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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31 Paragonimiasis in Children in Southwest China: A Retrospective Case Reports Review  
 from 2005 to 2016 -------------------------------- Gong Zongrong, Miao Ruixue, Shu Min etc. 83 
OR-0132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治疗儿童流感早期临床观察 ----------------------- 肖琼,邸顺祥,潘洋等 83 
OR-0133 儿童慢性乙型肝炎干扰素抗病毒治疗的临床分析 ----------------------- 胡姚,叶颖子,叶丽静等 84 
OR-0134 血清β-EP、NE、IL-6 在手足口病患儿不同临床分期中的变化及应用 
 价值 -------------------------------------------------------------------------------- 郝建华,张曦,周占青等 85 
OR-0135 23 例黑热病临床分析 --------------------------------------------------------------- 金丽,高利红,李黎 85 
OR-0136 2010-2016 年内蒙古地区手足口重症（死亡）病例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研究 ----------------------------------------------------------------------------- 张晓梅,孟晓波,窦忠霞等 86 
OR-0137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指标的探讨 ------------------------------------------ 刘培辉 86 
OR-0138 温州地区住院学龄期儿童结核病 324 例临床诊治分析 ------------------- 余刚,崇蕾,徐莉莉等 87 
OR-0139 FibroScan 在儿童慢性乙肝患者肝脏纤维化的临床诊疗价值  ---------------- 覃小梅,李双杰 87 
OR-0140 儿童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临床、实验室特征及预后判断 ------- 陈英虎,张丽,王彩云等 88 
OR-0141 西宁地区新生儿不同标本检测 HCMV-DNA 在人巨细胞病毒感染中的临床 
 应用 ----------------------------------------------------------------------------------------- 马慧英,王春玮 89 
OR-0142 Antibiotic usage in Chinese children, data from national antibiotic point prevalence  
 survey -------------------------------------- Zhang Jiaosheng,Yang Yonghong,NARPEC China 89 
OR-0143 杭州市手足口病患儿大便中非 EV71、非 CA16 肠道病毒核酸检出时间观察 王娟,赵仕勇 90 
OR-0144 小儿百日咳 857 例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 王军,邓慧玲,孙芳等 90 
OR-0145 2004 至 2016 年北京单中心儿童甲型流感病毒的监测 ------------------- 王芳,朱汝南,孙宇等 91 
OR-0146 中国儿童百日咳鲍特菌分离率、毒力基因分布和流行特征 ----------------------- 付盼,王传清 92 
OR-0147 婴儿疑似百日咳的临床特征及病原比较分析 ----------------------------------------- 唐铭钰,曹清 92 
OR-0148 LESION IN THE BRAIN STEM ALONG THE AUDITORY PATHWAY IN  
 FOUR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S (LSD): A RETROSPECTIVE STUDY  
 USING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S  
 (ABR)  ----------------------------------------- Kang Linmin,Maria L. Escolar,Catherine Palmer 93 
OR-0149 介入栓塞联合西罗莫司治疗难治性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 ---------- 谭小云,张靖,申刚等 94 
OR-0150 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ACADVL 基因新发突变 ------------ 陈柏谕,陈柏谕,肖瑞等 94 
OR-0151 胰腺胸膜瘘致反复大量血性胸腔积液一例及文献复习 ------------------------------------ 庄丽丽 95 
OR-0152 新发复合杂合突变致新生儿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陷家系 1 例并文献复习胡晓明,李莉 96 
OR-0153 新一代测序技术诊断一例不典型乙基丙二酸脑病 ----------------------- 张开慧,高敏,律玉强等 96 
OR-0154 上海地区戈谢病新生儿筛查 ------------------------------------------------ 张惠文,康路路,占霞 等 97 
OR-0155 中国首例 CblF 型甲基丙二酸血症报道及文献复习 --------------------- 童凡,杨茹莱,吴鼎文等 97 
OR-0156 山西省 21-羟化酶缺乏症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相关性分析 ----------- 张改秀,张明衬,胡东阳等 98 
OR-0157 15q11.2-13.2 tetrasomy 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 in child with optic nerve  
 abnormalities ------------------------------------------------------ Wang Xiang-Zhi,Tang Lan-Fang 99 
OR-0158 中国先天性巨结肠患儿 RET 基因体细胞变异研究 ------------------------ 姜茜,刘芳,苗春越等 99 
OR-0159 20 例低血磷性佝偻病患儿临床诊断与疗效分析 --------------------------------------- 陈颖,吴磊 100 
OR-0160 六例先天性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患儿 BTK 基因检测突变分析张李钰,杨颖,李小青等 101 
OR-0161 为探索治疗对 11 例 FOP 中国患儿进行的全面分析 ---------------------- 殷蕾,陈玉琳,王剑等 101 
OR-0162 MPV17 变异相关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 3 例并文献复习 ---------- 李晓峰,龚敬宇,王建设 10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6 
 

OR-0163 SLC7A7 基因突变致赖氨酸尿性蛋白不耐受一例报道并文献 
 复习 ----------------------------------------------------------- 祁媛媛,侯佳（共同第一作者）,洪达等 102 
OR-0164 9 例携带 CHD7 变异的 CHARGE 综合征中国汉族患儿的表型特征 ----------- 陈乡,周文浩 103 
OR-0165 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患儿的 ARSA 基因突变分析 ------------------- 陈丽,延会芳,曹彬彬等 103 
OR-0166 5'UTR 突变在两例 21 羟化酶缺乏症家系中的报道 ------------------------------------------- 张旭 104 
OR-0167 Canavan 病 4 家系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研究 ------------------------------- 石真,延会芳,李东晓等 104 
OR-0168 3 例 Russell-Silver syndrome 分子遗传学特点研究及文献复习 ------- 韩蓓,倪世宁,顾威等 105 
OR-0169 新生儿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 陈超,唐军 105 
OR-0170 高血压危象致新生儿反复急性呼吸循环衰竭 1 例 ---------------------- 高婷,赵玲玲,陈淳媛等 106 
OR-0171 AQP2 基因突变致遗传性肾性尿崩症 1 例 ----------------------------- 刘晓宇,张琰琴,肖慧捷等 106 
OR-0172 SLC34A1 基因突变致 2 例婴幼儿高钙血症并高钙尿症 --------------- 李文京,苏畅,陈佳佳等 107 
OR-0173 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SPAST 基因突变 一家系 25 人分析 -------------- 王旭,黄艳智,姜洪波等 108 
OR-0174 扩张性心肌病伴共济失调综合征一例伴文献复习 -------------------------------- 王一雪,陆国平 109 
OR-0175 卡-梅综合症的阶梯式化疗方案探讨 ------------------------------------------------- 罗建明,何云燕 109 
OR-0176 外胚层发育不良伴免疫缺陷病 1 例及文献复习 ------------------------- 唐燕来,李毓,柯志勇等 110 
OR-0177 基于靶向测序数据分析致病性 CNVs 的可行性研究 ------------------- 张冉,张桥石,符芳妮等 111 
OR-0178 Two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COQ8A cause autosomal-recessive  
 primary coenzyme Q10 deficiency ------------------------------------------------ Guo Yi,Li Jiang 111 
OR-0179 报道以血小板极度增高、获得性血管性血友病为首发表现的 CML 一例并文献 
 分析 -------------------------------------------------------------------------------------- 周芬,王琳,肖燕等 112 
OR-0180 Value of combination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and MRI in assessment of  
 haemophiliac arthropathy in children ---------------------------------- 张宁宁,吴荣昌,霍爱华等 113 
OR-0181 甲状腺功能减退合并脑白质病变的桥本脑病一例 ----------------------- 黄婷婷,姚宝珍,牛萍等 113 
OR-0182 1 例婴儿起病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Segawa 病及文献复习 -------------------- 龙莎莎,王艺 114 
OR-0183 中国首例 CECR1 基因突变所致的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及文献复习 ----- 张尧,张月华,吴晔 114 
OR-0184 难治性癫痫的精准诊断与治疗 -------------------------------------------------- 李春培,周浩,路通等 115 
OR-0185 中文简明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筛查量表 信效度和筛查效能张静,唐铭钰,江帆等 116 
OR-0186 既往健康中国儿童全身播散性隐球菌病临床特征及肺部表现 ----- 高立伟,焦安夏,吴喜荣等 116 
OR-0187 miR-223 对气道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刘冬冬,赵德育 117 
OR-0188 胃食管反流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相关性的探讨 -------------------------- 唐素萍,高虹,刘艳琳等 117 
OR-0189 抗 B7-H3 单克隆抗体对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的作用研究 ------- 丁林,陈正荣,顾文婧等 118 
OR-0190 反复喘息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特征分析 ----------------------------------------------- 黎晓丹,邓力 119 
OR-0191 Thy-1 在进展性肺纤维化中异常下调表达及可溶性 Thy-1 对肌成纤维细胞表型逆转的 
 研究 --------------------------------------------------------------- 蒋敏,Simon Wang,Ceonne Kim 等 119 
OR-0192 TIPE2 negatively regulates mycoplasma pneumonia-triggered immune response via  
 MAPK signaling pathway ------------------------------------------------------------- 张园园,陈志敏 120 
OR-0193 miR-29c/B7-H3/Th17 路径在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陈正荣,郝创利,季伟等 121 
OR-0194 建立 6 岁以下儿童哮喘诊断标准的研究与实践 -------------------------------------------- 鲍一笑 121 
OR-0195 一种新的 ABCA3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导致儿童弥漫性肺间质病  ------------- 鲍燕敏,郑跃杰 122 
OR-0196 苏州地区空气污染物对儿童呼吸道感染肺炎链球菌流行影响 -------- 张新星,季伟,郝创利等 122 
OR-0197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长春地区肺炎支原体感染调查 -------- 邓琳菲,姜洪波,黄艳智等 123 
OR-0198 6-16 岁哮喘患儿精神共患病评估及其相关临床特征分析 ------------- 周浩,陈智荷,黄玉瑛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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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99 回顾性分析软性支气管镜检术在先天性心血管发育畸形合并肺部疾病患儿中的 
 作用 -------------------------------------------------------------------------------------- 陈婷,丘力,钟琳等 124 
OR-0200 四例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纤毛超微结构与基因型分析 ----------------- 王珂,郭春艳,孙立锋等 125 
OR-0201 基因诊断以反复吸入性肺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CHARGE 综合征一例 
 并中国人 CHARGE 综合征文献复习 -------------------------------------- 洪达,王慧君,王立波等 125 
OR-0202 6 年间迁延性咳嗽患儿百日咳感染状况监测 -------------------------------- 赵阳,米荣,崔晓岱等 126 
OR-0203 重庆地区门诊儿童慢性湿性咳嗽病因构成比研究 ----------------------------------- 李银,刘恩梅 127 
OR-0204 Analysis on surveillance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fection in  
 children ----------------------------------------------- Wang Yingshuo,Yang Dehua,Chen Zhimin 127 
OR-0205 家族过敏史与被动吸烟对青春期青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 ----------------- 刘丽娟,张晓波 129 
OR-0206 IFITM3 通过吞噬-溶酶体通路发挥抗结核作用 -------------------------------------- 申晨,申阿东 129 
OR-0207 7 例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 C 基因突变相关性婴幼儿肺间质疾病临床 
 研究 -------------------------------------------------------------------------------- 刘静,农光民,陈杰华等 130 
OR-0208 IL-4、IL-13 基因多态性与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儿童哮喘的相关性研究 ----------------- 张季红 130 
OR-0209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支气管镜下特征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炎症因子水平的 
 研究 ----------------------------------------------------------------------------------------- 史晓云,尚云晓 131 
OR-0210 脉冲振荡肺功能在学龄前儿童哮喘长期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冯雍,尚云晓 132 
OR-0211 ERK1/2/NF-κB 信号通路对哮喘小鼠气道 Kv1.3 钾离子通道调节作用的初步 
 探讨 -------------------------------------------------------------------------------- 周倩兰,王天玥,李淼等 132 
OR-0212 苏州地区儿童七种下呼吸道病毒感染 临床流行病学 --------------- 严永东,鲁成刚,蒋吴君等 133 
OR-0213 婴幼儿咽喉反流与持续喘息的关系探讨 -------------------------------- 杨运刚,陈幼芬,孙秋凤等 134 
OR-0214 利用能谱 CT 定量评价 BO 患儿肺脏血流灌注 -------------------------------------- 孙记航,彭芸 134 
OR-0215 重组人干扰素α1b 治疗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后对远期发生喘息影响的多中心初步 
 研究 -------------------------------------------------------------------------------- 杨丽华,张国成,孙新等 135 
OR-0216 391 例儿童肺大血管发育畸形的临床特点及诊治分析 -------------------------- 施林微,张海邻 136 
OR-0217 2015-2017 两年度湖南儿童百日咳患儿临床特点的比较 ---------- 夏艳华,钟礼立,王曼知等 137 
OR-0218 构建以专科护士为枢纽的整合医学综合服务平台实施慢病患儿院后管理 ----------- 豆欣蔓 137 
OR-0219 Promotion of Breastfeeding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ntroduce Use of  
 Expressed Breast Milk (EBM) Diary in NICU -------------------------------------- Chen Yanfen 138 
OR-0220 两种不同保温系统对唇裂修补术的新生儿外周血白细胞介素和凝血功能的影响 -- 陈春梅 138 
OR-0221 STAMP 营养不良筛查工具对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筛查的诊断准确性研究 ---------------- 冯升 139 
OR-0222 北京市五家三甲医院儿科护士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 -------- 孙静,连冬梅,程蕾等 139 
OR-0223 医院专科护士岗位管理的长效机制探讨 ----------------------------------- 朱丽辉,谢鑑辉,刘新等 140 
OR-0224 改良式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法结合睡眠干预对婴幼儿镇静效果的影响 ------------------ 汪婷婷 140 
OR-0225 一例 Prader-WIilli 重症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的护理体会 ------------------ 张亮亮 141 
OR-0226 NICU 极低出生体重儿母亲泌乳量改进措施的效果评价 ------------------------------------ 翁莉 141 
OR-0227 4 例小儿难治性癫痫行迷走神经刺激术围术期护理 --------------------------------------- 吴少珠 141 
OR-0228 95 例新生儿肠造口术后的造口及造口旁伤口护理 ---------------------------------------- 杨童玲 142 
OR-0229 基于 IMB 模型的健康教育在初发儿童 I 型糖尿病家庭照顾者护理能力的 
 应用 ----------------------------------------------------------------------------------- 马翠婷,徐美玲,卢欣 142 
OR-0230 ICU 患儿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危机干预效果分析 --------------------------------------------- 黄丽娟 143 
OR-0231 奥马哈系统在癫痫儿童延续照护中的应用研究 -------------------------- 崔璀,郑显兰,李双子等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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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32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人文关怀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李健 144 
OR-0233 住院患儿父母参与照护项目问卷研制及信效度分析 -------------------- 姚文英,张莉,谢安慰等 145 
OR-0234 新生儿个性化发展性护理和评估程序在新生儿神经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应用 
 研究 ------------------------------------------------------------------------------ 陆春梅,严恺 ,季福婷等 145 
OR-0235 循证护理对婴幼儿两种不同体位机械通气时护理安全的效果观察 ----------------- 杨滢,陈静 145 
OR-0236 1 例 Pierre-Robin 综合征合并新生儿硬肿症 ------------------------------------------------ 丁琴芹 146 
OR-0237 聚焦解决模式在紫癜性肾炎患儿照顾者负性情绪的应用效果评价 ----- 舒芬华,张琰,万萌等 146 
OR-0238 4 例烟雾病患儿行 EDAS 围手术期护理 -------------------------------------------------------- 宋伟 147 
OR-0239 家庭管理干预提高 0～6 岁癫痫患儿家庭管理水平的效果研究 ------------------------- 刘花艳 147 
OR-0240 TTT 培训模式在临床护理培训与教学中应用 ----------------------------------------------- 赵秀芳 148 
OR-0241 心房内心电图技术引导新生儿 PICC 尖端定位的临床研究 ------------------------------ 朱丽波 148 
OR-0242 1826 例婴幼儿气管、支气管异物取出术回顾性分析 ---------------------------------------- 郭燕 149 
OR-0243 一例契东综合征合并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的护理 ------------------------------------------ 李彩霞 149 
OR-0244 修订版早产儿疼痛量表(PIPP-R)对早产儿重复致痛性操作信效度及临床适用性的 
 探讨 ----------------------------------------------------------------------------------- 闫菲,梅花,张钰恒等 150 
OR-0245 家属版复苏陪护利弊评估量表汉化及信效度检验 ----------------------------------- 胡菲,陆国平 150 
OR-0246 22 例气管切开术后儿童的随访研究 ------------------------------------------------ 王文超,陆国平 151 
OR-0247 儿童日间手术中心规范化管理护理实践 --------------------------------------------------------- 范丽 151 
OR-0248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y index system fortutor of post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 Jiang Xiaoping 152 
OR-0249 门诊输液中心（OUIVA）结合移动护理信息系统 在儿童医院门诊输液中的安全 
 管理 -------------------------------------------------------------------------------------- 赵雪丽,张英,张雷 152 
OR-0250 儿童专科医院母乳喂养系统化管理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迟巍,刘静,朱亮 153 
OR-0251 PICU 患儿采用脉搏氧饱和度监测替代 Allen 试验行桡动脉穿刺的临床研究 ------- 张爱萍 153 
OR-0252 过渡期护理模式对“PICU 后综合征”发生的护理干预 ------------------------------------- 欧文 153 
OR-0253 1 例痉挛症患儿使用丙戊酸钠出现全血细胞减少的护理 ----------------------------- 徐峰,章毅 154 
OR-0254 住院床位集中管理模式在降低儿科入院等候时间的应用效果分析 --------------------- 陈小淦 154 
OR-0255 婴幼儿喉罩全麻复合骶管神经阻滞应用于先天性心脏病 介入封堵治疗术后喂养时机 
 的研究 ------------------------------------------------------------------------------------------------ 张英姿 154 
OR-0256 新生儿疼痛、躁动及镇静评估量表的 汉化及信效度评价 --------------------- 何碧云,徐红贞 155 
OR-0257 经肛门行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术后肛门的护理效果对比 --------------------------------- 张明明 155 
OR-0258 3 例肾病综合征并发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患儿的急救及护理体会 --------------------- 吴双敏 156 
OR-0259 儿科护士工作环境与组织承诺的相关性研究 ------------------------------------------------ 崔晓伊 156 
OR-0260 PAT 儿科三角评估法在急诊分诊中快速识别危重病人的效果观察 - 谭宇飞,曾烈梅,肖志田 157 
OR-0261 应用 TTM 培训模式提升儿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 ------------------------------------------- 于桂玲 157 
OR-0262 构建医联体进修护士培训评价模型的探讨 --------------------------------------------------- 石彩晓 158 
OR-0263 1 例 NEC 伴回肠造口早产儿行心脏病术后反复再插管的护理 ------------------------- 姚漪蔚 158 
OR-0264 抗生素锁技术在儿童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中的临床应用 ----------- 杜袁英,笪佳琦 159 
OR-0265 PICU 患儿家属决策冲突的调查研究 --------------------------------------------------- 金迪,陈锦秀 159 
OR-0266 一例儿童吞入纽扣式电池导致食道化学腐蚀伤的防治及护理  ---------------------------- 杨静 160 
OR-0267 基于“互联网+”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母乳喂养管理的成效研究 --- 林缘缘,叶茹明,李婉婷 160 
OR-0268 4500 米高海拔地区 165 例儿童血氧饱和度监测 ------------------ 格桑央金,索多,多吉卓嘎等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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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69 父母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治疗效果的影响 -------- 陈玲,陈敏榕,季婧敏 161 
OR-0270 苏州地区儿童侵袭性肺炎链球菌 80 例血清型及临床特征分析 --------- 柏振江,徐忠,张瑾等 162 
OR-0271 儿童重症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分析 ----------------------------------------- 周雄,张新萍,肖政辉等 162 
OR-0272 HHHFNC 对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疗效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 赵劭懂,时珺,刘勇等 163 
OR-0273 不同镇静镇痛策略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中的对照研究 -------------- 蔡小芳,张芙蓉,张隆等 163 
OR-0274 不同剂量甲基强的松龙治疗脓毒性休克失代偿期患儿的临床疗效及对 HPA 轴的 
 影响 -------------------------------------------------------------------------------- 林海,王子敬,王世彪等 164 
OR-0275 需有创通气的重症肺炎患儿合并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 李晓卿 165 
OR-0276 单中心儿科 ECMO 结局分析：儿科 ECMO 成长曲线 -------------------- 洪小杨,赵喆,封志纯 165 
OR-0277 血液净化与常规方法治疗儿童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的疗效比较 -- 靳有鹏,刘海燕,赵春等 166 
OR-0278 儿科急诊预检分诊系统相关数据分析 ----------------------------------- 施惠宣,吴瑾准,陈国兵等 166 
OR-0279 探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与呼吸衰竭的神经肌肉疾病构成 
 特点 -------------------------------------------------------------------------------- 李西华,胡超平,赵蕾等 167 
OR-0280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脓毒症患儿早期乳酸清除率和炎症因子的 
 影响 -------------------------------------------------------------------------------- 缪红军,华虎,吴金桓等 168 
OR-0281 Glasgow 昏迷量表评分 3 分的昏迷儿童脑死亡判定分析 ------------------- 王荃,武洁,刘珺等 168 
OR-0282 msCD163 诊断儿童继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及预后判断作用 ----------- 熊熙,崔云,王春霞等 169 
OR-0283 Fecal calprotectin concentrations and diagnosis of 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in  
 infants --------------------------------------------------- Shi Jingyi,Cui  Yun,Wang  Chunxia etc. 170 
OR-0284 Hypoxic Hepatitis and Mortality in Children after Cardiac Surgery: Epidemiology and  
 Outcomes -------------------------------------------------------- tan linhua,Ye Jing,Shu Qiang etc. 170 
OR-0285 近红外光谱技术对儿童脓毒症脑血氧水平监测的价值 -------------------------- 李明霞,陆国平 171 
OR-0286 艾司洛尔在Ⅲ期手足口病患儿中治疗价值的研究 ------------------------------------------ 刘成军 171 
OR-0287 高频振荡通气治疗儿童重症手足口病并神经源性肺水肿 -------------- 陈玉雯,冯小伟,吉训琦 172 
OR-0288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tal outcome of children with enterovirus A71 infection 
  - A case series -------------------------------------------------------------------------------- Li Peiqing 172 
OR-0289 Incidence and outcomes of chemotherapy associated ARD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 An observation cohort study  ------ liu chentao,Huang Yehong 173 
OR-0290 肺动脉吊带患儿胸部三维 CT 影像学特点及预后分析 ----------------- 娄鹏程,赵玲玲,陈伟等 173 
OR-0291 重症手足口病并昏迷无自主呼吸儿童的早期康复促醒治疗 ----------------------- 高琦,常建洛 174 
OR-0292 限制诱导运动疗法辅助虚拟现实游戏对偏瘫儿童运动功能的影响 ----- 赵晓科,张跃,汤健等 175 
OR-0293 生物刺激反馈治疗仪治疗脑性瘫痪小腿三头肌痉挛疗效观察 ----------- 孔勉,余志华,曾敏等 175 
OR-0294 385 例儿童运动发育迟缓临床分析 -------------------------------------- 彭桂兰,丁德琴,胡恕香等 176 
OR-0295 Altered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s in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children  
 revealed by cortical thickness ----------------------------- Liu Tian,Chen Yanni,Li Chenxi etc. 176 
OR-0296 以功能为导向的 ADL 训练对痉挛型双瘫患儿的疗效观察 --------------- 魏来,顾琴,张大力等 177 
OR-0297 Serum proteomic profiling for autism using magnetic bead-assisted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A pilot study ---------------------------------------- chen yanni,Du  Hui Ning, Shi Zuo Yue etc. 177 
OR-0298 Reliability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 used on  
 high-risk infants in China ------------------------------------- wang hui,Zou Yan,Li Haifeng etc. 178 
OR-0299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的效度研究 --------------------------------------------- 王翠,李一芳,黄真等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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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00 沙盘游戏疗法对脑性瘫痪儿童心理障碍的疗效研究 ----------------- 彭利娟,余文玉,侯雪勤等 179 
OR-0301 遗传病误诊为脑瘫病例分析 ------------------------------------------------------------------------ 刘楠 179 
OR-0302 280 例初诊为脑性瘫痪病例神经遗传学多因素分析 -------------------------------- 杨茂玲,肖农 180 
OR-0303 脑苷肌肽注射液联合针灸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瘫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 鲍首燕,金红芳 180 
OR-0304 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足部生物力学异常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 
 关系 -------------------------------------------------------------------------------- 苑爱云,侯梅,刘秋燕等 181 
OR-0305 AIMS 量表评价丰富环境干预对轻中度发育障碍婴儿粗大运动功能的 
 影响 -------------------------------------------------------------------------------- 侯梅,苑爱云,刘秋燕等 181 
OR-0306 DST 发育筛查量表的评价者间信度和共聚效度分析 ------------------- 周浩,李家琼,熊才运等 182 
OR-0307 Nogo-A 及其受体的差异表达在偏瘫型脑瘫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 唐红梅,何璐,李金玲等 183 
OR-0308 THE BETTER ONE: MODIFIED TARDIEU SCALE OR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IN ASSESSING THE RESPONSIVENESS OF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TO BOTULINUM TOXIN TYPE A TREATMENT? A RANDOMIZED  
 TRIAL --------------------------------------------------------------- He Lu,Xu Kaishou,Yan Xiaohua 183 
OR-0309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的康复评估与康复治疗 --------------------------------------------- 黄真 184 
OR-0310 A 型肉毒素治疗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所致肌痉挛 1 例报道 ----------------------- 黄琴蓉,肖农 184 
OR-0311 中文版北极星移动评价量表 在 DMD 患儿中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 史惟,李惠,苏怡等 185 
OR-0312 早期综合康复训练对 1 岁以内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各项能区功能发育的 
 影响 ----------------------------------------------------------------------------- 胡继红,陈建树,郭春光等 186 
OR-0313 1237 例儿童家庭康复指导及随访的横断面调查研究 ------------------------ 苏怡,杨红,李惠等 186 
OR-0314 呼吸训练对脑瘫儿童的影响 -------------------------------------------------------- 周天添,庞红,黄薇 187 
OR-0315 全身振动训练对痉挛型双瘫患儿 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 徐刚,赵澎 188 
OR-0316 婴幼儿脑损伤合并 IEDS 认知功能损害治疗的对照研究 ----------------------------- 刘芸,张雁 188 
OR-0317 脑瘫儿童语言理解能力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 任登峰,刘巧云 189 
OR-0318 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粗大运动功能及步行功能的疗效 -------------- 李鑫 190 
OR-0319 不同剂量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脑瘫患儿腘绳肌痉挛的前瞻性研究安爽,王明梅,赵云霞等 190 
OR-0320 超声检查在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中的意义 -------------------------- 熊华春,黄娇娇,肖宁等 191 
OR-0321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早期缺氧诱导因子-1α的表达变化及作用 -------- 赵云霞,牛国辉,王军等 192 
OR-0322 儿童康复临床实习中使用 ICF-CY 指导下 CBL+PBL 双轨教学模式的 
 应用 -------------------------------------------------------------------------------- 陈玉霞,贾光素,肖农等 192 
OR-0323 感觉统合训练对重度机能性构音障碍患儿的影响 ----------------------------------- 周泉,徐云霞 193 
OR-0324 应用表面肌电观察电针结合常规康复训练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尖足畸形的即时 
 效应 -------------------------------------------------------------------------------- 王丽丽,贾飞勇,杜琳等 193 
OR-0325 婴儿早期肌张力异常的随访观察研究 -------------------------------------------- 向上,朱振蓉,王蓉 194 
OR-0326 《低年级智障学生言语语言康复家校合作策略的研究》 ------------------------------------ 尹岚 194 
OR-0327 儿童脑瘫相关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 唐欣,赵洪波 195 
OR-0328 鞘内注射胆红素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动物模型的建立 -------------------------- 许晓燕,唐久来 196 
OR-0329 学前听障儿童与健听儿童语音产生能力比较研究 -------------------------------- 陈思齐,刘巧云 196 
OR-0330 论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危机及干预 -------------------------------------------------- 孙华,陈燕,王琼等 197 
OR-0331 Impact of Severe Early Childhood Caries on Children’s Oral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 Qiu Rongmin,Jiang  Rui,Li Renlong etc. 197 
OR-0332 上颌扩弓器联合 MRC 矫治器治疗青少年安氏Ⅱ类错（牙合）的效果分析 ------------ 赵阳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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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33 血液病患儿牙病操作治疗中的临床体会 ----------------------------------------------- 杜宁,刘学聪 198 
OR-0334 446 例喉罩插管全麻技术在儿童牙科的应用 ------------------------------------------------ 乔黎晓 199 
OR-0335 儿童慢性口炎的肠道微生态治疗应用研究 ------------------------------------------------------ 马兰 199 
OR-0336 探讨“儿童咬合发育管理”对时下儿童张口呼吸面容的矫治及影响 -------- 卫光曦,林居红 200 
OR-0337 玻璃纤维粘结桥用于即刻间隙维持一例 -------------------------------------- 胡赟,马文竹,林居红 200 
OR-0338 浅谈改良型 HGAC 矫治替牙列骨性 II 类错 畸形治疗体会 --------------------- 吴薇,王娅婷 201 
OR-0339 龋齿患儿的护理及健康教育效果研究 ------------------------------------------------------------ 师歌 201 
OR-0340 周期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伴发长期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一例——全身系统性疾病患儿的 
 口腔健康管理模式探讨 -------------------------------------------------------------------- 张越茗,邹静 202 
OR-0341 我們闖了紅燈嗎？兒牙治療鎮靜不插管麻醉 -------------------------- 劉時凱,陳坤堡,范國棟等 202 
OR-0342 血栓调节蛋白在儿童重症肺炎中的变化及临床价值 ----------------- 黄彩芝,莫丽亚,杨龙贵等 203 
OR-0343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treatment responsiveness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CD8 + T cell activ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 ye qing 204 
OR-0344 33 例智力障碍病人的分子诊断：对外显组测序数据进行重新评估可以显著提高 
 诊断率 -------------------------------------------------------------------------------- 肖冰,邱文娟,季星等 204 
OR-0345 2014 年至 2016 年天津手足口病住院患儿的病原构成与分子分型 - 潘蕊,林书祥,舒剑波等 205 
OR-0346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as  
 Novel Predictors of Immunoglobulin Resistance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Zeng Qian,Li Lei,Lv Xin 206 
OR-0347 新生儿侵袭性感染 B 族链球菌的耐药表型及耐药机制研究 ------- 李娟,高坎坎，,关小珊等 206 
OR-0348 特应性皮炎患儿特异性 IgE 检测结果分析 ----------------------------- 何谢玲,汤建萍,祝兴元等 207 
OR-0349 甲基丙二酸血症基因突变分析 ----------------------------------------------- 王朝,舒剑波,张玉琴等 208 
OR-0350 2012-2016 年天津市儿童医院遗传代谢病筛查回顾性分析 ---------- 舒剑波,王朝,孟英韬等 208 
OR-0351 LncRNA-RP11-714G18.1 regulates vascular cell migration via  
 RP11-714G18.1/LRP2BP/MMP1 dependent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 Zhang Yuan,Zheng Lei,Qian Wang 209 
OR-0352 癫痫患儿经丙戊酸治疗后血液氨基酸变化情况的研究 -------------------------- 李启亮,宋文琪 209 
OR-0353 健康儿童和肺炎患儿口咽部菌群差异 ----------------------------------- 王和平,郑跃杰,戴文魁等 210 
OR-035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 
 变迁 ------------------------------------------------------------------------------------------------------ 龙燕 210 
OR-0355 杭州地区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患儿感染肠道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 
 研究 ----------------------------------------------------------------------------------- 李伟,陶然,李华美等 211 
OR-0356 Epidemiology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a Chinese children’s hospital: predominance of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1 
 (NDM-1) -------------------------------------------------------------------------------- 董方,张烨,鲁杰等 212 
OR-0357 Del-1 对特异性过敏中嗜酸性粒细胞上 ICAM-1 表达的影响 ------------------------ 阎淑,张泓 212 
OR-0358 非综合征多指畸形儿童的 GLI3、SHH、ZRS 突变筛查 ----------- 饶春宝,陈嘉辉,夏贤生等 213 
OR-0359 高通量测序方法在重症肺炎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探索 -------------- 刘孝荣,马东礼,姜含芳等 213 
OR-0360 Ultrasensitive and visual immunosensor technique for advancing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of quantum dot probes on Salmonella detection --------------------- 唐锋,向赟 214 
OR-0361 小儿左向右分流型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代谢组学研究 ----------- 李健,曹银银,徐锦等 214 
OR-0362 儿童支气管肺炎非典型病原体抗体谱检测及大数据分析 ----------------- 吴亦栋,陈东,陈刚等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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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63 肺炎支原体 RNA 和 DNA 检测在儿童支原体感染诊断的动态评价 ---- 周俊,吴亦栋,刘荻等 216 
OR-0364 Cohort Based Precise Interpretation Algorithms of Copy Number Variation Detection by  
 Whole Exome Sequencing -------------------------------------------------- Liu Bo,Zhou Wenhao 216 
OR-0365 抑制 KDELC1 的表达可以保护棕榈酸诱导的 INS-1 细胞凋亡 ------------------ 吕欣,张锦航 217 
OR-0366 The interplay of vitamin D levels, vitamin D receptor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nd diets on serum lipid profiles in Chinese Han  
 adolescents --------------------------------------------- Liu Xiaojuan,Guo Siqi,Fang Dingzhi etc. 218 
OR-0367 Is Rubinstein-Taybi syndrome relevant to RBFOX1? ------------ Weng Ying,Luo Xiaoping 219 
OR-0368 2013-2016 年沈阳市学龄前儿童体检结果分析 ------------------------------------- 马洪刚,孙静 220 
OR-0369 靶向高通量测序鉴定多指（趾）畸形致病基因 ----------------------- 游国岭,傅启华,王志刚等 220 
OR-0370 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 HRM 技术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疾病检测中的 
 应用 ----------------------------------------------------------------------- 张晓青,Luming Zhou,傅启华 221 
OR-0371 食物不耐受 IgG 抗体检测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中的意义 ------------- 祝兴元,何谢玲,汤建萍等 222 
OR-0372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围手术期静息能量消耗研究 ----------------------- 谢丽清,沈丽媛,潘莉雅等 222 
OR-0373 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肠内营养治疗评估 -------------------------------- 闫秀梅,潘彤彤,徐彰等 223 
OR-0374 出生体重≤1500g 的早产儿经母乳获得性巨细胞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 ---------- 孟佳,曹云 223 
OR-0375 儿科营养及临床营养支持现状的调查研究 -------------------------------------------- 林慧佳,陈洁 224 
OR-0376 喂养障碍儿童维生素情况分析 ----------------------------------------------- 潘长鹭,闫洁,杨炯贤等 225 
OR-0377 21 例重症麻疹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早期营养支持治疗 
 观察 -------------------------------------------------------------------------------- 宋文良,李玖军,赵莹等 225 
OR-0378 Evaluation of the Safety and Benefit of Pre-operative Oral Carbohydrate Administration 
 in Infants: A Multi-center Study ---------------------- Jiang Weiwei, Liu Xiang,Liu Fengli etc. 226 
OR-0379 鼻空肠管在重型颅脑损伤患儿早期肠内营养中的应用 ----------------- 陈淑芸,靳文,刘赵鹤等 226 
OR-0380  单中心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筛查和营养状况初步调查 --------------------- 马鸣,陈菲,余金丹等 227 
OR-0381 CoMiss 评分在诊断小儿牛奶蛋白过敏中的应用 --------------------------- 王瑾,张俐,王翠娟等 227 
OR-0382 4 例先天性全身性脂肪营养不良婴儿的临床和基因突变分析 -------- 刘怡,李东晓,李溪远等 228 
OR-0383 IRE1α/XBP1s/JNK 信号通路参与大鼠肠外营养相关性肝病发病及鱼油保护作用的机制 
 研究 -------------------------------------------------------------------------------------------- 李洁,朱雪萍 228 
OR-0384 肠内营养时机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儿预后的影响分析 ------------------------------------ 高若飞 229 
OR-0385 儿童慢性肾脏病（肾功能 IV 和 V 期）营养状况评估 --------------- 仇丽茹,袁惠卿,张晓乐等 230 
OR-0386 急性发病的儿童 Ménétrier 病 1 例 ------------------------------------------------------------- 张书红 230 
OR-0387 特应性皮炎儿童维生素 D 水平及其与免疫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 牛杨,吴江,汤庆娅 231 
OR-0388 重度营养不良残疾儿童综合营养治疗疗效观察 ----------------------- 赖盼建,李小兵,包云光等 231 
OR-0389 住院儿童营养风险筛查 -------------------------------------------------------- 刘瑞萍,尹梅,郑红娟等 232 
OR-0390 Prevalence of malnutrition and risk of undernutrition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liver  
 disease ---------------------------------------------- zhang ting,Yu Ronghua,Wang Yizhong etc. 233 
OR-0391 不同喂养方式极低出生体重儿的胃电图特点及生长发育随访 ----------------- 王子靖,李在玲 233 
OR-0392 儿童慢性腹泻营养风险筛查及营养干预与临床结局相关性的调查分析 ----- 李明霞,游洁玉 234 
OR-0393 因饮食不当导致甲基丙二酸尿症患儿重度营养不良、皮肤溃烂 -------- 许蓓,刘怡,李东晓等 235 
OR-0394 "儿童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关节病变特征并随访" -------------------- 朱佳,柳媛,杨洋等 235 
OR-0395 玉屏风颗粒对小儿哮喘缓解期 IgE 和嗜酸性细胞影响的临床研究 -- 沈朝斌,蒋瑾瑾,雷蕾等 236 
OR-0396 儿童高尿酸血症患者 IL-1β、IL-6 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 狄亚珍,陈圆玲,王佳佩等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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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97 秋水仙碱治疗儿童起病的家族性地中海热 12 例 --------------------------- 李冀,孙之星,王薇等 237 
OR-0398 BMI 对紫癜性肾炎的影响 ------------------------------------------------------------- 于晓桐,刘正娟 237 
OR-0399 单纯性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与 IL-6、TNF-α、hs-CRP 的关系 -------------- 谷亚楠,刘正娟 238 
OR-0400 Mir-19a、mir-21 调控 JAK/STAT 信号通路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发病机制的 
 研究 ----------------------------------------------------------------------------------------- 李洪伟,曾华松 239 
OR-0401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64 例临床特征分析 --------------------------------- 梁英,张萍萍,陈惠芹等 240 
OR-0402 12 例儿童风湿病相关的葡萄膜炎临床特点分析 --------------------------- 刘海梅,孙利,史雨等 240 
OR-0403 1 例 PIK3CD 基因新发功能获得性突变致 PI3Kδ过度活化综合征临床和实验 
 研究 -------------------------------------------------------------------------------- 罗颖,李成荣,李志川等 241 
OR-0404 被误诊为 SLE 的三例 IV 型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 -------- 王薇,钟林庆,唐晓艳等 242 
OR-0405 B cell-Intrinsic Defects of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Protein-Deficiency in generating  
 humoral memory responses --------------------- Dai Rongxin,Wenyan Li,Hongyi Zhao etc. 242 
OR-0406 甲泼尼龙间歇脉冲联合吗替麦考酚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回顾性 
 分析 -------------------------------------------------------------------------------- 郭丽双,刘金香,潘璐等 243 
OR-0407 22q11.2 缺失综合征儿童期临床特征与诊断 -------------------------- 姚海丽,王文婕,郭晓红等 244 
OR-0408 DOCK8 蛋白缺陷对调节性 B 细胞功能影响及机制研究 ----------------- 蒋金秋,秦涛,刘巧等 244 
OR-0409 少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54 例临床特点分析 ---------------------------------------------- 邹峥 245 
OR-0410 DNA 免疫吸附治疗儿童重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短期疗效分析 ------------------ 吴建强,卢美萍 246 
OR-0411 巨噬细胞 M1/M2 失衡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临床意义 ------------ 钮小玲,冯丹,黄文彦 246 
OR-0412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血栓性微血管病 19 例分析 ------------------ 李冀,姜静婧,董艳青等 247 
OR-0413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和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免疫功能分析与比较 ----- 朱晓萍,陶琳琳,周娟等 247 
OR-0414 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对慢性肉芽肿病诊断价值的单中心研究 -- 侯佳,李金凤,孙金峤等 248 
OR-0415 5 例 LRBA 基因突变患者临床及免疫学特征分析 -------------------- 薛秀红,安云飞,唐雪梅等 249 
OR-0416 中国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正常值建立的多中心研究 ----------------- 丁媛,周丽娜,夏宇等 249 
OR-0417 自噬与 STS-1、MyD88 在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 外周血淋巴细胞中的表达及 
 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 赵洁,戎赞华 250 
OR-0418 91 例住院儿童药源性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 ------------------------------- 邢燕 250 
OR-0419 脂联素基因+45、+276 多态性与川崎病及冠状动脉损伤的相关性研究黄秒,董国庆,肖菲等 251 
OR-0420 减强度预处理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CGD ------------------------------ 毛华伟,李佩华,刘陈菁等 252 
OR-0421 The Actin Cytoskeleton Controls FcgRIIB-Mediated Inhibition of 
 B-Cell Signaling ---------------------------------------------------------- Shu Zhou,Zhao Xiaodong 252 
OR-0422 趋化因子 CCR4 在肿瘤组织对 Treg 细胞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刘玮,魏心怡,吴晓斌等 253 
OR-0423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外周血 circRNA 表达谱研究 ------------------------------- 李士朋,李彩凤 254 
OR-0424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早期预警 
 指标 --------------------------------------------------------------------------- 檀晓华,李彩凤 ,李世杰等 254 
OR-0425 幼年皮肌炎 402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研究 ---------------------------------------------- 李妍,李彩凤 255 
OR-0426 中国儿童 CINCA 综合征 7 例临床分析研究 --------------------------------------- 李彩凤,张俊梅 255 
OR-0427 儿童结缔组织病合并骨梗死 15 例临床病例分析 ------------------------------------ 李妍,李彩凤 256 
OR-0428 儿童狼疮性肾炎治疗中环磷酰胺药物代谢的临床研究 -------------------------------- 刘力,胡坚 256 
OR-0429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特发性矮小儿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 ----------- 应艳琴,侯凌,梁雁等 257 
OR-0430 儿童矮小症遗传学病因研究 -------------------------------------------------------- 黄倬,孙昱,叶军等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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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31 ACTH 兴奋试验于阴毛早现病因诊断的价值及肾上腺功能早启动患儿代谢组分 
 分析 -------------------------------------------------------------------------------- 林娟,马华梅,李燕虹等 258 
OR-0432 Ghrelin 基因 Arg51Gln、Leu72Met 多态性与胰岛素分泌调控的双生子 
 研究 -------------------------------------------------------------------------------------- 黄丽丽,熊菲,杨凡 259 
OR-0433 HC-a 细胞 SHOX 基因过表达和干扰的差异表达蛋白质筛选 -------------------- 徐雪姣,朱岷 260 
OR-0434 50 例糖原累积症 Ia 型继发肝腺瘤临床分析研究 -------------------------- 刘妍,邱正庆,魏珉等 260 
OR-0435 0～18 岁健康儿童及青少年血清抗苗氏管激素水平的变化规律 ----- 李燕虹,杜敏联,郭松等 261 
OR-0436 500 个 DMD 高危家系的产前基因检测 ----------------------------------- 袁裕衡,姚凤霞,刘妍等 262 
OR-0437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自身免疫性 1 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 
 分析 -------------------------------------------------------------------------------- 裴舟,孙成君,王宏胜等 263 
OR-0438 92 例性发育异常儿童表型与 SRD5A2 分子特征研究 -------------------------------- 龚艳,李嫔 263 
OR-0439 Turner 综合征患儿雌激素替代个体化方案探讨 ------------------------- 郭松,李燕虹,陈红珊等 264 
OR-0440 153 例糖原贮积症 II 型患者的临床及基因突变谱研究 ----------------- 邱文娟,罗继航,房迪等 264 
OR-0441 男童外生殖器发育低下的临床转归及 CHH 早期预警分析 ------------ 张莉丹,马晓宇,王伟等 265 
OR-0442 24 例 Beckwith- Wiedemann 综合征的 临床特征及分子遗传机制 
 研究 -------------------------------------------------------------------------------- 陆炜,刘仁超,吴冰冰等 266 
OR-0443 儿童线粒体病的临床与分子遗传学研究 ----------------------------------- 李东晓,刘怡,李溪远等 266 
OR-0444 Bisphenol A (BPA) exposure and risk of idiopathic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ICPP)  
 among school-aged girls in Shanghai, ChinaCheng Yao,Wang Yingcan,Zhou Zhijun etc. 267 
OR-0445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对不同病因患儿颅面骨影响的临床研究 -------- 郑贺丽,王伟,姜书琴等 268 
OR-0446 性早熟儿童及其父母心理行为调查和干预 ----------------------------------- 刘毓,姜文胜,江超等 268 
OR-0447 肥胖患儿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及代谢参数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相关性研究 梁爽,李桂梅 269 
OR-0448 Turner 综合征血清脂联素、chemerin、vaspin 水平与体块指数、糖脂代谢相关性 
 探讨 -------------------------------------------------------------------------------- 陈瑞敏,张莹,林祥泉等 270 
OR-0449 国产 18F-DOPA PET/CT 辅助诊治高胰岛素血症性低血糖 ---------- 章淼滢,葛璟洁,裴舟等 270 
OR-0450 Prenatal genetic counseling and prenatal Diagnosis for 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 in high-risk families: 4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 Single Center ----------------------------------------- Li Duan,Li Dongzhi ,Sheng Huiying etc. 271 
OR-0451 Clinical and mutation analysis of 32 Chinese patients with  
 Pompe disease ---------------------------------------------- Su Xueying, Sheng Huiying, Liu  Li 271 
OR-0452 肾小球高滤过对 1 型糖尿病早期肾脏损害 评估的临床意义 --------------------- 孙辉,陈临琪 272 
OR-0453 二甲双胍干预儿童肥胖高胰岛素血症的临床疗效分析 ----------------- 鲍鹏丽,朱凯凯,刘戈力 272 
OR-0454 外显子深度测序寻找中国儿童肥胖遗传易感基因 -------------------- 张美仙,付利万,高利旺等 273 
OR-0455 中国城市儿童青少年肥胖及心血管代谢异常的流行现状及趋势 ----- 陈芳芳,米杰,代表中国 
 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CCACH）合作组 ------------------------------------------------- 陈芳芳 274 
OR-0456 2016 年中国九市 7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发生率及影响因素调查 张亚钦,武华红,宗心南等 274 
OR-0457 辅助生殖技术出生儿童的性发育情况调查 --------------------------------------------------- 刘子源 275 
OR-0458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52 Children Cases with  
 Thyroid Cancer ------------------------------------------------- Wang Jiali,Ren Xiaoya,Ni Xin etc. 276 
OR-0459 20 例 NR5A1 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表型及基因结果分析 ---------- 宋艳宁,张贝贝,任潇亚等 277 
OR-0460 铁超负荷加重高糖导致的内皮细胞功能损伤 ----------------------------------------- 吴蔚,傅君芬 277 
OR-0461 代谢综合征儿童青少年的胰岛β细胞功能评估 ----------------------- 李国华,陈雪峰,梁心怿等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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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62 外周血中间群单核细胞增多与新发儿童 1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 ---- 任潇亚,巩纯秀,牟雯君等 278 
OR-0463 中国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患儿临床及遗传分析 ----------------------------- 张尧,李东晓,刘怡等 279 
OR-0464 Role of Argonaute 2 in obesity and hepatic insulin resistance --------------------------- 张偲 280 
OR-0465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21-羟化酶缺陷并发睾丸内残余瘤强化皮质醇治疗效果和发生 
 睾丸功能减退风险因素分析 ----------------------------------------------------- 杜敏联,郭松,张军等 280 
OR-0466 一个新 EDA 基因缺失突变和 X 染色体失活极度偏倚导致 2.5 岁女孩患有典型的少汗型 
 外胚层发育不良 -------------------------------------------------------------------- 雷珂,张颖,董增义等 281 
OR-0467  以斑驳病为表现的 4 号染色体长臂缺失综合征 --------------------------------------- 张珍,陈戟 281 
OR-0468 新生儿发病的 Sjogren-Larsson syndrome 综合征 1 例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 
 分析 ----------------------------------------------------------------------------------- 窦丽敏,叶莹,曹云等 282 
OR-0469 太原地区以大疱样皮疹为特征的手足口病病原学及临床特点分析 -------------- 张杏莲,刘强 282 
OR-0470 长春新碱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婴儿血管瘤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疗效 
 探讨 -------------------------------------------------------------------------------- 肖媛媛,徐子刚,徐哲等 283 
OR-0471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皮肤表现及与系统受累的关系 ----------- 李萍,李建红 283 
OR-0472 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并发马尔尼菲青霉菌血症 1 例 ------------------------------- 高歆婧,陈谨萍 284 
OR-0473 外敷噻吗诺尔联合脉冲激光治疗婴幼儿血管瘤 50 例疗效观察 ------ 周胜,迪力拜尔.热夏提 284 
OR-0474 甲氨蝶呤治疗儿童重度斑块型银屑病的疗效及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 顾洋,王召阳,向欣等 285 
OR-0475 生物素缺乏症 1 例 ---------------------------------------------------------------------------- 谷盈,高宇 285 
OR-0476 Rothmund-Thomson syndrome 及 RECQL4 基因突变相关疾病鉴别诊断 ------ 向娟,王华 286 
OR-0477 误诊为血管瘤的皮肤肿瘤 4 例 ------------------------------------------------------- 尉莉,张斌,马琳 287 
OR-0478 2015 年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住院患者疾病构成情况调查 ------ 罗婷,张川,张伶俐等 287 
OR-0479 急性中耳炎在发热儿童的现况分析 ----------------------------------------------------- 单红梅,赵醴 288 
OR-0480 利用脐血炎症指标预测胎膜早破足月新生儿宫内细菌性感染 ----------- 徐灵敏,沈军,李诗宇 288 
OR-0481 Assessment of learning curves in pediatric surgical procedures: outcome- or  
 process-based? A consecutive case-series studyLi Huixian,Lin Fangqin ,Pan Liyan etc. 289 
OR-0482 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 26 例临床表型分析 --------------------------------- 葛萌萌,周文浩 290 
OR-0483 全科医生儿科专业培训的探索与建议 ----------------------------------- 周雪迎,齐建光,韩彤妍等 290 
OR-0484 拉米呋定成功治疗两例婴儿乙型病毒性肝炎报告 -------------------------------- 龚敬宇,王建设 291 
OR-0485 综合性医院儿科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思考 ------------------------------------------------ 李国林 291 
OR-0486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66 例临床分析 ------------------------------------------------ 王庭杰,封其华 292 
OR-0487 可逆性后脑白质脑病综合征临床特征分 ----------------------------------- 白海涛,许锦平,吴静等 293 
OR-0488 葡萄糖转运子 1 缺陷综合征运动障碍特点和诊疗分析 ----------------------------------- 姬辛娜 293 
OR-0489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临床疗效及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 张赟健,王艺,周水珍等 294 
OR-0490 癫痫儿童神经精神共患病及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 李桃利,周浩,周渊峰等 295 
OR-0491 60 例儿童癫痫性脑病基因突变分析 --------------------------------------- 李奕洁,王艺,周渊峰等 295 
OR-0492 小儿化脓性脑膜炎 95 例临床分析 --------------------------------------------------- 吕海生,韩蕴丽 296 
OR-0493 32 例中国小儿线粒体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突变分析 ------------------ 胡超平,李西华,赵蕾等 297 
OR-0494 神经前体细胞移植对脑损伤儿童惊厥及脑电图变化的临床对比观察 ------------------ 屈素清 298 
OR-0495 中国大陆 150 例 Angelman 综合征的临床概括分析 ------------------- 杜晓南,周渊峰,周浩等 298 
OR-0496 儿童半球离断手术后的癫痫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刘明,季涛云,刘晓燕等 299 
OR-0497 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临床和预后分析 -------------------------------- 周季,张尧,季涛云等 300 
OR-0498 123 例中国髓鞘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患者临床及遗传学分析 ----- 冀浩然,李东晓,吴晔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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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99 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的临床及骨骼肌病理学研究 --------------------- 韩春锡,段婧,廖建湘 301 
OR-0500 砷暴露对大鼠学习和社交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 周浩,赵魏情,崔玉霞等 302 
OR-0501 西罗莫司治疗儿童结节性硬化症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 刘莉,刘晓鸣 302 
OR-0502 葡萄糖转运子 1 缺陷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分析 ------- 姬辛娜,徐翠娟,高志杰等 303 
OR-0503 新诊断癫痫儿童药物治疗后发作和缓解的相关因素研究 ----------------- 范宏业,高丽,李岩等 304 
OR-0504 肌肉超声与磁共振在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中应用的比较 ---------------------- 胡君,蒋莉 304 
OR-0505 癫痫患儿家长对延续性护理的需求调查 ----------------------------------- 余祖琳,潘月瑢,胡艳艳 305 
OR-0506 大剂量地西泮在伴睡眠中癫痫性电持续状态患儿中的应用 ----------------- 龚潘,薛姣,钱萍等 305 
OR-0507 MLPA 技术在假性肥大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基因型诊断中的应用 ----------- 刘仁超,吴冰冰 306 
OR-0508 氟桂利嗪治疗 96 例儿童交替性偏瘫的临床疗效研究 --------------- 李淑品,张月华,杨小玲等 307 
OR-0509 苯巴比妥预防轻度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惊厥再发研究 -------------- 陈辉,钟建民,陈勇等 307 
OR-0510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reduces inflammation and hippocampal apoptosis in 

experimental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eningitis -------------------- Xu danfeng,Li Ling 308 
OR-0511 两例 AQP4 抗体阴性 MOG 抗体阳性的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报道及文献 
 复习 -------------------------------------------------------------------------------- 黄丹萍,陈旭勤,黄静等 308 
OR-0512 病原学二代测序及恒温扩增技术联合荧光定量 PCR 在不明原因患儿病原学诊断的临床 
 应用 -------------------------------------------------------------------------------------------- 张建昭,陈倩 309 
OR-0513 Epilepsy may be the major risk factor of mental retardation in children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 Wang Yangyang,Pang Lingyu,Ma Shufang etc. 310 
OR-0514 Angelman 综合征分型及脑电图特征 ----------------------------------------------- 贾桂娟,李保敏 310 
OR-0515 81 个 1 岁内起病的良性家族性癫痫家系基因型与表型相关性研究 曾琦,杨小玲,蒲利华等 311 
OR-0516 磷酸吡哆醇（胺）氧化酶缺乏症的新表型及热点突变位点分析 ----- 薛姣,常杏芝,张月华等 312 
OR-0517 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及脑电图特征分析 -------------------------------- 童丽丽,杨小凡,李保敏等 313 
OR-0518 化脓性脑膜炎的高危因素分析 ------------------------------------------ 杜开先,霍爱香 ,李曼曼等 313 
OR-0519 儿童额叶癫痫临床与脑电图关系研究 ----------------------------------------------- 贾桂娟,李保敏 314 
OR-0520 儿科神经病学精准医学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实践 ----------------------------------- 段婧,廖建湘 315 
OR-0521 脑电图多棘慢波的时空模式 ----------------------------------------------------- 梁建民,张波,叶琳等 315 
OR-0522 KCNQ2 基因变异相关癫痫脑病临床特征 -------------------------------------- 谢玲玲,张敏,蒋莉 316 
OR-0523 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的临床表现和产前诊断研究 -------------------------- 范燕彬,傅晓娜,葛琳等 316 
OR-0524 中西部地区细菌性脑膜炎的病原学及诊断分析 -------------------------------- 吴丽文,蒋莉,尹飞 317 
OR-0525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 ------------------------ 王天祺,周浩,李春培等 318 
OR-0526 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临床及影像学特征 ----------------------- 孙文秀,张新颖,席加水等 318 
OR-0527 95 例癫痫患儿的基因型表型分析及临床研究 ------------------------------ 张君,高丽,范宏业等 319 
OR-0528 499 例儿童难治性癫痫药物治疗与手术治疗的癫痫预后及其认知功能变化 刘长青,栾国明 320 
OR-0529 光电同步脑活动检测技术 对伴中央颞区棘波的儿童良性癫痫患儿数学认知障碍初步 
 研究 ----------------------------------------------------------------------------------- 朱晓涵,苗硕,刘钊等 320 
OR-0530 ACTH 联合大剂量维生素 B6 治疗首次发作与再次发作婴儿痉挛症疗效 
 观察 -------------------------------------------------------------------------------- 韩金芬,王家勤,王会娟 321 
OR-0531 西南地区儿童癫痫手术患儿队列分析 -------------------------------------------- 喻韬,罗蓉,周东等 321 
OR-0532 内源性二氧化硫通过 PERK 通路促进癫痫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 ---- 牛曼曼,韩颖,李沁芮等 322 
OR-0533 61 例新生儿惊厥患儿的预后分析 ------------------------------------------------ 李婕,赵卫,杨月霞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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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34 一例 ZMYND11 新生杂合缺失突变相关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精神发育迟滞 30 型病例 
 报道及文献复习 ----------------------------------------------------------------------------- 陈文杰,秦炯 323 
OR-0535 儿童感染性脑炎病原学诊断研究 --------------------------------------------------------------- 张建昭 324 
OR-0536 Degree Centrality and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in Children with  
 Nocturnal Enuresis:An fMRI Study ---------- Jiang Kaihua,Zheng Aibin,Shen Huijuan etc. 324 
OR-0537 他克莫司稳定足细胞 podocin 表达分布进而抑制雷帕霉素 引起的足细胞 
 损伤 -------------------------------------------------------------------------------- 谢清科,于力,于生友等 325 
OR-0538 Analyzing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with  
 real-time PCR array -------------------------------------- Li Zhiheng,Tao Yanfang,Li Xiaolu etc. 325 
OR-0539 儿童肾移植机遇与挑战—附单中心 130 例临床经验 ------------------- 王长希,李军,刘龙山等 326 
OR-0540 MiR-214/-218 及 Claudin-2 在小鼠缺血再灌注肾损伤模型中的表达及 
 意义 ----------------------------------------------------------------------------- 李志辉,刘江玲,康志娟等 327 
OR-0541 单中心汉族儿童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临床分析 -------------------------------- 谢婷婷,余自华 328 
OR-0542 产前基因检测在筛查先天性肾小管酸中毒高危胎儿中的应用 -------- 罗妮娟,党西强,帅兰军 328 
OR-0543 Complement 3 deposition in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of children with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 Wang Fengying,Li Xiaozhong,Zhu Xueming etc. 329 
OR-0544 儿童尿路感染 200 例临床分析 ------------------------------------------- 董艳芳,周志强,雷凤英等 329 
OR-0545 移植后复发导致移植肾脏失功的快速进展型 IgA 肾病 -------------------- 仇丽茹,陈刚,周建华 330 
OR-0546 提高儿童腹膜透析早期导管技术生存率的临床经验总结 -------------------------- 郭慧,陶于洪 331 
OR-0547 72 例儿童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的临床表现、治疗及预后 ------------ 万灵,陈朝英,白东升 331 
OR-0548 环孢霉素相关肾损伤的预警和临床意义 ----------------------------------------- 朱艳,康郁林,吴滢 332 
OR-0549 致先天性肾脏异常基因突变检测分析 -------------------------------------- 王芳,张琰琴,张宏文等 333 
OR-0550 86 例儿童下尿路症状临床诊治经验回顾分析 ---------------------------------------------- 张树成 333 
OR-0551 7 例儿童原发性肾脏综合征伴急性胃肠炎临床分析 ----------------------- 张岩,孙百超,张丽等 334 
OR-0552 单中心 5 年 408 例肾脏疾病患儿动态血压特点分析 ---------------------- 应蓓,邵晓珊,李宇红 335 
OR-0553 霉酚酸酯和环孢素 A 治疗儿童原发性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 
 研究 ----------------------------------------------------------------------------- 耿海云,季丽娜,陈朝英等 335 
OR-0554 从国际儿童透析协作网-中文版看我国终末期肾病儿童肾替代治疗的 
 发展 ----------------------------------------------------------------------------------- 翟亦晖,沈茜,沈颖等 336 
OR-0555 Analysis of modulation of miRNAome and mRNAome by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in active B cells --------------------------------------------- Shen Tian,He Qingnan,Casali Paolo 337 
OR-0556 基于三级医疗网络的高危新生儿先天性肾脏和尿路畸形超声筛查和纵向 
 管理 ----------------------------------------------------------------------------------- 龚一女,徐虹,沈茜等 337 
OR-0557 Risk factors for loss of residual renal functio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chronic  
 automated peritoneal dialysis (APD) in childrenSHEN Qian,XU Hong,FANG Xiaoyan etc. 338 
OR-0558 小儿溶血尿毒综合征 60 例诊治分析 ------------------------------------------ 陈元,孙书珍,李倩等 339 
OR-0559 72 例儿童单纯性蛋白尿病理与临床分析 ------------------------------ 傅海东,王晶晶,金艳艳等 339 
OR-0560 儿童肾脓肿 17 例分析 --------------------------------------------------------- 张晓静,金艳艳,刘飞等 340 
OR-0561 探讨尿中尿表皮生长因子对 Alport 综合征患者预后评估的意义 ---- 李白虹,丁洁,丁方睿等 340 
OR-0562 71 例慢性肾脏病儿童病因及并发症分析 ------------------------------------ 张丽,孙百超,张岩等 341 
OR-0563 儿童肝豆状核变性相关肾脏损害 9 例的临床特点及文献复习 ------------- 简珊,张岩,王伟等 342 
OR-0564 儿童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基因甲基化研究 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 芮淑敏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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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65 线粒体相关肾病 3 例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钟诚 343 
OR-0566 CD46 基因复合杂合变异致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一例 ----------- 沙玉根,成学琴,赵三龙等 343 
OR-0567 Ocular Findings in Children With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 Zhang Miao,Gao Yan,Li Yingjie etc. 344 
OR-0568 34 例儿童狼疮性肾炎复发相关因素分析 ------------------------------------ 秦黎,李平,王亚军等 344 
OR-0569 儿童肾脏相关疾病并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 6 例临床分析 ---- 黄惠梅,包瑛,王治静等 345 
OR-0570 肠道菌群失调与过敏性紫癜性肾炎易感性相关的研究 ----------------- 张瑜,江倩倩,王丽霞等 345 
OR-0571 北京地区住院儿童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的分布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一项单中心、病例  
 对照研究 -------------------------------------------------------------------------- 赵春娜,王国丽,周锦等 346 
OR-0572 人前梯度蛋白 2 在炎症性肠病中对 TNF-α诱导的肠上皮屏障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研究 -------------------------------------------------------------------------------------------- 叶晓琳,孙梅 347 
OR-0573 11 例儿童胰腺囊性纤维化临床分析 -------------------------------------- 王国丽, 赵春娜,周锦等 347 
OR-0574 儿童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胃黏膜肥大细胞数量的变化及意义 -------------- 钱淑怡,杨辉,金玉等 348 
OR-0575 血管活性肠肽、P-物质、5-羟色胺和胃泌素水平在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液和粪便中的 
 检析 -------------------------------------------------------------------------------------- 叶贝,段江,赵波等 348 
OR-0576 儿童难治性食管狭窄应用全覆膜支架治疗的并发症及处理对策 ----------------- 汪星,刘海峰 349 
OR-0577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临床及内镜特征 ----------------------------------------------- 王跃生,李小芹 349 
OR-0578 不同临床类型过敏性紫癜患儿肠道菌群结构及多样性研究 ----------- 陈鹏德,林燕,王春晖等 350 
OR-0579 伴有结肠冗长症的功能性便秘儿童的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HRM）分析及临床 
 意义 -------------------------------------------------------------------------------- 林久敏,徐辉,陈小燕等 350 
OR-0580 儿童罕见遗传性胆汁淤积症亲体肝移植术后的效果及随访研究 ----- 谢新宝,沈丛欢,陆怡等 351 
OR-0581 CD4+组织原位记忆 T 细胞（TRM）在幽门螺杆菌相关胃黏膜组织的 
 表达 ----------------------------------------------------------------------------- 吴永坚,陈佩瑜,耿岚岚等 351 
OR-0582 四川省单中心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筛查研究 -------------- 熊励晶,欧小琴,李杨等 352 
OR-0583 Human norovirus VP1-induced miR-2277-3p contributes the development of diarrhea  
 by targeting NHE3 ----------------------------------------------------------- Xu Wanfu,Gong Sitang 352 
OR-0584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 corrects the Chinese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s with immune deficiency in  
 IL10RA-deficiency -------------------------------------------------------- Peng Kaiyue,Huang Ying 353 
OR-0585 2014 年-2015 年上海市闵行区 6-12 岁在校学生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和 1 年后的随访调查 
 研究 ----------------------------------------------------------------------------------------------- 周颖,黄瑛 354 
OR-0586 内镜下钛夹和尼龙圈套荷包缝合辅助电凝切除术治疗结直肠巨大息肉的临床 
 应用 ----------------------------------------------------------------------------------- 方莹,李虹,高天娇等 354 
OR-0587 内脏痛高敏感模型幼鼠学习记忆能力变化及海马 BDNF 表达改变 ---------------- 许淳,吴斌 355 
OR-0588 短链脂肪酸及其受体信号通路对食物过敏小鼠肠道屏障功能及调节性 T 细胞的 
 影响 ----------------------------------------------------------------------------------- 朱珍妮,胡赤军,朱彬 356 
OR-0589 1 例 10 月龄婴儿淤胆性肝病 ——消化学组疑难病例讨论 --------------------------------- 方峰 356 
OR-0590 婴幼儿过敏性结肠炎 24 例临床特点及其肠黏膜中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的 
 表达 ----------------------------------------------------------------------------- 徐俊杰,刘秀美,张利红等 357 
OR-0591 儿童嗜酸细胞性食管炎 22 例分析 --------------------------------------- 孙明芳,顾伟忠,彭克荣等 357 
OR-0592 胃黏膜基因芯片技术在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诊断及耐药性检测中的应用 
 研究 ----------------------------------------------------------------------------- 殷国锋,舒小莉,彭克荣等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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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93 PTPRR maintains multipotency of ENS progenitor and development of  
 ENS ------------------------------------------------------------------ tian jiao,Shu Zhen,Wang Baoxi 358 
OR-0594 高通量测序检测慢性腹泻儿童 FMT 治疗前后肠道菌群变化 ----------------- 何嘉怡,舒赛男 359 
OR-0595 孕期开始的维生素 A 缺乏降低 LPS 感染的仔鼠肠道上皮屏障功能 --- 肖露,崔婷,李莹莹等 359 
OR-0596 Infliximab corrects gut microbial dysbiosis of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but is underpowered to enrich multiple SCFA-producing 
 bacteria ----------------------------------------------------- Zhang Ting,Wang Yizhong,Hu Hui etc. 360 
OR-0597 儿童腹胀的临床特点及病因分析（附 1561 例报道） -------------------------- 赵茜茜,李中跃 361 
OR-0598 Mutations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in pediatric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 代东伶,周少明,文飞球 361 
OR-0599 脂肪酸结构通过内质网应激-自噬通路对肠屏障功能的调控机制 - 戴丽娜,颜伟慧,言君凯等 362 
OR-0600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的临床探讨 -------------------------------------- 张娟,李在玲 362 
OR-0601 运用 Graham 列线图对 H.pylori 感染的儿童使用伴同疗法根除治疗的 
 研究 -------------------------------------------------------------------------------------- 樊程,朱莉,龙梅等 363 
OR-0602 白细胞介素 10 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儿童食物过敏发病相关性研究 ------------ 孙晋波,李在玲 363 
OR-0603 STUDY ON GE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 ---- Xiao Yuan,Xu Chundi,Gong Biao etc. 364 
OR-0604 昆明地区 12932 例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的调查 ------------------- 王美芬,符甜甜,王明英等 365 
OR-0605 24 小时动态 pH 阻抗监测在诊断难治性咳嗽中的应用 ---------------------- 茹颖,姚丹,李正红 365 
OR-0606 抗幽门螺杆菌序贯疗法临床疗效及其与 23S rRNA 点突变的相关性分析 - 丘小汕,罗家铭 366 
OR-0607 婴幼儿功能性胃肠病与牛奶蛋白过敏的相关性研究 ----------------------------- 冯博文,付四毛 366 
OR-0608 回顾性分析中国中部多中心≤18 岁 87 例原发性胃肠道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病年龄、 
 解剖部位、临床分型对预后的影响 ----------------------------------------------------- 段元冬,尹飞 367 
OR-0609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非甲基化 CpG-ODN 对食物过敏幼鼠模型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意义 ------------------------------------------------------------------------ 郑成中 368 
OR-0610 隐源性多灶性溃疡性狭窄性小肠病—病例讨论 --------------------------------------------- 耿岚岚 368 
OR-0611 幽门螺杆菌感染诱导胃上皮细胞 miR-155 表达的意义 ---------------- 曾敬清,蒋丽蓉,邓朝晖 369 
OR-0612 不同评分系统在预测儿童急性重症胰腺炎中的评价效能比较 -------- 李伟然,汪志凌,万朝敏 369 
OR-0613 28 例婴儿食物蛋白诱导小肠结肠炎综合征病例临床分析 --------------------- 陈琼,梅红,高源 370 
OR-0614 内源性二氧化硫通过抑制 TGF-beta/Smad 信号通路缓解血管平滑肌细胞胶原 
 重构 ----------------------------------------------------------------------------- 黄娅茜,沈智洲,陈清华等 370 
OR-0615 硫化氢通过 NF-κB 通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炎症反应 ----------------- 张达,宋靖媛,王秀丽等 371 
OR-0616 川崎病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的预测研究 -------------------------------------------- 陈咏冰,杜军保 372 
OR-0617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ardiac function and gene analysis of  
 children cardiomyopathy in South-Western China: A ten - Year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Study --------------------------------- Quan Junjun,Huang Xupei 372 
OR-0618 BMI 预测口服补液盐治疗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的疗效分析 - 李红霞,王瑜丽,刘平等 373 
OR-0619 盐酸米多君治疗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远期疗效随访：红细胞硫化氢产率的预测 
 意义分析 ----------------------------------------------------------------------- 孙楚凡,李红霞,杨锦艳等 374 
OR-0620 Functional SNPs in the TBX1 promoter are associated with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 Yu Li 374 
OR-0621 选择性冠脉造影在儿童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病变中的应用 ----------------- 何岚,刘芳,吴琳等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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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22 Targete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of 22 candidate genes in heterotaxy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patient ----------------- Li Shuolin,Liu Sida,Cheng Weicheng etc. 376 

OR-0623 胎儿危重肺动脉瓣狭窄或闭锁的宫内介入治疗-附 2 例病例报告 --- 庞程程,潘微,张智伟等 376 
OR-0624 Cx43 启动子区视黄酸反应元件异常在法洛氏四联症发病中的作用 
 研究 -------------------------------------------------------------------------------- 顾若漪,马晓静,黄国英 377 
OR-0625 儿童高血压危象 16 例临床特征及诊治经验 ------------------------------------ 林瑶,石琳,刘杨等 378 
OR-0626 遗传性心律失常精准医疗的策略和实践 ----------------------------------- 张艳敏,杨颖,张李钰等 378 
OR-0627 儿童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低辐射标测方法探讨 -------------------------- 江河,李小梅,李梅婷等 379 
OR-0628 The prediction of head-up tilt test results with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Cai Hong,Wu Lijia,Lin Ping etc. 380 
OR-0629 儿童肾血管性高血压诊断及介入治疗的疗效评价 --------------------------------------------- 赵璐 380 
OR-0630 556 例川崎病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 梁雪,金莲花,朴金花 381 
OR-0631 褪黑素在病毒性心肌炎中的保护作用 ----------------------------------- 桑伊妙,潘璐璐,顾孝红等 382 
OR-0632 CYP2D6 基因检测在儿童心律失常治疗中的价值 ---------------------- 申金梅,聂娜娜,林毅等 383 
OR-0633 The study on diagnostic value of 4D echocardiography in prenatal diagnosis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 Zhao Liqing,WU YURONG,CHEN SUN etc. 383 
OR-0634 川崎病合并严重冠脉病变儿童华法林效能剂量影响因素的初步探讨 ----------- 杨丹,吕铁伟 384 
OR-0635 Ⅰ类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对胎盘屏障关键“分子开关”P-糖蛋白的调控研究—先天性心脏病 
 防治的表观遗传新靶点 ----------------------------------------------------------- 段泓宇,王川,华益民 385 
OR-0636 早期营养过度对远期血压及组织局部 RAS 影响的研究 ------------------ 侯淼,陈佳欢,王波等 385 
OR-0637 胎盘 P-糖蛋白在降低邻苯二甲酸二乙酯致胎鼠心脏发育异常风险中的作用 
 研究 ----------------------------------------------------------------------------------- 唐昌青,王川,华益民 386 
OR-0638 Transcatheter Approach for Critical Pulmonary Stenosis or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in Young Infants  
 Using Simmons Catheter ---------------------------- Wang Jian,Yang Jianping,Sun Jing etc. 387 
OR-0639 肌肉注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扩张型心肌病 -------------------- 毛成刚,王本臻,林毅等 387 
OR-0640 高糖影响心肌细胞分化的机制研究 ----------------------------------------- 李文娟,郭倩倩,徐让等 388 
OR-0641 合并肥厚性心肌病的畸形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和分子遗传学特点：附 17 例 
 报告 ----------------------------------------------------------------------------- 傅立军,黄美容,吴近近等 389 
OR-0642 外周血涂片检查对婴儿型庞贝病筛查和诊断的应用价值 ----------- 傅立军,黄美容,吴近近等 389 
OR-0643 中国婴儿型 Pompe 病的分子遗传学特点研究 --------------------------------------- 陈茜,傅立军 390 
OR-0644 血小板相关参数与左向右分流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肺动脉高压的相关性研究 - 马凡,华益民 390 
OR-0645 经导管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后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临床特点及远期 
 预后 ----------------------------------------------------------------------------- 李俊杰,张智伟,钱明阳等 391 
OR-0646 Fidgetin 遗传变异降低血浆叶酸预防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 -------------- 王凤,王丹,赵健元等 392 
OR-0647 29 例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儿童的病例分析与随访 ------------------ 韩波,石鑫淼,刘同宝等 392 
OR-0648 小儿不同类型先天性冠状动脉瘘的治疗策略分析 ----------------------- 胡琳,王树水,李渝芬等 393 
OR-0649 Duplication and deletion of 22q11 associated with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 ------------------------------------------------- Cao Ruixue,Liu  Sijie,Liu Chunjie etc. 394 
OR-0650 基于 E-Science 模式下 2009-2016 年川崎病住院患儿临床分析 宋思瑞,朱丹颖,谢利剑等 394 
OR-0651 人参皂甙 Re 对瞬间内向电流作用机制的研究 ----------------------------------- 张宏艳,纪玉晓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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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52 NT-BNP 对于川崎病患儿冠脉损害及丙球抵抗的预测价值：前瞻性对列 
 研究 ----------------------------------------------------------------------------------- 吴美,王川,周开宇等 395 
OR-0653 Effect of iron-fortified parenteral nutrition on Iron storage indicators in preterm 
 newborns ------------------------------------------- wang wei ping,Tang Qing ya,Zhu Xiao dong 396 
OR-0654 早产儿暂时性低甲状腺素血症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 钱燕,陈翠娥,狄天伟等 396 
OR-0655 新生儿病房不良事件筛查工具初探 -------------------------------------- 游雪琴,何华云,陈新红等 397 
OR-0656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患者体内粘膜相关恒定 T 细胞 亚群的检测及其临床 
 意义 ----------------------------------------------------------------------------------- 田佳怡,王健,朱彤等 398 
OR-0657 Effects of Somatostatin/Octreotide Treatment in Neonates with Congenital  
 Chylothorax -------------------------------------------------- Yin Rong,Zhang Rong,Wang Jin etc. 399 
OR-0658 家庭参与式管理对 NICU 早产儿母乳喂养结局影响的多中心随机群组对照 
 研究 -------------------------------------------------------------------------------- 黑明燕,高翔羽,李颖等 399 
OR-0659 产前与产后获得的囊性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的 MRI 表现及运动发育 
 结局 -------------------------------------------------------------------------------- 曹方方,富建华,薛辛东 400 
OR-0660 24 小时 pH-阻抗监测极低及超低出生体重儿胃食管反流及其临床意义胡瑜,富建华,薛辛东 401 
OR-0661 床旁肺部超声在新生儿肺炎中诊断价值的探讨 ----------------------------- 肖甜甜,金梅,巨容等 401 
OR-0662 北京地区 SGA 晚期早产儿的营养支持现状多中心研究 --------------- 李正红,王丹华,李瑛等 402 
OR-0663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n Preterm Infa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 王陈红,施丽萍,马晓路等 403 
OR-0664 新生儿期起病的早发性癫痫脑病的临床及振幅整合脑电图特点 
 研究 ----------------------------------------------------------------------------- 刘黎黎,侯新琳,孙国玉等 403 
OR-0665 早产儿晚发型细菌和真菌败血症的临床早期鉴别 -------------------------- 许敏,赵冬莹,张拥军 404 
OR-0666 早产儿使用标准化静脉营养和个体化静脉营养比较的临床研究 -------- 李晋辉,王华,范雪等 405 
OR-0667 超早产儿死亡预后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 林丽,方明楚,姜槐等 406 
OR-0668 基于反应范围模型的早产儿喂养不耐受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 黄希,陈琼,彭文涛 406 
OR-0669 超/极早产儿的早期预后：国内 14 家医院多中心调查 -------------- 孔祥永,徐凤丹,吕红艳等 407 
OR-0670 128 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临床分析 ----------------------------------------- 王宁,丁晓春 408 
OR-0671 极早产儿院内感染的病原分布及其危险因素和结局分析 -------------- 张德双,谢东可,何娜等 408 
OR-0672  先天性结核病 80 例临床特征及文献复习 ---------------------------- 刘大鹏,康文清,许邦礼等 409 
OR-0673 早产儿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水平及其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相关性 
 研究 ----------------------------------------------------------------------------- 刘丽君,郭宏湘,郝庆飞等 410 
OR-0674 高通量测序分析母乳性黄疸儿母乳及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 陈安,冯万里,郑季彥等 410 
OR-0675 新生儿病房院内感染情况分析 ----------------------------------------------- 杨晓燕,唐军,胡艳玲等 411 
OR-0676 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 109 例临床分析 -------------------------------------------------- 张慧 412 
OR-0677 早产儿母乳喂养多中心现状调查 ------------------------------------------------------------------ 贺芳 412 
OR-0678 高通量测序检测肺炎新生儿抗生素使用前后肠道菌群的变化 ----------------- 张巧茹,王亚娟 413 
OR-0679 应用以循证为基础的协作性质量改进方法降低中国 NICU 院内感染发生率的整群随机 
 对照研究 ----------------------------------------------------------------- 蒋思远,曹云,Vibhuti Shah 等 414 
OR-0680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对早产儿病死率及主要并发症的影响 ----------- 王梅玉,孔祥永,封志纯等 415 
OR-0681 超低和极低出生体重儿转运情况及其影响死亡的相关因素分析 -------------- 陈孟雨,高喜容 415 
OR-0682 早产儿院内转运方式的安全及效率评估 -------------------------------------- 刘海婷,张莉,陈超等 416 
OR-0683 中国儿童先天性角化不良（DC）诊治研究 ------------------------------------------ 李威,谢晓恬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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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84 172 例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病因、临床及预后 
 分析 ----------------------------------------------------------------------------- 麦惠容,陈运生,方希敏等 418 
OR-0685 METTL3 及 METTL14 在儿童 ETV6/RUNX1 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中的表达水平 
 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 孙聪聪,常丽贤,朱帅等 418 
OR-0686 2 种新的 ITGA2B 基因突变导致遗传性血小板无力症诊断分析 ----- 孙安霞,冒青,郭义敏等 419 
OR-0687 25 例门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患儿 临床分析 --------------------------------------------- 苏俊鸿 419 
OR-0688 1147 例住院儿童实体瘤临床资料分析 --------------------------------------------- 廖玮玮,何志旭 420 
OR-0689 儿童颅内原发性生殖细胞肿瘤 44 例临床资料分析 ------------------------------ 刘玉峰,刘玥瑶 421 
OR-0690 中国重型血友病 A 患儿规律预防治疗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来自中国 12 家血友病 
 中心的调查和分析 ----------------------------------------------------------------- 李卓,肖娟,赵永强等 422 
OR-0691 婴幼儿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115 例临床分析 --------------------- 刘玉峰,赵少聪 423 
OR-0692 男性生殖细胞发育相关七个转录因子电转染 HuMSCs 后的表达与调控 
 研究 -------------------------------------------------------------------------------- 胡滨,王鸿武,林丽敏等 423 
OR-0693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临床观察 ----------- 杨晓梅,宋丽,丁慧等 424 
OR-0694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 32 例临床研究 --------------------------------------------- 方拥军,王楠,黄婕 425 
OR-0695 不同年龄组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的 临床特点及预后研究 --------------- 李蕙,李丹,贺钰磊等 425 
OR-0696 从 210 例郎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5 年随访研究探讨治疗方案 
 演变 -------------------------------------------------------------------------------- 富洋,王宏胜,翟晓文等 426 
OR-0697 不含 ATG 加强清髓预处理方案非血缘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慢性肉芽肿病 23 例 
 临床研究 -------------------------------------------------------------------------- 富洋,钱晓文,江文晋等 426 
OR-0698 Unmanipulated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using 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 for  
 paediatric patients with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a single center study ---------------------------- Jia Chenguang,Qin Maoquan,Wang Bin etc. 427 
OR-0699 多中心复发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 胡群,唐威,竺晓凡等 428 
OR-0700 纳米靶向联合药物地西他滨和三氧化二砷有效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Effective therapy of myelodysplasia syndrome through bone marrow accumulation of  
 decitabine and arsenic trioxide ------------------------------------------------------ 吴小艳,吴小艳 429 
OR-0701 同步骨髓活检与涂片相结合在儿童血液病诊断中的价值 -------------- 杨静,林清华,王玲珍等 429 
OR-0702 915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髓外复发危险因素分析 -------------- 黄彬晓,周敏,陈长城等 430 
OR-0703 供者淋巴细胞输注预防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者移植后排斥的应用研究 ---- 刘晓婷,李春富 430 
OR-070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31 例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 
 分析 -------------------------------------------------------------------------------- 陆晓茜,艾媛,孙舒雯等 431 
OR-0705 减低毒性预处理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极早发性炎症性肠病 -------- 翟晓文,钱晓文,王宏胜等 432 
OR-0706 May-Hegglin 异常一家系病例报道 -------------------------------------- 陆飞宇,李春怀,刘爽爽等 432 
OR-0707 109 例难治性复发性神经母细胞瘤病例的临床回顾性分析 ----------- 洪亮,黄东生,张伟令等 433 
OR-0708 新型 Pan-Akt 抑制剂 AZD5363 促进儿童 T 系急性淋巴白血病细胞系 CCRF-CEM 细胞 
 凋亡作用及机制学初探 -------------------------------------------------------- 罗丹青,师丽晓,郭金等 434 
OR-0709 儿童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 25 例临床分析 ------------------ 詹丽萍,黄科,方建培等 434 
OR-0710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研究 --------------------- 唐湘凤 435 
OR-0711 地中海贫血的分子基础及实验室诊断研究进展 -------------------------------------- 付月,刘文君 436 
OR-0712 骨髓衰竭基因的筛选在儿童骨髓衰竭综合征中意义 的初步探讨 --------------- 孙艳,何海龙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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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13 儿童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临床特征分析 -------------------------------------------- 宋肖肖,乔晓红 437 
OR-0714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36 例长期随访结果 
 分析 -------------------------------------------------------------------------------- 左英熹,贾月萍,吴珺等 438 
OR-0715 PNH 克隆在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中的发生率及与疾病的相关性 
 研究 ----------------------------------------------------------------------------- 蒋莎义,李福兴,廖雪莲等 438 
OR-0716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家系调查及基因研究 -------------------------- 陈天平,屈丽君,汪俭等 439 
OR-0717 儿童伯基特淋巴瘤 168 例临床及疗效分析 ------------------------------------- 张梦,金玲,杨菁等 439 
OR-0718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在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中的表达差异及其预后评估价值的临床 
 研究 ----------------------------------------------------------------------------- 傅玲玲,陈振萍,马静瑶等 440 
OR-0719 一个携带 m.14484T>C 异质性突变的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家系的临床及遗传学特征 
 研究 ----------------------------------------------------------------------------------- 雷珂,孙颖,徐泽林等 441 
OR-0720 几种儿童罕见病的眼部相关损害——附病例报告 -------------------------- 李晓清,曹奕雯,文静 441 
OR-0721 应用闪光视网膜电图评估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自然退行者视网膜功能的病例对照 
 研究 ----------------------------------------------------------------------------------------- 杨晨皓,杨晨皓 442 
OR-0722 首诊于小儿眼科的神经母细胞瘤临床分析 -------------------------------- 尹芙蓉,向施红,李世莲 443 
OR-0723 改良的先天性白内障及其相关的后发性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效果观察 ----- 杨红,李涛,陈博等 443 
OR-0724 儿童外伤性泪小管断裂的手术治疗 ------------------------------------------------------------ 李世莲 444 
OR-0725 北京儿童医院先天性白内障患儿中发育迟缓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 梁天蔚,张诚玥,吴倩等 444 
OR-0726 二种手术方式治疗原发性先天性青光眼的效果比较 -------------------- 梁天蔚,张诚玥,张燕等 445 
OR-0727 儿童眼病筛查以及广域数字化照相 1945 例分析 -------------------------- 刘丽丽,赵军阳,李莉 445 
OR-0728 分析儿童眶周毛母质瘤的临床及病理特点 --------------------------------------------------- 陈延旭 446 
OR-0729 常规检查发现早中期的视网膜母细胞瘤 -------------------------------------------- 赵军阳,张诚玥 446 
OR-0730 早产儿与足月儿近视患者的相关生物测量的对照性研究 -------------------------- 陆斌,徐春思 447 
OR-0731 晶状体后圆锥的临床特征和疗效分析 ----------------------------------------- 余涛,齐冬梅,谢晶等 447 
OR-0732 FEVR 患者的视网膜 OCTA 改变 ---------------------------------------- 丁小燕,刘乘熙,谢子凡等 448 
OR-0733 23G 玻切系统在一岁以内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手术中的应用及疗效的初步 
 分析 ----------------------------------------------------------------------------------------- 姚家奇,陈志钧 448 
OR-0734 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致病基因及临床表现的相关性研究丁小燕,唐妙,孙立梅等 449 
OR-0735 儿童眼外伤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娄斌 449 
OR-0736 康柏西普玻璃体腔注射治疗急进性后极部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疗效观察 --- 程湧,梁建宏 450 
OR-0737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evaluation of screening criteria  
 in a Northeast China population ---------------------- Ma Xiang, Shen Ling,Cheng Xian etc. 451 
OR-0738 晚期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切除术后解剖和功能结果：一个眼科医生的 
 经验 -------------------------------------------------------------------------------------- 马翔,向念,方思文 451 
OR-0739 玻璃体内注射雷珠单抗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疗效观察 ----------------- 钱晶,程海霞,陈志钧 452 
OR-0740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经雷珠单抗治疗后屈光状态变化研究 ----------------------- 孟庆娱,梁建宏 452 
OR-0741 色素失禁症相关视网膜病变的临床特 ----------------------------------- 张自峰,李曼红,王雨生等 453 
OR-0742 3716 例婴幼儿眼底检查结果分析 --------------------------------------- 李曼红,张自峰,王雨生等 453 
OR-0743 60 例儿童眼球穿通伤治疗结果分析 --------------------------------------- 李曼红,张自峰,胡丹等 454 
OR-0744 共同性外斜视术后眼位与近视漂移关系的研究 --------------------------------------------- 杨素红 454 
OR-0745 视网膜母细胞瘤综合治疗的临床分析 ----------------------------------- 王海燕,王雨生,李曼红等 455 
OR-0746 新生儿泪囊炎的早期治疗 ------------------------------------------------------------------------ 冯柯红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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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47 Break-through bleeding in relation to pharmacokinetics of Factor VIII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severe hemophilia A --------------------- 成晓玲,Peijing LI,Zhenping CHEN 等 455 
OR-0748 培门冬酶和左旋门冬酰胺酶在中国治疗儿童初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荟萃 
 分析 ----------------------------------------------------------------------------------- 陈慧,林晓霞,陈燕惠 456 
OR-0749 应用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法考察儿童疾病因素对环孢素药动学的影响 ------------------ 汪洋 457 
OR-0750 革兰阳性球菌重症肺炎患儿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影响因素分析 -- 李媛媛,张光莉,田小银等 457 
OR-0751 CFDA 发布的药物警戒快讯中儿童安全用药信息分析 -------------------------- 赵瑞玲,张占慧 458 
OR-0752 基于血药浓度监测结果的早产儿呼吸暂停甲基黄嘌呤药物治疗效果 
 评价 -------------------------------------------------------------------------------- 杨晓燕,蒋志美,马越等 458 
OR-0753 Pediatric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Status in China since Last  
 Decade ------------------------------------------------------------------- lu jinmiao,Jing Li,Qin Li etc. 459 
OR-0754 Antibiotic Utilization in Children’s Hospital: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ource and  
 cost ------------------------------------------------------------------ Li Xiaoxia,Jinmiao Lu,Zhiping Li 459 
OR-0755 Efficacy of Lanqin oral liquid,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Hand-Foot-Mouth Disease: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control trial in a Chinese 
 tertiary hospital ----------------------------- Zhang Dangui,Huang Liangping,Lin Zehong etc. 460 
OR-0756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特比澳）治疗儿童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 马静瑶,吴润晖 461 
OR-0757 The effectiveness of PK-tailored tertiaryprophylaxis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hemophilia A: 
 a pilot study from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 Li Peijing,Cheng Xiaoling,Chen Zhenping 462 
OR-0758 CYP2C9*3 对布洛芬治疗早产儿合并动脉导管未闭的影响 ---------------------- 陈乡,周文浩 462 
OR-0759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tacrolimu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 Wang Xiaoqing,Han Ye,Chen Chaoyang etc. 463 
OR-0760 应用儿童丙戊酸 PPK 模型探索肥胖癫痫儿童丙戊酸 给药剂量的计算 
 方法 ----------------------------------------------------------------------------- 杨圣海,张仲斌,王颖慧等 463 
OR-0761 克拉屈滨在复发难治儿童白血病的应用 -------------------------------- 林丹娜,余莉华,王小兰等 464 
OR-0762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optimisation of cefathiamidine in  
 children ------------------------------------------------------------------------ Chen Xingkai,Zhao Wei 465 
OR-0763 雷帕霉素在治疗儿童 KHE 和 TA 等复杂性脉管畸形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探讨 ----------------------------------------------------------------------------- 王小兰,余莉华,林丹娜等 465 
OR-0764 泊沙康唑预防或挽救性治疗儿童白血病粒细胞缺乏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 
 研究 ----------------------------------------------------------------------------- 余莉华,林丹娜,王小兰等 466 
OR-0765 Pharmacokinetic(PK) studies of FVIII in Chinese boys with severe  
 hemophilia A ---------------------------------------------------------------------------- Chen Zhenping 466 
OR-0766 临床医生关于药物临床研究的认知与态度调查报告 --------------------------------------- 李在玲 467 
OR-0767 益生菌联合三联疗法根除小儿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 -------------------------- 张春霞,王继春 468 
OR-0768 基于 PK/PD 拟定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方案探讨 --- 王刚,李思,何翠瑶 468 
OR-0769 我院临床药师参与 1291 例会诊病例分析 ----------------------------------- 何翠瑶,王刚,吴青等 469 
OR-0770 羟氯喹在乳汁中的含量及其对母乳喂养新生儿的影响 -------------- 张乐嘉,丁国芳,杜小丽等 469 
OR-0771 交替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减少难治性发热和减轻发热儿童不适感的疗效评价：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 罗双红 470 
OR-0772 某儿童专科医院意外伤害就诊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刘洪,王爱红,徐南平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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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73 Is combination of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Klebsiella  
 pneumoniae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t wheezing in neonatal pneumonia? ----------- lu qi 471 
OR-0774 妊娠合并癌症孕产妇和新生儿结局的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 段娟,范悦玲 472 
OR-0775 不同连续血液净化模式对严重脓毒症 患儿的疗效分析 ------------------------ 张晨美,朱益飞 472 
OR-0776 aEEG 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急性期监测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 夏耀方,杨娟,田宝丽等 473 
OR-0777 新生儿晚发型败血症高危因素评分表的制定与检验 -------------------------------- 刘盼盼,武辉 474 
OR-0778 重症手足口病治疗的多中心临床流行病学调查 ----------------------- 孙立波,陆国平,朱友荣等 474 
OR-0779 灾害学组——宫内炎症暴露影响新生大鼠肺组织 ENaC 表达的作用机制 ------- 陈许,程锐 475 
OR-0780 不同时间采用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疗效 
 比较 -------------------------------------------------------------------------------- 谭伟,雷瑯嬛,姚丽平等 476 
OR-0781 两年度儿科急诊死亡病例临床特点分析比较 ----------------------------- 朱艳辉,张成晔,廖琨等 476 
OR-0782 ω- 3 鱼油脂肪乳对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保护 ------------ 唐成和,李艳艳,王梦斌等 477 
OR-0783 A case report of severely malnourished adolescent anorexia nervosa and literature  
 review ----------------------------------------------------------------------------- Li Lei,Zhang Zhiquan 477 
OR-0784 新生儿Ｂ族溶血链球菌感染早发型与晚发型的临床研究 -------------- 苏锦珍,吴本清,陈幽等 478 
OR-0785 输液港在新生儿脐静脉置管的应用 ------------------------------------------------------------ 李雪莲 479 
OR-0786 新生儿普通病房不良事件筛查工具初探 ----------------------------------- 游雪琴,华子瑜,何华云 479 
OR-0787 IVIG 治疗新生儿溶血病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关系 ---------------------------- 邓文欣,华子瑜 480 
OR-0788 中法两家医院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分析对比 ----------------------------- 余妮臻,何华云,华子瑜 480 
OR-0789 早产儿阑尾炎 10 例临床病例分析 ------------------------------------------------------ 刘盼盼,武辉 481 
OR-0790 转化生长因子 TGF-β信号调控弹性蛋白平衡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中的机制 
 研究 ----------------------------------------------------------------------------- 李晓梅,余本莉,韩文莉等 481 
OR-0791 改良 DAL-HX83/90 方案治疗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疗效及预后 
 因素 -------------------------------------------------------------------------------------------- 周云,刘秋玲 482 
OR-0792 细径胃镜在儿童上消化道异物诊治中的应用观察 -------------------------------- 洪少贤,陈競芳 482 
OR-0793 电子支气管镜与胸部 CT 在儿童大叶性肺炎病变严重程度及预后判断中的 
 价值 ----------------------------------------------------------------------------------- 魏兵,焦绪勇,李沫等 483 
OR-0794 发育不一致双胎近期预后的研究 ----------------------------------------------- 刘俊佐,吕小明,武辉 483 
OR-0795 重症肺炎患儿早期血糖波动对其预后评估价值的研究 -------------------- 杜语慧,李静,刘成军 484 
OR-0796 儿童溺水救治分析 ----------------------------------------------------------------- 裴亮,杨妮,文广富等 485 
OR-0797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新生儿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疗效评估 ----- 沈云琳,蔡成,龚小慧等 485 
OR-0798 芦山地震儿童疾病谱分析 -------------------------------------------------------------------- 丁辉,丁辉 486 
OR-0799 儿童脑损伤亚急性期重症康复治疗的探讨 -------------------------------------------- 屈素清,李静 486 
OR-0800 儿童恙虫病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预测因素 ----------------- 赵东英,张拥军,尹兆青等 487 
OR-0801 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 陈瑜,刘铜林 487 
OR-0802 27 例新生儿骨髓炎临床情况分析 ------------------------------------------ 曾凌空,刘汉楚,张卫红 488 
OR-0803 从 7.23 动车事故 后一名伤员救治成功简析挤压综合征 --------------------- 石海矾,卢朝升 488 
OR-0804 联合检测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对早期诊断小儿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的 
 价值 -------------------------------------------------------------------------------- 郭琳瑛,任晓旭,刘霜等 489 
OR-0805 552 例早产儿宫内感染临床分析 ----------------------------------------------------- 梁艳苹,姜春明 489 
OR-0806 前列地尔联合西地那非治疗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的疗效观察 ----- 张恩胜,黄磊,万振霞等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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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07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used by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in Beijing, China, 2007-2016 ---------------- Ding Qin,Xie Zhengde,Zhu Yun etc. 491 
OR-0808 Eti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 Jiang Wujun,Hao Chuangli 492 
OR-0809 Etiologic spectrum and occurrence of coinfections in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 wang yuqing, Wu Min ,Jiang Wujun etc. 492 
OR-0810 Study of Hyperimmunoglobulin E Syndrome (HIES): A Report of Four Pediatric Patients  
 in China ---------------------------------------------------- fan huifeng,Huang Li,Yang Diyuan etc. 493 
OR-081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suppurative lung disease in Southwest  
 China  ------------------------------------------------------ Tian Xiaoyin,Tang Lin,Zhang Qiyu etc. 493 
OR-0812 SYK Down-regulated by microRNA 27b-3p in Pediatric Asthma Induced by  
 Dust Mites ----------------------------------------- DONG XIAOYAN, Fang Yudan, Cai Qin etc. 494 
OR-0813 STARS knockout attenuates hypoxia-induced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by  
 suppressing pulmonary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 proliferation --- shi Zhaoling,Sun Xin 495 
 

壁报交流 
 
PO-0001 Median effective dose of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sedation for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examination in postcardiac surgery and normal children:  
 an up-and-down sequential allocation trial --------------- Liu Yang,Yu Qing,Sun Mang etc. 496 
PO-0002 小儿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 3 例并文献复习 ---------------------- 张展,岳瑾琢,刘慧等 496 
PO-0003 超声评价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疗效 -------------------------- 程娟,陈亚青 497 
PO-0004 超声诊断脐尿管囊肿、腹股沟脾脏一例 ------------------------------------------------------ 彭晓卫 497 
PO-0005 应用组织多普勒技术评价活动期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左室功能改变 刘芳,张展 ,方玲等 498 
PO-0006 青春期前子宫卵巢超声正常参考值及对超声中枢性性早熟的诊断效力 ------------------ 罗红 499 
PO-0007 儿童不同部位腹痛的超声影像表现 -------------------------------------------- 刘杰,邹敏书,聂国明 500 
PO-0008 罕见眼牵牛花综合征超声表现及特征 ----------------------------------------- 刘菊仙,杨裕佳,罗燕 500 
PO-0009 小儿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超声表现与特点 ----------------------------------- 刘菊仙,罗燕,向波 501 
PO-0010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儿童睾丸良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 胡慧勇,陈亚青 501 
PO-0011 不同分娩方式新生儿肺部超声的表现 -------------------------------------------- 武荣,徐霞,马丽等 502 
PO-0012 Shone's 综合征的超声心动图诊断价值分析 ----------------------------- 张玉奇,陈丽君,张志芳 502 
PO-0013 超声心动图诊断先天性三尖瓣口无功能一例 -------------------------------------- 刘小芳,刘庆华 502 
PO-0014 小儿先天性心室憩室超声诊断 ----------------------------------------------------------- 岳瑾琢,张展 503 
PO-0015 高频超声在结肠息肉中的诊断价值及漏误诊分析 ----------------------- 花立春,周昕,朱善良等 503 
PO-0016 The analysis of misdiagnosis and underdiagno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echocardiographic performance of the anomalous origin of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contralateral sinus  ----------------------- Ma Rongchuan,Jin Mei,Yang Sheng etc. 504 
PO-0017 先天性右心房畸形的超声心动图诊断 ----------------------------------------------- 吴力军,张玉奇 504 
PO-0018 二维斑点追踪技术评价川崎病患者左室收缩功能的研究 ----------- 王海永,童明辉,吴婷婷等 505 
PO-0019 左心耳瘤 2 例并文献复习 -------------------------------------------------------------------------- 李培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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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20 超声心动图对小儿冠状动脉瘘的应用价值 -------------------------------------- 刘丹,陈娇,郭楠等 506 
PO-0021 高频超声在血友病关节中的应用价值 ----------------------------------------- 杨胜,金梅,李晓静等 506 
PO-0022 1800 例小儿呕吐性疾病的腹部超声诊断结果分析 ------------------------ 王婷,刘百灵,杨礼等 507 
PO-0023 女童胃肠间质瘤误诊为卵巢肿瘤 1 例及文献复习 ---------------------------------- 罗红,严霞瑜 508 
PO-0024 新生儿先天性左心室憩室 1 例长期随访及文献复习 ---------------- 刘雪芹,王瑜丽,邱建星等 508 
PO-0025 超声心动图在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不同分型中的诊断价值郁怡,席丽丽,赵丽娇等 509 
PO-0026 儿童肠淋巴瘤继发肠套叠的超声诊断价值 -------------------------------------- 张展,方玲,李娜等 510 
PO-0027 小儿鳃裂瘘管的分型及超声诊断 ----------------------------------------------- 刘百灵,杨礼,王婷等 510 
PO-0028 福建省 0-3 岁婴幼儿儿心量表筛查法的应用 及 ROC 曲线评价 ---- 欧萍,卢国斌,王艳霞等 511 
PO-0029 高原地区 2016 年藏族健康儿童生长发育现状 -------------- 德吉美朵,次旦卓嘎,索朗卓玛等 511 
PO-0030 小非编码 RNA miR-23b-5p 调控棕色脂肪细胞生热作用的研究 ---- 尤梁惠,高尧,崔县伟等 512 
PO-0031 二甲双胍对人内脏白色脂肪细胞能量稳态的影响 -------------------------- 王星云,沈丹,李沄等 512 
PO-0032 南京市 1-5 岁儿童下肢发育与步态问题的调查及分析 -------------------- 宋骏,张敏,芮洪新等 513 
PO-0033 代谢紊乱及炎性因子分泌异常在肥胖儿童高血压中的作用 -------- 尹春燕,肖延风,张美真等 513 
PO-0034 肥胖儿童的生活方式研究 -------------------------------------------------------- 张安易,李生慧,马骏 514 
PO-0035 从 PKA 信号通路的角度探讨母体慢性应激环境与后代青春期异常行为发生风险的 
 关系 -------------------------------------------------------------------------------- 胡柳,黄月君,李跃娃等 514 
PO-0036 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生长代谢的 1 年随访研究 ----------------------------------------------- 何必子 515 
PO-0037 1893 例早产儿听力筛查及随访研究 ------------------------------------ 刘云亮,李燕芳,张沁铭等 516 
PO-0038 孕母维生素 D 水平与婴幼儿神经发育影响的初步研究 ---------------- 池美珠,朱琳,金芳芳等 516 
PO-0039 智力发育不平衡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 任姣姣,金晨望,王红梅等 517 
PO-0040 早期不同喂养模式对脂肪组织中 Nrg4 表达的影响及其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 
 关系 ----------------------------------------------------------------------------------- 杨帆,闵翠婷,陈冉等 517 
PO-0041 基于大数据的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随访管理模式探讨 ---------------------------- 杨璞,赵东赤 518 
PO-0042 边缘性维生素 A 缺乏促发阿尔茨海默病 ------------------------------------- 曾嘉颖,陈立,王喆等 519 
PO-0043 不同出生体重、不同胎龄早产儿出生时维生素 E 和血脂、血红蛋白的关系 -------- 黄建琪 519 
PO-0044 儿童困难问卷（QCD）和邓达全天困难时间量表（D-DTODS） 在中国儿童/青少年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中的信效度分析 ------------------------------ 郑毅,杜亚松,苏林雁等 520 
PO-0045 一例青少年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韩笑,张会丰 520 
PO-0046 孝感市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情况抽样调查 ----------------------------------- 陆敏,祝炼 521 
PO-0047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ternal pre-pregnancy body  
 mass index,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and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 Lin Yanfen,Zhang Rongrong,Luo Zhongcheng etc. 521 
PO-0048 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血清维生素 A、D 含量与体液免疫的相关性 ----------- 徐亚利,李树军 522 
PO-0049 孕期鱼油 n-3 脂肪酸补充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 李苹,尚熠,刘雅静等 523 
PO-0050 维生素 A 防治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系统评价 ---------------------------- 陈丹丹,朱雪萍 523 
PO-0051 学龄前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患病率调查及听力学随访 ----------------------- 孟黎平,季慧,刘敏等 524 
PO-0052 补锌治疗对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生长及血锌浓度的影响——系统回顾及荟萃 
 分析 ----------------------------------------------------------------------------------------- 艾芮卡,陈燕惠 524 
PO-0053 维生素 A 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症状及降低血清五羟色胺水平的初步研究 - 郭敏,朱江,杨亭等 525 
PO-0054 饮食和运动相结合的减重方案对肥胖儿童体成分和血压的影响 --------------------------- 黄荣 525 
PO-0055 足月大于体重胎龄儿生后不同生长曲线对于儿童期结局的影响 ----- 雷小平,赵冬莹,张军等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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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56 儿童难治性哮喘药物基因型特点分析 --------------------------------------------------------- 侯晓玲 526 
PO-0057 48 例 MECP2 基因检测和临床特征分析 ------------------------------------------- 吕静雯,周文浩 527 
PO-0058 Prenatal maternal stress in relation to the effects of prenatal lead exposure on toddler  
 cognitive development --------------------------------- Zhou Leilei,Xu Jian,Zhang Jinsong etc. 528 
PO-0059 不同喂养方式对 6～12 月龄婴儿铁营养状况的影响 ------------------- 王月娇,朱凤梅,晁爽等 528 
PO-0060 无菌鼠移植 CMPA 粪菌后菌群结构及肠道病理改变的研究 ------------- 郑爽,曾本华,魏泓等 529 
PO-0061 中国 3-17 岁儿童血压参照标准的研制 ------------------------------------------ 范晖,闫银坤,米杰 529 
PO-0062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遗传室 -------------------------------------------------------- 王环环,沈理笑 530 
PO-0063 肥胖合并脂肪肝儿童维生素 D 水平分析与干预治疗 ------------------- 戴锦泉,陈燕惠,陈珊等 530 
PO-0064 2015 年南京市城区及郊区 7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水平调查与分析 ---------------------- 杨蕾 531 
PO-0065 淄博市 7～17 岁中小学生 BMI 分布及超重肥胖状况 --------------- 赵仁兵,陈莉萍,夏顺刚等 532 
PO-0066 3 岁以下儿童精细动作发育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 政晓果 532 
PO-0067 Pregnant woman in elder ag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prevalance of macrosomia and  
 lower neonatal neurodevelopment ----------------- jiao xianting,Yu Xiaodan,Wang Lei etc. 533 
PO-0068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d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and tibial speed of sound in  
 1-year-old children ------------------------------------------- Wang Lei,Yu Xiaodan,Jiao Xianting 533 
PO-0069 Evaluation of Age-paced Weekly Parenting Text Message Program by  
 eHCI ------------------------------------------------- Zhang Yunting,Zhang Donglan,Zhao Jin etc. 534 
PO-0070 长期无病生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神经认知功能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 傅晓燕,谢晓恬 535 
PO-0071 Effects of maternal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on catch-up growth in  
 small-for-gestational-age children ---------------------------------------------------- Huang Lihua 535 
PO-0072 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农村地区 6～23 月龄婴幼儿生长发育状况调查 - 陈丽琴,李燕,李艳红 536 
PO-0073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of Parent and Teacher Training for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Shanghai,ChinaWang yu,Jiang Lian,He Lin etc. 536 
PO-0074 泉州地区托幼机构儿童零食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 林卫华,陈燕惠,王昆毅等 537 
PO-0075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hyperten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community ----------------------------------------- MENG Linghui,LI Yongjing,XI Shuhui etc. 537 
PO-0076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ling Of Hb Increasing Among Nutritional  
 Anemic Infants in Rural Areas Of North China: A Before-And-After Study  
 With Concurrent Control -------------------------------- Zhang Shuyi,Yin Yan,Liu Caifang etc. 538 
PO-0077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can improve the expression of 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in obese mice through inducing DNA promoter  
 demethylation ---------------------------------------- Lu Yuanyuan,Qi Kemin,Fan Chaonan etc. 539 
PO-0078 MicroRNA-34a 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氧化应激反应中的作用研究 -------- 刘洋,张小虎,杨凡 540 
PO-0079 1147 例新生儿听力及耳聋基因联合筛查结果分析 ------------------------ 何琴,鲁皓琳,向龙等 540 
PO-0080 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与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 吴巧玲,龚春丹,赵正言等 541 
PO-0081 5560 例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A、E 水平的调查 ------------------------- 王美芬,王明英,张桢等 541 
PO-0082 Insight from Analysis of Feeding Practices and Growth Outcomes  
 among Tibetan Children less than 3 Years of Age: What, Why  
 and How? ------------------------------------------------ Shi Huiqing,Yang Xiaodong,Chen Jinjin 542 
PO-0083 青岛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分析 ----------------- 李达,于海玲,莫晓菲等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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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4 Association of leptin with disease severity and inflammation indicators in obese children  
 with perennial allergic rhinitis -------------------------------------- Wen long liu,Luo Renzhong 543 
PO-0085 肾上腺素联合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治疗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的观察及 
 护理 -------------------------------------------------------------------------------------- 杨君,高艺文,魏杰 544 
PO-0086 北京地区儿童急性中耳炎与地区气象环境因素关系的研究——附 23076 例 
 报告 ----------------------------------------------------------------------------- 陆颖霞,梁洁琼,谷庆隆等 544 
PO-0087 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治疗新生儿先天性喉囊肿的临床疗效随访 ----------- 高兴强,郭宇峰 545 
PO-0088 汉语普通话人工耳蜗植入儿童生活质量研究 ----------------------------- 赵雅雯,刘海红,李颖等 545 
PO-0089 腺样体肥大和腺样体切除术对儿童嗅觉功能的影响 --------------------------------------- 潘宏光 546 
PO-0090 儿童迟发性听力损失 32 例临床分析 --------------------------------------------------- 莫薇,周智英 546 
PO-0091 屋尘螨抑制部分人群的支气管上皮细胞层转运硫酸沙丁胺醇 -------- 曾清香,葛琪,付清玲等 546 
PO-0092 湖南地区变应性鼻炎儿童的吸入性变应原特点分析 ----------------------- 李赟,黄敏,罗欣友等 547 
PO-0093 The Analysis of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in NICU Infants after They Fail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 Wang Bing,Zou Bin 547 
PO-0094 Blood lead, bone lead and chil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like behavior XU  
 JIAN,Lin Yanfen,Yan Chonghuai etc. ------------------------------------------------------------ 548 
PO-0095 我国城乡 1-66 个月儿童发育差异分析 -------------------- 卞晓燕,朱锡翔,SQUIRES Jane 等 549 
PO-0096 沙盘游戏疗法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心理行为干预研究 ------------------------------ 余文玉 549 
PO-0097 The effect of maternal vitamin D deficiency during pregnancy on body fat and  
 adipogenesis in rat offspring ---------------------- Wen Juan, Hong Qin, Wang Xingyun etc. 550 
PO-0098 孕中期红细胞叶酸水平与妊娠结局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 谢开鹏,许鹏飞,付子毅等 550 
PO-0099 慢性氧化应激对棕色脂肪细胞分化及功能的影响 ----------------------- 崔县伟,张凡,尤梁惠等 551 
PO-0100 二甲双胍对内脏白色脂肪细胞作用的蛋白组学分析及活性多肽筛选高尧,王星云,尤梁惠等 551 
PO-0101 Integrated analysis of dysregulated lncRNA expression in white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 pang LIngxia,Shi  Chunmei ,You Lianghui  etc. 552 
PO-0102 阿立哌唑治疗儿童抽动症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 杨春松,俞丹,张伶俐 553 
PO-0103 Quality Assessment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n Tic Disorders with AGREE II  
 Instrument -------------------------------------------------- Yang Chunsong,Dan Yu,Lingli Zhang 553 
PO-0104 中国抽动障碍西药治疗随机对照试验证据现状与趋势分析 ----------------------- 俞丹,杨春松 554 
PO-0105 Pharmacological strategies to tic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Yu Dan,Yang Chunsong 554 
PO-0106 0-3 岁感觉信息处理量表的信效度及临床应用研究 ----------------- 何彦璐,杨志勇,区嘉欣等 555 
PO-0107 生长缓慢的儿童颅内生殖细胞瘤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刘玥瑶,刘玉峰 555 
PO-0108 神经发育评估与早期发展 ------------------------------------------------------------------------ 陈文雄 556 
PO-0109 Acupuncture for Non-Verbal Autistic Children: A Small Case  
 Series ----------------------------------------- Chen Wen-Xiong,Liu Gang,Liu Hong-Sheng etc. 556 
PO-0110 基于 fMRI 研究新生期反复操作性疼痛对大鼠脑功能的影响 ------ 闵翠婷,陈梦莹,臧凤超等 557 
PO-0111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胃肠问题检出情况初探 ----------------------------- 李珂,江晓东,季忆婷等 557 
PO-0112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胃肠问题与症状表现关联研究 -------------------- 李珂,季忆婷,江晓东等 558 
PO-0113 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捏力的研究 --------------------------------------------- 王晶,洪琴,杨蕾等 558 
PO-0114 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握力的研究 ------------------------------------------ 区嘉欣,洪琴,杨蕾等 559 
PO-0115 学龄前儿童学习行为问卷的编制和信效度研究 -------------------------------- 徐蕖,洪琴,杨蕾等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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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6 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手型特征研究 --------------------------------------- 张青宇,洪琴,杨蕾等 560 
PO-0117 南京市 4-10 岁儿童一分钟读数字能力调查与分析 --------------------------- 姜贝,洪琴,杨蕾等 560 
PO-0118 An Investigation about handwriting ability among 5-6 years old preschoolers in  
 Nanjing, China ---------------------------------------------------- Jiang Bei,Xu Qu,Wang Jing etc. 560 
PO-0119 Improving the Early Screening Procedure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Children: Experience of a Community-Based Network in  
 Shanghai ------------------------------------------- Li Chunyang,Zhu Guowei,Feng Jingjing etc. 561 
PO-0120 矮小儿童及家长心理状况分析 ----------------------------------------------------- 熊菲,黄丽丽,杨凡 562 
PO-0121 Aripiprazole for tic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 ji yongjuan,KUANG Guifang , ZHOU Changhong etc. 562 
PO-0122 中文修订版孤独症早期筛查工具 ASRS 量表在中国 2-5 岁儿童人群中孤独症筛查能力的 
 评估 -------------------------------------------------------------------------------- 周浩,李春培,罗学荣等 563 
PO-0123 应用 Conners 父母问卷对癫痫儿童行为问题的研究及相关分析 ------- 刘芳,姚宝珍,牛萍等 564 
PO-0124 Hypoallergenic formula -fed cow’s milk allergy infants have a trend towards impaired  
 growth and body fat accumulation ---------- Dong Ping,Feng Jingjing,Yan Dongyong etc. 564 
PO-0125 NSDHL-Containing Duplication at Xq28 in a Male Patient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case report ------------------------------------ Hu Chunchun,Liu Chunxue, Zhou Bingrui etc. 565 
PO-0126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血浆免疫学特征及其与行为认知相关性研究 -- 胡纯纯,徐琼,周秉睿等 565 
PO-0127 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对成年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 康宇,张韵,冯子娟等 566 
PO-0128 盐酸托莫西汀胶囊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 ----- 刘海润,秦岭,李丹丹 567 
PO-0129 An analysis of hearing screening test results in 2291 premature infants of Chinese  
 population ------------------------------------------------------ Huang Lili,Xiong Fei,Li Jinrong etc. 568 
PO-0130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in the Treatment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 A Pilot Study --------------------------- Li huiping,Xu Qiong,Liu Chunxue etc. 568 
PO-0131 视黄酸核受体α通过 CREB 粘附蛋白影响非洲爪蟾胚胎脑和肠道神经发育的 
 研究 ----------------------------------------------------------------------------------- 李程,侯娜丽,石宇等 569 
PO-0132 吉林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测 --------------- 董涵宇,贾飞勇 570 
PO-0133 上海市学龄儿童心理行为健康促进的医教结合模式研究 -------------- 张小林,章依文,马骏等 570 
PO-0134 瘦素对反复长程惊厥致脑损伤大鼠的神经行为发育的干预作用及机制 
 探讨 ----------------------------------------------------------------------------- 李丽丽,陈妮娜,李亚超等 571 
PO-0135 婴幼儿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早期发现 -------------------------------------- 段桂琴,姚梅玲,王亚哲等 572 
PO-0136 CES 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开放性随机临床对照研究 ------------- 汪萍,简芳芳,王晨等 572 
PO-0137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对 ADHD 大鼠多巴胺能神经递质的影响 ---------------- 郑小兰,陈燕惠 573 
PO-0138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维生素 D 水平及其与临床症状关系的研究 ------- 徐宁安,钟燕,赵莎等 573 
PO-0139 营养不良儿童血清锌、铁、钙的变化及临床分析 -------------------------- 何毅,钟燕,丁大为等 574 
PO-0140 1980 例儿童 Gesell 量表智能发育分析 -------------------------------------- 李平,熊菲,伍晋辉等 574 
PO-0141 Efficacy study for Family-Based Behavior-Cognition-Relationship Intervention (BCRI)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China ---------- Chen Biyuan,Zou Xiaobing,Zou Yuanyuan 575 
PO-0142 脑电功率作为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诊断标志物的研究 ----------------- 周秉睿,徐琼,周渊峰等 576 
PO-0143 不同药物治疗儿童 ADHD 疗效差异分析 ---------------------------------- 赵秋霞,范琼丽,朱琳等 576 
PO-0144 密集运动训练治疗痉挛型偏瘫疗效观察 ------------------------------------------------------ 李尉萌 577 
PO-0145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临床检出率及其共患病研究 ----------------- 范琼丽,赵秋霞,朱琳等 577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1 
 

PO-0146 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干预观察 --------------------------------------------------------- 张玉 578 
PO-0147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Smoking during Pregnancy an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Offspr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Huang Lan,Wang Yan,Zhang Li etc. 578 
PO-0148 CES—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治疗效果观察 -------------------- 简芳芳 579 
PO-0149 以家庭为中心的心理教育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父母育儿 自我效能感及情绪的 
 影响 ----------------------------------------------------------------------------------------- 周雅婷,尹华英 579 
PO-0150 Regional brain chemical alterations between verbal and non-verbal autistic Children:  
 a 1H-MRS study ------------------- Chen Wen-Xiong,Hong-Sheng Liu,Zhi-Fang Huang etc. 580 
PO-0151 不消退型先天性血管瘤血管造影特征分析及其临床意义探讨 -------- 谭小云,张靖,周少毅等 581 
PO-0152 经眼动脉灌注化疗二线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的长期随访疗效观察 ----------------- 姜华,张靖 581 
PO-0153 经眼动脉灌注化疗视网膜母细胞瘤在低体重患儿治疗中的价值 -------------------- 姜华,张靖 582 
PO-0154 胸部 CT 在儿童乳房肿块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 杨秀军,李婷婷,段修华等 582 
PO-0155 儿童髓母细胞瘤不典型影像学表现分析 ------------------------------------------------------ 干芸根 582 
PO-0156 Diagnostic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initial acute  
 leukaemia from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in children ----------------------------------- Xu Lin 583 
PO-0157 Diagnostic value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 Ouyang Rongzhen,Zhong Yumin 584 
PO-0158 The Value of MSCT assessment of Abernethy Malformation in  
 Children ---------------------------------------------------------------------- Guo Chen,Zhong Yumin 584 
PO-0159 Radiological manifestations of cystic fibrosis in a pediatric cluster with respiratory  
 involvement in China ---------------------------------------------------------------------------- sun yan 585 
PO-0160 小儿肠道病毒 71 型感染手足口病合并神经系统受累的 MRI 分析 -------------- 严志汉,刘锟 585 
PO-0161 3D-MRCP 和常规 MRI 对胆道闭锁诊断价值的分析 ---------------------------- 陈春霞,吴典明 586 
PO-0162 围产期动脉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分析 ----------------------------- 张苗,李航,彭芸 586 
PO-0163 各向同性容积扫描增强技术对儿童化脓性脑膜炎的诊断价值 ----------- 郜英子,彭芸,程华等 587 
PO-0164 儿童胰腺母细胞瘤影像学征象及临床应用 -------------------------------------------- 杨梅,袁新宇 588 
PO-0165 婴儿促纤维增生型肿瘤的影像与病理特征 ----------------------------------- 温洋,彭芸,段晓岷等 588 
PO-0166 螺旋 CT 在小儿梅克尔憩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 唐文伟,柴雪娥,田忠甫等 589 
PO-0167 血液病儿童化疗后肺真菌感染的 CT 表现 --------------------------------------------------- 闫淯淳 589 
PO-0168 儿童梨状窝瘘 CT 及 MRI 表现 -------------------------------------------------------------------- 高军 590 
PO-0169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childre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 -------------- Liu YUE, Wang Shengpei, Li Wenfeng etc. 590 
PO-0170 Alteration of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in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revealed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Yang Shuangfeng, Wang Shengpei, Liu YUE etc. 591 
PO-0171 SWI 序列在新生儿脑出血中得应用 ------------------------------------------------- 王志伟,王更辉 592 
PO-0172 学龄儿童腹部 CT 检查中能谱扫描模式可行性探讨：与常规扫描的 
 比较 ----------------------------------------------------------------------------- 辛海燕,袁新宇,闫育淳等 592 
PO-0173 Assessment of brain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using amide  
 proton transfer weighted (APTw) MRI ------- Tang Xiaolu,Zhang Hong,Kang Huiying etc. 593 
PO-0174 儿童及青少年戈谢病治疗随访中的肝脾脏体积及脂质含量定量测定分析研究陶晓娟,彭芸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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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75 儿童支气管粘液表皮样癌的 CT 表现 ----------------------------------------- 刘志敏,宋蕾,于彤等 594 
PO-0176 婴幼儿腹部巨大囊性病变 CT 诊断分析 -------------------------------------- 严琳,吴永彦,吴征平 594 
PO-0177 半肢骨骺发育异常的影像学表现 ----------------------------------------------- 梁琼鹤,管红梅,杨明 595 
PO-0178 儿童局限型脂肪母细胞瘤临床特征及 CT 表现 -------------------------------------- 易文毕,金科 595 
PO-0179 MR 对于先天性漏斗胸患儿术前评估的应用 ----------------------------------------- 易文毕,金科 595 
PO-0180 儿童膝关节盘状半月板分型及损伤的 MRI 诊断表现分析 ----------------------------------- 徐慧 596 
PO-0181 重症手足口病转为危重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王小燕,邓慧玲 ,朱欣欣等 596 
PO-0182 183 例儿童 EB 病毒感染临床分析 -------------------------------------- 吕晓娟,汤卫红,王惠庭等 597 
PO-0183 儿童结核性脑膜炎 53 例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 谷芬 597 
PO-0184 血清维生素 A 对手足口病病情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 邓慧玲,张玉凤 597 
PO-0185 142 例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分析 -------------------- 马卓娅,郑跃杰,刘萍等 598 
PO-0186 四川中江县儿童鼻咽部肺炎链球菌调查显示非 PCV13 血清型流行 --- 刘莹,文德年,史伟等 598 
PO-0187 南京地区儿童沙门菌感染血清型与分子型研究（青委） --------------------------------- 郭红梅 599 
PO-0188 miRNA-146a 对乙型肝炎病毒生活周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赵敏,张祯祯,刘泉波 599 
PO-0189 儿童铜绿假单胞菌脓毒症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金淑娟,刘泉波 600 
PO-0190 PCR/16sRNA 联合通用引物测序法检测化脓性脑膜炎病原菌 --------- 陈文娟,周云芳,曹清 601 
PO-0191 儿童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 38 例分析 --------------------------------- 罗丽娟,曹清,周云芳等 601 
PO-0192 儿童百日咳发病特点及诊断中联合呼吸道病毒检测的临床意义分析 ----- 黄辉,邓莉,肖飞等 601 
PO-0193 高海拔地区儿童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分析 -------------------------- 龚宗容,舒敏,万朝敏 602 
PO-0194 2008-2016 年浙江省永嘉县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及病原分布分析 ----------------------- 吴南海 602 
PO-0195 慢性咳嗽儿童百日咳感染状况分析 ----------------------------------------- 吴丹遐,陈强,申昆玲等 603 
PO-0196 Report of newly clinical situation and treatment of scarlet fever infection in  
 China ---------------------------------------------------------------- Li Jian,Lin Aiwei,Xu Daoyan etc. 603 
PO-0197 EB 病毒载量在 248 例住院过敏性紫癜患儿中的检析 -------------- 付朝波,丁臻博,赵亚玲等 604 
PO-0198 1 例 G-CSF 治疗 CARD9 缺陷的系统性念珠菌病患儿的案例分析 ------- 杜白露,曹清,沈楠 605 
PO-0199 Severe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Brain Abscess: Case Report --------------- Sun Jing 606 
PO-0200 Echovirus 18 Encephalitis/Meningitis in Children in  
 Hebei province, China, 2015 -------------------- Chen Xiangpeng,Guo Jiayun,Li Jingjie etc. 606 
PO-0201 儿重症医学科围手术期院内感染临床资料分析 ------------------------------------------------ 谢伟 607 
PO-0202 儿童 cicu 感染目标监测 ---------------------------------------------------------------------- 韩萍,陈琳 607 
PO-0203 阿昔洛韦治疗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00 例临床对比研究 ----------------------------- 周高枫 608 
PO-0204 EV71 感染激发患儿全身炎性反应的研究 ----------------------------------- 柯江维,冉飞,陈强等 608 
PO-0205 EV71 感染患儿 IL-21 的表达及其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 冉飞,柯江维, 段荣等 609 
PO-0206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32 Cases of Pediatric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eningitis  ------------------------------ Zhang yun,Ding Mingjie 609 
PO-0207 百日咳杆菌相关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 ----------------------------------- 徐勇胜,宁静,张珠莱 610 
PO-0208 Risk Factors for Carbapenem-Resistant K. Pneumoniae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in Children ---------------------------- Zhang Ye,Dong Fang,Liu Gang 610 
PO-0209 儿童百日咳与类百日咳综合症的临床特点分析 -------------------------- 王宇清,王琨,郝创利等 611 
PO-0210 婴儿 HBV 血清学标志物 HBsAb、HBeAb、HBcAb 阳性且 HBV DNA 阳性分析 - 彭小姗 611 
PO-0211 婴儿 HBV 血清学标志物 HBsAb、HBeAb、HBcAb 阳性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 彭小姗 612 
PO-0212 慢性 HBV 感染患儿血清 preS1-Ag、HBVM 及 HBV-DNA 相关性分析 ---- 何美林,许红梅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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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13 沈阳地区手足口病流行病学与气象关系探讨 ----------------------------- 程超,李玖军,林业鑫等 613 
PO-0214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与肠杆菌科细菌血流及下呼吸道感染/定植的临床 
 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 殷丽军,王传清,陆国平 614 
PO-0215 极早早产儿新生儿败血症临床特征及病原学分析 -------------------------------- 樊盼盼,赵东赤 614 
PO-0216 外周血细胞 microRNA 表达与婴儿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相关性 ------------- 王寿懿,赵东赤 615 
PO-0217 2010-2016 年温州某三甲医院儿童感染 门诊疾病谱变迁 --------------------- 钟佩佩,陈益平 615 
PO-0218 广州地区儿童病毒性脑炎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杨峰霞,谭丽梅,叶家卫等 616 
PO-0219 中医药制剂治疗重型手足口病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 曾凡森,房春晓,叶家卫等 616 
PO-0220 儿童登革热病例临床特征分析 ----------------------------------------------- 房春晓,徐翼,谭丽梅等 616 
PO-0221 手足口病伴发惊厥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等 617 
PO-0222 广州地区 2015 年手足口病病原学流行特征 -----------------------------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等 617 
PO-0223 广州地区 415 例重症手足口病临床特点分析 ---------------------------- 叶家卫,徐翼,谭丽梅等 618 
PO-0224 临床路径在手足口病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 叶家卫,谭丽梅,罗丹等 618 
PO-0225 细小病毒 B19 非结构蛋白（NS1）编码基因重组质粒的构建及鉴定 ------- 郑君文,赵东赤 619 
PO-0226 新生儿登革热病例临床特点分析 ----------------------------------------- 谭丽梅,曾凡森,房春晓等 619 
PO-0227 EV71 感染的手足口病合并脑炎患儿脑脊液趋化因子表达与临床 
 意义 -------------------------------------------------------------------------------- 李淑娴,刘金玲,陈志敏 619 
PO-0228 复方磺胺甲噁唑治疗 12 例百日咳的临床体会 --------------------------- 齐利峰,麦玉真,邓继岿 620 
PO-0229 Viral pathogens among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Shanghai children  
 medical center, China: surveillance, 2016-2017 ------- Cao Qing,Tang Minyu,Li  Jin etc. 620 
PO-0230 过敏性紫癜高 IgG 血症与链球菌感染的关系分析 ------------------------- 林强,李晓忠,孔小行 621 
PO-0231 单核细胞亚群及 T 淋巴细胞在鼻病毒感染性肺炎患儿中的作用 
 研究 ----------------------------------------------------------------------------- 赵明奇,连广琬,刘晓敏等 622 
PO-0232 疱疹性咽峡炎患儿 C-反应蛋白与心肌酶谱变化的临床意义 ---------- 付遥垚,邹敏书,聂国明 622 
PO-0233 儿童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脑膜炎 6 例临床研究 ----------------------------------------- 羡一心 623 
PO-0234 TLR2、TLR9 及 CD19、CD23 在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中的表达及 
 意义 -------------------------------------------------------------------------------- 母发光, 王强 ,郑佳等 623 
PO-0235 Serotype distributi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ttern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serogroup 6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Chinese children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PCV13  -- Shi Wei,Yao Kaihu 624 
PO-0236 两家县级医院 178 株卡他莫拉菌分离株的抗生素敏感性分析及β-内酰胺酶 
 监测 -------------------------------------------------------------------------------- 史伟,文德年,陈长会等 624 
PO-0237 气管导管内壁清理术对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郭松领,左泽兰 625 
PO-0238 儿童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 1 例并文献复习 -------------------------- 钱婧 625 
PO-0239 血清 25-（OH）D3 水平与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严重程度及免疫功能相关性研究 --- 钱婧 626 
PO-0240 162 例小儿鼠伤寒沙门菌肠炎临床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 杜敏 626 
PO-0241 先天性梅毒并发巨细胞病毒感染病例的观察及分析 ----------------- 何树新,张慧敏,王彩英等 627 
PO-0242 苏州地区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病毒病原学特征分析 ------------------------------------------ 石婷 627 
PO-0243 手足口病合并面神经麻痹 1 例报道 -------------------------------------------------------------- 石婷 628 
PO-0244 2015-2016 年宜昌城区儿童 EB 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 谢利波,刘敏,王敏 629 
PO-0245 急诊患儿抗生素应用与炎性指标、用药原因的联合分析 -------------- 吴越,陈泽彬,张交生等 629 
PO-0246 2007-2013 年杭州地区儿童细菌性痢疾菌型与耐药性演变 ------- 祁正红,许如菊,赵仕勇等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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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47 长春地区儿童甲型流感流行情况 ------------------------------------------------------------------ 马岩 630 
PO-0248 儿童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 韩书珍,俞蕙 630 
PO-0249 孕妇及新生儿血清中抗百日咳抗体水平的检测 ----------------------------- 孟庆红,罗洁,杨帆等 631 
PO-0250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乳酸脱氢酶在儿童恶性实体瘤合并感染及肿瘤进展中的诊断 
 价值 -------------------------------------------------------------------------------- 李凡,张伟令,胡慧敏等 631 
PO-0251 Etiology and Epidemiology of Children with Diarrhea in  
 Shanghai  ------------------------------------------------------------------- Chang Hailing,Zeng Mei 632 
PO-0252 2012-2015 年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诺如毒流行病学 特点及其基因型别 
 研究 ----------------------------------------------------------------------------- 卢丽娟,钟华清,徐梦华等 633 
PO-0253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IN SHANGHAI, CHINA, 2010-2016 --------------- Li Jingjing,Pan Hao,Wang Xiangshi etc. 633 
PO-0254 PREVALENCE OF ENTEROVIRUS SEROTYPES IN CHILDREN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 HERPANGINA AND ENCEPHALITIS/MENINGITIS 
 IN SHANGHAI, 2014~2016 ---------------------- Li Jingjing,Wang Xiangshi,Ge Yanling etc. 634 
PO-0255 Clinical epidemiology,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molecular tracing of nontyphoidal  
 Salmonella enteric infections in children --- Wei Zhongqiu,Chang Hailing,Li Yuefang etc. 635 
PO-0256 小于 8 月龄麻疹患儿临床特征分析 ----------------------------------------------------------- 吴婷婷 635 
PO-0257 溺水后多器官曼氏裂头蚴病一例 ----------------------------------------------- 杨子浩,叶盛,陈振杰 636 
PO-0258 HCMV 潜伏相关因子 UL138 通过 MRP1 的免疫调控作用 -------------- 陶然,李伟,李华美等 636 
PO-0259 儿童肺吸虫感染 5 例诊治分析 -------------------------------------------------------------------- 詹飞 637 
PO-0260 人巨细胞病毒 UL133 基因型对婴幼儿肝功能损伤的研究 --------------- 温正旺,陈敏,陈洁等 637 
PO-0261 PD-1/PD-L1、CTLA-4、TIGIT 表达水平对 IM 和 EBV-HLH 早期识别的临床价值 黄小平 638 
PO-0262 2016 年浙大儿院 125 株百日咳鲍德特菌体外耐药模式研究 ------ 华春珍,汪洪姣,陶孝芬等 638 
PO-0263 Evaluation of BinaxNOW®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tigen test on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purulent meningitis ------ 谢永平,华春珍,汪洪姣等 639 
PO-0264 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小儿治疗百日咳的疗效观察 ----------------------------- 刘芙蓉,罗如平 639 
PO-0265 儿童肺吸虫病 1174 例临床分析 --------------------------------------------------------- 胡杨红,詹学 640 
PO-0266 655 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分析 -------------------------------- 李联侨,洪少贤,陈競芳 640 
PO-0267 黄石地区新生儿梅毒流行病学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 陈文超,许云波 641 
PO-0268 重症手足口病细胞免疫功能变化的 meta 分析 ----------------------------- 利幸芝,吴曙粤,曹棨 641 
PO-0269 儿科分离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子特征和生物膜形成能力研究 -------- 杨鑫,钱素云,姚开虎等 642 
PO-0270 儿科厌氧菌培养瓶应用价值探讨 ----------------------------------------------------- 刘冰,董方,刘钢 643 
PO-0271 24 例重症手足口病死亡病例临床分析 ------------------------------------ 杜曾庆,罗云娇,甘泉等 643 
PO-0272 婴儿无乳链球菌感染的临床分布、耐药性及机制研究 ----------------- 张交生,董意妹,张蕾等 644 
PO-0273 Diagnostic value of plasma an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 EBV-DNA  
 load in children primary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M) ------ Hu Bin,Sun Ming,Huang Yu 644 
PO-0274 致死性婴儿社区获得性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临床分析 ------------------------------------ 段袁园 645 
PO-0275 90 例 2 岁以下百日咳疑似病人病原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 吕芳芳,张海邻,施林微 645 
PO-0276 手足口病患儿血清白细胞介素-6、C 反应蛋白及血管内皮素水平变化的临床 
 意义 ----------------------------------------------------------------------------------------- 刘志群,罗如平 646 
PO-0277 人细小病毒 B19 和 EB 病毒感染与患儿急性白血病的相关性分析 -------------------- 许东亮 646 
PO-0278 苏州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特点分析 ----------------------------------------- 周卫芳,孙旦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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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9 百日咳实验室诊断的研究进展 -------------------------------------------------------- 李丽君,姚开虎 647 
PO-0280 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临床特征及 T 细胞亚群分析 ---------------------- 张坤龙,王宁玲 648 
PO-0281 儿童急性肝功能衰竭 12 例临床诊治及预后危险因素分析 ------------------------------- 兰帝仕 648 
PO-0282 婴儿慢性肉芽肿病合并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脓毒症 1 例分析 ------------------ 欧佳琏,单庆文 649 
PO-0283 viral etiology in children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 田健美,孔小行,石婷 649 
PO-0284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心肺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及治疗体会 -------- 马永涛,赵虹,许惠敏等 650 
PO-0285 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危险因素分析 -------------------------------------------------------- 周莉,李小象 650 
PO-0286 一例金黄色葡萄球菌脓毒症合并右下肢深静脉血栓病例报告 ----------- 王秋鹏,李蕾,张志泉 650 
PO-0287 胰岛素对脓毒症大鼠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 陈亦婷,王桃,张炬兴等 651 
PO-0288 热毒净治疗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成药性研究 ----------------------------- 周耀铃,崔红,杨爱君等 652 
PO-0289 儿童面部蜂窝织炎相关因素分析 -------------------------------------------- 叶万定,何时军,郑炜琨 652 
PO-0290 Etiology and clinical traits of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in Beijing from 2010 to 2014 ------------------------- Meng Yixing,Deng Li,Liu  Shun'ai etc. 653 
PO-0291 Genotyping of measles virus among  63 measles patients in Shenzhen  City - Lei Min 653 
PO-0292 小儿 X-连锁高免疫球蛋白 M 血症病例分析 ------------------------------------------ 刘华杰,张婷 654 
PO-0293 儿童结核病的诊断及其耐药治疗进展 --------------------------------------------------------- 陈善佳 654 
PO-0294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nhances poly I:C-induced interferon-λ1 production and  
 inhibits HCV replication in hepatocytes --------- zhang ting,Wang Yizhong,Jieliang Li etc. 655 
PO-0295 EB 病毒感染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CD8+T 和 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变化李双杰 655 
PO-0296 降钙素原在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患儿中监测的意义 ------------------------------------------ 储金华 656 
PO-0297 学龄前期儿童肺结核治疗前后的 CT 变化分析及临床意义 --------------------------------- 宋斌 656 
PO-0298 儿童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分析 -------------------------- 张艺,杨一华 657 
PO-0299 92 例危重型手足口病机械通气临床诊治分析 --------------------------- 杜曾庆,罗云娇,甘泉等 657 
PO-0300 2016 年上海杨浦区表现为面部皮疹的手足口病流行病学及病原学调查 ------------- 李华君 658 
PO-0301 长链非编码 RNA 在肠道病毒 71 型重症手足口病中的 相关研究 -------- 何宜,刘成军,许峰 659 
PO-0302 Human Adenovirus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mong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  
 Shenzhen, China ------------------------ Zhang Jiaosheng,Zhou Gaofeng,Wang Heping etc. 659 
PO-0303 三种不同方法在肺炎支原体感染诊断中的比较和意义 ----------------- 李静宜,李丹,郭东星等 660 
PO-0304 Pathogenic Effects of B19 VP1u Protein on Fetal Heart  
 Development ------------------------------- Nie xiaojing,Zhang Guocheng, Xu Dongliang etc. 660 
PO-0305 Detection of measles antibody IgG level among part of healthy infants and  
 children in Shenzhen 2016-2017  ------------------------------------------------------------ Lei Min 661 
PO-0306 手足口病的快检项目 EV71、COX A-16 结果观察 --------------------- 赵秋芬,吴晓晴,苏凌等 661 
PO-0307 手足口病患儿不同肠道病毒感染临床特点简析 --------------------------------------------- 周占青 662 
PO-0308 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危险因素分析 -------------------------------------------------------- 周莉,李小象 662 
PO-0309 LPS 诱导小鼠 ALI 线粒体动力学及细胞凋亡的动态变化 ---------------------- 彭慧云,王曼知 662 
PO-0310 新生儿手足口病临床特点及免疫功能探讨 -------------------------------- 徐姗姗,黄丽素,李华君 663 
PO-0311 婴儿脊柱结核误诊致死亡一例分析 ----------------------------------------- 童文佳,金丹群,许愿愿 663 
PO-0312 左卡尼汀对柯萨奇 A16 型病毒感染手足口病血 NT-BNP 和 BNP 异常的影响李鹏,宋春兰 664 
PO-0313 维生素 D 水平在手足口病患儿发生惊厥中的临床意义 ------------- 曲美玲,邸顺祥,全國红等 664 
PO-0314 乙肝疫苗接种后儿童抗体水平变化规律分析 -------------------------------- 岳晓媚,葛聪聪,赵耀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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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15 评估血清Ｎ末端脑钠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及降钙素原(PCT)在小儿脓毒症中的 
 应用价值 -------------------------------------------------------------------------- 朱庆玲,邸顺祥,徐志英 666 
PO-0316 首例儿童人感染 H5N6 禽流感 ---------------------------------------------- 刘静,刘芙蓉,廖亦男等 666 
PO-0317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的病原诊断及治疗的影响 ------------------ 刘虹 667 
PO-0318 High doses of recombinant mannan-binding lectin inhibit the  
 binding of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with cells expressing  
 DC-SIGN. -------------------------------------------------- Chen Yinghu,Yu Lei,Wang Caiyun etc. 667 
PO-0319 重组人干扰素 a-2b 喷雾剂治疗疱疹性咽峡炎的临床疗效研究 ------------------------- 姚婷新 668 
PO-0320 降钙素原及 C-反应蛋白联合检测在 PICU 感染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 王涛 669 
PO-0321 mir-155 对 HBV 复制及 PTEN 表达的影响的体内研究 --------------- 谢聪,任广立,许蔓春等 669 
PO-0322 华南地区儿科常见传染病与气候的关系 --------------------------------------------------------- 陈英 670 
PO-0323 2015 年杭州市幼托健康儿童 EV71 及 CA16 隐性感染状况调查 --------------- 宋闻,赵仕勇 670 
PO-0324 702 例新生儿败血症回顾研究 ------------------------------------------------------------------ 颜斯蕾 671 
PO-0325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心肺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及治疗体会 -------- 马永涛,赵虹,许惠敏等 671 
PO-0326 High prevalence of GII norovirus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acute diarrhea, 
 in Beijing ------------------------------------------------------ Jia Liping,Zhang You,Liu Liying etc. 672 
PO-0327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MRP8, MRP14 and MRP8/14 in pediatric acute  
 appendicitis and its diagnostic value ------------- Li Yiping,Bai Zhenjiang,Yu Shenglin etc. 673 
PO-0328 儿童社区获得铜绿假单胞菌侵袭性感染的临床特征及抗生素应用董意妹,张交生,马伟科等 673 
PO-0329 纳米银负载扎那米韦抑制 H1N1 流感病毒诱导的细胞凋亡 ---------------------- 林正方,朱冰 674 
PO-0330 水痘－带状疱疹患儿血清 VZV-DNA 的研究 --------------------------------------------------- 李迟 674 
PO-0331 脂筏在人偏肺病毒入胞中的作用 ----------------------------------------------- 何浩,杨晖,陈素花等 675 
PO-0332 河北省儿童病毒性脑炎及脑膜炎患者埃可病毒 30 型分离株 VP1 基因特征 
 分析 ----------------------------------------------------------------------------- 郭佳运,陈祥鹏,李静洁等 675 
PO-0333 儿童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病例报道及文献总结 ----------------- 张茜茜,窦珍珍,郭欣等 676 
PO-0334 新型隐球菌感染的大鼠模型中脑脊液的检测方法比较 ----------------- 刘华,贺湘玲,陈铁强等 676 
PO-0335 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继发医院细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病原学 
 分析 -------------------------------------------------------------------------------- 王涛,乔莉娜,华益民等 677 
PO-0336 Salvage Therapy of Critically Ill Children with Complicated Infections after Surgery:  
 Safety Profile and Efficacy of Tigecycline ------------ tan linhua,Song Ying,Shu Qiang etc. 678 
PO-0337 α7nAChR 在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肺损伤的作用及 GTS-21 干预研究范宸颖,杨云华,李双杰 679 
PO-0338 α7nAChR 在脂多糖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作用机制 ------------------- 范宸颖,杨云华,李双杰 679 
PO-0339 不同年龄段儿童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临床、病理特征的研究 ------------------------------ 康桢 680 
PO-0340 今年春季麻风疫苗接种后发生发热出疹性疾病的临床新发现 -------- 曲美玲,邸顺祥,夏志群 680 
PO-0341 Curcumin and curcuminoids attenuate RIP3-related cell death  
 in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induced injury via up-regulating  
 SIRT1 expression -------------------------------------------------------- Yu Lu,Lin Li,Li Haiyan etc. 681 
PO-0342 苏州地区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分析 -- 丁莹,周卫芳,李玉琴 681 
PO-0343 HMGB1 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诊断价值 -------------------------- 丁莹,周卫芳,储矗等 682 
PO-0344 RSV 感染幼龄大鼠后肺组织 TSLP 及其下游因子的动态分析 ---------- 黄燕,崔振泽,马丁柳 683 
PO-0345 广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人博卡病毒流行病学分析 -------- 蔡勇,陈德晖,刘文宽等 683 
PO-0346 植物乳杆菌素 PlnEF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机制研究 -------------------------------- 胡金凤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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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7 儿童中疑似肠道病毒相关疾病的病毒病原特征分析 ----------------- 于方圆,宋秦伟,朱汝南等 684 
PO-0348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感染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1 例 ----------------------------------- 吴水燕 685 
PO-0349 44 例危重型伴高血压手足口病的临床诊治及病原学分析 ------------------------------- 罗云娇 685 
PO-0350 西宁地区 EB 病毒感染患儿不同标本 检测 EBV-DNA 的临床价值 西宁地区 EB 病毒感染 
 患儿不同标本检测 EBV-DNA 的临床价值 --------------------------------------------------- 马慧英 686 
PO-0351 利用 FilmArray 平台快速检测肺炎支原体 ------------------------------------------------------ 李锦 686 
PO-0352 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 inhibitor C646 reduces inflammation and inhibits antibacterial 

defenses of macrophages ------------------------------------ Li Yiping,Li Gang,Fang Fang etc. 687 
PO-0353 儿童慢性乙型肝炎聚乙二醇干扰素抗病毒治疗的临床分析 ----------- 胡姚,叶颖子,叶丽静等 687 
PO-0354 儿童医院多重耐药菌耐药情况分析 ------------------------------------------------------------ 李伟杰 688 
PO-0355 上海部分地区门诊就诊儿童原发性 EB 病毒感染临床特征 -------------- 沈军,曹凌峰,施鹏等 688 
PO-0356 手足口病合并 EB 病毒感染 1 例报道 -------------------------------------------------- 胡伟,林爱伟 689 
PO-0357 2016-2017 年北京市产妇及新生儿百日咳抗体流行病学调查 ---------- 李驰,米荣,崔小岱等 689 
PO-0358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脑电图、心肌酶、免疫球蛋白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 王洁,孙浩淼 690 
PO-0359 炎性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与西安地区柯萨奇病毒 A 组 6 型手足口病患儿的相关性 
 研究 ----------------------------------------------------------------------------- 邓慧玲,刘瑞清,张玉凤等 690 
PO-0360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的相关研究 ----------------------- 张玉凤,邓慧玲,刘宇阳 691 
PO-0361 降钙素原和 CRP 在鉴别新生儿血流感染菌种中的价值 ------------------------ 莫丽亚,邓永超 691 
PO-0362 4099 例住院患儿抗菌药物应用调查分析 ---------------------------------------------------- 郎新玲 692 
PO-0363 贵州省 17 例手足口病肠道病毒 71 型分离株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灾害学组） ----------------------------------------------------------------- 陈寿珊,苟恩进,宋惠玲等 692 
PO-0364 鼠伤寒沙门氏菌毒力对耐药表型的影响 -------------------------------- 朱春晖,朱庆雄,陈庆法等 693 
PO-0365 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Measles in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16 ---------------------------------------------------------------------- wang yanrong 694 
PO-0366 小儿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临床特点 ----------------------------------------------- 周凯,吴鹏,胡静 694 
PO-0367 甲氧西林耐药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流感染的病例对照 
 研究 -------------------------------------------------------------------------------- 夏永强,董琳,李嫦嫦等 695 
PO-0368 甲氧西林耐药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流感染的病例对照 
 研究 -------------------------------------------------------------------------------- 夏永强,董琳,李嫦嫦等 695 
PO-0369 北京地区婴幼儿腹泻中 G2 型轮状病毒 VP7 基因在近十年内的分子变异和 
 进化 ----------------------------------------------------------------------------------- 董慧瑾,钱渊,张又等 696 
PO-0370 手足口病合并神经系统损伤 77 例的危险因素分析 ------------------------ 徐志英,邸顺祥,潘洋 697 
PO-0371 Influenza and other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s among outpatient children with  
 influenza-like illness in Shanghai, China Cai Jiehao,Wang Xiangshi,Zhuang Shihao etc. 697 
PO-0372 广州地区人巨细胞病毒临床低传代株 UL141 基因的序列特征 ------ 谭琪琪,王波,胡兢晶等 698 
PO-0373 上海地区儿童流感病毒及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病学研究及快速检测方法 
 评价 ----------------------------------------------------------------------------- 蔡洁皓,王相诗,庄士豪等 698 
PO-0374 重视儿童嗜肺军团菌肺炎的临床规范化诊治 ------------------------------------------------ 张国成 699 
PO-0375 不同危重程度手足口病患儿抗炎因子与促炎因子在体内的表达 -- 王美芬,杜丽江,罗云娇等 699 
PO-0376 儿童纵膈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 李沫,魏兵,岳小哲等 700 
PO-0377 先天性环状缩窄带综合征合并先天性鱼鳞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陈培填,余少玲 700 
PO-0378 儿童甲基丙二酸血症肾脏损害临床分析 ----------------------------------------------- 刘喆,王文红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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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9 De novo mutation of IGF2, a gene within the Sillver-Russell locus, causes growth  
 retardation ----------------------------------------------------------------------- Liu Deyun,Liu Deguo 701 
PO-0380 歌舞伎综合征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孙芳,刘叠,朱敏等 701 
PO-0381 1 例典型的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基因诊断及文献复习 -------- 俞莎,吴冰冰,周文浩等 702 
PO-0382  Parkes-weber 综合征综合征的介入综合治疗 --------------------------------------------- 蒋贻洲 702 
PO-0383 硬化治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儿童静脉畸形合并局灶性血管内凝血的临床疗效 
 分析 --------------------------------------------------------------------------------------------------- 李海波 703 
PO-0384 1 例新生儿型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I 缺乏症 CPS1 基因的突变分析 张海燕,庄元华,张开慧等 703 
PO-0385 一例自身免疫性间质性肺、关节及肾病儿童 COPA 基因新突变 - 马燕燕,林爱伟,张开慧等 704 
PO-0386 血浆置换联合连续性血液透析加滤过治疗蝮蛇咬伤危重型 1 例报告 - 裴亮,文广富,刘春峰 705 
PO-0387 国内首例 cblD 型甲基丙酸血症患儿基因突变分析 --------------------- 王朝,张玉琴,张书红等 705 
PO-0388 食道闭锁患儿基因变异的初探 -------------------------------------------- 柯江维,钟龙青,黄金狮等 706 
PO-0389 反复贫血、血小板减少、便血、肠穿孔 1 例 ------------------------------- 李华,唐运萍,徐俊杰 706 
PO-0390 肺奴卡菌病 2 例并文献复习 ---------------------------------------------------------- 赵璀莲,农光民 706 
PO-0391 先天性糖基化紊乱一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虞雄鹰,曾兴颖,章静静等 707 
PO-0392 周期性发热 1 个家系的临床表型/基因型及其免疫机制初步研究 -------------------------- 李莎 707 
PO-0393 GM1 神经节苷脂贮积症家系 GLB1 基因的 2 个新突变 --------------- 高敏,张开慧,律玉强等 708 
PO-0394 一例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性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遗传学分析律玉强,张开慧,高敏等 709 
PO-0395 儿童结节性硬化症伴胰岛素瘤 ----------------------------------------------- 黄婷婷,姚宝珍,牛萍等 709 
PO-0396 X-连锁粒细胞减少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 李文言,唐雪梅,蒋利萍等 710 
PO-0397 1 例黏多糖贮积症患儿的个案护理 -------------------------------------------------- 娄欣霞,耿香菊 710 
PO-0398 新生儿先天性结核一例并文献复习 -------------------------------------------- 林丽霞,柳秋菊,张红 711 
PO-0399 两例 Kabuki 综合征临床报道 ------------------------------------------------------------ 李洁玲,曹洁 711 
PO-0400 糖原累积病Ⅵ型和Ⅸa 型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 刘杰,张梅红,龚敬宇等 711 
PO-0401 代谢病筛查技术在 92 例发育落后儿中应用的临床分析 --------------- 陈丽晔,任春阳,吕智海 712 
PO-0402 新生儿 49,XXXXY 综合征一例 ------------------------------------------- 陈丽洁,王光丽,田葆冬等 712 
PO-0403 罕见腹股沟斜疝伴子宫及单侧卵巢嵌顿 1 例 ------------------------------- 刘菊仙,文晓蓉,向波 713 
PO-0404 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在两例矮小合并皮肤色素沉着患儿遗传检测中的 
 应用 ----------------------------------------------------------------------------- 罗仕玉,李奇霏,付春云等 713 
PO-0405 神经纤维瘤合并癫痫一家系基因检测报告 --------------------------------------------------- 董志巧 714 
PO-0406 Reye 综合征尸检报告分析 --------------------------------------------------- 董志巧,程书卿,边红恩 715 
PO-0407 Neonatal-onset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I deficiency:  
 a case report. -------------------------------------- YANG Xiaoyan,SHI Jing,SHU Xianxiao etc. 715 
PO-0408 儿童 Graves 病血清 T 细胞亚群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 张改秀,胡东阳,张明衬等 716 
PO-0409 一例染色体 3q 部分重复患儿的临床表型及遗传学分析 --------------- 杨颖,赵建刚,高晓鹏等 716 
PO-0410 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4 型一家系 SPAST 基因突变分析 -------------------- 马均,王爽,姜洪波等 717 
PO-0411 Schinzel-Giedion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路通,王艺 717 
PO-0412 Patent Foramen Ovale and Hydronephrosis in a Chinese Patient with  
 Novel AHDC1 Mutation ---------------------------------------------------------------------- 路通,王艺 718 
PO-0413 以心脏杂音为突出表现的婴儿期 PMM2 基因突变所致先天性糖基化障碍 1 例 
 并文献复习 ----------------------------------------------------------------------- 吴若豪,李栋方,罗向阳 718 
PO-0414 尼曼-匹克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陈柳娟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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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15 46,XY, add(9)(p24)dup(2q35q37.3) with cryptorchidism  :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Wu Hanzhi,Lou Chao,Qiang Rong 719 
PO-0416 胱氨酸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 --------------------------------------------------------------------- 刘潇东 720 
PO-0417 10 例 Wilson 病患者的 ATP7B 基因突变的检测与分析 --------------------- 陶静,邱钟燕,刘蕊 720 
PO-0418 One novel 2.43Kb deletion and one single nucleotide mutation of INSR gene in a  
 Chinese neonate with Rabson-Mendenhall syndrome -------- Chen Xiang,Wenhao Zhou 720 
PO-0419 儿童 Costello 综合征 2 例临床及基因分析 ------------------------------- 刘祖霖,梁立阳,孟哲等 721 
PO-0420 脐血干细胞治疗白细胞粘附分子缺陷症 I 型患儿两例 -------------- 江文晋,钱晓文,翟晓文等 721 
PO-0421 1 例 4-羟基丁酸患者 ALDH5A1 基因突变分析 ------------------------------------------------ 张旭 722 
PO-0422 X-连锁慢性肉芽肿患儿早期生物标记并文献复习 -------------------------------- 应艳琴,陈少华 722 
PO-0423 Townes-Brocks 综合征与慢性肾脏病——病例报道 ---------------- 胡小涵,张玉桦,陈丽虹等 723 
PO-0424 18P21 杂合缺失致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伴智能发育落后一例 ------------------- 翟丽娟,杜鹃 723 
PO-0425 疑似 Schimke 免疫-骨发育不良两例暨文献复习 ------------------------------------ 王宗润,李莉 724 
PO-0426 脑健黄瘤病 1 例病例报告 ------------------------------------------------------------------- 张婧,俞蕙 724 
PO-0427 儿童气管腺样囊性癌一例并文献复习 ----------------------------------------- 李莹,代继宏,吴春等 725 
PO-0428 Evaluation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cerebrotendinous xanthomatosis associated  
 end-stage liver disease ------------------ xie xinbao,Shen Conghuan,Wang  Zhengxin etc. 725 
PO-0429 ETFDH 错义突变对 MADD 细胞模型的氧化应激水平影响及相关机制 -- 曹金俊,邱文娟 726 
PO-0430 迟发型鸟氨酸氨基甲酰转移酶缺乏症一例（病例报告） ----------------------------- 王烨,张琳 726 
PO-0431 利用外显子组测序发现 2 个多发性骨软骨瘤家系中 EXT1 基因新的 
 突变 ----------------------------------------------------------------------------- 刘晓萍,徐宏文,周锦军等 727 
PO-0432 小头畸形骨发育不良原始侏儒症Ⅱ型 1 例及其基因突变分析 ---- 王丽君,杜开先,贾天明等 727 
PO-0433 Application of whole exome sequencing to identify genetic causes of syndromic  
 craniosynostosis. ---------------------------------------------- Xu Yufei,Sun Shouqing,Li Niu etc. 728 
PO-0434 两例 CHARGE 综合征患儿基因突变分析 -------------------------------- 李国强,李牛,胥雨菲等 728 
PO-0435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variants in the LHCGR gene identified in a subject with 
 Leydig cell hypoplasia type 1  ---------------------------------- Xu Yufei,Chen Yulin,Li Niu etc. 729 
PO-0436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2 型 2 例及文献复习 ------------------- 彭小蓉,龚敬宇,王建设 729 
PO-0437 先天性软骨发育不良合并脑积水一例及文献复习 ----------------------------- 江燕,安彩霞,郭玥 730 
PO-0438 疑似 Schimke 免疫-骨发育不良两例暨文献复习  ----------------------------------------- 王宗润 730 
PO-0439 疑似 Crouzon 综合症病例报告暨文献复习  ----------------------------------------------- 王宗润 731 
PO-0440 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 1 例报告 -------------------------------------------------------------------- 李刚 731 
PO-0441 探讨门诊疑难病会诊的管理现状与改进 ----------------------------------- 沈国妹,徐慧,周利军等 732 
PO-0442 口服雷帕霉素对结节性硬化症患儿体格发育的影响及安全性研究 -------------- 陈健,邹丽萍 732 
PO-0443 鳃-耳-肾综合症疑难病例讨论 ---------------------------------------------------------------------- 罗娜 733 
PO-0444 Cockayne 综合征合并肾病综合征临床及基因分析 ----------------- 刘晓宇,汤泽中,陈志慧等 733 
PO-0445 PLA2G6 基因纯合突变致婴儿神经轴索营养不良 1 例报告 ------------- 卢洪珠,方昕,陈荣等 734 
PO-0446 以颅内出血为首发表现的婴儿中枢神经系统曲霉感染 1 例 ---------------------- 王杨,李德渊 734 
PO-0447 Menkes 病 1 例 ----------------------------------------------------------------- 刘芳,汤继宏,陈旭勤等 734 
PO-0448 以上矢状窦血栓为首发症状的 JAK2V617F 突变阳性儿童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病例 
 报道 -------------------------------------------------------------------------------------------- 唐慧荷,代艳 735 
PO-0449 Mondini 畸形并反复化脓性脑膜炎一例并文献学习 --------------------------------------- 黄宏琳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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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0 Clinical Features of a Novel LIPA Gene Mutation : A Case Report of Wolman  
 Disease ----------------------------------------- Fang Weiyuan,Li Yuchuan,Zhang Xueyuan etc. 736 
PO-0451 基因确诊儿童囊性纤维化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蔡勇,陈德晖,吴上志等 737 
PO-0452 Manlan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刘晓燕,王立文 738 
PO-0453 先天性肌强直 2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关静,杜开先,贾天明等 738 
PO-0454 先天性血管瘤临床病理特点 -------------------------------------------------------------- 马靖,殷敏智 739 
PO-0455 Translocation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a child previously treated for infantile  
 fibrosarcoma -------------------------------------------------------------------------------- 马靖,殷敏智 739 
PO-0456 7 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缺失致婴儿生长发育迟缓一例报道 ----------------------------- 宋婷,张婷 740 
PO-0457 皮层或皮层下钙化对 TSC 病人癫痫控制的影响 --------------------- 张梦娜,邹丽萍,庞领玉等 740 
PO-0458 一例粘脂质贮积症 III 型的临床特点及 GNPTAB 基因分析 ----------- 卢晓云,黎艺强,谭婷等 741 
PO-0459 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CTPV）的误诊原因及预防对策 --------------- 代艳,郑凯元,余雷等 741 
PO-0460 小儿腹部促纤维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 4 例并临床特点探讨 ---------------------- 陈立健,尹强 741 
PO-0461 史-伦-奥三氏综合征一家系 --------------------------------------------------------------- 段佳丽,高超 742 
PO-0462 全外显子测序分析诊断 WNT1 基因突变导致的成骨不全综合征 
 一例 -------------------------------------------------------------------------------- 谭婷,刘远忠,黎艺强等 742 
PO-0463 先天性挛缩性蜘蛛指症伴 FBN2 基因新突变 1 例 ------------------------- 朱敏丽,姜娜,南燕等 743 
PO-0464 预见性医疗护理干预在先天性胫骨假关节围术期的应用体会 -------- 谭炯,易银芝,谢鑑辉等 743 
PO-0465 线粒体脑肌病并发高度传导阻滞一例 -------------------------------------------------- 王侃,徐建新 744 
PO-0466 NPC1 基因突变致小婴儿尼曼-匹克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王丹丹,程亚颖 744 
PO-0467 由 TRAPPC11 基因突变导致肌营养不良合并血糖增高、脂肪肝、高血压特殊的临床 
 病例 -------------------------------------------------------------------------------- 李西华,胡超平,赵蕾等 744 
PO-0468 儿童暴发性肝衰竭型肝豆状核变性 1 例及文献复习 ------------------------------- 王侃,徐建新 745 
PO-0469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he fructose-1,6-bisphosphatase gene cause  
 status epilepticus ------------------------------------------------ Zhang YunJian,Wang Yi,Lu Tong 745 
PO-0470 抗 Ri 抗体阳性眼阵挛-肌阵挛综合征 1 例 ----------------------------------------------- 于涛,王华 746 
PO-0471 无 PAFAH1B1 基因缺失的 Miller-Dieker 综合征 1 例 ------------------------------ 滕紫藤,王华 746 
PO-0472 L-2-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report of a Chinese boy presenting as 
 febrile seizure ------------------------------------------------------------ Zhang Min,Guo Yi,Jiang Li 746 
PO-0473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并脑白质病变一例 --------------------------------------- 杨凤华,王华 747 
PO-0474 以肾病综合征为首发的儿童结节性硬化症病例报道及文献分析 ----------------- 杨益梅,代艳 747 
PO-0475 小儿塑形性支气管炎 1 例病史特点和文献分析 ---------------------------- 杨益梅,代艳,温志红 748 
PO-0476 Prader -Willi 综合征 1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吴琼,王华,于涛 748 
PO-0477 3 例幼年型皮肌炎的临床特点及诊断分析 ----------------------------------------- 杨曼琼,谭钰嫔 748 
PO-0478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一例 ------------------------------------------------------------------ 曹庆隽 749 
PO-0479 A Single Nucleotide Transitions in 5' Untranslated Region of TNFRSF11A Leading to  
 Clinical Findings of Osteopetrosis Overlapping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in a Male  
 Infant  ------------------------------------------------------- chen tianping,Qu Lijun,Wang Jian etc. 749 
PO-0480 Analysis of genetic mutations in a Chinese patient affected with Treacher-Collins  
 Syndrome -------------------------------------------------- HUANG HUI,YU YANG,WU XIAN etc. 750 
PO-0481 儿童 ENG 基因突变相关性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一例报告并文献 
 复习 -------------------------------------------------------------------------------- 赵应月,聂意军,龙兴江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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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2 Sanger 测序、CGH 芯片和荧光定量 PCR 技术联合检测 ATP7B 基因致病性 
 变异 -------------------------------------------------------------------------------- 许焱婷,任杰,沈梦婷等 751 
PO-0483 先天性结核 1 例诊治体会 ------------------------------------------------------- 卢星辰,樊蕊,张志红 751 
PO-0484 儿童 ENG 基因突变相关性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一例报告并文献 
 复习 -------------------------------------------------------------------------------- 赵应月,聂意军,龙兴江 752 
PO-0485 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难治性喘息中的应 ----------------------------------- 孟燕妮,陈艳萍,李秀龙 752 
PO-0486 鼻内滴注 miR-410 减轻哮喘小鼠气道炎症机制研究 ------------------- 金蓉,胡素娟,林荣军等 753 
PO-0487 Antitussive effects of chocolate in mice and guinea pigs of chemical stimulation-induced  
 cough --------------------------------------------------------------------- Liu Yuesheng,Xiao Yanfeng 753 
PO-0488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 caused by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in Beijing, China, 2007-2016 ---------------- Ding Qin,Xie Zhengde,Zhu Yun etc. 754 
PO-0489 Clinical analysis of retropharyngeal abscess in  
 children. --------------------------------------------- POONIT Neha Devi,Li Fang,Fan Chen etc. 755 
PO-0490 苏州地区喘息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与临床特征相关性分析 -------------- 董贺婷,季伟,陈正荣等 755 
PO-0491 三七总皂苷 R1 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高反应性及粘液分泌的影响 ------------------ 邹文静 756 
PO-0492 配体-腺苷 A2a 受体-PKC-KATP 通路在间歇性低氧致 PC12 细胞损伤中的 
 作用 ----------------------------------------------------------------------------------- 陈帆,陈利亚,方励等 757 
PO-0493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人β防御素 3 水平检测及意义 ---------- 王秀芳,宋哲,胡文洁等 757 
PO-0494 肺炎支原体基因拷贝量与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相关性探讨 ----------- 曾丽娥,陈琅,周凤华等 758 
PO-0495 Mutations in domain V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23S rRNA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features of M.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children ------------------------------------------------------ deng huan,Jun Rui,Jiamin Zhang etc. 758 
PO-0496 Mycoplasma pneumoniae 23S rRNA A2063G mutation does not influence chest  
 radiography features i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 deng huan 759 
PO-0497 2013-2015 年苏州地区婴儿下呼吸道合胞病毒与鼻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比较陈嘉韡,季伟 760 
PO-0498 ICOSL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中的作用 ---------------------------------- 董贺婷,季伟,严永东等 760 
PO-0499 ICOSL 抗体干预在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中作用的研究 ---------- 董贺婷,季伟,严永东等 761 
PO-0500 Pierre-Robin 综合征儿童临床特征及睡眠呼吸紊乱分析 -------------------- 林晶,陈帆,方励等 762 
PO-0501 儿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胸部 CT 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 ----------- 段效军,陈艳萍,黄建宝等 762 
PO-0502 维生素 D 与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免疫功能的关系 ------------------------- 陈林,张琪,郭琳瑛等 763 
PO-0503 ORMDL3 和 HLA-DQ 基因多态性及交互作用在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相关哮喘中的 
 研究 ----------------------------------------------------------------------------------------- 谷亚星,王金荣 763 
PO-0504 B7-H3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表达及临床意义 ------------------------- 丁林,陈正荣,顾文婧等 764 
PO-0505 哮喘易感基因 HLA-DQ、ORMDL3 单核苷酸多态性在婴幼儿喘息中 
 的研究 ----------------------------------------------------------------------------- 王金荣,侯沛君,滑超等 765 
PO-0506 2009 至 2016 年苏州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流行病学分析 - 张新星,季伟,郝创利等 765 
PO-0507 白三烯 C4 合成酶 rs730012 位点多态性与儿童哮喘相关性研究 ----- 廖世峨,祝华,娄未等 766 
PO-0508 2012-2015 年广州地区儿童肺炎链球菌细菌耐药性分析 ---------- 江文辉,吴佩琼,赵丹洋等 767 
PO-0509 Fc Gamma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s and the Risk of Childhood Asthma  
 in China ------------------------------------------------------------ shao qi,He Yuting,Gan Cong etc.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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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0 粤东地区儿童重症监护病房鼻病毒感染的临床及分子流行病学 
 研究 ----------------------------------------------------------------------------- 蔡晓莹,林广裕,林创兴等 768 
PO-0511 低分子肝素辅助治疗 D-二聚体升高儿童支原体肺炎的疗效探究 ---------------- 谭珊珊,曹玲 768 
PO-0512 儿童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 107 例临床分析 ------------------------------- 张亚军,陶于洪 769 
PO-0513 New Mutations in The SLC7A7 Gene of Two Chinese Sisters with Lysi-nuric Protein  
 Intolerance ------------------------------------------------------------------- zhang gouging,Cao Ling 769 
PO-0514 苏州地区病毒病原在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致病性的变迁 -------------- 任吟莹,季伟,顾文婧等 770 
PO-0515 可溶性 B7-H1（sB7-H1）在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儿 BALF 中的表达及临床 
 意义 -------------------------------------------------------------------------------- 任吟莹,季伟,陈正荣等 770 
PO-0516 B7-H1 抗体对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的作用研究 ------------------- 任吟莹,季伟,陈正荣等 771 
PO-0517 Eti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 Jiang Wujun,Hao Chuangli 772 
PO-0518 Peak Expiratory Flow Among Healthy Children in China ---------------------- Hao Chuangli 772 
PO-0519 呼吸道合胞病毒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随访 ----------------- 王宇清,陈赛男,武敏等 773 
PO-0520 Etiologic spectrum and occurrence of coinfections in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 wang yuqing, Wu Min ,Jiang Wujun etc. 773 
PO-0521 Human rhinovirus coinfectio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 wang yuqing,HAO   Chuang-li,JI   Wei etc. 774 
PO-0522 早产儿喘息发作的危险因素分析 ----------------------------------------------------- 杨敏静,农光民 774 
PO-0523 X 连锁高 IgM 综合征伴肺泡蛋白沉积症一例 ----------------------------------------------- 李光璞 775 
PO-0524 Comparison of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used by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Suzhou - A njumunnisa,Hao Chuangli 776 
PO-0525 95 例儿童肺恶性肿瘤临床特点分析 ------------------------------------------------------ 李姣,舒畅 777 
PO-0526 儿童呼吸道人类博卡病毒混合感染的临床研究 ----------------------- 王宇清,何香萍,郝创利等 778 
PO-0527 支气管肺前肠畸形临床特征分析 ----------------------------------------------- 刘军,殷菊,刘秀云等 778 
PO-0528 小儿牛黄清心散辅助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疗效观察 ----------------- 朱恒博,张海菊,姚宝珍等 779 
PO-0529 肺功能检查及 FeNO 在儿童支气管哮喘规范化管理中的应用 ------------------- 张惠琴,孙新 779 
PO-0530 儿童哮喘在母孕期及新生儿期的危险因素分析 -------------------------------------- 张惠琴,孙新 779 
PO-0531 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儿童的下气道菌群特征分析 ----------------- 鲍燕敏,陈杰华,马红玲等 780 
PO-0532 深圳地区以胸腔积液为主要表现的 10 例儿童肺吸虫病临床误诊分析 ------ 鲍燕敏,郑跃杰 780 
PO-0533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15 例分析 --------------------- 钱向明,余静秋 781 
PO-0534 鼻一氧化氮检测对儿童过敏性鼻炎诊断和管理的价值 ----------------- 陈杰华,刘萍,董意妹等 781 
PO-0535 DYNAMIC OROPHARYNGEAL AND INTESTINE MICROBIOTA CHANGE OF  
 BRONCHIOLITIS INFANT ---------------- Hu qian,WEN  FEIQIU,WANG  WENJIAN etc. 782 
PO-0536 RSV 毛细支气管炎口咽部和肠道菌群变化的研究 ---------------------- 胡倩,文飞球,王文建等 782 
PO-0537 STAT3 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哮喘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 钟芳芳,庄媛,毛晓燕等 783 
PO-0538 2012-2016 年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患儿流感监测结果分析 ------- 卢志威,王和平,郑跃杰等 783 
PO-0539  142 例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分析 --------------- 马卓娅,郑跃杰,王文建等 784 
PO-0540 肺炎支原体相关性儿童肺炎旁胸腔积液 67 例临床分析 ------------------ 王文建,徐建强,胡倩 784 
PO-0541 不同年龄段小儿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后并发症的回顾性分析 ----- 张彩凤,许丽珍,叶颖龙等 785 
PO-0542 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临床诊断类型相关因素分析 ----------------------------------- 万彩红,陈强 785 
PO-0543 7562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衣原体 IgM 抗体的结果分析 --------------------- 李秋红,许东亮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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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44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调控哮喘气道重塑机制研究 -------------------------- 贾宵宵,张维溪 786 
PO-0545 转化生长因子-β1 对人支气管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及 Six1 基因表达影响的 
 研究 -------------------------------------------------------------------------------- 李美香,曲政海,徐蕾等 787 
PO-0546 Impact of childhood wheezing on lung function level in adulthood:  
 a meta-analysis ---------------------------------------------- Ma Huan,Li Yuanyuan,Tang Lin etc. 788 
PO-0547 2009-2016 年深圳地区儿童坏死性肺炎临床分析 ---------------------- 陈杰华,郑跃杰,王姝等 788 
PO-0548 铜绿假单胞菌与 G+球菌坏死性肺炎的对比研究 ------------------------ 陈杰华,郑跃杰,王姝等 789 
PO-0549 肺表面活性物质基因相关的婴幼儿肺间质疾病前瞻性研究 -------- 陈杰华,郑跃杰,马红玲等 789 
PO-0550 三七总皂苷 R1 改善糖皮质激素抑制哮喘气道上皮损伤后修复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邹文静 790 
PO-0551 北京儿童医院住院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特点分析：2007-2015 -------- 吴喜蓉,殷菊,刘秀云等 790 
PO-0552 早期低剂量 LPS 通过调节 GITR/GITRL 对小鼠哮喘 模型的保护及机制研究丁凤霞,符州 791 
PO-0553 合肥市经开区 2010 年--2016 年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王强,王宁玲,夏东 791 
PO-0554 重症肺炎患儿血清降钙素原、炎症因子和凝血指标变化及临床意义 ------------------ 徐春萍 792 
PO-0555 Childhood recurrent pneumonia caused by endobronchial  
 sutures ---------------------------------------------------- Zan Yiheng,Liu Hanmin ,Zhong Lin etc. 793 
PO-0556 SFTPC 基因突变致婴儿间质性肺病 1 例及硫酸羟氯喹的疗效 --------- 刘靖,祁媛媛,洪达等 794 
PO-0557 经鼻高流量吸氧治疗毛细支气管炎 50 例疗效观察 ------------------------------------ 李磊,王军 795 
PO-0558 内皮祖细胞来源的外泌体提取方法探讨 -------------------------------------------- 张小媚,钱莉玲 795 
PO-0559 以塑性型支气管炎为首发的特发性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 ------ 刘奉琴, 郭春艳,孙立锋等 796 
PO-0560 经鼻持续正压通气优先策略治疗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高文杰,张中馥,贾系群等 796 
PO-0561 百日咳与类百日咳综合征临床特点比较 -------------------------------- 张丽君,安淑华,田利远等 797 
PO-0562 细菌混合感染在儿童坏死性支原体肺炎中的作用分析 ----------------- 李金英,张丽君,张曼等 797 
PO-0563 Efficacy of Long-term Nebulized Budesonide Treatment on Post Infectious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PIBO) in Children ------------------------------------------ Zhang Xiaomei,Lu Aizhen 797 
PO-0564 软式支气管镜在儿童下呼吸道外源性异物治疗中的价值 --------------------------------- 顾浩翔 798 
PO-0565 吸入变应原 sIgE 在不同气道过敏性疾病儿童中的分布差异 ------------ 朱康,侯晓玲,高琦等 798 
PO-0566 维生素 D 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儿童肺炎的相关性研究 ------------------------ 赵丽霞,殷勇 799 
PO-0567 中国非获得性免疫缺陷病儿童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研究 -------------- 樊慧峰,陈晨,张东伟等 799 
PO-0568 多中心、随机、开放性评价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治疗儿童流感疑似病例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 -------------------------------------------------------------------------------- 何春卉,刘纯义,邓力 800 
PO-0569 接受屋尘螨脱敏治疗的哮喘儿童 2 年逐步减量并停用吸入糖皮质激素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分析 -------------------------------------------------------------------------------------------- 何春卉,邓力 801 
PO-0570 儿童先天性支气管桥畸形临床与解剖形态分析 ----------------------- 曾森强,樊慧峰,张东伟等 801 
PO-0571 74 例儿童肺动脉吊带的临床及预后分析 --------------------------------------------- 张东伟,卢根 802 
PO-0572 早产儿生后早期应用糖皮质激素预防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研究 ----------------- 纪凤娟,殷勇 802 
PO-0573 重症/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腹腔多发动脉血栓形成 1 例 ---------- 韩丽娜,王佳,韩晓华 803 
PO-0574 钬激光在婴幼儿重度中心气道狭窄内镜下治疗的应用 -------------------- 张磊,殷勇,袁姝华等 803 
PO-0575 JCI 质量改进方法在提高儿童哮喘治疗依从性中的应用 -------------------- 张磊,张敏,殷勇等 804 
PO-0576 Study of Hyperimmunoglobulin E Syndrome (HIES): A Report of Four Pediatric Patients 
 in China ---------------------------------------------------- fan huifeng,Huang Li,Yang Diyuan etc. 804 
PO-0577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suppurative lung disease in Southwest  
 China  ------------------------------------------------------ Tian Xiaoyin,Tang Lin,Zhang Qiyu etc.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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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78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大叶性肺炎患儿肺通气功能的影响 -------------- 范文文,王文棣,王丽燕 806 
PO-0579 哮喘小鼠气道中性粒细胞、脱落上皮细胞和 Penh 的相关性 ----------- 牛超,王婷,邹文静等 806 
PO-0580 支气管镜在儿童肺囊性纤维化病诊治中的应用及文献复习 ----------------- 张磊,殷勇,张皓等 807 
PO-0581 幼年期肺炎链球菌肺炎对哮喘形成的影响 ----------------------------- 陈云秀,田永露,田小银等 807 
PO-0582 儿童大叶性肺炎行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中分泌物的量与 D-二聚体的关系 ----------- 高密密 808 
PO-0583 先天性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导致的隐源性咯血三例诊治分析 ------- 吕芳芳,张海邻,施林微 808 
PO-0584 过敏性哮喘患儿食物不耐受检测结果分析 -------------------------------- 李文开,钟礼立,黄寒等 809 
PO-0585 屋尘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过敏性哮喘伴鼻炎肺功能及症状的影响 
 分析 -------------------------------------------------------------------------------------- 陈实,廖锋,王灵等 809 
PO-0586 酪酸梭菌对 RSV 感染加重的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  ---------------- 郭颖,张娟,曾明华等 810 
PO-0587 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 12 例临床诊断及口服普萘洛尔疗效分析 ------ 丁小芳,钟礼立,张兵等 810 
PO-0588 北京地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病毒病原学研究 -------------------------- 唐玥,崔红 811 
PO-0589 干扰素（IFN）-λ1 在儿童呼吸道上皮细胞的表达水平与 RSV 感染后病情的 
 关系 ----------------------------------------------------------------------------- 陶美婷,钟礼立,刘淑萍等 811 
PO-0590 2016 年湖南地区儿童流感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 陈浩峰,钟礼立,陶美婷等 812 
PO-0591 长期吸入中低剂量糖皮质激素 对轻中度哮喘患儿身高影响的 
 研究 ----------------------------------------------------------------------------- 钟礼立,刘淑萍,陈浩峰等 813 
PO-0592 3、7 型腺病毒致中枢神经疾病差异及机制研究 ------------------------ 汤正珍,刘恩梅,任洛等 813 
PO-0593 手足口病患儿 OAS1 基因的表达及意义 ---------------------------------------------- 吴柳松,陈艳 814 
PO-0594 GLCCI1、CRHR1 基因多态性对吸入型糖皮质激素治疗儿童哮喘疗效的 
 影响 -------------------------------------------------------------------------------------- 丁颖,董晓艳,陆敏 814 
PO-0595 大剂量激素治疗难治性支原体安全性分析 -------------------------------------------- 周淼,钟礼立 815 
PO-0596 儿童肺炎旁胸腔积液病因分析及治疗 ----------------------------------------- 陈敏,钟礼立,黄寒等 816 
PO-0597 口鼻呼出气一氧化氮在儿童支气管哮喘随访中的临床应用 ----------------------- 邬宇芬,张皓 816 
PO-0598 PI3K/Akt/eNOS 信号通路在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 ---- 范芳,张海锋,孙新 817 
PO-0599 吸入脂氧素 A4 类似物和脂氧素 A4 受体激动剂治疗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研究 ----------------------------------------------------------------------------------- 孔霞,吴升华,张莉等 817 
PO-0600 类百日咳综合症临床特征分析 ----------------------------------------------------------- 武银银,季伟 818 
PO-0601 SYK Down-regulated by microRNA 27b-3p in Pediatric Asthma Induced by 
 Dust Mites ----------------------------------------- DONG XIAOYAN, Fang Yudan, Cai Qin etc. 818 
PO-0602 Four case reports of Chinese cystic fibrosis patien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 徐娟,殷勇,张磊等 819 
PO-0603 儿童 EB 病毒肺炎及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性肺炎 64 例临床分析 ---------------------- 袁小平 819 
PO-0604 住院婴儿急性喘息性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特征与肺功能改变 -------- 刘丽娟,钱莉玲,张晓波 820 
PO-0605 RSV 病毒载量与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情相关性研究 ---------------------- 高钰,任洛,王鹂鹂等 820 
PO-0606 Antagonist of α-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receptor (CGRP8-37) enhanced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rats ------------------------------ Fu Hongmin 821 
PO-0607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protects type II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from  
 hyperoxia-induce DNA damage and cell death ------------------------------------ Fu Hongmin 821 
PO-0608 儿童喘息性疾病血清 IL-4、IL-12、IL-37、25-(OH)D 水平变化及意义 --------- 张译,徐青 822 
PO-0609 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在哮喘儿童控制性药物调整的临床研究温志红,杨彩琼,王美春等 823 
PO-0610 非急性发作期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与肺功能的相关研究 ----- 杨彩琼,温志红,黎重清等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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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1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潮气呼吸肺功能变化的研究 ----------------------- 楚喜田,陈霞静,杨丽娟等 824 
PO-0612 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患儿特应性状态特点分析 ----------------------------------------- 董文芳,殷勇 824 
PO-0613 小儿慢性咳喘病与喉咽反流的关系 -------------------------------------- 吴谨准,曾会勤,侯凌云等 825 
PO-0614 miR-3162-3p mimic 诱导 OVA 致敏小鼠炎症反应 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 冯海燕,谭建新 825 
PO-0615 STARS knockout attenuates hypoxia-induced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by  
 suppressing pulmonary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 proliferation --- shi Zhaoling,Sun Xin 826 
PO-0616 多次呼吸测试法在检测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中的作用初探 --------------------------- 邢燕 827 
PO-0617 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67 例临床分析 ------------------------------------ 唐艳姣,钟礼立,黄寒等 827 
PO-0618 CLINICAL FEATURES, ETIOLOGY AND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Dong Lin,Li Changchang,Xia Yong qiang etc. 828 
PO-0619 2014 年-2017 年住院肺炎患者肺泡灌洗液病原学分析 ------------------- 钟琳,丘力,陈莉娜等 829 
PO-0620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 Th1/T h2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研究 --------------- 黄燕,崔振泽,孙同英 829 
PO-0621 RSV 感染雌雄小鼠致急慢性气道炎症及 AHR 差异的研究 -------------- 莫诗,唐维,高磊琼等 830 
PO-062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sthma Pharmacogenetic Loci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sthma, and Efficacy of Anti-asthma Medications in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 zhu lili,Zhang Hailin,Bao Qiyu etc. 830 
PO-0623 Rab5a 在 RSV 感染与复制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高磊琼,唐维,陈思思等 832 
PO-0624 空气污染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相关性分析 -------------------------------------- 白燕,蔡晨,赵晨等 833 
PO-0625 儿童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 15 例临床分析 ------------------------------------------ 彭方,钟礼立 833 
PO-0626 97 例冠状病毒感染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的 临床特征分析肖霓光,张兵,段招军等 834 
PO-0627 血清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对肺炎支原体肺炎儿童临床意义探讨 -------------------- 张奕,刘长山 834 
PO-0628 儿童罕见支气管粘膜角化症 1 例报道 ------------------------------------- 胡晓红,王晨岑,季鲜丽 835 
PO-0629 Effects of Recombinant Mycobacterium smegmatis on airway inflammation in Murine  
 neutrophilic asthmatic model --------------------------------------------------------------- Chen Ling 835 
PO-0630 姜黄素在哮喘小鼠 Nrf2 及 HO-1 的含量变化与表达方面的作用 ------------- 刘立云,韩晓华 836 
PO-0631 北京市城区哮喘儿童 6 年转归的随访研究 ---------------------------------- 田春雨,刘传合,沙莉 836 
PO-0632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中人腺病毒感染的多中心研究 -------------------- 段亚丽,朱云,谢正德等 837 
PO-0633 低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的长期治疗对于中国轻中度哮喘儿童身高的影响王一卉,鲍一笑 837 
PO-0634 联合降阶梯方案治疗婴幼儿喘息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 刘海沛,鲍一笑,田野等 838 
PO-0635 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与支气管舒张试验相关性研究 -------------------- 刘欣,冯雍,尚云晓 839 
PO-0636 中重度增殖体肥大伴有 OSAS 儿童手术治疗相关因素分析 ---------------------- 李淼,尚云晓 839 
PO-0637 Neurokinin-1 receptor antagonist decreases [Ca2+]i in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s by  
 reducing the reverse-mode Na+/Ca2+ exchanger current --------- li miao,Shang Yunxiao 840 
PO-0638 Notch 信号通路在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表达及意义 ---------------------------- liaoyaru,严永东 840 
PO-0639 RSV 感染气道黏液高分泌的调控机制及罗格列酮的抑制作用 ---------- 丁洁,董琳,李嫦嫦等 841 
PO-0640 Dx-pH 检测系统在小儿反复喘息性疾病中的初步应用 ---------------- 庞夏玲,冯燕华,谭杰等 841 
PO-0641 Notch 信号通路在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严永东,廖亚茹,陈正荣等 842 
PO-0642 Attenuation of acute lung injury by upregulating SP-B expression via pulmonary  
 epithelial cell specific knockdown of NAMPT  --------------------------------------------- Wu Lei 842 
PO-0643 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浆可溶性 B7-H3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严永东,于乐香,陈正荣等 843 
PO-0644 Multi-test II 点刺器在儿童的临床应用评价 ---------------------------- 王亚如,皇惠杰,侯晓玲等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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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45 Association of T lymphocyte immune imbalance and IL-10 gene polymorphism with the  
 risk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in children with obesitysu miaoshang,Xu Li,Xu Kang etc. 844 
PO-0646 Preventative effect of OMZ-SPT on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and 

inflammation via nuclear factor-kappa B signaling in mice ------------ Wang Ting,Fu Zhou 845 
PO-0647 孟鲁司特钠治疗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儿童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及对炎症标志物的 
 影响 -------------------------------------------------------------------------------- 刘雪茹,王艳丽,陈和斌 845 
PO-0648 支气管舒张试验对感染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临床评估作用 ----------- 程琪,尚云晓,陈丽等 846 
PO-0649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and interleukin-8 enhance mouse  
 airway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by increasing L-type Ca2+ channel  
 expression ------------------------------------------------- ding shenggang,Zhang Jie,Shen Bing 847 
PO-0650 经纤维支气管镜盐酸氨溴索灌洗治疗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疗效 
 观察 ----------------------------------------------------------------------------------- 常光妮,张晗,尚云晓 847 
PO-0651 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肺泡灌洗液中 T 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检测的 
 意义 ----------------------------------------------------------------------------------- 栾海丽,张晗,尚云晓 848 
PO-0652 171 例 3～6 岁上海杨浦区健康儿童的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值分析 包军,干欣欣,鲍一笑等 848 
PO-0653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鼻咽部肺炎链球菌荚膜血清型的分布特点及临床特征 
 分析 -------------------------------------------------------------------------------- 余漪漪,谢晓虹,任洛等 849 
PO-0654 反复喘息患儿外周血 CREB、p300 基因表达水平测定的临床意义 金蕊,陈筱青,胡毓华等 849 
PO-0655 儿童肺炎链球菌性肺炎 CT 薄层重建影像表现及临床特点 -------------------------- 李伟,何玲 850 
PO-0656 1025 例支气管哮喘儿童过敏原特点分析 ------------------------------ 吕青青,金小红,李孟荣等 851 
PO-0657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血小板参数及体液免疫水平的研究 ----------------------- 徐璐璐,尚云晓 851 
PO-0658 1025 例支气管哮喘儿童过敏原特点分析 ------------------------------ 吕青青,金小红,李孟荣等 852 
PO-0659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早期预测 -------------------------------------------------- 杨男,尚云晓 853 
PO-0660 肺炎链球菌诱导的 A549 细胞表达人β防御素 2 及机制研究 -------- 林立,尚燕萍,温顺航等 853 
PO-0661 阿克苏地区小儿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吕海涛,顾曜芳,贾飞等 854 
PO-0662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经软式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 
 肺炎 ----------------------------------------------------------------------------- 郑敬阳,曾丽娥,陈琼华等 854 
PO-0663 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并发缺血性脑卒中形成 1 例分析及并文献 
 复习 ----------------------------------------------------------------------------- 郑敬阳,曾丽娥,陈琼华等 855 
PO-0664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 of macrolide-resistant community-acquired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Childre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 zhang tongqiang,Xu Yongsheng 855 
PO-0665 Role of TNFα-CD38/cADPR signaling pathway on the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of  
 high fat diet induced overweight/obese mice -------- chong lei,Yu Gang,Zhang Weixi etc. 856 
PO-0666 肺炎支原体感染实验室诊断的临床价值评估 -------------------------- 王良玉,辛德莉,申昆玲等 856 
PO-0667 宫内缺氧所致大鼠生后肺泡发育不良的多代和跨代遗传研究 ----- 廖正嫦,罗自强,岳少杰等 857 
PO-0668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 1 例暨文献复习张悦,张海邻,安丹燕等 858 
PO-0669 俯卧位联合机械排痰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中应用的护理体会 -------------- 余慧英,陈锦秀 858 
PO-0670 以患儿-家庭为中心的护理人文关怀对 PICU 住院患儿家属心理干预的研究 
 方法 --------------------------------------------------------------------------- 陈锦秀, 叶天惠,余慧英等 859 
PO-0671 5 级分诊标准信息化管理在儿童急诊预检中的应用 ------------------ 陶怡,谭利平*,谢红燕等 859 
PO-0672 舒适护理在提高小儿急性哮喘患儿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中的应用价值分析张静倪,谢勇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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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73 改良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急诊预检分诊中的应用 -------------------- 朱雪凤,王惠芬,朱海英等 860 
PO-0674 PICU 患儿家属不同时间点家庭需求的调查分析 ----------------------------------- 陆华,金琳菲 860 
PO-0675 延伸护理服务在白血病患儿化疗间歇期 PICC 导管维护中的应用 -------------- 向明丽,麻彦 861 
PO-0676 口服与灌肠给药方法在儿科病人镇静成功率的比较 --------------------------------------- 高利红 861 
PO-0677 互联网+儿童慢性肾脏疾病（CKD） 营养评价与管理模式的构建研究 ---- 黎小芹,陈学兰 861 
PO-0678 信息化应用在儿科医院急诊预检分诊中效果观察 -------------------------------- 韩亚娟,尹丽娟 862 
PO-0679 家庭护理干预对小儿白血病骨髓移植患者康复期的影响研究 --------------------------- 杨丽梅 862 
PO-0680 高危药物使用过程监控表在婴肝患儿输液渗漏中的使用价值分析 ----- 苏雨霞,袁小晴,曹敏 863 
PO-0681 母婴分离新生儿病房母乳喂养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 -------------------- 何华云,朱晓薇,敖莎等 863 
PO-0682 无肝素生理盐水冲洗液在先天性心病患儿有创动脉血压管路冲洗中的应用 - 刘春艳,冯波 863 
PO-0683 康复护理联合心理评估在脑瘫患儿中的护理效果及对认知水平的影响研究 ----------- 李昕 864 
PO-0684 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在小婴儿中的护理应用 --------------------------- 罗芳 864 
PO-0685 “HIMSS”时代改变护理工作模式对介入科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 刘佩莹 865 
PO-0686 DSA 引导下经皮硬化术治疗先天性静脉畸形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 刘佩莹 865 
PO-0687 住院患儿下肢深静脉血栓风险因素的探讨 --------------------------------------------------- 刘佩莹 865 
PO-0688 浅谈 SWOT 分析法在儿科护士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应用 ---------------------------------- 吴娟 866 
PO-0689 孕期儿科护士职业防护现状与建议 --------------------------------------------------------------- 姜苗 866 
PO-0690 改良叩背护理法联合振动排痰机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 吴琼,宋红丽 867 
PO-0691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疼痛及并发症在临床护理中的实际影响 ----- 杨英 867 
PO-0692 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性护理对癫痫患儿用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 
 研究 ----------------------------------------------------------------------------------------------- 史平,史平 868 
PO-0693 儿科急诊分诊准确率的影响因素调查及对策研究 ------------------------------------------ 姜美娟 868 
PO-0694 护理措施分类用于儿童心内科护理记录的映射分析 ----------------- 孙霁雯,沈南平,吴怡蓓等 869 
PO-0695 儿童心导管术日压疮评估时机的初步探讨 ----------------------------- 孙霁雯,吴怡蓓,顾怡菁等 869 
PO-0696 护理措施分类用于儿童肿瘤科护理记录的映射分析 -------------------- 沈南平,孙霁雯,陆红等 870 
PO-0697 Nursing care of a boy seriously infected with Steven–Johnson syndrome after treatment  
 with azithromycin: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许莉莉,朱月钮,俞静等 870 
PO-0698 儿科重症医学科程序化镇静时使用镇静评分表应用分析 --------------------------------- 李园园 871 
PO-0699 麻醉面罩叩背法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儿肺炎护理模式中的应用 ----- 贾晓慧,胡师东,张丽萍 871 
PO-0700 外用冻干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白血病儿童化疗性口腔溃疡的疗效 
 研究 --------------------------------------------------------------------------------------------------- 吕志芳 871 
PO-0701 护理干预降低复杂先心术后患儿雾化治疗哭吵率的研究 ----------- 夏毓娴,管咏梅,邵慧君等 872 
PO-0702 情景游戏（情景健康教育）介入心胸外科手术患儿 术前焦虑的效果 
 探索 -------------------------------------------------------------------------------------- 浦凯,庞芳,陈婷等 872 
PO-0703 艾夫吉夫联合碳酸氢钠及浓替硝唑漱口防治白血病患儿骨髓抑制期口腔溃疡的效果 
 观察 --------------------------------------------------------------------------------------------------- 宋丽东 873 
PO-0704 PICO 循证护理查房提升专科护士核心能力中的效果研究 -------- 刘美华,熊平平,彭剑雄等 873 
PO-0705 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 齐红阳,徐建华 873 
PO-0706 超声心动图用于定位婴幼儿 PICC 头端的效果分析 ----------------------------- 丁燕红,张敏艳 874 
PO-0707 小量多次冷流质饮食结合个性化护理对 OSAS 患儿的术后并发症 及家长情绪影响 陈淼 874 
PO-0708 改良设置电刀初始输出功率法应用于婴儿腹部皮肤血管瘤切除手术 --------------------- 龚静 874 
PO-0709 基于 SBAR 沟通模式的标准化交班在儿科 ICU 的应用实践 ------------ 刘彭,吴静,贾喻梅等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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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0 护理干预对小儿先天性肾积水围手术期康复的临床效果观察 ------------------------------ 李冰 875 
PO-0711 预见性护理在小儿脑室-腹腔分流术围手术期应用的研究 -------------------------------- 黄间维 876 
PO-0712 71 例 PICU 重症患儿眼部护理干预的研究和效果评价 ------------------------------- 崔丹,李洁 876 
PO-0713 恶性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郭放,崔粼 877 
PO-0714 人性化管理在提升儿科优质护理的作用分析 --------------------------------------------------- 孙娜 877 
PO-0715 微信管理对小儿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 辛翠娟,李新菊 877 
PO-0716 综合性护理干预在肠道病毒性脑炎患儿中的应用 --------------------------------------------- 郝丽 878 
PO-0717 探究临床护理路径在小儿重度颅脑损伤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 李娜,刘一鸣 878 
PO-0718 小儿毛细支气管炎胸部物理治疗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 王玲,袁小平,张娟娟 879 
PO-0719 Crouzon 综合征患儿围术期眼睑闭合不全的护理 ---------------------------- 戴琳,顾莺,董晨彬 879 
PO-0720 手法按摩在儿童血液病患者 PICC 正常拔管困难中的应用分析 ----- 钟婷,唐冬燕,罗海玲等 880 
PO-0721 建立儿科门诊微信公众平台在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 赫琳 880 
PO-0722 快速进针法在小儿内踝大隐静脉留置针穿刺的运用 ------------------------------------------ 李阳 880 
PO-0723 连续性护理服务模式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中实施效果的研究 -------- 张葆荣,赵晓霜,孙海瑞 881 
PO-0724 口腔护理频次对预防 PICU 昏迷患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效果观察 -------- 郭明明,贺琳晰 881 
PO-0725 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呼吸道感染病情控制的效果分析 ------------------------------------ 郑新兰 881 
PO-0726 自媒体健康宣教方式应用于 PICU 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 刘盈盈 882 
PO-0727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对重症患儿家属护理宣教的效果观察 ------------------------------------ 杨芳 882 
PO-0728 儿童重症监护室护士身体约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分析 ------------------------------------- 胡静 882 
PO-0729 不同方法呼吸道管理在机械通气患儿中的应用 --------------------------------------------- 王珊珊 883 
PO-0730 探讨浅静脉留置针在儿科门诊的应用 --------------------------------------------------------- 安丽英 883 
PO-0731 儿科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之基础培训策略与实施效果 -------------------- 戚少丹,顾莺,金婕 884 
PO-0732 机械振动排痰机在重症肺炎患儿机械通气气道护理中的应用 --------------------------- 张晓雨 884 
PO-0733 护理流程改进对减少危重患儿睡眠剥夺的效果研究 ----------------------- 金芸,张玉侠,顾莺等 884 
PO-0734 北京市五家三甲医院儿科护士压力源、职业倦怠以及焦虑情绪的调查连冬梅,孙静,程蕾等 885 
PO-0735 综合性医院护士临床实践能力考核的组织与实施 --------------------------------------------- 徐敏 885 
PO-0736  实习护生临床共情能力调查及分析 ------------------------------------------ 何诗雯,丁向,熊华等 886 
PO-0737 移动护理医嘱待测执行提醒功能的优化 ------------------------------------ 温秀兰,林艳 ,孙黎等 886 
PO-0738 Teach-back 法在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 江莉 887 
PO-0739 应用多元化沟通模式提升儿科健康教育品质 ----------------------------- 孙献梅,任香娣,李凤霞 887 
PO-0740 早产后母婴分离状态下父母首次家庭参与式护理前后的心理体验 ----------- 钱葛平,陆春梅 887 
PO-0741 游戏性治疗在儿童 1 型糖尿病宣教中的应用 -------------------------------------------------- 郑燕 888 
PO-0742 应用前馈控制规范儿科病房输液流程的探讨 --------------------------------------------------- 王竑 888 
PO-0743 先天性大疱表皮松解症患儿直接照护者的照顾体验的质性研究 --------------------------- 陈劼 889 
PO-0744 真性大便失禁儿童的个体化肠道管理 ------------------------------------------------------------ 陈劼 889 
PO-0745 PBL 教学法在规范化培训护士小儿留置针静脉治疗培训中的应用 ----------------------- 翁莉 889 
PO-0746 探讨静脉评估分级结合护理分层次管理模式在外周静脉输液中的应用效果 -------- 张焕梅 890 
PO-0747 早期咀嚼口香糖对 7-14 岁穿孔性阑尾炎患儿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研究 ------------- 蔡丹凤 890 
PO-0748 鼾症儿童的生活质量与认知功能的评估研究 ----------------------------- 彭湘粤,赵斯君,周娟等 891 
PO-0749 儿童急性胰腺炎实施早期肠内营养的意义分析 ------------------------------------------------ 姚卓 891 
PO-0750 空氧混合仪配合单水封瓶氧疗用于重症肺炎的效果评价及护理体会 ----------- 吴优,贺晓春 892 
PO-0751 儿科门诊新护士专科规范化培训实施及体会 --------------------------------------------------- 骆颖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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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2 小儿哮喘主要照顾者的负担现状及护理知识需求调查 ------------------------------------ 李娜娜 892 
PO-0753 近红外光谱技术评估 SpO2 监护所致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部位组织血氧变化的临床 
 研究 ------------------------------------------------------------------------------------------------------ 郭洁 893 
PO-0754 实施先心病患儿喂养方案的循证护理实践准备度评估 -------------------- 黄苗,顾莺,周英凤等 893 
PO-0755 影响新生儿监护室早产儿母乳捐赠的家庭因素调查 -------------------- 刘婵,胡晓静,李丽玲等 894 
PO-0756 护士职业心理健康和职业生活质量的研究 ------------------------------------------------------ 邓娟 894 
PO-0757 新生儿营养风险筛查工具的临床验证研究 ----------------------------------------- 尹华英,李语薇 894 
PO-0758 浅谈 SWOT 分析法在儿科护士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应用 1 -------------------------------- 吴娟 896 
PO-0759 照顾者对先心合并过敏患儿实施喂养的知信行研究 ----------------- 罗雯懿,奚凯雯,徐卓明等 896 
PO-0760 儿童皮肤瘙痒评估工具的建立与实施 --------------------------------------------------------- 刘玉凤 897 
PO-0761 综合性康复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和生存质量的影响 --------------------------- 吴跃伟 897 
PO-0762 生物共振治疗对过敏性紫癜患儿变应原检 测和治疗的临床应用 赵楠霜,刘文君,白永旗等 897 
PO-0763 营养风险评估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 马新 898 
PO-0764 The Impact of Triage Nurse-ordered Diagnostic Studies on Pediatric Emergency  
 Department Length of Stay -------------------------------- Li Youwei,Lu Qunfeng,Du Hua etc. 898 
PO-0765 PICU 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的集束化管理体会 ------------------------------------ 王林娟,黄雀兰 899 
PO-0766 心电定位在极低体重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探讨 ------------------------------------------ 吴丽元 899 
PO-0767 不同心理干预方法对癌症患儿负性情绪干预效果的网状 meta 分析 ----- 张萍,莫霖,李霞等 900 
PO-0768 不同教学方法对护生临床护理操作技能应用效果的网状 Meta 分析 ----- 李霞,莫霖,张萍等 900 
PO-0769 心电定位在极低体重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探讨 ------------------------------------------ 吴丽元 901 
PO-0770 探讨儿科静脉输液小组在儿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 邢爱霞 901 
PO-0771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术后照顾体验的质性研究  ---------------------------------------------- 倪志红 901 
PO-0772 新生儿三种 PICC 置管途径的使用分析 --------------------------------------------------------- 王玥 902 
PO-0773 小儿脑瘫康复护理干预中的引导式教育应用效果探究 ------------------------------------ 娄春燕 902 
PO-0774 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在儿科急诊抢救室患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 -- 杜桦,张建萍,李有蔚等 903 
PO-0775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认知行为干预对哮喘患儿家长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 ------------------ 杨竹 903 
PO-0776 儿科中心静脉导管移除的 佳证据应用 ------------------------------------ 傅唯佳,顾莺,金芸 等 904 
PO-0777 儿童重症医学科住院患儿家属 PTSD 发生率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 陈锦秀 904 
PO-0778 经股静脉置入 PICC 在婴幼儿中的应用研究 --------------------------------------------------- 周霞 905 
PO-0779 32 例神经导航仪下行儿童难治性癫痫术术后护理体会 --------------------------- 孟凡玲,童丹 905 
PO-0780 国外儿童重症监护领域护理研究热点的聚类分析 -------------------------------- 傅藏藏,诸纪华 905 
PO-0781 肢体语言沟通对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儿医嘱遵从性及护理质量的影响 --------------- 严金花 906 
PO-0782 探讨浅静脉留置针在儿科门诊的应用 --------------------------------------------------------- 安丽英 906 
PO-0783 心肺复苏成功的患儿在心肺复苏不同时间点呼气末二氧化碳与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的 
 相关性分析及护理干预 ------------------------------------------------------------------------------ 马洁 907 
PO-0784 集束化护理对婴幼儿喘息治疗依从性及雾化 吸入技巧掌握的影响 ------------ 孔竞,张凤琴 907 
PO-0785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方法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治疗与缓解作用分析 ----- 刘培宁 908 
PO-0786 睡眠日对儿科 ICU 护理人员睡眠状况的影响 ---------------------------------------- 黄实,叶天惠 908 
PO-0787 集束化护理方案在预防儿童脑室引流管相关感染的护理探讨 -------------------- 孟凡玲,童丹 909 
PO-0788 鼻空肠置管在小儿胰腺炎肠内营养中的应用与护理 --------------------------------------- 易利纯 909 
PO-0789 过敏性直肠结肠炎患儿的个性化饮食指导 --------------------------------------------------- 易利纯 909 
PO-0790 全人照护管理模式在改善青春期白血病儿童生存质量中的应用研究 -------------- 石林,莫霖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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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91 婴儿先心病围术期肠内营养证据应用对护理人员知信行的影响研究 ----- 顾莺,胡雁,金芸等 910 
PO-0792 儿童心脏专科医护人员肠内营养临床实践体验的质性研究 ----------- 顾莺,王慧美,杨玉霞等 911 
PO-0793 阿什里德培训模式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 ----------------------- 吴丽芬,刘恋,罗健 912 
PO-0794 PICU 紧急抢救措施对邻床学龄期儿童心理影响分析 --------------------------- 段沈丽,陈锦秀 912 
PO-0795 上海市二、三级医疗机构儿科护理从业人员执业环境调查研究 ----- 余卓文,张玉侠,陆红等 912 
PO-0796 Pediatric Clinical Handover: a best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project. -------------------------------------------- YU ZHUOWEN,ZHANG YUXIA,GU YING etc. 913 
PO-0797 改良婴幼儿重力喂养装置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的应用 ----------------- 钟笑媚,胡婷,陈秀春 913 
PO-0798 护士主导型疼痛干预措施在儿科病房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 王颖雯,孔梅婧,朱妮 914 
PO-0799 综合性儿童医院专科护士岗位胜任特征的分析研究 ----------------------- 王颖雯,顾莺,胡晓静 914 
PO-0800 案例教学法与歌曲式教学法相结合在儿科新职工理论培训中的应用 -------------- 曾丹,黄实 915 
PO-0801 不同胃肠道准备对尿道下裂患儿术后恢复的效果分析 --------------------------------------- 宁佩 916 
PO-0802 集束化管理下的臭氧水疗在特应性皮炎患儿中的应用 ------------------------------------ 周凡人 916 
PO-0803 NICU 中母乳和配方奶的管理 -------------------------------------------------- 李琳琳,孙静,连冬梅 916 
PO-0804 儿科护士运用 PDA 进行健康教育成效的调查研究 ---------------------------------------- 朱小莉 917 
PO-0805 对热性惊厥患儿不同发热时期给予个性化退热护理的效果研究 --------------------------- 杨欣 918 
PO-0806 海岛地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长母乳喂养知信行调查 -------- 王金雅,方杏香、丁梦贞 918 
PO-0807 医护一体责任制对小儿哮喘急性期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 柳娜 919 
PO-0808  The effects of a high-energy formula on weight gain and gastrointestinal tolerance  
  in postoperative infa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 Zhang Huiwen,Gu Ying,Mi  Yaping etc. 919 
PO-0809 近红外光谱技术对高原地区缺氧性疾病婴儿脑组织氧合的评价 
 探讨 ----------------------------------------------------------------------- 格桑央金,强久卓玛,扇敏娜等 920 
PO-0810 新生儿科护士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 林琴,林颖 920 
PO-0811 自身免疫性脑炎患儿持续鼻饲喂养的家庭照护 -------------------------- 王莹,李尔珍,侯丽娜等 921 
PO-0812 河南省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防控的阶段性分析 --------------------------------------------- 布桂钱 921 
PO-0813 32 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术后肺动脉分支狭窄介入术围手术期 
 护理 -------------------------------------------------------------------------------- 刘超,严秋萍,刘利香等 921 
PO-0814 莱宁格跨文化护理理论对儿童急诊护理工作的影响 -------------------------------- 郭洁,马向莉 922 
PO-0815 延续性护理在急性肾损伤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 宋尚川,徐敏 922 
PO-0816 小儿病毒性脑炎的护理干预方式及施行价值评析 ------------------------------------------ 汪慧利 923 
PO-0817 小儿哮喘雾化治疗应用全程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 李令 923 
PO-0818 小儿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采用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的护理 --------------------------- 贺慧敏 923 
PO-0819 护理干预对小儿心脏介入术后按压穿刺点的效果观察 --------------------------------------- 龙慧 924 
PO-0820 儿科常见有创操作的疼痛评估方法和疼痛等级研究 ------------------------------------------ 彭瑛 924 
PO-0821 浅析儿科 ICU 进修生及实习生手卫生依从性现状 ----------------------------------------- 伍桂平 924 
PO-0822 音乐疗法在机械通气患儿中护理应用研究 ------------------------------------------------------ 陈娜 925 
PO-0823 机械振动排痰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应用价值分析与护理 ------------------------------------ 孔丹 925 
PO-0824 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的康复护理与施行价值评析 --------------------------------------------- 孔丹 926 
PO-0825 小儿腋静脉穿刺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观察及护理分析 ------------------------------ 张衡 926 
PO-0826 重症监护室护理中人文关怀的应用效果研究 --------------------------------------------------- 张婷 926 
PO-0827 儿科 ICU 病房应用镇静护理的价值评析 ----------------------------------------------------- 靳玲云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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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28 小儿 ICU 感染患儿护理风险与应对方式研究 -------------------------------------------------- 张倩 927 
PO-0829 银离子敷料在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外渗中致局部皮肤溃疡的护理 ------------------------ 汪慧利 927 
PO-0830 六例儿童体外膜肺氧合支持的护理 ------------------------------------------------------------ 吴冬梅 928 
PO-083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照顾负荷及需求调查与 
 分析 ----------------------------------------------------------------------------------------- 董菲菲,陆群峰 928 
PO-0832 儿童泌尿生殖系统异物 48 例护理体会和预防 --------------------------------------- 范咏,万嫣敏 929 
PO-0833 不同肠内营养方式的护理对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的影响 --------------------- 班琦 929 
PO-0834 OSCE 在儿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郑琳 929 
PO-0835 分级模式在儿科急诊危重患儿院内转运实施的效果评价 ------------------------------------ 梁娟 930 
PO-0836 品管圈在降低 NCPAP 所致早产儿鼻损伤发生率中的应用 -------------- 梁英福,黄芳,全健等 930 
PO-0837 振动排痰机对吉兰-巴雷综合征机械通气患儿的应用 ----------------------------------------- 拜欢 930 
PO-0838 住院患儿跌落发生率的监测与分析  ---------------------------------------------------------- 胡晓静 931 
PO-0839 NICU 患儿家长的心理问题调查分析与护理干预 ------------------------------------------ 熊月娥 931 
PO-0840 Prevention of neonatal unplanned extubations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 best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projec ------------------------------------------------- Hu Xiaojing 932 
PO-0841 三甲儿童医院护理人员参与继续教育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 任小瑜 932 
PO-0842 预见性护理对 ICU 多发伤患儿疼痛与焦虑的效果研究 -------------------------------------- 魏莉 933 
PO-0843 镇静护理在儿科 ICU 病房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何晓玲 933 
PO-0844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接受睡眠教育现状及需求调查 -------------------------- 吴玉梅,石彩晓 933 
PO-0845 小儿喘息性疾病居家雾化相关知识认知情况分析 -------------------- 李爱求,陈丽君,陆群峰等 934 
PO-0846 多部门合作改善白血病患儿家属人文关怀满意度的效果研究 -------- 何娇,吴丽芬,刘义兰等 934 
PO-0847 番泻叶和聚乙二醇 4000 散应用于儿童肠道准备的效果比较研究 ----------------- 毛蔚,刘佳 935 
PO-0848 以“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为契机 ， 提升儿童重症优质护理品质的效果 
 观察 -------------------------------------------------------------------------------------- 贺琳晰,杨芳,赵璠 935 
PO-0849 基于 Peplau 人际关系理论的 出院准备计划在Ⅰ型糖尿病患儿中的应用及效果 
 分析 --------------------------------------------------------------------------------------------------- 黄红玉 936 
PO-0850 健康教育临床路径表在介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 肖志容 936 
PO-0851 背心式机械排痰法与机械联合人工排痰法在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效果分析 ----------- 倪蕾 937 
PO-0852 “水胶体敷贴+桥式固定法”预防儿童留置针压疮和脱管的应用研究 ---------------- 陈作秀 937 
PO-0853 腭裂婴儿期家属照护体验及需求的质性研究 ----------------------------------------- 黄娟,陈吉明 938 
PO-0854 儿童疼痛管理短期培训课程设计及实施效果 --------------------------------------------------- 花芸 939 
PO-0855 基于 HIMSS7 级的母乳喂养闭环管理程序的设计与应用 ------------------- 孙黎,余欣,周艳等 939 
PO-0856 护理信息技术帮助护士实现静脉输液的闭环管理 ----------------------------------- 孙黎,潘玉鸿 939 
PO-0857 降噪雾化器在早产儿氧气雾化吸入中的应用 -------------------------------------- 何丽,奚敏,肖静 940 
PO-0858 基于 KPI 体系的儿科门诊哮喘用药指导效果探讨 ---------------------------------- 杨云,康冰瑶 940 
PO-0859 康奈尔笔记法在儿科门诊护理教学中的探索 -------------------------------------------- 郑阳,刘艳 940 
PO-0860 全景式案例教学法在儿科新护士核心能力培养中的探索    --------- 朱慧云,易永红,黄实等 941 
PO-0861 母婴分离住院早产儿出院后母乳喂养情况调查 -------------------------- 季福婷,张玉侠,陆春梅 941 
PO-0862 16 例儿童过敏性结肠炎行粪菌移植的护理 ------------------------------------------ 刘丹,朱慧云 942 
PO-0863 843 例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筛查分析 -------------------------- 邹瑜,李素芳,付勤等 942 
PO-0864 川崎病患儿家长心理状态调查分析及护理对策 ----------------------------------- 李亚红,蒋文慧 942 
PO-0865 护理服务剧本在提高新生儿监护室优质护理服务质量的效果观察 ------------------------ 阎洁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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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66 睡眠剥夺法在小儿肺功能检查的镇静效果观察 -------------------------- 郑霞丽,覃霞,何娴英等 943 
PO-0867 182 例小儿误服原因分析及抢救护理措施 ------------------------------------------------------ 王惠 944 
PO-0868 扁平化模式在儿科综合病房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和效果 ------------------------------------ 李顺芬 944 
PO-0869 PBL 教学法的培训模式在儿科低年资护士综合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 朱大梅,郝丽 944 
PO-0870 水胶体敷料防治 ICU 患儿气管插管皮肤损伤的效果观察 -------------------------------- 葛燕军 945 
PO-0871 思维导图在胆道闭锁患儿家长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 屈文倩,唐文娟 945 
PO-0872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和儿童发展认知理论的家属健康教育干预措施对预防住院患儿跌倒 
 坠床的效果评价 -------------------------------------------------------------------------------- 张帅,徐敏 945 
PO-0873 小儿术前禁食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的效果分析 ----------------------- 蒋璐杏,刘少红,汤应龙等 946 
PO-0874 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质性研究 -------------------------------- 朱杉,叶天惠,无等 946 
PO-0875 负压封闭引流治疗小儿骨科感染创面的护理效果观察分析 ------------------------------ 吴丽霞 947 
PO-0876 小儿危重评分配置护理资源在 PICU 患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许丹丹 947 
PO-0877 移动护理设备创新护理查房模式的开展 --------------------------------------------------------- 邓慧 947 
PO-0878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焦虑、抑郁、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 廖新息 948 
PO-0879 全程健康教育应用于白血病患儿 PICC 置管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 周理华,周正雄,周琼等 949 
PO-0880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不同体位呼吸机雾化吸入效果观察 -------- 刘莉莉,陈清秀,刘文静 949 
PO-0881 1 型糖尿病儿童照顾者胰岛素笔注射现状及影响因素 ------------------------------------ 汪红玲 949 
PO-0882 患者安全目标管理在儿童支气管镜术中的临床应用 ------------------------------------------ 林琳 950 
PO-0883 探讨综合性护理降低 ICU 小儿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效果 -------------------------- 王启梅 950 
PO-0884 不同有创动脉血压监测的冲洗液方法应用于儿童的临床效果 --------------------------- 王元燕 951 
PO-0885 分层护士培训在儿科护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 张想 951 
PO-0886 预见性护理干预对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感染预防的研究 ----------- 胡仁辉,曹小红,胡圆圆等 951 
PO-0887 过渡病房在早产儿开展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中的应用 ------ 朱惠仙,佘雅娥,徐莉莉 952 
PO-0888 应用关键指标在预防管路滑脱闭环式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 熊晓菊 952 
PO-0889 护理干预对机械通气患儿发生枕部压疮的影响价值分析 ----------------------- 张丹丹,陈魁玲 953 
PO-0890 Plastic bags to prevent hypothermia --------------------------------------------------- Hu Xiaojing 953 
PO-0891 新生儿患者日常身体评估框架的构建研究 -------------------------------------------- 蒋小平,许颖 954 
PO-0892 重症监护室患儿的护理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研究 ------------------------------------------ 刘春丽 954 
PO-0893 医护共管模式在儿科危重患儿院内转运的效果分析 -------------------- 曾烈梅,肖志田,杨俊香 954 
PO-0894 四级制分诊标准对提高儿科急诊分诊准确率的影响 ------------------------------------------ 宋林 955 
PO-0895 情景模拟演练结合翻转课堂在提高急诊年轻护士抢救能力中的应用 -------------- 赵丽,赵丽 955 
PO-0896 儿科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 -------- 李霞,莫霖,张萍等 956 
PO-0897 早期康复护理对病毒性脑炎患儿运动功能障碍恢复的影响 ------------------------------ 宋燕燕 956 
PO-0898 注射性臀肌挛缩症患儿的康复护理 ------------------------------------------------------------ 宋燕燕 956 
PO-0899 标准化护理方案在手术室管理中的应用 ------------------------------------------------------ 刘慧芳 957 
PO-0900 危重症儿童远程转运的护理体会 ----------------------------------------- 张学清,杨图宏,资晓玲等 957 
PO-0901 规范化护理床边交接班在护士岗位能力培养中的效果评价 ------------------------------ 林小燕 958 
PO-0902 关于护士不戴燕尾帽的合理性研究分析  ---------------------------------------------------- 田园园 958 
PO-0903 重症监护室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因素与对策 -------------------------- 李瑞霞,梁媛,王希萌 958 
PO-0904 泡沫硬化剂治疗小儿静脉畸形的护理体会 ------------------------------------------------------ 刘景 959 
PO-0905 在新护士急救技能模拟培训中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探讨 -------- 付勤,王海霞,肖志田等 959 
PO-0906 儿童医院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聚集性病例分析 -------------------- 韩永慧,陈丽琴,李伟杰等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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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07 家庭管理干预对 0-6 岁癫痫患儿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和躯体健康状况的 
 影响 ----------------------------------------------------------------------------------------- 赵小平,赵小平 960 
PO-0908 早期肠内营养在儿童胰腺炎中的临床应用及护理 -------------------------- 陈晓飞,陈洁,范美花 960 
PO-0909 早期康复护理用于小儿脑性瘫痪的临床观察 --------------------------------------------------- 方芳 961 
PO-0910 三通管联合一次性头皮针在小儿桡动脉采血应用效果评价 -------------------- 刘贵霞,朱美云 961 
PO-0911 129 例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患儿父母亲或监护人 90 项症状清单检测分析 --- 谢鑑辉,梅海波 962 
PO-0912 系统化管理对提高新入职护士工作质量的作用分析 ------------------------------------------ 李莹 962 
PO-0913 护士心理回报满足感与离职意愿、职业压力 的相关性研究 ---------------------------- 陈红丽 962 
PO-0914 沃德康喷剂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患儿口腔溃疡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麻彦,向明丽 963 
PO-0915 生酮饮食患儿及家长依从性分析 -------------------------------------------- 盛桂梅,朱应红,叶水英 963 
PO-0916 婴儿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肠内营养支持的回顾性分析 -------------- 郑思敏,顾莺,张慧文等 964 
PO-0917 拐形可注水穿刺针单孔腹腔镜小儿腹股沟疝修补术的手术配合 -------------------- 薛菲,张鹏 964 
PO-0918 2 例应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治疗新生儿胎粪吸入的护理体会 --------------------------- 金爱丽 965 
PO-0919 4R 危机管理理论在降低小儿泌尿外科术后非计划拔管发生率中的应用 ------------- 王爱萍 965 
PO-0920 多种血管路径置入 PICC 的临床应用 及现状研究 ---------------------------------------- 毕云萍 966 
PO-0921 白血病化疗患儿在 DSA 下剪管解除 PICC 拔管困难的护理体会 ---------------------- 黄海英 966 
PO-0922 基于信息化的短距沟通在儿童白血病出院患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评价 ----------------------------------------------------------------------------------- 刘洋,马琳玉,莫霖等 967 
PO-0923 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合并脑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的护理 ------------------------ 黄海英 967 
PO-0924 基于血管成像仪在儿科静脉穿刺中的应用研究 -------------------------------------- 刘玲,洪啊美 967 
PO-0925 指尖垂直敲击法对小儿头皮静脉充盈度及穿刺成功率的影响 ------------------------------ 张燕 968 
PO-0926 实施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对牛奶蛋白激发试验患儿的效果研究 ------------------------ 杨珂莹 968 
PO-0927 自制羽绒垫在骨科牵引患儿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杨志平,陈昭维 969 
PO-0928 人本位与物本位管理模式应用 于小儿骨科病房 80 后护士的管理体会 ----------------- 王敏 969 
PO-0929 小儿持续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影响因素的分析 ----------------------------- 刘培培,李莉,戴明红等 969 
PO-0930 血液系统疾病患儿 PICC 穿刺点渗血的相关因素分析 -------------------------------- 吴萍,许静 970 
PO-0931 多中心研究护理干预对婴幼儿 Graf Ⅱa 型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转归影响 ------- 李慧 970 
PO-0932 口腔护理结合手法按摩在儿童吞咽功能障碍患儿中的应用 ----------------------- 胡晔,苏珍辉 971 
PO-0933 上海市某三级儿童专科医院护士离职原因分析及对策 ----------------- 田红叶,李有蔚,陆群峰 971 
PO-0934 早产儿行初乳口腔护理的效果研究 ------------------------------------------------------------ 王晓杰 971 
PO-0935 刺激性康复护理对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促醒作用的观察 ------------------------ 李昕 972 
PO-0936 llizarov 外固定架骨搬运术治疗小儿胫骨感染性节段骨缺损的术后护理疗效  ------ 裴红霞 972 
PO-0937 冰四氢叶酸钙漱口液加退热贴预防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所致口腔黏膜炎的效果 
 观察 -------------------------------------------------------------------------------- 周正雄,周琼,周理华等 973 
PO-0938 探讨儿科护理安全管理路径在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 朱静露,曾冰英,黄美娜等 973 
PO-0939 儿科腹腔镜Ⅲ、Ⅳ类手术后留置导尿时间的研究 ------------------------------------------ 洪惠波 974 
PO-0940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危险因素及集束预防干预策略 --------------------------------- 黄兰清 974 
PO-0941 情景教学联合问题导向教学在儿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 张璇 974 
PO-0942 小儿肠造口护理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的效果观察 ----------------- 潘娜,吕文竹,贺云艳 975 
PO-0943 HHHFNC 与 CPAP 治疗小儿 ARF 的护理观察 -------------------------------------------- 李成承 975 
PO-0944 小儿泌尿外科留置导尿管非计划 性拔管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兰平,任瑜,陈艳平 976 
PO-0945 阶段目标教学法结合导师责任制在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新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 张玲玲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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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46 心理干预对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 ----------------------------- 张萍,莫霖,李霞等 976 
PO-0947  62 例不完全川崎病患儿的护理体会 -------------------------------------------------- 孙金霞,陈晶 977 
PO-0948 胎儿诊断先天性膈疝产后-围手术期的护理 -------------------------------------------------- 蔡玉桃 977 
PO-0949 生长曲线图在先天性巨结肠患儿术后体格发育评价中的应用 ------------------------------ 张芳 977 
PO-0950 25 例低体重儿童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护理体会 ------------------------------------- 梁志敏 978 
PO-0951 PICU 护士气道吸引循证护理实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张文燕 978 
PO-0952 危重风险评估表及风险标示在儿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实践 ------------------------------ 刘腊梅 979 
PO-0953 儿童生活质量普通适用核心量表中文版在儿童气管切开术后的信效度 
 分析 ----------------------------------------------------------------------------------------- 王文超,陆国平 979 
PO-0954 NICU 早产儿斜头畸形的体位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樊小燕 979 
PO-0955 不同氧流量对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时患儿血氧饱和度的影响 ------------------------------ 陈守平 980 
PO-0956 腹腔镜治疗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手术并发症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叶蕾 980 
PO-0957 手术室护理人员关怀能力质性分析 --------------------------------------------------------------- 周琳 981 
PO-0958 肝素盐水封管液浓度在化疗患儿静脉输液港维护效果的探讨 -------- 雷永红,杨巧玲,崔妙玲 981 
PO-0959 Pierre Robin 序列征患儿两种留置胃管方法的对比研究 ------------------- 郑欣,马蕾,眭婕等 981 
PO-0960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联合同伴教育对肿瘤儿童院外 PICC 置管维护的效果 
 观察 --------------------------------------------------------------------------------------------------- 任万华 982 
PO-0961 78 例新生儿水痘分析 ------------------------------------------------------------------ 王佳丽,夏爱梅 982 
PO-0962 不同方式喂养对婴幼儿早期抵抗力产生的影响研究 ----------------------------------- 陈娟,胡玉 983 
PO-0963 危重患儿输液外渗原因分析及护理干预 --------------------------------------------------------- 叶彬 983 
PO-0964 中医按摩法与中医敷脐治疗小儿厌食症的护理干预效果研究 --------------------------- 芦莹莹 983 
PO-0965 前馈控制用于白血病患儿 PICC 护理中风险管理的研究 -------------------------- 李力,刘秋莉 984 
PO-0966 基于病房爱心学校的护理干预法在儿童血液科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 杨艳林,李力,舒美玲 984 
PO-0967 个性化延续护理模式在小儿癫痫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 刘双云 984 
PO-0968 优质护理对小儿难治性癫痫生酮饮食（KD）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率、诊疗依从性的 
 影响研究 ----------------------------------------------------------------------------------------- 梁檬,梁檬 985 
PO-0969 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应用于婴幼儿期肿瘤患儿的护理体会 ----------------------- 王瑛玮,徐桂芝 985 
PO-0970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重度皮肤损伤的护理 ----------------- 李娇,周雪梅 985 
PO-0971 早产儿入室低体温的影响因素分析 ----------------------------------------------- 常敏,尚文,孔燕等 986 
PO-0972 中重度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家庭功能分析 ------------------------------------------------------ 张锦婷 986 
PO-0973 抚触护理在小儿眼科全麻围手术期的应用观察分析 ------------------------------------------ 方波 987 
PO-0974 眼科儿童黑暗恐惧程度的社会影响因素初探 --------------------------- 董翠兰,何芝香,杨 娟等 987 
PO-0975 腹部康复操在婴幼儿腹部术后床上康复锻炼中的应用价值 ----------- 王小端,张晓玲,于桂玲 987 
PO-0976 球拍式肢体约束在小儿非计划性拔除胃管中的应用 ------------------------------------------ 夏艳 988 
PO-0977 新生儿不同部位经皮血氧饱和度与动脉血氧饱和度的对比分析 ------------------------ 姚新美 988 
PO-0978 优质护理指导下 16 例胸腔镜治疗先天性膈疝围手术期的护理 --------------- 黄紫君,黄紫君 989 
PO-0979 儿童血液肿瘤护士报告照护质量及临床工作环境的相关性研究 ----------------- 何梦雪,陆红 989 
PO-0980 降低从 PICU 转至普通病房患儿护患纠纷的护理探讨 ------------------------------------ 商建萍 990 
PO-0981 个体化护理用于氧气驱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辅助治疗小儿肺炎伴有喘息临床价值 -- 马燕 990 
PO-0982 新生儿经头部置入 PICC 的临床应用 ----------------------------------- 廖青霞,陈利东,龚冬明等 991 
PO-0983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对预防小儿哮喘复发的效果研究 ------------------------------ 马雪琴 991 
PO-0984 心理护理干预对 PICU 患儿分离性焦虑的的影响 ----------------------------------- 吴恋,陈锦秀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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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85 情景模拟教学在儿童重症护理适任培训中的应用与探索 -------------------------- 张雯澜,陆华 992 
PO-0986 新生儿桡动脉采血后止血方案的制订和临床应用  ------------------ 滕燕萍,倪琴琴,巫永娟等 992 
PO-0987 综合保暖护理对预防小儿手术低体温的临床效果 ------------------------------------------ 肖晓兰 993 
PO-0988 人文教学模式对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与效果 ------------------------------------ 马彩霞 993 
PO-0989 儿科门急诊实施预约输液的对比研究 --------------------------------------------------------- 刘春婷 994 
PO-0990 探讨研究影响儿科 PICU 病房夜间护理安全因素及干预措施 ----------------- 梁珊珊,陈锦秀 994 
PO-0991 情景模拟在儿科护理临床实习中的研究和应用 --------------------------------------------- 房夏玲 994 
PO-0992 儿童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全程护理 -------------------------------------------- 代晴晴,周雪梅 995 
PO-0993 延伸性护理服务在儿童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患儿中的应用 ------------------------------------ 施萍 995 
PO-0994 护理风险教学查房在患儿安全管理目标中的应用 ----------------------------------- 李荣,任小瑜 996 
PO-0995 PDCA 模式在护理不良事件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 李荣,李亚红,齐爱华 996 
PO-0996 PDCA 循环管理在儿科 ICU 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中的应用 ----------------------------- 姚丹 996 
PO-0997 手足口病伴发惊厥患儿的临床特征和护理干预 ----------------------------------- 黄笑笑,赵仕勇 997 
PO-0998 综合护理干预在儿科呼吸衰竭重症监护中的护理价值 ------------------------------------ 黎天霞 997 
PO-0999 改良鼻胃管固定法在小儿神经消化内科患儿中的效果观察 --------------------------------- 杨静 997 
PO-1000 “护士经理制”模式在儿科病房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 范萌萌,宋恩艳,钱秀玲等 998 
PO-1001 工作坊模式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导管固定培训中的应用 --------------------------------- 张元元 998 
PO-1002 拉萨地区 40 例藏族小儿急性喉炎的急救方法及护理体会 --------------- 达娃措姆,格桑央金 999 
PO-1003 应用 RetcamⅡ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的护理配合 --------------------------------------- 胡敏 999 
PO-1004 家庭协同护理对学龄前儿童龋齿治疗依从性及应激行为的影响 ------------------------ 张逸倩 999 
PO-1005 以 ECMO 团队建设为例，浅谈护理人力资源库实效性运作 ------------ 陈嘉玲,邹欢,居敏洁 1000 
PO-1006 基于血管预防性保护的无痛穿刺的实践研究 -------------------------------------- 黄湘晖,李婉婷 1000 
PO-1007 改良识别标识提高患儿的佩戴率和护士查对方式的正确率的效果研究 ------------------ 汪蓉 1001 
PO-1008 大隐静脉穿刺在拉萨地区 518 例婴儿门诊静脉采血中的 
 应用 -------------------------------------------------------------------- 格桑央金,强久卓玛,次仁央拉等 1001 
PO-1009 俯卧位通气结合体位引流在 PICU 机械辅助通气患儿的护理体会 ----------- 曾蕾蕾,陈锦秀 1002 
PO-1010 以核心能力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在儿童呼吸专科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 刘玉琳,王倩 1002 
PO-1011 Development of a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anagement programme for individual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a Delphi study ----------- 杨艳华, 陈颖颖 1002 
PO-1012  PSBH 在提高儿科某病区护士健康教有效率的应用 ------------------ 郑小芬,周成,王闰平等 1003 
PO-1013 317 护-护士宣教助手在提高儿科患者满意度中的应用 ----------------------------------- 冷继群 1003 
PO-1014 PICC 置管前备皮对减少更换敷贴时皮肤损伤的作用研究  ---------------- 孙辉,范娟,张先红 1004 
PO-1015 应用临床护理宣教路径及多学科共同参与 ---提高儿科家属术后宣教执行率 周永玲,郝英 1004 
PO-1016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在评估深部组织损伤期压疮中的应用 ------------------------------------ 黄丽 1005 
PO-1017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patient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in ICU ------------------------------------------------------------------------ Peng Yuge 1005 
PO-1018 儿科病区设置专职健康教育护士对护士满意度的影响 ------------------------------------ 谭盛蓉 1006 
PO-1019 教育干预对小儿肾病综合征自我护理能力和治疗效果的影响 ------------------------------ 张洁 1006 
PO-1020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术后护理问题及干预措施 -------------------------------------- 黄晶晶,林剑平 1007 
PO-1021 重庆市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项目的效果评价研究 ----------------------- 范娟,张先红,胡丽君等 1007 
PO-1022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艾司洛尔治疗前后 LDH、CK、CK-MB、NE 变化及意义 卢燕,谭利平* 1008 
PO-1023 发热程度对儿童细菌性血流感染预后的影响 ----------------------------- 张涛,李玖军,刘春峰等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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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4 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儿科急诊留观中的应用研究 ----------------------- 张佳燕,张玉侠,顾莺等 1009 
PO-1025 血浆 NT-proBNP 和 PCT 水平对早期诊断川崎病冠脉损害的价值 范江花,段蔚,罗海燕等 1009 
PO-1026 176 例儿童口服中毒的急救处理及健康教育 -------------------------------- 王荣花,陈宁,房夏玲 1010 
PO-1027 经改良洗胃器在小儿中毒洗胃中的临床应用 ----------------------------------- 谢伦艳,张玉,袁娇 1010 
PO-1028 血清前白蛋白、降钙素原及 C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在 评估脓毒症患儿病情中的 
 价值 -------------------------------------------------------------------------------- 熊梓宏,张国英,周芹等 1010 
PO-1029 has-miR-4516 与脓毒症患儿低密度脂蛋白受体蛋白 10 mRNA 表达的 
 关系 ----------------------------------------------------------------------------------- 黎帆,张琪,崔小岱等 1011 
PO-1030 危重患儿分别采用枸橼酸及肝素抗凝行 CRRT 治疗的应用比较 ---------------- 黄琦,黄小泰 1011 
PO-1031 脓毒症患儿 25(OH)D 水平及与预后、免疫功能的关系 -------------------------- 韦丹, 杨志勇 1012 
PO-1032 儿童脓毒症左室收缩功能障碍临床研究 ----------------------------------------------- 李娟珍,王莹 1012 
PO-1033 儿童脓毒症 Rab11 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摘要） ------------------------------------- 刘纯义 1013 
PO-1034 22 例溺水儿童临床研究及急救体会 ------------------------------------------ 刘素云,罗勤,易爱兰 1013 
PO-1035 2015 年江西省医疗机构儿童重症专业现状调查 ---------------------- 徐南平, 陈丽萍,陈晓等 1014 
PO-1036 Mushroom poisoning in children: a five-years review ---------------------- Qiu Li,Deng Ying 1014 
PO-1037 中国 53 家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连续血液净化技术应用现况调查 --------------- 杨雪,陆国平 1015 
PO-1038 盐酸溴已新联合酚妥拉明对重症肺炎患儿的感染症状的控制效果影响 -------- 邹莹波,黄波 1015 
PO-1039 重度肺炎患儿血清 Clara 细胞分泌蛋白 16 和肺表面活性蛋白 D 水平测定及诊断 
 价值 --------------------------------------------------------------------------------------------------- 乔俊英 1016 
PO-1040 脓毒性肺损伤大鼠水通道蛋白 1、5 的表达以及丹参的干预 
 作用 ----------------------------------------------------------------------------- 陈国兵,吴谨准,朱碧溱等 1017 
PO-1041  Legumain regulates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neuroblastoma by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 zhang min,Zhu Xiaodong 1017 
PO-1042 左卡尼汀对柯萨奇 A16 型病毒感染后手足口病的心肌保护作用 ---- 王群思,宋春兰,成怡冰 1018 
PO-1043 右美托咪定与咪达唑仑对危重症机械通气患者镇静效果的比较研究 -- 顾雪,成怡冰,宋春兰 1018 
PO-1044 天津地区 2012-2017 年燃煤取暖所致儿童一氧化碳中毒流行病学 
 分析 -------------------------------------------------------------------------------- 张进华,杨正,王淑凤等 1019 
PO-1045 儿童香豆素类鼠药中毒剂量评估方案的建立及应用 ----------------------------------- 叶丽,王峥 1019 
PO-1046 利尿剂对脓毒症患儿容量负荷及预后的影响 -------------------------------- 陈娇,李艳红,李莺等 1020 
PO-1047 危重症儿童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中血磷变化的研究 -------------------------------- 陈鹭,钱素云 1021 
PO-1048 The value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symptom score to the severity evaluation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Cai Hong,Lin  Ping,Li Fang etc. 1021 
PO-1049 某儿童医院“院内急救小组”急救模式的探讨 ---------------------------- liyaling,周霞,陈丽琴 1022 
PO-1050 经皮无创血气监测在儿童危重症中的应用价值评估 ----------------------- 唐林林,刘成军,许峰 1022 
PO-1051 重症手足口病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的临床意义及对预后的影响 ----------- 党红星,许峰 1023 
PO-1052 危重症患儿脑功能监测的研究 -------------------------------------------------------- 邢莉莉,朱晓东 1023 
PO-1053 Two novel AGXT mutations cause the infantile form of primary hyperoxaluria type I in a  
 Chinese family: Research on a missed mutation ------------------------------- 卢秀兰,杨永佳 1024 
PO-1054 清单管理在 PICU 血液净化病人中的应用 -------------------------------------------- 张永香,肖娟 1024 
PO-1055 早期胃肠道灌洗联合血液灌流治疗重症有机磷中毒疗效观察 --------------------------- 吴鸿雁 1025 
PO-1056 持续颅内压监测在创伤性脑损伤患儿中的应用价值 ----------------------- 舒艳婷,刘成军,许峰 1025 
PO-1057 高氧对早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的影响及 CGRP 的保护作用 ------------------ 付红敏,许峰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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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8 危重症患儿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与低磷血症的相关性分析 -------------- 孙汀,任玉倩,崔云等 1026 
PO-1059 2012-2016 年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脑脊液培养病原分布及耐药分析 ------------- 刘静,陆国平 1027 
PO-1060 儿科脓毒症临床和实验室变量的评价：中国区域网初步分析 ----------------- 王媛媛,陆国平 1027 
PO-1061 体外膜肺氧合在儿童呼吸衰竭中应用的多中心调查 ----------------------------- 庄士心,陆国平 1028 
PO-1062 体外膜肺氧合在儿童暴发型心肌炎应用的多中心调查 -------------------------- 闫钢风,陆国平 1028 
PO-1063 PICU 患儿心搏呼吸骤停单中心调查及复苏效果评估 ------------------ 陈建丽,徐艳霞,周茉等 1029 
PO-1064 危重症患儿合并胰腺损害的临床病例分析 ------------------------------------------------------ 何芳 1029 
PO-1065 135 例院内危重患儿心肺复苏 Utstein 模式注册研究 --------------------- 陈建丽,罗艳,曹丹等 1030 
PO-1066 大剂量细胞色素 C 在抢救儿童吸入性磷化铝中毒的临床作用 ---- 张美慧,王席娟,程艳波等 1030 
PO-1067 Mode of death in PICU- an eleven-year study -------------------------------------- Zhu Yueniu 1031 
PO-1068 PICU 危重患儿护理评估单的设计和应用 ------------------------------------------ 彭剑雄,刘美华 1031 
PO-1069 三种检测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方法的分析研究 ---------- 徐艳霞,梁璐,陈建丽等 1032 
PO-1070 儿童重症 Epstein-Barr 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 ------------------------------------- 缪惠洁,张育才 1032 
PO-1071 血液净化治疗儿童蜂蛰伤中毒并多器官功能损害疗效分析 -------------- 莫武桂,韦蓉,李卓等 1033 
PO-1072 体外膜肺在儿童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应用 -------------------------- 余佳,张晨美,林茹 1033 
PO-1073 56 例儿童急性百草枯中毒的临床及预后分析 --------------------------- 刘海燕,靳有鹏,赵春等 1034 
PO-1074 Effects Of Autophagy On Myocardial Damage In Neonatal Rats With  
 Sepsis ------------------------------------------------------------------------------------- Liu Zhongqiang 1034 
PO-1075 自闭症患儿在引导式教育和感觉统合训练中的联合治疗效果 --------------------------- 张丹丹 1035 
PO-1076 头针结合语言训练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疗效分析 ----------------------------- 邱莉,黄新芳 1035 
PO-1077 丙种球蛋白治疗小儿急性周围性面瘫临床应用研究 ----------------- 陈福建,刘诗贤,黄金容等 1036 
PO-1078 悬吊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 金国圣,侯梅,丁洁 1036 
PO-1079 运动发育迟缓医院感染原因分析及对策 ------------------------------------------------------ 冉茂群 1036 
PO-1080 染色体微阵列技术在智力低下患儿中的应用 --------------------------------------------------- 陆芬 1037 
PO-1081 脑性瘫痪儿童粗大运动的两种评估方法相关性研究 ------------------------------------------ 孙垚 1037 
PO-1082 巨细胞病毒感染与脑性瘫痪临床特征相关性研究 -------------------------- 张玲,王刚,赵晓科等 1038 
PO-1083 儿童爬行促通训练仪在痉挛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杜森杰,张跃,汤健等 1038 
PO-1084 Peabody 与 Gesell 发育量表在 2 岁早产儿运动功能评估的相关性 
 研究 -------------------------------------------------------------------------------- 朱春,芮洪新,张光宝等 1039 
PO-1085 引导式教育对脑性瘫痪患儿疗效的观察 -------------------------------------------- 王振芳,陈婷婷 1039 
PO-1086 全身振动治疗改善脑瘫患儿步行功能的 Meta 分析 ----------------- 彭康龙,梁显荣,曹建国等 1039 
PO-1087 肌内效贴结合作业治疗对偏瘫型脑瘫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 顾小元,曹建国,贠国俊等 1040 
PO-1088 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 -------------------------------- 陈方川,谢鸿翔,陈琛 1040 
PO-1089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影响 --------------------------------------- 王晓锋 1041 
PO-1090 图片结合手机视频在脑性瘫痪患儿早期康复中的应用 --------------------------------------- 阎琼 1041 
PO-1091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 上官王钱 1041 
PO-1092 高压氧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表面肌电图的影响 ----------------------- 孔勉,余志华,黄晨等 1042 
PO-1093 肌内效贴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腹直肌表面肌电图均方根值的影响 -------- 孔勉,方明,余志华等 1042 
PO-1094 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 刘翠娟 1042 
PO-1095 大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合并运动性构音障碍言语康复疗效 
 研究 ----------------------------------------------------------------------------- 李爱霞,左月仙,杨花芳等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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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6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在正常不安运动高危儿早期干预中的应用 
 分析 ----------------------------------------------------------------------------- 胡恕香,王央丹,蔡慧强等 1043 
PO-1097 苯海索联合物理治疗对脑瘫患儿肌张力障碍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 张峰,冯珍 1044 
PO-1098 心理干预对脑瘫家长焦虑及抑郁的影响 ------------------------------------------------------ 杨丽娟 1044 
PO-1099 家庭康复指导对步态异常患儿的效果研究 ----------------------------------- 贾光素,陈玉霞,刘玥 1045 
PO-1100 儿童智力低下的辩证论治探讨 ------------------------------------------------------------------ 赵宁侠 1045 
PO-1101 拿法合擦法改善孤独症患儿触觉异常疗效观察 --------------------------------------------- 赵宁侠 1045 
PO-1102 早期干预对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早期神经发育的影响 --------------------------------------- 王飞 1046 
PO-1103 自拟息风停煎对 TS 模型小鼠行为学和脑组织 ACHE、NOS 含量影响的实验研究 -- 张杰 1046 
PO-1104 Altered EEG complexity in Autistic children revealed by multiscale entropy  
 approach ----------------------------------------------- Liu Tian,Chen Yanni ,Chen Desheng etc. 1047 
PO-1105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Cerebral Cortex in Autism and Healthy Children Reflected in  
 EEG Coherence -------------------------------------------- Liu Tian,Chen Yanni,Li Chenxi  etc. 1047 
PO-1107 针刺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治疗研究 -------------------- 张何威,霍洪亮,顾琴 1048 
PO-1108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全面性发育迟缓的前瞻性研究 ------------------------------------------ 朱登纳 1048 
PO-1109 自闭症儿童家长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梁冠军,顾琴 1049 
PO-1110 Complexity analysis of brain activity in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multiscale entropy analysis ------------------------------- Li Chenxi,Chen Yanni,Li Youjun etc. 1049 
PO-1111 Small-World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Revealed by EEG Synchrony ------------------- Liu Tian,Chen Yanni ,Lin Pan etc. 1050 
PO-1112 Electroencephalogram synchronization analysis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children ----------------------------------------------- Liu Tian, Lin Pan,Chen Yanni etc. 1050 
PO-1113 Serum glycopattern and Maackia amurensis lectin-II binding glycoprotein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 Qin yannan,Chen Yanni,Yang Juan etc. 1051 
PO-1114 473 名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 BMI 与侧凸程度相关性研究 ---------------------------- 杜青,周璇 1051 
PO-1115 腭裂鼻音功能亢进儿童嗓音音质特征的研究 -------------------------------- 赵风云,杜青,万勤等 1052 
PO-1116 生物反馈治疗对肱骨外髁骨折术后患儿上肢功能的影响 ----------------- 杨晓颜,杜青,周璇等 1052 
PO-1117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坐位平衡功能的影响 ------------------------ 周满相 1053 
PO-1118 不同年龄组高危儿全身运动评估细化评分的分布特征研究 ----------------------- 尹欢欢,杨红 1053 
PO-1119 VOJTA 诱导疗法在脑性运动障碍小儿康复中的应用 --------------------------- 努思热提.艾沙 1054 
PO-1120 ICF-CY 框架下儿童杜氏肌营养不良的评估系统 --------------------------- 杜瑜,毛正欢,张鑫等 1054 
PO-1121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arly in 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CHD8 mutations among  
 two Chinese children ----------------------------------------------------------------- Wang Jiangping 1055 
PO-1122 应用减重训练改善脑性瘫痪儿童踝关节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 彭飞飞,李海峰,王慧等 1055 
PO-1123 推拿结合 NATH 康复疗法治疗小儿臂丛神经损伤的临床研究 ------- 董庆,李海峰,徐仁爱等 1056 
PO-1124 小儿脑性瘫痪合并癫痫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 阮雯聪,陈彤,李海峰 1056 
PO-1125 物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 -------------------------------------- 尹宏伟,吕程程,杜瑜 1057 
PO-1126 悬吊训练对感觉统合障碍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 赵晓红 1057 
PO-1127 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脑性瘫痪吞咽障碍的研究 -------------------------------- 朱敏,吕静,张跃等 1058 
PO-1128 Treatment of hyperbaric oxygen combine with cannabidiol promote recovery of brain  
 damage in newborn rats with hypoxia-ischemia ----------------------------------- Quan Lijuan 1058 
PO-1129 婴幼儿神经发育疗法在脑性瘫痪康复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 田小玉,王秋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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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0 儿童肌张力不全持续状态的早期识别及处理 ----------------------------------- 张峰,陈福建,罗琼 1059 
PO-1131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 陈琛,谢鸿翔,陈方川 1060 
PO-1132 抗重力位下负重加压对脑瘫患儿躯干核心稳定的影响 ------------------------------------ 吴莹莹 1060 
PO-1133 脑瘫儿童睡眠障碍的研究进展 ------------------------------------------------------------- 张 宁,吴德 1060 
PO-1134 Role of SIRT1/PGC-1α in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stress in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 Bo Xiaosong,Tang Jiulai 1061 
PO-1135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rapeutic effect between hospatal therapy and home  
 tharapy for cerebral palsy children ----------------------------------------------------------- liu nan 1061 
PO-1136 悬吊训练对高危儿早期干预的临床观察 ------------------------------------------------------ 卢跃鹏 1062 
PO-1138 早期干预降低发育落后患儿残障发生率的效果 --------------------------------------------- 卢跃鹏 1062 
PO-1140 感觉统合训练结合运动治疗在小儿脑瘫中的应用 -------------------------------- 刘若皎,金红芳 1063 
PO-1141 早期护理干预对小儿精神运动发育迟缓预后的影响 ------------------------------------------ 程祺 1063 
PO-1142 经颅磁刺激联合传统康复治疗对肌张力低下型脑性瘫痪患儿发育商和关节活动度的 
 影响 ----------------------------------------------------------------------------------------- 才让吉,金红芳 1064 
PO-1143 北极星移动功能量表评价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的临床研究 ---------------- 秦伦,黄真 1064 
PO-1144 沙盘游戏疗法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效果研究 ------------------------------------------ 余文玉 1065 
PO-1145 踏车运动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功能的影响 ----------------------- 宫阳阳,侯梅,王淑婷等 1065 
PO-1146 高压氧治疗手足口病并脑干脑炎的疗效观察 ------------------------------------------------ 董红琴 1066 
PO-1147 平衡仪在脑瘫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 李玉娟 1066 
PO-1148 早产脑瘫患儿伴发癫痫和脑电放电模式特征及其相关因素 --------------- 万鑫,侯梅, 刘志翠 1066 
PO-1149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与 Gesell 发育量表在高危儿运动评估的一致性 
 研究 ----------------------------------------------------------------------------------- 程冰梅,肖华,何璐等 1067 
PO-1150 音乐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疗效观察 ----------------------------------------------- 路琦,吴秀丽 1067 
PO-1151 强制性运动疗法在偏瘫型脑瘫中的应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 唐红梅,刘力茹,徐开寿 1068 
PO-1152 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的相关性分析 ------------------------------------------------------------ 阳伟红 1068 
PO-1153 脑性瘫痪儿童手功能分级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调查分析：一项基于人群的 
 研究 -------------------------------------------------------------------------------------- 李娜,王秋,罗蓉等 1069 
PO-1154 踝关节持续被动运动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踝关节挛缩和变型的疗效研究 -------- 王晶,黄力平 1069 
PO-1155 家庭康复指导对脑瘫高危儿的疗效观察 ------------------------------------------------------ 饶玉琳 1069 
PO-1156 vojta 疗法结合上田法针对发育迟缓患者疗效观察 ------------------------------ 何微微,冉丹丹 1070 
PO-1157 运动机能贴布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上肢运动功能的效果观察 ----- 郭亚 1070 
PO-1158 脑性瘫痪患儿目标导向性活动的意义 ------------------------------------------------------------ 黄真 1071 
PO-1159 全身运动质量评估（GMs）与 Vojta 七项姿势反射在高危儿脑性瘫痪预后预测的比较 
 研究 -------------------------------------------------------------------------------------------- 杜菲,刘依竞 1071 
PO-1160 重复经颅磁刺激与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疗效比较 ----- 杨慧敏,图雅,李查干呼 1072 
PO-1161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在弥漫性轴索损伤恢复期患儿运动功能评价中的运用刘苑,陈玉霞,肖农 1072 
PO-1162 B 超和表面肌电图评估先天性肌性斜颈的对比研究 -------------------------- 刘苑,陈玉霞,肖农 1073 
PO-1163 儿童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步态特征 ----------------------------------------------- 刘苑,陈玉霞,肖农 1073 
PO-1164 婴儿运动发育迟缓早期综合干预的临床观察 -------------------------------- 熊霖,熊国星,林敏等 1074 
PO-1165 综合康复治疗干预 120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者疗效观察 -------------------------------------- 于静 1074 
PO-1166 孤独症患儿构音障碍言语矫正个案研究 ----------------------------------- 黄美貌,罗明,黄任秀等 1074 
PO-1167 悬吊运动治疗结合肌电生物反馈对痉挛型偏瘫儿童运动的疗效观察 --------------------- 李丽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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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68 儿童急性脊髓炎预后与转归相关因素综述 ------------------------------------------------------ 黄晨 1075 
PO-1169 儿童康复教育在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教学中的问题及分析 ------------------------------------ 江伟 1075 
PO-1170 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儿童运动功能与肌力的相关性研究 ----------------- 史惟,李惠,苏怡等 1076 
PO-1171 鼻饲管注食模式对脑损伤儿童康复治疗期间营养状况的影响 --------------------------- 李邦惠 1076 
PO-1172 新医改政策下儿童康复教育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 熊国星 1077 
PO-1173 头针对围产期脑损伤高危儿认知功能的影响 --------------------------------------------------- 王曦 1078 
PO-1174 水疗结合功能训练干预脑瘫高危儿的临床疗效观察 --------------------------------------- 王建文 1078 
PO-1175 正常及运动发育迟缓婴幼儿膝爬运动关节运动轨迹及表面肌电图应用研究 - 曾思漾,肖农 1078 
PO-1176 核黄疸模型鼠脑细胞损伤及行为学后遗症的研究 -------------------------------------- 刘祎,肖农 1079 
PO-1177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临床特点及随访研究 ------------------------------------ 黄玉洁,肖农 1079 
PO-1178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Neuron-specific kinesin superfamily  
 protein KIF1A and its cargo protein in intractable temporal lobe  
 epilepsy ---------------------------------------- DUAN XIAOLING,XIAO NONG,GAO BAOBING 1080 
PO-1179 对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体养育的孤残儿童开设生活辅导课的重要性 -------- 张靳,李俊丽,周莹 1080 
PO-1180 早期综合干预对高危儿运动发育的影响分析 ----------------------------------- 邹奕,张艳,刘亚等 1081 
PO-1181 生物刺激反馈疗法改善痉挛型脑瘫儿童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疗效的 meta 
 分析 ----------------------------------------------------------------------------------- 宋蒙,顾建辉,郭旭升 1081 
PO-1182 发育障碍儿社交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 房云玲 1082 
PO-1183 矫形鞋垫联合肌内效贴在偏瘫型脑瘫患儿姿势控制的 临床研究 --------- 戴燕琼,唐亮,陈丽 1082 
PO-1184 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的监测 ----------------------------- 尤嘉,王素卿,王瑾等 1083 
PO-1185 Analysis of cognitive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in Xinjiang area ------------------------------------------------------------------------ Ai Likemu 1083 
PO-1186 三维步态分析对 A 型肉毒毒素+康复治疗后痉挛性脑瘫儿童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 
 评价 -------------------------------------------------------------------------------------- 赵莉君,肖农,江伟 1084 
PO-1187 经颅超声治疗对核黄疸模型鼠运动功能后遗症的作用 -------------------------------- 王婷,肖农 1084 
PO-1188 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监测的认知状况调查研究 ----------------------------- 刘芸,黄高贵 1085 
PO-1189 云南省 0～3 岁儿童发育迟缓的调查研究 --------------------------------------------- 刘芸,黄高贵 1085 
PO-1190 儿童创伤性脑损伤的康复治疗 ----------------------------------------------------------- 陆恺,王素娟 1085 
PO-1191 对一例儿童福机构内重度残疾儿童开展摄食训练的总结 ----------------------------- 杨军,张靳 1086 
PO-1192 家庭视频反馈法在高危儿家庭早期干预中的可行性研究 ----------------- 沈修姝,史惟,杨红等 1086 
PO-1193 52 例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高危因素分析 ------------------------------------------------- 赵毅斌 1087 
PO-1194 重庆市万州区托幼机构儿童孤独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邬仪杰,程惊晶,余德兵 1087 
PO-1195 个性化辩证推拿结合康复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活动能力的影响 -- 吴绪波,陆清清,张海蒙 1088 
PO-1196 自制脑性瘫痪儿童下肢康复器的研制及临床效果 ----------------------------------- 杜佳音,庞伟 1088 
PO-1197 小组式作业疗法对脑性瘫痪患儿认知功能的影响 --------------------------------------------- 庄妍 1089 
PO-1198 脑性瘫痪患儿运动康复期间相关生化指标的变化 ----------------------------------- 王巍巍,庞伟 1089 
PO-1199 重庆地区运动功能障碍儿童骨密度降低的情况调查及相关影响因素 
 分析 ----------------------------------------------------------------------------------- 侯雪勤,肖农,彭利娟 1090 
PO-1200 孤独症儿童血浆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研究① --------------------------------------------------- 庞伟 1091 
PO-1201 功能性构音障碍临床疗效观察 ------------------------------------------------------------------ 柯艳梅 1091 
PO-1202 钙敏感受体调控 MAPK 途径参与癫痫大鼠心肌细胞凋亡 ---------------------------- 刘阳,郭津 1092 
PO-1203 西南地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家庭经济成本分析 -------------------------------- 蔡晓唐,李艳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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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4 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对痉挛型脑瘫运动功能改善的观察 -------------- 牛国辉,朱登纳,王军等 1093 
PO-1205 西藏地区 1 例早期诊断及早期康复介入对小儿横贯性脊髓炎的报告并文献复习 ----- 卓嘎 1093 
PO-1206 “痉挛三针”对痉挛型脑瘫儿童运动功能的影响 ----------------------- 常艳玲,李巧秀,谢晓明 1094 
PO-1207 传统医学结合现代康复治疗小儿脑性瘫痪的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 刘锋伟 1094 
PO-1208 西藏儿童特发性含铁血黄素沉着症两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卓嘎 1095 
PO-1209 针刺为主综合治疗精神发育迟缓患儿睡眠障碍的临床研究 -------------- 申思,李巧秀  ,王亮 1096 
PO-1210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婴幼儿脑瘫腓肠肌痉挛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前瞻性 
 研究 ----------------------------------------------------------------------------- 王明梅,朱登纳,李三松等 1096 
PO-1211 别嘌呤醇对海人酸致颞叶癫痫大鼠的保护作用 -------------------------- 杨永辉,陈海,朱登纳等 1097 
PO-1212 A 型肉毒毒素对幼龄脑瘫儿童腓肠肌痉挛的影响 ------------------------------------------ 李巧秀 1097 
PO-1213 综合康复治疗对痉挛型脑瘫儿童的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及预后的影响分析 ----------- 陈海 1098 
PO-1214 脑性瘫痪的 ICF-CY 简明通用版核心条目的临床应用 ------------------------------------ 袁俊英 1099 
PO-1215 全身振动训练对 1~3 岁痉挛型脑瘫儿童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孟文彬,朱登纳,刘峰伟等 1099 
PO-1216 矫正鞋垫对脑瘫儿童平衡能力及粗大运动功能影响 --------------------------------------- 孙二亮 1100 
PO-1217 高危儿出院后早期管理模式探讨  ------------------------------------------ 徐淑玲,李琼,付杰娜等 1101 
PO-1218 丙泊酚麻醉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小儿痉挛性脑瘫的临床观察 --------------------------- 李延辉 1101 
PO-1219 “左病右治”综合疗法对 80 例先天性斜颈的疗效观察 ---------------------------------- 张红运 1102 
PO-1220 手臂双侧强化训练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对偏瘫型脑瘫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郑媛 1102 
PO-1221 智力低下儿童的事件相关电位临床研究 ------------------------------------------------------ 刘超宇 1102 
PO-1222 高压氧治疗婴儿脑损伤的疗效观察 -------------------------------------------- 姚蕊,李婷,杜田菊等 1103 
PO-1223 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性瘫痪患儿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 岳草 1103 
PO-1224 对脑损伤高危儿进行 Gesell 量表测评并分析早期干预效果 ------------- 丁春燕,徐淑玲,吕杨 1104 
PO-1225 一种骨盆助行装置的设计与研发 --------------------------------------------------------------- 张蓓华 1104 
PO-1226 唐氏综合征儿童下颌构音运动障碍的个案研究 ------------------------------------------------ 严舒 1104 
PO-1227 早期综合干预对早产儿矫正年龄 1 岁体格发育促进效果的对照研究 ------- 赵妍,文静,樊欣 1105 
PO-1228 早期干预对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的纵向研究 -------------------------------- 文静,赵妍,王念蓉等 1106 
PO-1229 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运动障碍药物治疗进展 ----------------------------- 刘志翠,陈军,李玉堂 1106 
PO-1230 手持式肌力测定的应用研究进展 ------------------------------------------------------------------ 翟淳 1107 
PO-1231 影响脑瘫患儿康复疗效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 徐纯鑫,沈敏 1107 
PO-1232 《一名重度脑瘫学生言语康复训练的研究》 --------------------------------------------------- 陆璐 1108 
PO-1233 注意力缺陷多动智障学生感觉统合训练的实践研究 --------------------------------------- 李冬平 1108 
PO-1234 《自闭症学生舌叶上抬模式训练方法的个案研究》 --------------------------------------- 金张乐 1109 
PO-1235 口部感知觉、运动训练治疗中度智力低下儿童喂养困难的作用分析 -------- 蒲虹羽,李婷婷 1110 
PO-1236 IL-6、IL-10 和 TNF-α参与脑性瘫痪患儿脑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 朱凤莲 1110 
PO-1237 前庭功能训练对儿童中枢性协调障碍的康复疗效观察 --------------------------------------- 刘瑛 1111 
PO-1238 “医教结合”模式下的脑瘫儿童运动技能康复的个案研究 ------------------------------ 孙璐烨 1111 
PO-1239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与正常儿童脑电频带能量差异 -------------------------------- 盛倩倩,赵澎 1112 
PO-1240 改良 Aldrete 镇静评分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患儿的 镇静安全性护理 ----------------- 韩雪婷 1112 
PO-1241 早产儿和足月儿脑性瘫痪的危险因素分析及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的比较 ----------- 童光磊 1113 
PO-1242 脑瘫患儿的喂养问题 --------------------------------------------------------------------------------- 李红 1113 
PO-1243 医务社会工作者参与脑瘫儿童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 程惊晶 1114 
PO-1244 探索膝内外翻的早期康复训练的疗效 ------------------------------------------------------------ 冯娟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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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45 西藏地区 23 例患儿开展人工耳蜗手术后进行康复治疗效果分析 ------------------------- 扎多 1114 
PO-1246 视频示范对学前自闭症儿童模仿能力干预的个案研究* ----------------------- 王艳霞,刘巧云 1115 
PO-1247 视觉策略对孤独症谱系儿童感觉统合训练效果的观察 ------------------------------------ 刘晓佩 1115 
PO-1248 3-5 岁正常儿童声母音韵历程分析 -------------------------------------------------- 张凯莉,刘巧云 1115 
PO-1249 3-5 岁普通儿童词语命名能力发展研究 -------------------------------------------- 陈珊珊,刘巧云 1116 
PO-1250 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诊断和治疗新进展 ------------------------------------------------------ 唐久来 1116 
PO-1251 孤独症音乐疗法研究进展 ------------------------------------------------------------------------ 宫兆帅 1117 
PO-1252 论儿童早期行为问题及其干预 --------------------------------------------------------------------- 刘玥 1117 
PO-1253 感觉统合训练对精神发育迟滞患儿智力和语言发育的影响 ------------------------------ 左瑞霞 1118 
PO-1254 核心稳定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的平衡功能和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刘璨,覃蓉,王跑球等 1118 
PO-1255 家庭对高危产儿早期康复中发挥的作用 --------------------------------------------------------- 毛灵 1118 
PO-1256 功能性电刺激对痉挛型偏瘫患儿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 刘跃琴,覃容,刘璨等 1119 
PO-1257 综合性儿童康复机构多种治疗形式结合早期融合教育理念对偏瘫儿 ------------------ 杨艳丽 1119 
PO-1258 67 例早产儿脑损伤的高危因素分析 ------------------------------------------------------------- 田燕 1119 
PO-1259 金属预成冠用于乳磨牙修复的观察 -------------------------------------------------------- 郑蕾,裴蓉 1120 
PO-1260 一例上颌磨牙近中扭转前移早期矫治病例报告 ----------------------------------- 刘尔黎,李小兵 1120 
PO-1261 不同方式修复牙体严重缺损的年轻恒磨牙的咬合功能评价 -------------------------- 陈宇,陈柯 1121 
PO-1262 传统支抗摆式推磨牙向后矫治器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 张扬根,徐舒豪,黄诗言等 1121 
PO-1263 Hass 上颌快速扩弓器联合自锁矫治技术治疗 上颌牙弓狭窄伴牙列拥挤病例的临床应用 
 及分析 ----------------------------------------------------------------------------------------- 冯靖雯,赵阳 1121 
PO-1264 成都地区儿童头颈姿势与颅面形态的相关性分析 --------------------------------------------- 黎静 1122 
PO-1265 四川地区替牙期正常合儿童鼻唇角形态的研究 ----------------------- 徐舒豪,黄诗言,张扬根等 1122 
PO-1266 非手术治疗儿童开放性舌外伤的临床研究 ------------------------------------------------------ 游弋 1123 
PO-1267 低角与均角安氏Ⅱ类 1 分类错合 Activator 治疗前后软硬组织变化 ------------------- 张延晓 1123 
PO-1268 14 例年轻恒牙牙髓血管再生治疗效果的评估 ---------------------------------------------- 包志凡 1124 
PO-1269 关节盘前移位对 Herbst 矫正下颌后缩影响的头影测量分析 ---------- 于鑫,刘加强,房兵 等 1124 
PO-1270 上海市 7-9 周岁儿童错合畸形患病率的调查 ----------------------------------------- 冯靳秋,陈骊 1125 
PO-1271 包头市学龄前儿童龋病流行性与龋活跃性研究 -------------------------------- 方慧,缪羽,张晓敏 1125 
PO-1272 正常乳牙、恒牙及颅骨锁骨发育不全来源的牙周膜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的比较研究 -- 张钰 1125 
PO-1273 260 例儿童牙外伤的临床资料分析 ----------------------------------------------------- 杨晓琼,胡赟 1126 
PO-1274 客户关系管理服务模式在儿童口腔门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 赵晶菁,冯华玉,廖莹 1126 
PO-1275 氟化物对正畸固定矫患者釉质表面的唾液中钙磷的影响 --------------------------------- 张晓敏 1127 
PO-1276 儿童口腔颌面部及牙齿损伤 143 例临床分析 ------------------------------------- 李晓婷,何晓玲 1127 
PO-1277 Root morph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impacted teeth with dilacerated root in early 
 treatment: a case report ------------------------------------------------ Peng Yiran,Huang Shiyan 1128 
PO-1278 银川市低龄儿童龋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李艳青,李睿敏,李晓洁 1129 
PO-1279 玻璃陶瓷嵌体修复儿童第一磨牙大面积缺损 1 例 ------------------------- 张昕景,胡赟,林居红 1129 
PO-1280 颌垫式磁力 Twin-block 矫治器治疗儿童乳牙期骨性反牙合 2 例 ----------------------- 张建丽 1129 
PO-1281 454 焦磷酸测序对乳牙龋及牙面色素沉着伴龋 唾液微生物菌群研究 --- 张丽菊,刘娟,刘波 1130 
PO-1282 女性分娩前后牙周健康状况的变化研究 --------------------------------------------------------- 陈琳 1130 
PO-1283 无锡市 424 名小学生六龄齿患龋情况调查 ---------------------------------------- 姚金丹,张延晓 1131 
PO-1284 不同龋风险儿童的唾液微生物多样性分析 ----------------------------------------- 韩轩,张琼,邹静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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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85 改良式 NANCE 弓对于上前牙缺损间隙维持的临床应用 ----------------- 马文竹,胡赟,林居红 1132 
PO-1286 安氏二类骨性一类错颌畸形的正畸治疗 ----------------------------------------------- 张铮,邓莉华 1132 
PO-1287 无锡市 3-6 岁儿童乳牙患龋情况及乳牙反颌情况调查分析 -------------- 孙晗,张延晓,柯正建 1132 
PO-1288 （牙合）位与髁突位置在青少年正畸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 周陈晨 1133 
PO-1289 重庆地区偏侧咀嚼习惯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 曾欢,林居红,杨凤雪等 1134 
PO-1290 透明冠在上颌乳前牙修复中的应用 ----------------------------------------------------- 房淑娟,李丽 1134 
PO-1291 BMP-2 在骨性下颌前突的下颌骨组织中的表达研究 ----------------------------------------- 于方 1134 
PO-1292 全身麻醉下儿童口腔治疗技术的研究进展 -------------------------------------------- 冉锦波,刘琴 1135 
PO-1293 应用 CBCT 对青少年上合埋伏多生牙的定位分型研究 ---------------------------- 边可胤,姚睿 1136 
PO-1294 全麻下乳磨牙深龋 MTA 牙髓切断术疗效观察 --------------------------------- 任慧迪,张琼,邹静 1136 
PO-1295 替牙期下颌第二乳磨牙早失间隙减少的管理策略 --------------------------------------------- 孙杰 1136 
PO-1296 上颌第二乳磨牙固连伴恒牙胚异位及深龋一例 ----------------------------------- 杨秀,邹静,张琼 1137 
PO-1297 通过曲面体层片测量尖牙倾萌出过程中斜角度随年龄变化的 
 规律 ----------------------------------------------------------------------------- 贺舒阳,苏雪龙,李扬程等 1137 
PO-1298 年轻恒牙复杂冠根折 1 例 ------------------------------------------------------- 李春,李艳红,董宝财 1138 
PO-1299  从曲面体层片观察第一恒磨牙萌出的图像特征 --------------------- 贺舒阳,李扬程,苏雪龙等 1139 
PO-1300 唇裂患者鼻背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 -------------------------------------------------- 刘人恺,刘人恺 1139 
PO-1301 重度幼儿龋综合治疗管理一例 ----------------------------------------------- 徐燕,赵西珍,李倩文等 1140 
PO-1302 2011—2015 年陕北地区神木县医院儿科临床分离 细菌分布变迁及耐药性 
 分析 ----------------------------------------------------------------------------------------- 杨慧敏,刘永林 1141 
PO-1303 广州地区儿童感染沙门菌的血清型和毒力基因研究 ----------------------------- 谢永强,钟华敏 1141 
PO-1304 B 族链球菌（GBS）快速检测方法的临床评价 ---------------------- 高坎坎,高秀蓉,卢晓琳等 1142 
PO-1306 血栓弹力图与抗凝血酶Ⅲ 对儿童川崎病诊断的应用价值 ------------ 靳剑芸,李启亮,宋文琪 1142 
PO-1307 A Study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CD157, AIM2 and JARID2 genes in  
 Han Chinese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 Liu Jun,Mo Weiming 1143 
PO-1308 RNA 恒温扩增技术在快速检测儿童肺泡灌洗液中肺炎支原体的研究林书祥,马百成,王维等 1143 
PO-1309 儿童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与 SP-C 外显子 4（T138N）位点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 
 研究 ----------------------------------------------------------------------------- 王和平,郑跃杰,陈小文等 1144 
PO-1310 肺炎儿童上、下呼吸道菌群比较分析 ----------------------------------- 王和平,郑跃杰,戴文魁等 1144 
PO-1311 儿童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与 SP-B 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研究 ----- 王和平,郑跃杰,农光民等 1145 
PO-1312 曲霉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体系的建立 --------------------------------- 邹惠,贺湘玲,杨洋等 1145 
PO-1313 Is the combination of nCD64, PCT and CRP useful in early diagnosis of neonatal  
 sepsis -------------------------------------------------------- Li Wei,Peng Zhao-yang,Yang Ai-ping 1146 
PO-1314 新生儿足跟血滤纸干血斑行地贫群筛的研究 -------------------------------- 涂志华,林尧,周知等 1146 
PO-1315 浙江地区婴幼儿感染人巨细胞病毒临床株 gH 基因分型研究 -------- 李伟,项文清,彭朝阳等 1147 
PO-1317 细胞异常免疫在 EV71 感染重症手足口病中的临床价值 ------------ 陈东, 陈韵颖,吴亦栋等 1147 
PO-1319 Identification of Mfsd2A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blood-brain barrier disorders  
 caused by Escherichia coli --------------------------------------------------------------------- 王世富 1148 
PO-1320 384 例天津地区消化道感染腹泻婴幼儿病毒病原学分析及流行病学 
 特点 ----------------------------------------------------------------------------------- 王维,林书祥,黄敬孚 1148 
PO-1321 降钙素原、D-二聚体等联合检测对儿童川崎病早期诊断的应用价值 ----------------- 张清秀 1149 
PO-1322 ASPCR 检测微量肺炎支原体耐药突变方法的建立和应用 -------- 郭东星,胡文娟,申昆玲等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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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3 干化学定性方法检测儿童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提高蛋白尿检出灵敏度关杰,李志艳,屈晨雪 1150 
PO-1324 2007-2016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病房临床分离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 
 监测 ----------------------------------------------------------------------------------------- 秦冉冉,孙立颖 1151 
PO-1325 抗 Xa 检测在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 顾萍,张帆,王静等 1152 
PO-1326 SAT-HCMV 检测 PP67-mRNA 用于儿童活动性巨细胞感染 的临床诊断 ----------- 曹凌峰 1152 
PO-1327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nteral Nutrition of Short Peptides via Endoscope-Guided  
 Nasojejunal Feeding Tube in Critically Ill Infants and Children  yang hui,Lian Min,Jin Yu 1153 
PO-1328 我国喂养行为研究现状分析——基于国内研究的共词分析 --------------------------------- 古瑶 1153 
PO-1329 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versus Infliximab in Inducing Therapy of 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 Luo Youyou,Yu Jindan,Lou Jingan etc. 1154 
PO-1330 Altered gut microbiota in preterm newborns wi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using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 Liu Jiayi,Pan Liya,Feng Yi etc. 1154 
PO-1331 极低出生体重儿在 NICU 期间生长迟缓与营养支持分析 ----------------- 单红梅,洪莉,李菁等 1155 
PO-1332 口服营养补充对改善初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期营养状况的作用 
 初探 -------------------------------------------------------------------------------- 潘莉雅,费俊,张晓艳等 1155 
PO-1333 儿童急性胰腺炎经鼻胃和鼻空肠营养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 楼金玕,赵泓, 余金丹等 1156 
PO-1334 3986 例患儿的叶酸 VB12 水平与季节的回顾性分析 ------------------ 刘亦韦,张轩,尉耘翠等 1157 
PO-1335 25 例回肠造瘘术后腹泻患儿的肠内营养支持治疗 ------------------------------------------- 杜敏 1158 
PO-1336 儿童维生素 A 缺乏与血红蛋白水平及呼吸道感染相关性研究 ---- 金春华,王晓燕,张丽丽等 1158 
PO-1337 福州地区住院患儿入院时营养状况调查及意义 -------------------------------------- 卢艳萍,吴斌 1159 
PO-1338 二十碳五烯酸对 E.coli LF82 感染后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ZO-1 mRNA 的 
 影响 -------------------------------------------------------------------------------------------- 郝丽军,江逊 1159 
PO-1339 妊娠糖尿病的膳食调查及医学营养治疗 ----------------------------- 胡艳飞,张亚当 ,包云光 等 1160 
PO-1340 多种油脂肪乳（SMOF）对早产儿临床结局及脂质过氧化影响研究  ---------------- 谷叶莲 1160 
PO-1341 基于全球人群背景下的中国人肠道菌群特征的研究 --------------------------------------- 王慧慧 1161 
PO-1342 基于文献和病例分析小肠淋巴管扩张症的诊疗过程 -------------------------- 牛杨,李继,吴江等 1161 
PO-1343 保守治疗在新生儿乳糜胸患者中的作用 ----------------------------------------- 李继,牛杨,吴江等 1162 
PO-1344 维生素 D 缺乏的肥胖儿童对维生素 D 补充剂的效果观察 --------------- 刘瑞萍,张婕,贺莉等 1162 
PO-1345 肠内营养对炎症性肠病幼鼠 Th17 细胞的调节作用研究 -------------------- 宋诗蓉,吴捷,孙梅 1163 
PO-1346 Increased breast milk use reduced severity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a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in a Chinese NICU ----------- Zhou Qi,Lee  Shoo,HU Xiao-jing etc. 1164 
PO-1347 鱼油 n-3 脂肪酸可改善生命早期母爱剥夺所致的成年小鼠脂代谢 
 异常 ----------------------------------------------------------------------------- 樊超男,卢燕飞,范秀琴等 1164 
PO-1348 儿童肠造瘘术后早期肠内营养耐受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 陈淑芸,陈兰萍,任红霞等 1165 
PO-1349 门冬酰胺酶相关胰腺炎早期鼻空肠置管疗效分析 ----------------------------------- 皮壮,张春艳 1165 
PO-1350 昆明地区 3769 例儿童维生素 D 水平的调查 -------------------------- 王美芬,王明英,段金涛等 1166 
PO-1351 母乳喂养联合益生菌对早产儿喂养耐受及胆汁淤积的影响 ----------------------- 刘燕,张春丽 1166 
PO-1352 小儿乳糜腹 36 例外科综合治疗 ---------------------------------------------------------------- 王丽亚 1166 
PO-1353 小儿头颅外伤后血尿淀粉酶升高 87 例营养支持治疗分析  ---------------------- 丁浩,杨荣强 1167 
PO-1354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非甲基化 CpG-ODN 对食物过敏幼鼠模型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影响 -------------------------------------------------------------- 郑成中,陈旭琳 1167 
PO-1355 托珠单抗治疗难治性幼年特发关节炎全身型 40 例报告 ------------ 赖建铭,吴凤岐,周志轩等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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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56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肺高压 15 例临床分析 ------------------------ 李冀,马菁苒,孙之星等 1168 
PO-1357 误诊为幼年型特发性关节炎的儿童家族性地中海热三例 -------------------- 李冀,张岩,王薇等 1169 
PO-1358 合并和不合并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对比研究 ------- 侯俊,赖建明 1170 
PO-1359 髓系来源抑制细胞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 程苏云,曾华松 1170 
PO-1360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中 Notch 信号通路及相关基因的表达及意义 ---------------- 陈挚,曾华松 1171 
PO-1361 托珠单抗对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CD4、CD8+T/CD19+B 细胞及免疫球蛋白表达的 
 调控研究 ----------------------------------------------------------------------------------- 李洪伟,曾华松 1171 
PO-1362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PRFl STX11 UNV13D STXBP2 基因 
 分析及临床研究 ----------------------------------------------------------------------------- 卫平,曾华松 1172 
PO-1363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一抗体融合蛋白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2 年临床随访观察 
 研究 -------------------------------------------------------------------------------------------- 曾萍,曾华松 1172 
PO-1364 So-JIA 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临床特征及穿孔素 A91V 基因分析 ---------- 陈香元,曾华松 1173 
PO-1365 补体 C5a 及 C3a 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外周血的变化及其意义 史雨,孙利,刘海梅等 1174 
PO-1366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少见消化道表现 ----------------------------------- 管皖珍,李一帆,孙利等 1174 
PO-1367 过表达 HCMV pUL83 对 AIM2 炎性体通路的影响 --------------------------- 黄媛,Ff,舒赛男等 1175 
PO-1368 伴皮肤症状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15 例临床特征及基因特点分析 --------- 何庭艳,夏宇,黄瑛等 1175 
PO-1369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in Targeted NGS for Genetic Diagnosis of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 Xia Yu,He Tingyan, Luo Yin etc. 1176 
PO-1370 Targeted NGS Identified a Novel Mutation in TMEM173 in a Family With Type I  
 Interferonopathy --------------------------------------------------- Xia Yu,He Tingyan,Luo Yin etc. 1177 
PO-1371 赖氨酸尿性蛋白耐受不良 2 例及其中 1 例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报道和文献 
 复习 -------------------------------------------------------------------------------- 李国民,刘海梅,张涛等 1178 
PO-1372 儿童高 IgE 血症 136 例临床特点分析 ----------------------------------------------------------- 李莎 1179 
PO-1373 7 例儿童白塞氏病临床分析 ----------------------------------------------------- 丁飞,殷蕾,金燕樑等 1179 
PO-1374 VitD 对川崎病患儿滤泡辅助性 T 细胞表达的影响 -------------------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等 1180 
PO-1375 CTLA4-Ig 治疗阿霉素肾病大鼠的作用及机制探讨 --------------------------------- 程恰,吴小川 1180 
PO-1376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遵医行为的调查 -------- 连冬梅,李杨,宋红梅等 1181 
PO-1377 MEFV M694V mutation has a role in susceptibility to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 meta-analysis --------------------------------- Zhong Linqing,Song Hongmei,Wang Wei etc. 1182 
PO-1378 Complex association between IL-23R polymorphisms and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 meta-analysis --------------------------------------- Zhong Linqing,Wang Wei,Song Hongmei 1182 
PO-1379 哮喘预测指数与首次毛细支气管炎及预后的观察研究 ----------------------------- 李孟荣,沈仁 1183 
PO-1380 儿童附红细胞体病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 4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李建国,张丹,周志轩等 1183 
PO-1381 肌炎特异性抗体在幼年特发性炎性肌病的临床应用 ----------------- 李建国,王新宁,周志轩等 1184 
PO-1382 儿童寡肌病性皮肌炎合并肺间质病变两例报告 ----------------------------- 江璐,沈芸妍,朱赟等 1185 
PO-1383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水平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疾病活动度评估中的价值 
 分析 ----------------------------------------------------------------------------------- 冯烨,张宇,唐雪梅等 1185 
PO-1384 儿童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李冀,武跃芳,宋红梅 1186 
PO-1385 抗α-1,4-D-聚半乳糖醛酸抗体是儿童非肾炎型过敏性紫癜发生的危险 
 因子 -------------------------------------------------------------------------------- 缪美华,朱云芬,薛建等 1186 
PO-1386 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合并运动、智能、语言倒退 1 例并文献复习 ---------- 王琳,宋红梅 1187 
PO-1387 4 例 IFNGR1 缺陷患者临床特征及治疗分析 -------------------------- 应文静,刘丹如,王文婕等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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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88 合并脑血管炎的两例 XLP 病例研究 ------------------------------------ 刘璐瑶,孙金峤,王文婕等 1188 
PO-1389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100 例临床分析 ------------- 丁俊琼,刘丹如,侯佳等 1189 
PO-1390 慢性肉芽肿病患儿 169 例临床及遗传学特征 ------------------------- 周钦华,惠晓莹,应文静等 1189 
PO-1391 单中心儿科风湿性疾病谱的演变 ----------------------------------------------- 张涛,孙利,刘海梅等 1190 
PO-1392 JIA 患儿血清脂肪因子 Chemerin，Omentin-1 和 Adiponectin 水平变化及其临床 
 意义 -------------------------------------------------------------------------------- 张新艳,杨婷婷,何婷等 1191 
PO-1393 一例 UNC13D 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家族性嗜血合并体液免疫缺陷的相关研究 ------- 赵芹 1191 
PO-1394 流式细胞术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诊断中的应用与价值 -------------------- 王莹,刘丹如,王晓川 1192 
PO-1395 24 例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临床特征和感染情况分析 ------------------ 康闽,吴凤岐,周志轩等 1193 
PO-1396 慢性肉芽肿病患儿临床分子特征及记忆 B 细胞相关研究 ------------------- 汪涛,高红,蒋利萍 1193 
PO-1397 儿童临床无肌病皮肌炎合并肺间质病变 1 例及文献复习 ------------- 王红,马明圣,宋红梅等 1194 
PO-1398 幼年皮肌炎 94 例临床分析 ------------------------------------------------------ 王红,李冀,宋红梅等 1194 
PO-1399 DOCK8 缺陷患儿需要 IVIG 替代治疗 ---------------------------------------- 唐文静,窦颖,秦涛等 1195 
PO-1400 TNF-α拮抗剂在中国儿童 BLAU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应用研究 ------ 张俊梅,李彩凤,王江等 1195 
PO-1401 儿童贝赫切特病患者临床分析及血清 IL-1β、IL-8、IL-18、TNF-α水平的变化及临床 
 意义 ----------------------------------------------------------------------------------------- 孙巾慧,李彩凤 1196 
PO-1402 抗链球菌溶血素“O”阳性在附着点相关关节炎中的临床意义 ----------------- 马靖,李彩凤 1197 
PO-1403 以头面部带状硬化为特征的 7 例儿童局限性硬皮病病例特点分析杨文旭,李彩凤,韩彤昕等 1197 
PO-1404 以消化道表现起病的 21 例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临床特点分析 --------------- 张俊梅,李彩凤 1198 
PO-1405 英夫利昔单抗治疗肌腱附着点炎相关性关节炎临床特点及疾病转归 
 分析 --------------------------------------------------------------------------- 檀晓华, 李彩凤,韩彤昕等 1198 
PO-1406 血浆置换致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发生 Steven-Johnson 综合征 3 例卢婧,董丽群,陶于洪等 1199 
PO-1407 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临床分析 ----------------------- 马明圣,吴戊辰,关鸿志等 1199 
PO-1408 Platelet-derived microparticles，a new index of monitoring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inflamm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 Jin Jing,Wang Jing,Fan Zhidan  etc. 1200 
PO-1409 Developmental endothelial locus-1 (Del-1) antagonizes Interleukin-17-mediated allergic  
 asthma --------------------------------------------------------------- Yan shu,Chen Li,Liu Yanan etc. 1201 
PO-1410 Circulation Changes of Chemerin and Omentin-1 in Acute Kawasaki  
 Disease ----------------------------------------------------------------------- Zhang Xinyan,Lu Huiling 1201 
PO-1411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巨细胞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 王长燕,宋红梅 1202 
PO-1412 IL-10 通路在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脂肪代谢中的作用及机制 ------------------ 刘悦笙,肖延风 1203 
PO-1413 两例不同亚型的甲状腺素抵抗综合征病例报道并文献回顾 ----------- 孙辉,陈临琪,陈秀丽等 1203 
PO-1414 FOXP3 基因阳性新生儿糖尿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熊婷,杨利,杨玉 1204 
PO-1415 罕见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伴迟发型戊二酸血症 1 例 ------------------- 马华梅,张军,陈秋莉等 1204 
PO-1416 Serum Complement Factor C5a Level is Associat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Obese Children -------------------------------------------------------------- 王敏,肖延风 1205 
PO-1417 Sfrp5 及 adiponectin 在肥胖儿童 BMI 与血压关联中的中介效应 
 分析 ----------------------------------------------------------------------------- 尹春燕,肖延风,王思思等 1205 
PO-1418 儿童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骨骼畸形的诊断及致病机制分析 -------------- 陈晶,杨江飞,徐潮等 1206 
PO-1419 串联质谱技术检测遗传代谢病高危儿 2880 例分析 ----------------------------------- 董睿,刘毅 1207 
PO-1420 一个 PKU 患者中基于基因型预测代谢表型的分析工具介绍 ------------ 王瑞芳,沈楠,叶军等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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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21 儿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罕见病因 6 例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 
 分析 -------------------------------------------------------------------------------- 侯乐乐,孟哲,刘祖霖等 1208 
PO-1422 17α-羟化酶/17,20-裂解酶缺乏症 2 例分析及文献回顾 ------------------ 张家鹏,蓝丹,钟京梓 1208 
PO-1423 铁调素对重型地中海贫血的铁代谢及糖代谢的影响 -------------------- 劳文芹,梁立阳,孟哲等 1209 
PO-1424 CYP24A1 基因突变与特发性婴儿高钙血症 ------------------------------------------ 孙妍,李桂梅 1210 
PO-1425 湖南地区 21-羟化酶缺乏症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研究 ----------------------------- 陶慧慧,张星星 1210 
PO-1426 女孩青春启动年龄对成年身高水平及体块指数的影响 -------------- 李燕虹,杜敏联,马华梅等 1211 
PO-1427 新生儿疾病筛查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临床类型及发病趋势探讨 -------- 张立琴,李玉芬 1211 
PO-1428 PAPSS2 突变引起脊柱骨骺发育不良矮小患儿临床及影像学表现 ---------- 龙文君,罗小平 1212 
PO-1429 一例新发 IGF-1R 基因杂合子突变家系临床表型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 杨玉,黄慧,陈卡等 1213 
PO-1430 Citrin 缺陷导致的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 49 例临床分析 ---------- 房春晓,陈敏霞,叶家卫等 1213 
PO-1431 Knockdown of Tlr4 in the Arcuate Nucleus Improves Obesity Rel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 Zhao Yongli,Li Guohua,Wang  Yuchuan etc. 1213 
PO-1432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尿喋呤谱应用 -------------------------------------- 蔡燕娜,彭敏芝,邵咏贤等 1214 
PO-1433 1338 个中国 X 连锁肌营养不良家系 DMD 基因突变分析 ------------ 袁裕衡,姚凤霞,刘妍等 1215 
PO-1434 糖原累积症 Ia 型 163 例的脂代谢现状和治疗分析 --------------------- 袁裕衡,魏珉,马明圣等 1215 
PO-1435 GDF5 转基因小鼠构建及转基因小鼠表型分析 -------------------------- 张文婷,裴舟,孙成君等 1216 
PO-1436 大剂量维生素 B1 对 SLC19A2 新突变所致糖尿病对胰岛素分泌的 
 纠正作用  ------------------------------------------------------------------------ 孙成君,裴舟,章淼滢等 1217 
PO-1437 EFTUD2 基因突变致 MFDM 综合征骨骼发育异常的相关研究 --------- 吴静,罗飞宏,王旭等 1217 
PO-1438 ATP7B 基因突变检测在诊断儿童肝豆状核变性患者中的意义 ------------------ 王伟,邱正庆 1218 
PO-1439 携带 I2g 基因突变的 21 羟化酶缺乏症患儿基因突变谱及其与临床表型的 
 关系 ----------------------------------------------------------------------------------------- 王会贞,卫海燕 1219 
PO-1440 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新生基因突变报告及文献分析 -------------------------- 王会贞,卫海燕 1219 
PO-1441 52 例丙酸血症患儿的临床表型与基因突变分析 --------------------------- 刘怡,李东晓,丁圆等 1219 
PO-1442 TLR4 与补体 C5a 对 3T3-L1 脂肪细胞炎症反应的影响 ----------------- 杨婷婷,何婷,卢慧玲 1220 
PO-1443 戊二酸血症-I 型 46 例患者临床表现及基因突变分析 ------------------ 鄂慧姝,韩连书,叶军等 1221 
PO-1444 质谱技术检测羊水代谢物对丙酸血症进行产前诊断 -------------------- 韩凤,韩连书,季文君等 1221 
PO-1445 质谱技术联合基因分析进行戊二酸血症-I 型产前诊断研究 ----------- 韩凤,韩连书,季文君等 1222 
PO-1446 羊水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联合质谱技术产前诊断甲基丙二酸血症 ----- 陈婷,韩连书,季文君等 1222 
PO-1447 脑室内注射丁酸钠调控弓状核 POMC 和 AgRP/NPY 的基因表达：减少大鼠摄食和体重 
 的中枢机制 ----------------------------------------------------------------------- 陈福宜,贺谷雨,陈程等 1223 
PO-1448 46，XX 外生殖器畸形的临床分析与分子遗传学研究 ----------------- 陈立芬,董治亚,王伟等 1223 
PO-1449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 MKRN3 非编码区突变减低其表达的调控 
 研究 -------------------------------------------------------------------------------- 陆文丽,王伟,孙曼青等 1224 
PO-1450 原因不明矮小症致病基因相关研究 ----------------------------------------- 杨露露,董治亚,王伟等 1224 
PO-1451 中枢性性早熟女童血清中 miR-125b 与 25-OHD 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研究 -------------------------------------------------------------------------------- 唐家彦,黄娟,黄连红等 1225 
PO-1452 ENAMEL DEFECTS IN FAM83H TRUNCATION KNOCK-IN 
 MICE --------------------------------------- Zeng Chunhua,HU YUANYUAN ,JAMES SIMMER 1225 
PO-1453 ENAMEL NANOHARDNESS IN WILD-TYPE, AMELX, WDR72, FAM83H, AND KLK4  
 MICE -------------------------------------- Zeng Chunhua, HU YUANYUAN ,JAMES SIMMER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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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54 免疫缺陷 41 型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IMD41)伴胰岛素依赖型 糖尿病 10 型(IDDM10) 
 1 例并文献复习 -------------------------------------------------------------------- 奚立,裴舟,李晓静等 1227 
PO-1455 青春前期男童乳房发育合并骶尾部性索间质细胞瘤 1 例 病例报告并文献 
 复习 -------------------------------------------------------------------------------- 李晓静,孙成君,裴舟等 1227 
PO-1456 A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a Chinese boy with SOPH syndrome and 
 recurrent acute liver failure ---------------------------------------- Li xin,Cheng Qing,Li Niu etc. 1228 
PO-1457 Two cases report: pseudohypoparathyroidism vs progressive osseous heteroplasia with 
 de novo mutations in GNAS gene ------------------- Li Qun,Chang Guoying,Chen Yao etc. 1228 
PO-1458 应用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诊断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 1 例并文献 
 复习 ----------------------------------------------------------------------------- 郑章乾,吴冰冰,章淼滢等 1229 
PO-1459 32 个 Wilson 病家系的遗传学研究 -------------------------------------- 曾春华,林云婷,卢致琨等 1230 
PO-1460 4-3-oxo-5β-reductase (AKR1D1) deficiency: response to oral bile acid therapy and  
 long-term outcomes  ------------------- zhang Meihong,Zhao Jing,Setchell Kennth DR etc. 1230 
PO-1461 UBASH3A 基因多态性与 T1DM 发病的关联研究 ---------------------- 赵诸慧,陈秀丽,裴舟等 1231 
PO-1462 2010-2016 年单中心新诊断儿童糖尿病现状分析 ---------------------------------- 陈晓波,钱坤 1231 
PO-1463 核苷酸外焦磷酸酶/磷酸二脂酶 1（ENPP1）基因纯合突变导致低血磷性佝偻病并文献 
 复习 -------------------------------------------------------------------------------- 陈晓波,刘子勤,宋福英 1232 
PO-1464 下丘脑转录因子 EAP1 在青春启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 李晨曦,李嫔,李晨曦等 1233 
PO-1465 苗勒管永存综合征一核心家系 AHMR2 基因突变分析 -------------------- 陈虹,陈瑞敏,林芃等 1233 
PO-1466 rhGH 用于改善染色体异常综合征性矮小患儿身高增长的疗效及安全性 
 研究 -------------------------------------------------------------------------------------- 李川,范歆,王锦等 1234 
PO-1467 骨桥蛋白在钠磷协同转运子基因敲除鼠模型中肾结石及肾钙质沉着症发生的 
 作用 ----------------------------------------------------------------------------- 李毓雯,张丽娜,龚海红等 1235 
PO-1468 Application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NICU experiences from a 1239-patient  
 pilot study --------------------------------------------------------------------- Yang Lin,Wenhao Zhou 1235 
PO-1469 β-酮硫解酶缺乏症临床及基因诊断回顾分析 ------------------------------- 叶军,韩连书,徐烽等 1236 
PO-1470 X 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患儿临床特点及 DAX1 基因突变分析李端,郑纪鹏,黄永兰等 1237 
PO-1471 Clinical and mutation analysis of 24 Chinese patients with 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 ----------------------------------------------------------- Jiang Min,Shao Yongxian,Li Liu 1237 
PO-1472 Early Transition from Insulin to Sulfonylureas in Neonatal Diabetes and Follow-up:  
 Experience from China -------------------------------- li xiuzhen,Xu Aijing,Sheng Huiying etc. 1238 
PO-1473 Clinical and molecular features of X-linked hypophosphatemic  
 rickets patients in a cohort of 32 unrelated Han families in  
 Southern China ------------------------------------------ Lin Yunting,Wu Moling ,Li Xiuzhen etc. 1238 
PO-1474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in fifteen patients with androgen receptor gene  
 mutations from South China --------------------------------- Su Ling, Cheng Jing,Yin Xi  etc. 1239 
PO-1475 65 例粘多糖病Ⅱ型儿童 IDS 基因检测及新突变功能分析 --------------- 张文,谢婷,李秀珍等 1239 
PO-1476 Dopa-responsive dystonia in Chinese patients: including a no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the GCH1 gene with an intermediate phenotype and one case of  
 prenatal diagnosis ------------------------------------------------- Zhang Wen,Zhou Zhizi,Liu  Li 1240 
PO-1477 两例不同亚型的甲状腺素抵抗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 ----------------------------- 孙辉,陈临琪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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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8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patterns and precocious puberty in childre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 Liu Shijian 1241 
PO-1479 Biallelic mutations in GPD1 gene in a Chinese boy mainly presented with obesity,  
 insulin resistance, fatty liver, and short stature ------- Li niu,Chang Guoying,Xu Yufei etc. 1242 
PO-1480 串联质谱法遗传代谢病筛查单中心患儿的病例统计分析 -------------------- 何威,梁脉,张艳敏 1242 
PO-1481 孕鼠叶酸缺乏对子鼠全基因组甲基化及 IGF-1R、IGF-2R 甲基化和表达的 
 影响 -------------------------------------------------------------------------------------------- 吴蒙蒙,杨凡 1243 
PO-1482 儿童甲状腺大小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 马淑贞,张会丰 1243 
PO-1483 21 羟化酶缺乏症 71 例表型及基因型研究 -------------------------------- 侯乐乐,孟哲,刘祖霖等 1244 
PO-1484 GNPDA2 基因 rs10938397 多态性与不同发育阶段儿童肥胖关联的 
 差异 ----------------------------------------------------------------------------- 高利旺,张美仙,赵小元等 1244 
PO-1485 由 DHH 基因新发突变所致的 46XY 部分性性腺发育不良 1 例报道 ----------- 潘丽丽,苏喆 1245 
PO-1486 滋阴泻火方与滋肾清肝方对女童部分性性早熟疗效的多中心、随机、单盲、对照 
 研究 ----------------------------------------------------------------------------------- 孙雯,韩兴绘,俞建等 1246 
PO-1487 105 例儿童尿道下裂的临床特征与病因分析  --------------------------------------- 周莎莎,李嫔 1246 
PO-1488 LEPRE1 基因新突变致维吾尔族成骨不全 1 例及文献复习 ---- 罗燕飞,米热古丽·买买提 1247 
PO-1489 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女孩外周性性早熟的临床分析 ----------------------- 王洁,张会丰 1247 
PO-1490 Renal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HSD3B7 deficiency and relieved by bile acid  
 replacement ------------------------ Zhao Jing,Fang  Ling-Juan,Kenneth D. R Setchell etc. 1248 
PO-1491 LHCGR 基因两个新突变引起的 46，XY 性分化异常一例及文献复习 米热古丽·买买提 1249 
PO-1492 叶酸和维生素 B12 对宫内生长受限大鼠骨骼肌 磷脂酰肌醇 3 激酶的蛋白激酶 B 分子表 
 达的影响 ------------------------------------------------------------------------------------------------ 张慧 1249 
PO-1493 内质网应激对饮食诱导性肥胖小鼠胰岛β细胞功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易晓青 1250 
PO-1494 糖原累积症 Ib 型合并炎症性肠病 2 例的临床诊治 --------------------- 肖园,董治亚,许春娣等 1251 
PO-1495 妊娠糖尿病母-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分析 ------------------------------- 王旭芹,梁小华,杨亭等 1251 
PO-1496 肥胖女童随青春期分期类固醇激素水平变化规律研究 ----------------- 曹冰燕,巩纯秀,吴迪等 1252 
PO-1497 两例以进行性肾脏、心血管损伤形式起病的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儿童 ----------------------------------------------------------------------------------- 吕楠,尚清,马彩云等 1252 
PO-1498 C 型利钠肽通过抑制 FGF-23/MAPK 信号通路治疗肾性骨病 ------- 张冬冬,胡鹏,刘思燕等 1253 
PO-1499 脂氧素 A4 对脂多糖诱导幼年肥胖大鼠肝脏 TLR4、TRAF6 表达的影响 -- 蒋苇苇,高莉莉 1253 
PO-1500 Conversion of hypothyroidism to hyperthyroidism in  
 children ------------------------------------------------- Li Jie,WU Xiao Hui,WANG Xiang-Zhi etc. 1254 
PO-1501 GnRH 激发试验促性腺激素峰值在性早熟肥胖女童诊断中的价值 - 章建伟,赵宁宁,傅君芬 1254 
PO-1502 初发 T1DM 儿童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的水平变化 ------------------------------------- 许英,辛颖 1255 
PO-1503  生酮饮食治疗丙酮酸脱氢酶-E1α缺乏症 1 例报道 ---------------------- 马明圣,张岩,邱正庆 1255 
PO-1504 糖原累积病Ⅰb 合并炎性肠病样结肠炎 3 例临床分析 ----------------- 马明圣,李正红,张玉等 1256 
PO-1505 超重、肥胖儿童与代谢综合征患儿心率减速力的研究 -------------- 黄小力,文红霞,易兰芬等 1256 
PO-1506 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导致两兄弟猝死 ------------------------- 王靖,陈书香,刘怡等 1257 
PO-1507 一例卡介苗接种后感染淋巴结核的甲基丙二酸尿症患儿 -------------- 刘玉鹏,王峤,李溪远等 1257 
PO-1508 Gitelman syndrome combined with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four cases and a literary  
 review ---------------------------------------------------- huang ke,Dai Yangli,Chen Xue-feng etc.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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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9 Normoinsulinemia Hypoglycemia in Kabuki Syndrome Associate With novel Hetrozygous 
Frameshift Mutation in KMT2D gene ---------------------- 赛玛·热亚萨特,米热古丽.买买提 1258 

PO-1510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孕妇不同治疗时机对新生儿的影响 ----------------------- 李利,王睁 1259 
PO-1511 血清补体 C5a 水平与肥胖儿童 NAFLD 相关 ---------------------------------------- 胡伟,肖延风 1259 
PO-1512 鱼肝油对防治婴幼儿臀红研究进展 ----------------------------------------------------- 和娇吉,徐敏 1260 
PO-1513 婴儿颈部湿疹合并化脓的护理效果研究 --------------------------------------------------------- 韩静 1260 
PO-1514 新一代测序技术确诊一例先天性少毛症伴青少年黄斑营养不良（HJMD） 
 家系 -------------------------------------------------------------------------------- 周娜,史传奎,张开慧等 1261 
PO-1515 儿童白癜风的研究进展 ------------------------------------------------------------------- 李梅云, 陈戟 1261 
PO-1516 臭氧水疗在儿童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症应用效果的观察 ----------------- 王璐琦,刘玉凤 1262 
PO-1517 双波长激光治疗婴幼儿血管瘤临床疗效分析 ----------------------------------- 刘晓依,程颖,陈戟 1263 
PO-1518 4%盐酸普萘洛尔乳膏局部治疗浅表型血管瘤的疗效观察 ------------------------ 翁文骏,黎阳 1263 
PO-1519 须癣毛癣菌性肉芽肿 1 例 -------------------------------------------------------------------------- 高蕾 1264 
PO-1520 皮肤影像技术辅助诊断新生儿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 ---------- 毕田田,廉佳,李钦峰 1264 
PO-1521 应用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小儿 Netherton 综合征的效果观察和护理干预 --------------- 杨伟琴 1265 
PO-1522 Efficacy and safety of 308nm excimer laser as compared to other treatments for vitiligo: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高珊,王榴慧 1265 
PO-1523 替考拉宁致儿童红人综合征 1 例 ---------------------------------------------------- 杨士斌,唐晓娜 1266 
PO-1524 肺炎支原体相关性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三例并文献复习 --------------------------- 魏二虎 1266 
PO-1525 卡介苗接种后引起播散性结核感染一例 -------------------------------------- 张斌,杜红阳,禇岩等 1266 
PO-1526 儿童外阴硬化性苔藓在反射式共聚焦显微镜下图像特征的初步研究 ------------------ 苏海辉 1267 
PO-1527 Identification of two rare and novel large indel mutation in COL7A1 gene causing  
 recessive dystrophic epidermolysis bullosa. ------------------------------- 窦丽敏,叶莹,王榴慧 1267 
PO-1528 皮肤镜协助诊断 1 例儿童蜱叮咬 ------------------------------------------------------- 陈欣玥,舒虹 1268 
PO-1529 40 例幼儿急疹的临床分析 --------------------------------------------------------- 王永平,温凤,孙测 1268 
PO-1530 40 例幼儿急疹的临床分析 --------------------------------------------------------- 王永平,温风,孙测 1269 
PO-1531 595nm 染料激光联合 0.5%马来酸噻吗洛尔溶液局部治疗浅表型婴幼儿血管瘤的疗效 
 评价 -------------------------------------------------------------------------------- 高宇,叶雯霞,金宛宛等 1269 
PO-1532 保守治疗先天性皮肤缺陷症 1 例：10*7cm 皮肤缺损伴有颅骨缺损 高宇,张小婷,金宛宛等 1270 
PO-1533 NADPH 氧化酶 4 通过调控 STAT3 活性影响人黑色素瘤细胞的增殖 ----------------- 蔡天池 1270 
PO-1534 Successful use of acitretin for severe childhood generalized pustular  
 psoriasis -------------------------------------------------- Gao Yu,Guo Jianchun,Jin Wanwan etc. 1271 
PO-1535 儿童肢端色素痣皮肤镜特征观察 -------------------------------------------------------- 陈仕胜,高宇 1271 
PO-1536 以皮肤臁疮表现的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型患儿 1 例 ------------- 杜红阳,褚岩,李丽等 1272 
PO-1537 以皮肤臁疮表现的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型患儿 1 例 ------------- 杜红阳,褚岩,李丽等 1272 
PO-1538 氦氖激光联合外用药治疗新生儿脓疱疮 ----------------------------------- 张嫦娥,王胜,邸宇姿等 1272 
PO-1539 Pain Predicts Poorer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Childhood-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 a cohort study ------------ Li Ji,Jones Jordan T.,Donnelly Catherine etc. 1273 
PO-1540 Spectrum and trends of aeroallergens sensitization in urban children with allergic rhinitis: 
 a 10-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in Guangzhou ----- Cai Liangming,Yang Lifen,Lin Xia etc. 1274 
PO-1541 EV71 感染小鼠脑组织 MMP-9、MMP-2 的表达与血脑屏障损伤的相关 
 研究 -------------------------------------------------------------------------------- 辛丹丹,刘培培,孙清等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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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42 低氧代谢相关性细胞因子在儿童 OSAS 中表达的临床生物学意义 ---------- 程玮,张雯,闫堃 1275 
PO-1543 儿童应激性心肌病 1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 朱碧溱,吴谨准 1276 
PO-1544 Abnormal expression of APRIL in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cells promotes tumor  
 growth and migration ------------------------------- Sun Baolan,Xia Zhengting,Cai Fuying etc. 1276 
PO-1545 利用单细胞 RNA-seq 和生物信息学方法研究人类胚胎发育极早期细胞碎片化的分子 
 机制 -------------------------------------------------------------------------------- 方翔,陈志恒,彭小芳等 1277 
PO-1546 麻辛汤在豚鼠哮喘模型哮喘急性发作期的作用机理研究 -------------------------- 项珊,冯晓玲 1278 
PO-1547 全外显子测序在儿科遗传病诊断中的应用 -------------------------------- 许珊珊,连群,吴谨准等 1278 
PO-1548 miR-584-5p 靶向 PTEN 调控妊娠期糖尿病脐静脉内皮细胞线粒体功能的机制 
 研究 -------------------------------------------------------------------------------------------- 张澍,范雪娇 1279 
PO-1549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tages of histologic  chorioamnionitis and  
 stillbirth ------------------------------------------------------------ Bao Shan,Wu Tian,Tang Jun etc. 1279 
PO-1550 基于表达谱数据挖掘和计算机模拟的哮喘诊断生物标志物鉴定及其预测模型 
 构建 -------------------------------------------------------------------------------- 方芳,李毅平,李艳红等 1280 
PO-1551 Waist-to-Height Ratio Remains an Optimal and Easier Index for  
 Indicating Obesity-related Cardiovascular Risk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Jiang Yuan,Dou  Ya-lan,Zhang Yi etc. 1281 
PO-1552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自噬调控基因 TFEB 初步研究 ------------------- 吴建强,卢美萍,郭莉等 1281 
PO-1553 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基因 Kcnj6 条件敲除小鼠模型的建立 ----------- 蒋晓玲,肖芷兰,谭婷等 1282 
PO-1554 布拉氏酵母菌散剂在预防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中疗效及血清 IL-6 和 TNF-α水平的 
 影响  --------------------------------------------------------------------------- 汤卫红,王忠敏,王惠庭等 1283 
PO-1555 “互联网＋”背景下微信的应用对儿科门诊满意度的影响 -------------------- 陈任译,康冰瑶 1283 
PO-1556 严重手足口病危险因素的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 孙立波,陆国平 1284 
PO-1557 Serotype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of Group B streptococci isolated from infected  
 children in Shenzhen, China ------------- Zhang Jiaosheng,Dong Yimei,Wang Heping etc. 1284 
PO-1558 Targeted Sequencing Indentifies Novel GATA6 Mutations in a Large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Conotruncal Heart Defects  -------------- Zhang Erge,Hong Nanchao,Fu Qihua  etc. 1285 
PO-1559 基于目标序列捕获的高通量测序技术在先天性遗传代谢疾病诊断中 
 应用 ----------------------------------------------------------------------------------- 钱琰琰,陆炜,倪琪等 1286 
PO-1560 The influence of ultrafine particles exposure on asthma exacerbation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Li Qinyuan,Luo Zhengxiu 1286 
PO-1561 急性百草枯中毒外周血 CD4+T 细胞 ATF6、MBTP 及 WFS1 表达水平变化 商跃云,张慧 1287 
PO-1562 Monoclonal gammopathy associated membrano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 in a  
 Chinese boy with Klinefelter's syndrome ----------------- Yang Jing,Qiu Liru,Zhou Jianhua 1288 
PO-1563 中国囊性纤维化儿童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基因突变谱 -------- 蔡勇,陈德晖,刘文宽 1288 
PO-1564 智能贴签系统在我院 PIVAS 中的应用 --------------------------------------------- 朱桃莉,彭霄霞 1289 
PO-1565 人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 Leydig 样细胞的实验研究 --------------------------------- 侯艳萍,孙杰 1289 
PO-1566 儿童住院超 30 天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 吴金星,俞小萍,黄文剑等 1290 
PO-1567 2014 年-2016 年南昌地区 重症手足口病病例流行病学分析 --------- 林敏, 王爱红,韩菲等 1290 
PO-1568 临床护士危机公关意识的调查分析 ------------------------------------------------------------ 王建丽 1291 
PO-1569 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 杨雪,董湘玉,杨轶男 1291 
PO-1570 223 例 PICU 死亡病例分析 ---------------------------------------------------------- 张诺芳,吴鸿雁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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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71 他克莫司治疗 50 例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 张艳敏,封其华 1292 
PO-1572 染色体 5p13.2 区域小片段杂合缺失致德朗热综合征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 
 复习 -------------------------------------------------------------------------------- 王瑶,吴冰冰,周文浩等 1292 
PO-1573 23 例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分子遗传学分析 ------------------------ 彭小敏,吴冰冰,王慧君等 1293 
PO-1574 甘草甜素通过抑制癫痫幼鼠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减轻神经元损伤的 
 研究 ----------------------------------------------------------------------------- 王怀立,陈继红,禚志红等 1294 
PO-1575 儿童以惊厥发作为核心症状的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表面抗体综合征 10 例临床特征 
 分析 ----------------------------------------------------------------------------- 胡春辉,阮媛媛,马洁卉等 1294 
PO-1576 CDKL5 基因突变所致非特异性早发性癫痫脑病 4 例临床特征 
 分析 ----------------------------------------------------------------------------- 胡春辉,马洁卉,邓小龙等 1295 
PO-1577 An Atypical Case of Mitochondrial Acetoacetyl-CoA Thiolase  
 Deficiency ----------------------------------------------------------------- Hu Chunhui,Liu Zhi-Sheng 1295 
PO-1578 数学学习困难儿童认知矫正疗效与瑞文的相关性研究 -------------------- 吴婷,董选,沈惠娟等 1296 
PO-1579 小儿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 19 例临床分析  ------------------------------------------- 张翠,杨保国 1296 
PO-1580 晚婴型神经元腊样脂褐质沉积症患者的临床特点 ----------------------- 李花,欧阳梅,胡湘蜀等 1297 
PO-1581 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在慢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中诊断作用 -------- 孙瑞迪,付斌,江军 1298 
PO-1582 吡多醇依赖性癫痫两家系的临床相关研究 ----------------------------------- 欧阳梅,周青,李花等 1298 
PO-1583 腹腔注射 IL-4 或 IFN-γ调节癫痫发生过程中小胶质细胞表型的比例并改善匹鲁卡品诱导 
 癫痫模型的预后 -------------------------------------------------------------------- 李天乙,蒋莉,翟瑄等 1299 
PO-1584 RYR1 R4890Q/WT 小鼠骨骼肌中线粒体的改变及机制探讨 -------- 王天爽,刘洁玉,常杏芝 1299 
PO-1585 Alterations in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rats with epilepsy: Changes in LC3, P62,  
 Beclin-1 and Bcl-2 levels ------------------------------------ Li Qinrui,Han Ying,Du Junbao etc. 1300 
PO-1586 ASAH1 基因突变致脊髓性肌萎缩症伴进行性肌阵挛癫痫 1 例并文献 
 复习 ----------------------------------------------------------------------------------- 李慧,杨志仙,钱萍等 1300 
PO-1587 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外周血中免疫球蛋白、补体、淋巴细胞亚群的水平变化及 
 意义 ----------------------------------------------------------------------------- 郭向阳,王洁英,李宏艳等 1301 
PO-1588 Is it effective of topiramate for migraine prevention in patients less than 18 years of age?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Le Kai,Guo Yijing 1302 
PO-1589 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的疗效观察及对患儿血清中 S100B 蛋白含量 
 的影响 --------------------------------------------------------------------------------- 郭燕军    冯日昇 1302 
PO-1590 中国儿童癫痫患者用药依从性现状和影响因素的系统评价 -------------- 杨春松,俞丹,张伶俐 1303 
PO-1591 中国儿童癫痫患者用药依从性提高策略的系统评价 -------------------------------- 俞丹,杨春松 1303 
PO-1592 儿童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1 例报告 ------------------------- 郭志强,杨方,欧阳祖珍等 1304 
PO-1593 西罗莫司治疗儿童结节性硬化症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 刘莉,刘晓鸣,岳璇等 1304 
PO-1594 头皮脑电高频振荡在婴幼儿难治性癫痫中的定位价值 -------------- 高在芬,罗俊霞,胡万冬等 1305 
PO-1595 儿童眼睑肌阵挛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临床和脑电图特点 ------ 罗俊霞,高在芬, 陈叶红等 1305 
PO-1596 Aicardi-Goutières 综合征一例报道 ------------------------------------- 胡万冬,高在芬,罗俊霞等 1306 
PO-1597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预后因素分析：前瞻性队列研究 ------------------------------- 杨赛 1306 
PO-1598 88 例明确病原菌小儿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分析 --------------------------------------- 张佳,蒋莉 1307 
PO-1599 细菌性脑膜炎、病毒性脑炎患儿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9、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差异及 
 其临床价值探讨 ----------------------------------------------------------------- 孙裕平,马少春,蒋艳等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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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00 RNA 干扰调控 Lingo-1 表达对惊厥持续状态后未成熟脑和成熟脑海马髓鞘及轴突生长的 
 影响 ----------------------------------------------------------------------------------- 宋晓洁,蒋莉,何蓉等 1308 
PO-1601 伴和不伴头颅磁共振异常的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的对比 
 研究 ----------------------------------------------------------------------------------- 张建昭,杨健,郑萍等 1309 
PO-1602 盐酸法舒地尔对幼年 SD 大鼠惊厥持续状态所致脑损伤的影响 -------- 宋晓洁,蒋莉,何蓉等 1309 
PO-1603 1 例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观察与护理 ------------------------------------------------ 吴春丽 1310 
PO-1604 多药耐药基因与癫痫相关性研究新进展（综述） -------------------------- 殷小静,高丽,李岩等 1310 
PO-1605 神经元移行障碍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 齐晖,高丽,李岩等 1311 
PO-1606 儿童睡眠癫痫性电持续状治疗的 Mate 分析 ----------------------------------------- 车超,李保敏 1312 
PO-1607 针刺联合穴位注射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促醒作用的临床研究 ------------------ 王艳丽 1312 
PO-1608 儿童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影像学异常的一年随访研究 ----------------------------- 徐敏,汤继宏 1313 
PO-1609 进行性空泡脑白质病 4 例临床及遗传学分析并文献复习 ---------------- 任长红,方方,程华等 1313 
PO-1610 高龄孕产对子代认知功能及情绪的影响研究 -------------------------------------------- 韩慰,蒋莉 1314 
PO-1611 Menkes 病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冯隽,汤继宏,刘芳等 1314 
PO-1612 儿童烟雾病临床和影像学观察 ----------------------------------------------- 虞雄鹰,查剑,曾兴颖等 1315 
PO-1613 儿童假性肌肥大型肌营养不良基因型、临床表型及病理分析 ----- 虞雄鹰,易招师,杨文萍等 1315 
PO-1614 Npn-2 的研究进展 ----------------------------------------------------------------------- 杨光路,李彩霞 1315 
PO-1615 重症肌无力患儿 C3、 C4 影响因素的研究  -------------------------------------------------- 江志 1316 
PO-1616 The effect of miR-30d on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cultured astrocytes under  
 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 ----------------------- ZHAO FENGYAN,QU YI,LI SHIPING etc. 1316 
PO-1617 IBA57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所致脑白质病变一例并文献复习 ----------- 王金秋,阮毅燕,蒋春明 1317 
PO-1618 儿童支原体感染并发基底动脉尖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 王欣,郑华城 1317 
PO-1619 Dopa-responsive dystonia in Chinese Han patients: including one no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GCH1 gene -------------------- Yang Kunfang,Yin Rongrong,Lan Xiaoping etc. 1318 
PO-1620 A CHRNE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Causes Congenital Myasthenic  
 Syndrome  ----------------------------------- Yang Kunfang,Yin Rongrong,Cheng Hongyi etc. 1318 
PO-1621  Melatonin alleviates brain and peripheral tissue edema in a neonatal  
  rat model of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the involvement of  
  edema related proteins ---------------------------------------- Xu Lixiao,Ding Xing,Lv Yuan etc. 1319 
PO-1622 荜茇酰胺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中炎症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谭梦林,刘利群 1319 
PO-1623 荜茇酰胺抑制大肠杆菌穿过血脑屏障的初步机制研究 -------------------------- 谭梦林,刘利群 1320 
PO-1624 伴强直发作的 Dravet 综合征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魏春苗,夏桂枝,任榕娜 1320 
PO-1625 荜茇酰胺通过下调 NLRC5 的表达抑制大肠杆菌 K1 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的 
 侵袭 ----------------------------------------------------------------------------------------- 谭梦林,刘利群 1321 
PO-1626 Inhibition of neuroblastoma proliferation by PF-3758309, a small-molecule inhibitor that  
 targets p21-activated kinase 4 ----------------------------- Li Zhiheng,Li Xiaolu,Xu Lixiao etc. 1322 
PO-1627 Reduce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a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Product, Might Be a Novel Drug Candidate for Ischemic Stroke ---------------------- Li Mei 1322 
PO-1628 难治性癫痫婴幼儿肠道菌群的变化 -------------------------------------- 王文建,王和平,路新国等 1323 
PO-1629 MRI 成像评估不同受孕龄新生儿脑组织生长速率与成熟度分析 ------------- 王寿懿,赵东赤 1323 
PO-1630 早发型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缺陷致婴儿癫痫及脑积水 1 例并文献复习 ------- 谢艺,刘艳 1324 
PO-1631 大鼠脊髓胶状质神经元的形态学和电生理学特性的发育变化 -------- 彭斯聪,吴静,张达颖等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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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32 Kawasaki disease with Bilateral Facial nerve Palsy: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Chen Jialei,Hu Wenguang,Liu Ping etc. 1325 
PO-1633 Impact of Ketogenic Diet on Gut Microbiota Profiles in Infants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 Wang Wenjian,WANG  He-ping，,LIAO Jianxiang etc. 1326 
PO-1634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in Chengdu,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 Wang Fangfang,Wang Qiu,Luo Rong etc. 1326 
PO-1635 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 2 例诊治体会并文献复习 ------------------------------------------- 蒋伟明 1327 
PO-1636 母亲肥胖、超重与子代发生脑瘫、脑白质病的危险性的荟萃分析 ----- 肖东琼,屈艺,黄兰等 1327 
PO-1637 抗肌萎缩蛋白病的基因突变类型及骨骼肌病理改变与临床分型之间的 
 关系 ----------------------------------------------------------------------------------- 李文竹,张巍,袁云等 1328 
PO-1638 儿童发作性疾病的临床诊断思路 -------------------------------------------------- 高丽,齐晖,张君等 1328 
PO-1639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three Chinese patients with succinic  
 semialdehyd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 He Yingzhong, Yu Tingting, Liu  Li etc. 1329 
PO-1640 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对婴儿痉挛幼鼠脑组织具有保护作用 ----------------- 李肖,贾天明,张晓莉 1330 
PO-1641 口服大剂量甲基泼尼松龙治疗婴儿痉挛症患儿的疗效观察 -------------- 朱红敏,孙丹,陈雪等 1330 
PO-1642 酷似 Rasmussen 综合征的儿童复发性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 1 例并文献 
 复习 ----------------------------------------------------------------------------- 朱红敏,胡家胜,吴革菲等 1331 
PO-1643 PIGW 基因缺陷所致高磷酸酯酶伴智力低下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付丽娜,刘艳 1331 
PO-1644 小儿热性惊厥 129 例临床观察 ------------------------------------------- 丁冬胜,李 琳,邹敏书 等 1332 
PO-1645 Whole-exome sequencing identifies a novel de novo mutation in DYNC1H1 in epileptic 

encephalopathies ---------------------------------- Lin Zhongdong, Liu Zhenwei, Li Xiucui etc. 1332 
PO-1646 15 例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伴先天性眼球震颤儿童的临床及遗传学 
 分析 ----------------------------------------------------------------------------------- 高志杰,姜茜,陈倩等 1333 
PO-1647 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儿童睡眠中癫痫性电持续状态的临床研究 --------------------------- 羡一心 1333 
PO-1648 二代测序技术在婴幼儿难治性癫痫病因中的应用 -------------------------------- 刘晓军,张玉琴 1334 
PO-1649 大田原综合征的临床和遗传学特点 ------------------------------------------------------------ 何大可 1334 
PO-1650 76 例脓毒症脑病患儿的预后分析 ------------------------------------------ 刘金龙,靳有鹏,赵春等 1335 
PO-1651 中国癫痫患者药物基因组学研究现状的循证评价 -------------------------- 杨春松,张伶俐,俞丹 1335 
PO-1652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acrolimus inmyasthenia grav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Yang Chunsong,Yu Dan 1336 
PO-1653 癫痫对儿童患者学习、社交信心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 艾力克木 1336 
PO-1654 1 case of X-linked Hyper IgM Syndrome Presenting as suspicious intracranial  
 toxoplasmic infection ---------------------------------------- Zhou hui,Yu Dan,Wang Chuan etc. 1337 
PO-1655 单中心儿童肺炎链球菌脑膜炎的临床特点 ----------------------------------------- 吴湘涛,李树军 1338 
PO-1656 健康教育用于脑血管动脉瘤手术患者中的护理效果评价 --------------------------------- 刘京璐 1338 
PO-1657 伴发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的儿童吉兰-巴雷综合征谱系疾病 1 例 
 报告 -------------------------------------------------------------------------------- 于淑杰,王春雨,吴丹等 1338 
PO-1658 高压氧结合药物综合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 胡文静 1339 
PO-1659 利用 NGS/aCGH 技术检测 LAMA2 基因拷贝数变异及其断点分析 --- 葛琳,刘爱杰,丁娟等 1339 
PO-1660 负荷量托吡酯治疗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部分性发作 10 例分析 --- 张晓青,唐洪侠,孙素真等 1340 
PO-1661 Biomarkers of epilepsy: intensive review -------------------------- Ai Hamaidealafate,Yin Fei 1341 
PO-1662 儿童脑性耗盐综合征 5 例诊治体会及文献复习 ------------------------------- 陈明,黄少武,朱斌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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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63 MiRNAs and Epilepsy,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Review ------ Ai Hamaidealafate,Yin Fei 1342 
PO-1664 儿童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 15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邱甜,柴毅明 1342 
PO-1665  补体Ⅰ因子缺陷伴反复无菌性脑膜炎一例并文献学习 --------------- 冷明月,李梅,李听松等 1343 
PO-1666 难治性癫痫儿童的数学认知 ERP 研究 --------------------------------------- 陈娇,刘晓鸣,岳璇等 1343 
PO-1667  一个 PRRT2 突变但卡马西平治疗疗效不佳的癫痫家系报道  -------------------------- 沈珏 1344 
PO-1668 结节性硬化文献回顾及我科 4 年来 17 例病例讨论 ------------------------------------------- 花奕 1344 
PO-1669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syndrome (RESLE) in children with benign convulsions  
 associated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 (CwG) -------------------------------------------- Yu Yonglin 1345 
PO-1670 Dravet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遗传学分析 ----------------------------------------------------- 蒋铁甲 1345 
PO-1671 GLDC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致非酮性高甘氨酸血症家系临床和遗传学 
 分析 -------------------------------------------------------------------------------- 蒋铁甲,江晶晶,徐佳露 1346 
PO-1672 SCN1A 基因突变合并 SCL6A8 基因突变致 Dravet 综合征 1 例 ------ 蒋铁甲,花奕,徐佳露 1346 
PO-1673 The phosphodiesterase-4 inhibitor rolipram ameliorates cognitive  
  deficits and promotes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in prenatally infected  
  offspring ------------------------------------------------------- jiang peifang,Zhu Tao,Gu Weizhong 1347 
PO-1674 Somatic KRAS mutation in an infant with linear sebaceous nevus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lymphatic malformations ------------------- Jiang Lihua,Gao Feng,Mao Shanshan etc. 1347 
PO-1675 A case report of mild encephalitis/encephalopathy with a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MERS) associated with listeria monocytogenes -- xu jialu,Gao Feng,Yuan Zhefeng etc. 1348 
PO-1676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 13 例儿童难治性癫痫随访研究 --------------------- 周渊峰,王新华,赵瑞等 1348 
PO-1677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rather than neurocognitive abilities in newly diagnosed BECTs  
 with oxcarbazepine monotherapy treatment ------------------------------- 程大志,闫秀贤,陈倩 1349 
PO-1678 泼尼松龙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婴儿痉挛症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 张延红,欧阳颖 1349 
PO-1679 康复护理在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 付珊珊 1350 
PO-1680 24 h 动态脑电图和视频脑电图在儿童癫痫诊断中的效果比较 --------- 王勇,顾教伟,王大斌 1350 
PO-1681 综合康复疗法用于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临床观察 ----------------- 徐晓东,王大斌,赵峰等 1351 
PO-1682 左乙拉西坦治疗儿童癫痫 100 例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 刘俊华,王大斌,顾教伟等 1351 
PO-1683 儿童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后血液生化指标的变化及其意义 -------------------- 王曼丽,汤继宏 1352 
PO-1684 表现为弥漫性脑白质病变的 IBA57 基因突变 2 例 ------------------- 胡超平,郁莉斐,张林妹等 1352 
PO-1685 不明病因早发癫痫性痉挛的遗传学研究 -------------------------------------- 杨雪,潘岗,李文辉等 1353 
PO-1686 事件相关电位 P300、N400 认知功能检测技术在学龄前正常儿童中的 
 研究 ----------------------------------------------------------------------------------- 尹悦,朱晓涵,孙静等 1354 
PO-1687 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 32 例临床分析 ------------------------------------ 杨英伟,张旭辉 1354 
PO-1688 8 例 SCN1A 基因突变阳性的 Dravet 综合征临床电生理研究 --- 杨莉, 李玉芬,徐丽云等 1355 
PO-1689 Toll 样受体 4 及 Toll 样受体 2 在儿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时的变化及临床 
 意义 ----------------------------------------------------------------------------------------- 景晓伟,唐宇晖 1355 
PO-1690 色素失禁症伴 West Syndrome ----------------------------------------------------------------- 张玉琴 1356 
PO-1691 4H 综合征的临床与基因特征（附 1 例报告） ------------------------------------------------- 郭虎 1357 
PO-1692 以中枢神经系统病变起病的儿童红白血病 1 例 ----------------------------------------------- 郭虎 1357 
PO-1693 儿童化脓性脑膜炎后继发窦性心动过缓相关因素分析 ----------------------------- 冷洁,杨德华 1357 
PO-1694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基因分析 ----------------------- 王珺,王立文,杨健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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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95 同型半胱氨酸与儿童动脉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的 Meta 分析 -------------------- 罗意,洪思琦 1358 
PO-1696 2 例儿童急性坏死性脑病的护理体会 --------------------------------------------------------- 宛付芹 1359 
PO-1697 表现为右心扩大的 Emery-Dreinfuss 肌营养不良致病基因研究 ----- 宋丹羽,范燕彬,张仪等 1359 
PO-1698 雷帕霉素治疗 26 例儿童结节性硬化症合并癫痫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丁一峰,王佶,周水珍 1360 
PO-1699 血清 GDF-15 和 FGF-21 在儿童线粒体基因突变病例中筛查意义及与临床相关性的 
 研究 -------------------------------------------------------------------------------- 胡超平,李西华,赵蕾等 1360 
PO-1700 眼脑肾综合征 1 例 ------------------------------------------------------------------------- 刘蕾,胡文广 1361 
PO-1701 2 例不典型儿童交替性偏瘫临床表型及基因型分析 -------------------- 郁莉斐,胡超平,王佶等 1362 
PO-1702 生酮饮食对儿童伴睡眠中电持续状态癫痫的疗效分析 ----------------- 郁莉斐,张赟健,王艺等 1362 
PO-1703 Dynamin-1 基因新生突变导致婴儿痉挛症一例临床与视频脑电图分析及文献 
 复习 ----------------------------------------------------------------------------------------------- 李华,方方 1363 
PO-1704 拉莫三嗪对儿童的安全性评价 ------------------------------------------------------------------ 郭文玫 1363 
PO-1705 生酮饮食对不同遗传病因儿童难治性癫痫的疗效分析 -------------- 郁莉斐,张赟健,周水珍等 1363 
PO-1706 中国儿童癫痫持续状态多中心临床研究数据库的建立 -------------------- 王佶,窦亚兰,王艺等 1364 
PO-1707 Inhibition of Huwe1 Affect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under Rat Cortex Neuron  
 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 ---------------- He guoqian,Xu 文明,Zhu Yiping 1365 
PO-1708 32 例空洞性白质脑病儿童基因型及临床表型分析 ------------------------ 张捷,刘明,张仲斌等 1365 
PO-1709 5 例 LMNA 相关肌营养不良症患儿的临床特征、肌肉病理和基因分析赵蕾,李西华,胡超平等1366 
PO-1710 联合应用 MLPA 和基因测序技术检测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基因突变 
 分析 -------------------------------------------------------------------------------- 何展文,孟哲,周小琳等 1367 
PO-1711 Role of ghrelin in small intestinal motility following pediatr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mice -------------------------------------------------------------------------- Zan Jieyu 1367 
PO-1712 难治性癫痫患儿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脑组织存在 HMGB1-TLR4 炎症通路异常 
 激活 -------------------------------------------------------------------------------- 张仲斌,刘庆祝,王惠等 1368 
PO-1713 奥卡西平单药治疗对癫痫患者骨代谢影响的系统评价 -------------------- 黄琳,黄晓婧,符娜等 1369 
PO-1714 癫痫儿童临床特征及视频脑电图分析 ------------------------------------------------------------ 凌伟 1369 
PO-1715 缺血缺氧性脑病对新生儿外周血髓鞘碱性蛋白水平变化的 Meta 分析陈妮娜,李丽丽,倪宏 1370 
PO-1716 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与脑外伤关系的 Meta 分析 -------------------- 李亚超,李丽丽,倪宏 1370 
PO-1717 瘦素抑制线粒体自噬拮抗谷氨酸诱导的 HT22 细胞神经毒性损伤 -------------- 金美芳,倪宏 1371 
PO-1718 婴儿型和早期儿童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患者的自然病程和头颅影像学对比 
 研究 -------------------------------------------------------------------------------------- 周玲,吴晔,刘明等 1371 
PO-1719 长程视频脑电图用于评估新生儿惊厥预后的应用价值 -------------------------- 孔艳婷,周文浩 1372 
PO-1720 DMD 基因突变类型分析 --------------------------------------------------------- 王妍,王珺,王立文等 1372 
PO-1721 Recurrent meningitis in a boy with X-linked agammaglobulinaemia due to BTK gene  
 mutation ------------------------------------ Chen Wen-Xiong,Gao Yuan-Yuan,Yang Si-Da etc. 1373 
PO-1722 透明隔视神经发育不良 1 例临床分析 -------------------------------------------------------- 曹晓琴 1373 
PO-1723 起病 9 年后基因确诊的 C 型尼曼匹克病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黄丹萍,陈旭勤,李岩 1374 
PO-1724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syndrome in children ----------------------------- Chen Wen-Xiong 1375 
PO-1725 The Hot cross bun Sign in a Patient with  
 Encephalitis -------------------------------------------- Gan Yingyan,Liang Huici,Li Xiaojing etc. 1376 
PO-1726 UBA1 基因突变致 X-连锁脊髓性肌萎缩症一个家系 临床和遗传学 
 报道 ----------------------------------------------------------------------------------- 张林妹,杨雪,周水珍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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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27 儿童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度脑炎／脑病 25 例临床分析 --- 张珅,丁昌红,陶晓娟等 1377 
PO-1728 婴幼儿及年长儿脑梗塞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 陈小璐,夏斌,曲海波等 1377 
PO-1729 ATP7B Mutation Detection and Its Mechanism Analysis for One Case of Misdiagnosis  
 of Wilson's Disease -------------------------------------------- Liu Min,Chen Xuqin,Wan Bo etc. 1378 
PO-1730 托吡酯添加治疗慢性难治性 TS 患儿临床疗效观察 ----------------------- 殷小静,高丽,齐晖等 1379 
PO-1731 额叶起源的过度运动型癫痫 1 例报告并文献回顾 ------------------------- 殷小静,高丽,齐晖等 1379 
PO-1732 一例罕见婴儿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并文献复习 -------------------- 张琼香,陈旭勤,柏振江等 1380 
PO-1733 亚历山大病 1 例报道 ----------------------------------------------------------------------------- 武美艳 1380 
PO-1734 儿童持续性部分性癫痫 3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 田茂强,束晓梅,肖明晨等 1381 
PO-1735 儿童抗 NMDAR 脑炎 6 例临床分析 ---------------------------------------- 田茂强,束晓梅,吴妍桦 1381 
PO-1736 甲状旁腺功能低下为首发症状的 MELAS 患者 2 例 -------------------- 田茂强,束晓梅,谢新星 1382 
PO-1737 以可复性后循环脑病综合征起病的儿童结节性多动脉炎 1 例 ---------------- 田茂强,束晓梅 1382 
PO-1738 音乐疗法对部分性癫痫患儿脑电图影响的效果研究 -------------------------------- 弓高云,赵佳 1383 
PO-1739 白质消融性脑病基因突变分析 -------------------------------------------- 王春梅,杨坤芳,张元凤等 1383 
PO-1740 Inhibition of thymidylate synthase affects neural tube development in  
 mice --------------------------------------------------- wang xiuwei,Guan Zhen,Dong Yanting etc. 1384 
PO-1741 儿童药物难治性癫痫相关基因分析 -------------------------------------- 马爱华,孙文秀,高玉兴等 1384 
PO-1742 Alström 综合征的致病基因 ALMS1 突变的研究 ----------- 王春梅, Hongyi Chen,张元风等 1385 
PO-1743 Unusual brain images of a boy with adolescent cerebral X-linked adrenoleukodystrophy 

presenting with exhibitionism: A case report ---------------------------- 郑飞霞,林忠东,施旭来 1385 
PO-174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急性非特异性脊髓炎临床研究 ----------- 何展文,孟哲,刘祖霖等 1386 
PO-1745 神经内科护士一般自我效能感对护士压力的相关性分析 --------------------------------- 刘婷婷 1386 
PO-1746 心肌营养素 1 促进脐血间充质干细胞神经分化及 MAPK/ERK 和 PI3K/Akt 信号通路的 
 交互作用 ----------------------------------------------------------------------- 余小华,束晓梅,彭龙英等 1387 
PO-1747 ERKMAPK 信号通路在 CT-1 诱导 hUCB-MSCs 神经分化中调控 
 作用 ----------------------------------------------------------------------------- 郎长会,彭龙英,束晓梅等 1387 
PO-1748 CT-1 体外诱导脐血间充质干细胞神经分化作用 --------------------- 郎长会,彭龙英,余小华等 1388 
PO-1749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重症监护室发热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 1 例 ---- 陈小璐,蔡浅云,喻韬等 1388 
PO-1750 儿童癫痫网络随访平台的建设暨 201 例儿童 癫痫随访的回顾性分析 ----- 滕雪宝,袁宝强 1389 
PO-1751 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评估儿童脑运动功能区的研究 ---------------------------- 邓劼,方方 1390 
PO-1752 床旁视频脑电图监测及评估昏迷儿童预后的临床研究 ----------------------------- 高萱,陆国平 1390 
PO-1753 高通量检测技术对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分子诊断的研究 ----------------- 陆静,姚如恩,李牛等 1391 
PO-1754 误诊为病毒性脑炎后遗症的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1 例病例回顾并文献 
 复习 -------------------------------------------------------------------------------- 张增军,李尔珍,王珺等 1391 
PO-1755 家庭管理干预对 0-6 岁癫痫患儿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和躯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 谷利凤 1392 
PO-1756 不同剂量甲基强的松龙对重症手足口病危重症转化率及临床疗效的 
 影响 ----------------------------------------------------------------------------------- 马娜,朱凤莲,陈莉等 1392 
PO-1757 3%氯化钠液治疗危重型手足口病合并病毒性脑炎的 临床疗效观察 -- 张静,李园园,李玉萍 1393 
PO-1758 分析与探讨全面护理方式对小儿癫痫护理工作的影响 ------------------------------------ 梁韶婧 1393 
PO-1759 EHMT1 基因新发突变致 Kleefstra 综合征伴脊髓萎缩 1 例报道 - 申金凤,肖阳阳,刘玲娟等 1393 
PO-1760 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的高胰岛素血症临床特征 ----------------------- 曾兴颖,查剑,易招师等 1394 
PO-1761 丙戊酸钠单药治疗儿童癫痫疗效和安全性临床观察 --------------------------------------- 李立敏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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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62 利用二次打击惊厥模型探讨脑内神经损伤标记分子的表达及瘦素的干预作用谢圣明,倪宏 1395 
PO-1763 婴儿痉挛症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研究 ----------------------------------- 陈辉,钟建民,易招师等 1395 
PO-1764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缺乏可影响听觉神经系统中快速的突触 
 传递 ---------------------------------------------------------------- 许洁,Miae Jang,Eun Jung Kim 等 1396 
PO-1765 不同药物治疗伴中央-颞区棘波的儿童良性癫痫对比研究   ------------------------- 杨柳,高丽 1397 
PO-1766 重组人干扰素α1b 注射液对儿童病毒性脑炎细胞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 --- 张会敏,王秀霞 1397 
PO-1767 伴有 TTN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BMD１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虞雄鹰,查剑,易招师等 1398 
PO-1768 93 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临床和基因变异分析 --------------------- 贺影忠,王纪文,郁婷婷等 1398 
PO-1769 优质护理在小儿神经内科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 郭亚平 1399 
PO-1770 慢性疾病儿童的同胞关系初步研究 -------------------------------------- 李平甘,李栋方,何展文等 1399 
PO-1771 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的观察和护理 -------------------- 章毅,潘丽丽,王秀玲等 1400 
PO-1772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is a gatekeeper for learning and  
 memory --------------------------------------------------------------------------------------- Tang Yaping 1400 
PO-1773 A stable synaptic activity is critical for memory consolidation - Tang Yaping,Xiong Xiaoli 1401 
PO-1774 热性惊厥首发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 李思秀,胡文广,邓佳等 1401 
PO-1775 47 例惊厥伴胃肠道症状患儿的临床及脑电图特点 --------------------- 梁建民,张巍,王江涛等 1402 
PO-1776 应用汉化版 CGI-S 量表对 Rett 综合征的病情评估 --------------------- 卢倩,刘丽英,马淑芳等 1402 
PO-1777 癫痫性痉挛发作期脑电图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分析 -------------------- 梁建民,王江涛,张敏等 1402 
PO-1778 轻型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的临床特点研究 -------------------------- 陈银波,李春女,曲歌等 1403 
PO-1779 浅析优质护理用于小儿神经内科护理中的临床有效性 ------------------------------------ 黄新瑞 1404 
PO-1780 小儿急性偏瘫综合征 10 例临床分析 --------------------------------------- 龚萍,贺一薇,张先华等 1404 
PO-1781 探讨多种术式联合应用治疗小儿顽固性癫痫的护理措施 --------------------------------- 陈陆静 1404 
PO-1782 婴儿痉挛中失张力发作伴或不伴痉挛成分的临床及脑电图特征 ----------- 薛姣,钱萍,李慧等 1405 
PO-1783 丙种球蛋白联合托吡酯治疗早发性癫痫性脑病 1 例 -------------------------------------- 张艳格 1405 
PO-1784 神经精神疾病相关基因 gabrg3、nomo 敲除斑马鱼品系的构建及功能分析 ---- 李强,李斐 1406 
PO-1785 延续护理对癫痫患儿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赵素红,马彩霞,张博 1406 
PO-1786 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阳性的小儿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疾病临床和影像学 
 特点 -------------------------------------------------------------------------------------------- 陈黎,林素芳 1407 
PO-1787 A Homozygous PIGT Variant in A Chinese Boy: An Expansion of the Variant Spectrum of  
 Multiple Congenital Anomalies-Hypotonia Seizures Syndrome 3 ------ Yang li,Peng Jing 1408 
PO-1788 miR-96 attenuates status epilepticus-induced brain injury by directly targeting  
 Atg16L1 --------------------------------------------------------- Gan Jing,Qu Yi,Cai Qianyun  etc. 1409 
PO-1789 儿童难治性癫痫睡眠脑电图的临床研究 ------------------------------------------------------ 汤春辉 1410 
PO-1790 LncRNA sequencing and ceRNA network analysis of Neonatal Rats following status  
 epilepticus ---------------------------------------------------- Gan Jing,Qu Yi ,Zhao Fengyan etc. 1410 
PO-1791 儿童难治性癫痫睡眠脑电图的临床研究 -------------------------------------- 汤春辉,刘凯,杨丽琼 1411 
PO-1792 结节性硬化 1 例家系分析 ------------------------------------------------------- 潘楚雯,张蔚,张军等 1411 
PO-1793 量化脑电评价学习障碍儿童干预效果的研究 ----------------------------- 方旭忠,薛波,路俞群等 1412 
PO-1794 轮状病毒肠炎伴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2 例并文献复习 -------------------------------- 魏红玲 1412 
PO-1795 儿童后可复脑病综合征的早期预警与干预研究 -------------------------- 刘丽英,李慧,邹丽萍等 1413 
PO-1796 呈多部位持续性部分性癫痫的 Alpers-Huttenlocher 综合征 1 例 --- 王江涛,曲歌,张艳风等 1413 
PO-1797 早产儿神经发育学预后超早期判断指标的随访研究 ----------------- 尤玉慧,吕国卿,姜秀芳等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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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98 1 例类似于 Lennox-Gastaut 综合征多种发作形式的 SSPE --------- 梁建民,王江涛,张波等 1414 
PO-1799 24 例 Dravet 综合征患儿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的研究 ----------------------- 朱灿辉,陈晨,彭镜 1415 
PO-1800 脑电图及神经影像学在小儿热性惊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 徐娜,黄志 1415 
PO-1801 急性播散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析 1 例并文献复习 ---------------------------------- 曹禺,刘小红 1416 
PO-1802 甲泼尼龙在婴儿痉挛症大鼠中的疗效及其作用机制的初探 ----------------------- 申丽,贾天明 1416 
PO-1803 伊莱西胺添加治疗难治性癫痫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研究 ----------------------- 刘晓燕,王立文 1417 
PO-1804 SEPN1 突变致先天性肌营养不良伴早期脊柱强直的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 
 分析 ----------------------------------------------------------------------------- 范燕彬,许志飞,姜丽华等 1418 
PO-1805 以精神异常为首发症状的支原体脑炎病例报 1 例告 ---------------------------- 陈瑞芳,周信英 1418 
PO-1806 染色体核型和染色体基因芯片分析在 3 例不明原因发育迟缓患儿精准诊断中的 
 应用 -------------------------------------------------------------------------------- 石真,延会芳,冀浩然等 1419 
PO-1807 白色念珠菌脑膜炎 3 例 -------------------------------------------------------------------------- 陈施梦 1419 
PO-1808 小婴儿吉兰-巴雷综合征并发脑积水 ------------------------------------- 高玉兴,王学禹,马爱华等 1420 
PO-1809 0～6 岁癫痫患儿的家庭管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刘花艳 1420 
PO-1810 儿童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12 例临床特征分析 ------------------------ 李德华,马少春 1421 
PO-1811 伴小脑萎缩的智力运动发育迟缓患儿病因分析 -------------------------- 谢丽娜,王珺,王立文等 1421 
PO-1812 急性脊髓炎的临床特点及护理干预 --------------------------------------------------------------- 李戴 1422 
PO-1813 机器人辅助立体脑电精准定位大脑皮质发育不良 所致儿童难治性癫痫的 
 致痫灶 -------------------------------------------------------------------------------------- 刘长青,栾国明 1422 
PO-1814 66 例儿童 Leigh 综合征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 沈丹敏,方方,刘志梅等 1423 
PO-1815 3 例 SCN8A 突变的婴儿痉挛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 廖冬磊 1423 
PO-1816 17β-雌二醇对苯巴比妥导致的未成熟脑学习记忆损伤的保护作用 刘宇,葛利吉,黄绍平等 1424 
PO-1817 西安市 3 所小学 6-14 岁学龄期儿童抽动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及其行为问题 ------------- 孙飞 1424 
PO-1818 蒲金口服液对宫内感染/炎症致早产脑损伤大鼠脑组织 NgR、p75NTR 表达的 
 影响 -------------------------------------------------------------------------------------------- 马丙祥,张晰 1425 
PO-1819 NLR 和乳酸在鉴别儿童细菌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膜脑炎中的应用价值 ---- 倪秋英,刘心洁 1426 
PO-1820 儿童抗Ｎ-甲基-Ｄ-天冬氨酸受体脑炎合并畸胎瘤临床分析 ----------- 马明圣,吴戊辰,李卓等 1426 
PO-1821 1 例川崎病合并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微脑炎或脑病临床特征并文献 
 复习 ----------------------------------------------------------------------------------------- 陈明,朱斌,潘睿 1427 
PO-1822 先天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 1 例及其基因突变分析 ------------------- 张晓莉,王丽君,韩瑞等 1427 
PO-1823 不明原因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患儿已知基因的新生点变异研究 ----- 高志杰,姜茜,陈晓丽等 1428 
PO-1824 HSPG2 基因新突变致 Schwartz—Jampel syndrome I 型 1 例病例报道刘通,刘玲娟,里健等1429 
PO-1825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临床疗效分析韩金芬,王家勤,李天超等 1429 
PO-1826 河豚毒素诱导婴儿痉挛大鼠模型的建立及 IL-1β、IL-6 在其海马的表达 
 研究 ----------------------------------------------------------------------------------- 谭明贤,李波,胡海艳 1430 
PO-1827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婴儿痉挛的近期疗效观察及相关因素分析张元凤,陈育才,陆燕芬等 1430 
PO-1828 The study of Ephrin-A5 expression in the developing brain in a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rat model ------------------------------------------------------------------- Song Honghua,Wu Youjia 1431 
PO-1829 急性白血病儿童脑电图分析 -------------------------------------------------- 里健,熊佳佳,罗海燕等 1431 
PO-1830 Molecular Imaging of Pediatric Cerebellar Tumors Using Endogenous Protein-based  
 Amide Proton Transfer MR Imaging at 3 TeslaZhang Hong,Tang  Xiaolu,Kang Huiying etc.1432 
PO-1831 SMAD4 基因突变致 Myhre syndrome 合并烟雾病 1 例报道 ----------- 郑静,刘玲娟,熊洁等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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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32 影响新生儿惊厥预后的高危因素分析 ----------------------------------------- 刘宇,孙娜,黄绍平等 1433 
PO-1833 心理干预在脑瘫儿童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 张启飞,王大斌 1433 
PO-1834 ALTERED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ORGANIZATION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RS-MRI IN CHILDREN WITH TYPE 1 GAUCHER DISEASE  
 DURING THERAPY ----------------------------------- Hu Di,Shengpei Wang,Miao Zhang etc. 1434 
PO-1835 儿童脊髓性肌萎缩症的临床特征分析 ----------------------------------------------------- 霍亮,王华 1435 
PO-1836 抗癫痫药物对癫痫患儿骨代谢影响的动态研究 ----------------------------------- 王倩,霍亮,王华 1435 
PO-1837 儿童胼胝体损伤的临床特征及 MRI 动态变化研究 ---------------------------------- 于航,刘雪雁 1436 
PO-1838 基于儿童癫痫的当前研究热点分析 -------------------------------------------------- 霍亮,崔雷,王华 1436 
PO-1839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with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reveals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in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 Li Wenfeng, Wen Hongwei, Peng Yun etc. 1437 
PO-1840 3.0T 磁共振多体素氢谱在无形态学改变的儿童颞叶癫痫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 朱凯,张晓凡 1438 
PO-1841 3.0T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联合波谱成像对儿童孤独症的研究价值 ----------------------- 朱凯 1438 
PO-1842 小儿遗传性周围神经病临床、电生理和遗传性特征初探 ----------- 施亿贇,胡超平,周水珍等 1439 
PO-1843 基于系统生物学研究发现 Atg7 受体激动剂作为治疗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潜在靶向 
 药物 -------------------------------------------------------------------------------------------- 鲁瑞丰,王华 1439 
PO-1844 20 例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的临床特点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王均林,李玉芬 1439 
PO-1845 首次治疗儿童失神癫痫长期预后的评估 ----------------------------------------------- 王晓雨,陈静 1440 
PO-1846 GAMT 基因突变导致肌酸缺乏综合征 3 例 ---------------------------------------------- 杨蕾,方方 1441 
PO-1847 早发癫痫性脑病的基因型研究进展 -------------------------------------------- 阮媛媛,刘智胜,孙丹 1441 
PO-1848 视频脑电图诊断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分析 ----------------------- 郭武玲,杨欣伟,刘瑶 1441 
PO-1849 新生儿惊厥 202 例数字视频脑电图分析 ---------------------------------- 温秀芳,马秀伟,封志纯 1442 
PO-1850 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 25 例临床观察 ------------------------------------------ 陈建,马丽,王云等 1442 
PO-1851 Angelman 综合征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高帅,齐晖,张家洁 1443 
PO-1852 颅内感染患儿视频脑电图的临床诊断分析 --------------------------------------------------- 贺一薇 1443 
PO-1853 复发性细菌性脑膜（脑）炎患儿临床特征分析 ----------------------- 陈文雄,高媛媛,李小晶等 1444 
PO-1854 儿童慢性肾脏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临床特征及关系探讨 ----- 孙佳鹏,肖慧捷,丁洁等 1444 
PO-1855 HLA 配型对儿童肾移植长期预后影响的 Meta 分析 ----------------------- 石鑫淼,钟旭辉,丁洁 1445 
PO-1856 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临床初步研究 -------- 郝志宏,于生友,何绍平等 1446 
PO-1857 儿童 IgA 肾病 112 例临床与病理分析 ---------------------------------- 朱亚菊,龚莹靓,李玉峰等 1446 
PO-1858 狼疮性肾炎患儿血清 BAFF 水平与临床病理及复发的研究 ------------- 阮静维,杨帆,邓泂等 1446 
PO-1859 儿童原发性非单症状型夜遗尿症 86 例临床特征及随访分析 ------ 刘玉玲,潘晓芬,罗旭峰等 1447 
PO-1860 醋酸去氨加压素联合唤醒训练治疗儿童夜遗尿的疗效分析 ----------- 梁芳芳,郭建群,黄瑛等 1448 
PO-1861 22 例儿童特发性膜性肾病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治疗转归 --------------- 郭海艳,孙书珍,李倩等 1448 
PO-1862 过敏性紫癜患儿血 CD89 及尿 CD89、TG2 的检测及意义 ------- 朱奇凡,叶晓华,林洪洲等 1449 
PO-1863 儿童移植肾穿刺病理特征分析 ----------------------------------------------- 陈徐涛,刘龙山,傅茜等 1449 
PO-1864 Early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excretion in critically ill neonatesLi Yanhong,Sun Yunqing 1450 
PO-1865 Long Non-Coding 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 the Kidneys of Male, Low Birth Weight  
 Rats Exposed to Maternal Protein Restriction at Postnatal Day 1 and  
 Day 10 ------------------------------------------------------------------------ Li Yanhong,Sun Yunqing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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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66 维甲酸受体α通过 ROS-坏死性凋亡途径参与缺氧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 
 损伤 -------------------------------------------------------------------------------- 蒋玲,陈秀萍,覃远汉等 1451 
PO-1867 c-Jun 氨基末端蛋白激酶在缺氧性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中的表达及 
 作用 ----------------------------------------------------------------------------- 江星伯,雷凤英,陈秀萍等 1452 
PO-1868 Prohibitin 在系膜细胞损伤中的表达及作用 ------------------------------ 宋坤岭,蒋玲,雷凤英等 1453 
PO-1869 7 例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死亡原因分析 ----------------------------- 周志强,陈秀萍,李铭芳等 1453 
PO-1870 大剂量 CTX 冲击治疗儿童难治性肾病 100 例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分析 ----------------------------------------------------------------------------- 苏海霞,雷凤英,周志强等 1454 
PO-1871 他克莫司对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患儿 MDR1 及其 P-gp170 表达的影响及 
 意义 ----------------------------------------------------------------------------------------- 杨金露,封其华 1454 
PO-1872 延续性护理对慢性肾衰竭行家庭腹膜透析患儿家庭照顾者照顾负荷的 
 影响 ----------------------------------------------------------------------------------------- 张晓乐,叶天惠 1455 
PO-1873 膀胱排泄性尿路超声造影在儿童膀胱输尿管返流诊断的应用 ----------- 仇丽茹,张伟,周建华 1455 
PO-1874 决策树在儿童激素耐药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免疫抑制剂选择中的 
 应用 ----------------------------------------------------------------------------------- 保睿,陈朝英,夏华等 1456 
PO-1875 以双下肢肌痛为主诉的儿童膀胱结石一例 -------------------------------------------- 李弢,莫科媛 1457 
PO-1876 儿童过敏性紫癜肾损害高危因素分析 -------------------------------------------- 李弢,张欣,陈卫萍 1458 
PO-1877 儿童住院患者急性肾损伤的发病情况 -------------------------------------- 耿海云,陈朝英,涂娟等 1458 
PO-1878 伴肾小管间质损害的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病理及预后分析 -------- 胡云霞,胡小涵,张玉桦等 1459 
PO-1879 病理分级 III 级及以上紫癜性肾炎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 冯丹 1459 
PO-1880 RGC-32 敲除后肾脏蛋白表达差异性分析 --------------------------------------------------- 胡玉杰 1460 
PO-1881 血浆置换联合激素治疗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 李广波 1460 
PO-1882 ILEI 在 TGF-β诱导的人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赵兴,姜红 1461 
PO-1883 以浮肿、尿少起病肝豆状核变性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赵秉刚,李青梅,刘妍秀等 1461 
PO-1884 六例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的临床与病理分析并文献复习 ----------- 赵凯姝,王丽丽,李青梅等 1462 
PO-1885 RNA 干扰 IL-17 基因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Th17/Treg 细胞平衡及足细胞的 
 影响 1 -------------------------------------------------------------------------------------- 吴玉辉,邵晓珊 1462 
PO-1886 49 例肾单位肾痨患儿基因检测及分析 --------------------------------- 林宏容,岳智慧,陈华木等 1463 
PO-1887 全外显子组测序诊断 5 例肾单位肾痨的基因突变及临床分析 ---------- 汤小山,徐虹,沈茜等 1463 
PO-1888 RSV 通过 TLR2 信号通路致大鼠肾损伤 ----------------------------------------------------- 翟松会 1464 
PO-1889 儿童急性肾损伤 70 例临床分析 ------------------------------------------------------ 李运璧,朱小石 1465 
PO-1890 单中心儿童纤毛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型分析 -------------------------------------- 仇丽茹,周建华 1465 
PO-1891 儿童慢性肾脏病计算机辅助个体化评估及远程医疗干预 -------------------------- 姜丽娜,崔红 1466 
PO-1892 Angptl3 deletion is a therapeutic method to ameliorate  
 glomerulosclerosis by attenuating podocyte loss in mice  
 with Adriamycin nephropathy -------------------------- DAI Rufeng,LIU Haimei,RAO Jia etc. 1466 
PO-1893 儿肾超说明书用药循证评价 -------------------------------------------------- 李欣然,周双,陈超阳等 1467 
PO-1894 小儿急性肾功能衰竭中血液透析的护理 ----------------------------------- 饶蔚,陈文健,胡娇娇等 1467 
PO-1895 肾小球毛细血管内增生对儿童紫癜性肾炎大量蛋白尿形成的影响黄岩杰,杨晓青,张龙真等 1468 
PO-1896 醛固酮下调 HEK 293 细胞及非洲爪蟾卵母细胞上 UT-B 蛋白表达及生物学 
 活性 --------------------------------------------------------------------------- 陈敏广,胡云霞,杨建环 等 1468 
PO-1897 促红细胞生成素对低出生体重大鼠肾脏足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 -- 陆春久,李艳红,李晓忠等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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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98 上海市中小学生尿液筛查网络化建设的初探 -------------------------------- 龚一女,徐虹,沈茜等 1469 
PO-1899 抗 Angptl3-CCD 抗体对小鼠阿霉素肾病的治疗作用 --------------------- 韩新利,徐虹,沈茜等 1470 
PO-1900 基因诊断 3 例儿童原发性远端肾小管酸中毒 ---------------------------- 刘娇娇,沈茜,李国民等 1471 
PO-1901 11 例 WT1 基因突变导致儿童肾病综合征的基因型与表型相关分析 ----- 饶佳,徐虹,沈茜等 1471 
PO-1902 儿童 IgA 肾病与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和病理对比研究 ----------------------------- 崔逸芸,丁桂霞 1472 
PO-1903 呼吸道合胞病毒大鼠肾病模型病毒持续存在与 TREML4/TLR7 信号通路过度 
 活化 ----------------------------------------------------------------------------------------------- 黎书,王峥 1472 
PO-1904 NGAL 在毒胡萝卜素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内质网应激的变化 ----------- 付晓鸥,侯玲,杜悦 1473 
PO-1905 胱氨酸贮积症一例 ----------------------------------------------------------------- 凌晨,刘小荣,陈植等 1473 
PO-1906 儿童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 31 例次临床分析 --------------------------------------- 秦芳,吴玉斌 1474 
PO-1907 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参与抵抗糖皮质激素的修复作用 ----------- 彭朝阳,李伟,项文清等 1474 
PO-1908 儿童神经源性膀胱排尿管理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运作模式探讨 ------------------------ 易永红 1475 
PO-1909 儿童血液净化模式选择-附 306 例分析 --------------------------------------- 徐媛,董扬,徐达良等 1476 
PO-1910 成都市 6615 例中小学儿童尿液筛查分析及随访分析  ---------------- 王莉,冯仕品,胡大伟等 1476 
PO-1911 低分子右旋糖酐诱发肾病综合征急性肾损伤一例临床和病理特征 
 分析 -------------------------------------------------------------------------------- 白海涛,陈雁,连珠兰等 1477 
PO-1912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与幽门螺杆菌感染、C 反应蛋白的相关性研究  ------ 邱文娜,窦志艳 1477 
PO-1913 他克莫司与环孢素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疗效的 Meta 分析 -------------------- 文敏,党西强 1478 
PO-1914 肾小管间质性肾炎葡萄膜炎综合征 ----------------------------------------------------- 李欢,刘小荣 1478 
PO-1915 儿童紫癜性肾炎患者临床分型、病理特征和病原菌感染的相关性临床 
 分析 --------------------------------------------------------------------------------- 吴晴, 赵丽萍,姜新宇 1479 
PO-1916 血液净化治疗儿童急性中毒 115 例报告 ------------------------------------- 彭寅,徐达良,董扬等 1480 
PO-1917 婴幼儿超说明书应用普萘洛尔的循证评价 -------------------------------------- 周双,李敏,杨婷等 1480 
PO-1918 外周血无创总血红蛋白测定在肾脏病患儿中的应用观察 ----------- 刘晓宇,杨晓庆,肖慧捷等 1481 
PO-1919 LAMB2 基因新的纯合子截短突变导致严重类型维吾尔族 Pierson 综合征一例及 
 文献复习 ---------------------------------------------------------------- 米热古丽.买买提,朱洪涛,曹晨 1482 
PO-1920 Genetic anomalies and atypical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 in children:five case repor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 Wu Xue,Wang Mo 1482 
PO-1921 血清 NT-proBNP 在儿童原发性夜遗尿发病中探讨 ------------------------------ 龚红蕾,赵建美 1483 
PO-1922 肾病综合征患儿激素相关性高眼压症临床分析 ----------------------------- 何雪,金艳艳,王晶晶 1483 
PO-1923 狼疮性肾炎患儿血清总 IgE 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 余玲 1484 
PO-1924 原发性 IgA 肾病患儿急性肾损伤的临床分析 ----------------------------- 黄国萍,冯春月,刘飞等 1484 
PO-1925 microRNA-21 在 Alport 综合征病人肾脏中的表达研究 --------------- 郭冀帆,丁洁,刘世广等 1484 
PO-1926 线粒体动力相关蛋白 Drp1 高表达参与蛋白尿的发生且致足细胞 
 凋亡 -------------------------------------------------------------------------------- 魏骐骄,管娜,刘晓雅等 1485 
PO-1927 抗核小体抗体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判断中的作用 ----------------- 徐锦,傅睿,郑卫民等 1486 
PO-1928 家庭护理干预在儿童原发性遗尿症中的应用 ------------------------------------------------ 李金玲 1486 
PO-1929 线粒体内质网结构偶联钙调控紊乱致足细胞损伤机制 -------------------------------- 许晗,管娜 1487 
PO-1930 肾脏疾病患儿伴急性肾损伤 51 例临床分析 ------------------------------ 徐海霞,邵晓珊,李宇红 1488 
PO-1931 皮肤组织和肾组织Ⅳ型胶原α5 链染色诊断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的对比 
 分析 ----------------------------------------------------------------------------------- 张琰琴,丁洁,王芳等 1488 
PO-1932 儿童 IgA 肾病合并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一例 -------------------------------- 孙爽爽,应道静 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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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33 儿童 IgA 肾病合并银屑病 1 例 ------------------------------------------------------- 孙爽爽,应道静 1490 
PO-1934 455 例婴幼儿泌尿道感染临床特点及药敏分析 ----------------------- 潘晓芬,刘玉玲,李小琳等 1490 
PO-1935 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患儿血清 IL-10、IL-21 及 TGF-β1 的水平及 
 意义 ----------------------------------------------------------------------------------- 梁丽俊,庞楚月,张一 1491 
PO-1936 伴新月体形成儿童 IgA 肾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分析 --------------------------------- 许瑞英 1492 
PO-1937 mirRNA-30a 与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 芮淑敏 1492 
PO-1938 儿童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36 例临床分析 ------------------------------------------------------- 张沛 1493 
PO-1939 17 例儿童特发性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 高春林 1493 
PO-1940 单中心儿童 Alport 综合征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特点分析 ------------------- 钟诚,王墨,时吉胜等 1493 
PO-1941 Leydig 细胞来源 EVs 传递细胞因子促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化 ------------------ 邢晓宇,孙杰 1494 
PO-1942 外泌体 miR-193a 在 FSGS 病变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初探 ------------- 张瑜,王丽霞,黄志宾等 1495 
PO-1943  儿童 C3 肾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 王春燕,李艳君,沈茜等 1496 
PO-1944 31 例儿童原发性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临床病理及预后 --------- 张慧超,孙百超,赵凯姝等 1496 
PO-1945 650 例儿童血浆置换不良反应分析 ----------------------------------------- 卢婧,陶于洪,孙小妹等 1497 
PO-1946 免疫抑制剂治疗激素耐药性肾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 系统评价和网状 Meta 
 分析 ----------------------------------------------------------------------------- 李少军,阳海平,谭利平等 1497 
PO-1947 先天性小儿尿道下裂 128 例手术体会 ------------------------------------- 郭丙涛,张立华,黄岩等 1498 
PO-1948 比较不同公式估算 CKD 患儿肾小球滤过率的适用性 ------------------------ 张欣,沈茜,徐虹等 1498 
PO-1949 补体 C3a-C3aR 通路异常活化可致儿童肾病综合征 Th17/Treg 失衡 
 加剧 ----------------------------------------------------------------------------- 闫俊丽,李圆圆,杨宝辉等 1499 
PO-1950 CD28/B7-1-pSRC 介导加重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机制研究 ---------- 陈婉冰,阳海平,王墨等 1499 
PO-1951 AG490 抑制 JAK-STAT 信号通路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Th17/Treg 细胞及蛋白尿的 
 影响 ----------------------------------------------------------------------------------------- 吴玉辉,邵晓珊 1500 
PO-1952 小儿泌尿道感染中医治疗文献计量学分析 -------------------------------------- 李冰,杨濛,丁樱等 1500 
PO-1953 microRNA-709 负性调控线粒体功能参与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及其机制 
 研究 -------------------------------------------------------------------------------------- 郭燕,白咪,陈爽等 1501 
PO-1954 儿童肾脏疾病生物样本库信息化建设和应用 -------------------------------- 孙蕾,匡新宇,周倩等 1501 
PO-1955 应用肾实质容积比率诊断肾积水患儿早期肾损伤 -------------------------- 樊丽容,沈颖,付倩等 1502 
PO-1956 毛发-鼻-指(趾)综合征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 1 例并文献复习 --------- 刘翠华,李玉柳,魏磊等 1503 
PO-1957 郑州市 4000 名 5－12 岁儿童夜遗尿患病率及疗效分析 ----------- 曹广海,刘翠华,厉洪江等 1503 
PO-1958 槐杞黄颗粒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ClC-5 的影响 ------------------------------------- 张书琳,崔岚巍 1504 
PO-1959 单中心 25 年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感染合并症回顾性初步分析 ------ 管娜,丁洁,杨霁云等 1505 
PO-1960 补体旁路途径活化异常相关肾脏疾病临床病理及预后研究 -------------- 徐可,肖慧捷,丁洁等 1505 
PO-1961 品管圈对降低儿童腹膜透析相关感染率中的应用 ---------------------------------------- zhanglei 1506 
PO-1962 13 例儿童慢性肾衰竭临床特点及生存质量分析 --------------------- 周蔚然,刘雪梅,董琳琳等 1506 
PO-1963 56 例儿童狼疮性肾炎的临床和病理分析 ------------------------------------ 秦黎,李平,贺柄森等 1507 
PO-1964 儿童 Bartter 综合征 26 例病例分析 ------------------------------------------- 邓悟,杨洁,孙小妹等 1507 
PO-1965 儿童肾动脉狭窄临床特点及诊治分析 ----------------------------------------- 杨静,仇丽茹,周建华 1508 
PO-1966 儿童 CKD 并发类固醇肌病 4 例报道 ------------------------------------ 苏白鸽,崔洁媛,肖慧捷等 1508 
PO-1967 PATTERN AND SIGNIFICANCE OF ASYMPTOMATIC  
 ELEVATION OF LIVER ENZYMES IN MYCOPLASMA  
 PNEUMONIA IN CHILDREN ------------------------------------ Jujaray Deepti,Liu Zheng Juan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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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68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血便的危险因素分析 ----------------------------------- 张天鹤,孙梅,滕旭等 1510 
PO-1969 2000 年-2014 年儿童炎性肠病 184 例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 官德秀,于飞鸿,王国丽等 1510 
PO-1970 青少年炎症性肠病合并生长激素缺乏四例 -------------------------------- 罗优优,黄轲,楼金玕等 1511 
PO-1971 炎症性肠病与艰难梭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 申晓婷,罗优优,陈洁 1511 
PO-1972 儿童 CYP2C19 基因代谢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 于飞鸿,徐樨巍,郭景等 1512 
PO-1973 纽扣电池所致儿童食管损伤的临床特征及治疗 ----------------------- 卢华君,林小春,李小莉等 1513 
PO-1974 36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临床特征及随访研究  -------------------------- 王国丽,赵春娜,周锦等 1513 
PO-1975 降钙素原与 C-反应蛋白联合评分系统对儿童细菌性腹泻的诊断价值 - 吴蔚,万宏,段亚群等 1514 
PO-1976 间接法与楔入法门静脉造影在儿童肝前性门脉高压症的应用价值 -- 刘珍银,蒋贻洲,申刚等 1514 
PO-1977 小儿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21 例临床诊治分析 ------------------------------------------- 叶珊 1515 
PO-1978 以腹型为首发表现的儿童过敏性紫癜临床分析 -------------------------------- 陈思迁,吴捷,孙梅 1515 
PO-1979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小鼠胃黏膜肥大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变化研究 -------- 杨辉,钱淑怡,金玉等 1516 
PO-1980 儿童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胃黏膜血管活性肠肽及其受体表达的变化 ----- 钱淑怡,杨辉,金玉等 1516 
PO-1981 粪肠菌群及其相关代谢物在过敏性紫癜患儿肠道中的变化和意义 -- 胡红卫,段江,熊晶晶等 1517 
PO-1982 47 例儿童小肠淋巴管扩张症临床分析及随访 ------------------------------ 郭姝,宋琳,官德秀等 1518 
PO-1983  小肠磁共振造影在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和随访中的价值 ------------------ 王慧,许玲芬,孙梅 1518 
PO-1984 糖皮质激素治疗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疗效与安全性分析 -------------------- 马雪梅,许玲芬 1519 
PO-1985 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小儿贲门失弛缓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 杨露,徐俊杰, 魏绪霞等 1520 
PO-1986 1334 例儿童上消化道异物内镜下诊治回顾性分析 --------------------- 周立群,赵泓,彭克荣等 1520 
PO-1987 急性中重型及重型胰腺炎患儿肠内营养的临床研究 -------------------------------- 苗旭丹,孙梅 1521 
PO-1988 X-连锁淋巴细胞异常增生症 2 型继发胆汁淤积性肝病合并再生障碍性贫血一例并文献 
 复习 ----------------------------------------------------------------------------------- 周方,李小芹,周方等 1521 
PO-1989 过敏性紫癜患儿肠道菌群结构及多样性研究 -------------------------------- 陈鹏德,林燕,杨洁等 1522 
PO-1990 低聚糖体外发酵模型在儿童感染性腹泻中的应用研究 ----------------- 吴婷婷,武庆斌,金忠芹 1522 
PO-1991 1257 例儿童消化道异物病例分析 ------------------------------------------------------ 任路,耿岚岚 1523 
PO-1992 Study of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citicoline in neonatal rats wi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 Li Xiaobing, Lai Pan Jian,Bao Yunguang etc. 1523 
PO-1993 经皮内镜胃造瘘术在严重喂养障碍患儿中的应用 --------------------- 楼金玕,赵泓, 余金丹等 1524 
PO-1994 儿童急性胰腺炎 109 例临床特征和诊治分析 ------------------------- 余金丹,楼金玕,罗优优等 1524 
PO-1995 The cause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utcome of 88 cases of 1 to 3 months old baby with 
pathological jaundice ------------------------------------------------------------------------- Yang Jing, XIE Xiaoli 1525 
PO-1996 应用全外显子组测序寻找二个表型不一致的胆道闭锁双胎患儿致病 
 基因 ----------------------------------------------------------------------------------- 付捷,梁鉴坤,刘斌等 1526 
PO-1997 拉氏酵母菌对极低出生体重儿喂养不耐受及 NEC 的影响研究 ------------------ 汪霞,赵东赤 1527 
PO-1998 瞬时弹性成像技术儿童肝硬度正常值测定 ----------------------------- 曾凡森,杨峰霞,谭丽梅等 1527 
PO-1999 Entecavir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Zhang Fen,Xu Yi,Fang 
ChunXiao etc. -------------------------------------------------------------------------------------------------------- 1528 
PO-2000 22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患者护理 --------- 徐晓凤,余卓文,苗士建等 1528 
PO-2001 2014-2015 年某市轮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 张顺先,耿岚岚 1528 
PO-2002 儿童环咽肌失弛缓症病例报道 3 例 ----------------------------------------------------------- 梁德锋 1529 
PO-2003 70 例儿童结肠息肉的分析 ------------------------------------------------------------------------- 谢静 1529 
PO-2004 混合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 王洪丽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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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05 黑斑息肉综合征患儿临床资料分析 ------------------------------------------------------------ 王洪丽 1530 
PO-2006 粪菌移植治疗儿童难治性功能性便秘四例 -------------------------------------------- 邹标,舒赛男 1530 
PO-2007 Mutation analyses and prenatal diagnosis in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ith interleukin 10 signaling deficiency -------------- Huang Zhiheng,Huang Ying 1531 
PO-2008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successful endoscopic 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 Lu Junping,Huang Ying 1531 
PO-2009 Phenotype and management of infantile-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Experience  
 from a Tertiary Care Center in China ------------------------------------- Ye Ziqing,Huang Ying 1532 
PO-2010 Children with cyclic vomiting syndrome: clinical features, disease burden and  
 association with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 Ye Ziqing,Huang Ying 1533 
PO-2011 Phenotypic Characterization in children with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s  ------------------------------------------------------------ Ye Ziqing,Huang Ying 1533 
PO-2012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Children in Shanghai,  
 China. ---------------------------------------------------------------------- Wang Yuhuan,Huang Ying 1534 
PO-2013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in Children with Achalasia: a Relatively Long-term  
 Single-center Study ------------------------------------------------------- Miao Shijian,Huang Ying 1534 
PO-2014 A gain-of-function SYK mutation in a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 --------------------------------------------------------------------------- Wang Lin,Huang Ying 1535 
PO-2015 小儿误吞多枚“磁力珠”内镜下治疗 2 例分析 ------------------------------------- 唐子斐,黄瑛 1536 
PO-2016 儿童胃镜适应证调查研究 ----------------------------------------------------------------- 王胜楠,黄瑛 1536 
PO-2017 HLA-I 类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克罗恩病相关性的研究 -------------------------------- 夏海娇,黄瑛 1537 
PO-2018 原发性胃肠道恶性淋巴瘤 4 例分析 ----------------------------------------------------------- 黄开宇 1537 
PO-2019 儿童无痛胃镜 21688 例临床分析 ---------------------------------------------------- 苏娜娜,李中跃 1538 
PO-2020 Bristol 粪便性状评估表在儿童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的应用研究 - 余卓文,顾莺,黄瑛等 1538 
PO-2021 经肛管保留灌肠与经内镜肠道置管术行全结肠灌肠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的疗效 
 对比 -------------------------------------------------------------------------------- 方莹,任晓侠,杨洪彬等 1539 
PO-2022 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术治疗儿童食管狭窄的疗效观察 -------------------- 方莹,任晓侠,杨洪彬等 1539 
PO-2023 内镜下纵切横缝术治疗胃窦巨大溃疡后瘢痕性狭窄的远期疗效观察方莹,杨洪彬,任晓侠等 1540 
PO-2024 胰管支架置入术治疗胰腺分裂症一例 ----------------------------------- 高天娇,葛库库,祁海峰等 1540 
PO-2025 Baf180 在儿童肠道炎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韩亚楠,杨洪彬,高天娇等 1541 
PO-2026 慢性腹泻病的临床分析及诊疗策略探讨 -------------------------------- 韩亚楠,杨洪彬,任晓侠等 1541 
PO-2027 525 例小儿腹痛的胃镜检查分析 ----------------------------------------- 任晓侠,杨洪彬,韩亚楠等 1542 
PO-2028 小儿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10 例临床分析 --------------------------------- 任晓侠,杨洪彬,葛库库等 1542 
PO-2029 小儿先天性结肠狭窄伴结肠异物 1 例报道及文献回顾 ------------------- 任晓侠,杨洪彬,方莹 1543 
PO-2030 高分辨率食管测压评估儿童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临床 
 分析 ----------------------------------------------------------------------------- 张含花,杨洪彬,任晓侠等 1544 
PO-2031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过度干预的研究现状 ----------------------------------------- 熊复,徐静,杜涛君 1544 
PO-2032 142 例婴儿胆汁淤积症病因及几种常见临床诊断方法评价 ----------------------- 吴斌,潘素香 1545 
PO-2033 新生儿期起病的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 1 例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林鸿国,潘心帝,黄永建 1545 
PO-2034 135 例儿童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临床与内镜特点分析 ----------------- 赵玉霞,梅红,赵玉霞等 1546 
PO-2035 小儿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清洁效果研究 --------------------------------------------------------- 柳贺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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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36 2006-2016 年吉林省小儿 RV 急性腹泻的 病原学及临床流行病学 
 研究 ----------------------------------------------------------------------------- 孟婷玉,王承训,姜洪波等 1546 
PO-2037 神经性厌食合并重度营养不良一例并文献复习 -------------------------------- 童超,张志泉,李蕾 1547 
PO-2038 儿童感染致泻性大肠埃希菌的病例对照研究 ----------------------------- 常海岭,林征,葛艳玲等 1548 
PO-2039 苏神方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相关性胃炎的疗效观察 -------------------- 徐嘉辉,李宏贵,朱婉雯等 1548 
PO-2040 24 小时动态 pH 阻抗监测在诊断胃食管反流病中的应用 ------------------- 茹颖,姚丹,李正红 1549 
PO-2041 Effects and Tolerance of Protein and Energy-Enriched Formula in  
 Infants Following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 Cui Yanqin,Li Lijuan,Hu Chunmei etc. 1549 
PO-2042 高热量配方奶粉对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营养不良婴儿术后生长追赶的 
 影响 -------------------------------------------------------------------------------- 崔彦芹,李莉娟,周娜等 1550 
PO-2043 乌司他丁对新生大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保护作用研究 -------------- 李小兵,赖盼建,包云光 1551 
PO-2044 罕见累及消化道的婴儿郞格汉斯细胞肉瘤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李小兵,张琳倩,王凯旋等 1551 
PO-2045 病例讨论（2） ------------------------------------------------------------------------------ 王淑珍,王梅 1551 
PO-2046 病例讨论 -------------------------------------------------------------------------- 王淑珍,王梅,王淑珍等 1552 
PO-2047 长春市小儿病毒性急性胃肠炎临床及病原分析 ----------------------- 姜洪波,王承训,孟婷玉等 1552 
PO-2048 鄂西北地区 1345 例儿童慢性腹痛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 张仕超 1553 
PO-2049 一例以呕血为主要症状的牛奶蛋白过敏的个案报道 -------------------- 李虹,张含花,高天娇等 1553 
PO-2050 病例讨论 ----------------------------------------------------------------------------------- 闫雪,任翼,王梅 1554 
PO-2051 病例讨论：呕吐引起休克、抽搐病例 ----------------------------------------------------- 任翼,王梅 1554 
PO-2052 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术治疗先天性食管闭锁术后吻合口狭窄临床初探徐俊杰,杨露,魏绪霞等 1555 
PO-2053 婴儿胆汁淤积性黄疸的肠道菌群研究 ----------------------------------- 周少明,周建利,代东伶等 1555 
PO-2054 凝血功能指标对儿童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价值 --------------------------------------------- 岳玉林 1556 
PO-2055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 60 例临床分析 ---------------- 程勇卫,周少明 ,周建利等 1556 
PO-2056 聚乙二醇（PEG）治疗儿童功能性便秘临床疗效的 Meta 分析和临床安全性评价 --- 赵煜 1557 
PO-2057 20 例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临床特点分析 --------------------------------- 陈小红,卢美萍 1557 
PO-2058 the clinical characters and check of 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rtis ---------------------------------------------------------- Chen Xiaohong,Lu Meiping 1558 
PO-2059 Citrin 缺陷致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与胆道闭锁肝组织病理特征对比 
 分析 -------------------------------------------------------------------------------- 李雪松,舒赛男,黄志华 1558 
PO-2060 健康教育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学龄期儿童功能性腹痛的临床 
 研究 ----------------------------------------------------------------------------- 汤卫红,王惠庭,王忠敏等 1559 
PO-2061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 Fang Youhong,Luo Youyou,Yu Jindan etc. 1559 
PO-2062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to treat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llergic colitis and its  
 impact on gut microbiota ---------------------------- Liu Shengxuan,Li Yinhu,Dai Wenkui etc. 1560 
PO-2063 慢性腹泻婴儿 132 例临床诊疗分析 -------------------------------------------------------------- 赵真 1560 
PO-2064 探讨过敏性肠炎患儿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及氨基酸配方奶粉联合益生菌的干预 
 效应 -------------------------------------------------------------------------------------- 黄金,于静,李小芹 1561 
PO-2065 酪酸梭菌对子鼠肠道菌群及免疫系统发育的影响 ----------------------- 苗瑞雪,朱欣欣,万朝敏 1561 
PO-2066 160 例 6 岁以下儿童功能性便秘基础治疗与乳果糖联合治疗疗效观察 -- 魏绪霞,薛宁,杨露 1562 
PO-2067 207 例儿童功能性便秘精准治疗策略经验分享 --------------------------------------------- 张树成 156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87 
 

PO-2068 儿童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相关血清标志物分析 ----------------------- 翟娜娜,李宇宁,谢富佳 1563 
PO-2069 临床药师对 1 例儿童克罗恩病患者的药学监护 ---------------------------- 魏娜,陈燕惠,刘茂柏 1564 
PO-2070 儿童无痛胃镜检查术术前新禁食方案的研究 ----------------------------------------- 孙波,李小芹 1564 
PO-2071 婴儿过敏性结肠炎 30 例分析 ------------------------------------------------------------------ 李永春 1564 
PO-2072 经内镜逆行胰胆道造影术在儿童胰胆道疾病中的应用 ----------------- 叶卉初,冀明,张澍田等 1565 
PO-2073 Disease Spectrum in Children with Inherited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in  
 China ------------------------------------------------------------------ Wang Neng-Li,Wang Jian-she 1565 
PO-2074 儿童乳糖不耐受研究进展 -------------------------------------------------------- 李洋洋,刘捷,曾超美 1566 
PO-2075 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1 例及其超微结构改变 ------------------------------- 戚伶俐,王朝霞 1566 
PO-2076 神经型一氧化氮合酶与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间的关系  --------------------- 胡家奇,张又祥 1566 
PO-2077 城乡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家庭集聚性及相关因素分析 ------------------------------ 徐慧芳 1567 
PO-2078 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特点 ------------------------------------- 袁子杰,张先华,龙毅 1567 
PO-2079 沙利度胺治疗儿童克罗恩病的临床观察 ----------------------------------------------- 陈琼,游洁玉 1568 
PO-2080 粪便钙卫蛋白在儿童炎症性肠病中诊断及病情评估的意义 ----------------------- 李林曼,吴捷 1569 
PO-2081 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儿童食管良性狭窄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 --------------------------- 万盛华 1569 
PO-2082 Citrin 缺陷并巨细胞病毒感染致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 8 例临床分析 ----------------- 万盛华 1570 
PO-2083 儿童嗜酸粒细胞性食管炎（病历讨论） -------------------------------------- 梅红,赵玉霞,王宝香 1570 
PO-2084 "新分类方法对诊断儿童急性发作性腹痛价值的 初步探讨" ------------------- 钱超颖,武庆斌 1571 
PO-2085 Mutations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in pediatric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 Dai Dongling,Zhou Shaoming,Wen Feiqiu 1571 
PO-2086 The risk factors of endoscopic balloon dilatation of benign esophageal  
 strictures in children ---------------------------------- Dai Dongling,Zhou Shaomin,Wen Feiqiu 1572 
PO-2087 13 例肝豆状核变性患儿基因型与表现型临床分析 ------------------------ 杨凯华,邓朝晖,王剑 1572 
PO-2088 病例讨论：胆汁淤积性肝炎 -------------------------------------------------- 邱云爽,能晶晶,刘梅等 1573 
PO-2089 应用食管高分辨测压对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食管动力分析 -------- 唐晓艳,李正红,王智凤等 1573 
PO-2090 168 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患儿的临床研究 ----------------------------------------- 邱佳琳,赵青 1574 
PO-2091 小鼠胚胎胃肠道菌群结构、多样性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 雷达,林燕,江逊等 1574 
PO-2092 游离氨基酸对牛奶蛋白过敏患儿 CD4+ T 细胞功能影响  -------------- 李传应,秦臻,王震等 1575 
PO-2093 肝豆状核变性误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1 例 ---------------------------- 钟舒文,徐亚珍,邓朝晖等 1575 
PO-2094 儿童消化性溃疡 62 例临床分析 ---------------------------------------------------------------- 李国林 1576 
PO-2095 Biliary Atresia Combined PFIC: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Dong Chen,Liu Yan,Luo Tian etc. 1576 
PO-2096 早期应用抗生素对早产儿肠道菌群的影响 ----------------------------------------- 朱巍巍,李在玲 1576 
PO-2097 PICC 置管在儿童慢性腹泻病中的应用 --------------------------------------- 张可,朱莉,庞勤辉等 1577 
PO-2098 儿童功能性便秘与肠道菌群研究进展 ----------------------------------------------- 鲍文婷,李在玲 1578 
PO-2099 儿童幽门螺杆菌临床分离菌株毒力基因 cagA 和 vacA 各亚型的表达与抗生素耐药之间 
 的关系 ----------------------------------------------------------------------------------- 秦丹,朱莉,龙梅等 1578 
PO-2100 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 张娟,李在玲 1579 
PO-2101 胃镜在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中的诊断价值 -------------------------------------- 杨净,朱莉,龙梅等 1579 
PO-2102 胃肠营养管在儿童营养治疗中的应用 -------------------------------------------- 熊妍,朱莉,杨净等 1579 
PO-2103 婴幼儿食物蛋白过敏性胃肠炎的临床特点 ----------------------------------- 龙梅,朱莉,刘文莉等 1580 
PO-2104 川崎病合并肝功能损害的临床分析 ------------------------------------------------------------ 魏红玲 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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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05 小鼠胚胎胃肠道菌群结构、多样性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 雷达,林燕,江逊等 1581 
PO-2106 护理路径模式在小儿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的应用 --------------------------------------------- 涂昕 1582 
PO-2107 216 例 1-6 月婴儿因牛奶蛋白过敏致便血的临床分析 --------------------------------------- 陈一 1582 
PO-2108 食物蛋白性直肠结肠炎儿童肠道嗜酸性粒细胞毒性颗粒蛋白表达分析 ----- 周小勤,李中跃 1583 
PO-2109 以“呕吐、呕血”为首发表现的儿童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征 1 例并文献 
 复习 -------------------------------------------------------------------------------- 林晓霞,庄杰民,陈珊等 1583 
PO-2110 异食癖致巨大胃石、幽门梗阻伴幽门螺杆菌感染 1 例 ----------------------------------- 林小春 1584 
PO-2111 病例讨论 --------------------------------------------------------------------------------------------- 黄开宇 1584 
PO-2112 Effects of ABCB11 gene mutations on expres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bile salt export pump ----------------------------- Zhu Mengshu,Wang Chunli,Huang Yan etc. 1584 
PO-2113 儿童消化性溃疡临床特征及诱因分析 ----------------------------------------- 董芳,赵青,胡海燕等 1585 
PO-2114 32 例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临床、病理及基因分析 ------------------ 马昕,钟雪梅,宁慧娟等 1586 
PO-2115 克罗恩病病例讨论 ----------------------------------------------------------------------- 李小芹,王瑞锋 1586 
PO-2116 胶囊小肠镜在小年龄儿童小肠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 赵泓,彭克荣,马鸣等 1587 
PO-2117 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的营养治疗及预后 ----------------------------------------- 刘波,李中跃 1587 
PO-2118 儿童肝豆状核变性伴肝衰竭 26 例临床分析及病情转归 --------------- 方微园,陆怡,李玉川等 1588 
PO-2119 疑难病罕见病研究——一例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 4 型的临床和基因诊断 
 分析 ----------------------------------------------------------------------------------- 张晶,徐樨巍,周锦等 1588 
PO-2120 以发热为主诉的小儿积滞化热证 920 例临床分析 ---------------------------- 卢宽,王妮,陈刚等 1589 
PO-2121 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1 例分析 ------------------------------------------------------- 杨洪,陈红英 1590 
PO-2122 胶囊内镜对儿童小肠疾病的诊断价值 --------------------------------------------------------- 宫幼喆 1590 
PO-2123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 3 型 1 例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分析 -------------------------- 甘川 1590 
PO-2124 以心力衰竭起病的婴儿型肝血管内皮细胞瘤 1 例 ---------------------- 黄寒,钟礼立,彭丹霞等 1591 
PO-2125 儿童 16 例炎症性肠病临床分析 ---------------------------------------------------------------- 陆惠钢 1591 
PO-2126 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病例报告并相关基因文献复习 ----------------------------- 王福萍,钟雪梅 1592 
PO-2127 疑难病例投稿 ----------------------------------------------------------------- 李明霞,赵红梅,游洁玉等 1592 
PO-2128 20 年儿童肝衰竭死亡病例的尸检分析 ------------------------------------------------ 段元冬,尹飞 1592 
PO-2129 儿童 Kasai 术后胆管炎医疗资源使用分析 ----------------------------------------- 邓朝晖,蒋丽蓉 1593 
PO-2130 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呼吸衰竭危险因素分析 -------------------------------------- 邓朝晖,蒋丽蓉 1593 
PO-2131 Macro-AST: A rare cause of persistent high  
 aminotransferase ------------------------------------------ Fang Lingjuan,Ni Li,Huang Aifen etc. 1594 
PO-2132 An Infant Presenting with Milky Serum Diagnosed as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Type Ia  --------------------------------------- Fang Lingjuan,Zhu Huan,Xu Zhang etc. 1594 
PO-2133 Clinical evaluation of serum gastrin as a new marker of diagnosis in gastrointestinal  
 involvement of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children ----------------- yuan liping,Cheng Kai 1595 
PO-2134 T reg 细胞/Th17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在儿童胆道闭锁中的相关临床 
 研究 -------------------------------------------------------------------------------- 张天遨,邓朝晖,蒋丽蓉 1595 
PO-2135 培菲康联合三联疗法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疗效观察 ----- 王文妤,邓朝晖,蒋丽蓉 1596 
PO-2136 Mutation Analysis of ATP7B Gene in a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Wilson Disease: Identification of Splicing Defect Caused  
 by a exonic synonymous mutation ---------------------------------------- 郑必霞,刘志峰,金玉等 1596 
PO-2137 MPV17 基因突变导致婴儿进行性肝功能衰竭病例报告 --------------------------- 叶晓琳,孙梅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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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38 30 例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穿刺资料分析 --------------------------------------- 朱咏贵,李双杰 1597 
PO-2139 儿童早发型炎症性肠病结肠镜下特点分析 -------------------------------------------- 朱丹,钟雪梅 1598 
PO-2140 儿童黑斑息肉综合征临床随访 10 年分析 ------------------------------------------ 罗艳红,游洁玉 1598 
PO-2141 贵阳地区儿童幽门螺杆菌药物耐药性及克拉霉素耐药基因突变位点 
 分析 ----------------------------------------------------------------------------------- 熊妍,朱莉,陈峥宏等 1599 
PO-2142 北方和南方两家医院五年间疾病谱及消化系统疾病变迁的对比分析 ------------------ 王朝霞 1599 
PO-2143 应用不同类型封堵器介入封堵室间隔缺损致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比较杨舟,陈智,史静铮等 1600 
PO-2144 重庆社区/乡镇 0 至 3 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随访 --------------- 张蕾,刘晓燕,安美玉等 1600 
PO-2145 Green tea extract as a treatment for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an observational study -------------------------------------------------------- Quan Junjun,Tian Jie 1601 
PO-2146 内源性二氧化硫通过抑制 TGF-β/Smad2/3 信号通路缓解野百合碱诱导的肺动脉高压 
 肺血管胶原重构 ----------------------------------------------------------------------- 于文,梁晨,刘叠等 1602 
PO-2147 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在孕期 PM2.5 暴露致子代小鼠心肌肥厚中的作用 
 研究 -------------------------------------------------------------------------------------- 潘博,吴晓琪,田杰 1602 
PO-2148 完全川崎病和不完全川崎病冠脉病变对比研究 ----------------------------- 张丹凤,钟家蓉,王丹 1603 
PO-2149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经皮介入治疗并发症的临床分析 -------------------------------- 黄晓碧,江荣 1604 
PO-2150 Clinical analysis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percutaneous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 Huang Xiaobi,Jiang Rong 1604 
PO-2151 新疆北疆地区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危险因素分析 ----------- 王燕彬,潘金勇,陈永林等 1605 
PO-2152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heart-specific enhancers in  
 zebrafish genome ----------------------------------------- Wang Feng,Yang Qian,Wu Fang etc. 1605 
PO-2153 杜氏肌营养不良患儿的心脏磁共振特点分析 ----------------------------- 周璟娜,李西华,姚琼等 1606 
PO-2154 儿童遗传代谢性心肌病 9 例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分析 ------------------- 杨世伟,秦玉明,殷杰等 1607 
PO-2155 婴儿型糖原累积病Ⅱ型 5 例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分析 ---------------- 李泽蔚,秦玉明,杨世伟等 1607 
PO-2156 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对 30 例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患儿遗传机制的初步 
 研究 ----------------------------------------------------------------------------- 戴艮银,杨世伟,秦玉明等 1608 
PO-2157 The outcome of junctional ectopic tachycardia following repair of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 Mi Yaping,Jia Bing,Gui Yonghao 1609 
PO-2158 儿童室上性心动过速临床特征及急诊治疗多中心资料分析 ----------- 李小梅,戈海延,石琳等 1609 
PO-2159 经皮介入治疗儿童主动脉缩窄的临床疗效 -------------------------------- 孙春平,钱明阳,谢育梅 1610 
PO-2160 定量蛋白组学 iTRAQ 技术分析川崎病患儿血清对人主动脉内皮细胞蛋白表达的影响及 
 黄连素的干预效果 -------------------------------------------------------------- 徐明国,刘琮,肖铎峰等 1610 
PO-2161 Ambient air pollution, temperature and Kawasaki Disease  
 in Shanghai, China ------------------------------- Chu Chen,Lin Zhijing,Huang  Guoying etc. 1611 
PO-2162 扑热息痛与布洛芬治疗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疗效与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 庞玉生,阿纳夫,苏丹艳等 1612 
PO-2163 儿童恶性心律失常 70 例临床分析 ------------------------------------------------------ 熊梅,陈名武 1612 
PO-2164 心脏发育相关的 NOTCH1 基因增强子活性鉴定及其功能区域分析 ------ 王凤,李强,桂永浩 1613 
PO-2165 内源性 SO2/AAT 体系下调参与血管紧张素Ⅱ所致小鼠心肌肥厚和心肌细胞 
 自噬 ----------------------------------------------------------------------------- 陈清华,张璐璐,陈思瑶等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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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66 Neutropenia after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Wang Zhenquan,Fengfeng Weng,Chen Li etc. 1614 
PO-2167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lncRNA GAS5 to autophagy related mTOR signaling pathway  
 genes in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 Cao Yinyin,Li Jian,Ma Xiaojing etc. 1615 
PO-2168 A Novel Mutation of MYH7 Caused Familial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n a Chinese  
 Family ---------------------------------------------------------------- Pu Tian,Li Bojian,Xie Huilin etc. 1615 
PO-2169 The value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symptom score to the diagnosis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Cai Hong,Wu Lijia,Lin Ping etc. 1616 
PO-2170 川崎病冠状动脉损害预警因素分析 -------------------------------------------- 别文辉,黎璇,陈烨等 1616 
PO-2171 川崎病丙种球蛋白无反应高危因素的 Meta 分析 -------------------------- 黎璇,沈洁,张建敏等 1617 
PO-2172 家族性肺高压的一个 BMPR2 基因新位点突变 -------------------------- 王敏敏,赵翠芬,夏伟等 1617 
PO-2173 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 杨雪,董湘玉,杨轶男 1618 
PO-2174 6 个月以下婴儿川崎病临床特点分析 -------------------------------------- 刘晓亮,周开宇,王川等 1619 
PO-2175 儿童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 52 例远期预后随访观察 ------------------------------ 温淑娟,冯林 1619 
PO-2176 铁缺乏症与高海拔藏族地区儿童右心衰竭的相关性研究 ----------------- 胡梵,刘瀚旻,余莉等 1620 
PO-2177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in children with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III: clinical and 

echocardiographic study of 31 patients -------------- Ying Qian,Wu Yurong,Chen Sun etc. 1620 
PO-2178 胎儿期与成年期心力衰竭时心肌能量代谢的差异化代偿特征研究 -- 王涛,华益民,周开宇等 1621 
PO-2179 分化状态 H9C2 细胞是良好的模拟心肌细胞能量代谢转换的体外实验 
 模型 -------------------------------------------------------------------------------- 王涛,华益民,周开宇等 1622 
PO-2180 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的人格特征及行为障碍特点分析 ----------------- 王涛,华益民,周开宇等 1622 
PO-2181 68 例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超声心动图的变化 --------------------- 边巴卓嘎,马宇德,泽碧 1623 
PO-2182 Efficacy of Four Scoring Systems in Predicting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Resistance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in a Children's Hospital in Beijing, North China -- Yang Shuai,Song Ruixia,Yao Wei etc. 1623 
PO-2183 婴幼儿冠状动脉瘘的介入治疗及中长期随访 ----------------------------------- 陈智,杨舟,王勋等 1624 
PO-2184 儿童肺静脉闭锁的临床分析 ----------------------------------------------------- 汪周平,张丽,黄萍等 1624 
PO-2185 儿童介入封堵膜周型室间隔缺损术后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的中长期随访 
 研究 -------------------------------------------------------------------------------- 王川,周开宇,段泓宇等 1625 
PO-2186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to Cardiomyocytes is Regulated by  
 miRNA-1-2 via WNT Signaling Pathway --------- Shen Xing,Bo  Pan, Zhou Huiming etc. 1626 
PO-2187 Cardiac phenotype of tnnt2a knock-out zebrafish assembles the dilated  
 cardiomyopathy ---------------------------------------------------------------- Liu Lian,Gui Yonghao 1626 
PO-2188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delayed diagno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Chen Yan,Ding Yueyue,Xu Qiuqin etc. 1627 
PO-2189 Myocardium specific gene therapy can partly rescue cardiac troponin T deficiency  
 related cardiomyopathy  ----------------------------------------------------- Liu Lian,Gui Yonghao 1628 
PO-2190 药物基因与川崎病致冠状动脉巨大瘤患儿华法林剂量关系的研究 ----- 谢小斐,张丽,黄萍等 1628 
PO-2191 Carto 系统指导下 80 例儿童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治疗的回顾性 
 研究 -------------------------------------------------------------------------------- 伍洋子,曾少颖,张智伟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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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92 A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in Cx43 i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Atrial Septal  
 Defect ----------------------------------------------------- Song Yangliu,Gu Ruoyi,Sheng Wei etc. 1629 
PO-2193 自身免疫介导的胎儿心脏传导阻滞产前治疗临床研究 ----------------- 周开宇,华益民,王川等 1630 
PO-2194 经导管射频消融术治疗儿童快速性心律失常 452 例临床分析 ------- 韩波,杨晓斐,刘同宝等 1630 
PO-2195 川崎病延期治疗冠脉损害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仇慧仙,施红英,褚茂平 1631 
PO-2196 靶向捕获测序技术检测川崎病易感基因研究 ------------------------ 朱丹颖,宋思瑞,谢利剑 等 1631 
PO-2197 以肺动脉高压为主要表现的 Cb1C 型甲基丙二酸尿症：附 9 例报告傅立军,王剑,吴近近等 1632 
PO-2198 小儿胸闷的相关心血管疾病病因分析 ----------------------------------------- 王本臻,泮思林,邴振 1633 
PO-2199 儿童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长期预后与基因型表型相关性研究 ----- 王策,于宪一,市田蕗子 1633 
PO-2200 双导丝法在先心病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 邴振,泮思林,罗刚等 1634 
PO-2201 miR-21 对胎盘 P-糖蛋白的调控研究 —经胎盘转运地高辛个体化治疗胎儿心力衰竭的 
 新靶点 -------------------------------------------------------------------------------- 王川,周开宇,张怡等 1634 
PO-2202 Assessment of Myocardial Strain in Children with Atherosclerosis-promoting Risk  
 Factors by 3D speckle-tracking Echocardiography -------------------- Xu Yang,Sun Jinghui 1635 
PO-2203 广州市单中心 2010 至 2014 年儿童川崎病流行病学特点分析 ------------ 李伟,张丽,黄萍等 1636 
PO-2204 A Serum MicroRNA-186 Induced Endothelial Cell Apoptosis By Targeting Smad6 In  
 Kawasaki Disease ---------------------------------------------------- Shen Danping,Chu Maoping 1636 
PO-2205 体位性心动过速患儿与血管迷走神经性晕厥患儿无症状生存率分析 ----- 龙帅,田宏,陶灵等 1637 
PO-2206 儿茶酚胺敏感性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 10 例的临床分析 --------------------- 甄珍,袁越,高路等 1637 
PO-2207 2012~2016 全国儿童医院/妇幼医院心脏手术数据分析 ------------------------ 朱德明,于新迪 1638 
PO-2208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前瞻性队列研究 -------------------- 吴美,王川,周开宇等 1639 
PO-2209 压力-容积曲线在小鼠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心功能评价中的 
 应用 ------------------------------------------------------ 江静波,Huamei He,Rorbert G Gourdie 等 1639 
PO-2210 脐带血快速诊断新生儿 ABO 溶血对减少严重高胆红素血症的价值 ---------------------- 夏斌 1640 
PO-2211 mTOR 信号通路促进缺氧缺血后神经元突触蛋白合成及机制 ------------- 熊涛,屈艺,母得志 1640 
PO-2212 感染作为早产儿脑室内出血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 熊涛,孟俊杰 ,屈艺 等 1641 
PO-2213 不同母乳处理方法及泌乳时间对母乳宏量营养素的影响 -------------- 吴薇敏,陈小慧,张俊等 1641 
PO-2214 中性粒细胞在新生儿败血症中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 韩俊彦,曹云 1642 
PO-2215 72 例早产儿体格生长及神经系统发育随访 --------------------------------------- 石丰浪,钟丹妮 1643 
PO-2216 早中期与晚期早产儿出生时铁代谢状态及贫血相关因素的研究 ----------- 丁晶,刘捷,曾超美 1643 
PO-2217 我国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分析 ----------------------- 张秀娟,陈琼,黄希 1644 
PO-2218 两种不同撤机模式在呼吸窘迫综合征早产儿中的疗效对比 ----------- 刘文强,徐艳,韩爱民等 1645 
PO-2219 孕母甲亢对新生儿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 叶军 1645 
PO-2220 新生儿白血病 6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 刘思征,王鸿武,庄静文等 1646 
PO-2221 先天性皮肤再生不良合并先天胫骨假关节 1 例并文献复习 ---------- 何泰,庄静文,肖丹萍等 1646 
PO-2222 双胎妊娠新生儿结局及母孕期并发症的临床分析 -------------------- 张懿敏,张晓蕊,曾超美等 1646 
PO-2223 极低出生体重儿经口喂养进程的现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 吕天婵,张玉侠 1647 
PO-2224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autophagy inhibition on hippocampal  
 glutamate receptor subunits after hypoxia- ischemia-induced brain  
 damage in newborn rats --------------------- Xu Lixiao,Tang XiaoJuan,Yang YuanYuan etc. 1648 
PO-2225 非免疫性胎儿水肿的诊断与治疗（附 10 例报道） ------------------------ 蔡成,龚小慧,裘刚等 1648 
PO-2226 家庭氧疗对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短期结局的影响 -------------------- 邓俊,富建华,薛辛东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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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27 PPHN 大鼠模型中 PPAR-γ调节肺血管重塑的机制研究 ---------------------- 杜延娜,薛辛东 1649 
PO-2228 RAS 在炎症性肠病小鼠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石永言,薛辛东 1650 
PO-2229 90 例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短期结局的分析 --------------------------- 王千,富建华,薛辛东 1650 
PO-2230 TcpCO2 监测在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撤机后的临床应用分析 ------- 王婷婷,富建华,薛辛东 1651 
PO-2231 脂质纳米载体包裹西地那非气管内给药预防新生大鼠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合并肺高压发生 
 相关研究 ----------------------------------------------------------------------------------- 邢玉娇,薛辛东 1652 
PO-2232 早产儿头颅磁共振检查结果及脑损伤危险因素的分析 ----------------- 徐洪涛,聂国明,邹敏书 1652 
PO-2233 35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与超未成熟儿临床分析 --------- 周柱梅,韦冰梅,陈玉君（通讯作者） 1653 
PO-2234 低血糖新生儿血糖波动与脑损伤的相关研究 -------------------------------- 吕媛,朱玲玲,舒桂华 1654 
PO-2235 Endothelial ET-1/ETBR imbalance contributes to vasomotor dysfunction in  
 IUGR-derived HUVECs ----------------------------------------------------------- He Qi,Du Lizhong 1654 
PO-2236 小于 30 周早产儿早期使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与经鼻间歇正压通气的 
 比较 ----------------------------------------------------------------------------------- 梁珍花,徐志诚,王敏 1655 
PO-2237 生后早期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对早产儿脑损伤的临床价值 ----------- 徐家丽,阴瑞媛 1655 
PO-2238 自然分娩与辅助生殖分娩双胎儿的围产期结局比较 ------------------------------------------ 吴甜 1656 
PO-2239 中国早产儿个体化母乳强化的随机对照研究 -------------------------- 全美盈,李正红,苟丽娟等 1656 
PO-2240 超早早产儿继发性呼吸窘迫的危险因素及其与 BPD 关系的临床 
 研究 ------------------------------------------------------ 全美盈,Nelson Claure,Eduardo Bancalari 1657 
PO-2241 孕妇孕期吸烟与生产低出生体重儿关系的 meta 分析 ----------------- 郑炳坤,李娜,刘丽君等 1658 
PO-2242 家长参与式护理模式在高危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 赵磊 1658 
PO-2243 内皮祖细胞培养上清对高氧暴露新生大鼠 肺组织发育的影响 --------- 李志,陆爱珍,钱莉玲 1659 
PO-2244 不同日龄足月病理性黄疸新生儿听觉诱发电位结果分析 ----------------------- 柳秋菊,岳嗣凤 1659 
PO-2245 新生儿水痘 22 例临床分析 --------------------------------------------------- 田树凤,邓继岿,袁静等 1660 
PO-2246 新生儿窒息复苏后发生持续肺动脉高压的危险因素探讨 ----------------- 白波,陈波,李广洪等 1660 
PO-2247 胎龄<32 周早产儿 NEC 与早产儿脑病相关性配对研究 --------------- 张可,林薇薇,肖蜜黎等 1661 
PO-2248 基于颅脑磁共振检查的早产儿脑病发生状况分析 -------------------------- 张可,胡兰,肖蜜黎等 1661 
PO-2249 SP-B exon4、SP-C exon5 基因变异与蒙古族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研究 ----------------------------------------------------------------------------------- 梅花,张钰恒,新春等 1662 
PO-2250 Influence of Maternal Intra-amniotic Infection on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 Wu Tian,Bao Shan,Shi Jing etc. 1662 
PO-2251 Endo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from hypoxia-induced neonatal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s regulated by miR-126a-5p ----- Xu Yan Ping,He  Qi ,Shen Zheng  etc. 1663 
PO-2252 重症新生儿百日咳五例临床分析 ------------------------------------------------------------------ 郑侠 1664 
PO-2253 血清 NGAL、KL-6 在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贺娟,周伟,吕回等 1664 
PO-2254 早期监测血乳酸水平对新生儿感染性休克的临床预测价值 ----------- 唐秋霞,龙莎莎,王来栓 1665 
PO-2255 西罗莫司联合普萘洛尔等综合治疗新生儿卡波西样血管内皮瘤伴 K-M 
 现象 2 例 ---------------------------------------------------------------------------- 廖红群,谢忠丽,杨欣 1666 
PO-2256 B 族溶血链球菌 MLST 基因分型与新生儿侵袭性感染临床表现相关性 
 研究 ----------------------------------------------------------------------------------- 王少华,李丽,吴本清 1666 
PO-2257 振幅整合脑电图对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患儿的脑功能监测意义 -- 刘志勇,王瑞泉,康淑琴等 1667 
PO-2258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低血糖高危新生儿中的应用价值 ----------------------- 刘宁,程国强 1667 
PO-2259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 HIE 新生儿亚低温治疗期间的应用价值研究 ------- 刘宁,程国强 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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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60 Thompson 评分预测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行亚低温治疗后神经结局的价值 黄冰雪,王来栓 1668 
PO-2261 2013-2016 年重庆市 22 家医院小早产儿诊治现状分析： 基于危重新生儿协作网的多中心 
 研究 ----------------------------------------------------------------------------- 王建辉,华子瑜,钟晓云等 1669 
PO-2262 磁共振形态学半定量评分对极低和超低出生体重儿 脑发育和脑损伤的评估 
 价值 ----------------------------------------------------------------------------------------- 王欣瑞,李志华 1670 
PO-2263 The Susceptibility to Antibiotic and Genotypes of Bordetella Pertussis Strains of  
 Neonates ------------------------------------------------------------- Liu Ying,SHI WEI,YAO KAIHU 1671 
PO-2264 肺表面活性物质联合布地奈德预防极低出生体重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疗效 
 观察 -------------------------------------------------------------------------------- 陈名武,潘静,倪文泉等 1671 
PO-2265 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与听力损伤的临床研究 ----------------------------------- 盛王涛,李菁 1672 
PO-2266 基于新生儿应激性高血糖的血糖值与脑影像变化对危重症新生儿的远期预后 
 评价 -------------------------------------------------------------------------------- 严恺,陆春梅,杨皓玮等 1672 
PO-2267 高危晚期早产儿脑病临床特点及磁共振影像学评估 -------------------------- 朱燕,张可,胡兰等 1673 
PO-2268 极低出生体重儿骨折一例 ------------------------------------------------------------------------ 王凌越 1673 
PO-2269 新生儿血友病乙并肝出血一例并文献复习 --------------------------------------------------- 文丹丹 1674 
PO-2270 Safety and Efficacy of High-Flow Nasal Cannula Therapy in Preterm infants of China:  
 A single-centre experience ------------------------- zheng ge,Huang Xiaoqiu,Jin Guoxin etc. 1674 
PO-2271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在重症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临床病例分析张健,梁珍花,刘桂良等 1675 
PO-2272 hsa-miRNA-20a 靶基因预测及其在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应用洪慧,王贝贝,王崇伟等 1675 
PO-2273 miR-20a 对肺泡上皮细胞 A549 合成肺表面活性物质 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 -------------------------------------------------------------------------------- 洪慧,于新桥,王贝贝等 1676 
PO-2274 miR-20a 对脂多糖诱发的 A549 细胞炎症反应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洪慧,于新桥,王贝贝等 1676 
PO-2275 急性肺损伤新生大鼠肺组织及血清 E-选择素 的动态表达及其意义 -- 郝金斗,叶莉,周晓光 1677 
PO-2276 Expression profile of serum microRNAs in the neonate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 Wang beibei,Li Hua,Yang Yang etc. 1677 
PO-2277 29 例新生儿电子支气管镜结果分析 ------------------------------------ 郭建明,陈丽萍,郭之强等 1678 
PO-2278 定容通气与压力限定通气在早产儿中效益评估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王蓓,石卉,姚翠婵 1678 
PO-2279 早产儿生后不同时间 Clara 细胞分泌蛋白的动态变化 -------------- 张晓荣,魏红艳,冯玉梅等 1679 
PO-2280 不同性别对婴儿死亡率和新生儿发病率的影响 -------------------------- 赵冬莹,雷小平,张拥军 1679 
PO-2281 氧诱导新生小鼠视网膜病 lncRNA 表达谱的初步研究 -------------------- 彭芬,王宇,王云鹏等 1680 
PO-2282 三七总皂苷抑制 OIR 新生血管形成的机制研究 ------------------------- 闫安,田丽敏,李翠洁等 1680 
PO-2283 动脉有创血压监测在重症新生儿应用中的探讨 -------------------------------------- 龙晓林,易珊 1681 
PO-2284 早期微量喂养对预防早产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效果分析 ----------------------------- 龙晓林,易珊 1681 
PO-2285 2362 例新生儿窒息病例回顾性分析 --------------------------------------------------- 林晴晴,王鉴 1681 
PO-2286 1 例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征并文献复习 -----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等 1682 
PO-2287 PS 联合布地奈德气管内滴入预防早产儿 BPD 的临床研究 ------ 左倩倩,茅双根,陈爱斌等 1683 
PO-2288 母亲成人型斯蒂尔病伴发新生儿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 1 例报告 并文献复习 贝斐,金燕樑 1683 
PO-2289 丙氨酰谷氨酰胺防治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 邓茂文 1684 
PO-2290 益生菌预防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meta 分析张扬,张伶俐,李汶睿等 1684 
PO-2291 VEGF 信号通路对新生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血脑屏障的保护作用 -------- 范雪,屈艺,唐军等 1685 
PO-2292 RELIABILITY OF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 COMPARED TO TOTAL SERUM  
 BILIRUBIN IN NEONATES WITH JAUNDICE: A REVIEW --- Mwipopo Ernestina,赵东赤 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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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93 不同机械通气方式联合肺表面活性剂对新生儿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疗效 
 比较 -------------------------------------------------------------------------------------------- 常明,卢红艳 1686 
PO-2294 基于 TTT 的集束化教学方法在新生儿复苏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 陈琼,胡艳玲,万兴丽等 1687 
PO-2295 CNP-cGMP-PDE3-cAMP 信号交叉对高氧诱导新生大鼠肺损伤的保护 
 作用 ----------------------------------------------------------------------------- 李慧文,金正勇,张有辰等 1687 
PO-2296 围产期相关因素与早产儿心肌酶状况的研究 ----------------------------- 崔君浩,宋春兰,成怡冰 1688 
PO-2297 The impact of the exogenous thyroxine on the brain development of the off-springs of  
 female rats with prenatal alcohol exposure --------------------------------- Jin Zhaoling,Jin fu 1688 
PO-2298 48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家属出院准备度的调查研究 --------------------- 吴娟,万兴丽,苏绍玉等 1689 
PO-2299 Effects of Exogenous Thyroxine on BDNF in Brain of Rats with Fetal Alcohol  
 Exposure -------------------------------------------------------------- Jin Fu,Li Huiwen,Jin Zhaoling 1690 
PO-2300 UGT1A1 基因变异对病因不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影响。 ---------- 杨丽菲,李菁,王剑等 1690 
PO-2301 Congenital hyperinsulinism in China: a re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 Weiyan wang,Sun Yi,Zhao Wenting etc. 1691 
PO-2302 神经生长因子对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大鼠脑组织 Fas/Fas-L 表达的 
 影响 -------------------------------------------------------------------------------- 杜宜洋,宋春兰,成怡冰 1692 
PO-2303 超低出生体重儿预后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李燕,韦秋芬,潘新年 1692 
PO-2304 早产儿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症相关因素分析[ ] -------------------------- 谭伟,蒙丹华,李燕 1693 
PO-2305 早产儿精细化管理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 --------------------------------------------------- 李秋芳 1693 
PO-2306 Unconjugated Bilirubin Induces Pyroptosis in Cultured Rat Cortical  
 Astrocytes ----------------------------------------------------- Feng Jie,Li Mengwen,Wei Qian etc. 1694 
PO-2307 出生体重＜1500g 早产儿 BPD 时超声心动图相关参数的变化 ------ 刘通,罗森林,闫晓甜等 1694 
PO-2308 肠脂肪酸结合蛋白和二胺氧化酶与窒息新生儿胃肠功能障碍关系的 
 研究 ----------------------------------------------------------------------------------- 江莲,王叶青,李梅等 1695 
PO-2309 脐血维生素 D 结合蛋白预测早产儿早发型败血症价值的研究 ------- 江莲,张原苏,张会芬等 1696 
PO-2310 非药物性镇痛在新生儿科应用研究 ----------------------------------------------------- 陈利双,易珊 1696 
PO-2311 肌钙蛋白 I、脑钠肽联合心脏 Tei 指数评估新生儿窒息后心肌损伤的临床 
 价值 -------------------------------------------------------------------------------- 何静雅,章乐,王晓蕾等 1697 
PO-2312 CXCR 2 在感染/炎症致新生小鼠未成熟脑髓鞘化障碍中的作用 - 董丽娟,宋丽丽,黄志恒等 1697 
PO-2313 新生儿抚触加体位刺激对减轻新生儿穿刺疼痛的效果观察 ----------------------- 易灿红,易珊 1698 
PO-2314 新生儿罕见病 Netherton 综合征病例报道一例 ----------------------------------- 林克钊,钟美珍 1698 
PO-2315 粘质沙雷菌致早产儿 PICC 导管血流相关性感染的护理体会 -------------------- 易灿红,易珊 1699 
PO-2316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临床分析 ----------------------------------------- 田云粉,李利,米弘瑛 1699 
PO-2317 评估早期与晚期启用咖啡因治疗极低体重新生儿的短期结局 meta 分析 ----- 王宇,杜立中 1700 
PO-2318 不同胎龄、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的血脂水平 --------------------------------------- 吴夏萍 1700 
PO-2319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缺氧缺血性脑损伤中对自噬的调节作用 -- 杨苗,何慕兰,谷燕等 1701 
PO-2320 影响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脑病治疗效果的因素： 系统综述及 meta 
 分析 ----------------------------------------------------------------------------------- 邹仙,苗静琨,陈启雄 1701 
PO-2321 枸橼酸咖啡因联合不同呼吸支持模式（NCPAP/HHFNC）治疗早产儿反复发作呼吸暂停 
 的临床分析 ----------------------------------------------------------------------------------- 李敬娴,孙新 1702 
PO-2322 不同产次对新生儿近期临床结局的影响-单中心队列研究 ---------- 杨爱娟,程可萍,马晓路等 1703 
PO-2323 早期强化营养对早产儿电解质平衡的影响 ----------------------------------- 茹喜芳,冯琪,王颖等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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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24 α-细辛醚调控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的神经保护作用研究 ---- 刘辉娟,苗静琨,陈启雄 1704 
PO-2325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genes associated with Pierre Robin sequence using  
 bioinformatics approach ------------------------------------------------------------- Ruheena Javed 1704 
PO-2326 2013-2016 年 270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分析 ------------------------------------- 刘琼,黄宇戈 1705 
PO-2327 早期不同喂养方式对危重新生儿胃肠功能影响的研究 ------------------------------------ 姜丹凤 1706 
PO-2328 极低出生体重儿不同肠内喂养策略实施效果的初步评价 -------------- 杨晓燕,舒先孝,石晶等 1706 
PO-2329 早产儿脑实质出血的临床研究  ---------------------------------------------------------------- 刘云峰 1707 
PO-2330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中血管因子的作用 ------------------------------------------------------------ 武慧 1707 
PO-2331 早产儿视网膜病与宫内外生长发育迟缓相关性分析 --------------------------------------- 孙慧清 1708 
PO-2332 无创双水平通气在新生儿 非计划性拔管中的临床应用观察 ------------------------ 陈超,唐军 1708 
PO-2333 宫外生长迟缓的早期早产儿生后 18 月的生长方式 ------------------ 黄越芳,陈静贤,杨晓华等 1709 
PO-2334 27 例新生儿骨髓炎临床特点分析 ------------------------------------------------------------- 曾凌空 1709 
PO-2335 利用静息态低频波动振幅(ALFF)预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神经行为评分 - 严恺,周文浩 1710 
PO-2336 经喉罩气管内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 
 研究 -------------------------------------------------------------------------------- 李晋辉,陈超,舒先孝等 1711 
PO-2337 应用 24 小时动态 pH 阻抗 监测频发呼吸暂停早产儿的胃食管反流特点 ----- 茹颖,李正红 1711 
PO-2338 经皮氧分压及经皮二氧化碳分压监测在新生儿呼吸衰竭患者中的临床 
 应用 -----------------------------------------------------------------------------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等 1712 
PO-2339 Different stages of histological chorioamnionitis and neonatal early onset infectious  
 diseases ----------------------------------------------------------- Bao Shan,Wu Tian,Tang Jun etc. 1712 
PO-2340 早期头颅 MRI 及 1 H-MRS 异常改变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远期随访杨丽娟,柏根基,刘香叶等 1713 
PO-2341 气泡式 CPAP 与传统 CPAP 在新生儿呼吸支持的疗效比较 ------------- 舒先孝,陈超,唐军等 1714 
PO-2342 ROC 曲线评价 G 实验联合 GM 实验在 NICU 早产儿真菌败血症诊断的 
 意义 ----------------------------------------------------------------------------- 袁文浩,曾凌空,刘汉楚等 1714 
PO-2343 The Effect of Intrauterine Environment and Postnatal Nutrition on  
 Children's Blood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a Large-scale Cohort  
 Study ----------------------------------------------------- Jin Yan,Hou Ruo-Lin ,Jin Wen-Yuan etc. 1715 
PO-2344 Zoledronic Acid is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choice in Neuroblastoma with Bone  
 metastasis in China: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 Tan Zhen,He Kejun,Yuan Xiaojun 1715 
PO-2345 重组人白介素-11 预防儿童恶性肿瘤化疗后 血小板减少疗效观察 - 李慧霞,张红梅,刘炜等 1716 
PO-2346 172 例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病因、临床及预后分析麦惠容,陈运生,郭健等 1717 
PO-2347 基于 RUCAM 量表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药物性肝损伤分析 ---- 刘玉峰,毛舒婷 1717 
PO-2348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二次移植挽救性治疗 2 例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 王叨,孔惠敏,刘健等 1718 
PO-2349 39 例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 --------------------------------------------- 闵燕平,徐学聚 1719 
PO-2350 儿童全血细胞减少的临床分析 -------------------------------------------------------- 刘玉峰,杨聪聪 1719 
PO-2351 hoxb4 转基因斑马鱼造血发育中 rap1b 基因的表达 ---------------- 刘冉冉,杨小燕,吴西军等 1720 
PO-2352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铁超载机制的研究进展 ------------------------------------------------ 刘玉峰 1720 
PO-2353 血细胞参数在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鉴别诊断中的 
 意义 -------------------------------------------------------------------------------- 卢双龙,乔晓红,谢晓恬 1721 
PO-2354 ETV5 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生物学功能研究 -------------------- 孙丽娟,王鸿武,林丽敏等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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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55 Early B-cell factor 3 ( EBF3 ) is a novel tumor suppressor gene  
 with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in pediatric acute myeloid  
 leukemia ----------------------------------------------------- Xu Lixiao,Pan Jian,Tao YanFang etc. 1722 
PO-2356 儿童急性白血病血清 Hepcidin 的表达及其与铁代谢的关系 ------------------ 姚凤丹,徐学聚 1723 
PO-2357 虎杖苷对 THP-1 细胞种植瘤生长及凋亡的影响 ------------------------ 王春美,盛光耀,罗源等 1723 
PO-2358 Promoter of GATA binding protein 4 (GATA4) is hypermethylated in Chinese pediatric  
 acute myeloid leukemia --------------------------------- Pan Jian,Tao Yanfang,Li Zhiheng etc. 1724 
PO-2359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1 arrest and cellular senescence induced by LEE011, a  
 novel CDK4/CDK6 inhibitor, in leukemia cells ----- Pan Jian,Tao Yanfang,Li Zhiheng etc. 1725 
PO-2360 Inhibiting PLK1 induces autophag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s via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pathway dephosphorylation - Pan Jian,Li Zhiheng,Tao Yanfang etc. 1725 
PO-2361 泼尼松诱导试验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预后关系的 Meta 分析 ----------- 高敬,刘文君 1726 
PO-2362 PQQ 对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凋亡和自噬的诱导作用 --------------------------- 赵雅淇,赵建美 1726 
PO-2363 罗米司亭治疗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疗效的 meta 分析 ----------------------- 李豪,刘文君 1727 
PO-2364 Application of SELDI-TOF-MS in screening serum biomarkers of newly diagnosed  
 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 Liu Chunyan 1728 
PO-2365 血浆中血小板生成素水平在急性炎症状态的变化及意义 ----------------- 刘蕾,魏会灵,张鑫等 1728 
PO-2366 血液肿瘤患儿并发可复性后循环脑病的临床特征分析 ----------------- 吴鹏辉,谢瑶,赵卫红等 1729 
PO-2367 肺部与巨核细胞/血小板造血和肺损伤与血小板减少 ------------------------- 杨默,魏会灵,张鑫 1729 
PO-2368 TPO 的多器官保护作用研究 ------------------------------------------------------- 杨默,魏会灵,张鑫 1730 
PO-2369 儿童血液病并发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 9 例的临床分析 ---------- 温伟溪,余莉华,林丹娜等 1731 
PO-2370 单中心十六年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诊疗经验：两方案的疗效 
 比较 ----------------------------------------------------------------------------- 黄礼彬,柯志勇,张映川等 1731 
PO-2371 Pediatric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ith ETV6-RUNX1:a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a  
 single institution ---------------------------------------------------------------------------- 王毓,张乐萍 1732 
PO-2372 NOPHO－AML 2004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 
 研究 ----------------------------------------------------------------------------------- 邱坤银,黄科,黎阳等 1732 
PO-2373 PI3K/Akt 信号通路在儿童急性 T 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作用及机制 -- 师丽晓,王建华,师晓东 1733 
PO-2374 GD2008ALL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研究 -------- 麦惠容,方希敏,袁秀丽等 1733 
PO-2375 儿童伴有 t(1;19)/TCF3-PBX1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预后分析张红红,翟晓文,王宏胜等 1734 
PO-2376 DNA 甲基转移酶蛋白在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中 的表达及临床 
 意义 ----------------------------------------------------------------------------- 石太新,郭璐阳,曹丽佳等 1734 
PO-2377 婴儿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9 例临床分析 ------------------------ 王颖超,蒋兰君,李壮壮 1735 
PO-2378 急性白血病患者 LNK 差异表达及临床意义 --------------------------------------- 罗茜,陈艳,谭梅 1735 
PO-2379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生存率、缓解率、复发率和死亡率的多因素 
 分析 ----------------------------------------------------------------------------------------- 李超男,张宝玺 1736 
PO-2380 铁过载动物模型铁代谢及其对骨髓单个核细胞功能影响的研究 ----- 王静文,许吕宏,方建培 1737 
PO-2381 28 例儿童血友病 A 产生 FⅧ抑制物的影响因素分析 ------------------ 何丽雅,胡政斌,张悦等 1737 
PO-2382 利妥昔单抗联合 BFM95 化疗方案改善高肿瘤负荷新诊断儿童、青少年成熟 B 细胞 
 淋巴瘤/白血病预后：一项上海单中心报告 ------------------------------- 富洋,王宏胜,翟晓文等 1738 
PO-2383 儿童肿瘤化疗前后胃肠道粘膜屏障功能的测定及其意义 -------------- 江莲,路晓飞,刘翠萍等 1739 
PO-2384 大剂量甲氨喋呤治疗儿童难治性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初探 -- 谢瑶,赵卫红,华瑛等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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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85 自噬抑制剂 3-MA 增强顺铂对神经母细胞瘤化疗效果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 ----- 江莲,尚颖 1740 
PO-2386 记忆 B 细胞与儿童重型血友病凝血因子Ⅷ抑制物滴度的相关性研究 - 肖娟,赵永强,周寅等 1741 
PO-2387 多学科协作模式，原发颅内儿童生殖细胞肿瘤的精确诊断与治疗 -- 肖娟,宋红梅,朱惠娟等 1742 
PO-2388 重型血友病 A 儿童的出血都是运动惹的祸吗？ ----分析运动对重型血友病 A 儿童出血的 
 影响 ----------------------------------------------------------------------------------- 肖娟,赵永强,周寅等 1743 
PO-2389 62 例血友病患儿基因突变的研究 ------------------------------------------ 胡群,刘爱国,张柳清等 1743 
PO-2390 回顾分析 300 例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表型及其微小残留病灶免疫表型的 
 改变 ----------------------------------------------------------------------------------- 张晰,段明玥,张艳敏 1744 
PO-2391 体外抗肿瘤药敏试验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方案评估的临床 
 意义 -------------------------------------------------------------------------------------- 张熔,李戈,廖静等 1744 
PO-2392 中国真实世界血友病预防治疗与按需治疗患儿生活质量比较 
 分析 ----------------------------------------------------------------------------- 徐卫群,李长刚,吴润晖等 1745 
PO-2393 高三尖杉酯碱联合羟基脲减积治疗在高白细胞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中的 
 应用 ----------------------------------------------------------------------------------- 兰凤丽,万霞,彭云等 1746 
PO-2394 HMGB1 可通过 MEK/ERK 信号通路促进急性早幼粒细胞株分泌 
 IL-1β 、TNF-α ------------------------------------------------------------ 唐兰兰,杨明华,王乐园等 1746 
PO-2395 胞壁酰二肽-抗 CD10 免疫偶联物对急性白血病患儿 树突状细胞的影响孙立荣,王玲珍,孙妍等

 1747 
PO-2396 藏红花素对顺铂致小鼠急性肝、肾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孙妍,王玲珍,杨静等 1747 
PO-2397 抗氧化剂对 LED 紫外线致淋巴细胞 DNA 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 袭越,杨静,王玲珍等 1748 
PO-2398 高三尖杉在小于 2 岁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 陈潇潇,汤燕静,陈静等 1749 
PO-2399 关于儿童横纹肌肉瘤综合治疗及疗效分析 -------------------------------- 韩亚丽,高怡瑾,汤静燕 1749 
PO-2400 儿童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征的诊断和基于疾病特点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 -------------------------------------------------------------------------------- 李倩,罗长缨,李本尚等 1750 
PO-2401 Novel Variations of FANCA Gene Provokes Fanconi Anemia：Molecular Diagnosis in a  
 Special Chinese Family -------------------------------------------- li niu,Ding Lixia,Zhu Hua etc. 1750 
PO-2402 195 例儿童肝母细胞瘤的临床特点、高危因素与临床疗效及预后的 
 关系 ----------------------------------------------------------------------------------- 易优,张伟令,张谊等 1751 
PO-2403 41 例有家族史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临床特点及家系谱总结 --------- 王一卓,钱冰涛,黄东生 1751 
PO-2404 儿童肝母细胞瘤伴转移的临床特点、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 高亚楠,黄东生,张伟令等 1752 
PO-2405 Rhabdomyosarcoma in a Patient with Germline TP53 Gene Mutation: a case  
 report ------------------------------------------------------------------------------ 陈莉萍,张伟令,黄东生 1753 
PO-2406 儿童单系统受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临床分析 ----------------- 苏萌,高怡瑾,潘慈等 1753 
PO-2407 MLN8237 诱导细胞衰老在神经母细胞瘤复发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丁丽丽,刘爱国,杨燕等 1754 
PO-2408 改良的传统预处理方案改善非血缘相关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β地中海贫血的 
 临床效果 ----------------------------------------------------------------------------- 黄科,周敦华,黎阳等 1754 
PO-2409 应用二代基因测序方法确诊丙酮酸激酶缺乏症 --------------------------------------------- 程艳丽 1755 
PO-2410 Long noncoding RNAs and microRNAs regarding fetal  
 hemoglobin -------------------------------------------------- Lai Ketong,He Yunyan,Luo Jianming 1755 
PO-2411 甲基硫氧嘧啶对大鼠骨髓基质细胞成骨分化及 G-CSF、GM-CSF 分泌的 
 影响 ----------------------------------------------------------------------------------------- 邓蕉佃,叶中绿 1756 
PO-2412 中国西南地区儿童嗜血细胞综合征的大样本量回顾性研究 ----------- 彭磊文,江咏梅,赖春奇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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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13 Mediastinal lesions across the age spectrum: A clinicopath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pediatric and adult patients ------------------------- Liu Tingting,Yuan Xiaojun,Tan Zhen etc. 1757 
PO-2414 Disease-specif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children with inherited bone  
 marrow failure syndromes ---------------------- Li Qian,Luo Changying,Luo Chengjuan etc. 1759 
PO-2415 95 例儿童淋巴瘤临床与病理分析 --------------------------------------- 曾敏慧,贺湘玲,袁小叶等 1760 
PO-2416 儿童全血细胞减少症 89 例临床分析 ------------------------------------ 王黎龙,张景荣,粱筱灵等 1760 
PO-2417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s of Neuroblastoma Children with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in Single Center -------------------------------- Tang Mengjie,Yuan Xiaojun,An Xia 1761 
PO-2418 单份与双份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血液系统疾病的疗效分析 ----------------- 孔维环,李捷 1761 
PO-2419 FOUR CASES OF PYRUVATE KINASE DEFICIENCY CHILDREN  
 WITH NEW TYPES OF PK-LR GENE MUTATION WERE CURED BY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 Huang Xiaohang,Li Benshang,Luo Changying etc. 1762 
PO-2420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in children with inherited bleeding disorders a single center  
 study in China ---------------------------------------- Qareen Haque,Yilifan Abuduaini,冯晓勤等 1763 
PO-2421 小剂量 2-DG 杀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并逆转糖皮质激素耐药的机制 
 研究 -------------------------------------------------------------------------------- 顾玲,张妍乐,袁粒星等 1763 
PO-2422 母亲人格特性及情绪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6 个月内患儿生存质量的影响分析王瑞欣,周翾 1764 
PO-2423 构建携带 yCD:UPRT 融合自杀基因的骨髓基质细胞及其对白血病 nalm-6 细胞的体外抑制 
 作用研究 -------------------------------------------------------------------------- 鞠秀丽,周盼盼,时庆等 1764 
PO-2424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患儿综合治疗的护理体会与疗效观察 -------------- 尚婉媛,陈志钧,程海霞 1765 
PO-2425 Study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cs, treatment outcome, genetic testing of unilateral  
 retinoblastoma.  ----------------------------------------------------------------------------- Liu Guohua 1766 
PO-2426 中国南方人群中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致病基因研究 ----- 丁小燕,唐妙,孙立梅等 1766 
PO-2427 病例讨论 -------------------------------------------------------------------------------- 杨红,戈瑶,李涛等 1767 
PO-2428 发育迟缓患儿先天性白内障围手术期的护理 ------------------------------------------------ 张连新 1767 
PO-2429 Analysis of Screening Results of Retinopathy in Premature Infants and Short-term  
 Observation of Anti-VEGF Treatment ------------------------------------ Ma Xiang, Xiang Nian 1767 
PO-2430 首诊于小儿眼科的儿童颅内巨大肿瘤 3 例 ---------------------------------------- 陶利娟,谭艺兰 1768 
PO-2431 儿童眼外伤眼内取出树芽一例 ----------------------------------------------- 宋晓瑾,胡丹,惠延年等 1769 
PO-2432 174 例儿童急性中毒临床特点和防治策略 -------------------------------- 裴保方,郭菡,陈海燕等 1769 
PO-2433 孕期摄入维生素 D 对婴幼儿哮喘发生率影响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 陈慧,林晓霞,陈珊等 1770 
PO-2434 Guideline use behaviours and needs of primary ca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 Zeng Linan,Li Youping,Zhang Lingli etc. 1770 
PO-2435 Guideline use behaviours and needs of primary ca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 Zeng Linan,Li Youping,Zhang Lingli etc. 1771 
PO-2436 儿童不伴腮腺炎症的腮腺炎病毒性脑膜脑炎 -------------------------- 林创兴,林广裕,蔡晓莹等 1772 
PO-2437 100 例尿路感染住院患儿临床及感染菌耐药性分析 ----------------------- 陈程,吴扬,林广裕等 1772 
PO-2438 120 例儿童下呼吸道感染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分析 -------------------------------- 邵萍,吴俭 1773 
PO-2439 护理干预 5%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效果评价 --------------------------------------------------- 周晓宇 1773 
PO-2440 激素对隐睾睾丸下降率影响的系统评价 ------------------------------------------------------ 潘振宇 1774 
PO-2441 育英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儿童超说明书用药情况变化及原因分析 -- 林西西,叶继锋,张慧等 1774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99 
 

PO-2442 布地奈德对急性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 IL-17、 IL-18 的影响及安全性分析 ---------- 吴学新 1775 
PO-2443 布地奈德对急性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 IL-17、 IL-18 的影响及安全性分析 ---------- 吴学新 1775 
PO-2444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individualization of vancomycin in neonates 
 and young infants -------------------------------------- Chen Yewei,Lu Jinmiao,Zhu Yiqing etc. 1775 
PO-2445 利妥昔单抗和霉酚酸酯治疗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成本效果分析 -- 李静,李琴,卢金淼等 1776 
PO-2446 布洛芬(口服或注射)与对乙酰氨基酚治疗新生儿动脉导管未闭的安全性研究 
 进展 -------------------------------------------------------------------------------- 戴周丽,卢金淼,吴萍等 1776 
PO-2447 丙戊酸在中国患儿中的药物基因组学与安全应用 -------------------------------- 胡文清,李智平 1777 
PO-2448 药物基因组学在儿科领域的应用 -------------------------------------------------------- 李静,李智平 1777 
PO-2449 通过开展科研项目加强药师与门诊患者沟通的尝试 --------------------------------------- 陈文文 1778 
PO-2450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 and serum electrolytes among  
 neurally mediated syncope children after different oral rehydration  
 salts treatment ------------------------------------------- Zhang Wenhua,Zou Runmei,Xu Yi etc. 1778 
PO-2451 青岛市儿科住院患者多重耐药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刘小梅,林荣军 1779 
PO-2452 WHO 儿童基本药物示范目录药品在上海某儿童医院的可及性调查 ----------- 朱琳,李智平 1780 
PO-2453 儿童中成药使用方法的临床研究调查 ------------------------------------------------------------ 张继 1780 
PO-2454 国产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期的早期疗效和安全性 
 分析 -------------------------------------------------------------------------------- 张利强,陈振萍,马洁等 1780 
PO-2455 儿童过敏性紫癜药学服务方案的制订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张艳菊,王晓玲,赵立波等 1781 
PO-2456 循证药学在我院超说明书用药管理中的应用 -------------------------------------- 张云霞,赵瑞玲 1781 
PO-2457 儿童急性白血病合并缓症链球菌血症 8 例 ------------------------------- 林丹娜,余莉华,龙军等 1782 
PO-2458 持续静脉滴注促皮质素(ACTH)治疗婴儿痉挛症不良反应的观察和护理对策 
 分析 ----------------------------------------------------------------------------------- 刘微,易启明,屈小金 1782 
PO-2459 Off-label use of tacrolimus in children with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nephritis: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 Zhang Dongfeng,Zhao Wei 1783 
PO-2460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儿科临床用药安全性分析 ----------------------------- 薛智民,赵瑞玲,高明娥 1783 
PO-2461 锌补充制剂预防 0-5 岁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系统 
 评价 -------------------------------------------------------------------------------- 李汶睿,张伶俐,黄亮等 1784 
PO-2462 32 例危重患儿镇痛镇静药物撤药综合征临床分析 ------------------------------ 杨卫国,周雀云 1784 
PO-2463 新生儿败血症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菌 及耐药性检测结果分析 ---------------------------- 姜莉 1785 
PO-2464 抗癫痫患儿住院-门诊全程药学服务模式探索与实践 ---------------------------------- 杨锐,周佳 1785 
PO-2465 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血小板参数测定的临床意义 ------------------------------------------ 林荣军 1786 
PO-2466 我院全肠外静脉营养液不合理处方分析 ----------------------------------- 王刚,黄晓英,余春飞等 1786 
PO-2467 基于医疗大数据开展儿童用药上市后安全性主动监测可行性研究—中国 17 家儿童医院 
 信息系统现状调查 ----------------------------------------------------------------- 尉耘翠,杨羽,胥洋等 1787 
PO-2468 胎盘屏障与药物转运研究进展 -------------------------------------------------- 秦一,孙宁,王思铮等 1787 
PO-2469 拉莫三嗪在癫痫患儿中的稳态血药浓度分析 ----------------------------- 马婧,王冉冉,黄晓会等 1788 
PO-2470 头孢硫脒在儿童输液中的稳定性研究 -------------------------------------------- 张淼,吕萌,李玉柳 1788 
PO-2471 国内外儿童药物剂型现状分析及政策建 ----------------------------------------------- 张萌,贾露露 1788 
PO-2472 长春新碱静脉注射无外渗致组织溃疡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 薛晓茹,刘惠萍,王晓玲等 1789 
PO-2473 儿童髓外白血病个体化治疗的疗效观察 ------------------------------------------------------ 王君霞 1789 
PO-2474 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相关因素分析 ----------------------------------- 裴启越,武辉 179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0 
 

PO-2475 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分析 ----------------------------------------------- 周楠,杨明,马明等 1790 
PO-2476 小儿纤支镜下肺泡灌洗术手术围手术期护理研究进展 ----------------- 廖世峨,魏兵,张英慧等 1791 
PO-2477 儿童骨折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对健康教育的启示 -------------------------- 谭炯,谢鑑辉,易银芝等 1791 
PO-2478 住院患儿维生素 A、E、D 水平多因素分析 ------------------------------------ 王晔,魏兵,齐双辉 1791 
PO-2479 超低出生体重儿预后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李燕,韦秋芬,潘新年 1792 
PO-2480 空气污染与儿童呼吸道感染门急诊量的相关性研究 --------------------------------------- 郑成中 1792 
PO-2481 海啸后儿童心理问题 ----------------------------------------------------------------------- 郑成中,牛杰 1793 
PO-2482 Glasgow 昏迷量表评分 3 分昏迷儿童脑死亡的判定分析 ------------------- 王荃,武洁,刘珺等 1793 
PO-2483 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的临床病例分析 ----------------------------------------------- 唐成和,尤庆旺 1794 
PO-2484 输液港在新生儿中的应用及护理 ------------------------------------------------------------------ 李霞 1794 
PO-2485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人民医院儿科住院婴幼儿营养不良现状及影响因素 
 分析 ----------------------------------------------------------------------------------------- 刘秀秀,李玖军 1795 
PO-2486 无创辅助通气联合氦氧混合气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疗效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 陈龙,史源,李雪 1795 
PO-2487 早产儿与足月儿静息态功能磁共振默认网络的研究 ------------------------------------------ 冯帅 1796 
PO-2488 机械通气联合不同途径止血药治疗新生儿肺出血的观察 --------------------------------- 李雪莲 1796 
PO-2489 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支持下吸入氦氧混合气和空氧混合气治疗胎粪吸入综合征的随机对照 
 试验 ------------------------------------------------------------------------------------------------------ 马娟 1796 
PO-2490 部分液体通气救治难治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 赵锦宁 1797 
PO-2491 The correlation of Microbial and metabolomic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term neonate ----------------------------------------------------------------------- lu qi 1797 
PO-2492 68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合并休克患儿的临床护理救治分析 ------------------------------- 刘致 1798 
PO-2493 电子心力测量法评价早产儿血流动力学变化 ----------------------------- 苏锦珍,杨玉兰,丁璐等 1798 
PO-2494 极/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临床随访 ------------------- 姚丽平,韦秋芬,李燕等 1799 
PO-2495 俯卧位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的临床研究 --------------------------------- 段娓 1800 
PO-2496 不同喂养方式对极低出生体质量儿 胃肠功能影响的比较 ---------------------------------- 封云 1800 
PO-2497 枸橼酸咖啡因对早产儿呼吸暂停的疗效研究 --------------------------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等 1800 
PO-2498 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病例分析 -----------------------------------------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等 1801 
PO-2499 重庆地区胎龄≥35 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与 UGT1A1 基因 211G>A 突变相关 
 研究 -------------------------------------------------------------------------------------------- 吴丹,华子瑜 1801 
PO-2500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哮喘关系的 Meta 分析 ------------------- 于少飞,冯万禹,柴少卿等 1802 
PO-2501 骶尾部畸胎瘤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 肖菲,刘秋玲 1802 
PO-2502 儿童肾母细胞瘤 IV 期肺转移相关因素和临床特点 ------------------------------ 关会会,刘秋玲 1803 
PO-2503 高氧和炎症对新生小鼠肺 NFκB 的影响及其与肺微血管发育的关系 ------------ 张晗,邓春 1804 
PO-2504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 对早产儿血源性感染的影响 --------------- 杨静,刘晓露,华子瑜 1804 
PO-2505 Marshall-Smith 综合征伴 XIAP 突变 1 例报告 -------------------------------------- 朱梦茹,武辉 1805 
PO-2506 214 例超/极低出生体重儿 18 月龄生存质量跟踪报告 -------------------------- 章晓婷,钟晓云 1805 
PO-2507 NK-1R 调控哮喘气道重塑大鼠气管平滑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 魏兵,焦绪勇,张超等 1806 
PO-2508 Changes of T-lymphocyte subsets, D-Dimer and immunoglobulin in mycoplasma  
 pneumonia children and its significance --------------------------------------------- 郑成中,郝丽 1806 
PO-2509 训练哨对 3 岁以上儿童 Master Screen 型肺功能检查准备达标率的 
 影响 -------------------------------------------------------------------------------- 闫玉苹,李健,李雪华等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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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10 灾害护理培训中战伤救治模式的应用于思考 ----------------------------------------- 张英慧,李健 1807 
PO-2511 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核心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李健,周丽娟,李雪华 1808 
PO-2512 新生儿晚发型败血症的临床分析 ----------------------------------------------- 王腾飞,吕小明,武辉 1808 
PO-2513 超未成熟儿临床流行病学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 吕小明,朱梦茹,武辉 1809 
PO-2514 早期新生儿感染相关影响因素 1:1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 杜金凤,刘盼盼,武辉 1809 
PO-2515 新生儿简易蓝光头罩的制作与临床应用 -------------------------------------------- 尚丹,李健,许丽 1810 
PO-2516 超低出生体重儿预后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李燕,韦秋芬,潘新年 1811 
PO-2517 敌草快中毒二例 -------------------------------------------------------------- 李小明,雷智贤,冯乃超等 1811 
PO-2518 延胡索酸酶缺乏症一例 ----------------------------------------------------------- 李银萍,魏兵,岳小哲 1811 
PO-2519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预防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感染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 王家宝 1812 
PO-2520 应用 USCOM 及 ICON 监测正常足月新生儿心功能研究 ---------- 杨玉兰,吴本清,苏锦珍等 1813 
PO-2521 维生素 A 对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免疫调节作用研究 ------------------- 齐双辉,魏兵,张超等 1813 
PO-2522 超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情况的研究 -------------------------------------- 吴艳,钟晓云,陈文等 1814 
PO-2523 一例肢带型肌营养不良 2J 型患儿的临床与基因分析 --------------------------------- 张超,魏兵 1814 
PO-2524 健康足月儿生后早期体温动态观察与护理管理 -------------------------------- 许丽,李健,张英慧 1814 
PO-2525 Identification of volume parameters monitored with a non-invasive ultrasonic cardiac  
 output monitor for predicting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children afte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surgery ------------------------------------------------------- Chen Yuwei,Li Jing,Xu Feng 1815 
PO-2526 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与血管活性物质的研究进展 -------------------------------------- 唐健,武辉 1816 
PO-2527 三关节融合术治疗马蹄内翻足患儿的康复护理 --------------------------------------------- 李梦莹 1816 
PO-2528 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 任宇斌 1817 
PO-2529 机械通气患儿不同方法呼吸道管理的应用 --------------------------------------------------- 王珊珊 1817 
PO-2530 小儿使用力月西导致静脉炎与防治体会 --------------------------------------------------------- 赵璠 1817 
PO-2531 手足口病患儿并发脑炎的早期识别及护理 --------------------------------------------------- 周冬梅 1818 
PO-2532 一例 Prader-WIilli 重症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患儿的护理体会 ------------------ 张亮亮 1818 
PO-2533 医务场所暴力对儿科护士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 刘川 1819 
PO-2534 甲流患儿的病情观察及护理 ------------------------------------------------------------------------ 杨佳 1819 
PO-2535 有关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哮喘的全方位气道护理的研究 --------------------------------- 胡伯 1819 
PO-2536 一种附加计量功能吸痰管的制作与临床应用 ----------------------------------------- 刘亚丽,刘侠 1820 
PO-2537 股动脉与桡动脉采血在儿科门急诊临床应用中的效果比较 --------------------------------- 李阳 1820 
PO-2538 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相关因素分析 ----------------------------------- 裴启越,武辉 1820 
PO-2539 小儿 DDH 切开复位 Dega 截骨、人位石膏固定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 骆珊珊 1821 
PO-2540 儿童脊柱侧弯术后食欲下降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何婷姣 1822 
PO-2541 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 齐红阳,徐建华 1822 
PO-2542 1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的病情观察与护理体会 ------------------------------- 常玉杰,徐建华 1822 
PO-2543 选择性 IgA 缺乏症 1 例 ------------------------------------------------------------------- 吕红娇,魏兵 1823 
PO-2544 强化心理护理对性早熟患儿的影响 --------------------------------------------------------------- 吴婧 1823 
PO-2545 eNO 在哮喘患儿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中的指导意义 ---------------------------------- 文香,廖莉 1823 
PO-2546 四种小儿化疗性静脉炎的治疗方法及其疗效观察 ----------------------------------- 郭丽娜,韩松 1824 
PO-2547 婴儿捂热综合征临床特征分析 ----------------------------------------------------------- 陈瑜,刘铜林 1824 
PO-2548 A novel mutation in the gene coding of the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 zeng lingkong 1825 
PO-2549 以发热为首发症状的儿童肝豆状核变性一例 -------------------------------------------- 于聪,魏兵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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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50 无喉镜气管插管术在新生儿窒息复苏中的应用 -------------------------- 曾凌空,刘汉楚,张卫红 1826 
PO-2551 215 例超低和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分析 ----------------------------------------------- 李捷,钟晓云 1826 
PO-2552 鼠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联合护理干预对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血清 
 NSE、GFAP 、S100B 蛋白表达的影响 ------------------------------------ 张恩胜,王静,黄磊等 1827 
PO-2553 5 例儿童高楼坠落伤诊治心得 ------------------------------------------------------------------ 张盛鑫 1828 
PO-2554 Establishment of age and gender specific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liver function  
 tests in healthy Han children --------------------------------------------------- 周琪,许建成,武辉等 1828 
PO-2555 血浆置换治疗小儿重症溶血尿毒综合征的护理与观察 --------------------------------------- 孟希 1828 
PO-2556 新生儿急性肾损伤的研究进展 ----------------------------------------------------------- 刘君丽,魏兵 1829 
PO-2557 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临床研究 -------------------------------------------- 孙雪丽,姜春明 1829 
 

书面交流 
 
PU-0001 超声诊断小儿后肾间质肿瘤 1 例及文献复习 ------------------------- 刘庆华,刘小芳,张新村等 1831 
PU-0002 小儿美克尔憩室的超声误诊漏诊原因分析 ----------------------------------- 张展,王爱珍,方玲等 1831 
PU-0003  婴幼儿囊性胆道闭锁及胆总管囊肿的超声诊断价值分析 --------------- 张展,刘百灵,方玲等 1832 
PU-0004 超声诊断小儿肺动脉吊带 ------------------------------------------------------------------------ 蒋国平 1832 
PU-0005 肺动脉短轴切面诊断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 ------------------------------------------------ 蒋国平 1833 
PU-0006 超声探讨小儿川崎病冠状动脉血栓的特征 --------------------------------------------------- 蒋国平 1833 
PU-0007 超声诊断小儿双主动脉弓畸形 ------------------------------------------------------------------ 蒋国平 1833 
PU-0008 两例孤立性三尖瓣脱垂术前、术中、术后超声诊断 ------------------------------------------ 高峻 1834 
PU-0009 儿童梨状窝瘘合并感染的超声表现 ------------------------------------------------------------ 杨泽胜 1835 
PU-0010 超声诊断幼儿息肉 2 例及文献复习 ------------------------------------------- 臧静,罗红,万晋州等 1835 
PU-0011 高频超声在小儿假性肠套叠中的诊断价值 ----------------------------- 陈晓康,陈泽坤,戴泽艺等 1836 
PU-0012 正常婴儿屈髋冠状切面的超声定量分析及其临床意义 -------------------------- 苗莉莉,刘庆华 1836 
PU-0013 The role of echocardiography in diagnosing crossed pulmonary  
 arteries -------------------------------------------------- Zhang Jing,Gao Yan,Huang Guoying etc. 1837 
PU-0014 染色体异常超声软指标－胎儿轻度侧脑室扩张的临床研究进展 ----------------- 祁晓英,罗红 1837 
PU-0015 超声检查婴幼儿腰骶部脊髓及其在脊髓栓系综合征的应用价值 
 初探 ----------------------------------------------------------------------------- 陆双泉,周建敏,夏斯莉等 1838 
PU-0016 Berry 综合征的超声心动图诊断价值分析 --------------------------------- 张玉奇,张志芳,陈丽君 1839 
PU-0017 超声心动图估测健康儿童冠状动脉 Z 值的研究 ------------------------- 张玉奇,洪雯静,陈丽君 1839 
PU-0018 超声心动图在诊断婴幼儿先天性血管环中的应用 -------------------------------- 刘小芳,刘庆华 1839 
PU-0019 超声活检在小儿肌肉系统病变的诊断价值评估 ----------------------------------- 岳瑾琢,裴勖斌 1840 
PU-0020 左冠状动脉“窃血” ------------------------------------------------------------------------------ 岳瑾琢 1840 
PU-0021 超声医学在儿童脊髓栓系术前及术后的应用 ----------------------------- 楚立凯,田亚康,王勤等 1841 
PU-0022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小儿睾丸卵黄囊瘤的诊断价值 ----------------------------------- 董硕,裴广华 1841 
PU-0023 实时超声在小儿肠梗阻定性、定位及病因诊断中的应用 ----------------- 刘畅,吴明君,付秀婷 1842 
PU-0024 改良心肌做功指数评价小儿心力衰竭的可行性研究 ----------------------- 唐颖,朱善良,陈俊等 1842 
PU-0025 ROC 评价 Alvarado 改良评分联合高频超声回盲部定位法对小儿不同病理分型阑尾炎的 
 诊断价值 ------------------------------------------------------------------------------------------------ 刘娜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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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6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造瘘术在小儿重度肾积水治疗中应用效果分析 --------------------- 周莉 1843 
PU-0027 新生儿阑尾炎的高频超声诊断价值 ----------------------------------------------- 王婷,刘百灵,刘芳 1844 
PU-0028 床旁超声在 NICU 中引导 PICC 置管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莫泽来,丘雅波,陈昌钊等 1845 
PU-0029 7311 例海口市婴儿髋关节超声筛查分析 --------------------------- 莫泽来,丘雅波 ,符俊娟 等 1845 
PU-0030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少见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李静雅,王芳韵,金兰中等 1846 
PU-0031 超声诊断与核素显像对儿童美克尔憩室准确性及精确性的临床 
 研究 ----------------------------------------------------------------------------- 贺雪华,关步云,朱莉玲等 1846 
PU-0032 斑点追踪技术评估正常儿童三尖瓣环位移值的研究 ----------------- 鲍圣芳,张玉奇,张志芳等 1847 
PU-0033 儿童卵巢扭转的超声预测评分系统的研究 --------------------------------------------------- 裴广华 1847 
PU-0034 45,x/46,xy 嵌合型性发育异常的超声特征并文献复习 ----------------- 范舒旻,夏焙,周靖然等 1848 
PU-0035 高频超声对小儿食管闭锁及狭窄的诊断价值 -------------------------------------- 张新村,刘庆华 1849 
PU-0036 床旁颅脑超声诊断新生儿颅内出血 -------------------------------------------------------- 张波,罗红 1849 
PU-0037 婴儿肝炎综合征的剪切波弹性成像和血清肝纤维化标志物检测研究彭娅,段星星,刘金桥等 1850 
PU-0038 速度向量成像技术评估单心室术前、后纵向收缩功能 -------------- 陈丽君,张玉奇,吴立军等 1850 
PU-0039 超声在婴儿胆道闭锁诊断中的应用 ----------------------------------------------- 杨胜,金梅,张兴园 1851 
PU-0040 腹部超声检查对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 刘萍萍,田晓先 1851 
PU-0041 小儿常见消化道畸形超声诊断 ------------------------------------------------------------------ 闫海燕 1852 
PU-0042 颅脑超声在新生儿颅内出血中的诊断价值 ----------------------------- 关步云,朱莉玲,贺雪华等 1853 
PU-0043 超声检查在胆总管囊肿破裂诊断中的价值 ----------------------------- 朱莉玲,关步云,贺雪华等 1853 
PU-0044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小儿睾丸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 陈金卫,关步云,张遇乐等 1853 
PU-0045 儿童肝门部囊性包块的超声表现分析               ----------------------------- 李娜,刘百灵 1854 
PU-0046 超声检查对新生儿消化道畸形的诊断价值 -------------------------------------------- 李娜,刘百灵 1854 
PU-0047 新生儿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的超声诊断及随访价值 -------------------- 俞劲,叶菁菁,李晓英等 1855 
PU-0048 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引导经皮小儿房间隔缺损封堵术的评估和随访---附 129 例 
 随访 -------------------------------------------------------------------------------- 叶菁菁,俞劲,杨秀珍等 1855 
PU-0049 小儿拇指扳机的高频超声表现 -------------------------------------------- 朱云开,陈亚青,刘卫勇等 1856 
PU-0050 Efficacy of combined transperineal (TP) and transabdominal (TA) ultrasonography in  
 diagnosis and follow-up of vaginal malignancies -------- Yang Xiuzhen,Ye Jingjing,Yu Jin 1856 
PU-0051 食道超声引导下经肋间超微切口封堵小儿干下型室间隔缺损 -------- 俞劲,张泽伟,叶菁菁等 1857 
PU-0052 舒张期左室后壁应变(DWS)在评价先天性膈疝患儿左室舒张功能中的 
 价值 -------------------------------------------------------------------------------- 赵丽娇,孙锟,席丽丽等 1857 
PU-0053 4 例新生儿李斯特菌败血症颅内超声检查结果分析 -------------------------- 庞厚清,罗红,张波 1858 
PU-0054 小儿肠系膜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超声表现 ------------------------------------------------ 钱晶晶 1858 
PU-0055 SMI 技术在指导儿科肿瘤穿刺活检中的作用 ---------------------------- 陈亚青,朱云开,方静等 1859 
PU-0056 运用斑点追踪技术测量三尖瓣环位移评价漏斗胸患儿右心室功能的 
 价值 ----------------------------------------------------------------------------------- 闵杰青,洪伟,魏骊铮 1859 
PU-0057 超声检查在儿童肱骨外髁骨折闭合复位术中的应用 -------------------- 孙杰,赵亚平,沈先涛等 1860 
PU-0058 小儿毛母质瘤的超声诊断 --------------------------------------------------------------------------- 方倩 1860 
PU-0059 超声对异位睾丸的诊断价值 -------------------------------------------------------- 刘晓,夏焙,于红奎 1860 
PU-0060 儿童期原发性卵巢扭转的超声诊断价值 -------------------------------- 付秀婷,吴明君,刘姿薇等 1861 
PU-0061 超声心动图对弯刀综合症的漏诊分析 -----------------------------------------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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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2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在小儿室间隔缺损经皮胸前穿刺封堵治疗中的 
 应用 -------------------------------------------------------------------------------- 陈俊,莫绪明,朱善良等 1862 
PU-0063 超声心动图诊断心耳并置的临床价值 -----------------------------------------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1863 
PU-0064 超声心动图对后位完全型大动脉转位误诊为右室双出口的原因分析 --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1863 
PU-0065 超声心动图对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的诊断价值 --------------------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1864 
PU-0066 儿童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超声诊断 1 例并文献复习 --------- 孟争亮,高峻,冯肖媛等 1865 
PU-0067 小儿继发性肠套叠高频超声诊断体会 ----------------------------------------- 王婷,刘百灵,杨礼等 1865 
PU-0068 造影增强超声定量评价小儿肾脏皮质血流灌注及其临床意义 ----------- 毛木翼,夏焙,杨军等 1866 
PU-0069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小儿隔离肺的诊断价值 ----------------------------------- 王爱珍,张展,方玲等 1866 
PU-0070 经超声心动图诊断胎儿心脏憩室并 17 例病例报道 --------------------------------- 玉今珒,潘微 1867 
PU-0071 超声诊断孤立性永存左上腔静脉 1 例 ------------------------------------------- 张明,宋琼,李川等 1867 
PU-0072 回顾性分析高频超声在小儿肠旋转不良的应用价值 --------------------------------------- 王爱珍 1868 
PU-0073 回顾性分析高频超声在小儿肠旋转不良的应用价值 ----------------------- 王爱珍,方玲,刘慧等 1868 
PU-0074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小儿输尿管息肉的应用价值 -------------------- 王爱珍,方玲,朱洪煊等 1869 
PU-0075 高频超声对臀位产小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诊断价值 -------------------- 张鑫,史莉玲 1869 
PU-0076 CDFI 与 SWE 对婴儿病理性黄疸的鉴别诊断价值 --------------------- 刘百灵,卫晶丽,张卉等 1870 
PU-0077 高频超声对小儿消化道重复畸形的诊断价值分析 ----------------------- 刘百灵,张卉,卫晶丽等 1871 
PU-0078 小儿先天性胆管扩张症的超声诊断及误诊分析 ----------------------------- 刘百灵,李娟,杨礼等 1871 
PU-0079 不同喂养方式对出院后早产儿早期体格生长的影响分析 ----------------------- 赵玮婷,杜兆辉 1872 
PU-0080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ternal pre-pregnancy body mass index,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and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 XU JIAN 1873 
PU-0081 儿童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及预防 ----------------------------------- 孙利群,刘春艳,吴会军等 1873 
PU-0082 云南贫困地区某卫生院婴幼儿定期体检状况分析 -------------------- 郑小斐,岳都仙,付业菊等 1874 
PU-0083 6 岁至 12 岁入学儿童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水平的分析 ---------- 刘兰香,祝兴元, 李正秋 1874 
PU-0084 早期预测过敏性疾病高危儿方法初探 -------------------------------------------------- 邢梦娟,胡燕 1875 
PU-0085 高原地区 2016 年健康藏族儿童微量营养素现状研究 --- 德吉美朵,次旦卓嘎,索朗卓玛 等 1875 
PU-0086 高原地区健康婴幼儿体格发育护理现状 -------------------------------------- 郑晓玲,俄地,罗珍等 1876 
PU-0087 高原地区藏族健康儿童“三病”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 罗珍,郑晓玲,官晓庆等 1876 
PU-0088 高原地区 2016 年例新生儿访视中出生缺陷现况分析 ----- 德吉美朵,次旦卓嘎,索朗卓玛等 1877 
PU-0089 西藏不同地区藏族健康儿童 3886 例乙肝现状分析 ----------- 次旦卓嘎,德吉美朵,任晖晖等 1877 
PU-0090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婴幼儿营养不良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刘秀秀,李玖军 1878 
PU-0091 11 例婴幼儿湿疹后给予艾草水涂抹护理的效果观察与探讨 -------------------------------- 张宁 1878 
PU-0092 铁剂对 530 例早产儿发育的影响 ---------------------------------------------- 王丽芳,张婕,贺莉等 1878 
PU-0093 儿科住院家属的有效沟通和技巧 ------------------------------------------------------------------ 燕茹 1879 
PU-0094 脂肪 PID1 蛋白通过与 LRP1 相结合来影响机体糖稳态及餐后脂质 
 清除率 ----------------------------------------------------------------------------- 陈玲,王星云,朱金改等 1879 
PU-0095 一种新型代谢调控因子——人脂肪细胞来源外泌体提取分离方法的 
 比较 -------------------------------------------------------------------------------- 崔县伟,张凡,尤梁惠等 1880 
PU-0096 Association of maternal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concentrations in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with risk of macrosomia ---------- Wen Juan,Cui， Xianwei ,Wang Xingyun etc. 1880 
PU-0097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the human milk-sourced peptide  
 PDC211 ------------------------------------------------------- Cui Xianwei, Li Yun,Wang Xing etc.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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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8 高原地区新生儿访视中常见问题及护理指导 ----------------------------- 官晓庆,德吉美朵,罗珍 1881 
PU-0099 延续性护理在白血病患儿维持治疗期的应用效果 ------------------------------------------ 刘雨菡 1882 
PU-0100 利用 PDA 提高 PICC 置管术后的健康教育有效性的成果研究 ---------------------------- 侯雪 1882 
PU-0101 ICB 矫形鞋垫对纠正儿童足外翻作用的研究 ----------------------------- 芮洪新,宋骏,陈忆晴等 1882 
PU-0102 家庭环境对学龄前儿童电子产品使用的影响分析 -------------------- 章景丽,苏亭娟,陶芳标等 1883 
PU-0103 不同受孕方式的双胎 SGA 和 AGA 生后第 1 年体格生长差异队列研究 - 张萱,杨琴,程茜等 1883 
PU-0104 双胎中的早产和足月小于胎龄儿生后第一年的体格生长队列研究 -------- 张萱,杨琴,程茜等 1884 
PU-0105 双胎中的 SGA 和 AGA 生后第一年的体格生长队列研究 ------------------- 张萱,杨琴,程茜等 1885 
PU-0106 双胎 SGA 和 AGA 生后第 1 年体格生长指标异常发生率的队列研究 ---- 张萱,杨琴,程茜等 1885 
PU-0107 三关节融合术治疗马蹄内翻足患儿的康复护理 --------------------------------------------- 李梦莹 1886 
PU-0108 小儿 DDH 切开复位 Dega 截骨、人位石膏固定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 骆珊珊 1886 
PU-0109 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的优势及护理体会 ------------------------------------------ 刘冰 1887 
PU-0110 睡姿干预可降低早产儿头颅畸形的发生率 -------------------------------- 胡斌,王成举,李文藻等 1887 
PU-0111 西安市 533 例集体儿童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分析 ------------------------------------------- 史晓薇 1887 
PU-0112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临床特点及发病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 何玉莹,杨莹,邵冬冬等 1888 
PU-0113 小儿营养不良的健康教育及保健方法分析 ----------------------------------------- 李轩,李轩,李轩 1889 
PU-0114 焦虑障碍儿童的心理控制源的研究 ----------------------------------------------------- 吴玲,汪玲华 1889 
PU-0115 神经调节蛋白 4 在儿童脂肪组织中的表达特征和临床意义 ---------------- 王冉,杨帆,孙斌等 1890 
PU-0116 肥胖儿童血清神经调节蛋白 4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研究 ------- 王冉,青丽,黄荣等 1890 
PU-0117 全国部分城市儿科医生工作满意度及离职意愿调查分析 -------------- 张焱,施长春,陶骏贤等 1891 
PU-0118 氯化钴预处理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修复缺氧缺血脑损伤大鼠认知功能中的 
 作用 ----------------------------------------------------------------------------------- 代英,李文迪,钟敏等 1891 
PU-0119 牛奶蛋白过敏所致婴儿湿疹的 早期识别及干预的研究 ------------------------ 马立新,易娟娟 1892 
PU-0120 EB 病毒感染对儿童肝功的影响 ------------------------------------------------------------------- 李毅 1892 
PU-0121 气质类型、家庭环境对学龄前儿童体格发育的影响 ----------------------------- 张立琴,马方方 1893 
PU-0122 启东市 1991-2015 年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变化趋势及死因构成 
 分析 ----------------------------------------------------------------------------- 盛凯华,樊春笋,张永辉等 1893 
PU-0123 10925 例儿童 25-羟基维生素 D3 不足及缺乏情况分析 --------------------------- 刘颖,宋文琪 1894 
PU-0124 维生素 K 对骨钙素羧化率的影响 -------------------------------------------------------------- 徐传伟 1894 
PU-0125 糖皮质激素对肝细胞脂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 杨帆,戴焱焱,闵翠婷等 1895 
PU-0126 儿童和青少年威廉姆斯综合征的甲状腺形态及功能评估 --------------------------------- 陈维军 1895 
PU-0127 浅谈西藏儿童接种百白破疫苗 与不良反应监测 ---------------------------------------- 次旦旺姆 1896 
PU-0128 儿童肥胖与其母亲孕期增重和婴儿喂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 程明珍 1896 
PU-0129 全身运动质量评估在随访早产儿发育结局中对脑瘫的预测 ----------------- 罗琼,张峰,陈福建 1897 
PU-0130 中国山东孕妇孕期镉暴露对婴儿神经发育的影响 ----------------------- 王依闻,陈丽梅,高宇等 1897 
PU-0131 孩子长高小秘诀 ------------------------------------------------------------------------------------ 顾佩华 1898 
PU-0132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 Wang YuTong 1898 
PU-0133 儿科新入职护士静脉留置针穿刺失败原因分析及对策 ------------------------------------ 刘萌萌 1899 
PU-0134 抽动障碍儿童抑制功能研究 -------------------------------------------------------------- 杨继英,马骏 1899 
PU-0135 早期干预对小早产儿和/或极低出生体重儿矫正年龄 1 岁时神经发育的影响 ---------- 袁欣 1899 
PU-0136 孕中期母亲皮质醇水平及焦虑状况与小婴儿气质的相关分析 -------------- 吴瑞,陈佳,唐华等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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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7 针刺疗法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 金龙涛,刘颖,高华利等 1900 
PU-0138 镇江市中学新生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及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路径 
 分析 ----------------------------------------------------------------------------------- 陈佳,金龙涛,陆玲等 1901 
PU-0139 高危儿神经系统评估方法的探讨 --------------------------------------------------------------- 吕攀攀 1901 
PU-0140 吉林省小儿流感病毒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型别变化的研究 --------------------------------- 贺岩 1901 
PU-0141 婴儿被动操与智能训练对婴儿早期发育的影响分析 --------------------------------------- 刘陵霞 1902 
PU-0142 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应答性共同注意特点的研究 -------------------------- 周子琦,程茜,魏华等 1902 
PU-0143 易位型 21-三体胎儿筛查漏筛病例的再思考 ----------------------------- 娄超,张利平,吴涵之等 1903 
PU-0144 儿童虐待问题研究 ------------------------------------------------------------------------------------ 郭凤 1903 
PU-0145 探讨运动疗法对纠正婴幼儿韧带松弛导致的髋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 万凯 1904 
PU-0146 乐山市城区学龄儿童体格偏离、性早熟及龋齿现患率调查 -------------- 魏琼,王俐,鲁志力等 1904 
PU-0147 探讨枕骨下肌、头夹肌、颈夹肌放松对改善婴幼儿角弓反张的疗效观察 -------------- 万凯 1905 
PU-0148 两年规范治疗管理对哮喘患儿的控制效果 和肺功能转归研究 ---- 侯晓玲,皇惠杰,朱康 等 1905 
PU-0149 长期住院儿童抑郁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付书琴,宋春兰,成怡冰 1906 
PU-0150 西安市 1259 例儿童维生素 D 与锌、铁单一及合并缺乏分析 -------------- 王伟,董莉,杨丽芳 1906 
PU-0151 浅谈护患纠纷的相关因素 ------------------------------------------------------------------------ 乔建云 1907 
PU-0152 压差式流量传感器和超声传感器对儿童肺通气功能检测的比较 
 分析 ----------------------------------------------------------------------------- 侯晓玲,皇惠杰,王亚如等 1907 
PU-0153 母亲和胎儿维生素 A 和 E 在妊娠期糖尿病的改变 ------------------------------- 杜沁文,骆忠诚 1908 
PU-0154 手持式自动验光仪在儿童眼保健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 刘红仙,刘红仙 1909 
PU-0155 3-16 岁小儿 25 羟维生素 D 缺乏的临床表现分析 ----------------------------------------- 李维君 1909 
PU-0156 沙盘游戏治疗对 7-12 岁儿童焦虑障碍的疗效分析 ------------------------------------------- 王晨 1909 
PU-0157 儿科学科发展策略分析 ----------------------------------------------------------------------- 肖静,姜红 1910 
PU-0158 不同年龄触觉感统失调儿童神经纤维电流感觉阈值观察 -------------- 薛波,杨志英,薛晓焕等 1910 
PU-0159 儿童发育偏移与骨密度的关系分析 -------------------------------------- 颜引妹,金龙涛,李曼丽等 1910 
PU-0160 婴幼儿乳糖酶活性与体格发育的相关性分析 -------------------------- 颜引妹,金龙涛,魏浩文等 1911 
PU-0161 深圳市初一学生超重肥胖率研究 ----------------------------------------- 刘嘉琪,周少明,周建利等 1911 
PU-0162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an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leep outcomes in  
 toddlers ------------------------------------------ Deng Yujiao,Wang Guanghai,Jiang Yanrui etc. 1912 
PU-0163 Elevated blood lead levels in preschool children due to a traditional topical powder:  
 hongdanfen ------------------------------------------------------------ Ying Xiaolan,Yan Chonghuai 1912 
PU-0164 Sources, sympto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 experience from  
 a Lead Specialty Clinic in China --------------------------------- Ying Xiaolan,Yan Chonghuai 1913 
PU-0165 精准骨龄检查纳入社区儿童体检的初步探讨 ----------------------------------- 曹萍,丁敏,成燕等 1913 
PU-0166 NICU 出院低出生体重儿 0-1 岁体格发育状况分析 --------------------------------- 田园,于广军 1914 
PU-0167 Maternal PlGF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cord blood leptin concentrations in infants born 

small-for-gestational-age ------------- Luo Zhongcheng,He Hua,Nuyt Anne Monique  etc. 1914 
PU-0168 青岛市 449 例儿童贫血患病率调查分析 ------------------------------------- 蒋艳,宫相翠,马少春 1915 
PU-0169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screen time on mental health in preschool:  
 the mediation role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 Zhao jin,Zhang Yunting,Jiang Fan 1915 
PU-0170 深圳市中学生体格发育对比研究 ----------------------------------------- 刘嘉琪,周少明,周建利等 1916 
PU-0171 重庆市 146 例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患儿治疗随访回顾性分析 ---------------- 樊欣,赵妍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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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2 Peptidomic analysis of zebrafish embryo exposure to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on  
 ocular development ------------------------------------ Li Nan,Zhang Xin ,Zhang Qingyu  etc. 1917 
PU-0173 Maternal night sleep time in late pregnancy and infant’s cord blood concentration of  
 leptin ------------------------------------------------- Zhu Lixia,Wang Guanghai,Jiang Yanrui etc. 1917 
PU-0174 环境的干预对儿童身高促进的影响 ----------------------------------------------------- 周利华,陈凯 1918 
PU-0175 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联合 M-CHAT-R/F 筛查自闭症的效果初探 - 罗美芳,郭翠华,曹牧青等 1918 
PU-0176 小儿中毒及其预防问题的研究文献综述 --------------------------------------------------------- 王丹 1919 
PU-0177 营养性贫血婴儿 Hb 发展的轨迹分析模型：非随机带同步对照组自身前后比较的队列 
 研究 -------------------------------------------------------------------------------------------- 张淑一,张霆 1919 
PU-0178 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陪护模式在极低出生体重儿出院计划中的应用 -------- 朱雨晨,李秋芳 1920 
PU-0179 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治疗前后体质指数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 张建美,杨素红,顾再研 1920 
PU-0180 超声检查对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的诊断价值 -------------------------------------- 郭丹阳,吴明君 1921 
PU-0181 孕期维生素 D 水平与新生儿不良健康结果关系的研究进展 ------------------- 陈晓利,仰曙芬 1921 
PU-0182 1734 例学龄前儿童血液微量元素及血铅的相关性研究 ---------------------------------- 吴海霞 1922 
PU-0183 南宁市健康儿童维生素 D 水平调查分析 ------------------------------------------- 潘秀花,李小妹 1922 
PU-0184 南宁市健康儿童维生素 D 水平调查分析 ------------------------------------------- 潘秀花,李小妹 1922 
PU-0185 脐带血 DDE 水平对新生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 曹露露,余晓丹,赵丽等 1923 
PU-0186 学龄前儿童神经精神发育状况与家庭饮食行为关系探讨 ----------- 陈桂霞,谭剑辉,孙小铃等 1923 
PU-0187 厦门市婴幼儿过敏的影响因素研究 -------------------------------------- 陈桂霞,曾国章,孙小铃等 1924 
PU-0188 调查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的水平，为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分析提供 
 依据 ----------------------------------------------------------------------------- 王美芬,王明英,段金涛等 1924 
PU-0189 NICU 新生儿听力筛查及影响因素的探讨 -------------------------------------------- 陈奕冰,李蕊 1925 
PU-0190 超短波联合 654-2 辅助治疗婴幼儿细菌性肺炎疗效分析 ---------------------- 徐娟娟,叶中绿 1925 
PU-0191 瞬态耳声发射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可行性与临床意义 ----------------------- 刘迎新,陈奕冰 1926 
PU-0192 大鼠内质网应激 IRE1α-siRNA 慢病毒载体的构建及稳定转染细胞株的 
 建立 ----------------------------------------------------------------------------------------- 崔宁迅,朱雪萍 1926 
PU-0193 脑损伤筛查在儿童保健门诊中的应用 --------------------------------------------------------- 仇和喜 1927 
PU-0194 感觉统合训练对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干预效果的评价 ----- 秦志强,张晓敏,袁兆红 1927 
PU-0195 浅谈小儿感冒的预防与护理 --------------------------------------------------------------------- 胡志芸 1927 
PU-0196 自闭症 新诊断标准引发训练方式选择的思考 ----------------------------------------- 宋阳,邵萍 1928 
PU-0197 一例 Cockayne 综合征的临床及 ERCC8 基因突变特征 ------------- 马秀伟,封志纯,朱丽娜 1929 
PU-0198 多学科合作开展 NICU 出院高危儿综合管理的效果评价 ----------------- 田园,张宇鸣,王瑜等 1929 
PU-0199 母孕期和婴儿早期钙补充对婴儿 BMI 及肠道菌群的影响 ------------- 昌雪莲,尚弈,刘雅静等 1929 
PU-0200 第二代测序技术诊断球形细胞脑白质营养不良 1 例 ------------------- 马秀伟,朱丽娜,封志纯 1930 
PU-0201 126 例晚期早产儿母亲中医体质调查分析 ----------------------------------------------- 申量,熊霖 1931 
PU-0202 维生素 A、E 和反复呼吸道感染 ----------------------------------------- 东利娟,李秋实,刘洋阳等 1931 
PU-0203 幼儿辅食添加及饮食习惯与构音问题之间关系研究 ------------------------------------------ 寇倩 1932 
PU-0204 2845 例 0~42 月小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测查结果分析 -------------------------------------- 华丽 1932 
PU-0205 早产母乳中宏量营养成分含量及相关因素的分析 ----------------------------- 唐艺玮,陈佳,向龙 1932 
PU-0206 婴儿营养性铁缺乏与辅食添加时机的相关性研究 ----------------------------- 杨舒,王畅,王若思 1933 
PU-0207 18 月龄幼儿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神经发育的临床观察 ---------------------------------- 熊淑英 1933 
PU-0208 初探西藏地区 3698 例藏族健康儿童血常规参考值 ------------------------------------ 德吉美朵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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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9 2012-2015 年长春市城区示范幼儿园 儿童体检结果分析 ------------ 刘迎春,胡锦华,姜华等 1934 
PU-0210 拉萨地区藏族健康儿童 3678 名静脉血白细胞系临床探讨 --------------------------- 索朗卓玛 1935 
PU-0211 拉萨地区藏族健康儿童静脉血血小板各值临床探讨 ------------------------------------ 次旦卓嘎 1935 
PU-0212 拉萨地区藏族健康儿童 3678 名静脉血红细胞系临床探讨 --------------------------- 次旦旺姆 1936 
PU-0213 宜昌地区 0-6 岁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李文 1936 
PU-0214 22 例小儿川崎病的护理体会 ---------------------------------------------------------------------- 罗玲 1937 
PU-0215 儿童保健门诊婴幼儿早期干预后的效果随访 ----------------------------- 林桂秀,陈燕惠,殷晓荣 1937 
PU-0216 快速自动命名和快速交替刺激测试(RAN/RAS Tests)学龄前本土化常模的 
 研究 -------------------------------------------------------------------------- 张敏（小）,解雅春,杨蕾等 1937 
PU-0217 孤独症婴幼儿图片测验分析 -------------------------------------------------- 龚俊,邹时朴,李维君等 1938 
PU-0218 雾化吸入疗法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发作的研究进展 --------------------------------------- 闫立娟 1939 
PU-0219 Infant Sleep Coaches: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Directions --------------------------------------- Wang Guanghai,Jiang Yanrui,Lin Qingmin etc. 1939 
PU-0220 2012-2015 年长春市城区示范幼儿园 儿童体检结果分析 ------------ 刘迎春,胡锦华,姜华等 1940 
PU-0221 北京市局部地区儿童疫苗接种现况分析 -------------------------------- 祁祯楠,齐建光,王官军等 1940 
PU-0222 通过磁珠耳穴贴压缓解维吾尔族儿童分离焦虑情绪的交叉实验研究孙大磊,李伯琦,曹敏等 1941 
PU-0223 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分析及预防、治疗研究 --------------------------------------------- 马艳 1941 
PU-0224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因素研究 ----------------------------------------- 金志娟,杨友,刘世建等 1941 
PU-0225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安全因素分析及防范措施 --------------------------------------- 朱亚琼 1942 
PU-0226 嘉兴市 2011—2016 年出生缺陷监察分析 --------------------------------------------------- 唐红梅 1942 
PU-0227 婴儿喂养问题综合干预效果评价 -------------------------------------------- 陈静静,方拴锋,张赟等 1943 
PU-0228 肥胖哮喘儿童血清抵抗素在糖皮质激素治疗中的预测价值 ----------------------- 王长英,李雄 1943 
PU-0229 小剂量补铁预防早产儿贫血的疗效分析 -------------------------------------- 张春梅,张敏,朱春等 1944 
PU-0230 静态平衡仪与儿童运动评估在评定儿童平衡功能的相关性 -------------- 华晶,张敏,芮洪新等 1944 
PU-0231 保教人员儿童急救培训不同方法知识保持情况的比较 ----------------------- 李锋,江帆,沈晓明 1944 
PU-0232 保教人员儿童急救培训不同方法知识保持情况的比较 ----------------------- 李锋,江帆,沈晓明 1945 
PU-0233 广州 1-6 岁儿童饮食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关系研究 --------------- 刘慧燕, 陈蓁蓁,林穗方等 1946 
PU-0234 1703 例上海市 1-18 月龄婴幼儿发育水平筛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 石惠卿,陈津津,王红兵等 1946 
PU-0235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3～7 岁儿童生长发育状况调查研究   ------ 杨晓宇,张勤勉,张孝灵等 1947 
PU-0236 重庆市大足区儿童康复概况分析 --------------------------------------------------------------- 彭利玲 1947 
PU-0237 小儿排尿异常与外生殖器疾病（气囊导管治疗小阴唇粘连 1900 例的临床观察） --- 安冰 1948 
PU-0238 小儿排尿异常与外生殖器疾病（小儿包茎 39800 例的治疗进展）。 --------------------- 安冰 1948 
PU-0239 山西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10 年苯丙酮尿症患儿治疗效果评估 --------- 朱玲,杨建平,董勤 1949 
PU-0240 广州市 103 家婴幼儿游泳场所卫生现状调查分析 ----------------------------------------- 邢艳菲 1949 
PU-0241 小儿营养不良的保健方法分析及临床研究 -------------------------------------------- 杨源,叶丽珍 1950 
PU-0242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手足口病”预防工作中的作用 --------------------------------- 陈红敏 1950 
PU-0243 母乳喂养与新生儿体重增长的关系研究 ------------------------------------------------------ 何春燕 1950 
PU-0244 过敏性哮喘患儿变应原分析（灾害学组） -------------------------------------------- 瞿廷念,黄波 1951 
PU-0245 婴儿先天性心脏病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 殷刚柱,王燕,邵子瑜等 1951 
PU-0246 拉萨地区 218 例藏族儿童血铅水平的临床分析 ------------- 边巴仓决,德吉美朵,次旦卓嘎等 1952 
PU-0247 温州地区学龄期儿童体块指数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关系 ------------------- 刘金荣,留佩宁 1952 
PU-0248 早期睡眠干预策略对婴儿体格生长与睡眠觉醒模式的影响  --------------------- 李正,王念蓉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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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9 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冷漠无情特质的评估 ----------------- 张慧凤,张劲松,潘景雪等 1953 
PU-0250 IgA 肾病纤维化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凋亡及蛋白 Bid/Bcl-xL 的表达及大蒜素对其的 
 影响 -------------------------------------------------------------------------------- 马丹萍,黄燕萍,高娜等 1954 
PU-0251 闽南传统文化对儿童饮食行为影响的研究 ----------------------------- 林卫华,陈燕惠,王昆毅等 1955 
PU-0252 针对性饮食干预对托幼机构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的影响 -------------- 林卫华,陈燕惠,王昆毅等 1955 
PU-0253 早产儿贫血影响因素分析 -------------------------------------------------------- 陈菲,田园,龚小慧等 1956 
PU-0254 PICC 操对降低白血病患儿静脉炎发生率的效果观察 ---------------------------------------- 侯雪 1956 
PU-0255 银川市儿童孤独症影响因素分析及学龄前 儿童孤独症患病率调查 席文军,张慧,王宝珍等 1956 
PU-0256 11 例婴幼儿湿疹后给予艾草水涂抹护理的效果观察与探讨 -------------------------------- 张宁 1957 
PU-0257 改良后固定方法在小儿血液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效果  ---------------------------------------- 张宁 1957 
PU-0258 甲基转移酶缺陷弱毒麻疹疫苗株研发 -------------------------------------- 汪一龙,赵正言,周朵等 1958 
PU-0259 伴有共患病 ADHD 儿童疗效的临床研究 ---------------------------------- 龚群,胡立群,陈津津等 1958 
PU-026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use of folic acid supplements and risk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 Wang Meiyun,Li Ling,Zhao Dongmei 1959 
PU-0261 江西省上饶市城区矮身材发病率筛查 -------------------------------------------------- 周利华,童童 1959 
PU-0262 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周兰,鲁皓琳,赖冬梅等 1960 
PU-0263 1 例典型孤独症患儿案例分析 -------------------------------------------- 程芒芒,王家勤,尹连海等 1960 
PU-0264 孕期睡眠与产后抑郁的关系研究 ----------------------------------------------- 江施惟,徐健,田英等 1961 
PU-0265 基于 citespace 的肥胖儿童青少年的胰岛素抵抗的可视化分析 ----------------- 青丽,李晓南 1961 
PU-0266 两孩政策对儿童保健就诊情况的影响 ----------------------------------------------- 邱晓露,邹时朴 1962 
PU-0267 成都市高新区早产儿骨密度结果分析 -------------------------------------- 马苏娟,唐艺玮,何琴等 1962 
PU-0268 我国农村孕早期妇女叶酸增补剂服用情况及叶酸营养状况调查 -------- 吕岩玉,王芳,裴培等 1963 
PU-0269 糖尿病儿童家长健康知识调查分析 --------------------------------------------------------------- 周琳 1963 
PU-0270 7-12 岁 ADHD 儿童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调查分析 --------------------------------- 陈敏,华丽 1964 
PU-0271 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卧床常见并发症的护理 ------------------------------------------ 苏双双 1964 
PU-0272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儿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分析 -------- 蒋新液,郭冰冰,裴晶晶 1964 
PU-0273 婴儿抚触对促进早产儿骨代谢的临床应用 --------------------------------------------------- 胡莉敏 1965 
PU-0274 脑发育不良之病因及早期治疗临床分析 ------------------------------------------------------ 曾繁霞 1965 
PU-0275 致儿童 PICC 堵管的因素分析及干预措施 --------------------------------------------------- 高舒静 1966 
PU-0276 儿童保健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分析及护理措施 ------------------------------------------ 穆伦鸿 1966 
PU-0277 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合理喂养 ----------------------------------------------------------------- 霍言言 1967 
PU-0278 n-3 不饱和脂肪酸预防儿童湿疹的系统评价 ----------------------------------------- 朱帝玲,章岚 1967 
PU-0279 低温等离子射频技术联合甲强龙注射治疗先天性后鼻孔闭锁 1 例报告 ------- 于海玲,李达 1968 
PU-0280 小儿行纤维支气管镜异物取出术的护理体会 ------------------------------------------------ 苏秀井 1968 
PU-0281 婴幼儿先天性耳形态畸形无创矫正的初步研究 --------------------------------------------- 王素芳 1968 
PU-0282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合并鼻用盐酸羟甲唑啉在治疗伴有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中 
 的作用 -------------------------------------------------------------------------- 刘文龙,曾清香,周丽枫等 1969 
PU-0283 多导睡眠监测儿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应用及护理体会 ----------- 杨君,谭晶,魏杰 1969 
PU-0284 儿童呼吸道异物并发症与早晚期诊断及异物类型、部位的相关性研究 ------------------ 黄敏 1970 
PU-0285 血小板激活标记物（PF-4）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的表达 ---------------------- 周丽枫,罗仁忠 1970 
PU-0286 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听力损害的危险因素分析 ----------------------------- 章虎,陈迎迎,徐志伟 1971 
PU-0287 婴幼儿人工耳蜗植入的并发症和效果分析 ----------------------------------------- 罗仁忠,刘文龙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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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8 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在病毒性面瘫小鼠 脑干面神经核团的表达及 
 意义 ----------------------------------------------------------------------------------- 牟鸿,李东梅,张建基 1972 
PU-0289 下鼻甲来源的软骨粘液样纤维瘤个案报道 ----------------------------------------------- 王洁,朱晶 1972 
PU-0290 西北地区儿童变应源检测分析 -------------------------------------------------------------- 朱晶,王洁 1973 
PU-0291 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手术联合无创通气治疗 1 例 ---------- 李达,于海玲,刘玉欣 1973 
PU-0292 鼻内窥镜下低温等离子切除咽侧壁成熟性畸胎瘤 2 例 ------------------------- 张海港,尹德佩 1974 
PU-0293 儿童分泌性中耳炎反复发作的相关因素探讨 ----------------------------------- 朱珠,李琦,谢利生 1974 
PU-0294 耳廓矫形器对先天性小耳畸形治疗的相关研究 ------------------------------------------------ 王敏 1975 
PU-0295 看护人呼吸道异物知识-行为-态度的掌握情况 对预防儿童呼吸道异物的 
 作用 ----------------------------------------------------------------------------------------- 刘光亮,彭湘粤 1975 
PU-0296 正常学龄前儿童宽频声能吸收率的初步研究 --------------------------------------------------- 邹彬 1976 
PU-0297 未通过新生儿听力筛查的 NICU 新生儿听力特点分析 --------------------------------------- 徐洁 1976 
PU-0298 内镜下电凝术在治疗儿童梨状窝瘘中的应用 --------------------------------------------------- 顾政 1977 
PU-0299 HLA-G 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的临床意义 -------------------------------------------------------- 梁佳 1977 
PU-0300 鼻后滴漏致儿童咳嗽的相关因素分析 ------------------------------------------------------------ 舒艳 1977 
PU-0301 上呼吸道感染对儿童变应性鼻炎的影响 --------------------------------------------------------- 杨阳 1978 
PU-0302 过敏性鼻炎儿童生存质量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袁轲 1978 
PU-0303 OPN 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变应性鼻炎相关性的研究 ---------------------------------- 张志海 1979 
PU-0304 新生儿期重症高胆红素血症的不同治疗手段与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率相关性分析 -- 高黎 1979 
PU-0305 外耳道不同压力下正常学龄前儿童宽频声能吸收率的特性分析 ------------------------ 郭倩倩 1980 
PU-0306 儿童突发性耳聋临床特征与预后分析 --------------------------------------------------------- 孙雪瑶 1980 
PU-0307 先天性小儿外耳道闭锁的临床听力学表现 --------------------------------------------------- 翁美玲 1981 
PU-0308 49 例儿童突发性聋临床特征分析 ---------------------------------------------------------------- 陈成 1981 
PU-0309 儿童中耳胆脂瘤的发病机制及咽鼓管功能对其影响 ------------------------------------------ 张成 1982 
PU-0310 硬食管镜辅助下球囊扩张术治疗小儿食道闭锁术后吻合口狭窄 -------------- 张砚,阿里木江 1982 
PU-0311 无创耳廓矫形器在婴儿先天性耳廓畸形中的应用 -------------------------------- 王小亚,罗仁忠 1982 
PU-0312 新生儿梨状窝瘘：个案报道和回顾性分析 --------------------------------------------------- 唐新业 1983 
PU-0313 食道异物钳在大型气管、支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 --------------- 敬云龙,赵斯君,李赟 等 1983 
PU-0314 儿童自发性脑脊液耳鼻漏 2 例报告 ---------------------------------------------- 魏苗,赵媛,朱晶等 1984 
PU-0315 DBP 对 SD 大鼠生殖结节的发育及雄激素水平的影响 ---------------------- 张亚,李祥,周云等 1985 
PU-0316 不同智力水平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智力结构分析 -------------------- 李文豪,胡莉菲,吴玲玲等 1985 
PU-0317 MOTOmed 虚拟情景训练结合生物反馈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及 ADL 的 
 影响 ----------------------------------------------------------------------------------- 高晶,何璐娜,王丽娜 1986 
PU-0318 Wnt 信号通路在孤独症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 程娟,谢江,许文明 1986 
PU-0319 穴位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儿童多动症 58 例疗效观察 ------------------------------- 曹正良 1986 
PU-0320 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行为预警指征研究 ------------------------------------------------------ 金春华 1987 
PU-0321 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行为预警指征研究 -------------------------------- 金春华,张丽丽,孙兰兰等 1987 
PU-0322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工作记忆及 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 --------- 李慧曦,余金,沈周玲等 1988 
PU-0323 A survey of hand grip strength in Chinese healthy children in  
 Nanjing ---------------------------------------------------------- Yang Lei,Hong Qin,Wang Jing etc. 1988 
PU-0324 A survey of pinch strength in Chinese healthy children in  
 Nanjing  --------------------------------------------------------- Wang Jing,Hong Qin,Yang Lei etc.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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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5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训练有效策略 --------------------------------------------------- 郑蓉 1990 
PU-0326 GnRHa 联合生长激素治疗女童初潮后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 ---------------------------- 顾谦学 1990 
PU-0327 公立性医疗机构承担国家“七彩梦”自闭症项目的体会            孟群,黄肇华,申波等 1990 
PU-0328 母乳喂养婴儿肥胖的危险因素及预后研究 -------------------------------- 滕晓雨,杨召川,衣明纪 1991 
PU-0329 选择性缄默症儿童行为表现的分析 -------------------------------------- 欧婉杏,汪玲华,查彩慧等 1991 
PU-0330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韦氏智商特征比较 ------------------------------------------------ 杨斌让 1992 
PU-0331 3-5 年级学业不良儿童注意瞬脱特征研究 --------------------------------------------------- 卢海丹 1992 
PU-0332 浅析针罐结合“虚实补泻”论治儿童抽动障碍 --------------------------------------------- 张月华 1992 
PU-0333 家庭沙盘游戏疗法对抽动秽语综合征（TS）患儿焦虑情绪障碍及其家庭环境的影响 
 研究 ----------------------------------------------------------------------------------------- 焦贝蓓,章小雷 1993 
PU-0334 基于扎根理论抽动障碍儿童初始家庭沙盘的诊断编码研究 -------------------- 徐海南,章小雷 1993 
PU-0335 孤独症与手指比率关系的研究 ----------------------------------------------------- 程娟,谢江,许文明 1994 
PU-0336 ADHD 模型鼠行为及中枢神经系统 5-羟色胺系统功能的研究 ------------------- 黄靓,陈燕惠 1994 
PU-0337 不同心理行为干预对学习困难共患 ADHD 儿童的疗效评估 ------------------- 姚晓治,陈燕惠 1995 
PU-0338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大鼠行为的影响 ----------- 郑小兰,卢洪珠,郑杰等 1995 
PU-0339 系统化健康教育对癫痫患儿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 陈燕惠,罗淑珍,汤倩茜等 1996 
PU-0340 家长对儿童肥胖认知行为健康教育效果研究 -------------------------------------- 何毅,钟燕,朱莎 1997 
PU-0341 婴儿湿疹与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的关系研究 ------------------------- 朱莎,钟燕,陈宇等 1997 
PU-0342 ABC 和 CABS 量表在孤独症谱系障碍中的应用对比分析 --------------- 朱莎,钟燕,江淑娟等 1998 
PU-0343 ADHD 模型鼠不同脑区皮质酮水平及糖皮质激素受体 GR 表达 ------------- 谢琳琦,陈燕惠 1998 
PU-0344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 的相关研究 --------------------- 胡启,钟燕 1999 
PU-0345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对脑瘫儿童脑功能的影响 ----------------------------- 杨志英,薛波,刘秀红等 1999 
PU-0346 180 例 6-12 岁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智力特征分析 --------------------- 魏华,梅其霞,张天秀等 2000 
PU-0347 术前心理干预对儿童患者诱导期合作程度的影响 ----------------------------------- 张平英,黄振 2000 
PU-0348 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视听觉诱发电位研究 ----------------------------- 周秉睿,冯菁菁,张凯峰等 2001 
PU-0349 发作性睡病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例诊治分析 ------------------------------- 易琴,郝燕,华丽等 2001 
PU-0350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questionnaire (SCQ) positive screening results - based on a large  
 population study -------------------------------------------- Yang You,Jin Zhijuan,Liu Shijian etc. 2002 
PU-0351 " ADHD 的家庭辅助治疗方案 --------------------------------------------------------------- 田梅,汪萍 2002 
PU-0352 骨代谢标志物与儿童体脂率的相关性研究 -------------------------------------------- 蒋琳琳,钟燕 2003 
PU-0353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睡眠与情绪行为问题的相关性研究 ----------------------- 张红艳,钟燕 2003 
PU-0354 Behavior and social problems in preschoolers with language  
 disorders. ----------------------------------------------------------------------- Ma Xirui,Zhang Yiwen 2004 
PU-0355 中山市 2013 年~2016 年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分析 -------------- 朱建萍,廖加洛,谢惠源等 2004 
PU-0356 感觉-运动反馈训练对感统失调儿童动态平衡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 薛晓焕,薛波,杨志英等 2005 
PU-0357 Relation between behavior and language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 ------------------------------------------------------------------------- Ma Xirui,Zhang Yiwen 2005 
PU-0358 儿童淋巴管畸形的介入治疗 ------------------------------------------------------------------------ 刘东 2006 
PU-0359 Microwave ablation combine with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treating 

unresectable hepatoblastoma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 蒋贻洲,张靖 2006 
PU-0360 多西环素硬化治疗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的疗效与安全性 ------------------------------ 陈昆山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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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1 引流导管在各类型淋巴管畸形硬化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分析 --------------------------- 陈昆山 2007 
PU-0362 术前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在肝母细胞瘤的临床应用 ------------------------------------ 陈昆山 2008 
PU-0363 儿童直接数字 X 线脊柱全长正侧位摄影的图像质量 -------------------------------------- 边传振 2008 
PU-0364 先天性肝外门体分流一例及文献复习 -------------------------------------- 谭亚兰,郭万亮,胡章春 2008 
PU-0365 低场 MRI 半剂量 Gd-DTPA 动态增强在儿童垂体扫描中的应用 ------- 吴继志,方林,武林等 2009 
PU-0366 儿童脑积水术后 MRI 评估价值 ------------------------------------------------------- 干芸根,徐坚德 2009 
PU-0367 小儿脑静脉血栓的影像诊断 --------------------------------------------------------------------- 严志汉 2010 
PU-0368 新生儿脑梗死的临床特点及磁共振 DWI 的应用价值 ------------------------------------- 严志汉 2011 
PU-0369 新生儿低血糖脑病的典型与非典型 MRI 特征 ----------------------------------------------- 严志汉 2011 
PU-0370 小儿副鼻窦正常气化时间的 MRI 分析 -------------------------------------------------------- 严志汉 2011 
PU-0371 胎儿磁共振成像的临床应用价值 -------------------------------------------------------- 周作福,林元 2012 
PU-0372 DWI 对新生儿脑损伤的诊断价值 ------------------------------------------------------- 周作福,杨斌 2013 
PU-0373 儿童中晚期肾母细胞瘤术前栓塞化疗的疗效评价 --------------------------------------------- 赖灿 2013 
PU-0374 小儿支原体肺炎低剂量肺部 CT 诊断价值 ----------------------------------------- 陈春霞,林开武 2014 
PU-0375 低剂量 MSCT 气道重建诊断儿童先天性气管性支气管 ----------------- 苏宇征,Chenchunxia 2014 
PU-0376 小儿腹部 Burkitt′s 淋巴瘤多排螺旋 CT 表现与鉴别 --------------------- 孙海林,袁新宇,李龙 2015 
PU-0377 儿童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的 CT 表现与临床病理研究 ------------------------------------ 孙雪峰 2016 
PU-0378 螺旋 CT 扫描在先天性肝外门腔分流诊疗中应用价值初探 -------------- 陶然,孙雪峰,袁新宇 2016 
PU-0379 儿童戊二酸血症Ⅰ型的影像学分析 ----------------------------------------- 唐文伟,田忠甫,王瑞珠 2016 
PU-0380 婴幼儿心脏前后位 DR 摄影适宜距离的选择 ------------------------------------------------ 闫淯淳 2017 
PU-0381 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 胸部 CT 表现（附 30 例分析） --------------- 李素荣 2017 
PU-0382 桡骨骨韧带样纤维瘤 1 例 ----------------------------------------------------------------------- 杨莉云 2018 
PU-0383 Swi 序列在胎儿颅脑出血中得应用 ----------------------------------------------------- 王志伟,张旭 2018 
PU-0384 婴幼儿 II 型右位主动脉弓的 CT 影像表现与临床意义 --------------------------------------- 马帅 2018 
PU-0385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影像学分析 --------------------------------------------------------------- 王更辉 2019 
PU-0386 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的磁共振诊断价值 ------------------------------------------------------ 王莉莉 2019 
PU-0387 喜炎平注射液干预手足口病的临床研究 --------------------------------------------------- 欧阳学认 2019 
PU-0388 手足口病患儿发展为重症的影响因素分析 ----------------------------------------- 王中柱,程秦苗 2020 
PU-0389 中国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分析 --------------------------------------------- 廖琼 2020 
PU-0390 丙种球蛋白在严重脓毒症患儿中的治疗价值 ----------------------------------------- 卿璐,刘忠强 2021 
PU-0391 儿科重症监护中脓毒症患儿的功能状态及预后 --------------------------------------------- 杨雨航 2021 
PU-0392 EB 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儿童在瞬时弹性成像下的肝脏 
 特征 -------------------------------------------------------------------------------------------- 曾凡森,徐翼 2022 
PU-0393 EV71 受体 SCARB2 和 PSGL-1 的表达及基因的相关性研究 --- 林爱伟,李继安,徐道彦等 2022 
PU-0394 脓毒症患儿单核细胞中 hsa-miR-1273g-3p 与线粒体融合蛋白 1mRNA 表达的 
 关系 -------------------------------------------------------------------------------- 孙中媛,张琪,崔晓岱等 2023 
PU-0395 面部表情疼痛量表对 0 至 5 岁急性发热儿童舒适度评估的效果 - 龚宗容,舒敏,万朝敏等 2023 
PU-0396 中文版新生儿疼痛与不适量表在 0 至 5 岁儿童急性发热舒适度研究中的信度效度 
 评价 -------------------------------------------------------------------------------- 龚宗容,舒敏,万朝敏等 2024 
PU-0397 手足口病区的职业暴露风险评估及防护对策 ----------------------- 赵仕勇,宋闻  , 陈海哨 等 2025 
PU-0398 儿童复杂性肺炎旁胸腔积液特点分析 -------------------------------------- 郝晓静,安淑华,于哩哩 2025 
PU-0399 槐杞黄颗粒对复发性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疗效观察 -------------------- 李淑华,魏超平,余巍等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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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0 可溶性 ICOSL 在脓毒症患儿外周血中的表达及意义 --------------------------- 胡筱涵,李毅平 2026 
PU-0401 小儿传染科总务护士在教学中的作用探讨 ------------------------------------------------------ 李黎 2027 
PU-0402 中性粒细胞 CD11b 对新生儿败血症诊断价值 meta 分析 ---------------- 贝丹丹,程雁,王宁玲 2027 
PU-0403 A fatal case of mitochondrial DNA depletion syndrome with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variants of the deoxyguanosine  
 kinase gene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 谢新宝,陆怡,王建设等 2027 
PU-0404 危重型手足口病急性期诊治病例报告及治疗体会 ------------------------------------------ 连楚南 2028 
PU-0405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并发类麻疹样改变 1 例报告 ------------------------------- 蒋婷婷,毕晶 2028 
PU-0406 中药制剂治疗普通型手足口病多中心、前瞻、随机、对照研究 -- 曾凡森,房春晓,叶家卫等 2029 
PU-0407 广州地区 2010~2015 年手足口病病原学流行特征分析 ---------------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等 2029 
PU-0408 肠道病毒感染对 MAVS 蛋白表达的影响 ----------------------------------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等 2030 
PU-0409 儿童马耳他布鲁氏菌感染的临床护理 ----------------------------------------------- 何淑凤,朱彩金 2030 
PU-0410 龙泉驿区呼吸道感染非细菌病原体检测结果分析 ----------------------------------- 于旭旭,苏秦 2030 
PU-0411 新生儿院内感染源变迁的分析及护理 ----------------------------------------------- 宇亚娟,杜柯凝 2031 
PU-0412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复方丁香开胃贴佐治手足口病胃肠道症状研究 ------------------------ 王屹 2031 
PU-0413 Omegaven prior to acute lung injury rats attenuates cytokine production and apoptosis  
 in the lung and improves liver function ----------------------------------- Huang Limi,Qian Yan 2031 
PU-0414 重症 HFMD 患儿血清 S100B 和 NSE 水平与 T 淋巴细胞亚群的相关性研究 ------ 黄月艳 2032 
PU-0415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SCARLET  
 FEVER AND GROUP A STREPTOCOCCUS IN CHILDREN  
 IN SHANGHAI DURING 2011-2015 ---------- Yao Weilei,Cai Jiehao,Chen Mingliang etc. 2032 
PU-0416 儿童以多发浆膜腔乳糜液为主要表现的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 1 例  ---------------- 姜勇超 2033 
PU-0417 PD-1 表达与呼吸道合胞病毒持续存在致微小病变型肾病 CD8+ T 细胞免疫功能 
 紊乱 ----------------------------------------------------------------------------------------- 张辉,王峥,叶丽 2033 
PU-0418 PD-1 调控 CD8+ T 细胞在呼吸道合胞病毒持续存在致微小病变型肾病免疫功能紊乱中 
 作用机制 ----------------------------------------------------------------------------------- 张辉,王峥,叶丽 2034 
PU-0419 270 例儿童肾外结核病尿检异常单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 王凌超,杨达胜,赵德安等 2035 
PU-0420 喜炎平注射液能提高干扰素α1b 对手足口病的疗效 ------------------------ 顾教伟,张澈,王勇 2035 
PU-0421 科赛斯治疗儿童恶性血液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临床观察 --------------------------------- 李彦格 2036 
PU-0422 川崎病患儿血清 Alb/sh-crp 对冠脉病变的预测 ----------------------------- 何玲,金诺红,王松等 2036 
PU-0423 感染性疾病科的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和预防控制措施 ------------------------------------------ 周莎 2036 
PU-0424 穿心莲内酯磺化物对 H1N1 诱导狗肾细胞凋亡的影响 ------------------------------- 郑晨,魏兵 2037 
PU-0425 婴儿不典型麻疹 1 例 ----------------------------------------------------------------------------- 孟建辉 2037 
PU-0426 硫酸镁对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NSE 的影响 ------------------------------ 朱琳,宋春兰,成怡冰 2038 
PU-0427 重症手足口病并化脓性脑膜脑炎 1 例报告 ---------------------------------- 朱琳,宋春兰,成怡冰 2038 
PU-0428 左卡尼汀手足口病心肌酶谱异常的影响 ----------------------------------- 宋春兰,崔亚杰,成怡冰 2039 
PU-0429 成人呼吸道感染患者肺炎衣原体感染分析 --------------------------------------------------- 魏田力 2039 
PU-0430 37 天婴儿胆道闭锁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 1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王少华 2040 
PU-0431 喜炎平治疗儿童疱疹性咽峡炎临床疗效观察及对外周血粒细胞的影响 --------------- 汤建顺 2040 
PU-0432 口服补液盐Ⅲ治疗病毒感染性发热的临床疗效观察 --------------------------------------- 金凤华 2040 
PU-0433 某三甲医院 141 份抗菌药物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调查 ------------------- 方玉婷,计明红 2041 
PU-0434 v一例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 临床护理体会 ----------------------------------------------------- 党娟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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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5 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患儿的病情观察及护理 ----------------------------- 郭娜,梁秋景,赵保玲 2041 
PU-0436 露消毒丹加减治疗危重型手足口病的疗效观察  --------------------------- 张静,李春丽,侯红丽 2042 
PU-0437 醒脑静注射液治疗 EV71 感染重型手足口病临床分析 ----------------------------- 李鹏,宋春兰 2042 
PU-0438 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肺炎 88 例临床疗效分析 ------------------------------------------ 施传娥 2042 
PU-0439 降钙素原对早期脓毒症诊断价值的研究 ------------------------------------------------------ 郭红明 2043 
PU-0440 以嗜酸性粒细胞增高为临床表现波散性隐球菌一例 --------------------------------------- 邓绍阳 2043 
PU-0441 品管圈在提高传染病患儿家属隔离防护知识知晓率中的应用 --------------------------- 龙莉琳 2043 
PU-0442 姜黄素对肺炎链球菌诱导 BEAS-2B 细胞 SLPI、TNF-α、IL-1β表达的 
 影响 ----------------------------------------------------------------------------------- 余璐,林立,李海燕等 2044 
PU-0443 儿童淋巴瘤化疗后粒缺伴反复发热——坏死性筋膜炎的诊治 ----- 郭海霞,吴翠玲,卜朝可等 2044 
PU-0444 基于 Th 细胞平衡探讨“宣降清”三法对 RSV 感染幼龄大鼠 T-bet、GATA3 表达的 
 影响 -------------------------------------------------------------------------------------- 黄燕,崔振泽,徐超 2045 
PU-0445 定喘汤及其分解剂对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大鼠肺组织 TSLP、GATA-3 表达的 
 影响 ----------------------------------------------------------------------------------- 黄燕,崔振泽,刘明涛 2045 
PU-0446 口周皮肤溃疡伴消瘦 1 例病例报道 ----------------------------------------------------------- 张晓青 2046 
PU-0447 一例黑热病患儿的护理体会 ------------------------------------------------------------------------ 董蓉 2046 
PU-0448 小儿荨麻疹与肺炎支原体相关性探讨 ------------------------------------------------------------ 梁正 2047 
PU-0449 阿奇霉素联合康复新液治疗患儿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疗效比较 ------------------------------ 陈勇 2047 
PU-0450 温州地区急诊绿色通道患儿的流行病学调查 --------------------------------------------------- 夏蝉 2047 
PU-0451 糖原累积病 IX 临床和遗传特征——— 表现为肝肿大的糖原累积病 IX 1 例 -------- 狄军波 2048 
PU-0452 维生素 D 对婴儿季节性甲型流感的预防作用 -------------------------------------------------- 张红 2048 
PU-0453 肠道病毒 71 型（EV71）通过阻断 p-STAT1/2 的核转位抑制干扰素的抗病毒 
 作用 ----------------------------------------------------------------------------------------- 王春阳,严琴琴 2049 
PU-0454 “宣降清”理论干预 RSV 感染大鼠 Th2 上游因子 TSLP 蛋白表达的 
 研究 -------------------------------------------------------------------------------------- 黄燕,徐超,崔振泽 2049 
PU-0455 儿童布氏杆菌感染 1 例分析 ---------------------------------------------------------- 吴俊峰,许华山 2049 
PU-0456 结核感染患儿合并银屑病 1 例 ------------------------------------------------------------- 张婕,艾媛 2050 
PU-0457 不同年龄组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分析 -------------------------------- 李劲松,张利,高海英 2050 
PU-0458 盐酸氯胺酮对脓毒症肝损伤疗效观察及 TNF-a、IL-6 的影响 ----------------------------- 赖敏 2051 
PU-0459 特异性肠道病毒鸡卵黄抗体喷剂对疱疹性咽峡炎患儿 口腔疱疹的消除效果 
 观察 ----------------------------------------------------------------------------------- 宋自强,陈春宝,张璇 2051 
PU-0460 儿童 EB 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征的回顾性研究 ----------------- 于莹,李双杰 2052 
PU-0461 不同剂量更昔洛韦治疗巨细胞病毒引起的婴幼儿呼吸道感染疗效观察 --------------- 李文峰 2052 
PU-0462 103 株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朱芹 2052 
PU-0463 儿科感染可能出现的“后抗生素时代”的应对措施 --------------------------------------- 王陆芬 2053 
PU-0464 宋氏志贺氏菌 D 群痢疾杆菌感染的临床特征 ----------------------------------------------- 徐静鸿 2053 
PU-0465 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 220 例临床分析及探讨 ------------------------------- 蔡晶娟,陈飞,何露等 2054 
PU-0466 儿童肺部恶性肿瘤七例临床分析 -------------------------------------------- 徐丹,陈志敏,顾伟忠等 2054 
PU-0467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的临床研究 ------------------------------ 欧阳学认 2055 
PU-0468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临床观察 ------------------------------------------ 欧阳学认 2055 
PU-0469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肺炎疗效及对免疫球蛋白、炎症因子的影响分析 ----------- 李学英 2056 
PU-0470 通过宣传减少抗生素在哮喘病人中的应用临床研究 --------------------------------------- 陈官进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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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1 通过宣传减少抗生素在哮喘病人中的应用临床研究  ------------------------------------- 陈官进 2057 
PU-0472 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咯血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孟燕妮,陈艳萍,安照辉 2058 
PU-0473 哮喘患儿调节性 B 细胞改变及意义初探 ---------------------------------- 马卓娅,刘萍,张建平等 2058 
PU-0474 感染后咳嗽病原学调查以及家庭雾化的疗效分析 -------------------- 王冰洁,王桂兰,容嘉妍等 2058 
PU-0475 腺苷 A2a 受体在慢性间歇低氧小鼠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 ---------- 蔡晓红,洪芳芳,林晶等 2059 
PU-0476 伏立康唑抢先治疗儿童侵袭性肺念珠菌病的疗效观察 ------------------------------------ 段效军 2059 
PU-0477 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的 FeNO 与 NNO 的关系 ----------------- 温赤君,朱明风,任文美等 2060 
PU-0478 细胞因子谱、CRP、PCT 在小儿重症支原体肺炎诊治中的临床意义 ------ 郭艳梅,李晓春 2060 
PU-0479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孟鲁司特钠对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血清细胞因子的表达及疗效 
 研究 ----------------------------------------------------------------------------------------- 胡国华,方国兴 2061 
PU-0480 婴儿神经内分泌细胞增生症临床特征及随访分析 -------------------------- 刘沉涛,王霞,黄榕等 2062 
PU-0481 喘可治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应用价值 -------------------- 昌晓军,陆鸣,麻海鹏等 2062 
PU-0482 肺炎支原体耐药现状分析 --------------------------------------------------------------------------- 王霖 2063 
PU-0483 13705 例中山市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学分布特点分析 ------------- 黄娟,王桂兰,容嘉妍 2063 
PU-0484 肺炎支原体肺炎 46 例临床分析 ---------------------------------------------------------------- 李向文 2063 
PU-0485 鼻腔冲洗在婴幼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 ----------------------- 曾丽娥,郑敬阳,林印涛等 2064 
PU-0486 影响舌下免疫治疗儿童依从性因素分析及患者管理与健康教育方式讨论 -------------- 李岚 2064 
PU-0487 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婴儿肺炎疗效观察 ------------------------------------------------------ 刘明良 2065 
PU-0488 121 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患儿 2 岁内再入院临床分析 -------------------- 犹景贻,符州,舒畅等 2065 
PU-0489 重症监护室婴幼儿重症肺炎病原学分析 ----------------------------------------- 丁林,陈正荣,季伟 2066 
PU-0490 维生素 D 与婴幼儿喘息的相关分析 ------------------------------------- 陈琼华,王俊育,郑敬阳等 2066 
PU-0491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儿童腺病毒肺炎的临床疗效 -------------------------- 刘茂花,刘成军,于风飞 2066 
PU-0492 机械辅助通气治疗小儿呼吸衰竭的气道护理方法和要点探讨 ------------------------------ 李男 2067 
PU-0493 评价妥洛特罗贴剂改善小儿喘息性疾病肺功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余嘉璐,谢志伟,刘影芬等 2067 
PU-0494 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研究 --------------------------------------------------------------------------- 姜莉 2068 
PU-0495 基于免疫水平分析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耐药情况 ----------------------- 马百成,林书祥,郭伟等 2068 
PU-0496 支原体肺炎合并球结膜出血 1 例报告 ------------------------------------- 郭志强,杨方,单伟清等 2068 
PU-0497 广州地区单中心住院儿童重症腺病毒呼吸道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 吴佩琼,江文辉,曾森强等 2069 
PU-0498 地塞米松对哮喘大鼠血中性粒细胞嗜铬蛋白 A 表达的影响 -------------------------------- 方丽 2069 
PU-0499 自然热退的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5 例临床分析 ---------------------------- 魏庆,农光民,陈峋等 2070 
PU-0500 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系统评价 -------------------------------- 杨迪元,樊慧峰,林萍萍等 2070 
PU-0501 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小儿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临床护理研究 --------------------- 王静茹 2071 
PU-0502 持续个性化护理关注在支气管哮喘患儿中的应用研究  ---------------------------------- 王静茹 2071 
PU-0503 粤东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临床流行病学 
 研究 ----------------------------------------------------------------------------- 陈培填,林广裕,林创兴等 2071 
PU-0504 新生儿肺炎合并气胸 26 例临床分析 ---------------------------------------------------------- 刘素琴 2072 
PU-0505 2009-2016 年苏州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博卡病毒流行病学特征分析谭嘉红,季伟,张新星等 2073 
PU-0506 1 例小儿呼吸衰竭的护理体会 --------------------------------------------------------------------- 徐娜 2073 
PU-0507 护理干预配合纤维镜下肺泡灌洗术对哮喘患儿肺功能的影响分析 ------------------------ 王蕊 2074 
PU-0508 多导睡眠监测及夜间无创通气治疗脊髓性肌萎缩患儿前后分析 ----------------- 郭文卉,曹玲 2074 
PU-0509 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 4 例临床分析 ----------------------------------- 史长松,程艳波 ,程东良等 2075 
PU-0510 小儿侵袭性肺部曲霉菌感染并脓毒症类白血病反应一例及文献复习史长松,李洁,聂超群等 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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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1 PM2.5 暴露水平对儿童血液 AKP、TNF-α、IL-1β水平影响 --- 管敏昌,杭金国,汤卫红等 2075 
PU-0512 哮喘小鼠肺组织 TGF-β1，MMP-9 和 TIMP-1 在气道重塑的 
 表达 ----------------------------------------------------------------------------- 管敏昌,杭金国,王丽珍等 2076 
PU-0513 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及支原体 DNA 在支原体肺炎中应用 ------------ 管敏昌,杭金国,王丽珍等 2076 
PU-0514 微信互动的延续护理模式对哮喘患儿的疗效观察 ------------------------------------------ 苏云鹤 2077 
PU-0515 重组人干扰素α-1b 不同给药途径治疗婴幼儿毛细支 气管炎的临床 
 实验 ----------------------------------------------------------------------------------- 肖兰,刘文君,邹艳等 2077 
PU-0516 护理干预在小儿肺炎门诊雾化治疗的效果分析 --------------------------------------------- 马晓倩 2077 
PU-0517 kartagener 综合征 1 例及文献复习 ----------------------------------------------------------- 罗淑娟 2078 
PU-0518 CCR5 膜外环 2 的拮抗短肽对哮喘小鼠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和 TNF-α/NF-κB 信号通路 
 的影响 ----------------------------------------------------------------------------- 梁蓉蓉,李雯静,刘娟等 2078 
PU-0519 一例婴儿百日咳合并肺高压的肺功能特征 ----------------------------------- 宁静,董汉权,徐勇胜 2079 
PU-0520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 Swyer-James 综合征一例分析及文献复习 ----- 陈晓颖,付卓,李小乐等 2079 
PU-0521 布地奈德肺泡灌洗治疗儿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研究 -------------------- 饶兴愉,罗开源 2079 
PU-0522 家庭压缩雾化吸入治疗学龄前儿童喘息性疾病的疗效和护理体会 -- 张宝芹,赵德安,韩子明 2080 
PU-0523 半饱和量西地兰在婴幼儿肺炎心力衰竭前期的应用研究 ----------------------- 段培锋,贾秀红 2080 
PU-0524 苏州地区住院儿童呼吸道腺病毒混合感染的研究 -------------------------------- 黄圆美,郝创利 2081 
PU-0525 重症腺病毒肺炎的临床分析 ----------------------------------------------------------- 黄圆美,郝创利 2081 
PU-0526 137 例儿童先天性气管支气管软化症并存肺炎 临床特征分析 --------------- 周进进,郝创利 2082 
PU-0527 雷公藤红素对肥胖型哮喘 Th17 和气道高反应的影响研究 -------------------- 曾泽宇,张维溪 2083 
PU-0528 血脂与学龄期儿童哮喘的关系 ------------------------------------------------------------------ 李佳红 2083 
PU-0529 小儿哮喘整体护理干预的应用分析 ------------------------------------------------------------ 晁艳艳 2084 
PU-0530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婴幼儿病毒性肺炎疗效观察 -------------------------- 刘成军,刘茂花,沈彤等 2084 
PU-0531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分析 -------------------- 卢志威,杨卫国,郑跃杰 2085 
PU-0532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儿童不明病原的重症肺炎中的应用 -------------- 卢志威,李志川,鲍燕敏等 2085 
PU-0533 深圳甲型 H1N1 流感死亡患儿分析 ------------------------------------- 卢志威,杨卫国,郑跃杰等 2086 
PU-0534 调节性 B 细胞在哮喘发病的初步研究 ---------------------------------- 马卓娅,张建平,王国斌等 2086 
PU-0535 2009 年－2016 年深圳市儿童医院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不良反应 
 观察 -------------------------------------------------------------------------------- 马卓娅,刘萍,刘晓丽等 2087 
PU-0536 汉化版过敏儿童生活质量问卷在哮喘儿童中的应用 ----------------- 张建平,董琳琳,鲍燕敏等 2087 
PU-0537 门诊哮喘患儿近 4 年哮喘控制情况的调查分析 ---------------------- 张建平,冯志冠,鲍燕敏等 2088 
PU-0538 口服酪酸梭菌 CGMCC0313-1 减轻 OVA 诱发的气道过敏 -------------- 张娟,苏慧,李秋红等 2088 
PU-0539 哮喘儿童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规范治疗停药后复发相关因素分析 ------------------------ 王傲杰 2088 
PU-0540 儿童肺炎支原体合并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 -------------------------- 刘金玲,李淑娴,陈志敏 2089 
PU-0541 以憋气为主要表现的 3 月内婴儿类百日咳综合症 20 例临床分析 ---------------------- 陈学高 2089 
PU-0542 布地奈德和氨溴索雾化吸入联合超短波辅助治疗小儿急性支气管炎的护理总结 -- 赵红伟 2090 
PU-0543 D-二聚体检测在儿童坏死性肺炎早期识别中的临床意义 -------------------------------- 姚钧兰 2090 
PU-0544 Kartagener 综合征 1 例报告 ------------------------------------------------------------- 刘芳,李晓春 2091 
PU-0545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外周血白介素的表达与肺功能变化的相关性 --------------------- 邓跃林 2091 
PU-0546 小儿牛黄清心散治疗支气管肺炎 80 例 ------------------------------------ 张么成,聂国明,邹敏书 2092 
PU-0547 支气管哮喘的家庭管理 ---------------------------------------------------------------- 覃燕莉, 聂国明 2092 
PU-0548 学龄前儿童哮喘 PM2.5 暴露水平与血液白细胞介素-8 水平表达 管敏昌,王丽珍,杭金国等 209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17 
 

PU-0549 NOTCH 基因突变在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中的机制研究 --------------------------------------- 樊蕊 2093 
PU-0550 布拉氏酵母菌对湿疹患儿免疫功能的影响 ----------------------------- 任明星,薛国昌,沈琳娜等 2093 
PU-0551 鼻一氧化氮检测对儿童过敏性鼻炎诊断和管理的价值 ----------------- 陈杰华,刘萍,董意妹等 2094 
PU-0552 长期吸入糖皮质激素对轻中度哮喘患儿身高影响的研究 -------------------------- 方佳,钟礼立 2094 
PU-0553 重症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浆 D- 二聚体动态变化意义 -------------------------------------- 徐勇 2095 
PU-0554 联合干扰素和孟鲁司特治疗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 卢孝明 2095 
PU-0555 奥司他韦治疗儿童流感病例 100 例疗效分析 ---------------------------------------------------- l 卢 2096 
PU-0556 喜炎平注射液对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的疗效分析  --------------------------- 周洁,黄星原 2096 
PU-0557 简明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筛查量表信效度和筛查效能 ----- 张静,唐铭钰,江帆等 2096 
PU-0558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疗效观察 ----------------------------- 刘晓萌,寻文龙,郑凤鸣 2097 
PU-0559 血清骨桥蛋白(OPN)检测在儿童哮喘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 王瑢 2098 
PU-0560 两种简易雾化器在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治疗中的应用比较 ------------------------------ 李雨铮 2098 
PU-0561 不同时期哮喘小鼠模型气道炎症病理生理进程研究 ----------------------- 昝懿恒,谢亮,刘瀚旻 2098 
PU-0562 儿童混合感染性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特征分析 ----------------------------------- 胡冰,王贵莲 2099 
PU-0563 支气管哮喘儿童健康教育的长期效果观察 --------------------------------------------------- 何新霞 2099 
PU-0564 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血清维生素 A、D 及体液免疫变化 ----------------------- 徐亚利,付素珍 2100 
PU-0565 沙眼衣原体与百日咳综合征的关系探究 ------------------------------------------------------ 徐庆荣 2100 
PU-0566 C 反应蛋白联合血常规检测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的鉴别诊断意义  ------ 徐晓丽,许东亮 2101 
PU-0567 冬春季小儿下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及炎症标志物分析 ------------------------------------------ 马静 2101 
PU-0568 门诊哮喘儿童遵医行为的调查研究 ----------------------------------------------------- 高艳,钟丽萍 2102 
PU-0569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D-dimer Detection in severe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Children ---------------------------------- Gao Jie,ZHANG Qing-you,LIAO Ying 2102 
PU-0570 哮喘儿童吸入变应原 sIgE 在 1 年内的变化趋势 --------------------------- 朱康,高琦,侯晓玲等 2103 
PU-0571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雾化吸入的护理进展 --------------------------------------------------------- 付磊 2103 
PU-0572  2015～2016 年西安地区儿童 肺炎支原体下呼吸道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 罗建峰 2104 
PU-0573 启动子甲基化调控 ORMDL3 基因转录表达的初步研究 ------------ 张慧文,吴晓露,庄丽丽等 2104 
PU-0574 儿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临床免疫特点 ------------------------------------------------------ 吴巾红 2105 
PU-0575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相关性研究 -------------------------------- 姚丛月 2105 
PU-0576 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菌培养及气道炎症情况分析 ------------------ 高沛 2106 
PU-0577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咳嗽患儿的临床表型及肺功能分析 -------------- 颉雅苹,谢志伟,余嘉璐等 2106 
PU-0578 维生素 D3 对于改善儿童轻度持续性哮喘肺功能和气道炎症水平的有效性 
 分析 ----------------------------------------------------------------------------- 林俊宏,何春卉,陈容珊等 2107 
PU-0579 小儿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临床特征及诊治 ----------------------------- 印根权,曾强,江文辉等 2107 
PU-0580 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 meta 分析 ----------------------------- 杨迪元,樊慧峰,张东伟等 2108 
PU-0581 中山市小儿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及定植情况 
 分析 -------------------------------------------------------------------------------- 刘翔腾,王桂兰,黄娟等 2108 
PU-0582 4 例支气管动脉-肺循环瘘致弥漫性肺泡出血病例分析 ------------------------- 代佳佳,王立波 2109 
PU-0583 盐城地区 2016 年儿童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 ----------------------------- 祁静,郝创利,张桂芹 2109 
PU-0584 婴幼儿体描在呼吸道感染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 蒋高立,王立波,钱莉玲等 2110 
PU-0585 科学城地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细菌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 ------------------------------ 邓益斌 2110 
PU-0586 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插管在皮-罗氏序列征患儿术前管理的临床应用 --- 谢志伟,卢根 2111 
PU-0587 健康综合干预对儿童支气管哮喘疗效影响的研究  ------------------ 汤卫红,王惠庭,吴克义等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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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8 气管镜下热消融技术联合血管介入治疗气道内出血性肿瘤 ------------------------------ 刘淑萍 2112 
PU-0589 中药复方联合抗生素治疗儿童急性咳嗽的临床优势研究 -------------- 李瑞婷,齐瑞,罗建峰等 2112 
PU-0590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尿 LTE4、血清 IL-8 的变化及意义 --------------------------------------- 陈丹 2112 
PU-0591 细胞因子谱、CRP、PCT、ESR 在小儿重症支原体肺炎诊治中的临床研究 ------- 郭艳梅 2113 
PU-0592 α1b 干扰素 雾化吸入对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及治疗效果的影响 ------------ 刘红仙 2114 
PU-0593 哮喘患儿照顾者照顾负担与患儿生存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 李爱求,王佳妮,李田田等 2114 
PU-0594 2008 年-2015 年儿科支气管肺炎抗生素应用分析 ------------------- 苏学文,朱华,斯日古楞等 2114 
PU-0595 18 例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临床分析 ------------------------------------ 张亚莉,朱晓萍,李波等 2115 
PU-0596 喜炎平治疗病毒感染性喘息性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 ------------------------------------------ 李恒 2115 
PU-0597 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观察 ------------------------------------------ 赵瑜 2116 
PU-0598 19467 例儿童 9 项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结果分析 -------------------- 杨湛,陈芷,贺锦华等 2116 
PU-0599 麻杏石甘汤对卵蛋白致敏大鼠肺组织 STAT4 及其 mRNA 表达的影响虞琳,潘建伟,叶乐平 2117 
PU-0600 不同影像表现肺炎支原体肺炎儿童 血 D-二聚体、CRP 检测分析  ------------------- 宋健波 2117 
PU-0601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106 例的临床分析 ----------------------------------------------------- 王巧红 2118 
PU-0602 2016 年河北省大叶性肺炎流行病学及病原学分析 ------------------------------------------- 王雪 2118 
PU-0603 儿童纤维支气管镜活检的配合及护理 --------------------------------------------------------- 李秀龙 2118 
PU-0604 不同通气方式在新生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中的应用比较 --------------------------------- 李秀龙 2119 
PU-0605 维生素 D 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研究 ---------------------------------- 修小莹,崔玉霞,周娟等 2119 
PU-0606 贵阳地区 350 例哮喘患儿血清特异性 IgE 水平分析 ---------------- 张金凤,朱晓萍,王娇娇等 2119 
PU-0607 溶血葡萄球菌引起的坏死性肺炎 1 例 ----------------------------------------------------------- 赵慧 2120 
PU-0608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周血 ECP、IL-5 和 IgE 水平变化及意义 ------- 孙平平,马少春,李德华 2120 
PU-0609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使用孟鲁司特治疗临床效果观察 -------------------------- 熊艳明,熊艳明 2121 
PU-0610 儿童坏死性肺炎纤维支气管镜治疗后胸部 CT 表现及转归 -------------------- 王晓丽,王文棣 2121 
PU-0611 复诊情况及用药依从性与儿童哮喘控制率的关系 -------------------- 陈艳飞,杨运刚,张建民等 2122 
PU-0612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 TH17 细胞的水平及对哮喘预测的价值 ---------------------- 王彩燕, 武怡 2122 
PU-0613 不同药物雾化顺序对治疗喘息患儿临床效果研究  ---------------------------------------- 王宗润 2123 
PU-0614 婴儿期抗生素使用与 5~7 岁儿童哮喘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 余巍,唐书生,何丽雅等 2123 
PU-0615 如何提高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管理 ------------------------------------------------------------ 李娟 2123 
PU-0616 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浓度监测在孟鲁司特有效性评价中的意义朱韵倩,王兰兰,王晓明 2124 
PU-0617 γ分泌酶抑制剂 MW167 致呼吸道合胞病毒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GATA3 降低 --------------------------------------------------------------------- 刘良宵,吴福玲,张雪静 2124 
PU-0618 5 岁以下哮喘患儿治疗依从性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陈欧,王丽雯,朱晓波等 2125 
PU-0619 儿童咯血疾病诊治体 -------------------------------------------------------------- 王惠丽,张曦,赵瑜等 2125 
PU-0620 推拿治疗对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临床价值探讨 ------------------------------------- huangcongfu 2125 
PU-0621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联合乳糖酸阿奇霉素对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体征改善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 朱薇 2126 
PU-0622 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观察 ------------------------------------------ 赵瑜 2126 
PU-0623 儿童咽喉反流与呼吸系统疾病 ----------------------------------------------------------- 尹冰如,陆敏 2127 
PU-0624 儿童油脂吸入性肺炎的临床特征及转归 -------------------------------------------- 孙秋凤,杨运刚 2127 
PU-0625 2012-2016 年支气管哮喘住院儿童临床特征分析：单中心回顾性病例 
 分析 -------------------------------------------------------------------------------------- 陈婷,钟琳,丘力等 2128 
PU-0626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对 LPS 诱导肺上皮细胞炎症因子的影响 ---------------------------- 聂文莎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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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7 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转入重症监护室的危险因素分析：单中心回顾性 
 研究 -------------------------------------------------------------------------------------- 陈婷,丘力,钟琳等 2129 
PU-0628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对 LPS 诱导肺上皮细胞炎症因子的影响 ------------------ 聂文莎,付红敏 2129 
PU-0629 中成药口服联合艾灸对哮喘缓解期患儿免疫功能的改善 ----------------------- 曹振锋,史长松 2130 
PU-0630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的病原诊断及治疗的影响 ------------------ 刘虹 2130 
PU-0631 维生素 D 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研究 ---------------------------------- 修小莹,崔玉霞,周娟等 2130 
PU-0632 IL-13R130Q 多态性对支气管平滑肌细胞的功能影响 ----------------- 何亚芳,包军,鲍一笑等 2131 
PU-0633 第一，二腮弓综合征合并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1 例 ------- 林小娟,钱淑琴,钟礼立等 2131 
PU-0634 儿童特发性嗜酸粒细胞增多综合征伴肺栓塞一例并文献复习 -------------------- 董娜,董晓艳 2132 
PU-0635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的病原诊断及治疗的影响 ------------------ 刘虹 2132 
PU-0636 IL-13R130Q 多态性分子构象及功能研究 -------------------------------- 何亚芳,鲍一笑,包军等 2132 
PU-0637 维生素 D 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研究 ---------------------------------- 修小莹,崔玉霞,周娟等 2133 
PU-0638 关于湖南省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血清维生素 A,E 水平的 
 研究 ----------------------------------------------------------------------------- 林小娟,钱淑琴,钟礼立等 2133 
PU-0639 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喘息性疾病相关性研究 ----------------------------------------------- 潘秀花 2134 
PU-0640 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喘息性疾病相关性研究 ------------------------------------- 潘秀花,李小妹 2134 
PU-0641 睫毛长度和儿童变应性鼻炎关系的研究 -------------------------------------------- 苑修太,张存雪 2134 
PU-0642 经电子气管镜球囊扩张术的护理配合 --------------------------------------------------------- 魏桑子 2135 
PU-0643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的相关性研究 ------------------------- 袁林,卓志强 2135 
PU-0644 阿奇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临床观察 --------------------------------------------------- 孟庆杰 2135 
PU-0645 不同期哮喘儿童外周血 miR-3162-3P 和β-catenin 蛋白表达水平变化及 
 意义 ----------------------------------------------------------------------------------------- 李荣业,谭建新 2136 
PU-0646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学分析在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的研究 ----------------- 周瑶,黄宇戈 2137 
PU-0647 NF-κB 信号通路干预对哮喘小鼠气道重塑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朱晓华 2137 
PU-0648 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协同诊疗管理的临床效果研究 ----------------- 皇惠杰,侯晓玲,王亚如等 2138 
PU-0649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儿童哮喘自我管理工具的构建与应用预探索 
 研究 -------------------------------------------------------------------------------------- 皇惠杰,喜雷,向莉 2138 
PU-0650 协同诊疗管理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的疗效差异性及其相关因素研究皇惠杰,侯晓玲,高琦等 2139 
PU-0651 儿科两种疾病临床路径管理实施效果评价 ----------------------------------------------- 杨珂,文丽 2140 
PU-0652 CpGODN 对哮喘小鼠 TSLP、IL-17 表达影响的研究 --------------------------------------- 王超 2140 
PU-0653 脉冲振荡和通气功能检测在哮喘患儿中的应用及相关性研究 -------------- 张义,王菲,靳蓉等 2141 
PU-0654 32 例首诊我科的哮喘患儿支气管舒张实验阴性的后续观察 ---------------------------- 宋瑜欣 2141 
PU-0655 非疫区 14 例散发性布鲁氏菌感染病例分析 --------------------------- 谢亚平,钟礼立,唐艳娇等 2142 
PU-0656 玉屏风颗粒治疗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中淋巴细胞亚群功能 -- 吴卫照,刘东成,罗加敏等 2142 
PU-0657 “儿童 CAP 管理指南”干预儿童 CAP 抗菌药物使用的效果分析 -------------------- 黄卫东 2143 
PU-0658 FENO 及潮气通气肺功能检测在婴幼儿喘息性肺炎中的临床意义 ---------------- 张蕾,艾涛 2143 
PU-0659 Gal-3 和 IL-17 在哮喘患儿血清和 BALF 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 蒋鲲,王超 2143 
PU-0660 应用孟鲁司特钠治疗小儿哮喘的临床探讨 ------------------------------------------------------ 阴娜 2144 
PU-0661 CGRP 对急性肺损伤幼鼠水通道蛋白 1、5 表达的影响 ----------------------- 聂文莎,付红敏 2144 
PU-0662 小儿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5 例分析 ---------------------------------------------------- 姬翠影,吴海涛 2145 
PU-0663 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征 1 例及文献分析 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征 1 例及文献 
 分析,张园园,陈志敏 ----------------------------------------------------------------------------------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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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4 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因素研究 -------------------------------------------- 乔红玉,罗建峰,钱新宏等 2146 
PU-0665 健康教育对毛细支气管炎婴幼儿肺功能的影响研究  ---------------------------------------- 杨琴 2146 
PU-0666 舒利迭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疗效观察 -------------------- 钟海琴,蒋鲲 2147 
PU-0667 健康教育路径在哮喘住院患儿中的应用 --------------------------------------------------------- 杨琴 2147 
PU-0668 儿童肺炎支原体合并细菌感染肺炎的血清降钙素原的变化分析 -------------- 冯燕华,冯燕华 2148 
PU-0669 孟鲁司特钠联合阿奇霉素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 120 例分析 ----------------------------- 吴华杰 2148 
PU-0670 支气管镜在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SJS)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TEN)合并呼吸衰竭 
 患儿中的诊疗作用 -------------------------------------------------------------- 刘芳,饶小春,马渝燕等 2149 
PU-0671 2009 年-2016 年重庆地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住院患儿呼吸道病毒病原学 
 分析 ----------------------------------------------------------------------------------- 张瑶,谢晓虹,任洛等 2149 
PU-0672 406 例婴幼儿喉喘鸣临床分析 ------------------------------------------------------------------ 祝国红 2150 
PU-0673 小于 6 月龄肺炎患儿上下呼吸道菌群的分析 ---------------------------- 洪慧慧,祁媛媛,王立波 2150 
PU-0674 儿童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初步临床研究 ----------------------------------------------- 韦小红,农光民 2151 
PU-0675 哮喘儿童生命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 张显珍,张玮,邢娅娜等 2152 
PU-0676 全氟辛酸暴露对哮喘气道炎症的调控及其机制研究 -------------------- 马伟慧,湛美正,叶乐平 2153 
PU-0677 基于共词分析法的国内近 5 年儿童哮喘研究热点分析 ---------------- 段红梅,张玮,王一博等 2153 
PU-0678 反复咳嗽吼喘误诊为支气管哮喘的双主动脉弓 1 例 ---------------------- 张巧,符州,代继宏等 2154 
PU-0679 B10 细胞和 Th17 细胞及其相关分子在过敏性哮喘中的作用研究 --------------------- 单丽沈 2154 
PU-0680 RMPP 患儿肺泡灌洗液支原体耐药基因检测的临床意义及其与 MP-DNA 拷贝数的 
 关系 ----------------------------------------------------------------------------------- 黎燕,张兵,钟礼立等 2155 
PU-0681 心理因素导致支气管哮喘反复发作一例 ----------------------------------- 王贵清,蒋鲲,颜斯蕾等 2155 
PU-0682 呼出气体一氧化氮在儿童慢性咳嗽疾病中的水平及临床意义分析 ----- 陈丽,韩晓华,冯雍等 2156 
PU-0683 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塑型性支气管炎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 张晗,尚云晓,蔡栩栩等 2157 
PU-0684 D-dimer 在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病情轻重和预后中的应用研究 -------- 何欢,刘秀云,刘小红 2157 
PU-0685 儿童滤泡性细支气管炎 2 例临床分析及文献复习 ----------------------- 袁姝华, 殷勇,张皓等 2158 
PU-0686 IFN-λ1 表达水平与单纯鼻病毒感染之间的关系 -------------------- 谢亚平,钟礼立,陶美婷等 2158 
PU-0687 婴幼儿支气管异物的临床特征、肺部影像学及支气管镜下特点分析 ----------- 张晗,尚云晓 2159 
PU-0688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病原学及治疗 -------------- 李嫦嫦,董琳,夏永强等 2159 
PU-0689 6 分钟步行试验在儿童慢性肺病中的应用 ----------------------------------- 袁姝华,殷勇,张皓等 2160 
PU-0690 基于个案的婴幼儿难治性中心气道狭窄的呼吸内镜综合介入治疗 
 探索 -------------------------------------------------------------------------------- 徐旻皓,黄亚娟,叶乐平 2160 
PU-0691 2014 年北京地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发病情况及耐药机制分析 ------ 胡文娟,蔚然,郭东星等 2161 
PU-0692 儿童先天性完全性气管环的临床特点分析 ------------------------------------------------------ 丘力 2162 
PU-0693 PM2.5 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 湛美正,马伟慧,卢贺敏等 2162 
PU-0694 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洗液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 覃萍,吴曙粤,石玲东等 2163 
PU-0695 维生素 D 水平与婴儿气道软化的关系探讨 ---------------------------------- 钟琳,丘力,陶庆芬等 2163 
PU-0696 Clinical efficacy of nebulization of budesonide combined with ambroxol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s with aspiration pneumonia --- Chen Qionghua,Zheng Jingyang,Lin Yintao etc. 2164 
PU-0697 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诊治进展 ----------------------------------------------------- 肖兰,刘文君 2164 
PU-0698 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 汪龙辉 2165 
PU-0699 吸入糖皮质激素不同时间患儿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观察 --------------------------------------- 何莉 2165 
PU-0700 细菌溶解产物治疗小儿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 徐博异,栾斌,张艳丽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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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01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特征及其相关性分析 ------------------------------------ 舒林华 2166 
PU-0702 基于真实世界研究分析槐杞黄颗粒辅助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 ------- 李文,王敏 2167 
PU-0703 Multi-label Random Forest based Early Pathogen Diagnosis of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in Children ---------------------------------- Li Wenhao,Jin Bo,Zha Hongyuan etc. 2167 
PU-0704 85 例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分析 ------------------------------------ 李彦玲,栾斌,黄先杰 2168 
PU-0705 气管支气管软化症合并肺炎患儿与单纯肺炎患儿的下呼吸道病原学特点对比分析 -- 谢丹 2168 
PU-0706 T 形管置入治疗气管切开术后高位气管软化病例 1 例 -------------------- 黄寒,钟礼立,陈敏等 2169 
PU-0707 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慢性咳嗽诊疗中的应用研究 -------------------------- 沈丹琪,张晗,尚云晓 2170 
PU-0708 咳嗽变异性哮喘与典型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 化氮、肺功能特点及相关性 
 分析 -------------------------------------------------------------------------------------- 白婧,冯雍,尚云晓 2170 
PU-0709 钾离子通道 Kv1.3 与中性粒细胞哮喘中 TH17/Foxp3+Treg 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 
 研究 -------------------------------------------------------------------------------- 周倩兰,王天玥,李淼等 2171 
PU-0710 Kv1.3 钾离子通道通过 ERK1/2/NF-κB 信号通路调节哮喘小鼠气道炎症 
 反应 -------------------------------------------------------------------------------- 周倩兰,王天玥,李淼等 2172 
PU-0711 随州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 王小菊,张霜 2172 
PU-0712 毛细支气管炎与巨细胞病毒感染相关性研究 ----------------------------------------- 刘文强,王军 2173 
PU-0713 中性粒细胞在肺炎支原体感染后肺损伤中的作用 ----------------------------------- 石双,赵德育 2173 
PU-0714 重庆地区副流感病毒感染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 --------------------------------------------- 苏若伊 2173 
PU-0715 儿童哮喘家庭管理方式测评量表的研制及信效度检验 ----------------- 邢娅娜,张玮,顾希茜等 2174 
PU-0716 干扰素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 雷军,潘丽华 2175 
PU-0717 不同程度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与肺功能的相关分析 ------------------------------------ 林洁 2175 
PU-0718 喜炎平联合阿奇霉素注射液治疗小儿肺炎临床疗效分析 ----------------- 隋英,刘善洪,乔再霞 2175 
PU-0719 Clinical analysis of nosocomial candidemia due to Candida albicans in five infa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 Wei Hongxia,Bao Yixiao 2176 
PU-0720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formaldehyde exposure on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 in BALB/c and C57BL/6 mice ---------------- Li Luanluan,Bao Yixiao 2176 
PU-0721 早产儿慢性肺疾病院外治疗策略进展 --------------------------------------------------------- 颜卫源 2177 
PU-0722 钾离子通道 Kv1.3 与中性粒细胞哮喘中 TH17 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相关 
 研究 ----------------------------------------------------------------------------- 周倩兰,尚云晓,王天玥等 2178 
PU-0723 中性粒细胞哮喘与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小鼠中 Kv1.3 钾离子通道表达及电流 
 改变 -------------------------------------------------------------------------------- 周倩兰,王天玥,李淼等 2178 
PU-0724 先天性肺表面物质代谢缺陷 1 例并文献复习 ---------------------------------------- 杨琳,陈莉娜 2179 
PU-0725 肺炎支原体感染致塑型性支气管炎的临床分析 -------------------------------- 杨琳,钟琳,陈莉娜 2179 
PU-0726 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在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中的疗效观察 ------------------------------------ 吴庆平 2180 
PU-0727 98 例儿童肺部结节影病因及特点的临床分析 ------------------------------------------ 李姣,舒畅 2180 
PU-0728 比较两种不同方法对毛细支气管炎后喘息复发的预防作用 ----------------------- 兰帝仕,翁翔 2180 
PU-0729 学龄期哮喘儿童自我管理行为的干预效果评价 --------------------------------------------- 王利维 2181 
PU-0730 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毒感染相关性喘息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随访 
 研究 ----------------------------------------------------------------------------- 严永东,鲁成刚,陈正荣等 2181 
PU-0731 儿童先天性肺囊性病变 67 例影像学特征 --------------------------------- 项蔷薇,潘知焕,张维溪 2182 
PU-0732 儿童支气管哮喘疗程分析 -------------------------------------------------- 刘京涛,马春英,彭文娟等 2182 
PU-0733 孟鲁斯特对哮喘急性发作期外周血炎症因子的影响 --------------------------------------- 张春慧 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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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4 支原体 PCR 评估大环内酯类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疗效分析 ------------------ 林苗苗,何时军 2183 
PU-0735 维生素 A 水平对儿童急性重症肺炎临床转归的影响（灾害学组）宋惠玲,李向雪,田名洋等 2183 
PU-0736 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学分析（灾害学组） ----------------- 李向雪,黄波,苟恩进等 2184 
PU-0737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急性重症肺炎常见病原菌分析（灾害学组） ----------- 陈玉,李青,代玥等 2184 
PU-0738 儿童哮喘管理中延续性护理干预的应用探究 --------------------------------------------------- 郭培 2185 
PU-0739 多索茶碱注射液佐治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 付宏,李锋,黄静等 2185 
PU-0740 信必可都保、孟鲁司特对哮喘儿童诱导痰液 IL-5、IFN-γ及肺功能的影响 --------- 宋俊峰 2186 
PU-0741 儿童结核性胸液(少量)不抽液治疗探讨 ------------------------------------------------------- 李光磊 2186 
PU-0742 住院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肺脏超声表现 --------------------------------------------------- 鲁正荣 2186 
PU-0743 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53 例临床分析 --------------------------------------- 胡次浪,陈强,李岚等 2187 
PU-0744 支气管镜治疗顽固性发热的儿童大叶性肺炎效果观察 --------------------------------------- 李苹 2187 
PU-0745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观察  ---------------------------------------------------- 郑琳琴 2188 
PU-0746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 16 例临床分析 ---------------------------------------------------- 詹飞 2188 
PU-0747 中药药浴治疗小儿外感发热 120 例临床分析 ----------------------------------------------- 桂纯宽 2189 
PU-0748 肺炎患儿的血清维生素、微量元素营养状况分析及其与炎症状态、免疫应答的 
 关系 --------------------------------------------------------------------------------------------------- 杨蕾华 2189 
PU-0749 儿童小气道病变肺小血管面积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 李伟,何玲 2190 
PU-0750 儿童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病理学分析及临床意义 -------------------------------- 章高平,胡玉 2190 
PU-0751 不同年龄段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的大叶性肺炎的 临床分析 ------ 常洁,韩志英,刘爱红 2191 
PU-0752 哮喘患儿血清过敏原检测与血中嗜酸性粒细胞、免疫球蛋白的关系可秋萍,王桂芳,孙卫红 2191 
PU-0753 支气管哮喘儿童皮肤点刺试验与血清特异性 IgE 的相关性分析 ----- 吕青青,戴欢,项蔷薇等 2192 
PU-0754 细菌溶解产物防治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观察 ----------------------- 常玉娜,韩晓华 2192 
PU-0755 支气管哮喘患儿外周血 IL-10 含量分析 -------------------------------------------- 王继春,宋冬梅 2193 
PU-0756 阿奇霉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儿童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 ----------------- 刘淑平,申晨,孙琳等 2193 
PU-0757 534 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分析 ------------------------------------------------------ 陈颖 2194 
PU-0758 热毒宁输液联合富露施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 ------------------ 陈雪丽 2194 
PU-0759 5 岁以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致病菌及其耐药性分析 ------------------------------------ 张兰豫 2194 
PU-0760 儿童腺病毒肺炎胸部 CT 表现分析 -------------------------------------------- 张娴,吴永彦,严琳等 2195 
PU-0761 甲泼尼龙辅助阿奇霉素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性大叶性肺炎的疗效评价 - 侍响响,高凤 2195 
PU-0762 搜风愈喘方调控哮喘大鼠 VEGF 表达的实验研究 ---------------------------------- 张勇,闫永彬 2196 
PU-0763 5 例儿童结核性胸膜炎临床回顾分析 ------------------------------------------------------------ 于玫 2196 
PU-0764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 80 例临床分析 ------------------------------------------------ 董光远,曹淑杰 2197 
PU-0765 小儿哮喘 50 例临床治疗观察 --------------------------------------------------------- 陈宝民,曹淑杰 2197 
PU-0766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 80 例临床分析 ------------------------------------------------ 董光远,曹淑杰 2198 
PU-0767 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在儿童节段性支原体肺炎中的临床研究 -------------------- 张同强,徐勇胜 2198 
PU-0768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继发细菌感染的病原学研究 -------------------- 李丹丹,郎艳美,石艳玺等 2198 
PU-0769 局麻下儿童软式支气管镜气道异物取出术与全麻下的效果及成本 
 分析 ----------------------------------------------------------------------------- 郑敬阳,林印涛,曾丽娥等 2199 
PU-0770 15 例传胞染性单核细增多症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临床分析 ------------------ 孙京波,吴海涛 2199 
PU-0771 支原体肺炎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分析 ------------------------------------------------------------ 董光远 2200 
PU-0772 头孢甲肟联合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临床效果观察 ------------------------ 吕永川 2200 
PU-0773 抗生素及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对肺炎支原体的体外药敏试验 -------- 蔚然,窦海威,王良玉等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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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4 穿心莲内酯总酯磺化物和阿奇霉素联合应用对肺炎支原体肺炎治疗早期细胞因子的 
 影响 ----------------------------------------------------------------------------------------------- 赵晨,白燕 2201 
PU-0775 健康教育在儿童哮喘防治中的作用 ----------------------------------------------- 张光环,王芳,王敏 2201 
PU-0776 小儿支气管肺炎多项生化指标改变及临床意义 --------------------------------------------- 肖春波 2202 
PU-0777 儿童肺炎支原体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值与其临床表现的相关性研究 张巧,符州,代继宏等 2202 
PU-0778 体温变化在小儿社区获得性肺炎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 胡祎静,华夏,范振东 2203 
PU-0779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的血浆 D-二聚体检测 ---------------------------- 郑敬阳,曾丽娥,陈琼华等 2203 
PU-0780 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疗效观察 ----------------------------- 叶丽珍,杨源,赵艳等 2203 
PU-0781 特应质对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清糖皮质激素受体水平的影响 --- 姚欢银,刘伟荣,章杭湖等 2204 
PU-0782 哮喘及呼吸道感染儿童维生素 A、E 水平检测 ------------------- ALI ABID,钟礼立,林小娟等 2204 
PU-0783 血流感染致肺脓肿 1 例分析 -------------------------------------------------------------------- 张文双 2205 
PU-0784 “小儿治哮方”治疗儿童咳嗽变异型哮喘疗效研究 --------------------------------------- 方彩文 2205 
PU-0785 孟鲁司特钠与酮替酚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效果比较（修改） -- 方彩文,徐培林,陈海华 2206 
PU-0786 拮抗剂与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小儿慢性中度持续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效果 
 观察  ------------------------------------------------------------------------------------------ 方彩文,徐红 2206 
PU-0787 “私人订制”开展出院准备服务体会 ------------------------------------------------------------ 张芬 2207 
PU-0788 5 岁以下儿童发生支气管哮喘的危险因素及 相关文献 meta 分析 ------- 郝娟娟,侯伟,李静 2207 
PU-0789 甲强龙冲击疗法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研究 ------------------------------------ 方彩文 2208 
PU-0790 孟鲁司特联合匹多莫德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患儿的疗效及肺功能的临床研究 -------- 方彩文 2208 
PU-0791 特布他林及普米克令舒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 56 例 ---------------------------------- 倪巍 2209 
PU-0792 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慢性咳嗽的临床疗效 -------- 郑桂芬,乔晓红 2209 
PU-0793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HLA-DQA1 基因多态性及其与细胞因子的 
 关系 -------------------------------------------------------------------------------- 邵晓丽,刘淑梅,胡佳妮 2210 
PU-0794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体内半胱氨酰白三烯和维生素 A 相关性的分析 - 辛丽红,张雯,唐青等 2211 
PU-0795 混合感染因素对呼吸道腺病毒感染临床特征的影响 -------------------- 谢乐云,钟礼立,张兵等 2211 
PU-0796 叶内型肺隔离症 5 例 ----------------------------------------------------------------------------- 曾桂花 2212 
PU-0797 儿童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相关性分析 --------------------- 黄丽莲,覃敏 2212 
PU-0798 维生素 A 水平与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 辛丽红,张雯,唐青等 2213 
PU-0799 福州地区小儿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临床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 王世彪 2214 
PU-0800 福州地区小儿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临床特点与耐药性分析 --------------------------- 王世彪 2214 
PU-0801 重组人干扰素а2b 注射液氧气驱动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 沙邦武 2215 
PU-0802 我国早产儿出院后营养研究现状的共词分析 ----------------------------- 刘孝美,罗碧如,彭文涛 2215 
PU-0803 海恩法则在护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应用 ------------------------------------------------------ 张志玲 2215 
PU-0804 儿科门诊分诊护士心理健康状况的分析与对策 -------------------------------- 马春妮,莫霖,黄青 2216 
PU-0805 人工皮亲水性敷料预防人工耳蜗植入患儿术后额部压疮的效果评价冯瑞玲,许莹,吴玉梅等 2216 
PU-0806 百日咳并发肺炎的临床护理要点分析与研究 ------------------------------------------------ 李喜亮 2217 
PU-0807 血液净化在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中应用及护理 ----------------------- 陈学兰,黎小芹,张崇玲 2217 
PU-0808 儿内科新建病房实施护理风险管理的实践 ------------------------------------------------------ 郑鸿 2218 
PU-0809 早产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一例护理体会并文献复习 --------------------------------------- 冯小芳 2218 
PU-0810 护理干预对儿童慢性腹痛性患者行电子胃镜检查的效果研究 -------------- 黄唯,周雄,刘佳等 2218 
PU-0811 消化道手术患儿术后早期肠内营养的研究进展 --------------------------------------------- 马轶美 2219 
PU-0812 新型儿科标识带的设计与运用 ------------------------------------------------------------------ 金琼琼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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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3 危重症儿童患者应用桡动脉置管有创血压监测效果分析 ----------- 黄日妹,潘彩金,杨开玉等 2220 
PU-0814 儿童血液肿瘤病房患儿佩戴口罩现状调查 ------------------------------------------------------ 李艺 2220 
PU-0815 儿科静脉炎危险因素及护士认知情况的分析   ------------------------------------------------ 杨芳 2220 
PU-0816 细节管理联合常规护理在脑瘫患儿中的管理效果及对神经生长因子的影响研究 ----- 李昕 2221 
PU-0817 家庭中心式护理在儿科急性喉水肿的应用研究 ------------------------------------------------ 孙荣 2221 
PU-0818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语言障碍患儿的影响研究 ------------------------------------------------ 杨薇 2222 
PU-0819 一氧化氮吸入联合高频振荡通气治疗新生儿严重低氧血症的护理 -- 贺芬萍,彭小明,姚招等 2222 
PU-0820 小儿腹泻的肛门外周护理 ----------------------------------------------------------------- 姜姗姗,魏杰 2222 
PU-0821 手足口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研究进展 -------------------------------------------- 刘峰,张玉霞,卢艳昕 2223 
PU-0822 穴位注射结合康复训练干预痉挛型小儿脑瘫的临床效果与护理 -------- 闫瑾,王红梅,周青蕊 2223 
PU-0823 儿童静脉留置针留置部位与疼痛关系及留置时间对比分析 ----------------------- 何惠,黄红丽 2224 
PU-0824 全程优质护理人文关怀在白血病患儿中的应用 -------------------------- 赵小燕,王荣华,陈宁等 2224 
PU-0825 系统化培训对低年资护士危急症护理核心能力的干预 ----------------------------- 毕颖,诸白美 2225 
PU-0826 护理干预配合纤支镜下肺泡灌洗术对哮喘患儿肺功能的影响分析 ------------------------ 王蕊 2225 
PU-0827 家属因素对小儿静脉穿刺及护患关系的影响 ----------------------------------- 柏雅瑾,赵黎,周萍 2225 
PU-0828 经鼻高流量氧疗在 PICU 临床应用中的护理体会 --------------------------------------------- 黄丹 2226 
PU-0829 护理管理在儿内科预防医院感染的应用 ------------------------------------------------------ 黄丽娜 2226 
PU-0830 1 例硬膜下冲洗注射引流治疗化脑继发硬膜下积脓患儿的护理 ------------------------ 武佳佳 2226 
PU-0831 31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急救和护理 ------------------------------------------------------- 黄雪松 2227 
PU-0832 静脉留置针进针深度对小儿四肢置管的影响 -------------------------------------------- 陶宁,佘明 2227 
PU-0833 婴儿腹泻的护理 --------------------------------------------------------------------------------------- 杨旭 2227 
PU-0834 68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合并休克患儿的临床护理救治分析 ------------------------------- 刘致 2228 
PU-0835 先天性漏斗胸 Nuss 手术的护理 --------------------------------------------------------------- 李凯杰 2228 
PU-0836 PDCA 质量管理对健康教育效果的影响 ------------------------------------------- 汪张娟,潘慧恩 2229 
PU-0837 唇腭裂患儿序列治疗的护理体 ----------------------------------------------------------- 唐静,石佳慧 2229 
PU-0838 治疗性游戏在儿童神经消化科 住院患儿侵入性操作中影响的研究 ---------------------- 曾琴 2229 
PU-0839 胎粪吸入综合征新生儿的护理技巧 ------------------------------------------------------------ 刘晓溪 2230 
PU-0840 1 例血液透析滤过成功抢救大剂量卡马西平中毒患儿的护理 --------------------------- 陈玉洁 2230 
PU-0841 小儿感染性休克的观察护理 --------------------------------------------------------------------- 张春燕 2230 
PU-0842 改良式固定方法在儿科静脉留置针操作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 周婷 2231 
PU-0843 冰王烫伤膏预防化学性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 刘丹 2231 
PU-0844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预防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感染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 王家宝 2232 
PU-0845 自制纯棉纱布包被芯联合塑料墨铲在人类体位石膏固定患儿中的 
 应用 ----------------------------------------------------------------------------------- 裘江英,徐建仙,何劼 2232 
PU-0846 小儿坠楼伤入院护理体会 --------------------------------------------------------------------------- 陶婷 2232 
PU-0847 头部伤口包扎罩在儿科门诊头皮静脉留置针中的应用与效果分析 ------------------------ 刘阳 2233 
PU-0848 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 任宇斌 2233 
PU-0849 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 任宇斌 2234 
PU-0850 应急演练对提高血液科护理急救能力的分析 ------------------------------------------------ 周权超 2234 
PU-0851 查检单在 PICU 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防控中的应用 --- Liumeihua,彭剑雄,仇君等 2234 
PU-0852 基于触发的入库流程在医疗耗材管理中的应用 ----------------------- 秦秀丽,叶天惠,易永红等 2235 
PU-0853 儿科医护人员不同洗手方法依从性及洗手效果的观察和对策 ----------------------- 尹艳,陈丽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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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4 80 例小儿白血病的心理护理体会 ---------------------------------------------------------------- 马宁 2236 
PU-0855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治疗儿童重症支原体肺炎的护理研究 --------------------------- 吴琼 2236 
PU-0856 中医情志护理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及舒适度的影响 --------------------------- 杨竹 2236 
PU-0857 一例高处跌落伤致高位截瘫患儿的个案护理经验 --------------------------------------------- 张秀 2237 
PU-0858 硝酸银烧灼术治疗门诊新生儿脐茸的疗效及护理 --------------------------------------------- 冯静 2237 
PU-0859 评价人文关怀对儿科患儿家属心理健康和行为的影响 ----------------- 崔伟伟,贺秋平,刘婷婷 2238 
PU-0860 优质护理服务在儿科门诊的重要作用 --------------------------------------------------------- 程创新 2238 
PU-0861 疼痛护理在小儿漏斗胸 Nuss 术后的应用分析 ------------------------------------------------ 张欢 2238 
PU-0862 经支气管镜注射氨溴索与注射富露施治疗儿童大叶性肺炎的临床比较与观察 -------- 宋丹 2239 
PU-0863 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联合镜下行富露施灌洗治疗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护理体会 ----- 李鑫 2239 
PU-0864 优质护理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及效果评价 --------------------------- 卢欣 2240 
PU-0865 持续质量改进在小儿静脉留置针的应用 ------------------------------------------------------ 王静茹 2240 
PU-0866 自制德国百瑞雾化器转接头在儿科雾化治疗中的应用与观察 ----------------- 易先丽,陈艳丽 2240 
PU-0867 健康教育应用于小儿哮喘护理的临床效果观察 ------------------------------------------------ 曹旭 2241 
PU-0868 3 例完全性膀胱外翻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 郑先琳 2241 
PU-0869 1 例神经系统严重疾病致长期昏迷的纠纷患儿护理 ----------------------------- 沈慧玲,王洪清 2242 
PU-0870 音乐疗法在有陪儿童病房管理中的应用 ----------------------------------------------- 赵青青,郝丽 2242 
PU-0871 小儿无痛电子肠镜检查及治疗后的护理 ------------------------------------------------------ 胡玲玲 2242 
PU-0872 品管圈在延长小儿留置针留置时间的效果观察 ----------------------------- 刘倩,周雪贞,钟婷等 2243 
PU-0873 几种常见方法治疗小儿化疗性静脉炎的效果比较 ----------------------------------- 郭丽娜,韩松 2243 
PU-0874 微创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给药的护理配合 ----------------------------------------- 李琳琳,董晴雪 2244 
PU-0875 PDCA 循环法控制血液危重症患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应用 ---------------- 罗文君,汤昔康 2244 
PU-0876 经纤维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 1 例支气管狭窄的护理配合 ------------------------- 关晓丽,曹玲 2245 
PU-0877 小儿肾活检护理分析 ------------------------------------------------------------------------------ 邓芳菊 2245 
PU-0878 儿童 1 型糖尿病住院期间低血糖发生情况分析 ---------------------------- 饶敏,范莉萍,揭玫等 2245 
PU-0879 儿科门诊护理安全隐患分析及措施防范 ------------------------------------------------------ 冯园园 2246 
PU-0880 一例自身免疫性脑炎（抗 NMDAR 相关）患儿的护理体会 ----------------------------- 沈铭熙 2246 
PU-0881 优质护理措施对降低儿科院内感染效果的评价 ----------------------------------- 曹苗苗,计星星 2247 
PU-0882 精细化护理对儿科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 王凯婷 2247 
PU-0883 运用品管圈对提高小儿静脉留置针使用率的效果探究 ------------------------------------ 朱宏璐 2247 
PU-0884 水胶体敷料护理新生儿重度红臀的新进展  ------------------------------------------------- 罗荣琼 2248 
PU-0885 水胶体敷料护理新生儿重度红臀的新进展 --------------------------------------------------- 罗荣琼 2248 
PU-0886 戊二酸尿症 II 型患儿心因性呼吸机依赖并成功撤机的护理 ------- 陈佳佳,林广裕,冯学永等 2248 
PU-0887 中西医结合护理在小儿腹泻病治疗中的应用 --------------------------------------------------- 马冬 2249 
PU-0888 1 例化疗诱发急性胰腺炎合并脓毒性休克患儿的护理 ------------------------------------ 张燕红 2249 
PU-0889 1 例血液灌流治疗百草枯中毒患儿的护理 --------------------------------------------------- 沈伟杰 2249 
PU-0890 综合医院中医科护士如何提升中医护理能力 ------------------------------------------------ 孙肖楠 2250 
PU-0891 一例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肋骨骨折患儿的护理重点 ------------------------------------ 胡天其 2251 
PU-0892 1 例儿童坏死性肺炎合并肺大疱的护理 ------------------------------------------------------ 李文欢 2251 
PU-0893 5S 管理在儿科病房管理中的应用 --------------------------------------------- 杨图宏,覃霞,何艳等 2251 
PU-0894  同质化服务在儿科健康指导的应用 ------------------------------------------ 杨图宏,龙莹,覃霞等 2252 
PU-0895 无针输液系统在儿科病房的应用 ----------------------------------------------- 杨图宏,覃霞,何艳等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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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6 大剂量甲强龙对支原体肺炎患儿血压的影响与观察 --------------------------------------- 王金玲 2252 
PU-0897 先天小儿胆总管囊肿护理个案及护理要素 --------------------------------------------------- 唐明子 2253 
PU-0898 儿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 李燕燕 2253 
PU-0899 小儿急性阑尾炎的护理体会 ------------------------------------------------------------------------ 刘璐 2254 
PU-0900 小儿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术后的护理  ---------------------------------------------------- 何晓颖 2254 
PU-0901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儿童克罗恩病护理体会 ------------------------------------------------------ 孟希 2254 
PU-0902 健康教育路径对脑瘫患儿康复治疗效果及护理的影响 ------------------------------------ 徐云丛 2255 
PU-0903 情景式术前访视在小儿围手术期护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 金波 2255 
PU-0904 脑瘫儿童家庭康复照护管理模式探析 ----------------------------------------- 汤亚萍,叶元元,顾琴 2255 
PU-0905   浅析运用负压原理采集小儿桡动脉血标本的优势 ------------------------------------------ 张琳 2256 
PU-0906 新生儿低氧性呼吸衰竭联合治疗的护理技巧与分析 --------------------------------------- 马晓艳 2257 
PU-0907 沟通-在儿科门诊中的重要作用 ----------------------------------------------------------------- 刘霖琳 2257 
PU-0908 赛肤润对婴幼儿腹泻肛周皮肤的护理 ------------------------------------------------------------ 吴丹 2257 
PU-0909 小儿四肢骨折的疼痛护理体会 --------------------------------------------------------------------- 朱辉 2258 
PU-0910 PDCA 循环在血友病患儿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 杨婵,陈锦秀 2258 
PU-0911 合作性照顾在小儿缺铁性贫血护理中的应用 ------------------------------------------------ 关菲菲 2259 
PU-0912 一例超声引导下经皮胸前室间隔缺损残余漏封堵术的护理配合 --------------------------- 杨建 2259 
PU-0913 腹式呼吸对儿童阑尾切除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影响 --------------------------------------- 史桐梦 2260 
PU-0914 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治疗小儿肾积水的围手术期护理 ----------------------------- 胡小叶,余黎静 2260 
PU-0915 新式电子表格交班表对儿科优质护理的作用和效果 ----------------------- 王莉,毛华,李红艳等 2260 
PU-0916 浅析夜班对儿科护士身心健康的影响因素 --------------------------------------------------- 缑颖芳 2261 
PU-0917 护理干预对Ⅰ型糖尿病患儿便秘的影响 --------------------------------------------------------- 刘川 2261 
PU-0918 中药穴位导入后保留药物贴片对小儿泄泻治疗的效果观察 --------------------------------- 王竑 2261 
PU-0919 ICU 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干预研究 ---------------------------------------------------- 刘琼洁, 李阳 2262 
PU-0920 护理干预改善 1 型糖尿病患儿治疗依从性的效果分析 ----------------------------------- 弓雪茹 2262 
PU-0921 感染科儿童跌倒/坠床不良事件的追踪检查分析及护理对策 ------------------- 彭芬霞,丁航利 2262 
PU-0922 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合并外周静脉炎的临床护理 -------------------------------- 龙金凤,洪瀚丹 2263 
PU-0923 儿童简易约束床垫的制作及应用研究 ----------------------------------------------- 王飞华,李君丽 2263 
PU-0924 关于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哮喘的全方位气道护理的研究 --------------------------------- 胡伯 2263 
PU-0925 人性化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的应用体会 ---------------------------------------------- 李虹霞,yan li 2264 
PU-0926 5 例儿童颅咽管瘤围手术期的护理体会 --------------------------------------------------------- 何静 2264 
PU-0927 品管圈在降低运行电子病历体温单书写缺陷中的应用 ----------------- 周霞,郑玉婷,杨礼菊等 2264 
PU-0928 总结儿科急诊的护理风险因素及防范措施。 ------------------------------------------------ 王思敏 2265 
PU-0929 综合护理干预对改善儿童重症肺炎生存质量的影响 --------------------------------------- 贺晓春 2265 
PU-0930 品管圈在提高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中的应用 ----------------------- 于丹,贺晓春 2265 
PU-0931 心理干预在小儿肱骨髁上骨折护理中的应用 --------------------------------------------------- 李莹 2266 
PU-0932 儿科患儿腕带佩戴不规范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 廖力慧 2266 
PU-0933 授权管理在小儿康复病房一级质控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 娄欣霞 2266 
PU-0934 叙事医学在小儿康复病房优质服务中的应用 ------------------------------------------------ 娄欣霞 2267 
PU-0935 1 例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患儿的护理 ------------------------------------------------------ 何佳燕 2267 
PU-0936 心理护理干预对高空坠落伤儿童应激反应的影响 ------------------------------------------ 董承颜 2267 
PU-0937 质量持续改进在提升儿科护理质量中的应用和成效 ------------------------------------------ 尹凌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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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8 病床护士护理教学质量及护生实习质量现状调查与分析 ------------------------------------ 郑兰 2268 
PU-0939 小儿使用力月西导致静脉炎与防治体会 --------------------------------------------------------- 赵璠 2269 
PU-0940 骨折患者术后的疼痛护理 --------------------------------------------------------------------------- 王频 2269 
PU-0941 儿童医院门诊预约挂号迟到原因分析 -------------------------------------------- 张妮,邓跃碧,李娥 2269 
PU-0942 品管圈在降低儿科门诊预约就诊迟到率的应用 -------------------------------- 张妮,邓跃碧,李娥 2270 
PU-0943 实施 JCI 标准下手术室仪器设备精细化管理的效果比较 -------------- 陈梅丽,姜莉莉,陈燕芬 2270 
PU-0944 100 例儿童支气管镜检查及镜下治疗的护理风险管理 ------------------------------------ 黄丽娟 2270 
PU-0945 电子支气管镜在先心病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配合一例 ------------------------------------ 黄丽娟 2271 
PU-0946 电子支气管镜在先心病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配合一例 ------------------------------------ 黄丽娟 2271 
PU-0947 电子支气管镜在先心病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配合一例 ------------------------------------ 黄丽娟 2272 
PU-0948 ICU 患儿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危机干预效果分析 --------------------------------------------- 黄丽娟 2272 
PU-0949 臭氧水疗在儿童瘙痒性皮肤病的应用 --------------------------------------------------------- 刘玉凤 2272 
PU-0950 儿童牙槽突裂术后便秘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袁昌蓉 2273 
PU-0951 人文关怀护理在儿科中的应用分析 ----------------------------------------------------- 吴佳,鲁方方 2273 
PU-0952 儿童牙槽突裂术后便秘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袁昌蓉 2273 
PU-0953 择期手术患儿术前禁食禁水的知识转化现状及相关研究 -------------- 李有蔚,唐文娟,陆群峰 2274 
PU-0954 一例反复发作的心律失常患儿临床护理经验分享 ----------------------------------- 周敏,黄雀兰 2274 
PU-0955 “呵呼家”系统性儿童家庭护理管理经验分享 ----------------------------------- 付坤会,黄雀兰 2274 
PU-0956 一例肺癌全肺叶切除术后患儿的护理 ------------------------------------------------------------ 杨娟 2275 
PU-0957 一例先天性无痛无汗症、股骨骨折术后合并难免性压疮患儿的护理体会 -------------- 王云 2275 
PU-0958 PDCA 循环在降低患儿手术后中心静脉导管堵管率的运用分析 ---------- 王玥,朱倩,侯洁沂 2276 
PU-0959 PBL 模式在儿科临床护理实习中的应用探讨 ---------------------------------------- 吴怡,李晋蓉 2276 
PU-0960 我院护士对优质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分析与对策 -------------------------------- 邵淑芳,陈燕芬 2276 
PU-0961 一例幼儿猩红热护理与体会 ------------------------------------------------------------------------ 贾娜 2277 
PU-0962 针对性的个性化护理服务应用于肺炎儿童病例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 杨彬 2278 
PU-0963 核查清单降低 PICU 机械通气患儿实施俯卧位通气护理并发症的护理体会 -- 罗薇,陈锦秀 2278 
PU-0964 PFCC 护理人文关怀降低 PICU 学龄前期住院患儿 PTSD 发生率的质性 
 研究 -------------------------------------------------------------------------------------------- 王珊,陈锦秀 2278 
PU-0965 儿童胸部物理治疗集束化呼吸道护理在 PICU 中的应用 -------------------------- 李艳,陈锦秀 2279 
PU-0966 儿科护理不良事件原因分析与对策 -------------------------------------------------- 朱修珍,陈锦秀 2279 
PU-0967 雾化后联合俯卧位通气在儿童重症肺炎机械通气中的护理  ------------------ 吴婷婷,陈锦秀 2280 
PU-0968 儿科 PICU 临床带教的难点及对策 ----------------------------------------------------- 高欢,陈锦秀 2280 
PU-0969 临床护理路径在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护理中的应用 ------------------------------------------ 张玲 2280 
PU-0970 1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期间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护理 ------------ 张露露 2281 
PU-0971 浅谈优质护理在小儿热性惊厥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 刘莹 2281 
PU-0972 儿科监护室进修护士洗手规范效果观察与体会 --------------------------------------------- 刘志燕 2282 
PU-0973 儿科护理中的护患沟通技巧分析 --------------------------------------------------------------- 孔令洋 2282 
PU-0974 脑瘫患儿出院后延续康复护理模式探讨 ------------------------------------------------------ 李星慧 2282 
PU-0975 优质护理在小儿过敏性紫癜护理中的干预价值探讨 -------------------------------- 张凤琴,孔竞 2283 
PU-0976 品管圈在提高儿科病房桡动脉穿刺一次性成功率中的应用 -------------------- 张黎娜,徐鸟燕 2283 
PU-0977 1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的病情观察与护理体会 ----------------------------------------- 常玉杰 2283 
PU-0978 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静脉留置针并发症中的应用效果 --------------------------------------- 赵晶 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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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9 脑瘫患儿的康复过程中护理干预的实施及价值 --------------------------------------------- 王秀娟 2284 
PU-0980 一例罕见烟雾病合并癫痫患儿的护理体会 ------------------------------------------------------ 季茉 2284 
PU-0981 探讨品管圈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 袁小玲,李娜 2285 
PU-0982 儿科危重症标准化院内转运的效果观察 ----------------------------------------------- 徐艳梅,张艳 2285 
PU-0983 儿科用药错误的原因分析及应对 ------------------------------------------------------------------ 杜娟 2285 
PU-0984 病毒性脑炎患儿护理体会 -------------------------------------------------------------- 孙丽芳,叶天惠 2286 
PU-0985 纤维支气管镜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的应用护理 -------------------------- 张爱萍,蒋丹,李聪慧 2286 
PU-0986 品管圈活动降低 PICC 患者夏季皮肤感染的发生率 ------------------------------------------ 周琼 2286 
PU-0987 循证护理在小儿胶囊内镜检查中的应用效果 -------------------------------------- 范美花,陈晓飞 2287 
PU-0988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对住院哮喘患儿及家属的影响 --------------------------------------------- 车明 2287 
PU-0989 PICC 导管异位致心律失常一例 --------------------------------------------------------- 王皎,雷素华 2287 
PU-0990 6s 管理方法在小儿内科的应用效果  ------------------------------------------------------------ 夏婷 2288 
PU-0991 4 例小儿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脾肾分流术的手术配合 ------------------------------------------ 王煜 2288 
PU-0992 关怀流程圈在白血病患儿鞘内注射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刘恋 2288 
PU-0993 健康宣教在腹股沟斜疝患儿日间手术中的应用 --------------------------------------------- 王楠楠 2289 
PU-0994 一例婴儿 PICC 敷贴揭除至医用粘胶相关性皮肤损伤的护理 ----------- 余卓文,顾莺,徐晓凤 2289 
PU-0995 循证护理在寻求婴幼儿尿管外固定法中的应用 -------------------------- 钟笑媚,崔彦芹,陈秀春 2289 
PU-0996 住院患儿家长满意度情况调查分析 ----------------------------------------- 张玉蓉,张玉侠,余卓文 2290 
PU-0997 新入职儿科护士第一年工作体验的质性研究 ----------------------------------------- 孔燕,于桂玲 2290 
PU-0998 白血病患儿化疗期间的口腔护理 -------------------------------------------------------- 仲婷,王迎春 2291 
PU-0999 新形势下人文关怀在儿科护理的重塑 --------------------------------------------------------- 李君丽 2291 
PU-1000 两种测压方法在小儿门脉高压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 --------------------------------------- 刘笑天 2292 
PU-1001 1 例伯基特淋巴瘤伴骶尾部压疮患儿的护理 ------------------------------------------------ 李慧娟 2292 
PU-1002 《1 例白血病患儿经永存左上腔行 PICC 置管的护理》 ------------------------------------ 陈伟 2292 
PU-1003 联合络合碘湿敷治疗在脓癣患儿护理中的应用 --------------------------------------------- 周凡人 2293 
PU-1004 特应性皮炎患儿的护理 --------------------------------------------------------------------------- 宁玲丹 2293 
PU-1005 纤支镜肺泡灌洗术治疗儿童肺部感染的护理体会 -------------------------------- 段沈丽,陈锦秀 2293 
PU-1006 JCI 认证医院住院病人（家属）满意度调查表的信效度研究 -------- 胡肖银,张彩凤,钟瑛等 2294 
PU-1007 心理护理对青春期糖尿病患儿的影响 ------------------------------------------------------------ 郭萍 2294 
PU-1008 1 例伯基特淋巴瘤伴骶尾部压疮患儿的护理 ------------------------------------------------ 李慧娟 2294 
PU-1009 非营养性吸吮和腹部按摩对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 陆丹琼,余霞 2295 
PU-1010 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综述 ------------------------------------------ 曹婷婷 2295 
PU-1011 护理干预对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临床疗效观察 ----------------------- 夏芬芬,潘其芬、柳文霞 2295 
PU-1012 肾病综合征患儿的循证护理对改善症状及家长满意度的影响 ------------------------------ 孙琳 2296 
PU-1013 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感染防控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 陈烁 2297 
PU-1014 西藏地区先天性食管闭锁 1 例护理及文献复习 ------------------------------- 格桑央金,大卓嘎 2297 
PU-1015 小儿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在临床上的应用分析 ----------------------------------- 潘晓兰,潘晓兰 2297 
PU-1016 一种小儿留置针防拔出约束服的设计与应用 ------------------------------------------------ 唐红娟 2298 
PU-1017 小儿静脉输液中微粒污染的危害及防范措施的研究 --------------------------------------- 赵佳维 2298 
PU-1018 小儿热性惊厥的急救处理及健康教育      ------------------------------------------------- 张晓丽 2299 
PU-1019 微信挂号服务模式在儿童医院门诊的应用体会 ------------------------------------------------ 蓝琴 2299 
PU-1020 心理护理在脑病患儿家长中的应用 --------------------------------------------------------------- 杜静 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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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1 循证护理在护理查房中的应用 ------------------------------------------------------------------ 韩晶晶 2300 
PU-1022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眼眶蜂窝组织炎患儿中的应用 ------------------------------ 王艳红 2301 
PU-1023 1 例留守儿童竹筷戳入腭颈部的护理 --------------------------------------------------------- 王艳红 2301 
PU-1024 护理干预对川崎病患儿复诊的影响 ------------------------------------------------------------ 李晓莉 2301 
PU-1025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小儿哮喘预后康复中的应用 ------------------------------------------------ 邓红 2302 
PU-1026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哮喘患儿中的应用分析 --------------------------------------------- 李妍妍 2302 
PU-1027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护理体会 ----------------------------------------------- 印真香,徐晓丽 2302 
PU-1028 小儿肺炎实施综合护理的疗效观察 ------------------------------------------------------------ 宁莉明 2303 
PU-1029 儿童睡眠呼吸障碍多导睡眠监测的护理体会 ------------------------------------------------ 钱淑琴 2303 
PU-1030 一例重症肺炎链球菌脑膜炎的细节管理 -------------------------------------------- 侯丽娜,王彩霞 2303 
PU-1031 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临床特征和治疗方法研究 -------------------- 钱淑琴,彭瑛 2304 
PU-1032 中药穴位贴敷辅助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观察与护理 ------------------------------------ 陈颖颖 2304 
PU-1033 有创血压的建立及护理体会 --------------------------------------------------------------------- 叶春香 2305 
PU-1034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护士应对护理风险的方法及措施 --------------------------------------- 杨菊丽 2305 
PU-1035 自制牙垫运用于 PICU 患儿固定经口气管插管的临床效果 -------------------- 郭素梅,陈丽羡 2305 
PU-1036 西林瓶塞在儿科动脉血气分析中的应用 --------------------------------------------------------- 郭凤 2306 
PU-1037 结合 Delphi 法构建儿科护理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 徐桂灵,吕云芬 2306 
PU-1038 细节管理在预防早产儿 PICC 堵管中的效果分析 ------------------------------------------ 程功梅 2306 
PU-1039 评判性思维在早产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  ------------------------------------------------- 程功梅 2307 
PU-1040 优质护理在儿童感染科加强防护隔离措施中的运用 --------------------------------------- 叶少林 2307 
PU-1041 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患儿的护理 -------------------------------- 叶颖龙,胡肖银,张彩凤等 2308 
PU-1042 一例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外渗致组织坏死的护理观察 ------------------------------------------ 景钰 2308 
PU-1043 护理干预对 ICU 患儿家属焦虑心理的影响研究 ----------------------------------------------- 黄菲 2308 
PU-1044 连续性血液净化在儿科重症监护室的应用与护理体会 --------------------------------------- 朱艳 2309 
PU-1045 1 例新生儿顽固性乳糜腹的护理 ------------------------------------------------------------------ 徐柳 2309 
PU-1046 癫痫患儿家长课堂在癫痫患儿家庭护理中的影响 ----------------------------------- 李涵,贺秋平 2310 
PU-1047 骨科病人健康教育需求及施教对策的研究 ------------------------------------------------------ 经梅 2310 
PU-1048 手足口病患儿并发脑炎的早期识别与护理  ------------------------------------------------- 周冬梅 2311 
PU-1049 整体护理模式在 20 例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重症肺炎患儿的护理体会 ------- 徐辑伟 2311 
PU-1050 静脉留置针断针后紧急处置 ----------------------------------------------------------- 诸白美,徐玉香 2311 
PU-1051 浅谈优质护理在住院患儿增强 CT 检查的应用 --------------------------------------------- 张连治 2312 
PU-1052 风险管理在门诊患儿静脉留置针护理中的应用 ------------------------------------------------ 梁娟 2312 
PU-1053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护理 ------------------------------------------------ 毕玉兰 2312 
PU-1054 优质护理模式对闭塞性支气管炎患儿的肺功能的影响分析研究 --------------------------- 房萍 2313 
PU-1055 提高学龄前儿童核磁共振检查成功率的品管圈实践 ----------------------- 余红霞,李顺芬,常颖 2313 
PU-1056 艾叶灸熏烤预防腹部手术后肠粘连的疗效观察 -------------------------- 梁英福,黄芳,兰慧芬等 2313 
PU-1057 直行安全留置针在小儿血液灌流中的应用 ------------------------------------------------------ 肖娟 2314 
PU-1058 护理志愿者在 PICU 护士管理中的创新性应用 --------------------------------------------- 王慧慧 2314 
PU-1059 极低出生体重儿动脉导管未闭围术期的护理  ---------------------------------------------- 李韬韬 2314 
PU-1060 浅谈儿科急诊夜间护理安全管理方法 ------------------------------------------------------------ 弋曼 2315 
PU-1061 纤维支气管镜在危重患儿中的应用及护理 --------------------------------------------------- 吕晓攀 2315 
PU-1062 儿科门诊静脉留置针应用 PDCD 循环管理效果分析 ------------------- 陈丽君,李爱求,张雯娟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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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3 健康教育移动课堂在儿科门急诊的应用效果评价 -------------------- 孙静敏,陆群峰,许姜姜等 2316 
PU-1064 儿童神经内科实习护生工作压力源的调查分析 ----------------------------------- 滕衍凤,孙晓敏 2316 
PU-1065 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慢性咳嗽的效果研究 -------------------------------------------- 王奕,李爱求 2316 
PU-1066 品管圈在提高 OSAHS 患儿术后当日雾化氧喷的及时执行率中的 
 应用 ----------------------------------------------------------------------------- 张雪燕,李晓艳,董菲菲等 2317 
PU-1067 Educator 岗位设置在临床护理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 马桂芬 2317 
PU-1068 经皮氧分压及二氧化碳分压监测在小儿机械通气中的应用与护理 --------------------- 周明杨 2318 
PU-1069 新生儿脓毒血症行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护理 ----------------------------- 陈晓凤,吴利平,陈学兰 2318 
PU-1070 床头悬挂式健康宣教牌在支气管镜检查患儿中的应用 --------------------------------------- 彭荣 2318 
PU-1071 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患儿的护理 ------------------------------------------------ 陈圆圆 2319 
PU-1072 晕厥患儿直立倾斜试验阳性反应的处理 -------------------------------------------------- 李芬,陈智 2319 
PU-1073 一次性水合氯醛灌肠管的设计与制作 ----------------------------------------------- 王晓艳,鲁方方 2319 
PU-1074 1 例胸腹相连联体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 付翠霞 2320 
PU-1075 术前应用高锰酸钾溶液坐浴在小儿尿道下裂的效果评价 ----------------- 邓志梅,徐雅南,宁佩 2320 
PU-1076 NICU 在 HIMSS7 级评审中的经验分享 ----------------------------------------------- 陈嘉玉,孙黎 2321 
PU-1077 儿童急性荨麻疹 7 例临床护理体会 ---------------------------------------------------- 田琪,刘玉凤 2321 
PU-1078 儿童过敏性紫癜 22 例临床护理体会 --------------------------------------------------- 田琪,刘玉凤 2321 
PU-1079 儿科门诊候诊患儿病情变化特征及护理对策 ----------------------------------------- 康冰瑶,杨云 2322 
PU-1080 基于儿科门诊患儿及家属心理需求的护理管理优化 -------------------------------- 罗丹,康冰瑶 2322 
PU-1081 基于信息化平台的儿科门诊护理人员分层培训及考核管理 ----------------------- 辛学琼,罗丹 2322 
PU-1082 使用不同封管液及封管方法对小儿静脉留置针置管效果的研究 ------------------------ 熊婷婷 2323 
PU-1083 重症多形红斑患儿的护理措施 -------------------------------------------------------- 郭靖丹,陈锦秀 2323 
PU-1084 脑瘫患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对其康复效果的影响研究 --------------------------------- 苏珍辉 2323 
PU-1085 延伸护理在儿童炎症性肠病使用肠内营养治疗中的应用 -------------------- 金志霄,郝佳,张磊 2324 
PU-1086 个性化护理在儿童支原体肺炎中的效果观察 -------------------------------- 覃霞,杨图宏,何艳等 2324 
PU-1087 品管圈活动在床边护理查房质量控制中的运用 ----------------------------------- 薛阿丽,田丹秋 2324 
PU-1088 非语言性沟通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 孙琳琳,孙琳琳 2325 
PU-1089 护理带教过程中的经验与体会 ------------------------------------------------------------------ 吴银萍 2325 
PU-1090 婴幼儿输液泵输液外渗的观察与护理 ------------------------------------------------------------ 李婵 2326 
PU-1091 PBL 教学法在新生儿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 -------------------------------------------------- 汪旭东 2326 
PU-1092 心理干预在学龄前儿童静脉输液中的护理研究 ------------------------------------------------ 张敬 2327 
PU-1093 听音乐减少儿童局麻胃镜不适中的调查 --------------------------------------------------------- 陈静 2327 
PU-1094 个性化延续护理对癫痫患儿出院后的应用探讨 ----------------------------------------- 王葳,崔妍 2328 
PU-1095 观察集束化护理措施降低患儿在输液过程中发生液体外渗几率的效果 ------------------ 王蕊 2328 
PU-1096 1 例血管性假性血友病合并严重鼻出血患儿的护理 --------------------------------------- 李彩霞 2329 
PU-1097 喜辽妥预防 PICU 患儿多巴胺所致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 王军娜 2329 
PU-1098 儿童骨盆骨折护理 ------------------------------------------------------------------------------------ 张妮 2329 
PU-1099 加压橡皮塞在儿童 Ilizarov 外固定针道护理中的应用 ------------------------------------- 易银芝 2330 
PU-1100 提高静脉穿刺成功率的护理进展 --------------------------------------------------------------- 李彩霞 2330 
PU-1101 疼痛护理在小儿四肢骨折的实施 --------------------------------------------------------------- 刘华香 2331 
PU-1102 集束化护理在儿科的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 -------------------------------------------- 朱杉,叶天惠 2331 
PU-1103 骨科病服多功能化的研制与应用 --------------------------------------------------------------- 谢永红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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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04 护理安全健康教育实施记录单在儿科病房中的应用 -------------------- 黄淑娟,周正雄,周琼等 2333 
PU-1105 先天性肾积水术后多重耐药尿路感染护理体会 --------------------------------------------- 郭慧杰 2333 
PU-1106 小儿先天性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围手术期的护理 --------------------------------------------- 王美玲 2334 
PU-1107 川崎病患儿输液外渗的风险评估 ------------------------------------------------------------------ 冀娟 2334 
PU-1108 PICU 机械通气患儿呼出气末二氧化碳监测的临床意义 ---------------------------------- 孟繁菁 2334 
PU-1109 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家庭康复护理 ------------------------------------------------------------ 张丁香 2335 
PU-1110 儿科微量泵使用常见问题及护理对策 ------------------------------------------------------------ 梅莹 2336 
PU-1111 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全方位气道护理方法分析 ----------------------- 阙宁宁,彭雅莉 2336 
PU-1112 住院患儿外出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马晓艳 2336 
PU-1113 探讨重症监护护理应用于小儿呼吸衰竭的临床效果 ------------------------------------------ 李蔚 2337 
PU-1114 心理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室的应用效果 ------------------------------------------------------ 张琳琳 2337 
PU-1115 口服心得安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护理观察 --------------------------------------------------- 薛小海 2338 
PU-1116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在白血病儿童 PICC 置管维护中的应用 ----- 肖嫔,胡仁辉,卓梅英等 2338 
PU-1117 营养不良患儿出院后延续护理的应用及效果分析 ----------------------------------- 高飞,张丽莹 2339 
PU-1118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 CVC 置管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中的应用 ---------------------- 张明明 2339 
PU-1119 品管圈活动在小儿重症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与效果观察 ------------------------------------ 刘玮玮 2339 
PU-1120 综合性护理降低 ICU 小儿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效果研究 -------------------------- 张丹丹 2340 
PU-1121 护理风险管理在急诊观察室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 史源平 2340 
PU-1122 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机械通气期间人工气道的护理 ----------------------------- 马歆,马歆 2340 
PU-1123 品管圈在提高儿科新入科护士静脉穿刺成功率中的应用 ----------------- 郭娜,赵保玲,梁秋景 2341 
PU-1124 2 例阑尾输出道可控性肠膀胱术患儿的围术期护理 -------------------- 单晓敏,诸纪华,杨俊云 2341 
PU-1125 小儿重症监护病房实施人性化干预的效果分析 --------------------------------------------- 李聪慧 2341 
PU-1126 分级分诊模式在儿科急诊的应用管理 --------------------------------------------------------- 戴潇雯 2342 
PU-1127 如何提高护士手卫生执行率 ----------------------------------------------------------------- 吴谦,吴谦 2342 
PU-1128 护理查房对提高儿科护士水平的效果研究 ----------------------------------------- 王芮丽,吴跃伟 2342 
PU-1129 重症肺炎、急性肺损伤患儿的呼吸支持 ----------------------------------------------- 陈欣,陈国伟 2343 
PU-1130 肱骨外髁骨折小儿患者应用舒适护理的分析 --------------------------------------------------- 唐璐 2343 
PU-1131 品管圈在 1-4 岁脑损伤综合症患儿中康复护理健康教育中的影响 -------------- 李倩,吴跃伟 2344 
PU-1132 智力障碍儿童神经康复综合治疗临床观察 ------------------------------------------------------ 柴红 2344 
PU-1133 重症监护护理应用与小儿呼吸衰竭的临床 --------------------------------------------------- 李凯歌 2345 
PU-1134 浅谈对手足口留观患儿家属健康教育的体会 -------------------------------------------- 曾玲,曾玲 2345 
PU-1135 影响患儿家长健康教育效果的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 关玉 2346 
PU-1136 低龄低体重先心病围术期护理 ------------------------------------------------------------------ 王维玲 2346 
PU-1137 儿童 ICU 多重耐药菌调查与分析 ----------------------------------------------------------------- 毛矛 2347 
PU-1138 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康复治疗的效果研究 --------------------------------------- 孔红梅 2347 
PU-1139 布洛芬颗粒致儿童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 1 例护理体会 ---------------------------------- 马莹 2347 
PU-1140 重症监护护理应用于小儿呼吸衰竭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 余秋菊 2348 
PU-1141 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措施与效果分析 ------------------------------------------ 徐帆 2348 
PU-1142 小儿重症肺炎的 ICU 护理效果分析 ----------------------------------------------------------- 李艳杰 2348 
PU-1143 水胶体敷料在预防儿童直型留置针压疮中的应用 ------------------------------------------ 石正辉 2349 
PU-1144 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现状的横断面调查 ------------------------------- 王锐,李凤婷 2349 
PU-1145 肠造口患儿照顾者自我效能研究现状 ----------------------------------------- 唐文娟,屈文倩,叶红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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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6 戈谢病合并肺炎患儿在使用伊米苷酶期间的护理 -------------------------------- 陈稳华,陈锦秀 2350 
PU-1147 48 例婴幼儿高热惊厥的紧急处理和护理 ------------------------------------ 梁媛,李瑞霞,孟方方 2350 
PU-1148 小儿消化不良患儿应用整体护理的措施和效果观察 --------------------------------------- 李淑英 2350 
PU-1149 一例小儿回肠造口术后伤口感染至肠管外露的护理 ------------------------------------------ 李莎 2351 
PU-1150 小儿重症监护病房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 李瑞霞,尚华,王希萌 2351 
PU-1151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 30 例临床护理 ------------------------------ 梁媛,李瑞霞,关悦 2351 
PU-1152 儿内科家长课堂对患者依从性及健康教育满意度影响探究 --------------------------------- 宋佳 2352 
PU-1153 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手足口病康复的效果分析 ----------------------------------- 王婷婷,吴跃伟 2352 
PU-1154 脑损伤儿高压氧治疗过程中留置套管针的观察与护理 ----------------------- 周霞,黄高贵,张雁 2353 
PU-1155 品管圈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 李柯,曹哲,郑璨 2353 
PU-1156 精细护理对结肠水疗治疗小儿便秘的护理效果分析 ----------------------------- 李柯,曹哲,郑璨 2353 
PU-1157 208 例非尿流改道尿道下裂修复术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 李秋蓉,周霞 2354 
PU-1158 普外科患儿家长健康宣教需求的调查研究 ------------------------------------------------------ 宋婧 2354 
PU-1159 6S 管理法在库房管理中的应用 ------------------------------------------------------ 李少晗,秦秀丽 2354 
PU-1160 2 例新生儿先天性双侧后鼻孔成形术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 王琴 2355 
PU-1161 以家庭为中心的导诊模式在门诊分诊中应用的效果观察 --------------------------------- 戴冬平 2355 
PU-1162 新生儿胫后动脉采血的临床应用及效果分析 ------------------------------------------------ 陈红霞 2356 
PU-1163 品管圈护理管理对小儿泌尿外科手术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效果研究 ----------- 高学菊 2356 
PU-1164 人文关怀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 --------------------------------------------------------------------- 秦杰 2357 
PU-1165 系统化护理干预用于小儿病毒性脑炎患儿效果探讨 ------------------------------------------ 常颖 2358 
PU-1166 如何提高儿童护理质量 --------------------------------------------------------------------------- 丁碧玉 2358 
PU-1167 湿润烧伤膏联合自粘性弹力绷带在尿道下裂术后的应用研究 --------------------------- 吴瑞娟 2359 
PU-1168 优质护理在儿童康复护理中的运用 ------------------------------------------------------------ 蒋萌烨 2359 
PU-1169 新生儿科双语医患沟通在南疆地区的实践经验和结果评价 -------------------- 刘于皛,何珂骏 2359 
PU-1170 小儿腹腔镜隐睾围术期护理体会 --------------------------------------------------------------- 曹亚青 2360 
PU-1171 健康教育执行单在小儿尿道下裂术后家属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 陈桂芳 2360 
PU-1172 追踪管理法在儿童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的管理中的应用 --------------------------------- 陈瑶瑶 2360 
PU-1173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酸中毒及卒中样发作综合症并发心律失常 1 例的护理 -- 郭丽凤 2361 
PU-1174 影响小儿静脉输液速度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 王敏 2361 
PU-1175 洗鼻头在保护氧气装置接头中的巧用 ------------------------------------------------------------ 谢华 2362 
PU-1176 317 护-应用于儿科宣教的成效分析 ------------------------------------------------- 张丽艳,林小辛 2362 
PU-1177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酸中毒及卒中样发作综合症并发心律失常 1 例的护理 -- 郭丽凤 2362 
PU-1178 年长儿骨髓炎患儿的心理护理 ------------------------------------------------------------------ 华延晓 2363 
PU-1179 腹腔镜手术治疗新生儿及小婴儿食道裂孔疝 --------------------------------------------------- 朱贞 2363 
PU-1180 新生儿幽门梗阻经脐部双切口腹腔镜手术配合及护理 ------------------------------------ 胡超群 2364 
PU-1181 呼吸道管理在小婴儿肺炎伴呛奶中的护理体会 --------------------------------------------- 宋玉凤 2364 
PU-1182 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的临床护理分析 --------------------------------------------------------------- 雷贞 2364 
PU-1183 关于儿科护理的安全问题研究 --------------------------------------------------------------------- 金嫄 2365 
PU-1184 综合护理在新生儿黄疸蓝光治疗中的临床效果分析 ----------------------------- 陈芳芳,李崇寿 2365 
PU-1185 循证护理在儿童热性惊厥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探讨 --------------------------------------------- 方芳 2365 
PU-1186 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脑性瘫痪患者临床效果观察 -------------------- 符莎,陈菲菲,吴芳 2366 
PU-1187 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儿应用培门冬酶的护理 -------------------------------- 金婷,李力,刘贝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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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8 疼痛护理质量评价在提高骨科病房护理质量中的效果 -------------------------------- 高晶,刘娟 2366 
PU-1189 早期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的护理效果观察 --------------------------------- 王玲玲 2367 
PU-1190 小婴儿直肠肛门测压的护理体会 ----------------------------------------------------- 胡润仪,徐亚娟 2367 
PU-1191 出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追踪的效果及意义 ------------------------------------------------------ 盛友爱 2368 
PU-1192 小儿肛门成形术后护理方法小革新 ------------------------------------------------------------ 盛友爱 2368 
PU-1193 健康路径管理预防儿外科护理风险探索 ------------------------------------------------------ 盛友爱 2368 
PU-1194 冰敷在小儿斜视术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 高飞,全晓杰 2369 
PU-1195 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的护理 ----------------------------------------------------- 叶水英,盛桂梅 2369 
PU-1196 1 例儿童慢性肉芽肿病的临床护理体会 ------------------------------------------------------ 尹子福 2369 
PU-1197 一次性自粘弹性带在小儿留置针固定的分析 --------------------------------------------------- 薛丹 2370 
PU-1198 白血病患儿化疗间歇期腹泻的护理 --------------------------------------------------------------- 王尚 2371 
PU-1199 1 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患儿的护理 ------------------------------------------------------------ 徐峰 2371 
PU-1200 1 例紫癜性肾炎合并巨大胰腺囊肿患儿的护理 --------------------------------------------- 杨娟娟 2371 
PU-1201 1 例自身免疫性脑炎（GABA-B 抗体阳性)患儿的护理 -------------------------------------- 张欢 2372 
PU-1202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护理方法及应用体会 --------------------------------------------- 宋艳艳 2372 
PU-1203 心理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康复训练的影响 --------------------------------------------------- 宋双双 2372 
PU-1204 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的康复护理 ------------------------------------------------------------------ 柴红 2373 
PU-1205 循证护理在小儿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 -------------------------------------------- 杜云然,盛桂梅 2373 
PU-1206 先天性小耳畸形负压塑形术后暴露耳廓的护理体会 --------------------------------------- 王媛媛 2373 
PU-1207 综合性护理在雾化吸入辅助治疗小儿喘憋性肺炎中的应用 ------------------------------ 何鑫沂 2374 
PU-1208 跗骨 V 形截骨矫形治疗大龄儿童高弓足畸形围手术期的护理措施及康复指导 ----- 裴红霞 2374 
PU-1209 Rush 钉矫治儿童成骨不全股骨畸形的围术期护理体会 ---------------------------------- 裴红霞 2375 
PU-1210 儿科右美托咪定滴鼻镇静的护理分析 -------------------------------------------------- 冯俊,李亚军 2375 
PU-1211 人性化护理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 潘秋吟 2376 
PU-1212 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健康教育的效果研究 --------------------------------------------------- 叶少林 2376 
PU-1213 1 例多发性硬化应用美罗华治疗的护理 ------------------------------------------------------ 吴萌萌 2377 
PU-1214 儿童白血病及肿瘤患儿家长健康教育需求调查 --------------------------------------------- 曹亚珂 2377 
PU-1215 集束化护理预防 PICU 相关性肺炎的新进展 -------------------------------- 许莉莉,俞静,周琳等 2377 
PU-1216 儿童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 11 例皮肤黏膜护理总结 ---------------------------------------- 罗书立 2378 
PU-1217 疑难静脉穿刺小组在儿童医院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 时富枝 2378 
PU-1218 对持续中心静脉压监测患者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 方燕 2379 
PU-1219 74 例儿童意外伤害相关因素分析及家长教育干预 --------------------- 俞静,许莉莉,范雪欢等 2379 
PU-1220 乙酰半胱氨酸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护理及效果 ------------------------------ 韦银银 2379 
PU-1221 1 例卡马西平致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患儿护理体会 ------------------------------------------ 麻亮 2380 
PU-1222 小儿骨科护理的安全隐患及解决措施 ------------------------------------------------------------ 张辉 2380 
PU-1223 半导体激光对小儿扁桃体切除术后的疗效观察 ------------------------------------------------ 陈绩 2381 
PU-1224 低体重 WAS 患儿脐血移植的护理 -------------------------------------------- 闻芳,沈闵,周雪梅等 2381 
PU-1225 儿童并殖吸虫病 1 例的护理 ----------------------------------------------------------------------- 阳娜 2381 
PU-1226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疼痛护理现状 ------------------------------------------------------------ 李莎 2382 
PU-1227 先天性后鼻孔闭锁行鼻内窥镜 U 型硅胶管成型术后的护理 ----------------------------- 苏秀井 2382 
PU-1228 人文关怀对护士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力 ------------------------------------ 赵红伟,王晓艳 ,崔冬雪 2382 
PU-1229 20 例小儿气管切开长期带管的家庭护理现状及思考 ------------------------------------- 杨春莲 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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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0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真菌感染时用药的护理 ------------------------------------------ 潘晓兰 2383 
PU-1231 集束化健康教育路径在支气管肺炎患儿中的应用 ------------------------------------------ 陈娟娟 2384 
PU-1232 1 例 1 月龄梨状窝瘘伴感染合并贫血婴幼儿患者的护理 ------------------------------------ 李圳 2384 
PU-1233 光子治疗仪对烧伤创面的作用 -------------------------------------------------- 马亚琴,张芳,周云凤 2385 
PU-1234 庆大霉素加生理盐水对预防尿道下裂术后感染的效果观察 ----------------- 陶专,周云凤,张芳 2385 
PU-1235 小儿无痛胃镜的护理体会 ------------------------------------------------------------------------ 郝春娟 2385 
PU-1236 项目管理在落实患者安全目标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李洁，沈阳市儿童医院,赵宁 2386 
PU-1237 小儿免疫性脑炎的临床与护理 --------------------------------------------------------------------- 张晓 2386 
PU-1238 两种型号吸痰管在痰多患儿吸痰操作中的应用比较 ------------------------------------------ 张欣 2387 
PU-1239 护理安全管理在儿科夜间病房的应用 ------------------------------------------------------------ 简静 2387 
PU-1240 1 例幼儿 III 型脊肌萎缩症合并重症肺炎的护理 -------------------------------------------- 黄伦婷 2388 
PU-1241 2 例难治性癫痫应用迷走神经刺激术的护理 ------------------------------------------------ 朱凯云 2388 
PU-1242 儿科护士工作中的心理压力及应对措施 ------------------------------------------------------ 周海溶 2388 
PU-1243 口服德巴金致全身皮疹 3 例的护理 ----------------------------------------------------------- 王苗荷 2389 
PU-1244 一例扩张性心肌病患儿的临床护理体会 --------------------------------------------------------- 陈蓉 2389 
PU-1245 1 例肾血管性高血压幼儿行介入治疗的护理 --------------------------------------------------- 许雯 2389 
PU-1246 儿科临床带教问题探讨   ------------------------------------------------------------------------ 赖盛英 2390 
PU-1247 腹腔镜行小儿重复肾重复输尿管切除术的护理 -------------------------- 李育梅,蔡丹凤,林小芳 2390 
PU-1248 多部门联动降低儿童静脉血标本溶血率 ----------------------------------- 吴利平,张琴,杨丽莎等 2390 
PU-1249 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围手术期护理 -------------------------------------------------------- 赵群,牟慧杰 2391 
PU-1250 PBL 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培训中的应用与进展 -------------------------------------------------- 廖丽 2391 
PU-1251 胸腔闭式引流管闭管夹的研制与临床应用 ------------------------------------------------------ 赵爽 2392 
PU-1252 以家庭为中心的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的护理 ----------------------------------------- 徐宏宇,万四红 2392 
PU-1253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观察与护理 --------------------------------------------------------- 张艳玲 2392 
PU-1254 提高儿科急诊护理带教的安全性和积极性的几点思考 --------------------------------------- 何佳 2393 
PU-1255 儿童电子纤维支气管镜术中术后给氧效果体会 --------------------------------------------- 孙俊英 2393 
PU-1256 经脐单部位切口和传统腹腔镜治疗婴儿幽门狭窄的比较 ------------------------------------ 董藩 2393 
PU-1257 对改善急诊儿科护患沟通实效性的思考 ------------------------------------------------------ 王仪兰 2394 
PU-1258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的效果研究 ------------------------ 朱宏瑞 2394 
PU-1259 集束化护理用于早产儿静脉输注高危药物中的研究 --------------------------------------- 谭利娜 2394 
PU-1260 小儿免疫性脑炎的临床特点与护理 --------------------------------------------------------------- 张晓 2395 
PU-1261 关于留置针不同穿刺部位与留置时间关系的探讨 ------------------------------------------ 谢玉洁 2395 
PU-1262 电子信息化在儿科补液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及体会 ----------------------------------- 黄胜峰,陈平 2395 
PU-1263 游戏治疗运用于患儿提高接受治疗依从性的护理体会 --------------------------------------- 刘玲 2396 
PU-1264 16 例儿童难治性癫痫迷走神经刺激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 刘晓娇,宋伟,李云林等 2396 
PU-1265 纤维支气管镜使用不同消毒液消毒效果比较 ------------------------------------------------ 富园园 2397 
PU-1266 改良固定留置针法在儿科安全静脉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 朱晓宇 2397 
PU-1267 目标教学法在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 叶永青,吴嘉齐,欧阳知明 2397 
PU-1268 系统护理干预在小儿病毒性脑炎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刘佳 2398 
PU-1269 儿童扁桃体切除术后疼痛管理现状 ------------------------------------------------------------ 刘瑞荣 2399 
PU-1270 综合护理干预用于儿童心血管病患者中的临床效果分析 --------------------------------- 王晓娜 2399 
PU-1271 一例重症药疹患儿的护理 -------------------------------------------------------------- 张淑萍,林剑平 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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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2 高危风险因素管理在 PICU 医院感染防控中的应用 ------------------------------------------ 郑焱 2400 
PU-1273 随访干预对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术后恢复的影响 ----------------------- 杨红梅,徐宏宇,刘琴等 2400 
PU-1274 论儿科护理中以人文本的重要性 ----------------------------------------------------------- 张钰,张钰 2400 
PU-1275 实习护生健康教育现况的调查分析 -------------------------------------------------- 陈若梅,林剑平 2401 
PU-1276 品管圈对小儿输液滴数准确控制的护理干预效果分析  ------------------------------------- 彭维 2401 
PU-1277 视频示教结合情景教学法在提高儿科新护士操作技能中的作用 ----- 肖志田,付勤,刘春妍等 2401 
PU-1278 人文关怀在儿科门诊中的运用 ------------------------------------------------------------------ 许年珍 2402 
PU-1279 婴幼儿上呼吸道感染鼻负压吸引后疗效的观察 ------------------------------------------------ 李静 2402 
PU-1280 将儿科门急诊物品器械纳入消毒供应中心效果观察  ------------------------ 王蕾,郭放,张葆荣 2403 
PU-1281 婴幼儿静脉输液渗漏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 ------------------------------------------------------ 袁非 2403 
PU-1282 护理干预对小儿癫痫用药依从性的影响 --------------------------------------------------------- 谭蓉 2403 
PU-1283 沟通流程再造在儿科急诊的应用效果评价 -------------------------------- 陶金民,潘婷婷,赵海鸣 2404 
PU-1284 探讨儿童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特征及护理配合应用体会 ----- 朱未未,朱建美 2404 
PU-1285 应用品管圈提高分级护理准时巡视率的实践效果 --------------------------------------------- 马玉 2405 
PU-1286 优质护理服务对儿科护理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 周明 2406 
PU-1287 品管圈在提高术前核查表完善率中的应用 ----------------------------------------- 吴艺娟,张连治 2406 
PU-1288 恶性血液肿瘤患儿行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护理 ------------------------------------ 王静 2406 
PU-1289 早期干预对 1 例急性脊髓炎患儿预后的护理体会 ---------------------------------- 张姗,盛桂梅 2407 
PU-1290 延续护理在家庭肠内营养支持患儿中的应用体会 --------------------------------------------- 李美 2407 
PU-1291 儿科护理质量管理探索与实践 ----------------------------------------------------- 崔妮,王旭,阎秀梅 2407 
PU-1292 儿科不同等级护理人员健康教育现况分析 --------------------------------------------------- 张怀波 2408 
PU-1293 五常法在儿科病房仪器管理中的应用 ------------------------------------------------------------ 朱敏 2408 
PU-1294 一例肥胖患儿的皮肤护理 ----------------------------------------------------- 方艳艳,魏永凯,要松等 2409 
PU-1295 两种敷料在吸氧患儿双腔鼻导管固定中的效果比较 --------------------------------------------- 康 2409 
PU-1296 精细化护理干预对儿童预防接种效果的影响 ------------------------------------------------ 潘雯滢 2410 
PU-1297 婴儿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护理 -------------------------------------------------- 吴春妮,陈丽石羡 2410 
PU-1298 病房中的音乐治疗项目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中的应用 -------- 唐燕来,温蕴,张婷婷等 2410 
PU-1299 耳温枪在儿童重症住院患者体温监测的应用与研究 -------------------------------- 徐敏,和娇吉 2411 
PU-1300 输尿管镜下钬激光治疗儿童肾输尿管结石的围手术期护理 -------------------- 陈颖萍,李秀华 2411 
PU-1301 师徒带教模式在儿科医联体护士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 时富枝 2411 
PU-1302 先天性泪囊炎泪导探通的时机与方法研究进展 ------------------------------------------------ 陈瑜 2412 
PU-1303 浅析心理护理对小儿弱视治疗的影响 -------------------------------------------- 刘芬,方波,李芬等 2412 
PU-1304 研究干预护理儿童弱视综合治疗对依从性的意义 ------------------------------------------ 吴秀婷 2412 
PU-1305 提高输液区留置针的再通率 ----------------------------------------------------------- 许春鸿,唐文涛 2413 
PU-1306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儿科的应用 ------------------------------------------------------ 孟祥菲 2413 
PU-1307 通过微信平台为小儿心血管风湿免疫科患儿家属提供延续性护理 ------------------------ 陈萍 2413 
PU-1308 婴幼儿经皮肾穿刺活检术 31 例的综合护理干预 ------------------------------------------- 杨艳平 2414 
PU-1309 实行“药管家”延续性管理，提高肾病患儿服药正确率 ----------------------- 宋华丽,李红梅 2414 
PU-1310 儿童心内科静脉刺激性药物静脉选择的护理体会 ----------------------- 顾怡菁,吴怡蓓,黄丽艳 2415 
PU-1311 加压输液袋在 PICU 有创动脉压监测的应用体会 ------------------------------------------ 张丹丹 2415 
PU-1312 儿科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对护理质量的影响 ------------------------------------------------------ 杨雯 2415 
PU-1313 儿科护理过程中医患关系的处理技巧探析 --------------------------------------------------- 孙姗姗 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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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4 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经导管射频消融术的护理 -------------------- 刘慧,翟永玲,王家君 2416 
PU-1315 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在儿童胶囊内镜检查中的应用 ------------------------------------------ 孙艳香 2416 
PU-1316 腹腔镜下食道裂孔疝修补术并营养不良患儿术后护理 ----------------------------- 贺丽,徐宏宇 2417 
PU-1317 腹腔镜下食道裂孔疝修补术并营养不良患儿术后护理 ----------------------------- 贺丽,徐宏宇 2417 
PU-1318 1 例大腿脂肪母细胞瘤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 徐琼琳 2418 
PU-1319 小儿肠套叠围手术期护理 ------------------------------------------------------------------------ 夏丽芳 2418 
PU-1320 国内家庭机械通气患儿居家延续照护模式应用研究 ------------------------------------------ 秦妍 2419 
PU-1321 如何更好的做好儿科护理 ------------------------------------------------------------------------ 桓亚琴 2419 
PU-1322 2 例重型渗出性多形红斑患儿的护理体会 -------------------------------- 林小辛,黄湘晖,邓秋园 2419 
PU-1323 基于健康教育在儿科住院患者指导中的应用 -------------------------------------- 张丽艳,林小辛 2420 
PU-1324 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护理 ----------------------- 周雪梅,周敏,钱泓等 2420 
PU-1325 三方监管在儿科住院患儿身份识别管理中的应用 ------------------------------------------ 苏丽丹 2421 
PU-1326 儿童外固定支架针道感染预防与健康教育干预 -------------------------- 谭炯,谢鑑辉,易银芝等 2421 
PU-1327 儿童骨科先天矫形手术后的随访管理 -------------------------------------- 谭炯,谢鑑辉,易银芝等 2421 
PU-1328 右侧偏瘫患儿肝衰竭昏迷的急救护理 ------------------------------------------------------------ 付红 2422 
PU-1329 急性白血病患儿家长健康教育需求与护士认知的对比研究 -------- 马晶晶,曹亚珂,雷素华等 2422 
PU-1330 儿童重症医学科输液外渗发生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 李苗苗,陈锦秀 2423 
PU-1331 俯卧位通气对重症肺炎患儿肺通气功能恢复的影响 -------------------------------- 刘玲,陈锦秀 2423 
PU-1332 儿科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蔚飞,陈锦秀 2424 
PU-1333 人文护理在小儿手术中的应用 ------------------------------------------------------------------ 宋晓艳 2424 
PU-1334 支气管肺炎患儿的排痰护理 --------------------------------------------------------------------- 丁虹芬 2424 
PU-1335 小儿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在临床上的应用分析 --------------------------------------------- 潘晓兰 2425 
PU-1336 两个封堵器介入封堵儿童先天性膜周型室间隔缺损的护理研究 --------------------------- 王芳 2425 
PU-1337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综合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 宋艳艳 2426 
PU-1338 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采取中医护理措施的临床效果分析 ------------------------------ 郭亚威 2426 
PU-1339 水胶体敷料在婴幼儿鼻导管给氧中的应用 --------------------------------------------------- 吴红娟 2426 
PU-1340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在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踝足矫形器治疗中的应用 ----------- 徐怡 2427 
PU-1341 “以家庭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对婴幼儿 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影响 ---------------------- 林楚君 2427 
PU-1342 微信随访在金黄色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征患儿居家护理的应用 ------------------ 徐武秀 2428 
PU-1343 临床路径在中国手足口病患儿中应用效果的 Meta 分析（灾害学组） ----- 瞿廷念,蒲亨萍 2428 
PU-1344 抚触结合背景音乐对新生儿进奶量和体重的影响 -------------------- 方春兰,詹海霞,金红梅等 2428 
PU-1345 左乙拉西坦单药治疗小儿癫痫护理观察 ------------------------------------------------------ 李金荣 2429 
PU-1346 1 例抗 N-甲基-D-天门冬氨酸受体脑炎的护理体会 ---------------------------------------- 梅婉贞 2429 
PU-1347 脑外伤患儿恢复期实施康复护理对生存质量的影响研究 ------------------------------------ 杨薇 2429 
PU-1348 支原体肺炎患儿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的护理体会 --------------------------------------- 秦芳芳 2430 
PU-1349 尿道下裂患儿尿道成形术后合并腹泻病的护理干预 ----------------------------------- 张辉,刘杨 2430 
PU-1350 1 例女性尿生殖窦畸形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 刘凤霞 2430 
PU-1351 白血病患者口腔感染的预防 --------------------------------------------------------------------- 李东霖 2431 
PU-1352 更昔洛韦治疗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 何艳,杨图宏,覃霞 2432 
PU-1353 儿童心血管患者 24h 出入量记录现况 -------------------------------------------------------- 莫爱媛 2432 
PU-1354 探讨如何提高中低年资护士的操作技能水平的方法 --------------------------------------- 潘晓兰 2433 
PU-1355 1 例培门冬酶注射液致过敏性休克成功救治的护理体会 ----------------------- 刘彩艳,贾东梅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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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6 艾力克在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综合征中的应用 ------------------------------------------------ 黄燕婷 2434 
PU-1357 音乐干预在减少全麻苏醒期患儿疼痛的应用观察 ----------------------- 唐蕾,焦会芳,王欢欢等 2434 
PU-1358 Roy 适应模式在 1 例农药中毒患儿护理中的应用 ------------------------------- 夏丽慧,陈锦秀 2435 
PU-1359 婴儿饮食与 1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相关性研究进展 ---------------------------------- 曲奕,曲航菲 2435 
PU-1360 品管圈管理在提高儿科护士留置针知识知晓率的应用效果 ----------- 付丽,钱秀玲,宋恩艳等 2435 
PU-1361 疼痛循证护理实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曹建 2436 
PU-1362 专职夜班排班模式在儿科病房的应用 ----------------------------------------- 刘桂娥,袁容,唐芳等 2436 
PU-1363 疼痛循证护理实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曹建,曹建 2436 
PU-1364 儿童化疗药物外渗危险因素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 张佳慧 2437 
PU-1365 雾化吸入对治疗学龄前期儿童喘息性疾病的护理进展 ------------------------------------ 章洁如 2437 
PU-1366 一例典型儿童急性脓气胸的护理 ----------------------------------------------------- 钟小辉,彭莹婷 2438 
PU-1367 婴幼儿感音神经性耳聋行人工耳蜗植入术的护理进展 -------------------------- 厉斌璐,卞静霞 2439 
PU-1368 小儿癫痫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的价值探析 --------------------------------------------------- 刘国强 2439 
PU-1369 PDCA 循环管理在 NICU 仪器管理中的作用 ----------------------------- 庄燕琼,叶茹明,李婉婷 2439 
PU-1370 一例左下肢撕脱伤并多发骨折及会阴肛门撕裂伤患儿个案护理 ------------------------ 祁俊峰 2440 
PU-1371 腹腔镜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治疗肾积水患儿的护理 --------------------------------------------- 王艳 2440 
PU-1372 小儿外周静脉输液外渗的预防与护理的体会 ------------------------------------------------ 李红艳 2440 
PU-1373 轮状病毒腹泻患儿的护理 ----------------------------------------------------------- 韩笑,赵雅琴,李婷 2441 
PU-1374 小儿长段型先天性巨结肠术前灌肠的护理进展 --------------------------------------------- 孙红艳 2441 
PU-1375 一例 NEC 肠破裂及继发性肠狭窄患儿肠内营养支持的护理 ---------------------------- 王莉莉 2442 
PU-1376 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小儿腹泻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 王霞云 2442 
PU-1377 1 例迁延性腹泻的个案护理 ----------------------------------------------------------- 谭晓静,颜斐斐 2442 
PU-1378 中药直肠滴入对小儿外感发热的治疗及护理 --------------------------------------------------- 曹坤 2443 
PU-1379 中医护理对小儿手足口病恢复期的干预 ------------------------------------------------------ 朱文君 2443 
PU-1380 穴位贴敷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护理体会 ------------------------------------------------ 张小沛 2443 
PU-1381 家庭护理模式在儿科中的应用与进展 --------------------------------------------------------- 潘晓梅 2444 
PU-1382 中西医结合护理在小儿肺炎中的应用 --------------------------------------------------------- 郑佳佳 2444 
PU-1383 中西结合护理在腹泻患儿中的应用体会 ------------------------------------------------------ 王艳杰 2445 
PU-1384 国内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现状分析 --------------------------------------------------------- 马晶晶 2445 
PU-1385 1 例葡萄球菌皮肤烫伤样综合征的护理要点 ----------------------------------------- 李娟,卢瑞存 2445 
PU-1386 多元化教学结合 PDCA 在儿童血液/肿瘤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探讨雷素华,马晶晶,陆凤等 2446 
PU-1387 个性化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感染防控中的效果分析 --------------------- 徐小奇 2446 
PU-1388 硫酸沙丁胺醇联合干扰素治疗喘息性支气管炎的临床观察与护理 -------------- 郭俊清,余培 2446 
PU-1389 利用一级质控提高儿科静脉留置针维护管理效率 -------------------------------- 刘亚男,叶茹明 2447 
PU-1390 小儿神经源性膀胱围手术期护理 --------------------------------------------------------------- 郭元元 2448 
PU-1391 住院无陪伴患儿分离性焦虑的表现及行为干预的研究进展 ------------------------------ 杜思远 2448 
PU-1392 浅谈住院新生儿的舒适护理 ------------------------------------------------------------------------ 郭兰 2449 
PU-1393 延续性护理在癫痫患儿生活质量中的应用现状 ----------------------------------- 刘婷婷,贺秋平 2449 
PU-1394 床旁点评式教学查房在 PICU 的应用 ----------------------------------------------------- 曽苹,张玲 2449 
PU-1395 低体重新生儿急诊手术的有效护理对策探讨 ------------------------------------------------ 吴娟娟 2450 
PU-1396 品管圈在缩短儿童血液肿瘤患儿延续护理中等候时间的应用 -------- 魏华,雷素华,马晶晶等 2450 
PU-1397 肾穿术后患儿制动时间的研究 -------------------------------------------------- 张洁,张玉粉,宋玉丽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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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8 一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患儿的护理体会 -------------------------------------------- 闾涵,徐敏 2451 
PU-1399 1 例肾病综合征伴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患儿的护理 -------------------- 陈丽珠,詹海霞 2451 
PU-1400 深圳市儿童医院一例儿童胸腹联合贯穿伤急诊手术配合 --------------------------------- 王常娥 2451 
PU-1401 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植入后的家庭护理 ---------------------- 陈丽羡,吴春妮,连群等 2452 
PU-1402 超声引导肾活检术中不同年龄阶段患儿的护理策略 -------------------------- 方文娇,刘翌,刘雁 2453 
PU-1403 护理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知晓程度的不足及对策 -------------------------------- 霍巧枣,张雯霞 2453 
PU-1404 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父母压力及焦虑状况的调查 --------------------------------------------- 王莉莉 2453 
PU-1405 我国护理教育中病人安全教育的现状和启示 ------------------------------------------------ 刘莉莉 2454 
PU-1406 中药贴敷治疗小儿肺炎的疗效观察 ------------------------------------------------------------ 周燕侠 2454 
PU-1407 儿童医院手术患儿风险防范措施 --------------------------------------------------------------- 王常娥 2454 
PU-1408 早产儿早期体位干预的研究进展 --------------------------------------------------------------- 丁欢欢 2455 
PU-1409 B 型脑钠肽在手足口病诊断及预后评估的预测价值研究 ---------------------- 章阿元,谭利平* 2456 
PU-1410 炎性反应在脓毒症 ARDS 发病机制的作用 ------------------------------------------ 唐甜,谭利平* 2456 
PU-1411 儿童脓毒症死亡相关因素研究进展 ---------------------------------------------------- 丁洁,谭利平* 2457 
PU-1412 GTPBP3 基因突变所致的联合氧化磷酸化缺陷 23 型一例并文献复习 ------- 杨林,谭利平* 2457 
PU-1413 小儿先天性血管环诊断与治疗 -------------------------------------------- 郭鹏飞,谭利平,李少军等 2458 
PU-1414 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院间转运中的应用 ------------------------------ 郭鹏飞,胡金花,谭利平*等 2458 
PU-1415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新发功能障碍 ----------------------------------------- 杨雨航,裴亮,杨妮等 2459 
PU-1416 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心衰的临床诊治经验 -------------------------------------------- 蔡姿丽,张新萍 2459 
PU-1417 近 5 年 PICU 社区获得性脓毒症患儿病原分布及临床特点分析 ----- 张涛,李玖军,刘春峰等 2460 
PU-1418 改良胶布固定法在小儿洗胃中的应用 -------------------------------------- 王长艳,苗家凤,芈晓艳 2460 
PU-1419 多器官功能支持对小儿溶血尿毒综合症的疗效观察 --------------------------------------- 王予川 2461 
PU-1420 手术意外致气道重度灼伤 1 例抢救体会 ---------------------------------------- 林霞,李军,孟晨等 2461 
PU-1421 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护理 ----------------------------------------- 喻小芳,刘美华,彭剑雄等 2462 
PU-1422 血液灌流联合 CRRT 治疗 HD-MTX 中毒疗效观察 --------------------- 陈振杰,杨子浩,张晨美 2462 
PU-1423 儿科重症监护中新发功能障碍的特点及预后 ------------------------------------------------ 杨雨航 2463 
PU-1424 早期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对儿童脓毒性休克容量复苏的影响 ------------------------------ 杨村 2463 
PU-1425 三磷酸腺苷治疗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 刘光明,朱翠平,李佩青 2464 
PU-1426 血液灌流联合血浆置换治疗小儿蜂蛰伤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的疗效分析 --------------- 周燕明 2464 
PU-1427 儿童气道异物的流行病学特点及诊断思路 -------------------------------- 卢嘉铭,宋永玲,李佩青 2465 
PU-1428 急性氯氮平中毒 20 例临床分析 ---------------------------------------------------------------- 卢孝明 2465 
PU-1429 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危重症患儿病情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 林嘉,王惠芬,朱亭立 2466 
PU-1430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有创导管末端培养及其耐病性分析:单中心回顾性 
 研究 ----------------------------------------------------------------------------------- 陈俊,赵劭懂,张琴等 2466 
PU-1431 麻疹肺炎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 裴亮,文广富,许巍等 2467 
PU-1432 不同镇静方案对多发伤重症儿童的镇静效果 及对炎症反应的影响 --------- 童文佳,金丹群 2467 
PU-1433 儿科急诊等级化分诊结合自主呼叫系统的应用 ------------------------------------------------ 冯蕊 2468 
PU-1434 甲流患儿的病情观察及护理 ------------------------------------------------------------------------ 杨佳 2468 
PU-1435 经锁骨下中心静脉置管并发多浆膜腔积液的新生儿阑尾炎一例 -------------- 胡晓明,李铁耕 2469 
PU-1436 危重症患儿维生素 D、维生素 D 结合蛋白测定及临床意义 -------------------------------- 韦丹 2469 
PU-1437 PICU 中儿童脓毒症临床特点和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李娟珍,王莹 2470 
PU-1438 PICU 中毒患儿 105 例临床回顾分析 ----------------------------------------------- 王爱丽,张月萍 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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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9 无创心输出量监测仪和超声心动图在脓毒症患儿 心功能评估中的相关性 
 分析 ----------------------------------------------------------------------------------- 周芹,张国英,廖霓等 2471 
PU-1440 优质护理对降低急诊监护输液患儿的纠纷投诉率 ------------------------------------------ 邓定芝 2471 
PU-1441 危重症患儿 25-羟基维生素 D、维生素 D 结合蛋白测定及临床意义 -------------- 陈局,韦丹 2471 
PU-1442 新生儿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例并文献 
 复习 ----------------------------------------------------------------------------- 杨艳章,徐丽瑾,陈凤琴等 2472 
PU-1443 儿童脓毒性休克并发应激性溃疡的诊治经验（附 3 例误诊病例） - 靳有鹏,赵春,刘海燕等 2473 
PU-1444 超声心动图参数与先天性膈疝新生儿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张玲雪子 2473 
PU-1445 儿童重症蜂蜇伤 15 例诊治分析并文献复习 ------------------------------------ 熊鹏,刘铜林,陈瑜 2474 
PU-1446 70 例窒息患儿血气分析中 PH 值、乳酸与阿氏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 贾永锋 2474 
PU-1447 发热小婴儿腰穿结果异常高危因素分析 -------------------------------- 邱晓燕,冯学永,王鸿武等 2474 
PU-1448 免疫相关 GTP 酶 M1 在脓毒症诱导脑损伤小鼠皮质神经元细胞自噬中的 
 作用 ----------------------------------------------------------------------------------- 黄群,陈斌,李雅斐等 2475 
PU-1449 婴儿乳糜胸 1 例并文献复习 ------------------------------------------------------------- 黄浩,刘铜林 2475 
PU-1450 江西省医疗机构儿童重症专业电子信息系统建设调查 --------------- 徐南平,陈丽萍,陈晓 等 2476 
PU-1451 儿科急诊抢救室的病种分析 -------------------------------------------------------------- 吴晖,徐南平 2476 
PU-1452 重视儿童急腹症的病因诊断- 以急腹症急诊的系统性多动脉炎一例诊治 
 体会 -------------------------------------------------------------------------------------- 党伟,张素芳,李军 2477 
PU-1453 急诊危重症患儿标准化院内转运的观察 ------------------------------ 徐艳梅,谈小云 , 张艳 等 2478 
PU-1454 不同剂量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治疗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 ------------------------------------ 李青 2478 
PU-1455 体外膜肺氧合支持下转运心肺功能衰竭患儿 8 例 ---------------------- 洪小杨,刘颖悦,封志纯 2478 
PU-1456 危重症患儿的液体管理策略 —PICU 目标导向的液体疗法 ----------------------------- 刘铜林 2479 
PU-1457 误诊为瑞氏样综合征基因诊断为尿素循环障碍 1 例 -------------------------------------- 姜勇超 2479 
PU-1458 Risk factors for mechanical ventilate mortality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叶盛,张晨美,许丹 2480 
PU-1459 4 例 ECMO 患儿综合抗凝管理的体会及文献复习 ---------------------------- 任宏,项龙,钱娟等 2480 
PU-1460 肌钙蛋白 I 水平对脓毒症患儿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预测作用 -------------------- 杨龙贵,罗海燕 2481 
PU-1461 儿童重症监护室气管插管患者非计划拔管根本原因分析及对策 ----- 马涛,蒋迎佳,贺晓春等 2481 
PU-1462 急性假膜性坏死性喉气管支气管炎 2 例 ------------------------------------------- 胡婵婵,张晨美 2481 
PU-1463 超声心输出量监护仪在脓毒症新生儿心功能评价中的应用 -------------------------- 范娟,廖静 2482 
PU-1464 341 例急诊小儿惊厥的临床分析 --------------------------------------------------------------- 梁文涛 2482 
PU-1465 对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反复强化基础生命支持技术培训效果观察 -- 葛许华,李灼,缪红军等 2483 
PU-1466 血液净化联合机械通气救治磷化铝中毒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2 例分析 ---- 陈俊,刘勇,时珺等 2483 
PU-1467 PICU 连续 10 年社区获得性重症感染病原谱及耐药性分析 ---------------------- 丁洁,金丹群 2484 
PU-1468 4 例脓毒性脑病患儿头颅核磁共振特点分析 -------------------------- 陈国兵,颜卫源,吴谨准等 2484 
PU-1469 白细胞介素 10 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的关系 ------------------------------ 付书琴,宋春兰,成怡冰 2484 
PU-1470 小儿误服油漆稀释剂中毒 1 例救治体会并文献复习 ------------------- 崔君浩,宋春兰,成怡冰 2485 
PU-1471 儿童误服高锰酸钾中毒 1 例救治体会 ------------------------------------- 杜宜洋,宋春兰,成怡冰 2485 
PU-1472 俯卧位在儿科 ARDS 中的应用 ---------------------------------------------- 赵劭懂,缪红军,喻文亮 2486 
PU-1473 危重患儿高乳酸血症与住 PICU 时间的关系 ------------------------------------------------ 雷延龄 2486 
PU-1474 先天性食管闭锁术后 5～9 年随访 ------------------------------------------------------ 丁洁,金丹群 2487 
PU-1475 小儿复方苯乙哌啶中毒 66 例临床分析 ---------------------------------------------------------- 康杰 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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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6 以血性胸水为首发表现的婴儿纵膈原发性横纹肌肉瘤一例报道并文献 
 复习 ----------------------------------------------------------------------------- 施惠宣,吴瑾准,陈国兵等 2488 
PU-1477 结节性硬化症合并腹主动脉瘤 1 例报告 ------------------------------------------- 魏红霞,朱晓东 2488 
PU-1478 高容量血液滤过对急性肺损伤幼猪肺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 -------- 陈伟明,陆国平,闫刚风等 2489 
PU-1479 儿童程序性撤机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 ----------------------------------------------- 陈伟明,陆国平 2489 
PU-1480 EV71 感染对重症手足口病影响因素的临床分析 -------------------- 孙立波,陆国平,朱友荣等 2490 
PU-1481 儿茶酚胺在神经源性肺水肿动物模型中作用的研究 ----------------------------- 孙立波,陆国平 2490 
PU-1482 脑氧饱和度对重症昏迷患儿预后的评估 --------------------------------------------------------- 苏军 2491 
PU-1483 革兰氏阴性菌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王文磊 2491 
PU-1484 6 月龄以下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婴儿血管活性药物评分与其预后的相关 
 研究 ----------------------------------------------------------------------------------- 熊小雨,刘成军,许峰 2492 
PU-1485 血液净化在儿童横纹肌溶解症治疗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 王文磊,李芳 2492 
PU-1486 有创颅内压监测在儿童重型颅脑创伤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 王文磊,李芳 2493 
PU-1487 儿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 1 例及文献复习 ---------------------- 孙夏烨,朱晓东 2493 
PU-1488 Overexpression of fibrillin-1 and agrin contribute to bronchopulmonary hypoplasia in  
 nitrofen induced CDH  -------------------------------------------------- zhang min,Zhu Xiaodong 2493 
PU-1489 小儿卡波西型血管内皮瘤 18 例临床分析 ------------------------------------------------------- 夏昊 2494 
PU-1490 专科护士在儿科急诊急救能力培训中的应用 --------------------------------------------------- 李娜 2495 
PU-1491 血浆置换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儿童急性肝衰竭 疗效分析 ------------------ 万柳,卢秀兰 2495 
PU-1492 儿童心律失常性心肌病一例 ------------------------------------------------------------------------ 王盼 2496 
PU-1493 持续血液净化对小儿脓毒症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 杨晓晶,白海涛,陈玲 2496 
PU-1494 Protective effects of exogenous sodium hydrosulfide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yocardial mitochondria of mice with sepsis ------------------------------------- Huang Airong 2497 
PU-1495 线粒体 HMGB1 对脓毒症心肌 mtDNA 损伤修复作用及姜黄素的干预研究 ------------ 刘颖 2497 
PU-1496 儿童颅脑外伤后颅内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袁文华,李海英,刘鹏等 2498 
PU-1497 小儿电子支气管镜在儿科重症监护室中的应用 --------------------------------------------- 于鑫岩 2498 
PU-1498 腹腔注射氢气与富氢生理盐水对新生大鼠高氧肺损伤的作用研究 --------------------- 刘成军 2499 
PU-1499 神经肽 P 物质对高氧损伤肺泡Ⅱ型上皮细胞氧化/抗氧化状态的影响 --- 董欣鑫,方芳,许峰 2500 
PU-1500 儿童肥胖与心肺复苏术后生存率的关系 ----------------------------------------------- 汶晓东,许峰 2500 
PU-1501 儿童活体肝移植围手术期血液动力学和生化指标的变化和意义 ----------- 陈应富,胡兰,许峰 2501 
PU-1502 体外循环期间活化素 A 变化的意义及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 关系 -------- 余莉,许峰 2501 
PU-1503 CXCL12/CXCR4 在高氧致新生大鼠肺损伤中的动态变化及意义 -------- 姚兰,刘成军,许峰 2502 
PU-150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改善高氧致肺纤维化的研究 -------------------------------- 姚兰,刘成军,许峰 2502 
PU-1505 小儿体外循环期间血浆神经肽的变化和意义 -------------------------------------------- 杨柳,许峰 2503 
PU-1506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围术期血浆氮末端脑钠肽前体浓度的变化及意义 -------------- 杨璐,许峰 2503 
PU-1507 P 物质对高氧暴露下肺泡Ⅱ型上皮细胞的影响 及其对 SHH 信号通路的调控 - 杨林,许峰 2504 
PU-1508 重症腺病毒肺炎临床和胸部影像学特征分析 ------------------------------------------------ 刘成军 2505 
PU-1509 不同体积分数氧刺激早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后对 WNT 信号通路表达的 
 影响 ----------------------------------------------------------------------------------------- 李祝,方芳,许峰 2505 
PU-1510 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手机污染的情况调查  ------------------------------------------ 李宝童,许峰 2506 
PU-1511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在高氧致幼年鼠肺损伤中的动态变化及意义 -------------- 黄栋,方芳,许峰 2506 
PU-1512 神经肽 P 物质对早产大鼠Ⅱ型肺泡上皮细胞高氧暴露的影响 ---------- 黄波,付红敏,方芳等 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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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3 高氧暴露下新生大鼠肺组织 Smo 和 Gli1 蛋白的表达和意义 -------------- 党红星,方芳,许峰 2507 
PU-1514 CGRP 减轻高氧诱导的早产鼠肺泡Ⅱ型细胞损伤及对 Gli1 表达的影响 党红星,方芳,许峰 2507 
PU-1515 乳酸和乳酸清除率在小儿脓毒性休克监测中的比较 -------------------------------- 陈云娥,许峰 2508 
PU-1516 Rho/Rock 激酶信号通路在高氧致肺纤维化中的作用 及其抑制剂的干预效应 -------- 李静 2508 
PU-1517 持续血液滤过治疗低体重婴幼儿心脏术后急性肾功能衰竭 ------------------------------ 符跃强 2509 
PU-1518 早期高血糖对中重型创伤性脑损伤患儿死亡的影响 --------------------------------------- 符跃强 2510 
PU-1519 血浆置换联合血液滤过辅助救治剥脱性皮炎 ----------------------------- 朱光耀,任玉倩,崔云等 2510 
PU-1520 1 例百草枯中毒患儿的抢救治疗与护理 ------------------------------------------------------ 刘红霞 2511 
PU-1521 血液净化治疗辅助抢救儿童重症川崎病 -------------------------------------- 王斐,崔云,张育才等 2511 
PU-1522 免疫功能在儿童严重脓毒症中的变化 ----------------------------------------- 王斐,崔云,张育才等 2512 
PU-1523 成功救治婴儿草铵膦中毒 1 例 ---------------------------------------------------------- 杨晓会,陈源 2512 
PU-1524 浙江省儿童颅脑损伤流行病学调查 -------------------------------------- 谈林华,武小寓,鲍益耀等 2512 
PU-1525 小儿脓毒症的预后与血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张海洋 2513 
PU-1526 婴儿迟发性维生素 K 缺乏症临床诊断治疗体会及文献复习 ----------------------------- 周信英 2513 
PU-1527 儿童脑动静脉畸形合并神经源性肺水肿四例临床分析 ----------------- 杜晓晨,柏振江,李莺等 2514 
PU-1528 床旁模拟教学在儿科重症医学培训中的应用 ----------------------------------------- 程晔,陆国平 2514 
PU-1529 儿科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在急诊留观室的应用 ----------------------------------------- 程晔,陆国平 2515 
PU-1530 危重患儿应激状态下血清皮质醇、B 型钠尿肽前体与白介素-6 的变化及其 
 意义 ----------------------------------------------------------------------------------------- 王培培,陆国平 2515 
PU-1531 心脏骤停的 SD 大鼠复苏后 T 细胞功能改变 -------------------------------------- 幸春林,陆国平 2516 
PU-1532 持续血液净化在 PICU 应用的十年小结 -------------------------------------------- 蔡小狄,陆国平 2516 
PU-1533 连续血液净化技术相关设备及技术在儿童重症医学的应用调查 ----------------- 杨雪,陆国平 2517 
PU-1534 通过 LGR5+研究肠道干细胞在内毒素血症肠黏膜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 孙莹,王丽杰 2517 
PU-1535 贵州省医务人员心肺复苏技能掌握现状及培训的效果分析 ----------- 陈建丽,徐艳霞,彭莉等 2518 
PU-1536 危重患儿呼吸心跳骤停复苏后机械通气时肺保护通气策略及随访 
 研究 -------------------------------------------------------------------------------- 陈建丽,徐艳霞,周茉等 2518 
PU-1537 基于 Utstein 模式心肺复苏注册单在急诊-PICU 的应用 --------------- 石成玉,陈建丽,杜涛等 2519 
PU-1538 肺吸虫病致大量心包积液和心功能不全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钱娟,王莹 2519 
PU-1539 捆绑措施应用于危重症患儿气管插管后人工气道管理的护理研究 ------------------------ 邵彤 2520 
PU-1540 抢救β-酮硫解酶缺乏致非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一例并文献复习 -------------------------- 白科 2520 
PU-1541 改良局部枸橼酸抗凝在儿童血液滤过的应用 -------------------------------------------- 白科,许峰 2521 
PU-1542 新生儿先天性膈疝围手术期监护 ------------------------------------------------------------------ 白科 2521 
PU-1543 CGRP attenuates hyperoxia-induced oxidative stress-related injury to 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II cells via the activation of the Sonic hedgehog pathway Dang Hongxing,Xu Feng 2522 
PU-1544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Ameliorates Hyperoxia-Induced Lung Injury in  
 Neonatal Rats -------------------------------------------------------------- Dang Hongxing,Xu Feng 2522 
PU-1545 急危重患儿的病情识别及干预体系的建立 ----------------------------------------- 刘美华,李枝国 2523 
PU-1546 静脉留置针在儿科补液室的应用及体会 ----------------------------------------------- 陈平,黄胜峰 2523 
PU-1547 一例毒蕈中毒患儿的护理体会  ------------------------------------------------------------------- 董蓉 2524 
PU-1548 小儿重症肺炎感染病原菌分类及耐药性分析 ----------------------------- 唐熔,陈建丽,王华柱等 2524 
PU-1549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细菌分布与耐药性变迁分析 ----------------------------- 倪佳,徐艳霞,陈建丽 2525 
PU-1550 急诊儿科患儿死亡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 周麟永,陈建丽,谢静等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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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1 脓毒症大鼠心肌细胞 TLR4 和 TNF-α表达及细胞凋亡研究 --------- 石成玉,陈建丽,方艺等 2526 
PU-1552 一例重症腺病毒肺炎患儿行体外模肺氧合治疗的护理 ----------------- 居敏洁,徐婷婷,邹欢等 2526 
PU-1553 脓毒症大鼠心肌细胞 TLR4 和 TNF-α表达及细胞凋亡研究 --------- 石成玉,陈建丽,方艺等 2527 
PU-1554 血清总胆红素预测儿童脓毒症肝损伤患者预后的临床价值 ----------- 崔云,单怡俊,任玉倩等 2527 
PU-1555 6 例床旁连续性血液净化辅助救治儿童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护理 -------- 徐婷婷,邹欢,陈嘉玲 2528 
PU-1556 Rho 激酶抑制剂对先天性膈疝大鼠模型胎仔肺血管重构的作用 ------------------- 周昉,许峰 2528 
PU-1557 肺动脉血栓形成 1 例并文献复习 ------------------------------------------------------- 杨乐,曽赛珍 2529 
PU-1558 儿科“两步四分级”预检方法及应用 -------------------------------------- 陈洁婵,孙静,李佩青等 2529 
PU-1559 43 例小儿急性中毒临床分析 --------------------------------------------------------- 刘平定,张永宁 2530 
PU-1560 儿童 ICU 感染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耐药及其与抗菌药物使用频度相关性 
 分析 --------------------------------------------------------------------------------------------------- 吴军华 2530 
PU-1561 床旁纤维支气管镜对重症肺炎炎症指标及血气分析影响的分析研究袁远宏,肖政辉,张慧等 2531 
PU-1562 2013 年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抢救病种特点分析及防治措施 ------------ 吴晖,陈月,郭兰芳 2532 
PU-1563 局部枸橼酸抗凝技术在儿童连续性肾脏 替代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 胡限,祝益民,刘尊礼等 2532 
PU-1564 误服“地漏净味珠”致死一例报告 ----------------------------------------- 万忆春,花红燕,李霞等 2533 
PU-1565 LPIN1 基因突变致反复性急性肌红蛋白尿 1 例诊治体会 ------------------- 林霞,张凡,刘磊等 2533 
PU-1566 坏死性筋膜炎行 VSD 引流 1 例 --------------------------------------------- 曾赛珍,陈道朋,余阗等 2533 
PU-1567 小儿急诊急救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及预防探讨 -------------------------------- 何伟,翟洋,李茂霞 2534 
PU-1568 中心静脉导管在小儿心肺复苏时的应用 --------------------------------------------------------- 张玲 2534 
PU-1569 婴幼儿重度腹泻伴感染性休克的急诊抢救体会 ----------------------------- 张玉,谢伦艳,袁娇等 2535 
PU-1570 危重症患儿使用 NCPAP 应用范围探讨及评估 ------------------------------------- 臧平,卢秀兰 2535 
PU-1571 婴幼儿良性惊厥伴轻度胃肠炎的临床分析 --------------------------------------------------- 薛超超 2536 
PU-1572 引导式教育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 黄燕霞,陈小聪,刘黎礼等 2536 
PU-1573 功能性电刺激对痉挛型双瘫型脑瘫患儿尖足的疗效 ------------------------------------------ 姜南 2536 
PU-1574 针灸治疗小儿脑性瘫痪临床研究进展 ------------------------------------------------------------ 徐霞 2537 
PU-1575 早产儿小肌肉发展能力的分析 -------------------------------------------- 张光宝,何彦璐,芮洪新等 2537 
PU-1576 387 例脑瘫患儿脑电图分析 -------------------------------------------------- 王玉娟,贠国俊,杨雪等 2537 
PU-1577 推拿配合针刺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观察 -------------------------- 吴寿桐,吴凌云,张卫锋等 2538 
PU-1578 婴儿氧舱治疗的安全问题与护理对策 -------------------------------------- 陈玉芬,杨雪,罗娟子等 2538 
PU-1579 针刺治疗脑瘫患儿的研究概况 -------------------------------------------------------------- 吴洁,王栋 2538 
PU-1580 头面部穴位经络按摩对脑瘫患儿睡眠障碍的影响 -------------------------------- 王雅元,梁少英 2539 
PU-1581 家长参与对治疗脑瘫患儿语言发育迟缓的效果观察 --------------------------------------- 邬刚燕 2539 
PU-1582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对脑瘫患儿社交能力的影响分析 ------------------ 王学敏 2540 
PU-1583 针刺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疗效分析 --------------------------------------------------------------- 顾莎 2540 
PU-1584 脑性瘫痪儿童健康状况研究 ------------------------------------------------------------------------ 林波 2540 
PU-1585 康复护理对小儿不随意运动型脑型瘫痪的生活质量影响 ----------------------- 丁德琴,彭桂兰 2541 
PU-1586 综合干预治疗对宫内感染致早产幼鼠海马线粒体的影响 ----------- 蔡淑英,刘振寰,彭桂兰等 2541 
PU-1587 遗传代谢病与癫痫的研究进展 ------------------------------------------------------- 王央丹, 彭桂兰 2541 
PU-1588 儿童致痫性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手术疗效的研究 ------------------------------------------ 李文洁 2542 
PU-1589 针灸及按摩改善小儿脑性瘫痪运动功能的临床研究 ----------------------- 余志华,董小丽,孔勉 2542 
PU-1590 中药熏蒸和蜡疗改善脑瘫患儿肌张力的临床研究 -------------------------- 余志华,董小丽,孔勉 2542 
PU-1591 儿童肌张力障碍 ----------------------------------------------------------------------------- 张峰,陈福建 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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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脑瘫高危儿早期神经发育 筛查的临床价值 --------------- 魏蜻,常青,党敏 2543 
PU-1593 低出生体重脑瘫儿康复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 黄种钦,蔡淑英,彭桂兰等 2544 
PU-1594 补中益气汤在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佐治作用探讨 ------------------------ 董纪强 2544 
PU-1595 基于 TOT 的上肢训练在脑瘫患儿手功能障碍康复治疗临床研究 ---------------------- 黄金容 2544 
PU-1596 蒙特梭利教学法对 1-2 岁脑瘫儿童社会生活能力的干预效果研究李文骏,倪仙玉,闫红霞等 2545 
PU-1597 基于儿童心理教育评估第 3 版年龄当量 2-3 岁孤独症谱系障碍回顾性研究 -------- 赵宁侠 2545 
PU-1598 以头靳针为主治疗智力低下的现状与展望 --------------------------------------------------- 赵宁侠 2546 
PU-1599 张文焕先生治疗小儿感冒临证用药经验  ---------------------------------------------------- 赵宁侠 2546 
PU-1600 葛根止痉汤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脾虚肝亢证）临床观察 --------------------------- 郭小霞 2546 
PU-1601 郁宁汤治疗轻中度抑郁症（肝气郁结型）的临床观察 --------------------------------------- 杨莉 2547 
PU-1602 息风停煎对拟多发性抽动症小鼠脑组织织 Asp 和 Gly 影响的实验研究 ----------------- 张琼 2548 
PU-1603 肌内效贴联合镜像疗法对偏瘫型脑瘫儿童的 上肢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 李明娣,顾琴 2548 
PU-1604 语言小组训练对脑瘫儿童社交行为能力的临床疗效观察 ----------------------------- 夏薇,顾琴 2549 
PU-1605 医教结合康复模式对治疗脑瘫儿童的临床意义研究 ----------------------------------- 高霞,顾琴 2549 
PU-1606 循证护理研究与脑瘫康复护理实践 ----------------------------------------------- 庞红,汤亚萍,顾琴 2549 
PU-1607 监测心率指标在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 王巍巍, 顾琴,梁冠军 等 2550 
PU-1608 三七皂苷对运动性贫血大鼠海马 BDNF 表达的影响 ---------------------- 缪吉,杨光显,林俊等 2550 
PU-1609 脑瘫患儿静脉输液难度及方法的概述 --------------------------------------------------------- 田佳莹 2551 
PU-1610 Rasmussen 综合征 1 例及术后康复治疗 ------------------------------ 尹连海,程芒芒,徐明蓝等 2551 
PU-1611 小儿脑瘫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康复治疗对患儿预后的影响 --------------------------------- 夏剑萍 2552 
PU-1612 手指点穴配合康复训练治疗痉挛型偏瘫患儿拇指内收的临床观察 ----------- 郭培坚,彭桂兰 2552 
PU-1613 康复护理配合揿针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的临床疗效 --------------------------------------------- 赵巍 2552 
PU-1614 引导式教育理念对脑瘫儿童康复护理效果的影响 ------------------------------------------ 王春雨 2553 
PU-1615 腮腺内注射肉毒毒素 A 治疗脑瘫患儿流涎的观察和护理 ---------- 谢丽萍,丁德琴,田佳莹等 2553 
PU-1616 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康复治疗随机对照研究：初步研究 -------- 周璇,杜青,孙锟 2553 
PU-1617 一例 MYH2 基因突变患儿康复治疗策略的个案报导 ---------------------- 陈楠,杜青,余永国等 2554 
PU-1618 运动疗法对小年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生长发育促进的疗效：一项系统综述 - 梁菊萍,杜青 2554 
PU-1619 口腔康复护理对脑瘫合并吞咽功能障碍患儿的干预作用 --------------------------------- 刘永会 2555 
PU-1620 特纳综合征外周听觉及听觉处理能力的临床研究 ------------------------------------------ 杨屏日 2555 
PU-1621 HJHS 在评价中、重度合并关节病变血友病患儿的应用 -------------- 金慧英,李海峰,王慧等 2556 
PU-1622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偏瘫型脑瘫患儿精细功能的影响 --------------------------------------- 朱薇 2556 
PU-1623 悬吊训练的脑瘫治疗进展 ----------------------------------------------------------------- 李培,彭桂兰 2557 
PU-1624 阳关政策下迎来基层儿童康复人才发展的新阶段 ------------------------------------------ 崔岳崇 2557 
PU-1625 手法牵伸结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对先天性肌性斜颈临床疗效的影响 -------------- 蔡红玮,何璐 2557 
PU-1626 沟通本在儿童脑性瘫痪家庭康复中的 应用效果分析 ------------------------------------- 高旭妹 2558 
PU-1627 82 例小儿自闭症患儿的临床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 刘爱斌 2558 
PU-1628 65 例脑瘫儿童的康复护理 ---------------------------------------------------------------------- 于丽萍 2559 
PU-1629 1 例脊髓炎患儿的康复护理 --------------------------------------------------------------------- 于丽萍 2559 
PU-1630 脑瘫患儿合并癫痫的临床特征 ----------------------------------------------------------- 张心,唐久来 2559 
PU-1631 80 例被放弃干预的发育落后患儿资料分析 ------------------------------------------------- 卢跃鹏 2560 
PU-1632 营养神经细胞药物治疗小儿脑瘫临床疗效观察 --------------------------------------------- 卢跃鹏 2560 
PU-1633 脑性瘫痪患儿在功能训练过程中发生意外损伤原因分析及对策 ------------------------ 卢跃鹏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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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4 非手术治疗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持续治疗时间探讨 ------------------------------------------ 卢跃鹏 2561 
PU-1635 早期干预治疗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的临床疗效 --------------------------------------------- 卢跃鹏 2561 
PU-1636 针灸在运动发育迟缓患儿中的应用 -------------------------------------- 冯秀娟,吕智海,李俊梅等 2562 
PU-1637 成都地区伴有小头畸形脑性瘫痪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分析 -------------------- 马丹,罗蓉,王秋等 2562 
PU-1638 家庭训练与机构训练对于脑瘫患儿疗效比较及分析 ------------------------------------------ 刘楠 2563 
PU-1639 脑瘫高危儿病因及预防策略的探讨 --------------------------------------------------------------- 刘楠 2563 
PU-1640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大剂量维生素 B6 注射液治疗儿童孤独症的个案分析 韩晓婷,金红芳 2564 
PU-1641 初步探讨肌内效贴用于脑瘫儿童康复治疗的效果观察 -------------------------- 郭隆辉,金红芳 2564 
PU-1642 儿童脑性瘫痪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研究 ----------------------------------------- 史晓杰,郭新志 2565 
PU-1643 感觉统合训练治疗自闭症 -------------------------------------------------------------- 赵艳萍,金红芳 2565 
PU-1644 穴位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穴位针刺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疗效观察才让吉,金红芳 2566 
PU-1645 全身运动评估中痉挛同步运动与新生儿拥抱反射的鉴别与意义 ----------------- 张东,金红芳 2566 
PU-1646 A 型肉毒毒素治疗痉挛型脑瘫的长期疗效观察 -------------------------- 刘建军,齐婧,吴卫红等 2566 
PU-1647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 27 例临床分析 ------------------------------------------------------------- 刘世新 2567 
PU-1648 肌内效贴提高脑瘫患儿呼吸功能的应用研究 -------------------------- 缪文静,吕智海,李慧慧等 2568 
PU-1649 不同儿童康复机构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对比分析 ----------------------------------- 高艺文,吕智海 2568 
PU-1650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小儿急性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疗效观察 ----------------------- 刘倩倩,孙素真 2569 
PU-1651 精细化管理在儿童康复临床实习带教中的应用 --------------------------------------------- 李小利 2569 
PU-1652 作业治疗对偏瘫患儿手功能的疗效观察 ------------------------------------------------------ 林燕娥 2570 
PU-1653 COMPARISON OF CALF MUSCLE ARCHITECTURE BETWEEN  
 ASIA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 Chen Ying,He Lu,Xu Kaishou etc. 2570 
PU-1654 脑瘫儿童深部灰质损伤的 MRI 评估 ---------------------------------------------------- 刘衡,李同欢 2571 
PU-1655 痉挛型脑性瘫痪头颅磁共振表现 --------------------------------------------------------------- 李同欢 2571 
PU-1656 正确抱姿对纠正运动发育迟缓患儿异常姿势的作用研究 --------------------------------- 梁忠培 2572 
PU-1657 参苓白术散加减辅助推拿辨治轮状病毒性肠炎的临床研究 ------------------------------ 梁忠培 2572 
PU-1658 丰富环境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及海马区 自噬相关蛋白表达的 
 影响 -------------------------------------------------------------------------------- 苑爱云,侯梅,刘秋燕等 2573 
PU-1659 推拿联合中频电刺激治疗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的疗效观察 ------------------------------ 周自亮 2573 
PU-1660 早期起病的 SCA2 型家系报道并文献复习 ------------------------------- 侯梅,苑爱云,孙殿荣等 2574 
PU-1661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性瘫痪的临床分析 ----------------------------------- 孙殿荣,侯梅,于荣 2574 
PU-1662 4-12 岁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手功能、交流功能分级分析 ---------- 孙殿荣,赵建慧,侯梅 2575 
PU-1663 肌肉牵伸结合音频电疗矫正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颈部姿势的疗效 
 分析 -------------------------------------------------------------------------------- 马丽英,何璐,李金玲等 2575 
PU-1664 语言发育延迟患儿的早期诊断及短期随访 -------------------------------- 孙殿荣,侯梅,张雷红等 2576 
PU-1665 基于 NICU 环境的个体化吞咽治疗改善早产儿喂养障碍的临床随机对照 
 研究 -------------------------------------------------------------------------------- 郑玉蔼,何璐,徐开寿等 2576 
PU-1666 脑瘫患儿流涎情况及其与吞咽障碍和粗大运动功能水平的关系 ----------------- 王利江,侯梅 2577 
PU-1667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偏瘫型脑瘫患儿手功能和肌肉募集影响的随机对照 
 研究 -------------------------------------------------------------------------------- 严晓华,徐开寿,何璐等 2577 
PU-1668 儿童特发性尖足步态的康复评定与治疗 -------------------------------------- 郑韵,徐开寿,何璐等 2578 
PU-1669 中文版 Mini-MACS 在 1-4 岁脑瘫患儿中的信度及效度研究 ------ 刘力茹,邱慧莹,徐开寿等 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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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0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儿童抽动障碍疗效的探讨 -------------------------------------------- 图雅,陈敏 2579 
PU-1671 四例小胖威利综合症儿童康复治疗疗效观察 ------------------------------------------------ 孙江红 2579 
PU-1672 脑性瘫痪患儿伴发龋齿情况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水平的关系 ----------- 陈曦,侯梅,孟令飞等 2580 
PU-1673 海南省 0—6 岁孤独症、脑瘫、智力低下儿童接受康复情况分析 --------- 李玲,孙颖,吕洋等 2580 
PU-1674 海南省 0-6 岁脑性瘫痪儿童流行病学调查 ----------------------------------- 李玲,贾清政,孙颖等 2581 
PU-1675 1 例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后遗症患者的综合康复治疗 -------------------------- 徐秀平,吴秀丽 2581 
PU-1676 表面肌电图在评估脑瘫儿童口部运动训练康复治疗效果中的应用 -- 张靖,黄任秀,韦新艳等 2581 
PU-1677 斜头畸形婴儿的头型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 ----------------------------------- 郑韵,徐开寿,何璐等 2582 
PU-1678 早期口腔功能护理对乙型脑炎吞咽障碍影响 ------------------------------------------------ 陈文娟 2582 
PU-1679 儿童难治性癫痫门诊生酮治疗与住院生酮治疗比较前瞻性分析 ----------- 杨茂玲,肖农,陈双 2583 
PU-1680 针灸配合穴位注射辅助治疗孤独症患儿的护理 --------------------------------------------- 娄欣霞 2583 
PU-1681 运动控制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精细运动功能及 ADL 能力的 
 影响 ----------------------------------------------------------------------------- 李俊梅,郭云龙,冯秀娟等 2583 
PU-1682 惊厥持续状态导致的一侧大脑半球水肿的 11 例儿童病例报道 ------------ 张婷,马建南,肖农 2584 
PU-1683 超声波在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中的意义 ------------------------------------------------ 熊华春 2585 
PU-1684 脑性瘫痪儿童合并吞咽功能障碍的评估与康复治疗 --------------------------------------- 熊华春 2585 
PU-1685 上肢机器人辅助治疗分娩性臂丛神经麻痹儿童肩关节功能的效果 ------------------------ 金怡 2585 
PU-1686 核心稳定训练对急性弛缓性麻痹运动能力的影响观察一例 ----------------------- 荣钰,吕忠礼 2586 
PU-1687 孤独症谱系障碍疾病严重程度与适应性的相关性研究 ----------------- 李贺,吕忠礼,张纪水等 2586 
PU-1688 游戏教学法在言语障碍幼儿呼吸训练中的效果 ------------------------------------------------ 应青 2586 
PU-1689 红外线照射对恢复运动性疲劳作用的研究 -------------------------------------------- 徐云霞,许梦 2587 
PU-1690 音乐对儿童孤独症康复治疗的影响分析 -------------------------------------- 张曦,王振芳,李文娟 2587 
PU-1691 关于严重意识障碍患儿废用性骨量丢失的临床研究 ------------------------------------------ 冯英 2587 
PU-1692 高压氧配合运动疗法治疗脑外伤患儿的疗效观察 ------------------------------------------ 韩国琴 2588 
PU-1693 家庭康复指导对小儿康复疗效及经济价值优势对比 --------------------------------------- 杨玉瑶 2588 
PU-1694 创伤聚焦单元干预特殊儿童心理应激障碍的研究 ------------------------------------------ 何胜晓 2588 
PU-1695 脑瘫儿童步行速度的相关因素研究 ----------------------------------------------- 王浩,丛妍,王栋等 2589 
PU-1696 电针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小儿臂丛神经损伤疗效观察 ----------------------------------- 张健,赵澎 2589 
PU-1697 ICF-CY 框架下中文版 QUEST 量表内容效度的初步分析 --------------------------- 陈静,林俊 2589 
PU-1698 中药蒸汽浴在病毒性脑炎康复中的效果观察 --------------------------------------------------- 张彬 2590 
PU-1699 悬吊治疗技术对吉兰-巴雷综合征儿童肌力训练的研究 ----------------------------------- 郑秀丽 2590 
PU-1700 运用 Gesell 发育量表对脑瘫患者康复治疗综合疗效评估方法的探讨 -------------------- 杨霞 2591 
PU-1701 多效经穴激活治疗仪治疗脑瘫儿童 150 例临床疗效观察 ---------------------- 曹志芳,唐晶晶 2591 
PU-1702 孤独症患儿构音障碍矫正个案研究 ----------------------------------------------------- 黄美貌,罗明 2592 
PU-1703 特殊儿童家庭无障碍环境现状与需求调查分析 ----------------------------- 杨孝霞,黄任秀,蒋蓓 2592 
PU-1704 针刺结合口腔按摩在孤独症儿童构音语言治疗中的应用 -------------- 曾懿懿,罗明,黄任秀等 2592 
PU-1705 中医针刺及推拿对抽动障碍合并寰枢关节错位临床疗效影响 ----- 覃中华,黄任秀,胡怡佳等 2593 
PU-1706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婴儿发育迟缓的疗效观察 -------------------------------------- 杨慧敏,闫哲敏 2593 
PU-1707 综合性语言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构音障碍的疗效分析 -------------------------- 闫哲敏,杨慧敏 2593 
PU-1708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儿童多动症疗效的探讨 -------------------------------------------- 陈敏,杨慧敏 2594 
PU-1709 特殊儿童家庭无障碍环境现状与需求调查分析 -------------------------------------- 杨孝霞,蒋蓓 2594 
PU-1710 早期规范化视知觉训练对发育迟滞儿童认知发育的影响 -------------------------- chenjianshu 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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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1 浅议传统康复方法在小儿脑瘫康复的应用 --------------------------------------------------- 刘新宝 2595 
PU-1712  脑瘫患儿康复护理的重要性及方法 ---------------------------------------------------------- 郭玲萍 2596 
PU-1713 痉挛型双瘫儿童的三维步态分析 -------------------------------------------- 杨光显,缪吉,卢光军等 2596 
PU-1714 灸法对小儿咳嗽的影响 --------------------------------------------------------------------------- 张云丽 2596 
PU-1715 同卵双生两例粘多糖病 I 型病例报告 ------------------------------------------------------------ 江伟 2597 
PU-1716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指导高危儿家庭康复的应用分析 ---------------------------------- 刘春艳 2598 
PU-1717 小组教学法在自闭症康复中的应用 ------------------------------------------------------------ 朱嘉瑶 2598 
PU-1718 不同年龄段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步行功能障碍的对比研究 ----------------- 陈玉霞,刘苑,肖农 2599 
PU-1719 A 型肉毒毒素结合悬吊训练治疗痉挛性脑瘫案例报告    ---------------------------------- 白薇 2599 
PU-1720 应用运动学分析指导立位足尖着地患儿推拿治疗的作用分析 ----------------------- 万歌,尚清 2600 
PU-1721 ICF-CY 在儿童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探索 ---------------------------------------------------------- 刘玲 2600 
PU-1722 家庭康复护理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作用 --------------------------------------------------------- 孙洁 2600 
PU-1723 口腔穴位按摩治疗脑瘫患儿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 秦晓燕 2601 
PU-1724 推拿疗法治疗 10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的临床观察 ------------------------------- 庞东旭,吴秀丽 2601 
PU-1725 体外冲击波用于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蹲伏步态的临床研究 ----------- 贠国俊,吴寿桐,刘青等 2601 
PU-1726 早期教育康复对智力障碍儿童发展的研究 ------------------------------------------------------ 胡玲 2602 
PU-1727 综合康复治疗对 1 例急性脊髓炎致运动障碍患儿的疗效观察 -------------------------- 王建文 2602 
PU-1728 神经平衡疗法改善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疗效分析 ----------------- 施冬卫,唐艳萍,吴庆文等 2603 
PU-1729 抗癫痫药物在无癫痫发作的痫性放电儿童中临床意义 ----------------------------- 杨敏玲,肖农 2603 
PU-1730 重复磁刺激治疗婴幼儿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 ----------------------------------------- 李雪怡,肖农 2603 
PU-1731 中医药治疗发作性睡病的文献计量分析 ------------------------------------------------------ 王献虎 2604 
PU-1732 不同月龄组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效果分析 --------------------------------------------------------- 刘丹 2604 
PU-1733 幼儿语言发育迟缓干预疗效的临床研究             --------------------------------------- 刘丽 2605 
PU-1734 臀中肌不同拉伸动作效果的比较 --------------------------------------------------------------- 陆勤勤 2605 
PU-1735 急性出血性白质脑炎案例分析及文献总结 -------------------------------------------- 毛振沙,肖农 2606 
PU-1736 全身振动训练对痉挛型偏瘫患儿 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 徐刚,赵澎 2606 
PU-1737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面神经炎的临床观察 --------------------------------------------------- 宋斌 2607 
PU-1738 护士分层绩效管理在儿童康复病区的实施体会 --------------------------------------------- 安雪梅 2607 
PU-1739 神经肌肉电刺激对痉挛型双瘫患儿表面肌电的即时效应 ----------------- 陈军,于晓明,郇赛等 2608 
PU-1740 Coffin-Siris 综合征 3 例分析 ----------------------------------------------------------------------- 陈军 2608 
PU-1741 康复训练结合等速肌力训练仪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偏瘫患儿的疗效观察 ----------- 罗卫红 2609 
PU-1742 脑瘫高危儿早期干预疗效分析 ------------------------------------------------------------------ 张莉君 2609 
PU-1743 针刺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症 74 例临床疗效观察 ------------------------------------------------- 曾超 2609 
PU-1744 ASD 儿童家庭压力因素分析 ----------------------------------------------------------------------- 刘涛 2610 
PU-1745 Pallister-killian 综合征病例报告一例 ------------------------------------------------------ 陈双,肖农 2610 
PU-1746 脑瘫儿童母亲亲职压力和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 王勇丽,李锦,王勇丽等 2611 
PU-1747 ADHD 儿童康复记录 ------------------------------------------------------------- 应青,朱嘉瑶,金佳珂 2611 
PU-1748 脑瘫患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对其康复效果的影响研究 ------------ 苏珍辉,胡烨, 曹志文等 2612 
PU-1749 躯干控制训练对痉挛型脑瘫的疗效观察 ------------------------------------------------------ 刘晓莉 2612 
PU-1750 引领式自闭症儿童家庭干预的单一被试实验研究 -------------------------- 刘敏,刘巧云,尹岚等 2613 
PU-1751 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 3 例对比及其康复 ----------------------------------------------------- 李小艳 2613 
PU-1752 Pierre Robin 综合征患儿进食和吞咽障碍的治疗 ---------------------- 侯梅,苑爱云,孙殿荣等 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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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3 基于 ICF-CY 评级系统下的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康复个案研究     ------------------ 张德强 2614 
PU-1754 Application of thumb outreach support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 Dai Yanqiong,Tang Liang,Zhou Huiyu etc. 2615 
PU-1755 西安市苯丙酮尿症儿童 15 年跟踪随访研究 ---------------------------- 曹春红,杨小艳, 郑晶晶 2615 
PU-1756 西安市苯丙酮尿症患儿家长心理健康与患儿治疗依从性相关性分析 -- 曹春红,杨小艳,陈焱 2616 
PU-1757 24-30 月龄晚期早产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研究 -------------------------- 尤嘉,郝美晨,杨小艳等 2616 
PU-1758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患儿三维步态分析 -------------------------------------------- 李竹,肖农 2617 
PU-1759 硫柳汞对早产大鼠行为学及免疫球蛋白变化的影响 -------------------- 尤嘉,陈艳妮,吴俊雅等 2617 
PU-1760 基因诊断云平台（得意东方）提高单基因疾病诊断率的相关研究 ------------------------ 李雪 2618 
PU-1761 18 例 Prader-Willi 综合症患儿临床表现综合分析 ---------------------------- 赵莉君,肖农,江伟 2618 
PU-1762 FOXG1 基因突变致先天性变异型 Rett 综合征 1 例报告 ---------------- 蔡慧强,杨琴,胡恕香 2618 
PU-1763 云南地区 0-3 岁彝族婴幼儿智力发育状况与与汉族的比较 ----------------------- 程昱,黄高贵 2619 
PU-1764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的临床及基因分析 --------------------------------------- 辛庆刚,赵澎 2619 
PU-1765 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早期干预研究 ------------------------------------ 黄高贵,刘芸 2620 
PU-1766 40 例精神发育迟滞患儿高危因素及辅助检查结果分析 ---------------------------------- 刘春明 2620 
PU-1767 拷贝数变异引起 REEP1 基因缺失所致痉挛性截瘫 31 型的家系研究 ------------ 徐刚,赵澎 2620 
PU-1768 FOXG1 基因突变致先天性 Rett 变异的临床特点分析 -------------------------------- 牛岩,赵澎 2621 
PU-1769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在婴幼儿脑损伤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 刘春明 2622 
PU-1770 脊椎干骺端发育不良 Kozlowski 型的临床特点及康复治疗 -------------------------- 牛岩,赵澎 2622 
PU-1771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改善脑积水腹腔分流术后 遗留双下肢痉挛性瘫痪的临床研究牛岩,赵澎 2623 
PU-1772 左乙拉西坦治疗痉挛型脑瘫儿童临床下痫样放电的研究 -------------- 顾琴,霍洪亮,吉永春等 2623 
PU-1773 慢病毒表达载体介导 ephrinb2 基因转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修复脑瘫大鼠脑损伤的实验 
 研究 -------------------------------------------------------------------------------------- 朱敏,华裕,张跃等 2624 
PU-1774 婴幼儿高压氧治疗过程中留置套管针的预见性护理 -------------------------------- 张雁,黄高贵 2624 
PU-1775 家长与高危儿言语交流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 -------------------------------------- 张雁,黄高贵 2624 
PU-1776 家庭指导对康复科患儿家庭康复训练的影响 ------------------------------------------------ 刘福萍 2625 
PU-1777 幼儿语言发育迟缓干预疗效的临床研究 ----------------------------------------- 刘丽,姚蕊,王恬等 2625 
PU-1778 左乙拉西坦对小儿癫痫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 王建,周刚 2626 
PU-1779 PLA2G6 复合杂合突变致早发性神经轴索营养不良一例 ----------------------------------- 冉敏 2626 
PU-1780 中医内外兼治康复小儿腹泻 ------------------------------------------------------------------------ 肖洋 2627 
PU-1781 以家庭为中心的延续护理在小儿脑瘫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 张庆梅 2627 
PU-1782 针刺配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步行能力的疗效观察 --------------------------- 郭家塨 2627 
PU-1783 上肢机器人训练对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疗效观察 --------------------------------- 刘丽丽 2628 
PU-1784 1 例儿童肌注苯巴比妥鈉致皮疹及下肢水肿过敏反应的观察与护理 --------------------- 李欣 2628 
PU-1785 间歇性短程左乙拉西坦预防热性惊厥复发的疗效和安全性观察 ----------- 王波,秦晓燕,林渝 2629 
PU-1786 引导式教育结合言语训练对脑瘫患儿智力影响的观察 ------------------------------------ 朱金玲 2629 
PU-1787 喂养困难早产儿口腔运动干预与全身运动评估的临床观察 -------------------- 朱晓芸,何敏斯 2630 
PU-1788 110 例多动症儿童的临床分析 -------------------------------------------------- 李颖,周家秀,程红等 2630 
PU-1789 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的平衡 控制影响 ---------------------------------- 李鑫 2630 
PU-1790 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移动功能疗效研究 --------------------------------------- 李鑫 2631 
PU-1791 麻醉方法对痉挛型瘫痪大鼠动物模型构建的影响 ----------------------------------- 王玉昌,庞伟 2631 
PU-1792 痉挛型瘫痪大鼠骨骼肌 DNA 甲基化水平与肌纤维构型 ---------------------------------- 王玉昌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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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3 痉挛型大鼠骨骼肌不同功能状态下表面肌电特征性变化的研究 ------------------------ 王玉昌 2632 
PU-1794 慢性癫痫大鼠心肌中钙敏感受体及 丝裂原活性蛋白激酶表达的改变 ------------ 郭津,刘阳 2633 
PU-1795 钙敏感受体表达和 Pi3k/Akt 通路调 控癫痫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的研究 -------- 韩小唯,郭津 2634 
PU-1796 儿童急性脊髓炎伴血 GM1 抗体阳性 2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且迪,蔡晓唐 2634 
PU-1797 缺氧缺血大鼠中 NSE 与血电解质的改变及其意义 --------------------------------- 张怡文,郭津 2635 
PU-1798 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 程明高,高永强,张玮 2635 
PU-1799 脑瘫患儿父母希望水平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 李巧秀,常艳玲 2636 
PU-1800 传统康复治疗方法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应用 ------------------------------------------------ 孙争锋 2636 
PU-1801 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康复服务传递系统 ------------------------------------------------------ 尹敏敏 2637 
PU-1802 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维生素 D 缺乏状态 ---------------- 蔡晓唐,俞丹,周晖等 2637 
PU-1803 21 例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分析 --------------------- 张雷红,赵建慧,孙殿荣 2638 
PU-1804 循证护理对脑瘫患儿康复效果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 王晶 2638 
PU-1805 悬吊训练改善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运动功能疗效观察 ----------------- 杨磊,李三松,唐国皓等 2639 
PU-1806 电针疗法联合常规康复疗法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康复的临床研究 -------- 周厚勤 2640 
PU-1807 推拿结合石蜡疗法对先天性肌性斜颈的临床疗效观察 --------------------------------------- 崔博 2640 
PU-1808 自闭症儿童教育治疗方法的现状探究 --------------------------------------------------------- 王小兰 2641 
PU-1809 悬吊运动训练对改善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 陈镇 2642 
PU-1810 穴位注射配合作业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拇指内收的效果观察 ------------------------------ 李翼哲 2642 
PU-1811 位点加穴位药物注射治疗手足口病合并单侧下肢急性弛缓性瘫痪的临床疗效 
 观察 ----------------------------------------------------------------------------- 唐国皓,李三松,张广宇等 2643 
PU-1812 健脑益智开窍针刺疗法联合言语训练治疗儿童语言发育迟缓 90 例临床观察 ---------- 陈海 2643 
PU-1813 脑瘫儿童特色作业治疗小组课经验分享 -------------------------------------- 郑柳旋,邱莉,黄新芳 2644 
PU-1814 穴位注射治疗脑瘫患儿足外翻的临床研究 --------------------------------------------------- 孙  攀 2644 
PU-1815 家庭康复护理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的改善作用分析 --------------------------------- 王瑞霞 2645 
PU-1816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全面性发育迟缓的前瞻性研究 -------------------------- 李平,朱登纳,王军等 2646 
PU-1817 实习护士心理状况与应对方式的分析及干预对策 --------------------- 张利红,刘凯迪 ,魏蒙蒙 2646 
PU-1818 康复治疗小儿脑瘫 54 例分析 ------------------------------------------------------------------- 张金宝 2647 
PU-1819 Comparative Study of 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 and 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 II in High Risk Infants ----------------------------- Wang Cui,Li Yifang,Huang Zhen etc. 2647 
PU-1820 推拿结合运动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 方茜,孙克兴 2648 
PU-1821 大脑肌酸缺乏征一例 ----------------------------------------------------------------------- 田慧玲,颜瑞 2648 
PU-1822 口肌训练配合神经电刺激在脑瘫患儿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 李红霞 2648 
PU-1823 儿童急性脊髓炎恢复期心理特征分析及护理策略 ------------------------------------------ 杨已明 2649 
PU-1824 血清多巴胺水平与儿童多动症发生发展的关系及其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疗效 ---- 熊萍,林俊 2649 
PU-1825 吞咽协调训练联合肌内效贴布治疗小儿脑瘫流涎 1 例疗效观察 ---------------- 严静,王建文 2650 
PU-1826 揿针疗法干预脑功能障碍儿童睡眠障碍的疗效观察 --------------------------------------- 张红运 2650 
PU-1827 健脑益智口服液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语言发育迟缓的疗效观察 --------------------- 郭春光 2650 
PU-1828 抗生素超声电导靶位经皮给药治疗小儿细菌性肠系膜淋巴结炎疗效观察 ----------- 张雅丽 2651 
PU-1829 252 例婴幼儿发育迟缓高危因素分析 ----------------------------------------- 李婷,姚蕊,杜田菊等 2651 
PU-1830 311 例脑损伤综合征高危因素分析 -------------------------------------------- 杜田菊,王恬,李婷等 2651 
PU-1831 组内音乐疗法护理对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患儿言语反应康复的影响研究 ------------------ 李昕 2652 
PU-1832 综合性康复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运动能力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 陈清华 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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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3 血清 TNF-α、S100B 与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的相关性 -------------------------- 黄列,郝会芳 2653 
PU-1834 优质护理在患儿视频脑电图检查中的应用 --------------------------------------------------- 罗熔莉 2653 
PU-1835 全身运动评估在早产儿及小婴儿脑发育评估中的应用 ----------------------------- 尹欢欢,杨红 2653 
PU-1836 沙盘游戏疗法对急性脊髓炎患儿康复影响的调查研究 ------------------------------------ 梅术芳 2654 
PU-1837 针刺头部及上肢阳明经穴治疗小儿脑性瘫痪上肢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齐放 2654 
PU-1838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与年龄的关系的横断面调查 ----------------------------- 严朝珊 2655 
PU-1839 左乙拉西坦治疗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的疗效研究 ----------------------- 刘志翠,陈军,李玉堂 2655 
PU-1840 头针疗法结合循经推按疗法治疗 0-7 岁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 
 观察 -------------------------------------------------------------------------------------------- 徐纯鑫,沈敏 2656 
PU-1841 弱视超早期视觉干预 ------------------------------------------------------------------------------ 刘月余 2656 
PU-1842 Acupuncture reduced apoptosis and up-regulated BDNF and GDNF expression in  
 hippocampus following hypoxia-ischemia in neonatal rats -------------------------------- 张勇 2657 
PU-1843 高压氧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疗效观察 -------------------------------------- 刘雅琴,向上 2657 
PU-1844 揿针联合面部推拿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 21 例疗效观察 --------------------- 赵文,向上,朱振蓉 2657 
PU-1845 高危儿早期筛查并康复干预的临床分析 ----------------------------------------------- 李静,屈素清 2658 
PU-1846 透刺结合甩针疗法治疗小儿顽固性周围型面瘫 4 例 -------------------------------------- 吴海鸥 2658 
PU-1847 延续护理对居家脑瘫患儿 ADL 的影响 --------------------------------------------- 朱道平,刘燕华 2659 
PU-1848 早期语言发育进程量表评估在语言障碍相关问题患儿诊断中的应用 -------- 郑丽华,黄高贵 2659 
PU-1849 ICF 理念对作业疗法中 ADL 能力的影响 ----------------------------------------------------- 杨海艳 2659 
PU-1850 963 名康复科门诊就诊家长咨询问题的调查分析 --------------------------------------------- 王林 2660 
PU-1851 11-17 岁儿童青少年 364 名说谎量表测定意义分析 -------------------------------- 黄高贵,刘芸 2660 
PU-1852 中药涡流浴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肌张力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 逄辉,逄辉 2660 
PU-1853 ICF-CY 架构下脑损伤患者肉毒毒素治疗和康复实践的随访研究---附 2 例 
 报导 ----------------------------------------------------------------------------- 方素珍,李超芹,刘永英等 2661 
PU-1854 精神发育迟缓患儿的感知觉障碍分析 -------------------------------------- 刘珍珍,高超,董纪强等 2661 
PU-1855 白脉软膏结合膏摩法在小儿肌性斜颈康复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 周瑾,余文 2662 
PU-1856 水中步态训练在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儿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冉应权 2662 
PU-1857 游戏式训练对脑瘫儿童家庭环境及治疗效果产生的具体影响分析 ----- 李晶晶,吴沙,张玲等 2662 
PU-1858 皮下留置针结合靳三针对智力发育落后脑瘫治疗的作用 ------------------------------------ 曹超 2663 
PU-1859 穴位电刺激正中神经配合红蓝光对颅脑损伤患儿植物状态的临床观察 ------------------ 张玲 2663 
PU-1860 小儿脑性瘫痪从补脾升清益肾以论治 --------------------------------------------------------- 郑桂欣 2664 
PU-1861 早期家庭康复对脑瘫患儿运动发育及智力发育的影响 ------------------------------------ 杨园园 2664 
PU-1862 婴儿运动能力测试对中国早产儿和足月儿运动能力评估的比较 
 研究 -------------------------------------------------------------------------------- 贺莉,何玉莹,邵冬冬等 2664 
PU-1863 脑性瘫痪患儿治疗中肌内效贴的合理应用 -------------------------------- 王秩序,黄新芳,潘钊等 2665 
PU-1864 家庭康复护理对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障碍的临床效果研究 --------------------------------- 赵巍 2665 
PU-1865 腭裂术后患者语音治疗后复查情况分析 -------------------------------------------- 张文婧,陈仁吉 2665 
PU-1866 童期教育结合医学康复干预学龄前脑瘫患儿疗效的临床研究 ----------- 韩雪婷,李洁,金妍等 2666 
PU-1867 基于 ICF-CY 框架下的一名情绪行为儿童的个案研究 --------------------------------------- 刘杰 2666 
PU-1868 S-E-T 治疗对脑性瘫痪的效果观察 ------------------------------------------------------------ 吴金庭 2667 
PU-1869 中医推拿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小儿肌性斜颈的疗效观察 ------------------------------------ 丁全成 2667 
PU-1870 “标准化病人”在《心肺疾病物理治疗》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 王文丽,赵莹,李雪梅等 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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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1 国外常用儿童感觉统合障碍问卷及检查表文献回顾 --------------------------------------- 黄浩宇 2668 
PU-1872 振动训练在独坐障碍患儿运动康复中的应用  ---------------------------------------------- 逯梦雅 2668 
PU-1873 孤独症儿童医疗干预结合融合教育治疗观察 ----------------------------------- 姚萍,陈军,于慧丽 2669 
PU-1874 脑瘫患儿集体康复治疗效果的研究 -------------------------------------------------- 尹绍莲,季红燕 2669 
PU-1875 青少年脊柱侧凸与生物力学因素相关性研究 -------------------------------------------- 丁桃,田飞 2669 
PU-1876 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干预观察 -------------------------------------------------------- 张 玉 2670 
PU-1877 Review: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teroception ------------------------- HUANG HAOYU 2670 
PU-1878 Association of Apolipoprotein E ε4 genotype with outcomes of spinal  
 cord injury in patients participating in a one month rehabilitation  
 program -------------------------------------------------------------- Zhou Jing,Yun Xia,Jin Min etc. 2671 
PU-1879 肉毒毒素 A 和 B 在脑瘫康复中的应用进展 ----------------------------------------------------- 李红 2671 
PU-1880 IBA57 突变致多发性线粒体功能障碍综合症 1 例  ------------------------------------------- 李红 2672 
PU-1881 护理人员康复技能提升对脑瘫儿童适应行为的影响 -------------------------------- 陶琳,程惊晶 2672 
PU-1882 理疗患儿的护理体会 ------------------------------------------------------------------------------ 黄秀碧 2673 
PU-1883 团队合作延续性护理的实施对改善脑瘫患儿生活功能的应用效果 
 观察 -------------------------------------------------------------------------------- 张利红,刘凯迪,魏蒙蒙 2673 
PU-1884 儿童高铅血症的不同排铅方法的疗效观察 --------------------------------------------------- 唐学兵 2674 
PU-1885 儿童医院医务人员的焦虑和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 李红英 2674 
PU-1886 小组式作业治疗对精神发育迟滞幼儿的疗效观察 ------------------------------------------ 王文娟 2675 
PU-1887 基于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的学前听障儿童语言障碍特征 
 研究 ----------------------------------------------------------------------------- 梁洲昕,徐舒宁,刘巧云等 2675 
PU-1888 基于语言分级评价法的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语言障碍特征研究 -- 张云舒,梁洲昕,虞明稚等 2676 
PU-1889 云南地区 0-3 岁婴幼儿贝利发育量表结果分析 ------------------------------------------------ 程昱 2676 
PU-1890 92 例不明原因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临床与染色体分析 --------------- 张端秀,彭桂兰,胡恕香 2677 
PU-1891 早期综合发展指导在儿童保健工作中的应用 ----------------------------------- 侯宁,冯骄,尹鲜桃 2677 
PU-1892 早期干预降低早产儿脑瘫发生率的研究 ----------------------------------- 尹鲜桃,侯宁,晋银英等 2678 
PU-1893 家长口面部运动视频在脑瘫儿童言语治疗中的作用 -------------------- 沈佳菊,黄丽华,赵健等 2678 
PU-1894 三维立体纠正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临床疗效观察 ----------------------- 赵菁,虞锡丹,徐纯鑫等 2678 
PU-1895 系列石膏配合康复训练在脑瘫患儿马蹄足畸形的疗效观察 ----------------- 王秋,罗蓉,李娜等 2679 
PU-1896 学前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的信效度研究 ----------------------- 武慧多,刘巧云,俆舒宁等 2679 
PU-1897 Vojta 疗法对小儿脑瘫治疗疗效的影响 --------------------------------------------- 刘川,罗霞,戴理 2680 
PU-1898 小儿推拿在小儿脑瘫合并智力低下治疗中应用 ------------------------------ 刘川,陈静 ,张红等 2680 
PU-1899 减重步行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步行和平衡能力的影响 --------------------------------- 漆带丽 2681 
PU-1900 推拿按摩督脉及夹脊穴对脑性瘫痪患儿核心控制能力的临床 
 观察 ----------------------------------------------------------------------------- 马丙祥,姜娴荷,张建奎等 2681 
PU-1901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痉挛性瘫痪儿童上肢表面肌电影响 -------------------------- 岳冬梅,刘苑 2682 
PU-1902 爬行训练对 36 例脑瘫患儿认知功能的影响  ------------------------------------- 吴跃伟,和东阳 2682 
PU-1903 新生儿脑病的临床特点分析 ----------------------------------------------------- 牟静,袁晓莉,孙辉等 2682 
PU-1904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综合性治疗分析 ----------------------------------- 段桂琴,姚梅玲,王亚哲等 2683 
PU-1905 水疗在痉挛型脑瘫患儿治疗中的应用 --------------------------------------------------------- 李漫漫 2683 
PU-1906 蜡疗在痉挛型小儿脑瘫中改善肌张力和关节活动度的疗效观察  ---------------------- 侯晓燕 2684 
PU-1907 核心稳定性训练配合综合康复在小儿脑瘫康复治疗中应用 ------------------------------ 刘冬芝 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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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8 口部运动治疗在功能性构音障碍儿童语言训练中的运用 -------------------- 黄凤舞,张玲,贺萍 2684 
PU-1909 针刺加神经肌肉电刺激配合冷刺激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后吞咽障碍疗效 
 观察 -------------------------------------------------------------------------------- 罗伟,王军英,刘春雷等 2685 
PU-1910 智能通络治疗仪联合针刺推拿对小儿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的 -------- 罗伟,王跑球,刘春雷等 2685 
PU-1911 镇咳灵合剂联合智能通络仪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的 疗效观察 ------ 罗伟,王军英,刘春雷等 2686 
PU-1912 认知知觉功能训练对脑损伤综合征患儿智能发育临床疗效观察 -------- 高莉娟,徐淑玲,吕杨 2686 
PU-1913 足月高危儿不安运动质量评估与盖泽尔发育量表的应用比较 -------- 平东沛,徐淑玲,吕杨等 2687 
PU-1914 上海职业康复现状与展望 -------------------------------------------------------- 孙华,陈燕,王平燕等 2687 
PU-1915 肌内效贴贴扎技术对痉挛型偏瘫患儿足下垂的影响 -------------------- 龙亚君,熊裕娟,覃蓉等 2687 
PU-1916 马术治疗对功能障碍残疾儿童康复的原理分析 ----------------------------- 孙华,王平燕,邓丽英 2688 
PU-1917 自闭症患儿在引导式教育和感统训练中的联合治疗效果 --------------------------------- 张丹丹 2688 
PU-1918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联合传统机械治疗对小儿牙龈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炎性相关指标变化 
 的影响分析 --------------------------------------------------------------------------------------------- 李静 2689 
PU-1919 CarisolvⅢ凝胶化学机械去腐后的实验室观察 ---------------------------------------------- 汤根兄 2689 
PU-1920 头帽式肌激动器合并上颌扩弓矫治技术治疗青少年安氏Ⅱ类 1 分类错（牙合）畸形的 
 临床应用及体会 ----------------------------------------------------------------------------- 王瑶,李小兵 2690 
PU-1921 儿童医院口腔门诊就诊情况临床调查 ------------------------------------------------------------ 吴红 2690 
PU-1922 全麻下儿童口腔疾病治疗的流程管理 ----------------------------------------------- 钟雯怡,李小兵 2691 
PU-1923 WaveOne 机用镍钛器械用于乳磨牙根管治疗临床效果评价 ------------------------------ 荆祥 2691 
PU-1924 无托槽隐形矫治对青少年牙釉质脱矿影响的研究 -------------------- 黄诗言,徐舒豪,张扬根等 2691 
PU-1925 成都地区 56 例咬合诱导矫治的效果分析 ---------------------------------------------------- 余建华 2692 
PU-1926 机械张力对成骨细胞成骨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 张家玮,周陈晨,黄一冰等 2692 
PU-1927 两种不同修复方式对乳磨牙大面积缺损疗效的对比研究 ----------------------------- 钟恬,黄彦 2693 
PU-1928 正常人群生长发育过程中牙弓形态的变化 ----------------------------------------- 黄一冰,李小兵 2693 
PU-1929 对极度不配合患儿在全麻与单纯束缚下进行牙科治疗的临床对比研究  --------- 钟恬,黄彦 2694 
PU-1930 微量元素改性钙硅基生物活性材料体内外成骨能力比较研究 ------------------------------ 张峰 2694 
PU-1931 氢氧化钙两种不同制剂用于乳牙活髓切断的临床评价  --------------------------- 汤小英,黄彦 2695 
PU-1932 上颌唇挡早期矫治上颌牙弓前段长度发育不足病例的临床应用及 
 分析 -------------------------------------------------------------------------------- 冯靖雯,周陈晨,李小兵 2695 
PU-1933 一例儿童型低碱性磷酸酯酶症的病例报道 ------------------------------------------------------ 张钰 2695 
PU-1934 Fränkel Ⅲ型矫治器治疗儿童轻度骨性Ⅲ类错（牙合）畸形的临床病 
 例 1 例 ------------------------------------------------------------------------------------- 陈晓英,李小兵 2696 
PU-1935 全身麻醉下治疗儿童口腔疾病的临床浅析 ----------------------------------- 郝新青,黄洋,李毅等 2697 
PU-1936 混合牙列期儿童上前牙重度扭转的矫治病例报告 ----------------------------------- 侯玉妹,黄华 2697 
PU-1937 儿童口腔治疗的心理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 符莹 2697 
PU-1938 影响口腔科儿童心理行为因素分析及对策 ----------------------------------------- 郎晓彬,刘颖萍 2698 
PU-1939 乳牙期骨性安氏Ⅲ类错颌畸形的治疗 ----------------------------------------------- 黄恺丽,阮文华 2698 
PU-1940 口腔科门诊治疗中不合作儿童的护理研究 --------------------------------------------------- 霍一霆 2698 
PU-1941 恶性石骨症患儿移植前全麻下全口牙病治疗一例 ----------------------- 张志苓,刘艳,孙江阳等 2699 
PU-1942 先天性区域性牙发育不良 1 例 ------------------------------------------------- 陈怡帆,刘娟,刘波等 2699 
PU-1943 两种方法治疗乳中切牙邻面龋的临床疗效比较 --------------------------------------------- 郭海燕 2699 
PU-1944 EPHA3 基因多态性与非综合征性唇腭裂关系研究 --------------------- 郭思远,陈仁吉,穆玥等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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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45 学龄前儿童口腔行为习惯与患龋情况分析 --------------------------------------------------- 李晓洁 2700 
PU-1946 银川市学龄前儿童患龋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 李睿敏,于英凡,李艳青等 2701 
PU-1947 乳上切牙根管形态的显微 CT 研究 ----------------------------------------------------- 黄华,林兆宏 2701 
PU-1948 Is the premaxillary-maxillary suture fusing at a gestational age of 12 weeks? An  
 ultrasound study --------------------------------------------------------------------------- ruan wenhua 2701 
PU-1949 唇裂儿童围术期抗生素应用的临床研究 ----------------------------------- 穆玥,陈仁吉,刘洪涛等 2702 
PU-1950 ETA 矫治器对混合牙列期口呼吸儿童牙弓宽度的影响——病例报告 ------------- 黄华,何莹 2702 
PU-1951 柳州市城中区学龄前孤独症儿童口腔健康状况调查 -------------------------------- 黄华,肖亦芳 2703 
PU-1952 年轻恒牙根尖脓肿根尖诱导术一例 -------------------------------------------- 高朗,李玲,刘秀英等 2703 
PU-1953 小间隙，多考量 —乳牙列期乳磨牙早失伴多数恒牙先天缺失的病例 
 报告 ----------------------------------------------------------------------------------- 李爱萍,杨秀,王娅婷 2704 
PU-1954 年轻恒牙根尖周炎“MTA 活髓切断术”一例 ---------------------------------- 高朗,李玲,杨卿等 2705 
PU-1955 年轻恒牙血运重建的应用 ------------------------------------------------------ 李玲,高朗, 陈伊丽等 2705 
PU-1956 咬甲癖儿童的焦虑状况调查 -------------------------------------------------- 孙大磊,刘杨,王江涛等 2706 
PU-1957 Clinical evaluations of stainless steel crown and composite resin  
 restorations in primary molars under general anaesthesia in 2 yea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 chen ke,Lei Qiyin 2706 
PU-1958 Er,Cr:YSGG 激光照射对乳牙硬组织粘接强度影响的研究 ------------------------- l 梁韵,陈柯 2707 
PU-1959 锁骨颅骨发育不良综合征患者的口腔治疗策略分析 ------------------------------------------ 陈红 2707 
PU-1960 颅骨锁骨发育不良综合征患者的遗传学基因诊断 --------------------------------------------- 陈红 2708 
PU-1961 口腔医师接诊血友病患者现状调查 -------------------------------------------------- 苏吉梅,钱晓云 2708 
PU-1962 Use of Er,Cr:YSGG laser in lingual frenectomy  -------------------------------------- 罗薇,陈柯 2709 
PU-1963 基于 miRNA 芯片的牙髓炎调控机制的初步研究 --------------------------------------- 黄欣,陈柯 2709 
PU-1964 替牙期功能性安氏 III 类错牙合髁突位置研究 ------------------------- 戴微微,潘思思,王秀颖等 2710 
PU-1965 浅谈国内儿童口腔诊疗行为管理 ------------------------------------------------------------------ 魏洁 2710 
PU-1966 激光在乳牙早期邻面龋中的应用分析 ------------------------------------------------------------ 张芬 2710 
PU-1967 如何防治儿童龋病 --------------------------------------------------------------------------------- 包彩虹 2711 
PU-1968 光固化复合树脂与粘接剂结合治疗乳牙洞型的临床疗效研究 --------------------------- 王永亮 2711 
PU-1969 医生心理状态对儿童牙科恐惧症的影响 ------------------------------------------------------ 郑艳丽 2712 
PU-1970 口腔科门诊儿童牙病护理配合 ------------------------------------------------------------------ 宁淑青 2712 
PU-1971 6-9 岁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术后防龋效果调查分析 --------------------------------- 周天洋 2712 
PU-1972 小儿支原体肺炎中肺炎支原体 DNA 与超敏 C 反应蛋白的检测价值 ------------------ 程学文 2713 
PU-1973 Haze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spread of rotavirus ------- ye qing,Shang Shi-qiang 2713 
PU-1974 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腺病毒的检出、分型及其与临床诊断相关性 
 分析 -------------------------------------------------------------------------------- 王乐,赵梦川,冯志山等 2714 
PU-1975 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患儿的血清酶学与基因分析 ----------------------- 黄彩芝,莫丽亚,张聪等 2714 
PU-1976 RT-LAMP 检测 EV 71 诊断手足口病价值的 Meta 分析 ------------ 方玉莲,林书祥,张瑞萍等 2715 
PU-1977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检测在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中的应用 ---- 姚淑雯,何艳明,容莉莉 2715 
PU-1978 法洛四联症血常规结果与紫绀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 黄伟 2716 
PU-1979 基于 JCI 标准的输血科全程质量管理的体会 -------------------------- 姜志勇,顾晓琼,汪道文等 2716 
PU-1980 急性 ITP 患儿外周血 Treg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自噬检测 --------------------------------- 王琦 2717 
PU-1981 331 例患儿输血不良反应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 尹明伟,徐军,曾智等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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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2 基于 iTRAQ 技术探索金黄色葡萄球菌所致血流感染儿童血浆蛋白组学 
 差异 ----------------------------------------------------------------------------- 梁秉绍,杨丽媛,黄艳梅等 2718 
PU-1983 Autophagy Detection of Both Pre- and Post- treated Childhood B-ALL Bone  
 Marrow --------------------------------------------------------------------------------------------- Wang Qi 2718 
PU-1984 深圳地区住院儿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检出分析 ----------------------- 王和平,邓继岿,郑跃杰等 2719 
PU-1985 酪酸梭菌 CGMCC0313-1 抑制 BLG 诱发的食物过敏动物研究 -------- 张娟,苏慧,李秋红等 2719 
PU-1986 液相芯片技术检测婴幼儿 ToRCH 病原体抗体评估 ----------------------- 陈黎,韩碧芸,马展等 2720 
PU-1987 儿童平均血小板体积与维生素 D 及免疫球蛋白 E 之间的关系研究 姜林林,杨剑敏,王欢等 2720 
PU-1988 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抗体的检测 -------------- 黄艳梅,董慧,麦嘉良等 2721 
PU-1989 黄连素对内毒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刺激的单核细胞释放 TNF-α的 
 影响 ------------------------------------------------------- 李梅爱,黄艳梅 huang yan mei,顾晓琼等 2721 
PU-1990 广州地区正常儿童血清维生素 B1 和 B2 参考区间调查 ------------ 黄钰君,伍绍国,黎彦攸等 2722 
PU-1991 广州地区正常儿童血清叶酸参考区间调查 --------------------------- 黄钰君, 伍绍国,丘媛媛等 2722 
PU-1992 血清 ECP 及总 IgE 水平在儿童变应性鼻炎诊断及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 张白杜 2722 
PU-1993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mune profiles of  
 children with Epstein-Barr virus 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 Li Wei,Xiang Wen-qing,Tao Ran etc. 2723 
PU-1994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Ureaplasma urealyticum Infections Among Newborns  
 in Zhejiang, China ------------------------------------------- Li Wei,Li Hua-mei,Shang Shi-qiang 2723 
PU-1995 儿童非伤寒沙门菌肠道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和药物敏感性监测分析 -------- 王红梅,邓继岿 2724 
PU-1996 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流行趋势和药敏分析 
 研究 ----------------------------------------------------------------------------------- 杨治理,庞丹,伊乐等 2724 
PU-1997 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 OprD 基因和耐消毒剂基因检测 -------------- 丰涛,陆慧玲,徐俊等 2725 
PU-1998 儿童活动期肾病综合征免疫细胞变化及临床意义 ----------------------------------- 刘亚楠,张泓 2725 
PU-1999 儿童呼吸道分离流感嗜血杆菌的耐药性和基因分型研究 ----------------- 秦惠红,王春,潘芬等 2725 
PU-2000 四例猫叫综合症患儿的细胞遗传学分析 -------------------------------- 孙恒娟,杜成坎,孙嘉鹏等 2726 
PU-2001 儿童白血病中 34 种 ph 样 ALL 融合基因筛选的临床研究 --------------- 夏敏,邵静波,郑月等 2726 
PU-2002 人类基因突变 HGVS 命名及分析的在线实现 ----------------------------------------------- 杨永臣 2727 
PU-2003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acillus cereus group in an Infant with Meningitis  
 by Metagenomic Sequencing ------------- Liu Xiaorong, Weng Zihua,Jiang Hanfang  etc. 2727 
PU-2004 PCT、hs CRP、WBC 在小儿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价值 -------------------------------- 李正秋 2728 
PU-2005 川崎病患儿 NT-proBNP 测定与冠状动脉损害的关系探讨 ------------------------ 竺婷婷,于凡 2728 
PU-2006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初诊和化疗后免疫表型的变化 ----------- 代庆凯,张鸽,江咏梅 2729 
PU-2007 2016 年杭州市儿童常见肠道病毒型感染流行病学调查 --------------- 周俊,吴亦栋,岳美娜等 2729 
PU-2008 儿童专科医院两种血细胞分析仪复检规则的建立与应用 ----------- 彭朝阳,项文清,张俊峰等 2730 
PU-2009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清降钙素原、前白蛋白水平与 C 反应蛋白的关系 
 研究 -------------------------------------------------------------------------------------------- 武静,于瑞杰 2730 
PU-2010 2016 年昆明地区手足口病患儿淋巴细胞亚群与免疫球蛋白的检测 
 研究 ----------------------------------------------------------------------------------- 樊茂,周敬静,张倩等 2731 
PU-201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儿童血清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因素 
 分析 -------------------------------------------------------------------------------------- 周敬静,张倩,樊茂 2731 
PU-2012 脓毒血症患儿肝功能检测结果分析 -------------------------------------------------------- 刘梅,王军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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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3 12 岁以下健康儿童全血钙、锌元素参考范围研究 ------------------------------------------- 王鹏 2732 
PU-2014 新生儿输血谨慎应用同型输注的输血原则 ----------------------------- 陈盈盈,尹明伟,马继华等 2733 
PU-2015 346 例海南黎族新生儿 G6PD 基因突变分析 ---------------------------- 刘秀莲,王洁,黄慈丹等 2734 
PU-2016 新生儿葡萄球菌的多重耐药分析和院感干预 -------------------------------------- 刘雪梅,刘雪梅 2734 
PU-2017 儿童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监测分析 ----------------------------------------------- 任倩,吕欣 2735 
PU-2018 住院新生儿早期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的临床意义研究 -------------------- 石坤,罗德幸,悦光等 2735 
PU-2019 脓毒血症患儿肾功能变化的研究 ----------------------------------------------------------- 王军,刘梅 2736 
PU-2020 心肌酶谱及 NT-proBNP 在脓毒血症患儿中的临床价值 ------------------------------ 王军,刘梅 2736 
PU-2021 中性粒细胞中毒颗粒与感染性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 胡雪桦,李明艺 2737 
PU-2022 870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者流行病学及病原学特征分析 ------------------------------------ 李东明 2737 
PU-2023 Differential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es in latent human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on  
 THP-1 cells ---------------------------------------- Lou Yunyan,Zheng Xiaoqun,Lai Meimei etc. 2738 
PU-2024 利用基因表达数据筛选先天性心脏病相关 lncRNA --------------------- 王波,游国岭,张晓青等 2739 
PU-2025 基于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分析的 7q11.23 微缺失检测方法的 
 建立 ----------------------------------------------------------------------------- 张立辰,游国岭,余永国等 2740 
PU-2026 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鉴定科凯恩综合征家系致病基因 ERCC8 ------ 李晓亮,游国岭,王波等 2740 
PU-2027 CellaVision DM96 自动化数字图像分析系统红细胞形态分类的性能 
 评价 -------------------------------------------------------------------------------- 沈蕙颖,杨慧,林孝怡等 2741 
PU-2028 B 等位基因新突变导致 AB 弱表型 ----------------------------------------- 王静,游国岭,叶星晨等 2741 
PU-2029 2 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的输血治疗 -------------------------------- 王成云,张帆,顾萍等 2742 
PU-2030 上海地区临床儿童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的分子特征 ----------------- 王星,黄卫春,傅启华 2742 
PU-2031 Genetic diversit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of multidrug-resistant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olates -------------------------------- Pan Fen,Zhang Hong,Dong Xiaoyan etc. 2743 
PU-2032 血清 RBP 与 Cys-C 检测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肾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 袁纯辉 2743 
PU-2033 儿童泌尿系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 钟玉葵,邓秋连,邓丽丝等 2744 
PU-2034 N 端脑利钠肽前体在儿科疾病中诊断及预测价值 -------------------------------- 张新刚,张玉珏 2744 
PU-2035 利用荧光 LAMP 技术检测儿童咽拭子标本中肺炎支原体方法的建立及 
 应用 -------------------------------------------------------------------------------- 李丹,李静宜,郭东星等 2745 
PU-2036 如何全面提高检验人员的细胞形态学功底 -------------------------------------------- 陈海珍,赵锐 2745 
PU-2037 尿蛋白相关指标在儿童过敏性紫癜肾早期肾损害诊治中的贡献率 
 研究 ----------------------------------------------------------------------------------- 王蜀平,马丽娟,李静 2745 
PU-2038 低蛋氨酸对 Caco-2 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和功能的影响申晓婷,舒小莉,顾伟忠等 2746 
PU-2039 母乳相关成分分析的研究进展 ----------------------------------------------- 孙芸,韩艳宾,蒋海燕等 2746 
PU-2040 伴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儿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急性期人体成分变化 -- 冯一,洪莉,潘莉雅等 2747 
PU-2041 儿科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在入院和出院患儿中的应用评估 ----------- 沈丽媛,熊晨露,潘莉雅等 2748 
PU-2042 希特林蛋白缺乏症 NICCD 型患儿营养治疗 ------------------------------ 郑家琦,费俊,赵卓琦等 2748 
PU-2043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围手术期人体成分变化研究 ----------------------- 谢丽清,沈丽媛,潘莉雅等 2749 
PU-2044 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肠道菌群高通量测序研究 ----------------- 刘嘉奕,李玉青,潘莉雅等 2750 
PU-2045 基于单粒子光学传感技术的光阻法用于新生儿肠外营养液大颗粒的稳定性 
 研究 -------------------------------------------------------------------------------- 顾莹芬,洪莉,陈敏玲等 2750 
PU-2046 幽门螺杆菌毒力基因型对儿童根除治疗影响的研究 -------------------- 张双红,朱萱,李弼民等 2751 
PU-2047 应用核磁共振验证生物电阻抗分析技术测定儿童内脏脂肪研究 ----------------- 杨炯贤,闫洁 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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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8 儿童饮食行为及干预效果研究调查 ----------------------------------------------------- 杨炯贤,闫洁 2752 
PU-2049 Common variable immunodeficiency associated with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case report --------------------------------------------- Shen Jiaying,Chen Jie 2752 
PU-2050 营养风险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 马新 2753 
PU-2051 小儿营养不良护理措施以及预防 --------------------------------------------------------------- 赵亚慧 2753 
PU-2052 婴幼儿营养不良浅析 ------------------------------------------------------------------------------ 艾文博 2754 
PU-2053 小儿腹泻实施整体护理程序的价值探究 --------------------------------------------------------- 武蝶 2755 
PU-2054 小儿营养不良的健康教育 --------------------------------------------------------------------------- 马新 2755 
PU-2055 鼻空肠管喂养在小儿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意义 ------------------------------------------------ 孙波 2756 
PU-2056 小儿外科重症监护室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患儿营养状况研究 -------------------- 王位苹,朱晓东 2756 
PU-2057 儿童急性重症胰腺炎实施早期肠内营养的意义分析 ------------------------------------------ 姚卓 2757 
PU-2058 佳膳治疗小儿营养不良的临床疗效观察 --------------------------------------------------------- 杨文 2757 
PU-2059 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管理专家建议 -------------------------------------- 刘喜红,韩树萍,毛萌 2758 
PU-2060 PICU 营养支持现状调查及不同营养支持方式对患儿营养状态的 
 影响 -------------------------------------------------------------------------------------------- 梁兵,王丽杰 2758 
PU-2061 营养支持治疗对 84 例秋季腹泻患儿的疗效观察  ----------------------------------------- 路钰夏 2759 
PU-2062 儿童营养不良引起肥胖的原因及防治 --------------------------------------------------------- 黄永幸 2759 
PU-2063 浅谈儿童的营养需要 ------------------------------------------------------------------------------ 贺伟娜 2760 
PU-2064 医学营养学科的学科建设 ------------------------------------------------------------------------ 席梦乐 2760 
PU-2065 以腹水为首发症状的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2 例诊治体会 ------------------- 张俐,王一,王翠娟等 2761 
PU-2066 甘草锌颗粒在小儿慢性及迁延性腹泻治疗中的意义 ------------------------------------------ 王一 2761 
PU-2067 全肠内营养与激素对儿童克罗恩病的缓解率的 meta-分析 -------------------------- 俞瑜,陈洁 2762 
PU-2068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与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性研究 --------------------------------------------- 王娅 2762 
PU-2069 儿童营养健康知识普及教育效果观察 ----------------------------------- 包云光,胡桂芬,沈卫英等 2763 
PU-2070 可治疗的线粒体病 - 6 例硫胺素代谢障碍综合征患儿的临床与分子遗传学 
 分析 ----------------------------------------------------------------------------------- 李东晓,刘怡,董慧等 2763 
PU-2071 慢性肝脏疾病儿童营养现况的调查研究 ----------------------------------------------- 陈潇,张玉侠 2764 
PU-2072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幼儿体重不增的关系 --------------------------------------------------- 何永艳 2764 
PU-2073 内质网应激 IRE1α/XBP1s 信号通路在肠外营养相关性肝病—肝细胞脂肪变细胞水平的 
 研究 ----------------------------------------------------------------------------------------- 崔宁迅,朱雪萍 2765 
PU-2074 慢性腹泻患儿食物过敏的特征及近期预后分析 ----------------------------- 王瑾,张俐,何文涛等 2765 
PU-2075 新形式下配奶间管理形式探讨 ------------------------------------------------------------------ 杨丽艳 2766 
PU-2076 应用鼻空肠管进行肠内营养与传统保守疗法在急性胰腺炎中的疗效对比 ----------- 王向辉 2766 
PU-2077 在治疗儿童急性胰腺炎中放置螺旋型鼻空 肠营养管方法的探讨 --------------- 范三丽,赵青 2767 
PU-2078 评价持续肠外营养支持治疗重症患儿合并营养不良的疗效 ------------------------------ 李小磊 2767 
PU-2079 中国南方初、高中超重及肥胖学生人体成分比较 -------------------- 周文静,王慧慧,周少明等 2768 
PU-2080 先心患儿营养状况的调查 -------------------------------------------------------- 李伶,王莉,龚小梅等 2768 
PU-2081 母乳喂养治疗葡萄糖-异麦芽糖酶缺乏症 1 例病例报道 ---------------------------------- 陈佩瑜 2769 
PU-2082 三联益生菌菌株联合补充辅助治疗儿童急性腹泻临床对照研究 ----- 陈科,谢胡咪娜,罗丽等 2769 
PU-2083 胆道闭锁患儿脂溶性维生素营养状况分析 -------------------------------- 刘瑞萍,潘永康,王琪等 2770 
PU-2084 241 例儿科 PICU 重症患儿的营养风险筛查 ----------------------------- 李梅蕊,柳琼,吴建敏等 2770 
PU-2085 病例报道——先天性食道闭锁术后早产儿的营养支持 ----------------------- 马鸣,陈菲,梁靓等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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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86 血清维生素 A、D 检测结果分析 ------------------------------------------- 陈溧汾,黄毅坚,陈凤钦 2771 
PU-2087 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患儿术前营养状况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 陈菲,马鸣,高展等 2772 
PU-2088 肠外营养联合母乳喂养对早产儿营养状态影响的研究 -------------------------- 陈俊龙,张春丽 2772 
PU-2089 饮食干预配合药物治疗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疗效观察 --------------------------------- 陈立华 2773 
PU-2090 一例重度营养不良食道狭窄患儿的营养支持 ----------------------------- 陈淑芸,安煜华,陈兰萍 2773 
PU-2091 肠内营养对克罗恩病患儿诱导缓解的影响 ----------------------------------------- 木其尔,张春丽 2773 
PU-2092 早期肠内营养在小儿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 黄意坚 2774 
PU-2093 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在婴儿牛奶蛋白过敏诊疗中的意义 -------------------------------- 李永春 2774 
PU-2094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维生素 D 状态研究 ---------------------------------------- 仇丽茹,周建华 2775 
PU-2095 姐妹同患黏多糖贮积症 VI 型误诊分析 --------------------------------- 吴绿仙,包云光,楼文姬等 2775 
PU-2096 不同能量喂养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营养及临床的影响 -------------------- 韩玉,关文贺,王丽杰 2776 
PU-2097 新生儿危重症体外膜氧合治疗营养支持 5 例并文献复习 ---------------------- 钱甜,张蓉,曹云 2777 
PU-2098 孕期维生素 D 干预对新生儿维生素 D 营养水平的影响 ------------------ 刘科莹,潘建平,彭燕 2777 
PU-2099 西安市东部地区孕产妇维生素 A 水平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 刘科莹,何莉茹,陶雪峰等 2778 
PU-2100 中/长链脂肪乳对早产儿肝脏功能影响的分析 -------------------------------------------------- 于静 2779 
PU-2101 幽门后喂养技术在新生儿中的应用 ----------------------------------------------------- 张娟,李在玲 2779 
PU-2102 先心病营养案例报告 ----------------------------------------------------------------------- 丁浩,杨荣强 2780 
PU-2103 125 例早产儿早产原因及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分析 ------------------------------------------ 米弘瑛 2780 
PU-2104 过敏性紫癜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性分析 --------------------------------------------------- 米弘瑛 2780 
PU-2105 DGAT1 基因缺陷致难治性呕吐及低蛋白血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 罗优优,楼金玕,余金丹等 2781 
PU-2106 肉碱-酰基肉碱转位酶缺乏症导致两同胞婴儿期死亡 ---------------- 刘玉鹏,张宏文,常杏芝等 2781 
PU-2107 我院设立临床营养支持小组及管理流程探讨 ------------------------------------------------ 陈颢予 2782 
PU-2108 鼻空肠置管营养辅助治疗严重胃轻瘫一例 -------------------------------------- 张琳,赵煜,张书红 2782 
PU-2109 儿童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1 例病例报道 ----------------------------------------------- 戚伶俐 2782 
PU-2110 医院－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健康教育实践模式防治儿童肥胖 ------------------------------ 李萍 2783 
PU-2111 谷氨酰胺对 PICU 患儿体液免疫功能和营养状态的影响 ----------------------- 高凤姣,王丽杰 2783 
PU-2112 足月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EOS）对血脂及脂蛋白代谢水平的影响 
 观察 -------------------------------------------------------------------------------- 戴玉璇,包云光,丁斌等 2784 
PU-2113 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围手术期营养支持的研究 -------------------------------- 吴珍,缪红军,富智 2784 
PU-2114 婴儿迁延性慢性腹泻病与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过敏的相关性分析 --------------------- 林莉 2785 
PU-2115 IRE1α/XBP1 信号通路在 PNALD 肝细胞脂肪变中作用机制的初步研究 - 崔铭玲,朱雪萍 2785 
PU-2116 5 例小儿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营养支持治疗体会 -------------------------------------- 林小春,徐辉 2786 
PU-2117 以便秘为主要表现的牛奶蛋白过敏 1 例 -------------------------------------------------- 司徒爱明 2786 
PU-2118 不同剂量铁剂治疗儿童缺铁性贫血有效性观察 ----------------------------- 陈倩,程茜,钟元峰等 2787 
PU-2119 新形式下配奶间管理形式探讨 ------------------------------------------------------------------ 崔喜红 2787 
PU-2120 自制匀浆膳对脑瘫伴重度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支持 ----------------------------- 张宏伟,张书红 2787 
PU-2121 营养师在糖尿病患儿营养管理中的体会 ----------------------------------------- 侯玉玲,李殷,阎洁 2788 
PU-2122 归芍地黄丸序贯玉屏风颗粒对肾病综合征患儿 T 细胞亚群的 
 影响 ----------------------------------------------------------------------------- 钟小明,罗开源,廖红群等 2788 
PU-2123 川崎病与猝死 --------------------------------------------------------------------------------------- 王菊艳 2788 
PU-2124 血清维生素 D 浓度与过敏性紫癜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 范丽,刘衡,王予川等 2789 
PU-2125 过敏性紫癜患儿尿液脂氧素 A4、NF-κB 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 沈梦娇,应倩倩,李蕴言等 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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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6 儿童布氏杆菌病关节损害 8 例临床报告 ------------------------------- 王新宁,周志轩,闫育淳等 2790 
PU-2127 过敏性紫癜临床路径管理的变异原因分析 -------------------------------------------- 周芳,崔玉霞 2791 
PU-2128 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 杨雪,董湘玉,杨轶男 2791 
PU-2129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 胡筱霞,刘正娟 2792 
PU-2130 BMI 及细胞免疫功能对儿童反复肺炎的影响 ------------------------------------- 甘瑞霖,刘正娟 2792 
PU-2131 INCREASED ALLERGIC TENDENCY IN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 LANDRY MAKASI 2793 
PU-2132 INCREASED ALLERGIC TENDENCY IN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 LANDRY MAKASI,刘正娟 2794 
PU-2133 Distribution of circulating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 subsets is  
 altered in gastrointestinal-specific immunoglobulin A vasculitis  
 patients --------------------------------------------- Liu Deying,Wang Jinghua,Liu  Jinxiang etc. 2795 
PU-2134 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合并狼疮性肾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 王一冰 2796 
PU-2135 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过敏性紫癜的临床研究 ------------------------------------------------ 龚方彪 2796 
PU-2136 难治性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治疗进展 ----------------------------------------- 杜彦强,姜红 2796 
PU-2137 胶原诱导关节炎模型中髓系来源抑制细胞依靠 IL-1β促 Th17 细胞分化 -- 程苏云,曾华松 2797 
PU-2138 TLR2、TLR4 及 NF-κB 在儿童尘螨变应性鼻炎鼻粘膜中的表达及作用机制 李丰,曾华松 2797 
PU-2139 反复肺炎患儿血清 IL-17、IL-35、TGF-β水平的变化及意义 ----------------------------- 张婷 2798 
PU-2140 粪 sIgA 与肠屏障功能在不同类型 HSP 患儿中的变化及其意义 ------- 张丽芝,段江,赵波等 2798 
PU-2141 异功散加味对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细胞因子水平及免疫功能的影响甘沛旋,黄少玲,梁正等 2799 
PU-2142 医护多科联合护理 1 例神经精神系统性红斑狼疮伴严重精神障碍患儿个案的护理 
 经验 --------------------------------------------------------------------------------------------------- 徐彩虹 2799 
PU-2143 CD14 启动子-159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相关性研究 ---- 陈香元,曾华松 2800 
PU-2144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JAK/STAT signal pathway by miR-21 in the pathogenesis of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 Li Hongwei,Zeng Hua Song 2800 
PU-2145 180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水平及临床意义 ---------------- 任琪,曾华松 2801 
PU-2146 尘螨过敏儿童的 PAI-1 基因多态性分析 ----------------------------------------------- 李丰,曾华松 2801 
PU-2147 CD14 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尘螨过敏的相关性 ----------------------------------------- 李丰,曾华松 2802 
PU-2148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治疗策略-附 104 例病例分析 ------------------------ 唐盈,曾华松 2802 
PU-2149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一抗体融合蛋白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随机对照 
 研究 -------------------------------------------------------------------------------------------- 曾萍,曾华松 2803 
PU-2150 可溶性受体 CD163 在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的意义和临床 
 分析 ----------------------------------------------------------------------------------------- 崔咏望,曾华松 2803 
PU-2151 儿童原发免疫缺陷病 110 例临床特点及基因诊断 ------------------------------- 陈香元,曾华松 2804 
PU-2152 4 种自身抗体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 曾萍,曾华松 2804 
PU-2153 血清 TNF-α与经典炎症指标在川崎病（KD）患儿丙球敏感性及冠脉病变的对比 
 研究 -------------------------------------------------------------------------------------------- 姜广梅,胡鹏 2805 
PU-2154 TNF-α与经典炎症指标预测川崎病丙球治疗敏感性及冠脉损害的对比研究 ----------- 胡鹏 2805 
PU-2155 负性协同刺激分子在手足口病外周血 T 细胞、NK 细胞上表达研究 ----------- 林威,农光民 2805 
PU-2156 RNAi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细胞抑凋亡基因中的研究 ----------------------- 陈小英, 傅颖媛 2806 
PU-2157 乙型肝炎病毒整合的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 卢娟,柯江维 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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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58 Values of 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chronic cough ----------------------------------------- Hao Chuangli,Jiang Wujun,Wang Yuqing 2807 
PU-2159 以泌尿道感染为首发症状的婴儿不完全性川崎病 ------------------------------------------ 侯俏珍 2808 
PU-2160 SLE 同时合并急性胰腺炎及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 文旖旎,陈晶,唐红霞等 2808 
PU-2161 托珠单抗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 苗雪艳,彭韶 2808 
PU-2162 兄弟共患湿疹-血小板减少免疫功能低下综合征（WAS）一例并文献 
 复习 -------------------------------------------------------------------------------------- 荆锐,孙凯,董孟等 2809 
PU-2163 Smurf1 represses TNF-a production through ubiquitination and destabilization of  
 USP5 -------------------------------------------------------------------------------------- Qian Guanghui 2809 
PU-2164 dsDNA 感受器 AIM2 对 HCMV 基因转录的影响 -------------------------- 黄媛,方峰,舒赛男等 2810 
PU-2165 HCMV 被膜蛋白 pUL83 同人源 AIM2 蛋白的相互作用 ------------------ 黄媛,方峰,舒赛男等 2810 
PU-2166 HCMV 诱导的炎性体活化依赖 dsDNA 感受器 AIM2 --------------------- 黄媛,方峰,舒赛男等 2811 
PU-2167 RAS 相关性自身免疫淋巴增殖性疾病 2 例并文献复习 --------------- 何庭艳,夏宇,梁芳芳等 2812 
PU-2168 周期性发热-阿弗它口炎-咽炎-淋巴结炎 9 例临床表型及基因特点 
 分析 -------------------------------------------------------------------------------- 杨芝,何庭艳,李成荣等 2812 
PU-2169 淋巴细胞增生相关性免疫缺陷病 10 例临床表型及基因诊断分析 --- 何庭艳,夏宇,齐中香等 2813 
PU-2170 Netherton 综合征 1 例临床特征与分子免疫学研究 ----------------- 何庭艳,黄惠君,李成荣等 2813 
PU-2171 SOPH 综合征伴原发性免疫缺陷及重度贫血 1 例并文献复习 ------------- 何庭艳,张楠,杨军 2814 
PU-2172 中国首例 X-连锁镁离子通道缺陷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1 例并文献复习何庭艳,夏宇,齐中香等 2814 
PU-2173 川崎病 B 细胞 IL-10 表达 microRNA 调控机制研究 -------------------------- 罗颖,杨军,李成荣 2815 
PU-2174 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 1 例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 梁芳芳,彭程,何庭艳等 2816 
PU-2175 ADA 基因缺陷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伴播散性卡介苗病 1 例并文献 
 复习 ----------------------------------------------------------------------------------- 郭建群,何庭艳,杨军 2816 
PU-2176 NLRP12 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梁芳芳,黄艳艳,罗贤泽等 2817 
PU-2177 Abnormal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of Foxp3 in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 Xia Yu,Yang Jun,Li Chengrong 2817 
PU-2178 A MKD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Wang Yuhong,Yang Jun,Li Chengrong 2818 
PU-2179 A RNASEH2B site mutation responsible for Aicardi–Goutieres syndrome with chronic  
 kidney injury in China ---------------------------------------------- 何 庭艳,Xia Yu,Yang Jun etc. 2820 
PU-2180 幼年型皮肌炎合并胰腺炎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李国民,张涛,刘海梅等 2821 
PU-2181 大剂量静脉丙种球蛋白上调早产儿 Treg 细胞表达与免疫耐受 ------------------ 刘玭,赵东赤 2821 
PU-2182 VitD 对过敏性紫癜患儿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等 2822 
PU-2183 IVIG 调节 NKG2D 改善川崎病患儿 NK 细胞的活性 -------------- 邹敏书, 徐洪涛,张么成等 2822 
PU-2184 VitD 抑制 Ca-CaN 通路调节系统性红斑狼疮 Tfh 细胞的活化 ----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等 2823 
PU-2185 川崎病患儿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的临床观察 ----------------- 邹敏书, 徐洪涛, 尹太勇等 2823 
PU-2186 Impact of VitD on expression of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zou minshu,Song Qiuju ,Li  Lin etc. 2824 
PU-2187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in Peyer's Patches induce IgA-secreting B lymphocyte  
 differentiation into plasmablast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gA  
 nephropathy -------------------------------------------------- zou minshu,Song Qiuju,Li  Lin etc. 2824 
PU-2188 VitD 抑制 SLE 鼠 Tfh 细胞相关因子及自身抗体的生成 ------------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等 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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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9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 4 周幼龄小鼠的急性肾损伤的治疗作用及分子 
 机制 -------------------------------------------------------------------------------- 贾立山,李晓忠,朱赟等 2825 
PU-2190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 孙钰,姜红 2826 
PU-2191 慢性肉芽肿病伴室间隔缺损 1 例 ---------------------------------------------- 何婷,卢慧玲,张新艳 2826 
PU-2192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与其他亚型实验室指标的比较 --------------------------------- 郭医妍 2827 
PU-2193 激活 PI3K-δ综合征合并关节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 唐红霞 2828 
PU-2194 不同年龄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 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分析 ------------- 刘愉,姜洪波,黄艳智等 2828 
PU-2195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早期识别的临床研究 --------------------------------------------------- 李小琳 2829 
PU-2196 Exploration of immune function in acute phase of Henoch-Schönleinpurpura, Kawasaki  
 disease and pneumonia ---------------------------------------------------------------------------- 丁艳 2829 
PU-2197 非综合性重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陈均亚 2830 
PU-2198 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4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 杜彦强,张乾忠,姜红 2830 
PU-2199 以 CAEBV 起病的 JAK3 基因突变致免疫缺陷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钟林庆,王薇,马明圣等 2831 
PU-2200 儿童哮喘 AIT 控制治疗过程气道高反应性的观察研究 ------------------------- 李孟荣,郑圣坤 2831 
PU-2201 儿童家族性地中海热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王新宁,李建国,周志轩等 2832 
PU-2202 31 例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经验 --------------------- 文旻,刘丹如,孙金峤等 2832 
PU-2203 Expression of HMGB1 and its related moleculars in children with henoch-schoenlein  
 purpura ---------------------------------------------------------------- Wang Fengying,Li Xiaozhong 2833 
PU-2204 过敏性紫癜儿童食物特异性 IgA 抗体的临床研究 -------------------- 王凤英,冯雅君,陈如月等 2834 
PU-2205 Combined Mutations of CYBB and NCF1 Genes in a Boy with 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 Zhao Yongli,Liu Zhengjuan,Sun Yuchan 2834 
PU-2206 儿童狼疮肠系膜血管炎 1 例临床特点及文献复习 ------------------- 李建国,周志轩,李胜男等 2836 
PU-2207 槐杞黄颗粒治疗 EB 病毒感染患儿的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的研究 -------------- 牛萍,姚宝珍 2837 
PU-2208 慢性肉芽肿病 1 家系 CYBB 基因突变分析及产前诊断 ------------------- 彭方,贺湘玲,邹润英 2837 
PU-2209 甘露糖受体调节过敏性炎症反应的新机制 --通过 miR-511-3p 调节巨噬细胞极化 周玉峰 2837 
PU-2210 26 例初发幼年皮肌炎肌无力相关护理体会 ------------------------------------------------- 马历楠 2838 
PU-2211 误诊为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1 例-疑难病例讨论   --------------------------- 何庭艳,杨军 2838 
PU-2212 托珠单抗治疗难治性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25 例 --------------- 张雅媛,钱小青,樊志丹等 2839 
PU-2213 ZAP70 缺陷导致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 1 例 ------------------------------------------------- 贺建新 2840 
PU-2214 长春市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 孙利伟,黄艳智,赵艳玲等 2840 
PU-2215 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瘤危险因素分析 -------------------------------------------------- 刘小惠,邹峥 2841 
PU-2216 Analysis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17 Patients with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 Complicating Systemic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 guo li,Lu Meiping,Zou Lixia etc. 2841 
PU-2217 预测托珠单抗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6 月内复发的生物标记物 
 研究 -------------------------------------------------------------------------------- 滕丽萍,卢美萍,郭莉等 2842 
PU-2218 X 连锁慢性肉芽肿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彭宇,邹峥 2842 
PU-2219 IL-6/STAT3、IL-2/STAT5 信号通路在儿童过敏性紫癜 Th17/Treg 细胞失衡中的 
 作用 -------------------------------------------------------------------------------------- 王强,郑佳,曹玫等 2843 
PU-2220 Effects of p300/CBP on the histone acetylation of Foxp3 gene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Wang Guobing,Mei Jiehua,Wang Qin etc. 284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60 
 

PU-2221 Effects of SMYD3 and MLL5 on histone methylation of Foxp3 gene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Wang Guobing,Mei Jiehua,Wang Qin etc. 2844 
PU-2222 一种新型可分化成软骨细胞的种子细胞 pBMSCs ---------------------- 许云云,李芳,梁含思等 2845 
PU-2223 黄芪颗粒对儿童感染性过敏性紫癜的治疗作用 ----------------------- 张黎雯,任明星,薛国昌等 2846 
PU-2224 cryopyrin 相关周期性发热综合征 1 例报告 ------------------------------------------------- 蒋丽君 2846 
PU-2225 周期性发热一例并文献复习 ----------------------------------------------------------- 钮小玲,黄文彦 2847 
PU-2226 托珠单抗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5 例分析 ------------------------------- 吴天慧,李志辉,寻劢等 2847 
PU-2227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12 例临床 
 分析 -------------------------------------------------------------------------------- 吴天慧,李志辉,寻劢等 2848 
PU-2228 牛奶蛋白过敏的诊断 -------------------------------------------------------------------- 王芳敏,张维溪 2848 
PU-2229 血清 MMP-9、ANCA 及 TNF-α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和临床意义 - 姚丽萍,刘冲,吴镇宇 2849 
PU-2230 专性厌氧沙门氏菌 YB1 对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 ------------------------ 宁铂涛,于斌,黄健东等 2849 
PU-2231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王林莉,关凤军 2850 
PU-2232 19 例不明原因血小板减少症新生儿高通量测序分析 ------------------ 孙碧君,周文浩,孙金峤 2850 
PU-2233 PICU 内川崎病的临床特点 ------------------------------------------------------------ 陈丽妮,乔莉娜 2850 
PU-2234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李青梅,王丽丽,刘妍秀等 2851 
PU-2235 Wiskott-Aldrich 蛋白、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与过敏性紫癜相关性研究 ------------------ 陈程 2851 
PU-2236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与 Th17 细胞在川崎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 段炤,邹峥 2852 
PU-2237 中文版风湿病患儿生活质量量表译制及应用情况初探 ----------------------------- 冯烨,唐雪梅 2852 
PU-2238 呼吸道合胞病毒对树突状细胞及下游 T 细胞免疫应答的影响 ---------------------- 叶丽,王峥 2853 
PU-2239 EPEC 粘附素 IntiminC280 抗血清制备及其中和能力探讨 ----------------- 康迁,皮光环,杨健 2853 
PU-2240 MSN 基因突变致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惠晓莹,王文婕,孙金峤等 2854 
PU-2241 川崎病患儿治疗前后外周血单核细胞 P22phox 表达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邓斌,黄宇,赵凌等2854 
PU-2242 报道 1 例“椎体软骨发育不良伴免疫调节异常” ------------------------- 钟林庆,王薇,王琳等 2855 
PU-2243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不同亚型免疫功能特征及临床意义 ----------------- 陶琳琳,朱晓萍,周娟等 2856 
PU-2244 川崎病患儿凝血指标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研究 ----------------------------- 刘丽莎,李喆倩,韩勍等 2856 
PU-2245 丙种球蛋白输注对川崎病患儿外周血 CD4+CD25+调节 T 细胞与淋巴细胞亚群分布的 
 影响及临床意义 ----------------------------------------------------------------------------- 吴梦,张淑平 2857 
PU-2246 抗核抗体在儿童过敏性紫癜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 邵惠江,季正华,朱宏等 2857 
PU-2247 平均血小板体积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 与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的 
 相关性 -------------------------------------------------------------------------------------------- 尹晶,胡坚 2858 
PU-2248  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川崎病初诊高危风险分析 ------------------------ 凌加云,胡秀芬,温宇等 2858 
PU-2249 TNF-α、IL-6、IL-17 及 Galectin-3 在川崎病急性期患儿血清中表达的研究江彦秋,黄先玫 2859 
PU-2250 A case report of primary antibody deficiency in a Chinese patient  
 with mutation in IKZF1 gene and literature  
 review ------------------------------------------------ chen qiuyu,Wang Wenjie,Ying Wenjing etc. 2859 
PU-2251 4 例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免疫表型分析及文献复习 ----------- 孙碧君,孙金峤,王文婕等 2860 
PU-2252 经胎盘母体细胞植入 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 2 例报道 ---------- 王文婕,孙金峤,侯佳等 2861 
PU-2253 儿童 Swachman-Diamond 综合征 2 例并文献复习 ------------------- 孟新,王文婕,孙金峤等 2861 
PU-2254 智能设备对 API 阳性喘息患儿 ICS 治疗依从性及疗效的影响 ------- 卢燕鸣,周渊,李亚琴等 2862 
PU-2255 PFAPA 综合征合并 IgA 肾病 1 例 ------------------------------------------ 杨达胜,邢燕,毕凌云等 2862 
PU-2256 新生儿狼疮综合征 1 例报道 ------------------------------------------------- 邵莉,张锐锋,朱冰冰等 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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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7 病例报告：进展性严重间质性肺炎的幼年皮肌炎 1 例 ------------------- 张子博,李维超,胡坚 2864 
PU-2258 儿童过敏性紫癜血清 25（OH）D 水平与 T 淋巴细胞亚群相关性研究 ------------------ 杨洁 2864 
PU-2259 水痘患者外周血 DNT 细胞的变化及其意义 ---------------------------------------------------- 李甜 2865 
PU-2260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活动期铜蓝蛋白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研究 ----- 张新艳,杨婷婷,何婷等 2865 
PU-2261 LMNA 基因相关肌营养不良被误诊为多发性肌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 李赫,胡坚,尹晶 2866 
PU-2262 无反应性川崎病预测指标的探索 -------------------------------------------- 郑荣秀,王晓晓,周宇辉 2866 
PU-2263 和肽素与细胞因子在川崎病冠脉病变中的相关性研究 ----------------------------- 严晓华,马娟 2867 
PU-2264 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川崎病疗效的 Meta 分析 -------------------------------- 吴祖波,彭华,刘亚黎 2867 
PU-2265 儿童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 周扬,李小青,张翠等 2868 
PU-2266 儿童 ICF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胡思翠,孙清,王一冰等 2868 
PU-2267 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6 在变应原诱发的肾病综合征反复中的作用 ---- 白海涛,陈丽香 2869 
PU-2268 不同剂量甲泼尼龙联合抑酸剂在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中的疗效与安全性 
 评价 -------------------------------------------------------------------------------------- 马立燕,陆彪,刘冰 2870 
PU-2269 一例 Filaggrin 基因突变患儿的免疫学机制研究 ---------------------------------- 陈学梅,赵晓东 2870 
PU-2270 一例女性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患儿报道 ------------------------------------------- 王诗语,蒋利萍 2871 
PU-2271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血清 ANA 异常及临床意义 ------------------------------------- 肖继红 2871 
PU-2272 24 例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临床特征和感染情况分析 ------------------ 康闽,吴凤岐,周志轩等 2871 
PU-2273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合并血尿、蛋白尿 1 例报道 ------------------------------- 朱迪,罗钢 2872 
PU-2274 温州地区 41 例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临床分析及 7 年随访 杨康康,叶晓华,上官瑶瑶等 2872 
PU-2275 托珠单抗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临床分析 ----------------- 郑雯洁,叶晓华,陈敏广等 2873 
PU-2276 儿童狼疮性肾炎临床与病理分析 -------------------------------------------------------- 郭洁,封其华 2873 
PU-2277 以巨脾为首发症状的儿童 Felty 综合征 1 例病例分析 ----------------- 郑皖亓,刘正娟,赵永利 2874 
PU-2278 155 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临床分析 ----------------------------------------------------- 袁园,封其华 2875 
PU-2279 98 例儿童紫癜性肾炎的临床表现与肾脏病理分析 ------------------------------ 王倩汇,封其华 2876 
PU-2280 PICU 危重症患者免疫变化研究 ------------------------------------------------------ 幸春林,陆国平 2876 
PU-2281 西南地区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102 例临床分析 ---------------------------- 罗冲,张宇,王雅婷等 2877 
PU-2282 X-连锁高 IgM 综合征合并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 1 例 CD40L 基因突变研究李东军,李强 2877 
PU-2283 过敏性紫癜 28 例临床分析 ---------------------------------------------------------------------- 王家松 2878 
PU-2284 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 1 例 IL-2RG 基因突变研究 ----------------------------- 李东军,李强 2878 
PU-2285 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难治性结缔组织病血液系统损害的疗效观察 --------------------- 马继军 2879 
PU-2286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分子诊断 -------------------------------------------- 毛华伟,刘陈菁,梁伟玲等 2879 
PU-2287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1 例报告 ----------------------------- 董燕青 2880 
PU-2288 过敏性紫癜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 殷晓荣,陈燕惠,Karashani MJ 2880 
PU-2289 儿童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并多发动静脉血栓形成 1 例并文献 
 复习 -------------------------------------------------------------------------------- 王勇,林明星,林晓霞等 2881 
PU-2290 NFκB2 (p52) regulates RhoGDIβ mRNA stability by inhibiting AUF1 protein degradation 
 in a miR-145/Sp1/USP8-dependent axis ----------------------------------------------- Xu Jiawei 2881 
PU-2291 301 例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血脂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 袁娇,李彩凤 2882 
PU-2292 慢性婴儿神经皮肤关节综合征一例 -------------------------------------- 杨文旭,李彩凤,韩彤昕等 2883 
PU-2293 NLRPl2 自身炎症性疾病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檀晓华,李彩凤,韩彤昕等 2883 
PU-2294 STING 相关的婴儿期发病血管炎一例 ------------------------------------- 李超,李彩凤,韩彤昕等 2884 
PU-2295 从全身型幼年性特发性关节炎发病机制浅谈其临床特征及治疗进展 -------- 谢洁琪,李彩凤 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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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96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外周血 lncRNA 表达谱研究 -------------------------------- 李士朋,李彩凤 2885 
PU-2297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合并 MAS 早期预警指标研究 --------- 李世杰,李彩凤,檀晓华 2885 
PU-2298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淋巴细胞亚群的动态变化 ----------------- 张林桃,杨善浦,周艳等 2886 
PU-2299 托珠单抗治疗 SOJIA 的免疫学作用及临床疗效的研究 --------------------------- 张林,李彩凤 2887 
PU-2300 药物治疗对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血脂的影响 ----------------------------------------- 袁娇,李彩凤 2887 
PU-2301 One case of IPEX: IBD-like symptom without endocrine  
 abnormality ------------------------------------------------------------------------- Lin Kai,Ting Zhang 2888 
PU-2302 MDSC 和 TAM 在乳腺肿瘤免疫逃逸和血管生成中的作用及 
 机制 ----------------------------------------------------------------------------- 陈晓岚,房兆续,文成文等 2888 
PU-2303 病历报告：间质性肺损伤早发起病的幼年皮肌炎 1 例 ---------------------- 张子博,李赫,胡坚 2889 
PU-2304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初始患者合并心脏受累情况分析 -------------------- 蒋瑞军,李彩凤,张俊梅 2889 
PU-2305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类风湿因子并抗环瓜氨酸酶抗体升高伴肺间质病变 4 例临床 
 分析 ----------------------------------------------------------------------------------------- 刘炫邑,李彩凤 2890 
PU-2306 探析普罗帕酮治疗小儿川畸病合并心律失常患儿的临床效果及用药安全性 -------- 李志祥 2891 
PU-2307 儿童 IgG4 相关性疾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 代艳,温志红,莫祥兰等 2891 
PU-2308 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小肠切除术后护理 ------------------------------------------------ 陈小莉 2892 
PU-2309 儿童川崎病冠状动脉 70 例临床分析 --------------------------------------------------- 翟春桃,王丽 2892 
PU-2310 新生儿 X-连锁慢性肉芽肿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程秋婷,赵冬梅 2892 
PU-2311 Involvement of P2X7 receptor signaling on regul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17 cells  
 and type II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 in mice ----------------------------------------- fan zhidan 2893 
PU-2312 儿童过敏性紫癜合并补体下降及 ASO 升高的临床分析和 7 年 
 随访 ----------------------------------------------------------------------------- 叶晓华,郑雯洁,杨康康等 2893 
PU-2313 白介素-6 受体拮抗剂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1 例 --------------- 董国凤,张乾忠,何莉 2894 
PU-2314 92 例川崎病临床分析 ---------------------------------------------------------------------------- 杨晓青 2894 
PU-2315 SGK1 调节 Th17 细胞分化在紫癜性肾炎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 吴守振,张晓燕,段明玥等 2895 
PU-2316 足三里穴位注射卡介菌多糖核酸注射液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临床疗效分析 ----- 梁正 2896 
PU-2317 全身 MRI 在幼年皮肌炎的应用价值 ---------------------------------------- 马明圣,宋红梅,王红等 2896 
PU-2318 IgE 介导食物过敏和婴幼儿特应性皮炎相关性研究 --------------------------------------- 张存雪 2896 
PU-2319 川崎病 55 例临床分析 ------------------------------------------------------------------ 刘永林,马军峰 2897 
PU-2320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以神经症状为首发的烟酸缺乏症 1 例 ---------------------- 康天,王新良 2897 
PU-2321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家族性地中海热一例 ----------------------------------- 徐艺文,李冀,宋红梅 2898 
PU-2322 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 V 型一例并文献复习 ------------------------- 贾月萍,张乐萍 2898 
PU-2323 川崎病合并低白蛋白血症 2 例及文献复习 -------------------------------------------------- 杨晓青 2899 
PU-2324 儿童过敏性紫癜的饮食控制及护理干预 --------------------------------------------------------- 刘凌 2899 
PU-2325 人类巨细胞病毒临床低传代病毒株 D2 的 UL140 基因 B 细胞抗原表位的生物信息学 
 特征 --------------------------------------------------------------------------- 晏翠芳,郭梦杰, 伍苑宾等 2900 
PU-2326 NK 细胞在改善亚急性衰老大鼠模型功能中的作用机制 --------------------------- 兰静,鞠秀丽 2900 
PU-2327 B 型钠尿肽(BNP)，CRP 在重型颅脑损伤继发 ALI/ARDS 中预测价值 ------ 吴星,杨中文 2901 
PU-2328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初发症状临床分析 25 例 ------------------------ 赖辉红,林丽敏,林广裕等 2901 
PU-2329 DNA 免疫吸附与血浆置换治疗儿童重型狼疮的疗效比较 ------------------------------- 郭妍南 2902 
PU-2330 川崎病的再认识 ----------------------------------------------------------------------- 李函,徐南,乔立兴 2902 
PU-2331 小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32 例临床分析 ------------------------------ 王艳红,孟颖,毛丽红 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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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32 误诊为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的新生儿戊二酸尿症Ⅱ型二例 ----------- 周建芹,刘芳,贾志义 2903 
PU-2333 一例中国青少年的成人型糖尿病 （MODY 2）家系研究 ------------- 王丽红,樊海珍,宋文惠 2904 
PU-2334 儿童及青少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8 例临床分析 --------------------------- 倪树芳,吴璇,刘晓梅 2904 
PU-2335 儿童 Hutchinson-Gilford 早老症 1 例报告 ----------------------------------- 杨文利,闫洁,桑艳梅 2904 
PU-2336 胰岛素受体基因 Glu124Lys 突变致 Donohue syndrome 综合征 1 例杨文利,闫洁,桑艳梅 2905 
PU-2337 儿童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横纹肌溶解症 1 例报道 ------------------ 石凯丽,杜东海,杜丽君等 2905 
PU-2338 PAX4 R192S、R192H 多态性与儿童青少年单纯性肥胖的研究 ------- 孔元梅,王春林,梁黎 2906 
PU-2339 肾小球高滤过、尿 NAG/Ccr 对 1 型糖尿病早期肾脏损害评估的临床 
 意义 -------------------------------------------------------------------------------- 孙辉,陈临琪,吴海瑛等 2907 
PU-2340 Schuurs-Hoeijmakers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陈临琪,王晓艳,孙辉等 2907 
PU-2341 A novel large deletion of SLC12A3 gene in two Chinese siblings with 
 Gitelman syndrome first manifesting as short stature and brief literature  
 review -------------------------------------------------- Xie Rongrong,Chen Linqi,Wu Haiying etc. 2908 
PU-2342 Clinical and structural impact of mutations affecting the PLS3 gene in patients with  
 BMND18 ----------------------------------------------- Chen Ting,Wu Haiying,Xie Rongrong etc. 2908 
PU-2343 拟诊肢带型肌营养不良症一家系临床表型及基因诊断分析 ----------------- 王楠,王予川,黄栋 2909 
PU-2344 二甲双胍治疗儿童单纯性肥胖相关胰岛素抵抗的疗效观察 ----------------------- 王惠,刘正娟 2910 
PU-2345 一例 1(q12q21)重复导致多发畸形的临床表型和遗传学分析 -------- 朱建芳,陈永花,梁黎等 2910 
PU-2346 以甘油尿为线索确诊果糖-1，6-二磷酸酶缺乏症患儿 1 例 -------------- 陈志红,寇睿,张颖等 2911 
PU-2347 以肾上腺功能减退为主要表现的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一家系报告 -------- 陈志红,杨洪秀 2912 
PU-2348 一例新发 Xq22 缺失致发育迟缓的病例报告 ----------------------------- 何云娟,王瑜,曾庆文等 2912 
PU-2349 抗 CD20 单克隆抗体联合 IL-10 基因治疗对发病早期非肥胖型糖尿病小鼠肝脏 
 Sox9、Ngn3、Hes1 表达的影响 ------------------------------------------------------- 宋海晓,李堂 2913 
PU-2350 强化心理护理对中枢性性早熟患儿的影响 ------------------------------------------------------ 吴婧 2914 
PU-2351 Turner 综合征患儿额外小标记染色体的来源及形态特点 ------------------- 刘楠,佟彤,陈悦等 2914 
PU-2352 11 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临床分析 ---------------------------------------------- 黄晓丽,蓝丹 2915 
PU-2353 家庭对儿童肥胖干预措施:meta 分析 ----------------------------------------------- 张美真,肖延风 2915 
PU-2354 糖尿病儿童并发低血糖的评估与处理 ------------------------------------------------------------ 陈春 2916 
PU-2355 特纳综合征合并桥本氏甲状腺病 1 例 ---------------------------------------------------- 帅霞,杨玉 2916 
PU-2356 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大鼠胰岛细胞损伤机制研究 ----------------------------------- 王思思,肖延风 2917 
PU-2357 人软骨细胞 SEDT 模型转录组测序的研究 ---------------------------------------------- 冉情,熊丰 2917 
PU-2358 2 例 X-连锁低血磷性佝偻病患者 PHEX 基因新发突变的研究 ---------------------- 冉情,熊丰 2918 
PU-2359 延伸护理服务对糖尿病患儿生活质量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 张俊杰 2918 
PU-2360 7 例儿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基因诊断与临床特征分析 -------------- 孔书美,罗建明 2919 
PU-2361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21-羟化酶缺陷 35 例临床分析 ------------------------ 廖海霞,蓝丹 2919 
PU-2362 1 例因轻度甲基丙二酸尿症被发现的婴儿脑肌病型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及其 SUCLG1 
 基因新突变 -------------------------------------------------------------------- 陆相朋,李东晓,段凤阳等 2920 
PU-2363 一例因发育落后就诊的全羧化酶合成酶缺乏症患儿的临床经过及其 HCS 基因 
 突变 ----------------------------------------------------------------------------- 卢婷婷,陆相朋,李东晓等 2921 
PU-2364 一例因“脑性瘫痪”被发现的 Sjögren-Larsson 综合征 -------------- 郑宏,卢婷婷,段凤阳等 2921 
PU-2365 维生素 D 与儿童相关疾病研究进展 ------------------------------------------------ 钟龙青, 柯江维 2922 
PU-2366 AVPR2 基因半合子突变致 X 连锁遗传肾性尿崩症 1 例家系报道 ----------- 杜彩琪,罗小平 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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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7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合并中枢性性早熟一例 ----------------------------------- 惠秦,王云峰 2922 
PU-2368 儿童青少年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的身高矫正值的建立 ------------------------------- 罗娟,熊丰 2923 
PU-2369 儿童青少年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的身高矫正值的建立 ------------------------------- 罗娟,熊丰 2923 
PU-2370 c.2069A≥G 基因突变致 X-低磷抗 D 性佝偻病临床特征并文献复习 ------- 张立琴,李恬恬 2924 
PU-237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ocious puberty and children's  lifestyle and family  
 factors ------------------------------------------------------------------------- Shi Changchun,XU Jing 2924 
PU-2372 c.2069A≥G 基因突变致 X-低磷抗 D 性佝偻病临床特征并文献复习 ------- 张立琴,李恬恬 2925 
PU-2373 X-连锁低血磷性抗维生素 D 佝偻病基因突变研究进展 ------------------------- 张立琴,李恬恬 2925 
PU-2374 Costello 综合征 2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江转南,张丽娜,侯乐乐等 2926 
PU-2375 STAT3 在糖尿病肾病足细胞炎症损伤中的作用及调控机制研究 ------- 黄慧,杨玉,段君凯等 2926 
PU-2376 一例生长发育迟缓合并多发畸形 17q12 微缺失综合征临床及遗传学 
 分析 -------------------------------------------------------------------------------------- 杨玉,黄慧,周斌等 2927 
PU-2377 河南地区 21-羟化酶缺乏症患儿 CYP21A2 基因突变谱分析 ------ 杨海花,王会贞,陈永兴等 2927 
PU-2378 家族性男性性早熟一家系 LHCGR 基因突变分析 ----------------------- 杨海花,陈永兴,卫海燕 2927 
PU-2379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一例及文献回顾 ---------------------------------------------------- 王蕾 2928 
PU-2380 新发 1 型糖尿病学龄前期儿童胰岛素泵基础率设置探讨 ---------------- 陈琼,陈永兴,卫海燕 2928 
PU-2381 2 例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临床特点及分子遗传学研究 -------- 陈琼,陈永兴,卫海燕 2929 
PU-2382 戊二酸尿症 II 型患者临床特点及遗传学分析 ------------------------------------- 程衍杨,徐之良 2929 
PU-2383 婴儿恶性石骨症的临床护理 --------------------------------------------------------------------- 洪瀚丹 2929 
PU-2384 婴儿期以低血糖起病的垂体柄阻断综合征 2 例临床分析 与文献复习 ------ 沈凌花,卫海燕 2930 
PU-2385 目标序列捕获二代测序技术在常见遗传代谢病基因诊断中的应用 ----- 谢波波,范歆,阳奇等 2930 
PU-2386 4 万例新生儿串联质谱遗传代谢病筛查结果分析 ----------------------- 唐诚芳,贾雪芳,李蓓等 2931 
PU-2387 Prader-Willi 综合征 16 例临床诊治分析 ---------------------------------- 孟哲,梁立阳,张丽娜等 2931 
PU-2388 临床与生化检测及超声检查在鉴别性早熟与乳房早发育中的应用 ----------------- 张婧,张晓 2932 
PU-2389 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 2 型 4 例临床及基因检测结果分析 ----------------------- 张英娴 2932 
PU-2390 1 例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临床特点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 陈晓,张融,王琼瑾 2933 
PU-2391 表现为身材高大低血糖的 Sotos 综合征 1 例报道 ---------------------- 章淼滢,裴舟,李晓静等 2933 
PU-2392 一种 SMN1 基因多态性与 SMA“2+0”型 携带者相关性分析 ----- 孟英韬,舒剑波,张桦等 2934 
PU-2393 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诊断 Floating-Harbor syndrome 一例 ---------- 张淑杰,王锦,覃海松等 2934 
PU-2394 Two novel mutations of ACAD8 identified in Chinese newborns with isobutyryl-CoA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 Lin Yiming,Fu Qingliu 2935 
PU-2395 甲硫氨酸腺苷转移酶 I/III 缺陷导致高甲硫氨酸血症 1 例及文献复习 -- 杨威,陈琼,沈凌花等 2935 
PU-2396 全外显子测序分析诊断维生素 D 依赖性佝偻病一例 ---------------------- 许珊珊,连群,李伶俐 2936 
PU-2397 糖原累积症 IXa 型突发心跳骤停一例病例报道 ----------------------------- 唐芳,程昕然,鄢力等 2936 
PU-2398 儿童甲状腺大小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 马淑贞,张会丰 2937 
PU-2399 儿童甲状腺大小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 马淑贞,张会丰 2938 
PU-2400 2 种胰岛素注射方式（胰岛素泵和多次胰岛素皮下注射）治疗儿童 1 型糖尿病的疗效和 
 安全性对比研究 -------------------------------------------------------------------- 鄢力,杨凡,程昕然等 2938 
PU-2401 新生儿期诊断枫糖尿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张旭辉,赵莉,杨英伟 2939 
PU-2402 以性早熟为主要表现的 NROB1 基因新发突变 1 例机制探讨 ----------------- 王会贞,卫海燕 2940 
PU-2403 3-5 岁儿童厌食原因分析 ----------------------------------------------------- 李中会,程昕然,鄢力等 2940 
PU-2404 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诊断线粒体 DNA 缺失综合征一例 ------------------ 覃再隆,王锦,阳奇等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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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05 一例 17-α羟化酶缺陷症患者临床和 CYP17A 1 基因突变分析 -------------- 刘华卫,许瑞英 2941 
PU-2406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 型所致婴儿脑积水 1 例及其 MTHFR 基因新突变 
 分析 ----------------------------------------------------------------------------------- 叶伟,李东晓,金颖等 2941 
PU-2407 以矮小症为首发的出生巨大儿临床研究 ------------------------------------------------------ 付东霞 2942 
PU-2408 促性腺激素及盆腔超声在中枢性性早熟女童诊断中的价值 -------- 王昭冉,刘戈力,杨箐岩等 2942 
PU-2409 21 羟化酶缺乏症兄弟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效果 ---------------------------------------------- 付东霞 2943 
PU-2410 1 例小婴儿期起病的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 ----------------- 李诚,乔凌燕,葛娟等 2943 
PU-2411 MODY 一例家系基因报道 ---------------------------------------------------- 陆飞宇,范瑞,李小平等 2943 
PU-2412 一例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 范瑞,陆飞宇,李小平等 2944 
PU-2413 新生儿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2 例报告 ---------------------------------------- 乔凌燕,李诚,胡聪慧等 2945 
PU-2414 一例 3β-羟类固醇脱氢酶基因突变家系临床特征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 余丽蓉,杨玉,杨利 2945 
PU-2415 2 例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的临床特点及基因分析 -------------------- 范瑞,李小平,陆飞宇等 2946 
PU-2416 戊二酸血症 I 型患者 GCDH 基因突变研究 ---------------------------------------- 林壹明,傅清流 2947 
PU-2417 172 例矮身材儿童病因分析 --------------------------------------------------------------------- 杨绿绿 2947 
PU-2418 儿童初发 1 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影响因素分析 ------------------------- 付丽娜,侯凌,刘铜林等 2947 
PU-2419 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尼曼-匹克病 B 型 – 共患两种罕见遗传病 
 一例 -------------------------------------------------------------------------------- 关函洲,李东晓,董慧等 2948 
PU-2420 350 例身材矮小女童染色体核型分析 ------------------------------------------------------------ 王侃 2948 
PU-2421 女童阴蒂肥大 3 例病因探讨 ---------------------------------------------------- 穆青,姜丽红,刘戈力 2949 
PU-2422 颅骨锁骨发育不全一家系 RUNX2 基因突变分析 -------------------------------- 李明珠,董国庆 2949 
PU-2423 骨形成标志物与 ICCP 女童雌激素受体β基因 AluI、RasI 多态性的 
 关系 -------------------------------------------------------------------------------- 李明珠,董国庆,刘佩佩 2950 
PU-2424 ICCP 女童雌激素受体β基因 AluI、RasI 多态性 与体格指标及性腺轴的 
 关系 -------------------------------------------------------------------------------- 李明珠,董国庆,刘佩佩 2950 
PU-2425 GnRHa 治疗对 ICPP 女童血 NTproCNP、OC、BAP 和 IGF-1 的 
 影响 -------------------------------------------------------------------------------- 李坚旭,董国庆,李明珠 2951 
PU-2426 INSR 基因突变所致 A 型胰岛素抵抗综合征的临床及分子遗传学 
 研究 -------------------------------------------------------------------------------- 孙曼青,王伟,陆文丽等 2951 
PU-2427 川崎病患儿抵抗素基因-420 位点基因多态性分析 ---------------------- 黄秒,董国庆,李明珠等 2952 
PU-2428 川崎病患儿瘦素基因-2548 位点基因多态性分析 ----------------------------------- 黄秒,董国庆 2952 
PU-2429 学龄前儿童尿促性腺激素社区调查 ----------------------------------------- 杭 飚,杭 胤,马亚萍等 2953 
PU-2430 3 例矮小症合并 I 型神经纤维瘤临床特征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 杨利,杨玉,熊婷等 2953 
PU-2431 Williams 综合征病 2 例报道 ------------------------------------------------- 陆飞宇,李小平,范瑞等 2954 
PU-2432 中药毛蕊异黄酮减轻链脲佐菌素对大鼠的β细胞凋亡作用机制 ----- 李小平,范瑞,陆飞宇等 2955 
PU-2433 LHCGR 基因杂合突变（T577I）导致家族性男性性早熟 ------------- 李小平,陆飞宇,范瑞等 2955 
PU-2434 1 型糖尿病合并糖原性肝病 2 例临床特点 -------------------------------- 李小平,陆飞宇,范瑞等 2956 
PU-2435 Citrin 蛋白缺乏症一例临床分析 ---------------------------------------------------------------- 黄俊琳 2957 
PU-2436 3C 疗法在 1 型糖尿病住院患儿中的应用 --------------------------------- 连群,李伶俐,许珊珊等 2957 
PU-2437 一例重度营养不良的病因探寻 ----------------------------------------------- 朱建芳,梁黎,王春林等 2958 
PU-2438 2010-2016 年陕西省新生儿疾病筛查结果及治疗随访分析 ------------------- 刘鸿丽,李凤侠 2958 
PU-2439 单纯分泌雄激素肾上腺皮质肿瘤男童 1 例并文献复习 ---------------------------- 刘晖,官丽梅 2959 
PU-2440 一号染色体片段缺失患者 1 例临床及基因分析 ---------------------------- 王依柔,李辛,程青等 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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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41 A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SLC19A2 mutation in a Chinese boy with  
 Thiamine-responsive megaloblastic anemia ----------------- Cheng Qing,Li Xin,Li Qun etc. 2960 
PU-2442 Novel Phosphoglucomutase 1 deficiency in a hypoglycemia  
 child ------------------------------------------------------------- Ding Yu,Li Niu,Chang Guoying etc. 2960 
PU-2443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 4 例临床分析 ----------------------------------------------------- 曹宁丽 2961 
PU-2444 宜春市矮小症儿童骨龄发育情况及病因分析 ----------------------------------------- 胡冰,王贵莲 2961 
PU-2445 珠三角地区新生儿黄疸的 SLC25A13 基因突变及血浆氨基酸水平 
 分析 -------------------------------------------------------------------------------- 陈晓丹,李端,蔡燕娜等 2962 
PU-2446 Xp21 临近基因缺失综合征家系报告 ------------------------------------------------------------- 陆妹 2962 
PU-2447 肥胖幼鼠脂肪组织单核/巨噬细胞及其趋化因子的表达及其作用 ---- 王剑清,刘艳明,罗兴华 2963 
PU-2448 血清 SIRT4 水平与血脂及血清 IGF-1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 吴限,杨玉 2963 
PU-2449 染色体 15q11.2q13.1 缺失一例病例报道 ------------------------------------------ 张书琳,崔岚巍 2964 
PU-2450 维生素 D 对肥胖幼鼠胰岛素抵抗及单核/巨噬细胞趋化因子的表达的 
 影响 -------------------------------------------------------------------------------- 王剑清,刘艳明,罗兴华 2964 
PU-2451 儿童 McCune-Abright 综合征临床和治疗特点分析 -------------------- 陈晓波,高亢,陈晓波等 2965 
PU-2452 先天性孤立性 ACTH 缺乏症临床特点和基因分析 ---------------------------------- 陈晓波,杜牧 2965 
PU-2453 以下肢病理性骨折起病的男性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陈晓波,钱叶 2966 
PU-2454 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家系遗传学分析 ----------------------------- 陈晓波,邱明芳 2967 
PU-2455 不同剂量重组人生长激素干预对小于胎龄儿胰岛素敏感性及胰岛细胞功能的 
 影响 -------------------------------------------------------------------------------- 王伟,姜书琴,郑贺丽等 2967 
PU-2456 生长激素受体外显子 3 基因多态性与特发性矮小患儿重组人生长激素疗效的 
 关系 -------------------------------------------------------------------------------- 王伟,郑贺丽,姜书琴等 2968 
PU-2457 慢病毒介导 SOCS3 基因沉默对糖尿病大鼠胰岛素信号通路的 
 影响 -------------------------------------------------------------------------------- 张旭,陈俊国,章爱莲等 2968 
PU-2458 大鼠 Eap1-shRNA 慢病毒干扰载体的构建及细胞水平阻断 Eap1 后对 Kiss1 表达的 
 影响 -------------------------------------------------------------------------------------------- 李晨曦,李嫔 2969 
PU-2459 以酮症酸中毒首发的儿童糖尿病 50 例临床分析 ------------------------ 杨晓红,陈瑞敏,张莹等 2969 
PU-2460 1 例 11β羟化酶缺乏症临床分析 ------------------------------------------- 周巧利,武苏,刘倩琦等 2970 
PU-2461 先天性类脂性肾上腺增生症一家系 StAR 基因功能研究 -------------------------- 陈虹,陈瑞敏 2971 
PU-2462 新生儿糖尿病一家系 ABCC8 基因分析及治疗随访 ----------------------- 陈虹,陈瑞敏,袁欣等 2971 
PU-2463 Citrin 缺陷致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的临床表型及基因研究 --------------------- 李联侨,洪少贤 2972 
PU-2464 一例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基因突变分析 ----------------------------- 谢翌,谢蓉蓉,吴怡等 2972 
PU-2465 2 例慢性低钾伴体格发育落后患儿临床及基因分析 -------------------------------- 黄娟,郑湘榕 2973 
PU-2466 儿童胰岛素用药风险及防范对策 --------------------------------------------------------------- 王彦华 2973 
PU-2467 NR5A1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 46，XX 性发育障碍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苏喆,王立,徐万华等 2974 
PU-2468 子痫前期孕妇血维生素 D 和胎盘维生素 D 受体水平对胎儿生长发育的 
 影响 -------------------------------------------------------------------------------- 田晓瑜,马素苓,韩笑等 2975 
PU-2469 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 病例分享 -------------------------------------------------------- 梁珍花 2975 
PU-2470 以暴发性肝病为首发症状的Ⅰa 型糖原贮积病 1 例报道 ----------------------- 戴红梅,陈淳媛 2976 
PU-2471 1 例由 BUB1B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的 Mosaic variegated aneuploidy 综合征 1 型（MVA1） 
 并文献复习 -------------------------------------------------------------------------------------- 赵岫,苏喆 2976 
PU-2472 同伴教育对儿童糖尿病自我管理能力干预的研究进展 --------------------------------------- 刘芳 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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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3 拇指内收腱籽骨发育与 RUS 骨发育关系的研究 ------------------------------ 丁敏,成燕,田葛等 2978 
PU-2474 GM1 神经节苷脂贮积病 GLB1 基因新突变体外功能学研究 ------ 冯瑜妤,黄永兰,赵小媛等 2978 
PU-2475 FLGLA 基因 p.M1T 新突变致原发性卵巢发育不良一家系报道 -------- 黄永兰,刘丽,胡昊等 2979 
PU-2476 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 2 例临床病例分析 ------------------------------------ 刘丽,刘华圳,李陶琳等 2979 
PU-2477 一个颅骨锁骨发育不全家系的临床分析 ----------------------------------- 伊鹏,李秀珍,牛会林等 2980 
PU-2478 甲状旁腺腺瘤致儿童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2 例临床报道并文献复习 - 郑锐丹,程静,徐爱晶等 2980 
PU-2479 1 例罕见以双下肢淋巴水肿为主要表现的 Noonan 综合征 9 型– 疑难病例 
 研究 -------------------------------------------------------------------------------- 丁圆,宋艳宁,沈亦平等 2981 
PU-2480 颅内肿瘤术后糖尿病高血糖高渗状态二例 -------------------------------- 朱铭强,董关萍,吴蔚等 2981 
PU-2481 A rare case of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Ⅺ caused by FKBP10 gene novel  
 mutations ------------------------------------------ Shao Yongxian,Xu Hongwen,Lin Yunting etc. 2982 
PU-2482 儿童维生素 D 依赖性佝偻病 I 型 1 例及文献复习 ---------------------- 杨瑞雪,袁雪雯,武苏等 2982 
PU-2483 GnRH antagonist improves pubertal cyclophosphamide-induced long-term testicular  
 injury in adult rats ----------------------------------- Xie Rongrong,Chen Linqi,Wu Haiying etc. 2983 
PU-2484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特发性矮小症儿童的疗效观察及对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 
 影响 ----------------------------------------------------------------------------------- 沈琳娜,夏欢,宋月娟 2984 
PU-2485 天津地区儿童 1 型糖尿病 IFIH1 基因多态性研究 ----------------------- 吕玲,林书祥,舒建波等 2984 
PU-2486 矮小症患儿生长激素激发试验的不良反应及护理方案 ------------------------------------ 朱冬梅 2985 
PU-2487 系统化健康教育对改善Ⅰ型糖尿病患儿治疗效果分析影响 -------------------- 王艳辉,朱冬梅 2985 
PU-2488 以转氨酶升高为主的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的临床表现及基因 
 分析 ----------------------------------------------------------------------------- 谭艳芳,欧阳文献,姜涛等 2985 
PU-2489 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患儿 1 例的肝脏病理和基因分析 ----------------------- 李双杰 2986 
PU-2490 1 型糖尿病儿童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发生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 杨威,张英娴,刘晓景等 2986 
PU-2491 Molecular dissection of a rare Y:autosome translocation patient with Turner  
 syndrome ------------------------------------------------------- Ruen Yao,Ding Yu,Jian Wang etc. 2986 
PU-2492 一例伴类 Crouzon 面容、不成比例矮小症和黑棘皮病患者的 FGFR3 基因自发突变 
 （p.R248C） ----------------------------------------------------------------- 张娟娟,张婉玉,韩晓伟等 2987 
PU-2493 四川地区儿童糖尿病 230 例临床分析 ------------------------------------- 吴瑾,陶于洪,孙小妹等 2987 
PU-2494 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笔的应用 ------------------------------------------------------------------------ 钟华 2988 
PU-2495 “双 C”方案在儿童Ⅰ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 周丽丽 2989 
PU-2496 NSD1 缺陷相关婴儿胆汁淤积症 1 例 ----------------------------------- 侯红丽,龚敬宇,黎佳琪等 2989 
PU-2497 采用 PedsQL 量表对长沙五区生长激素治疗前后矮小症儿童生存质量分析的 
 研究 -------------------------------------------------------------------------------------- 徐璇,潘丽,文捷等 2990 
PU-2498 一个恶性石骨症家系的临床和遗传性分析及文献复习 -------------------- 刘丹,钟礼立,张兵等 2990 
PU-2499 35 例儿童 1 型糖尿病患儿安置胰岛素泵的护理 --------------------------- 秦燕,马桂芬,刘莉莉 2991 
PU-2500 6 例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和基因分析 -------------- 张亚男,皮亚雷,张会丰等 2991 
PU-2501 204 例小儿高氨血症的临床资料分析 -------------------------------------- 陈翠萍,王世彪,林海等 2992 
PU-2502 二氢蝶啶还原酶缺乏症的延迟诊断及新的基因突变 1 例 ------------- 李薇,王琨蒂,李晓雯等 2992 
PU-2503 AVPR2 突变所致家族性肾性尿崩症的临床及基因家系分析 ------------ 潘丽,徐璇,彭丹霞等 2993 
PU-2504 由 3 例伴发垂体微腺瘤的 Turner 综合征患儿引发的思考 ---------------------------------- 陈蔚 2993 
PU-2505 儿童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 1 例报道 ---------------------------------- 刘希娟,曹晓春,李国林等 2994 
PU-2506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1 缺陷 1 例 ---------------------------------------------- 徐俊,张爱民,黄芙蓉等 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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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07 10 例蚕豆病患儿的治疗护理体会 ------------------------------------------------------------- 程丽娟 2995 
PU-2508  新生儿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基因测序一例分析 ------------------------------------- 张荣 2995 
PU-2509 一例戊二酸血症 I 型病例报道 ----------------------------------------------------------- 梁脉,张艳敏 2996 
PU-2510 男孩青春期发育激素变化规律研究 基于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治疗 
 观察 ----------------------------------------------------------------------------------------- 任潇亚,巩纯秀 2996 
PU-2511 1 例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家系 ABCD1 基因分析 ------------------------------------------ 文静 2997 
PU-2512 McCune-Albright syndrome 两例临床分析 --------------------------------------- 李玉倩,张会丰 2998 
PU-2513 过表达 ICAM-1 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小鼠 I 型糖尿病肾病的实验 
 研究 -------------------------------------------------------------------------------- 郑荣秀,张彦彦,马士凤 2998 
PU-2514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对心脏发育的影响 -------------------------------------- 郑荣秀,刘建丽 2999 
PU-2515 Prader-Willi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１例报道 ------------------------------------------------ 徐静,厉红 2999 
PU-2516 新生儿糖尿病 7 例临床特点分析 ----------------------------------------------------------------- 刘颖 3000 
PU-2517 左卡尼汀治疗儿童肥胖的临床观察 --------------------------------------------------------------- 刘颖 3000 
PU-2518 少年型甲状腺功能减退 1 例并文献复习少年型甲状腺功能减退 1 例并文献 
 复习 -------------------------------------------------------------------------------------------- 彭丹霞,徐璇 3001 
PU-2519 1 型糖尿病合并类 Mauriac 综合征 1 例 ----------------------------------- 梁立阳,侯乐乐,欧辉等 3001 
PU-2520 糖原累积症 II 型合并 III 型患者 1 例 ------------------------------------------------ 王红仓,武万良 3002 
PU-2521 以矮小症为主要表现的 Gitelman 综合征 1 例报告 ------------------------------ 陈贞平,邹国斌 3002 
PU-2522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大骨龄矮小症的疗效和安全性的临床观察 --------------------------- 林鸣 3002 
PU-2523 婴幼儿期垂体功能低下的早期筛查 ----------------------------------------------------- 王倩,李桂梅 3003 
PU-2524 迟发性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 穆青,阚璇,刘戈力 3004 
PU-2525 家庭护理干预对小儿糖尿病生活质量依从性的影响分析 ------------------------------------ 杜丹 3004 
PU-2526 出生体重对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代谢产物串联质谱检测结果的影响 ----- 王玲,袁雪莲,陈建等 3005 
PU-2527 PTPN11 新生突变引起的 Noonan 综合征 1 例基因及临床研究罗燕飞,米热古丽·买买提 3005 
PU-2528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凋亡机制研究 -- 郑荣秀,张彦彦,马士凤等 3006 
PU-2529 NIPBL 基因新发突变致 Corneia de lange 综合征两例报告 ------------------- 赵云静,麻宏伟 3007 
PU-2530 儿童以矮身材为首发表现的假性醛固酮减少症 II 型 1 例并文献复习 ---- 刘慧,鲁珊,王新利 3007 
PU-2531 一例 Citrin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致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报道并文献 
 复习 -------------------------------------------------------------------------------- 卢洪珠,林晓霞,方昕等 3008 
PU-2532 糖皮质激素可治性醛固酮增多症（GRA）合并中枢性性早熟一例 ----------------------- 徐磊 3008 
PU-2533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Genetic Analyses in the Diagnosis of Tetrahydrobiopterin 

(BH4)-Responsiveness in Chinese Phenylalanine Hydroxylase Deficiency  
 Patients ------------------------------------------------------ zhu tianwen,Ye Jun,Han Lianshu etc. 3009 
PU-2534 以身材矮小起病的一例 Shwachman-Diamond Syndrome 临床及基因突变 
 分析 ----------------------------------------------------------------------------------- 连群,许珊珊,李伶俐 3010 
PU-2535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Genetic Analyses in the Diagnosis of  
 Tetrahydrobiopterin (BH4)-Responsiveness in Chinese Phenylalanine  
 Hydroxylase Deficiency Patients ---------------------- zhu tianwen,Ye Jun,Han Lianshu etc. 3010 
PU-2536 无追赶生长的小于胎龄儿儿童期糖代谢分析 ------------------------------------------------ 原晋芳 3011 
PU-2537 视网膜母细胞瘤 2 例基因检测结果及文献复习 ----------------------------------------------- 杨莹 3011 
PU-2538 普拉德威力综合症婴儿期不明原因发热合并低钠血症 1 例报告 ----------------------- 司道林 3012 
PU-2539 不同 GH-IGF-1 功能状态矮小症的治疗观察 -------------------------------- 刘慧娟,李桂玲,高丽 301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69 
 

PU-2540 儿童自身免疫多腺体综合征Ⅲ型 4 例并文献复习 ---------------------------------- 彭丹霞,徐璇 3013 
PU-2541 来曲唑联合生长激素改善围青春期男孩预测成年身高 3 例 ---------- 单晔,于宝生,高兰英等 3013 
PU-2542 β地中海贫血继发血色病致糖尿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 方昕,柯钟灵,李健等 3014 
PU-2543 糖尿病肾病合并 IV 型肾小管酸中毒一例 --------------------------------------------- 任彦红,黄爱 3014 
PU-2544 Ghrelin 及其受体在雌性达那唑性早熟模型大鼠青春期启动中的作用以及滋阴泻火对其 
 基因表达的影响 ----------------------------------------------------------------------------- 孙艳艳,俞建 3015 
PU-2545 Ghrelin 及其受体在雌性达那唑性早熟模型大鼠青春期启动中的作用以及滋阴泻火对其 
 基因表达的影响 ----------------------------------------------------------------------------- 孙艳艳,俞建 3016 
PU-2546 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缺乏症 3 型 2 例并文献复习 ---------------------- 宋艳宁,陈佳佳,巩纯秀 3016 
PU-2547 10 例儿童肝豆状核变性患者临床分析和基因检测 --------------------------------- 于盈盈,李堂 3017 
PU-2548 先天性β-酮硫解酶缺乏症基因缺陷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刘晓景 3017 
PU-2549 解酮障碍 4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刘晓景,卫海燕 3018 
PU-2550 肥胖症葡萄糖耐量（OGTT）实验临床护理的探讨 ----------------------------------- 蔡琴,向慧 3019 
PU-2551 Menkes 病 1 例及家系基因分析报道 -------------------------------------- 许锦平,白海涛,陈玲等 3019 
PU-2552 642 例身材矮小儿童病因及垂体 MRI 分析 ---------------------------------- 余月,刘德云,杨琍琦 3019 
PU-2553 利拉鲁肽治疗青少年 1 型糖尿病患者效果观察并文献复习 ------------------- 王立,苏喆,赏月 3020 
PU-2554 开放式留置针采血在儿童内分泌科激发试验中的应用 ----------------------------- 赵丽茉,于晶 3020 
PU-2555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诊治及预后探讨 --------------------------------------------------- 杨茹莱 3021 
PU-2556 多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2 例及随访 ---------------------------------- 舒岚,吴晓林,朱松柏等 3021 
PU-2557 一例歌舞伎综合征患者临床特点和基因分析 -------------------------------- 詹迪,杜彩琪,罗小平 3022 
PU-2558 Turner 综合征合并白血病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方昕,康惠敏,李健 3023 
PU-2559 血液净化治疗特殊类型糖尿病患儿一例 ------------------------------------------------------ 吴水燕 3023 
PU-2560 Prader-willi 综合征 1 例合并 2 型糖尿病 ---------------------------------------------- 熊翔宇,杨玉 3024 
PU-2561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合并低磷性佝偻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崔岩,张英娴,刘晓景等 3024 
PU-2562 7 例伴内分泌疾病的高血压患儿病因分析 -------------------------------------------- 焦燕华,苏喆 3025 
PU-2563 新发突变致 X 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 3 例 -------------------------------------------- 皮亚雷 3025 
PU-2564 女童罕见卵巢类固醇细胞肿瘤 1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 刘芳,卫海燕,沈凌花等 3026 
PU-2565 Gitelman 综合征 1 例报告 ------------------------------------------------------------- 陈丽丽,崔岚巍 3026 
PU-2566 先天性垂体发育不良 1 例报告 ----------------------------------------------------------------- 胡聪慧 3026 
PU-2567 二氢蝶啶还原酶缺乏症一例分析 -------------------------------- 李风侠,刘鸿丽  张晶  武万良 3027 
PU-2568 一例 2-甲基-3-羟基丁酸尿症患儿临床特点与 HSD17B10 基因突变 
 分析 ----------------------------------------------------------------------------------- 温鹏强,王国兵,苏喆 3027 
PU-2569 胰岛素低血糖兴奋试验在肾上腺皮质功能测定中的应用 ----------------- 齐鸿涛,苏喆,张琴等 3027 
PU-2570 Novel mutations in CPT2 resulting in infantile CPT II deficiency in a Chinese  
 infant --------------------------------------------------------- Dai Yangli,Hong Fang,Fu Junfen etc. 3028 
PU-2571 新发突变基因致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 6 型（MODY6）一例 
 报道 -------------------------------------------------------------------------------- 赵宁宁,董关萍,吴蔚等 3028 
PU-2572 21-羟化酶缺乏症失盐型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李小权,张小敏 3029 
PU-2573 儿童甲基丙二酸血症 8 例临床分析 ------------------------------------------- 乜欣红,娄燕,孙萌等 3029 
PU-2574 远端关节弯曲一例报道 -------------------------------------------------------------------- 孙妍,李桂梅 3030 
PU-2575 生长激素缺乏症儿童血清 hArg、 ADMA 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 王丽,黄锋 3030 
PU-2576 远端关节挛缩综合症一例报道 ----------------------------------------------------------- 孙妍,李桂梅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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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77 小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2 例误诊分析及相关文献复习 ------------- 张军付,沈德新,王育新等 3031 
PU-2578 宫内发育迟缓大鼠胰腺 PPARγ和 Pten 表达研究 --------------------------------- 朱经南,辛颖 3032 
PU-2579 一例基因缺失病例报道 ------------------------------------------------------------------------------ 李凌 3032 
PU-2580 先天性局灶型胰岛细胞增生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 沈仙,李涛,程锐 3033 
PU-2581 Gilbert 综合征一例报道 ------------------------------------------------------- 王红美,李洪娟,顾艳等 3033 
PU-2582 儿童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临床及基因突变研究 -------------------------------- 王斐,吕拥芬,李嫔 3034 
PU-2583 粘多糖贮积症Ⅵ型 1 例 ------------------------------------------------------- 徐娇丽,沈凌花,卫海燕 3035 
PU-2584 CREBBP 基因剪切突变致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 1 例 的临床并文献 
 复习 -------------------------------------------------------------------------------------- 李媛,何山,朱鸿玲 3035 
PU-2585 Variants in 46,XXDSD genes identified in an Chinese cohort of ovotesticular DSD and 
 testicular DSD -------------------------------------------------------- Song Yanning,Gong Chunxiu 3036 
PU-2586 A novel homozygous mutation in ERCC8 cause Cockayne Syndrome a in a Chinese  
 family --------------------------------------------------------------- yang yu,Huang Hui,Chen Ka etc. 3036 
PU-2587 BTD 基因变异的生物素酶缺乏症一例 ---------------------------------- 李新叶,温志红,王耀菊等 3037 
PU-2588 儿童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分析和磁共振成像特点 -------------- 王莲,徐才棋,马海等 3037 
PU-2589 表现为 DSD 的苗勒氏管永存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 任潇亚,巩纯秀 3038 
PU-2590 先天性肾性尿崩症 2 例及文献复习 ----------------------------------------------------------- 王传凯 3038 
PU-2591 生物素和生物素酶缺乏综合征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何芳 3039 
PU-2592 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婴幼儿溃疡性血管瘤疗效分析 -------------------- 陈谨萍,高歆婧,李雪梅等 3039 
PU-2593 综合性医院儿科学科建设的相关举措与实践成果 ----------------------- 高深甚,陶永琳,陈烨等 3040 
PU-2594 儿科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探讨 -------------------------------------------- 高深甚,尧战勇,全旭等 3040 
PU-2595 基于医院绩效考核的儿科绩效分配体制分析 ----------------------------- 高深甚,高阳,顾震瑶等 3041 
PU-2596 综合性医院科技创新和儿科学科建设的路径初探 -------------------- 高深甚,杨媛艳,陶永琳等 3041 
PU-2597 不同教学方法在儿科教学质量中的效果差异 ----------------------------- 高深甚,陈烨,陶永琳等 3041 
PU-2598 Adequate sedation with single-dose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in pediatric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a dose-finding study by age group ------------------------- Yu Qing,Liu Yang,Sun Mang etc. 3042 
PU-2599 《CBL 与 PBL 教学模式在三甲综合医院儿科教学模式中的应用探索》 
  ----------------------------------------------------------------------------------- 陶永琳,许春娣,高深甚等 3043 
PU-2600 PBL 结合 CBL、TBL 在儿科学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 钟小明,罗开源,王华彬等 3043 
PU-2601 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儿科学科发展问题研究 ----------------------------- 高深甚,李噗,杨媛艳等 3043 
PU-2602 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在小婴儿中的应用 -------------------------- 姜华,张靖 3044 
PU-2603 Selective Ophthalmic Arterial Injection Therapy for Refractory Retinoblastoma:  
 A Two-Year Single-Center Study in China ------------------------------- jiang hua,Zhang Jing 3044 
PU-2604 “针尖消失法”——超声引导新生儿桡动脉穿刺置管的 
 新方法 ----------------------------------------------------------------------- 李上莹莹,刘立飞,谭延哲等 3045 
PU-2605 胚胎期宫内移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显性脊柱裂胎鼠脊髓 STAT3 表达影响的 
 研究 --------------------------------------------------------------------------------------------------- 姜明宇 3045 
PU-2606 介入联合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儿童丛状血管瘤 -------------------------- 刘珍银,夏杰军,姜华等 3046 
PU-2607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中人冠状病毒感染的多中心研究 -------------------- 陈丽,朱云,谢正德等 3046 
PU-2608 Familial Mediterranean fever in Chinese children: Demographic, clinical, laboratory, and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 Li Ji,Zhang Yan,Wang Wei etc.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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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09 浅谈“微时代”的临床护理移动教学经验 ------------------------------------------------------ 吴娟 3048 
PU-2610 花粉症患者在季节发作期外周血 Th17/调节性 T 细胞平衡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 苗青,向莉 3048 
PU-2611 Genetic Variation of Fusion Protein of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from Children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 Chen Xiangpeng,Zhu Yun,Guo Jiayun etc. 3049 
PU-2612 32 例高铅血症及铅中毒患儿的临床分析 ---------------------------------------------------- 张晓威 3050 
PU-2613 CASC15 基因多态性与神经母细胞瘤的易感性研究 ------------------- 贺静,张锐忠,杨天佑等 3050 
PU-2614 掌上盛京医院 APP 智能平台在儿内科门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 富妍妍 3051 
PU-2615 Etiolog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tracted or recurrent pneumonia with airway  
 malacia in children -------------------------------- wang yuqing,Hao   Chuang-li,JI  Wei etc. 3051 
PU-2616 Altered gut microbiome composition in children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after ketogenic  
 diet --------------------------------------------------- Zhang YunJian,Wang Yi,Zhou Shuizhen etc. 3052 
PU-2617 幼年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肺间质病变临床、CT 比较分析 ------------------------------- 许瑛杰 3052 
PU-2618 儿科医护人员对临床研究伦理审核的看法和需求 -------------------- 向希盈,黑明燕,高翔羽等 3053 
PU-2619 shank3b knockout zebrafish display core symptom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hypoactivity and decreased neuron density and synaptic  
 proteins -------------------------------------------- Liu Chunxue,Li Chunyang,Hu Chunchun etc. 3053 
PU-2620 在核心家系中探索开放性脊柱裂的遗传因素 ---------------- 翁凯,陈伟,Joanna Schneider 等 3054 
PU-2621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毒病原学多中心研究 ----------------------------- 朱云,刘春艳,殷菊等 3055 
PU-2622 Vitamin and other indicator in Chinese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enoch- Schönlein  
 purpura prevalence—a retrospective study -------- Liu Yiwei,Zhang Xuan,Yu Yuncui etc. 3056 
PU-2623 The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Capacity of Children with A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ompared to the Normal Children ----------------------------- liang juping,Du Qing 3058 
PU-2624 Meta-analysis of the eff ect of the maternal vitamin D level on the risk of spontaneous  
 pregnancy loss --------------------------------------------- zhang heng,Jiang Xinye,Wei Yarong 3059 
PU-2625 Novel role for angiopoietin 1 and 2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biology ------------------------------------------------- Chen Danyang,Ma Wenjuan,Lash Gendie 3059 
PU-2626 早孕期胎盘及蜕膜组织中 IL-1β及其受体的表达 ----------------------- 宁粉,陈丹扬,杨洁萍等 3060 
PU-2627 儿童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电子生物反馈对脑损伤患儿症状改善及神经行为的观察与 
 护理 --------------------------------------------------------------------------------------------------- 娄欣霞 3060 
PU-2628 早期康复介入对脑损伤幼鼠的行为学及其体内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表达的影响 ----- 全莉娟 3061 
PU-2629 TLR 信号通路及炎症因子对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的影响研究 ---------------------------- 李敏 3061 
PU-2630 TLR 信号通路及炎症因子对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的影响研究 ---------------------------- 李敏 3062 
PU-2631 Osteoarticular  Salmonella Infections in Healthy Children -- Wang Hongmei,Deng Jikui 3062 
PU-2632 浅谈“微时代”的临床护理移动教学经验 1 --------------------------------------------------- 吴娟 3063 
PU-2633 不同种类皮肤消毒剂对儿科血培养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检出率的影响 ----- 武娜娜,王传清 3064 
PU-2634 Cytoplasmic microtubules may contribute to meiotic spindles in C. elegans  
 oocyte. --------------------------------------------------------------------------------- Sumiyoshi Eisuke 3064 
PU-2635  defining the role of Microbial and metabolomicsin the pathogenesis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term neonate ----------------------------------------------------------------------- lu qi 3065 
PU-2636 品管圈结合临床路径提高患儿家长健康教育知晓率和满意度 --------------------------- 刘永艳 3065 
PU-2637 川崎病合并冠脉血栓患儿的超声心动图随访及预后评估 ----------- 张晓琳,金兰中,王芳韵等 3066 
PU-2638 品管圈活动在减少儿科门诊药房处方调配差错中的应用 ----------------------- 秦利芬,李惠英 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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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39 PGN 减轻盆腔放疗后放射性肠道损伤的初步研究 ------------------------------------ 李根,潘健 3066 
PU-2640 软骨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共培养构建组织工程软骨及其修复兔关节软骨缺损的实验 
 研究 ----------------------------------------------------------------------------------- 宿广昊,韩絮,胡斌等 3067 
PU-2641 Kawasaki Disease Shock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 A Case Report ------------------------------------ Lin Yao,Shi Lin,Deng Yanjun etc. 3068 
PU-2642 围孕期妇女和备孕男性叶酸补充剂使用横断面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定美,张羿,叶莹等 3068 
PU-2643 阿奇霉素对博来霉素致小鼠肺纤维化中 ILK 及β-catenin 蛋白表达的影响 刁玉巧,崔红帅 3069 
PU-2644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临床特征及外周血细胞因子水平分析 ----------------------- 李艳蝶,卢美萍 3070 
PU-2645 An extremely rare phenotype of WT1 gene mutation: Frasier syndrome with  
  MPGN and mesangial sclerosis and complete sex reversal in a  
  Chinese child -------------------------------------------------------------------- Qiu liru,Zhou Jianhua 3070 
PU-2646 儿童感染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26 例临床分析 ------------------------------------ 刘雪茹,陈和斌 3071 
PU-2647 PSGL-1 介导中性粒细胞募集在新生儿脓毒症中的作用 -------------- 周慧婷,李刚,李毅平等 3072 
PU-2648 苏州地区儿科门急诊处方超说明书用药现状调研 -------------------------- 杜娆,毛晨梅,王文娟 3072 
PU-2649 运用 6-sigma 理论构建儿科输液中心信息化排座系统 ------------------- 邹永丽,何佳,张平等 3073 
PU-2650 LIN28 在 hESC-β细胞成熟过程中的作用 ---------------------------------- 周昕,郑黎薇,邹静等 3073 
PU-2651 Lack of BDNF impairs fast synaptic transmission in the auditory nervous  
 system -------------------------------------------------------- Xu Jie,Jang Miae,Kim Eun Jung etc. 3074 
PU-2652 候诊患儿医院感染隐患及防控措施 -------------------------------------------- 吴平平,康冰瑶,杨云 3075 
PU-2653 应用健康教育路径对哮喘患儿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 -------------- 李丹,陈任译,田希 3075 
PU-2654 PBL 教学法在儿科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 易君丽 3076 
PU-2655 儿童膀胱肠道功能障碍（BBD）的肠道微生态治疗应用研究（附 132 例） -------- 张小学 3076 
PU-2656 延续性护理在儿童哮喘出院后的护理效果观察 ------------------------------------------------ 王巧 3077 
PU-2657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的 TJP2 基因测序结果分析 -------- 张婧,俞蕙,王晓红等 3077 
PU-2658 阻断 CD40/CD40L 通路抑制嗜碱性性粒细胞及其过敏性气道炎症的 
 作用 -------------------------------------------------------------------------------- 钟文伟,吴巾红,张磊等 3078 
PU-2659 川崎病并发假性肠梗阻 4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 李靖梅,陈国强,李志娟等 3078 
PU-2660 社会冲突理论下医患关系分析 ------------------------------------------------------------------ 杨亭亭 3079 
PU-2661 新生儿诺如病毒感染 46 例临床分析 ------------------------------------------------ 胡晓明,李铁耕 3079 
PU-2662 儿童异位胰腺漏诊三例分析 --------------------------------------------------------------------- 吴华哲 3079 
PU-2663 上海地区 2015 年儿童麻疹并发肺炎临床特征分析 ----------------------------- 李玉川,谢新宝 3080 
PU-2664 A novel sphingosine kinase 1 inhibitor (SKI-5C) induces cell death of Wilms’ tumor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 Li Zhiheng,Li Xiaolu,Xu Lixiao etc. 3081 
PU-2665 The PLK1 inhibitor BI-2536 induce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neuroblastoma  
 cells  --------------------------------------------------------- Li Xiaolu,Li Zhiheng,Tao Yanfang etc. 3081 
PU-2666 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的优化 ----------------------------------- 华丽,鲍一笑,刘全华等 3082 
PU-2667 过表达 CXCR4 基因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迁移效能的研究 -------------------- 温泉,蒋犁 3082 
PU-2668 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在喘息儿童中的验证 ----------------- 华丽,鲍一笑,王一卉等 3083 
PU-2669 儿童肝母细胞瘤综合治疗疗效观察及预后因素分析 -------------------------------- 迭小红,康权 3083 
PU-2670 宫内生长受限胎儿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研究 -------------------------- 孙立群,黄国英,Mike Seed 3084 
PU-2671 Skeletal abnormalities detected by SPECT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elapse risk in  
 pediatric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 Zhou Fen,Zhang Meiling,Han Juan etc. 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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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2 布氏杆菌感染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 穆锴,王红美,顾艳等 3085 
PU-2673 硒对不同铅暴露水平的儿童生长发育影响 ----------------------------------- 马文娟,颜崇淮,曹佳 3086 
PU-2674 Methionine restriction affects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Caco-2 intestinal epithelial  
 tight junction barrier ---------------------------- Shen Xiaoting, Shu Xiaoli, Gu Weizhong etc. 3086 
PU-2675 微信群在儿科品管圈无形成果中的应用效果 ------------------------------------------------ 李晴晴 3087 
PU-2676 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presenting as diarrhea with perianal abscess： 
 2 cases report  -------------------------------------------------------------------- Cheng Qi,Chen Jie 3088 
PU-2677 miR-155-5p 靶向下调 FOXO3a 信号通路促进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期 
 复发  ------------------------------------------------------------------------------ 唐燕来,梁聪,刘小俭等 3088 
PU-2678 甲硫氨酸裂解酶通过 NF-kB 信号通路在 MLL 白血病细胞中的作用 
 研究 -------------------------------------------------------------------------------- 唐燕来,刘小俭,梁聪等 3089 
PU-2679 大气温度与早产风险的关系：来自广州 2001-2011 的数据 ---------- 何健荣,刘裕,夏晓燕等 3089 
PU-2680 品管圈在儿科重症病房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 王芳舒 3090 
PU-2681 以中枢神经症状为首发表现的儿童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一例伴文献复习黄华,茅幼英,金燕樑 3091 
PU-2682 广州市 105 名儿科医生离职意愿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邢艳菲,蒋琳,林穗方 3091 
PU-2683 135 例 IV 期神经母细胞瘤的预后研究 ------------------------------------ 张谊,张伟令,黄东生等 3091 
PU-2684 Study on the survival outcome of intermediate-, and high-risk Neuroblastoma from  
 2006 to 2015 ---------------------- zhang yi,ZHANG WEILING,HUANG DONGSHENG etc. 3092 
PU-2685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herapy for liver  
 cirrhosis in children with refractory Schonlein-Henoch  
 purpura --------------------------------------------------------- mu kai,Wang Hongmei,Gu Yan etc. 3093 
PU-2686 大鼠骨骼肌分化 MAP4K3 对生肌调节因子的作用研究 ------------ 邓林峡,余慕雪,郭楚怡等 3094 
PU-2687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在我院住院药房的应用体会 -------------------------------------- 吕萌,陈海燕 3094 
PU-2688 根本原因法在临床试验药品管理中儿童姓名书写规范应用的研究 --------------------- 高玉玲 3094 
PU-2689 GM-CSF 联合 G-CSF 组与单用 G-CSF 或 GM-CSF 防治儿童恶性肿瘤化疗后相关感染 
 的对比研究 -------------------------------------------------------------------------- 穆锴,王红美,顾艳等 3095 
PU-2690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0-6 岁儿童健康管理依从性及原因分析 ---- 李瑞莉,政晓果,刘馨等 3096 
PU-2691 可弯曲支气管镜诊治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的临床分析 ----------------------- 辛丽红,王贞,张雯 3096 
PU-2692 胆道闭锁早期筛查影响因素的研究 -------------------------------------------- 吴娟,唐艳,张桂芳等 3097 
PU-2693 住院患儿非医嘱离院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 吴金星,刘祥英,黄文剑等 3097 
PU-2694 儿科特需门诊满意度调查分析 ------------------------------------------------------------------ 潘慧恩 3098 
PU-2695 儿童住院病案医保数据比较分析 --------------------------------------------------------------- 王瑛琳 3098 
PU-2696 器械清洗实景图谱在消毒供应中心护生带教中的应用 ----------------- 尹丽丽,尹忠元,郭立平 3098 
PU-2697 小儿肠套叠诱发因素初查及预防对策 ------------------------------------------------------------ 武林 3099 
PU-2698 Comparing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s Specimens for Diagnosis of Lower Respiraotry  
 Infection ------------------------------------------------- Lu aizhen,Zhang Xiaobo,Qian LIling etc. 3099 
PU-2699 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Ⅰ 在先天性巨结肠的表达及与层粘连蛋白相关性的研究 金美芳 3100 
PU-2700 手足口病疱疹形态与病毒分型的关系探讨 -------------------------------------------- 钟红香,陈英 3100 
PU-2701 杆状体肌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 夏慧,赵晓莉,杨培蓉等 3101 
PU-2702 小儿外科三种综合性 SCI 期刊的比较：发文量、引用情况及稿件处理 
 周期 ----------------------------------------------------------------------------------- 刘洋,舒强,赵正言等 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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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3 苦木注射液肛注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疗效观察 ---------------------------------- 王熙国 3102 
PU-2704 提按端挤手法治疗小儿青枝骨折的临床研究 ------------------------------------------------ 齐理华 3103 
PU-2705 过敏性紫癜患儿外周血调节性 B 细胞、Th2 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变化的 
 研究 ----------------------------------------------------------------------------------------- 王丽峰,封其华 3103 
PU-2706 过敏性紫癜患儿外周血调节性 B 细胞与 Th2 细胞相互关系及其生物学意义王丽峰,封其华 3104 
PU-2707 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特征分析 -------------------------------------------------------- 温清芬,王芳 3104 
PU-2708 穿戴式连续生理参数监测仪在儿科的应用前景 -------------------------------------- 成彧,单红梅 3105 
PU-2709 骨髓中的 Sfrp5 对肥胖引起的骨强度变化的影响和机制探讨 ----------------- 杨珂,郑妍,姚欢 3105 
PU-2710 儿科普通病房常见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 尹栓 3106 
PU-2711 湿润烧伤膏在 PICU 预防红臀的临床疗效观察 --------------------------------------------- 梁燕西 3106 
PU-2712 儿童下呼吸道异物合并阻塞性肺不张的临床分析 ----------------------- 张慧,张维溪,项海杰等 3107 
PU-2713 心理治疗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家庭生活质量及家庭功能的影响 ----- 钟严艳,孟浦,熊萍等 3107 
PU-2714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致骨科术后患儿药物热的临床分析 ----------------- 王刚,吕凤俊,李思等 3107 
PU-2715 儿童纵隔肿块 54 例病因及临床特征分析 --------------------------------- 张乐乐,李昌崇,张海邻 3108 
PU-2716 儿科病房非计划再入院患者统计分析 -------------------------------------------------- 赵亚梅,赵醴 3108 
PU-2717 女童泌尿系感染合并外阴阴道炎 17 例分析 --------------------------------------- 高杨洁,刘小梅 3109 
PU-2718 血清 25(OH)D3 水平与癫痫相关性分析 ---------------------------------- 赵金艳,孙桂莲,杨志亮 3109 
PU-2719 同伴教育结合 CBL 在儿科护理教学中的体会 ---------------------------------------------- 廖力慧 3110 
PU-2720 miRNA-146a 基因多态性与婴儿痉挛相关性研究 -------------------------- 庹虎,余诗倩,姚宝珍 3110 
PU-2721 维生素 A、D、E 与儿童抽动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 朱玉茹,路晴 3111 
PU-2722 团体沙盘游戏疗法对癫痫患儿行为问题干预的研究 -------------------------------- 张瀚墨,路晴 3112 
PU-2723 MicroRNA-203 低表达作用于神经母细胞瘤的研究 ----------------- 赵东菊,石太新,周福军等 3112 
PU-2724 甘丙肽、神经肽 Y 在不同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外周血中的水平变化和临床 
 意义 ----------------------------------------------------------------------------- 郭向阳,王洁英,李宏艳等 3113 
PU-2725 醒脑静注射液佐治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 董建华 3114 
PU-2726 醒脑静注射液佐治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 董建华 3114 
PU-2727  血清 sOX40L 和 IL-17 在病毒性脑炎中的水平检测 --------------------------- 刘苗苗,贾天明 3114 
PU-2728 儿童不典型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误诊 1 例报告 ---------------------------- 蔡浅云,罗蓉,李娜等 3115 
PU-2729 P38/MAPK 通路在脱氧单核苷酸代谢紊乱诱导氧化应激和细胞自噬引起神经管畸形 
 发生中的作用 -------------------------------------------------------------------- 官臻,王秀伟,王建华等 3116 
PU-2730 轻度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 20 例临床分析 --------------------------------- 陈明,朱斌,黄少武 3116 
PU-2731 PCDH19 基因突变致限于女性的癫痫伴智力障碍 1 例 ------------- 张新颖,王学禹,孙文秀等 3117 
PU-2732 POLG 基因突变导致的 MELAS 样综合征 2 例及文献综述 ----------- 黄丽娟,金怡汶,张尧等 3117 
PU-2733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并发缺血性脑卒中的 DSA 早期诊断与治疗 ------------------- 马洁卉 3118 
PU-2734 Menkes 病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梁黎黎,李玲,张建明等 3118 
PU-2735 基因确诊生物素硫胺素反应性脑病 1 例 ---------------------------------- 张培元,刘晓军,张玉琴 3119 
PU-2736 儿童 moyamoya 病的临床特点及早期诊断  ----------------------------- 张培元,刘晓军,张玉琴 3119 
PU-2737 Protective effects of wogonoside against β-amyloid-induced neurotoxicity and  
 neuroinflammation ----------------------------------------- Jin Meifang,Min Zhang,Zhao He etc. 3120 
PU-2738 3 例葡萄糖转运体 1 缺陷综合征表型与 SLC2A1 基因突变分析 ------------- 柴毅明,周水珍 3120 
PU-2739 他克莫司在 5 例儿童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研究 ----------------------------------------------- 李文辉 3121 
PU-2740 具有 AFG3L2 新发复合杂合突变的 1 例视神经萎缩患者 -------------------------------- 李文辉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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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41 有效抗癫痫治疗对脑瘫合并癫痫患儿康复的影响 --------------------------------------------- 张艳 3121 
PU-2742 综合康复治疗干预 120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者疗效观察 ---------------------------- 于静,王晓雯 3122 
PU-2743 14 例巨脑回-无脑回畸形患儿的临床特征分析 ----------------------------------- 周昀箐,王纪文 3122 
PU-2744 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患儿睡眠特征研究 -------------------------------- 刘晓军,张玉琴 3123 
PU-2745 MIF 在新生大鼠缺氧缺血脑损伤中的表达及定位研究 -------------- 宋红花,李海英,吴尤佳等 3123 
PU-2746 不同程度胆红素水平对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影响的探讨 -------------------------- 陈瑜毅,阮毅燕 3124 
PU-2747 cbIC 型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及重度贫血 1 例并文献复习 ---------- 陈绍培 3124 
PU-2748 回顾性分析疫苗接种诱发热性惊厥 10 例临床特点及文献复习 --------------- 陈明,朱斌,潘睿 3124 
PU-2749 一例抗 NMDA 受体脑炎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门欣怡,王秀霞 3125 
PU-2750 脑电图、脑脊液和头颅 MRI 在儿童病毒性脑炎早期诊断中阳性率的对比分析 ---- 张进红 3125 
PU-2751 儿童难治性癫痫的诊断及治疗进展 ----------------------------------------- 幸黔鲁,王小勤,廖建湘 3126 
PU-2752 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 20 例临床分析 --------------------------- 田茂强,束晓梅,何晴等 3126 
PU-2753 新生儿异常脑电发放和惊厥的同步性比较和预后关联分析 -------------- 苏堂枫,严誉,徐双等 3127 
PU-2754 视频脑电图检测对脑性瘫痪合并癫痫患儿预后的评估价值 --------------------------------- 刘芬 3127 
PU-2755 Cardiotrophin-1 stimulates the neural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survival of differentiated cells  
 through PI3K/Aktdependent signaling pathways ------------- Peng Longying,Xiaomei Shu 3128 
PU-2756 对在小儿癫痫护理中运用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进行深入探究 --------------------------- 弋蒙蒙 3128 
PU-2757 儿童烟雾病脑电图再次慢波增强现象伴 TIA 发作 1 例报道并文献 
 复习 -------------------------------------------------------------------------------- 杨冰竹,束晓梅,田茂强 3129 
PU-2758 间歇性闪光刺激刺激在儿童视频脑电图监测中应用 ------------------------------------------ 陈新 3129 
PU-2759 我院 810 张门诊抽动症患儿处方分析 -------------------------------------------------------- 叶俊丽 3130 
PU-2760 人参皂苷 Rg1 对红藻氨酸发育期慢性癫痫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李慧,戴圆圆 3130 
PU-2761 利妥昔单抗治疗小血管性儿童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 邓劼,方方 3131 
PU-2762 Dravet 综合征基因突变类型与临床特征分析 ---------------------------------------- 罗甜,梁英武 3132 
PU-2763 PICU 脑损伤患儿脑氧饱和度监测 ------------------------------------------ 郭书娟,陆国平,马健等 3132 
PU-2764 Mutation Type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ravet 's  
 Syndrome ---------------------------------------------------------------------- Luo Tian,Liang Yingwu 3133 
PU-2765 长期护理模式在癫痫患儿中的应用 --------------------------------------------------------------- 赵霞 3133 
PU-2766 瘦素对氯化锂-匹鲁卡品致新生期惊厥大鼠远期二次打击后惊厥阈的影响及其干预 
 机制 ----------------------------------------------------------------------------------- 李丽丽,陈素红,倪宏 3133 
PU-2767 瘦素对氯化锂-匹鲁卡品致新生期惊厥大鼠远期神经行为的影响 ------- 陈素红,李丽丽,倪宏 3134 
PU-2768 遗传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附 1 家系报道) ----------------------------- 李营,束晓梅,田茂强 3135 
PU-2769 A novel mutation in PIGN responsible for multiple congenital  
 Anomalies- Hypotonia-Seizures syndrome 1 [MCAHS1] in a Chinese infant:  
 a case report  --------------------------------------------- chen jing,Tian Maoqiang,Shu Xiaomei 3135 
PU-2770 人血浆肌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检测方法的优化及应用 -------------------- 李莘,安彦新,郭金等 3136 
PU-2771 如何诊治儿童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合并癫痫发作？ 
 （附 2 例报告） ------------------------------------------------------------- 刘希娟,曹晓春,李国林等 3136 
PU-2772 利用 iTRAQ 技术筛查发现神经管畸形产前诊断的 新分子标志物 PCSK9 ------------- 安东 3137 
PU-2773 Inpp5e 基因在胚胎神经发育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 岳慧轩 3137 
PU-2774 神经节苷脂联合更昔洛韦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疗效分析 ----------------- 张涛,耿丽娟,陈莉等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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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75 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治疗研究 ----------------------------------------------------- 张萌,耿丽娟,陈莉 3138 
PU-2776 开展品管圈活动对降低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率的效果探讨 --------------------------------- 关俊英 3139 
PU-2777 循证护理在小儿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 ------------------------------------------------------ 杜云然 3139 
PU-2778 A case report of novel c.1048G>A mutation in VLCAD in a Chinese child with very long  
 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 Hou Ruolin,Wu Jing,Yan Yumei etc. 3140 
PU-2779 小儿骶尾部肿瘤 CT 及 MRI 诊断 ------------------------------------------------- 高敏,李雅丽,盛茂 3140 
PU-2780 14 例儿童遗传性脑白质病的临床分析 --------------------------------------------- 周细中,冯翠莲 3141 
PU-2781 虚拟芯片在现实全外显子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 王旭,方方,丁昌红等 3141 
PU-2782 虚拟芯片在现实全外显子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 王旭,方方,丁昌红等 3142 
PU-2783 出血性休克与脑病综合征的诊疗现状 ----------------------------------------------- 曾兴颖,钟建民 3142 
PU-2784 重组人干扰素α1b 治疗儿童病毒性脑炎安全性及有效性的随机对照研究 高荣荣,王秀霞 3143 
PU-2785 儿童 Jeavons 综合征 1 例报告 ------------------------------------------------------- 彭丽琨,何大可 3144 
PU-2786 脂氧素受体激动剂 BML-111 预处理对幼龄大鼠深低温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影响 -------------------------------------------------------------------------------------- 王怡悦,何侃,叶芊 3144 
PU-2787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 19 例临床分析 ------------------------------------------- 黄志新,钟建民 3144 
PU-2788 扩散张量成像对小儿脑瘫早期诊断及治疗的临床意义 -------------------------------- 杨柳,高丽 3145 
PU-2789 颅内出血并脑桥外髓鞘溶解综合征及下肢深静脉血栓 1 例 ------------------- 孙小兰,钟建民 3145 
PU-2790 儿童多发性硬化治疗进展 -------------------------------------------------------------- 孙小兰,钟建民 3146 
PU-2791 不典型表型的儿童戊二酸血症Π型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许蝶,陈旭勤,李莺等 3146 
PU-2792 1 例儿童 Lennox-Gastaut 综合征患者应用胼胝体切开术治疗的护理 ------ 钱孔嘉,高建娣 3147 
PU-2793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对癫痫儿童丙戊酸钠血药浓度的影响 -------------------- 陈荣,陈燕惠 3147 
PU-2794 方式对神经内科脑梗塞患儿护理质量提升的效对中西结合护理果进行研究分析 -- 张漫云 3148 
PU-2795 1 例化脓性脑膜炎合并硬膜下积脓的护理 --------------------------------------------------- 翁荔雯 3148 
PU-2796 音乐疗法在儿童腰椎穿刺术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刘园佳 3149 
PU-2797 小儿急性脊髓炎的护理干预 --------------------------------------------------------------------- 刘玉秀 3149 
PU-2798 A 18-month follow up of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treated with Chaihu Shugan Jiawei  
 Powder  ---------------------------------------------------------- Zhang Huan,Qi Rui,Li Ruiting etc. 3149 
PU-2799 90 例脑电检查儿童剥夺睡眠时间与入睡时间相关性 ------------------------------------- 谢莉萍 3150 
PU-2800 左乙拉西坦治疗不同年龄及发作类型癫痫患儿的长程有效性及 
 耐受性 ----------------------------------------------------------------------------- 刘宇,王雪莹,叶高波等 3150 
PU-2801 一例 C10orf2 基因突变的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报告 ------------------------------ 丁乐,郭虎 3151 
PU-2802 线粒体脑肌病病伴乳酸血症和卒中样发作 --------------------------------------------------- 翁荔雯 3151 
PU-2803 病毒性脑炎及化脓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中 S1P 水平测定意义 --- 杜开先,高丽佳,贾天明等 3152 
PU-2804 肌阵挛失张力癫痫 7 例临床治疗分析 ---------------------------------------- 邓小鹿,尹飞,彭镜等 3152 
PU-2805 神经元蜡样脂褐质沉积症 3 例及 CLN5 基因新生突变报道 ---------- 吕格,韩蕴丽,胡湘蜀等 3153 
PU-2806 抽动障碍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心理行为特征研究 ----------- 陈玉燕,杨育访,孙玉珠 3153 
PU-2807 发热相关惊厥患儿临床特征及住院原因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 郑雪娟,陈燕惠 3154 
PU-2808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Chinese cases with cockayne syndrome ------- Shi Yuqing 3154 
PU-2809 以严重胃肠功能紊乱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 
 脑炎一例报告 -------------------------------------------------------------------- 刘丽英,邹丽萍,庞领玉 3155 
PU-2810 ATL1 基因的变异致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 蔡淑英 3155 
PU-2811 17 例无乳链球菌感染的临床分析 ------------------------------------------------------------- 张玉英 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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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2 罕见病个例报告.吡哆醇依赖性癫痫 1 例 -------------------------------------------------------- 周辉 3156 
PU-2813 2 例 SCN1A 突变阳性的 Dravet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基因分析 ---- 闫玉梅,何大可,李玲等 3157 
PU-2814 雷帕霉素治疗儿童结节性硬化症的脑电图变化 -------------------------- 林素芳,赵霞,廖建湘等 3157 
PU-2815 促肾上腺皮质素治疗婴儿痉挛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 李岩,高丽,郭松伟等 3158 
PU-2816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 Rett 综合征继发癫痫 1 例并文献复习 ------------ 林晓霞,陈珊,陈燕惠等 3158 
PU-2817 基于 Msi1、ID1 和 PCNA 三基因对神经母细胞瘤患者风险分层的分析 谢翌,徐华,潘健等 3158 
PU-2818 脊髓血管畸形 1 例误诊分析 ------------------------------------------------------------- 李鑫,孙素真 3159 
PU-2819 左乙拉西坦联合家庭式干预治疗儿童癫痫的疗效 ----------------------------------- 王凯旋,张静 3159 
PU-2820 悬吊运动系统（S-E-T）在痉挛性脑性瘫痪患儿的康复治疗中的效果 
 观察 -------------------------------------------------------------------------------------- 陈明,潘睿,黄少武 3160 
PU-2821 左旋多巴制剂治疗儿童起病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探讨及文献复习 ----- 王翠锦,王纪文 3160 
PU-2822 血清特异性 microRNA 定量检测用于小儿结脑早期诊断的研究 -------------------------- 胡娜 3161 
PU-2823 儿童细菌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不良危险因素分析 -------------- 李承燕,凌锦春,谭建新 3161 
PU-2824 不明原因智力障碍/发育迟缓或伴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的遗传学初步分析 ---- 刘依琳,方方 3162 
PU-2825 以婴儿痉挛为突出表现的 GABABR-Ab 阳性神经元表面抗体综合征一例 
 报告 ----------------------------------------------------------------------------- 于晓莉,张玉琴,郝洪军等 3162 
PU-2826 儿童视神经脊髓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 樊梦洁 3163 
PU-2827 BECT 长程视频脑电图变迁 32 例分析与临床意义 --------------------------- 石靖,黄文慧,杨赞 3163 
PU-2828 肌阵挛性癫痫临床特征分析与治疗体会 ------------------------------------------------------ 裴海旭 3164 
PU-2829 婴儿颅内静脉窦血栓一例 -------------------------------------------------------- 泽碧,蔡桂梅,扇敏娜 3164 
PU-2830 亚低温治疗小儿重型颅脑损伤临床研究（灾害学组） -------------------------------- 李颖,黄波 3164 
PU-2831 不同剂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婴儿痉挛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比较 -- 朱丽娜,王彩霞,何芳等 3165 
PU-2832 生酮饮食对小儿难治性癫痫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的影响 --------------------------------------- 王薇 3165 
PU-2833 Study of DNA methylation in neural tube defects pedigreeZhang Ruiping,Cai Chunquan 3166 
PU-2834 Association of neural tube defects with gene polymorphisms in one-carbon metabolic  
 pathway -------------------------------------------------------------------- Cao Lirong,Cai Chunquan 3167 
PU-2835 1 例误诊为脑瘫的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 冯斌 3167 
PU-2836 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结节性硬化症研究进展 ------------------------------------------ 张世敏 3168 
PU-2837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并发脑炎 26 例临床分析 --------------------------------------- 陈光福,王波 3168 
PU-2838 儿童发作性睡病的 30 例临床分析 --------------------------------------------------------- 邓瑶,王华 3169 
PU-2839 Altered regional brain activities in children with nonsyndromic cleft and/or lip palate 
  (CL/P):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study ------- cheng hua,Gao Yingzi,Fan Yang etc. 3169 
PU-2840 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 杨凤华,王华 3170 
PU-2841 伴皮层下囊肿的巨脑性白质脑病一家系临床表型和 MLC1 基因 
 分析 ----------------------------------------------------------------------------------- 张晓莉,陈豪,董燕等 3170 
PU-2842 生酮饮食治疗婴幼儿难治性癫痫性脑病 45 例临床分析 --------------------- 吴琼,王华,于涛等 3171 
PU-2843 NMDAR 抗体阳性脑炎与 MOG 抗体阳性 CNS 脱髓鞘疾病临床特点比较 
 分析 -------------------------------------------------------------------------------------------- 孟香沂,王华 3171 
PU-2844 100 例儿童癫痫持续状态预后及影响因素分析 ------------------------------------------------ 赵骋 3172 
PU-2845 发热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韩晓红 3173 
PU-2846 拉莫三嗪与丙戊酸联合治疗癫痫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功能和脂代谢的 
 影响 -------------------------------------------------------------------------------- 梅道启,王媛,杨志刚等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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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47 热性惊厥的临床分析 ------------------------------------------------------------------------------ 姜春颖 3174 
PU-2848 拉莫三嗪与丙戊酸联合治疗癫痫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功能和脂代谢的 
 影响 -------------------------------------------------------------------------------- 梅道启,王媛,杨志刚等 3174 
PU-2849 生酮饮食调节小儿难治性癫痫外周血 Th 细胞亚群平衡的研究 -- 梅道启,陈国洪,杨志刚等 3174 
PU-2850 轻度脑炎/脑病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 1 例 ---------------------------- 安阳,姜慧轶,徐乃军等 3175 
PU-2851 1 例 Landau-Kleffner 综合征的临床分析及治疗转归 ------------------ 梁晶晶,陈文杰,符娜等 3175 
PU-2852 神经纤维瘤病Ⅰ型的 MRI 影像学分析 ----------------------------------------------------------- 周怡 3176 
PU-2853 儿童颈肩臂无力型吉兰一巴雷综合征 10 例临床分析 ------------------------------ 滕紫藤,王华 3176 
PU-2854 SCN2A 突变导致的癫痫病例分析 ------------------------------------------------------ 李鑫,王静敏 3177 
PU-2855 240 例生酮饮食病例病因谱分析-依据 2017 年 ILAE 癫痫的病因 
 分类 ----------------------------------------------------------------------------- 王新华,郁莉斐,张赟健等 3177 
PU-2856 婴儿痉挛症药物治疗的系统回顾 -------------------------------------------- 赵曼,贾天明,郭芪良等 3178 
PU-2857 婴儿痉挛症药物治疗的系统回顾 -------------------------------------------- 赵曼,贾天明,郭芪良等 3178 
PU-2858 血清铁状态对婴儿客体永存能力发展的影响 ----------------------------------------- 段若愚,李明 3178 
PU-2859 儿童塌陷型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的预后分析 -------------------------- 蔡晓懿,谭梅,钟发展等 3179 
PU-2860 维生素 D 改善肌肉消耗和肌肉纤维化 ------------------------------------------- 周萍,陈岚,付姝丽 3179 
PU-2861 尿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水平变化在过敏性紫癜肾损害患儿中的 
 意义 ----------------------------------------------------------------------------- 王佳佩,狄亚珍,钟世玲等 3180 
PU-2862 儿童紫癜性肾炎尿中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水平检测意义 -------- 狄亚珍,王佳佩,李蕴言等 3180 
PU-2863 MMPs/TIMPs 非依赖介导 CNP 抑制肾脏系膜细胞体外增殖及其基质 
 表达 -------------------------------------------------------------------------------- 黄宝玉,胡鹏,张冬冬等 3181 
PU-2864 骨形成蛋白 4 对单侧输尿管梗阻小鼠肾间质巨噬细胞聚集及 NF-κB 信号通路的 
 影响 -------------------------------------------------------------------------------- 付强,封其华,于会娜等 3181 
PU-2865 肾病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照护知识现状的调查研究 -------------------------- 郭礼,孙霞,曹逸 3182 
PU-2866 表现为单侧多肾动脉瘤的结节性多动脉炎一例 ----------------------------- 宋丹羽,王芳,刘雪芹 3182 
PU-2867 肾病综合征患儿糖皮质激素治疗致眼科不良反应临床特点分析 ----------------- 赵芸,肖慧捷 3183 
PU-2868 槐杞黄颗粒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临床观察 ----- 杜悦,胡子静,侯玲等 3183 
PU-2869 儿童肾功能评估方法的研究 -------------------------------------------------------------- 程俊丽,杜悦 3184 
PU-2870 儿童紫癜性肾炎的高危因素分析 -------------------------------------------------------- 李莹,刘正娟 3184 
PU-2871 儿童血液净化患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邓慧,邓婉贞,叶宜等 3185 
PU-2872 扁桃体切除术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研究进展 -------------------------------------------- 庞爽,张君 3186 
PU-2873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NEPHROTIC  
 SYNDROME ----------------------------------------------------- Ballgobin Ashiana,Zhengjuan Liu 3186 
PU-2874 地塞米松通过稳定 PI3K/Akt 信号通路抑制足细胞凋亡研究 --------- 何绍平,于力,于生友等 3187 
PU-2875 自噬在阿霉素肾病大鼠肾组织损伤中的作用 -------------------------------- 陆玮,于力,于生友等 3188 
PU-2876 IL-18 和 NF-κB 在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患儿 PBMC 中检测的临床 
 意义 ----------------------------------------------------------------------------------- 王辉阳,张俊,蒋罗等 3188 
PU-2877 肾病综合征激素敏感频复发患儿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分析 -------- 翁维维,翁志媛,邱明瑜等 3189 
PU-2878 细菌溶解产物在预防儿童肾病综合征频繁复发中的应用 ----------------- 张瑶,葛林,郝志宏等 3189 
PU-2879 环孢素 A 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并发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的临床分析朱伟雪,于力,张瑶等 3190 
PU-2880 5 例婴幼儿 Alport 综合征患儿临床病理基因研究 ---------------------- 丁娟娟,栾江威,王筱雯 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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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81 Association of MMP-9 C-1562T polymorphism with risk of Henoch-Schonlein purpura  
 nephritis in children of southeast China - XU Jin wen,ZHAO Li ping,ZHOU Hong xia etc. 3191 
PU-2882 儿童过敏性紫癜肾炎临床与病理的单中心研究 ----------------------- 朱亚菊,龚莹靓,李玉峰等 3191 
PU-2883 小儿先天性肾积水采用离断性肾盂成形术的有效护理干预及效果观察 ----------- 郑妍,刘杨 3192 
PU-2884 PICU 血液净化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特点 --------- 裴亮,杨雨航,杨妮等 3192 
PU-2885 儿童狼疮性肾炎疗效影响因素分析 -------------------------------------- 李荻菁,姜梦婕,容丽萍等 3193 
PU-2886 狼疮性肾炎男孩和女孩临床病理表现的比较 -------------------------- 李荻菁,姜梦婕,容丽萍等 3193 
PU-2887 儿童 IgA 肾病肾病综合征型临床、病理及治疗分析 --------------------------------------- 李红超 3194 
PU-2888 声触诊组织定量技术在儿童紫癜性肾炎中 的临床应用研究 ------------------------------- 王华 3195 
PU-2889 Exogenous miRNA-26a attenuates renal fibrosis in UUO  
 mice --------------------------------------------- Zhang Aiqing,Yuan Yanggang,Gan Weihua etc. 3195 
PU-2890 TLR-2、ED-1 和 IL-1β在儿童微小病变型肾病肾组织中的表达 - 赵德安,马振林,贾妮旦等 3196 
PU-2891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he Cell Death Induced by the  
  Histone Deacetylase Pan Inhibitor LBH589 (Panobinostat) in  
  Wilms Tumor Cells ---------------------------------------- Xu Lixiao,Pan Jian,Tao YanFang etc. 3196 
PU-2892 43 例紫癜性肾炎患儿临床表现与肾脏病理分析 --------------------- 杨焕丹,张锐锋,彭倩倩等 3197 
PU-2893 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临床及病理分析 -------------------------- 刘素雯,孙书珍,李倩等 3197 
PU-2894 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 45 例临床病理特点及随访研究 --------------------------- 孙智才,刘玉玲 3198 
PU-2895 森森布伦纳综合征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贾实磊,杨军,何庭艳 3198 
PU-2896 Tfh 细胞介导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低 IgG 血症免疫机制探讨 -- 梁芳芳,刘光磊,李成荣等 3199 
PU-2897 BCL-6/Blimp-1 和 IL-2-PI3K-AKT-mTOR 轴表达失衡介导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低 IgG 血症 
 免疫机制研究 ----------------------------------------------------------------- 梁芳芳,刘光磊,李成荣等 3199 
PU-2898 ILEI i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te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TGF-β1 induced renal  
 tubular EMT -------------------------------------------------------------------- Zhao Xing,Jiang Hong 3200 
PU-2899 Alteration of Connexin43 Expression in a rat model of Obesity-Related  
 Glomerulopathy ----------------------------------- Zhao Yongli,Li Guohua,Wang Yuchuan etc. 3200 
PU-2900 糖皮质激素联合吗替麦考酚酯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 40 例分析 --- 谭永超,孙书珍,郭海艳等 3201 
PU-2901 GP130 抑制剂对 UUO 小鼠肾组织 STAT3 和间质纤维化表达的机制 
 研究 ----------------------------------------------------------------------------- 龚莹靓,李玉峰,朱亚菊等 3201 
PU-2902 Children with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with low complement levels：an observation  
 for 6 years ---------------------------------------------------------------------- lin qiang,Li Xiaozhong 3202 
PU-2903 全基因组甲基化异常与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相关性研究 -------------- 杨建环,邢超,胡小涵 3203 
PU-2904 综合护理干预在持续不卧床腹膜透析患儿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 郑琳 3203 
PU-2905 亲属活体与公民器官捐献儿童肾移植疗效比较 ----------------------------- 刘龙山,李军,傅茜等 3203 
PU-2906 儿童供体与成人供体儿童肾移植预后比较 -------------------------------- 张桓熙,刘龙山,李军等 3204 
PU-2907 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Upregulates MicroRNA-21 to  
 Protect the Kidney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 Kang Zhijuan,Li Zhi Hui,Huang Peng etc. 3204 
PU-2908 比较不同周龄的小鼠对叶酸急性肾损伤的 影响及分子机制 --------- 贾立山,李晓忠,朱赟等 3205 
PU-2909 临床表现为高钙血症及双肾肿大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例并文献 
 复习 ----------------------------------------------------------------------------------- 孙倩靓,李志辉,张良 3206 
PU-2910 A novel frameshift mutation c.1902delA of COL4A5 gene in a Chinese male patien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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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 li zhi Hui,Pan Ying,Kang Zhi Juan etc. 3206 
PU-2911 半乳糖缺陷 IgA1 在儿童紫癜性肾炎的诊断价值 ------------------------ 康志娟,刘波,李志辉等 3207 
PU-2912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酸化介导 miR-21 在缺血再灌注肾损伤中的 
 作用 ----------------------------------------------------------------------------- 李志辉,刘恋红,康志娟等 3207 
PU-2913 MicroRNA-214/-218 靶向调控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2 ------------------------ 康志娟,李志辉 3208 
PU-2914 TLR3 和 TLR4 在特发性 IgA 肾病患儿肾组织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 
 表达 ----------------------------------------------------------------------------- 朱小娟,韩玫瑰,韩子明等 3208 
PU-2915 1 例药物超敏综合征患儿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护理难点及对策  ---------------- 祝融,白燕 3209 
PU-2916 15 例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临床分析 ------------------------------------ 杨焕丹,张锐锋,朱冰冰等 3209 
PU-2917 凋亡抑制基因 Livin 基因与 TGF-β1 诱导的肾间质纤维化之间的相关研究 ----- 肖静,姜红 3210 
PU-2918 Combined blockade of Smad3 and JNK pathways ameliorates progressive fibrosis in  
 folic acid nephropathy ---------------------------- Jiang Mengjie,Qu Xinli,Sun YUboyang etc. 3210 
PU-2919 2 例 ADCK4 相关性肾病儿童肾移植术后随访报告 --------------------------- 王思,李莉,赵锋等 3211 
PU-2920 父源性单亲二倍体致 Alport 综合征一例 ------------------------------------- 陈丽珠,黄隽,王思等 3212 
PU-2921 遗尿症合并便秘患儿便秘与膀胱容量及遗尿症状相关性研究 ----------- 马艳立,沈颖,刘小梅 3212 
PU-2922 PAX2 基因突变致 Papillorenal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刘洁玮,余自华 3213 
PU-2923 2 岁儿童纤维连接蛋白肾小球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 沈彤,杨晓庆 3213 
PU-2924 过表达维甲酸受体α对肾小球硬化大鼠肾脏 MMP2 及 MMP9 表达的 
 影响 -------------------------------------------------------------------------------- 陈秀萍,蒋玲,覃远汉等 3214 
PU-2925 维甲酸受体在缺氧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中的作用 -------------- 蒋玲,覃远汉,陈秀萍等 3214 
PU-2926  丹参松对脓毒血症大鼠肾损伤的保护机制研究 ------------------------ 连珠兰,白海涛,陈国兵 3215 
PU-2927 利用外显子组测序在一个中国 Bardet Biedl 综合征家系中 鉴定出 MKKS 基因的复合 
 杂合变异 -------------------------------------------------------------------------------- 齐展,付倩,沈颖等 3216 
PU-2928 儿童毛细血管内增生性紫癜性肾炎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杨焕丹,张锐锋,朱冰冰等 3216 
PU-2929 先天性肾病综合征 NPHS1 基因突变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刘海鹏,张锐锋,杨焕丹等 3217 
PU-2930 肾小球内纤维蛋白原沉积在儿童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中的意义 ----- 王凤英,李晓忠,王兴东等 3217 
PU-2931 转染 RARα在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后转分化中的作用 ------------------ 龚玲,蒋玲,覃远汉等 3218 
PU-2932 血 CPR、PCT 及尿 NGAL 在儿童上尿路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 宋少娜,张碧丽 3218 
PU-2933 小儿肾病与过敏体质的关系的研究 ----------------------------------------- 刘景城,苏白鸽,姚勇等 3219 
PU-2934 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 3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杨帆,邓泂,莫樱等 3220 
PU-2935 蟾蜍灵对体外庆大霉素诱导的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自噬的影响 ----- 丁玲,施会敏,张爱青等 3220 
PU-2936 1 例过敏性紫癜肾炎患儿行介入治疗肾脏穿刺活检术后出血的观察和护理 --------- 赵雪君 3221 
PU-2937 低钾碱中毒起病患儿的基因型和临床表型分析 ----------------------------------- 仇丽茹,周建华 3221 
PU-2938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合并免疫复合物性肾小球肾炎 1 例报告 ---- 保睿,陈朝英,涂娟等 3222 
PU-2939 青蒿琥酯对微小病变肾病大鼠肾组织 TGFβ1、Nestin、Nephrin 表达的 
 影响 -------------------------------------------------------------------------------------------- 张玉霞,芦琨 3222 
PU-2940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56 例生化及体液免疫指标检测的临床 
 意义 ----------------------------------------------------------------------------- 张萍萍,苏白鸽,张宏文等 3223 
PU-2941 以急腹症为首发症状的儿童肾病综合症 1 例 -------------------------------------------------- 李弢 3223 
PU-2942 血液透析联合舒血宁在小儿肾病综合症中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研究 ----------- 杨莉,刘翠华 3224 
PU-2943 儿童紫癜性肾炎伴轻度蛋白尿的临床分析 -------------------------------------------- 涂娟,陈朝英 3225 
PU-2944 1 型 Dent 病 2 例临床分析 -------------------------------------------------- 邓会英,陈椰,李颖杰等 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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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45 钙调神经蛋白抑制剂肾损伤的组织形态学观察 ------------------------------------------------ 朱艳 3226 
PU-2946 RGC-32 缺乏延缓急性肾损伤小鼠肾功能恢复 --------------------------------------------- 胡玉杰 3226 
PU-2947 尿系列蛋白联合左肾静脉 B 超在直立性蛋白尿中诊断价值 ------------- 钮小玲,吴滢,黄文彦 3227 
PU-2948 肾组织 PLA2R 的表达与儿童原发性膜性肾病的关系及临床分析 ------ 孙利文,董燕飞,吴滢 3227 
PU-2949 过敏性紫癜合并肌炎 1 例临床报告 ------------------------------------- 吴天慧,李志辉,段翠蓉等 3228 
PU-2950  血液灌流对过敏性紫癜患儿炎症因子的临床分析 ------------------ 吴天慧,李志辉,段翠蓉等 3229 
PU-2951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碘及甲状腺激素变化的临床分析 --------------------------------- 尹力 3229 
PU-2952 1 例儿童顽固性嗜酸性膀胱炎的随访及文献复习 ------------------ 刘妍秀,赵秉刚,李青梅 等 3230 
PU-2953 儿童肾病综合征不同肾组织免疫荧光分型与疗效观察 -------------------- 孙百超,张丽,张岩等 3230 
PU-2954 Gen1 基因突变对小鼠后肾发育相关维甲酸信号通路的影响 ----------- 张娅,方晓燕,徐虹等 3231 
PU-2955 儿童 Joubert 综合征并 NHPH1 例  ------------------------------------------------- 李宇红,邵晓珊 3232 
PU-2956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合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病综合征 1 例 ---------------- 李宇红,邵晓珊 3232 
PU-2957 G490 抑制 JAK-STAT 信号通路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Th17/Treg 细胞及蛋白尿的 
 影响 ----------------------------------------------------------------------------------------- 吴玉辉,邵晓珊 3233 
PU-2958 1 型 Dent 病的临床研究及 CLCN5 突变位点的功能验证 ---------------- 张娅,方晓燕,徐虹等 3233 
PU-2959 SB203580 抑制 p38MAPK 信号通路对足细胞损伤及凋亡的影响         吴玉辉,邵晓珊 3234 
PU-2960 小儿尿路感染与膀胱输尿管返流相关性研究 -------------------------------------- 蒋新辉,邵晓珊 3234 
PU-2961 pH 值通过 SPIB 基因上调 AQP1 的表达 --------------------------------------- 翟亦晖,沈茜,徐虹 3235 
PU-2962 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 ------------------------------------------------------ 李广波 3235 
PU-2963 甲泼尼龙对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蛋白及血浆白蛋白水平的 
 影响 ----------------------------------------------------------------------------------- 方红星,王勇,朱晓涵 3236 
PU-2964 儿童血液灌流治疗Ⅲ度凝血原因分析及处理 ----------------------------- 翟松会,陈秀英,孙小妹 3236 
PU-2965 “逐红肾汤”对儿童狼疮性肾炎的疗效观察 --------------------------------------------------- 况莉 3237 
PU-2966 他克莫司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50 例临床研究  ---------------------- 张书锋,刘翠华,王华等 3237 
PU-2967 新月体紫癜性肾炎 2 例及文献复习 -------------------------------------------------------------- 李暖 3238 
PU-2968 报告 7 例中国 Lowe 综合征患者及 3 个 OCRL1 新突变 -------------- 刘婷,岳智慧,林宏容等 3238 
PU-2969 3 例肾脏病患儿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综合征临床特点分析并文献复习 ------- 邓泂,蒋小云 3239 
PU-2970 93 例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病理及预后分析 ------------------------------ 胡云霞,何晓青,付贵等 3239 
PU-2971 Follow up of 12 patients with ADCK4 associated glomerulopathy and the CoQ10  
 treatment -------------------------------------------- RAO Jia,SONG Xiaoxiang,SHEN Qian etc. 3240 
PU-2972 血液灌流术在儿童重症病例中的观察及护理 ------------------------------------------------ 高艳丽 3241 
PU-2973 白芍总苷干预柔红霉素肾病大鼠肾组织 JAK2/STAT3 信号通路表达的研究 - 安娜,关凤军 3241 
PU-2974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表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一例 -------------------------------- 彭倩倩,张锐锋 3242 
PU-2975 白芍总苷辅助治疗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疗效观察 ----------------- 彭倩倩,张锐锋,杨焕丹等 3242 
PU-2976 霉酚酸酯与环磷酰胺治疗 II、III 级紫癜性肾炎的疗效比较 ------------------------------ 何晓青 3243 
PU-297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persistent infection and  
 over-activation of TREML 4/TLR 7 signalling pathway in the Rat nephropathy  
 model -------------------------------------------------------------------------------- li shu,Wang Zheng 3243 
PU-2978 β抑制蛋白 2 及微管相关蛋白 LC3 在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改变及 
 意义 ----------------------------------------------------------------------------------------- 楚嫚嫚,吴玉斌 3244 
PU-2979 尿流动力学检查在儿童复杂性遗尿症诊治中的应用 ----------------------------- 高红英,吴玉斌 3245 
PU-2980 N-myc 下游调节基因-2 在输尿管梗阻大鼠肾脏中的表达及意义 ---------------- 齐欣,吴玉斌 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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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81 叉头框-C2 在单侧输尿管梗阻大鼠肾脏中的表达及意义 -------------------------- 黄钰,吴玉斌 3246 
PU-2982 NPHS1 基因突变致先天性肾病综合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 鲍昆草,裘艳梅,王凌越等 3246 
PU-2983 伴肾病水平蛋白尿的儿童急性肾小球肾炎临床及肾脏病理分析 ----------------- 李志娟,包瑛 3247 
PU-2984 继发激素耐药肾病综合征患儿 3 例临床病理分析 -------------------------------------------- 王硕 3247 
PU-2985 NPHP1 整体杂合缺失伴点突变肾单位肾痨 2 个中国家系报道 --- 陈华木,林宏容,岳智慧等 3248 
PU-2986 激素耐药型 MCD 的启示与对策 -------------------------------------------- 刘景城,王芳,苏白鸽等 3248 
PU-2987 血液灌流治疗儿童重症过敏性紫癜的疗效分析 ----------------------------- 崔逸芸,荀盼,丁桂霞 3249 
PU-2988 甲泼尼龙对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蛋白及血浆白蛋白水平的 
 影响 ----------------------------------------------------------------------------------- 方红星,王勇,朱晓涵 3250 
PU-2989 1，25-二羟维生素 D3 改善 IgA 肾病大鼠肾脏纤维化的作用及机制的 
 研究 -------------------------------------------------------------------------------- 何国华,容丽萍,蒋小云 3250 
PU-2990 IL-17 对足细胞相关分子和凋亡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 王莉,李秋,王莉佳等 3251 
PU-2991 影响醋酸去氨加压素治疗原发性单症状性夜遗尿症患儿疗效的相关因素 
 分析 ----------------------------------------------------------------------------- 郑荣浩,朱松柏,吴晓林等 3251 
PU-2992 血尿待查 1 例分析 -------------------------------------------------------------------------------- 齐兴杰 3252 
PU-2993 3 例关节穿刺/引流后并发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临床分析 ------------------------- 张亮,杨曼琼 3252 
PU-2994 托珠单抗在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中的使用研究 ----------------- 张亮,杨曼琼,谭钰嫔 3252 
PU-2995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 苏庆晓 3253 
PU-2996 孟鲁司特钠对阿霉素肾病的干预作用研究 -------------------------------- 白海涛,陈丽香,陈雁等 3254 
PU-2997 紫癜性肾炎患儿不同蛋白尿水平临床特点与临床炎性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 于博,王新良 3254 
PU-2998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血脂和尿蛋白与血压的关系研究 ----------------------- 赵英免,王新良 3255 
PU-2999 PAK4 在 TGF-β诱导人肾小管上皮-间质转分化中的机制研究 ------------ 范妍,王旭,赵兴等 3256 
PU-3000 RNAi 果蝇 nephrocyte 细胞核孔蛋白基因功能的研究 ---------------- 赵锋,朱俊祎,余自华等 3256 
PU-3001 儿童双肾多发脓肿 1 例误诊分析 ----------------------------------------- 吴绿仙,张 静,李小兵等 3257 
PU-3002 WNK3 激酶对 Maxi K 通道的调节机制研究 -------------------------- 胡小涵,张玉桦,陈丽虹等 3257 
PU-3003 以急性肾损伤起病紫癜性肾炎 1 例临床分析 ------------------------------------- 靳云凤,刘翠华 3258 
PU-3004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 1 例报道 ---------------------------------------------------------- 吕娟,张锐锋 3258 
PU-3005 wnt 通路在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的表达及意义 --------------------------------------------------- 李秀 3259 
PU-3006 远端肾小管酸中毒合并低钾性肾病肾脏囊性病变 1 例 ------------- 刘晓宇,杨茜茜,钟旭辉等 3259 
PU-3007 伴肉眼血尿的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临床及病理特征探讨 -------------- 寻劢,李志辉,段翠蓉等 3260 
PU-3008 尿中血管紧张素原在儿童紫癜性肾炎的变化 -------------------------------- 涂娟,耿海云,陈朝英 3261 
PU-3009 卡托普利治疗轻度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初探 ----------------------- 涂娟,耿海云,陈朝英 3262 
PU-3010 他克莫司对激素疗效不佳肾病综合征大鼠肾 组织中 MDR1 及其 P-gp170 表达的 
 影响 ----------------------------------------------------------------------------------------- 张艳敏,封其华 3262 
PU-3011 急性肾损伤早期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 曾海艳,熊安秀,王敏 3263 
PU-3012 足细胞裂孔隔膜分子 Nephrin 和 Podocin 在 IUGR 大鼠蛋白尿发生中的作用 -------- 朱婧 3264 
PU-3013 儿童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的临床病理及预后的研究 -------------------- 金艳艳,王晶晶,冯春月等 3264 
PU-3014 青少年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细胞因子谱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李璐 3265 
PU-3015 成人及儿童过敏性紫癜在临床表现差异研究 -------------------------------- 杨莉莉,刘翠华,刘栋 3265 
PU-3016 A Novel insertion mutation Identified in a Chinese Family with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by whole-exome sequencing ------------------------ Ye Qing,Wang Jingjing,Zhu Xiujuan etc. 3266 
PU-3017 儿童过敏性紫癜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 杨晓庆,沈彤 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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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8 Two Novel Splicing Mutations Identified in two Chinese Families with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by Whole-Exome Sequencing -------- Ye Qing,Wang Jingjing,Zhu Xiujuan etc. 3267 
PU-3019 以肾病综合征为临床表现的儿童 IgM 肾病特征 ------------------------- 冯春月,刘飞,傅海东等 3267 
PU-3020 儿童家族性孤立性血尿致病基因研究 -------------------------------------- 李永珍,何庆南,易著文 3268 
PU-3021 霉酚酸酯血药浓度监测在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中的意义 ----------- 张致庆,沈茜,李智平等 3268 
PU-3022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在过敏性紫癜急性期的表达及其意义 -------------------------------- 郑姣姣 3269 
PU-3023 135 例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随访观察 ------------------------------------------------------ 钟日荣 3270 
PU-3024 高通量基因分析在疑诊 Alport 综合征病因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 谢建军,王硕,谭竹等 3270 
PU-3025 ESM-1 和 sICAM-1 在儿童过敏性紫癜和紫癜性肾炎中的变化及 
 意义 ----------------------------------------------------------------------------- 陈莹华,张建江,史佩佩等 3271 
PU-3026 Comparison of the renal disease of children at the plateau and plain area based on  
 renal biopsy data ------------------------------------------------------------- Wang Nini,Tao Yuhong 3272 
PU-3027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肾损害患儿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 李倩,孙书珍,周爱华等 3272 
PU-3028 低分子右旋糖酐诱发肾病儿童急性肾损伤三例诊疗分析 ----------------- 陈雁,白海涛,杨阳等 3273 
PU-3029 儿童 IgA 肾病肾病综合征型肾脏病理危险因素分析 ------------------------------------------ 张翼 3274 
PU-3030 肾内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在小儿紫癜性肾炎中的改变 -------------------- 张晓翠,侯兆玉,邓芳 3274 
PU-3031 儿童肾病综合征并发静脉窦血栓临床改变及治疗分析 -------------------- 郑凯元,代艳,李新叶 3275 
PU-3032 成功诊治 1 例原发性辅酶 Q10 缺乏症并文献分析 ---------------------------------------- 童桂霞 3275 
PU-3033 rhACE2 对 AngII 诱导的人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及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的 
 影响 ----------------------------------------------------------------------------------- 张红利,邓芳,侯兆玉 3276 
PU-3034 PAF 及其乙酰水解酶与过敏性紫癜肾损害的关联性研究 ----------------------------------- 鲁阳 3276 
PU-3035 血浆置换治疗儿童蜂蛰伤伴神经系统损害 1 例 -------------------------------------------- 袁传杰 3277 
PU-3036 血液净化治疗儿童中毒的临床特点及流行病学分析 ----------------------------- 袁传杰,陶于洪 3277 
PU-3037 儿童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 (CVVH) 枸橼酸抗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研究 --- 何旭 3277 
PU-3038 阿司匹林诱生型脂氧素对急性肾损伤小鼠肾脏保护功能的研究 --------------------------- 张沛 3278 
PU-3039 激素敏感及依赖型肾病综合征患儿基因甲基化研究及其生物信息学分析 ----------- 张佳仪 3278 
PU-3040 维生素 D 及其受体与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的相关性分析 ---------------------- 陈思平,孙杰 3279 
PU-3041 Plasmapheresis combined with 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  
 rescues severe acute liver failure in Wilson’s disease before  
 liver transplantation ---------------------------------------- Zhang Yu,Li Liang,Zhang Xiaole etc. 3279 
PU-3042 川崎病相关肾脏损伤的临床表现及机制分析 -------------------------------------------- 李迪,李迪 3280 
PU-3043 儿童 Bartter 综合征 3 例误诊分析与随访 --------------------------------- 吴绿仙,王大燕,徐丽丹 3280 
PU-3044 免疫抑制剂治疗激素依赖/频复发肾病的疗效和可接受性的 系统评价和网状 Meta 
 分析 ----------------------------------------------------------------------------- 李少军,阳海平,谭利平等 3281 
PU-3045 儿童肾病综合征 Tfh 细胞亚类失衡及 OX40 表达的初探  ------------------ 唐筱潇,李婷,李秋 3281 
PU-3046 IL-23 诱导 PNS 儿童外周血中γδ T 分泌 IL-21 参与 Th17/Treg  
 失衡 -------------------------------------------------------------------------------- 张丽,闫俊丽,杨宝辉等 3282 
PU-3047 一例毒蕈中毒患儿血浆置换的护理体会 ------------------------------------------------------ 邓小芳 3282 
PU-3048 腹腔镜下离断肾盂成形术治疗婴幼儿先天性 UPJO 的初步经验 ---- 郭丙涛,张立华,黄岩等 3283 
PU-3049 应用 Duckett 及 Duckett 联合 Duplay 术式治疗 中重度尿道下裂 90 例临床 
 分析 ----------------------------------------------------------------------------- 罗向阳,郭丙涛,张立华等 3283 
PU-3050 腹腔镜手术与开发性手术治疗小儿隐睾的疗效比较 ----------------- 张立华,郭丙涛,罗向阳等 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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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51 儿童 renal-coloboma 综合征 1 例 --------------------------------------------- 苏白鸽,李礼,姚勇等 3284 
PU-3052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神经源性膀胱间歇性导尿患儿尿路感染发生率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 赵玲玲,章敏,吴素素等 3284 
PU-3053 维持性腹膜透析患儿慢性胸腹瘘 1 例 ------------------------------------------- 苏白鸽,刘君,姚勇 3285 
PU-3054 Simplified and economic diagnostic approach in two families with familial renal  
 glucosuria: from clinical to genetic analysis ---- He Guohua,Xian Huiwen,Ma Yuhua etc. 3286 
PU-3055 Effects of exosomes secreted by human urine-derived stem cells on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α‐SMA Expression of Urethral Smooth  
 Muscle Cells ------------------------------------------------ DAI Rufeng,XU Hong,ZHAI Yihui etc. 3286 
PU-3056 临床表现为大量蛋白尿的儿童紫癜性肾炎预后分析 ----------------------------- 陈雪,王墨,杨琴 3287 
PU-3057 Different treatment responses in children with monosymptomatic  
 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 may be related with seasonal temperature  
 changes ------------------------------------------------------------ ma yanli,Liu Xiaomei,Shen Ying 3288 
PU-3058 儿童和成人紫癜性肾炎（血尿和蛋白尿型）临床、病理及中医证型比较性 
 分析 -------------------------------------------------------------------------------- 宋纯东,李琳,郭庆寅等 3288 
PU-3059 醋酸去氨加压素中长程疗法治疗儿童原发性单症状夜遗尿症的临床研究 -------------- 初梅 3289 
PU-3060 来氟米特联合糖皮质激素对比环磷酰胺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疗效及不良 
 反应的 meta 分析 ------------------------------------------------------------------------------------ 康天 3290 
PU-3061 5 例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病理特点 ------------------------------------------ 李佩然,王墨 3290 
PU-3062 IL-17 活化 NLRP3 炎症小体致足细胞损伤机制探讨 ---------------------- 闫俊丽,李瑶,张丽等 3291 
PU-3063 血尿 2 号方联合雷公藤多苷片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单纯血尿型）124 例 临床观察杨濛 3291 
PU-3064 Th17/Treg 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在阿霉素肾病大鼠血清及肾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及 
 意义 ----------------------------------------------------------------------------------------- 吴玉辉,邵晓珊 3292 
PU-3065  IL-17 对足细胞 Nephrin 和 Podocalyxin 的表达变化 -------------------------- 吴玉辉,邵晓珊 3292 
PU-3066 紫癜肾 1 号方联合雷公藤多苷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血尿加蛋白尿型 70 例临床 
 观察 ----------------------------------------------------------------------------------- 李冰,翟文生,杨濛等 3293 
PU-3067 儿童狼疮性肾炎肾转归的影响因素分析 -------------------------------- 王丽丽,赵凯姝,李青梅等 3293 
PU-3068 激素联合他克莫司治疗儿童重症紫癜性肾炎的疗效、安全性的观察 -- 高宇,张东风,刘玲等 3294 
PU-3069 儿童轻微病变/微小病变肾病综合征的免疫抑制剂治疗比较 ------- 李玉峰,卫敏江,吴伟岚等 3295 
PU-3070 轻微病变肾病综合征激素治疗效果与免疫复合物沉积的关系 ----- 李玉峰,单文婕,龚莹靓等 3295 
PU-3071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血清网膜素、趋化素水平的研究 ------------------------------------ 张瑄 3296 
PU-3072 儿童改良经皮穿刺腹膜透析置管术的临床应用 -------------------------- 陈秋霞,赵非,丁桂霞等 3296 
PU-3073 IDOSE 技术在小儿低剂量 CT 尿路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 朱凯,张晓凡,张毅 3297 
PU-3074 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足细胞相关蛋白的基因突变分析 ----------------- 谭钰嫔,杨曼琼 3297 
PU-3075 Estrogen-Related Receptor α (ERRα) Plays Proapoptotic and Proinflammatory Roles in 

Mesangial Cells ------------------------------------------ Gong Wei,Jia Zhanjun,Zhang Yue etc. 3298 
PU-3076 尿毒症毒素在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李树珍,张玥,黄松明等 3298 
PU-3077 DEAP-溶血尿毒综合征 2 例 ------------------------------------------------- 苏白鸽,周慧琴,姚勇等 3299 
PU-3078 经典型 Bartter 综台征 CLCNKB 基因检测及突变功能研究 ---------- 王春莉,陈颖,郑必霞等 3299 
PU-3079 儿童急性局灶性细菌性肾炎及肾脓肿的影像学诊断价值 ----------------- 宋蕾,刘志敏,彭芸等 3300 
PU-3080 枸橼酸局部抗凝在尿毒症儿童维持性血液透析中的应用 -------------------------- 王文琰,赵非 3300 
PU-3081 Dent 病儿童慢性肾功能不全 2 例分析 --------------------------------- 苏白鸽,刘晓宇,张宏文等 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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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82 39 例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临床表现、病理分型与中医辨证分型相关性 
 研究 -------------------------------------------------------------------------------------------- 魏磊,刘翠华 3301 
PU-3083 以慢性肾衰竭起病的 Papillorenal 综合征一例 ----------------------- 许艺怀,刘雪梅,张洪霞等 3302 
PU-3084 血液灌流治疗儿童严重消化道受累过敏性紫癜疗效分析 ----------- 周蔚然,董琳琳,潘艳艳等 3302 
PU-3085 血液灌流治疗常规治疗无效、严重消化道受累的儿童过敏性紫癜疗效 
 分析 ----------------------------------------------------------------------------- 周蔚然,刘雪梅,潘艳艳等 3303 
PU-3086 48 例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及病理分析 --------------------------------- 周蔚然,张洪霞,董琳琳等 3303 
PU-3087 霉酚酸酯及环磷酰胺冲击治疗儿童狼疮性肾炎的临床疗效 -------- 潘艳艳,周蔚然,董琳琳等 3304 
PU-3088 儿童化疗相关性 AKI 肾替代治疗的开始时机 ----------------------------------------------- 郭妍南 3304 
PU-3089 儿童毛细血管内皮增生性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分析 -------------------------- 秦黎,杨佳美,李平等 3305 
PU-3090 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儿童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1 例 ---------------------- 田佳,刘冲 3305 
PU-3091 以高血压伴肾损害起病的甲基丙二酸血症的一例报道 ----------------------------- 黄惠梅,包瑛 3306 
PU-3092 COL4A3 基因新无义突变导致常染色体隐性 Alport 综合征 ---------- 付荣,和俊杰,王淑静等 3306 
PU-3093 Renal tubular diseases with hypokalemia in children：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 Kang Yulin, Qu Wei,Feng Dan etc. 3307 
PU-3094 炎症干扰 NPC1 介导的胆固醇稳态平衡在原发性肾病综合征足细胞损害中的分子 
 机制 -------------------------------------------------------------------------------- 杨雪钧,李倩倩,熊晓等 3308 
PU-3095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外周血 IL-10、IL-21 及 TGF-β1 检测的临床意义 ---- 梁丽俊 3308 
PU-3096 喜炎平注射液对轮状病毒肠炎的临床观察 ------------------------------------------------ 欧阳学认 3309 
PU-3097 32 例儿童慢性腹痛临床分析 ---------------------------------------------------------------------- 杨珂 3309 
PU-3098 以克罗恩病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XIAP 缺陷一例并文献复习 -------- 徐罗佳,罗优优,余金丹等 3310 
PU-3099 门诊婴幼儿血便 52 例病因探讨 ------------------------------------------------------ 梁文青,何婉儿 3310 
PU-3100 90 例婴儿呕血的病因分析 ---------------------------------------------------------------------- 何婉儿 3310 
PU-3101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大鼠食管动力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 罗燕军 3311 
PU-3102 小儿 Caroli 病 4 例并文献复习 ---------------------------------------- 史长松,程艳波 ,程东良 等 3311 
PU-3103 小儿腹泻 ------------------------------------------------------------------------------------------------ 刘丹 3312 
PU-3104 整体护理在小儿腹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 李雅丽 3312 
PU-3105 分析整体护理程序在小儿腹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 李雅丽 3312 
PU-3106 10 例经皮神经电刺激在儿童厌食症治疗中的应用报告 --------------- 盛伟松,朱丹荣,董娜等 3313 
PU-3107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 60 例临床分析 ------------------ 程勇卫,周少明,周建利等 3313 
PU-3108 134 例婴儿首发呕吐原因分析 ------------------------------------------------------------------ 杨晓梅 3314 
PU-3109 早产儿胆汁淤积的危险因素分析 ----------------------------------------------- 魏聪,何秉燕,赵东赤 3314 
PU-3110 益生菌与儿童健康的相关性 ----------------------------------------------------------- 曾冬新,赵东赤 3314 
PU-3111 细节护理在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中的应用 ------------------------------------------------------ 姜姗 3315 
PU-3112 巨细胞病毒感染性肝炎 1 例 ---------------------------------------------------------------- 刘宁,赵莉 3315 
PU-3113 22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患者护理 --------- 徐晓凤,余卓文,苗士建等 3316 
PU-3114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功能性便秘的临床诊治 ----------------------------- 杨洪彬,张含花,李虹等 3316 
PU-3115 小儿门脉高压症的病因及治疗分析 -------------------------------------- 杨洪彬,韩亚楠,任晓侠等 3317 
PU-3116 儿童慢性特发性假性肠梗阻 1 例 ------------------------------------------- 张含花,李虹,杨洪彬等 3317 
PU-3117 希特林蛋白缺乏症 1 例 ----------------------------------------------------------------------------- 秦艳 3318 
PU-3118 小年龄儿童食管静脉曲张成功套扎一例 ----------------------------------- 李小兵,赖盼建,包云光 3319 
PU-3119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食源性休克 1 例报告 ------------------------------- 祁海峰,王峰,杨洪彬等 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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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20 儿童结肠息肉的临床及内镜诊治特点 ----------------------------------------------- 杜红宇,吕丽珍 3319 
PU-3121 婴儿肠梗阻 256 例临床分析 -------------------------------------------------------------------- 张国来 3320 
PU-3122 先天性胆汁酸合成障碍 2 型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刘嘉琪,周少明 ,周建利等 3320 
PU-3123 血清铁、铁蛋白及肝酶、心肌酶检测在婴幼儿肠炎的临床意义 --------------------------- 王艳 3321 
PU-3124 胃肠安丸治疗儿童功能性腹痛的疗效分析 ----------------------------- 殷润开,赵瑞芹,王晓明等 3321 
PU-3125 HP 感染的诊治体会 --------------------------------------------------------------------------- 金翠,赵青 3322 
PU-3126 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布拉氏酵母散治疗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疗效评价王群思,顾雪,成怡冰等 3322 
PU-3127 无痛结肠镜诊治 85 例儿童结肠息肉体会 ------------------------------------------------ 林琼,王辉 3322 
PU-3128 小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115 例分析 -------------------------------------------------------------- 朱力 3323 
PU-3129 儿科消化系统常用药物联合应用合理性研究 -------------------------------- 袁子杰,张先华,龙毅 3323 
PU-3130 原发性小肠 B 细胞淋巴瘤 1 例并文献分析 -------------------------------------------------- 赵红梅 3323 
PU-3131 难治性再发性呕吐病例 1 例 -------------------------------------------------------------------- 孙晋芳 3324 
PU-3132 儿童复发性化脓性胆管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 唐清,单庆文 3324 
PU-3133 早产超低出生体重儿肥厚性幽门狭窄 1 报告并文献复习 ------- 余慕雪,司徒妙琼,卢珍通等 3325 
PU-3134 1 例婴儿杜氏病的抢救与护理 ----------------------------------------------------- 庞勤辉,龙梅,朱莉 3325 
PU-3135 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一例 -------------------------- 朱巍巍,李在玲 3325 
PU-3136 轮状病毒肠炎伴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2 例并文献复习 ---------------------- 魏红玲,魏红玲 3326 
PU-3137 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诊治 ----------------------------------------------------------------- 王丹,李在玲 3326 
PU-3138 重度牛奶蛋白过敏 1 例 -------------------------------------------------------------------------- 陈颢予 3327 
PU-3139 联合用药减轻鹅膏毒肽攻击肝细胞损伤的作用及机制 ------------------------------------ 李梦妮 3327 
PU-3140 ERPD 治疗儿童胰腺炎 1 例并 ERCP 相关文献总结 ------------- 杨亭亭,张会 丰,白欣立等 3328 
PU-3141 益生菌联合氨基酸配方奶粉治疗婴儿湿疹的疗效观察 ----------------------------- 董娜,盛伟松 3329 
PU-3142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诊疗进展 ----------------------------------------------------- 侯林,刘捷,曾超美 3329 
PU-3143 儿童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的临床表现及内镜特点 ------------------------------------------ 林卫东 3330 
PU-3144 补锌用于小儿腹泻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 高小 3330 
PU-3145 病例讨论（消化专场） ------------------------------------------------------------------------------ 李佳 3330 
PU-3146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III 型 1 例临床特点与 ABCB4 基因相关性 ---- 张晓媛,覃珍 3331 
PU-3147 采用唾液试纸及胃镜下检测 HP 在儿童中的应用 -------------------------- 孔庆侠,潘玉凤,孟园 3331 
PU-3148 路径化肠道护理措施对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的护理应用 ------------------------------ 洪霓 3331 
PU-3149 病例报告 ------------------------------------------------------------------------------------------------ 李妍 3332 
PU-3150 抗生素序贯疗法治疗儿童细菌性急性肠系膜淋巴结炎临床分析 -------------------- 文政,廖莉 3332 
PU-3151 Beneficial effects of melatonin in juvenile rats with heart failureWu Yao,Si Feifei,Yi Qijian 3333 
PU-3152 Serum levels of C1q-tumor necrosis factor related protein-1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Feng Siqi,Yi Qijian 3333 
PU-3153 儿童经皮封堵肌部室间隔缺损的中期疗效评价 -------------------------- 伍洋子,谢育梅,张智伟 3334 
PU-3154 Clinical analysis of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without feverHUI QIN,Zhou Zhongshu 3334 
PU-3155 小剂量低分子肝素治疗川崎病高凝状态的疗效 ----------------------------- 王祥,陈智,肖云彬等 3335 
PU-3156 2004 年美国第 4 次报告儿童青少年血压诊断标准的规范应用和 SPSS 程序 
 实现 -------------------------------------------------------------------------------------------- 孟玲慧,席波 3335 
PU-3157 Anacardic acid attenuates cardiac hypertrophy by down-regulating the acetylation  
 of target genes -------------------------------------------------- peng chang,Li Shuo,Luo Xiaomei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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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8 体外膜肺氧合联合体外球囊反搏及持续肾脏替代治疗成功救治暴发性 
 心肌炎 1 例 ------------------------------------------------------------------------- 何敏,邢军卫,刘小红 3336 
PU-3159 心脏祖细胞源性外泌体可通过激活 Akt/mTOR 促进 H9C2 细胞增殖 - 李欣,江杰,杨作成等 3337 
PU-3160 内源性硫化氢通过激活 TRPV1 通道增强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性于文,廖莹,黄娅茜等 3337 
PU-3161  抗心肌抗体在小儿病毒性心肌炎诊断中的价值及意义 ------------------------------------- 彭静 3338 
PU-3162 儿科重症监护中循环系统疾病患儿新发功能障碍的特点 --------------------------------- 杨雨航 3339 
PU-3163 定量组织速度成像联合 Tei 指数评价左向右分流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心功能 仇烨,陈振宇 3339 
PU-3164 婴幼儿先心术后撤机失败的影响因素分析 ----------------------------- 巴宏军,覃有振,林约瑟等 3340 
PU-3165 脂肪因子与川崎病关系的研究新进展 ----------------------------------------------- 付淑芳,武付霞 3340 
PU-3166 ADAM17 基因 RNAi 重组慢病毒对小鼠内毒素血症抑制作用的实验 
 研究 ----------------------------------------------------------------------------------- 何兵,李小鸥,庹虎等 3341 
PU-3167 Echocardiographic diagnosis of infracardiac 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 ---------------------------------------------------------------------------------- Ren Shutang 3341 
PU-3168 法洛四联症胎儿母亲血清的多肽组学分析 ----------------------------------- 庄斌,胡银,余章斌等 3341 
PU-3169 美托洛尔对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疗效的预测研究 -------------------- 宋婧媛,李红霞,王瑜丽等 3342 
PU-3170 脓毒性休克大鼠心肌中兰尼碱受体的表达变化 -------------------------------- 潘颜戈辉,刘春峰 3343 
PU-3171 压力反射敏感度（Baro-reflex Sensitivity， BRS）对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短期 
 自然转归的预测价值 ----------------------------------------------------------- 李红霞,廖莹,王瑜丽等 3343 
PU-3172 新疆北疆地区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自然愈合的临床分析 ----- 王燕彬,郭春燕,陈永林等 3344 
PU-3173 先天性心脏病早期预警评估系统的研究现状 ----------------------- 徐昱璐, 吕天禅 ,王慧美等 3344 
PU-3174 儿童暴发性心肌炎早期症状的识别 -------------------------------------------- 米青,赵鹏,杨新利等 3345 
PU-3175 The role of aspirin in regulating platelet activation through autophagy in Kawasaki  
 disease ----------------------------------------------------------- Gu Xiaoqiong,Che  Di,Pi Lei etc. 3345 
PU-3176 The variation of immature platele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ntiplatelet effects of aspirin  
 in Kawasaki disease -------------------------------------------------- Pi Lei,Che Di,Li Jiawen etc. 3346 
PU-3177 ABCC4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and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form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 Che Di, Pi Lei, Li Jiawen etc. 3347 
PU-3178 探讨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在两种不同方法建立小鼠 心肌肥厚模型中的 
 作用 -------------------------------------------------------------------------------------- 彭昌,李硕,罗孝美 3347 
PU-3179 中国川崎病患儿免疫球蛋白无反应的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 陈先睿,黄建琪 3348 
PU-3180 1 例非典型川崎病临床特征分析并文献复习 --------------------------------------------------- 李霞 3348 
PU-3181 Wnt signaling regulates cardiomyocyte dedifferentiation and heart regeneration 彭向文 3349 
PU-3182 Mmu-miR-3475-3P 在心脏发育中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 沈兴,陈书琴,潘博等 3349 
PU-3183 儿童 Fontan 术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及血小板功能异常导致顽固性体腔积液 
 形成 ----------------------------------------------------------------------------------------- 苏妹玲,邓伟豪 3350 
PU-3184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Prognostic Value on Repeated Measures of  
 Perioperative NT-proBNP Levels in Postoperative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 Lin Fangqin,Cui Yanqin ,Qu Jiangbo etc. 3350 
PU-3185 川崎病患者心率变异性与降钙素原、超敏 C 反应蛋白的相关性研究陈婷婷,石坤,柳颐龄等 3351 
PU-3186 婴幼儿肺炎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48 例临床治疗 ------------------------- 张么成,聂国明, 余健等 3352 
PU-3187 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患儿彩色多普勒超声心脏结构和功能改变与骨龄指数的相关性 
 研究 ------------------------------------------------------------------------------------------------------ 刘洋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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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8 CRELD1 基因在心内膜垫发育中的作用 ------------------------------------- 陈璇,秦玉明,沈捷等 3353 
PU-3189 稳心颗粒配合小剂量胺碘酮对小儿心律失常疗效及 Q-T 离散度的影响 ---- 王芳洁,冯迎军 3353 
PU-3190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xplained palpitation in children and head-up tilt table  
 test ------------------------------------------------------------ Gan Tuoyu,Wu Lijia,Zou Runmei etc. 3354 
PU-3191 TG2 抑制剂在减轻大鼠肺动脉高压肺血管重构中的作用机制 ------------- 段艳,王婷,谢亮等 3354 
PU-3192 MMP-9 与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病变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 盈竞男 3355 
PU-3193 脑型利钠肽评估儿童扩张型心肌病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及心室重构的临床价值 
 探讨 -------------------------------------------------------------------------------------------- 钟家蓉,王丹 3355 
PU-3194 N 末端脑钠肽前体对于高未结合胆红素正常足月儿的心肌损伤的临床评估 -- 米楠,李树军 3356 
PU-3195 两例川崎病并发心肌梗死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及文献回顾 ------------------------------ 孙琪青 3356 
PU-3196 血浆 NT-proBNP 浓度对川崎病的预测价值及黄连素体外干预 
 研究 ----------------------------------------------------------------------------- 徐明国,肖铎峰,谭卫群等 3357 
PU-3197 Association of Patient laboratory variables and serum levels of cytokines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in acute phase of Kawasaki Disease ---------------------------------- Gao Fang 3358 
PU-3198 叶酸挽救乙醇致斑马鱼胚胎心脏和流出道发育异常的实验研究 -------- 孙淑娜,刘芳,桂永浩 3359 
PU-3199 血压及心率变异系数在 VVS 及 POTS 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 孔清玉,赵翠芬 3359 
PU-3200 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合并营养不良患儿围术期护理 -------------------------- 王晟,金芸,张慧文 3360 
PU-3201 二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评价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左心功能 ------------------------ 李嵘娟 3360 
PU-3202 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在小儿法洛四联症根治术中的应用 ----------------- 胡原,陈文娟,彭颖慧等 3361 
PU-3203 室间隔缺损术前 NT-proBNP 极高值意味着什么？ --------------------- 陈伟丹,石慧,梁会营等 3361 
PU-3204 儿童风湿热再认识—8 例临床分析及治疗经验 ----------------------------------------- 刘杨,石琳 3362 
PU-3205 苦参碱对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小鼠 Caspase-12 活性的影响 ----------- 孙永梅,李亚璞,吴德静 3362 
PU-3206 小儿慢性心力衰竭中的血清嗜铬粒蛋白 A、尾加压素Ⅱ的变化及其意义 -- 程遥遥,安金斗 3363 
PU-3207 小于 6 月龄婴儿川崎病临床特征 ---------------------------------------- 谢莹莹,熊安秀,王小平等 3363 
PU-3208 低浓度紫杉醇对大鼠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迁移的影响 ----------- 吴珊珊,刘斌,刘翰旻等 3364 
PU-3209 伊马替尼抑制 Warburg 效应改善肺动脉高压及右心功能的研究 - 肖云彬,洪陈亮,彭虹艳等 3364 
PU-3210 儿童心肌病 143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结果 ---------------------------------- 罗柳,庞玉生,苏丹艳等 3365 
PU-3211 儿童及青少年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对侧冠状窦的诊断与治疗 ------------------------------ 韩咏 3366 
PU-3212 以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为主要表现的暴发性心肌炎一例 ----------------- 吴新华,冯琳,王晓宁等 3366 
PU-3213 外周血循环内皮细胞及内皮祖细胞在儿童原发性高血压中的变化研究石琳,张圆圆,米杰等 3367 
PU-3214 The effects of Jmjd3-Ash2L and Ezh2 on histone methylation of IFN-γ gene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Wang Guobing,Mei Jiehua,Tang Gen etc. 3368 
PU-3215 经导管封堵儿童先天性肺动静瘘的临床报告 -------------------------------------------- 周雪,李谧 3369 
PU-3216 ITPKC 与 BTNL2 基因多态性与内蒙古川崎病的相关性研究  ---- 宋瑞霞,张晓梅,冯万禹等 3369 
PU-3217 miR-27b 通过靶向结合 Smad7 抑制内皮间充质转化从而保护川崎病血管内皮损伤机制 
 的研究 -------------------------------------------------------------------------------------- 戈东辉,褚茂平 3370 
PU-3218 血小板与川崎病冠脉损害的系统评价 ----------------------------------- 郭育屏,施红英,仇慧仙等 3371 
PU-3219 oxLDL 在早期预测川崎病冠状动脉损害中的价值 ----------------------------------------- 何跃娥 3371 
PU-3220 血栓调节蛋白基因 1418C/T 位点多态性与川崎病的相关性研究 ------------- 陆亚朋,杨作成 3372 
PU-3221 婴儿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临床治疗体会 ----------------------------------------- 孔娟娟,李虹 3372 
PU-3222 Decreased activity of RCAN1.4 is a potential risk factor f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 CHENG liangping,Li Peiqiang,Wang He etc. 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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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23 COX-2 Mediates PM2.5-induced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i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 Yin Jie,Yang Shiwei,Qin Yuming etc. 3373 
PU-3224 Search of somatic mutations of the NKX2-5 and GATA4 gene in sporad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 Yin Jie,Yang Shiwei,Qin Yuming etc. 3374 
PU-3225 研究 miRNA-1/133 对 Coxsackie 病毒心肌炎心功能的影响 ------ 刘蒙蒙,赵翠芬,孔清玉等 3375 
PU-3226 RyR2 基因突变引起儿茶酚胺敏感性室性心动过速 1 例 ------------------------------------ 何娟 3375 
PU-3227 下调 TOE1 基因在小鼠心肌原代细胞心肌肥厚模型中的保护作用 - 荣星,吴婷婷,吴蓉洲等 3376 
PU-3228 miR-197 在川崎病血清中的表达意义及其对血管内皮细胞的影响 - 洪岚岚,苏小平,荣星等 3377 
PU-3229 直立倾斜试验对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评价 -------------------- 刘佳,李艳 3377 
PU-3230 川崎病并发肠梗阻 4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王珍全,褚茂平 3378 
PU-3231 3 个月以下婴儿行经皮球囊肺动脉瓣成形术的并发症分析 ----------------------- 洪钿,钱明阳 3378 
PU-3232 直立倾斜试验在儿童血管迷走性晕厥诊断中的应用 -------------------- 刘佳,尚丽丽,李晓红等 3379 
PU-3233 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基于 24h 尿钠水平临床干预的研究 ---------- 胡金玮,苟弘萍,刘亚红等 3379 
PU-3234 川崎病患儿并发冠状动脉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 李娟,赵翠芬,夏伟等 3380 
PU-3235 生长激素缺乏症对心血管系统病变的影响分析 ----------------------------------- 张艳芳,孟庆杰 3381 
PU-3236 二代测序诊断婴儿型糖原累积病 II 型 6 例及文献复习 ------------------------- 张力力,王树水 3381 
PU-3237 超声心动图诊断一例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 ----------------------------- 计晓娟,杨海燕 3381 
PU-3238 脑利钠肽在川崎病中的诊断价值 ----------------------------------------------- 熊振宇,张曦,盖勇等 3382 
PU-3239 32 例儿童心肌病的临床资料分析 --------------------------------------------------- 刘晓月,赵翠芬 3382 
PU-3240 P300 介导的组蛋白修饰对 GATA4 基因的调控 ------------------------------- 周薇,孙慧超,田杰 3383 
PU-3241 Successful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a Giant Aneurysm in a  
 Congenital Coronary Artery Fistula from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to the Left Ventricle ------------------------------------- li yifan,Zhang Zhiwei,Wang Shushi etc. 3383 
PU-3242 β1 肾上腺素受体基因多态性与流出道室性早搏的相关性研究 ----------------- 李奇蕊,袁越 3384 
PU-3243 RIPPLY3 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Predispose to Conotruncal  
 heart defect in Chinese Han patients without 22q11.2  
 deletion -------------------------------------------- Hong Nanchao,Zhang Erge,Wang Qinjie etc. 3385 
PU-3244 Over-expressing Parkin  Down-regulates ERRα/eNOS Signaling  
 Pathway and Impairs the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 Endothelial  
 Cells ------------------------------------------------ Xia Weiwei,Zhang Shuping,Guo Chuchu etc. 3385 
PU-3245 Pro-BNP 升高的临床非心衰患儿分析 ---------------------------------------------- 周福军,王团结 3386 
PU-3246 DNA methylation status of TBX20 in patients with tetralogy of Fallot ----------- Sheng Wei 3386 
PU-3247 儿童慢性缩窄性心包炎外科手术治疗体会 -------------------------------------------- 陈忠建,李芳 3387 
PU-3248 人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对扩张型心肌病大鼠心功能和微血管再生的 
 影响 ----------------------------------------------------------------------------- 王哲哲,李自普,迟静薇等 3387 
PU-3249 偏心型封堵器在嵴内型室间隔缺损介入治疗中的应用分析 ------------------------------ 曹黎明 3388 
PU-3250 先天性二度二型房室传导阻滞患儿随访一例 -------------------------- 袁勇华,何学华,刘丽萍等 3388 
PU-3251 无创心指数检测在评价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的临床应用 
 价值 ----------------------------------------------------------------------------- 袁勇华,何学华,张爱民等 3389 
PU-3252 苦参碱对 PDGF 诱导心肌成纤维细胞胶原分泌及表型转化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 
 机制 -------------------------------------------------------------------------------------------- 李晓娜,路明 3389 
PU-3253 以肥厚性心肌病为首发表现的儿童遗传代谢病 4 例 ------------------- 王本臻,纪志娴,邴振等 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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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54 安装临时起搏器治疗小儿爆发性心肌炎 1 例 ---------------------------- 裘艳梅,鮑昆草,王凌越 3390 
PU-3255 儿童自身抗体相关性先天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 7 例 ---------------- 王本臻,纪志娴,邴振等 3391 
PU-3256 典型川崎病与不完全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的比较研究 -------------- 王本臻,李瑞涵,毛成刚等 3391 
PU-3257 儿童川崎病巨大冠状动脉瘤伴血栓形成临床特点及治疗 -------------- 彭华,郑剑波,吴祖波等 3392 
PU-3258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并发症及处理 -------------------------------------------------- 王霄芳,金梅 3392 
PU-3259 儿童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心导管术中发生肺动脉高压危象的相关因素及临床 
 分析 ----------------------------------------------------------------------------------- 张陈,朱燕,李强强等 3393 
PU-3260 暴发性心肌炎 3 例临床特点分析及早期识别 ---------------------------- 刘丽萍,王涛,曾赛珍等 3393 
PU-3261 心肌肌钙蛋白 I 相互作用蛋白的筛选鉴定与功能分析 ------------------------------------ 王致远 3394 
PU-3262 PGC-1α靶向 NFAT 信号通路影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 路攀,丁粤粤,唐孕佳等 3394 
PU-3263 应用心脏超声 Z 值评估川崎病后血栓形成患儿的冠状动脉损伤程度 ---- 邵魏,袁越,林利等 3395 
PU-3264 儿童先天性冠状动脉瘘的外科治疗及随访 ----------------------------------- 王燕飞,黄萍,张丽等 3395 
PU-3265 新生儿心律失常 2 例随访 ------------------------------------------------------- 张豫华,张磊,苗永红 3396 
PU-3266 Alagille 综合征中心血管合并症的诊断和治疗探讨（附 1 例报道） --- 王燕飞,黄萍,张丽等 3396 
PU-3267 儿童不同程度心肌致密化不全的临床特点分析 -------------------------- 周挥茗,田杰,刘玲娟等 3397 
PU-3268 川西南地区单中心 5 年儿童川崎病合并动脉瘤的临床分析 ---------- 文一州,王献民,陈婷婷 3397 
PU-3269 Identification of a functional enhancer in DLL1 gene --------------------------- Huang Zitong 3398 
PU-3270 Notch 信号通路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阿霉素诱导 ---------------- 张彩宁,迟静薇,李荣等 3398 
PU-3271 RAF1 基因新生突变致 LEOPARD 综合征一例 ---------------------- 张彩宁,王本臻,聂娜娜等 3399 
PU-327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γ-分泌酶抑制剂诱导的扩张型心肌病叙利亚金黄地鼠的治疗 
 作用 -------------------------------------------------------------------------------- 王哲哲,迟静薇,李荣等 3399 
PU-3273 脑利钠肽在川崎病中的诊断价值 ----------------------------------------------- 熊振宇,张曦,盖勇等 3400 
PU-3274 Copy number variants and Exome sequencing analysis of 6 pairs Chinese monozygotic 
 twins discordant for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 yuejuan xu,Li Tingting,Pu Tian etc. 3400 
PU-3275 左侧三房心 52 例临床分析 --------------------------------------------------- 姜小坤,金梅,肖燕燕等 3401 
PU-3276 1 例新生儿期右心室流出道占位患儿围手术期的护理 ------------------------------------ 李明兄 3401 
PU-3277 10 例肺动脉吊带矫治术后患儿呼吸道的护理 --------------------------------------- 韩玉,唐晓敏 3402 
PU-3278 以咯血为主要表现的儿童先天性肺静脉狭窄 2 粒报告并文献复习吴方方,苗永红,张豫华等 3402 
PU-3279 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川崎病诊治分析并文献复习 -------------------------------------- 那嘉,袁越 3402 
PU-3280 儿外科首诊 4 例川崎病临床分析 ------------------------------------------- 纪志娴,王本臻,邴振等 3403 
PU-3281 EGCG 预防老年小鼠心脏 cTnI 下降的研究 --------------------------- 贾忠莉,全珺珺,刘玲娟等 3403 
PU-3282 小鼠免疫性冠状动脉炎内皮细胞线粒体改变的初步研究 ----------------- 濮祥强,吕海涛,孙凌 3404 
PU-3283 膜周部室间隔缺损患儿行介入封堵治疗的临床疗效 ----------------------- 蔡本龙,李涛,肖玉等 3404 
PU-3284 BTNL2 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的相关性研究 --------------------------------- 冯万禹,于少飞,朱华 3405 
PU-3285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 9 例临床分析 ---------------------------------------------------------- 陈希,袁越 3405 
PU-3286 神经肽 Y 在儿童血管迷走性晕厥中的变化及意义 ------------------------------- 徐文瑞,杜军保 3406 
PU-3287 紫绀型先心病患儿分期行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的早期死亡原因分析 ------- 李珊,张智伟 3406 
PU-3288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 362 例效果分析 ----------------------------------------------- 刘震宇 3407 
PU-3289 充血性心力衰竭患儿血清醛固酮水平与心肌重塑的相关研究 ------------------------------ 王萌 3407 
PU-3290 本文主要探讨机体的生长素缺乏症（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GHD）对心血管系统 
 的影响 ------------------------------------------------------------------------------------------------ 张艳芳 3408 
PU-3291 儿童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 65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结果 --------------- 庞玉生,罗柳,覃素元等 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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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2 儿童原发性心肌病 69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结果 --------------------------- 庞玉生,罗柳,苏丹艳等 3409 
PU-3293 川崎病不同诊断标准诊断价值的比较 ----------------------------------- 李瑞菡,李自普,聂娜娜等 3409 
PU-3294 两例胎儿宫内肺动脉瓣球囊扩张术及其随访 ----------------------------- 玉今珒,潘微,张智伟等 3410 
PU-3295 一例新生儿顽固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患儿行食道调搏复律的护理配合 ------------------ 张小霞 3411 
PU-3296 儿童以严重高血压就诊的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17 -α-羟化酶 
 缺乏症 ----------------------------------------------------------------------------- 魏红玲,鲁珊,王新利等 3411 
PU-3297 血小板反应蛋白 2 对川崎病患儿冠状动脉扩张的预测价值 ---------- 杨帅,宋瑞霞,李晓惠等 3412 
PU-3298 手足口病患儿血清心肌酶谱及心肌肌钙蛋白 I（cTnI）对心肌损害的诊断价值及临床 
 意义 ------------------------------------------------------------------------------------------------------ 周丽 3412 
PU-3299 The variation of amplitude of T wave and ST segment between the supine and  
 orthostatic electrocardiogram in children or adolescents with 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 ---------------------------------------------------------- Wang Yuwen,Xu Yi,Li Fang etc. 3413 
PU-3300 冠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口内径比值在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预测中的 
 意义 ----------------------------------------------------------------------------------- 王秋鹏,彭华,刘亚黎 3414 
PU-3301 miR-29b-3p regulates cardiomyocytes proliferation via targeting  
 NOTCH2 -------------------------------------------------- Yangyang Qian,GUI Yonghao,LI Qiang 3415 
PU-3302 心脏发育过程中 DNA 甲基化参与调控小鼠心肌细胞 TnI 基因的表达 徐杨,刘玲娟,田杰等 3416 
PU-3303 2008 年~2015 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川崎病 290 例临床特征分析 ------------------ 刘慧 3416 
PU-3304 小儿频发房性早搏（61486 次/24 小时）伴短阵性房性心动过速（5582 阵/24 小时） 
 治愈 1 例 ------------------------------------------------------------------------- 俞蓓蓉,邱海燕,张若松 3417 
PU-3305 葫芦素 B 通过抑制 ERK 和 JAK-STAT3 通路保护 H9c2 心肌细胞对抗血管紧张素 II 诱导 
 的心肌肥大 --------------------------------------------------------------------------------------------- 焦蓉 3417 
PU-3306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产前监测与表观遗传学进展 -------------------------------- 孙立群,黄国英 3418 
PU-3307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is recurrent syncope with hysteria dissociative type in children:  
 a case report ------------------------------------------------- Liu Liping,Lijia Wu,Runmei Zou etc. 3418 
PU-3308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 se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delayed diagno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Chen Yan,Lv Haitao,Sun Ling etc. 3419 
PU-3309 STIC-M 技术测量房室瓣环收缩位移评估胎儿左、右室长轴收缩功能 席丽丽,孙锟,陈笋等 3419 
PU-3310 4 例婴儿期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误诊为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临床特点分析马凡,华益民

 3420 
PU-3311 以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为首发表现的肾病综合征 1 例报道 ------------------- 马凡,华益民 3421 
PU-3312 Investigation of DNA  methylation dynamics in heart development using a zebrafish  
 reporter ------------------------------------------------------------------ Zhang Ranran,Gui Yonghao 3421 
PU-3313 先天性心脏病的护理 ----------------------------------------------------------------------- 郑宇,吴缤娟 3422 
PU-3314 经食道超声在小儿多孔型房间隔缺损外科封堵术中的临床价值 -------- 张展,刘百灵,刘慧等 3422 
PU-3315 TBX2 基因启动子区单核苷酸多态性影响先心病发病风险的影响 ----------- 张冉冉,桂永浩 3423 
PU-3316 应用卵圆孔封堵器封堵小型房间隔缺损 63 例的疗效观察 ------------------------ 王振先,齐鲁 3423 
PU-3317 78 例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治疗 ------------------------ 蔡直锋,赵翠芬,夏伟等 3424 
PU-3318 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心肌酶谱及超声心动 
 变化 -------------------------------------------------------------------------- 边巴卓嘎,泽碧,平措央吉等 3424 
PU-3319 26 例儿童地高辛中毒的临床分析 ------------------------------------------------ 焦毅,张蕾,刘晓燕 3425 
PU-3320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患儿临床表现及危险因素分析 ----------------------------------- 张明明,石琳 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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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21 Serum Levels of Syndecan-1 in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 Luo Li,Yi Qijian 3426 
PU-3322 应用米力农治疗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体会边巴卓嘎,平措央吉,马宇德等 3426 
PU-3323 转录因子 Tfap2b 在小鼠动脉导管及肾脏组织中的表达研究 ------------ 王静,吉炜,王文峰等 3427 
PU-3324 美金刚胺对宫内缺氧所致大鼠肺小动脉及右心重构的影响 -------------- 刘阳,岳少杰,李婷等 3427 
PU-3325 成人型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一例临床报道 ----------------------------------- 孔清玉,赵翠芬 3428 
PU-3326 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发生表型转换时细胞骨架的变化 ----------------------- 吴珊珊,刘斌,谢亮等 3428 
PU-3327 单中心近 13 年 299 例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结果分析 ----------- 张惠丽,李守军,闫军等 3429 
PU-3328 婴儿期爆发性心肌炎 1 例 -------------------------------------------------------------------------- 李洁 3429 
PU-3329 TBX1 突变与非综合征型 B 型主动脉弓离断相关 -------------------------- 王晔,王剑,傅立军等 3430 
PU-3330 长时间发热非川崎病患儿冠状动脉的研究 ----------------------------------- 唐浩勋,郭欣,郑淋等 3430 
PU-3331 延续护理对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后治疗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 张春梅 3431 
PU-3332 以多形性红斑为主要表现的一月龄患儿的不完全川崎病 -------------- 赵莹,吴晓芳,潘凯丽等 3432 
PU-3333 小儿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的预后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 张清友,杜军保 3432 
PU-3334 不同胎龄早产儿动脉导管自然闭合时间 研究 ---------------------------------------------- 史学凯 3433 
PU-3335 白介素 10 及其受体在类川崎病免疫性血管炎中的调控作用 ------------ 王毓佳,汪伟,龚方戚 3433 
PU-3336 30 例儿童心肌病的相关致病基因分析 ------------------------------------ 姜殿东,韩波,张建军等 3434 
PU-3337 2364 例常见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临床分析 --------------------------- 姜殿东,韩波,张建军等 3434 
PU-3338 动脉导管未闭经导管介入封堵术后左心结构与功能变化研究 -------- 方晓娟,韩波,张建军等 3435 
PU-3339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术后血小板减少症 17 例临床分析 ------ 姜殿东,韩波,张建军等 3436 
PU-3340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外科修补术后多环心房扑动的射频消融治疗 ----- 姜殿东,韩波,桑才华等 3436 
PU-3341 经皮介入与经胸微创治疗先天性室间隔缺损的对照研究 -------------- 赵立建,韩波,张建军等 3437 
PU-3342 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发心律失常 17 例临床分析 --------------------- 房慧娟,韩波,张建军等 3437 
PU-3343 新生儿心律失常的临床研究 ----------------------------------------------------- 黄锡静,黄萍,张丽等 3437 
PU-3344 儿童青少年 Korotkoff 第Ⅳ、Ⅴ音与成年亚临床心血管疾病的关联分析 ------ 张明明,米杰 3438 
PU-3345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leukin 12 Family Cytokines：IL-23，IL-27，IL-35 and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苏娅,易岂建 3439 
PU-3346 两个封堵器介入封堵儿童大基底多破口膜周型室间隔缺损的临床 
 研究 -------------------------------------------------------------------------------- 王川,周开宇,段泓宇等 3439 
PU-3347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 3 例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于霞 3440 
PU-3348 儿童原发性肉碱缺乏所致代谢性心肌病诊治进展 -------------------------------- 崔烺,袁越,王勤 3440 
PU-3349 62 例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临床研究 --------------------------- 章旭,黄美容,刘廷亮等 3440 
PU-3350 The change of serum inflammatory meditators in 40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 Ji Xiaodan,wang yun,Wang LinLin etc. 3441 
PU-3351 Outcom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analysis in pediatric 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 Liu Qian,Gu Hong 3442 
PU-3352 影响儿童室性早搏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 初艳秋,王虹 3443 
PU-3353 A neonatal refractory respiratory distress associated with pulmonary  
 artery sling ---------------------------------------------------------------------- Zhang Han,Xie Liejian 3443 
PU-3354 23 例儿童暴发性心肌炎临床分析 ------------------------------------------ 姜殿东,韩波,张建军等 3444 
PU-3355 母体 miR-499 基因 rs3746444 与胎儿室间隔缺损的关联研究 --------- 谢亮,代礼,刘瀚旻等 3444 
PU-3356 小儿血管迷走性晕厥哪一个对脑血流影响更大：心率还是血压？ -------------- 王虹,邢艳琳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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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57 二氧化硫供体降低动脉粥样硬化胆固醇的含量及其对 LDLR/PCSK9 的 
 调节 ----------------------------------------------------------------------------------- 李薇,刘叠,李彬杰等 3445 
PU-3358 冠脉技术在小于 3 个月小婴儿极重度肺动脉瓣狭窄中的应用 ---------- 汪伟,傅松龄,胡坚等 3446 
PU-3359 1853 例 5 岁以上儿童晕厥病因分析 ------------------------------------------ 高文会,田宏,韩璐等 3446 
PU-3360 Changes and signifancance in the levels of 24-hour urinary sodium  
 and plasma Angiotensin II in children with vasovagal syncope and  
 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 ------------------------------------------- Tian hong,龙帅,韩璐等 3447 
PU-3361 儿童特殊部位室性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治疗 --------------------------------------------------- 林利 3447 
PU-3362 Changes of cardiac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Infants ---------------------------------------------------------------------------- wu jinlan 3448 
PU-3363 川崎病儿童急性期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表达及酶活性的改变 -------- 沈杰,章毅英,解春红等 3448 
PU-3364 川崎病易感基因的研究进展 ----------------------------------------------------- 郑瑞利,何坤,董湘玉 3449 
PU-3365 多孔型房间隔缺损的介入治疗 ----------------------------------------------- 伊迎春,韩波,张建军等 3449 
PU-3366 儿童晕厥的临床特征及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在诊断中的价值 -------------------- 张蕾,刘晓燕 3449 
PU-3367 咽旁蜂窝织炎并发川崎病 1 例 ---------------------------------------------- 王涛,张艳敏,王娟莉等 3450 
PU-3368 伴发消化道症状的川崎病患儿临床特点分析：前瞻性队列研究 -------- 吴美,王川,周开宇等 3450 
PU-3369 近红外光谱仪预测肺动脉闭锁术前不良事件 -------------------------- 黄继红,张明杰,柳立平等 3451 
PU-3370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病因及临床特征分析 -------------------------------------- 吴祖波,彭华,刘亚黎 3451 
PU-3371 应用托伐普坦治疗儿童扩张型心肌病慢性心衰伴低钠血症 1 例 - 刘丽萍,钟礼立,刘震宇等 3452 
PU-3372 儿童早期复极化综合征 ----------------------------------------------------------------------- 张英,田宏 3452 
PU-3373 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后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 3 例并文献复习 ------------- 胡要飞,杨敏,李涛 3453 
PU-3374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伴冠状动脉扩张病例分析 -------------------- 刘京晶,郑春华,李晓惠等 3453 
PU-3375 川崎病并肝功能损伤临床特点 ----------------------------------------------------------- 李晓红,李艳 3453 
PU-3376 儿童暴发性心肌炎的识别与紧急救治 --------------------------------------------------------- 严颖煦 3454 
PU-3377 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临床表现及治疗分析 -------------------------- 曹兴丽,高凤,侍响响 3454 
PU-3378 22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及家庭赋能的护理效果体会 ------------------------------------------- 李颖 3454 
PU-3379 捏脊对早产低体重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 欧阳学认 3455 
PU-3380 我国新生儿输血研究现状的共词分析 ----------------------------------------- 李姣,杨晓燕,石晶等 3456 
PU-3381 Melatonin protects against blood-brain barrier damage by  
 inhibiting the TLR4/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fter LPS treatment  
 in neonatal rats ------------------------------------ Hu Yingying,Lin  Zhenlang,Pan Shulin etc. 3456 
PU-3382 护理风险管理在降低新生儿 PICC 并发症发生率的效果观察 ------------------------------ 苏静 3457 
PU-3383 不同干预方法缓解新生儿疼痛效果的对比研究 --------------------------------------------- 肖文君 3457 
PU-3384 内镜引导下结肠内引流诊治新生儿长段型巨结肠 -------------------------- 孔赤寰,李颀,李龙等 3457 
PU-3385 一例重度窒息新生儿头部亚低温治疗的护理 -------------------------------- 孙秀媛,于新颖,范玲 3458 
PU-3386 极低出生体重儿动脉导管未闭及动脉导管再次开放的高危因素分析 -- 高瑛,孙岩,王席娟等 3458 
PU-3387 静脉输注丙种球蛋白治疗新生儿溶血病 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 
 关系 ----------------------------------------------------------------------------- 邓文欣,李秋月,马雪玲等 3458 
PU-3388 UGT1A1 gene polymorphism among term and late pre-term infants in  
 Chongqing China --------------------------------------------- Wu Dan,Hua  Ziyu,He Yuwei etc. 3459 
PU-3389 专家共识使用前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换血治疗的回顾性分析 ----------- 张利娟,王华,游运 3460 
PU-3390 早产儿生后早期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梁雅琴,史壹雄,黄丽密等 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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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1 新生儿败血症的高危因素分析 -------------------------------------------------------- 欧阳颖,陈健萍 3461 
PU-3392 新生儿李斯特菌脑膜炎 11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 ------------------------ 杜东海,石凯丽,杨银升等 3461 
PU-3393 血浆神经肽 Y 水平与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相关性研究     ------- 刘艳红,贾美云,梁桂娟等 3462 
PU-3394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新生儿内科性呕吐中的应用 --------------------------------------------- 朱卫莲 3462 
PU-3395 血碱性磷酸酶、甲状旁腺素、骨钙素等测定在早产儿代谢性骨病早期诊断 
 意义 -------------------------------------------------------------------------------- 袁文浩,曾凌空,刘汉楚 3463 
PU-3396 用硬膜外麻醉导管气管插管注入 PS 治疗 NRDS 25 例临床分析 ------------ 罗红兵,刘盼丽 3463 
PU-3397 脂氧素 A4 对高氧损伤小鼠肺上皮细胞的保护机制研究 ----------------------- 李淑君,陈筱青 3464 
PU-3398 脂氧素 A4 对高氧损伤肺泡 II 型细胞系 MLE-12 的保护作用 ----- 李淑君,吴升华,李冰洁等 3464 
PU-3399 小于 32 周早产儿发生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危险因素研究 ------------ 狄天伟,钱燕,陈翠娥等 3465 
PU-3400 基于 1H-NMR 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代谢组学研究 --------------------- 陈佳楠,王礼周 3465 
PU-3401 31~42 周胎龄新生儿胎儿血红蛋白含量及其与窒息新生儿的对照研究王成举,胡斌,张雨平 3466 
PU-3402 新生儿早发型和晚发型败血症病原菌及耐药分析 -------------------------------- 卜祥芳,王俊怡 3466 
PU-3403 早产儿脑白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的临床价值研究 ----------------------- 季坚卫,龚向英,方权 3467 
PU-3404 早产儿脑损伤的临床病例分析 -------------------------------------------------------- 韩雪飞,白雪梅 3467 
PU-3405 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c-Met 蛋白在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大鼠幽门的 
 表达 ----------------------------------------------------------------------------------------- 蔡本龙,张又祥 3468 
PU-3406 细导管法给予肺表面活性物质的荟萃分析 -------------------------------- 马雪玲,张倩男,华子瑜 3469 
PU-3407 绷带加压治疗先天性快速消退型血管瘤 -------------------------------------- 刘珍银,夏杰军,张靖 3469 
PU-3408 不同剂量肺表面活性物质联合高频振荡通气治疗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冯晓霞 3470 
PU-3409 集束化措施应用于极低体重儿保暖的临床研究 -------------------------------- 赵莉,孟建辉,张莎 3470 
PU-3410 2002-2012 年住院患儿胎传梅毒现状分析 -------------------------------------------------- 王俊英 3471 
PU-3411 新生儿预警评分用于新生儿危重病生存质量的影响 --------------------------------------- 李存斌 3471 
PU-3412 极低出生体重儿动脉导管未闭围术期的护理 ----------------------------- 李韬韬,熊月娥,刘珍叶 3472 
PU-3413 新生儿体温测量方式及肛温测量时间的研究 ----------------------------- 吴小花,徐红贞,俞君等 3472 
PU-3414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致胸腔积液及心律失常的临床分析  
 （附两例临床报告） ------------------------------------------------------------------------------ 于新颖 3473 
PU-3415 改良心房内心电导联技术在极低出生体重儿 PICC 定位中的应用 --------------------- 赵京雷 3473 
PU-3416 在海南做好新生儿疾病苯丙酮尿症筛查几点建议 ------------------------------------------ 赵振东 3473 
PU-3417 3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应用经鼻持续呼吸道正压通气（NCPAP）造成鼻损伤的原因分析 
 及护理改进 ----------------------------------------------------------------------------------- 张娇,于新颖 3474 
PU-3418 家庭用婴儿黄疸比色卡的设计与验证 ----------------------------------- 薛国昌,任明星,沈琳娜等 3474 
PU-3419 先天性布鲁氏菌感染的早产儿一例 ----------------------------------------- 赵梦华,张爱民,张兵等 3475 
PU-3420 临床路径在新生儿 ABO 溶血病中管理效果 --------------------------- 冯向春,毕晓娜,孙印兰等 3475 
PU-3421 NICU 多重耐药菌感染患儿的护理干预 --------------------------------------------------------- 刘丹 3476 
PU-3422 泡沫敷料联合银敷料治疗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疗效观察 ----- 任香娣,沈清清,孙献梅 3476 
PU-3423 经转诊入院危重新生儿死亡病例分析 -------------------------------------- 王凤,屈素清,郑晓燕等 3477 
PU-3424 早产儿保驾式转运中体温的护理 -------------------------------------------------- 阎永芳,白鸽,崔妮 3477 
PU-3425 110 例新生儿低血糖转运的护理安全管理 -------------------------------------- 王玲玲,白鸽,程宪 3478 
PU-3426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脐血多肽组学分析 -------------------------------- 胡银,庄斌,余章斌等 3478 
PU-3427 观察新生儿排尿时间从而提高留尿成功率 ------------------------------------------------------ 武俊 3479 
PU-3428 直型安全型留置针与 Y 型留置针在新生儿应用的效果比较 -------------------------------- 侯静 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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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29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 216 例临床分析 ------------------------------------- 盛光耀,程伟远,白松婷 3480 
PU-3430 造口底盘黏胶剥离喷剂在新生儿皮肤损伤中的应用 ------------------------------------------ 栾阳 3480 
PU-3431 移除医用黏胶所致新生儿疼痛的临床研究 ----------------------------------------- 孙秀媛,于新颖 3481 
PU-3432 58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喂养不耐受的原因分析及临床观察 ------------------------------- 孟宪坤 3481 
PU-3433 67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护理体会 ------------------------------------------------ 魏佳,于新颖,范玲 3481 
PU-3434 孕前体重指数及孕期增重值与巨大儿发生率的相关性分析 -------------- 崔岳崇,郑飞,王栋等 3482 
PU-3435 人性化护理在预防新生儿湿疹中的应用 --------------------------------------------------------- 金秋 3482 
PU-3436 俯卧位对早产儿胃食管反流的影响 ------------------------------------------------------------ 杨晓明 3483 
PU-3437 62 例新生儿 PICC 常见并发症的临床护理探讨 -------------------------------------------- 孟庆娟 3483 
PU-3438 加强护理干预对新生儿菌膜假丝酵母菌感染控制的效果分析 --------------------------- 崔影双 3483 
PU-3439 新生儿肠造口的有效护理措施探讨  ------------------------------------------------------------- 周全 3484 
PU-3440 襁褓中的中国母乳库 --------------------------------------------------------------------------------- 秦楠 3484 
PU-3441 转运团队产房干预对于新生儿转运安全及效率的临床评估 ----------- 王华,刘海婷,李晋辉等 3485 
PU-3442 晚期早产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分析 ----------------------------------------------- 王华,蔡丽梅,何洋等 3485 
PU-3443 新生儿肠造口的有效护理措施探讨 --------------------------------------------------------------- 周全 3486 
PU-3444 肺脏超声评分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价值的研究 -------------- 王礼周,郭少青,陈佳楠 3486 
PU-3445 过表达 C/EBPα对高氧暴露后 A549 细胞增殖、凋亡及肺泡表面活性蛋白 C 的 
 影响 ----------------------------------------------------------------------------------------- 卢红艳,王秋霞 3486 
PU-3446 高氧调节早产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α（C/EBPα）和肺泡表面 
 活性蛋白的表达  ----------------------------------------------------------------- 常明,王秋霞,卢红艳 3487 
PU-3447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 A 在大鼠肺发育过程中的动态表达及意义卢红艳,刘姜艳,卢衍敏 3487 
PU-3448 早产儿脐血、羊水促红细胞生成素与脑损伤的关系 ----------------------------- 朱海涛,黄玮玲 3488 
PU-3449 早产小于胎龄儿与适于胎龄儿出生时 血钙、磷、碱性磷酸酶、VitA、25-OH VitD 的 
 水平 ----------------------------------------------------------------------------- 何必子,刘登礼,郭少青等 3488 
PU-3450 2010 年和 2014 年早产儿救治变化趋势 ------------------------------- 何必子,刘登礼,吴小颖等 3489 
PU-3451 早产儿血清 UCH-L1、GFAP 与脑损伤的关系 -------------------------- 王秋霞,卢红艳,黄玮玲 3489 
PU-3452 CaSR 对持续性肺动脉高压模型小鼠 PASMCs 内 Ca2+浓度的影响 - 李贺,谷强,王萌萌等 3490 
PU-3453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热休克蛋白 70 与新生儿窒息的相关性 
 研究 ----------------------------------------------------------------------------- 王燕彬,陈永林,张惠荣等 3490 
PU-3454 运用德尔菲法进行早产儿营养风险筛查量表的研制 ------------------------------------------ 李颖 3491 
PU-3455 海南省 2007-2014 年新生儿促甲状腺激素筛查结果分析 ----------- 赵振东, 王洁,王绍胜等 3491 
PU-3456 护理延伸服务在新生儿病房中的应用 ------------------------------------------------------------ 刘媛 3492 
PU-3457 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换血后对胆红素降低的影响因素 ------------------------------------ 赵倩 3492 
PU-3458 20 例新生儿先天性膈疝经胸腔镜修补术围手术期护理 ---------------------------------- 刘静宇 3492 
PU-3459 早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作用分析 ------------------------------------ 李娜 3493 
PU-3460 家庭式护理对住院腭裂患儿的应用 ------------------------------------------------------------ 翟晓双 3493 
PU-3461 品管圈活动在母婴分离早产儿母乳喂养中的应用 --------------------------------------------- 孙伟 3493 
PU-3462 新生儿血培养标本采集发生污染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刘丹妮 3494 
PU-3463 103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临床分析 ----------------------- 卢秀,钟丹妮 3494 
PU-3464 先天性心脏病胎儿心肌组织中 circRNAs 的差异表达谱分析 ------------ 刘恒,庄斌,余章斌等 3495 
PU-3465 Association of Maternal serum Homocysteine Concentration Levels in Late stage of  
 pregnancy and Preterm Births ---------------------------------------------------------- 邱先桃,高飞 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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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66 白介素-6 与 C-反应蛋白联合检测诊断新生儿败血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的 meta 
 分析 ----------------------------------------------------------------------------------------------- 姚瑶,张睿 3496 
PU-3467 家庭参与的 NICU 管理模式对早产儿母亲身心健康的影响 -------------- 王淮燕,王瑛,张琳等 3496 
PU-3468 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在低体重早产儿 开奶中的应用价值 ---------------------------------- 万俊 3497 
PU-3469 总胆汁酸测定在新生儿黄疸中的意义 -------------------------------------------------- 张宁,董力杰 3497 
PU-3470 功能磁共振与新生儿胆红素脑病 ----------------------------------------------------- 朱亚非,李晓燕 3498 
PU-3471 加热湿化高流量鼻导管辅助通气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 --------------------------------------------------------- 冷海清,姜燕,姑丽拜海仁木•尼加提等 3498 
PU-3472 综合医院新生儿住院病例分析 --------------------------------------------------------------------- 吴青 3499 
PU-3473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发病危险因素分析及血清 I-FABP、CRP 及 IL-8 水平 
 变化 ----------------------------------------------------------------------------------- 周川,宋红,李晶晶等 3499 
PU-3474 70 例产房保驾式转运的护理安全管理 --------------------------------------------------- 白鸽,白鸽 3500 
PU-3475 新生儿脐静脉置管术的临床应用及护理 ------------------------------------------------------ 胡晨红 3500 
PU-3476 乳汁巨细胞病毒对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临床结局的影响 ----------------------------- 刘凤,陈小慧 3501 
PU-3477 新生儿肠造瘘术后的护理体会 --------------------------------------------------------------------- 张娜 3501 
PU-3478 UGT1A1 基因 G71R 突变体的构建及其表达研究 ---------------------------------- 陈虹,钟丹妮 3501 
PU-3479 护理干预在早发型母乳性黄疸中的临床应用 ------------------------------------------------ 杨庆玲 3502 
PU-3480 催产素对新生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缺氧缺血性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研究 -------------------------------------------------------------------------------- 谢常宁,吴俭,彭斯聪等 3503 
PU-348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自噬对新生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保护作用 ----- 郑臻,屈艺,母得志 3503 
PU-3482 53 例新生儿大疱表皮松解症的护理体会 ------------------------------------------------------- 袁皓 3504 
PU-3483 新生儿败血症患者血小板相关参数变化的研究 ----------------------- 邓秋连,顾晓琼,陈丽芳等 3504 
PU-3484 新生儿败血症 128 例临床分析 ------------------------------------------- 钟华敏,邓秋连,陈丽芳等 3505 
PU-3485 HIF-1α基因修饰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缺氧缺血脑损伤的保护作用曾雯, 巨容,高淑强等 3505 
PU-3486 优化早期预警流程在新生儿转运中的应用 ------------------------------------------------------ 金鑫 3506 
PU-3487 长链非编码 RNA MALAT1 与细胞分裂周期蛋白 6 在早产儿高氧肺损伤中的表达及 
 意义 ----------------------------------------------------------------------------------- 蔡成,龚小慧,裘刚等 3506 
PU-3488 80 例住院新生儿低血糖回顾性分析 --------------------------------------- 温秀兰,周艳,邓惠贞等 3507 
PU-3489 65 例新生儿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的护理 --------------------- 李昭颖,李丽玲,吕天婵 3507 
PU-3490 65 例新生儿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的护理 --------------------- 李昭颖,李丽玲,吕天婵 3508 
PU-3491 新生儿黄疸的临床护理研究 --------------------------------------------------------------------- 缑颖芳 3508 
PU-3492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母孕期及自身相关高危因素分析 -------------- 黄静兰,王华,鲍珊等 3508 
PU-3493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高危因素分析 -------------------- 黄静兰,王华,鲍珊等 3509 
PU-3494 谷氨酰胺通过 ERS 途径对新生大鼠高氧肺损伤的干预作用 ---------------------------- 姬华祎 3509 
PU-3495 探讨转运机械通气和机械通气时转运时间对新生儿转运时体温的影响 --------------- 郑如意 3510 
PU-3496 １例早产儿腹股沟采血致下肢血液循环障碍的护理 -------------------- 阮淑琴,鲁萍,吕俊英等 3510 
PU-3497 整合素连接激酶（Integrin-Linked Kinase, ILK）在早产鼠脑白质损伤中 
 （White Matter Injury, WMI)的作用 ------------------------------------------- 周艳,屈艺,黄骥翀等 3511 
PU-3498 G-CSF 对早产儿晚期感染的临床疗效评估 --------------------------- 郑君文,樊盼盼,何秉燕等 3511 
PU-3499 蓝光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并发血清球蛋白水平下降 ----------------------- 郑君文,赵东赤 3512 
PU-3500 枸橼酸咖啡因预防早产儿呼吸暂停的临床效果分析 ----------------------------- 李丽君,赵东赤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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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01 先天性胸骨裂合并先天性心脏病、血管瘤诊治体会 --- 先天性胸骨裂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血管瘤诊治体会 ------------------------------------------------------------------------------------ 庄元华 3512 
PU-3502 229 例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特点、病原学分布及转归分析 ----------------------- 陈潇,富建华 3513 
PU-3503 高频振荡通气叠加常频通气治疗持续肺动脉高压新生儿的临床 
 研究 -------------------------------------------------------------------------------- 黄国盛,陆岸峰,毕雷等 3514 
PU-3504 不同胎龄、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血浆白蛋白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 何必子 3514 
PU-3505 华南地区大样本量验证多个 RET 基因常见变异协同作用引发先天性 
 巨结肠 ----------------------------------------------------------------------------- 张彦,何秋明,张锐忠等 3515 
PU-3506 miR-30d-5p 在新生鼠缺氧缺血脑损伤中的作用 ------------------------ 赵凤艳,屈艺,李世平等 3515 
PU-3507 妊娠期糖尿病母亲新生儿脐血 MMP-9、SICAM-1 水平与 NBNA 的相关性 
 研究 -------------------------------------------------------------------------------------------- 郝丽,殷其改 3516 
PU-3508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噪音的现况调查 ------------------------------------------------------------ 王丽 3516 
PU-3509 早产儿凝血功能障碍的高危因素分析及其相关问题临床研究 ----------------- 王化彬,朱艳萍 3517 
PU-3510 早产儿甲状腺功能早期检测的临床意义 --------------------------------------------------------- 姜晶 3518 
PU-3511 421 例住院新生儿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的临床观察 -----------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等 3518 
PU-3512 309 例早产儿相关因素分析 -------------------------------------------------- 徐洪涛,聂国明,邹敏书 3519 
PU-3513 ABCA3 基因突变与新生儿呼吸窘迫征发病的研究 --- 宁辛未,张艳明,陈玉君（通讯作者） 3519 
PU-3514 美罗培南治疗新生儿下呼吸道细菌感染的疗效观察 --------------------------------------- 李海平 3520 
PU-3515 子痫前期母亲分娩的超低、极低出生体重儿并发症的临床分析 ----- 刘春丽,梅花,刘春枝等 3520 
PU-3516 PAPP-A 基因多态性与妊娠期糖尿病、子痫前期的相关性研究 ----------------- 龙隽,刘杰波 3521 
PU-3517 母亲绒毛膜羊膜炎与新生儿结局分析 -------------------------------------------- 李姣,谯艳妮,石晶 3521 
PU-3518 Quality improvement of breast milk feeding used in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and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 Zhang Jun,Han  Shuping,Yu  Zhangbin etc. 3522 
PU-3519 江苏省极低和超低出生体重儿母乳喂养现状及相关并发症调查分析张俊,余章斌,陈小慧等 3522 
PU-3520 1 例新生儿爆发性紫癜的护理 ------------------------------------------------------------------ 罗荣琼 3523 
PU-3521 新生儿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例并文献复习 ------- 杨艳章,徐丽瑾 3523 
PU-3522 lasR 基因突变对铜绿假单胞菌毒力的影响 ------------------------------------------ 王瑶,华子瑜 3524 
PU-3523 湖北地区孕妇摄入咖啡因状况与早产关系的研究 ----------------------------------- 杨红,钟琼蕾 3524 
PU-3524 新生儿动脉采血的研究进展 ----------------------------------------------------------- 于春宇,滕燕萍 3525 
PU-3525 血清降钙素原在早产儿合并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应用价值 ----------------- 梁珍花,王敏,徐志诚 3525 
PU-3526 1 例Ⅰ瓜氨酸血症临床特征及 ASS1 基因突变研究 ------------------------------------------ 王丹 3525 
PU-3527 足月小样儿早发型血小板减少症围产期危险因素分析 ----------------- 李禄全,蒋亚君,陈师等 3526 
PU-3528 不同胎龄不同出生体重新生儿出生时血清水溶性维生素水平测定 ----------- 刘登礼,何必子 3526 
PU-3529 长春市某医院新生儿肺炎的病例回顾性分析 ------------------------------------------------ 祝丽丽 3527 
PU-3530 优化围术期临床管理策略对先天性膈疝诊治疗效的影响 ----------------- 朱莹,王俊,杨祖菁等 3527 
PU-3531 血小板及其他实验室指标在新生儿败血症早期诊治中的应用研究 -- 李霄,卢文青,吴欣乐等 3528 
PU-3532 一例新生儿肝血管瘤合并肝脏动静脉瘘术后的护理 -------------------- 吕元红,周雀云,周乔佳 3528 
PU-3533 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实践 --------------------------------------------- 乐琼 3528 
PU-3534 新生小鼠炎症性脑白质损伤及其机制的研究 -------------------------------------- 周婧婧,程国强 3529 
PU-3535 浅谈新生儿护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袁小玲,李娜 3530 
PU-3536 新生儿顽固性低血糖伴代谢性酸中毒一例 ----------------------------------- 王娜,王琳,王柳瑶等 3530 
PU-3537 新生儿低血糖临床及高危因素分析 -------------------------------------------- 宋丹,梅花,张亚昱等 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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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38 NICU 中早产儿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张婷,陈明娜 3531 
PU-3539 应用 PDCA 提高护士 PICC 导管接头消毒依从性的效果观察 ------- 李丽玲,胡晓静,张玉侠 3532 
PU-3540 不同绒毛膜性质对双胎妊娠结局的影响 --------------------------------------------------------- 吴甜 3532 
PU-3541 脉搏灌注变异指数在脓毒症患儿液体复苏中的应用价值 -------------------- 徐南,徐杰,李函等 3533 
PU-3542 母乳相关成分分析的研究进展 ----------------------------------------------- 孙芸,韩艳宾,蒋海燕等 3533 
PU-3543 新生儿先天性凝血因子Ⅻ缺乏症一例 --------------------------------------------------------- 王岑岑 3533 
PU-3544 BNP、NT-proBNP、肌钙蛋白在新生儿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 孙芸,刘利军,何海英等 3534 
PU-3545 母婴同时院内获得 ESBL 菌肠道定植 1 例报道 ------------------ 赵艳玲,孙利伟,Hong yin 等 3534 
PU-3546 罗宾序列征下颌骨牵引安置术前后的护理 -------------------------------- 钱丽清,李丽玲,胡晓静 3535 
PU-3547 一例腹膜透析治疗新生儿急性肾衰竭的护理 --------------------------------------------------- 李杨 3535 
PU-3548 1 例新生儿永存性双上腔静脉植入 PICC 的置管和护理体会 -------------------- 钟雪,王世平 3535 
PU-3549 抑制 HIF-1α与激活 Wnt 信号通路对早产儿脑损伤近期、 远期影响初步 
 探讨 -------------------------------------------------------------------------------------- 徐颖,戴王娟,蒋犁 3536 
PU-3550 孕期维生素 D 水平与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的相关性研究 ------------------------------- 付淑芳 3537 
PU-3551 早产儿出院后 1 年内再入院风险分析 ------------------------------------- 赵婧,皮光环,陈玉蓉等 3537 
PU-3552 新生儿先天性凝血因子Ⅻ缺乏症一例 ----------------------------------------- 王岑岑,王琳,王娜等 3537 
PU-3553 早产儿 ABO 溶血病临床分析 ------------------------------------------------ 赵婧,许玉霞,皮光环等 3538 
PU-3554 新生儿期发病的 Dubin-Johnson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 石晶,杨晓燕,赵静等 3538 
PU-3555 Is there a potential link between vitamin D and pulmonary morbidities in preterm  
 infants? ----------------------------------------------------------------------------------------- yang yang 3539 
PU-3556 标准操作规程对新生儿监护病房医院感染的干预效果 -------------------------- 王静娜,李兴霞 3539 
PU-3557 安抚奶嘴加俯卧位对新生儿肌肉注射疼痛效果的研究 ------------------------------------ 卢瑞存 3540 
PU-3558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的效果研究 -------------- 朱宏瑞,卢瑞存 3540 
PU-3559 脐静脉置管在 NICU 早产儿中的临床分析 ----------------------------- 周金君,李双双,张小华等 3540 
PU-3560 2 例体表巨大血管瘤伴卡梅现象患儿的护理 ----------------------------- 张丹,陆春梅,季福婷等 3541 
PU-3561 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对早产儿张力性气胸肺功能影响的研究 -- 刘淑华,申月波,刘翠青等 3542 
PU-3562 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的临床调查分析 ------------------------------------------------------ 许云波 3542 
PU-3563 经鼻高流量鼻导管湿化氧疗治疗新生儿肺炎合并呼吸衰竭的临床疗效研究许云波,程红斌 3543 
PU-3564 新生儿房室传导阻滞的病因及预后分析 ------------------------------------------------------ 李淑敏 3544 
PU-3565 宫内感染与新生儿早发败血症的关系 --------------------------------------------------------- 钟元枝 3544 
PU-3566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auterine infection and early-onset neonatal  
 sepsis  ---------------------------------------------------------------------------------- ZHONG yuanzhi 3545 
PU-3567 高频与常频作为首要通气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时机选择 ------------------------ 李琴 3545 
PU-3568 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病原分布及不同细菌感染临床分析 -------------------------- 赵翠,程国强 3546 
PU-3569 新生儿病房轮状病毒感染的预防与护理 ------------------------------------------------------ 宋佳音 3546 
PU-3570 绵阳市新生儿复苏项目开展与展望 -------- 绵阳市新生儿复苏项目开展与展望,陈佳,余静等 3547 
PU-3571 白蛋白治疗新生儿黄疸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 陈文超,程红斌 3547 
PU-3572 5 例新生儿腋静脉留置针穿刺点化脓的护理体会 --------------------------------------------- 易珊 3548 
PU-3573 赛肤润在新生儿红臀预防中的应用探讨 ----------------------------------------------- 刘万里,易珊 3548 
PU-3574 湖北黄石市新生儿复苏培训效果的多中心研究 --------------------------------------------- 王义乾 3548 
PU-3575 救治 1 例 21-三体综合征致非免疫性水肿早产儿及文献梳理 ----------------- 武姗姗,张会丰 3549 
PU-3576 宫外生长发育迟缓对早产儿生后早期脑电活动的影响 -------------------------- 钱瑞英,孙建华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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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77 新生儿肺动脉瓣狭窄的围手术期护理 ----------------------------------- 孙雪诗,万兴丽,胡艳玲等 3550 
PU-3578 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相关因素分析 ----------------------------------- 裴启越,武辉 3550 
PU-3579 基于反应范围模型的早产儿喂养不耐受与应激生物标记物的相关性研究黄希,陈琼,彭文涛 3551 
PU-3580 基于 RCA 的质量管理模式在新生儿 PICC 非计划拔管中的应用 ------ 黄磊,陈琼,胡艳玲等 3551 
PU-3581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新生儿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及持续改进 -- 苏绍玉,胡艳玲,万兴丽等 3552 
PU-3582 近五年国内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可视化分析 -------------------------------- 黄希,彭文涛 3552 
PU-3583 基于线索的经口喂养干预在早产儿肠道喂养中的初步应用研究 -- 何雪梅,万兴丽,苏绍玉等 3552 
PU-3584 电话随访出院后新生儿家庭健康照护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 吴耀华,陈涛蓉,胡艳玲等 3553 
PU-3585 新生儿腹膜后 K-M 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 赵莉,徐颖 3553 
PU-3586 人神经生长因子治疗胆红素脑病的护理和随访 -------------------------------------- 王洁,李贵南 3554 
PU-3587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环境噪音对极低体重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 李永富 3554 
PU-3588 容量目标通气与高频振荡通气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疗效比较 ----- 刘郴州,郭青云 3555 
PU-3589 输血相关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临床特征分析 -------------------- 王琦凡,李昕,王琦凡等 3555 
PU-3590 Apelin-36 对新生 SD 大鼠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神经保护作用的研究 ------------ 曹云涛,何晴 3556 
PU-3591 一例早产儿左下肢动脉栓塞的护理 -------------------------------------------------- 张小平,肖艾青 3556 
PU-3592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相关危险因素分析及与吸氧浓度关系之再探索 -------------- 陈高艳,潘睿 3557 
PU-3593 早产儿护理中家长参与式护理模式的运用 -------------------------------------------- 戴圆,肖艾青 3558 
PU-3594 家长学校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实施 ----------------------------------------- 于玲,李丽玲,胡晓静 3558 
PU-3595 双胎之一胎死宫内致另一胎儿脑梗塞、肾梗塞 ----------------------------- 李亮亮,姜红,刘冬云 3559 
PU-3596 miR-429 表达及其对未成熟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远期神经学预后的影响张囡,崔红 3559 
PU-3597 新生儿窒息后心功能损害及心输出量变化的临床研究 -------------- 张莲玉,张玲萍,雷小平等 3560 
PU-3598 优质护理管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探讨 --------------------------------------------- 田艳艳 3560 
PU-3599 白蛋白静脉滴注复合蓝光光疗治疗新生儿黄疸的疗效研究 ----------------------- 尹欢,程红斌 3561 
PU-3600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变化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中的作用及机制 
 研究 -------------------------------------------------------------------------------------------- 余加林,贺雨 3561 
PU-3601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外科管理和预后分析 -------------------------------- 林慧佳,施丽萍 3562 
PU-3602 新生儿早发败血症感染标志物筛选研究 ----------------------------------------------- 余加林,贺雨 3563 
PU-3603 细胞焦亡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中的致病作用 ----------------------------- 余加林,胡刘红 3563 
PU-3604 新生儿血清中 Cyr61 含量和其他细胞因子的相关性 ---------------------- 须丽清,李菁,步军等 3564 
PU-3605 54 例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临床分析 ------------------------------------------ 刘禹江,陈晓霞 3564 
PU-3606 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在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中的应用 --------------------------------- 高瑞 3565 
PU-3607 598 例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的 MRI 影像特征分析 ---------------------------------- 严恺,周文浩 3566 
PU-3608 Feasibility of secretions derived from Human adipose-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Infants with moderate/severe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 Wang Feng,Liu Fang,Liu Weipeng etc. 3567 
PU-3609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与 ABCA3 基因变异的相关性研究 ----------- 王晓磊,梅花,张钰恒等 3568 
PU-3610 家庭参与式护理对早产儿神经行为及体格发育的影响 --------------------------------------- 易珊 3568 
PU-3611 新生儿手足口病 2 例报告及文献分析 ------------------------------------- 王礼周,郭少青,陈佳楠 3569 
PU-3612 SOX9 及 Wnt 信号通路分子在高氧暴露早产大鼠肺损伤的表达及意义 ------- 全裕凤,张华 3569 
PU-3613 中重度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临床因素研究 ----------------------- 吴怡翔,吴秋萍,梁忠杰等 3570 
PU-3614 一例新生儿布鲁氏杆菌败血症的护理 -------------------------------------------------- 廖婵丽,易珊 3570 
PU-3615 新生儿不完全型 Di George 综合征报道 1 例并文献复习 ---------------- 李萌,张晶卉,徐瑞等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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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6 新生鼠巨细胞病毒感染对脑 Wif-1、Shh 表达的影响 --------------------------------- 苏飚,王军 3571 
PU-3617 在新生儿科开展家庭参与式护理的对产妇影响的探讨 ----------------------------- 陈利双,易珊 3572 
PU-3618 超敏 C 反应蛋白在新生儿脑梗死中的临床应用 ----------------------- 黄斌,彭小明, 颜卫群等 3572 
PU-3619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病因的多中心调查 --------------------------------------------------------- 王瑾 3573 
PU-3620 母乳强化剂在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治疗中的作用 ----------------------- 黄斌,肖政辉,彭小明等 3573 
PU-3621 Sox17、MBP 在新生大鼠感染及缺氧性脑损伤中的表达研究 ------------------- 路星星,王军 3574 
PU-3622 新生儿气胸临床及高危因素分析 ----------------------------------------------- 金青,卞洪亮,蔡金兰 3574 
PU-3623 新生大鼠生后早期感染及缺氧致脑白质损伤中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研究 ------- 孟孟,王军 3575 
PU-3624 209 例新生儿溶血病实验室检测结果与治疗特征分析 ------------------------------------ 张爱民 3575 
PU-3625 新生儿不同日龄及性别事件相关电位 N2 波面积特征的研究 ----- 张琴芬,华国伟,李红新等 3576 
PU-3626 RIG-I、IRF3 在新生小鼠巨细胞病毒肝炎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 邱文尧,王军 3576 
PU-3627 七叶皂苷钠对巨细胞病毒感染小鼠脑组织 AIM2、caspase-1、MMP-9 表达的 
 影响 -------------------------------------------------------------------------------------------- 汪浩森,王军 3577 
PU-3628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与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 1B1 基因 T521C 的 
 关系 -------------------------------------------------------------------------------- 张钰恒,梅花,刘春枝等 3578 
PU-3629 新生儿气胸 106 例临床分析 -------------------------------------------------------------------- 刘盼丽 3578 
PU-3630 盐酸丁卡因胶浆在缓解新生儿肌注鼠神经生长因子所致 疼痛中的 
 应用 ----------------------------------------------------------------------------------- 赵磊,王艳格,蒋名丽 3578 
PU-3631 极低出生体重儿前白蛋白的相关研究 ----------------------------------------------- 陈茂琼,陈晓霞 3579 
PU-3632 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监测 在新生儿的应用研究 ---------------------- 吴薇 3580 
PU-3633 母乳中活性多肽测定及对 NEC 预防作用探讨 ---------------------------------------------- 屠文娟 3580 
PU-3634 早产儿胃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症的临床分析 ----------------------- 张韶明,陈茂琼,陈晓霞 3581 
PU-3635 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分析 ----------------------------------------------------- 陈茂琼,陈晓霞,王鉴等 3581 
PU-3636 Cytokine Concentration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Neonates with Severe Bacterial  
 Infections --------------------------------------------------- Li Shujuan,Jiang Siyuan,Cao Yun etc. 3582 
PU-3637 1 例先天性喉蹼气管切开术后患儿的护理 --------------------------------------------------- 何嘉燕 3582 
PU-3638 非感染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降钙素原升高的相关因素 
 分析 ----------------------------------------------------------------------------- 谢丽春,杨汉华,温丽华等 3583 
PU-3639 新生儿高脂血症一例病例分享  ------------------------------------------------ 黄芙蓉,张爱民,徐俊 3584 
PU-3640 连续性床旁血液净化救治新生儿急性肾损伤临床研究——附 5 例病例 
 分析 ----------------------------------------------------------------------------- 厉洪江,刘翠华,康文清等 3584 
PU-3641 Associations between Neonatal Serum Bilirubin and Childhood Obesity in Term  
 Infants -------------------------------------------------------------- Zou Lile,Yu Huan,He  Yuan etc. 3585 
PU-3642 Risk factors for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a case-control  
 study ------------------------------------------------ Zhang Lingping,Lei Xiaoping,Luo Lijuan etc. 3585 
PU-3643  吡哆醇依赖性癫痫 ALDH7A1 基因突变 1 例分析 ------------------ 张耀东,康文清,许邦礼等 3586 
PU-3644 早产儿与足月儿化脓性脑膜炎临床特征的比较研究——基于 10 年的临床 
 分析 ----------------------------------------------------------------------------- 殷张华,钱继红,朱天闻等 3586 
PU-3645 胎粪性腹膜炎临床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王朋朋 3587 
PU-3646 某医院新生儿病房细菌分布调查 ----------------------------------------- 田玉玲,孙利伟,宇亚娟等 3587 
PU-3647 音乐治疗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体会 ------------------------------------------------ 赵绍缡 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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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48 促炎症消散介质和孟鲁司特对新生大鼠支气管发育不良防治的机制 
 研究 ----------------------------------------------------------------------------- 李冰洁,李淑君,孙中怡等 3588 
PU-3649 临床特征预测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头颅磁共振异常结果的价值 
 研究 ----------------------------------------------------------------------------- 张耀东,康文清,许邦礼等 3589 
PU-3650 极低及超低出生体重儿视网膜病的围产期危险因素分析 ------------------------------------ 吴甜 3589 
PU-3651 血清 IL-33 和 ST2 水平在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变化趋势 ---------------- 陈彦如,钱继红 3590 
PU-3652 我国新生儿转运研究现状的可视化研究 ----------------------------------- 汪丙松,王艳娟,王婷等 3590 
PU-3653 新生儿血栓症 4 例临床分析 ---------------------------------------------- 殷张华,朱天闻,张永红等 3591 
PU-3654 12 例新生儿吞咽障碍的护理体会 ------------------------------------------------------------- 蒋名丽 3591 
PU-3655 经鼻高频振荡通气在新生儿呼吸支持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 余志碧 3592 
PU-3656 新生儿色素血管性斑痣性错构瘤病一例 ----------------------------------------------- 张勤,程秀永 3592 
PU-3657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手卫生执行状况调查分析 ------------------------------------------------ 郭学励 3593 
PU-3658 24 小时家系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建立和在新生儿遗传病快速诊断中的 
 应用 ----------------------------------------------------------------------------- 钱琰琰,王慧君,卢宇蓝等 3593 
PU-3659 围产期动脉缺血性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 系统综述及 meta 分析 ---- 陈启雄,李春,苗静琨 3594 
PU-3660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 系统综述及评价 ------ 毛丹华,苗静琨,陈启雄 3594 
PU-3661 早产儿血浆输注中血糖监测结果分析及临床意义 -------------------------------- 杨秀秀,卢瑞存 3595 
PU-3662 1 例先天性食管闭锁合并 ASD 患儿围术期的护理 ------------------------------------------- 陈婷 3595 
PU-3663 早产儿神经连续性改变对远期语言发育的影响：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马倩,苗静琨,陈启雄 3596 
PU-3664 早产儿白色假丝酵母菌深部感染的治疗研究 ----------------------------- 李晋辉,王华,伍金林等 3596 
PU-3665 先天性结核一例报告 ------------------------------------------------------------------------------ 张爱民 3597 
PU-3666 感染是小样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病情恶化的危险因素 -------------- 罗丽娟,雷小平,董文斌等 3597 
PU-3667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危险因素及病原学分析 ----------------------------------- 杜欢,李月梅 3598 
PU-3668 Metformin attenuates neuroinflammation and stabilizes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y inhibiting the TLR4/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following neonatal  
 hypoxia-ischemia in rats -------------------------------------------- Fang Mingchu,Lin Zhenlang 3598 
PU-3669 A Neonate with Chromosome Xp21 Contiguous Gene Deletion  
 Syndrome ---------------------------------------------------- Chen Xiangxiang,Wu Tai,Sun Yi etc. 3599 
PU-3670 新生儿枫糖尿病一例报告 --------------------------------------------------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等 3600 
PU-3671 TLR3 基因多态性与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 ----------------------------------------- 袁天明,范小萍 3600 
PU-3672 患儿家长对新生儿黄疸知识、态度、行为的现况研究 ----------------------------- 罗桂满,张凤 3601 
PU-3673 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与新生儿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 袁天明,陶恩福 3601 
PU-3674 新生儿结节性硬化症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陈湘湘,吴苔,袁天明 3602 
PU-3675 优质护理在新生儿窒息复苏后护理中的应用观察 ------------------------------------------ 吴婷婷 3602 
PU-3676 新生儿左室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1 例报告 -------------------------------------------------- 贾丽娟 3602 
PU-3677 在新生儿科应用集束化管理降低早产儿院感染发生率的探讨 -------------------- 陈利双,易珊 3603 
PU-3678 SENP1 对高氧诱导肺泡上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 赵许,董文斌,雷小平等 3603 
PU-3679 376 例危重新生儿转运探讨 -------------------------------------------------------------- 易灿红,易珊 3604 
PU-3680 胎龄≤33 周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高危因素分析 ------------------------------ 高昂,朱梅英,戴芸 3604 
PU-3681 枸橼酸咖啡因使用时机对早产儿呼吸支持的影响 ----------------------- 黄海燕,陆岸锋,毕雷等 3605 
PU-3682 感染新生儿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分离株分子特征及其耐药分析 -- 杨爱娟,胡晓慧,张华等 3605 
PU-3683 早期充分氨基酸营养在低出生体重早产儿中的应用 -------------------- 孙中怡,陈筱青,李悦等 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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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84 动态观察不同程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与 SIRT1 发生核质穿梭的相关性 
 研究 ----------------------------------------------------------------------------------------- 刘兴铃,董文斌 3606 
PU-3685 一例新生儿红斑狼疮合并严重皮肤缺损患儿的护理 ----------------------- 金婷,俞君,吴小花等 3607 
PU-3686 The Changes of SIRT1 Signaling Pathway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after Oxygen  
 Exposure in Preterm Infants ------------------------------------------- Liu Xingling,Dong Xenbin 3607 
PU-3687 新生儿皮肤髓系肉瘤一例报告 -------------------------------------------------------- 谷献芳,马友凤 3609 
PU-3688 葛根素早期干预对宫内发育迟缓大鼠 OPG/RANKL mRNA 表达的 
 影响 ----------------------------------------------------------------------------- 杨勇晖,陈平洋,罗开菊等 3609 
PU-3689 IUGR 仔鼠 Lipin 基因表达与 MR 同反相位脂肪信号 百分比的相关性 
 研究 -------------------------------------------------------------------------------- 王涛,陈平洋,陈俊操等 3610 
PU-3690 新生儿炎症性肠病 2 例及文献复习 ------------------------------------- 李朝晖,康文清,张耀东等 3611 
PU-3691 新生儿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 1 例临床特征及其家系基因突变 
 分析 ----------------------------------------------------------------------------- 张耀东,康文清,许邦礼等 3611 
PU-3692 MiR-199a-5p regulates caspase-3 in the rat’s hippocampus with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  ----------------------------------- Chen Juncao,Chen Pingyang,Gong Xiaoyun etc. 3612 
PU-3693 TNF-α在宫内发育迟缓仔鼠海马内表达的研究 ------------------------- 黄丽,陈平洋,陈俊操等 3612 
PU-3694 不同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对机械通气早产儿拔管失败和呼吸暂停的 
 影响 -------------------------------------------------------------------------------- 黄丽,陈平洋,贺鸣凤等 3613 
PU-3695 新生儿实施动脉有创血压监测的应用体会 ----------------------------------------------- 易珊,朱莎 3614 
PU-3696 孕母妊娠高血压对早产儿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 杨春燕 3614 
PU-3697  1 例新生儿输液渗漏的护理体会 ------------------------------------------------------- 易灿红,易珊 3614 
PU-3698 医护一体化在新生儿外科直肠肛门畸形疾病的全程管理 ------------------------------------ 张莹 3615 
PU-3699 巨大新生儿的护理体会 -------------------------------------------------------------------- 陈利双,易珊 3615 
PU-3700 河南省儿童医院早产儿视网膜发病情况分析 ------------------------------------------------ 孙先桃 3615 
PU-3701 长春地区 546708 例新生儿高苯丙氨酸血症的筛查状况总结分析 -- 宣兆宇,刘迎新,张晓鹤 3616 
PU-3702 新生儿腋静脉管理研究 ------------------------------------------------------------------------------ 易珊 3616 
PU-3703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UGT1A1 基因多态性及相关性分析 ------------------------ 魏珊珊,胡勇 3616 
PU-3704 1 例早产儿动脉留置后致血栓形成的原因分析与护理 ----------------------------- 龚赛男,易珊 3617 
PU-3705 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一例 -----------------------------------------------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等 3617 
PU-3706 双绒双胎儿出生体重差异的定义及 佳分娩时间 --------------------------------------------- 陈妍 3618 
PU-3707 FXR 诱导肺泡细胞死亡在胎粪吸入综合征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 吴芳,胡章雪,宋瑶等 3618 
PU-3708  腹腔镜下幽门环肌切开术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及护理对策 ------------------------------- 姚海平 3619 
PU-3709 联合应用 ROCK2 与 GSK3β抑制剂对大鼠皮层神经元氧糖剥夺后神经突起再生影响 
 作用研究 -------------------------------------------------------------------------- 林霓阳,连锐航,房晓祎 3619 
PU-3710 高流量氧疗在早产儿呼吸支持中的应用 ----------------------------------------------- 易灿红,易珊 3620 
PU-3711 产前单、多疗程地塞米松应用对于早产儿不良结局影响的 Meta 分析 -------- 李玉萍,王敏 3620 
PU-3712 高频振荡通气在新生儿肺动脉高压治疗中的应用及护理 -------------------------- 陈利双,易珊 3621 
PU-3713 预案管理在早产儿复苏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 易珊 3621 
PU-3714 中国健康新生儿肠道菌群组成和结构及全球比较 -------------------- 旷雅舒,李胜辉,卢锦华等 3621 
PU-3715 新生儿李斯特菌感染致败血症 1 例 ----------------------------------------------------------- 葛胜华 3622 
PU-3716 新生儿肝巨大血管瘤并心肺功能衰竭 1 例 ------------------------------------------- 陶荔,陈丽萍 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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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7 产科病房新生儿围产期安全管理模式探讨 -------------------------------------- 陈佳,管利荣,余静 3623 
PU-3718 产科病房新生儿围产期安全管理模式探讨 ----------------------------------- 陈佳,管利荣,余静等 3623 
PU-3719 综合管理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研究 --------------------------------------------------- 易珊 3624 
PU-3720 24 例新生儿窒息心肺复苏术后行全身亚低温治疗的护理体会 ------------------------- 张小霞 3624 
PU-3721 IPAT 评估工具应用的研究进展 ------------------------------------------------------- 徐曼丽,王晓杰 3625 
PU-3722 对母婴分离产妇进行床旁母乳喂养宣教对新生儿科病房住院患儿母乳喂养率的 
 影响 -------------------------------------------------------------------------------- 刘墨言,熊英,岳少杰等 3625 
PU-3723 NICU 胎龄小于 34 周危重早产儿进行袋鼠式护理的临床疗效观察 - 李文,刘墨言,岳少杰等 3625 
PU-3724 印记基因 PHLDA2 在胎盘中的表达及其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关系 ------------------- 刘慧强 3626 
PU-3725 急性肾功能衰竭早产儿腹膜透析临床特点 ------------------------------------------------------ 邢燕 3627 
PU-3726 早产儿动脉导管瘤一例 ------------------------------------------------------------------------------ 张娟 3627 
PU-3727 NICU 中下肢 PICC 置管的应用 --------------------------------------------- 刘秀红,薛波,刘凤霞等 3628 
PU-3728 新生儿监护室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血浆 1,3-B-D 葡聚糖检测的 
 价值 -------------------------------------------------------------------------------------- 阳倩,张渝,吴青等 3629 
PU-3729 早期充分氨基酸营养在低出生体重早产儿中的应用 -------------------- 孙中怡,陈筱青,李悦等 3629 
PU-3730 脐静脉导管的无创固定和暴露护理在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 
 应用 ----------------------------------------------------------------------------- 钟美珍,李小忠,郑青青等 3630 
PU-3731 1 例早产儿 PICC 导管移位致胸腔积液的原因分析与预防 ------------------------------ 张华萍 3630 
PU-3732 Prediction of Risk factors for stages of Necrocizing Enterocolities in  
 neonates ----------------------------------------- Cai Chenchen,Huang Kaiyu,Zhu Jianghu etc. 3631 
PU-3733 床旁 B 超在新生儿临床中的应用 ---------------------------------------------- 文丽丽,王洁,朱竺等 3632 
PU-3734 用酚妥拉明联合硫酸镁湿敷新生儿静脉营养液外渗的疗效观察 --------------------------- 邹林 3632 
PU-3735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转运中光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初探 ------------------------------------ 常宏宇 3632 
PU-3736 NICU 新生儿医院感染的特点、危险因素及预防干预 ------------------------------------ 姚仁芬 3633 
PU-3737 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及母亲维生素 D 缺乏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关系的研究 李明超 3633 
PU-3738 不同胎龄早产儿 Dubowitz 评估正常范围 --------------------------------------- 李珊,张欣,李明等 3634 
PU-3739 2014-2016 年某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病区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分析 ------------- 洪远,叶建林 3635 
PU-3740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在极早/超早早产儿生后早期呼吸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 陈超,唐军 3635 
PU-3741 凶险性前置胎盘增加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 -------------------------------- 宋瑶,胡章雪 3636 
PU-3742 高氧对表面活性物质蛋白-B-C/A（-18）启动子活性调控作用研究 王席娟,张美慧,张家洁 3636 
PU-3743 智能手机软件拍照检测新生儿及早期婴儿黄疸的应用研究 ----------------------- 杨波,高翔羽 3637 
PU-3744 新生儿光疗前后不同部位经皮胆红素测定值的准确性研究 -------------------- 赵丹丹,高翔羽 3638 
PU-3745 出生一周内血小板参数预测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 药物干预失败的研究 ------ 任漪,高翔羽 3638 
PU-3746 病例分享---巨细胞病毒感染病例报告 ------------------------------------------------------------ 高艳 3639 
PU-3747 NICU 信息化母乳闭环管理的设计及应用 ----------------------------- 吕丽敏,许丽旋,朱海华等 3639 
PU-3748 1987 至 2013 年出生于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的变化趋势 ---- 徐发林,张晓丽,朱长连 3639 
PU-3749 gdT 淋巴细胞在败血症致小鼠行为障碍中的作用 --------------------- 徐发林,张晓丽,朱长连 3640 
PU-3750 神经调节辅助通气对于早产儿 RDS 机械通气同步性的影响 --------- 陈正,杜立中,施丽萍等 3640 
PU-3751 Congenital tracheo-or-bronchobilifistula combined with biliary atresia: a case report  
 with review of literature --------------------------------- Meng Eryan,Xu Falin,Meng Eryan etc. 3641 
PU-3752 鸟巢式护理对新生儿胃肠功能及生长发育的影响 ------------------------------------------ 陶艾莎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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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53 Leptin in Breast Milk Prevents Dyslipidemia in Adult Female Rats Born as 
Small-For-Gestational-Age Infants ------------- Fang Xiaoyi,Chen Yongheng,Lin Yuguang 3642 

PU-3754 以 MRI 小脑改变为主新生儿丙酸血症 1 例报道 --------------------------------- 刘希娟,余建明 3642 
PU-3755 缺氧缺血神经元自噬基因表达节律及调控机制 ----------------------- 李世平,朱将虎,赵凤艳等 3643 
PU-3756 新生儿留置针的护理和应用问题. ----------------------------------------------------------------- 董蓉 3643 
PU-3757 延迟脐带结扎对早产儿的影响 -------------------------------------------- 杨春晖,赖春华,彭嘉恒等 3644 
PU-3758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 Deficiency Diagnosed by Whole Exome  
 Sequencing ---------------------------------- Chen Yulin,ZHANG GUOQING,JU HUIQUN etc. 3644 
PU-3759 15 例妊娠期急性脂肪肝临床特征及母婴不良结局分析 --------------------------- 张璐璐,姜红 3645 
PU-3760 胆红素-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 P364 L 基因型与新生儿黄疸程度的相关性 
 研究 ----------------------------------------------------------------------------------------- 李贵南,胡月圆 3645 
PU-3761 氙气对 3 日龄新生大鼠脑白质损伤脑组织 CLIC4 mRNA 、 Bcl-2  蛋白表达的 
 影响 -------------------------------------------------------------------------------------------- 赵吉秀,姜红 3646 
PU-3762 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肝损伤患儿外周血 microRNA cluster 17~92 表达 ---- 王丽,钱继红 3646 
PU-3763 宿主 miR-92a 通过 Bim 调控宿主细胞凋亡及对病毒复制的作用 --------------- 王丽,钱继红 3647 
PU-3764 无乳链球菌感染新生儿 8 例临床特点并文献复习 ---------------------- 孙国玉,汤泽中,姜毅等 3647 
PU-3765 β8/TGF- β1 通路促进脑血管内皮细胞缺氧缺血性损伤后修复的体外 
 研究 ----------------------------------------------------------------------------------- 李晋辉,王华,唐军等 3648 
PU-3766 一例新生儿 RH 溶血换血治疗的护理体会 --------------------------------------------------- 马彩霞 3649 
PU-3767 新生儿多巴胺外渗的护理体会 -------------------------------------------- 林珈伊,陈丽梅,田秋敏等 3649 
PU-3768 不同浓度肝素及血液放置不同时间对血气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 ------------------------ 刘顺英 3649 
PU-3769 新生儿上气道异常的临床分析 ----------------------------------------------- 王盈灿,黄琦,朱建幸等 3650 
PU-3770 改良持续性腹膜透析治疗超早产儿顽固性高乳酸血症 2 例报告 ------- 罗景华,郑天,陈佳等 3650 
PU-3771 Identification of Three Novel Pathogenic CPS1 Mutations in Two  
 Chinese Neonates with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 Deficiency  
 by Exome Sequencing --------------------------------------------- Zhang Guoqing,Cheney Yulin 3651 
PU-3772 新生儿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合并胆汁淤积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 孙国玉,汤泽中,姜毅等 3651 
PU-3773 影响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相关因素分析 ----------------------------------------- 谢晶晶,高喜容 3652 
PU-3774 脂肪干细胞旁分泌因子治疗胆红素脑病听力损伤的 临床研究 --------- 李玲,栾佐,李贵南等 3653 
PU-3775 脂肪干细胞旁分泌因子对胆红素脑病智力和运动预后的临床研究 ----- 易娟,栾佐,李贵南等 3653 
PU-3776 不同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曲线的应用比较 -------------------------------- 黄鸿眉,陈益华,张卫文 3654 
PU-3777 早产儿贫血防治进展 --------------------------------------------------------------------------------- 李娅 3654 
PU-3778 足月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EOS）对血脂及脂蛋白代谢水平的影响观察戴玉璇,包云光,丁斌等

 3655 
PU-3779 logistic 回归分析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外科手术指征以及不同影像学方法对 NEC 诊断 
 价值的比较研究 --------------------------------------------------------------------------------------- 刘娜 3655 
PU-3780 基因诊断丙酸血症 1 例  --------------------------------------------------- 杨柳青,陈丽萍,曾丽春等 3656 
PU-3781 早期新生儿血 25OHVD 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 刘阳,岳少杰,王铭杰等 3656 
PU-3782 990 例新生儿腰穿临床安全性分析研究 ----------------------------------- 杨舸,周美娟,岳少杰等 3657 
PU-3783 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临床及血流动力学研究 ----------------------------------- 焦佳楠,李月梅 3657 
PU-3784 新生儿 B 族链球菌感染危险因素研究 -------------------------------------------------------- 李春燕 3658 
PU-3785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早产儿胃食管反流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 邓海,唐英姿 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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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6 超低出生体重儿败血症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申子云,程秀永 3659 
PU-3787 改进 CVC 穿刺部位在新生儿静脉治疗中的应用 ---------------------------------------------- 徐兵 3659 
PU-3788 改进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的效果观察 ------------------------------------------------ 徐兵 3660 
PU-3789 改良留置针替代导入鞘法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 ------------------------------------ 徐兵 3660 
PU-3790 超声对新生儿颅脑损伤的诊断价值研究 ------------------------------------------------------ 卫晶丽 3660 
PU-3791 新型“新生儿中药退黄洗液”治疗 G-6PD 缺乏症新生儿黄疸临床疗效观察 ---------- 梁正 3661 
PU-3792 A clo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telet size and vitamin D levels in preterm  
 infants ---------------------------------------------------------- Su Qiaoer, Qian Yan,Li Wenju  etc. 3662 
PU-3793 不同胎龄早产儿生后早期对脂肪乳的耐受性研究 ----------------------------------- 唐慧,杨传忠 3662 
PU-3794 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存活情况和住院并发症分析 ----------------------- 张应绩,杨传忠 3663 
PU-3795 超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影响因素分析 ------------------------------------------------------ 赵捷 3663 
PU-3796 出生后早期体温变化与极/超低出生体重儿颅内出血的关系研究 ----------------------- 袁瑞琴 3664 
PU-3797 袋鼠式护理应用于仍需无创辅助通气的超早产儿的临床研究 --------------------------- 熊小云 3664 
PU-3798 多次使用口服 10％葡萄糖在缓解早产儿静脉穿刺痛的效果分析 ---------------------- 陈丽莲 3665 
PU-3799 入院即刻核心温度与极/超低出生体重儿颅内出血的关系研究 -------------------------- 袁瑞琴 3665 
PU-3800 无创心输出量参数 CI、MD 的诊断界值对治疗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价值 -------- 黄智峰 3666 
PU-3801 心率变异特点（HRC）在早期诊断早产儿晚发型脓毒症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杨传忠 3666 
PU-3802 52 例新生儿腹泻的病因探讨及治疗 ------------------------------------------------------ 冯艺,董丽 3667 
PU-3803 无缝线 CVC 导管固定在危重新生儿的临床应用 --------------------------- 尚文,魏振英,钮燕筠 3667 
PU-3804 80 例晚期早产儿的 aEEG 特点分析及临床意义 --------------------- 程可萍,陈卫园,孙智航等 3668 
PU-3805 母孕期应用华法林对早期新生儿的影响和治疗策略 ----------------------- 刘桂英,杨曦,苏瑛等 3668 
PU-3806 新生儿甲基丙二酸尿症 10 例临床分析 ------------------------------------------------ 胡晓明,李莉 3669 
PU-3807 T_piece 复苏器在危重早产儿院前转运 救治中的应用及护理研究 ----------------------- 陈玉 3669 
PU-3808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和过敏性疾病的关系 --------------------------------------------------- 蔚京京 3670 
PU-3809 新生儿科院感高危因素探讨 -------------------------------------------------------------- 郑子良,易珊 3670 
PU-3810 水胶体敷贴在亚低温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 罗艳梅,易珊 3671 
PU-3811 实施集束化护理措施对机械通气新生儿疾病转归影响的护理体会 ------------------------ 唐燕 3671 
PU-3812 2012 年-2016 年三门峡地区新生儿死亡分析 ------------------------------------- 王晓冰,雷国锋 3672 
PU-3813 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肺出血的临床研究 ----------- 翟炳辉,王晓冰 3672 
PU-3814 瞬态诱发性耳声发射技术联合自动听性脑干反应检查在早期诊断高危新生儿听力受损的 
 价值分析 -------------------------------------------------------------------------- 雷国锋,王晓冰,张君平 3672 
PU-3815 抗生素封管技术预防新生儿 CRBSI -------------------------------------------------------------- 梁红 3673 
PU-3816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分次与持续蓝光治疗临床疗效分析 --------------------------------------- 梁正 3674 
PU-3817 心电图定位 PICC 尖端在新生儿的应用研究 ------------------------------------------------ 涂超丽 3674 
PU-3818 丹参酮 I 对新生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模型的神经保护作用 ----------- 戴春方,刘延南,董志芳 3674 
PU-3819 11p15.4 合并 22q11.21 微缺失致先天性歪嘴哭综合征一例报道 ------ 庞永红,于洋,邓晓毅 3675 
PU-3820 早产儿经口喂养表现的临床研究 --------------------------------------------------------------- 童燕芬 3675 
PU-3821 吸入一氧化氮联合口服西地那非治疗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临床疗效 
 观察 -----------------------------------------------------------------------------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等 3675 
PU-3822 灾难学组-生后 1 小时动脉血气分析对新生儿窒息评价的意义 ------------------ 郭果,张雪峰 3676 
PU-3823 灾难学组-新生儿先天性梅毒致肾病综合征 3 例临床分析 ------------------ 黄玲,郭果,张雪峰 3677 
PU-3824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诊断价值 ------------------------------------ 霍亚玲 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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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25 新生儿窒息后血浆 BNP 和 NT-proBNP 水平与窒息程度的关系 -------------------------- 朱芮 3677 
PU-3826 762 例晚期早产儿血液学指标临床分析 -------------------------------------- 刘瑶,刘捷,李正红等 3678 
PU-3827 Role of the lncRNA NANCI-Nkx2.1 signaling pathway in hyperoxia-induced lung injury in 
 neonate mice ----------------------------------------------------------------------- 张媛,武荣,包天平等 3679 
PU-3828 肝门部纤维斑块在高频超声诊断新生儿胆道闭锁中的作用 ------------------- sheng-li,陈亚青 3679 
PU-3829 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血清 FT3,FT4,TSH 含量变化的临床观察 周美娟,蔡欣妍,岳少杰等 3680 
PU-3830 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血清 FT3,FT4,TSH 含量变化的临床观察 周美娟,蔡欣妍,岳少杰等 3680 
PU-3831 新生儿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报告 --------------------------------- 邓秋秋, 李贵南 3681 
PU-3832 NICU 中 1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袋鼠式护理的良好结局 ----------------------------- 张君平,王粉 3681 
PU-3833 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疗效的研究 ----------------------------- 晏长红,余曼莉,何玲 3681 
PU-3834 3p 缺失并 3q 重复综合征 1 例 ------------------------------------------- 刘雪琴,李贵南,胡月圆等 3682 
PU-3835 一例新 PCCB 基因突变的新生儿丙酸血症报道 ------------------------------- 郭琼,李军,李贵南 3682 
PU-3836 新生儿异戊酸血症 1 例 -------------------------------------------------------------------------- 董金茹 3683 
PU-3837 新生儿家族性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病例报道 1 例并文献 
 复习 -------------------------------------------------------------------------------- 黄晓阳,杨君莉,周冬等 3684 
PU-3838 The oral microorganisms on the surface of neonatal endotracheal  
 tubes facilitate the pathogenicity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  
 vitro and in vivo  ------------------------------------------------------------- Li Hongdong,Yu JiaLin 3684 
PU-3839 7 例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死亡病例临床分析 -------------------------------- 滑心恬,唐军,母得志 3685 
PU-3840 MAP4K3 通过亮氨酸-mTOR 通路对早产骨骼肌卫星细胞分化的 
 影响 ----------------------------------------------------------------------------- 郭楚怡,余慕雪,戴杰民等 3686 
PU-3841 早产儿经口喂养能力评价的临床研究 -------------------------------------------------- 石云,茹喜芳 3686 
PU-3842 不同维持剂量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临床应用观察 -- 高晓燕,奚碧冰,陈明娟 3687 
PU-3843 高频振荡通气治疗新生儿肺出血疗效观察 ------------------------------------------------------ 左菲 3687 
PU-3844 高压氧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脑损伤临床效果  ------------------------------------- 古玉芳 3688 
PU-3845 全身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疗效与护理 -------------------- 王芳,张亚娟,沈德新 3688 
PU-3846 亚低温对中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影响 -------------------- 沈德新,刘一沉,陈丽娟 3689 
PU-3847 先天性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陶莉,周伟,王玲等 3690 
PU-3848 严重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肠道菌群构成情况及对胆红素脑损伤的 
 影响 -------------------------------------------------------------------------------- 李雁彬,周伟,袁伟明等 3690 
PU-3849 中国 1986、2015 和 Fenton2003、2013 生长参照值在评估早产儿 AGA、SGA、LGA 
 及 EUGR 发生率的比较 --------------------------------------------------- 何雪梅,沈海清,陈家慧等 3691 
PU-3850 新生大鼠缺氧缺血脑损伤后远期行为学改变及 miR-182 对 HIBD 大鼠远期行为学的 
 影响 --------------------------------------------------------------------------------------------------- 杨元元 3691 
PU-3851 早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作用分析 ------------------------------------ 李娜 3692 
PU-3852 降钙素原、超敏 C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在新生儿感染早期诊断中的 
 价值 ----------------------------------------------------------------------------- 宋文辉,孙林丽,江文胜等 3693 
PU-3853 中国近 12 年先天性肾病基因突变的病例对照研究并发现 2 个新突变 -- 赵阳,李莉,王建华 3693 
PU-3854 固尔苏联合鼻塞式气道正压通气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预后及炎症因子 
 的影响  --------------------------------------------------------------------------------------- 赵家艳,张峥 3694 
PU-3855 高频振荡通气治疗新生儿气胸的临床研究 -------------------------------- 宋晓燕,左菲,张英琦等 3694 
PU-3856 1146 例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临床特点 及远期神经预后分析 ------------- 胡勇,唐军,夏斌等 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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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7 宫内感染对新生大鼠急性肺损伤的影响及药物干预效果 
 （灾害学组） -------------------------------------------------------------------- 卢刻羽,程锐,朱伟伟等 3695 
PU-3858 窒息新生儿中 miR-182 与相关钟基因的变化 ----------------------------------------------- 方逸萍 3696 
PU-3859 The mechanism of lung fluid conversion being damaged by intrauterine  
 inflammation ------------------------------------------------- Lu Keyu,Cheng Rui,Zhu Weiwei etc. 3697 
PU-3860 格列本脲替代胰岛素治疗新生儿糖尿病 1 例 -------------------------------------------------- 冯艺 3697 
PU-3861 Case Reports：UGT1A1 Mutations Causing Crigler-Najjar Syndrome types I and II in  
 Chinese Neonates ------------------------------------------------------------------ Feng Yi,Tang Jun 3698 
PU-3862 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例诊治经过总结 
 体会 ----------------------------------------------------------------------------- 赵玉娟,黄文娣,张娟利等 3698 
PU-3863 改良后输血装置连接注射泵在新生儿输血中的应用 -------------------- 刘慧萍,曾繁霞,高雯嘉 3699 
PU-3864 极低出生体重儿凝血功能与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相关性的临床 
 研究 -------------------------------------------------------------------------------- 石晓彤,姜红,石晓彤等 3699 
PU-3865 21 例新生儿脐静脉置管导管异位的报告 ------------------------------------ 周红,符婕,林利苹等 3700 
PU-3866 早期综合干预对降低极低出生体重儿不良结局发生率的临床 
 研究 ----------------------------------------------------------------------------- 邓永红,王淑莲,刘照辉等 3700 
PU-3867 90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及超早产儿临床分析 ------------------------------ 赵小林,郭金珍,李占魁 3701 
PU-3868 血清 S100B 蛋白、IL-6 与早产儿脑白质损伤 --------------------------------------- 臧丽娇,安丽 3701 
PU-3869 振幅整合脑电图在早产儿脑损伤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 丛晓亚,吴尤佳 3702 
PU-3870 NICU 高危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临床分析 ----------------------------------------------- 陶荔,陈丽萍 3703 
PU-3871 不同维持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对早产儿呼吸暂停的疗效观察 -------- 孙璐双,林新宇,郑家峰等 3703 
PU-3872 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对早产儿脑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 莫炜明 3704 
PU-3873 高频振动通气治疗新生儿 PPHN26 例体会 ------------------------------ 胡亚楠,梅花,刘春丽等 3704 
PU-3874 Clinical etiology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attern analysis of neonatal sepsis:  
 A Cohort Study of 148 Patients ------------------ zhang tongqiang,Guo Wei,Xu Yongsheng 3704 
PU-3875 23 例新生儿希木龙假丝酵母菌败血症临床分析 ------------------------------------------- 麦菁芸 3705 
PU-3876 新生儿深静脉性梗死影像学表现（附 11 例并文献复习） --------------------------- 易婷,金科 3705 
PU-3877 超低出生体重儿晚发型败血症临床特点及病原学分析 -------------------- 刘兆娥,韩波,李刚等 3706 
PU-3878 脐静脉置管术在早产儿早期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 刘娟,易珊 3706 
PU-3879 泡沫敷贴在新生儿亚低温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 李晓庆,易珊 3706 
PU-3880 捷克信在新生儿红臀预防中的应用探讨 ----------------------------------------------- 罗艳梅,易珊 3707 
PU-3881 先天性皮肤发育不全并大疱性表皮松解症 1 例 ------------------------------------- 毛青青,黄磊 3707 
PU-3882 机械通气相关低碳酸血症与早产儿脑白质损伤 ----------------------------- 张磊,张磊,张家洁等 3707 
PU-3883 78 例早产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败血症临床分析  ---------------------------------- 王琍琍,李敏 3708 
PU-3884 维生素 E 对防治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临床效果观察 -------------------------------- 朱岩 3708 
PU-3885 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合并 PDA 一例 ------------------------------------------------------- 张爱民 3709 
PU-3886 伴严重水肿的新生儿乳糜胸 1 例 ------------------------------------------------------- 刘佳,郑晓蕾 3709 
PU-3887 新生儿甲型流行性感冒 11 例临床分析 ------------------------------------------ 雷旻,邓继岿,李迟 3709 
PU-3888 国产喉罩在早产儿复苏的应用效果分析 ------------------------------------------------------ 赖春华 3710 
PU-3889 新生儿院内、外转运后使用呼吸机相关因素及预后回顾性分析 -------- 鲁瑞丰,王华,母得志 3711 
PU-3890 新生儿颅脑多发畸形一例 --------------------------------------------------------------------------- 程晖 3711 
PU-3891 372 例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临床回顾分析 ----------------------------------------- 李春杰,潘涛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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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92 疼痛质控员缓解新生儿疼痛的效果分析 -------------------------------------------- 郭海娟,李如英 3712 
PU-3893 NICU 178 例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经外周动静脉换血治疗的临床 
 分析 ----------------------------------------------------------------------------- 韩玉杰,李晓莺,盖中涛等 3713 
PU-3894 有效沟通在新生儿体检静脉采血中的应用 ------------------------------------------------------ 郑静 3713 
PU-3895 妊娠晚期Ｂ族溶血性链球菌筛查阳性母亲新生儿结局分析 -------------------- 王长燕,李正红 3714 
PU-3896 The mechanism of AMPK signaling pathway regulating autophagy in neonatal rats after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 Chen Hongju,Qu Yi,Mu Dezhi etc. 3715 
PU-3897 胎母输血综合征致新生儿极重度贫血 1 例 ------------------------------- 谢乐云,张爱民,徐俊等 3715 
PU-3898 护理革新措施对新生儿红臀发生率的影响效果 -------------------------- 张雅琳,章赛春,张红梅 3716 
PU-3899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elevated serum A-FABP and free fatty acid in neonates with  
 hypoxic ischemic brain damage ------------------------- Li Mei,Jiang Lian,Zhang Huifen etc. 3716 
PU-3900 The effects of exosomes derived from neural stem cells on neurons in an in vitro model  
 of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 Zou Rong,Qu Yi,Mu Dezhi 3717 
PU-3901 急进性后部型早产儿视网膜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 江静波,贺美华,聂川等 3718 
PU-3902 基于 VB6 编程语言自主开发新生儿静脉营养计算软件源代码与临床应用 
 探讨 -------------------------------------------------------------------------------------- 卢宽,陈刚,黄成等 3718 
PU-3903 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对预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效果观察 ------------------------ 杨晓玲 3719 
PU-3904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患儿听力损伤患儿 5 年随访报告 -------------------------------------- 高艳 3719 
PU-3905 32 例早产儿下消化道出血临床分析 ------------------------------------------ 张文娟,张春丽,刘燕 3720 
PU-3906 糖尿病婴儿发生新生儿宫内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 ----------------------------------- 张敏,温志红 3720 
PU-3907 自制鼻塞在新生儿 CPAP 病人中的应用 ---------------------------------- 易青梅,刘会会,陈爱霞 3720 
PU-3908 Promotion of Breastfeeding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ntroduce Use of  
 Expressed Breast Milk (EBM) Diary in NICU  ------------------------------------------- Chan YF 3721 
PU-3909 Cord blood CD8+ T cells differentiate in a caspase-dependent manner into  
 IL-4+ cells in the context of inflammation and suppression of IL-2 receptor  
 signaling ------------------------------ Zhang Yuxia ,Maksimovic Jovana,Naselli Gaetano etc. 3721 
PU-3910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E-cadherin 的表达及意义 ------------------- 高吉照,谭英,赵继鸥等 3722 
PU-3911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儿童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临床观察 -------- 徐忠金,吴崇军 3723 
PU-3912 儿童霍奇金淋巴瘤临床研究 ----------------------------------------------------------- 徐忠金,吴崇军 3723 
PU-3913 儿童门冬酰胺酶相关急性胰腺炎（AAP）诊治研究 ----------------------- 石苇,谢晓恬,李威等 3724 
PU-3914 ATG 治疗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临床护理学研究 ------------------------- 朱争芳,钟静霞,谢晓恬 3724 
PU-3915 手术联合间充质干细胞治愈Ⅳ度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合并不完全性肠梗阻一例伴文献 
 综述 -------------------------------------------------------------------------------- 郭淑仪,方建培,刘超等 3725 
PU-3916 NOPHO－AML 2004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 
 研究 -------------------------------------------------------------------------------- 邱坤银,周敦华,黄科等 3725 
PU-3917 米卡芬净治疗恶性血液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合并肺侵袭性真菌病的临床 
 分析 -------------------------------------------------------------------------------- 黄科,邱坤银,邓兰兰等 3726 
PU-3918 红细胞参数及其形态学检查结合铁染色和铁蛋白在儿童缺铁性贫血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价值 -------------------------------------------------------------------------------- 张雯雯,陈红兵,朱君等 3726 
PU-3919 儿童急性白血病 DNA 甲基转移酶 mRNA 表达的意义 ------------- 赵东菊,石太新,周福军等 3727 
PU-3920 亚砷酸通过自噬通路降解白血病细胞 FLT3-ITD 突变蛋白的研究 -- 张祖涵,王丽娜,罗学群 3727 
PU-3921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基因检测的临床意义 -------------------------- 韩争争,冒青,郭义敏等 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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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22 UNC13D 基因突变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分析 ---------------------------- 冒青,李详丽,郭义敏等 3728 
PU-3923 康复新液对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口腔溃疡的应用 --------------------------------------------- 刘晓杨 3729 
PU-3924 抗-D 免疫球蛋白治疗儿童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疗效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 覃薇,黄少玲,李婷婷 3729 
PU-3925 SIRT1 过表达对 THP-1 细胞增殖、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讨 李登峰,蓝丹 3730 
PU-3926 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 杨碧熙 3730 
PU-3927 SPTB 基因无义突变所致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一例 ----------------------- 马亚南,刘玉峰 3731 
PU-3928 儿童急性白血病 CD133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刘志强,柯江维,段荣 3731 
PU-3929 儿童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复发独立危险因素分析 ----------------- 杨小燕,金皎,黄璟 3732 
PU-3930 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监测血药浓度的临床意义及不良反应 
 分析 ----------------------------------------------------------------------------------------------- 李静,黄璟 3732 
PU-3931 RNAi 沉默 HOXA5 逆转 K562/ADM 细胞 耐药性的研究 ------------------------- 高菲,刘文君 3733 
PU-3932 RUNX1-RUNX1T1 融合基因定量监测在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 
 应用 -------------------------------------------------------------------------------- 吴珺,陆爱东,张乐萍等 3733 
PU-3933 贵州省 12 例中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心脏及肝脏 铁过载研究 ------------------- 朱晋花,金皎 3734 
PU-3934 下调 c-Met 基因与人白血病细胞 K562 对硼替佐米化疗敏感性的实验研究 -- 严婧,何志旭 3735 
PU-3935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48 例临床分析 ------------------------------------------------- 赖长城 3735 
PU-3936 粒细胞减少合并新的 CD40L 基因突变 ------------------------------------ 陈可可,贺湘玲,卿宜等 3736 
PU-3937 荧光定量 PCR 检测恶性转化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中 DNA 甲基化转移酶的 
 改变 ----------------------------------------------------------------------------- 陈业增,唐秋灵,陈秋蓉等 3736 
PU-3938 环磷酰胺在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β-地中海贫血预处理方案中的作用研究 徐艳军,吴学东 3737 
PU-3939 以颅内静脉窦血栓为首发表现的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1 例 ------------------- 陈先睿,黄建琪 3737 
PU-3940 儿童铁剂难治性缺铁性贫血一例临床及基因分析 ----------------------- 蔡耘,陈惠芹,李晓峰等 3738 
PU-3941 Rita 联合四种化疗药物对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凋亡的影响 ------------------- 骆梓燕,江华,徐令 3738 
PU-3942 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造血干细胞移植在致敏动物模型应用的实验 
 研究 ----------------------------------------------------------------------------- 许吕宏,洪冬玲,翁文骏等 3739 
PU-3943 四川泸州地区 228 例 0-18 岁地中海贫血患儿基因类型分析 --------- 付月,刘文君,邓正华等 3739 
PU-3944 抗凝血杀鼠药中毒致儿童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临床分析 -------------- 邹艳,刘文君,刘春艳等 3739 
PU-3945 不同启动子驱动的嵌合抗原受体 CD19 在 T 淋巴细胞中的表达 ---------------- 林兰,徐之良 3740 
PU-3946 前列环素在糖尿病血小板自噬中的作用 ------------------------------------------------------ 苏妹玲 3741 
PU-3947 四川泸州地区 426 例住院贫血患儿的病因分析 ---------------------------------- 陈红英,刘文君 3741 
PU-3948 前列环素在糖尿病血小板凋亡中的作用 -------------------------------------------- 夏落星,邓伟豪 3742 
PU-3949 急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癫患儿的护理 ------------------------------------------------------------ 李晶晶 3742 
PU-3950 甲氨蝶呤鞘内注射致脱髓鞘病变 1 例 -------------------------------------------------------- 潘艳莎 3742 
PU-3951 地西他滨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JMML 的临床分析 ------- 彭智勇,林宇辰,李春富 3743 
PU-3952 急性白血病患儿血清铁调素水平与贫血的相关性研究 -------------------- 刘娜,梁钰珩,张宝玺 3743 
PU-3953 合并严重肺功能障碍的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血小板相关参数变化研究 ----- 张鑫,魏会灵,杨默 3744 
PU-3954 重型β-地中海贫血的输血及去铁治疗 ------------------------------------------------- 杨敏,刘文君 3745 
PU-3955 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分析 --------------------------- 洪燕 3745 
PU-3956 儿童血液恶性肿瘤伴静脉血栓栓塞 2 例并文献复习 -------------------------------------- 黄建琪 3746 
PU-3957 NOPHO AML 2004 方案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 
 研究 -------------------------------------------------------------------------------- 黄智,张玉明,彭智勇等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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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58 大黄素甲醚逆转白血病耐药细胞系 K562/ADM 的耐药性 ------------- 刘文君,高菲,杨义玲等 3746 
PU-3959 14 例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分析 ------------------------------------ 邱晓燕,王鸿武,冯学永等 3747 
PU-3960 儿童肝炎相关再生障碍性贫血临床观察 ----------------------------------------------- 赵晓明,李向 3747 
PU-3961 儿童 T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疗效及预后分析 ------------------------------- 王苹,翟晓文 3748 
PU-3962 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儿及父母生活质量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 徐倩,周敏,徐倩等 3748 
PU-3963 ANK1 基因新生突变所致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一例 -------------- 龚军,贺湘玲,邹润英等 3749 
PU-3964 探讨血小板减少症的病因及临床分析 ------------------------------------------------------------ 吴楠 3749 
PU-3965 以发热为首发表现的原发性儿童髓系肉瘤 1 例并文献报道 ------------------- 袁远宏,肖政辉 3750 
PU-3966 先天性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减少症 ----------------------------------------------------- 刘嵘,师晓东 3750 
PU-3967 先天性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减少症 1 例并基因分析 ------------------------------- 刘嵘,师晓东 3751 
PU-3968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联合 PTCy 治疗 Sandhoff 病一例分析 ------ 玄立田,师晓东,岳燕等 3752 
PU-3969 C 反应蛋白、前降钙素、白介素 6 和白介素 10 在儿童肿瘤患者发热诊断中的比较 
 研究 ----------------------------------------------------------------------------- 徐晓军,汤永民,骆泽斌等 3752 
PU-3970 一例遗传性纤维蛋白原血症患儿凝血功能和基因型分析 -------------- 朱晓华,钱晓文,苗慧等 3753 
PU-3971 高中链甘油三酯型营养制剂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营养支持作用的临床 
 研究 ----------------------------------------------------------------------------- 李欣瑜,翁文骏,韩黠蔚等 3754 
PU-3972 3 例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粘多糖病的护理体会 -------------------- 何海英,师晓东,陈燕芬等 3754 
PU-3973 30 种融合基因筛查在儿童白血病诊断中的应用 --------------------------- 刘勇,黄倩雯,黄燕等 3755 
PU-3974 青春期起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合并获得性免疫缺陷病 1 例 ------- 李娟娟,李君惠,刘嵘等 3755 
PU-3975 儿童晚期肝母细胞瘤伴肺转移 56 例的治疗及预后分析 --------------- 支天,张伟令,黄东生等 3756 
PU-3976 非血缘脐血移植成功治疗复发难治性 EBV 感染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并 
 肠穿孔一例 -------------------------------------------------------------------------- 王叨,赵彦婷,李白等 3756 
PU-3977 儿童重型地中海贫血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初步 
 分析 ----------------------------------------------------------------------------- 刘四喜,李长钢,王晓东等 3757 
PU-3978 儿童中枢神经系统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肿瘤 6 例临床病理分析江贤萍,徐金永,宋建明等3757 
PU-3979 儿童急性白血病化疗发生感染性休克 9 例临床分析 ---------------- 方希敏,文飞球,李长钢等 3758 
PU-3980 儿童恶性肿瘤化疗后医院感染的临床分析 --------------------------- 陈森敏, 文飞球,李长钢等 3758 
PU-3981 MiR-200c 抑制肾母细胞瘤增殖和侵袭迁移的机制研究 ------------- 曹娟, 文飞球,宋建明等 3758 
PU-3982 172 例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病因、临床及预后分析麦惠容,陈运生,郭健等 3759 
PU-3983 1 例重型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袁秀丽,李长钢,  陈小文等 3760 
PU-3984 单中心 32 例儿童神经母细胞瘤临床特点分析 --------------------------- 王亚屏,李府,杨晓梅等 3760 
PU-3985 29 例儿童肾脏肿瘤病例临床特征及疗效分析 --------------------------- 黄志伟,李府,杨晓梅等 3760 
PU-3986 小儿白血病患者使用静脉输液港两种不同封管方法效果比较 ------------------------------ 王翠 3761 
PU-3987 婴儿期发病血小板无力症 1 例家系分析并文献复习 ---------------------------- 张红红,翟晓文 3761 
PU-3988 铁死亡诱导剂 Erastin 对 HL-60/ADM 细胞死亡的影响及机制 
 研究 ----------------------------------------------------------------------------- 叶芳华,唐兰兰,钱玉洁等 3762 
PU-3989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发生的危险因素调查 ------------------------------------------ 张冰玉 3762 
PU-3990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免疫状态检测及其意义 ----------- 彭晓敏,郭海霞,黎阳等 3763 
PU-3991 PBK/TOPK 在儿童恶性淋巴瘤与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组织中的表达 
 研究 -------------------------------------------------------------------------------- 田鑫,贺湘玲,袁小叶等 3764 
PU-3992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ANK1 基因新生突变一例 ---------------------------- 宾琼,傅丹,李雄 3764 
PU-3993 儿童肿瘤患儿的铂类耳毒性临床分析 -------------------------------------- 熊稀霖,彭晓敏,黎阳等 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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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94 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17 例临床分析 ------------------------------------- 熊耀珍,张小雯 3765 
PU-3995 急性白血病患儿化疗后感染的临床特点及防治策略 --------------------------------------- 毛晓燕 3765 
PU-3996 生后不同时期神经营养因子家族血清浓度变化及与神经母细胞瘤 
 关系 -------------------------------------------------------------------------------- 刘利婷,黎阳,熊稀霖等 3766 
PU-3997 广东地区地中海贫血基因筛查结果分析 ----------------------------------- 刘勇,陈海雷,沈妙娜等 3767 
PU-3998 31 例儿童横纹肌肉瘤临床治疗评估 --------------------------------------- 周莉,方拥军,何璐璐等 3767 
PU-3999 sCD163 和 HO-1 在儿童继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中的临床意义 ----- 王颖超,朱桂英,刘冬杰 3767 
PU-4000 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急性转慢性危险因素研究 ----------------------------------- 杨莉,刘炜 3768 
PU-4001 儿童成熟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7 例临床分析 ------------------------------------------- 王筠,方拥军 3769 
PU-4002 血液恶性肿瘤患儿并发肿瘤溶解综合征的护理 -------------------------- 冯敏贤,钟婷,罗文君等 3769 
PU-4003 儿童急性白血病化疗后的临床护理 ------------------------------------------------------------ 周俊芳 3769 
PU-4004 遗传性凝血因子 X 基因突变 1 例报道 ------------------------------------------------- 蒋鸣燕,李强 3770 
PU-4005 CD133-2 分子在儿童 B-ALL 中的异常表达及作用机制 ------------------ 许云云,曹磊,庞丽等 3770 
PU-4006 19 例复发儿童 B 细胞淋巴瘤临床病理特征及 治疗预后分析 ----------------------------- 黄爽 3771 
PU-4007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致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 1 例并文献 
 复习 -------------------------------------------------------------------------------------- 唐雪,杨荣,林超等 3772 
PU-4008 儿童血友病关节健康评估 ----------------------------------------------------- 张悦,关步云,杜妍妍等 3772 
PU-4009 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分析 --------------------------- 洪燕 3772 
PU-4010 丙泊酚联合芬太尼在血液病患儿有创操作中的镇静效果 ----------- 叶启翔,王嘉怡,江和碧等 3773 
PU-4011 血液肿瘤儿童强烈化疗后预防性注射重组人粒细胞/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临床 
 应用报告 -------------------------------------------------------------------------- 富洋,王宏胜,翟晓文等 3773 
PU-4012 广西地区 104 例儿童中、重型血友病 A 的临床表现及治疗现状分析 ------ 韦红英,焦蓓蕾 3774 
PU-4013 儿童 III-IV 期 Burkitt 淋巴瘤临床分析 -------------------------------------- 陈开澜,李建新,李晖等 3775 
PU-4014 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监测及 Tei 指数的临床意义研究 -------------- 江莲,李蒙蒙,朱秀丽等 3775 
PU-4015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儿童过敏性紫癜发生的 Meta 分析 -------------------- 崔建坡,符莹,张耀东 3776 
PU-4016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4 例儿童 X 连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X-ALD）疗效 
 分析 ----------------------------------------------------------------------------------- 田亮,刘炜,李彦格等 3776 
PU-4017 利妥昔单抗合并供者淋巴细胞输注治愈难治性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免疫性 
 溶血 -------------------------------------------------------------------------------- 廖建云,李七,彭智勇等 3777 
PU-4018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伴 t(4; 11)(q21; q23)染色体易位病例报告及文献 
 回顾 -------------------------------------------------------------------------------- 侯慧,刘建平,郄丽萍等 3777 
PU-4019 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腔黏膜炎的现状及护理干预 -------- 徐晶 3778 
PU-4020 非血缘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 ------------------ 江文晋,钱晓文,翟晓文 等 3778 
PU-4021 急性白血病患者 CCL17 基因的表达及意义 --------------------------------- 吴柳松,冯永怀,陈艳 3779 
PU-4022 LNK 基因在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中的变异及意义 ---------------------- 田润梅,黄成双,陈艳等 3779 
PU-4023 转染 MafA 诱导 HUMSCs 表达胰腺细胞特异性基因 --------------- 王鸿武,林丽敏,冯学永等 3780 
PU-4024 儿童 Erdheim Chester 病 2 例并文献复习 ------------------------------------- 武跃芳,肖娟,李卓 3780 
PU-4025 miR let-7d 靶向调控 IEC-6 细胞 Slc11a2 基因的研究 -------------------- 陈文强,陈萍,朱恒莹 3781 
PU-4026 婴儿型肝血管内皮瘤并肝脓肿 1 例 ------------------------------------- 邹润英,贺湘玲,陈可可等 3781 
PU-4027 5 例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 邹润英,贺湘玲,曾敏慧等 3782 
PU-4028 PNH 克隆在儿童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中的作用分析 ------------ 邵雪君,邵惠江,季正华等 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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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9 MRI 定量肝心铁过载对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儿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影响 ----------------------------------------------------------------------------- 阳文景,廖建云,温建芸等 3783 
PU-4030 以再障起病的儿童恶性肿瘤 2 例报告 ------------------------------------- 文川,刘瑛 , 刘晓艳等 3783 
PU-4031 一例伴有移码突变的 Chediak-Higashi 综合症患儿病例分析 -------- 轩帆,赵晓庆,张宝玺等 3784 
PU-4032 β-重型地中海贫血儿童外周血 B 细胞和调节性 B 细胞的改变 --------------- 旷文勇,郑敏翠 3784 
PU-4033 胎儿晚期发病的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 黄俊彬,江莉,吴晓君等 3785 
PU-4034 11 例小儿重症过敏性紫癜行血液灌注治疗的护理体会 ----------------------------------- 马彩霞 3785 
PU-4035 一例以急性脑血管病为首发表现的儿童急性白血病临床分析并文献 
 复习 ----------------------------------------------------------------------------------- 郭碧赟,王玥,胡洋帆 3786 
PU-4036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首次诱导缓解期合并肠梗阻临床分析 杨林海, 谢志伟,张坤龙等 3786 
PU-4037 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亚砷酸治疗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效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 任艳娇,王璐,盛光耀 3787 
PU-4038 13 例门冬酰胺酶相关胰腺炎的临床分析 --------------------------------- 李学荣,孙文丽,韩婷等 3787 
PU-4039 280nm 紫外线-LED 对 HL-60 细胞增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谢冬,孙立荣,孙妍等 3788 
PU-4040  共济失调性毛细血管扩张症合并白血病一例 ------------------------------ 姜健,孙立荣,姜健等 3789 
PU-4041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外周血 IL-17 的变化及意义 ----------------- 孙立荣,孙建栋,谢冬等 3789 
PU-4042 醒脾养儿颗粒佐治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的疗效观察 --------------------------------------------- 黄莹 3789 
PU-4043 实体瘤患儿口腔真菌感染 25 例临床分析 ------------------------------------ 朱霞,张伟令,黄东生 3790 
PU-4044 4 期神经母细胞瘤伴有骨髓转移的化疗疗效及预后分析 -------------- 张谊,张伟令,黄东生等 3790 
PU-4045 154 例 4 期神经母细胞瘤的预后及临床观察 ----------------------------- 张伟令,张谊,黄东生等 3791 
PU-4046 实体瘤患儿口腔真菌感染 25 例临床分析 -------------------------------- 朱霞,张伟令,黄东生等 3791 
PU-4047 肝母细胞瘤并发右心房转移性瘤栓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易优,张伟令,张宜等 3792 
PU-4048 儿童 EB 病毒感染并发眼眶 NK/T 细胞淋巴瘤伴颅内浸润 1 例报道并文献 
 复习 ----------------------------------------------------------------------------------- 李楠,王一卓,周燕等 3792 
PU-4049 儿童肾母细胞瘤 39 例临床分析 ------------------------------------------ 胡慧敏,张伟令,王一卓等 3793 
PU-4050 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 4 例临床分析及文献回顾 ------------------- 顾华丽,王一卓,黄东生等 3793 
PU-4051 253 例儿童神经母细胞瘤临床预后因素分析 -------------------------- 杜燕燕,黄东生,张伟令等 3794 
PU-4052 儿童胰母细胞瘤 9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李静,张伟令,黄东生 3794 
PU-4053 儿童急性混合型白血病化疗完全缓解后成功造血干细胞移植 1 例 --临床 
 分析 -------------------------------------------------------------------------------- 冶鹏娟,罗继霞,崔建坡 3795 
PU-4054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儿童过敏性紫癜发生的 Meta 分析 -------------------- 崔建坡,符莹,张耀东 3795 
PU-4055 绝对淋巴与单核细胞计数及二者比值在儿童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中的预后 
 意义 ----------------------------------------------------------------------------- 程艳芹,翟晓文,王宏胜等 3796 
PU-4056 儿童皮肤和睾丸受累的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报道 
 1 例 ------------------------------------------------------------------------------ 刘爱国,胡群 ,张柳清等 3796 
PU-4057 以皮下多发结节起病的儿童髓系白血病复发病例 1 例并文献复习蒋俊晔,翟晓文,王宏胜等 3797 
PU-4058 单中心应用 APL 华南协作组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临床 
 分析 ----------------------------------------------------------------------------------------- 曾婷,杨辉,谢岷 3797 
PU-4059 66 例儿童恶性实体瘤肿瘤组织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及临床 
 意义 ----------------------------------------------------------------------------- 张伟令,胡慧敏,黄东生等 3798 
PU-4060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心理特征研究及危险因素分析 -------------- 骆燕辉,杨佩仪,贺珮玲等 3799 
PU-4061 血浆置换治疗 1 例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并文献复习 ------------- 万叶明,陈艳,郭义敏等 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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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62 Atg5 和 Atg7 在儿童急性白血病中的表达及相关分析 ----------------------------- 高兴,张宝玺 3800 
PU-4063 Beclin1 及 Bcl-2 在儿童急性白血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刘安娜,赵晓庆 3801 
PU-4064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合并 NK-T 淋巴瘤 1 例并文献复习曹静,师晓东,刘嵘等 3801 
PU-4065 自噬相关蛋白及基因 LC3-Ⅱ在儿童急性白血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田亚,张宝玺 3802 
PU-4066 以肾病综合征为主要症状的儿童霍奇金淋巴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 吴崇军,徐忠金 3803 
PU-4067 PEG-ASP 和 L-ASP 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分析   - 王静,郝国平,王晓欢等 3803 
PU-4068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肺部感染的 CT 影像学特点分析 ----- 张培芬,冯晓勤,张玉明 3804 
PU-4069 PEG-ASP 和 L-ASP 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分析 ---- 王静,郝国平,王晓欢等 3804 
PU-4070 西藏地区小儿血友病甲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卓嘎 3805 
PU-4071 PK-LR 基因新突变丙酮酸激酶缺乏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 卿宜,陈可可,龚军等 3805 
PU-4072 利妥昔单抗治疗婴儿难治性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4 例临床疗效 
 观察 -------------------------------------------------------------------------------- 毛彦娜,李彦格,刘炜等 3806 
PU-4073 PRDX6 对肺癌 A549 细胞迁移性、侵袭性的影响及其信号通路 Wnt 的初步 
 研究 -------------------------------------------------------------------------------------------- 关毅,陈日玲 3806 
PU-4074 STAT3 基因变异可以促进骨髓增殖性肿瘤向不同方向分化 ---------------- 谭梅,罗茜,陈艳等 3807 
PU-4075 JS-K 促进白血病细胞系 HL-60 和 K562 凋亡机制的初步研究 --------------- 易绍霞,陈日玲 3807 
PU-4076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26 例晚期淋巴瘤的临床分析 --------------- 陆晓茜,孙舒雯,艾媛等 3808 
PU-4077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50 例儿童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 陆晓茜,孙舒雯,艾媛等 3808 
PU-4078 来自中国一个家庭 2 例 Hb Istanbul 病例报告 ---------------------------------------------- 徐建新 3809 
PU-4079 使用塞丁格技术肘上盲穿 PICC 在临床应用中的优势 ------------------------- 方常莹,梁筱灵 3809 
PU-4080 湖北地区儿童地中海贫血基因型分析 -------------------------------------- 王莉,刘爱国,刘双又等 3810 
PU-4081 先天性红细胞生成障碍性贫血 III 型新的基因突变位点及临床特点侯慧,刘建平 ,赵淑玲等 3810 
PU-4082 儿童重型 ITP 的诊断治疗策略 ---------------------------------------------------------- 李春怀,王玥 3811 
PU-4083 进食蘑菇引起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1 例报告 ---------------------- 薛露,李春怀,张慧超等 3811 
PU-4084 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相关血液系统损害的临床特点 -------------------------------- 朱玉,李春怀 3812 
PU-4085 血液肿瘤患儿院内尿路感染病原菌调查与分析 -------------------------- 俞懿,翟晓文,王宏胜等 3812 
PU-4086 以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首发症状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一例 ----------------------------------------------------------------------------------- 马翠,李春怀,王玥等 3812 
PU-4087 1 例小儿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儿应用替加环素并发胰腺炎的护理 ------------------ 屠丹丽 3813 
PU-4088 15 例儿童复发性肾母细胞瘤长期随访研究 ------------------------------ 王天怡,潘慈,汤静燕等 3814 
PU-4089 婴幼儿神经母细胞瘤远期随访报告 ----------------------------------------------- 赵洁,潘慈,徐敏等 3814 
PU-4090 13 例儿童卡梅现象临床回顾性分析并文献复习 ------------------------ 赵亚梅,高怡瑾,周莺等 3815 
PU-4091 运德素治疗小婴儿颅内出血伴血小板增高 1 例 ------------------------------------- 吕洋,李海燕 3815 
PU-4092 急性白血病患儿血清铁调素和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表达与临床相关性贫血 
 研究 ----------------------------------------------------------------------------------------- 梁钰珩,张宝玺 3816 
PU-4093 神经母细胞瘤高强度综合治疗患儿远期生存质量调查 -------------- 张安安,蒋浩贤,徐建民等 3816 
PU-4094 儿童急性白血病院内致死性并发症分析 ----------------------------------- 柯钟灵,陈燕惠,沈雁文 3817 
PU-4095 一例急性肝功能衰竭患儿行血浆置换术的护理体会  ------------------------------------- 刘红霞 3817 
PU-4096 儿童特发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及诊疗进展 ----------- 余孟妮,熊安秀,王敏 3818 
PU-4097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1 例的治疗体会 ------------------------------- 路云峰,戴云鹏,陈力军  等 3818 
PU-4098 PBK/TOPK 在儿童不同病理类型恶性淋巴瘤中的表达研究 ---------- 袁小叶,贺湘玲,邹惠等 3819 
PU-4099 儿童恶性淋巴瘤组织中 PBK/TOPK 表达与 Ki-67 的关系研究 ------- 袁小叶,贺湘玲,邹惠等 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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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0 PBK/TOPK 在儿童不同 LDH 水平恶性淋巴瘤中的表达研究 -------- 袁小叶,贺湘玲,邹惠等 3819 
PU-4101 儿童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临床特征分析   --------------------------------------------- 刘满菊 3820 
PU-4102 急性白血病合并侵袭性曲霉病的临床治疗 -------------------------------------- 孙青,谢瑶,华瑛等 3820 
PU-4103 46 例白血病患儿化疗完成后临床资料分析 ------------------------------ 罗森林,孙笑,刘师哲等 3820 
PU-4104 儿童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疗效的单中心研究 -------------------- 阙丽萍,黄科,方建培 3821 
PU-4105 大剂量甲氨蝶呤血药浓度监测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的临床指导 - 代艳,黄欣秋 3822 
PU-4106 使用小剂量肝素加凝血因子、血小板输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DIC ------------ 廖宁 3822 
PU-4107 GD-2008 ALL 方案危险分层的新认识 ---------------------------------------- 阙丽萍,黄科,方建培 3823 
PU-4108 预防及抢先治疗下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后巨细胞病毒感染现状分析 -- 王彩丽,何岳林,张景荣 3823 
PU-4109 儿童急性肿瘤细胞溶解综合征发生高危因素及防治策略分析 ----------- 郑凯元,代艳,黄欣秋 3824 
PU-4110 诊断横纹肌肉瘤的一个 Li-Fraumeni 综合征家系报道并文献复习 ----- 谢瑶,赵卫红,华瑛等 3824 
PU-4111 儿童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ANK1 基因新突变一例 ---------------------- 周芬,王琳,肖燕等 3825 
PU-4112 经济社会因素与全球白血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相关性研究 -------- 王柱军,郝琎琎,周东风等 3825 
PU-4113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肝硬化伴难治性过敏性紫癜及血小板减少症 
 一例 ----------------------------------------------------------------------------------- 穆锴,王红美,顾艳等 3826 
PU-4114 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并发朗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 蒋家敏,于洁 3826 
PU-4115 儿童急性微分化髓系细胞白血病 M0 的临床分析 ----------------------- 邱奕宁,郝琎琎,余慧等 3827 
PU-4116 广西百色地区血红蛋白 Westmead 的 实验及临床研究 ----------------------- 宋兆静,潘红飞 3827 
PU-4117 新疆喀什地区儿童肿瘤诊治现况调查与开展规范化诊治的探索 ----- 何珂骏,谈珍,汤梦婕等 3828 
PU-4118 口服阿昔洛韦缓释片预防儿童干细胞移植后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探讨 ----------------------------------------------------------------------------------------- 罗建明,帕兰曼 3828 
PU-4119 非血缘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溶酶体贮积病的临床研究 ------------------------------ 唐湘凤 3829 
PU-4120 儿童初发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MICM 综合分型研究 ---------------------------- 黄成双,陈艳 3830 
PU-4121 儿童初发型急性髓系白血病 MICM 综合分型研究 ---------------------------------- 黄成双,陈艳 3830 
PU-4122 骨髓微环境信号通路介导的白血病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 张利萍,刘文君 3831 
PU-4123 儿童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1 例 ------------------------------------------------- 王乐园,邓文军 3831 
PU-4124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的检测及其应用进展 ----------------------- 覃祥,刘文君 3832 
PU-4125 血液病危重患儿的临床分布特点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吴水燕 3832 
PU-4126 儿童 B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使用 CCLG-ALL-2008 方案疗效分析及 
 影响因素 -------------------------------------------------------------------------------------- 高静,胡绍燕 3832 
PU-4127 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常性贫血Ⅱ型 1 例并文献复习 ---------------- 王春美,赵晓明,盛光耀等 3833 
PU-4128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诊断与治疗问题 --------------------------------------------------------- 盛光耀 3834 
PU-4129 0~18 岁住院患者实体肿瘤 1279 例分析 ------------------------------- 朱呈光,贺湘玲,邹润英等 3834 
PU-4130 培门冬酶和左旋门冬酰胺酶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分析 --------------- 张静静 3834 
PU-4131 GD-2008ALL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多中心临床 
 分析 ----------------------------------------------------------------------------- 黎嘉强,徐宏贵,罗学群等 3835 
PU-4132 甲硫氨酸裂解酶与门冬酰胺酶抗白血病细胞增殖及凋亡作用的比较唐燕来,刘小俭,梁聪等 3836 
PU-4133 紫铆因通过激活 FOXO3a/Noxa 信号通路抑制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体内外 
 生长 ------------------------------------------------------------------------------ 唐燕来,刘小俭 ,梁聪等 3836 
PU-4134 多柔比星对 K562 白血病细胞内活性氧水平 及羰基还原酶 1 表达的影响 --- 刘会青,王易 3837 
PU-4135 甲氨蝶呤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致白质脑病病例报道 1 例 ----------------------- 郝丽 3838 
PU-4136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李新叶,代艳,黄欣秋等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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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37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线门冬酰胺酶失活后的二线用药 
 探究 ----------------------------------------------------------------------------- 陈长城,沈树红,黄试颖等 3839 
PU-4138 May-Hegglin 异常一家系病例报道 ----------------------------------------- 陆飞宇,薛露,刘爽爽等 3839 
PU-4139 儿童横纹肌肉瘤临床特征及预后因素分析 ----------------------------------------- 徐艳丽,袁晓军 3840 
PU-4140 儿童急性肿瘤细胞溶解综合征高危因素及防治分析 -------------------- 代艳,黄欣秋,郑凯元等 3840 
PU-4141 家族性地中海热：2 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胡娉雅,张婷 3841 
PU-4142 营养性缺铁性贫血与地中海贫血患儿红细胞参数临床分析 ----------------------- 贾姗,张景荣 3842 
PU-4143 新瑞白及惠尔血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造血重建的比较分析 -- 叶启翔,江和碧,江华 3842 
PU-414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儿童重型β地中海贫血的临床研究 --------------- 杨雪,朱易萍 3843 
PU-4145 儿童血液肿瘤疾病初诊时 EB 病毒感染诊治临床分析 ----------------- 黎嘉强,黎阳,彭晓敏等 3843 
PU-4146 干细胞移植后皮肤排异患儿预防中心静脉导管脱落护理新进展 --------------------------- 齐会 3844 
PU-4147 43 例高危神经母细胞瘤长期生存研究及相关因素分析 ------------------ 张谊,张伟令,黄东生 3844 
PU-4148 分析溶血性贫血患者的健康教育、   护理干预措施及应用效果 ---------------------- 宋艳艳 3845 
PU-4149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 对儿童急性白血病大剂量 MTX 化疗后口腔炎的疗效 
 观察 -------------------------------------------------------------------------------------------- 徐智胜,李原 3845 
PU-4150 儿童急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h 细胞的变化 --------------------------------- 徐智胜,李原 3845 
PU-4151 IL-10、IL-12 和 IFN-γ对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严重度及预后的预测 
 价值 -------------------------------------------------------------------------------------------- 徐智胜,李原 3846 
PU-4152 急性白血病患儿 FPGS 基因多态性对甲氨蝶呤血药浓度和不良反应的 
 影响 -------------------------------------------------------------------------------- 黄珍,王菊香,钱江潮等 3846 
PU-4153 血清 IL-35 水平与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免疫抑制治疗疗效的研究 -- 黄珍,王菊香,周海霞等 3847 
PU-4154 1 例重型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 袁秀丽,李长钢,陈小文等 3847 
PU-4155 儿童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危险因素分析 ----------------------------------- 涂晓燕,姜毅 3847 
PU-4156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类似格林巴利综合症 1 例 ------------------- 郭红明,张宝玺,赵晓庆 3848 
PU-4157 地西他滨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关键基因的生物学信息分析 -------------------- 周海霞,孙自敏 3848 
PU-4158 西部地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疗效和预后的单中心报道 ----------- 郭霞,朱易萍,李强等 3849 
PU-4159 全程优质护理在白血病患儿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 陈秋蓉 3850 
PU-4160 三代 TKI 联合单倍体移植治疗极早期复发 Ph+ ALL 患儿 1 例 ---------------------------- 艾媛 3850 
PU-4161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内外铁蛋白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 张鸽,马志贵 3851 
PU-4162 HBB 基因移码缺失致β地中海贫血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 1 例报道 --- 冯瑞华,陈芬,罗新辉 3851 
PU-4163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表型特征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 -------- 孙舒雯,朱易萍,高举等 3851 
PU-4164 先天性白血病 7 例报道 ------------------------------------------------------------------- 缪洁,展世宏 3852 
PU-4165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内铁蛋白的表达和血清铁蛋白水平的相关性 
 研究 ----------------------------------------------------------------------------------- 吴建蓉,张鸽,顾玲等 3853 
PU-4166 儿童 ALL 患者白血病细胞内外铁蛋白及其亚基表达水平与临床危险度分级及早期化疗 
 效果的相关性研究 ----------------------------------------------------------------- 张鸽,吴剑蓉,顾玲等 3853 
PU-4167 Bim、c-Myc 和 Mcl-1 表达与儿童 ALL 糖皮质激素耐药及预后的关系郭佳,顾玲,马志贵等 3854 
PU-4168 GATA3 rs3824662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相关性 ----------------------------------------------------------------------------- 褚欣然,胡绍燕,吴冬等 3855 
PU-4169 PPIs 通过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逆转白血病细胞化疗多药耐药的 
 作用 ----------------------------------------------------------------------------------- 刘苗,周攀,李姣姣等 3855 
PU-4170 长柱重楼皂苷抑制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增殖的机制研究 -------------------- 陆芹,郑云菁,胡绍燕 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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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71 SOCS3 通过 JAK/STAT3 调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 CD4+CD25+CD127low 调节性 
 T 细胞表达 -------------------------------------------------------------------------------- 吴正玉,王宁玲 3856 
PU-4172 MEK/ERK 通路在二烯丙基二硫诱导 人白血病 K562 细胞自噬中的作用 --- 叶祥,殷小成 3857 
PU-4173 一例儿童肝脾γδT 细胞淋巴瘤并发噬血细胞综合症报道附文献 
 学习 ----------------------------------------------------------------------------- 薛玉娟,张乐萍,程翼飞等 3857 
PU-4174 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M4/M5 亚型）预后因素分析 ---------------------- 陈凯,蒋慧,陆正华等 3858 
PU-4175 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罕见病短期疗效评价 -------------------------- 陈凯,蒋慧,张娜等 3858 
PU-4176 儿童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1 例报道 ---------------------------------------- 廖雪莲,蒋慧,李艳华 3859 
PU-4177 CLAG 方案治疗儿童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观察 ----------------- 张娜,蒋慧,李红等 3859 
PU-4178 儿童外周血 B10 细胞与 T 细胞比例失衡与血小板减少症发病的 
 关系 -------------------------------------------------------------------------------- 郑易,周海霞,郭建春等 3860 
PU-4179 分析 NPM1 基因突变在儿童正常核型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临床 
 价值 ----------------------------------------------------------------------------- 史利欢,刘俊闪,郭明发等 3860 
PU-4180 影响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与预后的因素分析 ------------------------------------ 赵晓云 3861 
PU-4181 以再生障碍性贫血为前期表现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例 ---- 顾艳,王红美,李洪娟等 3861 
PU-4182 儿童再障转化为白血病后血型抗原减弱一例 ----------------------------- 李洪娟,王红美,顾艳等 3862 
PU-4183 达沙替尼联合儿童急淋 CCLG2008 方案治疗儿童 PH+ALL4 例 - 张文林,姬利云,李梦娟等 3863 
PU-4184 骨髓基质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白血病细胞化疗敏感性的影响 ----------- 庄泳,张爱军,鞠秀丽 3863 
PU-4185 岩藻糖基转移酶Ⅳ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表达水平分析 -- 易丽君,黄慧,胡清华等 3863 
PU-4186 不同化疗方案下儿童白血病医院感染的发生差异 -------------------- 刘思征,王鸿武,林丽敏等 3864 
PU-4187 O-GlcNAc 糖基化在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异常表达及机制的 
 研究 ----------------------------------------------------------------------------------- 鞠秀丽,张冰,李栋等 3865 
PU-4188 儿童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1 例报道 ------------------------------- 廖雪莲,蒋慧,蒋莎义等 3865 
PU-4189 儿童急性白血病合并川崎病 2 例分析 ------------------------------------- 丁国玉,顾艳,李洪娟等 3866 
PU-4190 儿童原发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李晖,聂应明 3866 
PU-4191 儿童非典型临床表现神经母细胞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 郭瑜修,冯尚克,韦建华 3867 
PU-4192 儿童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1 例报道 ---------------------------------- 刘瑛,万伍卿,刘东海 3867 
PU-4193 血液肿瘤患儿化疗后骨髓抑制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点分析 -------------------- 陈芬,罗新辉 3868 
PU-4194 儿童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慢性化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孙文丽,李学荣 3868 
PU-4195 30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总结 --------------------------- 黎敬弟,林丽敏,王鸿武等 3869 
PU-4196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缓解环磷酰胺诱导的大鼠肝脏损伤 ----------------- 鞠秀丽,王晓媛,李栋等 3869 
PU-4197 ABVD 方案用于儿童霍奇金淋巴瘤治疗的临床观察 -------------------- 郑湧智,乐少华,李健等 3870 
PU-4198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合并间质性肺炎的高危因素分析 ----------- 李毓,唐燕来,黄礼彬等 3870 
PU-4199 多学科诊治在救治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培门冬酶相关胰腺炎中的 
 应用 -------------------------------------------------------------------------------- 郑湧智,乐少华,李健等 3871 
PU-4200 环孢素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促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儿童肝炎相关再生障碍性贫血 
 3 例临床分析 ----------------------------------------------------------------- 左英熹,薛玉娟,张懿敏等 3872 
PU-4201 二代抗凝血灭鼠药大隆中毒患儿 21 例临床分析 ------------------------------ 荆锐,董孟,张爱军 3872 
PU-4202 不同剂量丙种球蛋白辅助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疗效分析 -------------- 卞竹利,乔晓红 3873 
PU-4203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胰腺炎循证医学分析 ----------------------------- 周慧敏,乔晓红 3873 
PU-4204 儿童发生 DIC 的血栓弹力图指标变化及其诊断 DIC 的敏感度和特 
 异度 ----------------------------------------------------------------------------- 袁文浩,曾凌空,刘汉楚等 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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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05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单中心临床分析 ----------------------------------- 李红,蒋慧,朱嘉莳等 3874 
PU-4206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联合后置环磷酰胺治疗重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伴感染临床 
 研究 ----------------------------------------------------------------------------- 李君惠,冯顺乔,钟笛箫等 3875 
PU-4207 6 株白血病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检测 ----------------------------------------- 刘瑛,刘东海,万伍卿 3876 
PU-4208 神经母细胞瘤循环肿瘤细胞分离与鉴定方法的建立及初步应用 ----------------- 马潇,袁晓军 3877 
PU-4209 ELANE 基因突变所致儿童严重先天性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一例并文献 
 复习 -------------------------------------------------------------------------------- 吴迪,虞燕萍,应爱娟等 3877 
PU-4210 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预后突变基因检测及其预后分析 ----------------- 熊昊,范璟,李建新等 3878 
PU-4211 儿童急性白血病的化疗体会 ------------------------------------------------------------------------ 赵鸿 3879 
PU-4212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合并肾脏侵袭性真菌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刘会青 3879 
PU-4213 丹参酮 IIA 磺酸钠对慢性铅中毒 SD 大鼠神经炎症拮抗作用及其对 ERK/cREB 通路的 
 影响 ----------------------------------------------------------------------------------------- 何慧丹,颜崇淮 3879 
PU-4214 青少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 于皎乐,吴敏媛,张瑞东等 3880 
PU-4215 BCH-AML-05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疗效评估 ---------- 吴颖,崔蕾,吴敏媛等 3881 
PU-4216 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的基因突变分析 ------------------------------------------------------ 范佳 3881 
PU-4217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预后相关 miRNAs 标志物研究 ----------------------------------- 江倩 3882 
PU-4218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7 基因表达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生物学特征及预后的 
 相关性 --------------------------------------------------------------------------------------------------- 侯贝 3882 
PU-4219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基因学分型和危险度分层研究 -------------- 孙嫣然,陆继冉,高超等 3883 
PU-4220 中重型血友病 A 患儿关节出血情况与关节结构、功能相关性研究 - 胡楠,姚婉茹,张宁宁等 3884 
PU-4221 应用雷帕霉素上调调节性 T 细胞比例治疗儿童慢性难治性免疫介导血细胞 
 减少症 ----------------------------------------------------------------------------- 谷昊,马静瑶,傅玲玲等 3884 
PU-4222 我国儿童血友病预防治疗现状——多中心资料分析 ----------------------- 唐凌,卢愿,吴润晖等 3885 
PU-4223 Describ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Boys with Haemohilia in China: Results of a  
 Multi-Center Study using the CHO-KLAT ----------------------------------------------- Tang Ling 3885 
PU-4224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sin pediatric acute leukemia: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with 231 patients ----------------- Yao Jiafeng,Li Nan,Jiang Jin 3886 
PU-4225 儿童淋巴瘤肿瘤溶解综合征合并后叶白质脑病的临床研究 ----------- 段彦龙,张永红,金玲等 3887 
PU-4226 儿童先天免疫缺陷病 LIG4 综合征相关淋巴瘤 --------------------------- 段彦龙,张永红,金玲等 3887 
PU-4227 单纯化疗治愈儿童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 段彦龙,张永红,金玲等 3887 
PU-4228 儿童 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临床特点及疗效观察 ------------------ 金玲,杨菁,段彦龙等 3888 
PU-4229 伴有胰腺浸润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临床特征和及预后分析 -------------- 柴希,黄程,李斯慧等 3888 
PU-4230 多学科联合诊治儿童头颈部横纹肌肉瘤 48 例临床研究 ------------------ 段超,王生才,金眉等 3889 
PU-4231 伴有 N-myc 基因扩增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化疗初期敏感性的观察 黄程,岳志霞,张大伟等 3890 
PU-4232 63 例儿童腹部及盆腔横纹肌肉瘤的单中心疗效分析 --------------------- 金眉,张大伟,赵文等 3891 
PU-4233 儿童恶性实体肿瘤母孕期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 -------------------------- 李斯慧,蔡思雨,黄程等 3891 
PU-4234 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外周血自体干移植后早期进展的临床分析 -- 王彬,秦茂权,朱光华等 3892 
PU-4235 系统化疗基础上间断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可有效控制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 
 阵挛症状 ----------------------------------------------------------------------------- 赵文,王希思,黄程等 3893 
PU-4236 两种表现近似但预后迥异的儿童囊样肝脏肿瘤临床分析 ----------- 于皎乐,蒋国诚,卓家梁等 3893 
PU-4237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急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效果 ----------- 王彬,吴润晖,庞一琳等 3894 
PU-4238 母亲情绪及人格特性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6 个月内患儿生存质量的影响分析 ----- 王瑞欣 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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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39 Eltrombopag for delayed platelet recovery and secondary thrombocytopenia following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children ----------------------------------------- Li Sidan 3895 
PU-4240 儿童 EB 病毒相关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临床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马宏浩 3896 
PU-4241 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早期观察 ----------- 张开颜,钟琼蕾,孙旭阳等 3896 
PU-4242 玻璃体切割术治疗儿童外伤性感染性眼内炎远期疗效的评价 ----------- 崔凌,李莉,吕明良等 3897 
PU-4243 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为中心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研究 ----------- 周璐,陈志钧,程海霞 3897 
PU-4244 角膜塑形镜在单眼近视的应用及对非近视 --------------------------------------------------- 梁金才 3898 
PU-4245 兰州市早产儿眼底疾病筛查结果分析 ----------------------------------- 张金红,王玉萍,张文芳等 3898 
PU-4246 新生儿出生相关的视网膜出血的特点 -------------------------------------------- 马翔,沈玲,程宪等 3899 
PU-4247 新生儿视网膜出血的系统评价 ----------------------------------------------------- 马翔,沈玲,程宪等 3899 
PU-4248 健康儿童个体脉络膜结构的 OCT ------------------------------------------ 马翔,方石峰,秦秀虹等 3900 
PU-4249 白内障的类型是否决定伴有单侧先天性白内障婴儿患有青光眼的风险？ ---- 马翔,秦秀虹 3900 
PU-4250 建立 ROP 筛查工程的障碍 --------------------------------------------------------- 马翔,沈玲,程宪等 3900 
PU-4251 便携式广域眼底成像系统在高危儿眼底病筛查中的应用 ----------------------- 谭艺兰,陶利娟 3901 
PU-4252 以眼科首诊的儿童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一例 ------------------------------------ 陈婷 3901 
PU-4253 早产儿玻璃体动脉临床观察分析 ----------------------------------------------------------- 戈瑶,杨红 3902 
PU-4254 儿童高度远视眼的屈光演变 -------------------------------------------------------------- 任杰,李小权 3902 
PU-4255 10%水合氯醛溶液儿童用药风险防范策略研究 -------------------------------- 李英,史强,王晓玲 3903 
PU-4256 干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儿抗菌药物使用的效果分析 -------------------- 刘莹,巩纯秀,吴迪等 3903 
PU-4257 116 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回顾性分析 -------------------------------------------------- 王月红,赵洁 3904 
PU-4258 Probiotics Supplementation Therapy for neonatal jaundic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陈哲,张伶俐,曾力楠等 3904 
PU-4259 重视简单药物可以治愈的特殊疾病危重症--青少年起病的晚发型戊二酸尿症Ⅱ型危重 
 呼吸衰竭 1 例并文献复习 ---------------------------------------------------- 林创兴,林广裕,吴巧等 3905 
PU-4260 颅内感染患儿抗生素使用策略的探讨 ----------------------------------- 蔡晓莹,林广裕,林创兴等 3905 
PU-4261 某院儿科住院患者药品不良反应调查分析 ----------------------------------------- 曾晓芳,蔡鸿福 3906 
PU-4262 儿童哮喘药物治疗新靶点 --CFTR 氯离子通道阻断剂的探索 ---- 陈俊铎,林广裕,蔡志伟等 3906 
PU-4263 一例肺炎患儿的病例分析 ----------------------------------------------------------------- 赵杰,赵瑞玲 3906 
PU-4264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olates from child patients of high-risk wards in  
 Shenzhen, China ------------------------------ Yang Qin,WEN  FEIQIU,ZHENG YUEJIE etc. 3907 
PU-4265 活化血小板的 miRNA 转移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表型转换 --------------------- 曾智,邓伟豪 3907 
PU-4266 二氮嗪治疗无效的新生儿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 1 例报告 ------------------------- 夏斌,张繁锦 3908 
PU-4267 Levocarnitine improves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children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 Wang Yuwen,Xu Yi,Zou Runmei etc. 3908 
PU-4268 The duration of oral rehydration salts I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vasovagal  
 syncope -------------------------------------------------- Wu Lijia,Chu Weihong,Zou Runmei etc. 3909 
PU-4269 综合医院儿科临床抗生素控制的 PDCA 循环管理实践 ------------------------- 林创兴,林广裕 3909 
PU-4270 双花退热方保留灌肠对小儿乳蛾高热降温的影响 ------------------------------------------ 姚华新 3910 
PU-4271 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的一般要素探讨 ------------------------------------------ 张冠东 3910 
PU-4272 新形势下的医院药学部的工作转变 ----------------------------------------- 谢鸿蒙,牛奔,贾运涛等 3910 
PU-4273 1 例癫痫合并肝功能异常患儿应用丙戊酸的药学监护 -------------------------- 秦倩倩,赵瑞玲 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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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74 免疫抑制剂在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应用 -------------------------- 李静,李琴,卢金淼等 3911 
PU-4275 托吡酯致癫痫患儿肾结石 -------------------------------------------------------- 李静,卢金淼,李智平 3911 
PU-4276 JCI 与 HIMSS EMRAM 六级双重标准下的医院药学管理 --------------- 王广飞,李静,李智平 3912 
PU-4277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简介及不良反应归纳分析 ----------------------------- 王广飞,李静,卢金淼等 3912 
PU-4278 小分子药物 II 相代谢 合物水解及促进酶解过程的研究进展 ---- 陈丽竹,卢金淼,郁颖佳等 3913 
PU-4279 利妥昔单抗在儿童肾病综合征中的应用 -------------------------------------- 李静,卢金淼,李智平 3913 
PU-4280 头孢唑肟致幼儿过敏性休克及溶血性贫血案例分析及文献回顾 ----------------- 李琴,李智平 3913 
PU-4281 Ceftriaxone-induced Fatal 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 and Literature Review in  
 Children ---------------------------------------------------------------- Lu Jinmiao,Jing Li,Qin Li etc. 3914 
PU-4282 R/S 手性布洛芬的药代动力学相关遗传因素及其在新生儿中的应用 
 进展 ----------------------------------------------------------------------------------- 卢金淼,朱琳,李琴等 3914 
PU-4283 枸橼酸咖啡因在早产儿中的药代动力学及其在呼吸暂停治疗中的应用 
 进展 ----------------------------------------------------------------------------------- 卢金淼,朱琳,李静等 3914 
PU-4284 表观遗传学因素对转运蛋白 ABCB1 及药代动力学影响的研究进展 -- 卢金淼,李琴,李智平 3915 
PU-4285 儿童慢性鼻-鼻窦炎细胞免疫状况研究 ---------------------------------------------- 刘建梅,周丰梅 3915 
PU-4286 布地奈德联合特布他林雾化吸入治疗儿童感染后慢性咳嗽的疗效观察 ----- 陈英才,朱明武 3916 
PU-4287 药师参与腹膜炎患儿药物热治疗的实践体会 -------------------------------- 王雨萍,董迎,陆国金 3916 
PU-4288 药师伦理学素养与药学实践模式的研究 --------------------------------------------------------- 张继 3916 
PU-4289 万古霉素致脉管炎一例 --------------------------------------------------------------------------- 封丽洁 3917 
PU-4290 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患儿神经心理功能研究 ------------------------------------ 刘晓军 3917 
PU-4291 PDE4D 基因多态性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相关性研究 --------------------------- 林荣军,管仁政 3918 
PU-4292 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在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转归中的临床意义研究  --------- 管仁政,林荣军 3918 
PU-4293 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脓胸一例诊治新认识 -------------------------------- 董春娟,徐勇胜,董汉权等 3919 
PU-4294 治疗药物监测适宜作为精准医学实施中患者管理的工具 --------------------------------- 张华年 3919 
PU-4295 医院药品账物相符指标设定初探 ----------------------------------------------- 李根,陶婉君,梁华等 3920 
PU-4296 Successful Eradication very high titer inhibitor in two severe hemophilia B  
 children using Low-dose Immune induction treatment (ITI) combined with  
 Rituxmab-major immune suppression ------------------------------------------------ 唐凌,吴润晖 3920 
PU-4297 外周血调节性 T 细胞比例降低和 Th17 细胞比例升高提示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预后不良 -------------------------------------------------------------------------- 马静瑶,谷昊,陈振萍等 3921 
PU-4298 免疫抑制治疗联合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疗效 
 分析 -------------------------------------------------------------------------------------- 苏雁,郑杰,马洁等 3922 
PU-4299 中重型血友病 A 患儿关节出血情况与关节结构、功能相关性研究——单中心横断面 
 分析 -------------------------------------------------------------------------------- 姚婉茹,胡楠,张楠楠等 3922 
PU-4300 重型血友病 A 患儿关节出血后炎症因子释放与关节病变形成的相关性研究 -------- 刘国青 3923 
PU-4301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在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中的 ------------- 傅玲玲,陈振萍,马静瑶等 3924 
PU-4302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without in vivo T-cell depletion for pediatric  
 aplastic anemia: 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 Li Sidan,Wang Bing,Fu Lingling etc. 3924 
PU-4303 A 6 year-old severe haemophilia A boy with Kawasaki disease --- Tang Ling,Wu Runhui 3925 
PU-4304 Successful Eradication very high titer inhibitor in two severe hemophilia  
 B children using Low-dose Immune induction treatment (ITI) combined  
 with Rituxmab-major immune suppression ------- Tang Ling,Chen Zhenping,Li Gang etc. 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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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5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Xiyanping with Ribavirin for Rotavirus Enteritis  
 in Childhoo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Liu Hongai,Wang Jichun 3927 
PU-4306 新生儿 ABO 溶血病使用 IVIG 的时机和指征； ---------------------------------- 刘莉,夏斌,唐雪 3927 
PU-4307 对乙酰氨基酚治疗早产儿症状性 PDA 的系统评价 --------------------- 毛璇,李宇宁,翟娜娜等 3928 
PU-4308 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研究进展 ----------------------------------------- 何欢,赵立波,王晓玲 3928 
PU-4309 Clinical Pharmacist’s Involvement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xcarbazepine- Induced Neonatal Abstinence Syndrome: A Case  
 Analysis ----------------------------------------------- Chen Chao-yang,Li Xing,Ma Ling-yue etc. 3929 
PU-4310 优质护理对小儿难治性癫痫生酮饮食（KD）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率、诊疗依从性 
 的影响研究 ----------------------------------------------------------------------------- 梁檬,刘微,官同珍 3930 
PU-4311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optimization of ceftriaxone in burn infants and  
 children --------------------------------------------------------------------------- Dong Qian,Zhao Wei 3930 
PU-4312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optimisation of cefoperazone in  
 children --------------------------------------------------------------------------- Shi Haiyan,Zhao Wei 3931 
PU-4313 Developmental pharmacogenetics of CYP2C19 in neonates and young infants:  
 omeprazole as a probe drug --------------------------------- Zhao Wei,Jacqz-Aigrain Evelyne 3931 
PU-4314 A sensitive microscale HPLC-UV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oxofylline and its metabolites in plasma: an adapted method for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in children. ---------------------------------------------------- Wu Yuee,Zhao Wei 3932 
PU-4315 血管活性肠肽经 IFN-α/β-STAT1 信号通路参与 PCFs 调节 RSV 诱导的抗病毒免疫 
 应答 ----------------------------------------------------------------------------------- 叶芝旭,臧娜,任洛等 3932 
PU-4316 1 例感染 MSSA 儿童急性骨髓炎的药学监护 ------------------------------- 蒋云,周丽芳,陆丽娟 3933 
PU-4317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儿童血浆中伏立康唑的含量 ----------------------- 李敏,陈超阳,许俊羽等 3933 
PU-4318 参苏口服液在儿科的临床应用总结 ------------------------------------------------------------ 贺德安 3934 
PU-4319 儿科超说明书用药的侵权责任解析 ------------------------------------------------------------ 刘志勤 3934 
PU-4320 一例注射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致儿童 荨麻疹型药疹的案例分析 汪丙松,郑丽君,陶虹等 3935 
PU-4321 TRIF-IL-25 在 RSV 感染后期小鼠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中的作用及机 
 制研究 -------------------------------------------------------------------------------- 唐维,陈思思,谢军等 3935 
PU-4322 1 例重症肺炎继发大疱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患者的药学监护及用药分析 --------- 韩宗红 3936 
PU-4323 丙戊酸钠对拉莫三嗪在大鼠体内药代动力学影响 ------------------------------------------ 朱慧婷 3936 
PU-4324 甲基泼尼松龙联合纤维支气管镜术在重症支原体肺炎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王继春,多红英 3936 
PU-4325 SOD2 基因 rs4880 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 meta 分析 ---------- 高萍,张华年,徐华等 3937 
PU-4326 中药免煎药治疗儿科疾病的药理分析 ------------------------------------------------------------ 陈革 3937 
PU-4327 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治疗儿童 ----------------------------------------------------- 久乐,陈燕惠 3937 
PU-4328 119 例泌尿系感染患儿治疗分析 -------------------------------------------- 赵一鸣,王晓玲,陈植等 3938 
PU-4329 自拟小儿通便汤治疗儿童便秘 ------------------------------------------------------------------ 柳燎原 3938 
PU-4330 142 例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分析 ----------------------------- 马卓娅,郑跃杰 3939 
PU-4331 2009 年－2016 年深圳市儿童医院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不良反应 
 观察 ----------------------------------------------------------------------------------------- 马卓娅,郑跃杰 3939 
PU-4332 A simple microscale HPLC-UV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in plasma: an adapted method for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in children. ---------------------------------------------------- Wu Yuee,Zhao Wei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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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33 A validated HPLC-UV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ceftriaxone-tazobactam in plasma: an adapted method for children -- Li Qian,Zhao Wei 3940 
PU-4334 A Microscale LC-MS/MS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zithromycin in n white blood  
 cells: An adapted method for pediatric samples ---------------------- Tang Bohao,Zhao Wei 3941 
PU-4335 不同药物雾化吸入对 SD 大鼠肺组织病理改变的影响 ----------------- 赫倩,唐荣国,王秀娟等 3942 
PU-4336 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外洗液的皮肤安全性研究 -------------------------- 王艳宁,陈兆霓,吴曙粤 3942 
PU-4337 咖啡鞣酸对 HSV-1 诱导单纯疱疹病毒感染过程中 TLR2 信号通路的干预机制 
 研究 -------------------------------------------------------------------------------------------- 邓娜,王金堂 3943 
PU-4338 早产儿肠外营养支持与质量管控策略 ----------------------------------------- 王刚,包蕾,张先红等 3943 
PU-4339 哌甲酯对 SHR 大鼠行为学及不同脑区皮质酮及 GR 的影响 ------------ 谢琳琪,陈燕惠,郑杰 3944 
PU-4340 糖皮质激素对脑出血大鼠内源性糖皮质激素水平的影响 ----------------------- 邱鸣琦,陈燕惠 3944 
PU-4341 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导致的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一例报道 -------------- 郑杰,方昕,陈燕惠 3945 
PU-4342 一例反复发作的心律失常患儿临床护理经验分享 ----------------------------------- 周敏,黄雀兰 3945 
PU-4343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治疗及进展 -------------------------------------------------------- 王媛,叶国嫦 3946 
PU-4344 Gap analysis of paediatric clinical trials in China and in other  
 countries ------------------------------------------------------------- Zhu Yiqing,Zhu Ling,Li Zhiping 3946 
PU-4345 布拉氏酵母菌预防儿童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的成本-效果分析 ---------- 郑斌,李娜,刘茂柏等 3946 
PU-4346 伊藤黑色素减少症并癫癎 --------------------------------------------------------------------------- 张洁 3947 
PU-4347 1 例疑似左氧氟沙星致横纹肌溶解病例报道 -------------------------------- 王刚,李思,吕凤俊等 3948 
PU-4348 新生儿科维生素 K1 注射液超说明书应用情况分析 -------------------------- 吴越,魏红,湛敏等 3948 
PU-4349 我院近三年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离及耐药趋势分析 ----------------------- 王刚,李思,吕凤俊等 3948 
PU-4350 儿科临床输液常见药物配伍禁忌调查分析 -------------------------------- 王刚,黄晓英,余春飞等 3949 
PU-4351 1 例丙戊酸致药物超敏综合征患儿的药学服务 -------------------------- 王刚,洪思琦,何翠瑶等 3949 
PU-4352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的疗效观察 ----------------------------- 徐丹,宋小华,李国林 3949 
PU-4353 杜兴型肌营养不良症治疗新药地夫可特 -------------------------------- 王思铮,赵立波,王晓玲等 3950 
PU-4354 青桑合剂对免疫低下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 莫晓媚,秦鹏飞 3950 
PU-4355 A method for clinic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pediatric drugs based on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example of three kinds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for children with  
 asthma --------------------------------------------------------- Yu Yuncui,Jia Lulu ,Meng Yao  etc. 3950 
PU-4356 婴儿典型药物性肝损伤一例报道 ----------------------------------------------------------- 孟瑶,郑旭 3951 
PU-4357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optimization of caspofungin in  
 children. ----------------------------------------- Yang Xinmei,Zhao Wei,Jacqz-Aigrain Evelyne 3951 
PU-4358 138 例支气管哮喘住院患儿的用药分析 ----------------------------------------- 陈婷,钟琳,丘力等 3952 
PU-4359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研究进展 ----------------------------------------------------- 孙宁,秦一,王思铮等 3952 
PU-4360 异丙酚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导心肌细胞肥大的影响 ----------------------------------- 张森,郑吉建 3953 
PU-4361 528 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 李小霞,李智平,李琴等 3953 
PU-4362 缺氧引起新生大鼠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 NF-κB p65 的表达改变 -------------- 石晶,周晖 3954 
PU-4363 从我院新生儿 TPN 在 PIVAS 配置中浅析其质量与控制 -------------- 王刚,黄晓英,余春飞等 3954 
PU-4364 探讨儿童药物临床试验中临床研究协调员的管理 ----------------------------------- 丁倩,王晓玲 3955 
PU-4365 基于系统生物学研究发现 Atg7 受体激动剂作为治疗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潜在靶向 
 药物 ----------------------------------------------------------------------------------- 鲁瑞丰,王华,母得志 3955 
PU-4366 支原体肺炎合并肺栓塞一例 --------------------------------------------------------------------- 董汉权 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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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67 胃食管返流患儿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的效果观察 --------------------------------- 赵丽丽 3956 
PU-4368 婴儿饮食与 1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 曲奕,曲航菲 3956 
PU-4369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新生儿急性肾功能衰竭 5 例 ---------------------- 夏耀方,石磊,刘翠青等 3957 
PU-4370 2 例嗜血细胞综合症并文献复习 --------------------------------------------------------------- 王君霞 3957 
PU-4371 儿童气道嗜酸性炎症水平对脉冲振荡肺功能结果影响的研究 -------- 焦绪勇,魏兵,齐双辉等 3958 
PU-4372 孟鲁司特对不同阶段大鼠气管平滑肌细胞分泌Ⅲ型胶原蛋白功能的 
 影响 ----------------------------------------------------------------------------------- 魏兵,张超,焦绪勇等 3958 
PU-4373 FUNCTIONAL THALAMOCORTICAL CONNECTIVITY DEVELOPMENT AND  
 ALTERATIONS IN PRETERM INFANTS DURING THE NEONATAL PERIOD - Shi yuan 3959 
PU-4374 儿童 A 族链球菌致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4 例临床分析 ---------------- 王龙,陈鹭,武洁等 3959 
PU-4375 糖皮质激素与乌司他丁联合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效果观察 --------------------------------- 余华 3960 
PU-4376 新生儿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病例分享 ----------------------------------------------- 李香香,郑成中 3960 
PU-4377 1 例重症超低出生体重儿的管理 ------------------------------------------------------------------ 朱恋 3960 
PU-4378 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前后新生儿机械通气并发医院感染的比较 ------------------------------ 李霞 3961 
PU-4379 鞣酸软膏预防新生儿红臀的疗效观察 ------------------------------------------------------------ 李霞 3961 
PU-4380 新生儿机械通气医院感染因素分析及管理措施 ------------------------------------------------ 李霞 3961 
PU-4381 质量控制在ＮＩＣＵ 血培养采集中的效果评价 ------------------------------------------- 李雪莲 3962 
PU-4382 振幅整合脑电图在新生儿窒息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 马娟 3962 
PU-4383 婴儿中枢神经系统曲霉感染 1 例 ---------------------------------------------- 李德渊,王杨,乔莉娜 3962 
PU-4384 新生儿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早期临床诊治 ------------------------------------------------------ 唐仕芳 3963 
PU-4385 建立护理品质指标在降低新生儿胃管滑脱率中的作用 --------------------------------------- 伍莉 3963 
PU-4386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内非计划性拔管的原因分析及影响因素 --------------------------------- 伍莉 3964 
PU-4387 危重新生儿转运网络的应用与实践 --------------------------------------------------------------- 张黎 3964 
PU-4388 灾害和战争条件下 NICU 的准备与挑战 --------------------------------------------------------- 李雪 3964 
PU-4389 儿科患者输液中的细节护理 --------------------------------------------------------------------- 周丽兰 3965 
PU-4390 机械辅助通气治疗小儿呼吸衰竭的气道护理方法和要点探讨 ------------------------------ 李男 3965 
PU-4391  1 例血液透析滤过成功抢救大剂量卡马西平中毒患儿的护理 -------------------------- 陈玉洁 3965 
PU-4392 31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急救和护理 ------------------------------------------------------- 黄雪松 3966 
PU-4393 1 例硬膜下冲洗注射引流治疗化脑继发硬脑膜下积脓患儿的护理 --------------------- 武佳佳 3966 
PU-4394 新生儿肺炎应用人性化护理模式的效果分析 --------------------------------------------------- 冉欣 3966 
PU-4395 不同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在早产儿呼吸暂停中的临床应用 --------------------------------- 谭艳鸣 3967 
PU-4396 枸橼酸咖啡因联合 NCPAP 在极低出生体重儿呼吸管理中的临床研究 --------------- 谭艳鸣 3967 
PU-4397 新生儿极重度高胆红素血症非疾病危险因素分析 --------------------------------------------- 段娓 3968 
PU-4398 婴儿腹泻的护理 --------------------------------------------------------------------------------------- 杨旭 3968 
PU-4399 幼年性黄色肉芽肿初诊为 Kaposi 样血管内皮瘤一例 ------------------------------ 朱梦茹,武辉 3969 
PU-4400 肺炎病原菌的构成及耐药情况分析 -------------------------------------------------- 章晓婷,钟晓云 3969 
PU-4401 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二例并文献复习 ----------------------------------------------- 洪少贤,李木全 3969 
PU-4402 支原体脑炎病例分析 ----------------------------------------------------------------------- 郑成中,杨宏 3970 
PU-4403 品管圈在降低婴幼儿留置针负效应中的应用 -------------------------------- 闫玉苹,李健,李雪华 3970 
PU-4404 人文关怀护理在新生儿病房的实践与体会 ----------------------------------- 张英慧,李健,李雪华 3970 
PU-4405 产后一体化护理在维持新生儿早期体温稳定中的效果观察 -------------- 张英慧,李健,周丽娟 3971 
PU-4406 新生儿桡动脉十字采血法与股动脉采血法对比 -------------------------------- 吴桐,李健,张英慧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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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07 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构建 -------------------------- 李健,周丽娟,李雪华 3971 
PU-4408 新生儿肺炎心肌损伤的早期生物指标 -------------------------------------------------- 夏艳秋,魏兵 3972 
PU-4409 PICC 操对降低白血病患儿静脉炎发生率的效果观察 ---------------------------------------- 侯雪 3972 
PU-4410 人性化护理在预防新生儿湿疹中的应用 --------------------------------------------------------- 金秋 3972 
PU-4411 雾化吸入硫酸镁治疗儿童哮喘新进展 -------------------------------------------------- 廖世峨,魏兵 3973 
PU-4412 ITPKC 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相关性研究 ---------------------------------------------- 廖世峨,魏兵 3973 
PU-4413 新生儿静脉留置针两种不同固定方法效果对比 -------------------------------- 娄未,李健,李雪华 3973 
PU-4414 疾病不确定感对 PICU 患儿家属心理及满意度的影响 -------------------------- 郭明明,贺琳晰 3974 
PU-4415 冰王烫伤膏预防化学性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 刘丹 3974 
PU-4416 早产儿肾上腺功能减退症 1 例 ---------------------------------------------------- 唐健,武辉,党丹等 3975 
PU-4417 外用冻干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白血病儿童化疗性口腔溃疡的疗效 
 研究 --------------------------------------------------------------------------------------------------- 吕志芳 3975 
PU-4418 哮喘患儿的控制现状及家长对本病认知程度的调查 ----------------------------------- 张超,魏兵 3976 
PU-4419 小儿用防留置针性压疮及静脉炎敷料的制作与临床应用 ----------------- 许丽,李健,张英慧等 3976 
PU-4420 强化母乳喂养在超极低出生体重儿中应用的研究 ----------------------------------- 吴艳,钟晓云 3976 
PU-4421 新生儿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李雪华,李健 3977 
PU-4422 掌上 APP 智能平台在儿内科门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 富妍妍 3977 
PU-4423 儿科门诊护理安全隐患的防范 ------------------------------------------------------------------ 冯园园 3978 
PU-4424 青春期糖尿病的心理护理体会 --------------------------------------------------------------------- 郭萍 3978 
PU-4425 浅析运用负压原理采集小儿桡动脉血标本的优势 --------------------------------------------- 张琳 3979 
PU-4426 对热性惊厥患儿不同发热时期给予个性化退热护理的效果研究 --------------------------- 杨欣 3979 
PU-4427 护理干预在小儿肺炎门诊雾化治疗的效果分析 --------------------------------------------- 马晓倩 3979 
PU-4428 儿科门诊微信公众平台在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 赫琳 3980 
PU-4429 护理干预 5%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效果评价 --------------------------------------------------- 周晓宇 3980 
PU-4430 浅谈优质护理在小儿热性惊厥临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 刘莹 3981 
PU-4431 精细化护理在胰岛素泵治疗小儿糖尿病中的应用 --------------------------------------------- 刘川 3981 
PU-4432 整体护理在 20 例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重症肺炎患儿的护理体会 ------------- 徐辑伟 3981 
PU-4433 不同肠内营养方式护理对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的影响 ------------------------ 班琦 3982 
PU-4434 罩杯调解式多功能雾化面罩的设计与应用 -------------------------------------- 刘亚丽,刘侠,许丽 3982 
PU-4435 罩杯调解式多功能雾化面罩设计与应用 ----------------------------------------- 刘亚丽,刘侠,许丽 3982 
PU-4436 关于自媒体健康宣教方式应用于 PICU 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 刘盈盈 3983 
PU-4437 延续性护理在白血病患儿维持治疗期的应用和效果观察 --------------------------------- 刘雨菡 3983 
PU-4438 运用品管圈对提高小儿静脉留置针使用率效果的探究 ------------------------------------ 朱宏璐 3983 
PU-4439 康复新液对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口腔溃疡的应用 --------------------------------------------- 刘晓杨 3984 
PU-4440 儿科急诊等级化分诊结合自主呼叫系统的应用 ------------------------------------------------ 冯蕊 3984 
PU-4441 床头悬挂式健康宣教牌在支气管镜检查患儿中的应用 --------------------------------------- 彭荣 3984 
PU-4442 小儿哮喘主要照顾者的负担现状及护理知识需求调查 ------------------------------------ 李娜娜 3985 
PU-4443 多索茶碱对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治疗效果分析 --------------------------------------------- 王学珍 3985 
PU-4444 微信公众平台在对重症患儿家属人文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杨芳 3985 
PU-4445 新生儿反复低血糖一例分析 ----------------------------------------------------------------- 杨明,魏兵 3986 
PU-4446 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的优势及护理体会 ------------------------------------------ 刘冰 3986 
PU-4447 幼儿消化道磁性异物胃镜取出 1 例 ------------------------------------------------ 洪少贤,陈競芳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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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5 整体护理在小儿护理中的应用 ------------------------------------------------------------------ 李雅丽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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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01 

超声对儿童肠息肉的临床诊断价值 
 

苗莉莉,刘庆华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在儿童肠息肉中的诊断价值及其超声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89 例术前进行超声检查并经消化道内镜及病理证实的肠息肉的超声表现。 
结果 1189 例患儿中男 697 例,女 492 例,年龄 小 2 月 23 天, 大 14 岁,中位年龄 4 岁 7 个月。单

发息肉 1134 例,位于乙状结肠 724 例,直肠 238 例,升结肠 12 例,横结肠 98 例,降结肠 141 例,小肠

29 例。多发息肉 55 例。息肉 大 5.5cm×4.5cm×3.0cm, 小 0.3cm×0.2cm×0.2cm。超声诊断

1176 例(98.91%),误诊 4 例,漏诊 13 例。其中 71 例因继发肠套叠而发现息肉。1189 例中病理证实

幼年性息肉 1108 例(93.19%)､炎性息肉 15 例(1.26%)､增生性息肉 8 例(0.62%)､幼年性息肉伴不典

型增生 7 例(0.59%)､腺瘤性息肉 3 例(0.25%)。幼年性息肉的超声表现为低回声结节,内部可见散在

小囊腔,结节借蒂连于肠壁,CDFI 可探及蒂部血流及息肉内呈树枝状分布的血流。超声将以上均诊断

为幼年性息肉。Peutz-Jeghers 综合征肠息肉 38 例(3.2%)。Peutz-Jeghers 综合征肠息肉的超声表

现为高低回声相间的球形､椭圆形或分叶状结节,较大结节内可见片状钙化强回声,大部分借蒂连于肠

壁,CDFI 可探及蒂部血流呈柱状延伸至息肉内部后呈树枝样分布。其中超声将 2 例 Peutz-Jeghers
综合征肠息肉诊断为幼年性息肉。多发性幼年性息肉病 10 例(0.84%),其诊断参照 Jass 等诊断标准:
结直肠幼年性息肉超过 5 枚;息肉分布在全胃肠道;有幼年性息肉病家族史或具备以上两项者。其中

超声诊断为多发性幼年性息肉 5 例,余诊断为单发息肉。 
结论 幼年性息肉是儿童肠息肉的常见病理类型,其与 Peutz-Jeghers 综合征肠息肉的超声表现均具

有特征性,超声检查需仔细辨别。对于多发性息肉应想到多发性幼年性息肉病的可能性,为临床提供

尽可能多的诊断信息。超声诊断儿童肠息肉无创､无辐射,检出率高,检查技巧容易掌握,适宜推广。 
 
 
OR-0002 

不同年龄段健康儿童左心室收缩期心肌纵向应变 
及应变率正常参考值的初步分析 

 
钟英,高惠,吕莉,梁小华,杨珂,汪朝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应用二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定量分析健康儿童左心室收缩期心肌纵向应变及应变率,并进行其

不同年龄段正常参考值的初步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0 例健康儿童按年龄分成 7 组,分为 1 组(0~28 天)､2 组(28 天~1 岁)､3 组(1~3 岁)

､4 组(3~6 岁)､5 组(6~9 岁)､6 组(9~13 岁)､7 组(13~18 岁)。采用斑点追踪软件分析左心室心尖三个

长轴切面的动态图像,获取左心室收缩期心肌纵向应变及应变率值。 
结果 ①6 室壁室壁节段间收缩期纵向应变及应变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自基底段向

心尖段呈逐渐增加趋势;②18 节段应变及应变率及整体应变在不同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③除后壁､下壁､后间隔基底段外,余各室壁节段纵向应变(longitudinal strain, SL),SL(1

组)<SL(2 组)<SL(3､4､5 组)<SL(6､7 组),且整体心肌纵向应变在年龄组间的趋势与其一致;④18 节段应变与年

龄呈正相关,以侧壁心尖段相关性 强(r=0.551,P<0.01);与心率均呈负相关,以侧壁中间段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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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r=-0.517,P<0.01);整体心肌纵向应变与年龄呈正相关(r=0.665,P<0.01),与心率呈负相关(r=-
0.625,P<0.01);⑤18 节段应变率与年龄､心率的相关性,以及在各年龄组间的差异存在不均一性。 
结论 初步分析了不同年龄段健康儿童左心室收缩期心肌纵向应变及应变率的正常参考值,为临床早

期评价患儿左心室局部心肌收缩功能异常奠定基础。 
 
 
OR-0003 

Cantrell 五联征的超声心动图诊断 
 

张鑫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检查在 Cantrell 五联征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北京儿童医院确诊为 Cantrell 五联征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回顾分析其临床资料,总结其心脏表

现及超声心动图在其诊断中的作用。  
结果  5 例患儿确诊为 Cantrell 五联征,年龄 6 月-1 岁 7 月,男 2 例,女 3 例,I 型 3 例,II 型 2 例。 在患

儿临床表现中,胸骨下段缺如 5 例,心包缺如 5 例,先天性心血管病变 5 例,腹壁疝 4 例,膈疝 4 例。在

心脏表现中左室憩室 4 例,室间隔缺损 2 例,右旋心 2 例,法洛氏四联症 1 例,房间隔缺损 1 例。5 例患

儿均进行手术治疗,4 例术后恢复良好,1 例死亡。 
结论 Cantrell 五联征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发病率在百万分之 5.5-7.9。主要表现为胸骨下裂或

缺损;心包壁层缺损,心包腔与腹腔相通;膈肌前部缺损;脐上腹壁中线缺如伴分开存在或连续的脐膨出;
先天性心血管病变。5 种表现均具备为完全型,具备 3-4 种表现为部分型。先天性心脏畸形是

Cantrell 五联征中必备的组成部分,类型多样,病变程度严重不一,据报道,左心室憩室､室间隔缺损､房

间隔缺损､肺动脉瓣狭窄及法洛氏四联症为常见的心脏畸形。Cantrell 五联征一经诊断,应立即手术

治疗,手术的关键是心脏畸形的成功矫正,异位心脏合理还纳。 Cantrell 五联征先天性心血管病变多

见,其手术治疗以心脏畸形矫治为主。超声心动图可探查其心脏表现,尤其是发现左心室憩室时,应结

合其心外表现,考虑本病可能,及时做出正确诊断。 
 
 
OR-0004 

超声检查在小儿消化道异物诊断中的价值 
 

陶琦,吴梦琦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在消化道异物诊断中的价值。消化道异物主要发生于婴幼儿,因幼儿及家长多不

能提供明确病史,故给临床诊断带来很大困扰,以往异物的检查多采用 X 线平片检查,但 X 线检查对于

金属性异物较为敏感,对于塑料异物则显示较差。又因其只能提供大致位置,不能提供确切位置及异

物与周边脏器的关系,及周边脏器有无损伤。而超声能弥补 X 片的不足,而且实时成像,可多方位多角

度观察,尤其是高频探头的应用,能够更加细致的显示异物的大小,形态,周边脏器有无损伤,损伤程度,
范围。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7 年 4 月安徽省儿童医院经超声诊断并经胃镜或者手术证实的消化道异物患

儿 6 例,年龄 8 月至 6 岁,6 例中 3 例有明确异物史。采用 philips HD15 和 sim2000 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仪,探头频率 5-12MHz。高频探头为主,高低频探头结合,重点扫查胃腔内､幽门､十二指肠。部分

显示困难患儿,可令其空腹或者大量饮水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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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异物种类:硬币 2 例,枣核 2 例,海绵宝宝 1 例,橡皮球 1 例;异物位置:幽门 2 例均为硬币,小肠 2
例,1 例为枣核,1 例为橡皮球,十二指肠 2 例,1 例为枣核,1 例为海绵宝宝;造成肠梗阻 1 例,为末端回肠

的橡皮球,造成肠穿孔 1 例为小肠的枣核。6 例消化道异物均有 X 线平片对照,硬币异物 2 例,X 线平

片均有显示,位置仅显示位于 12 胸椎水平,橡皮球 1 例,X 线平片显示右下腹一处密度影,肠梗阻。1
例枣核致肠穿孔病例,X 线片仅提示中腹部见一密度异常影。 
结论 婴幼儿好奇心重,无安全意识,喜爱乱抓东西吃,常常不经意会吞下一些异物。对于体积小,较光

滑的异物能够顺利通过消化道,随粪便排出。较大或者尖锐的异物不易通过幽门,回盲瓣及小肠区,而
且易造成梗阻,或穿孔。对于小儿消化道异物,传统的辅助检查多以 X 线片为主,对于金属或者密度较

高不透 X 线的异物,平片确实能够很明快的看到其形态及大致位置,但平片往往不能够显示其确切位

置,周围脏器､黏膜有无损伤,而这些又是胃肠镜检查或者经腔镜取异物所必须了解的。 
而超声检查恰恰弥补了 X 线平片的不足之处。且超声检查对于塑料异物,果核异物诊断具有特异性,
观察异物的形态､具体位置,周边脏器有无损害,有无梗阻。因此,超声检查对小儿的消化道异物诊断

具有重要价值,可见弥补平片的不足。 
 
 
OR-0005 

新生儿甲状腺筛查超声检查价值 
 

许云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新生儿甲状腺筛查发现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患儿,高频超声对新生儿甲状腺形态学

改变的诊断价值。为临床诊治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方法 一般资料:2010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我院对 102 例先天性甲低患儿进行了二维及彩色多普勒检

查。所有新生儿出生后均做了甲状腺筛查,即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 T3､T4､TSH。患者 104 例.
男 62 例,女 42 例,年龄 3 天至 10 天。104 例患儿全部了甲状腺超声检查。多切面观察甲状腺的位

置､形态大小､回声､边缘边界､与周围组织的毗邻关系等。 
结果 102 例先天性甲低患儿中,甲状腺增大 32 例(31.36%),甲状腺发育不良 44 例 (43.14%),甲状腺

缺如 5 例(4.92%),甲状腺异位 2 例(1.96%),甲状腺正常 19 例(18.62%)。高频超声对新生儿甲状腺

形态学改变的改变有较高诊断价值,并对临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结论 高频超声对新生儿甲状腺形态学改变的较高诊断价值,并对临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故高频彩

超对新生儿甲状腺诊断准确､可靠,可作为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OR-0006 

The surgical outcomes of anomalous origin of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an echocardiography follow-u 
 

Gao Yan,Zhang Jing,Huang Guoying,Liang Xuecun,Jia Bing,Ma Xiaoj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10132114 

 
 
Objective Anomalous origin of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 (ALCAPA) is a 
rare but potentially life-threatening congenital heart defect.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elucidate the surgical outcomes of ALCAPA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by follow-up 
echocard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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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08 to March 2017, 26 children diagnosed ALCAPA underwent left 
coronary reimplantation. Median age at operation was 4.9 months (range, 45 days–13years). The 
mortality after the operation was 11.5%. All surviving patients received the echocardiography 
follow-up(median follow-up of 32 months;range, 3 months to 8 years). Before repair, 20 patients 
(76.9%) presented with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Median preoperative ejection fraction was 
46% (range, 27% to 69%). Seven patients (26.9%) had a preoperative ejection fraction less than 
40%. Mean Z-score of preoperative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ameter was 4.42±2.09. Mitral 
regurgitation was present in all patients: mild in 7 patients (26.9%), moderate in 14 patients 
(53.9%), and severe in 5 patients (19.2%). Two patients (7.7%) underwent mitral valve repair at 
the time of ALCAPA repair (both with mitral valve prolapse). Two children required postoperative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after the operation for 4-7 days. 
Results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mproved in all surviving children. Nineteen patients (73.1%) 
underwent serial postoperative echocardiography. Five patients (26.3%) of them presented with 
normal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before the operation. In other 14 patients,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normalized at a median time of 5.3 months (0.5–36 months). Z-score of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ameter also decreased simultaneously. The degree of mitral regurgitation 
gradually reduced in all surviving patients. All patients had patency of the proximal left coronary 
artery confirmed by echocardiography at the most recent follow-up. Six patients (26.1%) showed 
supravalvar pulmonary stenosis and 7 patients (30.4%) showed right pulmonary stenosis during 
follow-up. 
Conclusions Coronary reimplantation was effective to rebuild a dual coronary system in patients 
with ALCAPA resulted in progressive improved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reduced functional 
mitral regurgitation. Echocardiography was valuable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coronary 
reimplantation.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the degree of mitral regurgitation, and possible 
complications could be detected by follow-up echocardiography. 

OR-0007 

小儿 Langerhans 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骨损病灶

的超声于临床特点 

刘菊仙,罗燕,刘利君,向波 
四川大学 610041 

目的  探讨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LCH)骨损病灶的超声表现特 
点。

方法 结合临床､病理回顾分析经病理确诊的 7 例 LCH 的 13 个骨损病灶术前或活检前的高频超声检

查､X 片及增强 MRI 表现 
结果 13 个 LCH 骨损病灶中 77%病灶(10/13)有疼痛感;92%(12/13)病灶处体表能扪及质中的肿

块,77%(10/13)受累骨为扁骨。13 个病灶(13/13,100%)高频超声皆能清晰显示,呈溶骨性改变,与 X

片及 MRI 检查一致。超声对显示骨损病灶形态､周围软组织受累情况及病灶内的血流信息与增强

MRI 结果较一致,而 X 线检查不能满意提示病灶上述信息(Fisher 确切概率法,P< 0.05)。超声对显示 

病灶内骨质碎片情况与 X 片结果较相符合。13 个 LCH 骨损病灶超声表现:所有骨损病灶处骨皮质 

连续性中断,骨质呈溶骨性破坏,代之以弱回声或低回声肿块;92%的肿块(12/13)明显累及周围软组 

织;77%肿块(10/13)边界不清楚,形态不规则;77%肿块(10/13)内伴有少许骨质碎片强回声;所有肿块 

内部弱回声区域相对回声较均匀,无明显液化,后方无增强及衰减现象,病灶周边无骨化强回声表

现;69%(9/13)肿块内见血流信号显示,38%(5/13)肿块血流信号较丰富,能测及血流频谱的 5 例肿块内 

血流阻力指数皆小于 0.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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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超声能较清晰显示浅表部位的 LCH 骨损病灶,并有一定的超声显像特点,对诊断､治疗､随访有

一定的临床价值。 
 
 
OR-0008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的多模态影像研究 
 

杨娅 
北京安贞医院 - 

 
 
目的 本研究应用超声斑点追踪技术评估 FH 患者心脏各个方向的形变情况,评估心脏功能早期变

化。 
方法 28 名纯合子 FH(HoFH)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接受门控 99Tcm-MIBI 药物负荷/静息 MPI 显像和

经胸超声心动图(TTDE)及二维斑点追踪技术(two dimension spot track imaging, 2D-STI)检查。将

TTDE 和 2D-STI 对 HoFH 患者的心肌缺血检查结果同 99Tcm-MIBI MPI 心肌缺血显像结果的符合情

况分别进行对比;根据 99Tcm-MIBI MPI 显像结果,将患者分为有缺血组和无缺血组,对 HoFH 患者一

般情况､TTDE､2D-STI 检查的相关参数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 (1)99Tcm-MIBI MPI 显像:心肌缺血患者 13 名,无心肌缺血患者 15 名。 TTDE 观察有室壁运动

异常患者 7 名,室壁运动正常患者 21 名。2D-STI 显示有靶心图异常心肌缺血患者 15 名,靶心图正常

患者 13 名。三种方法均是 LAD 缺血所占比例 多。TTDE 对比 99Tcm-MIBI MPI 检查心肌缺血灵敏

度为 100%,特异度为 71.4%,诊断符合率为 78.6%;2D-STI 对比 99Tcm-MIBI MPI 检查心肌缺血灵敏

度为 86.7%,特异度为 100%,诊断符合率为 92.9%。 
(2)Spearmen 相关分析:TTDE 对比 99Tcm-MIBI MPI 心肌缺血评分两者总体相关指数是

r=0.483(p<0.01),两者三支主要冠脉 LAD､LCX､RCA 心肌缺血评分的相关指数分别是

r=0.429(p<0.01),r=0.540(p<0.01),r=0.431(p<0.01);2D-STI 对比 99Tcm-MIBI MPI 心肌缺血评分两者

总体相关指数是 0.786(p<0.01),两者三支主要冠脉 LAD､LCX､RCA 心肌缺血评分的相关指数分别

是 r=0.843(p<0.01),r=0.798(p<0.01),r=0.659 (p<0.01)。TTDE 对比 99Tcm-MIBI MPI 检测 EF 值的

相关性是 r=0.606(p=0.001),2D-STI 对比 99Tcm-MIBI MPI 检测 EF 值的相关性是

r=0.919(p<0 .0001)。 
(3)按照 MPI 显像心肌缺血与否进行分组,HoFH 患者的一般情况对比无统计学差异。TTDE 显示左

室舒末径(LVDd)､左室收末径(LVDs)､室间隔(IVS)､左室后壁(LVPW)､主动脉瓣口峰值流速和跨瓣压

差､舒张早期二尖瓣 E 峰/瓣环 e 峰(E/e’)､二尖瓣口血流 E 峰减速时间(DT)均有统计学差异。STI 显
示整体应变缺血组小于无缺血组;整体收缩期应变率和整体舒张早期应变率缺血组小于无缺血

组;ROC 曲线分析 STI 对比 99Tcm-MIBI MPI 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 TTDE。 
结论 多模态影像有助于心功能和心肌缺血的准确评估。超声应变成像可准确分析 FH 患者的心肌缺

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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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09 

 连续颅脑超声对极早产儿脑损伤的诊断及脑神经发育的预测价值 
 

张雪华
1,邱士军

2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目的 总结极早产儿脑损伤的特点,分析颅脑超声分级与 MDI､PDI 的相关性,分析影响极早产儿脑神

经发育的因素。 
方法 收集孕龄小于等于 28w 并接受超声检查的早产儿,于入院后 24h､1w､2w､3w､1 月､等足月､4 月

龄､5 月龄､6 月龄或 8 月龄检查颅脑超声,选取首次､等足月及末次超声及进行分析;对存活患儿于等

足月时完成一次 MRI,将超声及 MRI 结果分为 1-3 级,随访 MDI､PDI 评分结果,对比等足月超声与等

足月 MRI 的结果,分析脑损伤与 MDI､PDI 的关系。 
结果 1)首次超声结果:1 级:6 例(4.6%);2 级:98 例(76%);3 级:25(19.4%)。合并脑出血:GMH-IVH 4
级:2 例,3 级:11 例,2 级:7 例,1 级:3 例。后期脑声像:广泛脑白质软化 3 例(1 低血糖脑病,1 例死亡),局
灶脑白质软化 4 例,重度脑积水 3 例(1 例死亡),中度脑积水 8 例,轻度脑积水 27 例(4 例死亡);等足月

超声与等足月 MRI 之间的检测结果一致性比率 88%。2)MDI､PDI 结果:正常 62 例(48.4%)､63 例

(49.3%),18 例(14%)均为偏低,低下 6 例(4.7%)､5 例(3.1%),死亡 42 例(32.6%),失访 1 例。3)相关性

分析:ROC 曲线显示,GMH-IVH､等足月超声分级､末次超声分级与 MDI､PDI 相关性好;有序回归分析

提示,早期 GMH-IVH､晚期侧脑室中度､重度扩张显著影响 MDI､PDI 评分,大脑半球间裂增宽､室管膜

下囊肿与 MDI､PDI 评分无明显相关;末次超声对 MDI､PDI 的预测准确率为 75%､80%。  

结论 本组极早产儿 常见的脑出血为 GMH-IVH,3､4 级的脑出血患儿存活率低,脑神经发育差。脑

出血､中度及重度脑室扩张､大片脑白质软化与早产儿脑神经发育不良相关,脉络丛出血､轻度脑水肿

及脑外间隙增宽与脑神经发育不良无明显相关性,通过与 MRI 之间对比,超声下持续的､不均匀性的

脑室旁白质回声增强可能提微小病灶的脑损伤或脑出血,是影响脑神经发育不良危险信号,而且容易

被忽视。连续超声对极早产儿脑损伤的诊断及脑神经发育的预测有重要的价值。 
 
OR-0010 

肺动脉闭锁的产前超声心动图诊断价值及误诊分析 
 

张玉奇,张志芳,陈丽君,洪雯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评价超声心动图对肺动脉闭锁(PA)的产前诊断价值,分析超声心动图误诊的原因,旨在提高超声

心动图对胎儿 PA 诊断的正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4 例经胎儿核磁共振(MRI)或出生后超声心动图诊断为 PA 的产前超声资料。 
结果 54 例 PA 胎儿包括肺动脉闭锁伴室间隔缺损(PA/VSD)44 例､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完整

(PA/IVS)10 例;超声心动图诊断正确 48 例,占 88.9%;误诊 6 例,占 11.1%,其中 2 例超声误诊为法洛

四联症,2 例误诊为永存动脉干,1 例误诊为单心房､单心室､肺动脉狭窄,1 例误诊为三尖瓣反流。

PA/VSD 常见的超声征象为肺动脉狭窄(20 例)或不能显示(24 例)､动脉导管内逆向血流(39 例)､主

动脉骑跨(19 例), 常见的合并畸形有完全性房室间隔缺损 16 例(36.4%)､单心房 14 例(31.8%)､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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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动脉弓 11 例(25.0%)､单心室 9 例(20.5%)､双侧右房结构 7 例(15.9%)､右室双出口 6 例(13.6%)

､左侧上腔静脉残存 6 例(13.6%)。PA/IVS 常见的超声征象为三尖瓣中度或重度反流 10 例(100%)

､动脉导管内逆向血流 10 例(100%)及右心室肥厚伴心腔小 7 例(70%)。 

结论 联合应用四腔心切面､心室流出道切面及三血管气管切面,超声心动图可以比较准确地诊断胎儿

肺动脉闭锁,但需要与法洛四联症及永存动脉干畸形鉴别。 
 
 
OR-0011 

超声引导抽吸冲洗或置管引流在小儿阑尾周围脓治疗作用评价 
 

岳瑾琢
1,裴勖斌

2 
1.西安市安琪儿医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置管引流或抽吸冲洗术在小儿阑尾周围脓肿治疗作用的评估。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因阑尾炎穿孔､阑尾周围脓肿入院患儿 118 例,男
69 例,女 49 例, 小年龄 7 天, 大 13 岁,平均年龄 4.6±3.9 岁。患儿临床表现为腹痛,腹胀,高热不退,
常规腹部超声检查均检出阑尾周围脓肿。均行超声引导下脓肿穿刺置管引流或脓肿腔抽吸加甲硝唑

液冲洗。引流管选用 8F 猪尾型引流导管,一步法徒手穿刺脓肿腔。使用仪器 Philip 公司 IU22,高频

或凸阵探头引导。 
结果 118 例阑尾炎穿孔并阑尾周围脓肿形成患儿,1-6 岁发生频度 较高,共 83 例,占阑尾穿孔患儿

70.3%;7-13 岁发生频度次之,共 33 例,占 27.9%;新生儿 2 例,占 1.6%。阑尾炎穿孔形成脓肿 131 个,
小 2.3×4.5cm, 大 10×8cm。小于 5cm 脓肿 75 个,占 57.25%,均采取超声引导穿刺抽脓,甲硝唑

液反复冲洗脓腔,冲洗液的量是脓液量的 3-4 倍;大于 5cm 脓肿 57 个,占 43.5%,均行脓腔置管引流。

引流术后临床效果显著,部分患儿当天体温恢复正常。如仍有持续发热,需复查腹部超声,检查脓肿腔

是否引流彻底,或仍残留其他部位脓肿。 
结论 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或抽吸对小儿阑尾周围脓肿治疗效果显著,创伤小,明显缩短治疗周期,
并减少临床抗生素的使用量。应提倡推广应用,并可作为 阑尾周围脓肿的标准治疗方案。 
  
 
 
OR-0012 

超声心动图对儿童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的诊断分析 
 

王芳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对儿童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的早期诊断及其临床价值 
方法 拟经冠状动脉造影､CT 重建或手术证实的 57 例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患儿为研究对象,回

顾分析其超声心动图特点､鉴别诊断要点及误诊原因。我院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间确诊冠

状动脉异常起源的患儿 57 例,男性 33 例,女性 24 例。年龄为 7 天~12 岁。临床分别以杂音待查､先

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生长发育差等就诊,体征除心脏杂音外,无明显特异性表现,2 例小婴儿伴发

绀。胸片检查均为心影增大,心电图检查心房､心室扩大,异常 Q 波和 ST-T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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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采用 iE33､HP5500 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诊断仪,探头频率 1~8MH2。超声心动图探查以常规

切面观察心内结构,大动脉连接及发育情况。应用二维超声在胸骨旁大动脉根部短轴切面､左室长轴

切面及剑下五腔心切面等多切面探查左､右冠状动脉主干在主动脉窦上开口位置､跟踪扫查分支走行;

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探查左､右冠状动脉内血流来源和流向情况及血流频谱分析。 

结果  57 例患儿,超声心动图确诊 54 例,2 例误诊,1 例漏诊。54 例在胸骨旁大动脉根部短轴切面､左
室长轴切面及剑下五腔心切面均未见冠状动脉主干在相应的主动脉窦上明确开口,而在肺动脉根部

后壁或左前壁或对侧主动脉窦上可探及左､右冠状动脉主干开口,彩色多普勒显示连续五彩血流束进

入肺动脉内,健侧冠状动脉开口正常,确诊为冠状动脉起源异常。54 例中 21 例合并先天性心脏病;38
例左心扩大,左室射血分数减低,合并二尖瓣及二尖瓣器发育异常,2 例表现为左心扩大,心内膜粗厚,射
血分数减低,二尖瓣关闭不全,误诊为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经 CT 重建确诊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

脉;1 例漏病例合并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手术中发现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 
结论 超声心动图能够早期准确诊断儿童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其方法既无创又有较强的重复

性,对尽早手术治疗提高患儿的生存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OR-0013 

超声与 MRI 对小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诊断价值研究 
 

王娜,关步云,朱莉玲,张遇乐,贺雪华,陈金卫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以 MRI 对小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诊断结果为参考,探讨超声对 DDH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129 例 DDH 患儿的 129 个髋关节进行超声和 MRI 检查,对比超声和 MRI 对 DDH 患儿髋关

节病变检出的一致性,并对病变程度进行分型,比较两者对病变程度诊断的一致性, 后比较超声和

MRI 对不同年龄 DDH 患儿诊断的一致性。 
结果 超声和 MRI 两种方法对 DDH 患儿髋关节的骨性结构病变检出的一致性好,对软骨结构及软组

织病变检出的一致性差。超声和 MRI 对发育不良和完全脱位的髋关节检出的一致性好,对不完全脱

位的髋关节检出的一致性差。超声和 MRI 对年龄≤6 个月的 DDH 患儿检出的一致性好,对年龄>6 个

月的 DDH 患儿检出的一致性差。 
结论 超声对于早期 DDH 的检出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随访观察以及指导临床治疗。 
 
 
OR-0014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规范化超声诊断方案”多中心研究 
 

许娜,夏焙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应用国内多中心协作,统一患儿的临床资料,统一超声存图规范､测量标准及诊断标准等,获得我

国正常婴儿及 DDH 婴儿髋关节超声生物测量结果,为制定规范化的超声检测和 DDH 超声诊断标准

提供依据。 
方法 此项研究是一个大样本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号:ChiCTR-ODC-
16008748。研究者由来自牵头单位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国内 17 家协作中心组成,已有包括山东大学

齐鲁儿童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湖南省儿童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三医院､重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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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中山市妇幼保健院､厦

门市儿童医院､山西省儿童医院､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郑州市儿童医院､西安市儿童医院､贵州省妇幼,
青岛齐鲁医院,江西儿童医院等(继续招募中)。入选病例自 2015 年 10 月至今就诊行髋关节超声检

查的符合纳入标准 2 周-6 月的患儿。各中心纳入 500 例以上的全程随访数据,包括新生儿~6 月龄婴

儿,总例数 10000 例。按照统一的纳入和排除标准,采用欧洲､北美等既定的方法,全方位进行髋关节

的骨性髋臼发育､稳定性､位置关系､发育趋势等相关超声生物测量,通过对各中心参与者进行统一技

术培训,进行中心内与中心间的质量控制,进行组内与组间的多层次重复性检验,将全部数据集中进行

科学统计。 
结果 本研究通过与国内多家医院合作开展 DDH 的多中心研究,统一患儿的临床资料,统一超声存图

规范､测量标准及诊断标准等。 

结论 通过该研究项目建立起符合我国婴儿 DDH 超声诊断的依据,包括定量测定､稳定性诊断,评价超

声生物测量的有效性。本研究旨在通过此次研究建立和规范国内统一的 DDH 超声检查,从而建立起

符合我国 DDH 婴儿 DDH 超声诊断的依据,分析不同地域 DDH 的病理类型和发展趋势,提高临床干

预治疗的有效性。 
 
 
OR-0015 

声辐射力脉冲成像技术在评估小儿肝纤维化程度中的作用 
 

方静,陈亚青,顾胜利,李銮,王晓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声辐射力脉冲成像技术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ARFI)在评估小儿肝脏纤维化

程度中的作用。 
方法 对 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我院经胆道造影检查确诊的 50 例胆道闭锁患儿在 Kasai
术前应用 ARFI 技术行肝脏硬度检查并术中行肝组织活检评估纤维化程度,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平
均年龄为 62.08 ± 29.59 天。选取同一时期 50 例健康婴儿作为正常对照组,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平
均年龄为 57.30 ± 20.63 天。ARFI 检查使用 Acuson S2000 超声诊断仪(Siemens, Germany)配
9L4 线阵探头,在声触诊组织量化模式下测量并记录肝脏剪切波速度(SWV)值。肝组织活检标本以

Batts-Ludwig 评分系统为标准进行纤维化病理分级。比较两组间 SWV 值的差异,并对 SWV 值与肝

纤维化分级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胆道闭锁组和正常对照组婴儿的年龄及性别构成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胆道闭锁组患儿的

肝脏 SWV 均值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00)。根据肝组织活检病理分析,50 例胆道闭锁患儿肝纤

维化 F0 级有 2 例,F1 级有 11 例,F2 级有 18 例,F3 级有 11 例,F4 级有 8 例,其相应的肝脏 SWV 均值

分别为 1.10 ± 0.11 m/s,1.62 ± 0.23 m/s,1.77 ± 0.27 m/s,2.05 ± 0.28 m/s 和 2.51 ± 0.49 
m/s(P<0.05),肝脏 SWV 值随纤维化程度加重呈上升趋势,Spearman 检验证实 SWV 值与纤维化分

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r=0.717,P=0.000)。进一步比较胆道闭锁组患儿相邻肝纤维化程度组间

SWV 值,除 F1 与 F2 外(P=0.163),其余相邻两组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声辐射力脉冲成像技术的 SWV 测值能反映小儿肝纤维化程度,在无创评估小儿肝脏纤维化程

度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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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6 

儿童膝关节病变的超声诊断 
 

李霞,史莉玲,祝志洁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7003 

 
 
目的  分析 61 例儿童 72 个膝关节病变的超声表现,提高对儿童膝关节病变的超声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确诊的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由于膝关节肿

胀､疼痛､行走困难等前来就诊的患儿 61 例 72 个膝关节病变的超声表现。其中女 25 例,男 36 例,年
龄为 24 天到 14 岁,平均年龄 5.6 岁。 
结果 在疑似膝关节病变的 61 例患儿中,检出膝关节病变 77 个,其中双侧病变 16 例 32 个膝关节,左
膝关节病变 34 例,右膝关节病变 11 例。化脓性关节炎 35 例,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 7 例,系统性红

斑狼疮 1 例,强直性脊柱炎 1 例,川崎病 3 例,糖尿病 2 例,全身多浆膜腔积液 1 例,血友病 1 例。其余

10 例患儿未明确病因,属儿童特发性关节炎。超声图像表现:①56 例患儿滑膜增厚,厚度为

2.0mm~8.0mm,可呈结节样或绒毛样､带状稍高回声飘浮,CDFI:血流信号可增多,本组仅 7 例血流信

号较对侧丰富,其余血流信号未见特殊变化。②髌上滑囊､膝关节腔及髌下滑囊可见积液,其中髌上滑

囊积液 41 例患儿 52 个,膝关节腔积液 4 例,髌上滑囊积液合并踝关节腔积液及髋关节腔积液 10 例,
髌下滑囊积液合并髌上滑囊积液 4 例,膝关节腔积液合并髌上滑囊积液 2 例,积液深度为

2.0mm~21.0mm,部分积液中可见絮状回声或高回声。 
结论 高频超声对于化脓性关节炎､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川崎病等膝关节病变的诊断是首选的影

像学检查方法,超声表现以滑膜增厚､滑膜囊积液(尤其是髌上滑囊积液)为主,可为临床诊治儿童膝关

节病变提供真实､可靠､有价值的诊断报告,值得推广应用。 
 
 
OR-0017 

肾脏超声在儿童非肾脏占位性肿瘤中的早期诊断价值 
 

刘琴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比较筛选出的泌尿系感染患儿与非肾脏占位性肿瘤患儿的异常肾脏超声声像图表现,探讨后者

的肾脏超声声像图特征。 
方法 对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间入院的异常肾脏超声声像图进行回顾性分析。选取其中 123
例确诊为泌尿系感染患儿作为对照组;在同期入院确诊为恶性肿瘤的 52 例患儿中,排除肾脏原发实性

占位性病变 35 例,筛选出 17 例非肾脏占位性肿瘤患儿作为病例组。 
结果 对照组患儿平均年龄 2.4 岁,男性占 38%。肾脏超声声像图异常以肾盂壁增厚为主,占 54.5%,
其次表现为肾脏弥漫性增大,占 37.4%。另有 22.8%和 13.8%表现为肾脏局灶性肿大和肾脏局灶性

低回声。。 
病例组患儿平均年龄 5.8 岁,男性占 56%。其中,74%表现为初期可疑感染性疾病, 终确诊为恶性肿

瘤。肾脏超声声像图异常以肾脏局灶性肿大和肾脏弥漫性增大为主,分别占 41.2%和 31.3%,另有

23.5%和 17.6%的患儿表现为肾脏局灶性低回声和肾盂壁增厚。 
结论 恶性肿瘤的肾脏超声声像图表现可与感染重叠。当患儿双侧肾弥漫性肿大,或存在局灶性肿大

时,如合并骨疼痛和/或肉眼血尿,即便血常规计数与诊断不符时,应考虑到淋巴瘤或白血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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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8 

胎儿 PA/IVS 及 CPS/IVS 的超声诊断价值 
 

汪晴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70 

 
 
目的 对孕中晚期室间隔完整型重度肺动脉瓣狭窄(critical pulmonary stenosis with intact ventricle 
septum,CPS/IVS)及室间隔完整型肺动脉瓣闭锁(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le 
septum,PA/IVS) 的超声形态学特征进行总结,从而探讨生后早期干预方式以及远期预后的预测因

素。 
方法 对过去 5 年内在我科产前确诊的 32 例胎儿 CPS/IVS 或 PA/IVS 进行回顾性研究,并总结超声

形态学特征。按病例对照的方法,将 24 例 终出生､接受过 2 次以上胎儿心彩超的患儿根据生后是

否需要早期干预分为早期干预组(n=18)及非早期干预组(n=6),并比较孕中期及孕晚期的超声特征,以
分析对生后早期干预方式的预测因素。 
结果 过去 5 年内,我科共诊断 32 例胎儿 CPS/IVS 或 PA/IVS。6 名(19%)孕妇选择终止妊娠,其中 4
名孕妇接受胎儿病理解剖并明确诊断。其余 26 名胎儿进入我科“围产期先心病诊疗体系”进行密切

随访,除 2 名孕后期外院转诊的孕妇外 24 名孕妇在生产前接受了 2 次以上的胎儿心彩超检查以观察

病情演变情况,随访过程中无宫内死亡。患儿出生孕周中位数为 39 周(32-40 周),平均出生体重为

(3154.23±759.44)g(1850~3805 g),其中 1 例为孕 32 周､体重 1850g 的早产儿。26 名患儿出生后有

20 名(77%)患儿符合 CPS/IVS 或 PA/IVS 诊断,其中 PA/IVS 为 6 例(30%),CPS/IVS 为 14 例

(70%),4 例产前诊断为 PA/IVS 但生后心导管造影可见造影剂从肺动脉瓣通过,故更改诊断为

CPS/IVS。所有患儿形态学特征均满足 PBPV 手术指征并于新生儿期接受 PBPV 治疗,术前测得右

室收缩压平均值 109.20±21.39mmHg,使用球囊直径/肺动脉瓣环直径平均值为 1.21±0.15。 
另有 6 名产前诊断为 CPS/IVS 的患儿生后诊断为 PS,心彩超示肺动脉瓣稍增厚,测得 δP 平均值为

22mmHg(18-33mmHg),住院观察 3 天后出院,其中有 5 名在生后第 3 个月 δP≥40mmHg,遂入院进

行 PBPV 治疗,另有 1 名随访过程中无治疗指征。随访中位时间为 17 个月(12~38 个月),随访过程中

无患儿死亡。所有患儿均实现双心室修补。孕中期时出现肺动脉瓣反流与生后不需早期干预有较好

的吻合性,孕晚期三尖瓣 Z 值>-2.1 预测生后不需早期干预的特异性及敏感性优于其余参数。 
结论 孕中期即可通过详尽的胎儿心彩超对绝大部分 CPS/IVS 及 PA/IVS 明确诊断,准确率较高。孕

中期存在肺动脉瓣反流以及孕后期三尖瓣瓣环 Z 值>-2.1 可以较好地预测轻中度肺动脉瓣狭窄。 
 
 
OR-0019 

超声诊断小儿胃重复畸形 
 

徐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报道 9 例小儿胃重复畸形影像学特征,探讨各种影像学检查方式,以期提高术前诊断准确率。 
方法 对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我院经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的 9 例胃重复畸形小儿进行

回顾性分析。总结该组病例并发症,合并畸形,影像学表现。其中,4 例无症状小儿中的 3 例术前进行

了严密的超声随访。 
结果 小儿胃重复畸形临床表现各异,9 例小儿术前均进行了超声检查,确诊 5 例。同时,有 7 例术前进

行过 CT 检查,确诊 2 例;3 例进行了 MRI 检查,确诊 2 例;2 例进行了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没有做出明确

诊断。3 例无症状小儿随访期间病灶均有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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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胃重复畸形是罕见的先天性畸形,超声可以清楚显示胃重复畸形囊壁的特征性结构及与胃壁的

关系,且使用率高并有较高的准确率,可作为首选检查方式。无症状者需确保在出现临床症状或并发

症前进行手术切除。 
 
 
OR-0020 

腹腔大血管关系与右位心之间关系探讨 
 

吴明君,刘畅,付秀婷,郭丹阳,刘姿薇,吕秋晨,田野,朱艳,王伟东,董丽楠,方舒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01 

 
 
目的 通过腹腔剑下切面观察下腔静脉(IVC),腹主动脉(AO)和奇静脉(AV)的位置关系,探讨剑突下切

面腹腔大血管解剖关系与右位心的关系. 
方法 200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门诊住院患者 208950 例进行心动超声检查,检出 108 例右位心,
对右位心的腹腔大血管关系进行分型, I 型:IVC 消失,AV 扩张;II 型:AO 和 IVC 位于脊柱同侧;III
型:AO 和 IVC 反位;IV 型:正常关系,IVC 位于脊柱右侧,AO 位于脊柱左侧;均经多层螺旋 CT(MSCT)
或手术或尸解证实,就不同类型腹腔剑突下切面大血管关系和右位心及合并畸形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  
结果 在腹腔剑突下切面大血管关系中 I 型 8 例,其中多脾并左侧异构 7 例,均为右位心,II 型 31 例,其
中无脾 29 例,右侧异构 31 例,其中 18 例为不定位型右位心,III 型 56 例中,均为镜面右位心,其中 1 例

无脾左侧异构,有 28 例合并先天性血管畸形(CCVD), IV 型 10800 例,其中 14 例为右旋心。 
结论 先天性右位心是一种少见的心脏畸形,是指心脏大部分位于右侧胸腔内,心脏轴线指向右下侧,可
合并有或无心内畸形。由于其心脏方位､解剖结构及大血管空间关系形式多样,临床诊断较为困难。

超声容易识别腹腔大血管解剖关系, I 型及 II 型多合并心脾综合征,多合并复杂畸形, 常见的畸形依

次为:大动脉转位､右心双出口､单心室､室间隔缺损､肺动脉闭锁､肺静脉异位引流等,I 型常见于多脾

并左侧异构,II 型常见于无脾并右侧异构, III 型见于镜面右位心,IV 型可见于右旋心。当腹腔大血管解

剖关系异常,常提示小儿存在右位心及 CCVD,应作为小儿 CCVD 的常规检查切面,但腹腔大血管关

系正常时不能除外右旋心。 
 
 
OR-0021 

超声心动图对小儿右侧冠状动脉异常起源的于肺动脉的诊断价值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右侧冠状动脉异常起源的于肺动脉(ARCAPA)的超声心动图诊断特征,分析误诊的原因,旨
在提高超声诊断该病的准确率,为早期诊断与治疗提供重要的信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经多层螺旋 CT 或手术证实为 ARCAPA 的临床资料,将术前超声检查的声像图

表现与多层螺旋 CT 及手术结果对比分析,并总结该病的超声诊断要点。 
结果 3 例患儿中,2 例右侧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右侧壁,1 例右侧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前窦,其中

两例行手术矫治,1 例随访中。本组患儿超声心动图特征总结一下几点:①大动脉断轴切面显示左侧

冠状动脉明显扩张,2 例右侧冠状动脉显示欠清晰, 1 例初诊时由于部分容积伪像,误认为右冠从右冠

窦发出,实为走形于主动脉前方,与主动脉根部的声像图相重叠;②肺动脉长轴切面显示 2 例右冠状动

脉起源于肺动脉右侧壁,均紧邻肺动脉瓣环;③肺动脉根部断轴切面显示 1 例右侧冠状动脉从肺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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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窦发出;④左室长轴切面及旁四腔心切面彩色多普勒超声(CDFI)显示室间隔及心尖肌小梁部丰富

的五彩镶嵌血流信号相通;⑤左室断轴切面 CDFI 显示室间隔肌壁间双期蓝色的血流,其血流方向与

为左冠状动脉一侧支循环一右冠状动脉分流,与常见的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的侧枝循环血

流的方向相反;⑥多切面显示右冠状动脉逆向灌注入肺动脉的血流,多普勒超声可检出舒张期为主的

低速的双期血流信号。本组 1 例患儿,初筛时误诊为右侧冠状动脉-肺动脉瘘合并多发小梁肌部室间

隔缺损。 
结论 ARCAPA 临床较为罕见,由于多数可存活到成年,儿童期的诊断极容易误诊。扫查时发现室间隔

肌壁间出现异常的侧枝循环,需排除右室依赖的冠状动脉循环､多发肌部室间隔缺损､冠状动脉瘘等

畸形,通过测量侧枝循环的频谱进行鉴别,并及时探查左右冠状动脉,以排除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

脉的可能,当发现出现左侧冠动脉明显增粗,右侧冠状动脉在正常切面显示欠清晰时,应寻找肺动脉窦

或主肺动脉有无异常开口,并通过 CDFI 观察有无冠状动脉血流逆行灌注入肺动脉,则可明确诊断为

ARCAPA。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无创､可重复,能清楚显示冠状动脉起源及走形､血流情况,能够早

期诊断,有助于及时手术治疗,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OR-0022 

双胎输血综合征围生期脑损伤的影像学研究 
 

唐英,罗红,母得志,杨太珠,朱琦,杨盼,鲍珊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纳入双胎输血综合征(twin-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TTTS)孕妇,前瞻性连续观察 TTTS 胎儿

宫内及出生后颅脑影像学表现,以了解 TTTS 胎儿､存活新生儿脑损伤预测指标,脑损伤情况及程度,
制定合理监管策略。 
方法 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就诊诊断为 TTTS 的孕妇,于孕 34 周前分娩,并经产后胎盘检查证实

为 TTTS 的孕妇为研究对象。纳入人群于产前均接受双胎儿颅脑超声检查,生后 2 天内接受新生儿

颅脑超声检查。有异常或可疑病例行 MRI 检查。 
结果 共纳入 47 例 TTTS 孕妇,TTTS 诊断孕周 17-28 周,终止妊娠孕周 18-34 周。TTTS Quintero 分

期Ⅰ期 7 例(7/47,14.9%),Ⅱ期 9 例(9/47,19.1%),Ⅲ期 17 例(17/47,36.2%),Ⅳ期 8 例(8/47,17.0%),

Ⅴ期 6 例(6/47, 12.8%)。47 例 TTTS 孕妇,共 88 例胎儿,产前超声发现 19 个胎儿合并脑损伤

(19/88,21.59%),主要为颅内出血 II 级,其次为脑室旁白质软化(均合并颅内出血),其中受血儿 5 例,供
血儿 14 例。供血儿发生脑损伤较受血儿高(26.3% vs 73.6% p<0.05)。TTTS 脑损伤发生率在晚期

阶段(Ⅲ期､Ⅳ期､Ⅴ期)高于早期阶段(Ⅰ期､Ⅱ期)(23.6% vs 6%,p<0.05)。 

结论 TTTS 胎儿产前脑受损已出现,与早产共同造成脑损伤,以脑室出血､脑室白质软化为多见。对于

所有 TTTS 存活儿都应该进行产前规范的超声监测及生后及时的新生儿头颅超声筛查。 
 
 
OR-0023 

 高频超声检查对小儿便血性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刘百灵,张卉,卫晶丽,杨礼,王婷,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高频超声检查对小儿便血性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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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安市儿童医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86 名血便患儿的临床及超声影像资料,其中

男 104 例,女 82 例,年龄 1d~13 岁,平均年龄(5.56±2.19)岁,急性腹痛伴便血 117 名,腹部不适､腹胀伴

血便 30 名,单纯血便 39 名。患儿取仰卧位,重点观察回盲部､右上腹､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上静脉

走行,乙状结肠及直肠。 
结果 1.  超声提示:肠套叠 80 例,肠重复畸形 32 例,肠旋转不良 16 例,美克尔憩室 12 例,肠道息肉 12
例,肠道异物 3 例,漏误诊 41 例。超声诊断符合率为 82.79%(154/186),漏误诊率为

22.04%(41/186)。 
2.  肠套叠 80 例,超声声像图典型,表现为腹腔内混杂回声包块,横切呈“同心圆征”,纵切呈“套筒征”,超
声诊断符合率 100%。 
3.  肠重复畸形 35 例,超声诊断 32 例,包括十二指肠重复畸形 6 例,位于回盲部 14 例,小肠重复畸形

12 例,漏误诊 3 例。 
4.  肠旋转不良 23 例,超声漏诊 8 例,肠旋转不良具有特征性声像图表现,即肠系膜上静脉围绕肠系膜

上动脉呈顺时针旋转,侧动探头时有明显旋转感。伴发中肠扭转时动态扫查肠管呈“漩涡”征。 
5.  美克尔憩室 20 例,超声提示 10 例,4 例误诊,6 例漏诊。美克尔憩室声像图表现为脐周或右下腹厚

壁囊状或管状结构,形态相对固定,形状及大小不随肠道蠕动而改变。 
6.  肠息肉 22 例,超声提示 11 例,位于小肠内 1 例,回盲部 2 例,结肠内 4 例,乙状结肠及直肠内 4 例。

漏诊 11 例。肠道息肉声像图表现比较典型,即肠腔内实性低回声结节,可见细蒂与肠壁相连,息肉内

可见丰富血流信号呈放射状分布。 
7.  消化道异物 4 例,超声检出 3 例,其中枣核 1 例,溜溜球 1 例,笔帽 1 例,漏诊弹珠 1 例。 
结论 高频超声检查简单易行,对小儿便血性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  
 
 
OR-0024 

中国与美国 1-66 个月儿童发育状况调查及差异分析 
 

缪琼
1,柴臻

2,Jane Squires3,陈介宇
3,严菊花

4,陈静仪
5,朱锡翔

6,卞晓燕
7 

1.上海美华妇儿医院 
2.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 

3.美国俄勒冈大学特殊教育和临床科学部､早期干预研究所 
4.江苏省昆山市妇幼保健所 

5.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特殊教育部 
6.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保健技术指导科 

7.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儿童保健科 
 

 
目的 应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三版》(ASQ-3)评估中国与美国 1-66 个月常模儿童的发育,探讨

两国儿童的发育状况,分析差异并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方法 中国儿童的 ASQ-3 常模,家长在接受过培训的项目人员帮助下的书面收集。美国儿童的 ASQ-
3 常模的收集,包括书面及网络两种方式。对 ASQ-3 的中､美常模数据进行研究,比较两国儿童每个

ASQ-3 月龄组每个能区得分的平均值。采用 SAS 9.3 和 MS Excel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中国常模总样本为 4 452 人,每个月龄组的样本量为 218~227 例;美国常模总样本为 18 572 例,
每个月龄组的样本量为 352~2 088 例。ASQ-3 的沟通能区共有 11 个月龄组(55%)存在显著性差

异。在 10m 月龄组及以前都是美国儿童较中国儿童高,12-20m 月龄组互有高低,22-54m 月龄组中国

儿童较美国儿童高,60m 月龄组美国儿童较中国儿童高;粗大动作能区有 15 个月龄组(75%)存在显著

性差异,在 20m 月龄组及以前都是美国儿童较中国儿童高,22-30m 月龄组互有高低,33m 月龄组及之

后都是中国儿童较美国儿童高;精细动作能区有 14 个月龄组(70%)存在显著性差异,在 24m 月龄组

及以前是美国儿童较中国儿童高,之后互有高低,但仍以美国儿童较高为主。14 个有显著性差异的月

龄组中,仅 54m 月龄组是中国儿童较美国儿童高,其它都是美国儿童较中国儿童高;解决问题能区有

15 个月龄组(75%)存在显著性差异,除 54m 月龄组外,其他都是美国儿童较中国儿童高;个人-社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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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 17 个月龄组(85%)存在显著性差异,在 14m 月龄组及以前美国儿童较中国儿童高,16-36m 月龄

组互有高低,其中 5 个有显著性差异的月龄组都是美国儿童较中国儿童高。42m 月龄组之后都是中

国儿童较美国儿童高。 
结论 中国 0-3 岁儿童的综合发育的得分显著低于美国儿童,之后有逐渐赶上或超过的趋势。儿童早

期的发育落后对儿童可能造成长期的深远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OR-0025 

世居藏族 0-1 岁婴幼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致病危险因素相关

性研究 
 

杨晓东
1,冯祥

2,莫小联
2,应灏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西藏世居藏族 0-1 岁婴幼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hip,DDH)疾病检出率,研究相关危险因素,为西藏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早期病因学预防提供依据,降
低晚期 DDH 的发生率和致残率,提高藏区的人口质量。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西藏日喀则市不同海拔的 12 个县(乡)作为筛查区域。在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对以上区域的 940 名 0~12 月藏族婴幼儿进行 graft 髋关节超声检查方法,筛查采用

统一设计的流行病学调查表,由经过培训的专业医务人员进行临床髋关节超声筛查和数据记录。调

查内容包括居住地海拔､生产生活方式､产后包裹方式及时间等因素。调查中共发现 DDH 阳性病例

162 名(髋关节发育不良),其中男 52 例,女 110 例,男:女=1:2.1。年龄在 0~12 个月,平均 5.69±2.54
月。本研究所得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分析 DDH 发病情况与居

住地海拔､生产生活方式及婴幼儿双下肢捆绑包裹方式等因素的相关性。 
结果 西藏日喀则市藏族 0-1 岁婴幼儿 DDH 疾病检出率约 17.2%,女性多于男性,男女比为 1:2.2;单
侧高于双侧。DDH 发病率与居住地海拔 pe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阳性病例

均存在双下肢捆绑,绝大部分包裹时间超过 2 个月,χ2 检验分析显示 P<0.01,提示阳性率与双下肢捆

绑方式有统计学意义;与生产生活方式相关性分析,不同生产方式其中农业 538 例,阳性 87 例;手工业

181 例,阳性 28 例;牧业 221 例,阳性 47 例,卡方检验显示不同生产方式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本研究对所有抽查的 0-1 岁藏族婴幼儿进行了髋关节 B 超筛查,发现 DDH 阳性患儿检出率为

172‰,与国内外报道的新生儿筛查结果(1‰-190‰)相比,判断日喀则地区的 DDH 新生儿发病水平应

属于高发病水平,而且性别比略高于平均水平。调查中发现所有 DDH 阳性患儿均存在双下肢捆绑包

裹情况,且持续时间超过 2 个月,其原因与高海拔､低气温及长期游牧生活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加之高原农牧区群众健康保健意识的薄弱,使得错误的婴儿襁褓方式长期存在。引起 DDH 的因素较

为复杂,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在这些因索中哪些是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尚不明确,仍需

进一步研究。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受调查的日喀则地区医疗保健基础薄弱,随即抽样的样本数量以

及代表性不足,调查数据欠完整,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进行,完善 DDH 筛查的手段和覆盖面。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6 
 

OR-0026 

Childbirth and early newborn care practices in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a comparison with WHO 

recommendations 
 

Xu Tao 
National Cen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s Health, China CDC 100081 

 
 
Objective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in reducing deaths among children under 5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ever, newborn mortality remains as a challenge for 
further decreasing under 5 mortality. By 2015 the newborn mortality rate was 5.4 per 1000 live 
births, representing over half of all child deaths. In 2013 China collaborated with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Office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WPRO), along with seven other 
countries, to develop and adopt the Action Plan for Healthy Newborn Infan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2014–2020).  This plan outlines an approach for implementing and scaling up a 
package of evidence-based Early Essential Newborn Care (EENC) interventions that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o reduce newborn mortality from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causes – prematurity, 
birth asphyxia and sepsis. 
The Chines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China (NHFPC) is now 
prioritizing introduction of EENC, beginning with improving quality of hospital care in three early 
implementation provinces.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with senior hospital staff found that hospital 
newborn health protocols often vary considerably. As a part of the process of beginning 
implementation of Early Essential Newborn Care (EENC) in China, we sought to understand 
whether current policies are consistent with WHO recommended standards an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ir use. Data will inform policy changes needed to support the introduction of 
evidence-based childbirth and early newborn care practices effectively; and to inform further 
scale-up of EENC nationwide. 
Methods Ten randomly selected hospitals in 4 early introducing provinc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1) Health provider delivery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y delivery 
scenarios. Six staff (2 midwives, 2 obstetricians, 2 pediatricians) was selected randomly in each 
hospital to join a focus group discussion.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a delivery room or a 
room set up like a delivery room. Group interviews had two components.  First, the facilitator 
asked a midwife and obstetrician to demonstrate management of a routine normal delivery – 
dividing tasks according to the routine protocol - using a manikin, delivery kits and other delivery 
room supplies.  The facilitator observed and scored tasks performed using a standard EENC 
skills review method and checklist, with one participant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mother and the 
others conducting the delivery.  Core practices reviewed were based on WHO GRADE 
recommendations and included in the EENC clinical coaching approach. Second, facilitators 
conducted a focus group discussion which identified steps that were inconsistent with WHO 
recommendations and probed why staff used these practices, factors influencing practice, 
barriers to changing practices, and how compliance with standards was monitored. (2) At each 
hospital, current policies, protocols and guidelines related to childbirth and newborn care practice 
were collected and reviewed. Documents reviewed included both practice guidelines (e.g. clinical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and management procedures (e.g. frequency of reporting of data, 
accreditation mechanisms). If protocols referred to primary sources such as medical society 
recommendations, text books, or adapted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these were also reviewed. (3) 
A mail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3 childbirth and newborn experts from the four selected 
provinces. The mail survey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distributed and returned via e-mail. The 
questionnaire asked respondents to: compare WHO recommendations on key practices to 
current childbirth and newborn care practices, policies and recommendations; describe how 
adherence to protocols within hospitals is monitored; and for perceived barriers and challenges to 
implementing current guidelines. (4) All the data was compared with WHO EENC evidenc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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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to calculate the agreement rates. Barriers to introducing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were identified in focus groups 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and combined into common 
categories. 
Results (1) Comparison of hospital protocols and practices with WHO recommendations: Policies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WHO recommendations in 10/17 (59%) delivery and early newborn care 
practices. Delayed cord clamping was recommended by 30% of hospital protocols and prolonged 
skin-to-skin contact by 13%, neither were practiced in any case observations. KMC for stable pre-
term babies was required in 17% hospitals, no pre-term babies had KMC initiated, with all 
immediately separated from the mother and admitted to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Newborn 
resuscitation equipment is required within 2 metres of the delivery bed in 84% of hospital 
protocols, but was prepared in 40% of cases.  Immediate drying was required in 48% of hospital 
protocols, but was initiated in 20% of observed cases. (2) Barriers to improving hospital 
protocols: A number of potential barriers to introducing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were identified 
in focus groups 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There was no detailed nation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management of routine delivery, childbirth and the immediate newborn car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were often not consistent. The knowledge on textbooks and experiences from 
others were often outdated and harmful. In-service and pre-service trainings usually did not 
include sufficient instruction on quality EENC. New protocols used should have legal validity for 
medical disputes and malpractice cases. Adoption of new evidence-based guideline must 
therefore be initiated and approved by academic authorities or at the NHFPC level before 
hospitals can practice. New practices need to be supported by their evidence base to secure 
widespread support from staff. In addition,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beliefs is also need 
to be recognized, as they might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demand side.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obstetric and paediatric care complicates newborn care exists. This 
is common for tasks in which obstetrics or midwifery staff may not traditionally feel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including identifying whether a newborn is stable and able to be placed into 
immediate skin-to-skin contact; and immediate newborn bag and mask resuscitation for non-
breathing newborns.Changes in facility supports and organization of work are required to support 
revised practices. 
Conclusions China is now prioritizing newborn health care and working closed with various 
partners to develop national action plan and technical guideline. The current curriculum and 
materials hospitals are using is unaligned with WHO recommendations in some major 
interventions. Changs in academic authorities and national policies may make it easier and safer 
for hospital workers to practice new guidelines.Changes in facility supports and organization of 
work are also required to support revised practices. These include clos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staff present at delivery who may currently divide tasks between them, to ensure that new 
practices are understood and adopted by all. 
 
 
OR-0027 

Secular Trends in Growth and Nutritional Outcomes of 
Children under Five Years Old in Xiamen, China 

 
Chen Jing1,3,Chen Wei 2, Zeng Guozhang1,Li Guimei3 

1.Department of Child Health,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Xiamen 
2.Department of Safety and Securit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secular changes in growth and 
nutritional outcomes of Chinese urban children under five years old, in 2009, 2012, and 2015. 
Methods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s were used to select children under five years old in 
Xiamen, one of five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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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zones in China. Subjects (N = 71,229) under five years old (39,413 boys, 31,816 girls) 
were examined at three different times (22,576 in 2009, 24,816 in 2012, and 23,837 in 2015).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oys’ height and weight (p < 0.05) were found across the 
three time points; subjects in the 2015 sample were the heaviest and tallest, and they had the 
highest BMI (2009 < 2015;2012 < 2015). Among the girls, those in the 2015 sample were similar 
to the boys (2009 < 2012; 2012 < 2015). In general, similar patterns were observed when mean 
values were analyzed by age. 
An increasing trend was found in the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nd a decreasing 
trend for stunting, underweight, and wasting.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burden of childhood under and over-nutrition might 
constitute a public health concern in modern China. 
 
 
OR-0028 

双胎 SGA 和 AGA 生后前 3 月营养摄入 
和第 1 年内体格生长关系 

 
张萱,杨琴,程茜,胡燕,陈立,蒋志阳,刘晓,代英,钟元峰,张站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400014 
 

 
目的 探讨双胎中的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SGA)和适于胎龄儿(appropriate for 
gestational age, AGA)在生后前 3 月的营养摄入和生后第 1 年体格生长的关系。 
方法 收集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的 97 对双胎,
其中 SGA 66 人,AGA128 人。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出生时､3､6､9､12 月龄左右 5 个时间点的

体重(WAZ)､身长(LAZ)､头围(HCAZ)及身长的体重(WFLZ)Z 值(早产儿计算矫正年龄 Z 值)。按 3 月

龄左右喂养方式分母乳喂养､混合喂养(母乳+配方奶粉)､人工喂养 3 组。对能准确提供饮食摄入量

者计算每日能量总摄入量(Kcal/d)､每日每公斤体重能量摄入量(Kcal/Kg.d)。以 SGA 儿 1 岁左右

WAZ 变化值>0.67 为追赶组,<=0.67 为无追赶组。分析前 3 个月喂养方式､能量摄入与 1 岁内体格

生长及 SGA 追赶生长的关系。 
结果 1)双胎中的 SGA 和 AGA 在前 3 月喂养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两组前 3 月纯母乳喂养率均

很低(8.3% vs. 4.5%)。2)双胎中的 SGA 儿在 3 月龄左右每日摄入的总能量较 AGA 儿少,但每公斤

体重摄入能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SGA 与 AGA 儿体格生长的差异(结果待发表)与能量摄入可能

无明显关系。3)SGA 追赶组 37 人,无追赶组 15 人,两组前 3 月每日总能量摄入量和每公斤体重能量

摄入量无明显差异。4)按喂养方式分 3 组比较发现,三组出生时 WAZ､LAZ､HCAZ 和 WFLZ 无明显

差异,纯母乳喂养儿 WAZ 在生后 1 年内较人工喂养儿低,体重增加较人工和混合喂养儿慢。但三组

儿童在生后 1 岁左右体重增加速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纯母乳喂养儿生后 1 年内身长水平小于人工

喂养,在 6 月龄左右身长变化值小于人工和混合喂养儿,但 1 岁左右三组的身长变化值无明显差异。

三组在 6 月龄-1 岁左右的头围生长无明显差异,在各时间点 WFLZ 及其变化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
示生后前 3 个月的喂养方式与体型匀称度的变化无明显关系。 
结论 本调查的双胎中的 SGA 和 AGA 前 3 月纯母乳喂养率均很低,前 3 月龄喂养方式无明显差

异,SGA 与 AGA 体格生长的差异及 SGA 生后第 1 年的追赶生长与前 3 个月的能量摄入可能无明显

关系。前 3 个月母乳喂养儿在第 1 年内体重､身长水平较人工喂养儿低,但 1 岁左右三种喂养方式儿

童体重､身长的增长速度无明显差异。三组在 6 月龄-1 岁左右的头围生长无明显差异,生后前 3 月喂

养方式与 1 岁内体型匀称度的变化无明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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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29 

肥胖儿童青少年静息能量消耗与代谢异常的关系研究 
 

王冉,青丽,黄荣,李荣,彭璐婷,刘倩琦,李晓南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观察肥胖儿童青少年不同发育期静息能量消耗水平以及与肥胖合并症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本院儿童保健科就诊的年龄在 7-15 周岁的肥胖儿童和青少

年,测量其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及 Tanner 青春分期;应用间接测热法测定静息能量消耗(REE);

应用生物电阻抗法测身高､体质量(WT)､体脂质量(FM)､去脂体质量(FFM)等体成分;测量血压;同时检

测空腹血糖(FBG)､胰岛素(FBI)､血脂､尿酸(UA);并进行肝脏 B 超检查。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肥胖儿童青少年 196 例(男 143 例,女 53 例),平均年龄 10.1±1.6 岁, REE 平均水

平为 1497.2±312.1kcal.d,相关分析显示 REE 与年龄､WT､BMI､FM､FM%､FFM 均呈显著正相关,与

FFM%呈显著负相关;逐步回归显示年龄､WT 与 REE 显著正相关(REE(kcal/d)=899.469-32.098*年
龄(y)+16.143*体重(kg),p<0.001)。进一步,在校正体重影响,以 REE/WT 的形式表示静息能量消耗,
肥胖儿童青少年 REE/WT 随着青春发育逐渐下降(p<0.001),进入青春期后肥胖男童 REE/WT 显著

低于女童(24.3±4.7kcal/kg.d vs 27.0±5.7kcal/kg.d, p<0.05)。肥胖合并胰岛素抵抗或高血压者

REE/WT 明显低于无并发症者,在调整年龄后,这种差异依然存在(p<0.01)。肥胖合并高尿酸､高血脂

和脂肪肝与单纯肥胖者 REE 无显著差异。 
结论 肥胖儿童青少年静息能量消耗水平的下降与青春发育期､肥胖合并胰岛素抵抗及高血压相关。

明确肥胖儿童能代谢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体化膳食指导方案,避免能量不足或过多,对青春期肥胖

儿童的正常生长和肥胖控制尤为重要。 
 
 
OR-0030 

Postnatal Growth in Relation to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β-
Cell Function in Normal Birth Weight Infants 

 
Zhang Danli1,Du Qinwen1,Djemli Anissa2,Julien Pierre3,Fraser William4,Luo Zhongcheng1 

1.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University of Montreal 

3.CHU-Quebec Laval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4.University of Sherbrooke 

 
 
Objective Postnatal accelerated growth may affect metabolic health, but data are scarce 
concerning its early life metabolic health effects in normal birth weight infants.  To assess whether 
postnatal accelerated or decelerated growth are associated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and β-cell 
function in normal birth weight infants at age 1-y. 
Methods In a prospective singleton birth cohort, we studied 203 term infants with birth 
weight >2500 g, and with cord blood and infant fasting blood (at 12 months) for biomarker 
measurements. Accelerated growth (DZ score>0.5) in weight or length between 0-3 and 3-12 
months of age.Homeostasis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β-cell function (HOMA-
β), fasting proinsulin-to-insulin ratio and skinfold thickness (triceps + subscapular) in infants at 1-
year of age. 
Results Adjusting for maternal and infant characteristics, Accelerated growth in weight during 0-3 
months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HOMA-β (p=0.01), but during 3-12 months with higher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0 
 

HOMA-IR (p=0.03) at 1-y. Decelerated growth in length during 0-3 months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HOMA-β (p=0.049).- 
Conclusions Accelerated growth during early postnatal life may be beneficial for β-cell function, 
but during late postnatal life harmful for insulin sensitivity. 
 
 
OR-0031 

Effects of Different Standards on Infant Overweight 
Tendency in Urban Shanghai:A Cluster-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ng Junli1,Ma Jingqiu1,Xu Mingyu1,Li Feng1,Ren Fang1,Guo Yanfei2,Sheng Xiaoyang1 
1.Xin Hua Hospital Aff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cine 

2.Shanghai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Objective The obese children in Shanghai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WHO 2006 Child Growth 
Standard is based on data from international optimally nourished breastfed infants from birth to 
age 5 years. Shanghai growth standard is higher than WHO growth standard,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feeding practice of caregiver and enhances the infant overweight risk.We want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standards how affect the growth of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WHO child 
growth standard is suitable for the monitoring of the physical growth of children in Shanghai City,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reasonable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the growth of 
children in Shanghai in future. 
Methods 19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continued to evaluate by reference value of 2005 edition of Shanghai children(S-group), and 
another group used the 2006 WHO 0-5 year old children growth standards(W-group). Length and 
weight measurements were taken at age 1, 2, 4, 6, 9 and 12 month (n=15019). In two groups, 
children were compared in the terms of weight for age z score (WAZ), length for age z score 
(LAZ), and weight for length z score (WLZ) of 2006 WHO standards. Changes from baseline in 
WAZ, LAZ and WLZ were analyzed using a mixed model for repeated measures in terms of 
group, age (month), and group-by-age interaction as fixed factors. 
Results There were 15091 infants according study including criteria across 19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provided valid data at birth weight and follow-up. 6509 infants (52.08% boys) 
were in W-group and 8510 children (51.40% boys) were in S-group. The variation tendencies of 
WLZ from birth to 12 months in W-group children were significantly below those in S-group 
children (F =3.13, P=0.0045). Compared with infants in S-group, the children in W-group had a 
tendency to lower overweight ratio with the growth of age month. 
Conclusions Compared to Shanghai children growth standard, adoption of the WHO 2006 
Growth Charts would set a markedly lower standard of weight gain beyond the age of 12 months 
for Shanghai urban infants and could support efforts to avoid future childhood obesity. 
 
 
OR-0032 

Williams 综合征儿童三维人脸识别的研究 
 

季钗,林升梁,姚丹,陈维军,赵正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0225733 

 
 
目的 用三维成像系统分析我国 Williams 综合征(WS)儿童的颜面部发育特点,把 WS 儿童的特殊面容

用客观数据描述,为临床早期筛查诊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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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经 FISH､MPLA 或 CMA 基因检测确诊的 WS 儿童 52 例 WS 儿童(男 25 例,女 27 例,年龄

5.78±3.83 岁),测量身长(身高)和体重。经知情同意使用美国 3DMD 公司生产的三维人脸成像系统

(3dMDFace system)收集脸部数据,同时按 1:4 匹配正常儿童 208 例,男 100 例,女 108 例,年龄

5.73±3.74 岁,包括:两眼内宽､两眼外眦宽､鼻高､鼻宽､鼻长､口裂宽､形态面高､上面深､中脸深､下脸

深､两耳屏间宽､耳长､耳宽､鼻尖角､容貌上面指数､鼻高宽指数､鼻宽深指数､形态耳指数和颅面变异

指数共 19 个指标,进行不同性别间､不同年龄间及与正常组间的比较。 

结果 1､WS 儿童颜面部发育的性别间比较:耳长､耳宽值男孩组明显大于女孩组(P<0.05),余指标两组

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2､WS 儿童组与正常对照组的比较:两眼外宽､鼻高､鼻宽､鼻长､鼻尖角､耳长､耳宽､两耳屏间宽､上面

深､中脸深､下脸深均比正常对照组小(P<0.05),容貌上面指数比对照组大(P<0.001),余指标和对照组

无差异(P>0.05)。 
3､3 岁以下 WS 儿童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两眼内宽､两眼外宽､鼻高､鼻长､鼻尖角都､耳长､耳宽､两

耳屏间宽､形态面高､上面深､中脸深､下脸深均明显小于对照组(P<0.05)。 

4､学龄前期(3~5 岁)WS 儿童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两眼外宽､鼻长､鼻尖角､两耳屏间宽､耳宽､形态

耳指数､上面深､中脸深､下脸深均比正常对照组小(P<0.05),容貌上面指数比正常对照组大

(P=0.002)。 
5､6 岁以上 WS 儿童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两眼外宽､鼻宽､两耳屏间宽､耳宽､耳长､上面深､中脸深､
下脸深均比正常对照组小(P<0.05),容貌上面指数比正常对照组大(P<0.001)。 
6､颅面变异指数(CVI):WS 组的颅面变异指数(1.25±0.38)比正常对照组(0.83±0.37)大,统计学有明显

差异(P<0.001),WS 组内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三维人脸成像技术分析发现 WS 儿童脸部变异大,尤其在眼裂､鼻子､耳朵､脸型等方面与正常儿

童有明显的差异,不同的年龄段有不一样的发育特点,这为临床诊断该疾病提供了特异性高､可辨认的

､客观的脸部特征数据依据。 
 
 
OR-0033 

834 例早产儿 1 岁内生长发育的临床研究 
 

邓莹,母得志,杨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随访早产儿生后第一年的体格生长和精神运动发育的情况,了解早产儿的生长模式,为更为有效

的对早产儿进行规范管理提供数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华西妇产儿童儿童保健科定期随访满 1 年的早产儿

(出生胎龄<37 周)资料,排除标准:有外科手术史,或合并先天性畸形､遗传代谢性疾病。体格测量半岁

以内每月一次,半岁后每 2 个月一次,在 6 月龄和 12 月龄采末梢血查血常规,在 12 月龄进行发育筛查

(DST)。营养指导包括:母乳强化剂､早产儿配方奶､补充铁剂和 VitD 等。体格评价采用 Z 评价法,参
考标准为 2006 年 WHO 0-2 岁儿童体格值。 
结果 在不同的随访时间段,VLBW 早产儿组的体重､身长､头围的 Z 值低于 LBW 组和 NBW 组

(p<0.05);SGA 组低于 AGA 组(p<0.05)。在矫正年龄 3 月,早产儿的体重､身长､头围追赶生长的发生

率 高,分别为 25.6%,23.9%,10.3%。VLBW 组在矫正年龄 3 月,身长和头围的追赶生长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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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和 20%,高于 LBW 和 NBW 组(p<0.05);在矫正年龄 3 月,6 月,SGA 组的体重､身长､头围的追

赶生长率高于 AGA 组(p<0.05)。在矫正年龄 40 周,1-4 月,6 月,10 月,VLBW 早产儿低体重､生长迟

缓的发生率高于 LBW 和 NBW 早产儿(p<0.05)。自矫正年龄 40 周,SGA 早产儿低体重,生长迟缓,消
瘦的发生率高于 AGA 早产儿(p<0.05)。SGA 和 VLBW 是早产儿生后第一年生长落后的危险因素

(OR=6.081,95%CI:2.855,12.949,p<0.0001;OR=10.533,95%CI:2.278,48.884,p=0.003)。末梢血常

规结果示:在矫正 4~6 月龄,有 6.8%(37/546)的早产儿发生了贫血,其中轻度贫血 12 例(2.2%),中度贫

血 25 例(4.6%)。在矫正 9~12 月龄,有 7.8%(38/485)的早产儿发生了贫血,其中轻度贫血 33 例

(6.8%),中度贫血 5 例(1%)。发育筛查结果示:发育商(DQ)异常 80 例(10.1%),可疑 331 例(41.7%),正
常 383 例(48.2% )。男性早产儿(OR=2.219,95%CI:1.226,4.016,p<0.05)､极早早产儿

(OR=2.757,95%CI:1.092,6.958,p<0.05)和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

(OR=3.732,95%CI:1.278,10.895,p<0.05)是神经运动发育异常的危险因素。 
结论 早产儿在生后第一年可出现明显的追赶生长。SGA 早产儿和 VLBW 早产儿的追赶生长率

高。VLBW 和 SGA 是生长落后的危险因素。营养干预可降低早产儿贫血的发生率。VLBW 早产儿､
极早早产儿和男性早产儿是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的高危人群。积极进行营养的强化和科学的干预对于

保证早产儿的健康,特别是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和小于胎龄早产儿尤为重要。 
 
 
OR-0034 

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现状分析 
 

刘喜红
1,韩树萍

2,韦秋芬
3,叶秀桢

4,郑凤英
5 

1.广州市儿童医院 
2.南京妇幼保健院 

3.广西区妇幼保健院 
4.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5.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目的 对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状况进行阶段性总结与分析。 
方法 对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大陆地区共 14 家人乳库的建库日期､捐奶情况､捐赠者特

征以及捐赠人乳的临床应用等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与描述。 

结果 自 2013—2016 年全国大陆地区陆续建立了 14 家人乳库,人乳库数目､捐奶量､捐奶人数以及捐

奶次数逐年增加,但每家人乳库的运行状况差异很大。其中 1 家人乳库刚成立,尚无相关数据,6 家可

接收家中冻奶,其余 7 家只现场收集捐赠人乳。捐奶人数共 3 121 名,1 404 名捐赠者捐奶次数少于 3
次(占 45.0%),年龄 25~35 岁者 2 553 名(81.8%),足月分娩者 2 828 名(90.6%),满月后开始捐奶者 2 
409 名(77.2%);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 1 798 名(占 57.6%);1 891 名有本科或以上受教育程度

(60.6%)。各人乳库间临床用奶总量､受捐患儿总数､人均用奶量等差异较大。 

结论 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发展速度快,但捐奶人数､次数､捐奶量有待提高,目前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

要;人乳库的规范管理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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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35 

不同发育时期 VA 营养水平对大鼠结肠粘膜菌群构成的影响 
 

刘舒,肖露,高媛,杨亭,陈保林,李廷玉,陈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生长发育不同时期维生素 A(VA)营养水平对大鼠结肠粘膜微生物群落构成的影响。 
方法 分别构建从生命早期开始持续性 VA 缺乏､断乳后 VA 缺乏以及生命早期(孕期及哺乳期)VA 缺

乏的大鼠模型。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怀孕前､孕晚期､哺乳期 0､7､14 和 21 天母鼠血清,及生后 0､7､14
和 21 天仔鼠血清视黄醇水平。Illumina Miseq 测序系统检测分析生后 6w 子代大鼠结肠粘膜中微生

物群落构成变化。 
结果 (1)生命早期开始持续 VA 缺乏(MVAD-PVAD)､断乳后 VA 缺乏(MVAN-PVAD)及生命早期 VA
缺乏(MVAD-PVAN)子代大鼠的血清视黄醇水平均显著低于其对照组(MVAN-PVAN),各组模型构建

成功。(2)不同时期 VA 缺乏子代结肠粘膜菌群的 Alpha 多样性分析结果与其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性

差异,PCA 及 PLS-DA 分析发现三种不同时期 VA 缺乏模型的子代结肠粘膜菌群样本与其对照组均

有一定程度的聚集趋势。MVAD-PVAD 组中菌群丰度较对照组升高的菌属有 4 个(苍白杆菌属､嗜冷

杆菌属､Diaphorobacter､Paraprevotella),降低的菌属有 8 个(拟杆菌属､考克氏菌属､涅斯捷连科氏

菌属等);MVAN-PVAD 组与对照组相比丰度升高的菌属有 6 个(葡萄球菌属､盐水球菌属､溶杆菌属､

四球虫菌属等),降低的菌属有 9 个(双歧杆菌属､克雷伯氏菌属､涅斯捷连科氏菌属等);而 MVAD-

PVAN 组与对照组相比丰度升高的菌属有 4 个(厌氧菌属､厌氧原体属､苍白杆菌属､Paraprevotella),

降低的菌属有 17 个(Nesterenkonia ､Halomonas､Chlamydia 等)。(3)在断乳后 VA 缺乏子代结肠粘

膜菌群中,在 VA>1.05mmol/L 的正常情况下,Klebsiella 与血清视黄醇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0.05),当
VA<0.7 mmol/L 的缺乏情况下 Staphylococcus 与血清视黄醇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生命

早期 VA 缺乏的子代结肠粘膜菌群中,VA 正常情况下有 7 个菌属(Halomonas､Chlamydia､

Cenchrus_americanus､Listeria､Aliihoeflea､Kocuria､Sutterella)与血清视黄醇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P<0.05),只有 Quinella 呈明显正相关(P<0.05)。 
结论 生命早期开始持续性 VA 缺乏､断乳后 VA 缺乏及生命早期(孕期和哺乳期)VA 缺乏均可导致子

代结肠粘膜中微生物群落构成发生改变,尤其以生命早期(孕期和哺乳期)VA 缺乏影响 为严重。 
 
 
OR-0036 

Changes of vitamin D level in school-aged children with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Sun Xiaohuan,Zou Runmei,Luo Xuemei,Liu Jihong,Li Fang,Liu Ping,Li Jieming,Wang Cheng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Objective To explore changes of vitamin D level in school-aged children with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OHT). 
Methods There were 19 cases of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OHT confirmed diagnosis by head-up 
tilt table test(HUTT)in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Cardiovasology,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from Oct. 2014 to Feb. 2017. Their ages 
were from 7 to 14 years old (OHT group). Matching 19 healthy children aged 8 to 14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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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had a healthy examination of child care in the hospital in the same period as a control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tested for serum 25-(OH) D. 
Results (1)The OHT group w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Ag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wo groups(t=0.559,P>0.05). But vitamin D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OHT group than control group [39.62±10.65(nmol/L)vs 64.83±10.28(nmol/L),t=-7.422, P<0.01]. 
(2)Multifact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establishment of gradual regression equation: Vitamin D 
level in OHT group with age, sex (male 1 and female 0), height, body mass, systolic pressur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id not see obvious correlation (r = 0.254, 0.047, 0.254, 0.047, 0.191, 
0.184, P > 0.05). With vitamin D level as dependent variable, age, gender (male 1 and female 0), 
height, body mass, systolic pressur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not fitting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equation to predict vitamin D level. 
Conclusions Lower level of vitamin D may be one of the mechanisms for the onset of the school-
age children with OHT. 
 
 
OR-0037 

早产儿气质与行为发育相关性的研究 
 

张茜,边旸,李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气质是婴儿个性以及心理特征 直接的表达方式,也是其发展的基础[1],由于其对发育的适应性,
言语,运动,个人社会等方面均产生较大的影响,故在婴幼儿发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2]。早产在当今社

会群体中的发生率越来越高,早产儿的发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婴儿气质的研究鲜少在早产儿中

进行。本研究旨在探讨早产儿的气质与行为发育的相关性,为早产儿的早期综合发展提供个性化的

指导方案。 
方法 对在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0 月出生曾经在 NICU 病房经过入院治疗的早产儿进行随访。

纳入标准:孕周<37 周,口头知情同意愿意在 XXXX 院参与此项研究。排除标准:排除患有严重影响生

长发育疾病及代谢性疾病。早产儿矫正年龄为 6 个月时随机收集 88 名早产婴儿(43 男;45 女)进行

随访,12 个月时对其中 50 名婴儿(24 男,26 女)进行回访。要求家长分别在纠正月龄为 6 个月以及 12
个月时,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对婴儿采用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进行发育评估,并在婴儿 6 个月时候

填写了 Carey 婴儿气质问卷。 
结果 采用 SPSS 19.0 进行数据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早产儿的 6 个月与 12 个月的发育水

平没有显著相关性。(2)早产儿气质中的趋避性､适应性､注意分散维度与婴儿 6 个月发育水平有显

著的相关性。其中趋避性维度与 6 个月婴儿的适应性､精细运动和个人社会能力有显著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r1=-0.225*;r2=-0.229*;r3=-0.427**;注意分散维度与 6 个月的精细运动能区呈显著的负相

关,r=-0.227*;适应性维度与婴儿 6 个月的粗大运动维度呈显著的相关,r=0.237*;(3)气质评估中的各

个维度与 12 个月婴儿的发育水平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 (1)早产儿的早期发育是不稳定的,这个和之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3]。(2)早产儿气质的各个维

度对不同阶段的发育水平有不同的影响。其中,适应性､注意分散与趋避性维度对 6 个月婴儿的适应

性､精细运动和个人社会能力有影响,但气质中的各个维度对 12 个月的婴儿发育均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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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38 

中国城市 2 岁以下婴幼儿喂养现状及 30 年变化趋势 
 

武华红,李辉,张亚钦,宗心南,于洋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分析 2015 年中国城市 0~2 岁婴幼儿的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的现状,比较中国 30 年来婴幼儿的

喂养状况及变化趋势。 
方法 数据来自 1985､1995､2005 及 2015 年实施的“中国九市 7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四次调查

的选点在相同地区,采用自制问卷对 2 岁以下婴幼儿的日常生活主要照看人进行面对面询问,以相同

的指标对四次调查的母乳喂养及辅食添加状况进行评价。2015 年的现状调查中增加了婴幼儿营养

素补充剂的摄入情况。 
结果 1.喂养现状 婴幼儿母乳喂养率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前 6 个月纯母乳喂养率(含几乎纯母乳喂养)
约 50%,6 月龄后降至 20%以下,而混合喂养率升高至约 50%,10 月龄后人工喂养率升至 50%以

上,18 个月后人工喂养率达 90%以上,城郊无显著差异,平均断奶年龄为 9.3 月。婴幼儿辅食添加

早的为米粉和果汁类,平均添加年龄为 5.1 月和 5.4 月,面食和蔬菜平均添加年龄为 7.8 和 6.7 月,蛋
类为 6 月,鱼､肉类为 8.7 和 8.2 月,豆类添加 晚为 12.4 月。中国 2 岁以下婴幼儿 常使用的营养

素补充剂为维生素 D､维生素 A 和钙,不同年龄段补充率不同,维生素 D 约 55-80%,维生素 A 约 30-
60%,钙补充率约 40%。 
2.变化趋势  (1)乳类喂养 1985 至 2005 年的二十年间,城区纯母乳喂养率(32~36%)及喂养持续时间

变化不明显,郊区变化显著:6 月以下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由 60.2%降至 42.5%;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缩

短,1 岁时持续母乳喂养率由 86%降至 45.9%,2 岁持续母乳喂养率由 27.2%降至 5.7%。但 2005 至

2015 的十年,郊区母乳喂养率变化不明显(42.5%升至 48.4%),城区变化显著:纯母乳喂养率由 32.8%
升至 48.8%,,主要体现在 3-6 月龄纯母乳喂养率的提高;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延长,1 岁持续母乳喂养率

由 34.9%升至 50%,2 岁持续母乳喂养率由 2.4%升至 7.9%。(2) 辅食添加 1985 至 2015 的 30 年,6
月龄以下婴儿的辅食添加率呈下降趋势,尤其是近十年下降明显,蛋类和水果类添加率均降至 10%以

下,鱼肉､豆制品类降至 1%以下;辅食的平均添加年龄在前二十年有减小趋势,近十年均提高至接近 6
月龄或 6 月龄以上。 
结论 婴幼儿喂养方式存在明显的年代变化趋势,前二十年随着经济发展､食品结构和就业模式等的改

变,纯母乳喂养率降低､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缩短,辅食添加年龄提前;近十年则因婴幼儿喂养策略的推

广和整个社会对母乳喂养认知的提高,母乳喂养率提高,纯母乳喂养率接近 50%,喂养时间延长,辅食

添加更加合理。中国城市 0~2 岁婴幼儿科学喂养现状已超越多数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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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39 

Maternal circulating PlGF levels,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β-
cell function in infants born small-for-gestational-age 

 
he hua1,Nuyt Anne Monique 2,Djemli Anissa2,Audibert Francois 2,Wei Shu-Qin 2,Julien Pierre 3,Fraser William 

4,Luo Zhong-Cheng1,2 
1.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2.University of Montreal, Sainte-Justine Hospital Research Center, Montreal, Canada 

3.Laval University Hospital Research Center, Quebec City, Canada 
4.University of Sherbrooke, Hospital Research Center, Sherbrooke, Canada 

 
 
Objective Small-for-gestational-age (SGA) infants are at increased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in 
adulthood. There is a lack of biomarkers for phenotyping SGA infants regarding future metabolic 
health. We assessed whether maternal circulating placenta growth factor (PlGF), an indicator of 
placental function, is predictive of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β-cell function in SGA infants. 
Methods In a large prospective pregnancy cohort, we studied 162 SGA (birth weight <10th 
percentile) and 161 randomly selected AGA (appropriate-for-gestational-age, 25th-75th 
percentiles) singleton infants matched by gestational age, maternal ethnicity and smoking status. 
The primary outcomes were homeostasis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and β-cell 
function (HOMA-β) in infants at 2-y.  
Results Maternal plasma PlGF concentrations at 32-35 weeks'gestation were substantially lower 
in SGA versus AGA infants (median, 444.1 vs. 825.6 pg/ml, P<0.0001). Maternal PlGF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cord plasma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 (r=0.29, p<0.0001), and 
tended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HOMA-β at 2-y (r=0.16, p=0.08). Adjusting for pregnancy, 
delivery and infant characteristics, each log unit increase in maternal plasma PlGF concentr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 13.0% increase in HOMA-β at 2-y (P=0.038). SGA newborns with low 
maternal PlGF levels (<25th percentile) tended to have lower HOMA-β (adjusted P=0.058) than 
AGA infants at birth, bu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HOMA-IR and HOMA-β at 2-y. 
Conclusions Higher maternal circulating PlGF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better β-cell function 
in infants at 2-y. However, maternal PlGF is not sufficient for phenotyping SGA infants in terms of 
metabolic health status at 2-y. 
 
 
OR-0040 

苏州城区婴幼儿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及危险因素研究 
 

孟玉梅
1,武庆斌

2,宋媛
1 

1.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苏州城区婴幼儿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Hp )感染状况,并分析研究婴幼儿 Hp 感

染的危险因素,为儿童 Hp 感染的预防提供积极有效的措施,降低儿童 Hp 的感染率 
方法 从苏州市立医院儿童保健科进行常规健康体检的婴幼儿中随机抽取 441 名婴幼儿作为本次课

题的研究对象,采用幽门螺杆菌唾液检测盒及粪便幽门螺旋杆菌抗原检测方法检测口腔 Hp 定植和胃

Hp 感染。危险因素分析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并利用统计学方法对分析 
结果 441 名婴幼儿 HPS 检测阳性者 212 例(48.1%),0~6 月､6 月~1 岁､1 岁~2 岁､2 岁~3 岁 HPS 的

阳性率分别为 27.6%､56.1%､56.7%､63.5%,感染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其中 42 天婴儿共 53
例,Hp 口腔阳性率为 26.4%(14/53)。抽取 98 名 HPS 阳性婴幼儿进行粪便 HpSA 检测,阳性率为

14.3%(14/98)。Hp 感染的单因素分析结果:家庭居住人数 4 人以上,辅食添加,年龄,孩子的个人卫生

如爱啃手指等､不勤洗手､外出就餐等,照养人的带养方式如喂奶前不洗手､奶瓶消毒､喂食前咀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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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断食物､换尿不湿后不洗手等,照养人的个人习惯如饭前不洗手,父母及家庭成员胃病史,是婴幼儿

Hp 感染的高危因素。将以上述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相关联因素为基础进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

析,孩子饭前便后洗手､照养人饭前洗手､照养人换尿不湿后洗手是婴幼儿 Hp 感染的保护因素。父亲

胃病史和孩子爱啃手是婴幼儿 Hp 感染的危险因素。45 例 HPS 阳性婴幼儿经过三个月的口腔卫生

干预及照养人带养方式的改变,HPS 转阴 10 例(22.2%) 
结论  1. 苏州城区婴幼儿口腔 Hp 检出率高, Hp 感染与辅食添加和年龄相关,辅食添加后感染率显著

增加, 之后随年龄增长感染率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2. 42 天婴儿检测出 Hp 感染。提示,预防婴幼儿

Hp 感染的年龄应在新生儿阶段。3. 口腔中 Hp 定植率显著高于胃 Hp 感染率,可能是口腔 Hp 定植或

感染是儿童获得感染的早期途径。4. Hp 感染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家庭人口数多,婴幼儿不良卫生习

惯(如爱啃手指,等),照养人不良的带养习惯(如接触孩子奶瓶或食物试温度等),照养人不良的卫生习惯,
照养人及同进餐人有胃病史等可能为婴幼儿 Hp 感染的高危因素。5. 婴幼儿的 Hp 感染主要通过口-
口和粪-口途径传播。6. 良好的口腔卫生条件不利于 Hp 的定植,家长应重视婴幼儿的口腔护理。7. 
实行家庭分餐制或应用公筷,注意手卫生(母乳喂养前和准备食物前应洗手),教育小儿从小养成良好

的饮食卫生习惯,改善家庭生活水平,对预防感染有重要意义 
 
 
OR-0041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现状及趋势 
 

米杰,闫银坤,董虹孛,代表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CCACH)合作组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2010 年美国心脏病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提出心血管健康(cardiovascular 
health,CVH)的评估体系,用于预测一个国家､地区､社区的人群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该体系包括 4
个行为指标及 3 个健康指标,本研究采用该定义,描述中国 6-18 岁儿童青少年的心血管健康现状及北

京地区 CVH 的 10 年变化趋势。 
方法 数据来源于两部分 1)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China Child and Adolescent 
Cardiovascular Health, CCACH)研究,于 2013-2014 年在选取中国 7 个城市作为调查点,采取分层整

群抽样,共纳入 10, 818 名 6-18 岁儿童青少年。2) 2004 年“北京代谢综合征研究” 3,528 名 6~18 岁

学龄儿童。按照 AHA 标准,将评价心血管健康的 7 个因素(吸烟､BMI､膳食､体力活动､血压､血糖及

总胆固醇),每个因素分为差､中､理想三个水平,理想心血管健康为 7 个因素同时处于理想水平。 
结果 在所有评价心血管健康的 7 个因素中,中国儿童青少年不吸烟的比例 高,男性为 93.6%,女性

96.7%;身体活动及健康膳食评分达到理想水平的比例 小,男性中分别为 9.1%和 5.6%, 女性中分别

为 18.8%及 19.3%。理想 BMI 及理想血压的比例女童中分别为 79.8%及 73.1%,高于男童的 65.6%
及 66.2%。仅有 0.4%的男童及 0.6%的女童 7 个因素同时达到理想水平。理想心血管健康水平在儿

童中的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不同年龄､性别的理想心血管健康的比例在不同地区间差异不

大。行为因素评分与理想血压水平､理想血糖水平及理想总胆固醇的发生呈负相关。北京儿童心血

管健康水平有所下降,满足 5 个理想状态的比例从 2004 年的 20.8%(95% CI:19.4% - 22.22%)年下

降至 2014 年的 12.7%(95% CI,10.7% - 14.7%)。近十年间,儿童吸烟､体重指数､不良饮食､高胆固

醇､高血压和高血压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而体力活动量却有所改善。 
结论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的水平较低,尤其是身体活动及膳食评分,且北京儿童心血管健康水

平在过去的十年间呈下降趋势。应采取针对个人及群体的综合措施保护和促进中国儿童心血管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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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42 

中国 3-17 岁儿童青少年骨密度参照标准 
 

刘军廷,米杰,代表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CCACH)合作组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骨骼是构成人体的支架,是维护儿童青少年正常生长发育的基础。人体骨量在 30 岁左右达到峰

值,骨峰值的 90%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研究证明,峰值骨量决定了中老年的骨量丢失和发生骨质疏松

的风险。正确评价儿童的骨量和骨密度对于评价正常儿童的生长发育,发现偏移,发现运动不足及营

养相关导致的骨量不足以及继发性(原发病引起和药物引起)骨质疏松具有重要意义。亟待建立中国

儿童的骨矿(Bone mineral contents,BMC)和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参照标准。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东北(吉林)､华北(北京､天津)､华东(山东､上海)､西南(重庆)､西
北(宁夏)全国 5 大行政区划 7 大省会城市经知情同意抽取 11 057 名 3-17 岁儿童青少年;其中,排除

有慢性病史者(109 人)､过度肥胖/消瘦(130 人); 终纳入研究人群 10 818 人,其中男童 5509 人(占
50.9%)。采用双能 X 线(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骨密度仪(Hologic,Discovery),由
经过国际临床骨密度测量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linical Densitometry,ISCD)认证的操作人

员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并通过质控后,对受检儿童的全身及各部位的骨矿量及骨密度进行检测分

析。采用 LMS 曲线平滑技术,分别对性别､年龄别去头骨矿量(Total body less head BMC,TBLH 

BMC)和骨密度(TBLH BMD),及性别､身高别 TBLH BMC 和 TBLH BMD 指标进行平滑,得出中国儿

童青少年的 BMC\BMD 生长发育的参照标准。本研究产生的性别､年龄别\身高别骨矿发育的参照标

准定义方法:以高于平均水平 0-1SD 和 1-2SD 分别定义为“骨矿发育良好”和 “骨矿发育优秀”,低于平

均水平 0-1SD 和 1-2SD 分别定义为 “骨矿发育不足”和“骨矿发育严重不足”。 
结果 本研究采用 LMS 方法,绘制了中国 3-17 岁儿童青少年骨矿发育曲线:不论男女童,BMC 和 BMD
均随年龄\身高的增长持续增加;BMC 在男女童中呈现出不同的增长特点,男童在 10 岁后增速加快,青
春期前后的变化尤为明显,女性青春期前后增速变化不大;接近成年期(17 岁),男童 BMC 增速趋缓,女
童 BMC 趋于稳定。与美国 8-18 岁儿童的 TBLH BMD 参照标准进行比较发现,不论男､女童中,美国

儿童的年龄别/身高别 TBLH BMD 均高于中国儿童;中美男女童分别在 15 岁(160cm)和 13 岁

(150cm)后 BMD 差距进一步扩大。 
结论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中国汉族 3-17 岁儿童青少年骨矿研究,产生了性别､年龄别\身高别的 BMC
和 BMD 参照标准;可用于正常儿童骨矿发育评估和儿科临床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骨矿变化评估。 
 
 
OR-0043 

过敏性疾病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病风险的影响 
 

江晓东
1,沈春

4,李珂
3,李斐

2,4,胡燕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保科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发育行为儿保科 

3.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 
4.教育部与上海市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我国过敏性疾病与儿童 ADHD 之间的流行病学关系,并初步探究睡眠因素对过敏性疾病儿

童罹患 ADHD 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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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 2005 年全国多中心学龄儿童问卷调查数据库资料,数据库包含全国 9 大城市 2 万多学龄

儿童个人及家庭社会环境问卷和中文版儿童睡眠习惯问卷数据信息。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比较

ADHD 组和非 ADHD 组儿童的基本情况以及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同时比较三种过敏性疾病(过敏性

鼻炎､哮喘或食物过敏)患儿中 ADHD 的患病率;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过敏疾病共患时儿童

ADHD 患病风险;并校正可能影响 ADHD 发生的其它环境因素以及睡眠因素,比较校正前后过敏儿童

患 ADHD 的风险,探究睡眠因素在过敏性疾病儿童发生 ADHD 中的作用。 
结果 1.数据库中 ADHD 总体患病率为 4.5%,过敏性疾病总体患病率为 15.7%;其中无过敏疾病儿童

和过敏疾病儿童中 ADHD 患病率为分别为 3.9%和 7.5%(P<0.001);2.过敏性鼻炎､哮喘或食物过敏

各单种过敏疾病患儿的 ADHD 患病率(分别为 7.7%､9.0%和 8.2%)均较对应无过敏疾病儿童高(分别

为 4.1%､4.3%和 4.2%)(P 值均<0.001);3.单一过敏性疾病组､两种过敏性疾病组及三种过敏性疾病

组 ADHD 患病率分别为 6.9%､9.9%和 14.8%,均高于无过敏组 ADHD 患病率 3.9%(p<0.001);且随

过敏疾病共患数量的增加,ADHD 患病率也逐渐升高;4.校正环境危险因素后的单一过敏疾病组､两种

过敏疾病组及三种过敏疾病组儿童的 ADHD 患病风险分别为 1.978(95%CI:1.662-2.354)､
3.293(95%CI:2.359-4.595)和 4.748(95%CI:2.382-9.464);校正睡眠因素后,各组过敏疾病儿童

ADHD 患病风险与校正前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早期过敏性疾病增加儿童 ADHD 的患病风险,过敏性疾病共患种类越多,ADHD 患病风险越高;
过敏性疾病增加儿童 ADHD 的患病风险不依赖于睡眠机制的介导,早期过敏性疾病是儿童 ADHD 的

独立危险因素。 
 
 
OR-0044 

分子核型技术在 257 例儿童精神发育迟缓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张萍
1,吴冰冰

1,2,3,卢宇蓝
1,倪琦

1,董欣然
1,刘博

1,王慧君
1,2,3,周文浩

1,2,3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出生缺陷防治重点实验室 
3.复旦大学儿童发育与疾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目的 基因组的拷贝数变异( CNV)包括基因组的缺失和扩增等,片段从小于 1 kb 到 Mb 级不等。CNV 
与很多人类疾病相关,包括各种孟德尔遗传病,以及一些常见的复杂疾病,如智力障碍/生长发育迟缓,
多发先天异常等。目前核型分析和染色体芯片分析技术( CMA )已作为 CNV 常规检测技术应用于临

床。随着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的应用,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拷贝数

变异分析技术(分子核型)与传统的核型分析和 CMA 技术相比,具有更快速､分辨率高､灵活､运行成本

低等优点。因此,我们对临床怀疑 CNV 相关疾病的 257 例患儿进行了基于 NGS 的 CNV 分析,以期

能辅助临床医生快速､准确的明确诊断。 
方法 采集临床怀疑 CNV 相关疾病的患儿的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 采用目标捕获的方法构建文

库,在 Illumina HiSeq 平台进行 NGS 测序,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进行基于 NGS 的 CNV 分析。

对候选 CNV,结合实验室内部数据库,和 DECIPHER (https://decipher.sanger.ac.uk/)以及

DGV(http://dgv.tcag.ca/dgv/app/home)等公共数据库资源,判断其致病性,对可疑 CNV,结合 CMA､

MLPA､qPCR 等相关实验对阳性发现进行验证,综合判断其临床意义。 
结果  1. 在接收的 257 例患儿中,有 26 例检测到明确致病或疑似致病的 CNV,总阳性率为

10.1%(26/257)。在 26 例阳性病例中,13 例为已知明确致病综合征(50%,13/26),13 例为高度怀疑致

病的 CNV(50%,13/26)。2. 在 13 例明确致病的阳性病例中,检测到 7 例 21 三体综合征,1 例 1p36 微

缺失综合征,1 例 17q21.31 微缺失综合征,1 例 Wolf-Hirschhorn 综合征,1 例 22q13.33 微缺失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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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1 例 Xq28 重复综合征和 1 例猫叫综合征。3. 基于 NGS 的 CNV 分析技术可检测出 1kb 以上的

缺失/重复,本结果检测到的 CNV 片段大小为 1~28.3M。 
结论 基于 NGS 的 CNV 分析技术可以为临床怀疑染色体相关疾病的患者提供快速准确､高效的分子

核型诊断,为患者遗传咨询提供有效的依据。 
 
 
OR-0045 

孕期维生素 D 缺乏通过抗菌肽影响子代大鼠肠道菌群的机制研究 
 

王磊,余晓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研究表明肠道抗菌肽(Cathelicidin antimicrobial petide, CAMP)可调节肠道菌群成分,其基因启

动子序列含维生素 D 作用元件(VDREs),维生素 D 与 VDREs 结合可调控抗菌肽表达。本研究旨在

探讨孕期维生素 D 缺乏通过 CAMP 影响子代大鼠肠道菌群的机制。 
方法 18 只 8 周龄雌性 SD 大鼠分为 3 组:对照组(C 组)､维生素 D 缺乏组(VDD 组)及维生素 D 补充

组(VDS 组)各 6 只。C 组给予正常饲料(vitamin D>800 IU/kg),VDD 组及 VDS 组给予维生素 D 缺乏

饲料(vitamin D<25 IU/kg)。喂养 4 周后按雌雄比 2:1 合笼,次日检查雌鼠阴栓。妊娠成功后 C 组及

VDS 组给予正常饲料,VDD 组继续维生素 D 缺乏饲料喂养,分娩后三组大鼠均给予正常饲料。妊娠

第 10 天取血,用 LC/-MS/MS 法检测维生素 D 水平。子鼠 3 周龄时收集粪便,采用 Illumina Miseq 测

序仪对细菌 16S rDNA 进行测序。取结肠组织,RT-PCR 及 Western blot 法分别测定 CAMP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C 组､VDD 组及 VDS 组母鼠孕中期 25(OH)D 水平分别为(22.65±2.50)､(6.65±1.86)及

(10.27±2.51)ng/mL;子鼠 25(OH)D 水平分别为(7.12±1.21)､(1.01±0.22)及(6.80±1.24)ng/mL。C 组

､VDD 及 VDS 组子鼠肠道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分别为(0.0498±0.0156)､(0.0279±0.0132)及
(0.0329±0.0212)。VDD 组母鼠及子鼠维生素 D 水平均显著低于 C 组和 VDS 组(P<0.05)。与 C 组

相比,VDD 组子鼠肠道乳酸杆菌相对丰度显著降低(P<0.05),结肠 CAMP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降低。与 VDD 组相比,VDS 组子鼠肠道乳酸杆菌相对丰度升高(P>0.05),结肠 CAMP 的 mRNA
表达水平无明显改变,蛋白表达水平升高。 
结论 孕期维生素 D 缺乏可致子代大鼠结肠 CAMP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及肠道乳酸杆菌相对

丰度显著降低,提示维生素 D 可能通过 CAMP 影响大鼠肠道菌群。与 VDD 组相比,孕期补充维生素

D 后子代大鼠结肠 CAMP 的 mRNA 水平无明显改变,而 CAMP 蛋白表达水平及肠道乳酸杆菌相对

丰度得到恢复,提示维生素 D 可能作用于转录后水平调节,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OR-0046 

2016 年中国九城市 7 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病学调查 
 

宗心南,张亚钦,武华红,李辉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了解我国 7 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的流行特征､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共调查九城市 110040 名 0~7 岁儿童。为了调查数据的连续性和

可比性,本次调查仍将身高别体重≥WHO/NCHS 标准 110%确定为超重,≥120%确定为肥胖。病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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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研究按“同地区､同性别､年龄相近､身高相差≤3cm”随机选择正常儿童与肥胖儿进行配对, 肥胖影响

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 
结果 (1)超重总检出率为 9.5%,男､女童分别为 9.6%和 9.4%。肥胖总检出率为 4.6%,男､女童分别为

5.2%和 3.8%;各年龄组肥胖检出率差异显著,1 岁~组 低,为 1.0%,6~7 岁 高,为 11.3%。北､中､南

三片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4.8%､4.8%､3.9%。肥胖度分布以轻度肥胖居多,中度及重度肥胖主要集中

在 3 岁后。(2)与 2006 年相比,10 年间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增长了 52.0%､44.2%。1986~1996 年

､1996~2006 年､2006~2016 年肥胖检出率平均每年分别增长 0.09､0.14､0.14 个百分点。(3)多因素

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与肥胖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出生体重､剖宫产､孕期糖尿病､父母超重肥胖

､目前食欲､进食速度､临睡前吃东西､户外活动方式､看屏幕时间､夜间睡眠时间､母亲文化水平。 
结论 我国 7 岁以下儿童肥胖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儿童肥胖控制形势严峻,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本次调查发现的肥胖影响因素对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儿童肥胖干预策略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OR-0047 

2015-2016 年四川地区危急重症妇产 
儿童中心新生儿出生情况分析 

 
李平,熊菲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610041 
 

 
目的 分析 2015-2016 年四川地区危急重症妇产儿童中心新生儿出生情况,了解新生儿出生体重分布

及百分位数变化趋势,绘制本地区不同胎龄单胎､双胎新生儿出生体重曲线。 
方法  采用病例回顾分析方法,选取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015.1.1~2016.12.31 出生,病历资料完整

的汉族活产单胎新生儿 20690 例及活产双胎新生儿 2228 例,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本中心出生的单胎新生儿出生体重均值 3220±508g,男､女婴比例分别占 51.9%和 48.1%,男婴

出生体重较女婴重(3274±521g vs. 3162±488g,P<0.05),而女婴出生胎龄较男婴大,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39.0±1.8 vs. 38.9±1.9, P<0.05)。双胎新生儿出生体重较单胎儿低(2274±498g vs. 
3220±508g,P<0.01),男性双胎占 36.1%､女性双胎占 31.0%､异性双胎占 32.9%,其中异性双胎儿出

生体重 大(2356±478g),其次为男性双胎儿(2270±536g), 低为女性双胎儿(2193±460g),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此外,双胎中早产儿､极早产儿发生率分别为 67.1%和 7.4%,分别较单胎儿增高

约 7 倍(8.7%)及 5 倍(1.3%);单胎和双胎儿中男婴的极早产儿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女婴(2.5% vs. 1.7%
､8.9% vs. 5.7%)。双胎中低出生体重儿､极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分别为 64.5%和 9.0%,分别较单胎

儿增高约 9 倍(6.5%)及 7 倍(1.1%)。此外,超早产单胎儿和双胎儿分别占 1.4‰､10.8‰;超低出生体

重儿分别为 2.0‰､17.1‰。本中心的单胎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曲线与 1988 年全国的标准参考曲线

相比,出生胎龄 28~35 周的男婴及女婴第 3th､10th ､50th､90th和 97th出生体重曲线均偏低,然而于

36~42 周逐渐呈现增高趋势;与 2015 年全国新生儿协作网的 新数据比较发现,本中心单胎新生儿

第 90th和 97th出生体重曲线偏高,而第 3th､10th ､50th曲线相差不大。双胎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曲线

与 2016 年全国双胎儿出生资料相比,出生胎龄 26~35 周的双胎儿第 3th和 10th百分位数曲线较之增

高,然而于 36~38 周逐渐降低;第 50th百分位数曲线水平相差不大,而第 90th和 97th百分位数曲线却

呈明显增高趋势。 
结论 本中心单胎及双胎新生儿出生体重均值均较全国平均水平偏低,男婴出生体重高于女婴。单胎

及双胎新生儿早产､超早产､低出生体重和极低出生体重发生率高,双胎儿较单胎儿呈数倍增长。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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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生胎龄较小的新生儿出生体重较全国平均水平偏低,而随出生胎龄增大其出生体重与全国水平

越接近,并逐渐呈上升趋势。本研究结果提示我们还应继续加强孕期保健,尤其高危妊娠管理,尽量降

低早产及低出生体重的发生风险。 
 
 
OR-0048 

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洁,朱晶,常换换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1､评估标准化粉尘螨滴剂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单一过敏和多重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的疗

效。2､回顾性分析参与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的诊疗情况。 

方法 1､回顾性分析 174 例接受标准化粉尘螨滴剂进行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SLIT)1.5-2 年的儿童。

按变应原种类分为单一尘螨过敏组 61 例和尘螨合并其他过敏组 133 例。记录和比较两组治疗前和

治疗后的症状评分和药物评分,同时比较两组间的疗效差异。应用 SPSS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2､回顾性分析所有接受治疗的 269 例患儿治疗情况。 

结果 1､治疗 1.5-2 年后,尘螨过敏组症状评分分别为(11.27±1.46)分和(3.48±1.50)分,尘螨合并其他

过敏组分别为(11.54±1.50)分和(3.559±1.56)分,组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20.722
､10.902,P<0.01),但是两组间症状评分的改善无明显差异,单一尘螨过敏组为(7.68±3.23)分,尘螨合

并其他过敏组为(8.14±2.56)分,P>0.05。2､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药物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尘螨过敏组

药物评分分别为(1.67±0.43)分和(0.52±0.40)分,尘螨合并其他过敏组分别为(1.64±0.44)分和

(0.55±0.41)分,组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10.902､11.884,P<0.01,但是两组间症状

评分的改善无明显差异,单一尘螨过敏组为(1.16±0.61)分,尘螨合并其他过敏组为(1.28±0.55)
分,P>0.05。3､治疗后的血清特异性 IgG4 均有增高(P<0.01)。4. 269 例接受治疗患儿中完成 2 年的

39%;脱落的 12%;正在治疗的 49%。5､完成治疗的 105 例中,67%无症状;25%有轻微症状。8%症

状反复。6､脱落患儿中 27%认为自觉无效,59%不能坚持,14%自觉效果显著 

结论 1､尘螨的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可以明显改善单一尘螨过敏和尘螨合并其他过敏患儿的鼻部症

状,减少对症药物的使用,且两组疗效相当。2､尘螨的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不仅可以用于治疗单一尘

螨过敏的患儿,也可以用于治疗尘螨合并其他过敏的患儿。3､尘螨血清特异性 IgG4 的升高可以作为

免疫治疗有效的预测指标。4､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安全､有效。5､舌下含服的方式患儿及家长依从

性高,易于接受。 
 
 
OR-0049 

852 例新生儿先天性喉喘鸣的病因分析摘要 
 

陶礼华,赵斯君,黄敏 ,彭湘粤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新生儿先天性喉喘鸣的发病原因以及时诊断和治疗。喉喘鸣是由于气流通过狭窄的上呼

吸道后出现流速极快的涡流而引起的一种听得见的呼吸音,,原发病复杂多样,它是小儿 显著的气道

阻塞症状。既然喉喘鸣是一种临床症状而非诊断,只有在作出明确的病因分析之后才能给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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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措施,而不能依靠假定或者推测的诊断。过去因小婴儿检查手段的限制,多只进行症状学诊断,病
因检查易被忽视,导致漏诊或误诊､误治。本研究通过客观检查､分析临床数据,旨在探讨喉喘鸣的病

因,帮助临床快速而准确的诊断并及时给予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01 月至 2 016 年 12 月于我科就诊的 852 例先天性喉喘鸣新生儿的临床

资料,所有患儿年龄 0-28 天,每例患儿都接受了详细的临床病史采集､体格检查,通过奥林巴斯超细电

子鼻咽喉镜来明确喉喘鸣新生儿病因。超细电子喉镜检查患儿鼻腔､后鼻孔和鼻咽部有无畸形､新生

物以及舌根､下咽､喉腔的病变,包括气道黏膜的状态､有无水肿､声门运动状况等。本研究对象中不

包括已经明确诊断的患儿,如下颌发育不全､颅面部畸形､唐氏综合征､其他遗传代谢神经异常等疾病

患儿,以保证对喉喘鸣专科病因分析不受干扰。 
结果 852 例患儿中,男 498 例(58.45%),女 354 例(41.55%);其中先天性喉软化有 689 例 ,占(80.87%);
喉囊肿有 85 例 ,占(9.98%);声带运动障碍 有 36 例 ,占(4.23%);急性喉炎有 16 例,占(1.88.%);喉噗有

14 例 ,占(1.64%);血管瘤 有 6 例 ,占(0.70%);喉裂有 3 例,占 (0.35%);声门下狭窄有 2 例,占(0.23%);
后鼻孔不全闭锁有 1 例,占(0.12%)。 
结论 先天性喉软化症为新生儿喉喘鸣的主要病因.其次为占位性病变､炎症､声带运动障碍､气道结构

异常等。儿童喉喘鸣常常因为感染而就诊,临床更注重抗感染治疗,而忽视病因学检查,易漏诊或误

诊。对喉喘鸣患儿,电子喉镜检查可作为喉喘鸣患儿的首选检查手段,提高诊治率。 
 
 
OR-0050 

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的听力特点分析 
 

章虎,徐志伟,陈迎迎,叶万定,陈益平,李昌崇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后脑干诱发电位(ABR)的变化,并对听力异常患儿随访,以期为临床

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于 2013 年至 2014 年拟诊 HCMV 感染的住院患

儿 158 例。回顾性分析 ABR 特点,对听力异常患儿门诊随访,间隔 3~6 个月复查 ABR。 
结果 初次 ABR 检查,听力正常 120 例,听力异常 38 例(55 耳),其中轻度异常 42 耳(占 76%),中度异常

7 耳(占 12.7%),重度异常 3 耳(占 5.5%),极重度异常 3 耳(占 5.5%)。按照月龄分成 3 组,分别为≤ 3
月组､4~5 月组､≥ 6 月组,3 组患儿听力损害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7.830,P=0.020)。3 组间两

两比较,4~5 月龄组听力损害高于≤3 月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5.725,P=0.017)。听力正常耳朵

的 I､III､V 波峰尖潜伏期较正常儿童参考值均有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针对 38 例(55 耳)
听力异常患儿进行随访,复查 ABR 示听力持续异常 5 例(7 耳),有 3 耳为感音神经性耳聋(SNHL)。有

2 例为症状性 HCMV 感染,听力为双侧异常;有 3 例为非症状性 HCMV 感染,听力为单侧异常。 
结论 HCMV 感染可能导致患儿听力损害,以轻度损害为主,严重时出现 SNHL,不同月龄患儿听力损害

发生率不尽相同。听力损害具有可逆性的特点,不论初次听力检查正常与否,都建议长期听力随访。 
 
 
 
 
 
 
 
 
OR-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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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在病毒性面瘫小鼠  
脑干面神经核团的表达及意义 

 
牟鸿,李东梅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建立 1 型单纯疱疹病毒(HSV-1)致小鼠面瘫的动物模型,探讨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在病

毒性面瘫小鼠脑干面神经核团中表达的变化规律及糖皮质激素对 ICAM-1 表达的作用。 
方法 将 170 只四周龄 Balb/c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病毒接种组(135 只),生理盐水对照组(26 只)和空白

对照组(9 只)。病毒接种组中面瘫小鼠分为 A-C 亚组,A 组不进行干预,B 组为 MPSS 干预组,C 组为

MPSS+RU486 干预组。通过将 HSV-1 接种至小鼠耳廓背面皮肤的方法建立面瘫动物模型,评估小

鼠面神经功能,药物干预后用 real-timePCR､western blot 检测小鼠脑干面神经核团中 ICAM-1 的表

达。 
结果 1.病毒接种组小鼠中有 95 只(55.88%)于接种后 2-5 天出现不同程度的面瘫症状。2.ICAM-
1mRNA 及蛋白在生理盐水组小鼠脑干面神经核团表达处于低水平,与空白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病毒接种组小鼠,面瘫后 6h 可见 ICAM-1mRNA 及蛋白表达升高,2d 达到高峰,与空白

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此后表达逐渐降低。3.在 HSV-1+MPSS 组,ICAM-1 蛋白的

表达在面瘫后第 2 天明显下降。4.在 HSV-1+MPSS+RU486 组,MPSS 对 ICAM-1 蛋白表达的抑制

作用被减弱。 
结论 1.提示 ICAM-1 参与了 HSV-1 致小鼠面瘫的病理过程。2.MPSS 对于贝尔面瘫的治疗作用可

能是通过对 ICAM-1 的抑制作用来实现。 
 
 
OR-0052 

儿童感音神经性耳聋内耳多层螺旋 CT 特征及应用分析 
 

朱珠,李琦,谢利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儿童感音性耳聋儿童常见的残疾症,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重要阶段,如若误诊或漏诊均对患儿产生

严重的影响,阻碍语言以及认知等方面的学习,对家庭及社会造成负担。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儿童感音

神经性耳聋患儿内耳多层螺旋 CT 特征,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自 2016 年 3 月 5 日-2017 年 3 月 5 日间来我院接受治疗的儿童感音性耳聋患儿 41 例,共
82 耳,采用筛检试验观察多层螺旋 CT 和单层螺旋 CT 对内耳畸形诊断准确率,观察多层螺旋 CT 显

示儿童感音性耳聋内耳特征。 
结果 多层螺旋 CT 诊断儿童感音性耳聋的灵敏度为 87.72%,特异度为 80.00%,约登指数为 0.68;单
层螺旋 CT 组诊断灵敏度为 59.65%,特异度为 68.00%,约登指数为 0.28;多层螺旋 CT 组灵敏度显著

高于单层螺旋 CT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4.31,P<0.05)。多层螺旋 CT 结果显示,前庭导水管畸

形 36 例(63.2%)显著高于耳蜗畸形 16 例(28.1%),前庭畸形 18 例(31.6%),半规管畸形 22 例(38.6%),
内耳道畸形 16 例(28.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21.11,P<0.05),所有畸形耳中有 10 耳为单一结

构畸形,其余耳均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结构畸形。 
结论 多层螺旋 CT 能够较完整的显示儿童感音性耳聋的内耳畸形结构,能够较为全面的观察内耳畸

形分类,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诊断信息。 
 
 
 
OR-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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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先天性第一鳃裂瘘管的临床治疗体会 
 

张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9 例诊断明确的先天性第一鳃裂畸形儿童的临床资料,深入探讨第一鳃裂瘘管发病

特点､诊断､治疗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以选择 佳治疗方案。 
方法 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2009 年 1 月~2017 年 5 月诊断明确的第一

鳃裂瘘管病例,统计病变位置,感染史,伴发疾病,手术方案,术前､术后检查结果及术前､术后并发症,术

中情况,患儿性别､年龄､及术后随访结果。 

结果 本组男性 17 例,女性 12 例。左侧病变 11 例,右侧病变 18 例。病例均行术前超声检查､耳内镜

检查及头面部 CT 检查,外瘘口均位于下颌角附近,外瘘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史,其中有 20 例在外

耳道可窥及内瘘口,9 例没有窥及外耳道内瘘口。手术年龄 1 岁 1 月~15 岁,平均年龄约 5.8 岁。29
例中,术前发生感染 27 例。29 例均行鳃裂瘘管完整切除术,其中感染病例均在感染基本控制后手术

治疗。术中可疑面神经损伤造成术后 4 级面瘫 1 例,经保守治疗后,基本恢复正常。术后随访 27 例,
其中复发 3 例,又进行二次手术。 
结论 1.第一鳃裂畸形常于儿童期感染起病后就诊手术。3~6 岁为发病高峰期。2. 其外瘘口多位于下

颌角的后下方,靠近胸锁乳突肌上端的前缘､舌骨以上平面的颈侧皮肤上内瘘口位于外耳道的软骨部

或耳廓的前方或后方､鼓室及咽鼓管。瘘管在咽鼓管的下面腭帆张肌的后面､颈动脉或茎突咽肌的前

面走行,有的靠近面神经干走行,其瘘管走形形态多变,常合并中耳及外耳道发育异常。3.诊断以查体

为基础,需结合彩超､CT､MRI､耳镜等相关影像学检查。4.治疗以手术彻底切除瘘管为目标,术中需特

别注意瘘管与面神经的关系,以免损伤面神经形成面瘫。5.术后复发主要原因可能与对术前感染､瘘
管的评估及术中对瘘管分支和面神经的处理不当有关。 
 
 
OR-0054 

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林兴,林宗通,沈翎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5 

 
 
目的 研究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的危险因素及其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10 月期间,在我科门诊和病房以多导睡眠监测

(polysomnography,PSG)确诊的 338 例 OSAHS 患儿为病例组,并根据阻塞性呼吸暂停指数

(obstructive apnea index,OAI)或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 hypoventilation index,AHI)分为轻､中

､重 3 个亚组。选择同期在我科就诊的无上呼吸道阻塞症状的 338 例声带小结患儿为对照组。对 2

组患儿每年上呼吸道感染次数以及口咽部､电子鼻咽喉镜､鼻窦 CT､血清总 IgE(total IgE,tIgE)､颅面

形态特征和身高体重等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儿童 OSAHS 的各种危险因素及其与病情严

重程度的关系。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病例组每年上呼吸道感染次数的均数､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血清 tIgE 阳性

､鼻窦炎､鼻腔狭窄､颅面形态特征､肥胖的比例分别为 8.72±5.59､89.7%､68.4%､60.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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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1.5%､25.2%,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49±2.57､30.5%､13.0%､32.2%､11.8%､6.2%､2.1%､

1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其中Ⅳ腺样体(OR 值为 129.010)与Ⅲ度腺样体(OR 值为

2.565)比较,Ⅳ度扁桃体(OR 值为 43.619)和Ⅲ度扁桃体(OR 值为 7.938)比较,前者发生 OSAHS 的

危险程度明显增高。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鼻腔狭窄､鼻窦炎均为儿童

OSAHS 的独立相关因素 (OR 值分别为 9.595､9.241､9.329､27.660,P 值均<0.01=。腺样体､扁桃体

大小的比例在病例组轻､中､重三个亚组中逐级递增(相关系数 r 值分别为 0.214､0.178,P<0.01),鼻窦

炎､鼻腔狭窄､颅面形态特征､肥胖等因素的分布亦呈逐渐增加趋势(H 值分别为 21.571､17.304､

27.082､13.943,P 值均<0.01)。 

结论 儿童 OSAHS 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导致的,其中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鼻腔狭窄､鼻窦炎为主

要危险因素。 
 
 
OR-0055 

孕中期红细胞叶酸水平对大于胎龄儿和子代肥胖的影响 
 

季晨博,谢开鹏,付子毅,许鹏飞,祝丽珺,崔县伟,尤梁惠,文娟,郭锡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孕中期妊娠妇女红细胞叶酸水平对大于胎龄儿(LGA)和子代肥胖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机

制。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在本院就诊的孕中期妇女为研究对象,采集外周血,追踪队列人

群至妊娠结局。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将该队列中 542 例 LGA 的孕妇作为病例组,按 1:2 频数匹配,
将 1084 例适于胎龄儿(AGA)的孕妇作为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病例组和对照组孕

妇外周血红细胞叶酸水平。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孕中期红细胞叶酸水平与 LGA 的关系。随后采

用随机分组方法(每组 10 只),通过高脂饮食并分别补充 2mg/kg 和 20mg/kg 叶酸对 SD 成年雌鼠进

行造模,两个月后检测雌鼠红细胞叶酸含量,鉴定造模成功后受孕,并继续按照造模时饲料分别喂养至

断奶后 20 周。在子鼠出生以及断奶后的 0-20 周,依次测量其体重;第 12､16 周进行葡萄糖耐量试验;
在第 20 周检测子鼠的肥胖指数以及甘油三酯和血脂水平,并分离两组子鼠白色脂肪细胞行原代培养

后采用 RTCA 实时分析系统和油红 O 染色方法分别检测脂肪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能力。 
结果 LGA 病例组妊娠期妇女的红细胞叶酸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中位数 668.65 ng/ml vs 654.72 
ng/ml,P = 0.039)。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红细胞叶酸水平升高是 LGA 发生的危险因素(与红

细胞叶酸水平≤400 ng/ml 组相比,OR400-500ng/ml = 2.38, 95%CI = 1.41-4.03; OR>500 ng/mL = 2.56, 
95%CI = 1.55-4.25;P trend = 0.003)。在动物模型中,高叶酸喂食组子鼠的出生体重大于对照组(7.06 
g vs 6.67g, P < 0.001)。在断奶后的第 12､16 周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均表明高叶酸喂食组的子鼠的葡

萄糖耐量升高;在第 20 周,高叶酸喂食组子鼠的肥胖指数､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水平以及白色脂肪细胞

的细胞增殖和分化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孕中期红细胞叶酸水平升高是 LGA 的危险因素,且高叶酸可能通过促进白色脂肪细胞的增殖和

分化使子代出现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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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56 

无锡市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 4 年康复随访研究 
 

章丽丽,刘毅梅,周自云 
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23 

 
 
目的 了解无锡市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儿童的康复现状,分析影响康复

效果的相关因素。 
方法 对 160 例 ASD 儿童进行随访研究,初评和复评间隔时间 3.96±0.61 年,康复训练时间持续 6 个

月以上的设为康复组,不足 6 个月的设为未康复组。所有儿童均接受一般资料调查和神经心理学评

估,评估工具包括儿童期孤独症评定量表(The 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孤独症行为

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 ABC)､《0-4 岁婴幼儿神经心理发育诊断量表》､《扩大的 0-4 岁

婴幼儿神经心理发育诊断量表》(简称儿心,评估结果用发育商 DQ 表示)。 
结果 1.康复组 ASD 儿童与未康复组 ASD 儿童在性别､年龄､初诊年龄､确诊年龄､初诊-确诊间隔时

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康复组儿童 ABC 量表总分初评与复评结果(94.76±28.67,73.73±35.03)､

CARS 得分初评与复评结果(37.79±5.76,33.64±5.99)､DQ 总分初评与复评结果

(52.19±13.12,55.04±15.84)比较均有显著差异(t 值 7.19､8.39､-2.30;P 值 0.00､0.00､0.02),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其中,DQ 各发育能区中精细运动､适应能力及语言的初评与复评得分比较,P 分别为 0.00

､0.04､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社交和大运动初评与复评结果比较,差异不显著。3.未康复组儿童

ABC 量表总分初评与复评结果(72.59±32.08,70.44±41.42)､CARS 得分初评与复评结果(33.66±6.27, 

33.59±6.37)､DQ 总分初评与复评结果(58.75±14.16,58.22±20.8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值 0.52､

0.07､0.20;P 值 0.61､0.95､0.85)。DQ 各发育能区中大运动的初评与复评结果比较差异显著,P<0.05,

而精细运动､适应能力､语言和社交能力初评与复评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对康复组儿童康

复效果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得出:初始语言发育商､训练时间､家长参与时间 3 个自变

量依次对因变量(ABC 变化值)有显著影响,P 分别为 0.008､0.000､0.022。 
结论 1.康复训练积极有效,可以改善 ASD 儿童的临床症状和疾病严重程度,ASD 没有自愈倾向,不论

病情轻重,均应接受治疗。2.ASD 儿童初始语言能力是预测康复效果的重要指标;此外,提升家长的参

与度,适当增加儿童康复训练时间也有利于获得较好的康复效果。3.目前康复策略中偏重于语言能力

的促进,对于社会交往能力缺陷的关注不足,大运动发展被忽略,今后应引进更多有效的训练方法,完善

康复训练体系。 
 
 
OR-0057 

不同类型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临床特点分析 
 

陈艳,陆海萍,巫瑛,张郦君,史晓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又称儿童多动症。是以注意

力分散或不能维持注意､活动过度和冲动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儿童常见心理行为性疾病。本研究

对符合 ADHD 诊断标准的不同亚型患儿的性别特征,共患病以及功能损害等情况进行比较,探讨

ADHD 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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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专科医师按 DSM-Ⅳ中 ADHD 诊断标准进行评估, 18 条症状中,当注意缺陷症状项目数≥6 项,
则认为存在注意缺陷;当多动冲动症状项目数≥6 项,则认为存在多动冲动。诊断同时满足 7 岁前发病

､症状须在 2 个或 2 个以上场合出现,并在社交､学业或职业功能方面有临床缺陷的证据,排除广泛性

发育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障碍性疾病。根据结果分为注意缺陷型(ADHD-I)､
多动冲动型(ADHD-HI)和混合型(ADHD-C)。(2)家长填写 Vanderbilt 父母评定量表。(3)按照

Vanderbilt 父母评定量表的结果由专科医师进行共患病筛查和功能损害评估。当对立违抗障碍的项

目有 4 条评分在 2 以上､则可能存在对立违抗障碍;当品行障碍的项目有 3 条评分在 2 以上,则可能存

在品行障碍;当焦虑/抑郁的项目有 3 条评分在 2 以上,则可能存在情绪障碍;然后由专科医师再进行评

估 3 项有 1 项或 1 项以上阳性则认为存在共患病。表现分量表中 8 条有 1 条及 1 条以上评分≥4 分,
则认为存在功能损害。 
结果 1534 例 ADHD 患儿男女比例为 5.3:1。ADHD-I 型女童的比例相对较另两个类型为高(ADHD-I
与 ADHD-HI:χ2=6.00, ADHD-I 与 ADHD-C:χ2=16.21,均 P<0.05)。ADHD-I 型年龄为 8.68±1.36
岁,ADHD-HI 型年龄为 8.12±1.19 岁,ADHD-C 型年龄为 8.35±1.25 岁。共患病的发生率 ADHD-I 为
37.6%,ADHD-HI 为 45.4%,ADHD-C 为 56.2%,ADHD-I 与 ADHD-C 组有显著性差异

(χ2=39.73,P<0.005)。功能损害的发生率 ADHD-HI 组显著低于另两个类型(ADHD-I 与 ADHD-
HI:χ2=43.71, ADHD-HI 与 ADHD-C:χ2=36.85, 均 P<0.005)。 
结论 ADHD 以男孩为多,ADHD-C 型共患病略高,功能损害 ADHD-HI 型低。 
 
 
OR-0058 

Altered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brain connectivity in ASD 
individuals with SHANK3 defect 

 
Liu Chunxue,Li Dongyun,Zhou Bingrui,Hu Chunchun,Li Huiping,Li Chunyang,Yang Haowei,Xu Qiong,Qiao 

Zhongwei,Xu Xiu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SHANK3 is a postsynaptic scaffolding protein, whose molecular variations is thought to 
be responsible for 22q13 deletion syndrome (Phelan-McDermid Syndrome)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However, it remains unclear how SHANK3 defect are related to abnormal brain 
development in ASD. Here, we assess the GM and WM development of SHANK3 defect children 
ascertained for ASD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phenotypes. 
Methods MLPA and Sanger sequencing were carried out to confirm the SHANK3 deficiency of 9 
Chinese children with ASD (SHANK3 group), followed b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s. Then we recruited 24 ASD children without SHANK3 deficiency (ASD group) and 25 
typically developing controls (TD group). ADOS scale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severity of 
autism and Griffith scal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HANK3 group and ASD 
group.  In addition, MRI scan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Normalized modulated GM ma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the general linear model. The integrity of WM fiber was evaluated using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Results Six participants lacked the whole gene of SHANK3, one lacked part of it, and two with de 
novo SHANK3 mutation was included. The sample was characterized by high rates (100%) of 
ASD, developmental delay, hypotonia, several dysmorphologies and perception abreaction. As to 
the clinic phenotyp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SHANK3 and ASD 
group. Whereas SHANK3 defect children displayed severer developmental delay in language, 
performance and other items comparing with ASD group (p<0.0005). As to the MRI performance, 
VBM showed that SHANK3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gray matter volume decrease in the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right postcentral and left dorso-later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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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and ASD group (p<0.001). What’s more, SHANK3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ess gray matter in 
the left cerebellar crus, left triangl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inferior parietal and left fusiform 
gyrus than ASD group (p<0.001). Additionally, as to the DTI result, corpus callosum (body, 
splenium and genu) tracts in SHANK3 group displayed significantly lower FA than ASD and TD 
group (p<0.001). Other tracts, such as middle cerebellar peduncle, bilateral superior and anterior 
corona radiate and bilateral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also had significant abnormalities 
(p<0.001).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SHANK3 defect associated with ASD may be rooted in 
neural anatomy, and autism symptoms in individuals with SHANK3 defect and ASD might have, 
at least partially, different underlying etiologies. Moreover, an obvious phenomenon of imbala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side in SHANK3 defect children was existed,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each brain reg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clinical phenotypes. 
 
 
OR-0059 

儿童期双酚 A 暴露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关系的研究 
 

查彩慧
1,范瑞芳

2,黎燕如
2,王周玉

2,吕延山
2,李俊楠

2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华南师范大学 
 

 
目的 评估 6 到 12 岁学龄儿童尿中双酚 A(Bisphenol A, BPA)水平,探讨 BPA 暴露与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之间的关系。 
方法 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院招募 211 名确诊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 6 到 12 岁儿童作为

患病组,206 名来自广州市两所小学的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采集儿童晨尿,使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

定尿中 BPA 含量。 
结果 无论肌酐校正前后,ADHD 组儿童尿中 BPA 浓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p<0.05)。Logistic 二

元回归结果显示,将两组儿童合并后,与 BPA 浓度 低的第一分位相比,随着分位的增加,ADHD 组的

比值比(Odds ratio, OR)逐渐增加。根据性别将儿童分为男孩和女孩后,结果显示随着男孩尿中 BPA
浓度的增高,ADHD 组的比值比增高(比值比:3.94,95%置信区间:2.42-6.42),而女孩中未出现该现象

(比值比:2.30,95%置信区间:0.79-6.67)。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尿中 BPA 与八羟基脱氧鸟

苷(8-OHdG)具有显著相关性(r=0.228, p<0.001)。 
结论 儿童期 BPA 暴露可能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发生的风险因素,其对儿童行为改变和影响具有性别

差异性,其中,对男孩的影响更大。此外,BPA 暴露可能会导致 DNA 氧化损伤。 
 
 
OR-0060 

哮喘患儿神经精神共患病评估和危险因素分析 
 

陈智荷,周浩,黄玉瑛,范丽,崔玉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使用简明国际儿童少年神经精神访谈(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INI Kid)调查 6~16 岁哮喘患儿神经精神疾病的共患率,并分析其危险因

素。 
方法 2015.1.1-2016.12.31 期间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哮喘门诊就诊符合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的 6~16
岁哮喘患儿,在充分知情告知下纳入本研究作为哮喘组;并从贵州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招募性别､年龄

基本匹配的 6~16 岁儿童青少年作为对照组,对所有纳入研究对象的父母使用 MINI Kid(父母版)量表

进行神经精神共患病调查,比较两组的神经精神共患病情况。研究对象父母同时需填写作者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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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采集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居住地､家庭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程度等一般人

口信息学特征,哮喘患儿父母还需填写危险因素收集问卷,包括:哮喘发病年龄､病程､病情严重程度､

病情控制水平､药物使用､发作频率等情况,logistic 回归分析哮喘患儿合并精神共患病的危险因素。 
结果 哮喘组神经精神疾病共患率为 26.4%(69/261);对照组共患率为 14.6%(38/261),哮喘组神经精

神疾病共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合并神经精神疾病的哮喘患儿中,仅 1 例(0.4%)曾接受过相

关诊断和治疗。哮喘患儿共检出共患 10 种神经精神疾病,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患率 高

11.5%(30/261),多因素分析显示:哮喘重度持续(OR =3.077,1.286-7.361)､哮喘未达良好控制(OR 

=2.005,1.111-3.619)､病程>3 年(OR =2.948,1.580-5.502)是哮喘共患神经精神疾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 哮喘患儿具有较高的精神共患率,且诊断及治疗率极低,哮喘重度持续､哮喘未达良好控制､病
程>3 年是共患神经精神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哮喘儿童进行神经精神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及干预,
积极､合理､规范的哮喘治疗有助于降低患儿共患神经精神疾病的风险。 
 
 
OR-0061 

南京市 5-6 岁儿童 2012 与 2016 年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调查的

对比分析 
 

陈敏
1,洪琴

1,杨蕾
1,王晶

2,姜贝
2,徐蕖

2,区嘉欣
2,张青宇

2,李楠
2,童梅玲

1,郭锡熔
1,2,池霞

1,2 
1.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 
 

 
目的 通过对南京市 5-6 岁儿童五年间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调查的对比分析,了解儿童发育性运动协

调障碍的发展趋势,探讨可能的原因及干预措施,为改善儿童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状况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南京市 6 所幼儿园 5-6 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儿童发育性运动协

调障碍问卷(DCDQ),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分别于 2012 年､2016 年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1)南京市 5-6 岁儿童发育性协调运动障碍筛查的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其中动作控制､精细动作因

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2012 年调查结果显示 5 岁组和 6 岁组的一般协调性因子得分差异的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因子得分差异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2016 年度调查结果显示 5 岁组和 6 岁组

的各因子得分差异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3)2012 年度调查结果显示,男女生的精细动作､一般协

调性因子得分差异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因子得分差异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2016 年度调查结

果显示,男女生的精细动作因子得分差异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因子得分差异的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2016 年较 2012 年 5-6 岁儿童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阳性率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还存在性别､年
龄的差异。因此,需加强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的预防和早期治疗,并注意性别和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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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62 

海南省 0-6 岁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现患率调查 
 

李玲,李小玲,吴维学,蔡小凡,魏秀慧,焦云,向伟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省儿童医院) 570206 

 
 
目的 了解海南省 0-6 岁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现患率､分布情况及差异比较, 为政府制定康复救助

政策和医疗康复人员培养政策提供依据. 
方法 抽查海南省 18 个不同市县 0-6 岁儿童 37862 人,基层妇幼保健人员负责从 0-6 岁儿童登记手

册中抽取符合项目条件的儿童名单造册,因为本课题同时调查智力低下､脑瘫儿童患病率,故采用《儿

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调查表筛查,因为我省二级妇幼保健院缺乏有 ASD 诊断能力的医生,故本课题

无二级医院筛查环节,调查流程是市县妇幼保健院负责组织阳性对象到其医院,由项目单位专家到现

场逐一诊断,不能到医院者项目组下到社区卫生院,已在机构康复的根据家长意愿到机构或作者门诊

复诊,由于时间和人力关系仅对每个已诊断的孩子进行 ABC 量表的填写,为确保诊断的准确性每个

ASD 都由作者亲自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DSM-Ⅴ)中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断

标准进行临床诊断。 
结果 海南省 37862 名 0-6 岁儿童中其中男生 20824 人,女生 17038 人,男女比为 1.2:1。孤独症谱系

障碍人数 235 人,其中 ABC 量表 低分 52､ 高 131,平均 81.4±23.8;我省孤独症谱系障碍现患率为

6.2‰;其中,城市地区的孤独症谱系障碍现患率为 13.7‰,一类市县的患病率为 4.7‰,二类市县的患

病率为 3.4‰,三类市县的患病率为 3.8‰。城市地区的孤独症现患率显著高于一类､市县

(X2=23.05,P=0.000)､二类市县(X2=80.00,P=0.000)和三类市县(X2=55.72,P=0.000)。孤独症谱系障

碍的男生现患率为 9.9‰,女生的现患率为 1.7‰,男生现患率大大高于女生现患率,男女现患率比为

5.8;1。其卡方检验值为 X2=101.91,P=0.000 具有显著性差异。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现患率与年龄成

正比。 
结论 《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调查问卷对 ASD 的筛查有一定帮助,但会漏诊一些智力能力高､
ASD 核心症状轻的儿童。海南省 0-6 岁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病率居国内较高水平;我省孤独症

谱系障碍儿童的确诊年龄偏大,我省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工作仍有待提高 
 
 
OR-0063 

上海市 0-3 岁婴幼儿语言发育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调查 
 

徐明玉
1,2,任芳

1,2,沈理笑
1,2,张劲松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教育部与上海市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 
 

 
目的 目前关于汉语儿童的语言发育的现状的研究较少。我们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上海市 0-3 岁的婴

幼儿的语言发育的里程碑项目和可能影响语言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基线调查,分析上海市 0-3 岁婴幼

儿的正常的语言发育的轨迹和影响因素,为儿童语言发育的全球研究提供汉语儿童的相关数据,为临

床中更好的识别汉语儿童语言发育障碍,开展针对性的设定可达到目标有效进行语言干预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采用分层定额整群抽样的方法 , 对全市 17 个区县 43 个街镇的 4377 名 0- 3 岁婴幼儿家庭进

行采用现场问卷的方式进行横断面研究,其中问卷包括基本情况,养育情况,纳入语言发育里程碑条目

和语言发育影响因素的自编问卷 ,调查 0-3 岁 4337 名正常儿童(男 2277,女 2204)包括语言理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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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达能力和语言清晰度的 31 个项目,并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探讨影响语言发育的因素,调查结果用 
S PS S 12 . 0 软件包进行分析。 
结果  本次横断面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对于汉语为母语的婴幼儿,男孩有意识叫爸爸妈妈的月龄

(12.8±6.4 月)明显迟与女孩(12.1±6.0 月),均在一岁左右的时间。 开始出现一个短语结构(两个单词

组合)的平均月龄 17.05 月,开始有简单句子的的平均月龄 24.6 月,能背诵简单(一两句)儿歌的平均月

龄是 26.1 月,照养者能够听懂 90%以上的表达的平均月龄是 24.7 月, 初习得的 50 词仍然是以名

词为主,其中 初的 10 个词以命名人物为主,“爸爸”出现的频次早于“妈妈”,动词进入 初的 5 个词。

语言发育水平与家庭收入,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屏幕暴露时间,照养者与婴幼儿游戏时间密切

相关。 
结论 汉语婴幼儿在 0-3 岁时语言的发育基本规律与英语儿童相似,语言发育的相关因素分析为语言

发育障碍的预防提供了证据。 初的 50 词为语言发育障碍的干预提供了可循的内容。 
 
 
OR-0064 

5-6 岁儿童认知加工过程与感觉统合的相关性 
 

傅燕虹
1,秦岭

1,朱懋立
1,梁正友

2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广西大学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目的 认知功能与感觉统合的相关性常见于神经发育障碍儿童,正常儿童的认知功能与感觉统合的关

系目前尚无相关研究。本研究探讨正常儿童认知功能与感觉统合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对幼儿园自愿参加评估的 118 名 5-6 岁的学龄前儿童进行认知功能和感觉统合能力评估。采

用数字化远程 Das-Naglieri 认知评估系统(E-DN:CAS)进行认知加工过程评估,包括计划､注意､同时

性加工和继时性加工,计算各分量表标准分。采用父母评定的儿童感觉统合评定量表(CSIRS)评估前

庭功能､触觉和本体感,计算各分量表标准分。通过不同的感觉统合项目,由专业人员进行标准化感觉

统合定量评估,包括平衡功能(站立､独脚椅､平衡木､平衡台试验)､触觉防御功能(拍球试验)和感觉统

合综合功能(羊角球､滑板､爬袋试验),每个项目测试三次,计算平均值。采用 SPSS 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 终纳入认知功能正常(E-DN:CAS 各分量表标准分均>70 分)和感觉统合功能正常(CSIRS 各

个分量表标准分均>40 分)的学龄前儿童共 57 名,平均年龄(65.26±6.00)月。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

､继时性加工标准分均值分别为(100.54±13.99)分､(110.07±13.50)分､(118.39±12.80)分和(117.98 

±9.97)分。CSIRS 前庭功能､触觉和本体感标准分均值分别为(53.49±6.88)分､(50.7±5.95)分和

(55.96±4.92)分。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标准分与 CSIRS 前庭

功能､触觉和本体感标准分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计划与同时性加工标准分与感觉统合定量试

验各项目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注意功能与(在爬袋里)平均爬行时间(r=-0.306,P<0.05)和(骑跨

羊角球)平均跳行时间(r=-0.298,P<0.05)呈显著负相关。继时性加工与坐平衡台平均保持时间

(r=0.363,P<0.01)和坐独角椅平均保持时间(r=0.292,P<0.05)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5-6 岁认知功能和感觉统合正常的学龄前儿童的计划和同时性加工认知功能与感觉统合无相关

性,注意和继时性加工认知功能分别于与感觉统合定量化评估的感觉统合综合功能和平衡功能的个

别项目存在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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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65 

维生素 A 通过调节催产素影响大鼠孤独症样行为的研究 
 

赖茜,吴小凤,杨亭,陈洁,李廷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维生素 A(VA)是一种重要的微量营养素,它的活性产物视黄酸(RA)在体内一系列生理过程发挥

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胚胎期的脑发育中发挥重要功能。催产素近年来被发现是一种调节社会行为的

重要激素,与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发病密切相关。我们对多地区 600 多例 ASD 患儿血液营养素

水平检测,发现这些儿童的维生素 A 缺乏(VAD)率也非常高。因此,基于 VA 在脑发育中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 VAD 大鼠模型,探讨机体 VAD 是否可能通过其核受体 RARs 引起孤独症相关分子

CD38､催产素的表达降低,加重 ASD 的社会行为症状。 
方法 维生素 A(VA)是一种重要的微量营养素,它的活性产物视黄酸(RA)在体内一系列生理过程发挥

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胚胎期的脑发育中发挥重要功能。催产素近年来被发现是一种调节社会行为的

重要激素,与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发病密切相关。我们对多地区 600 多例 ASD 患儿血液营养素

水平检测,发现这些儿童的维生素 A 缺乏(VAD)率也非常高。因此,基于 VA 在脑发育中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 VAD 大鼠模型,探讨机体 VAD 是否可能通过其核受体 RARs 引起孤独症相关分子

CD38､催产素的表达降低,加重 ASD 的社会行为症状。 

结果 1)胚胎期开始的 VA 缺乏会引起大鼠孤独症样行为加重,包括社交障碍､重复刻板行为､焦虑､抑
郁等行为增加,对出生的 VAD 新生鼠进行 VA 灌胃补充后,可改善其后期孤独症样行为。2) VAD 也

会降低大鼠体内催产素水平,降低下丘脑部位的 RARβ､CD38 表达,而 VAS 后,大鼠体内 RARβ､

CD38､催产素的表达量有明显回升,提示 VAD 时,体内 RARβ 信号下调,并且可能进一步减少 CD38

的表达减少,影响催产素释放而加重大鼠孤独症样的行为。3) RA 干预体外原代神经元后,RARβ､

CD38 表达上调,胞内钙离子浓度增加､ChIP-qPCR 实验也证实 RARβ 与 CD38 基因启动子区有结

合。提示 RA 可能通过 RARβ-CD38 轴增加胞内钙信号,促进催产素释放。 
结论 胚胎期开始的 VAD 可能是加重 ASD 症状的危险因素之一,其机制可能是体 RARβ 信号下调导

致 CD38 基因转录活性降低,从而影响其促进催产素释放的功能发挥,导致大鼠社会功能受损,产生孤

独症样的行为。因此,生命早期的营养状况在儿童行为发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OR-0066 

临床痊愈的 Tourette 综合征患儿主观生活质量研究 
 

郭依侠,丁磊,衣明纪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对临床痊愈的 Tourette 综合征(TS)患儿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研究,为 TS 患儿的远期干预提供

依据。 
方法 TS 组患儿 129 例,对照组儿童 129 例,所有被试者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少儿主观生活质量问卷

(ISLQ),TS 组在初诊和临床痊愈时评估主观生活质量。采用卡方检验､t 检验等方法,应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完成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①两组儿童在性别､出生体重､家庭类型､出生后 4 个月内的喂养情况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在年龄､家庭收入､父/母亲的文化水平以及儿童胎次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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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②TS 组患儿主观生活质量的得分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与临

床痊愈前比较,TS 组患儿临床痊愈时主观生活质量总分､家庭生活､学校生活､认知成份方面有改善

(P<0.05)。④与对照组相比,临床痊愈的 TS 组患儿主观生活质量各因子得分仍不理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TS 患儿临床痊愈时的主观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但与健康儿童相比,其主观生活质量仍欠佳;需继

续给予规范治疗和足够的重视,不断改善其主观生活质量。 
 
 
OR-0067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胃肠道症状与行为表现关系研究 
 

朱江,郭敏,杨亭,赖茜,雷雨溪,何慕兰,陈洁,李廷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胃肠道症状的发生情况,并探讨胃肠道症状与核心症状和问题

行为的关系。 
方法 依据 DSM-V 诊断标准,纳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发育与行为中心就诊和重庆市多家特

殊训练机构的 328 名年龄 2-7 岁的 ASD 儿童及 202 名幼儿园及小学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采用儿童

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孤独症儿童行为检查量表(ABC)､社交反应量表(SRS)､Gesell 发育量表对

ASD 儿童进行症状及智力发育评估,采用问卷调查儿童胃肠道症状和行为问题发生情况,采用孤独症

儿童问题行为调查表对 ASD 儿童问题行为进行评分,分析 ASD 儿童胃肠道症状与行为表现的关

系。 
结果 ASD 组胃肠道症状总检出率(49.4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25.7%) (χ2=29.039,p<0.05),并且便

秘､腹泻､恶心呕吐和大便恶臭检出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均<0.05)。不同性别､年龄 ASD 儿童胃肠

道症状检出率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 ASD 儿童根据胃肠道症状发生情况分为胃肠症状阳性

组和胃肠道症状阴性组,两组发育水平(DQ)无明显差别,与胃肠道症状阴性组相比,胃肠道症状阳性组

在 ABC 量表躯体运动(B)方面得分明显增加(t=2.258,p=0.028),情绪问题检出率明显增加

(χ2=5.602,p=0.018),在行为问题总评分､伤人及自伤行为､重复刻板行为评分明显高于胃肠道症状阴

性组(p 均<0.05)。 
结论 ASD 儿童的胃肠道症状较正常儿童发生率高,有胃肠道症状的 ASD 儿童有更严重的重复刻板

行为､问题行为及情绪问题,提示临床干预中 ASD 儿童的胃肠道问题不容忽视,多学科综合治疗对

ASD 儿童的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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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68 

附后续访谈的改良版婴幼儿孤独症筛查量表中文版修订 
 

郭翠华
1,罗美芳

1,李荣萍
2,邵智

3,俞红
4,吴婕翎

5,徐海青
6,邵洁

7,静进
1 

1.广州中山大学 
2.北京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3.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4.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5.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6.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7.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引进､修订附后续访谈的改良版婴幼儿孤独症筛查量表(the Modified 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 Revised with Follow up,M-CHAT-R/F),检验其信效度,为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早期筛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多层抽样方法,2016 年 8 月-2017 年 3 月在北京､浙江､广东､重庆､贵州､湖北 6 个省市的 9

家医院､21 家社区卫生中心及 7 家幼儿园,抽取 16-30 月龄的婴幼儿进行孤独症筛查,对筛查阳性者

进行后续访谈及发育筛查,后续访谈仍阳性者预约医师进行诊断评估。随机抽取 20 名筛查阳性儿童

同时评定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检验效标效度。20 名家长 2~4 周后再次填写 M-CHAT-R,以
检验重测信度。36 名儿童的父母同时单独填写 M-CHAT-R,以检验评分者信度。 
结果 共派发筛查问卷 9124 份,回收有效问卷 7928 份,回收率 86.9%。样本平均年龄 22.47±3.979
月,其中男童 4117 人(55.8%), 终诊断孤独症谱系障碍 82 例,患病率 1.03%。M-CHAT-R 中文版的

灵敏度为 0.96,特异度为 0.87,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 0.967,约登指数 0.8282,量表诊

断真实度高。内部一致性检验 Cronbach α 系数为 0.572(p<0.01),M-CHAT-R 总分与 CARS 总分的

相关系数为 0.531(p=0.016)。各条目的重测信度 kappa 值为 0.348-1(除条目 12 外,均 p<0.05),总分

重测信度相关系数为 0.677(p<0.01);各条目的评分者信度 kappa 值为 0.245-1(除条目 12 外,均
p<0.05),总分评分者相关系数为 0.834(p<0.01)。 
结论 M-CHAT-R/F 中文版的灵敏度､特异度高,总体信度､效度良好,适用于我国儿童孤独症的早期筛

查。 
 
 
OR-0069 

维生素 D3 联合早期介入丹佛模式治疗孤独症的研究 
 

冯俊燕,贾飞勇,单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3 联合早期介入丹佛模式治疗孤独症的疗效。 
方法 将 102 例 1 至 4 岁孤独症患儿随机分为三组:常规康复组､维生素 D3 治疗组和丹佛治疗组;常

规康复组采用常规干预治疗,如语言训练､感统训练､认知训练､ 作业治疗等。其接受干预的时间为每

周 6 天,每次课程为半小时,每个孩子每天有 3-5 次课程;维生素 D3 治疗组接受以上常规干预治疗方

法外,每月给予 15 万 IU 维生素 D3 肌肉注射一次,且 800IU 日一次口服;丹佛治疗组在接受上述维生

素 D3 治疗的基础上接受 ESDM 干预治疗,每周 6 天,每次课程 2 小时。治疗前及治疗后 3 个月各组

患儿进行孤独症评估量表 ABC,CARS 量表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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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常规康复组治疗 3 个月后 ABC 总分､躯体运动能区､生活自理能区分数明显下降,感觉能区､

交往能区､言语能区､CARS 总分虽有下降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图 1)。2､维生素 D3 治疗组治疗 3

个月后 25(OH)D 水平明显升高,ABC 总分､躯体运动能区､生活自理能区､感觉能区､交往能区､言语

能区及 CARS 总分均有明显降低,感觉能区分数虽有降低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图 2)。3､丹佛治疗

组治疗 3 个月后 25(OH)D 水平明显升高,ABC 总分､生活自理能区､感觉能区､交往能区､言语能区及

CARS 总分均有明显降低,躯体运动能区分数虽有降低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图 3)。4､对常规康复组

､维生素 D3 治疗组､丹佛治疗组三组之间两两比较发现,丹佛治疗组的 ABC 总分差､言语能区分数差

明显高于维生素 D3 治疗组和常规康复组,且维生素 D3 治疗组明显高于常规康复组(图 4A,F)。丹佛

治疗组的感觉能区分数差､交往能区分数差､生活自理能区分数差､躯体运动能区分数差､CARS 总分

差明显高于维生素 D3 治疗组和常规康复组;维生素 D3 治疗组虽高于常规康复组,但无明显统计学意

义(图 4B-E,G)。 
结论 维生素 D3 可有效改善 ASD 患儿的临床症状,特别是针对语言能区相比常规康复具有显著疗效;
维生素 D3 联合早期介入丹佛治疗可能是目前改善 ASD 患儿临床症状的 佳方案。 
 
 
OR-0070 

非综合征性腭裂儿童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初步研究 
 

杨峰,束煌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测试一组非综合征性腭裂儿童的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与同龄正常儿童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并分

析其发生机制。 
方法 对 54 例 3~8 岁居住于城市地区的非综合征性腭裂儿童,按养育者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毕业为标

准分为 2 组,分别与相应的正常儿童(匹配年龄､性别､居住地和养育者受教育水平)进行标准化语言能

力测试(包括整体语言､语言理解､语言表达､语义和句法 5 个项目),观察腭裂组儿童与对照组儿童的

测试结果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两组腭裂组儿童在语言表达和句法应用能力项目上的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儿童,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其中,养育者受教育水平低于初中的腭裂组儿童与对照组相比其差异更为显著。 
结论 与正常儿童相比,非综合征性腭裂儿童对复杂语言结构的分辨和运用能力相对不足;养育者的受

教育水平对患儿的语言能力有明显影响,养育者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有效地提高腭裂患儿的语言

表达和句法能力,因此,对腭裂儿童的序列治疗,应重视对患儿对复杂语言结构运用能力的培养,以提高

该群体的整体预后水平。 
 
 
OR-0071 

家庭沙盘游戏联合药物疗法治疗儿童 
Tourette 综合征的疗效研究 

 
廖海蓉,章小雷,黄钢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探讨家庭沙盘游戏联合药物疗法治疗对儿童 Tourette 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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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DSM-V 为诊断标准,选取确诊的 Tourette 综合征儿童 100 名(年龄为 6~12 岁),采用随机对

照的实验方法分为 4 组,家庭沙盘游戏联合药物组(25 名),家庭沙盘游戏组(25 名),药物组(25 名),空白

组(25 名)。家庭沙盘游戏联合药物组给予每个家庭每周 1 次,1 次 60 分钟的家庭沙盘游戏,同时口服

泰必利药物治疗,50-100mg/次,每天 3 次,治疗持续 8 周。家庭沙盘游戏组:每个家庭进行每周 1 次,1
次 60 分钟的家庭沙盘游戏,治疗持续 8 周。药物组:口服泰必利药物治疗,50-100mg/次,每天 3 次,治
疗持续 8 周。空白组:不做任何治疗。治疗前､后采用耶鲁抽动症严重程度评分表(YGTSS)进行测量,
评估不同的干预方法对儿童 Tourette 的疗效。 
结果  
1.YGTSS 抽动症状评分:干预后 YGTSS 抽动症状评分家庭沙盘游戏联合药物组(7.68±7.64)､家庭沙

盘游戏组(9.84±4.84)､药物组(12.9±7.10)均比干预前评分(27.76±6.55)､(23.40±7.22)､(23.56±6.50)
降低,P<0.05;空白组干预后 YGTSS 抽动症状评分(19.9±7.85)与干预前(21.60±6.50)比较无明显改

变,P>0.05。 
2.抽动症状的有效率比较:4 组不同干预方法对 Tourette 综合征儿童抽动症状的有效率不同或不完全

相同(χ2=29.66,P<0.05);家庭沙盘组与药物组有效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2,P>0.05),而
家庭沙盘联合药物组优于家庭沙盘组(χ2=5.09,P<0.05)及药物组(χ2=7.71,P<0.05)。 
3. YGTSS 社会行为的影响评分:干预后家庭沙盘游戏联合药物组(4.00±5.00)､家庭沙盘游戏组

(5.20±6.52)较干预前评分(24.40±7.89)､(18.40±8.50)明显下降;而药物组(19.20±10.37)､空白组

(16.40±9.95)与干预前(20.00±9.57)､(17.60±8.79)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家庭沙盘游戏联合药物疗法减少 Tourette 综合征儿童的抽动症状,改善社会行为,对儿童

Tourette 综合征治疗有效,且效果优于单独使用家庭沙盘､药物治疗,可以作为儿童 Tourette 综合征

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OR-0072 

Prediction model for prognosis of spatial neglect in 
children based on acute imaging 

 
Li Dongyun1,Glaab Enrico2,Suchan Julia3,Rorden Christopher4,Karnath Hans-Otto5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Université du Luxembourg 

3.Children’s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4.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5.CRONA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Objective One of the urgent questions after brain damage in children is how the behavioral 
deficits will resolve in a particular patient. As a showcase for the general principle we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consequences of brain lesion to the right hemisphere, namely the disorder of 
spatial neglect. Possible predictors for neglect recovery have been suggested and discussed 
since the 1970s. However, studies revealed heterogeneous and even contradictory results. 
Karnath et al. (2011) identified those brain regions that were critically involved when neglect 
behavior became a chronic disorder. The present study tested whether damages of these 
structures in children serve as a predictor for neglect prognosis. Two different regression models 
revealed a clear linear relationship: the larger the lesion overlap with these anatomical structures, 
the less recovery of spatial neglect was achieved. The regression functions allow clinicians to 
predict long-term prognosis of spatial neglect for single cases based on the clinical scans 
obtained at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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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Neurological pediatric patients (age range: 6-14yrs) were screened for an acute right-
hemisphere brain damage and for the presence of spatial neglect. Twenty-one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and diagnosed with spatial neglect in the acute phase of brain damage. The 
remaining thirteen patients conducted the initial behavioral testing on average 4.5 days post-
onset (SD 2.1) and the second behavioral testing in the chronic phase on average 472.3 days 
(SD 170.0) post-onset. Pati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Bear Cancellation Task, Bells Test, and 
Copying Task. Brain damages were demonstrated by MRI (n = 5) or by spiral-CT (n = 8) scans. 
Brain damage locations were marked directly on the individual MR- or CT-scans using MRIcron 
software (www.mricro.com/mricron). Then, both the anatomical scan and the lesion were mapped 
onto stereotaxic space using the ‘Clinical Toolbox’ which includes age-specific MR and CT 
templates for normalization and is implemented in SPM8 (www.fil.ion.ucl.ac.uk/spm). A simple 
overlap of the brain damages of all 13 patients is presented in Figure 1. The statistical map 
identified as the critical region related to chronic neglect in the previous study by Karnath et al. 
served as the target area in the present study. It will be termed ‘chronic neglect region of interest 
(CN-ROI)’ in the following and i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 (blue color). To determine the overlap 
between each patient’s brain les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and the CN-ROI, we used ‘Imcalc’ 
function implemented in SPM8. It wa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in relation to the total number 
of voxels in the CN-ROI. Neglect severity was determined as a continuous variable by averaging 
the z-transformed Centre of Cancellation scores from the Letter Cancellation Task and the Bells 
Test, as well as the z-score for the performance in the Copying Task, separately for the initial and 
for the chronic phase of the brain damage. To evaluate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neglect between 
initial and chronic post-stroke phases, we calculated the variable ‘Effectiveness of Neglect 
Recovery’: Effectiveness = (Chronic z-value – Initial z-value) / (Top z-value – Initial z-value) × 
100%. Two regression methods, linear regression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quantif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ffectiveness of Neglect Recovery’ can be predicted 
from the percentage of brain damage overlap with the CN-ROI, from lesion volume, and from the 
initial neglect severity. 
Results Hierarchical average linkage clustering applied to the lesion overlap and lesion volume 
data from the 13 patients suggested that one observation was an outlier: measurements for the 
corresponding patient (patient W.O.) appeared in an isolated cluster. For all 12 patients excluding 
the outlier, the best model in terms of the absolute error was obtained using SVM regression 
(mean rel. absolute error = 0.603), whil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rovided the best model in 
terms of the squared error, which penalizes large deviations from the correct value more strongly 
than smaller ones (mean root rel. error = 0.709). Moreover, when testing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variables with ‘Effectiveness of Neglect Recovery’ via linear regression after removing 
the predicted outlier, only the lesion overlap with the CN-ROI provid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gression fit (Fig. 2 blue line, one-tailed p = 0.003,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r = -
0.732; the red line represents the corresponding linear SVM model). Figure 2 illustrates these 
SVM and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odels; the regression techniques resulted in similar final 
models. Over all 13 patients (i.e. including the outlier patient W.O.) the correlation reduces to r = -
0.117. 
Conclusions We built two models − one using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and the other using SVM 
regression − to predict outcome of neglect recovery based on acute imaging. Our results point to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ectiveness of Neglect Recovery’ and lesion overlap with CN-ROI, 
i.e. the critical region related to chronic neglect from our previous study (cf. Figure 2C in Karnath 
et al., 2011).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outlier case, the results showed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matching with the intuitive expectation that the larger the lesion overlap with the CN-
ROI, the less effective is the recovery from spatial neglect. The present regression models 
demonstrate that the overlap between individual brain lesions scanned at admission with CN-ROI 
has a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spatial neglect recovery. The larger the lesion overlap with the CN-
ROI, the lower the effectiveness of spatial neglect recovery. The predictive functions are easy to 
use and allow clinicians to estimate a long-term prognosis of spatial neglect for a single case 
based on the clinical scans obtained at admission, providing both a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and 
confidence intervals. This not only enables to inform the individual patient about prognosis 
expectations, but also to set proper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lans for this patient,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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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 early information on the needs for his/her home adjustments and community support. 
Further valid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obtained regression models, of course, is required to 
substantiate the identified predictive relationship and evaluate the potential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generaliz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s. 
 
 
OR-0073 

普通小学儿童学习困难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状况及影响因素 
 

姚晓治,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通过调查普通小学学习困难(LD)儿童的心理行为状况,了解 LD 共患 ADHD 的状况及相关影响

因素。 
方法  通过对 2 所普通小学 2~4 年级共 718 名学生进行调查,分别采用自编“家庭因素调查表”调查影

响学业的相关家庭因素。LD 诊断依据学业情况参照文献进行;ADHD 诊断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

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 ADHD 诊断标准。并采用持续性注意力测定(CPT)评估注意缺陷程

度及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进行心理行为状况的

评估。 
结果  1.在 2 所普通小学的 718 名学生中,有 LD 儿童 55 名,占总数的 7.66%,其中共患 ADHD 即

LD+ADHD 组有 44 名,占 LD 儿童的 80.00%;2. LD 儿童及家庭存在着较多影响学业的不利因素,如
81.82%LD 儿童伙伴交往困难;67.27%LD 儿童的父母关系欠佳;65.45%LD 儿童的家庭经济相对拮

据。共患 ADHD 的 LD 儿童存在着更多不利因素(P<0.05),而父母的学历及工作性质与是否患

ADHD 无显著相关(P>0.05)。3.LD+ADHD 组心理状况量表测评(SCARED､DSRSC)得分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P<0.001),而 CPT 测定结果低于健康对照组(P<0.001)  
结论 普通小学 LD 儿童共患 ADHD 发生率高,ADHD 及情绪障碍是导致 LD 的重要因素,LD 儿童尤其

是共患 ADHD 的及其家长存在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OR-0074 

共患 ADHD 的对立违抗性障碍儿童的相关家庭因素分析 
 

孙海婷,汪萍,简芳芳,王晨,寇倩,席静,王炎佳,王小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近年来,对共患病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卫生领域的一种趋势,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对立

违抗性障碍(ODD)的共患病很高,国内外有研究表明 ODD 合并 ADHD 在学龄儿童中的患病率为

6.1%~8%[1-3]。近年来,几乎所有主要的精神病学理论都认为父母及家庭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起关

键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文化背景下 ODD+ADHD 患儿的家庭影响因素。 
方法 对门诊就诊儿童以 DSM-V 中 ADHD 和 ODD 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得到 ODD 伴 ADHD 者 46 例

(63.01%),ODD 不伴 ADHD 者 27 例(36.99%)。采用自行编制的家庭情况调查表,包括:父母文化程

度､家庭类型､经济收入､患儿起病年龄,就诊年龄,母亲怀孕年龄,母孕期心情,家族病史等,调查每一患

儿情况。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4]进行父母教养方式调查。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量表(中文版)(FACESII-CV)[5]评价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家庭体系随家庭处境与家庭不同发展

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 
 结果 ODD+ADHD 组儿童在起病年龄(7±2)比 ODD 组(8±2)早(t=-2.67,P<0.01);在就诊年龄

上,ODD+ADHD 组儿童(9±2)也比 ODD(11±3)组早(t=-2.23,P<0.01);二者在父母文化程度上､家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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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收入等上差异不显著。合并组母亲的情感温暖因子得分较 ODD 组低(P<0.05),父母亲的惩

罚因子､拒绝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 ODD 组(P<0.05),其余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合并组在家庭现实

中亲密度因子与适应能力因子得分均显著低于 ODD 组( P<0.05)。 
结论 本文探讨了家庭因素对儿童 ODD 及 ODD+ADHD 患病率及症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

儿童的 ODD 及 ADHD 症状与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有关。因而父母要尽力为患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
注意教育方式,多用正面教育与鼓励方式代替批评､打骂与强制方法,与儿童友好地沟通､交流,及时了

解儿童的心理动态,使儿童的行为正常化发展。 
 
 
OR-0075 

阿立哌唑､泰必利与可乐定透皮贴剂治疗 

儿童抽动障碍的对照研究 
 

邱鸣琦,陈燕惠,郑斌,陈颖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阿立哌唑,泰必利与可乐定透皮贴片治疗抽动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以及对三

种药物的经济学评价。 
方法 将 60 例符合 DSM-IV 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 TD)临床诊断标准的 6~14 岁患儿随机分为三组,
分别给予阿立哌唑(2.5~10 mg/d),泰必利(25~400 mg/d)与可乐定透皮贴片(1~2mg/w)治疗。在治疗

前和治疗后 12 周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GTSS)评分表》对三组患儿进行评定,评价临床

疗效,观察不良反应后计算 3 个治疗组组的费用,并根据治疗总有效率和治疗费用进行成本-效果分

析。 
结果 治疗后,三组患儿的 YGTSS 总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阿立哌唑组有

效率为 84%;泰必利组有效率为 94%;可乐定组有效率为 72%。三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254,P >0.05)。阿立哌唑与泰必利较可乐定的起效早(P <0.05)。三组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三组不良反应率分别为 5.3% ､5.5% 和 55.5%,可乐定与另外两组差异显著(P <0.05),但主要为局部

皮肤过敏。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可乐定透皮贴片的成本效果比值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治疗组。 
结论 阿立哌唑､泰必利和可乐定透皮贴片治疗儿童 TD 均有确切疗效。综合疗效,安全性及药物经济

学等数据,在临床治疗儿童 TD 时,阿立哌唑组起效快､用药次数少,依从性好,适合学龄期儿童使用。

泰必利价格便宜,而可乐定对年龄较小,抗拒服药的儿童很合适。 
 
 
OR-0076 

全身运动质量评估技术联合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 
对脑损伤高危儿预后判断的应用研究 

 
侯雪勤,杜菲,刘玥,罗晓曦,秦菁晶,刘春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前瞻性进行在脑损伤高危儿随访监测中联合运用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及全身运动质量评估技

术的研究,明确粗大运动发育异常超早期诊断的准确性,判断脑损伤高危儿发育结局。 
方法 受试对象为 2013 年 06 月至 2015 年 08 月在我院康复科就诊的 0~6 月龄存在脑损伤高危因素

的婴幼儿 258 例。具体方法: 1､<6 月龄(包括校正胎龄后年龄小于 6 月龄的早产儿)的脑损伤婴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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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取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及全身运动质量评估技术对其运动功能和运动模式进行检查。2､随访

过程中年龄≥6 月龄而≤1 岁的脑损伤高危儿及已出现粗大运动功能发育异常的婴儿采取 Alberta 婴

儿运动量表对其运动功能进行检查。3､随访年龄大于 1 岁的儿童采用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对其

运动功能进行定期评估,判断运动发育是否正常,验证早期预测结局是否正确。4､分别计算 GMs 评估

联合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评估对脑损伤高危儿粗大运动发育预后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
性预测值,了解两项检查一致性及相关性。使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GMs 评估结果中 96 例表现为不安运动缺乏,其中 18 例 终诊断为脑瘫,32 例诊断为运动发

育迟缓,46 例 1 岁时运动发育正常;11 例表现为痉挛-同步性全身运动, 终均诊断为脑性瘫痪;151 例

表现为正常者, 终运动发育迟缓 21 例,发育正常 130 例。GMs 评估对脑损伤高危儿粗大运动发育

异常预测效度为:敏感度为 81.09%,特异度为 38.23%,阳性预测值 81.35%,阳性似然比 2.55,阴性似

然比 0.35。2､247 例 GMs 评估结果正常的儿童均定期采用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进行评估,结果显

示 1 岁前初次判断为异常的儿童有 105 例,随访过程中发现肌张力增高及运动模式异常 16 例,这类

儿童随访至 1 岁,其中 15 例诊断为脑瘫者,其余 89 例儿童随访至 1 岁,均诊断为发育迟缓;1 岁前判断

为正常的儿童 142 例,随访至 1 岁,其运动发育水平正常。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评估对脑损伤高危儿

粗大运动发育异常预测效度为:敏感度 98.18%,特异度 83.57%,阳性预测值 89.81%,阳性似然比

2.91,阴性似然比 0.04。3.1 岁前随访,两项评估方法其中一项为异常即判断为阳性结果,联合应用两

项检查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5.68%,92.9%。 
结论 1､全身运动质量评估技术能早期识别脑损伤高危儿的异常运动模式,重度异常结果对其粗大运

动功能发育的远期预后评估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特异度;2､全身运动质量评估技术判断为正常或运

动模式轻度异常的儿童联合使用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有助于预后判断;3､两种方法联合应用对脑损

伤高危儿粗大运动发育监测的模式可行性高。 
 
 
OR-0077 

ADHD 儿童干预前后行为及脑电的变化 
 

路俞群,薛波,方旭忠,杨志英,包华,王义梅,张燕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当前儿童精神病学中研究广泛的行为问题之一,其治疗措施缺乏特

异性,脑电生物反馈是目前常用的干预方法。本研究通过特定的控制性脑电波反馈训练技术,对
ADHD 伴感统失调儿童进行了感觉统合状况､注意力和量化脑电分析,以了解 ADHD 儿童行为及脑功

能的特点。 
方法 选择因多动､注意力不集中来我院儿保科就诊符合拟诊为 ADHD 的儿童 217 例,男 163 例,女
54 例,男:女≈3:1,年龄 6~15 岁,平均 8.16±2.70 岁。 
干预方法:采用脑电生物反馈方法,设置抑制 4~8Hz 的慢波,强化 12~15Hz 感觉运动节律波为治疗目

标,每周治疗 2~4 次,每次 20~25min,20 次为 1 个疗程,一般治疗 3~4 个疗程。训练开始前及训练后

采用 Thompson 数据量化系统,对儿童进行不同状态(睁眼 1 分钟､闭眼 1 分钟､阅读 2 分钟､计算 2
分钟)测试。 
观察指标:训练开始前后采用感觉统合评定量表评定前庭失调､触觉过分防御､本体感､学习能力不足

和使用工具能力等五方面能力,行持续性操作测试评定视觉､听觉､视听觉三种状态下错误数､漏报数

和平均反应时,行划消试验评定粗分､失误分､得分和失误率。所有儿童行阅读､计算､睁眼､闭眼状态

下量化脑电波测定,对干预前及干预 4 个疗程后 θ､α､SMR､β､θ/β､α/β 进行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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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选择因多动､注意力不集中来我院儿保科就诊符合拟诊为 ADHD 的儿童 217 例,男 163 例,女
54 例,男:女≈3:1,年龄 6~15 岁,平均 8.16±2.70 岁。 
干预方法:采用脑电生物反馈方法,设置抑制 4~8Hz 的慢波,强化 12~15Hz 感觉运动节律波为治疗目

标,每周治疗 2~4 次,每次 20~25min,20 次为 1 个疗程,一般治疗 3~4 个疗程。训练开始前及训练后

采用 Thompson 数据量化系统,对儿童进行不同状态(睁眼 1 分钟､闭眼 1 分钟､阅读 2 分钟､计算 2
分钟)测试。 
观察指标:训练开始前后采用感觉统合评定量表评定前庭失调､触觉过分防御､本体感､学习能力不足

和使用工具能力等五方面能力,行持续性操作测试评定视觉､听觉､视听觉三种状态下错误数､漏报数

和平均反应时,行划消试验评定粗分､失误分､得分和失误率。所有儿童行阅读､计算､睁眼､闭眼状态

下量化脑电波测定,对干预前及干预 4 个疗程后 θ､α､SMR､β､θ/β､α/β 进行量化分析。 

结论 ADHD 儿童存在信息加工､处理能力不足､执行功能损害,根据患儿的个体特征进行针对性的干

预更科学､更有效。 
 
 
OR-0078 

Das-Naglieri 认知评估系统提供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儿童临床诊疗新评价方式 

 
夏佳,易琴,陈敏,郝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 Das-Naglieri 认知评估系统(DN:CAS)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临床评估中的作用,
为 ADHD 的临床诊疗提供新的评价方式。 
方法 将 227 名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儿保中心用 DSM-IV-TR 确诊为 ADHD 的患儿(其中注意力

缺陷型(AD)48 人,多动/冲动型(HD)6 人,混合型 145 人)与 28 名健康对照(RMC)进行韦氏智力评估､

SNAP-IV 评分及 DN:CAS 评分,收集患儿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临床症状､既往疾病史､用药史等),

对 DN:CAS 评分与韦氏测验分数､SNAP-IV 评分进行相关分析,在各不同亚型的 ADHD 组进行

DN:CAS 评分的诊断效能分析。 
结果 1.分别用 DN:CAS､SNAP-IV､DSM-V 量表评估 ADHD 及 RMC,并用多因素及单因素卡方分析

进行两组间比较,结果显示 CAS 量表中 plan (p<0.001) /simultaneous(p<0.001)/attention (p=0.005) 
/successive(p=0.038)/FullScore(p<0.001),差异有显著性,SNAP-IV 量表检测结果均可见显著性差异 
(p<0.01);2. DN:CAS 评分诊断 ADHD 特异性为 0.7857,敏感性为 0.6701,AUC 面积及 95%可信区

间 0.7365(0.6511,0.8219);3. 对 DN:CAS 量表结果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χ2/df=1.513<2.00, RMSEA=0.061, CFI=0.955,表明 DN:CAS 量表对 ADHD 建构效

度较好;4.多因素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均验证 DN:CAS 评估 ADHD 患儿与 DSM-IV-TR､SNAP-IV 量

表具有较好一致性。 
结论 DN:CAS 评估系统发现 ADHD 患儿认知功能(包括计划功能､同时注意功能)降低,对 ADHD 患

儿及亚型 AD 均有较高的诊断特异性,可为后期不同亚型的 ADHD 进行特异性治疗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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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79 

Effects of Parent-implemented Early Start Denver Model 
Intervention on Chinese Todd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Zhou Bingrui1,Xu Qiong1,Li Huiping1,Zhang Ying1,Wang Yi1,Rogers Sally J.2,Xu Xiu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MIND Institute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a 26-week, low-intensity, parent-implemented Early Start 
Denver Model (P-ESDM) intervention on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SD severity of ASD toddlers, 
and on the parental stress of their parents.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is a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ubjects in the P-ESDM group 
(n=23) were recruited from 1.5~2.5-year toddlers who were screened positive on 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 (CHAT-23) in Xuhui and Minhang District in Shanghai and diagnosed with 
ASD by DSM-V in the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clinic of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ASD toddlers in the community group (n=20) were recruited from age-matched ASD 
toddlers coming from other districts or provinces with the same diagnosing procedure as the P-
ESDM group.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the P-ESDM group attend 1.5-hour therapy per week for 26 
weeks. Children of community group received any interventions available from communities or 
private services. Assessments were completed at baseline (T1) and 26 weeks later (T2). 
Results After adjusting for baselin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community group, the P-ESDM group demonstrated improvement that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gener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Personal-Social, Language, and Eye-Hand Coordination 
domains. The both groups did not have much improvement in ASD severity using standardized 
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 (ADOS), but P-ESDM group showed greater 
improvement in parent-reporte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symbolic play than community group 
did. Although parents in the P-ESDM group experienced decreased parenting stress while those 
in community group showed an opposite tre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group assignment. 
Conclusions Parent-implemented Early Start Denver Model on Chinese toddlers with ASD for a 
longer duration have shown some potentials in improving thei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s well 
as social communicational skills reported by parents. Our results also supported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for ASD. 
 
 
OR-0080 

Sleep Disturbances and Autism Symptom Severity: A 
Dose-Dependent Association 

 
Wang Guanghai,Jin Zhijuan,Jiang Yanrui,Jiang Fan,Jin Xing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The Sleep Committee of the Autism Treatment Network developed practice pathway 
for ident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somn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considering sleep disturbances in this population often go 
undetected and untreate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ose-dependent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isturbances (either short sleep or bad sleep difficulty) and autism symptom severity.  
Methods Parents of 203 children with ASD aged 3-12 years filled out questions for sleep duration 
and sleep quality, and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Questionnaire (S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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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Parents reported 25% of the children had sleep duration < 8 h, and 22.5% had bad sleep 
quality. Children with short sleep duration or bad sleep quality were endorsed higher SCQ total 
score, indicating higher severity of autism symptomology. Short sleep (r = -.292, p<0.001) and 
bad sleep quality (r = -.220, p=0.002) were correlated to increased autistic severity.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and mother education, short sleep (β= (-0.19, p=0.011) and bad sleep quality 
(β=-0.20, p=0.004)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to severity of autism symptomology. The 
relationship was dose-dependent, with higher severit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dose” of having 
short sleep and bad sleep quality.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leep disturbances should be routinely assessed and 
severed as important intervention targets when addressing autism symptomology 
 
 
OR-0081 

广州自闭症儿童的遗传机制研究 
 

刘斌,陈文雄,唐亚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研究本地自闭症儿童的遗传机制,为深入研究自闭症的分子机制,及为今后本地该病的分子诊断

及分子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自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集 90 例自闭症儿童及其父母血液(trios),采用全基因组外显

子测序的方法检测患儿的基因突变,测序数据经比对 reference 基因组及核对基因多态性数据库

(dbSNP､1000Genome 等)后重点分析患儿出现的新发突变(denovo mutations)。并采用 KEGG､

GO､PPI 及基因表达数据库将突变的基因进行富集。 
结果 在 90 个患儿中共出现 85 个基因突变(SNV)和 10 个插入缺失(indel),其中错义突变/移码突变

(Non-synonymous / frameshift)与同义突变(Synonymous)之比约为 3.2(65/30),与已报道的数据接

近。突变的基因主要富集在 Notch､Neuroactive ligand-receptor interaction 及 Neurotrophin 这 3 种

信号通路;并与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neurogenesis 等 10 余种生物过程密切相关;在突变基

因编码的蛋白中, KIF5C､KIF1A 及 MARK2 等蛋白可通过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调控神经发育过

程的新网络;上述网络中的基因都在出生后 1 年内高表达于大脑皮质､海马及杏仁核等自闭症的重要

靶器官/组织,提示该网络在疾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结论 本研究所富集的基因突变､信号通路及生物过程等,均与神经发育密切相关;而 KIF5C､KIF1A､
MARK2 及 LYST 等基因形成的神经发育调控网络可能将是研究自闭症发病的分子机制及分子靶点

的新热点。 
 
 
OR-0082 

肌醇缺乏小鼠神经管畸形模型的建立 
 

郭金,岳慧轩,李莘,王建华,张霆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建立一种孕期肌醇缺乏致子代小鼠发生神经管畸形的模型,为肌醇缺乏在 NTDs 发生中的作用

机制提供模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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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6-8 周龄 SPF 级 C57BL/6 小鼠,阴栓确认怀孕,于孕 7.5 天给予孕鼠抗肌醇代谢药腹腔注射,检
测孕鼠打药后血浆肌醇水平。于孕 13.5 天处死孕鼠,取出胎鼠,在体视镜下观察胎鼠发育形态,对各

种畸形进行记录。HE 染色观察小鼠组织结构改变。 
结果 本研究通过药物抑制体内肌醇 1-磷酸酶(IMPase)使肌醇 1-磷酸不能被催化生成游离态肌醇,从
而阻碍体内肌醇代谢通路,降低体内肌醇的含量。采用 GC-MS 技术分别检测了打药后 0 h､4 h､8 h､
16 h 时母鼠血清肌醇水平,结果发现肌醇水平在注射后 4 h~8 h 降到 低(P<0.01),仅为正常血清的

1/2,之后开始恢复,但 16 h 后,肌醇水平仍低于正常水平(P<0.05),使胚胎神经管发育期间,孕鼠血浆肌

醇水平显著降低。对给药剂量进行摸索,发现在小剂量给药时,小鼠胚胎畸形表型较少,吸收胎的比率

随药物浓度的升高呈递增趋势,无死胎出现。而在大剂量给药时,吸收胎比例显著增高, 终确定给药

剂量为 350 mg/kg。在此条件下,NTDs 的发生率 高,为 26.7%,包括脑膨出(87.0%), 无脑畸形 
(8.7%) 和脊柱裂(4.3%)。其它畸形主要包括小眼无眼畸形､唇腭裂､颜面部畸形及发育迟缓,共占

23.3%。从而确定该剂量作为造模的 佳剂量。将胎鼠分为三组,分别为对照组,打药无畸形组,及
NTDs 组。对这三组小鼠脑组织进行连续组织切片及 HE 染色,发现在打药无畸形及 NTDs 组,胎鼠

脑组织神经上皮细胞增殖明显,且排列紊乱,使脑室轮廓不清,挤压变形。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孕期肌醇缺乏子代神经管畸形的小鼠模型,为下一步研究肌醇缺乏在 NTDs 发

生中的作用机制提供模型基础。 
 
 
OR-0083 

BSR 模式对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短期疗效 
的初步探究和多模态分析 

 
刘忆瑛,邹小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通过多模态分析方式以结合 ATEC 探索行为-结构化-关系干预模式(Behavior-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SR)模式对 ASD 儿童的干预效果,并探索多模态指标与 ATEC 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9 月至 12 月在我院接受 BSR 模式干预的 2-4 岁的 ASD 儿童共 27 例及等待接受

BSR 干预的对照组 ASD 儿童共 22 例,干预组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 1 月､2 月､3 月进行随访评估,评

估内容包括叫名反应､共同注意､听觉空间注意､社会性微笑､指物､隐性注意,对照组于干预前完成上

述随访评估,结合 ATEC 探索 BSR 干预模式的疗效以及多模态指标与 ATEC 的相关性。 
结果 1､干预组干预后共同注意跟随率(干预组 0.50±1.00,对照组 0.42±0.29)､社会性微笑比例(干预

组 58.82%,对照组 36.36%)､微笑程度(干预组 0.38±0.37,对照组 0.22±0.38)､听觉空间注意反应持

续时间(DT)(干预组 3.99±1.90s,对照组 3.25±2.16s)以及微笑 DT(干预组 2.84±2.23s,对照组

0.61±0.60s)均超过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干预组干预后说话/语言/交流(干预组 18.82±5.04,对照组 24.00±8.00)､社交(干预组 12.73±4.59,
对照组 23.09±7.62)2 个维度以及总分(干预组 69.45±21.93,对照组 91.68±16.80)均低于对照组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通过对多模态指标以及 ATEC 得分干预前后的变化趋势的相关性分析,发现 3 组数据高度相关且

具有显著性(|r|>0.60 且 P<0.05),包括:Δ 非社会性刺激隐性注意反应时间(RT)与 Δ 总分(r=0.900);Δ
指物动作与 Δ 健康/身体/行为维度得分(r=-0.719);Δ 社会性刺激隐性注意 RT 与 Δ 健康/身体/行为维

度得分(r=0.644)。当纳入 3 个多模态指标(Δ 指物动作､Δ 社会性刺激隐性注意 RT､Δ 差值 4)时,其相

关性 高,达 86.3%(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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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对多模态指标的变化趋势以及 ATEC 基线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发现 Δ 共同注意 DT 与健康/身
体/行为(r=-0.694)高度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BSR 模式能改善 2-4 岁 ASD 儿童在认知､语言､社会交往､行为问题及生活自理等各方面的

能力,从而改善疾病预后,这种干预模式值得推广。 
2､经过短期 BSR 模式干预后,ASD 儿童的共同注意跟随率､被引发社会性微笑的儿童所占比例以及

微笑程度､微笑 DT 以及听觉空间注意 DT 均超过对照组儿童,上述多模态指标可用于疗效评估。 

3､健康/身体/行为得分越低,干预后多模态指标变化越显著。多模态指标可作为评估 ASD 疗效的一

种客观量化的补充手段。 
 
 
OR-0084 

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白血病患者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 
 

王栩恒 
重庆南开中学 400030 

 
 
目的 探讨玩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白血病患者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 
方法 在医务人员协助下,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70 例住院青少年白血病患者做为研究对象。经与患儿及

家长充分沟通并征得知情同意后,对患儿发放“玩电子游戏情况问卷､PHQ-9 量表”。通过问卷调查了

解患者对无线网络､电子娱乐的需求。喜欢玩电子游戏的患儿纳入实验组(n=35),不喜欢玩电子游戏

的患儿纳入对照组(n=35)。实验组除接受医务人员的常规治疗及护理(包括一般心理护理)外,还由课

题组成员指导患儿合理玩电子游戏:包括玩游戏的种类､时间及频率等。其具体方法:提供预先已下载

好了电子游戏的 iPad､iPod 等电子产品给患者玩游戏或帮助少数已有电子产品的患者下载相应的种

类的电子游戏。游戏种类主要为益智､策略类的游戏,如:愤怒的小鸟 小鳄鱼洗澡､fieldrunner 等。并

指导患儿在感到无聊､心情郁闷､身体不适时,可以通过玩指定类型的电子游戏来转移注意力,减轻身

体的不适,释放压抑情绪,40—50 分钟/次,每天不超过 4 次,睡前及夜间不宜玩,且需在家长､医务人员

或其他成年人的监督下玩。对照组未进行玩电子游戏的干预,只接受了医务人员的常规治疗及护

理。对纳入研究的两组患儿分别在两周后再次进行 PHQ-9 量表的调查。将两组患儿前后两次

PHQ-9 量表的调查结果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所调查的 70 例患儿均希望医院的病房里能提供无线网络,提供一些娱乐方式。实验组干预后各

条目得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情绪明显缓解。对照组两次问卷各条

目间对比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情绪缓解不明显。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各条目得分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干预后实验组各条目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尤其在 PHQ-9 量表

以下条目:做事兴趣､心情低落､睡眠障碍､疲乏､自觉糟糕､伤害自己方面的得分下降更明显。 

结论 适当玩电子游戏对缓解青少年白血病患者的抑郁情绪有积极作用,尤其在做事兴趣､心情低落､

睡眠障碍､疲乏､自觉糟糕､伤害自己等症状方面改善更明显。电子游戏干预可能促进青少年白血病

患者疾病治疗后身心健康 大程度的康复。在青少年白血病患者的临床治疗当中,适当引入电子游

戏作为一种辅助心理治疗手段可能成为今后该类患者心理干预治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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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85 

早产儿早期睡眠与学龄前期抑制控制的相关性研究 
 

张风华,梁轶群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初步探讨早产儿早期睡眠与学龄前期抑制控制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7 月住院观察的 27 例早产儿为研究对象,采用腕表式睡眠活动记

录仪监测早产儿纠正胎龄 6 月龄的睡眠/觉醒状况,随访至 4-5 岁时采用延迟满足任务评估其抑制控

制,分析早产儿早期睡眠与学龄前期抑制控制的相关性。  
结果 在延迟满足任务中,早产儿夜间就寝时间与延迟等待时间负相关(r=-0.330, P<0.01);白天小睡次

数､白天睡眠时间､白天小睡比例､早上觉醒时间､夜间睡眠时间､夜间 长连续睡眠时间､夜间睡眠潜

伏期､夜间觉醒次数､睡眠效率及 24h 睡眠时间与延迟等待时间均无相关性(P>0.05)。 
结论 早产儿的夜间就寝时间与学龄前期抑制控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早产儿干预中,应培养良好的

睡眠习惯,建立良好睡眠行为 
,及早就寝,有助于提高早产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OR-0086 

Maternal urinary Bisphenol A concentration and thyroid 
hormone levels of Chinese mothers and newborns: a 

prospective study 
 

Wang Xia1,2,Tang Ning1,Nakayama Shoji F3,Wang Xu1,Liu Zhiwei4,Zhang Jun1,Ouyang Fengiu1 
1.MOE-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3.Exposure Dynamics Research Section, Centre for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isk Researc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Tsukuba, Japan 
4.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International Peac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Although animal studies suggested that bisphenol A (BPA) exposure can disrupt 
thyroid function, little is explored in pregnant women and newborns.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maternal urinary BPA concentration with thyroid hormone levels in Chinese 
mothers and newborns. 
Methods  We measured BPA concentration in urin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398 pregnant women 
during gestational weeks 38.8 ±1.1 in a prospective birth cohort enrolled in 2012-2013 in 
Shanghai, China.We measured the concentration of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free thyroxin 
(FT4),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and 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 in cord 
blood, and obtained maternal FT4, TSH and TPO-Ab concentration from medical records. 
Results Urinary BPA was detected in 98.5% of mothers with a geometric mean (GM) of 1.32 
ng/ml. With each unit of increase in natural log-transformed BPA, no changes were found for 
maternal natural-log transformed FT4 (β=0.0004 pmol/l, 95% CI: -0.01, 0.01) or TSH level (β=-
0.01 mIU/ml, 95% CI: -0.05, 0.04). Of 398 newborns, no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urinary 
BPA concentration and FT3, FT4, TSH or TPO-Ab level in either male or female newborn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prenatal low-level BPA exposure had no disrupting effects 
on thyroid hormon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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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87 

昆明市 6-36 月龄婴幼儿神经心理发育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若思,杨舒 
昆明市延安医院 650051 

 
 
目的 研究昆明市 6-36 月婴幼儿神经心理发育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门诊随诊在昆明市延安医院收集 6-36 月龄的 310 名婴幼儿出生/患病情况､母亲孕期情况､
家庭情况及主要照顾者等相关信息。用“0~6 岁儿童发育筛查测验”(DST)进行发育评估,测量儿童身

长､体重及头围,并应用年龄别身长､年龄别体重､年龄别头围等指标对其进行生长发育状况评价。用

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婴幼儿发育商(DQ)和智力指数(MI)的因素。 
结果 共调查 310 名儿童。DQ≥85 分占 50.6%,70 分~84 分占 40.1%,<70 分占 9.3%;MI≥85 分占

76.2%,70 分~84 分占 17.8%,<70 分占 5.9%;其中运动智龄落后于实际年龄的占 59.4%。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低出生体重(OR=0.15,95%CI:-3.79~-0.03)､高龄分娩(OR=0.22,95%CI:-2.91~-0.16)､无
兄弟姐妹(OR=0.41,95%CI:-1.57~-0.19)是 DQ 低于正常的危险因素。早产儿(与足月儿相比

OR=1.0*109,95%CI:14.28~18.75)是 MI 低于正常的危险因素。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影

响婴幼儿神经心理发育的主要因素有早产､低出生体重､高龄分娩及家中有无兄弟姐妹。被调查儿童

神经心理发育水平与体格发育､分娩方式､母亲孕期情况､父母职业与学历､主要照顾者无显著相关。

共调查 310 名儿童。DQ≥85 分占 50.6%,70 分~84 分占 40.1%,<70 分占 9.3%;MI≥85 分占

76.2%,70 分~84 分占 17.8%,<70 分占 5.9%;其中运动智龄落后于实际年龄的占 59.4%。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低出生体重(OR=0.15,95%CI:-3.79~-0.03)､高龄分娩(OR=0.22,95%CI:-2.91~-0.16)､无
兄弟姐妹(OR=0.41,95%CI:-1.57~-0.19)是 DQ 低于正常的危险因素。早产儿(与足月儿相比

OR=1.0*109,95%CI:14.28~18.75)是 MI 低于正常的危险因素。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影

响婴幼儿神经心理发育的主要因素有早产､低出生体重､高龄分娩及家中有无兄弟姐妹。被调查儿童

神经心理发育水平与体格发育､分娩方式､母亲孕期情况､父母职业与学历､主要照顾者无显著相关。 

结论 310 名婴幼儿中,大运动发育普遍落后;早产､低出生体重､高龄分娩可能增加婴幼儿发育异常的

风险。家中有兄弟姐妹可能降低婴幼儿发育异常的风险。 
 
 
OR-0088 

感觉统合训练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康复干预疗效观察 
 

何金华,覃蓉,刘跃琴,熊裕娟,黄凤舞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感觉统合训练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康复干预疗效。 
方法 对 74 例患儿根据家属是否配合感觉统合治疗分为两组,观察组(家属配合感觉统合 n=41),对照

组(家属不配合感觉统合训练 n=33),两组在治疗前后均进行 Gesell 发育量表及儿童孤独症量表(ABC)
检查,两组患儿均进行康复干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感觉统合训练,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Gesell 发育量表及 ABC 量表变化,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有效率。 
结果 治疗前两组 ABC 量表评评分及 Gesell 发育量表语言､社交及适应性评分比较没有显著

(p>0.05),治疗后两组 ABC 量表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两组患儿 Gesell 发育量表适应性､语言及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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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p<0.05),观察组患儿治疗后 ABC 评分低于对照组,Gesell 发育量表语言

､社交及适应性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儿治疗有效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干预孤独症谱系障碍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OR-0089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血管造影特征分析及介入栓塞价值探

讨 
 

谭小云,张靖,申刚,夏杰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分析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血管造影特征并探讨其介入栓塞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0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在我科被诊断为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患儿

的临床资料,其中有 36 例在我科接受过介入栓塞治疗,仔细分析其血管造影特征并与我科 52 例普通

婴幼儿血管瘤血管造影对比,介入术后 4 周后评估其治疗效果,若仍未达治愈标准则可再次行介入栓

塞治疗。 
结果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血管造影通常表现为肿瘤样染色,形态不规整,染色不均,边界不清,染
色灶包绕正常动脉主干,供血动脉自正常动脉主干发出,数量众多且非常纤细,其直径与肿瘤大小不成

比例;普通婴幼儿血管瘤造影也表现为肿瘤样染色,但通常为类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清晰,染色均匀,分
布于正常动脉主干的一侧,供血动脉自正常动脉主干发出,通常为 1~4 支供血动脉,其直径与肿瘤大小

呈比例。36 例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患儿共接受经导管动脉栓塞术 2~4 次,共 107 次,平均

(2.9±0.7)次,其中有 11 次介入术后患儿血小板仍持续下降,有 96 次介入术后患儿血小板稳步上升,平
均(7.1±2.4)天后血小板全部上升至≥100×109/L,此后血小板随病情反复波动,平均复发时间为

(45.9±21.8)天。随访 6 个月至 2 年,36 例患儿术后 终联合受激素､长春新碱或西罗莫司等其它综

合治疗。 
结论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血管造影特征不同于普通婴幼儿血管瘤,有其独特特点,Kasabach-
Merritt 综合征供血动脉众多､纤细,超选择动脉栓塞难度大,介入栓塞治疗起效迅速,但难以长效维持,
复发率高,建议联合其它药物进行综合治疗。 
 
 
OR-0090 

介入治疗在介入后复发的视网膜母细胞瘤中的应用价值 
 

姜华,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术在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治疗后复发的视网膜母细胞瘤(Retinoblatoma, 
RB)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41 例行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术

(Transcatheter Ophthalmic Arterial Chemotherapy, TOAC)治疗后复发再次行 TOAC 治疗 RB 的临

床资料,其中双眼 23 例,单眼 18 例,患眼共 51 只(其中 13 例双眼患儿只有一直患眼复发);男性 20 例,
女性 21 例。行 TOAC 术 176 次,平均每例行 3.4 次。随访时间 3~72 月,平均随访 23.6 月。 
结果  176 次眼动脉插管中,174 次成功插至眼动脉,技术成功率为 98.9%。术后 33 只眼

(33/51,64.7%)稳定;其余 25 只眼行眼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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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OAC 对治疗 TOAC 术后复发的 RB 患儿依然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远期疗效有待继续观

察。 
 
 
OR-0091 

无水乙醇栓塞治疗儿童四肢动静脉畸形的临床疗效分析 
 

李海波,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评价无水乙醇栓塞(PEE)治疗儿童四肢动静脉畸形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02-2017.01 年我科收治的 31 例无水乙醇行治疗的儿童四肢动静脉畸形患儿

临床资料,评估临床症状､瘤巢分型､疗效及术后并发症。 
结果 (1)31 例患儿,其中男 16 名,女 15 名,平均年龄 6 岁。共行 PEE93 次,平均 3 次/例。随访时间为

6~48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 24 月。(2)临床症状表现为明显肿物 21 例(67.7%),疼痛 18 例(58%),跛
行 8 例(25.8%),皮肤缺血溃疡 5 例(16.1%)。(3)Do 分型Ⅲb28 例(90.3%),Ⅱ型 3 例(9.7%)。按照

Yakes 分型Ⅳ型 30 例(96.7%),Ⅱa 型 1 例(3.3%)。(4)有效 27 例(90%),其中治愈 17 例(54.8%),部
分缓解 12 例(38.7%);治疗失败 1 例(3.2%),其中无缓解 1 例(3.2%),恶化 0 例。(5)并发症其中水疱 2
例(6.4%),局部皮肤溃疡 3 例(9.6%)术中一过性血氧下降 3 例(9.6%),足趾一过性缺血 5 例(16.1%)。
未见严重并发症。 
结论 PEE 是一种治疗儿童四肢动静脉畸形安全有效的方法。 
 
 
OR-0092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磁共振波谱在苍白球的特征分析 
 

盛茂,李俊,贾惠慧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本研究总结分析新生儿胆红素脑病在苍白球的磁共振波谱(1H-MRS)脑代谢物的变化情况;探索

当发生胆红素脑病时,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与苍白球各代谢物之间的关系。提高 1H-MRS 对于新生儿

胆红素脑病的诊断效能,为临床提供新的诊断方法以及探索胆红素脑病病理生理变化提出新的可能

性。  
方法  
研究对象:收集临床确诊为胆红素脑病的 27 例患儿作为实验组。另取 25 例正常新生儿作为对照组

进行研究。 
MRI 检查: 
对所有新生儿行常规 MR 及 1H-MRS 检查。测定左右两侧苍白球的代谢产物 N-乙酞天门冬氨酸

(NAA)､肌酸(Cr)､胆碱(Cho)､谷氨酰胺复合物-α(α-Glx)､谷氨酰胺复合物-β､γ(β､γ-Glx),分别计算

NAA/Cr､Cho/Cr､NAA/Cho､α-Glx/Cr､β､γ-Glx/Cr。 
统计学分析:1H-MRS 分析得到的各代谢物比值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不同分组间两样本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Wilcoxon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对 1H-MRS 各代谢产物鉴别胆红素脑病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测得曲线下面积(AUC),并对 AUC>0.8 各

组数据,进行多因素联合诊断 ROC 曲线分析。分析病例组总胆红素水平与 1H-MRS 所得 α-Glx/Cr
以及 β､γ-Glx/Cr 之间秩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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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左右两侧苍白球实验组 NAA/Cr､Cho/Cr､α-Glx/Cr 以及 β､γ-Glx/Cr 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间 NAA/Cho 差距不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左右侧苍白球代谢物分别为 NAA/Cr(AUC=0.871､0.837)､Cho/Cr(AUC=0.867､0.827)､

NAA/Cho(AUC=0.513､0.548)､α-Glx/Cr(AUC=0.713､0.772)､β､γ-Glx/Cr(AUC=0.864､0.880);将左

右侧苍白球 NAA/Cr､Cho/Cr､β､γ-Glx/Cr 进行多因素联合诊断 ROC 曲线分析(AUC=0.966､
0.921)。 
3､左右两侧苍白球 α-Glx/Cr 以及 β､γ-Glx/Cr 与血清总胆红素之间不具有秩相关性。  

结论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发生时,1H-MRS 测定的 NAA/Cr､Cho/Cr､α-Glx/Cr 以及 β､γ-Glx/Cr 各代谢

产物比值胆红素脑病患儿均较正常组增高;   2､NAA/Cr､Cho/Cr､α-Glx/Cr 以及 β､γ-Glx/Cr 对新生儿

胆红素脑病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且联合诊断价值更准确;3､左右两侧苍白球 α-Glx/Cr 以及 β､γ-
Glx/Cr 比值与总胆红素水平不具有秩相关性。 

 
 

OR-0093 

婴幼儿纤维性错构瘤 CT､MRI 及组织病理学对照研究 
 

杨秀军,奚政君,李婷婷,王雪莉,任翔,樊红梅,张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婴幼儿纤维性错构瘤 CT､MRI 表现及组织病理学基础,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影像诊断水

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 例手术病理证实的 FHI 患者临床 CT､MRI 及病理学资料,CT 包括横断面平扫或

加增强图像及冠､矢状面 MPR 和 3D VR 等影像,MRI 至少包括横断面 T1WI､T2WI､STIR 或加 Gd-
DTPA 增强 T1WI 图像。 
结果 15 例 FHI 单灶 13 例､双灶 2 例共 17 枚病灶,CT､MRI 上表现为皮下型､混合型和皮肤型病灶分

别占 58.82%､23.53%和 17.65%,呈“淡云征”､“浓云征”及“倒峦征”等改变且前者以脂肪为主､后者以

间叶细胞为主､“浓云征”病变组织中脂肪､纤维及间叶细胞三相成分构成比较一致。 

结论 FHI 的 CT､MRI 表现复杂但也有一定的特点,其较好地反映了其组织病理学特性。 
 
 
OR-0094 

儿童肺曲霉菌病 HRCT 诊断价值研究 
 

李宁,柳澄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 儿童肺曲霉菌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影像学表现多样,且与成人患者间存在明显差异。本

研究目的是探讨儿童肺曲霉菌病的 HRCT 特征性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早期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2017 年间经临床确诊的 36 例肺曲霉菌病患儿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所有患儿

均行 HRCT 扫描,对无法配合呼吸者采用 Flash 扫描模式。分析其易患因素及相关 CT 表现,依据曲

霉菌病的不同类型分析总结儿童肺曲霉菌病特征性的 CT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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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6 例患儿均经临床诊断,其中 6 例经临床病理学确诊。粒细胞缺乏患儿 1 例,白血病患儿 7 例,
无免疫抑制患儿 28 例(其中颅脑外伤史患儿 1 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1 例)。平均年龄 2.8 岁,<3 岁者

占 75.9 %。HRCT 诊断过敏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3 例,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PA)33 例,其中血

管侵袭性 11 例,气道侵袭性 6 例,混合性 16 例,未发现霉菌球病例。气道侵袭性以树芽征及片状磨玻

璃密度灶为特征,血管侵袭性以多发实变,肿块,结节为特征。33 例 IPA 中仅 1 例表现为单发肺段实

变,余 32 例均为多发,占 96.9%,19 例表现为多发､多种形态同时存在,占 57.6%。3 例(9.1%)部分结

节周围可见晕轮征,3 例(9.1%)可见小空洞,另有 3 例(9.1%)伴有间质性改变,2 例(6.1%)伴有双侧胸

水。 
结论 与成人不同,小儿肺曲霉菌感染以侵袭性肺曲霉病(IPA)为主,双肺多发实变､肿块､结节,多种类

型病变共存是其特点,部分病例显示的结节周围“晕轮征”及间质性改变值得注意。ABPA 主要以支扩

､管壁增厚为主,粘液栓少见。 
 
 
OR-0095 

儿童肾透明细胞肉瘤与肾母细胞瘤动态增强 CT 的比较研究 
 

高思婕,王龙伦,徐晔,陆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肾透明细胞肉瘤(CCSK)是儿童肾原发肿瘤中第二常见的恶性肿瘤,其生物学行为和治疗与常见

的肾母细胞瘤(WT)不同,术前确诊对治疗方案的制定非常重要[1]。本研究比较 CCSK 与确诊为 WT
良好组织分化型(FH 型)的三期增强 CT 表现,以期发现可资鉴别的影像特征,目前英文文献未见针对

CCSK 的对照研究报道。 
方法 试验组为 2013-2016 年 12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CCSK 患儿;对照组为同期病理确诊的连续 20
例 WT(FH 型)病例。收集两组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和腹部三期增强 CT 资料。针对两组患儿的 8 个

主要 CT 特点(肿瘤内出血灶､囊变/坏死､钙化､虎斑样条纹征､边缘肾盏､肿瘤中心定位､肾门受侵､血
供),利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结果 试验组患儿中,男性占 8 例,女性占 4 例,年龄为 7 月~5 岁。12 例 CCSK 患儿的临床表现多为腹

部包块､腹痛,其中 3 名有肉眼血尿。术前 CT 多为较大的混杂密度肾内肿块,术前均误诊为 WT。对

照组患儿中,男性占 11 例,女性占 9 例,年龄为 7 月~10 岁。20 例 WT 患儿的临床表现多为腹部包块

､腹胀。CT 多为较大的混杂密度肾区肿块,与 CCSK 患儿的 CT 表现类似。对两组患儿的 8 个 CT
影像特点的数据分析,显示仅边缘肾盏征的发生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 <0.05),提示该征象可能

对 CCSK 和 WT 的影像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 
结论 CCSK 与 WT(FH 型)有许多共同的 CT 影像特点,术前鉴别诊断困难,以往报道的部分特异性征

象本研究未发现特异性;边缘肾盏征在两组病例中的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其出现提示 CCSK;该征象

在 Glass RBJ 的研究中曾被提及,他们认为由扩张的肾小管或肿瘤小囊变所致[2],但本研究三期增强

CT 发现,分泌期小囊内有造影剂充填,证实为被肿瘤组织分割推移的肾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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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96 

学龄儿童单纯性肥胖症肝脏脂肪含量的 MR 研究 
 

王春祥,闫喆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60 

 
 
目的 分析学龄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的 MR 表现及 MRS 谱线特点,确定其肝脏脂质的 MRI 定量评估方

法 
方法  研究纳入 24 例临床诊断单纯性肥胖症的学龄儿童作为病例组,20 例同年龄组的正常健康儿童

作为对照组,其例中男 19 例,女 25 例,年龄 8~13 周岁,中位年龄 10.6 岁。设备采用 SIEMENS 1.5T 
Avanto 机,MRI 检查序列包括:常规序列(轴位 T1WI､T2WI 及冠状位 TrueFISP)､扰相 GRE T1WI 

dual 序列､1H-MRS。 

结果  ①正常组和肥胖症组的 Pw､Aw 无统计学差异;②正常组的 MRS 曲线中可见高窄尖锐的水峰

且无明显脂质峰出现,而肥胖症组除 1 例因波谱杂乱无法分析外,均出现明显脂质峰③根据临床诊断

分级的轻､中､重度肥胖症患儿组间 Pl､Al 有差异 
结论 T1WI 双回波同反相位技术和磁共振波谱成像技术是目前利用 MRI 定量测量肝脏脂肪含量的有

效方法,前者可以对脂肪肝做出初步诊断,再通过 MRS 可进一步对脂肪肝进行量化分级。  
 
 
OR-0097 

Value of MRI in fetal cardiac rhabdomyomas and 
associated cerebral lesions of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Dong Suzhe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s a complement to 
ultrasound (US) in the evaluation of fetal cardiac rhabdomyomas and associated cerebral lesions 
of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Methods The prenatal US and MRI data of 23 fetuses with cardiac rhabdomyomas, which 
confirmed by postnatal imaging or autopsy between June 2005 and December 2016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MRI was performed using 1.5T unit. Imaging sequences included 
steady-state free-precession (SSFP), single-shot turbo spin echo (SSTSE) and T1-weighted turbo 
field echo (T1W_TFE) or T1-weighted fast inversion recovery motion insensitive (FIRM) 
sequences. With an MRI standard protocol, fetuses were assessed for cerebral and cardiac 
anomalies, with regard to the location and number of lesions. 
Results Among 23 cases, 10 cases were with solitary cardiac rhabdomyoma, the other 13 cases 
were with multiple cardiac rhabdomyomas. MRI was performed at a mean ± SD gestational age 
of 29 ±3 gestational weeks and showed specific lesions of TSC in 
47.8% (11/23) of cases. The 11 cases specific lesions of TSC were all with multiple cardiac 
rhabdomyomas.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was chosen by the parents in 1 case with specific 
lesions of TSC and systemic edema. 22 cases were performed by postnatal echocardiography 
and MRI. The diagnoses of cardiac rhabdomyomas in 22 cases established by using 
echocardiography and MRI were correct when compared with postnatal diagnosis. The diagnoses 
of cerebral lesions of TSC in 10 cases established by using prenatal MRI were correct when 
compared with postnatal diagnosis. Among 10 TSC cases, 5 cases with subcortical and 
subependymal lesions showed by prenatal MRI have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the oth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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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only with subependymal lesions showed by prenatal MRI have not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by follow-up. 
Conclusions Prenatal MRI is valuable in the assessment of rhabdomyomas and associated 
cerebral lesions of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In fetuses with cardiac rhabdomyomas detailed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MRI are able to diagnose most TSC cerebral lesions; the subcortical 
lesions can indicate certain neurological outcomes. 
 
 
OR-0098 

Effect of image-defined risk factors for Surgical Treatment 
of localized neuroblastoma in children: A Single 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Wang Xiaoxia,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esent the effect of image-defined risk factors (IDRF) 
according to the INRG (International Neuroblastoma Risk Group) Staging System for surgical 
resectability and complication in localized neuroblastoma. 
Methods Forty-two patients (20 males and 22 females, median age, 44.5 month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who were diagnosed localized neuroblastoma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mber, 2010. These 42 patients underwent CT and/or MRI before surgical intervention or 
any other treatment. MSCT was performed on a 16-row CT scanner (Lightspeed 16,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and MRI on a 1.5 Tesla scanner (Signa;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Seattle, Wash.). We evaluated all 42 patients' initial imaging to identify IDRFs according 
to the INRG Staging System, and collected data including primary tumor site, INSS (International 
Neuroblastoma Staging System), initial surgical intervention,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outcomes. 
Results Forty-two neuroblastomas (abdomen 22, pelvis 3, mediastinum 10, neck 7) were 
evaluated. Total resection was underwent in 10 cases (24%), partial or subtotal resection in 7 
cases (17%), and biopsy in 25 cases (59%). Fourteen percent (6/42) of the patients were 
presented no IDRFs (Stage L1). Total resection was performed in all six cases (Stage L1). 
Eighty-six percent (36/42) of the patients were presented one or more IDRF (Stage L2). A total of 
104 IDRFs in 36 cases were demonstrated in the CT or MRI. In these 36 cases (Stage L2), only 
11% (4/36) of cases had total resec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IDRF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otal resection of neuroblastoma (p < 0.05). Three surgical 
renal complications (renal atrophy, renal artery injury and nephrectomy respectively) were 
detected in three patients, all of whom demonstrated encasement of the renal artery or infiltration 
of kidney. 
Conclusions  In localized neuroblastoma, IDRFs are useful for determining the potential surgical 
risks and surgical outcome, and the assessment of IDRFs shoul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rapy planning. 
 
 
OR-0099 

MSCT 对先天性肺静脉闭锁的诊断价值 
 

杨利新,段晓岷,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多排螺旋 CT(MSCT)对先天性肺静脉闭锁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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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2 例临床诊断先天性肺静脉闭锁患儿的薄层 CT 增强图像,在工作站进行多平面重

组(MPR)､ 大密度投影(MIP)和容积再现(VR)等后处理资料,观察肺静脉闭锁的位置､类型及合并的

心脏畸形､气管异常,并结合其他影像学检查,如胸片､胸部高分辨率 CT(HRCT)､超声心动及造影等,
分析先天性肺静脉闭锁的影像学特点。 
结果 22 例患儿共有 40 支肺静脉受累,单侧肺静脉闭锁 17 例(其中 9 例右侧肺静脉闭锁,8 例左侧肺

静脉闭锁),单支肺静脉闭锁 4 例(左下肺静脉闭锁 2 例,右下肺静脉闭锁 1 例,右上肺静脉闭锁 1 例),
双侧单支肺静脉闭锁 1 例(双上肺静脉闭锁)。共计左上肺静脉闭锁 9 支,左下肺静脉闭锁 10 支,右上

肺静脉闭锁 11 支,右下肺静脉闭锁 10 支;22 例患者共 15 例胸片检查,均有异常表现;8 例行超声心动

检查,3 例未发现明显异常,3 例呈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改变,1 例患儿左房､左室､右室大,三尖瓣反流,肺
动脉瓣反流,1 例表现为二尖瓣狭窄;1 例行造影检查,证实其单侧肺静脉闭锁;22 例患儿中,合并先天

性心脏病的共 7 例,其中单纯房间隔缺损 2 例,单纯室间隔缺损 1 例,动脉导管未闭 1 例,房间隔缺损

合并室间隔缺损 3 例,另外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的患儿 2 例。22 例患儿中有 3 例合并患侧支气管纤

细。 
结论 MSCT 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方式,是诊断先天性肺静脉闭锁的首选方法。 
 
 
OR-0100 

心脏间隔缺损新生儿脑组织发育的磁共振评价 
 

王颖,杨明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用头部磁共振图像评价先天性心脏间隔缺损新生儿脑组织的发育状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0 例先天性心脏间隔缺损新生儿(先心病组)及 50 例正常新生儿(对照组)的头颅

MR 图像,测量侧脑室前角指数(F/F'),侧脑室体部指数(D/D'),尾状核指数(C/C')及 Evans 指数四项参

数,对各参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对差异显著的相关参数利用非参数 ROC 分析法获

得可能的阳性诊断截断点。 
结果 先心病组与对照组相比,两组样本的 F/F'值分别为(0.301±0.035)和(0.296±0.031),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1.035,P>0.05);Evans 指数分别为(0.239±0.052)和(0.233±0.025),其差异亦无统计学意

义(t=0.778,P>0.05);两组样本的 D/D'值分别为(0.261±0.039)和(0.234±0.032),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t=3.873,P<0.05);C/C'值分别为(0.138±0.018)和(0.124±0.015),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479,P<0.05)。根据先心病组的 D/D'值及 C/C'值获得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98 和

0.750,约登指数 大值对应的 D/D'值及 C/C'值分别为 0.28 和 0.12。 
结论 侧脑室体部指数(D/D')和尾状核指数(C/C')是较为敏感的可评估先天性间隔缺损新生儿与正常

新生儿脑容积间差异的指标;当 D/D'值大于 0.28､C/C'值大于 0.12 时对诊断和评价先天性心脏间隔

缺损新生儿脑容积异常有一定参考价值。 
 
 
OR-0101 

耳源性眩晕的影像诊断 
 

李玉华 
上海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了解引起耳源性眩晕的主要疾病及其影像学表现 
方法 耳源性眩晕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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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骨高分辨 CT､颞骨高分辨 MRI､增强 MRI(静脉用药､鼓室造影) 

颞骨高分辨 CT :是颞骨疾病非常重要的检查方法 ,对外耳､中耳以及内耳骨迷路显示良好 。常用于

儿童先天性耳聋(SNHL/CHL)､中耳炎､胆脂瘤,颞骨骨折､迷路硬化､耳硬化症等疾病诊断 。 

颞骨磁共振检查:颞骨高分辨 MRI 显示内耳道､内耳以及面听神经 , 常用于耳聋(SNHL)､先天性面瘫

等。颞骨薄层增强 MRI 常用于突发性面瘫､渐进性面瘫､渐进性听力下降､迷路炎等 。鼓室造影 MRI
扫描: 梅尼埃病。 
结果 耳源性眩晕除了耳石症,大多数相关疾病可以通过影像学来确诊。 
结论 耳源性眩晕的原因众多,除临床典型的耳石症外,影像检查非常重要，合理选择颞骨 HRCT 和

MRI 的检查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OR-0102 

儿童小肠过敏性紫癜 MR 水成像 
 

赖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 MR 小肠水成像对儿童过敏性紫癜胃肠道损害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对比分析 8 例经临床证实的患儿 MR 小肠水成像､全消化道钡餐造影及腹部超声的影像

表现。 
结果 病变肠段 MR 表现呈节段性肠壁水肿､肠管形态较为僵硬,并多呈环形分层状增厚,增强后肠壁

粘膜层和浆膜层强化较明显,水肿的粘膜下层强化程度相对较低,呈现所谓的“靶征”;同时还可见受累

肠管外肠间隙普遍增宽。 
结论 儿童过敏性紫癜小肠 MR 水成像影像表现有一定特征性,对诊断及评估儿童过敏性紫癜的胃肠

道损害有重要价值。 
 
 
OR-0103 

回顾性分析 3D-MRCP 和常规 MRI 
对 81 例阻塞性黄疸鉴别诊断的意义 

 
陈春霞,周作福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研究 3D-MRCP 和常规 MRI 对婴儿期阻塞性黄疸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 例胆道闭锁和 66 例婴儿肝炎综合征 3D-MRCP 和常规 MRI 检查资料。 
结果 胆道闭锁中 3D-MRCP13 例,常规 MRI11 例,二者结合 14 例;婴儿肝炎综合征中 3D-MRCP58
例,常规 MRI5 例,二者结合 62 例。3D-MRCP 结合常规 MRI 对婴儿期阻塞性黄疸鉴别诊断的准确性

､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93.83%､77.78%､98.41%。 
结论 肝外胆道闭锁和婴儿肝炎综合征病理基本相同,但前者以胆管病变为主,而后者以肝细胞病变为

主。 
1､3D-MRCP 多方位观察肝外胆道:肝外胆道如能完整显示,可排除胆道闭锁。本组 13 例 3D-MRCP
肝外胆道未显影证实为胆道闭锁,其中 II 型胆道闭锁 1 例,III 型胆道闭锁 12 例。58 例 3D-MRCP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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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完整肝外胆道的阻塞性黄疸确诊为婴儿肝炎综合征,余 8 例患儿的 3D-MRCP 未见完整肝外胆道

显示,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肝细胞病变､毛细胆管淤胆､胆汁减少及胆管细小有关。 

2､常规 MRI 征象:①肝门区软组织结构:本组 73.33%胆道闭锁肝门区局限性片状 T2WI 高信

号;7.58%婴儿综合征门静脉及其分支周围环状的高信号,呈“黑靶征”,有研究证实“黑靶征”为汇管区及

血管区周围广泛的水肿改变。②胆囊大小､形态:胆囊大小形态对胆道闭锁与婴儿肝炎综合征有一定

的鉴别意义。③肝脏大小:本组 86.67%BA 肝大,以右肝为主;10.61%IHS 肝大。目前对肝脏大小的

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易受检查医师主观因素影响。肝脏大小对阻塞性黄疸的鉴别诊断价值尚待进

一步验证。 
3D-MRCP 显示胆道全貌,常规 MRI 有效显示肝门区组织结构,重点观察肝外胆道的完整性､肝门区软

组织结构及胆囊大小形态;两者结合可提高对胆道闭锁与婴儿肝炎综合征的诊断准确性。 
 
 
OR-0104 

低电压 CT 对小年龄组神经母细胞瘤图像质量的影响:  
一组自身对照研究 

 
孙记航,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100045 
 

 
目的 探寻低电压 CT 对小年龄组神经母细胞瘤(NB)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6-11-01 值 2017-3-14 间 11 例需要短期反复腹部增强 CT 观察化疗效果的神经母细

胞瘤患儿,首次入组年龄 2.57±1.25 岁(10 月-4.7 岁),男 8 例,女 3 例,体重 13.91±3.59kg(10-23kg),每
次检查间隔 1-2 月。所有患儿均进行了 3 次检查,3 次检查使用的放射剂量相同,管电压分别为

80kVp,100kVp,120kVp,使用固定管电流扫描,根据不同电压调整电流使 3 次检查的放射剂量相同。

造影剂注射方案及扫描时间 3 次检查完全相同。应用主观､客观评分评价 3 次检查的图像质量,主观

评价在平扫､增强扫描图像用 1-5 分评价图像噪声及病变显示清晰程度(3 分合格,5 分 好),客观评价

分别测量肝脏､脾脏､胰腺､肾脏的 CT 值及噪声值,并计算信噪比(SNR)及对比噪声比(CNR)。应用

ANOVA 方差分析评价三组管电压的图像质量。 
结果 主观评分方面三组图像噪声评分无统计学差异,病变显示清晰程度 80kVp
好,100kVp,120kVp 评分依次降低,具有统计学差异;客观评分方面平扫及增强图像 3 种 kVp 噪声无

统计学差异,除脾脏增强及肾脏增强 80kV 图像强化程度具有统计学差异外,所有三组 kVp 的 SNR 均

无统计学差异,三组 kVp 图像的 CNR 差异明显,80kV 好,120kV 差。 
结论 在相同的射线剂量条件下,对于低年龄､低体重儿童腹部低剂量 CT,80kVp 扫描方案在不增高图

像噪声的前提下,可以大幅提高 NB 的清晰程度。 
 
 
OR-0105 

儿童主动脉憩室的 CT 影像学表现 
 

曹永丽,彭芸,刘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 87 例儿童主动脉憩室的 CT 影像学特点,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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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1 月到 2017 年 5 月期间,我院 CT 诊断的儿童主动脉憩室 87 例,男 56 例,
女 31 例,年龄 1 月~14 岁 1 月,平均年龄 33 月,中位年龄 19 月。呼吸道症状 55 例,反复呛奶 5 例,双
上肢血压不对称 1 例。所有患者均行多层螺旋 CT 检查,45 例行超声心动检查,食道造影 1 例,手术

26 例。 
结果 Kommerell 憩室 51 例,连接处狭窄 26 例,导管憩室 36 例。按主动脉弓形态及位置分为: 1 右弓

伴憩室 75 例,憩室位于气管右侧 67 例(右弓右降),位于气管左侧 8 例(右弓左降)。2 左弓伴憩室 9 例:
右侧憩室 1 例(左弓右降);左侧憩室 8 例(左弓左降)。3 双主动脉弓一侧闭锁伴憩室 3 例。憩室直径

范围 4.8-12.1mm。所有右弓患者,双弓患者及左弓右降伴右侧憩室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气道受压推

移､变窄,同时伴食道向前受压､局部含气消失 32 例。左弓左降伴憩室的患者无明显气管受压表现。

所有患者中合并其他异常共 43 例,包括心血管异常 31 例,支气管肺发育异常 5 例,骨骼异常 8 例,占
位 4 例,消化道畸形 1 例,膈疝 1 例。 
结论 儿童主动脉憩室可有多种表现, 常见于右位主动脉弓右侧 Kommerell 憩室,合并左侧动脉导管

或导管韧带,形成血管环,可引起不同程度气管压迫症状。食道压迫表现和成人相比,症状少见且程度

较轻,CT 上易有假阴性表现。儿童主动脉憩室没有动脉瘤､动脉夹层或破裂,但易合并其他异常存

在。 
 
 
OR-0106 

MSCT 在 Apert 综合征与 Crouzon 综合征 
颅面畸形中的对比研究 

 
韩素芳,杨明,李慧君,柴雪娥,高峰,张晓军,张新荣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应用多层螺旋 CT(MSCT),比较和分析 Apert 综合征(AS)与 Crouzon 综合征(CS)的颅面畸形的

特点,获得 MSCT 的诊断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符合条件的 22 例患儿,其中 AS 与 CS 各 11 例,所有患儿术前及术后均进行了 MSCT 检查,
并且在工作站进行 MPR 及 VR 重组,观察图像包括脑窗､骨窗､软组织窗,对两组之间的眶间距､外侧

壁夹角､眼球突出度差异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AS 与 CS 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差别,两者都伴颅缝早闭､眼球突出､眼距增宽､面中部凹陷､下颌

前突。两组之间比较,AS 眼球突出度小于 CS,且有统计学差异(P<0.05)。AS 中位年龄 1 岁,以冠状

缝早闭为主,主要为尖头短头畸形;脑室改变以两侧脑室前角饱满为主,小脑扁桃体形态位置未发现异

常,颅内外未见静脉畸形,颈椎畸形以 C5-6 椎板融合多见。CS 中位年龄 2 岁,以全颅缝早闭为主,主
要为尖头小头畸形,部分为舟状头或斜头畸形;脑室改变以幕上脑室或侧脑室不同程度扩大为主,其中

5 例伴脑积水,11 例均伴小脑扁桃体下疝,枕部头皮下均见迂曲增粗引流静脉通过枕骨缺损处与窦汇

或横窦相通,颈椎畸形以 C2-3 椎板融合多见。 
结论 AS 与 CS 颅面畸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差异,MSCT 不仅为他们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

帮助,更重要的是了解早闭的颅缝及颅内外异常情况,为临床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并用来术后效

果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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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07 

新生儿色素失禁症中枢神经系统的 MRI 表现 
 

马秋红,金科,何四平,向永华,李晓明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初步探讨新生儿色素失禁症(Incontinentia Pigmenti,IP)中枢神经系统的 MRI 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经临床､皮肤组织病理及基因证实的 13 例新生儿色素

失禁症 MRI 资料,包括 T1WI､T2WI､FLAIR 常规序列,其中 8 例 DWI,2 例 SWI,1 例增强,4 例复查。 
结果 13 例新生儿色素失禁症患儿有 5 例中枢神经系统异常(5/13),其中 4 例 DWI 信号异常,呈弥漫

性点状､斑片状高信号,受累部位包括双侧大脑半球深部及皮层下白质 3 例,双侧基底节､丘脑､内囊及

胼胝体､脑干､小脑各 2 例,右侧基底节､右侧丘脑各 1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及双侧侧脑室扩张各 1 例;

其中 2 例 SWI 异常,呈多发低信号,位于脑白质内且在弥散受限范围内。5 例异常患儿常规 T1WI､
T2WI 中,4 例主要表现受累皮层点条状短 T1 信号,1 例右侧基底节团片状混杂信号,1 例双侧基底节

多发小斑片状长 T1 长 T2 信号。4 例复查,双侧基底节､丘脑软化 2 例,双侧脑室扩张 3 例,髓鞘化延

迟 2 例。 
结论 新生儿色素失禁症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时应尽早行 MRI 检查,其 MRI 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早
期 DWI 检查有助于病变的早期发现及临床预后评估。 
 
 
OR-0108 

基于食管胃底静脉 CT 血管造影技术对 
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手术疗效分析 

 
孙海林

1,马洪元
1,2,袁新宇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通过 64 排螺旋 CT 血管造影观察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程度变化评估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手术

疗效 
方法 收集 88 例经手术证实门静脉海绵样变性患儿术前､术后 64 排螺旋 CT 血管造影资料,并查阅手

术资料,88 例患儿手术术式基本分为 Rex 术式 67 例,Warren 术式 14 例,其他术式 7 例。术前将病例

依据门静脉海绵样病变范围分为 3 型:门静脉主干海绵样变性为 1 型(31 例),门静脉主干远端及分支

海绵样变性为 2 型(46 例),门静脉肝内分支海绵样变性为 3 型(11 例)。同时对各型食管胃底静脉曲

张依据粘膜下静脉曲张形态分为 4 度,然后将术前术后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程度变化分为明显好转,好
转､没有变化､病变加重四个等级,比较各型病例在不同手术术式的疗效情况 
结果 1)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1 型,手术总好转率仅为 25.8%(1+7/31),术后无变化占 61.3%(19/31),术后

加重占 12.9%(4/31)而 Warren 手术或其他手术效果较好转率达到 40.0%(4/10)。2)门静脉海绵样变

性 2 型,手术总好转率达 47.8%(8+14/46),其中 Rex 手术总好转率为 50.0%(8+11/38),而明显好转率

为 21.1%(8/38),采用 Warren 手术,手术总好转率为 60.0%(0+3/5)。3)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3 型,手术

效果总好转率达到 54.5%(3+3/11),其中 Rex 手术总好转率 50.0%(3+1/8)。 
结论 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2､3 型比较适合手术,Rex 手术治疗效果较好,其症状缓解率达到 50%或以上,
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1 型基本不适合手术,可结合具体病例的临床情况,选择 Warren 手术或其他断流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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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09 

儿童肝母细胞瘤 CT 征象与组织病理学相关性初探 
 

白凤森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比较儿童肝母细胞瘤 CT 征象及与组织病理学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比较我院 110 例肝母细胞瘤 CT 及病理资料。总结肿瘤位置､大小､数量､边界､坏死囊

变､瘤内出血､钙化､肿瘤实质强化方式､转移､血管受累征象,比较在不同病理分型间的表现。影像征

象差异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病变位置依次为右叶(67 例,60.9%)､左右叶(25 例,22.7%)､左叶(15 例,13.6%)及尾叶(3
例,2.7%);瘤体平均大小为 287±272cm3;绝大多数病变为单发(94 例,85.5%);多呈类圆形(96
例,97.3%),少数呈分叶状或不规则形;病变多数分界清晰(86 例,78.2%);瘤内坏死囊变不规则(102
例,92.7%);强化多不均匀;钙化多见(60 例,54.5%);瘤内出血少见 5 例(4.5%);肺转移较常见(23
例,20.9%);约半数血管受累(56 例,50.9%);淋巴结转移少见(5 例,6.1%)。不同病理分型间部分影像征

象存在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论 CT 检查有助于肝母细胞瘤术前诊断及病理分型。 
 
 
OR-0110 

儿童胃肿瘤的影像与临床分析及文献复习 
 

孙雪峰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胃肿瘤的影像特点,提高术前诊断正确率 
方法 结合相关文献复习,对我院 2009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诊治并经病理证实的 5 例儿童胃肿瘤

患儿的影像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儿男 3 例,女 2 例,年龄为 4 月至 15 岁(中位年龄为 6 岁),病理类型包括:囊实性不成熟畸胎瘤

､肌上皮癌､淋巴瘤､胃肠道间质瘤及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癌胃壁转移各 1 例,发病部位以胃体及胃窦部

多见,肿块 大径平均值(6.3±2.6)cm,首发症状为腹痛､黑便､不明原因发热､面色苍白。5 例患儿均行

腹部 CT 增强检查,联合采用 MRI 增强检查 1 例,消化道造影 3 例,不同病理类型影像学表现各异:肌
上皮癌及淋巴瘤表现为胃壁增厚,畸胎瘤､胃肠道间质瘤及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癌胃壁转移表现为中上

腹或胃内的巨块型或息肉样占位性病变;畸胎瘤为混杂密度,而肠道间质瘤及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癌胃

壁转移病灶密度较均匀;淋巴瘤累及范围较大,肌上皮癌病变较局限;淋巴瘤密度较均匀且强化均匀,而
肌上皮癌密度及强化均欠均匀 
结论 儿童胃肿瘤罕见但病理类型多样,且多为间叶来源,症状多不典型,早期诊断困难,影像学表现多

样,但有一定特征性,了解其影像特点,结合临床特征,有助于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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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11 

网络成瘾青少年静息态功能 MRI 区域一致性研究 
 

仪晓立,袁新宇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研究网络成瘾(IA)青少年静息态 fMRI(rs-fMRI)局部一致性(ReHo)改变。 
方法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8 月收集年龄､性别及教育程度相匹配的网络成瘾青少年 12 例(网络

成瘾组)和正常对照组 12 名,所有受试者均完成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采用 rs-fMRI
分析受试者全脑静息态的 ReHo,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并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脑

区与网络依赖程度(每周上网时间)进行线性相关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网络成瘾组 MMSE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每周上网时间明显增多,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25.620,P<0.01)。网络成瘾组左侧中央后回(体素 129 个,t=4.45)､左侧顶下小叶(体素

156 个,t=5.02)和左侧额叶下回(体素 117 个,t=4.14)ReHo 值减低(P 值均<0.01),未发现 ReHo 值升

高的脑区。相关分析显示左侧顶叶中央后回､顶下小叶及额叶额下回 ReHo 值与网络成瘾组青少年

每周上网时间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874､-0.746､-0.695,P 值均<0.05)。 
结论 网络成瘾青少年存在多处脑区 ReHo 改变,且与网络依赖程度相关。 
 
 
OR-0112 

弥散张量成像对先天性内斜视患儿的应用与研究 
 

杨豪,金科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先天性内斜视是指出生时或出生后 6 个月以内发生的共同性内斜视,是婴幼儿比较常见的一种

斜视类型。双眼视觉发育存在敏感期,从出生后几个月开始,3 岁以前尤为关键,在敏感期内视觉环境

对大脑视觉通路以及双眼视觉功能的发育有不可逆的影响。应用散张量成像(DTI)检测先天性内斜

视患儿视辐射白质纤维束发育水平,探讨先天性内斜视患儿视觉相关脑区脑白质结构受损情况。 
方法 对来我院眼科门诊确诊的 23u’j’h’h’h’h’h’h 例先天性内斜视患儿及 20 例正常对照组行 DTI 序
列扫描,比较先天性内斜视组左侧与右侧､先天性内斜视组与正常对照组视辐射白质纤维束的 FA
值。 
结果 先天性内斜视患儿左侧视辐射白质纤维束较右侧 FA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先天性内斜

视组双侧视辐射白质纤维束 FA 值较正常对照组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合 DTI 结果,本研究表明先天性内斜视患儿的视辐射白质纤维束有不同程度的发育异常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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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13 

先天性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内耳及颅脑影像学评估 
 

周霞
1,2,吴永彦

1,沈桂权
1,2,余晖

2,汪汉林
2 

1.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内耳畸形及颅脑异常在先天性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的发病情况,,排除人工耳蜗

植入的禁忌症及选择植入耳。 
方法 通过对临床确诊为先天性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 247 例患儿进行颞骨高分辨率 CT､内
听道 MRI 及颅脑 MRI 检查,总结内耳结构异常及颅脑异常患儿的影像表现。 
结果 耳蜗畸形包括:①Michel 畸形:3 例 4 耳;②耳蜗未发育:4 例 7 耳;③耳蜗发育不全:2 例 3 耳;④不

完全分隔Ⅰ型:5 例 8 耳;⑤不完全分隔Ⅱ型:5 例 10 耳。前庭畸形 16 例 26 耳。半规管畸形 14 例 24

耳。内听道畸形 7 例 12 耳。前庭导水管畸形 16 例 29 耳。颅脑异常包括:①脑白质病:61 例;②颅脑

发育变异:透明隔间腔 5 例;单侧脑室扩大 3 例;1 例可见扩大的 V-R 间隙;③脑先天畸形:胼胝体发育

不良 1 例;巨脑回 1 例;Chiari 畸形 1 例;蛛网膜囊肿 4 例;④脑损伤､破坏性疾病: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症

2 例;脑软化灶 3 例,双侧发病 1 例,单侧 2 例;囊性蛛网膜下腔增宽 1 例;⑤颅骨异常:颅底陷凹症 1 例;

颞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1 例;⑥松果体囊肿 1 例。 
结论 先天性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可合并内耳畸形及颅脑异常,术前常规进行颞骨高分辨

率 CT､内听道 MRI 及颅脑 MRI 检查能够发现病变,筛选人工耳蜗植入的适应人群并选择植入耳,提
高术后听力回复的效果。 
 
 
OR-0114 

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的磁共振表现 
 

陶晓娟,彭芸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的磁共振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基因诊断证实的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 21 例,其中男 15 例,女 6 例,年龄 4 月-14
岁 8 月(中位年龄 2 岁 6 月)。扫描仪为 Philips 1.5T､3.0T 磁共振和 GE Discovery 750 3.0T 磁共

振。 
结果 所有患儿均表现为慢性病程,进行性加重。主要表现为神经发育后退,精神运动功能障碍,共济失

调等。MRI 主要表现为基底节区和脑干的稍长 T1 长 T2 信号。脑干常见受累部位为延髓背侧､脑桥

被盖､中脑被盖､导水管周围,所有病例红核黒质均不受累。基底节区病变尾状核､苍白球和壳核均可

受累,但是以壳核后部 重。弥散加权像表现为高信号或等信号。增强检查病变不强化。其中有 6
例完成 MRS 检查,出现乳酸峰。 
结论 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磁共振表现具有特征性,磁共振尤其是 MRS 检查能为该疾病的早期诊

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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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15 

磁共振检查在 JIA 踝关节受累中的应用 
 

杨洋,袁新宇,白振华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中踝关节受累比较常见,由于其结构复杂,临床查体很难准确评估病情,
我们总结分析受累踝关节的增强 MRI 征象,以期辅助临床评估关节炎症程度,明确病变位置,提高治疗

准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临床表现为踝关节疼痛､肿胀或活动受限,并确诊为 JIA 的 27 例患儿的影像资料。

所有患儿均进行了踝关节增强 MRI 检查(共计 32 个踝关节),由两名高年资儿科影像诊断医生对图像

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27 个 JIA 受累踝关节的 MRI 中,主要征象包括滑膜增生与腱鞘炎,其它征象可见胫距关节积液､
踝周软组织肿胀及骨髓水肿。其中,同时存在滑膜炎和腱鞘炎者 16 例,约占全部病例的 60%。20 个

(约占 74%)踝关节存在腱鞘炎,其中单纯腱鞘炎者 4 例(约占 15%)。有 10 例(37%)例存在胫距关节

积液。骨髓水肿者占 11%,33%存在软组织肿胀。 
结论 JIA 患儿踝关节受累的 MRI 影像表现与其它受累关节有很大不同,其中腱鞘炎发病率高,多与滑

膜炎伴随,甚至可以作为主要征象单发出现。临床医生在给予踝关节局部激素穿刺注射治疗前,需要

对踝关节进行 MRI 评估,明确穿刺部位为关节腔还是腱鞘,将可以大幅度提高治疗的准确率。 
 
 
OR-0116 

法洛四联症术后患者学龄期的局部一致性脑功能 磁共振研究 
 

杨明,姜辉,王颖,管红梅,高修成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评估静息态下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TOF)矫治术后学龄期患儿与正常同龄儿之间脑局

部一致性的功能差异,并探究其与神经认知的关系。 
方法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集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TOF 术后学龄期患者 10
名(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 13 名,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对两组儿童神经认知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利用

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神经认知评分的差异。采用 rs-fMRI 分析受试者全脑静息态的 ReHo,两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并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与神经心理学评分进行线性相关

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在常识(t=-2.6, p=0.03)､类同(t=-3.5, p=0.004)､填图

(t=-2.2, p=0.049)以及全量表智商(t=-2.5, p=0.03)得分显著降低,而在项目积木(t=0.4, p=0.7)无明显

差异。同时,TOF 术后患儿右枕叶(体素 26 个,t=4.9977), 右顶下小叶(体素 52 个,t=5.5256), 右楔前

叶(体素 24 个,t=5.5039), 左楔前叶(体素 37 个,t=3.9901), 右脑干(体素 21 个,t=4.384)ReHo 值增高

(P 值均<0.05);右小脑(体素 23 个,t=-3.4583),右颞下回(体素 28 个,t=-4.1134)ReHo 值减低(P 值均

<0.05)。相关分析显示,右顶下小叶 ReHo 值与量表类同呈显著正相关(p=0.022, r=0.71),右脑干

ReHo 值与量表类同呈显著负相关(p=0.048,r=-0.636)。 
结论 TOF 术后学龄期患儿存在多处脑区 ReHo 改变,这些局域性的脑区活动异常可能是先天性心脏

术后患者神经认知不良结局的神经病理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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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17 

慢性乙型肝炎免疫耐受期儿童干扰素序贯联合拉米夫定抗病毒 
治疗的对照临床研究 

 
朱世殊,董漪,张鸿飞,王丽旻,徐志强,张敏,陈大为,甘雨,王福川 

解放军第三 O 二医院 100039 
 

 
目的  前瞻性研究免疫耐受期慢性乙型肝炎(乙肝)儿童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安全性及影响疗效的相关

因素。 
方法 来自 2014.5~2015.04 302 医院青少年肝病中心的 46 例免疫耐受期(HBsAg 阳性 6 月以

上,HBeAg 阳性,HBVDNA>107 IU/ml,谷氨酸氨基转移酶(ALT)<60 U/L,肝脏组织学没有或极轻度炎

症)慢性乙肝 1~15 岁儿童给予 α 干扰素(3 MIU~5 MIU/m2体表面积/次,1/隔日)治疗 12 周后,如
HBVDNA 下降<2log10联合拉米夫定(LAM,3mg/kg.d,30Kg 以上 100 mg/d, 大剂量 100 mg/d)治
疗;≥2log10继续单用干扰素治疗。72 周时停用干扰素,随访 24 周,期间继续 LAM 治疗。同期免疫耐

受期慢性乙肝 23 例儿童未予治疗作为对照组。依据资料类型,选择不同统计方法,并采用 logistic 多

元回归方法分析不同因素对应答的影响。 
结果 (1)治疗组仅有 1 例单用干扰素治疗。治疗组 1~7 岁组儿童 22 例(47.8%),对照组 12 例

(52.2%)。治疗组母婴传播和基线 ALT 正常儿童分别为 34 例(73.9%)和 18 例(39.1%);对照组分别

为 17 例(73.9%)和 10 例(43.5%)。(2)96 周时治疗组 15 例(32.6%)儿童 HBeAg 血清学转换。10 例

(21.7%)HBsAg 清除,其中 9 例(19.6%)儿童 HBsAg 清除和伴 HBsAb 转阳同时 HBeAg 血清学转

换,1 例(2.2%)儿童 HBsAg 清除,但 HBeAg 及 HBeAb 均阳性。4 例(8.7%)儿童 HBsAg<10IU/L。对

照组 96 周时 1 例 HBVDNA 检测不到,1 例发生 HBeAg 血清学转换,没有 1 例 HBsAg 清除。(3)96
周时 1~7 岁组和 7~15 岁组 HBeAg 血清学转换率分别为 45.5%和 20.8%(P=0.075);HBsAg 清除或

转换率 36.4%和 8.3%(P=0.021)。基线 ALT 水平正常和异常 HBeAg 血清学转换率分别为 5.6%和

50%(P=0.005);HBsAg 清除或转换率 5.6%和 32.1%(P=0.077)。儿童的性别､是否母婴传播､
HBVDNA 基因分型及基线 HBsAg 的高低与 HBeAg 血清学转换率及 HBsAg 清除率比较差异均不显

著。(4)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HBeAg 血清学转换率与儿童非母婴传播及基线 ALT 异常相

关;HBsAg 清除率与年龄相关。(5)免疫耐受期慢性乙肝儿童干扰素治疗主要表现为流感样不良反应,
无严重的不良事件发生,无一例儿童终止治疗。 
结论 选择 7 岁以下和基线 ALT 轻度异常的免疫耐受期慢性乙型肝炎儿童抗病毒治疗可使一部分儿

童获得 HBsAg 清除和 HBeAg 血清学转换,而且安全性好。 
 
 
OR-0118 

单中心 10 年收治感染性心内膜炎患儿临床分析 
 

裴亮,杨雨航,杨妮,文广富,王丽杰,许巍,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单中心 10 年来收治的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儿的临床特点,病原菌分布等情况,为临床诊治

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006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儿科病房住院治疗的

30 例确诊 IE 患儿的临床及病原学资料。 
结果 30 例患儿,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2 月-13 岁。IE 就诊原因分别是发热 21 例(70%),呼吸系统症

状 4 例(13.3%),神经系统症状 4 例(13.3%),浮肿 2 例(6.7%),新发心脏杂音 1 例,心前区不适 1 例,血
三系减少 1 例。基础疾病所占比例 高的是先天性心脏病 17 例(56.7%),其中 6 例为先心病术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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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心脏彩超均发现赘生物,血细菌培养阳性 15 例占 50%,病原菌分布:金黄色葡萄糖球菌 6 例

(40%),肺炎链球菌 4 例(26.7%),粪肠球菌 2 例(13.3%),血链球菌 1 例,咽颊炎链球菌 1 例,表皮葡萄糖

球菌 1 例。入院时 CRP 升高 25 例占 83.3%,其中 CRP 大于 100mg/L 共有 8 例。 
结论 感染性心内膜炎早期临床症状多不典型,发热仍是 IE 常见就诊原因,先天性心脏结构异常易并

发感染性心内膜炎,革兰氏阳性球球菌是主要致病原,单纯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可联合手术治疗。 
 
 
OR-0119 

百日咳脑病 8 例临床分析 
 

许美,王红梅,雷炎玲,邓继岿 
遵义医学院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百日咳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 
方法 对经百日咳鲍特菌培养或聚合酶链反应确诊为百日咳,病程中出现中毒性脑病表现而诊断为百

日咳脑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遵义医学院深圳市儿童医院共诊断百日咳 868 例,其中年龄≤3
月的有 352 例。百日咳脑病有 8 例,其中男 7 例,女 1 例,发病年龄 20~78d,平均(45.5±23.23)d,百日

咳脑病病例占所有百日咳病例的 0.92%,占同年龄段百日咳病例的 2.27%。入院时的病程为 7~22d,
平均(11.5±6.35)d。 8 例患儿均无鼻塞､流涕等卡他症状,均有阵发性咳嗽/痉挛性咳嗽;7 例伴有阵发

性青紫;2 例有频繁呼吸暂停。脑病发生在咳嗽开始的第 6~29d,平均(16.63±9.02)d。8 例均有惊厥

发作,表现为意识丧失､双眼凝视､四肢强直､痉挛。脑病发生时有伴发热的有 5 例,热峰为 38.9℃。6
例行腰椎穿刺脑脊液检查,3 例压力升高,4 例蛋白轻度增加。6 例行头颅 CT 检查,2 例可见脑水肿,3
例同时行头颅磁共振(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8 例住院后均予红霉素静滴或口服阿奇霉素治疗,疗
程 6~14d,平均(9.88±2.7)d,均有明显好转,无死亡病例。 
结论 百日咳脑病虽不常见,但临床中仍时有发生,以男性患儿多见,对于未接种百白破疫苗的患儿,尤
其是在病程的第 2~4 周,需高度警惕百日咳脑病的可能。 
 
 
OR-0120 

广州地区 2010~2015 年手足口病病原学相关临床特征分析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谭丽梅,房春晓,杨峰霞,张芬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 2010~2015 年广东地区儿童手足口病肠道病毒基因型变化趋势与临床症状关联。 
方法 选取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0~2015 年住院手足口病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实时荧光逆转

录 PCR 检测肛拭子/咽拭子标本中总肠道病毒(Enterovirus,EVs)､肠道病毒 71 型(Enterovirus 
71,EV71)和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Coxsackievirus A 16,CVA16)的表达;并对非 EV71 非 CVA16 感

染肠道病毒进行基因分型;分析不同肠道病毒病原与手足口病临床特征的关系。 
结果 EV71 感染率由 2010 年的 53.3%降至 2015 年 8.6%,CVA16 感染率由 2010 年的 24.7%下降

至 2015 年的 7.5%。其他肠道病毒感染率由 2010 年的 19.5%上升至 2015 年的 75.1%。

2010~2015 年广东地区手足口病自 3 月份起进入流行期,并在 5､6 月达发病高峰。2010~2012 年均

存在两个发病高峰,而 2013~2015 年只存在一个发病高峰(5~7 月),具有峰值高､峰平台期长的特征。

发热以中高热为主占 41.7%,热程(3.48±1.83)d;主要神经系统症状:惊跳(41.8%~45.2%,ρ=0.444)､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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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抖动(35.3%~39.5%,ρ=0.052)及呕吐(20.5%~23.6%,ρ=0.075),各症状发生率 2010~2015 年均无

明显改变。但惊厥发生率呈上升趋势,2010~2015 年发生率分别是 1.9%､3.7%､3.9%､10.1%､4.5%
及 12.4%,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2010~2015 年广东地区手足口病患儿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症状主要包括呕吐､惊跳､肢体抖动等,
历年均无明显改变趋势。但手足口病伴发惊厥呈上升趋势,可能与 CVA6 为主要流行株相关。 
 
 
OR-0121 

PATHOGENIC ANALYSIS OF PEDIATRIC BACTERIAL 
MENINGITIS IN CSF B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Y 
 

Guo LINGYUN1,6,Li Yongjun2,Liu Linlin1,Wu Honglong3,4,Yao Xue5,Zhou Jiali3,Zhu Liang1,Zhang Ye1,Zhang 
Pingping1,Feng Wenya1,Hu Bing1,Hu Huili1,Chen Heying1,Chen Tianming1,Guo Xin1,Liu Gang1,Yang Yonghong6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2.BGI Genomics Co., Ltd. 

3. Binhai Genomics Institute, Tianjin Translational Genomics Center, BGI-Tianjin, BGI-Shenzhen, Tianjin 
4.Wuhan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Optoelectron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BGI-Shenzhen 
6.Key Laboratory of Major Diseases in Children and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of Pediatric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piratory Diseases,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 Respiratory Infection Diseases, Laboratory of Microbiology, Beijing Pediatric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Bacterial meningitis remains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in infectious diseases, 
leading to sequel in many cases. However, a prompt diagnosis of the causative microorganism is 
critical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outcome of bacterial meningitis. Although various targeted tests for 
CSF samples are available, time-consuming CSF culture-based approaches still represent the 
standard of car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 In this study, we will use th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y to detect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in children with bacterial meningitis and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technique in the pathogenic diagnosis of pediatric bacterial 
meningitis. 
Methods Here we describ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te diagnostic workflow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fectious microorganisms in cerebral spinal fluid samples of pediatric bacterial 
meningitis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from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based on unbiased sequence analyses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Results In total, we had 99 bacterial meningitis patients in our study. Combined with NGS, 68.7% 
(68 cases) were etiologically confirmed. 55 (55.6%) cases were etiologically confirmed by clinical 
microbiology methods. 34 (34.3%) cases were etiologically confirmed by NGS. We also identified 
species from samples where blood and/or CSF cultures were negative. Two cases with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and one with Taenia saginata asiatica were confirmed by NGS. The 
main pathogen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were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n=27, 37.5%), group B 
streptococcus (n=15, 20.8%), Staphylococcus aureus (n=7, 9.7%), Escherichia coli (n=7, 9.7%).  
Conclusions NGS can be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diagnostic platform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bacterial meningitis pediatr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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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2 

乌鲁木齐市某三甲医院 PICU 患儿念珠菌血流感染 
临床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艾比白.艾尔肯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了解 PICU 患儿念珠菌血流感染的临床危险因素并进行风险预测。 
方法 收集我院 PICU 2011 年 5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念珠菌血流感染患儿 66 例,调查其念珠菌种

类､基础疾病､临床资料,对可能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 66 例念珠菌血流血流感染患儿血液中分离出 88 株念珠菌菌株,其中非白色念珠菌 51 例
( 60%) ,非白念珠菌组中 17%菌株对两性霉素 B 耐药。粗病死率为 42.4%,归因死亡率为 16.7%。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1 岁､中心静脉导管及气管导管尖端处与血流感染一致念珠菌定植是非白

念珠菌感染的危险因素(P 均<0.05)。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机械通气(OR= 5.07),机械通气

时间>7 天(OR= 6.21),真菌尿症(OR=10.12) 是其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PICU 念珠菌血流感染以非白念珠菌感染为主,年龄>1 岁,中心静脉导管及气管导管尖端与血培养一

致念珠菌定植是非白念珠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念珠菌血流感染死亡相关独立危险因素为:长期

机械通气､真菌尿症,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加强常规护理是念珠菌血症死亡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OR-0123 

早产儿严重感染时肠道菌群与免疫状态的变化 
及其与 miRNAs 调节作用的研究 

 
陈娜,曹云,杨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观测严重感染时肠道菌群的数量和组成变化,结合对早产儿血白细胞 miRNAs 表达谱的分析及

血浆细胞因子水平的检测,探讨炎症反应状态下肠道菌群的改变,及其与 miRNAs 的相互调节作用。 
方法 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胎龄≤34 周或出生体重≤1750g 的早产儿为研究对象,
采集了严重感染患儿(包括血培养证实的败血症 9 份､确诊 NEC10 份)和 20 份同时期可匹配的非感

染早产儿的全血标本及粪便标本。采用荧光定量 PCR 法对 10 种肠道细菌进行定量分析,采用

Taqman Array 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外周血白细胞的 miRNAs 表达谱。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有

统计学差异的 miRNAs 进行靶基因预测和功能聚类。同时采用细胞因子芯片技术对血浆中 40 个免

疫及炎症相关细胞因子进行定量检测。 
结果 与非感染早产儿相比,严重感染患儿肠道细菌总量及绝大部分细菌的数量都显著降低,但潜在致

病菌如肠杆菌､肠球菌､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所占比例升高,而厌氧菌如梭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

和韦荣球菌所占比例降低,尤以梭菌 为显著。NEC 组中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所占比例显著高于败

血症组和非感染组。与非感染早产儿相比,败血症患儿血白细胞中 10 个 miRNAs 的表达存在显著差

异,NEC 患儿血白细胞中 12 个 miRNAs 的表达存在显著差异,且 NEC 与败血症患儿之间的 miRNAs
表达谱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表达的 miRNAs 所调控的靶基因参与基因表达､细胞蛋白质代谢､
细胞功能维持以及炎症反应等多种生理过程。其所调控的免疫应答相关靶基因参与了多个免疫应答

过程。与非感染早产儿相比,13 个血浆细胞因子在严重感染患儿中出现明显的上调或下调。其中,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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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仅在败血症患儿中显著升高,IL-1β､IL-6､IL-8 和 IL-11 仅在 NEC 患儿中显著升高,但两组间血浆细

胞因子水平均无显著差异。此外,粪便中梭菌的拷贝数与多个 miRNAs 的表达水平具有相关性。 
结论 早产儿严重感染时肠道细菌数量减少,潜在致病菌与厌氧菌比例失调。发生败血症和 NEC 的早

产儿一些 miRNAs 表达水平及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变化。这些 miRNAs 可能在调控败血症和 NEC 的

免疫相关信号通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肠道菌群与 miRNAs 的表达可能存在相互调节作用。 
 
 
OR-0124 

长春市 1951 例小儿病毒性肺炎病原分析 
 

黄艳智,孙利伟,邓琳菲,贺岩,田玉玲,孟婷玉 ,赵艳玲,刘愉 ,马英伟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小儿病毒性肺炎多由急性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所致,是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病死率为  ,严重威胁

婴幼儿健康乃至生命。由于病毒感染多数无特效治疗药物,早期病原学诊断,及时的综合治疗非常必

要;本研究对小儿病毒性肺炎进行病原分析,旨在了解本地区病毒性肺炎的病原谱,为病毒性肺炎的预

防和早期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2015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长春市儿童医院住院的临床诊断为肺炎的患儿 1951 例。

研究方法,采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RSV､ADV､EBV､肠道病毒通用型､肠道病毒 71 型､流感病毒和

副流感病毒核酸;腺病毒阳性标本用其型特异性引物进一步分型扩增;对 288 例重症肺炎患儿咽拭子

标本接种于 HELA 细胞进行病毒分离;病毒分离阳性的怀疑合胞病毒标本进行核酸序列检测及分

析。 
结果 1.住院支气管肺炎 1951 例,男性 1211 例,女性 740 例,男女比例 1.64:1。年龄 小 4 日龄, 大

14 岁 平均为(3.88±2.6)岁(除新生儿以外);住院天数(6.94±3.37) 。 
2. 1951 例肺炎患儿 RSV､ADV､EBV､IFZA､IFZB 和 EV､ful3 荧光定量 PCR 阳性检出率分别是

9.67%､4.5%､18.9%､0.58%､0.73%､0.73%和 0.73%;未知病源所占比率为 17.94%;其中 288 例重

症肺炎患儿 RSV､ADV､EBV､IFZA､IFZB 和 EV､ful3 荧光定量 PCR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39.93%､

40.28%､3.47%､5.56 和 10.76%。 
3.长春市儿童医院住院的支气管肺炎和重症肺炎患儿不同病原其季节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普通肺炎

的病原分布 RSV 一年有两个高峰,为 1 月-3 月和 11 月-12 月;腺病毒一年四节散在分布;EBV 发病高

峰为 1-5 月;流感病毒高峰在 2､3 月份。重症肺炎病原主要为 ADV､RSV､FIAV 和 PIV。ADV 重症

肺炎 6 月和 12 月两个发病高峰;RSV 重症肺炎 2､3 月和 12 月两个发病高峰。 

4. 116 例呼吸道合胞病毒性肺炎患儿应用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 A､B 血清型,结果 98 例为 B 血清

型,18 例为 A 血清型,2016 年长春地区小儿 RSV 性重症肺炎以 RSV-B 型为主。 
5. 2016 年长春市儿童医院重症肺炎 288 例,其中腺病毒感染 115 例,阳性率为 39.93%,经过血清学

检测,主要以 ADV-7 型为主,其次为 ADV-2 型。 
结论 小儿病毒性肺炎病原复杂,及时明确病原;可以有针对性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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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5 

2122 例麻疹疑似病例血清学检测分析 
 

王淑云,吕欣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了解山东省儿童麻疹疑似病例的血清学检测情况,为麻疹的监测与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分析 2014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山东省某儿童医院就诊麻疹疑似病例 2122 份血标本的检测结

果。 
结果 2014 年 6 月-2017 年 5 月,2122 例麻疹疑似病例患儿血清学检测阳性率为 38.17%(810 例)。
男性阳性率为 67.31%(527/783),女性阳性率为 21.14%(283/13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2015 年冬季和 2016 年春季共检测出了麻疹血清学阳性 587 例,占 3 年阳性总数的 72.47%。<1 岁

患儿组检出麻疹 IgM 抗体阳性共 521 例,占阳性标本总数的 64.32%。810 例阳性患者中,初诊科室

为感染性疾病科患者占 47.16%(382 例)。 
结论 2014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年山东省某儿童医院麻疹疑似病例血清学检测显示,男性患儿和<1 岁

组患儿阳性率高。2015 年冬季和 2016 年春季发生了麻疹疫情的爆发。为实现消除麻疹的计划,及
时接种麻疹疫苗,做好院内感染控制,对于麻疹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OR-0126 

(1,3)-β-D-葡聚糖和半乳甘露聚糖检测在 PICU 细菌性血流感染患

者合并深部真菌感染中的临床意义 
 

郑芳,查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1,3)-β-D-葡聚糖(BG)和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在 PICU 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合并深部真

菌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本院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住院患者临床资料,患者入选

标准如下:(1)住院时间≥3 天;(2)无血液系统疾病包括血液系统肿瘤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3)近一个

月无人免疫球蛋白使用史或手术史或广泛受损皮肤被纱布敷料治疗史。深部真菌感染病例包括符合

2008 年 EORTC 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标准的确诊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回顾性分析 BG 和 GM 检测

在 PICU 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同时合并深部真菌感染中的临床意义。 
结果 620 例患者中纳入 545 例病例,470 例患者至少完成 2 次细菌培养,65 例诊断为细菌性血流感染,
其患病率为 13.8% (65/470), 常见的基础疾病是肺炎(81.8%),其次是先天性心脏病(43.2%)。195
例患者同时完成 BG 和 GM 检测,其中有 44 例细菌性血流感染包括 36 例细菌性血流感染和 8 例细

菌性血流感染合并深部真菌感染。无细菌感染､细菌感染和细菌感染合并深部真菌感染患者 GM 中

位水平分别为 0.14 (0.01-1.34),0.21 (0.06-1.34),0.14 (0.02-0.99),而 BG 中位水平分别为 50.00 
pg/mL (16.20-548.20 pg/mL),50.00 pg/mL (16.10- 597.60 pg/mL),268.7 pg/mL (50.9-4224.00 
pg/mL);三组患者 GM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而细菌感染合并深部真菌感染患者 BG 水平显著高于其他

两组(P=0.003),无细菌感染和细菌感染患者 BG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我们同时发现:在未合并深部真

菌感染的患者中,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感染的 GM 和 BG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我们回顾性研究发现:细菌感染不是 BG 和 GM 检测产生假阳性结果的原因。在细菌性血流感

染患者中,BG 检测仍具有甄别合并深部真菌感染的临床价值;而 GM 检测对这类患者的临床价值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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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7 

Evaluation of BinaxNOW®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tigen test on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purulent meningitis 
 

yongping xie,Hua Chunzhen,Wang Hongjiao,Shen Jue,Li Jianping,Wang Gaoliang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3 

 
 
Objective Purulent meningitis is a common invasive pneumococcal disease in children. In 
today’s routine diagnostics, cerebrospinal fluid culture (CSFC)is the standar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pneumococcal meningitis. However,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bacterium cultivation is 
time consuming, and previous antibiotics lower the positivity rate of cultiv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to evaluate a rapid identification, BinaxNOW®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tigen 
test on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purulent meningitis. 
Methods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tigen of all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were detected 
with BinaxNOW®  antigen test and 16s rDNA-PCR was defined as gold standard. Results of 
CSFC were recorded in the study.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eighty-four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111 from male, aged from1d 
to13y8m, median was 2.1m) were collected during 2015-2016. Based on cultivation, 52(28.3%, 
including 15 strains of Escherichia coli ) were positive and pneumococci were identified in 10 
samples (5.4%). However, pneumococcal antigen were found in 33 (17.9%) samples, 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and 100% and 99.3%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of BinaxNOW®  
antigen tes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ultivation method (sensitivity was 31.3%). 
Conclusions BinaxNOW®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tigen test is a rapid identification 
method with high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diagnosis rate of 
pneumococcal meningitis. 
 
 
OR-0128 

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诊治与随访——单中心研究 
 

欧阳文献,张慧,谭艳芳 ,唐莲, 姜涛 ,康祯, 姚娟 ,朱咏贵 ,李双杰 
湖南儿童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的临床特征､诊断,不同治疗方式的疗效及随访结果。 

方法 前瞻性的研究分析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我院肝病中心､感染科住院诊断为

IM 的病人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测指标,共计 201 例。随访时间为 6 月至 12 月。采取以入院先后顺

序分成两组,单号为抗病毒组,双号为一般治疗组。一般治疗组给予常规退热,护肝等对症治疗,并予炎

琥宁 10mg/kg/d,静脉滴注,qd,和/或重组人干扰素 α-1b,1-2ug/kg/次,雾化吸入,bid  疗程 5-10d,抗病

毒组在常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予更昔洛韦或伐昔洛韦抗病毒治疗 7-10 天。观察两组的热程､咽峡

炎改善时间､淋巴结､肝､脾肿大恢复情况､异型淋巴细胞恢复情况､EBV 抗体谱､EBV-DNA 及淋巴细

胞功能变化情况等。 
结果 病人总数为 201 例,其中男 127 例,女 74 例,男:女为 1.72:1;年龄为 8 个月-13 岁 6 月(平均

4.8±2.8 岁),其中 3-6 岁占 48.76%,发病以夏秋两季为主,占 64.18%;临床表现中以出现的高低顺序为

发热(97.51%)､咽峡炎(79.10)､淋巴结肿大(68.66%)､眼睑浮肿(67.16%)､肝大(53.73%)､脾大

(46.77%)等。抗病毒组与一般治疗组比较,在热程､咽峡炎改善时间､淋巴结､肝､脾肿大恢复时间,异

型淋巴细胞恢复正常时间,淋巴细胞功能恢复正常时间､EBV 抗体转换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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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但在短期降低血清/浆或全血 EBV-DNA 上,抗病毒组有显著疗效(P<0.01),而对于长期降

低 EBV-DNA 上,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中,EBV 感染后 CD8+ T 淋巴细胞明显增多,而
CD4+ T 淋巴细胞､NK 细胞则为正常或轻度升高,B 淋巴细胞则表现为明显减少,但两组间无统计学

差异。91.18%的患者 EB 病毒 IgG 低亲和力抗体在 3 个月后转换为高亲和力;血清/血浆 EBV-DNA
在病程 1 月阳性率为 29.23%,,3 个月后完全转阴。异型淋巴细胞升高主要在入院 2 周内常见,3 月后

异淋完全降至正常。本组 2 例(1.00% ,2/201)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经 04 方案化疗后病情缓解,无慢

性 EBV 感染和死亡病例。 
结论 儿童 IM 以 3 至 6 岁男性为主,多在夏秋季发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咽峡炎､淋巴结肿大､眼睑

浮肿､肝大 ､脾大等。EB 病毒感染主要引起 CD8+ T 淋巴细胞明显增多,B 淋巴细胞下降为主。抗病

毒治疗仅可以短期降低 IM 患者血清/全血的 EBV-DNA 拷贝数,而在长期降低 EBV-DNA 拷贝数､在

改善热程､咽峡炎症状､促进肝脾淋巴结肿大的消退､EBV 抗体转换､预后上与一般治疗组无统计学

差异。因此,对于一般的 IM,不推荐使用特殊的抗病毒治疗。 
 
 
OR-0129 

苏州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外周血 miRNA-492 的表达 
 

周卫芳,孙旦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苏州地区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外周血 miRNA 表达变化,并研究 miRNA-492 及其靶蛋白在

支原体感染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肺炎支原体肺

炎患儿 23 例选为实验组(MPP 组),同时期健康儿童 20 例作为对照组(NC 组),选取 miRNA-492 作为

研究对象,采用 RT-qPCR 方法对基因芯片结果 miRNA-492 进行验证,并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确定

miRNA-492 潜在直接作用的下游靶蛋白。检测肺炎支原体脂蛋白诱导下,单核-巨噬细胞 miRNA-
492 表达情况,采用 RT-PCR 检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外周血中 miRNA-492 靶蛋白 CD47 的表达。

并分析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外周血中 miRNA-492 水平与 13 种差异表达的实验室检查指标相关

性。 
结果 1.RT-PCR 结果显示,肺炎支原体肺炎组患儿外周血 miRNA-492 表达水平(2.052 ± 0.497)高于

健康儿童(1.000 ± 0.210),两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

CD47 可能是 miRNA-492 的靶蛋白。2.在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中,给予空白培养基或肺炎支原体膜脂

蛋白刺激, 6h､12h､24h 后收集细胞检测 miRNA-492 水平。结果显示,在 6 h 和 12 h 时间点,脂蛋白

刺激组巨噬细胞 miRNA-492 表达水平均显著上升(P < 0.01),而在肺炎支原体膜脂蛋白刺激 24 h 后,
巨噬细胞 miRNA-492 表达水平恢复正常(P > 0.05)。3.与对照组健康儿童(1.000 ± 0.275)相比,肺炎

支原体肺炎患儿外周血单核细胞 CD47 表达水平降低(0.506 ± 0.151),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4.MPP 组 miRNA-492 与 Neut､Lymph､CRP､AST､LDH､HBDH､PA､IgA､IgG､

CD3+CD4+百分比､NK cell 百分比､CD19+CD23+百分比､CD47 均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 
结论 miRNA-492 及其可能的靶蛋白 CD47 在肺炎支原体肺炎感染和发病中可能起到一定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82 
 

OR-0130 

儿童血培养阳性的脓毒症 20 例临床分析 
 

欧佳琏,单庆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分析儿童脓毒症的临床特点､实验室指标､血细菌培养､抗菌素治疗及预后等,为临床诊治提供参

考。 
方法 选择从 2012 年 1 月份至 2016 年 12 月份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二病区的 20 例血

培养阳性的脓毒症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一般资料:脓毒症多见于婴幼儿,本组资料中<2 岁患儿占总数的 85%,合并基础疾病者占 80%,
总体平均住院费用为 11143.00[4987.98,23858.75]元,花费较高。 
2.临床资料:总体上,社区获得性感染相关性脓毒症占 25%(5/20),医院获得性感染相关性脓毒症占

75%(15/20),以医院获得性感染为主。G-菌感染组以夏秋季发病为主,占 83.33%,G+菌感染组发生于

冬春季占 62.5%。脓毒症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常伴有发热,易合并多部位感染,常见感染部位依次为呼

吸系统､消化系统､皮肤软组织等;所有患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 

3.实验室指标:G-组与 G+组间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C 反应蛋白､总胆红素､白蛋白､肌酐､尿素､

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血浆凝血酶原时间､电解质比较,显示无统计学差异。 

4.血培养及药敏:细菌分布以革兰阴性菌感染占主导地位(60%,12/20),G-菌对头孢唑林､氨苄西林(舒

巴坦)､呋喃妥因､阿莫西林､头孢曲松､头孢西丁､复方新诺明等耐药率在 50%以上,对庆大霉素､头孢

他啶､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美罗培南耐药性在 22.2%以下,未检出对阿米

卡星､多粘菌素 B､厄他培南耐药菌株。多重耐药菌检出率高(50%,10/20),其中 5 株大肠埃希菌中检

出 2 株 ESBLs 和 1 株 ESBLs(-)多重耐药(MDRO)。革兰阳性菌中,葡萄球菌所占比率 大,对苯唑西

林､红霉素､克林霉素､头孢西丁 100%耐药,对苄青霉素耐药率在 80%以上,未检出万古霉素耐药菌

株。 
5.抗菌素使用:该组病例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出来前均予积极经验性抗感染治疗,80%(16/20)的患儿

所使用的抗菌素符合药敏,其中以联合用药､单用头孢三代､半合成抗铜绿假单胞菌青霉素类为主,药
敏结果出来后,敏感而联合用药者(8 例)根据药敏结果调整为抗菌素单药治疗,耐药者(4 例)根据药敏

结果调整使用敏感抗菌素。总体取得很好的疗效。 
6.预后:该组病例中 19 例患儿治愈或好转出院,仅 1 例(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脓毒症)病情进展出现

呼吸衰竭,放弃治疗出院。 
结论 1.各年龄患儿均可发生脓毒症,但多见于 2 岁以内的婴幼儿,多伴有基础疾病。 
2.脓毒症临床表现多样,常伴有发热,易累及多部位, 常见原发感染灶为肺部。 
3.常规实验室检查不能区分细菌感染的种类,抗菌素的指导使用仍有赖于细菌培养结果。 
4.本组病例脓毒症细菌感染以 G-菌多见,主要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此外,G+
菌感染以葡萄球菌为主。多重耐药菌株并不少见,临床应重视上述几种细菌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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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31 

Paragonimiasis in Children in Southwest China: A 
Retrospective Case Reports Review from 2005 to 2016 

 
Gong Zongrong1,Miao Ruixue 1,Shu Min 1,Zhu Yu 1,Wan Chaomin1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West China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Birth Defects and Related Diseas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Ministry of Education,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outcome of paragonimiasis in children in Southwest China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this disease.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records of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paragonimiasis in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between 2005 and 2016. The confirmed diagnosis of 
paragonimiasis was based on epidemiology history and seropositivity for paragonimiasis and/or 
detection of paragonimus eggs. Clinical, laboratory, and imaging findings of patients were 
examined in order to summarize risk factor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these patients. 
Results A total of 12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of them 112(91.1%) lived in villages and 72(58.5%) 
had a history of consuming freshwater crabs. Patients with paragonimiasis most frequently 
showed respiratory symptoms, including cough (26.0%,32/123) and tachypnea (16.3%,20/123), 
and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including abdominal pain (26.8%,33/123), abdominal distention 
(22.8%,28/123), and vomiting (13.0%,16/123). Laboratory examination showed elevated white 
blood cell (WBC) count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in 89(72.4%) patients and eosinophilia in 
102(82.9%) patients. Tuberculosis(TB) co-infection was found in 4 (3.3%) patients. Main imaging 
findings included: effusions (90.4%), lymphadenopathy (40.4%), pulmonary ground-glass 
opacities (36.2%), cystic lesions (18.1%), and pleural thickening (17.0%). Twenty-nine patients 
(23.6%) received more than one course of praziquantel(PZQ). Additionally, 4 (19.0%) of 21 
patients who wer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without complete treatment required re-
hospitalization for residual serous effusions. Moreover, patients from pericardial effusion group 
showed longer hospital stays and less elevated WBC counts than those from non-pericardial 
effusion group. 
Conclusions Paragonimiasi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patients from endemic areas, especially in 
those with gastrointestinal and/or respiratory symptoms, elevated WBC count, eosinophilia, and 
serous effusions. Additionally, longer hospital stay may be necessary in cases of paragonimiasis 
associated with pericardial effusions. 
 
 
OR-0132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治疗儿童流感早期临床观察 
 

肖琼,邸顺祥,潘洋,徐志英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观察儿童流感早期应用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70 例符合《儿童流感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 2015 年版》标准的病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35
例,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10mg/kg,1 次/d,静脉注射,疗程 1-5d;对照组 35 例,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用

法:在≥12 月的儿童中, ≤15kg,30mg/次,2 次/d;>15-23kg,45mg/次,2 次/d;>23-40kg,60 mg/次,2 次

/d ;>40mg,75 mg/次 2 次/d; 9-11 个月,3.5 mg/kg/次,2 次/d;0-8 个月,3.0 mg/kg/次,2 次/d,口服,疗程

2-5d;两组对症支持治疗采用同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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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治疗组在 24 小时和第 120 小时症状缓解率 1分别为 70%和 97.5%,
略高于高于对照组的 66%和 95%,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2)两组观察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意义,两组以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等为主要症状,
停药后可恢复。 
3)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起效快,退热较奥司他韦快 2,适用于不能口服的儿童及危重患者,耐受良好,
副作用小,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治疗儿童早期流感安全有效,副作用小,值得推广应用。 
 
 
OR-0133 

儿童慢性乙型肝炎干扰素抗病毒治疗的临床分析 
 

胡姚,叶颖子,叶丽静,王晓红,俞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观察儿童慢性乙型肝炎应用干扰素-α(IFN-α)抗病毒治疗的疗效,为临床探索儿童慢性乙肝的理

想抗病毒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科 2003 年 01 月-2017 年 04 月收治的儿童慢性乙肝应用普通

IFN-α 进行抗病毒治疗并随访的 19 例病例,采集抗病毒治疗前后及治疗过程中的血常规､肝肾功能､

乙肝两对半､HBV-DNA 载量､肝脏组织病理学､甲状腺功能等资料,回顾性分析儿童慢性乙型肝炎应

用 IFN-α 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  
(1)一般资料:19 例患儿中,男 9 例,女 10 例,均无明显临床症状;开始抗病毒治疗时平均年龄

4.66+2.83 岁;平均抗病毒治疗时间为 47.2+10.3 周;患儿平均随访时间为 3.92 年。(2)患儿在抗病毒

治疗前 ALT 水平为 126 U/L,除 1 例患儿 ALT 在停药后 6 周复常,余 18 例患儿 ALT 复常平均时间在

治疗 22 周时。(3)患儿在抗病毒治疗前 HBV-DNA 载量水平为 8.13×106 IU/mL。除 1 例患儿 HBV-
DNA 载量在停药后 48 周低于且持续低于检测下限､1 例患儿在治疗 24 周时出现 HBV-DNA 一过性

阴转,余 17 例患儿 HBV-DNA 载量低于检测下限平均时间在治疗 24.4 周时。(4)17 例 HBeAg 阳性

患儿中有 16 例(94.1%)发生了 HBeAg 血清学转换且持续转换;发生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平均时间

在治疗 16 周。4 例患儿 HBeAg 在治疗第 4 周转阴,5 例在第 12 周转阴,6 例在第 16~32 周转阴,1 例

在第 64 周转阴。(5)共有 5 例(26.3%)患儿发生 HBsAg 转阴;2 例患儿 HBsAg 在治疗第 2 周转阴,2
例在第 24 周转阴,1 例在第 48 周转阴。1 例发生了 HBsAg 血清学转换的患儿在停药后 12 周时

HBsAg 复阳,仍在随访中;2 例患儿 HBsAg 阴转且分别持续阴性 264 周和 64 周;另 2 例患儿 HBsAg
阴转且分别持续阴性 28 周和 36 周。(6)在 IFN-α 治疗过程中,患儿仅在治疗初期出现低热､流涕等流

感样症状,血常规未见异常或仅出现一过性粒细胞下降,甲状腺功能(T3､T4､FT3､FT4 和 TSH)亦未见

异常。 
结论 儿童慢性乙型肝炎病毒载量高,应用 IFN-α 抗病毒治疗 48 周, HBeAg 血清学转换率､HBsAg 阴

转率高,耐受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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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34 

血清 β-EP､NE､IL-6 在手足口病患儿 
不同临床分期中的变化及应用价值 

 
郝建华,张曦,周占青,李玉萍,高巍,憨贞慧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通过检测不同临床分期的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β-内啡肽(β-EP)､去甲肾上腺素(NE)､白细胞介素-

6(IL-6)水平变化及病情进展后上述指标变化情况,为评估患儿病情､及时进行临床干预提供客观依

据。 
方法 选取住院的手足口病患儿 378 例(Ⅰ期 101 例,Ⅱ期 114 例,Ⅲ期 104 例,Ⅳ期 59 例),以同期 30

例健康体检儿作为对照组。入院后 2 小时内抽取静脉血检测 β-EP､NE､IL-6,比较不同临床分期患儿

β-EP､NE､IL-6 数值;病情进展的患儿,于病情进展后 2 小时内再次监测上述三项指标,并与病情进展

前比较。 
结果  1.β-EP,NE:Ⅲ､Ⅳ期显著高于Ⅰ､Ⅱ期､对照组,Ⅱ期显著高于Ⅰ期､对照组,Ⅰ期､Ⅱ期病情进展

后所测数值较进展前明显升高,比较均有显著差异性(P<0.05)。2.IL-6:Ⅲ､Ⅳ期显著高于Ⅰ､Ⅱ期､对

照组,Ⅰ､Ⅱ期显著高于对照组,Ⅰ期､Ⅱ期病情进展后所测数值明显升高,比较有显著差异性

(P<0.05)。3. Ⅲ､Ⅳ期所测三项指标数值之间,Ⅲ期病情进展至Ⅳ期所测数值之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

性(P>0.05), 
结论 β-EP､NE､IL-6 水平高低可作为手足口病病情评估及指导早期干预治疗的客观指标,特别是 β-

EP ､NE 值由低水平显著升高,可将其作为神经受累的预警信号应用于临床中,能够对重症､危重症手

足口病患儿进行早期识别。 
 
 
OR-0135 

23 例黑热病临床分析 
 

金丽,高利红,李黎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 23 例儿童黑热病临床和实验室特点,以提高对儿童黑热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3 月-2017 年 4 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感染儿科收治的 23 例黑热病病

儿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对其进行总结。 
结果 (1)23 例黑热病病儿,男 18 例,女 5 例,年龄 0 岁-12 岁,平均住院天数 13.3d。临床表现多以发热

100.00%､咳嗽 78.9%为主要临床表现。查体主要以贫血貌 80.3%､淋巴结肿大 79.9%､脾肿大 56%

､肝肿大 35.09%为主;(2)脾肿大程度与血细胞降低程度呈正相关;(3)12 例骨髓细胞学检查到利-杜氏

小体;20 例病儿进行黑热病血清学抗体检测,18 例结合免疫检测提示阳性。 
结论 对有发热､贫血､肝脾肿大的病儿,应完善骨髓穿刺､血清抗体等检查,早期的诊断和规范的治疗

是漏诊和误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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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36 

2010-2016 年内蒙古地区手足口重症(死亡)病例 
全基因组序列分析研究 

 
张晓梅

1,孟晓波
1,窦忠霞

1,田晓灵
2 

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2.内蒙古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为了解 2010-2016 年内蒙古地区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的流行情

况及 HEV71 和 CVA16 感染的重症(死亡)患者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确定内蒙古自治区流行 HEV71
和 CVA16 代表株与其他肠道病毒的相似性和亲缘进化关系,以便为我省乃至全国的 HFMD 的预防

和控制提供病毒学资料,为下一步 EV71/ CVA16 疫苗免疫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2010-2016 年 12 个盟市门诊疑似病例的标本进行病毒分离,应用 Real-time PCR 方法对病

毒分离物进行 HEV /CVA16 鉴定。从临床诊断为重症病例的 HFMD 患者临床标本中分离到的

HEV71/CVA16 随机选取代表株进行 VP1 编码区基因扩增及核苷酸序列测定和分析,应用 MAGE5.0
软件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地区流行的 HEV71/CVA16 与其它各基因型和基因亚型的代表株亲缘关系;
从选取的 HEV71/CVA16 代表株中选 12/6 株进行基因组全长序列测定和分析,应用 SimPlot 软件分

析内蒙古地区流行 HEV71/CVA16 代表株与其他肠道病毒的相似性和亲缘进化关系。 
结果  
(1)2010~2016 年内蒙古地区 HFMD 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不同年份､月份和盟市之间不同,统计学分析

差异显著;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在 6~8 月,比南方城市的高峰期推迟一个月;发病人群主要集中在 1~10
岁,尤其是 1~4 岁,占总发病人的 82.33%;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1.5:1),统计学分析差异显著,同时盟市

人口的发病率比旗县人口的发病率高,统计学分析差异显著。(2)内蒙古地区 HFMD 的主要病原是

CVA16 和 HEV71,重症病例中以 HEV71 为主;内蒙古地区流行的 HEV71 代表株属于 C4 基因亚型

C4a 进化分支,并且存在多个传播链,且与中国流行的 HEV71 在共同进化。内蒙古地区流行的

CVA16 代表株均属于 B1 基因亚型的两大进化分支 B1a 和 B1b,并且存在多个传播链,有两条优势传

播链;其不是独立进化的,而是与中国流行的 CVA16 共同进化。 
结论 2010~2016 年内蒙古地区 HFMD 的发病率逐年升高,病原谱以 HEV71､CVA16 为主,HEV71 代

表株属于 C4 基因亚型 C4a 进化分支;CVA16 代表株属于 B1 基因亚型的两大进化分支 B1a 和

B1b。HEV71 /CVA16 代表株不是独立进化的,而是与中国流行的 HEV71/CVA16 共同进化。 
 
 
OR-0137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早期诊断指标的探讨 
 

刘培辉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通过分析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 MPP)与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高危因素的差异,探讨

早期识别难治性 MPP 的临床特征。 
方法 以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住院的共 45 例 RMPP 患儿为观察组

(RMPP 组),选择同期住院治疗的 135 例普通 MPP 患者为对照组(MPP 组),进行回顾性研究。收集

所有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实验组(RMPP 组)45 例患儿男性 19 例､女性 26 例,平均年龄 4.0 岁(2 岁-7 岁),对照组(MPP

组)135 例,男性 71 例､女性 64 例,平均年龄 3.3 岁(2 个月-8 岁)。RMPP 组和对照组间性别差异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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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P>0.05),但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两组间临床征象相比,RMPP 组热程更长,肺
外并发症､合并过敏性疾病病例更高(P<0.05),LDH､D-二聚体､ESR 明显升高,PCT 和 CRP 无显著性

差异。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 LDH(OR=1.903,95%CI:1.402~2.584)､D-二聚体

(OR=1.207,95%CI:1.122~1.298)､大环内酯类药物开始应用时间晚(OR=1.017,95%CI:1.007~1.027)
为儿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01)。 
结论 本研究认为年长儿､持续长期发热､肺外改变､过敏体质是 RMPP 的高危因素,对 RMPP 有警示

作用,血清 LDH､D-二聚体､大环内酯类应用时间晚是 RMPP 的独立相关因素,血清 LDH､D-二聚体可

能是早期诊断 RMPP 潜在实验室指标。 
 
 
OR-0138 

温州地区住院学龄期儿童结核病 324 例临床诊治分析 
 

余刚,崇蕾,徐莉莉,郑仰明,张海邻,李昌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学龄期儿童结核病的诊断与防治方案。 
方法 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住院的 324 例学

龄期儿童结核病,分析流行病学资料､临床特点､诊断和治疗方案。 
结果 共收治学龄期儿童结核病 324 例,男 200 例,女 124 例,男女之比为 1.61:1。<12 岁组共 197 例

(占 60.8%),≥12 岁组 127 例(占 39.2%)。结核中毒症状有 276 例(占 85.2%),包括低热､体重下降或

消瘦､食欲下降､盗汗。发热､咳嗽为 常见的症状。胸部 CT 诊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胸片(p<0.01)。
后诊断肺结核 105 例(占 32.4%),单一器官肺外结核 168 例(占 51.9%),多器官结核 51 例(占

15.7%)。多器官结核包括肺结核合并胸膜结核 28 例,合并支气管结核 2 例,合并脑膜结核 5 例,合并

肠､腹膜结核 4 例,合并淋巴结结核 1 例,合并胸壁皮肤结核 1 例,合并胸膜结核及胸壁皮肤结核 1 例,

合并胸膜结核､腹膜结核 2 例,合并脑膜结核､胸膜结核 1 例,合并脑膜结核､胸膜结核及腹膜结核 1 例;

胸膜结核合并腹膜结核 3 例;胸膜结核合并肾结核 1 例;心包结核､胸膜结核合并腹膜结核 1 例。结核

病总累及器官数为 382 个, 累及肺组织 多(151 个,占 46.6%),共累及肺外器官数为 231 个(占
71.3%),其中 多为胸膜(115, 占 35.5%),其次为脑膜(45 个,占 13.9%), 少为心包(1 个,占 0.3%)。
324 例均为初治病例,304 例(93.8%)治愈或好转出院,自动出院 20 例,没有死亡病例,但均没有对患儿

学校师生进行结核病感染筛查。 
结论 学龄期儿童长期发热､咳嗽伴结核中毒症状需考虑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肺外结核。加强学校师

生对结核病的防控意识减少结核病在校园内传播。 
 
 
OR-0139 

FibroScan 在儿童慢性乙肝患者肝脏纤维化的临床诊疗价值  
 

覃小梅,李双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瞬时弹性成像(FibroScan)与肝脏病理､APRI 指数的相关性,评估 FibroScan 在儿童慢性乙

肝患者肝脏纤维化的临床诊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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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6 年 5 月-2017 年 6 月湖南省儿童医院肝病中心确诊的儿童慢性乙肝并进行肝脏病理

组织活检的 48 例病例,统计肝组织穿刺活检前 1 周内的 APRI(AST/PLT)指数及 FibroScan 检测值

LSM,分析不同程度肝脏纤维化病理改变 LSM 的差异性以及 LSM 与肝脏病理､APRI 的相关性。 

结果 48 例患者肝脏病理结果显示,S1 38 例,S2 7 例,S3 2 例,S4 1 例。按肝脏病理程度 S 分为 S1､

S2､S3､S4 共四组,结果显示:LSM 值随肝纤维化程度增高而逐渐增大,尤其 S3 及以上病理改变 LSM

值显著升高,且 S1 与 S2､S3､S4 之间,S2 与 S3､S4 之间 LSM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采

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性分析结果提示 LSM 与肝病理纤维化程度(S)呈正相关( r =0. 81,P <0. 
05)。同上按肝脏病理程度不同分组显示:肝脏病理纤维化程度不同患者的 APRI 指数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 05),且 APRI 指数随肝纤维化程度的增高而逐渐增大。采用 Pearson 检验分析 LSM 与

APRI 指数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LSM 与 APRI 指数呈正相关( r=0.71, P<0.05)。 
结论 瞬时弹性成像检测值 LSM 与儿童慢性乙肝患者肝脏病理､APRI 指数呈正相关,FibroScan 在儿

童慢性乙肝患者肝脏纤维化的临床诊断中起重要价值,且可用于长期肝纤维化改变的动态观察。 
 
 
OR-0140 

儿童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临床､实验室特征及预后判断 
 

陈英虎,张丽,王彩云,胡波飞,施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研究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CAEBV)患儿的临床､实验室检查特征,为 CAEBV 的诊治和预后

判断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7 月到 2017 年 6 月共 21 例 CAEBV 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患儿的临床表

现､病毒学检测及血常规､淋巴细胞亚群､Th1/Th2 细胞因子结果､铁蛋白､凝血谱检测,并与 20 例重

型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FIM)病例和 20 例 EBV-HLH 做病例对照研究。 
结果     三组患儿初期临床表现类似,主要为高热､扁桃体炎､肝脾肿大､淋巴结肿大､肝功能损害等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样症状。 
区别在于 CAEBV 患儿病程长,上述症状持续或反复出现,后期致重症肺炎､脑炎和颅内出血､消化道

出血､血细胞减低等,4 例转变为 HLH,1 例转变为 T 细胞淋巴瘤接受骨髓移植,截止 2017 年 6 月 1 日

15 例死亡,6 例存活,存活病例对丙球､激素､CsA 和 VP16 治疗能缓解症状。CAEBV 组和 HLH 患儿

外周血浆中 EBV-DNA 载量(104—106拷贝数/ml,中位数均为 105拷贝数/ml)明显高于 FIM 组(103—
105拷贝数/m,中位数为 103/mll)(P<0.01)。EBV 抗体谱 VCA-IgG､EA-IgG 显著升高,EBNA-IgG 弱阳

性,提示为再激活。 
FIM 患者以 IM 起病,逐步加重,发生并发症,出现脏器功能障碍,CD20 低,CD8 升高,CD4/CD8 比例显

著降低。发生上气道梗阻 10 例,多浆膜腔积液 5 例,重型肺炎 2 例,肝脏重度损害 2 例,重型脑炎 1 例,
经抗病毒,丙球和或激素治疗均康复,随访 6 月,没有复发,无死亡病例。 
EBV-HLH 患者以 IM 表现起病,病情进展快,出现血细胞的降低,铁蛋白和凝血功能异常,γ-INF､α-INF

和 IL-10 显著升高。截止 2017 年 6 月 1 日 13 例死亡,7 例存活,存活病例对激素､丙球､CsA 和

VP16 治疗有症状改善。 
结论 CAEBV 患儿临床表现多样,多脏器受累,病程迁延,病死率高,血浆 EBV-DNA 载量高于 105拷贝

数/ml,伴有 VCA-IgG 显著升高和 EA-IgG 升高对 CAEBV 诊断有帮助,对激素和丙球治疗反应对预后

判断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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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41 

西宁地区新生儿不同标本检测 HCMV-DNA  
在人巨细胞病毒感染中的临床应用 

 
马慧英,王春玮 

青海红十字医院 810000 
 

 
目的 对疑似人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感染的母亲乳汁进行 HCMV-DNA 的检

测,同时对乳汁 HCMV-DNA 阳性并母乳喂养新生儿进行尿液及血液 HCMV-DNA 的检测,分析

HCMV-DNA 阳性的乳汁对新生儿感染 HCMV 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利用荧光定量 PCR(fluorescent quantity PCR,FQ—PCR)方法对我院门诊或住院用血清

ELISA 方法检测 CMV-IgM/IgG 阳性的哺乳期妇女 389 例乳汁进行 HCMV-DNA 检测,同时对相应母

乳喂养的 286 例新生儿尿液和血液进行 HCMV-DNA 检测。 
结果 母乳 HCMV-DNA 阳性产妇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尿阳性率达 52.68%,明显高于母乳 HCMV-DNA
阴性产妇母乳喂养的婴儿尿阳性率(23.46%);母乳 HCMV-DNA 阳性产妇母乳喂养的新生儿血清

HCMV-DNA 阳性率达 20.93%,远低于尿 HCMV-DNA 的检出率。 
结论 新生儿感染 HCMV 母乳是获得性感染的主要途径,因此疑似感染 HCMV 的母乳喂养新生儿的

安全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OR-0142 

Antibiotic usage in Chinese children, data from national 
antibiotic point prevalence survey 

 
Zhang Jiaosheng,Yang Yonghong,NARPEC China 

Shenzhen Children&#39;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According to European surveillance of antibiotic prescriptions, children are the 
population who are given antimicrobials commonly. Now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s the big 
threat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is close relation between antibiotic therapy and resistance. Many 
researches 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have been done but few studies giving the data of antibiotic 
prescrip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PPS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simple, useful method for 
searching data on antibiotic usage in children. In this study, we will report data of antimicrobial 
therapy in children and neonates admitted in 18 children’s hospital and pediatric health centers. 
Methods Data on antimicrobials prescribed to all hospitalized patients under 18 years of age at 
participating centers within a 24 hour period was collected in China between December 2016 to 
February 2017. 18 children’s hospitals and pediatric centers in 9 provinces joined this survey. The 
participating centers select 1 day in the survey period and collected antibiotic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who had one and more than one antibiotic usage in the ward on the day. 
Underlying disease, antimicrobial agent, indication for treatment, combination of antibiotic in 
neonates (less than 28 days) and children (more than 28 days to under 18 years old) were 
collected. 
Results The survey was done in 35 ward including surgery, special medical ward,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general pediatric ward in 12 cities from 9 
provinces. 1439 patients join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and 981(68.17%) were given at least one 
antibiotic in the PPS day. The antibiotic prescription rate varied among different hospital in 
different region from 30.77% to 100%. In neonates, 56.91% received antibiotics therapy. 18.39% 
prescribed antibiotic for prophylaxis and 81.61% for treatment for infection. The commonest 
indication for treatment in neonate was proven or probable bacterial LRTI, followed by sepsi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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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emia.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Cephalosporins was the most prescribed antibiotic , followed 
by penicillins plus inhibitors, Carbapenems. In Children, 71.19% received one or more antibiotic. 
Just 0.98% of patients were prescribed antibiotic for prophylaxis and 99.02% for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The commonest three reason for giving antibiotic were proven or probable 
bacterial LRTI(66.28%),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6.65%),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ns(4.89%). The top 3 antibiotics were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cephalosporins(35.19%), 
macrolides(22.97%) and penicillins plus inhibitors(15.74%) . 
Conclusions This survey provided the baseline data of antibiotic prescribing in Chinese children. 
Overuse of third generation of Cephalosporins were found in both neonates and children. The 
indication distribution on giving antibiotic between neonates and children was different. Antibiotic 
prescribing rate in different hospital varied largely. Antibiotic stewardship programs should identify 
the feasible, useful, detailed targets to monitor and intervene to prevent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children to be worsen. 
 
 
OR-0143 

杭州市手足口病患儿大便中非 EV71､非 CA16 
肠道病毒核酸检出时间观察 

 
王娟,赵仕勇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目的 观察手足口病患儿大便中通用型肠道病毒非 71 型(非 EV71)､非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非 CAl6)

的持续存在时间;探讨非 EV71､非 CA16 的通用型肠道病毒阳性手足口病患儿肠道排毒时间与隔离

合适时间的关系,并且研究病毒载量多少与排毒时间直接的关系。 
方法 对 75 例非 EV71､非 CAl6 感染的其它肠道病毒型手足口病患儿进行随访,每隔 7 d 收集 1 次大

便标本,用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法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直至大便病毒核酸转阴为止,并按病毒载

量多少将病例分为三组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 35 例患儿中,第 2､3､4､5､6 周的大便病毒核酸转阴性率分别为 14.3%､57.1%､82.9%､97.1%､
100%;病毒载量的高低与排毒时间呈正相关关系。 
结论 手足口病患儿大便中非 EV71､非 CA16 的通用型肠道病毒可存在较长的时间, 长时间 7 周,较

短的 1 周;感染非 EV71､非 CA16 肠道病毒手足口病患儿的肠道排毒持续时间与病毒载量的高低相

关。 
 
 
OR-0144 

小儿百日咳 857 例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王军,邓慧玲,孙芳,刘瑞清,王小燕,张瑜,袁娟,张玉凤,徐鹏飞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分析儿童百日咳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特征,为有效防控和治疗百日咳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整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西安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住院的 857 例百日咳患儿病

例资料,应用描述性方法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同时对患儿的一般资料､症状､体征､辅助检查以及治疗转

归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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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57 例患儿中普通型百日咳有 798 例(93.1%),重症百日咳有 59 例(6.9%)。(1)流行病学:857 例

百日咳患儿来自城区 183 例(21.3%),农村 674 例(78.7%);男 469 例,女 388 例,男女性别比 1.21:1;全
年各月均有病例报告,时间分布具有双峰现象:夏秋季的 7~9 月共 355 例(41.5%),冬春季的 2~4 月共

218 例(25.4%),占全年病例数的 66.9%;发病以小年龄段为主,中位年龄 5 月 23 天(31 天~11 岁 1 月),
其中<5 月的 407 例(47.5%),包括重症百日咳 50 例(84.7%);已接种百白破疫苗的有 479 例(55.9%),
未接种 361 例(42.1%),不详 17 例(2.0%);有明确的家庭内咳嗽接触史 492 例(57.4%)。(2)临床表现:
入院时咳嗽病史 短的 2 天, 长的 40 天,中位数 16 天;出现痉挛性咳嗽的有 836 例(97.5%)､面色涨

红 806 例(94.0%)､面色口周发绀 308 例(35.9%)､气喘 269 例(31.4%)､鸡鸣样回声 248 例(28.9%)､
呼吸暂停 46 例(5.4%);肺部查体有湿性啰音 761 例(88.8%);发热 159 例(18.5%)。(3)辅助检查:外周

血淋巴细胞比例升高 702 例(81.9%),白细胞总数升高 505 例(58.9%),PCT 升高 36 例(4.2%),hsCRP
升高 17 例(2.0%);胸部影像学示肺炎 673 例(78.5%);血气分析有低氧血症 50 例(5.8%),Ⅱ型呼吸衰

竭 9 例(1.1%);心肌酶谱升高(CK-MB 29U/L~121U/L,CK 217~2949U/L)的有 253 例(29.5%),转氨酶

升高(ALT 46~202U/L,AST 41~173U/L)的有 121 例(14.1%)。(4)治疗及预后:治疗 1 周内症状消失

有 515 例(60.1%),症状明显缓解有 198 例(23.1%),无死亡病例,住院天数 3~19 天,中位数为 8 天(重
症 12 天)。 
结论 西安地区百日咳发病呈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季节､地区､年龄等分布差异,全年散发,夏秋季多见,
农村高于城市,<5 月龄未接种或未全程接种百白破疫苗者发病率高,病情重;家庭成员是婴幼儿百日咳

的重要传染源;婴幼儿百日咳临床表现大多不典型,主要以痉咳为主,预后较良好。 
 
 
OR-0145 

2004 至 2016 年北京单中心儿童甲型流感病毒的监测 
 

王芳,朱汝南,孙宇,邓洁,赵林清,田润,钱渊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了解北京单中心儿童甲型流感病毒的流行趋势,为流感的防控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2004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对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门诊和急诊采集流感样病例的咽

拭子标本,采用传代狗肾细胞(MDCK 细胞) 行流感病毒的分离,并用特异性血清对分离到的流感病毒

进行凝集抑制试验鉴定型别。分为 12 个监测年度,以每年 9 月至次年 8 月为 1 个监测年度。对 12
个监测年度甲型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并与同期乙型流感病毒的流行特点进行比

较。 
结果 (1)9768 份咽拭子标本中分离到甲型流感病毒 874 株(8.95%),其中(原季节性)甲 1 型 70 株

(0.72%),H1N1  237 株(2.43%),甲 3 型 567 株(5.80%)。(2)2004 年 9 月-2009 年 8 月的五个监测年

度中,甲 1 型流感病毒除 07-08 年流感季节外,每个流行季都有一个流行高峰,特别是 04-05 年和 05-
06 年,月阳性率分别为 22.86%和 25.00% 。(3)2009 年出现新甲型 H1N1 后,未检测到原甲 1 型;每
隔一年都连续出现两个 H1N1 流行季节(09-10 年､10-11 年和 12-13 年､13-14 年和 15-16 年),11-12
年和 14-15 年未监测到 H1N1 流感病毒。(4)874 例甲型流感病毒阳性中,随着患儿年龄增大而甲型

流感病毒阳性率增高;6-12y 年龄组患儿乙型流感病毒人数远远高于甲型流感病毒;3y 以下和大于

12y 患儿感染甲型流感病毒人数远远高于乙型流感病毒。(5)06-07､08-09､09-10､10-11､12-13 和

13-14 年六个流行季,甲型流感病毒阳性率高于乙型流感病毒;而其余六个流行季,乙型阳性率高于甲

型;04-05､05-06､06-07､08-09､09-2010､10-11､12-13 ､14-15 和 15-16 年九个流行季节,甲型流感流

行出现在乙型流感之前;其余三个流行季节,甲型流感流行出现在乙型流感之后。 
结论 2004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北京地区儿童甲型流感病毒的流行基本呈现隔年出现 2 或 3 个连

续高峰年的流行趋势;甲型流感病毒阳性患儿中,随着患儿年龄增大而甲型流感病毒阳性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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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46 

中国儿童百日咳鲍特菌分离率､毒力基因分布和流行特征 
 

付盼,王传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中国儿童百日咳鲍特菌培养阳性率,调查中国儿童感染百日咳鲍特菌的基因分布特征和毒

力基因流行情况,并监测其对临床常用药的药物敏感实验,以期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生素 
方法 采集 2016.6-2017.6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的临床怀疑百日咳感染患儿鼻咽拭子 411
例,入组对象临床表现为典型阵发性､痉挛性咳嗽,咳嗽迁延不愈且头孢类抗生素应用无效。鼻咽拭子

做百日咳鲍特菌培养鉴定,检测患儿血常规､白介素(IL-6)和降钙素原(PCT)等指标,同时观察患儿胸片

表现。百日咳鲍特菌培养阳性后纯分菌株,做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复方新诺明 4 种药物的药

物敏感性实验(E-test),记录其 小抑菌浓度 MIC 值。用 PCR 扩增和测序,对临床分离株进行 MLST
分型和 7 种毒力基因(ptxP,ptxA,ptxC,prn,fim2,fim3 和 tcfA)分型 
结果 411 例入组患儿中门诊 210 例,住院 201 例。鼻咽拭子百日咳鲍特菌培养阳性 52 例,培养阳性

率 12.7%,其中男 32 例(61.5%)女 20 例(38.5%),门诊患儿 20 例(38.5%).年龄在 3 个月以内 34 例,占
65.4%,3 个月-2 岁患儿 17 例,占 32.7%。有明确百白破接种史的仅 10 例,占 19.2%,有明确咳嗽患者

接触史的 23 例,占 44.2%。有体温升高史的有 10 例,占 19.2%。52 例患儿均有反复发作的咳嗽史,
咳嗽天数平均为 18.6±8.2 天。各种炎性指标中,白细胞计数明显增高,为 20.9±13.0×109/L,其中淋巴

细胞升高显著,为 14.9±7.7×109/L,IL-6 升高,为 42.7±14.6pg/ml, CRP 和 PCT 无明显改变。胸片提

示有支气管炎症的患儿占 36.5%,有肺炎表现者占 48.1%,仅 1 例发展为严重肺不张。药敏实验显示

红霉素､阿奇霉素和克拉霉素耐药率为 55.8%。未发现对复方新诺明耐药菌株。52 株百日咳鲍特菌

均为 ST2 型,毒力基因携带以 ptxA1/ptxC1/prn1/fim2-1/tcfA2/ptxP1/fim3-1 为主,占 55.8%,其次为

ptxA1/ptxC2/prn2/fim2-1/tcfA2/ptxP3/fim3-1,占 36.5%,仅 2 株携带 fim3B 毒力基因 
结论 未接种百白破疫苗是百日咳感染高危因素,仅 19.2%患儿有百白破疫苗接种史。在计划接种之

前以及疫苗接种间隔期避免百日咳鲍特菌感染与传播十分关键。百日咳感染可引发多种炎症表现,
包括发热,血 WBC 及 IL-6 等炎性指标升高等。近年来,我国百日咳毒力基因携带以

ptxA1/ptxC1/prn1/fim2-1/tcfA2/ptxP1/fim3A 为主,但携带 ptxP3/ptxC2/prn2 的高毒力株比例有所升

高,高达 40.4%。百日咳鲍特菌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呈现较高水平耐药,如何控制百日咳鲍特菌和选

用有效抗生素治疗意义重大 
 
 
OR-0147 

婴儿疑似百日咳的临床特征及病原比较分析 
 

唐铭钰,曹清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了解婴儿疑似百日咳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及病原种类,为疾病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将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收治的 48 例年龄小于 1 岁临床疑似百日咳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行 Filmarray 呼吸道感染检测,根据结果分为百日咳组 17 例､类百日咳组 31 例,并

按年龄分为<5 月龄组 35 例､≥5 月龄组 13 例,按病情严重程度分为普通组 34 例､重症组 14 例,对各

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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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48 例患儿均以咳嗽主述入院,常见症状为阵发性痉挛性咳嗽 14 例(29.2%)､面色涨红 24 例

(50%)､发热 9 例(18.8%)､咳嗽后发绀 12 例(25%)､白细胞增高者 33 例(68.8%)､发生肝功能损害､呼
吸衰竭等并发症者 17 例(35.4%)。行 Filmarray 呼吸道感染检测,阳性者共 46 例(95.8%),单一感染

者 22 例(45.8%),混合感染者 24 例(50%)。其中百日咳鲍特菌感染 17 例(35.4%),呼吸道合胞病毒

17 例(35.4%),人鼻病毒/肠病毒 18 例(37.5%),副流感病毒 3 型 16 例(33.3%)等。(2)不同年龄疑似百

日咳患儿的临床特征比较:<5 月龄组患儿发热症状､并发症的发生明显低于≥5 月龄组

(X2=15.055,P<0.01; X2=5.319,P<0.05)。≥5 月龄组患儿 Filmarray 呼吸道感染检测中副流感病毒 3
型检测阳性所占比例较大(X2=10.338,P<0.01)。(3)疑似百日咳患儿轻症和重症的临床特征比较:重
症组患儿咳嗽后发绀症状的发生明显高于轻症组(X2=10.891,P<0.01)。Filmarray 呼吸道感染检测:
轻症组患儿混合感染的发生高于重症组(X2=14.521,P<0.01),其中百日咳鲍特菌的感染轻症组高于重

症组(X2=3.858,P<0.05),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感染轻症组低于重症组(X2=4.079,P<0.05)。(4)确诊百日

咳与类百日咳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征比较:百日咳组患儿痉挛性咳嗽明显高于类百日咳组

(X2=7.696,P<0.01),重症的发生低于类百日咳组(X2=3.858,P<0.05)。百日咳组患儿白细胞计数为

19.59±1.56×10^9/L,明显高于类百日咳组患儿(X2=3.163,P<0.01),而类百日咳组患儿痰培养阳性者

明显高于百日咳组患儿(X2=4.324,P<0.05)。 
结论 疑似百日咳患儿临床上均有阵发性痉挛性咳嗽､面色涨红､咳嗽后发绀等表现,通过 Filmarray 呼

吸道感染检测发现病原菌可为百日咳鲍特菌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人鼻病毒/肠病毒､副流感病毒等,
且存在混合病毒感染。Filmarray 呼吸道感染检测系统为多重 PCR 系统,可全面检测 20 种病原体,运
行时间仅需约 1 小时,对于患儿病原的早期诊断,针对性的治疗,抗生素的合理应用和控制,可有重要的

意义。 
 
 
OR-0148 

LESION IN THE BRAIN STEM ALONG THE AUDITORY 
PATHWAY IN FOUR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S 

(LSD): A RETROSPECTIVE STUDY USING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S (ABR)  

 
Kang Linmin1,Maria L. Escolar2,Catherine Palmer1,2 

1.SHR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A, US 
2.UPMC,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A, US 

 
 
Objective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s are a gathering of more than 40 uncommon, gene 
determined disarranges that are biochemic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insufficiently 
debased macromolecules inside cell lysosomes. The neurons are particularly be target as 
casualties and regions with high convergences of lipids in the brain. The neurodegeneration is 
industrious and deadly fatal [1]. The lesions that related with hearing loss in outer, middle and 
inner ear has been explored through post-mortem anatomic examination of temporal bone in both 
animal model and human with multiple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s (LSDs) [2,3], but no 
researches have been tried to reveal lesion locations at brainstem level along the auditory 
pathway yet, and neither have been don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R latency, age and 
LSD disease subtype. Here, we address the questions by analyzing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s (ABR) results of patients with Mucopolysaccharidosis IH (N=4), 
Mucopolysaccharidosis III (N=4), Metachromatic leukodystrophy (N=11) and Krabbe disease 
(N=17) with an age-matched manner.  
Methods De-identified ABR data of MPS IH,  MPS III, Krabbe and MLD were collected 
from  Duke University of Medical Center (DUMC) and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UPMC) before HSCT or without HSCT. ABR data of 4 patients with MPS IH, 4 patients with 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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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1 patients with MLD and 17 patients with Krabbe were tabulated and analyzed with Microsoft 
Excel software 2013 and IBM SPSS Statistics version 24. One sample T test , Fisher’s exact test, 
and Chi-square test were applied. 
Results T test results revealed both MPS group and non-MPS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variance in the absolute ABR latency of wave I and inter-peak latency of wave I-V, compared to 
age-matched normative data.  The inter-peak latency of wave I-III was also different from norm in 
MPS group, which was not the case in non-MPS group. Fisher's exact tes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41)between MPS and non-MPS groups over the absolute latency of wave I in 
right ear. Chi-square test results indicated a moderat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inter-peak latency of wave III-V (P=0.028, chi square =7.135, Phi =0.445). 
Conclusions The factors of age and LSD subtype were possib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fferent 
lesion locations in brain stem during the degenerative process of LSDs. Our finding might lead to 
better test batteries and treatment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Longitudinal study is needed to verify 
results from us and draw a more persuasive conclusion.    
 
 
OR-0149 

介入栓塞联合西罗莫司治疗难治性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 
 

谭小云,张靖,申刚,夏杰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探讨介入栓塞联合西罗莫司治疗难治性婴幼儿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的疗效及其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0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2 例难治性婴幼儿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患儿临床资料,12 例患儿对激素等传统治疗无效,均接受介入栓塞术,术后予

西罗莫司口服。西罗莫司服用方法为 0.8mg/m2/次,2 次/天,间隔 12 小时,血药浓度维持

10~15ng/ml。定期监测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及雷帕霉素血药浓度等指标。根据血药浓

度､血小板变化､凝血功能､瘤体缩小情况及副作用可适当调整用药计划。术后随访 6 月~2 年。 
结果 12 例患儿均成功实施介入栓塞术,治疗(6.5±4.7)天后 12 例 KMS 患儿血小板第一次上升至

≥100×109/L,治疗(14.9±6.6)天后有血小板均稳定在 150×109/L 以上。12 例 KMS 中有 2 例治疗前纤

维蛋白原正常,另 10 例治疗后(8.7±4.2)天纤维蛋白原第一次上升至≥2.0g/L,治疗(19.2±6.9)天后 终

纤维蛋白原稳定在 2.0g/L 以上。治疗过程中有 1 例出现瘤体溃烂(Grade II),1 例出现肺部感染

(Grade III),及时给予对症处理后恢复良好,其余 10 例未见严重并发症。 
结论 介入栓塞术联合西罗莫司是治疗婴幼儿 Kasabach-Merritt 综合征是一种实用､有效的方法,该法

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血小板及改善凝血功能,并长效维持,值得在临床进一步研究。 
 
 
OR-0150 

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ACADVL 基因新发突变 
 

陈柏谕
1,陈柏谕

1,肖瑞
2,庄蒙丽

1,于航
1,杨利俊

1 
1.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 1 例 ACADVL 基因突变导致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VLCADD)的临床特点及基

因突变类型,总结导致 VLCADD 的基因突变类型。 
方法 对 XX 医院 PICU 病房 2016 年 8 月收治的 1 例 VLCADD 患儿的临床表现及治疗过程进行分

析,经患儿家长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行基因(患儿及父母)二代高通量测序分析加 PCR 测序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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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ACADVL”为检索词,查阅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建库至 2016 年 12 月)､

PubMed 数据库(建库至 2016 年 12 月)､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MIM)及 HGMD 数据库相关

文献,对所发现的突变位点进行分析并总结。 
结果 患儿,男,11 月,咳嗽 14 天,喘息 10 天,发热伴嗜睡 2 天。查体:心率 160 次/分,律齐,心音低钝,奔
马律,肝右肋下约 7cm､剑突下 5cm 可及,血糖:0.3mmol/L,酮体:(+++),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血

､尿代谢筛查结果提示:VLCADD。给予口服左卡尼汀及中链脂肪酸饮食 1 周后复查代谢筛查恢复正

常。随访 3 个月后患儿肝脏明显回缩,为右肋下 3cm,剑突下 1cm 可触及。基因检测发现

ACADVL(NM_000018.3) Exon7: c.608C>T;p.(Pro203Leu)(杂合)和 ACADVL(NM_000018.3) 
Exon18: c.1748C>T;p.(Ser583Leu)(杂合),为复合杂合突变,致病基因分别来自父母双方。文献检索

提示迄今有 73 种突变类型与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有关,结合病例患儿的突变类型共有

75 种突变类型。 
结论 本例 VLCADD 临床表现特殊,兼有心律失常､肝大和低血糖的表现,经过系统治疗可部分控制疾

病的发生和发展。基因检测可以明确诊断,上述两种突变为 VLCADD 的新发突变。 
 
 
OR-0151 

胰腺胸膜瘘致反复大量血性胸腔积液一例及文献复习 
 

庄丽丽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胰腺胸膜瘘是由胰腺疾病引起的罕见并发症,该病引起大量胸腔积液,常以呼吸系统症状,如呼吸

困难､胸痛就诊,缺乏腹部体征而易被漏诊,延误治疗。本文介绍以大量血性胸腔积液为主要表现的胰

腺胸膜瘘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要点。 
方法 报道 1 例胰腺胸膜瘘,并复习 2013 年以来文献报道的 24 例,总结病史特点､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治疗及转归。 

结果 14 岁女性患儿,因胸痛､渐进性呼吸困难就诊,胸片提示右侧大量胸腔积液。入院后排除感染､肿

瘤､结核,查胸水淀粉酶显著增高,胸腹部 CT 提示胰腺病变､胰腺胸膜瘘,经 MRCP 确诊瘘管位置后,

行空肠 Roux-en-Y 吻合术,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无复发。查阅文献,共 25 例该病例报道(儿童 10 例､成
人 15 例),病因儿童以腹部外伤为主(5 例,占 50%),成人以胰腺炎为主(14 例,占 93%);初次就诊主诉

主要包括呼吸困难 17 例(儿童 5 例､成人 12 例)､胸痛 9 例(儿童 4 例､成人 5 例)､腹痛腹胀 8 例(儿童

3 例､成人 5 例)､发热 6 例(均为儿童)､咳嗽 5 例(儿童 2 例､成人 3 例);24 例存在大量胸腔积液(儿童

10 例､成人 14 例),3 例成人存在纵膈囊肿;胸水淀粉酶水平均显著增高(>300U/L), 高

者>80000U/L;7 例通过腹部 B 超发现胰腺病变,20 例通过腹部 CT 发现胰腺病变,13 例行 MRCP､12

例行 ERCP 检查发现胰腺形态学改变､胰腺胸膜瘘;25 例均行内科药物保守治疗,其中 3 例结合经皮

穿刺胰腺囊肿引流术,8 例行 ERCP 胰管支架植入术,10 例行外科手术治疗,1 例行内镜下胰腺囊肿胃

造瘘术;24 例经治疗好转出院,1 例经内科药物保守治疗 2 月后死亡。 
结论 儿童胰腺胸膜瘘以腹部外伤､胰管畸形为主要病因,本病例原因不明。该病临床以大量胸腔积液

伴随肺部症状为主,缺乏腹部体征,常延误诊治。该病胸水淀粉酶水平通常>1000U/L(正常值

<150U/L),>50000U/L 基本可确定是本病。腹部 B 超､胸腹部 CT 可发现胰腺病变,MRCP 可明确胰

管形态及瘘管位置以指导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方案包括内科药物保守治疗､ERCP 支架植入及外

科手术治疗,该病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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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52 

新发复合杂合突变致新生儿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 
缺陷家系 1 例并文献复习 

 
胡晓明,李莉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提高对新生儿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multiple acyl-CoA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MADD)临床表型和发病基础的认识。 
方法 分析一例生后即发病的 MADD 患儿的临床资料,对患儿及其父母､姐姐进行基因测序,复习国内

外曾经报道过的新生儿 MADD 资料,总结临床特点､治疗结果和预后。 

结果  1.本例新生儿 MADD 主要特点:发病早,异常家族史,足月低出生体重儿,反应低下､呼吸困难,合

并多囊肾,实验室检查提示非酮症性低血糖､顽固性代谢性酸中毒､肌酶､乳酸升高､高氨血症､DIC,血

串联质谱分析发现多种酰基肉碱增高,尿气相色谱质谱分析示乳酸､戊二酸､2-羟基戊二酸､双羧酸､4-

羟基苯乳酸水平明显增高,给予大剂量维生素 B2､左旋肉碱以及其他对症治疗后病情无改善,6 日龄

死亡;2.该例新生儿 MADD 基因分析结果显示 ETFDH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两个来自于表型正常

父亲的错义突变(c.770A>G､c.993T>G),一个来自于表型正常母亲的移码突变(c.1281-1282 缺失 AA
突变),该三种突变的蛋白结构均预测有害,且 c.993T>G 错义突变以及 c.1281-1282 缺失 AA 移码突

变均未在基因库收录,为新发突变。本患儿为迄今全球首例有基因家系报告的新生儿 MADD;3.国内

外报告的 22 例新生儿 MADD,男性患儿占 77.3%;合并畸形者占 40.9%;45.5%的患儿于生后 24 小

时内出现临床症状;呼吸困难 54.5%､反应低下 54.5%､低血糖 50%､肌酶升高 45.5%､肝脏增大

45.5%;存活者仅 5 例,后期随访均出现不同程度智力运动发育落后。 
结论 新生儿期发病的 MADD 起病早,进展快,死亡率高,对于有严重非酮症性低血糖及顽固性代谢性

酸中毒病例,需警惕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的可能性。该新生儿 MADD 发病的三个位点形成

复合杂合突变(c.770A>G､c.993T>G､c.1281-1282 缺失 AA 突变),是导致 MADD 的新型突变。 
 
 
OR-0153 

新一代测序技术诊断一例不典型乙基丙二酸脑病 
 

张开慧,高敏,律玉强,黄艳,盖中涛,刘毅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乙基丙二酸脑病(ethylmalonic encephalopathy,EE)为一种较为罕见的线粒体遗传代谢性疾

病。临床上以婴幼儿早期出现的精神发育迟缓和退行性改变､慢性腹泻､多发瘀斑/瘀点､直立性手足

发绀等为主要临床特点,主要生化特点为尿有机酸乙基丙二酸及甲基琥珀酸浓度增高,血液中丁酰肉

碱及异戊酰肉碱浓度显著增高。由意大利学者 Burlina 等在 1991 年首先发现并报道,2004 年 Tiranti 
V 通过家系连锁分析的方法确定 EE 的致病基因为 ETHE1(ethylmalonic encephalopathy protein 1),
定位于人类 19 号染色体 q13.31,编码的硫双氧化酶位于线粒体基质,参与硫化氢的代谢降解,对线粒

体呼吸链酶复合物正常活性的保持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对运动发育迟缓､语言发育迟缓并倒退且

伴有轻型迁延型腹泻的 3 岁 4 月患儿进行了临床特征分析､遗传代谢病筛查以及新一代测序分析,明
确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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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 2016 年 8 月康复科就诊的一例女性患儿的临床检查､采集该患儿及其家系成员的病史

并应用实验室检查､遗传代谢病筛查､新一代测序技术,对该家系进行临床和遗传学分析。 

结果 先证者临床表现为不能独站及独走､语言发育落后并倒退且伴有轻型迁延型腹泻。实验室检查

血乳酸正常,血常规､血糖､血生化电解质､肝功､肾功､心肌酶均大致正常。头颅 MRI 显示双侧基底节

似见片状长 T1､长 T2 信号影,与 8 月､2 岁 8 月比较病变好转。尿有机酸乙基丙二酸升高,血液丁酰

基肉碱增高,甲基琥珀酸及异戊酰肉碱并未升高,血尿遗传代谢病筛查怀疑短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

乏症。新一代测序发现 ETHE1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 c.2T>A 和 c.488G>A,分别遗传自父亲和母

亲。由此诊断为乙基丙二酸脑病(ethylmalonic encephalopathy,EE)。给予左卡尼汀､维生素 B1､维

生素 B2､辅酶 Q10 等药物治疗。4 岁 1 月随访,患儿病情恶化,准备肝移植手术。 
结论 该患儿为 ETHE1 基因突变引起的 EE,临床表型与文献报道相比较轻且不典型。由于 EE 临床

表现可变性､生化指标的非特异性,易于与消化系统疾病及其他线粒体疾病或脂肪代谢性疾病混淆,为
其确诊尤其是不典型 EE 的确诊带来难度,而基因诊断不失 EE 确诊的金标准。这是国内第一例利用

新一代测序技术明确诊断的 EE 患者。新一代测序技术为分析该类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诊断工具。 
 
 
OR-0154 

上海地区戈谢病新生儿筛查 
 

张惠文,康路路,占霞 ,叶军, 韩连书 ,邱文娟, 顾学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戈谢病是一种由于溶酶体内葡萄糖脑苷脂酶缺乏导致的遗传代谢病,由于葡萄糖脑苷脂酶的缺

乏,导致葡萄糖脑苷脂在单核巨噬细胞聚集,引起多种器官功能损害。酶替代治疗和底物减少疗法能

使戈谢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益处得到 大发挥。确定这种罕见病的发病率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也非

常必要。戈谢病新生儿筛查使疾病的早期诊断以及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发病率成为可能。 
方法 实验室建立了使用荧光法检测新生儿筛查纸片葡萄糖脑苷脂酶活性的方法。用 116 位健康正

常人,19 位已知的戈谢病患者,19 位已知的杂合子验证了方法的可靠性及可行性。并检测了本室

80,855 新生儿筛查后的残余纸片。阳性者召回复测,第二次纸片阳性进行白细胞葡萄糖脑苷脂酶活

性检测及基因检测。质谱法检测血浆葡萄糖鞘氨醇作为戈谢病的血浆标志物。 
结果 纸片荧光法能明显区分患者和正常对照,患者和杂合子。新生儿纸片葡萄糖脑苷脂酶活性为

145.69 ± 44.76 μmol/L/h (n=80,844). 3 名新生儿纸片葡萄糖脑苷脂酶活性明显低下,被召回采血,其
中 1 名葡萄糖脑苷脂酶活性仍然低下。其白细胞酶活性､基因及生物标志物均支持为戈谢病,血浆标

志物提示患儿处于疾病早期。 
结论 上海地区戈谢病的发病率大致为 1:80,855。使用荧光法进行戈谢病新生儿筛查是可行的技

术。 
 
 
OR-0155 

中国首例 CblF 型甲基丙二酸血症报道及文献复习 
 

童凡,杨茹莱,吴鼎文,洪芳,赵正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探讨罕见 CblF 临床表型､基因型特点及预后,以期指导临床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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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总结 1 例 NBS 发现的 CblF 筛查､诊治资料,并结合文献报道的 17 例 CblF 病例资料,分析 cblF

的筛查特点､临床症状体征､LMBRD1 基因突变位点､治疗方法及预后。 

结果 18 例 CblF 资料显示,临床常见异常表现为大细胞性贫血(9/18)､发育迟滞(8/18)､体格发育落后

(8/18)､先天性心脏病(8/18)､小于胎龄儿(SGA)(7/18)､口腔炎或舌炎(5/18)､喂养困难(4/18);共发现

35 个 10 种 LMBRD1 突变位点,其中框移突变 常见,占 85.7%(30/35);剪接位点突变 2/35;无义突变

2/35;大片段缺失 1/35。国外文献资料显示 L352fsX18 常见,占 68.6%(24/35)。经 Vit B12肌注治

疗生化指标快速改善。其中 3 例通过 NBS 诊断新生儿均有 C3(5.50-15μmol/L)､HCY(39-
89.2μmol/L)增高伴血清 Vit B12(62-148pg/mL or pmol/L) 降低;3 例合并先天性心脏病;2 例合并大细

胞性贫血(Hb 87-117 g/L),Met(5.27-12μmol/L )降低;共发现 5 种 6 个 LMBRD1 突变位点,分别为

c.1339-1G>T(2/6)､p.L352fsX18､p.A24_K82del､p.R277X､p.C29X;均给予 Vit B12治疗,生化指标 3

个月内恢复正常,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随访至 3-9m,除 1 例合并畸形者有轻度体格､运动发育落后,
其余 2 例均正常。 
结论 CblF 临床表现谱广泛､非特异性,对不明原因的大细胞性贫血､生长发育障碍､SGA､反复感染､

喂养困难者建议 MS-MS 检测,C3､HCY 增高尤其合并血清 Vit B12者需排外 CblF。MS-MS 筛查疑

诊 MMA 召回病例临床表现与合并型 MMA 及 Vit B12缺乏症不能区分,需基因检测以防漏诊。基因突

变以框移 常见,国外资料提示 L352fsX18 为 CblF 热点突变,国内有待数据积累。CblF 为可治疗代

谢病,Vit B12肌注效果理想,其治疗剂量有待进一步探讨。 
 
 
OR-0156 

山西省 21-羟化酶缺乏症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相关性分析 
 

张改秀
1,张明衬

2,胡东阳
2,王蕾

1,王丽花
1,张晓盼

2 
1.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2.山西医科大学儿科医学系 
 

 
目的 研究山西省 21-羟化酶缺乏症患儿的基因突变,探讨基因型和临床表型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山西省儿童医院收治的 15 例 21-羟化酶缺乏症患儿

的临床资料,采用 Sanger 测序法进行 CYP21A2 基因突变分析。CYP21A2 基因检测结果与其临床

表型进行比较,分析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相关性。 
结果 (1)本组 15 例患儿,均为经典型患者,其中失盐型(SW)8 例,单纯男性化型(SV)7 例。(2) 15 例患

儿共检测出 7 种突变,包括 IVS2-13A/C-G､I172N､R356W､E3Δ8bp､c.1064G>A､c.141C>A､

c.121C>T。 常见的突变为 IVS2-13A/C>G(40%),其余常见突变依次为 R356W(16.7%)､
I172N(16.7%)及 E3Δ8bp(6.7%)。SW 常见的突变为 IVS2-13A/C>G 和 R356W,其等位基因频率

分别达 50%和 18.8%。SV 患者 常见的突变为 I172N,其等位基因频率为 35.7%。(3) SW､SV 中

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87.5%､100%。 

结论 IVS2-13A/C-G､R356W､I172N 为 21-羟化酶缺乏症患儿常见突变,山西省热点突变为 IVS2-
13A/C-G。经典型患儿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具有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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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57 

15q11.2-13.2 tetrasomy 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 in child 
with optic nerve abnormalities 

 
Wang Xiang-Zhi,Tang Lan-Fang 

Zhe jiang da xue yi xue yuan fu shu er tong yi yuan 310012 
 

 
Objective 15q11.2-13.2 tetrasomy 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 is a rare chromosome abnormality.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wide phenotypic variability of 15q11.2-13.2 tetrasomy 
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 
Methods The array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 (array-CGH) was used to detect the 
whole genomic copy number variation, and the chromosome microarra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heck the copy number variation of DNA. Flash visualevoked potential (FVEP) was used to test 
the optic nerve abnormality. 
Results A thirteen-month-old girl was presented because of development retardations. She 
presented with multiple aberrants, including poor response, a little hypertonia, cephalohematoma, 
prominent occiput, flat facial profile, broad flat nasal bridge, prominent ear, raised sternum, the 
left thumb deformities and binocular rod response and cone response abnormalities. Array-CGH 
showed 15q11.2-13.2 tetrasomy microduplication. The literature on 3 children with the 15q11.2-
13.2 tetrasomy 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 were also reviewed.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hypotonia, autism,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seizures were consistent features of 15q11.2-13.2 tetrasomy 
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 they also suggested that some other rare aberrants should also be 
careful attention.   
 
 
OR-0158 

中国先天性巨结肠患儿 RET 基因体细胞变异研究 
 

姜茜
1,刘芳

1,苗春越
1,2,李颀

3,张震
3,肖萍

3,苏琳
4,蔚开慧

5,陈晓丽
1,张锋

6,Aravinda Chakravarti7,李龙
3 

1.首都儿科研究所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3.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4.安徽医科大学解放军临床学院生殖中心 

5.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6.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与发育研究院 

7.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目的 明确先天性巨结肠(HSCR)患儿主要致病基因 RET 的新生突变(de novo mutations, DNMs)中
发生于配子形成后的体细胞变异或遗传自父母一方低频生殖细胞变异者的频率。 
方法 通过 83 例中国 HSCR 患儿候选基因重测序及 69 例患儿 RET 基因 Sanger 测序确定可能破坏

基因功能的罕见变异,针对父母 DNA 样本同位点进行检测明确 DNMs。其后利用基于扩增子的高频

测序(amplicon-based deep sequencing, ADS)识别体细胞变异并用 TA 克隆法进行验证。 终从石

蜡包埋的肠组织切片中提取 RNA,进行成对样本(病变段及非病变段)的转录组学检测,观察差异表达

基因的数目､模式､程度及其在体细胞变异者和生殖细胞杂合子携带者之间的异同,并进行功能分析

和分子信号通路的富集。 
结果 候选基因重测序共检出 9 例 RET 基因突变携带者(10.8%, 9/83),包括 7 个功能失活突变

(p.Trp85X, p.Glu252X, p.Tyr263X, p.Arg770X, p.Val778Alafs*1, p.Gln860X, c.2802-2A>G),1 个文

献报道过的致病性错义突变(p.Arg77Cys)和 1 个可疑的致病性非移码插入变异(p.Arg67insLeu)。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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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Sanger 测序发现 6 例变异携带者(8.7%, 6/69),包括 1 个无义突变(p.Arg1050X),3 个错义突变

(p.Thr278Asn, p.Arg417His, p.Asp571Asn, 其中 p.Thr278Asn 发现于 2 个患者)和 1 个剪切位点附

近区域变异(c.2392+5G>A)。针对其中 10 例患者父母的外周血 DNA 样本进行检测,提示 6 例为

DNMs,2 例为父母一方低频生殖细胞变异(突变等位基因频率:14%-28%),2 例为遗传性变异。ADS
发现 6 个 Sanger 诊断为 DNMs 的家系中 2 个为患者自身体细胞变异且发生于配子结合后(突变等

位基因频率:35%-44%),2 例为父母一方极低频生殖细胞变异(突变等位基因频率:1%-4%)。多组织来

源样本(肠组织､唾液､头发､精子)DNA 的 ADS 检测和 TA 克隆实验证实了上述结果。转录组学研究

提示 2 例体细胞变异者肠组织中的差异表达基因与 1 例生殖细胞杂合子携带者之间存在很大交集,
在基因数目､差异表达模式和程度上都高度相似,并显著富集于与蛋白质消化吸收和代谢相关的分子

信号通路。 
结论 HSCR 为剂量依赖性复杂人类疾病,RET 基因突变的症状外显程度不仅决定于突变的性质,更取

决于突变细胞在相应组织､器官中的占比频率。现有临床检测手段下,RET 基因体细胞变异存在被严

重低估的可能。针对严重致病突变携带者自身及其父母应采用具有足够敏感度的方法进行检测､确
证,以准确评估该家庭的再发风险和患者后代的疾病严重程度。 
 
 
OR-0159 

20 例低血磷性佝偻病患儿临床诊断与疗效分析 
 

陈颖,吴磊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低血磷性佝偻病(hypophosphatemic rickets, HR)是儿童少见的代谢性骨病,是由于血磷水平低

和活性维生素 D 生成不足而引起骨骼矿化不良､骨软化的一组疾病,本研究分析了 20 例 HR 患儿临

床诊断及治疗资料并进行基因突变检测,以提高对本病的诊断率及完善治疗。 
方法 (1)回顾性分析 20 例 HR 患儿的临床资料(发病年龄､骨骼病变严重程度､身高､实验室检查､X

线结果､治疗经过等),总结其临床特点。(2) 20 例 HR 患儿均进行 PHEX 基因直接测序,未发现有意

义突变的患儿进一步采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进行突变分析。 
结果 (1)本研究 20 例 HR 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低血磷､生长迟缓､双下肢弯曲以及典型的 X 线佝偻病

表现,10 例有家族史。予磷酸盐合剂及罗盖全治疗后,血磷有不同程度升高,碱性磷酸酶下降,下肢骨

骼畸形等临床表现明显好转,身高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而明显改善(P=0.014)。患儿血磷波动与继发

性甲旁亢之间存在正相关性(P<0.05);(2) 本研究中 19 例患儿检测到 PHEX 基因突变,本研究以截断

型突变为主,其中 4 种 PHEX 基因突变首次报道。 
结论 低磷性佝偻病的诊断以临床表现､阳性家族史,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改变为主,临床表现不典型

及无家族史的患儿,PHEX 基因检测可作为诊断的重要辅助标准,早期､长期坚持治疗可明显改善患儿

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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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60 

六例先天性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患儿 BTK 
基因检测突变分析 

 
张李钰,杨颖,李小青,王立军,孙欣荣,白改改,刘昱,张艳敏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2 
 

 
目的 研究 Bruton 酪氨酸激酶(Bruton’s tyrosine kinase, BTK) 基因突变与先天性 X 连锁无丙种球蛋

白血症(X-linked agammaloglobulinemia, XLA) 的关系。 
方法 收集临床 5 例反复呼吸道感染及 1 例伴有关节炎并疑似 XLA 的患儿,通过遗传咨询采集患儿体

格检查､辅助检测､病史及家族史(表 1)。采集患儿外周静脉血,提取全基因组,PCR 扩增 BTK 基因 19
个外显子及侧翼内含子区域,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查目的条带大小与质量,PCR 产物通过 Sanger 正反

向测序,测序结果与及相关疾病数据库进行比对,检测受检人基因组有无 BTK 基因突变,寻找突变碱

基位置及相应的突变氨基酸位点。对存在 BTK 基因突变的患儿母亲 DNA 相应 BTK 基因外显子进

行一代测序确定患儿突变位点的来源,确定患儿母亲是否为 BTK 基因突变携带者。 
结果 本组 6 例临床疑似 XLA 的患儿均发现 BTK 基因突变。突变类型在 6 例患儿中 1 例为错义突变

[c.1751C>T (p.Gly584Arg)];3 例为无义突变[c.1375T>C (p.Gln459Ter); c.1021C>T (p.Gln341Ter); 
c.1573C>T (p.Arg525Ter)];2 例为移码突变[c.837-840delTGAG (p.Tyr279fs); c.1193insA 
(p.Gln401fs)]。其中[c.837-840delTGAG (p.Tyr279fs); c.1021C>T (p.Gln341Ter); c.1193insA 
(p.Gln401fs)]为未报道过的 BTK 基因新突变。以上突变分布在 BTK 基因酪氨酸激酶 (the kinase 
domain, TK)区域,Src 同源区 2(Src homology 2, SH2)及 Src 同源区 3(Src homology 3, SH3)。结

合患儿临床表现,BTK 基因突变位置的不同与临床症状并无明显相关性。在所检测的 5 例患儿母亲

中有 3 例证实为 BTK 基因突变携带者,2 例患儿母亲未检测到 BTK 基因突变。 
结论 通过对 6 例临床拟诊 XLA 的患儿进行 BTK 基因突变检测,证实了患儿 XLA 的临床诊断,并发现

3 个新的 BTK 基因突变。及早进行基因诊断,对患儿疾病确诊,采用合适的免疫球蛋白治疗,可预防及

治疗患儿感染､挽救患儿生命,并可发现携带者,通过遗传咨询进一步达到优生优育的目的。 
 
 
OR-0161 

为探索治疗对 11 例 FOP 中国患儿进行的全面分析 
 

殷蕾,陈玉琳,王剑,周云芳,蒋越濂,应大明,沈永年,张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通过全面分析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Fibrodysplasia ossificans progressiva,FOP)患儿的

临床特征和辅助检查结果,探索这个罕见病的潜在治疗可能。 
方法 收集 FOP 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和影像学资料,并进行随访分析,并对所有患儿进行

DAN 测序。 
结果 于 1998 年至 2016 年间,共有 11 例患儿在我院疑难罕见病门诊就诊确诊为 FOP。11 例患儿都

没有家族史,起病年龄均在 6 岁之前,在 10 岁之前被诊断为 FOP。所有病例都有大脚趾畸形,其中 10
例有软组织肿胀发作,多表现为颈项部或背部肿块。我们发现有 6 例在 6 岁前明确诊断,并且在首次

软组织肿胀发生后的 7 个月内尚没有异位骨化的发生;5 例在 6 岁后获得诊断且都伴有异位骨化,其
确立诊断的时间距离首次软组织肿胀发生在 1.7 年以上。DNA 测序发现所有患儿存在 ACVR1 基因

的杂合突变(c.617G>A, p.R206H)。 
结论 这 11 例表现为经典型 FOP 临床特征的患儿,均存在 ACVR1 基因的权威杂合突变,因此对存在

大脚趾畸形的孩子建议及早进行 ACVR1 基因检测,儿科医生要了解躯体中轴部位出现肿块并有大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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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畸形的孩子很有可能是 FOP,可进行 ACVR1 基因检测明确诊断,而不是进行肿块活检等加剧疾病

进展的创伤性检查。对于明确诊断为 FOP 的患儿,我们发现初次软组织肿胀的发生和异位骨化的发

生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大概在 7 个月到 1.7 年,若能在这段时间内尽早给予有效的药物治疗有可能

可以预防异位骨化的发生。 
 
 
OR-0162 

MPV17 变异相关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 3 例并文献复习 
 

李晓峰
1,2,龚敬宇

1,王建设
1 

1.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儿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科 

 
 
目的 总结 MPV17 变异相关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MDDS)3 例的病例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对该

病临床特征进行分析。 
方法 对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儿科 2015 年 07 月､2016 年 05 月､2017 年 04 月诊断为 MPV17 变

异相关 MDDS 的患儿 3 例就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并查阅数据库,将国

内外报道的 MPV17 基因突变导致的 MDDS 57 例及此 3 例共 60 例临床资料总结。 
结果 (1)3 例均为男性患儿,均因“生后 3 天出现皮肤巩膜黄染至今”入院,实验室检查相似:血清胆红素

升高(以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转氨酶升高､高乳酸血症､低血糖､凝血功能异常､血串联质谱示酪氨酸

等氨基酸增高。其中病例 1 患儿 2 月龄,查体肝脾不大､肌张力可､体重低下(<-2SD),二代测序发现

MPV17 纯合错义突变 c.279G>C p.Q93H;病例 2 患儿,1 岁,肝脾肿大,下肢肌张力减低,生长发育正

常,运动､语言､认知发育迟滞,二代测序发现 MPV17 复合杂合错义突变 c.293C>T p.P98L､

c.182T>C p.T182C;病例 3 患儿,4 月龄,喂养困难､肝脾肿大､肌张力低下､生长迟缓(身长､体重均<-

3SD)､发育迟滞､面部皮肤松弛,二代测序发现 MPV17 杂合错义突变 c.280G>C p.G94R(父母未验

证)。(2)结合国内外报道的 57 例及本 3 例 MPV17 变异相关 MDDS,60 例患儿中男 37 例､女 23
例,47 例生后 4 个月以内发病;57 例出现肝功能异常;54 例生长发育迟缓;44 例有高乳酸血症;42 例下

肢肌张力低下;41 例临床表现有胆汁淤积性黄疸;32 例并发低血糖。 
结论 MPV17 变异相关 MDDS 临床特征为:生后或婴儿早期出现胆汁淤积性黄疸､生长发育迟缓､肌

张力低下､肝功能异常､反复低血糖､血乳酸升高等表现;出现上述症状时应注意 MPV17 变异相关

MDDS 的可能。 
 
 
OR-0163 

SLC7A7 基因突变致赖氨酸尿性蛋白不耐受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祁媛媛,侯佳(共同第一作者),洪达,王慧君,钱莉玲,王立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道一例 SLC7A7 基因突变致赖氨酸尿性蛋白不耐受(LPI)病例,并总结 LPI 的临床特征､实验

室诊断和基因突变,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报道 1 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发现的 SLC7A7 基因突变致 LPI 病例的临床表现､生化特征

及基因检测结果,并进行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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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女,5 岁 3 月,生后开始反复肺炎､逐渐发生肺间质改变,伴肝脾肿大,体格发育落后,高血氨,
血浆 LDH 升高。进行 WES 测序,发现 SLC7A7 基因 c.625+1G>A 纯合剪接位点突变。该突变为

HGMD 数据库已报道的 LPI 致病突变。家系突变分析显示,父母分别携带 SLC7A7 基因

c.625+1G>A 杂合突变,符合该基因致病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文献检索发现该病例报道主要集

中在芬兰､意大利及日本,临床表现肝脾肿大､厌蛋白以及生长发育落后 为常见。肺及肾脏累及是

较为严重的并发症。其他系统累及还包括自身免疫疾病､血液系统异常等。主要生化改变包括继发

的尿素循环异常和显性/亚临床的巨噬细胞活化。SLC7A7 基因是目前所知的导致 LPI 的唯一基因,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基因型与表型的相关性。 
结论 本病例系国内首次报道的儿童 LPI 病例。LPI 可累及多个系统,临床表现多样,缺乏特异性的实

验室诊断标准,对该病的深入认识是早期诊断的前提。基因检测可明确诊断。 
 
 
OR-0164 

9 例携带 CHD7 变异的 CHARGE 综合征 
中国汉族患儿的表型特征 

 
陈乡,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期起病的 CHARGE 综合征中国汉族患儿的表型特征。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临床疑似 CHARGE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信息(相关病史及辅助检查结果)和新生儿 panel 基因检测结果。明确基因检测结

果及该位点的患儿和父母亲 Sanger 验证结果。 
结果 共收集到 9 例新生儿期起病的疑似 CHARGE 综合征患儿,其中 7 例有消化系统症状,6 例有喂

养困难或/和吞咽困难,3 例患儿有食道闭锁,2 例食管气管瘘。此外,3 例有严重的心脏结构畸形,3 例

有泌尿生殖系统系统畸形,3 例有鼻唇沟变浅和/或口角歪斜。新生儿 panel 基因检测发现 6 例携带

有已知致病性 CHD7 变异,另外 3 例携带新发 CHD7 可疑致病变异。经过家系内 Sanger 验证确认 2
个 CHD7 新发致病变异(c.7222G>T,c.1951_1952delAAinsT)。另 1 例因缺少父母样本,仅完成患儿

Sanger 验证,其致病性未明。 
结论 消化系统症状在目前国际公认的 CHARGE 综合征临床诊断标准(Blake 标准和 Verloes 标准)
中均为次要诊断标准。本研究发现消化系统症状,特别是喂养困难和吞咽困难,可能是新生儿期携带

CHD7 变异的 CHARGE 综合征的主要表现。本研究发现 2 个 CHD7 新发致病变异

(c.7222G>T,c.1951_1952delAAinsT)。 
 
 
OR-0165 

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患儿的 ARSA 基因突变分析 
 

陈丽,延会芳,曹彬彬,石真,冀浩然,吴晔,姜玉武,王静敏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分析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患儿的基因突变。 
方法 对 200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就诊的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患儿,
收集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临床资料及外周血,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和 DNA 直接测序方法进行芳基硫酸

酯酶 A(ARSA)基因突变检测,确定基因突变的位点,分析基因型与表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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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 例具有典型临床表现的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患儿及其父母进行了 ARSA 基因突变检测,共
发现了 40 个 ARSA 基因突变位点,其中 30 个为新生错义突变,1 个为新生小缺失,1 个为无义突变,8
个为已报道的突变。除外 c.296G>T(pArg99Leu)突变不知是否可造成功能改变,其余突变位点均可

造成 ARSA 酶缺陷。在所有患者中,5 个家系进行了产前诊断,第 1 个家系的第 1 个胎儿基因型与先

证者一致,为复合杂合突变,第 2 个胎儿基因型与先证者父亲一致,为杂合携带者;第 3 个家系的胎儿基

因型与先证者一致,为复合杂合突变;第 2､4､5 家系的胎儿均为野生型。 
结论 21 例患者共发现 32 个新生突变;产前诊断可以有效预防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的发生。 
 
 
OR-0166 

5'UTR 突变在两例 21 羟化酶缺乏症家系中的报道 
 

张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100089 

 
 
目的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CAH)是一组以肾上腺皮质激素合成

缺陷为特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CYP21A2 基因突变是该病的主要致病基因。本研究对 2 例先天

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家系进行基因检测,发现存在 5’-UTR 位点突变。 
方法 收集患者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针对 CYP21A2 基因设计特异引物,进行测序分析,检测区

域包括基因所有外显子及外显子-内含子剪接位点。检测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和数据库检索,明
确突变及其临床意义。 
结果  一例家系先证者携带 CYP21A2 基因  -126C>T､-113G>A 和 c.293-13A/C>G  三处突变,均为

杂合突变。先证者父母进行上述突变位点检测,发现其父亲携带  -126C>T､-113G>A  突变,其母亲携

带 c.293-13A/C>G  突变。另外一例家系先证者携带  -126C>T, -113G>A, -110T>C  和
c.955C>T  四处突变,均为杂合突变。先证者父母进行上述突变位点检测,发现其父亲携

带  c.955C>T  突变,其母亲携带  -126C>T, -113G>A, -110T>C 突变。 
结论 有文献报道 CYP21A2 基因 5’UTR 位点突变与其他位点突变位于同一染色体上,通过发挥协同

作用而降低 21 羟化酶活性。本研究中两例家系发现的 5’UTR 位点突变与其他位点突变分别位于两

条染色体上,表明 5’UTR 位点突变可单独影响 21 羟化酶活性。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基因检测

应包括 CYP21A2 基因 5’UTR 位点检测。 
 
 
OR-0167 

Canavan 病 4 家系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研究 
 

石真
1,延会芳

1,李东晓
1,冀浩然

1,季涛云
1,肖江喜

2,吴晔
1,姜玉武

1,王静敏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影像科 

 
 
目的 分析并确定 Canavan 病 4 个家系的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特点,为 Canavan 病患者家庭提供准确

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打下基础。 
方法 收集 4 个家系 4 例患儿及其家系的临床资料,进行临床特点分析:包括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

特点,采集患儿及家长的外周静脉血,采用 Sanger 测序或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ASPA 进行分析,明确基

因突变类型,分析分子遗传学特点。 
结果 1.临床特点:4 例患儿表现出发育迟缓､典型 Canavan 头颅影像以及头颅核磁波谱或尿液中 N-
乙酰天冬氨酸(NAA)升高的特点。2 例主要为婴儿期起病,2 例为先天型起病,所有患者均表现出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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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缓和肌张力低下的特点,其中婴儿型患儿以发育迟缓起病,先天型患儿以头围增大起病。4 例患儿

均表现出经典头颅 MRI 改变,包括弥散性对称性皮层下､中央区白质和基底节的长 T1 长 T2 信号,3
例患儿尾状核受累,胼胝体和壳核均不受累,3 例患儿脑干受累,且背侧重于腹侧。在 3 例行 MRS 检

测的患儿,NAA 峰均升高,在这 3 例患儿中,除 1 例外,其余患儿尿液中均出现 NAA 浓度升高。2.遗传

学特点:4 例 Canavan 患儿共发现了 ASPA 6 种核苷酸改变,包括 c.524T>G(p.Val175Gly), 
c.348C>G(p.His116Gln), c.187A>G(p.Arg63Gly), c.542C>A(p.Pro181His) 4 个错义突变､
c.79G>T(p.Gly27Ter) 1 个无义突变以及 1 个疑似剪接突变 c.526+5G>C,均为国际上未报道的突

变。P1 为 c.524T>G(p.Val175Gly)纯合突变致病,P2 和 P4 为复合杂合突变致病,其中 P3 发现

c.348C>G 错义突变和 c.526+5G>C 疑似剪接位点突变,分别遗传自表型正常的父母。 
结论 本研究 4 个家系 4 个 Canavan 患者临床表现均符合 Canavan 病的特点,Canavan 病临床诊断

成立,其中 3 例患者基因诊断成立。ASPA 分析发现了 6 种突变均为国际尚未报道的新突变,扩展了

ASPA 的突变谱,明确了 Canavan 病 4 个家系临床与分子遗传学特征,为准确的遗传咨询和进一步的

产前诊断打下基础。 
 
 
OR-0168 

3 例 Russell-Silver syndrome 分子遗传学特点研究及文献复习 
 

韩蓓,倪世宁,顾威,朱子阳,杨瑞雪,袁雪雯,王丹丹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罗素-西弗氏症是一罕见的先天遗传疾病,其临床表现极为多样,亦具有多种分子变异,临床表现

特色为在子宫内生长迟缓的儿童,同时具有身材矮小､脸小呈三角形､低位耳､第五手指弯曲等特征的

疾病。第七对染色体母源单亲二体症及第十一对染色体短臂印记中心甲基化低下是目前罗素-西弗

氏症 常被提及的分子变异类型。但江苏目前尚无关于罗素 - 西弗氏症分子诊断与临床分析的相关

研究。 
方法 2014-1-2017-6,我院内分泌科共收集诊断 3 例罗素-西弗氏症病例,3 例患者采用 MLPA 技术进

行相应遗传学检测,确诊 3 例患者均为第十一对染色体短臂印记中心甲基化异常,并回溯收集其临床

表现以进行分子诊断与表现型相关分析。分析 3 例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希望找到其相关临床诊断

优化标准。并与既往文献临床表现相结合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结果 3 例患者均为 11 号染色体短臂印记中心甲基化异常,第十一对染色体短臂印记中心甲基化低下

临床表现以罗素-西弗氏症子宫内生长迟缓､出生后生长迟缓､典型脸部特征､头部/躯干或肢体不对称

性与第五手指弯斜的比率,与既往文献记载类似,但有所差异。 
结论 在本研究中,针对具有罗素-西弗氏症表现型的个案,分析其分子诊断结果,有分子诊断异常占

100% ,3 例均为第十一对染色体短臂印记中心甲基化低下。通过与既往文献相比较,找到其相应新的

临床表现,并扩展了其相应的临床诊断标准的临床表现谱,是对其临床诊断的有益补充。 
 
 
OR-0169 

新生儿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陈超,唐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是由于朗格罕细胞克隆性增生

引起的一类罕见疾病,发病率在 1/100 万-5/100 万。其临床表现多样化,常累及皮肤,骨质,淋巴结,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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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肺,胃肠道,口腔甚至中枢神经系统。按照传统分型,包括勒-雪氏病(Letteiei-siwedisease,LsD)､韩-

薛-柯氏病(Hand-schIIei-Chiistiandisease,HsCD)､嗜酸性肉芽肿(eosinophiIiogianuIoma ,EG)､中间

型(过渡型)等。国际组织细胞协会将其分为三大类:I 类: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Ⅱ类: 家

族性嗜血性淋巴细胞增生症和感染合并嗜血细胞综合症; Ⅲ类: 恶性组织细胞病和急性单核细胞白血

病。国内新生儿 LCH 的报道较少。  
  
方法 罕见病报到合并文献复习 
结果 认识新生儿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结论 LCH 在新生儿期发病非常罕见,且临床表现无明显特异性,容易多器官受累,该患儿出现了皮肤,
血液,骨质,肺部等器官受累。查阅国内文献仅发现有 1999､2009 和 2012 年的极少数个案报道。

LCH 发病机制仍不清楚。部分认为可能是与免疫功能异常有关的一类反应增殖性疾病,还有学者将

其划归为肿瘤克隆性疾病。其中 LCH 中郎格罕细胞抗原递呈能力减弱可导致免疫系统从固有免疫

向适应性免疫转化缺陷,使得免疫系统对郎格罕细胞异常增生失去控制。 
 
 
OR-0170 

高血压危象致新生儿反复急性呼吸循环衰竭 1 例 
 

高婷,赵玲玲,陈淳媛,刘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新生儿高血压的发病率为 0.2%-3.6%,而急性动脉血压增高致反复呼吸循环衰竭在新生儿期间

更为罕见。由于其初发表现复杂多样,临床可无症状,也可表现为气促､发绀､发热､窒息､心率增快､全

身花斑纹､体重不增､代谢性酸中毒等,严重者会以心力衰竭为首发症状。多样及不典型的临床表现

往往可能会延误我们对疾病的正确判断,从而导致严重的长期影响甚至死亡。本文通过对真实病例

报告合并文献复习,提出合理的诊疗思路。 
方法 本文报道了我院收治的一例高血压危象致新生儿反复急性呼吸循环衰竭,通过分析诊疗过程中

的问题及对现有文献进行复习,提出了合理的诊疗思路。 
结果 在诊疗过程中由于患儿症状不典型且早期血压监测未见明显升高,导致在治疗的早期误诊为重

症肺炎进行治疗,未见好转后重新寻找思路,从而发现病因达到治愈。 
结论 1)高血压导致新生儿早期呼吸循环衰竭极为罕见但有可能危及生命;2)左心室功能障碍伴低血

压,需警惕高血压危象可能;3)诊治过程中应重视有创动脉血压监测;4)在高血压危象出现时可使用肼

屈嗪或硝普钠等控制血压水平,避免出现反复呼吸循环衰竭;5)及时解除高血压原发病因,注意高血压

所致的肾脏损伤。 
 
 
OR-0171 

AQP2 基因突变致遗传性肾性尿崩症 1 例 
 

刘晓宇,张琰琴,肖慧捷,丁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 1 例婴儿期起病的多饮多尿患儿的诊治经过的回顾和分析,总结儿童尿崩症的诊

断思路及遗传性肾性尿崩症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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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并收集患者的详细临床资料。采用 PCR 和直接测序法分析患儿的 AQP2 基因和 AVPR2
基因。 
结果 5 月男婴,主因“发现多饮多尿 3 月余”入院。自患儿 2 月龄起,其家长发现患儿出现烦渴､多饮､

多尿,且逐渐加重,伴纳奶减少､体重不增和间断发热。患儿饮水量超过 1000ml/天,尿量超过 1500ml/
天。患儿为第 1 胎第 1 产,足月因宫内窘迫剖宫产出,出生体重 3.6kg,生后 Apgar 评分均为 10 分。

发育里程碑正常,3 月会抬头､翻身。无外伤､手术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及类似病史,父母均无多饮

多尿。体格检查:生命体征平稳。体重 5.5kg,身长 64cm,头围 42.5cm,前囟 1*1cm,平软。营养欠佳,
神志清,精神可,无脱水貌,骶､尾部见蒙古青斑,颈后及枕后皮肤见鲜红斑痣,皮下脂肪欠充实,心肺腹无

异常,四肢活动自如,肌力可,肌张力偏低,双侧巴氏征(+),追光追物好。辅助检查提示:尿比重(1.001-
1.003)和渗透压(42-49mOsm/L)降低,同期血钠(137-147mmol/L)和血渗透压(283mOsm/L)正常,肝肾

功能､血糖正常,24 小时尿离子,血､尿代谢筛查均正常。垂体 MRI 提示垂体偏小,垂体柄纤细,正常垂

体后叶 T1WI 高信号未显示。入院后予去氨加压素试验性治疗,患儿饮水量和尿量无减少,予氢氯噻

嗪 6.25mg qd 治疗后患儿饮水量和尿量明显减少,故考虑肾性尿崩症,予送检 AVPR2 及 AQP2 基因

检测。基因分析结果回报:AVPR2 基因未发现致病突变,AQP2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父母双方各带一

致病突变)。治疗及随访:患儿出院后继续口服氢氯噻嗪治疗,并予保证入量,预防脱水,患儿尿量减少

约 1/3,体重逐渐增长,随访 3 个月,体重增加约 2kg。目前仍在随访中。 
遗传性肾性尿崩症为罕见病,其中 AQP2 基因突变更为少见,仅占遗传性肾性尿崩症的 10%,目前共

报道 50 余例,国内仅有两个家系报道。AQP2 基因突变多于婴儿期起病,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隐性遗

传,与本患儿临床表现相符。但是本患儿垂体 MR 显示垂体后叶 T1WI 高信号未显示,与中枢性尿崩

症垂体 MR 表现相符,值得进一步讨论。 
结论 遗传性肾性尿崩症发病年龄小,且病情逐渐加重,新生儿期或婴儿期起病的尿崩症,需考虑遗传性

肾性尿崩症,推荐行基因检测明确诊断,AVPR2 和 AQP2 基因是 常见的致病基因。本病目前无特异

性治疗方法,氢氯噻嗪､吲哚美辛等可减少尿量,另外对于小婴儿需注意预防脱水和高钠血症,长期随

访和管理很重要。 
 
 
OR-0172 

SLC34A1 基因突变致 2 例婴幼儿高钙血症并高钙尿症 
 

李文京,苏畅,陈佳佳,巩纯秀,刘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特发性婴儿高钙血症(IIH)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罕见疾病,表现为严重的高钙血症并高钙

尿症和肾钙质沉着。SLC34A1 基因突变可导致 IIH。 
本文首次报道 2 例 SLC34A1 突变患者致 IIH,目的是提高对 IIH 所致高钙尿症认识,及早诊治,避免严

重肾损害。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生化检查资料。 
分离先证者及其家庭成员外周血细胞 DNA, 二代测序分析显示两例患者因 SLC34A1 基因突变致病. 
结果 1 月龄男婴,以“拒食､生长迟缓､早发性肾钙质沉着呕吐”就诊。第二例为 6 月龄女婴,主诉体重

不增,呕吐,脱水,和肾钙质沉着。两名患者均规律服用维生素 D 和钙剂。 
入院后,发现有多饮多尿,肾脏超声证实肾髓质钙化症。男婴血钙高达 5.35mmol/l,女婴为

4.16mmol/l。iPTH 值男孩 1pg/ml,女孩 0.01pg/ml(正常范围 10-69pg/ml)。尿钙/肌酐的比值分别为

2.72 和 2.25(婴儿正常范围低于 0.9)。磷水平低至 0.68 mmol/L 和 0.57mmol/l(1.1-1.8)。在高钙血

症时,1, 25(OH)2D3水平和 25(OH)D3测定正常,可以除外维生素 D 中毒所致高钙血症。 
停止病人维生素 D 补充的同时,静脉补液和速尿促进钙排泄。男孩曾试用低钙配方奶,血清钙水平仅

暂时下降,次日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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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二代测序基因检测结果显示,2 例患者均携带 SLC34A1 基因杂合突变,男孩携带 c.1697_c 
1698,insT,p.P566pfs * 39;女婴携带 c..1322a > G,p.Y441C。 
在两例患者确诊 SLC34A1 突变,导致肠道对磷的转运吸收异常,使血磷下降,维生素 D 升高,促使肠钙

吸收增加,导致高血钙和高尿钙的产生。基因检查结果与患者临床表现符合。对因的治疗是补充磷

制剂,抑制维生素 D,使钙吸收减少。给予磷酸盐合剂治疗后 3 天,停止静脉补液,患者血钙水平可以维

持正常水平,尿钙水平下降,尿钙/肌酐比值降至 0.5 以下。 
出院后继续口服补磷治疗并随访 1 年。患者血钙正常,生长发育达到同龄儿水平。尿钙/肌酐维持在

0.25 以下。肾脏髓质钙化好转,但未完全消退。 
结论 特发性婴儿高钙血症的病人有严重的肾钙化, 终可能导致严重的肾功能损害。尽管停止维生

素 D 预防,临床症状､高钙血症和高钙尿症仍然存在。婴幼儿高钙血症多见于过量摄入维生素 D 或者

钙剂､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骨骼肿瘤或者血液系统疾病等。本报告 2 例患者临床表现均难用上述疾

病解释。确诊本病后磷酸盐替代治疗,临床症状迅速缓解。所以,对于婴幼儿高钙血症同时伴有高钙

尿症,应该高度关注 SLC34A1 突变所致特发性婴幼儿高钙血症。本病对磷酸盐替代治疗效果确定,
预后良好。 
 
 
OR-0173 

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SPAST 基因突变 一家系 25 人分析 
 

王旭,黄艳智,姜洪波,刘颖,孙利伟,王伟,边鹏,马均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61 

 
 
目的 探讨一家系 3 代 25 人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HSP) 基因 SPAST 突变点 c.1245+1G>A 的突变情

况和临床表现特征。 
方法  对 3 代 25 人静脉血标本进行基因检测,对比基因检测结果和相应的临床表现和神经系统查体

表现。 
结果 对 3 代 25 人静脉血标本进行基因检测,对比基因检测结果和相应的临床表现和神经系统查体表

现。 
结果 一个 HSP 家系共 25 个家系成员的临床资料,患儿 2 岁发病,主要表现为走路姿势异常,剪刀步,2
年前在外院进行肌腱松解术后能足跟着地行走,入院前半个月再次出现快步行走易摔倒,查体:双下肢

肌张力增高,膝腱反射活跃,踝阵挛阳性,双侧巴氏征阳性,深浅感觉未见异常,检查头部和脊髓核磁未

见异常,肌电图显示神经源性损害,眼底检查未见异常,患儿父亲(38 岁)10 岁左右发病,患儿爷爷(72
岁)30 岁左右发病,均表现为逐渐进展的双下肢痉挛､步态不稳,现都在双拐协助下行走,查体均肌张力

增高,折刀现象,膝腱反射活跃,双侧巴氏征阳性,踝阵挛阳性,患儿伯父(44 岁)近两年自述走路笨拙､双
下肢僵硬,但是无明显步态异常,查体肌张力增高,膝腱反射活跃,双侧巴氏征阳性,踝阵挛弱阳性,患儿

伯父之子(19 岁)无异常表现,但是查体可见肌张力稍增高,膝腱反射活跃,双侧巴氏征阳性,踝阵挛弱阳

性,余家系中其他成员无相同临床表现,所有受检者均没有小脑共济失调表现。在取得患者及家属同

意情况下取所有 25 例家系成员抽取静脉血送检基因公司进行基因筛查。检测到其中 5 人发生遗传

性痉挛性截瘫( HSP) 基因 SPAST 突变,突变的均为 c.1245+1G>A。家系中 3 代 5 人发生此基因突

变者临床表现不完全相同,5 名患者主要发生在 2 个家庭,其中之一家庭有早发现象,但另一家庭有晚

发趋势,神经系统查体均有相应的体征,但是 1 人无临床表现,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临床表现。 
结论 此家系 HSP 患者均有 HSP 基因 SPAST 突变点 c.1245+1G>A 的突变,为单纯型,为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对早发病例应及早进行基因检测;对没有临床症状的晚发患者更需要重视早期诊断及遗

传咨询,避免致病基因传递,对阳性家系的高危人群做好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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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74 

扩张性心肌病伴共济失调综合征一例伴文献复习 
 

王一雪,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初步探讨扩张性心肌病伴共济失调综合征(Dilated cardiomyopathy with ataxia syndrome, 
DCMA syndrome)在中国儿童的临床表型及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分析 2015 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1 例 DCMA 综合征患儿临床表型和

DNAJC19 基因突变,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研究对象为 DCMA 综合征的文献,汇总国内外 DCMA 综合征患儿临床表型

和 DNAJC19 基因的突变数据。 
结果 我们首次报道了中国人群中的 DCMA 综合征,该例患儿临床表型为心功能不全,全心扩大,肝功

能损害,精神运动发育迟缓和 3-甲基戊二酸尿症,通过全外显子测序诊断为 DNAJC19 基因

c.162_163 G 点突变导致氨基酸缺失引起的 DCMA 综合征。目前国内未有类似病例报道。汇总文

献检索到的国外 DCMA 综合征患儿数据显示,该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首先在加拿大近亲通婚的

Dariusleut Hutterite 人种中被发现,目前仅有加拿大,芬兰的数个病例见诸报道。该病致病原因是线

粒体 DNAJC19 基因编码的蛋白病变。该蛋白位于线粒体内膜,有线粒体伴侣的功能。已报道的

DNAJC19 突变是基因的内含子 3 区域的 IVS3-1GRC 突变。除了心肌病之外,DNAJC19 基因突变

也有其他临床表现包括生长发育迟缓,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共济失调和男性生殖器异常。该病另一

个特征性表现为尿 3-甲基戊二酸升高,属于 3-甲基戊二酸尿症Ⅴ型,可作为此疾病的强有力的筛选指

标,阳性患者可进一步行基因分析。 
结论 我们在亚洲人群中首次报道了 DNAJC19 突变病例,为心肌病和甲基戊二酸尿症表型的患儿基

因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OR-0175 

卡-梅综合症的阶梯式化疗方案探讨 
 

罗建明,何云燕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卡-梅综合症(Kasabach–Merritt syndrome,KMS)是伴有明显血小板减少和凝血机能障碍的,体
积巨大的血管瘤,发展迅速,死亡率极高的血管异常疾病,目前尚无公认治疗方案。已报道治疗 KMS
的药物(阿司匹林､甲泼尼龙､长春新碱和平阳霉素)对该症的治疗效果参差不一,尚无公认化疗方案。

我们探讨用这些药物组成的阶梯式 KMS 化疗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方法 研究对象是 2012 年~2016 年收治的 25 例(男 11 例,女 16 例)KMS,年龄 5 天-2.5 岁(平均年龄

7 月,中位年龄 8 月),血管瘤所在的部位:头面部 8 例,颈部 3 例,躯干 4 例,臀部和会阴部 5 例,四肢 4
例,肠系膜 1 例。所有的均使用 B-超扫描,确认为血管和血流丰富的瘤体组织,16 例还经过“CT 平扫+
增强+血管重建”,显示整个血管瘤的血管网的大小,范围和供血的情况。25 例 KMS 治疗前血小板

(Plt)3.0~研究 25.0×109/L,纤维蛋白原(Fib)0.5~1.5 g/L, D 二聚体(D-Dimer) 2010-26000 μg/L。 
方法 采用逐渐增加化疗药物的阶梯式方法,第一阶使用阿司匹林和甲泼尼龙片,3 天无效(血小板未增

加 2 倍,D-二聚体下降到原值的 1/2, 瘤体未缩小)者进入第二阶治疗,加用长春新碱(VCR)0.05mg/kg,
每周一次,1 周无效(判断指标同上),加用平阳霉素 0.5mg/kg,静脉滴注,隔日一次,连用 2~4 周。每一

阶的治疗后 3-7 天,Plt 和 Fib 回升和 D-Dimer 下降评定为有效,无效者进入下一阶治疗。长期疗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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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Plt､Fib 和 D-Dimer 在正常值,在体表的血管瘤消失,深部的血管瘤, 经过“CT 平扫+增强+血管重

建”复查显示血管瘤瘤体消失。 
结果 12%(3/25 例)仅用第一阶治疗(阿司匹林和甲泼尼龙片)就治愈。40%(10/25 例)需要进入第二阶

(阿司匹林和甲泼尼龙片加长春新碱)治疗,48%(12/25 例)需要进入第三阶(阿司匹林和甲泼尼龙片+
长春新碱+平阳霉素静脉点滴)治疗。4%(1/25 例)经过第三阶段治疗仍然无效。治疗有效的病例,经
过 6 月~36 月的随访观察无复发。 
结论   
1. 阿司匹林和甲泼尼龙虽然是 KMS 常用的药物,但疗效有限,只对少部分(3/17,12%)卡梅综合征有

效; 
2. 长春新碱联合阿司匹林和甲泼尼龙,对 40%(10/25)的 KMS 有效; 
3.平阳霉素,使得长春新碱联合阿司匹林和甲泼尼龙无效的患者,绝大部分(11/12)获得长期缓解,在
KMS 发展迅速的紧急情况下,应该立即使用。 
4.血小板回升､D 二聚体下降和纤维蛋白原回升,可作为 KMS 治疗有效的早期指标; 
5. “CT 平扫+增强+血管重建”做 KMS 的影像学检查,是诊断和判断 KMS 疗效的好方法,特别是深部

的 KMS。 
 
 
OR-0176 

外胚层发育不良伴免疫缺陷病 1 例及文献复习 
 

唐燕来,李毓,柯志勇,陈茜,谭惠珍,张映川,罗学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外胚层发育不良伴免疫缺陷(HED-IDS)是一种罕见的 X 连锁隐性遗传免疫缺陷病,仍需探讨如

何早期诊断及优生指导的办法。 
方法 报道 1 例 HED-IDS 患儿临床资料,通过高通量基因外显子测序检测可疑致病基因,分析患儿､同
胞及父母的遗传表达谱,并文献复习,指导优生遗传。 
结果 患儿男,3 月 22 天,以“反复皮疹 3 月余,发热 2 月”入院。查体:皮肤薄膜状蜕皮脱屑,卡疤处皮肤

红肿,肝脾淋巴结肿大。符合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骨髓象。免疫球蛋白低下,细胞免疫功能:CD3 
70.13%,CD4 47.52%,CD8 21.02%,CD19 24.83%;PPD 试验及 T-Spot 均阴性,胸部 CT:右上肺节段

性肺炎,胸腺影小。家族史:母亲第一胎女孩,现年 10 岁,体健;第二胎为男孩,3 月龄时因“发热 3 月余,
皮疹 2 月余”死亡,原因未明;第三孕 1 月余自然流产;患儿为第四胎。入院后拟“免疫缺陷､卡介苗感染

､湿疹”予异烟肼､利福平抗结核治疗,淋巴结缩小､卡疤结痂脱落,经输丙球及抗生素治疗无效,此后仍

有反复发热,4 个月时出现毛发稀疏､无汗､啼哭时无泪,基因测序发现患儿 IKBKG Exon10:c.1167 
dupC 半合子以及 DOCK8 Exon11:c1139T>G 突变杂合子。患儿于 6 个月时放弃治疗死亡。确诊

后进行对患儿家庭成员进行基因检测:母亲为 IKBKG Exon10:c.1167 dupC 以及 DOCK8 
Exon11:c1139T>G 杂合子,父亲及一姐姐未检出异常。2014 年国内首次报道该病,国外已报道 30 多

例,均为 IKBKG 基因突变所致,但该突变位点尚属首例。 
结论 作为累及 NF-κB 的 HED-IDS,理论上尤其容易患分支杆菌感染,基因检测可以精确诊断,并有可

能作为精准靶点进行产前检查以避免男性患儿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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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77 

基于靶向测序数据分析致病性 CNVs 的可行性研究 
 

张冉,张桥石,符芳妮,何佳颖,耿娟,郑昭璟 
杭州中翰金诺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11188 

 
 
目的 利用下一代测序技术进行靶向测序在遗传病/罕见病的临床分子诊断中已逐渐得到推广,但对基

于靶向测序数据进行临床致病性拷贝数变异(CNV)检测的可行性以及各种分析工具的检测性能尚无

充分研究的报道。本研究旨在通过多种开源软件的评估和比较,探讨基于靶向测序数据进行致病性

CNV 分析的可行性及其检测性能。 
方法 本研究选择 10 例经 Postnatal Research 4x180K CGH 芯片(Agilent)分析确定携带致病性

CNV 的临床样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ClearSeq Inherited Disease 靶向测序试剂盒(Agilent)和 HiSeq 
2500 高通量测序仪(Illumina)进行靶向测序;通过文献检索收集 22 种适用于高通量测序 CNV 分析的

开源软件进行评估,并选择 XHMM､CNVkit､PatternCNV､CONTRA 四种软件进行重点分析;对上述

四种软件的分析结果与 Agilent 芯片分析结果进行比较,评估其致病性 CNV 的检测性能。 
结果 本研究 10 例样本中,DiGeorge 综合征 3 例､Williams 综合征 1 例､Prader-willi 综合征 1 例､

16p11.2 微缺失综合征 1 例､22q13.33 微缺失综合征 1 例､16 三体综合征 1 例､DMD 基因 46 号外

显子重复 1 例和 EDA 基因 1 号外显子微缺失 1 例。对于 8 例大片段致病性 CNV,XHMM 及 CNVkit
均能检出,且每个样本所检出的 CNV 数目适中(约 5~10 个/样本)。而 CONTRA 及 PatternCNV 软件

所检测出的 CNV 为单个外显子水平,即所有的大片段 CNV 均被分割成小片段,且 CNV 数目众多(约
150-170/样本),需要做进一步的合并处理后才能明确 终检测结果。针对 DMD 基因 46 号外显子重

复及 EDA 基因 1 号外显子缺失,在对上述四种软件进行参数优化设置后,XHMM 和 CONTRA 可准确

分析出两个 CNV,而 CNVkit 仅能检测出 EDA 基因 1 号外显子缺失。对于性染色体 CNV 的检测而

言,所有的分析软件均需要采用与受检样本相同性别的对照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芯片分析结果与基

于靶向测序数据分析得到的 CNV 结果间交集很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全基因组芯片和靶向测序

试剂中所包含的基因数量上存在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芯片所包含的探针在分布上存在特殊性,比如

在非基因区分布探针。 
结论 四种软件中,XHMM 的致病性 CNV 检出率 高(100%),对于大片段 CNV 及外显子水平的 CNV
均适用,且 CNV 数目适中。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我们推荐在进行基于靶向测序数据的 CNV 分析

时,整合不同的软件进行综合分析。在进行大片段 CNV 分析时优先选用 XHMM 和 CNVkit;而对外显

子水平 CNV 检测时则可采用 XHMM 和 CONTRA 结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初步证明了利用

本实验室现行的高通量靶向测序数据分析常见临床致病性 CNV 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OR-0178 

Two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COQ8A 
cause autosomal-recessive primary coenzyme Q10 

deficiency 
 

Guo Yi,Li Jia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Primary Coenzyme Q10 deficiency is a clinically and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disorder,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only treatable mitochondrial disease. Characterization of 
CoQ10 deficiency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ensuring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pot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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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able disorders.Here,we reported a pediatric patient with primary coenzyme Q10 deficiency,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this disease among physicians. 
Methods we reviewed the clinical data and laboratory results of a case of primary coenzyme Q10 
deficiency. 
Results The boy who presented in early childhood with exercise intolerance, axial and proximal 
limb muscle weakness,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and delayed motor development, hyperlactatemia 
and increased serum creatine kinase levels. Muscle biopsies showed ragged red fibers and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lipid droplets, decreased activities of mitochondrial respiratory chain 
complexes I+III and II+III, and decreased CoQ10 concentrations. Using targeted sequencing of 
the mtDNA and nuclear exons encoding the mitochondrial proteome, we identified two previously 
unreported mutations in the COQ8A gene [c.800T>G (p.L267R) and c.1525_1534del  (p.G509fs)]. 
Both parents were heterozygous for one of these mutations. After Q10 supplementation, the 
patient experienced improvements in the muscle symptoms and neurological 
manifestations,creatine kinase and lactic acid levels as well as activities of mitochondrial 
respiratory chain complexes I+III and II+III were normalized and CoQ10 concentrations had risen 
considerably. 
Conclusions The novel mutations L267R and G509fs in COQ8A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encephalopathic form of primary CoQ10 deficiency. This information expands the spectrum of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is disease. 
 
 
OR-0179 

报道以血小板极度增高､获得性血管性血友病 

为首发表现的 CML 一例并文献分析 
 

周芬,王琳,肖燕,金润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是一种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疾病,以脾大､贫血､粒细胞高为主要特

征。本文将报道一例以血小板极度升高伴获得性血管性血友病为首发症状的 CML,并通过文献总结

分析以血小板增高为首发表现的 CML 的预后及出凝血情况。 
方法 回顾性报道一例以血小板极度升高伴获得性血管性血友病为首发症状的 CML 患者的诊治经过,
并通过 PUBMED 检索以血小板增高为首发表现的 CML 文献,总结分析该类患者的预后及出凝血情

况。 
结果 患儿于 4 天前右膝屈曲位时遭到外翻暴力,受伤后右膝红肿､疼痛､伴关节活动障碍,遂到当地医

院就诊,给予止痛､右膝关节腔抽液(约暗红色液体 300ml)及右膝关节外固定处理后缓解,但发现血小

板极度升高(3557χ109/L),后经多次复查血小板进行性升高,为求进一步诊治来我院。入院查体:生命

征平稳,全身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心肺无异常,腹软,肝脾肋下未及。右膝关节肿胀明显,局部皮温升

高,伴触痛及活动受限。入院完善相关检查,血常规示红细胞 3.9×1012/L,血红蛋白 105g/L,血小板

4799×109/L,中性粒细胞 6.15×109/L,白细胞 10.88×109/L;DIC 示 APTT 55.6s, PT 17.1s;肝肾功能电

解质正常;右膝关节 MRI 提示关节腔血肿。待骨髓结果回报前给予水化､碱化及止血等对症处理,患
儿右膝关节肿痛无明显缓解,血小板计数稍有下降但 APTT 持续延长, 高达 64.3s,进一步完善凝血

因子全套示 FⅧ因子及 vWF 因子活性降低。随后骨髓细胞学提示原始粒细胞占 14%,BCR/ABL1 
(P210)阳性,染色体示 t(9;22)(q34;q11)易位,故诊断 CML。给予伊马替尼口服后膝关节肿胀渐消退,
血小板渐降至正常,复查 DIC 及凝血因子渐恢复正常。通过文献检索总结了 87 例以血小板增高为首

发表现的 CML 患者,其中女性多见,多数无肝脾肿大,血小板 高者为 4720×109/L,仅有 9 例初诊时出

现出血或血栓,预后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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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该 CML 患儿无脾大及粒细胞增高,以受伤后右膝关节腔出血不止､血小板极度增高这些罕见首

发表现为主。通过总结文献分析发现,以血小板增高为特征的初诊 CML 患者合并出血､血栓的几率

小(10%左右)､预后好。 
 
 
OR-0180 

Value of combination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and MRI 
in assessment of haemophiliac arthropathy in children 

 
张宁宁,吴荣昌,霍爱华,田宏伟,许辰,彭芸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combination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and MRI in 
assessment of changes of joi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 with haemophiliac arthropathy. 
Methods Totally 26 cases of children with hemophilia were included,10 knee joints,9 ankle joints 
and 7 elbow joints were performed by ultrasound and MRI examination. assessing 
effusion/hemothrosis,synovial hypertrophy, hemosidaring,bone erosion, cartilage loss and bone 
cyst according to IPSG MRI score and ultrasound score system respectively,then compared of 
two methods in the detection consistency of soft tissue and osteochondral lesions. Additionly use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to evaluate the synovitis.  
Results The two kinds of examination methods for detection of joint disease has a high 
consistency in synovial thickening,hemosiderin deposition, cartilage loss and bone 
destruction;Kappa=0.931,0.820,0.723 and 0.856(P<0.05);in joint effusion they showed medium 
consistency,and kappa value was 0.631(P<0.01). Detection consistency in joint cyst was 
poor,and Kappa value was 0.291(P=0.189). 
Conclusions On the detection of soft tissues and osteochondral joint changes of hemophilia in 
children,ultrasound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ave medium to high consistency, except 
for the bone cyst aspect.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can be an additional assessment for synovitis. 
 
 
OR-0181 

甲状腺功能减退合并脑白质病变的桥本脑病一例 
 

黄婷婷,姚宝珍,牛萍,凌伟,朱恒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桥本脑病(HE)的临床表现､诊断及影像学改变。 

方法 报道一例表现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及脑白质病变的 HE 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神经

影像学资料,并总结 HE 的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 
结果 患儿因视力及听力下降 1 周余入院,既往 4 岁半左右诊断为性早熟,入院前 2 月因精神行为异常

及甲状腺功能减低入住精神科。此次入院查体为中度肥胖,乳房发育,不能正确对答,精神行为异常,智
能减退;实验室检查发现 FT3､FT4 下降,TSH 正常,TPO 异常增高;颅脑 MRI 显示广泛脑白质病变,脑
萎缩。排除其他疾病后 终诊断为 HE,给予激素及补充甲状腺素治疗后患儿症状缓解。 
结论 HE 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血清抗甲状腺抗体阳性､神经精神症状､对激素治疗敏感为

特点。头颅 MRI 可表现正常或存在非特异性表现,但亦可表现为广泛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出现神经

精神行为异常､血清中抗甲状腺抗体明显增高时,应高度警惕 HE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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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82 

1 例婴儿起病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Segawa 病及文献复习 
 

龙莎莎,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婴儿期起病的 Segawa 病早期易误诊为脑瘫,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疾病的认识,并早期识别､精准

治疗。 
方法 对我院就诊以及诊断的 1 例婴儿起病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Segawa 病例进行汇报并检索数

据库结合已报道的病例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本例患儿生后因抬头不稳起病,起病年龄 4 个月,确诊时 4 岁,存在肌张力增高,肌力下降,粗大运

动发育落后(翻身､坐､爬､行走),智力语言落后,马蹄足内翻,腱反射亢进,病理征阴性,头颅 MRI 及脑电

图､肌酶､肌电图未见异常,早期误诊为脑瘫､进行性脊髓肌萎缩,康复训练效果不佳。采用基因组

DNA 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对 SMN 单基因拷贝数变异检查提示患儿 SMN1 和 SMN2 基因第 7,8
号外显子杂合缺失。线粒体基因组全长检测未检测到与临床表型相关致病突变。进行全外显子组测

序检测到 TH 基因的两个复合杂合变异,确诊为 Segawa 病,并予小剂量美多芭治疗,1 周后起效,随访

3 个月,粗大运动及语言发育提高。对国内已经报道的 7 例 Segawa 病综合分析发现:1. 起病年龄为

6 个月~17 岁,确诊时长 2~25 年。女性发病为主,男:女=2:5. 2. 主要症状:以行走不稳或行走困难就诊

占 71.4%(5/7),以肢体或躯干､颈部肌肉痉挛就诊 28.5%(2/7)。临床表现为肢体震颤占 85.7%(6/7),
足内翻占 42.8%(3/7),智力正常占 51.7%(4/7),智力低下占 28.5%(2/7),生长发育落后 0 例。发作呈

昼夜波动性占 85.7%(6/7)。71.4%(5/7)无家族史。3. 体格检查:言语不清占 42.8%(3/7),表情呆滞占

42.8%(3/7),肌力均正常,肌张力均增高,腱反射亢进占 85.7%(6/7),病理征均为阴性。4. 辅助检查:脑
电图､头颅 MRI､头颅 CT 均正常,肌酶无明显升高,仅有 1 例肌电图异常。其中 3 例为常染色显性遗

传,余未行基因检测。5.治疗:所有病例对小剂量美多芭均敏感,口服后起效时间为 1-2 天。1 例症状

较重患者,采用左旋多巴 200mg/d 静滴,3 天后起效。5. 预后:预后良好,口服维持剂量均无发作,可正

常行走,动作稍笨拙。本例患儿常染色隐性遗传,生后 4 个月即起病,存在精神运动发育迟缓,肌力下降,
不会说话,与报道的临床表型有差别,初始治疗口服 1/40* 125mg tid 美多芭,与报道的平均剂量(至少

125mg/d)相比治疗剂量极小,但患儿粗大运动改善明显,语言及智力提高。 
结论  Segawa 病易误诊,建议对婴儿早期起病的肌张力障碍,完善基因检测,进行精准性诊治,必要时

行小剂量左旋多巴诊断性治疗,以免病情延误。 
 
 
OR-0183 

中国首例 CECR1 基因突变所致的 
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及文献复习 

 
张尧,张月华,吴晔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介绍中国首例 CECR1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所致的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 
方法 对 1 例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及家系 CECR1 基因进行分析,
并回顾 2017 年 6 月之前报道的文献。总结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的临床和遗传学特点。 
结果 患儿生后 6 个月起间断发热并反复出现全身皮疹和网状青斑;近 2 年伴有间断腹痛和呕吐;近 9
个月先后 2 次出现卒中发作;3 月前出现言语､吞咽障碍。C 反应蛋白(CRP)27~104mg/L,IgA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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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5~0.45g/L),IgM 降低(0.315~0.45g/L),NK 细胞降低(3.06~3.97%)。胸部 CT:双肺条状实变及索

条影。胃镜和肠镜显示全消化道慢性炎症。腹部增强 CT 示双肾多发瘢痕形成。超声心动图示左室

轻度扩大,室间隔肥厚, EF 值 51%。动态血压监测平均血压 148/105mmHg。头颅 MRI 示双侧基底

节和胼胝体膝部可见多发小片状长 T1 长 T2 信号。患儿 CECR1 基因检测出携带来自父亲的

c.934C>T(p.P312X)及来自母亲的 c.278T>C (p.I93T)的复合杂合突变,支持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诊

断。确诊后先后予甲基强的松龙(2mg/kg.d)和甲氨蝶呤(15mg/m2)治疗,及强心降压等对症治疗,患儿

体温正常,皮疹及腹痛较前减轻,偏瘫好转。检索国内外文献,共报道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 100 例,均
为 CECR1 基因突变所致。表现为发热的 50 人次(50%);皮肤损害的 81 人次(81%),其中网状青斑

55 人次(55%);脑卒中 43 人次(43%),脑出血 7 人次(7%),周围神经病变 8 人次(8%);免疫功能失调 43
人次(43%),其中免疫球蛋白降低 16 人次(16%);高血压 30 人次(30%);脾大 33 人次(33%),肝大 22 人

次(22%),炎症性肠病表现 14 人次(14%),腹痛 12 人次(12%);关节痛 23 人次(23%);贫血 8 人次(8%),
血小板减少 3 人次(3%);肾脏和肺部病变均为 6 人次(各 6%);眼部病变 5 人次(5%);心脏病变 4 人次

(4%)。大剂量激素､免疫抑制剂及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对部分患者有效。 

结论 报道了中国首例 CECR1 基因突变所致的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表现为典型的反复发热､皮肤损

害,炎症性肠病,反复脑卒中,高血压和肺､心､肾异常。免疫治疗症状好转。 
 
 
OR-0184 

难治性癫痫的精准诊断与治疗 
 

李春培,周浩,路通,王天祺,龙莎莎,吴冰冰,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总结 58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遗传学诊断,并对 4 例患儿进行的精准诊疗经验总结,
以期为儿童难治性癫痫的精准治疗提供参考,并探索儿童癫痫精准治疗的模式。 
方法 选取 2016.1-2017.1 期间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难治性癫痫患儿(排除明确

致病因素和特殊综合征,如 HIE,外伤,感染,TSC,AS 等),经家长同意后,进行完整的病史采集,临床检查,
利用 Illumina HiSeq 2000 平台行全外显子测序,明确致病突变,进一步查阅文献寻找可能的治疗方

法。与家长沟通并签署知情同意,采取针对该基因突变的特定疗法,并进行定期随访,观察记录患儿短

期及长期的临床疗效及生活治疗。结合自身目前的精准治疗经验与国内外经验学习,探索儿童难治

性癫痫精准治疗的模式。 
结果 共 58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参与本次研究,其中男性占 64%,年龄中位数为 3y,基因检测阳性率约

为 37%,通过查询数据库和复习文献发现有 4 例患儿可进行靶向治疗。4 例患儿中 2 名男性,年龄

小 1 岁, 大 2 岁。2 例患儿在生后 2 天内起病,2 例患儿生后 8-9 个月起病。2 例表现为大发作,其中

一例有癫痫持续状态,2 例表现为痉挛发作。 4 例患儿均存在明显的发育迟滞,1 例存在小头畸形;3
例患儿头颅 MRI 发现脑发育不良,胼胝体薄,1 例存在明显脑萎缩。脑电图检查示 4 例患儿均存在癫

痫样放电,其中 2 例有高峰失律,一例存在爆发抑制。4 例患儿均给予 3 种以上药物治疗后仍有发

作。全外显子检测结果示:2 例患儿携带钾离子通道的基因突变 KCNT1､KCNQ2,一例患儿携带钠离

子通道的基因突变 SCN1A, 1 例患儿携带琥珀酸半醛脱氢酶的基因突变 ALDH5A1,进而导致 γ-氨基

丁酸的代谢障碍。其中携带 KCNT1 突变的患儿添加奎尼丁以恢复该基因突变所致的钾通道功能障

碍;携带 KCNQ2 突变的患儿添加瑞替加滨以活化钾通道功能;对于 SCN2A 突变的患儿添加奥卡西

平和钠离子通道阻滞剂-美西律治疗;对于 ALDH5A1 基因突变的患儿添加氨基丁酸转氨酶抑制剂-喜
宝宁治疗,降低脑脊液中 4-羟基丁酸的浓度。经精准治疗后,其中两名患儿癫痫发作明显改善,认知功

能好转,两名患儿无明显改善。 
 结论 难治性癫痫遗传学病因复杂,明确病因诊断将对精准治疗提供依据,坚持以患儿为主的个体化精

准治疗,实时监测调整药物剂量与效果,探索与发现药物治疗的 佳时间窗与发作类型等,以期构建从

病史采集,临床检查到基因检测,精准治疗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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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85 

中文简明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筛 
查量表信效度和筛查效能 

 
张静,唐铭钰,江帆,陈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评价中文版简明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OSAS) 筛查量表( 简称量表) 在打鼾儿童中

的信效度 和筛查 OSAS 的能力。  
方法 汉化量表,包括问题 Q1 ~ Q6。 前瞻性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 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院)睡眠门诊和耳鼻咽喉科门诊就诊的､以夜间睡眠打鼾为主诉的､年
龄≥3 岁的连续病例, 在行 PSG 前由患儿家长回顾孩子近 6 个月的睡眠情况自行填写量表,以多导睡

眠监测(PSG)作为诊断 OSAS 的金标准(阻 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OAHI)≥5 次/ h)。 考察量表的

信度和效度,以 OAHI 每小时 1 次､3 次和 5 次界值分组考察量 表筛查儿童 OSAS 的效能。  

结果 符合本文纳入､排除和剔除标准的 425 例夜间睡眠打鼾儿童进入本文分析,以 OAHI≥ 每小时 5 

次为诊断标准,82 例(19%)被诊断为 OSAS(OSAS 组),余为非 OSAS 组。 两组性别､ 低血氧饱和

度和阻塞性呼 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量表筛查 OSAS 的整体内在信度克朗

巴赫 α 系数 0.785。 对量表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抽样适度度量为 0.783,Bartlett's 球形检验 P<0.001,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 2 个因子(对各问题),载荷系数 均>0.5。 以 OAHI 每小时≥5 次､3 次和 1 

次作为 OSAS 组和非 OSAS 组的分组标准时, 佳临界值分别为 2.32､2.32 和 1. 99,敏感度

均>65%,特异度 40% ~ 50%。   
结论 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快速有效地用于在夜间打鼾儿童中筛查 中重度 OSAS。  
 
 
OR-0186 

既往健康中国儿童全身播散性隐球菌病临床特征及肺部表现 
 

高立伟,焦安夏,吴喜荣,赵顺英,马云,刘钢,殷菊,徐保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儿童全身播散性隐球菌为一种少见的致死性疾病。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既往健康儿童全身播

散性隐球菌病的临床特征及肺部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6 年至 2015 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为全身播散性隐球菌病的

住院患儿,收集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治疗及预后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 52 例全身播散性隐球菌病患儿,男 38 例,女 14 例,男女比例 2.7:1。平均年龄 4.3 岁,
小 1.3 岁, 大 11 岁,以 3-5 岁年龄组居多。10 例患儿有鸽粪接触史。发热､咳嗽和肝大为主要临床

表现。咳嗽以干咳为主,症状较轻。头痛症状常见于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患儿(P<0.05),而脾大常见于

非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患儿(P<0.05).  肺脏为 常见的侵犯脏器,占 96.2%(50/52),但仅有 9.6% (5/52)
患儿具有呼吸系统体征。肺部影像学 常见的表现为肺门或纵膈淋巴结肿大(46.8%, 22/47) 和肺部

结节影 (44.7%, 21/47)。与肺结核影像学表现相似。肺部结节影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包括散在分布

的小结节影(57.1%, 12/21)或粟粒样分布的小结节影(42.9%, 9/25),尤其以胸膜下居多。其他肺部影

像学表现还包括肺部斑片影､肺间质改变及胸膜增厚。其次受侵犯的脏器分别为中枢神经系统､腹部

淋巴结､肝､脾､外周淋巴结和皮肤。实验室检查结果发现,42.3% (22/52) 的患儿伴嗜酸性粒细胞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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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增高,51.9% (27/52)的患儿伴 IgE 升高。血隐球菌抗原阳性检测率高于脑脊液隐球菌抗原检测率､
血及脑脊液培养和脑脊液墨汁染色。19 例患儿进行了组织活检,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组织结构破坏,
多发局灶性坏死､肉芽肿样炎症及隐球菌浸润,PAS 和六铵银染色均为阳性。其中 2 例进行了开腹活

检,外观可见肝大,伴多发肿大的黄灰色淋巴结,部分粘连,与结核病表现相似,但经病理结果证实为隐

球菌感染。本研究中 6 例患儿死亡。48 例患儿接受抗真菌治疗。部分患儿遗留脑积水､肝硬化和失

明等后遗症。 
结论 全身播散性隐球菌病可发生于既往体健的儿童或免疫功能正常的儿童。肺脏为 常见的受侵

犯脏器。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和血清 IgE 水平升高是本病实验室检查的显著特点。大多数

病例常误诊为结核病,临床中需注意鉴别。 
 
 
OR-0187 

miR-223 对气道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冬冬,赵德育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 miRNA-223 对气道平滑肌表型转化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利用 Lipofectamine 2000 转染 mimics NC,miR-223 mimics,inhibitor NC,miR-223 inhibitor 进
入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通过 RT-qPCR 方法验证 miR-223 的转染效率。采用 CCK-8 试剂盒检测细

胞活性的变化;采用 FITC Annexin V 凋亡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率的变化;采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

测 a-SMA,Ⅰ型胶原蛋白及Ⅲ型胶原蛋白的表达水平。应用预测软件及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的技术检

测 miRNA-223 在气道平滑肌细胞中的靶基因;采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可能靶基因 IGF-1R 及下

游的 PI3K/AKT 信号通路中 P-Akt 及总 Akt 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转染 miR-223 mimics 组较转染 mimics NC 组,miR-223 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同时转染 miR-
223 inhibitor 组较转染 inhibitor NC 组,miR-223 的表达水平有所下降。miR-221 过表达或者抑制后,
细胞活性及细胞凋亡率较对照组无明显变化,但 miR-223 过表达组中 a-SMA､COL1A2 及 COL3A1
的表达水平升高,miR-223 抑制组中三者的表达水平下降。预测软件分析及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技术

预测在气道平滑肌细胞中 IGF-1R 为 miR-223 靶基因,并且通过 Western Blot 证实。此外,Western 
Blot 结果证实 PI3K/AKT 通路参与 miRNA-223 诱导 ASMCs 表型转化的过程。 
结论 miR-223 通过靶标 IGF-1R 及下游的 PI3K/AKT 信号通路诱导气道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 
 
 
OR-0188 

胃食管反流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相关性的探讨 
 

唐素萍
1,高虹

2,刘艳琳
1,董李

1,林东如
1,陈燊

1,张丹云
1,张灵玲

1,潘娟
1 

1.福州儿童医院 
2.福州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了解 24 小时食管 PH 值监测在小儿慢性咳嗽诊治中的作用,探讨胃食管反流与胃食管反流性咳

嗽严重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食管 24 小时 PH 值动态监测方法,对 174 例慢性咳嗽患儿进行检测。 
结果 1.174 例慢性咳嗽患者监测各项食管酸反流指标均高于正常值阳性 129 例(74.14%),未见明显

病理性胃食管反流阴性 45 例(25.86%)。在 129 例胃食管酸反流患儿中,其中重度 37 例(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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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 23 例(17.83%)､轻度 69 例(53.49%)。2.病例组的各反流指标均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3.夜咳的严重程度与 CH1 胃食管反流指标:卧位 PH≤4 时间%､DeMeester 记分

(<14.72)的高低呈现正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夜咳严重程度与 CH1 立位 PH≤4 时间%､CH2 胃

食管反流上述指标的相关性未见统计学意义。4.日咳严重程度与 CH1､CH2 胃食管反流上述指标的

相关性未见统计学意义。 
结论 慢性咳嗽按《中国儿童慢性咳嗽诊断与治疗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诊治流程治疗效果不佳

者或伴有夜间咳嗽､反酸､胸骨后烧灼感､恶心､呕吐者建议 24 小时食管 PH 值监测。胃食管反流与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严重程度相关,应引起临床儿科医生的重视。 
 
 
OR-0189 

抗 B7-H3 单克隆抗体对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的作用研究 
 

丁林,陈正荣,顾文婧,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抗 B7-H3 单克隆抗体对中性粒细胞哮喘(NA)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 
方法 选取 6~8 周 SPF 级 BALB/C 雌性小鼠 24 只,随机分成 4 组,每组 6 只,分别为磷酸缓冲盐溶液

(PBS)对照组(A 组),中性粒细胞哮喘组(B 组),抗 B7-H3 单克隆抗体干预组(C 组),同型对照 IgG 组(D
组)。B､C､D 组均给予 OVA 联合 LPS 致敏,OVA 雾化激发,A 组给予同等剂量的 PBS 注射和激发。

C 组和 D 组在诱导期分别腹腔注射相同剂量的抗 B7-H3 单克隆抗体和同型对照 IgG。各组小鼠在

后一次雾化激发 24h 后麻醉处死,收集血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和肺组织。进行 BALF 细胞

总数及分类计数;采用 ELISA 检测小鼠血浆及 BALF 上清中 IFN-g､IL-4､IL-5､IL-6､IL-13､IL-17､

TNF-a､G-CSF 细胞因子的水平;小鼠肺组织病理切片 HE 染色观察炎症性改变､炎性细胞包括中性

粒细胞的浸润;PAS 染色观察气道粘液的分泌;同时肺组织免疫组化法检测 B7-H3 阳性细胞表达水

平。 
结果 ①B 组和 D 组小鼠雾化激发后出现呼吸急促､烦躁不安､频繁搔抓头面部等表现,C 组喘息症状

较 B 组有所缓解,A 组活动自如。②B 组､C 组､D 组 BALF 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嗜酸性粒细

胞百分比及淋巴细胞百分比较 A 组均显著升高,而巨噬细胞百分比显著下降(均 P<0.05);C 组 BALF
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较 B 组､D 组明显降低(均 P<0.05);B 组与 D 组

比较无显著差异。③B 组､C 组､D 组血浆和 BALF 中 IFN-g､IL-4､IL-5､IL-6､IL-13､IL-17､TNF-a､G-

CSF 水平较 A 组均显著性上升,其中 B 组､D 组血浆和 BALF 中 IL-17 和 G-CSF 水平比 C 组增高,B

组､D 组 BALF 中 IL-6､TNF-a 水平明显高于 C 组(均 P<0.05);IL-4 水平 B 组和 D 组低于 C 组(均

P<0.05)。④A 组肺组织病理染色示无明显炎症细胞及粘液分泌;B 组和 D 组炎症细胞､中性粒细胞

浸润和粘液分泌较 A 组明显,C 组较 B 组､D 组有所减轻。⑤肺组织免疫组化显示 A 组几乎无表达

B7-H3 阳性细胞,B 组和 D 组 B7-H3 阳性细胞数明显增多,C 组较 B 组､D 组阳性细胞数明显减少

(P<0.05)。 
结论 抗 B7-H3 单克隆抗体早期干预能够减轻中性粒细胞炎症哮喘小鼠喘息症状,减少肺组织炎症细

胞及中性粒细胞浸润和粘液的分泌,下调 Th1/Th17 相关细胞因子和前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从而减

轻 NA 小鼠局部及全身炎症反应､减轻肺组织炎症损伤,部分阻断 NA 免疫致病机制的发生发展。抗

B7-H3 单克隆抗体也许从发病机制为 NA 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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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90 

反复喘息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特征分析 
 

黎晓丹,邓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婴幼儿喘息急性发作期,气道可出现不同程度的阻塞导致气流受限,而气流是影响 FeNO 的其中

一个因素。本研究旨在分析气道不同阻塞程度的患儿以及喘息发作急性期与缓解期 FeNO 的区别,
深入对不同时期检测出 FeNO 的意义进行探讨。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科就诊部分 3 岁以下反复喘息

患儿急性期发作期检测 FeNO 及潮气肺功能,部分患儿年龄不限,于喘息急性发作期及急性发作期治

疗后 2 周症状缓解期分别测定 FeNO。FeNO 采用在线潮气呼吸法测定。检测潮气肺功能患儿分为

无阻塞､轻度阻塞组､中度阻塞及重度阻塞四组,并分为男女两个亚组,分析不同阻塞程度间 FeNO 的

差异以及 RR､TPTEF/TE ､VPTEF/VE､VT/KG 与 FeNO 的相关性。分析急性期及缓解期检测同一

患儿测出 FeNO 的差异。 
结果 男 FeNO 值无阻塞组(10.65±8.01)ppb,轻度阻塞组(15.30±9.74)ppb,中度阻塞组

(9.94±8.92)ppb,重度阻塞组(3.73±2.94)ppb,(F=3.849,P=0.015),P<0.05,四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其中两两对比,无阻塞组比重度阻塞组高,轻度阻塞组比中度阻塞组及重度阻塞组高,相比有统计学差

异(P 均<0.05),其余组别两两相比无统计学差。女 FeNO 值四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男

女组 RR 与 FeNO 呈负相关(男:r=-0.325,P<0.05;女:r=-0.671,P<0.05)。男女组 TPTEF/TE 与 FeNO
不相关(男:r=0.248,P>0.05;女:r=0.304,P=0.158,P>0.05)。男女组 VPEF/VE 与 FeNO 不相关

(男:r=0.258,P>0.05;女: r=0.349,P>0.05),男女组 VT/KG 与 FeNO 呈正相关(男:r=0.317,P<0.05;
女:r=0.524,P<0.05)。患儿急性期与缓解期对比,急性期患儿 FeNO(10.49±8.49)ppb,缓解期

(20.41±9.13)ppb,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1)。急性期 VT/KG 为(10.59±2.59)ml/kg 与缓解期

VT/KG 为(13.29±2.66)ml/kg,两者间有统计学差异(t=-4.18,P<0.01)。 
结论 当喘息急性发作儿童使用在线潮气呼吸法进行 FeNO 检测时,气道出现中重度阻塞,可导致潮气

量减少从而使 FeNO 下降。该种情况出现时,在线潮气呼吸法所测出的 FeNO 可能并不能真实反映

出当时患儿的气道炎症情况。因此,临床医生评估喘息患儿疾病状态时使用该方法检测 FeNO 需选

择合适的时机以及结合肺功能结果共同分析。 
 
 
OR-0191 

Thy-1 在进展性肺纤维化中异常下调表达及可溶性 Thy-1 对肌成

纤维细胞表型逆转的研究 
 

蒋敏
1,Simon Wang2,Ceonne Kim2,Celia R. Espinoza2,James S. Hagood2,3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3.Rady Children’s Hospital of San Diego 
 

 
目的 传统的肺纤维化小鼠模型采用单次博莱霉素(Bleo.)气道内注药,但这种方式诱导的肺纤维化可

自行恢复,不能真实的反映人类 IPF 的变化规律。本研究采用反复气道内注入 Bleo.,探讨反复气道灌

注 Bleo.能否诱导小鼠产生不可逆的肺纤维化;在此基础上,研究 Thy-1 在进展性肺纤维化小鼠模型中

的表达,及可溶性 Thy-1(sThy-1)能否逆转肌成纤维细胞分化。 
方法 Col-GFP 小鼠随机分组,每组 3-6 只。模型组气管内注入(IT.)Bleo.,正常对照组 IT.生理盐水。

反复给药组(进展性肺纤维化组)IT. Bleo. 1U/kg.次,每 12 天一次,共 4 次;单次给药组(可逆性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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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于第 36 天 IT. Bleo. 4U/kg。分别于 IT. Bleo.后 4 周､8 周收集肺组织,qPCR､组织免疫荧光染

色(IF)测定 Thy-1 表达及肺纤维化指标。采用 TGFβ1 诱导正常人成纤维细胞系(CCL-210)体外分化

建立 IPF 肌成纤维细胞体外分化模型,不同浓度 sThy-1 融合蛋白(sThy-1-Fc)､sThy-1 突变体(sThy-1 

RLE)干预后,qPCR､WB 检测纤维化指标的变化。  

结果 Bleo.气道给药 4 周后,单次给药组小鼠肺部 Col-1A1､Col-Ⅲ基因､SMA 蛋白表达明显增高､可
见大量胶原蛋白 I 沉积,Thy1 基因及肺内成纤维细胞灶局部 Thy1 蛋白的表达明显减少;8 周后,Col-
1A1, Col-Ⅲ基因､SMA 蛋白表达及肺组织胶原蛋白 I 沉积明显减少,但 Thy1 基因､蛋白的表达无明

显变化。而反复给药组小鼠,于末次给药 4 周和 8 周后,小鼠肺部 Col-1A1､Col-Ⅲ基因､SMA 蛋白表

达､胶原蛋白 I 沉积持续增高,但 Thy1 基因的表达于末次给药 4 周后显著低于对照组,8 周后仍持续

降低;IF 检测肺内成纤维细胞灶局部 Thy1 蛋白的表达与基因表达结果一致。给予 10ng/mL､

100ng/mL､1000 ng/mL sThy-1-Fc 及 sThy-1 RLE 干预后,与 sThy-1 RLE 干预组及对照组相

比,1000ng/mL sThy-1-Fc 可降低 CCL-210 细胞 ACTA2､Col-1A1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 

结论 反复气道内博莱霉素灌注可成功建立不可逆性､进展性肺纤维化小鼠模型,这种进展性肺纤维化

与肺组织中 Thy-1 持续下调表达有关。sThy-1 融合蛋白可部分逆转人成纤维细胞分化为人肌成纤

维细胞,而这一作用需要 RLD 整合素结合基序参与。 
 
 
OR-0192 

TIPE2 negatively regulates mycoplasma pneumonia-
triggered immune response via MAPK signaling pathway 

 
张园园,陈志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Objective This study will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MP infe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TIPE2, 
and explore the role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IPE2 in human defense against MP 
infection. 
Methods We collected the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from 130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PP),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general MPP group and 
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RMPP) group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nd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TIPE2. We also detected the levels of TIPE2 in 
macrophages in vitro after MP infection. Meanwhile, we interfered the TIPE2 expression in 
macrophage, studied the production of cytokines and detected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signal pathway after MP infection. 
Results We detecte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 of TIPE2 mRNA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from 130 cases of children infected with MP comparing to control, which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severity of MPP. In vitro, we also found the expression of TIPE2 
was down-regulated after MP infection. Meanwhile, we infected THP-1 cells after silencing TIPE2, 
and found the production of TNF-α, IL-6 and IL-1β were up-regulated, and the signal pathway of 
MAPK was activated.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have identified the TIPE2 as an important negative role for MP 
triggere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production via MAPK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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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93 

miR-29c/B7-H3/Th17 路径在肺炎支原体肺炎中 
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陈正荣,郝创利,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肺炎支原体是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 常见的病原之一。近来重症和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逐

年增多,可能与免疫炎症损害有关。然而 MPP 免疫发病机制尚不明了。本研究旨在探讨 miR-
29c/B7-H3/Th17 路径在 MPP 中的作用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住院的肺炎患儿,并联合 PCR 和 ELISA 确诊为 MP 感

染,同时排除混合感染者。 终入组 MPP 患儿共 52 例。采用 real-time PCR 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 miR-29c 表达,定量 ELISA 检测血浆中可溶性 B7-H3 和 IL-17 的表达,并探讨其临床意义。为证实

miR-29c/B7-H3/Th17 逐级调控的作用,本项目组采用荧光素酶报告系统以及 miR-29c 过表达和沉默

技术来明确 B7-H3 为 miR-29c 的靶基因。通过体外研究探讨不同浓度的 B7-H3 融合蛋白刺激

CD4+T 细胞产生 Th17 标志性转录因子 ROR-γt 及其细胞因子 IL-17A 的水平。 
结果 52 例 MPP 患儿平均年龄为 77 ± 33 月,男性 23 例,占 44.2%,19 例患儿伴有胸腔积液,占
36.5%。MPP 患儿外周血 miR-29c 表达水平下降,而 sB7-H3 和 IL-17 表达水平升高(P 均< 0.05)。
伴胸腔积液的 MPP 患儿外周血 sB7-H3 较无胸腔积液的患儿为高(9952.3 ± 3065.3 vs. 7449.7 
± 2231.5) 
。恢复期 MPP 患儿 miR-29c 表达较急性期上升,而 sB7-H3 和 IL-17 表达水平下降(P 均< 0.05)。
MPP 患儿外周血 miR-29c 表达水平与患儿血清中 MP 特异性 IgG､IgM 抗体水平呈负相关(P < 
0.05)。sB7-H3 表达水平与 MPP 患儿发热时间呈正相关。高浓度(15μg/ml)的 B7-H3 可以促使

Th17 转录因子 ROR-γt 表达增加,且分泌 IL-17A 增加。荧光素酶报告系统证实 B7-H3 为 miR-29c
的靶基因,且免疫荧光结果表明过表达或沉默表达 miR-29c 可以下调或上调 THP-1 细胞 B7-H3 的表

达。 
结论 miR-29c/B7-H3/Th17 路径在 MPP 免疫炎性损害中起重要的作用。miR-29c 和 B7-H3 可为

MPP 的防治提供新靶标,为 MPP 预后评估提供潜在生物学标志物。 
 
 
OR-0194 

建立 6 岁以下儿童哮喘诊断标准的研究与实践 
 

鲍一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提高低龄儿童哮喘诊断的准确率,减少误诊误治,防止产生严重危害。 
方法 对"32111"评分诊断标准进行参数提取,生成原始参数。荟萃分析现有国内外文献参数和历年指

南诊断标准及变迁。所有文献用 Newcastle-Ottawa Scale 量表行质量评价,Revman5.3 和 Statal2.0
软件进行分析,再通过专家组回顾分析生成可供进一步分析的参数库。德尔菲法意见征询和当前数

据库分析验证,生成“6 岁以下儿童哮喘诊断标准”模型(试行),用皮尔逊 X2(Pearson X2)或 t 检验比较

哮喘患者和非哮喘患者之间各个指标的差别。 
结果 研究发现,症状､体征､家族史等可用于建立“6 岁以下儿童哮喘诊断标准”模型(试行),其主要内容

包括:喘息发作频率累计≥4 次(3 分)､是否存在可逆性气流受限(3 分)､肺部听诊存在明确的呼气相哮

鸣音(2 分)､是否存在过敏性鼻炎和/或特应性皮炎(1 分)､一级亲属中是否存在过敏史(1 分)､有无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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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体外变应原检测结果是否阳性(1 分)､血清中嗜酸性粒细胞是否≥3%(1 分)。该模型总计 12 分,≥7
分则可诊断哮喘。 
结论 该模型可帮助临床医生进行 6 岁以下儿童哮喘诊断,对提高学龄前儿童哮喘诊断率和控制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 
  
 
 
OR-0195 

一种新的 ABCA3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导致儿童弥漫性肺间质病  
 

鲍燕敏,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总结一种新的 ABCA3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导致儿童弥漫性肺间质病的临床特点以及探讨突变基

因型与表型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12 月确诊的一例由新的 ABCA3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导致儿童弥漫性肺间质

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并搜索相关基因数据库及回顾文献总结 ABCA3 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表型与基因

型的关系。 
结果 患儿 女 1 岁 9 月, 1 岁起病,以“慢性咳嗽､气促､发绀､生长发育落后”为主要表现,常规治疗后症

状进行性加重,体格检查示营养不良､呼吸困难及杵状指。肺部高分辨 CT 提示双肺弥漫性毛玻璃影,
小叶间隔增厚,胸膜下多发小叶间隔旁气肿。采用二代测序方法证实患儿存在 ABCA3 基因复合杂合

突变(c.1755delC+c.2890G>A),并且分别来源于父母亲,搜索文献及数据库无该复合杂合突变的报

道。 
结论 c.1755delC+c.2890G>A 是一种新的 ABCA3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可导致儿童弥漫性肺间质病,
其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相关。 
  
 
 
OR-0196 

苏州地区空气污染物对儿童呼吸道感染肺炎链球菌流行影响 
 

张新星,季伟,郝创利,顾文婧,陈正荣,严永东,王宇清,朱灿红,王宇清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了解苏州地区空气污染物对住院儿童呼吸道感染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SP)
流行特征的影响,为合理制定呼吸道 SP 感染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实时记录江苏省苏州市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空气质量检测数据,并收集同时期苏州地

区 6653 例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痰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分析苏州地区空气污染物 PM2.5､PM10､NO2､

SO2､CO､O3水平与儿童呼吸道感染 SP 流行的相关性。 
结果 6653 例患儿 SP 总检出率为 9.94%(661/6653 例),2012 年 SP 检出率为 7.69%(183/2381
例),2013 年 SP 检出率为 10.87%(235/2161 例),SP 检出率为 11.51%(243/2111 例)。苏州市调查期

间空气污染物 PM2.5､PM10､NO2､SO2､CO､O3的水平均处于波动状态,PM10 高,PM2.5 次之。

SP 检出率与 PM2.5､PM10､NO2､SO2水平均呈正相关(r=0.650､r=0.586､r=0.680､r=0.467,P 均

<0.005),而与 CO､O3相关性不明显(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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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肺炎链球菌为苏州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之一,其检出率与空气污染物 PM2.5､PM10

､NO2､SO2等密切相关。 
 
 
OR-0197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长春地区肺炎支原体感染调查 
 

邓琳菲,姜洪波,黄艳智,刘愉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肺炎支原体是儿童常见呼吸道感染病原之一,近年来随着难治性支原体肺炎､耐药肺炎支原体报

道的增多,对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关注度也再度增加。长春地区进入 2016 年 6 月以后肺炎支原体发病

率明显上升,并且临床症状较前加重,病程较前延长。本文总结了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之间长

春地区肺炎支原体感染情况,目的在于发现目前支原体感染流行规律,为应对今后的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之间来我院就诊的疑似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病例 35922 例,其中

男 20392 例,女 15530 例。0-1 岁:5201 例;1 岁:5714 例;2 岁:6799 例;3 岁:5824 例;4 岁:3760 例;5
岁:2398 例;6 岁:1824 例;7 岁:1432 例;8 岁:1049 例;9 岁:739 例;10 岁:514 例;11 岁:299 例;12
岁:148 例;13 岁:101 例;14 岁:120 例。2014 年 9 月-12 月 4040 例;2015 年 1 月-12 月 13419
例;2016 年 1 月-12 月 18463 例。根据临床表现､肺部 X 线检查､肺炎支原体核酸检测及肺炎支原体

抗体检查,确定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诊断病例 4529 例,排除肺炎支原体感染 31393 例,分别分析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之间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季节分布特点,年龄分布特点､性别差异。 
结果 1.从 2014 年 9 月到 2016 年 12 月肺炎支原体感染在我院全年均有发病,2014 年以 10 月份高

发,阳性病例数为 139 例,占同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20.97%;2015 年以 10 月份高发,阳性病例数为

88 例,占同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10.58%;2016 年从 6 月份开始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数增加为 111 例,
此后感染病例数逐渐递增,到 2016 年 10 月份达高峰为 507 例,占同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

33.78%。2.出生后 1 个月内未见 MP 感染病例,出生后 1､2､3 个月均有 MP 感染病例发生,MP 感染

高发年龄为 7-9 岁儿童。 
结论 长春地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高发季节为秋冬季节,在 2016 年底有一个小流行;MP 感染高发年

龄为 7-9 岁儿童。 
 
 
OR-0198 

6-16 岁哮喘患儿精神共患病评估及其相关临床特征分析 
 

周浩,陈智荷,黄玉瑛,崔玉霞,范丽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儿童慢性疾病是世界公共卫生问题,常合并精神共患病,严重影响患儿身心健康。哮喘是儿童常

见的慢性病之一,哮喘患儿的精神疾病共患情况及其相关临床特征至今不明,因此本研究使用简明国

际儿童少年神经精神访谈量表(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INI Kid)调查 6~16 岁哮喘患儿神经精神疾病的共患率,并分析其临床特征,以期为哮喘

的综合管理提供循证学依据。 
方法 2015.1.1- 2016.12.31 期间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哮喘门诊就诊符合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无其它

常见慢性疾病:糖尿病､癫痫､偏头痛等的 6~16 岁哮喘患儿,父母签署知情同意后纳入本研究作为哮

喘组;并从贵州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招募性别､年龄基本匹配的 6~16 岁儿童(除外智力低下､癫痫､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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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糖尿病､偏头痛等疾病)作为对照组,由经过培训的专业医务人员对所有研究对象的父母使用 MINI 
Kid(父母版)量表进行神经精神共患病访谈,比较两组的神经精神共患病情况。研究对象父母同时需

填写作者编制的基本信息采集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户籍､家庭收入､主要照顾者文化

程度等一般人口信息学特征;哮喘患儿父母还需填写危险因素收集问卷,包括:哮喘发病年龄､病程､病

情严重程度､病情控制水平､药物使用､发作频率等情况,logistic 回归分析哮喘患儿合并精神共患病的

危险因素。 
结果 研究期间哮喘门诊共有 306 名 6-16 岁患儿就诊,其中有 261(85.3%)名患儿家长签署知情同意

书后纳入哮喘组;261 名性别､年龄基本匹配的 6~16 岁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哮喘组神经精神疾病

共患率为 26.4%(69/261);对照组共患率为 14.6%(38/261),哮喘组神经精神疾病共患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01)。合并神经精神疾病的哮喘患儿中,哮喘患儿共检出共患 10 种神经精神疾病,其中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共患率 高 11.5%(30/261)。69 名哮喘共患病患儿中,仅仅有 5 名患儿(7.2%)接受过

诊断和治疗,包括 1 名女性抑郁症患儿和 4 名 ADHD 男性魂儿。单因素分析发现病情严重程度､哮喘

控制水平､哮喘病程､哮喘联合用用药是哮喘合并神经精神疾病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哮喘

重度持续(OR =3.077,1.286-7.361)､哮喘未达良好控制(OR =2.005,1.111-3.619)､病程>3 年(OR 
=2.948,1.580-5.502)是哮喘共患神经精神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哮喘患儿具有较高的精神共患率,哮喘重度持续､哮喘未达良好控制､病程>3 年是共患神经精神

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哮喘儿童进行神经精神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及干预,积极､合理､规范的哮喘

治疗有助于降低患儿共患神经精神疾病的风险。 
 
 
OR-0199 

回顾性分析软性支气管镜检术在先天性心血管 
发育畸形合并肺部疾病患儿中的作用 

 
陈婷,丘力,钟琳,刘瀚旻,陈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先天性心血管发育畸形与呼吸道疾病是两大类紧密相关的疾患,同时罹患该两种疾病的儿童死

亡率高。在临床诊疗中软性支气管镜是一种临床评价肺部疾患可行､有效的技术,可评估气道的解剖

结构､运动,可进行肺泡灌洗液(BALF)检查明确病原,并可以揭示呼吸道症状如喘息､喉鸣等的潜在病

因。本研究旨在研究因先天性心血管发育畸形合并肺部疾病接受支气管镜检查患儿的特征,分析其

支气管镜下表现,评估支气管镜检术对治疗的指导意义及其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6 月因肺部疾病行软性支气管镜检查且合并

有先天性心血管畸形的住院病例共 57 例。所有患儿均入院治疗并诊断为肺炎。通过心脏彩超和/或
磁共振血管造影检查确诊心血管发育畸形。软性支气管镜检查的适应症包括感染､撤机困难､寻找病

原菌､肺实变､喘息或疑似气道发育畸形､持续性肺不张或肺气肿等。采用适合于儿童的奥林巴斯

P260F 或 XP260F 电子支气管镜进行检查。收集 BALF 并进行细胞学及微生物学等检查。分析患

者的特征,评价软性支气管镜镜下诊断､BALF 细胞学和微生物检查结果以及支气镜检查的安全性。 
结果 研究期间 57 例患儿(男 29 例,女 28 例),年龄中位数 4 月(9 天—9 岁)。其中 9 例在气管插管及

机械通气下完成。 常见的先天性心血管发育畸形为房间隔缺损(42%),其次为室间隔缺损(19%)及
肺动脉导管未闭(15%)。镜下诊断 常见的气道发育畸形包括气管喉软骨软化､气道外压性狭窄及气

管狭窄。BALF 细胞学检查示有核细胞数平均值 1.631×10^6/L,中性百分比平均值为 44%,与肺炎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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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相一致。52 例中有 10 例 BALF 标本检出阳性病原菌(19.2%),包括 3 例肺炎克雷伯菌､2 例产酸肺

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糖球菌､鲍曼不动杆菌以及近平滑念珠菌各 1 例。5 例患儿出现轻度并发症,

包括术后发热､检查过程中一过性血氧饱和度下降及粘膜出血,均经对症支持治疗后迅速好转。术中

及术后无危及生命情况发生。 
结论 在先天性心血管发育畸形合并有肺部疾病患儿的诊疗中,软性支气管镜检查是一种重要的工

具。在这类特殊疾病患儿可作为首要选择的检查措施。 
 
 
OR-0200 

四例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纤毛超微结构与基因型分析 
 

王珂,郭春艳,孙立锋,刘奉琴,王金荣,陈星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PCD)纤毛超微结构缺陷及其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对山东省立医院儿科 2013 年-2016 年通过支气管内膜活检电镜诊断的 4 例 PCD 患儿采用靶

向目标捕获结合二代测序,分析其基因突变及临床特点,检索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MIM)､人

类基因突变数据库(HGMD)､Pubmed 和中国知网(CNKI)上报道的中国 PCD 患者基因突变的相关文

献资料,总结其基因突变和纤毛结构的关系。 
结果 4 例患儿年龄 3-11 岁,3 女 1 男,均有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鼻-鼻窦炎;2 例发现 PCD 相关致病

基因突变,1 例 LRRC6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纤毛内外动力臂缺失,1 例 CCDC39 基因纯和突变致纤毛

微管数目异常+内动力臂缺陷。1 例内外动力臂缺失发现 DNAH5 及 DNAH11 杂合突变,1 例纤毛微

管数目异常+内动力臂缺陷未发现已知 PCD 致病基因变异。以上突变位点均为未报到的新突变。检

索出 8 篇文献共报道 7 例基因突变的 PCD 中国患者,国内关于 PCD 及基因突变的研究较少且多集

中在 Kartagener 综合征患者。 
结论 PCD 纤毛结构缺陷与其基因突变类型相关,临床､纤毛超微结构结合靶向捕获二代测序技术为

PCD 的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OR-0201 

基因诊断以反复吸入性肺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CHARGE 综合征

一例并中国人 CHARGE 综合征文献复习 
 

洪达,王慧君,王立波,陆泳,钱莉玲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道一例 CHD7 基因突变导致以反复吸入性肺炎为突出表现的 CHARGE 综合征,探讨中国人

CHARGE 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总结分析 2016 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一例 CHD7 基因突变致 CHARGE 综合征的临

床资料和基因检测结果,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 男,4 月龄,新生儿期出现吞咽困难､呛咳､反复肺炎。入院体格检查示生长发育落后､双侧

外耳廓畸形､右侧隐睾。心超示动脉导管未闭和卵圆孔未闭,视觉诱发电位和脑干诱发电位示视力和

听力损害,喉镜示先天性喉软骨发育不良。11 月龄仍存在明显吞咽困难及反复肺炎,精神运动发育迟

缓。全外显子组测序发现 CHD7 基因 c.7222G>G/T,p.E2408X 杂合无义突变,父母均不携带该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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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发突变。文献复习检索到具有基因诊断的中国人 CHARGE 综合征 2 篇文献共 2 例。结合本文

1 例,3 例中 2 例符合 CHARGE 综合征临床诊断标准,1 例为不典型 CHARGE 综合征,3 例均存在耳

部畸形､生殖器发育不全､先天性心脏病和生长发育落后,其中两例有吞咽困难伴反复肺吸入。两例

为移码突变,1 例为无义突变。 
结论 对于存在反复肺部感染伴耳部畸形､生殖器发育不全､先天性心脏病和生长发育落后的患儿,需
考虑 CHARGE 综合征可能,基因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和干预。 
 
 
OR-0202 

6 年间迁延性咳嗽患儿百日咳感染状况监测 
 

赵阳,米荣,崔晓岱,伏瑾,肖飞,张宝元,李莉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 2011-2016 年 6 年间首都儿科研究所检测的迁延性咳嗽患儿中百日咳感染的状况,以了解

百日咳的流行状况和发病趋势。 
方法 对北京市首都儿科研究所及其他 11 家医院就诊的临床疑诊患儿及有咳嗽病史的家属进行百日

咳相关检测,采用敏感的检测方法,多重 PCR 方法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分别对呼吸道分泌物及血清进

行检测,对百日咳的阳性病例进行分析。 
结果 6 年间总计检测 1318 人次,其中 534 例阳性,阳性率 40.5%。其中百日咳多重 PCR 检出百日咳

阳性病例为 434 人次,占 81.3%,ELISA 检出抗体阳性者仅占 18.7%。检测病例数 6 年来呈上升趋势,
从 2011 年的 103 例增加到 2016 年的 460 例,阳性病例数从 2011 年的 29 例增加到 2016 年的 194
例。6 年来男性百日咳患儿数量高于女性患儿,分别占 59.4%,40.6%。不同年龄组中百日咳检测阳

性以 3-6 月组患儿为 高,占 28.84%,呈逐年增高趋势。以 6 月龄以上组患儿未 低,占 2.06%。

2011 年及 2012 年为项目开始实施的两年,以单中心婴儿病房的疑诊病例送检为主,1-2 月龄患儿的

百日咳检出率分别达到 31.03%,34.15%。 
对本院的阳性病例数进行进一步分析,总计检出阳性病例 268 例,外院阳性病例数 266 例。本院 268
例百日咳患儿中重症病例 58 例,占 21.64%,死亡病例 3 例,轻症病例 210 例,268 例患儿中散居儿童

占 90.67%,托幼儿童占 9.33%。未接种百日咳疫苗者占 69.03%,未完成免疫接种者占 26.49%,完成

免疫接种者占 4.48%。 
结论 百日咳是需要引起临床重视的可以引起迁延性咳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婴幼儿来说百日咳病

情可能会非常危重,甚至危及生命,导致死亡。因此对于疑诊患儿应进行及时检测明确诊断。临床医

生对于百日咳认识的提高是提高百日咳诊断的关键因素之一。 
百日咳敏感检测方法的推广实施是实现临床医生对疑诊患儿快速实验室明确诊断的途径。本研究 6
年来连续监测了入组患儿的百日咳感染状况,得到了及时快速的诊断。 
百日咳发生于缺乏百日咳免疫保护的婴幼儿或儿童,由于注射疫苗后其免疫保护并非终生,从资料中

看到了家庭内百日咳的传播模式,为年长儿､成人-婴儿的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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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03 

重庆地区门诊儿童慢性湿性咳嗽病因构成比研究 
 

李银,刘恩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儿童慢性咳嗽是指以咳嗽为主要或唯一临床表现,持续时间>4 周的咳嗽。根据咳嗽性质又可将

其分为干性咳嗽和湿性咳嗽,后者是特异性咳嗽的重要诊断线索。儿童慢性湿性咳嗽的主要病因包

括: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PBB)､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UACS)､支气管扩张､原发性纤毛活动障碍(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PCD)､囊
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 CF)及支气管异物等。在我国既往的慢性咳嗽病因构成比调查中尚未针对

湿性咳嗽的独立病因进行分析,广大临床医师对 PBB 的临床认识不足,国内相关临床资料亦较少。因

此我们进行了这项前瞻性研究,探讨重庆地区门诊儿童慢性湿性咳嗽的病因构成比,为慢性湿性咳嗽

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5 年 5 月-2017 年 5 月间,每月第二周周二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以下

简称我院)呼吸科门诊特定 A 诊室就诊的 184 例慢性湿性咳嗽患儿,按照慢性咳嗽指南进行病史询问

､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治疗,通过填写儿童慢性湿性咳嗽问卷调查表收集临床资料,并于初诊后半月､

1 月､3 月进行随访, 后确定病因。 

结果 184 例门诊慢性湿性咳嗽患儿主要病因构成依次为:哮喘+UACS(29.9%)､PBB+UACS(23.4%)､

UACS(17.9%)､PBB(12.0%)､哮喘(6.5%),此外,支气管异物 1 例,气道发育异常(支气管桥)1 例,胃食

管反流 1 例,至随访结束病因仍不明 16 例。不同年龄段儿童病因构成比不同,婴幼儿组以

PBB+UACS 多见,学龄前期以哮喘+UACS､PBB+UACS 常见,学龄期组则以哮喘合并 UACS 或单纯

UACS 常见。其中多病因构成病例高达 53.3%。疾病诊断修正率前三位病因为:PBB+UACS(25.6%)
､哮喘+UACS(20.0%)､PBB(18.2%)､UACS(12.1%)。 

结论 重庆地区门诊儿童慢性湿性咳嗽主要病因依次为哮喘合并 UACS､PBB 合并 UACS､UACS､
PBB 以及哮喘。不同年龄段儿童病因构成比不同,对于有哮喘基础的年长儿,需警惕合并 UACS 或下

气道感染,对于缺乏提示其他慢性湿性咳嗽病因诊断线索的婴幼儿,需首先考虑 PBB。 
 
 
OR-0204 

Analysis on surveillance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fection in children 

 
Wang Yingshuo,Yang Dehua,Chen Zhimin 

Children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Mycoplasma pneumoniae (M. pneumoniae) is an important pathogen causing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 In recent years,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 
pneumoniae infection have changed, in the last a few years macrolide-resistance M. pneumoniae 
strains also become common. Furthe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find answers to this 
phenomenon. 
Methods (1) Study population: patients seeing fever clinic for on-site investigation of M. 
pneumonia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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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subjects were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 medical history collec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assistant examination. 
(3) Pharyngeal swab acquisition and DNA detection: after acquisition pharyngeal throat swabs 
from subjects, we detected M. pneumoniae-DNA by realtime-PCR method. For some objects, we 
conducted long-time monitoring for M. pneumoniae-DNA in pharyngeal swabs to observe the 
carrying duration of M. pneumoniae after infection and to observ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ease. 
(4) Culture and isolation of M. pneumoniae strains: throat swab was inoculated to M. pneumoniae 
solid medium, and the isolation, liquid culture and PCR validation were carried out. 
(5) Drug resistance analysis and mutation detection of M. pneumoniae strains: isolated strains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for macrolide-resistance, and the mutation points were confirmed. 
(6) Molecular typing of M. pneumoniae strains: all isolates were detected by MLVA molecular 
genotyping. Parts of strains were also detected by P1 gene typing. The two kinds of molecular 
genotyp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We also expl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MLVA typing in 
molecular characters in M. pneumoniae infection.  
Results (1) Study population: patients seeing fever clinic for on-site investigation of M. 
pneumonia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2)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subjects were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 medical history collec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assistant examination. 
(3) Pharyngeal swab acquisition and DNA detection: after acquisition pharyngeal throat swabs 
from subjects, we detected M. pneumoniae-DNA by realtime-PCR method. For some objects, we 
conducted long-time monitoring for M. pneumoniae-DNA in pharyngeal swabs to observe the 
carrying duration of M. pneumoniae after infection and to observ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ease. 
(4) Culture and isolation of M. pneumoniae strains: throat swab was inoculated to M. pneumoniae 
solid medium, and the isolation, liquid culture and PCR validation were carried out. 
(5) Drug resistance analysis and mutation detection of M. pneumoniae strains: isolated strains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for macrolide-resistance, and the mutation points were confirmed. 
(6) Molecular typing of M. pneumoniae strains: all isolates were detected by MLVA molecular 
genotyping. Parts of strains were also detected by P1 gene typing. The two kinds of molecular 
genotyp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We also expl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MLVA typing in 
molecular characters in M. pneumoniae infection.A total of 1025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mong 
them, 163 were M. pneumoniae-DNA positive, with the positive rate 15.09%. We found that M. 
pneumoniae infection tended to occur in children over the age of 5 years, summer and autumn 
were epidemic seasons, and pneumonia wa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M. pneumoniae infec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M. pneumoniae infec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severity of disease and multiple siblings, an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unny nose, 
nasal symptoms, past history of pneumonia. M. pneumoniae carrying time varied by different 
parts of M. pneumoniae infection: pneumonia was the longest, bronchitis the second, and URI the 
shortest. A total of 94 M. pneumoniae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M. pneumoniae-DNA positive 
patients, with the isolation rate 57.7%. MLVA typing distinguished the strains into 8 types. Except 
2 strains, all the other 92 strains (97.9%) were macrolide-resistant strains. The 2 macrolide-
sensitive strains had a special MLVA type. 
Conclusions M. pneumoniae infection tended to occur in children over the age of 5 years, 
summer and autumn were epidemic seasons, and pneumonia wa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M. 
pneumoniae infection. So M. pneumoniae is an important pathogen of CAP. Age, severity of 
disease and multiple siblings were risk factors of M. pneumoniae infection. Macrolide-resistant 
strains were popular at present. MLVA genotyping may be a molecular epidemiologic method of 
predicting macrolide-resistant strains of M. pneumoniae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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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05 

家族过敏史与被动吸烟对青春期青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 
 

刘丽娟,张晓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研究青春期发育阶段青少年呼吸系统疾病与症状,并探讨家族过敏性疾病史与被动吸烟对其影

响。 
方法 在上海市 2 所中学随机抽取 300 名 12-18 岁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美国流行病学标准问卷

(ATS-DLD-78-C),对青少年呼吸系统疾病和症状､父母哮喘､过敏性疾病家族史及家人居室内吸烟等

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42 份,有效率为 80.6%,其中男生 113 人,女生 129,年龄(12.0-17.8)
岁。其中持续性咳嗽､咳痰､喘息､哮喘及支气管炎的患病例数及自我报告率分别为 24 例(9.9%)､14

例(5.8%)､55 例(22.7%)､26 例(10.7%)､50 例(21.5%),男生哮喘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女生(14% vs. 

6.2%, P<0.05)。父亲有过敏史的学生持续咳嗽､哮喘的患病率均显著升高(X2值分别为 12.687､
7.113,P 均<0.01),而母亲有过敏史的学生支气管炎患病率升高(X2=7.863,P<0.01)。父亲居室内吸烟

的学生哮喘､支气管炎的患病率显著升高(X2值分别为 4.490､7.863,P 均<0.05)。 
结论 家族过敏性疾病史对青春期青少年的呼吸系统健康,特别是喘息性疾病有重要意义。室内被动

吸烟,主要是父亲室内吸烟对青少年急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负面影响。 
 
 
OR-0206 

IFITM3 通过吞噬-溶酶体通路发挥抗结核作用 
 

申晨,申阿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结核病(TB)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感染病。人类 TB 的主要致病菌是结

核分枝杆菌(M. tuberculosis,Mtb),通过呼吸道进入肺泡的 Mtb 被肺泡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吞入,通过

对抗吞噬体成熟而在细胞内增值。儿童 TB 是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重要传染病,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

现干扰素诱导的跨膜蛋白 3(Interferon-induced transmembrane protein 3, IFITM3)与儿童 TB 易感

具有相关性。近年的研究显示,IFITM3 是一个在干扰素和 Toll 样受体诱导下高表达的跨膜蛋白,能够

限制经由内吞途径进入细胞的病毒的复制,然而其抗结核的作用机制尚不十分明确。本研究拟观察

IFITM3 在吞噬-溶酶体通路的定位情况以尝试阐明 IFITM3 抗结核的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构建荧光素-IFITM3 真核表达载体并进行真核细胞转染,通过共聚焦荧光显微镜来观察和捕捉

IFITM3 在 II 型肺泡上皮细胞 A549 内的细胞内定位;通过明确其与特异性定位于早期内体､晚期内体

/溶酶体的蛋白标志物或与酸性细胞器定位荧光染料的共定位情况明确其亚细胞定位。应用带荧光

标记的结核病疫苗菌—减毒的牛结核分枝杆菌(M. bovis BCG)进行 A549 细胞攻击,观察 IFITM3 在

M. bovis BCG 侵袭中的吞噬-溶酶体定位情况,以明确其潜在的抗结核作用机理。 
结果 我们发现过表达 IFITM3 增加了细胞内酸性细胞器的数量并增大了酸性细胞器的体积;并且

IFITM3 过表达能够减低细胞内 M. bovis BCG 的存活。IFITM3 主要定位在细胞膜和细胞内囊泡上,
并且以囊泡定位为主;这些 IFITM3 阳性囊泡能富集酸性细胞器染料。M. bovis BCG 入侵时,IFITM3
在细胞膜上均匀分布,并没有在 M. bovis BCG 吞噬处附近出现富集;同时,IFITM3 在 BCG 吞入 2-4
小时的早期吞噬体上定位较少。24 小时后,部分 BCG 吞噬体与 IFITM3 阳性囊泡发生接触并进行膜

融合,此时的荧光 IFITM3 蛋白通过膜融合处向 BCG 吞噬体膜进行缓慢扩散,以融合处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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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TM3 荧光强度 高,提示 BCG 吞噬体膜的流动性较差。发生融合的 BCG 吞噬体内酸性降低,伴
随 BCG 的酸化和荧光淬灭,提示 BCG 被有效杀灭。 
结论 IFITM3 通过吞噬-溶酶体通路发挥抗结核作用,从而参与调控儿童结核病的发生。 
 
 
OR-0207 

7 例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 C 基因突变相关性 
婴幼儿肺间质疾病临床研究 

 
刘静

1,农光民
1,陈杰华

2, 郑跃杰
2,陈宇清

3,郝创利
3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3.苏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 C 基因 218 位点突变的肺间质疾病患儿的临床特点､基因型和表型相

关性及转归。 
方法 总结 7 例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 C 基因 218 位点突变的肺间质疾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影像学及基

因检测结果。 
结果 (1)基因分析:7 例患儿突变的部位均在 exon3,其中 5 例患儿为 SP-C 基因 
c.218T>C,plle73Thr(杂合突变),2 例患儿为 SP-C 基因 c.218T>A,plle73Asn(纯合突变),6 例合并其

它基因突变,3 例进行了家系调查,只有 1 例父亲存在相同基因位点突变 c.218T>C,plle73Thr,另外 2
个家系无突变。(2)临床资料:7 例患儿均为足月儿,4 例生后 3 个月内发病,2 例 1 岁以后发病,1 例生

后 9 个月发病。均以咳嗽､气促､呼吸困难等为主要表现,伴生长发育受限,低氧血症,不能耐受脱氧,肺
CT 均表现为两肺弥漫性磨玻璃影。7 例患儿中 3 例单纯应用强的松治疗,2 例强的松联合羟氯喹治

疗,2 例对症治疗。3 例死亡,3 例好转,1 例失访。 
结论 SP-C C128 位点突变的间质性肺疾病患儿临床表现没有特异性,临床表型可能受其它因素的影

响,部分患儿单独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不理想。 
 
 
OR-0208 

IL-4､IL-13 基因多态性与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儿童哮喘 
的相关性研究 

 
张季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00 
 

 
目的 探讨 IL-4､IL-13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儿童发生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的相关性及其

对血浆总 IgE(serum total IgE)水平的影响,并了解两个位点对哮喘是否有协同作用。 
方法 筛选 37 例哮喘患儿及 29 例健康儿童,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及直接基因测序法对 IL-
13(Arg130Gln)和 IL-4 基因启动子区-589C/T 基因多态性分析,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哮喘相关指标如血清总 IgE､IL-4､IL-13 水平,并对两组患儿相关

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并分析 IL-13(Arg130Gln)和 IL-4 基因启动子区-589C/T 基因在儿童哮喘发病中

有无协同效应。 
结果 1.哮喘组 IL-4 C-590T 基因 T/T 纯合子的基因型频率和 T 等位基因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

为 45.9%和 10.3%,OR=8.91;63.5%和 36.2%,OR=3.07,P 值均<0.05)。2.哮喘组 IL-13 基因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31 
 

Arg130Gln 位点 A/A 基因型频率和 A 等位基因频率明显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54.1%和

17.2%,OR=6.29;67.6%,39.7%,OR=3.17,P 值均<0.05)。3.在两基因位点中,相同基因型的血清 IgE
水平比较,哮喘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值分别为-2.128,-2.050,-2.700 和-3.766,-3.799,-
3.397,P 值均<0.05)。4.携带 IL-4 -590C/T TT 及 Arg130Gln 位点 AA 基因型组合者患哮喘危险度较

仅携带单一的 L-4 -590C/T TT 基因型或 Arg130Gln 位点 AA 基因型者显著增高,(分别为

OR=6.00,P=0.046;OR=4.50,P=0.033;OR=22,P=0.005)。 
结论 IL-4 基因-589C/T 和 Arg130Gln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新疆维吾尔族儿童哮喘易感性及血清总 IgE
升高有关。IL-4 -590C/T 位点 T 等位基因和 IL-13(Arg130Gln)位点 A 等位基两者有协同效应。 
 
 
OR-0209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支气管镜下特征 
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炎症因子水平的研究 

 
史晓云,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1.研究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与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支气管镜下特点,探索

RMPP 的特征性改变。2.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 IL-17､IL-18､PTX3 水平,探讨它们在肺炎

支原体肺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以及对早期识别 RMPP 的意义,同时探讨全身糖皮质激素及丙种球蛋

白的使用对其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诊断肺炎支原体肺炎且在急性期行纤维支气

管镜检查的患儿作为试验组。分组如下:(1) RMPP 组(60 例):再根据行支气管镜检查前是否使用全身

糖皮质激素及丙种球蛋白(IVIG)分组① RMPP-A 组:两者均未使用,②RMPP-B 组:仅使用全身糖皮质

激素,③RMPP-C 组:两者联合治疗;(2)MPP 组(35 例): 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大环内酯类药物治

疗有效,未使用全身糖皮质激素及 IVIG。同时选取同期行支气管异物取出术的患儿 35 例作为对照

组。 
首先回顾性分析所有患儿的支气管镜下表现的图文和影像学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RMPP 组与

MPP 组的差异性。其次选取留取 BALF 的病例,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检测五组患儿肺泡灌洗液

(BALF) 中 IL-17､IL-18 及 PTX3 水平,分析其临床意义。 

结果 1.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支气管镜下主要表现为病变部位粘膜充血水肿､伴有不等量絮状分

泌物,45%的患儿可见纵行皱襞,个别患儿可见粘膜小结节样突起､粘膜糜烂及炎性狭窄。RMPP 的支

气管镜下表现是在上述表现的基础上发生黏膜糜烂､坏死粘膜脱落比例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 26 例(43.3%)RMPP 患儿镜下可见痰栓堵塞支气管管腔,其中有 5 例为塑形性支气管炎,
占纳入 RMPP 患儿的 8.6%。2.RMPP-A 组及 MPP 组 BALF 中 IL-17､IL-18 以及 PTX3 水平较对照

组均明显升高(P<0.05),但只有 IL-18 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MPP-B 组患儿 BALF
的 IL-17､IL-18 及 PTX3 较 RMPP-A 组均明显下降(P<0.05),并且 RMPP-C 组与 RMPP-A 组相

比,IL-18 及 PTX-3 水平明显下降(P<0.05),但 IL-17 在该两组间组无差异(P>0.05)。比较 RMPP-B
及 RMPP-C 组两组之间三种炎症因子的水平,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1.与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相比,RMPP 患儿的支气管镜表现更为严重,粘膜糜烂及坏死粘膜脱落

､以及痰栓､塑形的形成为 RMPP 的特征性表现,可帮助识别 RMPP。2.IL-17､IL-18 及 PTX3 均参与

了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发病过程,而 IL-18 可作为预测 RMPP 的生物学指标。全身用糖皮质激素可抑

制机体 IL-17､IL-18 及 PTX-3 等炎症因子的释放,为应用激素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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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10 

脉冲振荡肺功能在学龄前儿童哮喘长期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冯雍,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近年来儿童哮喘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哮喘的控制水平评估和长期管理仍是临床的重点和难

点。脉冲振荡肺功能(IOS)因其无需特殊配合,尤为适用于学龄前儿童,本文旨在评价 IOS 在学龄前儿

童哮喘长期管理治疗中的变化特点,以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的轻中度哮喘急性发作患儿 40
例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基本信息､人口学资料等,于初诊(T0)时完成 IOS 检测,获得相关参数。根据

我国 2008 年《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推荐的哮喘长期治疗方案选择初始治疗方案。分

别于 1 月后(T1)､3 个月后(T2)及 6 个月后(T3)门诊复诊,同时完成 IOS 检查并获得相关数据。每次

均根据长期治疗方案调整治疗方案。 
结果 40 例患儿中,男 26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 3.68±0.58 岁。R5 在 T0､T1､T2 和 T3时分别为

1.27±0.33､1.12±0.26､1.01±0.26 和 0.89±0.24 kPa/L/s,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R20 

分别为 0.77±0.19､0.67±0.16､0.66±0.16 和 0.59±0.15 kPa/L/s,两两比较除 T1 和 T2 之间无差异外

(P>0.05),均有统计学显著性(P<0.05)。R5-R20 分别为 0.50±0.24､0.45±0.18､0.35±0.19 and 
0.30±0.20 kPa/L/s,两两比较除 T0 和 T1 之间无差异外(P>0.05),均有统计学显著性(P<0.05)。Fres 
分别为 25.38±6.91､22.70±3.19､21.41±2.40 和 20.13±2.69 Hz,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AX 分别为 4.29±1.91､3.23±1.33､2.48±1.28 和 1.81±0.90 kPa/L,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哮喘急性轻中度发作后的学龄前患儿,随着长期控制治疗,IOS 参数不同程度改善。R5､
Fres 和 AX 能更好反应哮喘治疗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在学龄前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用 IOS 来评

估肺部阻力的变化更有助于对治疗反应的评价,以指导治疗方案的调整。然而,关于 IOS 与气道炎症

之间的关系,仍需深入研究。 
 
 
OR-0211 

ERK1/2/NF-κB 信号通路对哮喘小鼠气道 Kv1.3 
钾离子通道调节作用的初步探讨 

 
周倩兰,王天玥,李淼,王植嘉 ,张晗,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Kv1.3 钾离子通道在与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联系。ERK1/2/NF-κB 信号通路

在哮喘的炎症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研究 ERK1/2/NF-κB 信号通路在中性粒细胞性哮

喘模型中是否对气道 Kv1.3 钾离子通道有调控作用。 
方法 雌性 BALB/c 小鼠 24 只,按照不同干预因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8 只:对照组､中性粒细胞性哮喘

组､中性粒细胞性哮喘 PAP-1 治疗组。模型制造后制备脾单核细胞悬液,分组培养:(1)正常小鼠空白

对照脾单核细胞组;(2)中性粒细胞性哮喘脾单核细胞组;(3)中性粒细胞性哮喘 PAP-A 干预脾单核细

胞组:(4)中性粒细胞性哮喘 PAP-A 干预脾单核细胞培养加用 ERK 信号通路阻断剂 PD98059 干预

组;(5)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小鼠脾单核细胞 ERK 信号通路阻断剂 PD98059 干预组;(6)中性粒细胞性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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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小鼠脾单核细胞 Erk 激活剂表皮生长因子(EGF)干预组。膜片钳方法检测各组单核细胞中 Kv1.3
钾离子通道功能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组脾单核淋巴细胞 Kv1.3 电流强度及电流密度增加,经 PAP-1
治疗后 Kv1.3 电流强度及电流密度明显下降(P<0.01 )。经 EGF 刺激后,Kv1.3 电流强度及电流密度

进一步增高(P<0.05),而经 PD98059 干预后 KV1.3 电流强度及电流密度较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组下

降。PD98059 联合 PAP-1 治疗后 KV1.3 电流强度及电流密度与 PAP-1 治疗组相比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抑制 ERK1/2/NF-κB 信号通路活性能减少 kv1.3 钾离子通道电流强度。 
 
 
OR-0212 

苏州地区儿童七种下呼吸道病毒感染 临床流行病学 
 

严永东,鲁成刚,蒋吴君,陈正荣,王美娟,黄莉,朱灿红,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比较下呼吸道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鼻病毒(HRV)､博卡病毒(HBoV)､副流感病毒(PinF)､流感

病毒(Flu)､腺病毒(ADV)､偏肺病毒(hMPV)感染患儿的临床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0 月于我院住院的 4369 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ALRTI)患
儿的临床资料,比较七种下呼吸道病毒感染临床流行病学特征。 
结果 ⑴病毒检出情况:4369 例患儿鼻咽部分泌物标本中,1543 例检出至少 1 种病毒,总检出阳性率为

35.32%,各种病毒检出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RSV12.45%､HRV12.22%､HBoV6.13%､PinF5.15%

､Flu1.12%､ADV0.85%和 hMPV0.46%。有 118 例病毒与其他病毒混合感染,626 例病毒与细菌混

合感染,235 例病毒与 MP 混合感染,以 HRV 和 HBoV 与其他病原的混合感染居多,HRV 与其他病毒

占 65.25%,与细菌 40.82%,与 MP18.91%,HBoV 与其他病毒占 53.38%,与细菌 32.09%,与
MP20.52%。⑵年龄分布:在≤1 岁婴儿中 RSV 检出率 高,在>1 岁儿童中 HRV 检出率 高,HBoV

在>1 岁~3 岁幼儿中检出率 高,PinF 在>6 个月~1 岁婴儿中检出率 高。⑶季节分布:RSV 在冬季

检出率 高,HRV 在秋季检出率 高,HBoV 在夏秋季检出率高于冬春季,PinF 在春夏季检出率高于

秋冬季,Flu 在冬季检出率 高。⑷临床特点:①RSV､HRV 和 HBoV 在喘息组检出率高于无喘息组;

②RSV 和 HRV 在无发热组检出率高于发热组,HBoV､Flu 和 ADV 在发热组检出率高于无发热组;③
RSV 和 HBoV 在气促/呼吸困难组检出率高于无气促/呼吸困难组,PinF 在气促/呼吸困难组检出率低

于无气促/呼吸困难组。⑸疾病:在毛细支气管炎组中 RSV 检出率 高;在哮喘急性发作组中 HRV 检

出率 高;在普通肺炎组中 HRV 检出率 高,而在重症肺炎组中 RSV 检出率 高;HBoV 在重症肺炎

组检出率 高;其他病毒在不同疾病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⑹特应性体质:HRV 在特应性体质

患儿中检出率高于非特应性体质患儿,其他病毒在两组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⑴RSV 易感染<1 岁婴儿,尤其是<6 个月,多流行于秋冬季,RSV 感染后易出现喘息､气促和呼吸

困难等临床表现,易导致毛细支气管炎和重症肺炎等疾病。⑵HRV 易感染大于 1 岁的儿童,春夏秋季

均高发,HRV 感染易出现喘息症状,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患儿中检出率 高。易与细菌混合感染。⑶
HBoV 易感染 1~3 岁的儿童,多流行于夏秋季,在重症肺炎患儿中检出率 高,易与其他病原体混合感

染。HBoV 感染易出现喘息､发热､气促等临床表现。⑷Flu､ADV 易出现发热症状,其他临床流行病

学无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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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13 

婴幼儿咽喉反流与持续喘息的关系探讨 
 

杨运刚,陈幼芬,孙秋凤,陈莉莉,吴谨准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婴幼儿咽喉反流与持续喘息的关系,为持续喘息患儿的诊治提供一种思路 
方法 对持续喘息一个月以上且经门诊给予普米克令舒雾化治疗没有缓解的患儿收入院,并行纤维支

气管镜检查(排除标准:支气管镜镜检提示先天性气管狭窄,外压致气管狭窄､气管异物､舌根部囊肿

等),共计 60 例,其中男 45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为(9.93±0.82)月;所有患儿均行喉咽部 PH 值检测。

咽喉反流诊断标准:Ryan 评分反映监测结果,设定直立位时 pH<5.5,卧位时 pH<5.0,依据在这两个刻

度以下的 24 h 反流事件总次数､反流百分比时间以及 长反流时间等参数统计计算出 Ryan 指数。

直立位时 Ryan 指数>9.41 和/或卧位时>6.79 为咽喉反流性疾病。根据咽喉反流诊断标准分为咽喉

反流组及无反流组;根据气管镜镜下表现分为气管软化组及无气管软化组。 
结果 1､气管镜检查结果提示所有患儿均有气管､支气管内膜炎症,且 22 例患儿有气管支气管软化,称
为气管软化组,平均年龄为(8.13±5.65)月;38 例无气管支气管软化,称为无气管软化组, 平均年龄为

(10.92±5.59)月,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2､根据 Ryan 指数,36 例患儿有咽喉反流,发生率达

60%;3､气管软化组的直立位时 Ryan 指数为(197.67±228.19),明显高于无气管软化组(33.76±49.64),

两者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t=3.32,P<0.05)4､气管软化组和无气管软化组均有 18 例患儿符合咽喉反

流诊断标准,咽喉反流的发生率分别为 81.8%及 47.4%,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x2=6.89,P<0.01) 
结论 1､咽喉反流是引起患儿持续喘息的重要原因;2､具有气管软化的持续喘息患儿,咽喉反流的发生

率更高。 
 
 
OR-0214 

利用能谱 CT 定量评价 BO 患儿肺脏血流灌注 
 

孙记航,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100045 

 
 
目的 利用能谱 CT(GSI)定量评价肺脏血流分布的特点及与肺脏通气障碍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需要行增强胸部 CT 扫描的 BO 患儿 12 例,中位年龄 2 岁(年龄范围 1~8 岁),使用 GSI 扫描

模式,将获得的 CT 图像转换为碘基图,在图像上选择肺野内存在马赛克征的部位进行评价,分别测量

马赛克征区域正常和异常区域的肺 CT 值,碘浓度值,比较两区域 CT 值,碘浓度值的相关性,以及变化

程度有无统计学差异;同时主观评价肺窗马赛克征与碘基图马赛克灌注面积､位置是否匹配。 
结果 正常和异常区域的肺 CT 值,碘浓度值有相关性(P<0.05);马赛克征区域 CT 值变化差异的

39.42±10.84%,碘浓度差异为 77.69±6.81%,变化程度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主观评价马赛克灌注与

马赛克征符合度好。 
结论 BO 患儿肺血流灌注异常与肺通气异常存在一定关系,但是严重程度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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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15 

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治疗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后对远期发生喘息影

响的多中心初步研究 
 

杨丽华
2,1,张国成

2,3,孙新
2,许东亮

2,刘长山
1,赵琳

4,安淑华
5,陈静

6,熊建新
7,薛雪

8,魏兵
9,苏艳琦

10,荣潇
11,单晖

12,
王成秀

13,吴澄清
14,任小玲

15,于海明
16,廖莉

17,宋少峰
18,黄路圣

19,刘金凤
20,曹虹

21,王亚军
22,辛毅

23 
1.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3.天津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儿童医院 

4.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河北省儿童医院 
6.沈阳市儿童医院 
7.常州市儿童医院 
8.苏州市立医院 

9.沈阳军区总医院 
10.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11.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12.本溪市中心医院 

13.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14.昆明市儿童医院 
15.綦江人民医院 

16.保定市儿童医院 
17.重庆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18.西安市北方医院 
19.泰兴人民医院 
20.菏泽市立医院 

21.昆明市延安医院 
22.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3.烟台硫磺顶医院 
 

 
目的 探讨重组人干扰素 α1b(rhIFNα1b)治疗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后对远期发生喘息的影响。 
方法 在 22 家医院,对 2009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因“肺炎(病毒性)､喘息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

住院治疗的下呼吸道感染婴幼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住院时年龄､性别､住院期间是否用 rhIFNα1b 治疗

､诊断)进行采集。并通过电话和发放问卷的方式,调查入选病例出生体重､孕周､孩子及家族过敏史､

喂养史､家庭环境､随访时年龄､近 1 年喘息发作情况。根据住院期间是否用 rhIFNα1b 治疗分为干扰

素治疗组和非干扰素治疗组,比较两组间近 1 年喘息发作有无区别;根据近 1 年喘息发作情况分为喘

息组和非喘息组,对两组中基线资料进行组间对比,先行单因素分析,对单因素分析结果中 P<0.05 的

指标进一步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预

测能力。 
结果 (1)获得随访资料 602 例,因问卷填写不全､rhIFNα1b 用量<1ug/(kg.d)或疗程<3 天､住院日期不

在随访范围内､住院时年龄>3 岁等因素排除 62 例,540 例符合入选分析;(2)540 例随访近 1 年有喘息

发作共 95 例(17.6%);其中干扰素治疗 253 例,随访有喘息发作 35 例 (13.8%),未用干扰素治疗 287
例,随访有喘息发作 60 例(20.9%),两组喘息发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1);(3)对有喘息发作组

和无喘息发作组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孩子过敏史､家族过敏史､住院期间使用 rhIFNα1b 治疗､

住院时年龄､住房情况､喂养史共 6 个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孩子过敏史(OR=2.14,P=0.004)､未使用 rhIFNα1b 治疗(OR=1.70,P=0.028)､住房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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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92,P=0.012)是危险因素;母乳喂养(OR=0.44,P=0.008)､住院时年龄≤1 岁(OR=0.58,P=0.024)
是保护因素。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8,P=0.00,该回归模型有中等诊断准确度。 
结论 应用 rhIFNα1b 治疗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有助于降低婴幼儿远期喘息发病率。 
 
 
OR-0216 

391 例儿童肺大血管发育畸形的临床特点及诊治分析 
 

施林微,张海邻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儿童肺大血管发育畸形的类型､临床特点及诊疗,提高对该类疾病的早期诊断率。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入住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的 391 例肺

大血管发育畸形的患儿的临床､实验室及影像学资料,对其分类､临床特点､诊疗等进行探讨分析。 
结果 患儿共 391 例,男 243 例,女 148 例,诊断年龄 1 天~13 岁,中位年龄 6 月,67.9%的患儿于 1 岁以

内就诊。包括儿童肺大血管发育畸形的类型有 :(1)肺大动脉畸形 360 例(360/391)(其中 10 例合并肺

大静脉畸形,17 例合并另一种肺大动脉畸形),包括肺动脉(瓣､干)闭锁 71 例(71/391),一侧肺动脉缺如

5 例(5/391),肺动脉发育不全 14 例(14/391),肺动脉(瓣､分支)狭窄 260 例(260/391),肺动脉起源异常

1 例(1/391),肺动脉吊带(迷走肺动脉)13 例(13/391),肺动-静脉瘘 4 例(4/391),特发性肺动脉扩张 1 例

(1/391),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 5 例(5/391),冠状动脉-肺动脉瘘 1 例(1/391),肺动脉隔膜形成 1 例

(1/391),主-肺动脉窗 1 例(1/391)。(2)肺大静脉畸形 41 例(其中 10 例合并肺大动脉畸形)(41/391),包
括肺静脉异位引流 39 例(39/391),肺静脉闭锁 1 例(1/391),肺静脉缺如 1 例(1/391)。患儿常见就诊

原因或首发症状:(1)呼吸道感染症状(144/391),(2)心脏杂音(118/391),(3)发绀(98/391),(4)体检 B 超

发现(31/391),(5)其他如:咯血､黄疸､吃奶欠佳､反应差､呕吐､腹泻､脑积水等原因(36/391)就诊时发

现。其中,肺动脉(瓣､干)闭锁､肺动-静脉瘘､肺静脉异位引流 常见的临床表现是发绀(43/71)､(2/4)､

(19/39)。肺动脉吊带通常表现为反复呼吸道感染症状(11/13)。肺动脉(瓣､分支)狭窄约 1/3 仅有心

脏杂音,约 1/3 表现为呼吸道感染。经手术､介入手术､心导管检查及造影术确诊的 162 例肺大血管

畸形中,术前经临床和影像学做出初步诊断占 90.1%。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 5 例皆由心导管检查及

造影术确诊。超声心动图是其主要筛选手段,CTA､血管重建､血管造影､心导管检查及造影术是其确

诊的主要手段。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介入及药物辅助治疗。 

结论 部分肺大血管畸形的患儿根据其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易明确诊断,但对于有反复喘息､反复呼

吸道感染､咯血､发绀等表现的患儿,应考虑到肺动脉吊带､肺静脉异位引流､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肺
动静脉瘘等少见畸形的诊断。影像学检查对于肺大血管畸形的诊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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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17 

2015-2017 两年度湖南儿童百日咳患儿临床特点的比较 
 

夏艳华
1,钟礼立

1,王曼知
2,许继志

3,温瑞安
4,韩海英

5,黄玉辉
6,杨昭慧

7,林琳
1 

1.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长沙市中心医院 

3.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4.邵阳市一医院 

5.邵阳市中心医院 
6.益阳资兴妇幼医院 

7.永州三医院 
 

 
目的 比较 2015-2017 两年度湖南地区儿童百日咳的流行情况以及儿童百日咳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湖南部分地区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期间(共 349 例)及 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期间

(共 224 例)疑似百日咳患儿鼻咽拭子标本行 PCR 检测,比较其两年总的阳性检出率,并对我院这两年

来疑似百日咳住院患儿的的临床特征进行详细对比。 
结果 湖南部分地区 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期间疑似百日咳患儿鼻咽拭子 PCR 检测阳性检出率

(75.2%)明显高于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45.9%);其中对我院两年百日咳患儿临床特征进行分析,
资料显示男性患儿高于女性;百日咳杆菌检出阳性的患儿在各个年龄阶段均有分布,但仍以 6 月龄以

下居多(73.03%,71,11%),48 月龄以上的患儿阳性检出率较前一年有上升趋势,但入院时病程,住院时

间较前一年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期间出现百日咳脑病 1 人,无需

有创呼吸机辅助治疗者;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需有创呼吸机 6 人,均见于 3 月以下婴儿。 
结论 近两年湖南部分地区儿童百日咳 PCR 检测阳性检出率越来越高,大年龄患儿增多,但小婴儿病

情有加重,医护人员对儿童百日咳的识别逐渐加强。 
 
 
OR-0218 

构建以专科护士为枢纽的整合医学综合服务平台 
实施慢病患儿院后管理 

 
豆欣蔓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为更好地衔接慢病患儿出入院的流程,为患儿出院后的居家养疗提供高质量､连续性､同质化的

医疗护理服务,文章就瑞典慢病患儿院内管理及出院后延续性管理的良好结合的体会入手,围绕延续

性管理与整合医学之间的相关性,阐述了我院在引入､优化､试运行整合医学综合信息化平台,对慢病

患儿进行诊疗康复全程管理的工作体会,并对这一新型医学合作模式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积极的展

望。 
方法 1  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 
2 工作流程 
3  远程视频查房系统 
4  远程健康教育及指导 
5  社区基层专业培训  
6 费用计算方式 
结果 1 软件平台运行良好,医护团队､健康管理师､患儿及家属,各角色的操作 PC 端 App 端,经过反复

测试,证明软件运行流畅,能够满足预计工作需求,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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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满意度较好。通过对小儿脑病及肾病小规模的病例尝试使用,医护协作小组和患方均初步表达了

高度赞赏。 
结论 总之,我们通过参与设计､研发整合医学综合服务平台,对其在儿童慢病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

总结,更加深刻理解了整合医学的广阔内涵。在护理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整合医学理念融入到护理

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必将是今后临床护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OR-0219 

Promotion of Breastfeeding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ntroduce Use of Expressed Breast Milk (EBM) Diary in 

NICU 
 

Chen Yanfen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0000000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breast milk supply according to their baby’s needs to 
achieve feeding on human milk exclusively during the entire hospital stay.  
Methods  
The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in 4 phases: 
1. An EBM diary was designed. 
2. Educational materials designed for NICU nurses 
3. In-service training was delivered to nurses in the unit using the educational 
materials developed in phase two. 
4. EBM diary was piloted in NICU. EBM diary and briefing on use of EBM diary were given to 
the participants.  
Resul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BM diary was smooth. Ten diaries was given to ten NICU 
mothers. Nine mothers achieved the goal of expressing 500-1000ml EBM per day on Day7 and 
one achieved on day10.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mothers in EBM were all resolved after 
discussing with the case nurses.  
Conclusions Human breast milk is the ideal food for all healthy or sick infants in terms of a 
natural nutrition, better nutrient composition and immunization against infections especially in 
premature infants who are not medically stable for oral feeding and breastfeeding.  
 
 
OR-0220 

两种不同保温系统对唇裂修补术的新生儿 
外周血白细胞介素和凝血功能的影响 

 
陈春梅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比较 Inditherm 压力加温系统和充气式保温毯对唇裂修补术中新生儿外周血白细胞介素 IL-6､
IL-10 和凝血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63 例先天性唇裂的新生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 31 例和实验组 32 例,两组均在采用

调节室温,添加被服保暖措施的基础上对照组采用充气式保温毯身下毯保温,实验组采用 Inditherm 压

力加温系统保温。观察两组新生儿于入室即刻(T0)､手术结束即刻(T1)､术后 1h(T2)时的体温和外周

血白细胞介素 IL- 6､IL-10 的浓度。观察术后 1h(T2)时的 PT､ APTT､TT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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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试验组在 Tl､T2 时体温保持恒定,对照组在 Tl､T2 时体温波动较大(P<0.05);试验组在 Tl､T2 时

IL-6､IL-10 血浆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试验组在在 T2 时 PT､APTT､TT 时间均较缩短

(P<0.05) 
结论  不同保温方法对唇裂修补术的新生儿术后 IL-6､IL-10 血浆浓度以及 PT､APTT､TT 时间均有影

响,手术过程中采用 Inditherm 压力加温系统的保温方法利于维持新生儿免疫功能和促进凝血。 
 
 
OR-0221 

STAMP 营养不良筛查工具对住院患儿 
营养风险筛查的诊断准确性研究 

 
冯升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 STAMP 营养不良筛查工具在筛查住院患儿营养不良风险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取前瞻性队列研究,按照方便抽样的原则, 对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上海某综合性儿

童专科医院的 808 例住院患儿用 STAMP 进行营养风险筛查。 
结果 以 WHO 推荐的 Z 值为金标准,808 例患儿中有 268 例存在营养不良风险,营养不良风险发生率

为 33.2%;有 97 例被诊断为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12.0%,97 例营养不良的患儿中恶性肿瘤

36 例(37.1%)､先天性心脏病 19 例(19.6%)､普外科疾病 19 例(19.6%)､其他 23 例(23.7%)。用

STAMP 筛查出营养不良低风险患儿为 137 名(17.0%)､中风险患儿为 604 名(74.7%)､高风险患儿为

67 名(8.3%)。以 STAMP 总分 2 分作为临界点时,STAMP 的灵敏度为 92.5%(95%CI 0.887-0.954);
特异度为 21.7%(95%CI 0.183-0.254),阳性预测值为 37.0%,阴性预测值为 85.4%;STAM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22。 
结论 住院患儿是营养不良的高危人群,以 STAMP 总分为 2 作为临界点时,筛查的灵敏度较高,可以尽

可能筛查出营养不良风险的患儿,但特异度较低,ROC 曲线下面积也不高。由于本研究中纳入对象病

种相对集中,且研究场所仅限一家三级甲等专科儿童医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做进一步的多中心

､大样本量和病种丰富的研究。 
 
 
OR-0222 

北京市五家三甲医院儿科护士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 
 

孙静
1,连冬梅

1,程蕾
1,薄海欣

1,陆朋伟
1,2 

1.北京协和医院 
2.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北京市三甲医院儿科护士职业倦怠以及应对方式的现状,以及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之间的

相关性。 
方法 采用马氏职业倦怠量表-人类服务版(MBI-HSS)以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对北京市五家三

甲医院 233 名儿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⑴职业倦怠三个维度中处于中度倦怠者均超过 50%,情感耗竭中处于重度倦怠水平者 高,占总

数的 22.7%。⑵积极应对方式得分高于全国常模,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低于全国常模(t=5.10,P=0.00; 
t=-12.60,P=0.00;)。两者均有统计学差异。积极应对方式中得分高的前三项为:尽量看到事物中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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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与人交谈,倾诉内心烦恼和改变自己的想法,重新发现生活中什么重要;消极应对方式中得分高

的前三项为自己安慰自己､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抛开和接受现实,因为没有其他办法。⑶积极

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中去人格化维度显著相关(r=-0.236,P=0.000);消极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的三个

维度均相关(r=0.246,P=0.000;r=0.294,P=0.000;r=-0.132;P<0.05)。 
结论 儿科护士群体存在较严重的职业倦怠,尤以情感耗竭维度 严重;护理管理者应该引导护士尽量

少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OR-0223 

医院专科护士岗位管理的长效机制探讨 
 

朱丽辉
1,谢鑑辉

1,刘新
1,熊亮

1,李枝国
1,丁川中

1,朱丽辉
1,谢鑑辉

1,刘新
1,熊亮

1,李枝国
1,丁川中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2.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目的 探讨提升专科护士能力,规范专科护士岗位管理的有效方法 
方法 我院制定国家､省级､院级三级合一的专科护士管理方案,培养院级新生儿､重症监护､感染等专

科护士。按照医院､大科和本科室(小科)三个层次进行培训,从专科理论知识､操作和学术能力三个方

面进行考核。 
结果 两年来,医院专科护理队伍稳定,专科质量和专科影响力不断提升。2015 年 202 名院级专科护

士合格率 95.5%;2016 年 244 名专科护士合格率 96.7%,专科护士两年来主持院级护理查房会诊 11
次,科内护理查房 209 次,院内新技术立项 19 项,院级及以上课题立项 7 项 ,发表论文综述 153 篇,院
外公开发表科普文 231 篇。 
结论 专科护士管理不仅要体现岗位特色,提高专科能力,促进专业发展,而且要进一步促进护教研专科

考评体系的完善,打造一支护教研三位一体的优秀护理团队。 
 
 
OR-0224 

改良式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法结合睡眠干预 
对婴幼儿镇静效果的影响 

 
汪婷婷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改良式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法结合睡眠干预在婴幼儿辅助检查过程中的镇静效果 
方法 将 160 例在辅助检查中需要水合氯醛保留灌肠的婴幼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80 例,对
照组采用传统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法,观察组采用改良式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法结合睡眠干预,观察两组

婴幼儿保留灌肠后进入睡眠的起效时间､睡眠维持时间､灌肠液的外溢及灌肠后的不良反应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婴幼儿睡眠起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睡眠维持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灌肠液外溢次数少

于对照组,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改良式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法结合睡眠干预缩短药物起效时间延长药物维持时间,较少灌肠药液

的排出,提高婴幼儿的镇静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41 
 

OR-0225 

一例 Prader-WIilli 重症酮症酸中毒合并 
急性胰腺炎患儿的护理体会 

 
张亮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总结一例 Prader-WIilli 重症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患儿的护理方法及相关经验. 
方法 通过严格的生命体征监护,及时纠正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监测血糖,尿糖,纠正低血钾,纠正并

发症,积极抗感染。 
结果 患儿通过精心的护理,有效的对症治疗,患儿生命体征日渐平稳。经治疗 18 天,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细致的病情观察,精心的综合护理,有效的沟通指导可促进重症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患儿

的康复. 
 
 
OR-0226 

NICU 极低出生体重儿母亲泌乳量改进措施的效果评价 
 

翁莉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比较母乳喂养质量改进干预期和稳定干预期对 NICU 中极低出生体重儿母亲泌乳量的不同影

响。 
方法 回顾性的收集了我院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 NICU 极低出生体重儿母婴分室的早产儿母

亲的泌乳和亲母母乳喂养情况(质量改进干预期)以及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质量改进稳定干

预期)的资料。对两组母亲的每日泌乳情况(挤奶次数､挤奶量､挤奶量达到 350ml 的时间､7 天内挤奶

量≥350ml 的人数)和亲母母乳喂养情况(亲母母乳喂养率､亲母母乳喂养量)进行比较。 
结果 质量改进稳定干预期母亲的泌乳情况和亲母母乳喂养情况比质量改进干预期有所改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母乳喂养质量改进措施的稳定实施可提高 NICU 中极低出生体重儿母亲泌乳量,改善母婴分室

的早产儿亲母母乳喂养情况。 
 
 
OR-0227 

4 例小儿难治性癫痫行迷走神经刺激术围术期护理 
 

吴少珠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难治性癫痫患儿行迷走神经刺激术的围术期护理 
方法 4 例(其中 West 综合征 2 例,原因不明 2 例)难治性癫痫行迷走神经刺激术(VNS)治疗的患儿术

前及术后护理､出院后随访及生活指导等有效措施 
结果 4 例患儿经精细护理及随访,指导家属为患儿保护切口,定时复诊,配合刺激参数的调节,按时按量

服药等综合治疗,癫痫发作次数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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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精细化的专业护理和康复指导可以提高迷走神经刺激术的疗效,改善患儿生活质量及有助于生

长发育 
 
 
OR-0228 

95 例新生儿肠造口术后的造口及造口旁伤口护理 
 

杨童玲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加强新生儿肠造口术后的造口及伤口护理可减少造口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儿的痛苦,为患儿择

期回纳造口手术提供优秀的手术条件。 
方法 总结 95 例新生儿肠造口术后的临床资料与造口及造口旁伤口护理的具体措施。认为对肠造口

的新生儿实施有效的､细致的造口及造口旁伤口护理与全面的出院健康指导是提高择期关闭造口术

成功的关键。 
结果  1 例因手术后感染伴多脏器功能衰竭､严重酸中毒未能纠正死亡,2 例家长放弃治疗,2 例患儿发

生造口肠管脱垂,4 例患儿发生造口旁伤口裂开,25 例提早行造口还纳术,其余 67 例病情稳定后带造

口出院,4—6 个月后行根治手术。 
结论 新生儿肠造口术后并发症多样,疾病种类､造口原因､造口的位置､新生儿的日龄､出生体重等都

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小肠造口的并发生往往多于结肠造口的并发症,有些并发症互为因果,因为一种

并发症可能会并发其它的多种并发症。所以,需要新生儿护理人员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及临床经验,
针对不同的造口制定个体化的护理计划,不仅可以降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为二期手术提供良好的

条件,也可减轻患儿的痛苦,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OR-0229 

基于 IMB 模型的健康教育在初发儿童 I 型糖尿病 
家庭照顾者护理能力的应用 

 
马翠婷,徐美玲,卢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1000 
 

 
目的 探讨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Modsel,IMB 模型)
的健康教育在初发儿童 I 型糖尿病家庭照顾者护理能力的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9 月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儿童 I 型糖尿病患者家庭照顾者 60 例,
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宣教,观察组在常规健康宣教的基础上,通过对 I
型糖尿病患者家庭照顾者采用以 IMB 技巧模型为理论基础的健康教育,比较 2 组患者家庭照顾者的

知识掌握情况及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对儿童 I 型糖尿病家庭照顾者采用基于 IMB 技巧模型的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照顾者护理知识

和能力,增加患者治疗的依从性,进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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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30 

ICU 患儿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危机干预效果分析 
 

黄丽娟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00 

 
 
目的 探讨危机干预在危重患儿电子气管镜检查中的积极作用。使气管镜检查顺利进行。电子气管

镜检查是临床上重要的检查治疗手段,它不但对气管､支气管的各种疾病作出诊断,明确肿瘤､结核､炎

症､气管､支气管内异物及支气管内炎症､出血的性质和部位,还可以进行支气管内的各种介入治疗,在
现代呼吸内科的诊疗中必不可少。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 100 例 ICU 患儿进行电子气管镜检查治疗中,50 例试验组

科室医护人员及内镜中心的护理人员给予危机干预,与 50 例未进行护理干预的患儿对照。 
结果 通过危机干预,50 例试验组患儿顺利通过气管镜检查治疗,减轻了患儿的痛苦,减少操作时间,效
果良好,家长满意。 
结论 制定科学的危机干预方法,提高患儿治疗护理的依从性,提高治愈率,提高患儿及家长的满意度,
危机干预方法,不紧应用于 ICU 患儿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前､术中､术后及术后延续护理中,危机干预

可在儿科护理中普遍应用。 
 
 
OR-0231 

奥马哈系统在癫痫儿童延续照护中的应用研究 
 

崔璀,郑显兰,李双子,陈文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以奥马哈系统为框架,制定科学性､操作性､适用性较强的癫痫儿童延续照护方案,以解决患儿问

题为主线,优化延续照护路径,以达到良好护理结局。 
方法 应用交叉映射法,回顾性分析 110 例癫痫患儿的护理记录单,考察其与奥马哈系统概念之间的吻

合程度。以奥马哈系统为理论框架,结合病历和文献回顾,经 3 轮焦点小组访谈构建癫痫儿童延续照

护表单。选取 2015 年 8~12 月 48 例初诊癫痫患儿为对照组,按照临床路径采取常规照护和随

访;2016 年 1~5 月 48 例初诊癫痫患儿为观察组,在常规照护基础上应用延续照护表单进行管理。比

较两组干预效果和家庭疾病管理能力。 
结果 1.癫痫患儿护理记录中提取描述患儿存在的护理问题､症状和体征的条目共计 209 条,描述护士

干预措施的句子有 280 条,共计 489 条。其中 394 条(80.6%)与奥马哈系统之间概念完全吻合,74 条

(15.1%)部分吻合,21 条(4.3%)不吻合。2.癫痫儿童延续照护程序以奥马哈系统的问题评估､干预处

置和结局评价为框架。以时间为横轴,包括住院阶段(从入院至出院前 2 天)､出院前(出院前 2 天)､出

院后 1 个月末､出院后 3 个月末;以奥马哈系统生理､健康行为､心理社会和环境 4 个领域相关问题和

症状为纵轴。评估部分涵盖奥马哈系统问题分类的 4 个领域､13 项问题和症状(67 个条目)。干预部

分围绕护理问题设置,涵盖 4 种干预类别､132 个措施导向。表单结局评价部分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对患儿存在的问题从认知､行为､状况 3 个方面进行评估。3.癫痫患儿发生率超过 50%的护理问题

为神经-肌肉-骨骼功能､抗癫痫药物方案､睡眠和休息形态､精神健康､成长发育和收入。干预类别的

实施率为教育指导和咨询(100%)､治疗程序(72.5%)､监测(81.3%)､个案管理(32.5%)。除收入问题

外,观察组患儿 3 个月后各领域护理问题发生率低于住院阶段(P<0.05);除认知､精神健康条目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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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前后主要护理问题的认知-行为-状况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住院时间､住院费

用､再次入院率､脑电图结果和家庭疾病管理能力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奥马哈系统可描述癫痫患儿临床大部分问题､症状和体征及干预措施,对儿科护理评估和干预

提供有效指引,适合作为我国癫痫儿童护理标准化语言,应用前需做适当修改和调试。 
2. 以奥马哈系统为框架的延续照护方案的设计,集评估､干预､评价于一体,实现对癫痫患儿全程照护

信息整合,使健康服务团队详细､全面了解患儿病情和干预措施,可尝试为癫痫儿童延续护理有效管理

工具和语言平台。 
 
 
OR-0232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人文关怀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李健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人文关怀是主动关怀的态度､行为和能力的内化,是提高护理工作质量､降低职业倦怠､减少纠纷

的重要措施;护理人文关怀能力是指护理人员秉承人性､德性,融体力､智力､知识､观念､情感､态度､意
志为一体的内在素养外化为自觉的行为服务于患者的实际工作本领和才能。人文关怀对新生儿远期

神经发育及性格形成､社交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无法主观表述对人文

关怀的感知,且患儿家属无法陪伴在重症患儿身边,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了患儿及家属对人文关怀的

感知,使护患纠纷高发;加之 NICU 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大､对慎独要求高､家属的不理解和无法获得管

理者支持等因素使护士的“职业倦怠”情况严重, 良好的人文关怀氛围,可增强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感

知,有利于形成人文关怀链,这种链式传递即有利于培养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品质又有利于缓解护理

人员工作压力,降低职业倦怠发生率。综上所述,NICU 对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能力具有较高的特殊

性要求。本文依据 NICU 的情况,构建一组适用于评价 NICU 护理人员人文关怀能力的指标体系,对
培养人文关怀品质､降低护患纠纷有重要意义。 
方法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总结出基于知信行模式的护理关怀行为条目池,应用德尔菲法建立指标体系,
运用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构建 NICU 护理人员人文关怀能

力指标体系。 
结果 两轮德尔菲法函询,每轮发放问卷 32 份,回收率分别为 87.5%和 100%;人文关怀能力包含关怀

知识､关怀信念､关怀行为和关怀感知 4 个维度,设立二级指标 11 个,三级指标 30 个;变异系数在

0.094~0.286 之间,权重系数在 0.093~0.365 之间。 
结论 本研究较为科学可靠的建立了 NICU 护理人员人文关怀能力的指标体系,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有

利于客观的评价和了解 NICU 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能力现况,对加强人文关怀品质的养成教育､降低

护患纠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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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33 

住院患儿父母参与照护项目问卷研制及信效度分析 
 

姚文英,张莉,谢安慰,梁培荣,杨巾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研制适用于临床实践环境中测评住院患儿父母参与照护实际情况的调查问卷,为推进父母参与

照护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拟定调查问卷的初始条目,经过 2 轮专家咨询对问卷进行修订,并对 103
名患儿照护者进行问卷调查,检验问卷的信效度。 
结果 终形成的住院患儿父母参与照护项目问卷包括 3 各维度和 19 各条目,问卷总 Cronbach’s ɑ
为 0.961,各条目的 Cronbach’s ɑ 为 0.949~0.955;因子分析提取出 3 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76.05%。 
结论 本研究研制的住院患儿父母参与照护项目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能有效､客观地测评患儿

父母参与照护的实际情况。 
 
 
OR-0234 

新生儿个性化发展性护理和评估程序在新生儿 
神经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应用研究 

 
陆春梅,严恺 ,季福婷,袁皓,刘晴 ,何嘉燕 ,徐柳 ,王来栓 ,程国强, 周文浩 ,张玉侠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究在新生儿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NICU)应用新生儿个性化发展性护理和评估程序(NIDCAP)
对于早产儿神经发育预后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入住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NNICU 的早

产儿。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干预组及对照组,干预组给予 NIDCAP,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比较

两组患儿神经系统预后情况。 
结果 共纳入研究对象 204 人,其中对照组 99 人,干预组 105 人。干预组纠正胎龄三月时全身运动评

估(GMs)评分异常人数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37);出院后首次随访头颅核磁共振(MRI)发现干预组

白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01),灰质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组的平均住院天数低于对照

组(P=0.036)､体重增长速度及日均摄入奶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4,P=0.048)。 
结论 NIDCAP 可降低 NNICU 早产儿 GMs 评分异常的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并促进体重增长,改善早

产儿神经系统预后。 
 
 
OR-0235 

循证护理对婴幼儿两种不同体位机械通气时护理安全的效果观察 
 

杨滢,陈静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应用循证护理,运用实证对患儿实施 佳护理,以提高婴幼儿在俯卧位和侧卧位机械通气时的护

理安全,减少护理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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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实行俯卧位和侧卧位的机械通气患儿;观察应用循证护理后,实施俯卧位和侧卧位机械通气

的患儿。比较前后因婴幼儿合作性差､不自主肢体活动､口腔分泌物多等不安全因素引发的气管插管

位置移动､胃管位置移动､皮肤问题等护理安全问题的情况,两组比较护理安全问题的发生率差异是

否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实行循证护理后,各种影响护理安全的潜在因素,引发的相应问题数减少。 
结论 通过对婴幼儿在两种不同体位下机械通气实施循证护理,提高了患儿在两种不同体位下进行机

械通气的护理安全,提高了护理工作质量,提高了护理团队的主观能动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0236 

1 例 Pierre-Robin 综合征合并新生儿硬肿症 
 

丁琴芹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 1 例 Pierre-Robin 综合征合并新生儿硬肿症的护理。 
方法 通过呼吸道管理､合理喂养､预防感染､切口护理等方面来探讨。 
结果 该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通过呼吸道管理､合理喂养､预防感染､切口护理等方面来护理是有效的。 
 
 
OR-0237 

聚焦解决模式在紫癜性肾炎患儿照顾者负性情绪的应用效果评价 
 

舒芬华,张琰,万萌,邓芳菊,朱亚冬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聚焦解决模式是 Steve de Shazer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的一种心理干预模式,以人的正面

方向为焦点,解决问题时将 大化地挖掘人的潜在力量､自身优势和能力,由问题描述､构建具体可行

目标､探查例外､给予反馈､评价进步五个阶段组成,在国际临床护理领域中备受关注。紫癜性肾炎

(Henoch Schonlein purpura nephritis,HSPN)居儿童继发性肾脏疾病之首,病情易反复,需要长期､系
统的管理和治疗,由于儿童群体的特殊性,照顾者成为其主要的支持系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积极

的心态配合临床治疗,做好疾病管理,对于改善患儿的病情转归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聚

焦解决模式在紫癜性肾炎患儿照顾者负性情绪的应用效果评价。 
方法 选择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科就诊的 HSPN 儿童,存在负性情绪的主要照顾者 102
名,按入院时间的编号随机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1 例。患儿年龄 4~14(8±3)岁;男 69 例,女 33 例,两
组患儿在年龄､性别､原发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要照顾者年龄 27~52(34±7)岁;男

27 例,女 75 例,两组照顾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以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建立研究档案,实施常规健康教育

及心理护理,出院后每月电话回访 1 次;观察组在实施对照组的基础上,针对患儿病情反复引起的焦虑

和影响照顾者的工作､家庭生活而产生抑郁心理,由研究小组人员全程应用聚焦解决模式进行个性化

干预,实施延续护理､加强随访､及时跟进指导 3 个月。应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价两组照顾者负性

情绪的前后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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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随着干预时间的延长,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P<0.05)。 
结论 照顾者在疾病管理的过程中承受着不同的负性情绪影响,护理工作者通过实施聚焦解决模式为

照顾者提供针对性个体化的干预服务,构建比较全面的支持系统,有效减轻照顾者的负性情绪,提高其

生活质量。 
 
 
OR-0238 

4 例烟雾病患儿行 EDAS 围手术期护理 
 

宋伟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我科室收治的 4 例烟雾病患儿行“脑-硬膜-颞浅动脉贴敷术(EDAS)”在围手术期实施正确有

效的护理方法。 
方法 分析本科室从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收治的 4 例烟雾病患儿,结合烟雾病患儿的临床表现､

治疗方法及并发症预防,制定详细的护理计划,给予患儿及家长进行有针对性的专科宣教､术前告知及

准备､术后的病情观察､护理措施､并发症的预防､心理指导及出院后的随访,详细叙述患儿围手术期

实施整体护理的方法。 
结果 在住院期间给予患儿实施围手术期的护理,有助于手术的实施及术后的护理,能够预防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保证患儿在住院期间的诊疗及护理安全。 
结论 儿童烟雾病是一种少见的不明原因的异常血管性疾病,给予烟雾病患儿实施有针对性的围手术

期护理有利于提高手术治疗的效果,改善患儿头痛､头晕等缺血表现,促进患儿的恢复,从而达到患者

满意､医护满意､社会满意。 
 
 
OR-0239 

家庭管理干预提高 0~6 岁癫痫患儿家庭管理水平的效果研究 
 

刘花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评价家庭管理干预提高 0~6 岁癫痫患儿家庭管理水平的效果。 
方法 抽取我院 2015 年 4 月 1 日—11 月 30 日住院的 0~6 岁癫痫患儿家庭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干预组。两组患儿均于入院诊断为癫痫 24h 内由调查员发放一般情况､癫痫疾病知识掌握

情况调查表和家庭管理量表(FaMM)行基线调查,随后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护理和健康教育;干预组

除接受常规治疗､护理和健康教育外,由研究者实施为期 6 个月的家庭管理干预。出院 3 个月和出院

6 个月回院复查时对两组家庭的癫痫疾病知识掌握和家庭管理情况进行再调查,评价家庭管理干预对

家庭管理水平的效果 
结果 干预前两组癫痫疾病知识掌握情况和 FaMM 各分量表得分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不同时段癫痫疾病知识掌握情况和 FaMM 量表总得分情况时间因素和交互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干预后两组癫痫疾病知识掌握情况和 FaMM 各分量表得分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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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家庭管理干预可以提高 0~6 岁癫痫家庭管理水平,其干预内容详细具体､干预方法简单､干预效

果显著,便于临床应用。 
 
 
OR-0240 

TTT 培训模式在临床护理培训与教学中应用 
 

赵秀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运用 TTT 培训模式于临床护理教学中,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满意度;同时,可以发现护理队伍的

特殊人才,为护士长和护理部因才使用提供依据。 
方法 先由 TTT 训练营的专业训练师对全院 18 个护理单元的护士长和教学老师(educator)共计 44
人,进行了系统全面培训,培训时间 3 天。半年之内,这些老师都将所学的 TTT 模式的课程设计､教学

方法等运用于各护理单元的临床教学与培训中,护理部老师参与督导,并对每次培训进行点评､总结,
收集每次培训的效果和参与培训者的满意度。 
结果 TTT 培训中,护理部老师 7 人(15.91%),护士长 20 人(45.45%),教学老师 17 人(38.64%);对培训

内容､形式及培训效果的满意度极高;培训热情高涨。18 个护理单元均应用该模式于临床培训中,培

训项目包括:科学应对医患纠纷､急救技能､患者健康教育､新生儿复苏､手术室人文关怀､消防应急预

案演练､儿童早教课程､儿童 PICC 维护､暴力与非暴力沟通､儿童休克的急救与监护､职业防护､儿科

门诊医患纠纷解决技巧､胸部背部查体､医患沟通等。每次培训培训者 2~3 人,有较好的培训组织和

分工,基本上都用到了课堂讲授与提问､分组 PK､情景演练(角色扮演)､做游戏等教学方法,个别科室

还能举一反三,将某些娱乐电视节目的方法灵活运用于教学与游戏中。培训效果:培训内容掌握率都

在 90%以上,对培训的满意度 96%~100%。通过 TTT 模式的培训,发现较多护士多才多艺,如表演､

绘画､演讲､操作能手等。 
结论 TTT 培训模式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有效性高的培训形式,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科临床护理培训

中,具有很高的的培训效果和参与者满意度,并培养和储备各类护理人才。 
 
 
OR-0241 

心房内心电图技术引导新生儿 PICC 尖端定位的临床研究 
 

朱丽波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通过 10%NaCl 注射液导引,探讨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时心房内心电图 P 波的

变化,以辅助 PICC 导管尖端的准确定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的需要置入 PICC 导管的 106 名新生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

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53 例。研究组在 PICC 穿刺成功后送管至右胸锁关节时连接连接心电监

护仪,根据心电图上 P 波的变化确定导管尖端的位置,同时进行 X 线拍片定位。对照组常规 PICC 穿

刺成功后送导管至预测长度后,对患儿进行 X 线拍片定位。观察统计两种定位方法的准确率､时间､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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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组患儿定位准确度为 92.5%,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18,P>0.05);研究组所

需要的时间为(5.12±1.57)min,费用为(7.12±0.56)元,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是

9.119,27.336;P<0.05)。 
结论 心房内心电图 P 波变化确定中心静脉导管的位置,准确率高,方法简单易行,可以在不增加患者

痛苦和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对导管的放置位置进行实时监测,随时调整导管位置,使 PICC 穿刺和导管

定位一次性完成,保证患儿用药的及时性,同时也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而且避免了 X 线对患儿的辐射,
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an 'font-size:12.0pt;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Calibri; mso-hansi-font-
family:Calibri;mso-bi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1.0pt;mso-ansi-
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 mso-bidi-language:AR-SA'>)时心房内心电图 P
波的变化,以辅助 PICC 导管尖端的准确定位。 
 
 
OR-0242 

1826 例婴幼儿气管､支气管异物取出术回顾性分析 
 

郭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婴幼儿气管､支气管异物取出术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耳鼻咽喉科收治的 1826 例婴幼儿气管､支气管异

物取出术的护理诊疗过程。 
结果 1826 例,全部采用静脉复合麻醉下支气管镜检手术,一次性成功 1819 例,占 99.62%;对于二次手

术的患儿,在抗生素应用和支持疗法,改善全身情况后再行手术。经过精心治疗与护理,全部痊愈出

院。 
结论 做好心理护理,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完善术前准备,保持呼吸道通畅,注意并发症的发生,适时护理

干预,健康教育指导,是婴幼儿气管､支气管异物取出术治疗成功的重要保证。 
 
 
OR-0243 

一例契东综合征合并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的护理 
 

李彩霞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总结 1 例先天性白细胞颗粒异常综合征患儿的护理经验。 护理的要点是预防和控制感染,患儿

及家长心理护理,密切监测病情变化,病情变化时及时予急救护理,做好对症护理。 
方法 个案观察 
结果 现化疗进行中 
结论 护理的要点是预防和控制感染,患儿及家长心理护理,密切监测病情变化,病情变化时及时予急救

护理,做好对症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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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44 

修订版早产儿疼痛量表(PIPP-R)对早产儿重复致痛性 
操作信效度及临床适用性的探讨 

 
闫菲,梅花,张钰恒,曹晓梅,许莉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探讨修订版早产儿疼痛量表的信效度和临床适用性。 
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接受治疗,外周静脉留置针一次穿刺未成

功的早产儿 45 名,用 PIPP 和 PIPP-R 两个量表分别对同一患儿测血糖､第一次静脉留置针穿刺､第

二次静脉留置针穿刺所致疼痛进行评估。比较两个量表的相关性, PIPP-R 识别疼痛的能力､评定者

间的信度､Cronbach’s 系数,评估所需时间。 
结果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接受治疗,外周静脉留置针一次穿刺未成

功的早产儿 45 名,用 PIPP 和 PIPP-R 两个量表分别对同一患儿测血糖､第一次静脉留置针穿刺､第

二次静脉留置针穿刺所致疼痛进行评估。比较两个量表的相关性, PIPP-R 识别疼痛的能力､评定者

间的信度､Cronbach’s 系数,评估所需时间。 
结论 PIPP-R 适用于早产儿致痛性操作所致疼痛的评估,有较高的信效度。在临床疼痛评估方面省时

､较灵活,但 PIPP-R 疼痛量表对于早产儿重复致痛性操作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OR-0245 

家属版复苏陪护利弊评估量表汉化及信效度检验 
 

胡菲,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对家属版复苏陪护利弊评估量表(Family Presence During Resuscitation Benefits-Risks Scale, 
FPDR-BRS)进行汉化,并检测其信效度 
方法 翻译并修订 FPDR-BRS,采用中文版 FPDR-BRS 对 253 名儿童急诊 I､II 级及急诊重症留观病

危患儿的家属进行调查,分析评价其信度和效度。  
结果 中文版 FPDR-BRS 内容效度指数为 1.0;分别对利益和风险这两个部分的子量表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利益项量表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Bartlett 球形检验 KMO 值为 0.876(P<0.01),主成分分析提取

2 个主因子,可解释总体方差的 53.042%,各条目的因子载荷为 0.588~0.794,可很好地解释原量表的

13 个条目,分别命名为理解与应对,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873;风险项量表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Bartlett 球形检验 KMO 值为 0.883(P<0.01),主成分分析提取 2 个主因子,可解释总体方差的

64.546%,各条目的因子载荷为 0.726~0.892,可很好地解释原量表的 10 个条目,分别命名为个人风

险与人员风险,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890 
结论  中文版 FPDR-BRS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可以应用于评估家属对复苏陪护的态度及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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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46 

22 例气管切开术后儿童的随访研究 
 

王文超,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调查儿童行气管切开术后生活质量的现况,为提高气管切开术后儿童的生命质量提供临床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我院 PICU 治疗期间行气管切开术的患儿共 22 例,采用儿童

生活质量量表(PedsQL4.0)及自制气切患儿日记本对气管切开患儿的家属进行为期一年电话随访,从
而了解出院后气管切开患儿的疾病情况及生活质量 
结果 22 例气管切开的儿童中男童､女童各有 11 例;年龄在 1-14 岁之间(4.95±4.348 岁);主要疾病诊

断为重症肺炎､气道狭窄､病毒性脑炎､手足口病后遗症期､先天性肌萎缩和线粒体肌病等;带家用呼

吸机出院的病人 6 例(27.3%),死亡 4 例;带管出院的病人 10 例(45.5%)､堵管出院病人 6 例,死亡病人

2 例;出院时经过气道护理培训的为 22 例(100%)､气管切开生理知识培训和急救知识培训均未经过

培训;气管切开患儿再入院次数为 3.18±2.50 人/次;其再入院的原因为窒息､紧急抢救(9 例,40.9%)､

气管切开伤口处感染(3 例,13.6%)､肺部感染(20 例,90.9%)以及腹泻等;气管切开患儿生活质量量表

得分均低于正常儿童 
结论 逐步完善气管切开患儿的随访体系,以提高气管切开儿童的生活质量。 
 
 
OR-0247 

儿童日间手术中心规范化管理护理实践 
 

范丽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日间手术中心规范化管理对儿童日间手术的意义。通过实施规范化护理实践,保障手术患

儿的安全,提供优质护理,提供患者满意度。 
方法 结合我院儿童日间手术中心的规范化管理,报道了儿童日间手术中心预约流程､接待流程､围术

期护理流程､健康教育及术后随访等环节的护理实践。 

结果 日间手术中心规范化流程､医护麻一体化团队合作管理模式有效保障患儿医疗安全,缩短患儿等

待手术时间,降低住院天数,减少医疗费用,减少感染机会,提高满意度。 
结论 日间手术作为一项全新的医疗模式,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有效降低医疗费用,促使有效的医疗

资源得以充分利用。通过日间手术中心实践规范化管理流程,前移后延的护理模式,让患儿得到快速

的诊治､优质的护理和满意的服务,切实改善患儿及家庭的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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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48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y index system fortutor of 
post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Jiang Xiaop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To develop a competency index system for tutor of post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ith 
nursing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to the director in nurs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for assessing tutors. 
Methods Based on Iceberg competency theory,the indexs were selected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group discussion, including 5 first-level indexs, 13 second-level indexs and 64 third-level indexs. 
Then, we chosed 30 nursing experts around 16 provinces to carry out two rounds of Delphi 
consultation. Next, The candidate index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and selected again. 
Results There were 22 nursing experts taking parting in two rounds of delphi consultation.The 
authority coefficient of the second round was 0.93,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each item ranged 
from 0.00 to 0.02in the second round, and the chi-square of  Kendall's concordance coefficient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1). Finally, we construct the competency index system, 
consisting 5 first-level indexs,13 second-level indexs and 68 third-level indexs. 
Conclusions The competency index system are more reliable and scientific, and can be used to 
select and evaluate tutors. 
 
 
OR-0249 

门诊输液中心(OUIVA)结合移动护理信息系统 
在儿童医院门诊输液中的安全管理 

 
赵雪丽,张英,张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探讨门诊输液中心(OUIVA)结合移动护理信息系统在儿童医院门诊输液工作中的安全管

理效果。 
方法 随机选择 2015 年 1 月~3 月在我院门诊接受输液治疗的患者设为对照组, 2016 年 1 月~3 月在

我院门诊接受输液治疗的患者设为观察组,每组各 30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输液模式和输液流程,观
察组采用门诊输液中心输液模式结合移动护理信息系统输液流程,比较两组输液患者的发药错误数

量､药品损坏数量､配液操作台空气培养菌落数量､输液核对错误(未发生输液错误)发生率和由更改药

品及座位分配引发纠纷例数。 
结果 两组指标比较,观察组发药错误､药品中转中损坏､输液核对错误､操作台空气培养菌落数纠纷等

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门诊输液中心(OUIVA)结合移动护理信息系统应用于儿童医院门诊输液中,可以有效的控制输

液风险,对提高静脉输液安全､保证药品安全､优化门诊输液流程､改善输液秩序,提升护理工作质量,
保障护理安全,精细护理信息管理的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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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50 

儿童专科医院母乳喂养系统化管理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迟巍,刘静,朱亮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专科医院母乳喂养系统化管理的方法及效果。 
方法 收集创建爱婴医院初始阶段(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和我院通过爱婴医院评审后(2016 年 1 月至

12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住院的 6 个月以内纯母乳喂养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将 2015 年申请

爱婴医院各种制度和流程落实阶段的住院患儿作为对照组,通过爱婴医院评审后对母乳喂养实施系

统化管理期间的住院患儿为研究组。比较两组患儿的母乳喂养情况及效果。 
结果 两组患儿母乳喂养率､母乳+配方奶率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母乳喂养系统化管理是实现儿童专科医院 6 个月以内住院患儿坚持母乳喂养 有效的方法,实
施母乳喂养系统化管理可提高 6 个月以内住院患儿的母乳喂养成功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OR-0251 

PICU 患儿采用脉搏氧饱和度监测替代 Allen 
试验行桡动脉穿刺的临床研究 

 
张爱萍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评价脉搏氧饱和度(pulse oxygen saturation , SpO2)监测替代 Allen 试验在 PICU 患儿行桡动

脉穿刺的可行性,安全性。 
方法 选取 PICU 幼儿患者 40 例,分别行 SpO2 监测桡动脉穿刺前尺,桡动脉吻合情况,桡动脉穿刺后

15min 及拔除桡动脉导管后 15min 尺,桡动脉吻合情况。 
结果 桡动脉穿刺术前 40 例患儿行 SpO2 试验均为阴性,予以桡动脉穿刺后及拔除桡动脉导管后用

SpO2 试验监测也为阴性,穿刺侧肢体末梢循环良好。 
结论 SpO2 监测可替代 Allen 试验用于检查 PICU 幼儿患者尺,桡动脉吻合情况,以决定患儿行桡动

脉穿刺有创血压监测的可行性,且不需要患儿配合,安全可靠。 
 
 
OR-0252 

过渡期护理模式对“PICU 后综合征”发生的护理干预 
 

欧文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分析过渡期护理模式对“PICU 后综合征”发生的护理干预效果。 
方法 从我院 2014 年 6 月-2017 年 1 月收治 PICU 转出患者中抽取 170 例,随机分成两组:85 例基础

护理对照组,85 例过渡期护理实验组,统计护理结果。 
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对照组的焦虑､抑郁评分有差别,P<0.05;观察组 PICU 后综合征发生率为 5.9%,
低于对照组发生率的 17.6%,有差别,P<0.05。 
结论 给予 PICU 转出患者过渡期护理干预能改善心理状态,预防 PICU 后综合征发生,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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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53 

1 例痉挛症患儿使用丙戊酸钠出现全血细胞减少的护理 
 

徐峰,章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科室收治 1 例婴儿痉挛症患儿,丙戊酸钠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联合使用 10 天后出现全血三系减

少的罕见不良反应 
方法 总结性护理 
结果 经医护人员的治疗及护理,住院 24 天,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丙戊酸钠为广谱抗癫痫药,是癫痫治疗的一线药,但婴儿痉挛症应用传统抗癫痫药效差,国内外现

用丙戊酸钠联合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多数文献对丙戊酸不良反应 新研究中显示丙戊酸直接抑

制骨髓造血系统,可引起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数量低下,以成人居多发生率为 54%,而婴幼儿发生

少。其次丙戊酸还可以引起粒细胞减少。患儿在院治疗期间出现全血细胞减少,确诊为丙戊酸钠不

良反应,改用其他抗癫痫药,通过严密观察患儿病情变化､预防感染､出血,做好皮肤护理及股静脉导管

护理,进行家长心理护理。 
 
 
OR-0254 

住院床位集中管理模式在降低儿科入院等候时间的应用效果分析 
 

陈小淦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5 

 
 
目的 探讨预约住院床位在儿科的应用,使有限的床位资源能被合理,有序,高效地利用, 大限度地满

足患者的住院需求,降低住院等候时间。 
方法 运用信息化统筹儿科床位,制定入院流程,整合预约登记。 
结果 由儿科急诊分诊护理统一安排入院,建立门急诊住院的无缝隙对接,减少了患儿入院等候时间. 
结论 通过住院床位统筹安排,制定入院流程,与儿科病房无缝连接,更合理,高效,有序地收治患者,妥善

解决住院矛盾,减少患儿入院等候时间。 
 
 
OR-0255 

婴幼儿喉罩全麻复合骶管神经阻滞应用于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封堵

治疗术后喂养时机的研究 
 

张英姿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31 

 
 
目的 探讨婴幼儿喉罩全麻复合骶管神经阻滞麻醉应用于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封堵治疗术后喂养的安

全性及舒适度。 
方法 纳入 100 例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封堵治疗术后的患儿,方便抽样分为两组。患儿先心介入术后,当
改良 Aldrete 苏醒评分≥10 分时,在不同的时机进行喂养。实验组采用按需喂养方法,对照组采用一般

全麻术后护理常规的按时喂养,即患儿改良 Aldrete 苏醒评分≥10 分仍需禁食禁饮 6 小时方可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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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儿的进食顺序均一致。记录两组患儿麻醉清醒后出现胃肠道不良反应､呼吸循环异常情况。

并评估两组患儿麻醉清醒､麻醉清醒后 30min､1h､2h､3h､4h､6h 的舒适度评分。 

结果 实验组喂养时间(0.7±0.2)h 早于对照组的 6 h(P<0.05),两组均未发生恶心､呕吐等胃肠道不良

反应。两组舒适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喉罩全麻复合骶管神经阻滞麻醉的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封堵治疗手术后,可以根据患儿的清醒

程度尽早开始喂养,不会增加患儿术后与麻醉相关的胃肠道不适的发生。 
 
 
OR-0256 

新生儿疼痛､躁动及镇静评估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评价 
 

何碧云,徐红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引进和翻译新生儿疼痛､躁动及镇静评估量表(Neonatal Pain, Agitation and Sedation Scale, 
N-PASS),为评估 NICU 新生儿疼痛提供一种有效的工具。评价翻译后的中文版疼痛评估量表的信

度和效度,探索其在国内的适用性。 
方法 通过 E-mail 与 Patricia Hummel 取得联系,经量表原作者同意后,首先对 N-PASS 翻译,回译及

文化调适,确定 N-PASS 中文版即新生儿疼痛､躁动及镇静评估量表,并于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使用新生儿疼痛､躁动及镇静评估量表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NICU 住院患

儿共 52 例进行疼痛评估。所得资料运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内部一致

性信度等对 N-PASS 测试结果进行评价,效证其效度和信度。 
结果 汉化的 N-PASS 量表简洁易懂,从行为､生理多维度评估新生儿疼痛和镇静镇痛。量表的信度

检验:疼痛/躁动项目药物干预前 Cronbach′s α 为 0.957,药物干预后 Cronbach′s α 为 0.888 ,镇静项

目 Cronbach′s α 为 0.967。 量表的效度检验:N-PASS 评分与 CRIES 量表有良好的相关性。药物干

预前 r=0.820,药物干预后 r=0.815。量表的反应度:SRM 为 4.9(P <0.01)。 
结论 汉化的 N-PASS 量表简洁易懂,从行为､生理多维度评估新生儿疼痛和镇静镇痛,便于 NICU 护

士临床工作中的评估和使用,为临床医生调整疼痛治疗方案及观察治疗效果提供依据。汉化的 N-
PASS 量表具有很好的实用性､信度､效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0257 

经肛门行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术后肛门的护理效果对比 
 

张明明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苯扎氯铵溶液和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的联合使用在先天性巨结肠术后肛门护理方面的应

用效果。 
方法 将 105 例经肛门行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的患儿随机分成 3 组,每组各 35 例, 患儿术后拔除肛管

后,分别用生理盐水加安尔碘皮肤消毒液(对照组 1)､苯扎氯铵溶液加安尔碘皮肤消毒液(对照组 2)､
苯扎氯铵溶液加安尔碘加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实验组)进行肛门护理,并保持局部干燥,将 3 组护理

效果进行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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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使用苯扎氯铵溶加安尔碘加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的实验组疗效优于另外两对照组,差距有统计

学意义(P<0.05),起到了促进肛门处伤口愈合的目的,减轻患儿疼痛并提高了患儿舒适度,有效减轻了

患儿家长的焦虑。 
结论 苯扎溴铵溶液和复方多粘菌素 B 软膏的联合使用在先天性巨结肠术后的肛门护理方面有较好

的效果,可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 
 
 
OR-0258 

3 例肾病综合征并发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患儿的急救及护理体会 
 

吴双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总结肾病综合征并发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患儿的护理经验。 
方法 通过对 3 例肾病综合征并发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患儿的原发病及并发症进行紧急治疗的同时,
采取了心理护理､病情监测､基础护理､症状护理和出院护理及健康教育。 
结果 3 例患儿经过治疗护理后恢复良好。 
结论 通过积极的临床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护理质量,促进疾病康复,维护患儿的健康。 
 
 
OR-0259 

儿科护士工作环境与组织承诺的相关性研究 
 

崔晓伊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研究儿科护士的工作环境,以及对医院的组织承诺水平,并分析两者的相关性,为改善儿科护士工

作环境,提高护士的组织承诺水平,降低离职率,加强护理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使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自设问卷以及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量表(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for Chinese),中文版护理工作环境量表 (Practice Environment Scale,PES),对广州市

某三甲医院 50 名儿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 
结果 儿科护士的护理工作环境量表得分与组织承诺得分呈正相关关系,P<0.01。工龄在经济承诺以

及工作环境中具有显著差异,P<0.01。不同科室在护理工作环境量表中,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在全面开放二胎时代,儿科相关科室均面临严峻考验,护士工作环境充满挑战,主要体现在剧增的

病人需求与护理发展中人力与物力存在缺口的矛盾,以及护士,特别是低年资护士对自身职业发展的

渴望。政府与医院管理者应该重视儿科护士人力资源的配备,提高护患比,增加仪器设备,同时,应该加

强对低年资护士的培养,协助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以及经济保障,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留住现有

护理人才,培养新生护理人才,才能降低护理人才缺口,提高临床护理质量,适应二胎时代的发展需求,
确保临床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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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60 

PAT 儿科三角评估法在急诊分诊中快速识别危重病人的效果观察 
 

谭宇飞,曾烈梅,肖志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 PAT 儿科三角评估法在儿童医院急诊分诊中快速识别危重病人的应用效果观察。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9 月的急诊病人,分诊护士采用传统方法,凭借个人专业知识和

经验进行分诊,将分检出的 726 例 I､II 级危重患儿作为对照组。对 2016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

急诊病人应用 PAT(Pediatric Assessment Triangle)儿科三角评估法进行分诊,将分检出的 I､II 级危

重患儿 747 例作为观察组。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病种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观察组由熟练掌握 PAT 儿科三角评估法的分诊护士进行分诊,通过对患儿外观

(appearance)､呼吸(work of breathing)､循环(circulation)三个方面进行快速评估和判断。护士接诊

患儿,查看其外观,判断肌张力､反应是否正常,是否可安抚､双眼是注视还是凝视;观察其呼吸,判断是

否存在做功增加,有无三凹征､鼻翼煽动;观察皮肤颜色､弹性､毛细血管充盈时间,判断循环灌注情

况。通过三个方面的判断,快速识别危重病人并迅速带入抢救室进行处置。比较两组 I､II 级危重患儿

的平均分诊时间,分诊准确率。 
结果 观察组 I､II 级危重患儿平均分诊时间约 30S,明显短于对照组的 2 分钟。观察组 I､II 级危重患

儿分诊准确率 99.3%,高于对照组的 96.9%,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AT 儿科三角评估法能帮助护士快速识别危重病人,缩短分诊时间,提高危重患儿分诊准确率,
适于在儿科急诊分诊广泛推广。 
 
 
OR-0261 

应用 TTM 培训模式提升儿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 
 

于桂玲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护理人文关怀是护理工作的本质,对于儿科护士而言,面对护理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对护士人

文关怀品质的要求也相对较高。研究表明[1-3]培训是提高护士人文关怀品质的重要手段。本研究的

目的是建立能够有效提升儿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的培训方法,并进行实践以检验方法的有效性。 
方法 根据人文关怀培训的特殊性,从表象认识到内在接受,从形成自我意识到运用,以行为分阶段转换

理论(TTM)为指导框架,搭建儿科护士人文关怀品质的培训体系。无意识阶段的培训重点是让护士对

人文关怀有感性的认识,了解护理人文关怀的基本概念及形式。方法是观看医学人文经典视频《心

灵点滴》,并在观看后立即组织护士针对影片内容进行指定内容问题讨论和自由讨论;意识阶的培训

重点是帮助护士建立对护理人文关怀的理论框架,为今后的实践奠定理论的基础。方法是理论培训,
选择培训教材,采用网络课程的方法追踪课程学习情况落实培训;准备阶段的培训重点是能力的提高,
方法包括基础礼仪培训和人文案例讨论;行动阶段的培训重点在沟通能力的提升,内容为体验式儿童

沟通方法。维持阶段的重点是不断刺激护士的人文关怀感知力,让感知力不断转化为继续实施人文

关怀的动力。方法是人文故事分享会,制定并实施人文关怀护理质量检查标准,进行人文关怀优秀集

体及个人的表彰。选取在院工作的儿科护士 263 名进行分组培训,培训前后使用护士人文关怀品质

量表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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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培训后护士人文关怀品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有明显提高(P<0.01);在护士人文关怀品质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提高率的比较中,人文关怀理念的提高率是 高的。 
结论 正确的培训方法能够提高护士人文关怀品质,本研究的 TTM 培训模式,包含了理论学习､讨论､

看电影､情景演示等多种教育培训的手段,同时通过同伴的榜样效应等维持手段,管理部门的检查等督

促手段,使行为能够稳固。从人文关怀品质得分的提高情况看,TTM 培训模式可以提高护士总体的人

文关怀品质,对各维度的品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行为分阶段转变模式的培训对护士人文关怀理

念､感知与能力的提高较大。TTM 培训模式的核心就是理念的转变,通过观看电影､进行人文故事分

享,首先提升感知能力,从而进一步促使护士了解并掌握人文相关的知识,具备了人文关怀的能力,并实

践于临床。实践的过程就是理念逐步转变的过程,这个时期采取表彰､检查等手法,进一步巩固理念,
从而固化行为。所以在各个维度的提升率的比较中,理念的提升率是 高的,这是整个培训模式整体

作用的结果。 
 
 
OR-0262 

构建医联体进修护士培训评价模型的探讨 
 

石彩晓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培训效果及临床转化评价是护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护理人力资源管理的瓶颈

所在,本文以柯式模型和 CIPP 模型为导向,对医联体进修护士培训评价模型的构建､意义和应用前景

等进行有益探索和思考。 
方法 在柯式模型和 CIPP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医联体进修护士培训效果及临床转化评价模型的三阶

段,构建进修护士培训评价模型。 
结果 构建了进修护士培训评价模型,将进修护士培训评估分为 3 阶段即:培训前评估､培训过程评估､
培训后评估。 
结论 根据医联体进修护士培训特点,结合柯式模型和 CIPP 模型的优点,构建进修护士培训效果评估

模型,能够对整个培训过程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对培训效果能够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价,为实现

培训循环发展提供帮助。 
 
 
OR-0263 

1 例 NEC 伴回肠造口早产儿行心脏病术后反复再插管的护理 
 

姚漪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总结了本心脏外科监护室 1 例早产儿回肠造口伴 NEC 合并院内感染行心脏病术后依赖呼吸机,
经反复气管插管后撤机成功的个案护理经验。 
方法 护理要点包括做好全面护理评估,严密监测患儿生命体征,实施床边隔离,严格无菌操作,遵医嘱

使用抗感染和强心利尿药物,予正压通气模式,低氧浓度持续给氧,加强肺部､气道护理,正确评估撤离

呼吸机及再插管指征,做好造口及全身护理,采用 TPN 肠外营养支持疗法,及时抽取化验标本,跟进影

像学检查结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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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住本监护室第 15 天予第四次气管再插管后,第 22 天撤离呼吸机成功,予鼻导管吸氧,感染

得到控制,循环呼吸趋于稳定,氧合能力改善,腹泻症状减轻,胃肠功能改善,造口情况良好,未出现继发

感染,予转出 CICU,入普通病房继观病情变化。   
结论 制已有感染,改善循环呼吸,改善胃肠道功能,加强营养支持是帮助该患儿成功撤离呼吸机的关

键。 
 
 
OR-0264 

抗生素锁技术在儿童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中的临床应用 
 

杜袁英,笪佳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随着医学的发展,中央静脉导管的置入己成为救治危重病人的必要手段之一[1],但随之带来的导

管相关性血流感染,也成为了临床棘手的严重并发症。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atheter 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s,CRBSI)给患者带来不良反应,甚者会引起菌血症危及生命,加重患者家属的

经济负
担[2]。因此为了控制和治疗 CRBSI,临床常予以拔除导管,做导管尖端培养,并给予全身抗生素

治疗的措施。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如何减少误拔管率和延长导管使用时间的研究,即全身给予

抗生素治疗的同时,使用抗生素锁技术的治疗方法[3]。本研究旨在探索抗生素锁技术在经外周置入中

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相关性血流感染应用效果,为临床进一步应

用和推广提供依据。 
方法 采取分组对照研究,选取 2012 年至 2014 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患儿中心静脉导管相关

性血流感染 68 例。研究组予导管使用敏感抗生素锁技术加全身抗生素治疗,对照组进行全身抗生素

治疗。观察两组的复查血培养结果､保留导管时间等情况。 
结果 对照组有 25 例导管复查血培养结果为阴性,成功率为 78.12%;研究组 34 例导管复查血培养结

果为阴性,成功率为 95%。两组复查血培养结果有差异,X2为 3.929,P<0.05。 
结论 1. 抗生素锁技术(antibiotic lock therapy, ALT)是指将高浓度的抗生素注入导管,清除导管内细

菌生物膜,以达到保留导管目的的一种技术.本研究中使用抗生素锁技术后,两组导管血培养复查结果

有差异(P<0.05),可见抗生素锁对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治疗有效。 
2. 抗生素锁技术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重点环节:①对保留导管采取抗生素锁技术后复查血培养结果

仍阳性的处理;②封管及期间观察要点;③抗生素锁的局限性。 
 
 
OR-0265 

PICU 患儿家属决策冲突的调查研究 
 

金迪,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了解 PICU 患儿家属决策冲突现状,为实施决策辅助提供依据。 
方法 患儿入院后三天,采用中文版决策冲突量表(Decision Conflict Scale, DCS)调查某医院 PICU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住院患儿家属。 
结果 100 名父亲(52.63%)和 90 名母亲(47.37%)参与了本研究,患儿平均年龄 5.65 岁,决策冲突总得

分 25.68±4.78,其中 58 例(30.53%)患儿家属决策冲突得分低于 25 分,110 例(57.89%)患儿家属得分

≥38 分,父亲决策冲突平均得分(36.58±6.24)小于母亲平均得分(42.45±8.56),差异有显著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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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冲突量表五个维度平均得分依次为不确定性(36.82±18.62)､有效的决策(24.2±16.64)､知情

(20.31±12.44)､决策支持(18.72±10.22)､价值澄清(17.28±8.68)。 
结论 大部分 PICU 患儿家属在面临临床医疗决策时存在决策冲突,母亲较父亲更容易产生决策冲突,
导致决策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患儿家属知识缺乏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未来可进一步研究探索决策冲突

的影响因素,并制定有效的决策辅助措施以减轻患儿家属决策冲突,达到更加满意的医疗结局。 
 
 
OR-0266 

一例儿童吞入纽扣式电池导致食道化学腐蚀伤的防治及护理  
 

杨静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对一例儿童误吞纽扣式电池导致的食道化学腐蚀伤的观察,提出防治和护理方法。 
方法 通过患儿的诊治方法采取相应的术前､术后护理。 
结果 1 周后行胃镜检查,食管粘膜恢复正常,拔出胃管,予流质饮食,患儿无不适。随访半年,无并发症

出现。 
结论  早期预防､发现及积极治疗对儿童的健康起到重要作用。 
 
 
OR-0267 

基于“互联网+”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母乳喂养管理的成效研究 
 

林缘缘,叶茹明,李婉婷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探究基于“互联网+”模式下进行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 )母乳喂

养宣教管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881 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就诊顺序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以传统模式进行宣教

母乳喂养宣教管理,而研究组通过“互联网+”模式下的“317 护”平台进行母乳喂养宣教管理,比较两组

新生儿住院期间的喂养方式､母乳袋标识情况､母乳收集储存正确率以及母乳运送时间正确率。 

结果 研究组的母乳喂养率及混合喂养率､母乳收集储存正确率､母乳袋标识正确率､运送母乳时间正

确率均普遍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运用“317 护”平台对新生儿家属进行母乳喂养宣教管理,有利于提高母乳

喂养率,完善母乳核对制度,证母乳喂养安全性以及减少护理人员工作量,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bidi-font-
family:'Times New Roman';font-size:10.5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0.05),详见表 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61 
 

OR-0268 

4500 米高海拔地区 165 例儿童血氧饱和度监测 
 

格桑央金
1,索多

2,多吉卓嘎
2,强久卓玛

1 
1.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西藏阿里改则县洞措乡卫生院 
 

 
目的 了解 4500 高海拔地区不同年龄及性别儿童脉搏血氧饱和度状况。 
方法 选取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洞措乡(海拔 4500m)长期居住的健康儿童 165 例,用 9590 指尖式脉

搏仪监测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前让学生休息 15min,每次监测时间为 1min,并根据年龄及性别分组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海拔 4500m 以上高海拔地区定居的､各个年龄段的儿童的脉搏氧饱和度在 85%~90%之间。

165 例儿童中,男生 96 例,占 58.2%;女生 69 例,占 41.8%。从年龄分组来看:7 岁血氧饱和度

(84.7±3.6)%;8 岁血氧饱和度(85.8±2.2)%;9 岁血氧饱和度(85.9±2.8)%;10 岁血氧饱和度

(86.4±3.4)%,随着年龄的增大,血氧饱和度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差异。从性别来看,男
童的血氧饱和度为(86.3±2.7)%,女童的血氧饱和度为(85.4±3.08)%,男童高于女童,但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结论 长期居住在海拔 4500m 的健康儿童,随着年龄的增大,血氧饱和度有逐渐上升的趋势;男童的血

氧饱和度稍高于女童。 
 
 
OR-0269 

父母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治疗效果的影响 
 

陈玲
1,陈敏榕

1,季婧敏
2 

1.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2.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目的 对孤独症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的父母进行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分析该干预措施与 ASD
儿童治疗效果的相关性。 
方法 实验组､对照组各 30 例 ASD 儿童均在机构接受康复治疗,对实验组儿童的父母进行为期 10 周

的团体认知行为干预;收集干预前后两组儿童的孤独症治疗评估量表(ATEC)､父母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TCSQ)得分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两组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ATEC 各项目得分比较,在社交项目､总分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95, 
P<0.05; t=2.808, P<0.01);两组 TCSQ 得分差异对比,积极应对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74, 
P<0.05);ATEC 感知觉项目得分与 TCSQ 积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r=-0.202, P<0.05)。 
结论 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可能使 ASD 儿童的父母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从而影响 ASD 儿童的社交､
感知觉方面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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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70 

苏州地区儿童侵袭性肺炎链球菌 80 例血清型及临床特征分析 
 

柏振江,徐忠,张瑾,陶云珍,李莺,李艳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分析苏州地区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特别是死亡病例的血清型及临床特征 
方法 对我院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80 例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菌株进行血清学分型,对其临床特

征､实验室结果和预后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80 例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患儿平均年龄为 2.18 1.93 岁,男 51 例,平均年龄 2.31 2.10 岁,女
29 例,平均年龄 1.96 1.58 岁;标本来源于血培养标本 49 例,脑脊液标本 24 例,胸腔积液标本 7 例;80
例菌株按照检出排序分别为:6B(20/80)､14(19/80)､19F(12/80)､19A(12/80)､23F(7/80)､9V(4/80)､

20(4/80)和 15B/C(2/80),其中死亡患儿 13 例菌株血清型按照检出排序分别为:6B(4/13)､14(4/13)､

19F(2/13)､19A(1/13)､23F(1/13)､20(1/13),与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血清型总检出顺序一致;诊断为化脓

性脑膜炎和脓毒血症患儿共 69 例,血清型检出顺序为:6B(20/69)､14(14/69)､19A(10/69)､19F(9/69)､

23F(7/69)､9V(4/69)､20(3/69)和 15B/C(2/69),而诊断为重症脑炎伴胸腔积液患儿 7 例,血清型检出顺

序为:14(4/7)､19A(2/7)和 19F(1/7);7 价肺炎链球菌疫苗(PV7)可以覆盖 80 例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的

77.5% (62/80),覆盖死亡病例 84.6% (11/13) 
结论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是 3 岁以下患儿致病和致死的重要病原体,苏州地区 重要血清分型为 6B､

14､19F､19A 和 23F,而 7 价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有效覆盖大部分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血清型 
 
 
OR-0271 

儿童重症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分析 
 

周雄,张新萍,肖政辉,胥志跃,卢秀兰,杨梅雨,范江花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及诊断方法,加强对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

治疗,改善预后。 
方法 分析总结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院两个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重症结核

性脑膜炎患儿的临床特征､诊断方法和治疗处理。应用小儿危重病例评分对病情进行评估。所有重

症结核性脑膜炎均根据病史､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临床根据国家结核病规划指南中儿童结核病

管理明确诊断。 
结果 34 例重症结核性脑膜炎患儿中, 6 例接种卡介苗但上臂未见卡疤。29 例存在脑外结核感染,8
例前囟隆起,3 例存在动眼神经麻痹,5 例存在面瘫。6 例诉有视物模糊。T-SPOT.TB 实验:29 例阳

性。5 例体液免疫低下,16 例存在细胞免疫功能低下。16 例存在不同程度的侧脑室扩张,9 例丘脑及

基底节低密度灶。10 例存在大小脑半球脑沟裂稍增宽､加深。6 例经未闭前囟行侧脑室穿刺减压,4
例患儿行脑脊液侧脑室腹腔分流术。26 例好转后转结核病专科医院治疗,5 例放弃治疗出院,3 例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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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颅内感染的危重病患儿需警惕重症结核性脑膜炎,结核杆菌感染 T 细胞斑点

试验可作为早期诊断结核性脑膜炎的重要辅助手段,脑脊液脑室穿刺减压或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对改

善预后有帮助 
 
 
OR-0272 

HHHFNC 对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疗效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赵劭懂,时珺,刘勇,陈俊,徐鹏宏,葛许华,张琴,缪红军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1 

 
 
目的 评价加温湿化经鼻导管高流量通气(HHHFNC)对急性呼吸衰竭(ARF)患者再插管率及远期疗效

的影响。 
方法 检索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PubMed/Medline 数据库､荷兰医学文摘 EMBASE 数据库､

EBSChost(史蒂芬斯数据库)､Cochrane 图书馆数据库､Cochrane 临床对照试验数据库(CENTRAL)

､美国 Ovid 医学电子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从建库至 2016 年 6 月发表的有关 HHHFNC 与常规吸氧方式对 ARF 患者疗效的临

床对照试验。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进行文献选择､质量评价及提取资料,并采取交叉核对。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5 项研究､999 例 ARF 患者,试验组(HHHFNC)509 例,对照组(常规吸氧)490 例。5 项研

究设计相对严谨､描述规范,质量较高。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常规吸氧方式相比,试验组再插管率明

显降低 [优势比(OR)= 0.44,95%可信区间(95% CI)=0.30~0.66,P<0.0001],无需机械通气时间明显延

长[均数差(MD)= 1.26,95% CI=0.32~2.19,P=0.00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试验组和对照组重症加

强治疗病房(ICU)住院时间(MD= -0.01,95%CI=-0.28~0.26,P=0.95)和 ICU 病死率(OR= 
0.66,95%CI=0.34~1.31,P=0.24)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与常规吸氧方式相比,HHHFNC 可显著降低再插管率,延长无需机械通气时间;但在 ICU 住院时

间和 ICU 病死率方面未见显著差异。开展试验设计严格的多中心大样本临床试验有助于进一步明确

HHHFNC 对呼衰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OR-0273 

不同镇静镇痛策略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中的对照研究 
 

蔡小芳,张芙蓉,张隆,孙继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不同镇静镇痛策略对机械通气患儿辅助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为儿童镇静镇痛治

疗在临床广泛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将我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行机械通气且需镇静镇痛治疗的危重患儿 80 例随机分为咪达

唑仑组(M 组)40 例和瑞芬太尼+咪达唑仑组(R+M 组)40 例,采用 Ramsay 及 FLACC 量表评估镇静镇

痛效果,记录治疗期间生命体征､呼吸机参数动态变化,脏器功能指标,瑞芬太尼及咪达唑仑应用总量,
机械通气时间,PICU 入住时间及费用,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 
结果  2 组患儿均能达到满意镇静效果。与 M 组比较,R+M 组达到镇静镇痛时间更短[(3~6)h vs. 
(12~24)h,P<0.05], 佳 Ramsay 评分(3~4 分)所占时间百分比明显增高[ (78.35±6.21)% vs. 
(66.45±8.53)%,P<0.05],咪达唑仑用量明显降低[(303.2±27.6)mg vs. (391.8±40.26)mg,P<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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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治疗后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及自主呼吸频率(RRs)均有所降低,R+M 组在 3h､6h､12h
时间点下降更明显(P<0.05)。R+M 组患儿 6h 和 12h 呼吸机潮气量(VT/kg)及经皮氧饱和度(SPO2)
均明显增高,呼气末二氧化碳(PETCO2)水平明显降低(P<0.05)。R+M 组停药后清醒时间､拔管时间､
机械通气以及入住 PICU 时间均明显低于 M 组(P<0.05),但 PICU 住院费用 2 组无明显差别

(P>0.05)。不良反应中,R+M 组患儿出现低血压以及心动过缓的例数高于 M 组,但无统计学差别

(P>0.05)。2 组患儿用药前后肝肾功能无明显差别(P>0.05),但空腹血糖比镇静前均明显降低

(P<0.05)。 
结论 PICU 机械通气患儿采用瑞芬太尼+咪达唑仑治疗方案,能迅速达到镇痛镇静目标,改善通气效果,
减少镇静剂用量,耐受性良好,更适于 PICU 儿童镇痛镇静治疗。 
 
 
OR-0274 

不同剂量甲基强的松龙治疗脓毒性休克失代偿期患儿 
的临床疗效及对 HPA 轴的影响 

 
林海,王子敬,王世彪,康育兰,林敏,翁斌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探讨早期不同应激剂量中疗程甲基强的松龙(MP)救治小儿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 SS)失代

偿期患儿的临床疗效,分析其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 轴)的影响。 
方法 收集 SS 失代偿期患儿 75 例,按照随机数字法编入 3 个观察组,每组 25 例,均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加用 MP,根据初始不同应激剂量分为 20mg/kg/d(大剂量组)､5mg/kg/d(中剂量组)､2mg/kg/d(小剂量

组),冲击治疗后 1 周减停,观察 3 组临床疗效､用药后副作用和转归,检测 3 组入院时､第 3 天､第 8 天

的血清皮质醇､ACTH,并与正常对照组 25 例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中､大剂量组在退热时间､逆转休克时间､血管活性药使用时间等指标上,较小剂量组有显著缩短

(P<0.05);在平均住院时间上,中､小剂量组较大剂量组明显少(P<0.05);3 组死亡率无显著差异

(P>0.05)。大剂量组的二重感染副作用较中､小剂量组显著(P<0.05)。入院时,3 组的血清皮质醇､

ACTH 显著升高, 3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 3 天,3 组的血清皮质醇､ACTH 下降,以中､大
剂量组的为甚,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与小剂量组有显著差异(P<0.05);第 8 天,3 组血清皮质醇

､ACTH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SS 失代偿期患儿应用中剂量中疗程的甲基强的松龙可及早控制炎症､逆转休克,降低血清皮质

醇､ACTH,无明显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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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75 

需有创通气的重症肺炎患儿合并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 
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晓卿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总结需有创通气的重症肺炎患儿合并感染后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为临

床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改善感染后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的预后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以 2010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因重症肺炎需有创通气治疗入住我院 PICU
并 终诊断感染后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的患儿为观察组,随机抽取同期住院的需有创通气的重症肺

炎患儿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儿的一般特征,临床表现,就诊时间,治疗情况,病原学分布及相关检查结

果等进行逐一记录。采用 SAS9.3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共 73 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感染后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组 30 例,对照组 43 例。所有患儿平均

年龄 8 个月(IQR=8), 小年龄 1 个月, 大年龄 36 个月。男性 49 人,女性 24 人。男女比例为

2.04:1。30 例感染后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中,平均发病年龄 5.5 个月。 小年龄 1 个月, 大年

龄 24 个月。平均就诊时间 10 天, 短就诊时间 1 天, 长就诊时间 120 天。喘息(90.0%)､持续咳嗽

(73.3%)､运动不耐受(73.3%)是感染后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主要临床表现,体征以哮鸣音

(80.0%)､湿罗音(70.0%)构成比例较高;另有 30%的患儿出现发绀。肺 CT 以马赛克灌注征(83.3%)

为突出,其他影像学改变包括:支气管扩张(20.0%)､支气管壁增厚(40.0%)､肺不张(16.7%)､充气过

度(26.7%);超过三分之二的患儿肺功能中重度异常,90%的患儿支气管扩张实验阴性。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病初用激素､带机时间长､就诊时间晚是发生感染后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的危

险因素,OR 值分别为 8.515､1.043､1.114。 

结论 对于病初用激素､带机时间长､就诊时间晚的需有创通气的重症肺炎患儿应提高警惕,一旦患儿

出现喘息､持续咳嗽､运动不耐受,肺内哮鸣音和/或湿罗音持续存在等情况,应尽早行肺 CT 及肺功能

等检查以明确感染后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的诊断,以便早期治疗,改善预后。 
 
 
OR-0276 

单中心儿科 ECMO 结局分析:儿科 ECMO 成长曲线 
 

洪小杨,赵喆,封志纯 
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100700 

 
 
目的 总结本单位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06 月儿科体外膜肺氧合临床应用情况,探讨单中心儿科体

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技术的成长曲线。 
方法 收集本单位 2012 年 1 月 2017 年 06 月所有 74 例儿科 ECMO 病例数据,分为两阶段分析儿科

ECMO 病例数据: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为第一阶段,共 24 例;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06 月为

第二阶段,共 50 例。另外,将本单位 74 例 ECMO 病例数据与 ELSO(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 
Organization)2017 年 6 月发布的数据对比分析。 
结果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本院接受 ECMO 支持治疗的心肺功能衰竭患儿共 74 例,男 51
例,女 23 例;年龄 1 天~12 岁;体重 2~47.5kg;共有 45 例成功脱离 ECMO,总撤机率 60.81%,存活出院

42 例,存活率 56.75%。其中,儿童呼吸支持 9 例,成功 6 例,存活率 58.82%;儿童循环支持 24 例,成功

11 例,存活率 45.83%;新生儿呼吸支持 26 例,成功 15 例,存活率 57.69%;新生儿循环支持 17 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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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例,存活率 58.82%。第一阶段共 24 例患儿,男 18 例,女 6 例;15 例撤离 ECMO,撤机率 62.5%;存
活出院 9 例,存活率 37.50%;15 例出现并发症(急性肾功能衰､肢体坏死或出血),并发症率 62.5%。第

二阶段共 50 例患儿,男 33 例,女 17 例; 30 例成功脱离 ECMO,撤机率 60.00%;存活出院 26 例,存活

率 52.00%;16 例出现并发症,并发症率 32.00%。第二阶段存活率高于第一阶段,但无统计学差异,新
生儿存活率显著升高(P<0.05);第二阶段呼吸支持的比例增加(P<0.05),ECPR 所占比例显著下降

(P<0.001);第二阶段 CRRT 的应用显著减少,腹膜透析治疗所占比例显著升高。与 ELSO 数据相比

较,本中心总存活率仍然低于 ELSO(P<0.05);支持类型构成比也存在差异(P<0.001),呼吸支持比例较

低,心脏支持比例显著高于 ELSO;ECPR 的应用明显多于 ELSO(P<0.001)。 
结论 ECMO 技术能为顽固呼吸循环衰竭重症患儿提供有效心肺支持。ECMO 技术的多学科性､复
杂性和儿科患儿的特点,儿科 ECMO 团队需要较长的成长周期,大概需要 50 例儿科 ECMO 临床经验,
儿科 ECMO 管理水平才能达到基本成熟,避免并发症改善 ECMO 预后。 
 
 
OR-0277 

血液净化与常规方法治疗儿童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的疗效比较 
 

靳有鹏,刘海燕,赵春,王伟,王玉娟,尹怡,信晓伟,孙正芸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比较血液净化治疗与单纯激素加丙球治疗儿童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的疗效和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0 年 8 月-2016 年 3 月我院 PICU 收治的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住院患儿 30
例,按照其治疗方法分成血液净化治疗组和激素丙球治疗组,比较两组患儿的疗效和并发症。 
结果 30 例患儿中,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大 13 岁, 小 2 月,平均(3.6±2.9)岁。其中血液净化治疗

组 10 例,单纯激素加丙球治疗组 20 例,血液净化组(10 例)是在应用大剂量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加糖

皮质激素的同时,加用血浆置换､血液滤过等血液净化的方法;激素丙球组(20 例)是仅应用大剂量静脉

注射丙种球蛋白加糖皮质激素治疗,两组患儿均采用同样方式加强对皮肤､粘膜及眼部护理并停用可

能的过敏药物。30 例患儿无 1 例死亡,均痊愈或好转转科。比较两组患儿的危重病例评分､治疗后发

热持续时间､皮损消失时间及粘膜损伤消失时间,血液净化治疗组患儿的危重程度更高,而发热持续时

间､皮损消失时间及粘膜损伤消失时间均短于激素丙球治疗组,两组间比较均有显著意义。 
结论 血液净化治疗用于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能取得更好的疗效,尤其对于病情危重患儿,应及时应

用,可挽救更多患儿的生命。 
 
 
OR-0278 

儿科急诊预检分诊系统相关数据分析 
 

施惠宣,吴瑾准,陈国兵,朱碧溱,颜卫源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制订儿童 5 级预检分诊标准及流程并评价其有效性,旨在提高儿科急诊工作效率及危重患儿救

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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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参照国内外预检分诊系统,并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儿科急诊 5 级预检分诊标准与流程。对

2015.01 月至 2016.12 月期间儿科急诊科患儿进行研究,对患儿年龄､性别､疾病分布情况､各级患儿

就诊等候时间､去向等进行统计并分析相关数据。 
结果 共有 275129 例患儿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占 60.19%,女性占 39.81%;上半年(1-6 月份)的就诊

总量高于下半年(7-12 月),2015 年的上半年是下半年的 1.3 倍,2016 年的为 1.63 倍。2016 年与

2015 年数据比较,危重､紧急病人(Ⅰ､Ⅱ､Ⅲ级)比例增加,2016 年为 9.03%,2015 年为 3.87%。I､II 级
患儿能及时就诊;III 级患儿 2016 年较 2015 年有所增加,等候时间 2016 年平均为 7.28 分钟,2015 年

为 7.03 分钟,等候时间延长患儿 2016 年为 1.52%,低于 2015 年 1.76%。IV 级患儿中候时间 2016
年平均为 17.72 分钟,2015 年为 11.3 分钟,等候时间延长患儿 2016 年为 1.74%,高于 2015 年

0.93%。V 级患儿中候时间 2016 年平均为 76.75 分钟,2015 年为 51.75 分钟。危重､紧急､急诊病人

占急诊转住院患儿人数比例增加,2016 年比例 62.03%,2015 年为 40.27%。危重､紧急､急诊病人占

急诊转 ICU 患儿人数比例增加,2016 年比例 70.28%,2015 年为 45.97%。非危重病人数住 ICU 人数

比例下降,2016 年比例为 0.06%,2015 年为 0.16%。 
结论 儿科急诊 5 级预检系统能有效快速识别患儿病情,可为患儿提供 佳分诊流程,为及时抢救危重

症患儿提高效率,提升急诊工作质量。 
 
 
OR-0279 

探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与呼吸衰竭 
的神经肌肉疾病构成特点 

 
李西华,胡超平,赵蕾,王艺,周水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回顾､分析总结 2016 年来自我院重症监护室 30 例由于脱机困难､反射减少和肌肉萎缩无力为

主要表现的(年龄 3 天-14 岁)患儿的骨骼肌病理学特点,为 PICU 常见的神经肌肉疾病因学诊断或鉴

别 ICU 获得性肌无力提供依据。  
方法 按常规床旁肌肉活检方法获得骨骼肌标本,标本经液氮预冷的异戊烷速冻处理后, 8μm 冰冻连

续切片行组织化学(包括 H&E､改良 Gomori､品红-PAS､油红-ORO､改良 VG); 酶组织化学及特殊染

色(包括 NADH-TR､细胞色素氧化酶(COX)､琥珀酸脱氢酶(SDH)单胺色素氧化酶(AMP)､腺苷三磷酸

环化酶(ATPase)､酸性磷酸酶(ACP)非乙酰胆碱脂酶(NSE)等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50 余种抗体检

测。   
结果 (1)线粒体肌病或脑肌病 6 例､肌管肌病 2 例､糖原累积病 2 例､Merosin 缺乏先天型肌营养不良

2 例､α-dystroglycans 缺陷型先天性性肌营养不良 1 例､ CollagenⅣ缺陷型 Ullrich 先天型肌营养不

良 1 例､脂肪蓄积性肌病 1 例､重症婴儿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1 例､神经蜡样脂褐素沉积病 1 例､

SMA 1 例､SMARD 1 例;另外有 11 例未见骨骼肌特殊病理特征,但可见选择性Ⅱb 肌纤维萎缩非特

异性共同病理特征。 
结论 PICU 通常是由各种肺内或肺外原因所致呼吸衰竭,需用无创或有创通气支持的患者系统功能障

碍危及生命的病房。本研究提示神经肌肉疾病是不可忽视导致呼吸肌受累潜在高危因素之一,另外

11 例患者可见选择性Ⅱb 肌纤维萎缩,提示不排除获得性肌无力的可能。为此本研究通过床旁肌肉

活检技术为 PICU 常见的神经肌肉疾病因学诊断或鉴别 ICU 获得性肌无力提供依据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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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80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脓毒症患儿早期 
乳酸清除率和炎症因子的影响 

 
缪红军,华虎,吴金桓,吴晔明,钱亚莉,李晓南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观察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脓毒症患儿临床治疗效果及对乳酸清除率､炎症指标的影响。  
方法  根据儿科脓毒症诊断标准选择 2013 年 6 月-2017 年 5 月收治我科的严重脓毒症患儿 70 例并

随机分为 2 组,即对照组和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ω-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ω-3PUFAs)治疗组,
每组 35 例。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应用普通脂肪乳剂(intralipid, 20%脂肪乳)5ml/kg.d, 治
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应用多种油脂脂肪乳(鱼油,商品名合文)5ml/kg.d,连用 3 天进行治疗;
于入院时进行小儿危重病例评分,于治疗的 0h 和 6h 测定患儿乳酸水平,并计算早期乳酸清除率,于治

疗的 0h､12h､24h､72h 测定患儿外周血 TLR4､NF-κB 和炎症因子 TNF-α､IL-6 ､IL-8 的活化水平。 
结果  两组患儿入院时乳酸水平和小儿危重病例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 6 小时 ω-
3PUFAs 治疗组的乳酸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乳酸清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

儿入院时外周血 TLR4､NF-κB 和炎症因子 TNF-α､IL-6 ､IL-8 的活化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 );治

疗后 24hω-3PUFAs 治疗组 IL-6 ､IL-8 的活化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 72hω-3PUFAs

治疗组 TLR4､NF-κB 和炎症因子 TNF-α､IL-6 ､IL-8 的活化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或

P<0.05)。 
结论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辅助治疗儿童脓毒症有一定的临床疗效,其机制可能与减轻脓毒症过程中

的炎症反应有关。 
 
 
OR-0281 

Glasgow 昏迷量表评分 3 分的昏迷儿童脑死亡判定分析 
 

王荃,武洁,刘珺,鲁聪,李艳,钱素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临床疑似脑死亡儿童在脑死亡判定过程中的临床特点和技术要点。 
方法 对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24 例 Glasgow 昏迷量

表评分为 3 分且自主呼吸消失的儿童进行脑死亡判定,所有患儿均接受至少一项确认试验。根据中

国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分为脑死亡达标组和未达标组,分析其临床判定特点,计算脑电图(EEG)､短潜

伏期体感诱发电位(SLSEP)､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的灵敏度､特异度､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 
结果 本研究入组 24 例患儿,男 16 例,女 8 例,入组时年龄 5.6(2,8.8)岁,24 例患儿中有 10 例符合脑死

亡判定标准。 24 例患儿瞳孔对光反射､角膜反射､头眼发射､咳嗽反射､前庭眼反射均消失,GCS 评

分均 3 分,均无自主呼吸､需依靠呼吸机维持通气。12 例(50%)患儿进行了自主呼吸激发试验,共 25
人次,其中成功 21 次,3 次因心率下降终止,1 次因血氧饱和度下降终止。另有 10 例因脑死亡判定确

认试验 2 项未达标而未进行自主呼吸激发试验,1 例因肺部病变较重无法满足先决条件,1 例家长拒绝

未实施。所有患儿均至少完成一项确认试验,其中 11 例完成 3 项试验,11 例完成 2 项试验,2 例仅完

成 1 项试验。EEG､TCD 和 SLSEP 的完成率分别为 100%､83.3%和 54.2%,EEG 应用频次 多,而
SLSEP 完成度 低。三项确认试验中,EEG 的灵敏度(100%)和特异度(79%)均 高;虽 SLSEP 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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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00%,但特异度仅 40%。TCD 在灵敏度(89%)和特异度(64%)上无明显优势。单独使用 EEG
和 SLSEP 的假阴性率均为 0%,TCD 的假阴性率为 11%。单独使用 SLSEP 的假阳性率高达

60%,EEG 的假阳性率也达 21%。将 EEG､TCD､SLSEP 进行不同组合时发现,EEG 与 SLSEP 组合

的特异度和灵敏度 高,均为 100%,且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均为 0。EEG 和 TCD 组合时的灵敏度为

89%,特异度可达 100%,假阴性率为 11%。SLSEP 和 TCD 组合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6%和

75%,假阳性率为 25%,假阴性率为 14%。结果显示,任何单项确认试验均有误判可能,组合完成确认

试验可一定程度地降低误判风险。 
结论 做好脑死亡判定前的准备工作､接受正规专业培训及规范操作是正确判定脑死亡的关键。儿童

脑死亡判定时,单项确认试验中 EEG 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为优选项目;确认试验组合时以

SLSEP 和 EEG 具优势。 
 
 
OR-0282 

msCD163 诊断儿童继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及预后判断作用 
 

熊熙,崔云,王春霞,王斐,张育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 CD163+外周血单核细胞表达率(the percent of CD163-､可溶性 CD163(soluble 
CD163,sCD163)以及两者衍生联合指标(msCD163)诊断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的作用及预后分析。 
方法 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研究对象为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收

治的噬血细胞综合征可疑患者 102 例,排除入室 72 小时内死亡､拒绝行骨髓穿刺诊疗操作､血液系统

疾病､遗传代谢及肿瘤相关疾病患者后,共纳入 69 例可疑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根据 HLH-2004 噬

血细胞综合征诊断标准及 2012 国际严重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诊断标准,判定符合噬血细胞综合征患

者 31 例,脓毒症患者 38 例。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 sCD163,流式细胞术检测外

周血单核细胞 CD163+表达率。采用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危险因子,绘
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危险因子的诊断及预后判断价值。 
结果 HLH 组患儿外周血 mCD163 表达率､血清 sCD163 及铁蛋白水平分别为(91.50 ± 6.93)%､

(1358.86 ± 543.45) ng/ml､(4452.5±937.57) ug/L;脓毒症组患儿外周血 mCD163 表达率､血清

sCD163 及铁蛋白水平分别为(82.54±11.85)%､(862.35 ± 322.72) ng/ml､(2439.25±841.25) ug/L。

HLH 组患儿外周血 mCD163 表达率､血清 sCD163 及铁蛋白水平明显高于脓毒症组,两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9)。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 mCD163 和 sCD163 是诊断 HLH 的独立危险

因素(P = 0.041)。据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联合指标 msCD163 根据公式 msCD163= 
sCD163+mCD163*0.071/0.005 得出。对相关危险因子进行 ROC 曲线分析,诊断噬血细胞综合征时

msCD163 曲线下面积 大,为 0.878(95% CI: 0.780-0.977,P <0.001)。msCD163 以 1821.06 为截

断点时,敏感度 91.3%,特异度 70%。ROC 分析判断噬血细胞综合征预后时 msCD163 曲线下面积

大,为 0.727(P = 0.017)。msCD163 以 1887.72 为截断点时,敏感度 85.7%,特异度 58.6%。 
结论 msCD163 能有效诊断儿童继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是评估继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预后的

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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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83 

Fecal calprotectin concentrations and diagnosis of 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in infants 

 
Shi Jingyi,Cui Yun,Wang Chunxia,Zhang Yucai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ghai 200040 
 

 
Objective Objective: Among the man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AGI) 
inflammation might play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stine barrier dysfunc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fecal calprotectin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in infants. 
Methods We collected 180 stool samples from infants at the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Critical 
care medicine from May 2014 to May 2015. The stoo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fter birth and 
stored in -80,and the fecal calprotectin level was measured with the calprotectin enzyme-linked 
immune sorbent assay kit. 
Results  Fecal calprotectin concentration show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AGI group than in the 
non-AGI group (P<0.05 )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cal 
calprotectin level and stages of AGI 1 to 3 (P<0.001). But in infants with AGI 4, the concentration 
of fecal calprotectin declined rapidly before clinical symptom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calprotectin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type and method of feeding between the AGI and non-AGI 
groups. 
Conclusions Fecal calprotecti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infants with 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The fecal calprotectin test is a noninvasive, easy, and useful tool for the 
diagnosis of AGI. 
 
 
OR-0284 

Hypoxic Hepatitis and Mortality in Children after Cardiac 
Surgery: Epidemiology and Outcomes 

 
tan linhua,Ye Jing,Shu Qiang,Wu Xiujing,Zhang Zewei,Li Jianhua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1 
 

 
Objective The epidemiology and outcomes of hypoxic hepatitis in children after cardiac surgery 
have not been well characterize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scribe the frequency of 
hypoxic hepatitis in children after cardiac surgery, its duration, clinical outcomes, as well as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hospital mortality.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prospectively from all consecutive pediatri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open-heart surgery from 2007 through 2015 at a teaching Children’s Hospital. They 
were screened for hypoxic hepatitis daily throughout their ICU stay after cardiac surgery. 
Results Of 6718 consecutive pediatric patients after cardiac surgery, hypoxic hepatitis was 
diagnosed in 36 (0.54%) patients. Hypoxic hepatitis was more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efect as opposed to a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efect (4.2% vs. 0.07%, 
P<0.001). Hypoxic hepatitis occurred on postoperative day 3 (interquartile range[IQR], 2-5d).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peaked with the level of 2033 U/L (IQR, 1212-3139 U/L),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on day 4, and returned to normal on day 13 (IQR, 10-15 d). The in-
hospital mortality was 25% in children with hypoxic hepatitis after cardiac surgery. Serum bilirubin 
level combined with vasoactive inotropic score demonstrated good predictive values for in-
hospital mortality, with the area under rece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0.815 (P <0.005). 
Conclusions In children after cardiac surgery, hypoxic hepatitis was infrequent, but its 
occurrence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 mortality rate. It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in pati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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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efect. Serum bilirubin level combined with vasoactive inotropic score 
demonstrated good predictive values for in-hospital mortality. 
 
 
OR-0285 

近红外光谱技术对儿童脓毒症脑血氧水平监测的价值 
 

李明霞,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有 201102 

 
 
目的 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监测脓毒症患儿脑组织的血氧饱和度(rScO )水平,研究不同程度脓毒症儿

童局部脑组织血氧水平的变化及规律､探索其与相关生理指标及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1.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收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脓毒症患儿为研

究对象,对照组为普通病房无脑损伤的患儿。2.监测脓毒症患儿前额叶局部脑组织血氧饱和度水平,
记录患儿一般信息､原发疾病､生理及实验室指标､累及器官情况､相关治疗､脑损伤情况及患儿转归

等资料。3.按是否脓毒性休克分组,并与对照组比较,分析患儿前额叶局部脑组织的血氧水平及变化

规律,探索其与同期的血压､心率等相关生理指标变化的关系, 后研究其与预后的相关关系 
结果  1.共纳入 30 例研究对象,其中男 17 例,女 13 例,脓毒性休克的患儿 17 例,非休克的患儿 13 例,
对照组 17 例。2.脓毒性休克的患儿在休克纠正后其 rScO 在前 4-5 天仍明显低于非休克的患儿及对

照组(58.8% vs 63.5%),至第 6-7 天,三组间 rScO 无统计学差异;非休克组与对照组的 rScO 之间无统

计学差异。3. rScO 与患儿平均动脉压､心率､血红蛋白､乳酸等指标无明显统计学相关,但与 ScvO2

之间存在统计学正相关,且相关系数 0.6-0.7 左右。4. rScO 与住院期间的 GCS 评分之间存在正相关,
相关系数 0.4 左右,尽管患儿 rScO 与出院时格拉斯哥预后评分之间无统计学相关,但死亡患儿的

rScO 低于存活的患儿(57.6% vs 62.8%) 
结论  
1.脓毒性休克的患儿 rScO 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及非脓毒性休克的患儿; 
2. rScO 与心率､血压､乳酸等指标无统计学相关,与 ScvO2呈正相关; 
3.死亡患儿的 rScO 低于存活的患儿,NIRS 可能有助于辅助判断预后 
 
 
OR-0286 

艾司洛尔在Ⅲ期手足口病患儿中治疗价值的研究 
 

刘成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艾司洛尔对Ⅲ期手足口病患儿心功能､预后的影响。 

方法 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 90 例Ⅲ期手足口

病患儿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艾司洛尔组,普通治疗组。所有患儿均按照手足口病诊疗

指南予以降颅内压､抗病毒､输丙种球蛋白､保护心肌细胞及退热等治疗。艾司洛尔组在此基础上加

用艾司洛尔。记录治疗前､治疗后 6h､12h､24h､48h､72h､96h 的血压､心率情况､治疗前后的心功能

指标结果,临床特征､预后。 

结果  ①治疗前,两组各观察指标(心率､每博量､每博指数､心排出量(cardiac output,CO)､心脏指数

(cardiac index ,CI))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除每搏指数外,两组上述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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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两组患儿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艾司洛尔组循环衰竭､

心肌损害的发生率,机械通气的比例明显低于普通治疗组(P<0.05);③1 d 死亡率在两组之间无明显差

异(P>0.05),艾司洛尔组 3 d､ 7 d ､28 d 死亡率明显低于普通治疗组(P<0.05)。 

结论 艾司洛尔可以有效的降低Ⅲ期手足口病患儿心率,改善心功能,降低 终死亡率。 
 
 
OR-0287 

高频振荡通气治疗儿童重症手足口病并神经源性肺水肿 
 

陈玉雯,冯小伟,吉训琦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01 

 
 
目的 探讨高频震荡通气治疗重症手足口病合并神经源性肺水肿效果 
方法 应用回顾性调查观察方法研究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本院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住
院重症手足口病并神经源性肺水肿 29 例患儿,分为治疗组(高频震荡通气组,HFOV)15 例,对照组(常
规通气治疗组,CMV)14 例。记录并分析人口学基本特征､实施通气条件､血气分析和临床转归等数据 

结果 24h 治疗组较对照组氧合指标改善明显,PaO2 ､PaO2/FiO2 ､OI 均明显上升,PaCO2 下降

(P<0.05);24h HFOV 需要的 FiO2下降,两组的压力支持条件△P､MAP､PIP 下降缓慢(P<0.05);两组

在通气时长,停留 PICU 时间,气漏发生率,镇静剂,血管活性药物,死亡率等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FOV 能较快纠正重症手足口病并神经源性肺水肿顽固性低氧血症促进二氧化碳排出,是常规

通气治疗低氧血症加重时的有效替代模式。 
 
 
OR-0288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tal outcome of children with 
enterovirus A71 infection - A case series 

 
Li Peiqing 

Guangzhou Children and Women's medical center 510240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fatal EV-A71 infection and to identify the symptoms 
and signs for early warning of deterioration. 
Methods This was a clinical observational study of fatal cases of EV-A71 infection treated at five 
hospitals (China) between January 1st, 2010 and December 31st, 2012. We recorded and 
analyzed 91 manifestations of EV-A71 infection in order to identify indicators for early 
assessment. 
Results Fifty-four fatal cases were included. Median age was 21.5 months (Q1-Q3: 12-36). The 
median duration from onset to death was 78.5 hours (range, 6 to 432). The multilayer perceptr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taxia respiratory, ultrahyperpyrexia, excessive tachycardia, refractory 
shock, pharyngeal reflex absent, irregular respiratory rhythm, hyperventilation, deep coma, 
pulmonary edema and/or hemorrhage, excessive hypertension, tachycardia, somnolence, CRT 
extension, fatigue or sleepiness, and age  were associated with death. Autopsy findings (n=2) 
showed neuronal necrosis, softening, perivascular cuffing, colloid, and neuronophagia 
phenomenon in the brainstem. 
Conclusions The fatal cases of enterovirus A71 had neurologic involvement, even at the early 
stage. Direct virus invasion through neural pathway and subsequent brainstem damage might 
explain the rapid progress to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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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89 

Incidence and outcomes of chemotherapy associated 
ARD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  An 

observation cohort study  
 

liu chentao,Huang Yehong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Objectiv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s a catastrophic blow and lead to worse 
outcomes for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s chemotherapy is a definite risk of 
lung injury, we analyzed the incidence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chemotherapy relate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consecutive children admitted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Methods 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for incidence and outcome of chemotherapy 
associated ARDS in children with ALL. This study enrolled children who admitted to the XiangYa 
hospital between November 2013 and October 2016 and met criteria of Chinese Children’s 
Leukemia Group Clinical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These 
patients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ho advanced to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ere sub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hemotherapy relate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group and no chemotherapy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group. 
Results Total 2728 children admitted to this study and 452 were diagnose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occurred in 72 of 452 patients. Among 72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RDS,  31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 chemotherapy associated ARDS 
group and 41 patients were in no-chemotherapy associated ARDS group. Frequency of 
chemotherapy associated ARDS in this ALL cohort was 6.86%. The median age at chemotherapy 
related ARDS was 8.02 years old (IQR, 6-10.7).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related ARDS 
received significantly more corticosteroid than patients with no chemotherapy related ARDS did 
( 96.77% vs 26.83%, p<0.001). And chemotherapy related ARDS group received significantly 
less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han no chemotherapy related acute lung injury group did (6.45% vs 
39.02%, p<0.001). ICU and hospital stay lengths of chemotherapy related acute lung injur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Mortality rate of chemotherapy related acute lung injur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12.90% vs 21.95%, p=0.048).  
Conclusions Chemotherapy is an important risk for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nd recognizing this risk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 for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Overall outcomes of chemotherapy relate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s relatively good.  
 
 
OR-0290 

肺动脉吊带患儿胸部三维 CT 影像学特点及预后分析 
 

娄鹏程,赵玲玲,陈伟,赵琦峰,潘国权,严纯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研究胸部三维 CT 在肺动脉吊带(PAS)患儿中的影像学特点,分析其与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诊断为肺动脉吊带

的 18 例患儿,分析其临床表现､胸部三维 CT 成像测量其气管 窄处横径､前后径､气管 窄处后缘

与椎体前缘间的距离､左右主支气管分叉角及预后情况。以肺炎(不伴心血管畸形)患儿作为对照组

(25 例)。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两组患儿影像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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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8 例肺动脉吊带患儿年龄中位数为 6.5 月,生后均反复出现喘鸣症状。18 例患儿均行心血管

增强 CT+气道三维重建证实肺动脉吊带及气道畸形情况。18 例患儿中死亡 11 例。PAS 组气管

窄处横径和前后径均明显小于肺炎组[(3.05 ± 0.88)mm vs.(6.83 ± 1.03)mm;(2.68 ± 1.07) mm 
vs.(6.59 ±1.10)mm ;P 均<0.01]。PAS 组气管 窄处气管后缘与椎体前缘间的距离明显大于肺炎组

[(7.41 ± 1.83)mm vs.(3.10 ± 0.68)mm], P <0.01];PAS 组左右主支气管分叉角明显大于肺炎组

[(121.59°± 9.09°)vs. (82.05° ± 9.42°),P <0.01]。死亡组患儿气管狭窄处横径和前后径均明显小于存

活组[(2.72 ± 0.82)mm vs.(3.57± 0.62)mm;(2.37± 0.55)mm vs.(3.16 ± 0.85)mm;P 分别为

0.002,0.012] 。 
结论 对于反复喘鸣的患儿,通过胸部三维 CT 分析气管狭窄处的相关数据,可以为诊断 PAS 提供重要

线索,减少误诊､漏诊的发生。气管狭窄的严重程度与肺动脉吊带患儿预后相关。 
 
 
OR-0291 

重症手足口病并昏迷无自主呼吸儿童的早期康复促醒治疗 
 

高琦,常建洛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重症手足口病来势汹涌,损伤大脑,殃及患儿生命。在抢救中加入中医方法能使患儿尽早苏醒。

我们的治疗显示 p =0.029 <0.05。有显著意义。这或许能给深度昏迷的患儿增加一个苏醒的途径。 
方法 一般资料:凡在我院 PICU 住院抢救的重症手足口病昏迷患儿伴不能撤机或无咳嗽反射､无自主

呼吸者。共 61 例,接受康复治疗的为治疗组 38 例,对照组 33 例。其中男 38 例,女 33 例,平均年龄

2.5 岁, 大 5 岁 5 月, 小 1 岁。不接受康复治疗或仅做 1-2 次康复治疗就退出的为对照组。 
方法:针刺促醒。 
处方:百会透前顶､列缺透太渊､天突､膻中､关元､尺泽､气海､足三里､照海､肺俞､心俞､膈俞､膏肓。 

耳针:肾上腺､交感､皮质下､神门､肺､心､脑干。 
加电针仪加重剌激,30 分钟/次,1 次/日 
方义:醒脑开窍,回阳救逆,补益心肺 
百会透前顶､二穴均位居督脉,入脑上巅,能调阴阳､补肾气､填精补髓､益气养血､续接阳气,开窍启闭,
健脑宁神,。采用透穴疗法加重剌激,提高疗效。列缺透太渊中列缺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任脉,能任

养肺脏,开窍启闭､太渊为肺经输穴､原穴。为肺脏原气经过并留止的穴位能通肺气司呼吸。二穴合

用能补肺气､司呼吸,开窍启闭。肺俞､膏肓､尺泽补益肺气,宣肺司呼吸。膈俞能增强膈肌功能,促进

呼呼功能的恢复。天突､膻中､心俞补益心肺。关元､气海､足三里､照海､肾上腺补阳益气,提神醒

脑。交感､皮质下､神门补心血､益脑髓､宣肺气,脑干､肾上腺健脑提神､抗休克。诸穴合用能醒脑开

窍,回阳救逆,补益心肺。 
结果 治疗组 38 例重症手足口患儿中 35 例 经针剌治疗年成功撤机,3 例撤机未成功其中 2 例放弃治

疗出院,1 例死亡。总有效率 92.11%。其中 快的针刺治疗 2 天后成功撤机, 迟的 10 天后成功撤

机。平均针刺治疗 4.5 天成功撤机。对照组 33 例中死亡 2 例,放弃治疗 2 例,转院 5 例,撤机成功 23
例。总有效率 72.72% 
p =0.029 <0.05。有显著意义。 
组别  成功撤机  撤机失败  有效率%  
实验组  35  3  92.11  
对照组  23  10       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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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十 二经脉皆入脑”､, “针灸瑜穴产生的 信 号 可 传 人 脑”､“ 针 刺瑜穴时激发脑内各级神经元放 

电”。据此,可认为,365 穴､十四正经的针剌治疗均可增加脑循环血流量､改善微循环,促进血流变学改

变,激发脑细胞的放电并恢复神经细胞团核的功能,进而恢复大脑的功能。而 HFMD 是一种 5 岁以下

儿童常见的病毒性传染病,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重症中尤以 EV71 为多,除发热和皮疹外,常累及中枢

神经系统而致昏迷､无自主呼吸､无咳嗽反射等症状,多次撤机试验失败。我们在病程的这一阶段结

合中医的针刺治疗后,使 80%余的患儿都能成功撤机,不仅缩短了待机时间,减少了患儿的病痛,同时

也减轻了患儿的住院医疗费用。特写出来,供同道斧正提高。 
 
 
OR-0292 

限制诱导运动疗法辅助虚拟现实游戏对偏瘫儿童运动功能的影响 
 

赵晓科,张跃,汤健,张玲,朱敏,李红英,杜森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评价限制诱导运动疗法辅助虚拟现实游戏对偏瘫型脑性瘫痪儿童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50 例偏瘫儿童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25 例。2 组患儿均给予

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每日行限制诱导运动疗法 4h,其中 1h 在治疗师帮助下行受累侧作业治疗,另外

3h 在患儿监护人帮助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治疗。实验组 1h 在治疗师帮助下治疗,1h 进行虚拟现实

游戏,另外 2h 在患儿监护人帮助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治疗。2 组患儿疗程均为 3 周。分别在治疗疗

程前､后采用 Quality of Upper Extremity Skills Test (QUEST)评定患儿上肢运动功能,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Scale(GMFM)评定粗大运动功能,采用 Pediatric Evaluation of Disability 
Inventory (PEDI)分析患儿整体社会功能的变化。 
结果 2 组患儿治疗前一般情况及各项疗效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组

患儿 QUEST 评分､GMFM 评分及 PED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实验组 QUEST 评分､
GMFM 评分及 PEDI 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限制诱导运动疗法辅助虚拟现实游戏能显著改善偏瘫型脑瘫儿童运动功能及整体社会功能。 
 
 
OR-0293 

生物刺激反馈治疗仪治疗脑性瘫痪小腿三头肌痉挛疗效观察 
 

孔勉,余志华,曾敏,谢媛媛,方梅苓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7 

 
 
目的 观察生物刺激反馈治疗仪治疗脑瘫小腿三头肌痉挛效果。 
方法 将 118 例有小腿三头肌痉挛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63 例,对照组

55 例。两组均进行运动功能训练,治疗组每日进行 2 次生物刺激反馈治疗仪治疗,每次 20-25 分钟,3
个月后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两组患儿经过 3 个月治疗后,痉挛评分及表面肌电图放松及被动牵拉时的均方根值与治疗前相

比有所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治疗组较对照组效果明显。 
结论 运动功能训练加生物刺激反馈治疗仪治疗脑瘫小腿三头肌痉挛较单纯运动功能训练疗效更为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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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94 

385 例儿童运动发育迟缓临床分析 
 

彭桂兰
1,丁德琴

1,胡恕香
1,王央丹

1,彭桂兰
1,丁德琴

1,胡恕香
1,王央丹

1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儿童运动发育迟缓相关因素,以利于早期诊断､早期管理及干预。 

方法 对 385 例以运动发育落后为主要症状而就诊的患儿临床检查,视患儿情况分别给予生化检查､头

颅 MRI 检查､心脏超声检查,疑有代谢异常者进一步行氨基酸､有机酸代谢相关检查及染色体､微阵列

等检查。运动功能评估采用 peaboty 运动量表,CDCC 量表评价智力发育水平,以及听觉､视觉诱发电

位检查､脑电图检查。 

结果 385 例运动迟缓中以 230 例表现肌张力增高或不全､姿势异常诊断脑瘫(其中早产 66 例

(28.69%)。92 例运动发育迟缓原因不明,以智力低下致运动落后 30 例,基因缺陷病等遗传代谢性疾

病 33 例。合并症中小头畸形 54 例( 23.3%)､精神发育迟滞 46 例( 19.9%)､听力障碍 46 例 (19.9%)

､癫痫 26 例( 11.2 %)､斜视 20 例(8.7%)､皮质盲 11 例 (4.8%)､先天性心脏病 17 例(7.4%)､白内障 5 

例( 2.2%)､唇裂 3 例(1.3%)､尿道下裂 3 例(1.3%)。 
结论 运动发育迟缓由多种因素引起,通过早期筛查可以发现儿童发育及环境问题,及时干预,病因诊断

对于相关的治疗､预后以及持续合理的医学管理､同胞的再发风险､家庭风险咨询､残疾预防都有积极

的作用。 
 
 
OR-0295 

Altered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s in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children revealed by cortical 

thickness 
 

Liu Tian1,2,4,Chen Yanni3,Li Chenxi 1,2,Li Youjun1,2,Wang Jue1,2 
1.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Devi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ranch 
3.Xi'an Children's Hospital 

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rtical thickness and topological features of human brain 
anatomical networks related to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40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children and 40 
normal control children. Interregional correlation matrices were established by calculating the 
correlations of cortical thickness between all pairs of cortical regions (68 regions) of the whole 
brain. Further thresholds were applied to create binary matrices to construct a series of 
undirected and unweighted graphs, and global, local, and nodal efficiencies were computed as a 
function of the network cost. 
Results Thes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ed abnormal cortical thickness and correlations in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showed that the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s of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subjects had inefficient small-world topological features. Furthermore, 
their topological properties were altered abnormally. In particular, decreased global efficiency 
combined with increased local efficiency in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children led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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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related shift of the network topological structure toward regular networks. In addition, 
nodal efficiency, cortical thickness, and correlat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several brain regions 
were altered in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a hypothesis of dys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segregation of the brain in pati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f brain dysfunction in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patients by observing 
cortical thickness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R-0296 

以功能为导向的 ADL 训练对痉挛型双瘫患儿的疗效观察 
 

魏来,顾琴,张大力,李明娣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通过以功能为导向的 ADL 训练,增加 ICF 构架下的活动与参与,提高患儿活动能力, 大限度地

开发潜能,增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立性。  
方法 选取本院康复中心明确诊断并治疗的 3-6 岁学龄前痉挛型双瘫患儿 40 例,将 40 例患儿进行随

机分组,对照组 20 例,实验组 2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结合以功能

目标为任务导向性训练,注重设计细节,充分考虑环境及个人因素的作用,以更衣动作为例,如脱上衣､

脱裤子､穿上衣､穿裤子､穿脱袜子､穿脱鞋､系鞋带扣子､拉拉链等采用游戏形式治疗。两组均治疗 2
个月。两组治疗前后对患儿分别应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评定(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er,GMFM-88)､脑瘫儿童日常生活评定量表评定得出更衣动作,转移移动,步行动作的分数。  p

结果 两组治疗后 GMFM 的 D 区和 E 区的评分､ADL 能力的部分评分均优于治疗前(P<0.05),实验组

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运用以功能为导向的 ADL 训练对痉挛型双瘫的疗效优于传统康复理念从身体功能和结构出发

的疗效观察,有利于改善痉挛型双瘫患儿的功能性活动､移动能力及交往能力。因人而异的优化治疗

策略,让患儿更好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OR-0297 

Serum proteomic profiling for autism using magnetic bead-
assisted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A pilot study 
 

chen yanni1,Du Hui Ning1, Shi Zuo Yue 2,He Li 1, He Yu Ying3 
1.Xi’an Child’s Hospital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Iowa 
3.Xi’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bjective Autism is a heterogeneous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mpair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defects in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s as well as 
stereotypes of repetitive patterns in behaviors. The pathogenesis of autism remains elusive and 
currently there are no diagnostic or predictive biomarkers in autism available. Proteomic profiling 
has been used in a wide range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studies, which could produce 
deeper perceptions of the molecular bases behind certain disease and potentially becomes useful 
in discovering biomarkers in autism.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specific proteins tha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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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autism patients by magnetic bead-based pre-fractionation and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MALDI)-time-of-flight (ToF)-mass spectrometry (MS). 
Method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autistic children about 3 years old in age (n = 32) 
and healthy controls (n = 20) in similar age and gender. 
Results Eight peaks in the MALDI-ToF-MS spectra significantly distinguished autistic children 
from the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se differences in the protein profiles between the autistic children 
and healthy controls, this study identified a set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that are 
significant for further evaluation and might function as biomarkers in autism. 
 
 
OR-0298 

Reliability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 used on high-risk infants in China 

 
wang hui1,Zou Yan2,Li Haifeng1,Wang Jiangping1,Jin Huiying1 

1.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Zhejia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bjective  Aim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of AIMS measurements among 
high-risk infants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50 high-risk infants aged 0-9 month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4.14±2.02 month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age: Twenty-
three infants were younger than 4 months, and 27 infants were between 4 and 9 months. In the 
study of reliability, AIM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fants by a physical therapist, and the infants’ 
performance was videotaped. Then two other evaluators scored the performance by the videos 
independently to examin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After at least one month, two evaluators rescored 
the performance by the videos again to examine the intrarater reliability. In the study of validity, 
AIMS and the 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2 (PDMS-2)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AIMS. 
Results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s) for the intrarater and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of 
measurements obtained with the AIMS were high (ICC=0.987–0.997). The AIMS total score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all of the subtest scores of the PDMS-2 (r=0.837, 0.933, 0.945, 0.940 and 
0.920), although the AIMS percentage were only moderately to good correlation with the PDMS-2 
GMQ, FMQ, and TMQ (Kappa=0.580, 0.601, 0.724). 
Conclusions  AIMS has acceptable reliability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in evaluating the motor 
development of high-risk infants in China. 
 
 
OR-0299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的效度研究 
 

王翠,李一芳,黄真,席宇诚,李卓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检测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简称 AIMS)和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

II(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 II,简称 PDMS-II)粗大运动量表在高危儿评测中的同时效

度。 
方法 118 名高危儿加入本研究,月龄范围 2~17 月龄,平均月龄 7.76±3.93 月。具有 AIMS 和 PDMS-
II 评估经验的三名评估者加入本研究。同一评估者对同一婴儿分别进行 AIMS 和 PDMS-II 评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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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内完成,并记录评估结果。AIMS 和 PDMS-II 粗大运动量表的原始分用于检测同时效度。将所

有的高危儿分为四个月龄组,并分别计算每个月龄组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结果 AIMS 和 PDMS-II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是 0.97。0~4 月龄组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是 0.94,4~8
月龄组 0.95,8~12 月龄组 0.94,>12 月龄组 0.91。 
结论 AIMS 与 PDMS-II 的同时效度为高强度相关,AIMS 是一个有效的可以用于动态监测高危儿运动

发育的量表。 
 
 
OR-0300 

沙盘游戏疗法对脑性瘫痪儿童心理障碍的疗效研究 
 

彭利娟,余文玉,侯雪勤,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沙盘游戏疗法治疗脑性瘫痪儿童心理问题的疗效。 
方法 随机纳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中心,确诊为脑瘫的 5~8 岁儿童 60 例。将其与 60
例正常儿对照;随机将 60 例脑瘫儿童分为观察组(30 例)与对照组(30 例)进行组间对照;30 例观察组

患儿治疗前后组内对照。观察组为常规康复训练加 10 周的沙盘游戏治疗,每周 1 次,对照组仅常规康

复。两组患儿分别于治疗前和 10 周治疗结束后,采用 Conners 父母症状问卷(Parent symptom 
questionnaire,PSQ)和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WISC)进行测评,治疗前后对脑瘫患儿家长进行

访谈。 
结果 1.脑瘫组患儿 PSQ 得分明显高于健康组儿童(p<0.05);2. 治疗后观察组的 PSQ 得分较对照组

明显降低(p<0.05);3.观察组治疗后 PSQ 得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 
结论 沙盘游戏心理治疗,能够有效缓解脑瘫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对脑瘫儿童心理康复有积极的临床

作用。  
 
 
OR-0301 

遗传病误诊为脑瘫病例分析 
 

刘楠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提高对儿童遗传病的认识,减少误诊,加强基因检测在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康复过的脑瘫中 终被确诊为遗传病的患者 4
例:(1)患儿系 G2P1,孕检无殊,38W+6行剖宫产,出生体重 3.2kg,黄疸一个月余消退,4 月龄不会抬头, 5
月龄宁波妇儿医院头颅 MRI 示脑外间隙增宽。脑电图示界限性变化脑电图,少量尖波(右枕区),脑电

功率呈 θ 功率增高改变,血串联质谱检查未见异常。曾于北京及上海行康复治疗,肢体功能未见明显

改善,1 岁半左右出现癫痫,头控差､追视､追声反应欠灵活,易患呼吸道感染, 1 岁 8 个月确诊为球形细

胞脑白质营养不良,该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2)因运动发育落后于我院康复,有特殊面容,后经基

因诊断确诊为 2 号染色体微小病变,经康复后可独走､智力发育仍落后,该患儿父母染色体正常,患儿

为基因突变;(3)系 G1P1,孕期有羊水增多史,孕 41+2 周剖宫产,出生体重 4.15kg,生后否认窒息､缺氧

及病理性黄疸史,头部 MRI 示脑白质偏少,诊为神经系统发育迟缓, 7 个月龄因“追视反应欠佳､不会翻

身､不会抓握”来我院康复,因患儿存在特殊面容:眼裂小､表情呆滞､易流涎､毛发色淡,长相与父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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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后经确诊为 Pallister-Killian 综合征,其父为携带者;(4)试管婴儿,1 岁余于因运动､智力落后于我

科康复,基因检测示携带 SOS1 基因错义变异基因,该基因可能影响蛋白结构域功能,可能致病。 
结果 脑瘫患儿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为“遗传病”或具有遗传倾向,存在运动发育障碍的遗传病患儿易

被误诊为“脑瘫”; 
结论 对于伴有特殊面容､病情进展或出现多重并发症的运动障碍患儿,应注意借助于基因诊断手段筛

查,减少脑瘫的误诊。 
 
 
OR-0302 

280 例初诊为脑性瘫痪病例神经遗传学多因素分析 
 

杨茂玲,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了解神经遗传病与脑性瘫痪区别,避免临床误诊。 
方法 分析 2014.7-2016.3 我科就诊的初诊为脑性瘫痪,但治疗欠佳和或合并其他系统异常的患儿的

临床资料和遗传学信息。 
结果 280 例初诊为脑性瘫痪患儿均有头面部畸形(226 例),和或皮肤异常(12 例),和或先天性心脏病

(85 例),和或泌尿生殖器畸形(38 例),和或手足脊柱畸形(36 例),确诊为神经遗传病的分别有 177 例

(78.3%)､5 例(41.6%)､63 例(74.1%)､22 例(57.9%)､11 例(30.5%)。而头面部畸形合并先天性心脏

病 75 例,确诊为神经遗传病为 84%(63 例)。肌张力分为肌张力降低(242 例)､肌张力正常(25 例)､肌
张力增高(7 例)及为肌张力障碍(不自主运动及扭转痉挛)(6 例),其中确诊为遗传病的分别有 183 例

(76%)､6 例(24%)､3 例(43%)､2 例(33.3%)。Logistics 多因素分析得出头面畸形(P<0.05)､先天性心

脏病(P<0.05)､手足畸形(P<0.05)及肌张力降低(P<0.05)是初诊脑瘫患儿中确诊有遗传神经病的危险

因素。 
结论 一二级医疗机构对于发育障碍患儿脑性瘫痪诊断泛化欠准确问题。需要有简单可行初筛策略

指导一二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神经遗传病及脑性瘫痪的区别认识。我们数据提示对于疑诊为脑性

瘫痪患儿,若肌张力降低,合并头面畸形及先天性心脏病高度提示神经遗传病可能,需深入检查明确诊

断,指导治疗及预后。 
 
 
OR-0303 

脑苷肌肽注射液联合针灸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瘫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鲍首燕,金红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探讨脑苷肌肽注射液联合针灸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瘫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98 例周围性面瘫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治疗方案分为对照组 49 例和观察组 49 例。所有患儿均给予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针灸

治疗,而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脑苷肌肽注射液治疗。疗程结束后,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疗效,面神

经 House-Brackmann 分级评分,血清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水平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疗效评价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98.0% vs 83.7%,P<0.05)。治疗后,与对照

组相比,观察组患儿面神经 House-Brackmann 分级评分升高(4.52±1.02 vs 3.65±1.14 分),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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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 水平降低(3.21±0.57 vs 4.98±0.79 mmol/L),SOD､NO 水平升高(92.73±9.76 vs 60.51±8.67 
mU/ml,79.15±8.82 vs 50.78±7.34 umol/L),组间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治疗期间,两组

患儿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脑苷肌肽注射液联合针灸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瘫疗效良好,具有较高的治疗有效率,能够显著促进

神经功能恢复,改善血清 MDA､SOD､NO 水平,且不良反应轻微,临床上值得进一步研究 
 
 
OR-0304 

  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足部生物力学异常 
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关系 

 
苑爱云,侯梅,刘秋燕,宫兆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足部生物力学的特点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 GMFCS)和年龄的关系。 
方法 对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5 月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康复中心门诊及住院治疗的痉挛型双瘫

脑瘫患儿进行足部生物力学评估及粗大运动功能评估,分析不同年龄及不同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脑

瘫患儿的足部生物力学问题。应用 SPSS8.0 统计软件,不同年龄､不同 GMFCS 分级多组间的跟骨

外偏､前足外翻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年龄､不同 GMFCS 分级两组间的跟骨外偏､前足外翻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同 GMFCS 分级各组间严重程度比较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结果 65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均存在足部生物力学异常,不同 GMFCS 分级水平间跟骨外偏角度存在统

计学差异,GMFCS Ⅲ-Ⅴ者显著高于Ⅰ-Ⅱ者(F=2.872,P=0.031)。进一步通过年龄分层发现,2 岁及

以上患者不同 GMFCS 分级跟骨外偏存在显著性差异(t=-3.121,P=0.003),而小于 2 岁患者中无上述

差异。不同 GMFCS 分级跟骨外偏程度不同,其中 GMFCS 分级Ⅰ-Ⅱ者以轻度异常为主,GMFCS 分

级Ⅲ-Ⅴ级以中､重度异常为主(r2=0.333, P=0.007))。不同 GMFCS 分级及不同年龄分层前足外翻度

数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痉挛型脑瘫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足部生物力学异常;不同年龄､不同 GMFCS 分级的痉挛型脑

瘫患儿足部生物力学异常不同;GMFCS 水平越高,跟骨外偏程度越重,尤其 2 岁及以上患儿更为明

显。 
 
 
OR-0305 

AIMS 量表评价丰富环境干预对轻中度 
发育障碍婴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侯梅,苑爱云,刘秋燕,李媛,李媛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丰富环境对轻中度发育障碍婴幼儿早期干预效果,并应用 Alberta 婴儿运动发育量表(AIMS)
对患儿进行粗大运动发育评估。 
方法 采用随机单盲对照试验,选取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5 月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神经康复科就

诊的 0-12 月龄轻中度发育障碍患儿,符合入组标准的共 5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丰富环境

组和对照组,每组进一步按月龄分为≤6 月龄组和>6 月龄组。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康复治疗,每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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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 30min,每周 5 次。丰富环境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丰富环境干预,每次 45min,每周

5 天。采用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对治疗前及治疗后 8 周进行疗效评定和对比分析。 
结果 组间及亚组内在性别､年龄方面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前对照组､丰富环境组及各亚组 AIMS 各能

区得分及 AIMS 总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 8 周后,丰富环境组

AIMS 仰卧位､俯卧位､坐位能区得分及 AIMS 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与丰富环境组>6 月龄组

比较,丰富环境组≤6 月组 AIMS 总分增加值高于>6 月龄组;对照组不同月龄组间比较,AIMS 总分增加

值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与常规治疗相比,丰富环境干预能更好地提高轻中度发育障碍儿童粗大运动功能,且较小年龄组

患儿进步较快。 
 
 
OR-0306 

DST 发育筛查量表的评价者间信度和共聚效度分析 
 

周浩,李家琼,熊才运,罗林荫,王耀洲,崔玉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发育筛查量表(Development Screening Test, DST)是首个基于我国儿童人群和文

化背景编制的发育评估量表,目前在康复和发育行为门诊广泛使用。迄今为止,罕见该评

估工具信效度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分析发育筛查量表(development screening test,DST)
在婴幼儿发育评估中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为该量表的临床使用提供依据。 
方法 方法:2016.4.1-2017.3.31 期间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童康复门诊就诊的 0-6 岁婴幼儿,在充分知

情告知,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纳入本研究。两名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评估师对纳入研究对象进行 DST
评估,分析其评价者间的信度。纳入研究对象同时进行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评估,该工具作为金标

准评估工具,分析 DST 的共聚效度。 
结果 共有 174 患儿(男 99,56.9%)纳入本次研究,平均年龄 10.23±9.43 月。DST 中发育商(DQ)得分

为 67.83±19.63,智商(MI)得分为 61.94±15.9,女孩发育商和智商得分均高于男孩,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DST 各维度得分的组内相关系数(ICC 值)在 0.76-0.89 之间,结果说明评估师评分之间具

有较好的相关性。Peabody 中的粗大运动商(GMQ)､精细运动商(FMQ)､总运动商(TMQ)得分与

DST 的 DQ 和 MI 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9 vs 0.57, 0.62 vs 0.68,0.63 vs 0.64。Peabody
中粗大运动中反射､姿势和移动得分与 DQ 和 MI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2 vs 0.36,0.54 vs 0.50,0.56 

vs 0.58;精细运动中抓握和视觉运动整合的分与 DQ 和 MI 得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5 vs 0.70､
0.62 vs 0.68,DST 各维度与 Peabody 精细运动维度相关性 好,与粗大运动维度相关性稍低。 
结论 DST 发育筛查测试量表具有较好的评价者间信度和共聚效度,说明该量表在中国儿

童人群中是一个可靠和有效的运动发育筛查工具,本研究还发现 DST 评分存在明显性别

差异,下一步应进行大样本研究评估性别对评分的影响,以期制定性别特异的评分判断标

准或切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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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07 

Nogo-A 及其受体的差异表达在偏瘫型脑瘫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唐红梅,何璐,李金玲,郑韵,邱晒红,徐开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080 

 
 
目的 偏瘫型脑瘫(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HCP)在临床上较为常见,约占脑瘫的 44%,主要表现为

偏侧肢体功能受累。目前 HCP 发生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近年来,Nogo-A 蛋白作为负性调控因子

在神经重塑中的作用备受瞩目。那么 Nogo-A 是否参与 HCP 的发生及发展?相关研究目前未见报

道。为此本研究我们通过动物模型的制备和临床病例研究,试图阐明 Nogo-A 在 HCP 发生发展中的

作用。 
方法 通过结扎 7 日龄 C57BL/6J 小鼠右侧颈总动脉结扎,术后置于低氧环境(8%氧气+92%氮气)2h,
制备 HCP 模型。反应差､激惹或嗜睡､瞳孔缩小或不对称､肌张力增高或低下､不能翻身､平衡异常或

左旋者视为成功模型。术后送还母鼠喂养。同时我们收集 50 例正常对照儿童及 124 例 HCP 患儿

外周血,检测各组人群外周血中 Nogo-A 及其受体 mRNA 的表达情况。 
结果 结扎小鼠右侧颈总动脉可致小鼠左侧肢体瘫痪,步态不稳;Nissl 染色及 NeuN 荧光染色结果

示:HCP 组小鼠皮层及海马神经元较对照组显著减少。与对照组相比,HCP 小鼠外周血中 Nogo-A 
mRNA 的表达明显升高(P<0.05 vs control group);HCP 模型组 NR1 mRNA 较对照组有所增高,但是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病例研究进一步发现,HCP 患儿外周血中 Nogo-A 及其受体 NR1 的

表达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vs control group)。 
结论 结扎小鼠右侧颈总动脉可致小鼠偏侧肢体瘫痪,步态不稳,伴随皮层及海马神经元受损,模型制备

方案可行。HCP 动物及患者外周血 Nogo-A 及其受体 mRNA 呈高表达,提示 Nogo-A 及其受体的高

表达在 HCP 的发生及发展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OR-0308 

THE BETTER ONE: MODIFIED TARDIEU SCALE OR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IN ASSESSING THE 
RESPONSIVENESS OF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TO BOTULINUM TOXIN TYPE A 
TREATMENT? A RANDOMIZED TRIAL 

 
He Lu,Xu Kaishou,Yan Xiaohua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20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responsiveness of all components of modified Tardieu scale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after botulinum toxin type A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Methods Thirty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are randomly assigned to botulinum toxin 
intervention and physiotherapy group (Group P-B) and physiotherapy group (Group P). One day 
before and two weeks after botulinum toxin intervention, modified Tardieu scale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are applied to test the spasticity of ankle plantar and elbow flexors. The 
responsiveness as measured with the two scales is compared with Standardized Response Mean 
(SRM=average change in Group P-B/SD of change scores in Group P-B) and Guyatt’s 
responsiveness index (GRI= average change in Group P-B/ SD of change in Grou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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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When measuring the spasticity of ankle plantar flexors, both modified Tardieu scale 
(SRM=0.86~7.21, GRI=0.56~4.93)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SRM=1.11~1.26, 
GRI=1.52~1.84) showed large responsiveness. When elbow flexors spasticity is assessed, the 
spasticity angle Y, the fast stretch angle R1 of modified Tardieu scale (SRM=7.21, GRI=7.59~9.8)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SRM=1.09, GRI=1.59) showed large responsiveness, while the 
spasticity grade X, the slow stretch angle R2 of modified Tardieu scale showed the small 
responsiveness (SRM and GRI unavailable). 
Conclusions Both modified Tardieu scale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showed large 
responsiveness in assessing the spasticity of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to botulinum 
toxin treatment. In particular, the fast stretch angle R1 of modified Tardieu scale might be the best 
component for accessing the spasticity reduction, as it showed the highest value. 
 
 
OR-0309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的康复评估与康复治疗 
 

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的康复评估要点与康复治疗策略和常用方法。 
方法 目前罕见病的相关治疗越来越得到国内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其中肌营养不良在儿童罕见病中位

居第一, 常见的类型为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DMD),在男性新

生儿中的发病率为 10.71-27.78/10 万。DMD 是由抗肌萎缩蛋白基因突变引起的一种 X 连锁隐性遗

传性骨骼肌疾病。患儿在婴幼儿期就会出现运动发育迟滞､进行性近端肌无力,通常 5 岁前出现蹲起

困难､踮脚行走,约 90%的患儿在疾病早期出现腓肠肌假性肥大､跟腱挛缩。未经治疗的患儿通常在

13 岁之前失去独立行走能力,逐渐因活动减少,心肌和呼吸肌无力,出现心衰和呼衰,多在 20 岁左右死

亡。近十年来康复干预在 DMD 治疗中起了重要作用。针对 DMD 患儿的康复评估一般涉及肌力评

测､关节活动范围测量､功能性量表评定(如运动功能评估量表 Motor Function Measure, MFM;北极

星步行评估量表 North Star Ambulatory Assessment, NSAA)､有氧运动能力评定､呼吸运动幅度评

定等等。康复治疗主要包括适度的腓肠肌牵伸､佩戴下肢矫形支具以防止或延缓跟腱挛缩;适度的肌

力､耐力训练以延缓行走功能降低的速度;脊柱姿势管理和呼吸肌肌力训练以促进肺通气;以及营养､

吞咽､心理等问题的干预,等等。 

结果 近十年来随着糖皮质激素治疗､康复治疗和家庭指导､呼吸机辅助通气等综合干预,DMD 患者的

生存时间已由 20 余岁延长至 40 余岁,有望期待根治性基因治疗的临床应用。 
结论 针对性的康复评估和合理的康复治疗有助于延缓 DMD 患儿的功能衰退,提高生存期的质量。 
 
 
OR-0310 

A 型肉毒素治疗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所致肌痉挛 1 例报道 
 

黄琴蓉,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报道 A 型肉毒素治疗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所致双下肢肌痉挛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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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者男,6 岁,因“诊断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后意识､运动障碍 1+月”入院。入院前 6+月于外院明

确诊断为肾病综合征,予激素､氢氯噻嗪及螺内酯治疗,长期低盐饮食,治疗期间未正规监测电解质,后

家长自行短期内快速激素减量后出现神萎不适,急查电解质示严重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低钾血症､

低氯血症､低磷血症),后经积极治疗后纠正,过程中出现意识及运动障碍､吞咽及语言障碍,伴假性球麻

痹,完善头颅影像学等检查后明确诊断为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入院查体:T 36.5℃,R 22 次/分,P 91
次/min(安静时),血压 120-185/70-95mmHg(患儿阵发性扭动),意识水平清楚,意识内容障碍,扭转痉挛,
头过伸,双肘屈曲前臂旋前,拇指内收握拳,伸肘旋后伸指不能,髋屈曲内收,左膝伸直,右膝屈曲,双足内

翻内旋,四肢肌张力明显升高,MASⅢ级,巴氏征(+)。独坐独站不能。头颅 MRI:双侧豆状核､尾状核､

丘脑及桥脑长 T1 长 T2 信号,DWI 高信号。肌张力升高明显,予 PT､CPM 等物理治疗及先后予替扎

尼定､硝西泮药物降张治疗,肌张力降低及姿势改善欠佳,逐渐减停替扎尼定､硝西泮。经科内讨论,术

前准备后分次完成髂腰肌､股四头肌､胫骨前肌､胫骨后肌､腓肠肌､比目鱼肌､趾/指屈肌､旋前圆肌､

旋前方肌等肌肉 A 型肉毒素注射,术后坚持 PT､CPM 等物理治疗 7 月。 

结果 先后完成肉毒素注射治疗 2 次,总量 700IU,术后坚持予 PT､CPM 等物理治疗 7 月,肌张力逐渐

降低,运动功能逐步改善,术后 1 周肌张力开始降低,术后 1 月肌张力 MASⅡ级,术后 3 月 MASⅠ+级,

现(术后 7 月)MASⅠ级。术后 3 月独坐,KAFO 下可靠墙站立,现 KAFO 下可独站 3-5 秒,独走 2-3 步,
拉物可完成卧-坐-站体位转换,可伸肘抓握,完成拇食指及拇中指对指。 
结论 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osmotic demyelination syndrome,ODS)是一种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特

殊脱髓鞘疾病,根据发生部位的不同,分为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和脑桥外髓鞘溶解症。ODS 常见临床

表现为明显肌痉挛､姿势异常,常规降张治疗疗效欠佳,A 型肉毒素注射可显著降低肌张力,改善肌痉

挛及异常姿势,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OR-0311 

中文版北极星移动评价量表 在 DMD 患儿中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史惟,李惠,苏怡,李西华,陆恺,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确定中文版北极星移动评价量表(North Star Ambulatory Assessment,NSAA)的信度和效度。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康复科接受功能评估的 143 名 DMD
患儿参加了此项研究,纳入对象均经基因检测或肌肉活检明确诊断,能独立行走 10m 以上,没有严重

的认知障碍。选取研究对象中 初的 20 例患儿,由 2 名物理治疗师同时进行测试,检验不同测试者间

的信度;选取研究对象中 初的 16 例患儿,由同一评价者在第 1 次评价后间隔 3~7d 进行第 2 次评价,
检测重测信度;采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和青少年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 and Health-Child and Youth version,ICF-CY)的类目编码与 NASS 的项目概

念进行关联确定 NASS 的内容效度;通过分析 NASS 的分值与 6 分钟步行距离的相关性进行关联效

度分析。 
结果 两个治疗师对 20 名患儿的不同测试结果间的信度分析显示 NASS 原始分和线性分具有很好的

信度(ICC=0.96,0.97);16 名男孩同一治疗师前后间隔 3~7 天的重测,NASS 的原始分和线性分具有很

好的重测信度(ICC=0.96);NASS17 个项目共与 8 个 ICF-cy 编码发生了 20 次关联,8 个编码都属于

d4(移动)下属的,表明 NASS 的评价内容主要聚焦于 DMD 患儿的活动能力中的移动能力;全体 143
名男孩的 NASS 原始分和线性分与 6 分钟步行距离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r=0.40;r=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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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文版 NASS 量表无论是原始分还是线性分都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结合其他的评价指

标,NASS 可以有效地评价中国 DMD 男孩的活动能力。 
 
 
OR-0312 

早期综合康复训练对 1 岁以内全面性发育 
迟缓患儿各项能区功能发育的影响 

 
胡继红,陈建树,郭春光,周平秋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早期综合康复训练对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各项能区功能发育的影响   
方法 将 48 例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26 例和对照组 22 例,观察组患儿接受包括早期

认知训练､运动训练､感统训练等综合康复训练,而对照组患儿接受家长的家庭康复训练,两组患儿训

练治疗和 3 个月后分别进行 Gesell 智力测试评估检查和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测试。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训练后与训练前比较粗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个人-社交均有显著改善(P﹤
0.05),训练后观察组患儿智力各能区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 Gesell 智力测试评估检查和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测试。 
结论 早期综合康复训练可有效的提高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各能区功能发育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OR-0313 

1237 例儿童家庭康复指导及随访的横断面调查研究 
 

苏怡,杨红,李惠,沈修姝,张琪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高危儿和各类障碍儿童家庭对于家庭康复指导的需求的现况,呼吁重视并探讨

如何更好地开展儿童家庭康复指导,本文回顾性分析 5 年来家庭康复指导开展情况,了解家庭康复状

况及随访指导。 
方法 对象纳入标准为 ①出生有早产､窒息､呼吸暂停等高危因素。②诊断为脑瘫､发育迟缓､脑炎后

遗症等运动､语言､智力落后患儿。 ③至少进行过 1 次家庭康复指导。由资深治疗师作为导师角色,

根据患儿病程､评估结果等为患儿制定针对性的家庭康复计划,并指导家长和患儿共同达成康复目标,

包括患儿的喂养､日常活动中的姿势管理､生活自理能力､沟通与交往能力､辅具的选择和使用等,并
建立定期随访制度。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5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康复科进行

家庭康复指导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家庭状况､指导频率､康复反馈等。 

结果 共纳入 1237 例患儿,其中男 773 例､女 464 例,年龄 1 月龄至 14 岁(平均年龄 20 个月)。开展 5

年来纳入比例逐年提高,囊括了脑瘫､发育迟缓､获得性脑病､神经肌肉疾病､骨关节疾病等丰富的病

种,大多数年龄段分布在 6 至 12 月龄(占 46.5%),儿童的照顾者以母亲照顾为主,祖辈辅助居多。外省

市相对本市需求更高。 
结论 家庭是儿童 熟悉､ 自然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各种康复治疗方法的开展。家庭指导例数的逐年

上升反映了家长对家庭康复指导有较大的需求,对康复治疗的重视和认可也在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

家长从被动接受治疗转变为主动参与,有效进行家庭管理,使孩子可以适应家庭生活､达到生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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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康复效果。多学科参与也使得不同病种的患儿更快更有效的得到康复干预,及早进行家庭管

理。通过家庭康复的开展,更多的高危儿家长能尽早的接受早期干预,有效提高儿童的脑发育,降低残

疾风险。随着我国康复事业多元化的发展,家庭康复模式及以社区为基础的链式康复模式,必将越来

越被更多的医患所接受。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病种的患儿家庭对家庭康复指导模式的需求非常

大,需要更好的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指导及随访模式。 
 
 
OR-0314 

呼吸训练对脑瘫儿童的影响 
 

周天添,庞红,黄薇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00068 

 
 
目的 确定呼吸训练是否能改善脑瘫患儿的呼吸功能,为脑瘫儿童提供多样化的康复治疗方法。 
方法 研究对象: 
现随机挑选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儿童康复疗法科 10 名脑瘫儿童,进行呼吸训练。 
入选标准:1.诊断为脑瘫 2.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GMFMⅠ-V  3.年龄:6 个月-6 岁 4.有言语呼吸功能障碍 
研究方法 
测量仪器:脉搏血氧仪(MD300 北京朝思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皮尺 
呼吸训练方法: 
1.仰卧位,对其上部胸廓和下部胸廓进行压迫呼吸借助法 2.侧卧位,采用侧方胸廓压迫法进行呼吸借

助。 3.取坐位,手放在胸廓两侧,辅助下吸气时挺胸,呼气时含胸。 4.呼吸操:根据呼吸,吸气双手主动

上举使胸廓展开,呼气手放下或双臂随着呼吸内收外展。 
训练时间:呼吸训练每日一次,每次 10-15 分钟,每周 5 次,连续训练六周。 
定量评定指标:血氧饱和度､心率､呼吸频率､胸围 

通过 t 检验,对患儿每次训练前后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心率进行分析比较,判断呼吸训练是否有即

时效果;对开始训练前以及 30 天训练后的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心率和胸围进行分析比较,判断呼吸

训练是否有长期的效果。 
另外设置了一份调查问卷,从家长的角度来了解患儿的日常生活情况,判断呼吸训练是否对患儿的日

常生活有影响。 
结果 血氧饱和度､心率､呼吸频率训练前和训练第一天后没有差异(P>0.05)。血氧饱和度和呼吸频率

训练前和训练三十天后没有差异(P>0.05)。心率和胸围训练前和训练三十天后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5)。这说明呼吸训练有即时效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呼吸训练有长期效果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另外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呼吸训练对儿童的日常生活方面有影响,且有助于改善患儿的体质､睡眠质量

和呼吸功能。 
结论 呼吸训练能够扩张脑瘫儿童的胸廓活动度,改善脑瘫儿童的呼吸功能和日常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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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15 

全身振动训练对痉挛型双瘫患儿 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徐刚,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全身振动训练对脑瘫(痉挛型双瘫)粗大运动能力的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门诊及住院病人 22 例,纳入标准:a,符合 2015 脑瘫(痉挛型双瘫)诊断标准;b,具有步行

或辅助步行能力;c,肌张力的评级标准(挛缩,即 MAS:4 级除外);d,能执行研究者的指令;e,GMFCS 分

级(II, III , IV);f,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a,其他类型脑瘫;b,正在使用影响肌肉张力或其它特殊药

物;c,心肺功能异常;d,不稳定的癫痫;e,下肢手术治疗 1 年内;f,肉毒素注射 6 个月内;g.选择性背神经

根切断术后;h,中度至重度智力残疾;i,因恐惧“振动”不能完成治疗。以 1∶ 1 比例按随机数字进入全

身振动训练组(n=11)和对照组(n=11)。两组在年龄(3-6 岁)､身高､体重及体重指数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P>0.05)。两组受试者均接受连续 8 周,每周 5 天,每天 45 分钟的常规康复治疗,包括基础理疗和传

统运动功能训练。全身振动训练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全身左右交替振动训练,训练设备

采用 Galileo System 振动系统(Novotec Medical, Pforzheim, Germany),治疗参数采用每组为频率

6-20Hz,振幅 1-2mm,治疗 3 分钟,休息 3 分钟(患儿仍保持治疗姿势),共治疗 9 分钟。治疗时,患儿为

轻度屈髋(约 15-25°)屈膝(约 15-25°)站立位,注意力集中于双下肢,避免手扶起立床。评估指标: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GMFM-88。 
结果 两组受试者 MAS 均较前改善(P<0.05),全身振动训练组较对照组明显,但无显著性差异

(P>0.05); 两组受试者 GMFM-88 均较前改善(P<0.05), 全身振动训练组较对照组明显,但无显著性差

异(P>0.05),而全身振动训练组 GMFM-88 的 D 区(站立位)､E 区(行走､跑､跳)较对照组明显改善 
(P<0.05)。 
结论 全身振动训练可能是一种改善脑瘫(痉挛型双瘫)粗大运动功能的有效手段。 
 
 
OR-0316 

婴幼儿脑损伤合并 IEDS 认知功能损害治疗的对照研究 
 

刘芸,张雁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索婴幼儿脑损伤合并发作间期痫样放电认知功能损害的临床治疗方法。 
方法 将 419 例患儿随机分为 4 组:综合组､药物组､干预组和对照组,采用 Gesell 发育量表(GDS)中以

应人能､应物能和言语能 3 个能区发育商得分作为衡量认知水平的标准,随访 1 年结束仍采用同样方

法进行再次测评,对前后测 3 个能区发育商得分进行比较。 
结果 应人能(社交行为)方面:综合组和干预组好于对照组和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药物组的改

变无统计学意义;应物能(认知水平)方面:综合组､干预组和药物均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对照前后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言语能(语言)方面:综合组和干预组好于药物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药物组的改变(t=1.9186,当 t>1.9716 时,P<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综合组､干预组和药物均能改善其认知水平,综合组和干预组能改善社交能力和言语能力,而药

物(左乙拉西坦)是否能改善社交能力和言语能力有待进一步随访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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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17 

脑瘫儿童语言理解能力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任登峰,刘巧云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0062 

 
 
目的 语言障碍是脑瘫主要的伴随障碍之一,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于运动性构音障碍,缺乏对脑瘫儿童语

言理解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详细研究。既往研究工具不能反映出儿童语言理解能力的完整现状,对
康复训练的指导性不强。 
本研究采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系刘巧云团队研发的《儿童语言沟通能力阶梯评价表》,从词

语理解和句子理解的角度详细研究了脑瘫儿童语言理解能力的现况及影响因素,以期弥补当前研究

的不足,更好地服务于脑瘫儿童的语言康复。 
方法 2.1 研究对象:整群抽样上海市某脑瘫儿童康复中心,年龄范围在 3 岁 0 月-5 岁 11 月 30 日的脑

瘫儿童,共有 31 名,涵盖了脑瘫的主要障碍类型。 
2.2 研究工具:采用信效度良好的《儿童语言沟通能力阶梯评价表》对脑瘫儿童进行语言理解发展的

个别化评估。词语理解 35 题,共 35 分;句子理解 23 题,共 23 分。 
2.3 数据处理:采用 SPSS(23.0)进行非参数检验的数据分析。 
结果 3.1 脑瘫儿童语言理解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 
(1)脑瘫儿童与上海市常模对照均,大部分脑瘫儿童语言康复级别处于 3 级康复水平以下;(2)与上海市

常模对照的未达标率均高于 67%;(3)脑瘫儿童词语理解能力优于句子理解能力。 
3.2 脑瘫儿童语言理解影响因素的研究 
(1)脑瘫儿童在词语理解､句子理解和语言理解总分上不存在性别和年龄的显著性差异,P 值均大于

0.05。 
(2)不同障碍类型脑瘫儿童在词语理解､句子理解､语言理解总分上存在障碍类型的显著性差异。在

词语理解上,痉挛性偏瘫>不随意运动型>痉挛性四肢瘫(p<0.05),共济失调型>痉挛性四肢瘫(p<0.05);
在句子理解上,痉挛性偏瘫>共济失调型>不随意运动>痉挛性四肢瘫(p<0.05);在语言理解上,痉挛性

偏瘫>共济失调型>不随意运动>痉挛性四肢瘫(p<0.05)。 
(3)不同障碍程度的脑瘫儿童在词语理解､句子理解和语言理解上存在障碍程度的显著性差异,P 值均

小于 0.05。 
(4)脑瘫儿童在词语理解､句子理解､语言理解上存在智力水平的显著性差异。智力正常>轻度智力障

碍;智力正常>中度智力障碍;智力正常>重度智力障碍,且 p 值均小于 0.05。 
结论 (1)与上海市学前儿童语言发展常模相比较,脑瘫儿童较大范围地存在语言理解能力发育迟缓的

现象; 
(2)脑瘫儿童语言理解能力发展不均衡,词语理解优于句子理解; 
(3)脑瘫儿童语言理解能力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障碍类型因素､障碍程度因素､智力因素

的主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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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18 

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 
儿童粗大运动功能及步行功能的疗效 

 
李鑫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2 
 

 
目的 研究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及步行功能的疗效。 
方法 2013 年 3—12 月在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明确诊断,并收入住院治疗的 3—12 岁痉挛型脑

瘫儿童 40 例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组 20 例,试验组 2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试验组采用常规

康复训练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两组均治疗 3 个月。在治疗前后对患儿分别应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

(gross motor function scale assessment, GMFM-88 项)､足印分析法､10m 步行测试(10 meters 

walk test, 10MWT)､1min 步行测试(1 minute walk test,1MWT)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D､E 区 GMFM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D､E 区 GMFM 评分

均高于治疗前(P<0.01);且试验组 D､E 区 GMFM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跨

步长､步宽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跨步长､步宽均优于治疗前(P<0.05);且试验组跨

步长､步宽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 10m 步行时间和 1min 步行总距离数值无显著性差

异(P>0.05)。治疗后两组 10m 步行时间均较治疗前缩短(P<0.05);且试验组 10m 步行时间优于对照

组(P<0.05);治疗后两组 1min 步行总距离均较治疗前增长(P<0.05);且试验组 1min 步行总距离优于

对照组(P<0.01) 
结论 任务导向性训练有利于提高痉挛型脑瘫儿童的粗大运动功能,改善步态并提高步行的速度和耐

力,有助于患儿适应和参与学校及社会环境。 
 
 
OR-0319 

不同剂量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脑瘫患儿 
腘绳肌痉挛的前瞻性研究 

 
安爽,王明梅,赵云霞,李平,马娜,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研究不同剂量 A 型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 A,BTX-A)注射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腘绳肌的

临床疗效､肌肉形态改变及不良反应。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痉挛型脑瘫且存在腘

绳肌痉挛患儿 94 例(肢体数 159 个),年龄 2~4 岁,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分级为Ⅰ~Ⅲ级,按随机数字

表法随机分为 A､B､C､D 四组,A 组即未进行 BTX-A 注射组,为常规治疗组,行运动疗法､蜡疗､神经肌

肉电刺激､肌兴奋治疗及推拿治疗;B､C､D 组为 BTX-A 注射组,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腘绳肌局部注射,

注射部位为半膜肌､半腱肌和股二头肌,注射剂量为每公斤体重分别给予 3U､ 4U､5U,治疗后进行与

A 组相同的康复治疗。入组病例因各种原因脱失 16 例,其中未坚持 6 个月康复治疗者 2 例,未按照规

定康复治疗方案治疗者 6 例,因合并呼吸道､消化道感染影响康复治疗者 3 例,中途要求再次注射者 1
例,未明原因而失访者 4 例。 后 78 例患儿(肢体数 134 个)纳入研究,其中 A 组 18 例(肢体数 33
个),B 组 21 例(肢体数 34 个),C 组 19 例(肢体数 33 个),D 组 20 例(肢体数 34 个)。治疗前及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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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量表(MAS)评定腘绳肌的痉挛程度;采用表面肌电图(sEMG)
被动状态积分肌电值评估腘绳肌的肌张力;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测量腘绳肌的肌肉横截面积和肌

肉长度;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GMFM-88)的总分及分区中的 B 区及 D 区评价患儿坐位和站立位两

大运动功能。 
结果 在降低 MAS 评分和 sEMG 被动状态数值和 GMFM 方面,BTX-A 注射组优于常规治疗组

(P<0.05),不同剂量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P>0.05)。腘绳肌的肌肉截面积和肌肉长度方面, BTX-A 注
射组治疗前后肌肉截面积未发生明显变化但肌肉长度优于常规治疗组(P<0.05),不同剂量组之间没有

明显差异(P>0.05)  
结论 BTX-A 注射对减缓脑瘫患儿腘绳肌痉挛优于常规治疗组,但不同剂量其疗效并无显著差别。 
 
 
OR-0320 

超声检查在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中的意义 
 

熊华春,黄娇娇,肖宁,王军,朱登纳,高志萍,赵云霞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颏下高频超声波(submental ultrasonongraphy,SUS)检查在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评估中的

意义,并确定应用 SUS 诊断口咽期吞咽困难严重程度的 佳诊断界值。 
方法 纳入 20 名口咽期吞咽障碍的儿童(8 名依赖管饲进食,12 名常规经口进食)和 25 名吞咽功能正

常儿童分别作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并根据经口摄食功能量表(the 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FOIS)进
行评估,将研究对象按吞咽功能由低到高分为依赖管饲组､可经口进食组和吞咽功能正常组。纳入标

准: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的口咽期吞咽障碍患儿 20 名和吞咽功能正常儿童

25 名,年龄 6-14 岁,意识清醒,患儿自己或在家属帮助下能够配合评估。期间无病例脱失。操作时研

究对象吞咽 5mL 水,应用 SUS 测量吞咽过程中舌肌厚度的变化和舌骨位移幅度。测量由两位超声

科医师进行,每位超声科医师分别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测量,每个指标测量 3 次,取平均值。对 25 名

吞咽功能正常儿童的测量结果进行分析,根据组内相关系数(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评定 SUS 检查的评估者间和评估者内信度;比较三组之间的舌肌厚度变化和舌骨位

移幅度,组间分析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α=0.05),并进行两两比较(检验水准

α,=0.017),确定 SUS 对儿童口咽期吞咽困难的诊断意义;绘制 ROC 曲线,确定 SUS 诊断儿童口咽期

吞咽困难程度的 佳诊断界值及其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对舌肌厚度变化的测量,两位评估者内的 ICC 值分别为 0.758 和 0.661,两名评估者之间的 ICC
值为 0.685,对舌骨位移幅度的测量,两位评估者内的 ICC 值分别为 0.927 和 0.842,两位评估者之间

的 ICC 值为 0.806,SUS 呈现出较好的评估者间/评估者内信度;三组舌肌厚度变化和舌骨位移幅度的

两两比较结果,依赖管饲组与可经口进食组､吞咽功能正常组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

经口进食组､吞咽功能正常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舌肌厚度变化 ROC 曲线结果,舌肌

厚度变化可用来诊断管饲依赖性吞咽困难(p<0.017), 佳诊断界值为 0.95cm,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

为 73.0%和 87.5%;舌骨位移幅度 ROC 曲线结果,舌骨位移幅度可用来诊断管饲依赖性吞咽困难

(p<0.017), 佳诊断界值为 1.35cm,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6.5%和 75.0%。 
结论 SUS 检查能够辅助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定量诊断管饲依赖性吞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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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21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早期缺氧诱导因子-1α 的表达变化及作用 
 

赵云霞,牛国辉,王军,熊华春,袁俊英,李平,黄娇娇,安爽,马娜,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研究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在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IBD)早期 mRNA 和蛋白水平的

表达变化及其作用。 
方法 (1)36 只 7d 龄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n = 6)和模型组(HIBD,n = 30),模型组根据

HIBD 后处死大鼠时间的不同又分为 5 个亚组(6 h､12 h､24 h､48 h､72 h,n = 6)。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HIF-1α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2)将 63 只 7d 龄 SD 大

鼠随机分为 3 组:Sham 组(n = 21)､HIBD 组(n = 21)､2-甲氧基雌二醇组(2ME2,n = 21)。选取 HIF-
1α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高的时间点将 3 组大鼠处死取脑,Western blot 检测 HIF-1α 和 BNIP3
蛋白的表达,HE 染色观察脑组织病理形态学变化,免疫荧光检测 HIF-1α 蛋白的分布与表达,干湿重法

测定脑组织含水量,原位末端标记法(TUNEL)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1)qRT-PCR 和 Western blot:HIBD 早期 HIF-1α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呈先升高后下降的

趋势,并于 HIBD 后 24h 其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高,抑制 HIF-1α 蛋白的表达,BNIP3 蛋白的表达

亦下降。(2)HE 染色:Sham 组脑组织结构层次清晰,细胞排列整齐､细胞核完整清楚;HIBD 组细胞水

肿､坏死,胞浆淡染,核固缩､碎裂､溶解,排列紊乱;2ME2 组脑组织病理形态学改变也较 HIBD 组轻。(3)
免疫荧光:3 组间 HIF-1α 染色阳性细胞数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86.894,P < 0.01),HIBD 组

HIF-1α 阳性细胞数较 Sham 组显著增多(P < 0.01),2ME2 组 HIF-1α 阳性细胞数较 HIBD 组显著减

少(P < 0.05);Sham 组 HIF-1α 蛋白主要在胞将表达,HIBD 组其主要在胞核表达。(4)细胞凋亡率:3
组间细胞凋亡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54.495,P < 0.01);HIBD 组细胞凋亡率较 Sham 组显

著升高(P < 0.01);2ME2 组细胞凋亡率较 HIBD 组显著降低(P < 0.01)。(5)脑组织含水量:缺血同侧

半球 3 组间脑组织含水量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90.539,P < 0.01),HIBD 组脑组织含水量较

Sham 组显著升高(P < 0.01),2ME2 组脑组织含水量较 HIBD 组显著降低(P < 0.05);缺血对侧半球及

小脑 3 组间脑组织含水量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HIBD 后 HIF-1α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并于 HIBD 后 24 h 其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高;HIBD 后 HIF-1α 蛋白从细胞浆转移到细胞核;在新生大鼠 HIBD 早期

HIF-1α 可能通过调控促凋亡靶基因 BNIP3 的表达介导神经损伤作用。 
 
 
OR-0322 

儿童康复临床实习中使用 ICF-CY 指导下 
CBL+PBL 双轨教学模式的应用 

 
陈玉霞,贾光素,肖农,李邦惠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比较《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和青少年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children and youth version, ICF-CY)框架指导下的以案例为基础

学习(Case-based Learning, CBL)教学方法+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的
教学方法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在儿童康复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

应用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93 
 

方法 将实习同学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按照计划进行教学,实习结束进行闭卷考试(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进行教学效果比较,同时实验组进行问卷调查比较学生对新教学模式的适应性。 
结果 实验组理论成绩及操作成绩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对新教学模式呈现良好的适应性,有利

于学生对儿童康复专科知识的掌握。 
结论 在儿童康复科临床实习中运用 ICF-CY 下 CBL+PBL 方法进行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意

识及对理论知识和临床操作的掌握。 
 
 
OR-0323 

感觉统合训练对重度机能性构音障碍患儿的影响 
 

周泉,徐云霞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5 

 
 
目的 观察感觉统合训练对重度机能性构音障碍患儿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重度机能性构音障碍患儿分为对照组 15 例和观察组 15 例,2 组均给予言语训练,观察

组增加感觉统合训练。治疗 6 个月后比较 2 组疗效。 
结果  经过六个月语言康复训练,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的言语清晰度均有所增加,观察组患儿治疗后的

言语清晰度与对照组相比高 18.6%,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对重度机能性构音障碍患儿在言语训练的基础上增加感觉统合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果。 
 
 
OR-0324 

应用表面肌电观察电针结合常规康复训练改善痉挛型 
脑瘫患儿尖足畸形的即时效应 

 
王丽丽,贾飞勇,杜琳,单玲,王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电针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尖足畸形的即时效应,同时比较电针和普通针刺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16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按照其就诊顺序分为治疗组(8 例)和对照组(8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康

复训练,治疗组在接受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应用电针治疗,对照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仅进行普

通针刺,对照分析两组治疗前后足背屈角及小腿三头肌张力(观察表面肌电图中前基线､被动牵伸及后

基线的数值)的变化。 
结果 (1)两组患儿治疗后足背屈角均较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两组之间并没有

显著差异; 
(2)两组患儿治疗后小腿三头肌肌张力(表面肌电中被动牵伸数值)均较前有改善,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电针及普通针刺均可以即时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尖足现象,但电针的即时效应优于普通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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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25 

婴儿早期肌张力异常的随访观察研究 
 

向上,朱振蓉,王蓉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研究不伴高危因素的婴儿早期肌张力异常的预后,为临床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科行儿保检查发现的单纯肌张力异常的 21 名

患儿临床资料,由儿童神经专科医生评价患儿肌张力情况,每月 1 次随访评估,观察患儿预后情况。 
结果 21 名患儿中 13 名肌张力增高患儿预后好,1 名患儿后诊断脑瘫;7 名肌张力低下患儿中有 4 名

肌张力正常,3 名预后差。 
结论 肌张力低下与肌张力增高患儿比较,预后差,肌张力低下患儿需要警惕遗传代谢性疾病可能。 
 
 
OR-0326 

《低年级智障学生言语语言康复家校合作策略的研究》 
 

尹岚 
静安区启慧学校 200443 

 
 
目的 本课题是针对培智学校 1-3 年级智障学生的言语语言障碍而开展的,旨在探索运用哪些有效的

家校合作策略,提高家长参与康复的积极性,并通过编写､家长培训,使其能依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进行

家庭干预。 
方法 (一)基本假设阶段 
     我们进行了研究假设:通过课题研究､编制培智学校 1-3 年级言语语言康复家长指导手册,收集康

复教育案例､实录,设计了三类家校合作的策略,即:广泛性家校合作策略､个别化家校合作策略和信息

式家校合作策略。 
(二)初步探索阶段 
     通过调查､分析学校开展低年级言语语言康复教育的现状,根据特殊学生的服务需求,为开展研究

做好前期准备:制定整体计划,安排年度集体性的家长活动;初步制定个别化的家长合作策略,包括联系

方式､联系人､活动安排等;设计并确定校园网的相关版块,加快学校信息资源库的建设。 
(三)全面尝试阶段 
     此阶段,编写了培智学校 1-3 年级言语语言康复家长指导手册､个别化康复训练的个案收集。完成

1-3 年级言语语言康复家长指导手册的编写和个别化康复训练的个案收集;分析与总结学校实施低年

级言语语言康复过程中家校合作策略的主要经验,形成优秀案例。 
结果 (一)初步形成了三种家校合作策略 
1､广泛性家校合作策略 
(1)培智学校 1-3 年级言语语言康复家长指导系列的应用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 1-3 年级语言沟通校本课程,包括教学纲要､教材､教学活动设计､教学评价纸､学生

作业纸和亲子活动(即家长指引)。 
(2)集体家长活动的实践研究 
利用家长学校集中解决学生在康复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取得广泛性的认同,使得家长尽快地

掌握一定的康复知识和技能,提高言语语言康复的实效。 
2､个别化家校合作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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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家校联系簿”交流､个别化康复观摩､定期不定期的交流和家访､亲子同训等途径促使个别化家

校的合作模式。 
3､信息式家校合作策略的研究 
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帮助家长解决儿童言语语言康复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促进低年

级智障学生言语语言康复的有效康复。 
(二)初步形成了一套培智学校 1-3 年级言语语言康复家长指导系列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语言沟通校本课程,每个单元主题活动有由“我认识”､“我会说”､“对话”､“课堂练

习”和“回家作业”等。在“回家作业”栏,设计了家长的指导方法和内容。 
(三)初步形成了一些培智学校 1-3 年级言语语言康复的优秀案例 
结论 1､通过低年级智障学生言语语言康复家校合作策略的研究,让家长主动地参与到学生的康复过

程中。 
2､案例研究表明,家长积极参与康复的学生康复效果明显优于其他学生。 

3､言语语言康复家长指导系列能够帮助康复实施者更好地开展集体训练和个别训练。 

4､学校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和校园网的互动交流,有利于家长更好地了解康复知识和技能,并能及时､动

态地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康复情况。 
 
 
OR-0327 

儿童脑瘫相关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唐欣,赵洪波 
昆明医科大学 650000 

 
 
目的 骨骼肌变形常见于痉挛型脑瘫儿童,但其潜在机制却未明确,用生物信息学方法从公共基因芯片

数据库 GEO 中筛选出与儿童脑瘫相关的基因,进行生物学功能分析和通路分析,构建蛋白互作网络,
探索脑瘫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方法 在公共基因芯片数据库 GEO 中检索脑瘫的基因表达谱芯片数据,用 R 软件的 LIMMA 包筛选差

异表达基因;用 DAIVD 在线分析工具进行 GO 分析和通路分析;用 STRING 数据库进行差异表达基

因对应的蛋白互作网络分析。 
结果 共筛选得到 114 个差异表达基因(FDR<0.05 及|log FC|>1),包括 61 个上调差异表达基因和 53
个下调差异表达基因;进一步对这些差异基因进行 GO 功能富集分析和通路分析,发现生物学过程主

要集中在细胞外基质组织,胶原纤维组织,细胞对氨基酸刺激的反应和成骨细胞分化等功能上;差异通

路主要有 ECM 受体相互作用,蛋白质消化吸收,焦点粘附和 PI3K-Akt 信号通路等;蛋白互作网络分析

发现,COL1A1,COL3A1 和 COL1A2 等蛋白有较高的 degree 值。  
结论 大多数表达差异的基因与细胞外基质表达增加有关,表明细胞外基质产物的增加与痉挛性脑瘫

相关。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地了解脑瘫的分子机制,从而为该病的治疗提供理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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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28 

鞘内注射胆红素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动物模型的建立 
 

许晓燕,唐久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胆红素经鞘内多次注射来建立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动物模型。 
方法 8 只 2 月龄猕猴随机分为胆红素组和对照组。胆红素组:对猕猴进行鞘内注射胆红素,对照组:鞘
内注射 0.9%生理盐水,注射后进行连续摄像,观察有无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和动静态的姿势异常;徒手

检查和参考应用改良人 Ashworth 量表评定肌张力,应用自编粗大运动及精细运动评估量表检测两组

运动障碍的量化指标,运用 9.4T MRI 检测颅脑的影像学改变。   
结果  
①注射 2 个月后胆红素组与对照组相比开始出现运动量明显减少,不能保持正常的坐位休息,常以仰

卧位休息;运动时出现肢体运动不协调,偶尔取食时精准度较差,表现为取食可见手指过度伸展,偶可见

末梢震颤。胆红素组和对照组的粗大运动评分在术后各个时期不完全相同(Friedman 检验,χ2 值为

33.825,P<0.05),精细运动评分在术后各个时期亦不完全相同(Friedman 检验,χ2 值为

37.232,P<0.05)。②注射 2 个月后开始出现休息以平卧位为主伴有四肢屈曲。运动时表现出肌紧张,

运动稍迟缓。③徒手检查肌张力的改变,胆红素组在胆红素注射 2 个月后出现四肢肌张力逐渐增高,

并持续有 18 月余。④注射后 14 周头颅 MRI 显示脑室周围可见胆红素沉积,基底节亦可见胆红素沉

积,支持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动物模型的影像学改变。   
结论  
①应用胆红素经鞘内多次注射成功建立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动物模型,②通过摄像观察猕猴的运动功

能障碍和姿势异常表现,以及徒手检查肌力肌张力情况,结合自编适用于猕猴神经行为学评分和头颅

影像学改变可准确评价猕猴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动物模型的建立; 
 
 
OR-0329 

学前听障儿童与健听儿童语音产生能力比较研究 
 

陈思齐,刘巧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目的 以《语音产生能力测试表》为评估工具,探讨学前听障儿童和健听儿童语音产生能力的发展特

征及差异。 
方法 选取生理年龄匹配的 19 名的 3 岁 0 个月-4 岁 11 个月的听障儿童和 19 名健听儿童,对两类儿

童语音产生能力的测试得分进行两个相关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同时结合两类儿童不同声母､韵母和声

调的正确率,分析二者语音产生能力的发展特征及差异。 
结果 1.在儿童类型上,听障儿童与健听儿童的得分差异显著(p<0.05)。2.听障儿童声母得分显著低于

健听儿童(p<0.05)。从发音方式上看,听障儿童鼻音､不送气塞音､送气塞音､擦音､不送气塞擦音的得

分显著低于健听儿童(p<0.05),送气塞擦音和边音方面,两类儿童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分别对两

类儿童的正确率进行分析,听障儿童的送气塞擦音>边音>鼻音>擦音>不送气塞擦音>送气塞音>不送

气塞音,健听儿童的鼻音=不送气塞音>送气塞音>不送气塞擦音>擦音>送气塞擦音>边音;从发音部位

上看,听障儿童双唇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音､舌根音的得分显著低于健听儿童(p<0.05),二者

唇齿音和舌尖前音的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分别对两类儿童的正确率进行分析,听障儿童的双唇

音>舌尖前音>舌面音>唇齿音>舌根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健听儿童的双唇音=舌根音=舌面音>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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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中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唇齿音。3.在韵母方面,听障儿童单韵母､前响韵母､中响韵母､后响韵

母､前鼻音韵母和后鼻音韵母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健听儿童(p<0.05)。分别对两类儿童的正确率进行

分析,听障儿童的后响韵母>前响韵母>单韵母>后鼻音韵母>前鼻音韵母>中响韵母,健听儿童的后响

韵母>前响韵母>单韵母>中响韵母>后鼻音韵母>前鼻音韵母。4.在声调方面,听障儿童三声得分显著

低于健听儿童(p<0.05),在其他声调上,两类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学前听障儿童的语音产生能力明显落后于同龄健听儿童,以声母和韵母的差异 为突出,应重视

对听障儿童语音产生能力的训练。同时,听障儿童和健听儿童的语音习得顺序略有差异,康复师在训

练过程中,要依据习得顺序,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OR-0330 

论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危机及干预 
 

孙华,陈燕,王琼,王平燕 
上海华新残疾儿童康育院 201705 

 
 
目的 通过探讨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危机的成因,建立适合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的有效措

施。 
方法 通过对残疾儿童家长的心理现状的调研､分析,总结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危机的成因。 

结果 心理危机的产生与个体对危机的反应程度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残疾特征､对孩子未

来的忧虑､社会环境的“另眼相看”､家庭的经济压力､自身发展受限以及家庭成员间关系的改变等等均

是造成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危机的成因;因此面对残疾儿童家长的心理危机,有必要构建残疾儿童家长

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健全与落实残疾人保障制度,提高残疾儿童家长的康复教育水平。 
结论 心理危机干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精神文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面对残疾儿童

家长心理危机日趋严峻的形势,有必要由残联或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在县级以上城市成立残疾儿童家

长学校或心理服务机构,为残疾儿童家长提供心理援助支持,在对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危机进行有效性

评估的前提下,以确保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性,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OR-0331 

Impact of Severe Early Childhood Caries on Children’s Oral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Qiu Rongmin,Jiang Rui,Li Renlong,Tang Jianjia,Jiang Jie,Liu Tao,Ou Minghang 

College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53002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evere early childhood caries (S-ECC) on children’s oral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OHRQoL). 
Methods Total of 180 children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the clinic, and 95 of them were children 
with S-ECC, and 95 were caries free. OHRQoL questionnaire was appli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the children’s OHRQoL. The Early Childhood Oral Health Impact Scale (ECOHIS)of Chinese 
version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total score of ECOHIS, scores of two aspects and the scores 
of four domains in the impact on the children and two domains in the impact on the family 
between S-ECC and CF children we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cient values were determined in assess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ntal caries 
experience and ECOHIS. The distrbutions of the answers of each item were also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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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ECOHIS, scores of two aspects and the scores of six domains of the 
S-ECC children 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CF children ( P﹤0.001). The total score of 
ECOHIS, scores of two aspects and the scores of six domains of the S-ECC childre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values of decayed teet and decayed tooth surfaces. The impact of S-
ECC on OHRQoL were mainly on the three domains, oral symptom, oral function and the parent’s 
guilty. 
Conclusions OHRQoL of S-ECC Children is poor, and it should be paid highly attention to. 
Dental treatment of S-ECC children should be conducte to improve their OHRQoL. 
 
 
OR-0332 

上颌扩弓器联合 MRC 矫治器治疗 
青少年安氏Ⅱ类错(牙合)的效果分析 

 
赵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10002 
 

 
目的 研究上颌扩弓器联合 MRC 矫治器治疗替牙晚期安氏Ⅱ类错 (牙合)畸形的效果和临床应用。替

牙晚期安氏Ⅱ类患者往往存在上颌牙弓狭窄,下颌后缩的临床症状,并伴有明显的口腔不良习惯。

MRC 矫治器可以通过对口周肌群的重塑改建并破除口腔不良习惯来阻断错(牙合)畸形的进展并创建

良好的口腔环境以促进牙颌面向正常发育,但对于替牙晚期安氏Ⅱ类患者,单纯使用 MRC 矫治器并

不能对牙弓扩展起到很好的作用,选择 MRC 矫治器与上颌扩弓器联合使用,可以治疗牙弓狭窄,并充

分促进下颌骨发育。 
方法 选择 40 名有吮指､吐舌､口呼吸等不良习惯的替牙晚期安氏Ⅱ类患者,男 23 名,女 17 名,先进行

上颌扩弓治疗 3 个月,再佩戴 MRC 矫治器 10-12 个月,通过头颅侧位片分析患者治疗前后的骨骼关

系改善情况､面型改善情况以及口腔不良习惯的破除情况。 
结果 治疗 13-15 个月后复查,有 3 名患者失访,其余 37 人中,34 人达到预期效果:口腔不良习惯基本

破除,错(牙合)畸形得到明显改善,模型测量分析结果显示:上颌牙弓宽度增加,头影测量结果显示:较治

疗前比较,∠SNB 增加,∠ANB 减小,U1-Apo 距减小,以上结果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上颌扩弓器结合 MRC 矫治器能明显改善上颌牙弓宽度并促进下颌骨发育,破除口腔不良习惯

并改善患者面型。可以应用与替牙晚期安氏Ⅱ类错(牙合)畸形的矫治,降低治疗难度,提高舒适度,有
利于患者配合治疗。 
 
 
OR-0333 

血液病患儿牙病操作治疗中的临床体会 
 

杜宁,刘学聪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总结近年来血液病患儿就诊于口腔科进行牙病临床操作治疗的经验,通过在临床操作中加入行

为管理的方法,探讨其在血液病患儿的牙病操作治疗中是否有效。 
方法 在口腔门诊,随机选择年龄 3-7 岁,需要牙科治疗的患有血液系统疾病的儿童 46 例,随机分为两

组。实验组在临床治疗中运用语言交流､观摩学习､身体限制等行为管理方法,对照组仅进行常规操

作治疗,对患有血液系统疾病的牙病儿童就诊配合度进行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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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有血液系统疾病的牙病患儿进行临床治疗,得到实验组 15 例患儿能够配合治疗,
占 65.2%,3 例患儿不合作,占 13.0%;对照组 6 例患儿能够配合治疗,占 26.1%,8 例患儿不合作,占
34.8%,两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液系统疾病患儿就医次数多,对医疗机构本身有恐惧感,通过对患儿在牙病临床治疗过程中运

用行为管理的方法,正确的诱导,可降低患儿的恐惧心理,增加对医务人员的信任,从而配合治疗,促进

牙病治疗的顺利完成,减少口腔感染的几率,从而减轻患儿的痛苦。 
 
 
OR-0334 

446 例喉罩插管全麻技术在儿童牙科的应用 
 

乔黎晓 
山西恒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030001 

 
 
目的 分析七氟烷诱导经喉插管全麻下儿童牙科治疗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我院儿童牙科 2013-2015 年 3 月底应用喉罩插管七氟烷全麻牙科治疗病例 446 例,一次性

治疗口内所有患牙 
结果 445 例患儿均一次性完成口内所有患牙的治疗,回访家长均满意,有一例先天心脏病患儿术中出

现血氧饱和度急速降低至 50,经紧急处理后停止治疗 
结论 七氟烷麻醉诱导迅速,有利于麻醉医师和口腔医师的操作,缩短口腔治疗时间,提高口腔治疗质量;
术后意识恢复快,可以避免气道梗阻,留观时间短,喉罩插管七氟烷全麻是对不合作儿童进行牙科治疗

的安全有效的行为管理技术。 
 
 
OR-0335 

儿童慢性口炎的肠道微生态治疗应用研究 
 

马兰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慢性口炎儿童采用肠道微生态制剂(卫常宝+益畅宝)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10-2017.4 门诊的 82 例慢性口炎儿童的临床资料和随访结果。临床资

料:年龄 3 月-15 岁,平均年龄 8.5 岁,男性 47 例,女性 35 例。慢性口炎合并便秘 32 例(39%),慢性口

炎合并腹泻 21 例(25.6%)),慢性口炎合并贫血 10 例(12.2%),单纯口腔溃疡 19 例(23.2%),单发口腔

溃疡 57 例(69.5%),多发口腔溃疡 25 例(30.5%)),病史时间一周-2 年,平均 2.5 月。通过病史+体格检

查+辅助检查排除牙龈炎､扁桃体炎或咽炎等病变,检测血常规和 C 反应蛋白､口腔粘膜分泌物培养。

随机分为治疗组 40 例,对照组 42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治疗(口腔局部用药,改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
避免刺激性食物,休息多饮水,如血常规提示细菌感染加用抗生素)。治疗组采用基础治疗基础上加用

肠道微生态制剂(卫常宝+益畅宝)。 
结果 对照组治疗后有效率 61.9%(26/42),缓解率 23.8%(10/42),无效 14.3%(6/42),  复发

33.3.4%(12/36 ),症状缓解时间 7 -15 天,平均 9.2 天,治疗后消化道症状改善仅有 28.6%(12/42)。治

疗组治疗后有效率 82.5%(33/40),缓解率 12.5%(5/40),无效 5%(2/40), 复发 10.5%(4/38)  症状缓解

时间 7 -10 天,平均 8.1 天,治疗后消化道症状改善有 87.5%(35/40)。 
结论 慢性口炎是口腔内致病微生物直接侵袭口腔黏膜上皮或全身性感染在口腔粘膜的表现,多发于

婴幼儿,主要是因长期拉腹泻或者急慢性疾病感染等导致的身体免疫力下降导致。引起慢性口腔炎

的致病性微生物多是口腔的常驻菌群,由于口腔生存环境的改变,口腔常驻菌群从生理组合变成病理

组合,变成条件致病菌。慢性口腔的病因不明,没有单一的因素可以解释所有的慢性口炎,口腔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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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肠道微生物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且口腔微生物失衡引起慢性口炎的患儿多伴有肠道微生态失衡

引起的便秘､腹泻､肠功能紊乱或消化吸收不良贫血等消化道症状。单纯口腔局部治疗慢性口炎效果

差,显效慢,且易复发,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严重影响儿童健康发育和生活质量,给家长带来严重的心

理负担和经济负担。通过肠道微生态制剂首先治疗肠道功能异常和/或同时治疗慢性口炎是一种简

单有效,副作用小,儿童更易接受,且在同时治疗消化功能障碍能进一步提高慢性口炎治愈率,减少复发

率的方法。 
 
 
OR-0336 

探讨“儿童咬合发育管理”对时下儿童张口呼吸面容的矫治及影响 
 

卫光曦,林居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400015 

 
 
目的 由于时下我国空气污染等原因导致我国儿童由鼻炎引发的张口呼吸习惯日益频发。而张口呼

吸习惯对处于生长发育快速期(一般指的乳牙列末期及混合牙列期前期)儿童颌面部发育会带来巨大

的负面影响。这一直引起相关口腔医师及儿童家长的关切。 
国内华西口腔医院的李小兵教授首次提出了“儿童咬合发育管理”的理念,他强调应该从儿童口腔诱导

管理的角度去看待及治疗处于生长发育快速期,特别是乳牙列期和混合牙列期儿童口腔及颌面部。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从临床上探讨及评价利用“儿童咬合发育管理”的理念及方法去治疗儿童张口呼吸

所带来的口腔及颌面部畸形的效果。 
方法 临床中随机选取 10 例(男女各 5 例)替牙期早期的儿童,纳入标准:上下颌中切牙基本萌出,并形

成覆合覆盖关系;患儿睡眠及静息状态下频繁表现出张口呼吸习惯;患儿拥有不同程度上的上颌前突,
或同时伴有下颌后缩。然后,针对具体症状对患儿采用口腔综合管理办法,包括:牙弓内收矫治､功能

矫治､肌功能训练､鼻腔通气训练､甚至腺样体摘除等。待综合口腔管理治疗 3 年后从侧貌面型,牙齿

排列及呼吸状态等方面综合评价儿童咬合发育管理的效果。 
结果 通过 3 年的咬合发育管理,所有参与实验儿童从牙弓形态,面型上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善。其

中 3 名临床上呈现下颌后缩的儿童,下颌前伸发育明显,同时气道通气得到改善。参与实验的所有儿

童在管理过程中均未出现任何临床上的不良反应。 
结论 儿童张口呼吸面容的改善不应是任何单一临床项目治疗所能达到的。“儿童咬合发育管理”这一

理念在从儿童成长发育的角度对其进行综合管理治疗效果较为明显。 
 
 
OR-0337 

玻璃纤维粘结桥用于即刻间隙维持一例 
 

胡赟,马文竹,林居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北部院区 401147 

 
 
目的 探讨乳磨牙早失使用玻璃纤维粘结桥即刻间隙维持的修复方法和评价短期临床效果。 
方法 在儿童口腔科门诊选择全麻患儿一例。术前拍摄全景片,85 乳磨牙早失,全麻下采用玻璃纤维粘

结桥行即刻间隙维持,术后拍摄全景片,6 月后复查,评价短期临床效果。 
结果 6 个月后临床复查,间隙维持粘结桥不松动,修复体完好,无折断､缺损或过度磨耗,无明显着色, 
固位体边缘与粘结剂界面临床观察结合良好。 
结论 玻璃纤维粘结桥即刻间隙维持的修复方法可为儿童口腔临床提供一种简单､可行间隙保持器。

但其支架强度和粘结强度需进一步提高,临床应用效果应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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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38 

浅谈改良型 HGAC 矫治替牙列骨性 II 类错 畸形治疗体会 
 

吴薇
1,王娅婷

2 
1.牙博士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2.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目的 在临床治疗中,青少年生长发育期中的骨性 II 类错 的治疗方法及效果一直备受关注。替牙列

期的骨性 II 类错 ,不仅直接影响患者的面型,甚至会影响患者的咀嚼功能,若能够在生长发育高峰期

内进行适宜的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面型,优化患者的咀嚼功能。其中改良型 HGAC 在治疗

替牙列期骨性 II 类错 有其独到之处,本文主要讨论改良型 HGAC 矫治替牙列期骨性 II 类错 畸形的

工作机理,以及其在治疗骨性 II 类畸形方面的特点。 
方法 通过对该骨性 II 类错 畸形患者治疗前各项数据分析,选取改良型 HGAC 进行治疗,术中观察患

者的软组织､磨牙关系及颌骨的变化,术后对患者进行 X 线头影测量分析,对比患者术前､术后 X 线头

影测量指标的变化,同时绘制治疗前后 X 线头影重叠图,直观观测分析改良型 HGAC 的矫治原理及患

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改良型 HGAC 能够有效纠正替牙列期矫治骨性 II 类错 畸形。其主要机理为抑制上颌骨向前

生长及顺时针旋转,同时促进下颌骨的水平向生长,并且能够良好的控制上前牙及上颌磨牙的伸长,使
下颌骨相应发生逆时针旋转,改善因下颌后缩引起的颏部不足。功能矫形治疗结束患者面型得到较

大程度的改善,咬合关系进一步完善。 
结论 通过对该患者术前､术后治疗数据的对比,说明改良型 HGAC 对替牙列期骨性 II 类患者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 
 
 
OR-0339 

龋齿患儿的护理及健康教育效果研究 
 

师歌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无痛化护理和健康教育对龋齿患儿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2 月收治的 800 例儿童龋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40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采取无痛化护理和健康教育相结合的干预

模式。观察两组患儿的龋齿增加情况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龋齿增加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患儿,P<0.05。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情况显著好于对

照组患儿,P<0.05。 
结论 无痛化护理和健康教育相结合的护理干预模式对于龋齿患儿有良好的护理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与应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02 

OR-0340 

 周期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伴发长期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一例——
全身系统性疾病患儿的口腔健康管理模式探讨 

张越茗,邹静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总结一例长期罹患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的患儿, 终确诊为周期性中性粒细胞减少

症,ELANE 基因突变(c.661G>T),以及在此期间该患儿的口腔治疗过程,探讨全身系统性疾病患儿的

口腔健康管理模式

方法 患儿,女性,12 岁,4 年前因牙齿松动就诊。口腔检查示患儿全口牙松(Ⅰ),全口牙龈及龈乳头红肿,

伴发下唇部粘膜､舌尖溃疡。所携带的华西四院检查结果回示全血铅含量超标,诊断为广泛型侵袭性

牙周炎,并行全口牙龈上洁治术,嘱定期复查并完善相关检查。后患儿于华西四院诊断为铅中毒,并行

排铅治疗,2 年前于首都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铅中毒､中性粒细胞缺乏症､免疫缺陷病,并对

EDTA 抗凝血样本行基因分析,为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 1 型,ELANE 基因突变(c.661G>T)。在全身

系统疾病诊治期间嘱定期口腔复查,行牙周基础治疗和定期维护,并给予口腔卫生指导,患儿全口牙周

炎及牙齿松动情况有所控制,1 年前患儿家长自行选择中医治疗并中止口腔定期复查。1 年后复查,患
儿口腔情况恶化,全口大多数牙重度牙周破坏,并伴发右侧口角溃疡。口内检查见全口牙龈红肿,菌斑

软垢覆盖牙面;多数年轻恒磨牙松Ⅱ~Ⅲ°,牙龈退缩,牙根暴露,36､46 牙出现牙根游离,下颌牙槽骨吸

收明显。经牙周科会诊后制定口腔治疗方案:及时拔除伴发严重牙周病患牙后,再次行牙周基础治疗,
彻底消除感染,在基础治疗结束后 4~8 周复查时根据检查所见和需要行龈下清创或翻瓣手术,强化口

腔卫生指导,在粒细胞减少期使用氯已定漱口水代替机械性菌斑控制。 
结果 与患儿家长详细交代现阶段治疗计划并强化其定期复查意识,拔除 36､46 牙后,1 周后行全口牙

周基础治疗,并交代 8 周后复诊拟实行的治疗计划。对免疫缺陷儿童来说,一个或多个免疫系统缺陷

足以使其处于威胁生命的感染中。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患儿的感染,特别是牙源性感染,易感且易复

发,定期检测和必要的后续治疗是保持长期疗效的关键。需要根据患儿的菌斑和炎症控制情况确定

个体化的复查间隔期,也更需要对此类全身系统疾病的患儿实行口腔健康管理:在全身系统性疾病确

诊后即开始实施口腔预防措施,尽量避免侵入性口腔治疗的发生;在疾病治疗的前后加强对患儿口腔

健康的维护和管理,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结论 该患儿疾病属于儿童口腔疾病中的疑难病范畴,不仅治疗后易复发,疗效是否能长期保持取决于

患儿及患儿家长控制菌斑的依从性和维护治疗的措施,即口腔健康的管理对该病治疗非常关键。 

OR-0341 
我們闖了紅燈嗎?兒牙治療鎮靜不插管麻醉 

劉時凱 ,陳坤堡 ,范國棟 ,孫國丁

目的 牙科手术的麻醉方式传统以来均是使用”插管全身麻醉”,原因很简单,因为如何维持气道的畅通,
却又不影响牙科的施作,插管看似是唯一的选择,但真的如此吗?是否有可能採取镇静不插管的方式,
在顾及呼吸道安全下,仍可施作牙科的治疗呢?本篇以数个个案探讨此议题。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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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以插管全身麻醉施作于儿童牙科治疗的医学中心,聘任专职于牙科院所实行不插管麻醉的医

师,到院指导整个医学中心的团队(包含麻醉及牙科),从课堂上的书面指导,到手术室的实际操作,并于

每次个案完成后开会检讨,作为下次改进的目标, 后能够将不插管镇静的业务,顺利转移至儿童牙科

诊间执行。个案年纪介于:三岁至五岁,体重介于 14~20kg,个案施作时间约为 2.5~3 小时,个案施作

项目为:拔牙､补蛀牙､根管治疗､抽神经､牙冠手术等。监测仪器上备有:心电图､血压､血氧､末端吐气

二氧化碳(EtCO2)､呼吸速率､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使用药物为:midazolam､propofol,使用

器具为:TCI(标靶输注) pump､鼻导管。  
结果 起初的个案操作上,麻醉医师得全程佔据头部的方位,以便可以随时提颚维持呼吸道,后续两个案,
已经渐渐可以降低提颚的时间,接着为日后将麻醉移至诊间做准备,第四例起,已经可以将头位交于牙

科团队,麻醉医师顺利脱离固的呼吸道头位,只在一旁协助､提醒,惟在必要时,仍得介入呼吸道处置。

所有个案均顺利完成返家,过程中并不需要復甦球面罩给氧,或是改成插管麻醉。呼吸道所遇到的状

况有:呛咳､短暂低血氧(SpO2<90%少于一分钟)､喉头痉挛。返家后的状况:均可在当日下午正常进

食､隔日可维持日常生活作息､有一个案返家后发烧,但无后续併发症及无需抗生素使用情形。 

结论 牙科的施作与镇静麻醉同时进行,的确对双方(牙科医师､麻醉医师)都是一项挑战,本院虽有丰富

的插管麻醉施作牙科手术的经验,却无儿牙镇静不插管的任何经验,所以在麻醉的转换上必定需要从

技术面和知识面重新审视,聘任有经验的麻醉医师指导,可以大大缩短学习中自我摸索的时间,也可以

从旁给予牙科医师建议,因为镇静的时间越短,病患可能发生的呼吸道状况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双方面

的配合是相当重要,原本以插管方式进行的 SOP,也必须有所改变。当麻醉医师离开了固有的疆域

“呼吸道”,牙科医师与其助手,变成了麻醉医师的双手,麻醉医师必须指导､提醒牙科团队,防止呼吸道

因施做时的姿势而遭受压迫,或是降低因为冲洗的水份造成呛咳。而麻醉医师也必须对于 TCI 的药

物动力学有所熟悉,辅以 midazolam,才能良好的调控镇静深度,此外,对于提颚的技巧,也不再是只有

单纯的 jaw thrust,还必须熟知”Larson Maneuver”才能妥善的处理呼吸道的状况。 
 
 
OR-0342 

血栓调节蛋白在儿童重症肺炎中的变化及临床价值 
 

黄彩芝
1,莫丽亚

1,杨龙贵
2,邓永超

1,张聪
1,李爱国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2.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 
 

 
目的 探讨血浆血栓调节蛋白(thrombomodulin,TM)在儿童重症肺炎中的变化及临床价值。 
方法 65 例重症肺炎患儿根据是否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分为 DIC 组和未合并 DIC 组,另选择 30 例健康儿童作为正常对照组。分析并比较

各组间血浆 TM 水平的变化情况,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进行评价。 
结果 正常对照组､未合并 DIC 组和 DIC 组的血浆 TM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53.14,P=0.000),并
且组间两两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未合并 DIC 组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而 DIC 组更

高于未合并 DIC 组。24 例痰培养阳性的重症肺炎合并 DIC 患儿中,G+细菌组和 G-细菌组 TM 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M 诊断重症肺炎患儿合并 DIC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曲线下

面积为 0.74,灵敏度､特异度､阳性和阴性似然比分别为 0.76､0.63､2.05､0.38。 
结论 儿童重症肺炎可致血管内皮细胞损害,血浆 TM 水平变化与重症肺炎患儿的病情严重程度有

关,TM 可作为重症肺炎患儿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早期诊断参考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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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43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treatment responsiveness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CD8 + T cell activ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ye qing 
the children' 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52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 (KD)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acquired heart 
disease in children and is also a risk factor for ischemic heart disease in adults. However, 
Kawasaki disease lacks specific laboratory diagnostic indices. Thu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T 
cell activation profiles of Kawasaki disease and assessed their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Kawasaki 
disease and the prediction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sensitivity.  
Methods We analyzed human leukocyte antigen-DR (HLA-DR), CD69 and CD25 expression on 
peripheral blood CD4 + and CD8 + T cells during the acute phase of KD. We compared the 
percentages of HLA-DR +/CD69 +/CD25 + T cells in the CD4 + and CD8 + T cell populations of 
IVIG-effective and IVIG-resistant group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above parameters.  
Results The median percentage of CD8 + HLA-DR + T cells and the median ratio of CD8 + HLA-
DR + T cells/CD8 + CD25 + T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the patient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acute phase of KD. Regarding the diagnosis of Kawasaki 
disease,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939 for the percentage of CD8 + HLA-DR + T cell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io of CD8 + HLA-DR + T cells/CD8 + CD69 + T cells 
between IVIG-resistant patients and IVIG-sensitive patients. Regarding IVIG sensitivity,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795 for it. 
Conclusions Excessive CD8 + T cell activation, as well as an imbalance between CD8 + T cell 
activation and inhibition, underlies the pathogenesis of Kawasaki disease. The percentage of 
CD8 + HLA-DR + T cells may be used as an index to diagnose Kawasaki disease. IVIG inhibits 
CD8 + T cell activation, but excessive CD8 + T cell activation may cause IVIG resistance. The 
ratio of CD8 + HLA-DR + T cells/CD8 + CD69 + T cells may be used as a predictor of IVIG 
sensitivity. 
 
 
OR-0344 

33 例智力障碍病人的分子诊断:对外显组测序数据进行重新评估

可以显著提高诊断率 
 

肖冰,邱文娟,季星,刘晓青,范燕洁,徐燕,刘宇,叶荟,魏巍,闫慧,龚珠文,沈理笑,孙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智力障碍是 为常见的一类神经精神异常疾病,其患病率在 1%-3%之间。智障的表型和基因型

的异质性都很高,因此对其做病因学分子诊断需要在基因组范围内检测相关基因上的突变。目前,已
有研究将目标区域测序和外显组测序应用于智障及发育落后的分子诊断中,并取得很好的检测效

果。按照孟德尔遗传规律检测,目标区域/外显组测序的诊断率在 16%-68%之间。本研究利用目标区

域/外显组测序检测 33 例智障病人遗传病因。 
方法 纳入标准:临床评估的智障/发育落后病人。排除标准:(1)已通过基因芯片发现致病 CNV;(2)获得

性脑损伤所致智障;(3)新生儿代谢筛查异常;(4)可识别的智障综合征病人。 终入组 33 例智障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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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样本经目标区域/外显组测序,并用实验室自建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数据产生后马上进行评估,即按

照 ACMG 指南对候选变异进行分级,结合表型评估可能的致病突变。在 2017 年初,对第一次评估中

未找到致病突变的病例进行了第二次评估。此次评估时,我们更新了 OMIM 数据库,利用新的算法进

行 CNV 检测,同时查找了 新的文献。尝试找出阴性病例的致病原因。 
结果 经第一次评估,有 14 例病例找到了致病突变,诊断率为 42%。另有 5 例病例在第二次评估中找

到了致病突变。这 5 个病例的情况如下:2 例携带 UNC80 复合杂合致病突变,UNC80 基因在 2016
年才被报道会导致智障并被 OMIM 数据库收录。1 例病人携带 3.8kb 的 ARID1B 基因外显子缺失,
该缺失无法被常规的点突变算法识别,也无法被芯片检测到,因为在此区域内没有探针分步。还有 2
例病人的突变位于 CREBBP 基因的 30/31 外显子上, 近文献报道,该区域内的突变会导致一种新的

智障综合征,而非已知的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经第二轮评估,诊断率提高了 15%,总诊断率达到

57%。在重新评估时,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更新 OMIM 数据库,采用新算法,查找 新的文献,与
同行进行数据交流和对病人随访收集 新的表型信息。 
结论 外显组测序在智障病人的诊断率为 57%,值得注意的是,隔一段时间对阴性病例进行重新评估可

以显著提高诊断阳性率。 
 
 
OR-0345 

2014 年至 2016 年天津手足口病住院患儿的病原构成与分子分型 
 

潘蕊
1,林书祥

2,3,舒剑波
2,3,孟英韬

2,3,邹映雪
2,彭林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市儿童医院 
3.天津市儿科研究所 

 
 
目的 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是一种多发生于 5 岁以下儿童的常见病毒性

传染病,发病初期主要的表现为发热,食欲减退,咽喉痛,口手足臀等部位的皮疹。本研究收集 2014 至

2016 年天津市儿童医院住院患儿标本,目的在于对 HFMD 进行病原学检测并对导致其感染的主要病

原体进行分子分型,以便于更好了解本病的病原学特征。 
方法 采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天津市儿童医院住院患儿的手足口病临床病例标本 499
份,采用实时荧光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T-PCR 检测肠道病毒通用型(EV)､肠道病毒 71 型(EV71)及
柯萨奇病毒 A16(CA16),采用 RT-PCR 法对 170 份其他肠道病毒阳性标本进行衣壳蛋白 VP1(VP1)
区基因扩增和序列检测,运用生物软件 Chromas 1.62 及 MEGA6.06 进行测序结果分析并构建系统

进化树。用 SPSS20. 0 软件对不同年龄组患者 EV 阳性检出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499 份标本中检出 EV 阳性 429 份,EV71､CA16 及非 EV71 非 CA16 其他肠道病毒(其他 EV)
分别占 54.1% (232/429),6.3%(27/429)和 38.2% (170/429),170 份其他 EV 阳标本中检出柯萨奇病

毒 A10(CA10)阳性 47 份,占 11.0 %,柯萨奇病毒 A6(CA6)阳性 35 份,占 8.2%。不同年龄组患者肠道

病毒阳性检出率不同,在 71.2%~92.4%之间,各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2.770, P=0.004),1 岁

组阳性检出率 高(92.4%)。各型别感染均主要出现在 6 至 8 月份,其他月份仅有散在病例,7 月份为

发病高峰,随后呈逐渐下降趋势。与 499 例 HFMD 患儿总体的发病时间趋势一致,多见于夏季。

EV71 在不同发病月份间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8.677,P=0.009)。28 例 EV71､22 例

CA10 和 16 例 CA6 VP1 亲缘进化树分析分别显示,28 例 EV71 型序列均为 C4 基因亚型的 C4a 分

支,22 例 CA10 均为 G 型,16 例 CA6 均为 F 型。 
结论 本次研究收集的 499 份标本,共检出 21 种不同的肠道病毒,虽然 EV71 的阳性率仍为 高,但非

EV71 非 CA16 的其他肠道病毒类型及比例也呈现增多的趋势,因此仍需要我们对其长期全面监测,及
时发现新型别的出现以 终达到预防感染和控制疾病流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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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46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as Novel Predictors of Immunoglobulin Resistance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Zeng Qian1,Li Lei2,Lv Xin1 
1.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Qilu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KD) is the most common pediatric cause of acquired heart disease 
in the world, and high-dose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is the gold standard treatmen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edictive marker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IVIG. 
Methods A total of 178 Chinese children with KD were enroll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VIG-
responsive group, 131; IVIG-resistant group, 47).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data 
from th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the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in 
the IVIG-resista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IVIG-responsive group 
(p<0.001). Comparison analyses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showed that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the NLR (area under curve, AUC=0.878, 95%CI, 0.819-0.937) and the 
PLR(AUC=0.766, 95%CI, 0.690-0.841) for IVIG resistanc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marker of C-reaction protein (CRP)(AUC=0.649, 95%CI ,0.558-0.740) and the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AUC=0.585, 95%CI, 0.490-0.681). Binary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an NLR>2.94 and a PLR>97.59 were risk factors for IVIG resistance (odds 
ratio, OR 24.063 and 5.544,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incidence of coronary artery 
abnormalities (CAA)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VIG-responsive and IVIG-
resistant groups (p=0.004). 
Conclusions Elevated NLR and PLR levels may help in the early detection of IVIG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KD, which may aid in pred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A in these patients. 
 
 
OR-0347 

新生儿侵袭性感染 B 族链球菌的耐药表型及耐药机制研究 
 

李娟
1,2,高坎坎,1,关小珊

1,张丽华
3,穆小平

4,袁春雷
5,计文婧

6,容莉莉
1,邓秋连

1,钟华敏
1,龙燕

1,高秀蓉
1,刘海英

1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2.广州市肿瘤医院 
3.东莞东华医院 

4.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5.中山博爱医院 
6.西安交通大学 

 
 
目的 通过分析侵袭性感染新生儿的 GBS 临床分离株的耐药性和耐药基因型,为新生儿 GBS 感染的

防治和抗生素合理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就诊于广东四家医院 GBS 侵袭性感染<90 天新生儿病

例。使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对 GBS 分离株进行鉴定和抗生素 小

抑菌浓度(MIC)测定;应用 PCR 方法进行红霉素和四环素耐药基因检测。 
结果 确诊新生儿 GBS 侵袭性感染 93 例,34 例早发型,59 例晚发型。93 株 GBS 分离株药物敏感试

验结果显示:GBS 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 100%敏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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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奇霉素的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8.6%､2.2%和 1.1%。红霉素､克林霉素和四环素的耐药率非常高,

分别为 60.2%､78.5%和 93.5%;分析耐药表型,固有表型(cMLSB)为主,占 53.9%,其次是 L 表型

26.3%､诱导表型(iMLSB)15.8%,M 表型 3.9%。56 株红霉素耐药菌株 ermB 基因的携带率为

85.7%,3.6%耐药菌株同时携带 ermB 和 mefA 基因,均未检出 ermA。87 株四环素耐药菌株中,四环

素耐药基因 tetO 和 tetM 携带率分别为 74.7%和 46%,其中 25 株同时携带 tetO 和 tetM,均未检出

tetL 和 tetK 基因。  
结论 广东地区侵袭性感染新生儿的 GBS 株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性较国外报道明显偏高,地域差

异明显,因此克林霉素不推荐用于中国围产期妇女 GBS 感染的预防用药。青霉素和氨苄西林仍是治

疗新生儿侵袭性 GBS 感染及高危新生儿预防 GBS 感染的首选药物。广东地区 GBS 红霉素耐药机

制以 ermB 基因介导的核糖体靶位改变为主,四环素耐药机制以 tetO 和 tetM 基因为主. 
 
 
OR-0348 

特应性皮炎患儿特异性 IgE 检测结果分析 
 

何谢玲,汤建萍,祝兴元,韦祝,唐金玲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通过分析特应性皮炎患儿临床常见环境类及食物类过敏原 IgE 的检测结果,明确特应性皮炎患

儿常见的过敏原种类。 
方法 总结湖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变态反应研究室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一年间

0-16 岁特应性皮炎患儿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结果,统计不同种类过敏原特异性 IgE 的检测量,
阳性结果量及阳性率,对各类过敏原的阳性率进行排序;并对每个受检者过敏原阳性种类的数量进行

统计。将受检者按年龄分为 5 组,统计不同组别过敏原 IgE 检测目的阳性率。 
结果 一年间共有 1838 名特应性皮炎患儿共进行了 15517 组次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其中

632 人未检出阳性,1206 人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 65.61%。其中 596 人一种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

结果阳性,332 人检测出两种阳性,143 人检测出三种,四种及以上的为 135 人,分别占阳性人数的

49.42%,27.53%,11.86%,11.19%。其中环境类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 6594 组次,659 组次呈阳性,
阳性率为 9.99%;食物类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 8923 组次,920 组次呈阳性,阳性率为 10.31%。环境

类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 7 大类,阳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螨虫､屋尘､动物皮毛屑､树木花粉､真菌､草

花粉､昆虫,分别是 29.72%,12.43%,8.54%,4.53%,2.02%,1.12%,1.05%;食物类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

测 10 大类,阳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牛奶､鸡蛋､坚果､其他食物､花生､小麦､虾蟹､鱼､大豆､水果,分别

为 35.08%,14.39%,5.04%,4.66%,4.06%,3.66%,3.58%,2.86%,2.43%,2.06%。受检者按年龄分为

[0-4m),[4-12m),[1-3y),[3-6y),[6-16y];五个年龄组的 IgE 阳性检出率分别

为:62.50%,58.93%,71.71%,68.97%,60.98%。 
结论 Ⅰ型过敏反应在特应性皮炎的发病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超过半数的特应性皮炎的患儿过敏原

IgE 检测阳性,且多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过敏原阳性。食物类过敏原的阳性率稍高于环境类。特应性

皮炎患儿主要的环境类过敏原为尘螨､屋尘､动物皮毛屑,主要的食物类过敏原为牛奶､鸡蛋。各个年

龄组的过敏原 IgE 阳性率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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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49 

甲基丙二酸血症基因突变分析 
 

王朝
1,2,舒剑波

1,2,张玉琴
1,张春花

3,孟英韬
1,2,王丹

1,林书祥
1 

1.天津市儿童医院 
2.天津市儿科研究所 

3.日本国际松本生命科学研究所 
 

 
目的 甲基丙二酸血症(Methylmalonic Acidemia, MMA)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由甲

基丙二酰辅酶 A 变位酶缺陷或钴铵素代谢障碍引起,致病基因包括:MUT､MMAA､MMAB､MMACHC

､MMADHC､LMBRD1 等,其中以 MMACHC 突变 为常见。我国已报道的 MMA 病例中,亦以

MMACHC 突变 为多见。本文就 16 例临床诊断的 MMA 患者进行基因突变分析。 
方法 收集患者尿液和血液进行质谱检测,结合其他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采集患者及

父母外周静脉血,提取基因组 DNA。根据患儿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用 PCR 方法扩增相应致病基

因全部外显子编码区及两侧内含子区域。所有扩增产物,均进行直接测序并与参考序列进行比对。 
结果 16 名患儿包括 10 名男性,6 名女性,年龄在 24 天~16 岁之间。共检测出 5 种基因突变类型,其
中错义突变 4 种,插入缺失突变 2 种,重复突变 2 种,缺失重复突变 1 种,剪接位点突变 1 种。13 例患

儿中检测出复合杂合突变位点,共 9 种突变,均为 MMACHC 基因突变,包括 c.1 A>G､c.80A>G､

c.81+1G>A ､c.271dupA ､c.315C>G､c.445_446insA ､c.609G>A､c.626dupT 和 c.658-660 del 

AAG。3 例患儿中检测出单一杂合突变,包括 MMACHC 基因突变 c.80A>G､p.609G>A 和

c.658_660delAAG。16 例患儿的 MMACHC 等位基因突变检出率为 29/32,其中突变 c.609G>A 突

变频率分别为 40.6%(13/32),c.80A>G 为 12.5%(4/32)。 
结论 结合文献报道,我们认为 c.609G>A 是中国人群 MMA 患者的热点突变。这些突变丰富了中国

人群 MMA 致病基因突变谱。本研究建立的基因突变分析方法为 MMA 临床诊断提供了依据,为产前

诊断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OR-0350 

2012-2016 年天津市儿童医院遗传代谢病筛查回顾性分析 
 

舒剑波
1,2,王朝

1,2,孟英韬
1,2,张春花

3,张碧丽
1,王丹

1,张玉琴
1,林书祥

1,2 
1.天津市儿童医院 

2.天津市儿科研究所 
3.日本松本生命科学研究所 

 
 
目的 对 2012-2016 年天津市儿童医院临床疑似遗传代谢病患儿的尿气相色谱/质谱检测结果进行回

顾性分析,为临床诊断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应用尿素酶预处理,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析 15851 例尿液中的有机酸､氨基酸､糖类､嘌
呤和嘧啶等成分,应用统计学方法对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共检测 15851 例患儿,其中代谢异常的患儿为 5793 例,占 36.5%,未见异

常的患儿为 10058 例,占 63.5%。2012-2016 年年检测患儿数分别为 1324 例､2470 例､3419 例､

3370 例､5268 例,异常患儿数分别为 552 例(41.7%)､1115 例(45.2%)､1032 例(30.2%)､1031 例

(30.6%)､2063 例(39.16%)。确诊患儿 117 例,高度疑似患儿 39 例,包括甲基丙二酸血症､β-脲酰丙酸

酶缺陷症､4 羟基丁酸尿症､高苯丙氨酸血症､戊二酸血症､枫糖尿症､丙酸血症､尿素循环障碍､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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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化酶缺乏症､尿黑酸尿症､高肌氨酸血症､异戊酸血症､3-甲基戊二烯酸尿症､3 羟基 3 甲基戊二酸尿

症及 2 甲基 3 羟基丁酰辅酶 A 脱氢酶缺陷症等。对甲基丙二酸血症患者,进一步分析发现,2012-
2016 年共确诊 77 例,年确诊数分别为 14 例､16 例､18 例､18 例､11 例,无论是每年检出量,还是总数

均为第一。其中男性患儿 51 例,女性 26 例。其中 小年龄为 52 个小时, 大为 9 岁。住院患儿 52
例,其中以新生儿科住院患儿 多为 23 例,门诊患儿 25 例,其中以神经内科患儿 多为 19 例。 
结论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是进行遗传代谢病筛查的有效方法,甲基丙二酸血症可能是 常见的遗

传代谢病,为遗传咨询及临床诊疗提供指导。 
 
 
OR-0351 

LncRNA-RP11-714G18.1 regulates vascular cell migration 
via RP11-714G18.1/LRP2BP/MMP1 dependent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Zhang Yuan1,Zheng Lei2,Qian Wang2 
1.Guang 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considered as the leading cause of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worldwide.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pports an important role for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therosclerosis. Nevertheless, the role of lncRNA in 
atherosclerosis-associated vascular dysfunction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main elusive. 
Methods Here using microarray analysis, we identified a novel lncRNA RP11-714G18.1 with 
significant reduced expression in human advance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tissues.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in both human aortic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VSMCs) and 
endothelial cells (ECs) that RP11-714G18.1 impaired cell migration, reduced the adhesion of ECs 
to monocytes, suppressed the neoangiogenesis, decreased the apoptosis of VSMCs and 
promoted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Mechanistically, RP11-714G18.1 could directly bind to its 
nearby gene LRP2BP and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LRP2BP. Moreover, we showed that 
RP11-714G18.1 impaired cell migration through LRP2BP-mediated downregula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 1 in both ECs and VSMCs. In atherosclerotic patient, the serum levels 
of LRP2B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rdiac troponin I.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RP11-714G18.1 may play an athero-protective role by 
inhibiting vascular cell migration via RP11-714G18.1/LRP2BP/MMP1 signaling pathway, and 
targeting the pathway may provide new therapeutic approaches for atherosclerosis. 
 
 
OR-0352 

癫痫患儿经丙戊酸治疗后血液氨基酸变化情况的研究 
 

李启亮,宋文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中国癫痫患儿经单独使用丙戊酸(VPA)治疗前后血液中氨基酸变化情况,进一步分析 VPA
继发血液氨基酸变化的原因,以便进一步为临床监测 VPA 肝毒性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疾病组选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进行 VPA 治疗监测的癫痫患儿 59 例,
对照组选自同时期的年龄和性别匹配的表观健康儿童 59 例。收集研究对象的临床基线资料和肝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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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指标结果。利用荧光偏振免疫法监测患儿 VPA 的血药浓度,使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检测患

儿血液中氨基酸的浓度。比较疾病组 VPA 治疗前后以及对照组之间氨基酸的水平差异。 
结果 患儿肾功能的指标(尿素和肌酐)在 VPA 治疗前后的变化不明显,但肝酶谱的变化较大,与对照组

和 VPA 治疗前患儿自身的肝酶水平相比,VPA 治疗后癫痫患儿的 ALT､AST 和 γ-GT 水平明显增

高。其中,13.5%(8/59)VPA 治疗后癫痫患儿的 ALT､AST 和 GGT 水平明显超过了正常水平,其他患

儿经 VPA 治疗后 ALT､AST 和 γ-GT 水平较自身治疗前有所升高,但数值仍在正常范围之内。与对照

组和 VPA 治疗前相比,经 VPA 治疗后的癫痫患儿血液中 Cys,Gln,Glu,Gly,Leu 和 Lys 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经 VPA 治疗后的癫痫患儿血液中 Cys,Gln,Glu,Gly 和 Lys 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VPA 治疗前,
而 Leu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和 VPA 治疗前。 
结论 ALT､AST 和 γ-GT 的升高预示着 VPA 或其代谢产物具有一定的致肝损伤的作用。在 VPA 肝

毒性作用的早期,患儿血氨基酸水平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氨基酸谱可能是反映 VPA 肝毒性的

比较敏感的指标。定期检查 VPA 治疗后患儿的血氨基酸谱的变化情况,可能对临床监测 VPA 导致

的肝毒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OR-0353 

健康儿童和肺炎患儿口咽部菌群差异 
 

王和平
1,郑跃杰

1,戴文魁
2,刘萍

1,周潜
1,张建平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微健康基因研究院 
 

 
目的 比较分析肺炎患儿与健康儿童口咽部因感染导致的菌群差异,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搜集 32 个肺炎患儿口咽样本,进行 16S rDNA 高通量测序分析,同时和 32 个同龄健康儿童的数

据进行比较。 
结果 通过菌群丰度与多样性分析,健康儿童口咽部菌群多样性高于肺炎儿童(中位数:1.932VS1.727),
健康儿童含有较多的 Bacteroides, Prevotella, Lactobacillus, Fusobacterium 和 Haemophilus 菌属,
而肺炎患儿则含有较多的 Staphylococcus, Corynebacterium, Dolosigranulum 和 Mycoplasma
属。其中,健康儿童口咽部菌群中 Prevotella, Neisseria,Haemophilus 等菌属显著高于肺炎患儿。 
结论 肺炎患儿的口咽部微生态存在紊乱,在治疗中除需要抗生素针对性治疗外,还需纠正菌群紊乱,可
能达到更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OR-035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病原

菌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龙燕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儿手术切除的肥大腺样体､扁桃体标本的病

原菌分布及菌株耐药性变迁。 
方法 连续收集 2012.1-2016.12 年期间诊断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且在广州市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行腺样体和/或扁桃体切除术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将切除的腺样体和/或扁桃体组织行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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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培养及药敏试验。菌株鉴定使用 VITEK MS 质谱仪及 VITEK 2 鉴定系统,药敏试验使用 MIC
法及 K-B 法。采用线性趋势卡方检验分析病原菌分布变化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变迁。 
结果 5 年 3425 例患儿共分离出病原菌 2916 株,阳性率为 85.14% ,其中革兰氏阳性球菌 1639 株
(56.21%),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578 株(45.35%)､肺炎链球菌 743 株(35.27%)和 A 族链球菌 241
株(14.73%);革兰氏阴性杆菌 1131 株(38.79%),主要菌株为流感嗜血杆菌 613 株(54.23%)和铜绿假

单胞菌 141 株(12.44%);5 年来,病原菌种类和占比无显著变化。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类､大环内

酯类抗生素有较高的耐药率,达到 80%~90%,其中对头孢唑啉和甲氧西林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

(χ2=14.27 和 12.36,P < 0.05);未发现耐万古霉素菌株。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达

到 80% 以上;其余抗菌药物无显著变化。A 族链球菌对所有抗生素均保持敏感。流感嗜血杆菌对喹

诺酮类､阿奇霉素､加酶抑制剂复合物( 如阿莫西林/棒酸) ､二代及三代头孢菌素类均较敏感;但对氨

苄西林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χ2=10.42,P < 0.05),产 β-内酰胺酶的流感嗜血杆菌 5 年检出率亦呈上升

趋势(χ2=10.13,P < 0.05)。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头孢哌酮､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呈上升

趋势(χ2=16.24､13.22､12.01,P < 0.05),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较低。 

结论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腺样体､扁桃体感染以革兰阳性球菌为主,目前金黄色葡

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形势严峻,临床应根据实验室结果选择合理抗生素,减
缓耐药菌的产生。 
 
 
OR-0355 

杭州地区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患儿 
感染肠道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李伟,陶然,李华美,尚世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肠道病毒属于小 RNA 病毒科,是婴幼儿易感染的其主要病原体之一,可引起多种疾病,如手足口

病､疱疹性咽峡炎､脑炎等。肠道病毒主要在夏季流行,且传染性极强。肠道病毒包括 110 多种亚型,
了解肠道病毒流行趋势和流行亚型对临床儿童肠道病毒感染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5 月-9 月份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初步诊断为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手足口

病的患儿为研究对象,用逆转录荧光定量 PCR 试剂(之江生物,上海)检测咽拭子样本中的肠道病毒核

酸。对阳性样本进行肠道病毒 VP1 区扩增和测序,并根据测序结果建立进化树。 
结果 2016 年 5 月-9 月, 37 例诊断为手足口病患儿的咽拭子样本进行逆转录荧光定量 PCR 鉴定结

果为肠道病毒阳性,179 例诊断为疱疹性咽峡炎患儿的咽拭子样本进行逆转录荧光定量 PCR 鉴定结

果为为肠道病毒阳性。对手足口病患儿感染的肠道病毒临床株 VP1 区进行扩增和测序,共鉴定出 5
种亚型:柯萨奇病毒 A6 型 4 例(10.8%)､A16 型 27 例(73.0%)､ B4 型 2 例(5.4%) , B5 型 1 例(2.7%)
和 肠道病毒 71 型 3 例(8.1%)。对疱疹性咽峡炎患儿感染的肠道病毒临床株 VP1 区进行扩增和测序,
共鉴定出 10 种亚型:柯萨奇病毒 A4 型 132 例(73.7%)､A5 型 1 例(0.6%)､A6 型 6 例(3.4%)､A9 型 2

例(1.1%)､A10 型 4 例(2.2%)､A16 型 13 例(7.3%)､B1 型 2 例(1.1%)､B3 型 5 例(2.8%)､B4 型 11 例

(6.1%),肠道病毒 71 型 3 例(1.7%),埃可病毒 9 型 3 例(1.7%)。进化树分析表明,2016 年浙江地区流

行的肠道病毒临床株全部和国内城市报道的临床株具有 近亲缘。 
结论 2016 年夏季浙江地区手足口病患儿感染的肠道病毒主要为柯萨奇病毒 A16 型,疱疹性咽峡炎

患儿感染的肠道病毒主要为柯萨奇病毒 A4 型。进化树分析提示,此次爆发的肠道病毒感染主要来源

于国内毒株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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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56 

Epidemiology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a Chinese children’s 
hospital: predominance of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1 

(NDM-1) 
 

董方,张烨,鲁杰,姚开虎,王艳,刘钢,宋文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Objective The spread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roblem worldwide; however, relevant data in children are limited.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pidemiology of CRKp bloodstream infections (BSIs)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Methods The Minimal Inhibition Concentration values for 15 antibiotic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Phonix100 compact system.PCR amplification and DNA sequencing were used to detect genes 
encoding carbapenemases. WHONET 5.6 was finally used for resistance analysis. 
Results All 52 CRKp strains were multidrug-resistant; 46 (88.5%) and 49 (94.2%)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meropenem and imipenem, respectively. All isolates were susceptible to colistin. 
Among the tested carbapenem-resistance genes, the predominant gene was blaNDM-1, detected in 
28 (53.8%) isolates, followed by blaIMP-4 (19, 36.5%) and blaKPC-2 (4, 7.7%).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identified 31 sequence types (STs), the most predominant of which was ST782 (9, 
29.0%).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observed a high rate of CRKp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blood 
cultures and the predominance of NDM-1-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among children from 
2011 to 2014. 
 
 
OR-0357 

Del-1 对特异性过敏中嗜酸性粒细胞上 ICAM-1 表达的影响 
 

阎淑,张泓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研究 Del-1 对特异性过敏患者嗜酸性粒细胞上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的表达的影响,并初

步探讨其意义。 
方法 收集特异性过敏患儿外周血标本(n=35),利用磁珠分选(MACS)方法分选其中嗜酸性粒细胞,用
Del-1､anti-Del-1 或白介素 17(IL-17)处理,RT-PCR 方法观察 ICAM-1 的表达变化,并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Del-1 处理组 ICAM-1 表达下降,anti-Del-1 处理组 ICAM-1 表达上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同时 Del-1 与 IL-17 共同处理组 ICAM-1 表达也较 IL-17 单独处理组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但是在非嗜酸性粒细胞中,Del-1 或者 anti-Del-1 处理组 ICAM-1 表达水平较对照

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Del-1 可调节嗜酸性粒细胞表面的 ICAM-1 表达,提示 Del-1 可能通过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的黏附

作用抑制特异性过敏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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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58 

非综合征多指畸形儿童的 GLI3､SHH､ZRS 突变筛查 
 

饶春宝
1,2,陈嘉辉

1,夏贤生
1,陆小梅

1,2 
1.东莞市儿童医院 

2.东莞市儿科研究所 
 

 
目的 多指畸形是 常见的人类先天畸形之一,表现为一个或者多个手指/脚趾的重复。Sonic 
Hedgehog (Shh)信号通路在肢体的前后轴(Anterior-Posterior,拇指-小指)发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转录因子 GLI3 和增强子 ZRS 是 Shh 信号通路的重要调节因子。文献报道 GLI3 基因突变导致

轴前多指 4 型(PPD 4)或者轴后多指(PAP),ZRS 突变导致轴前多指 1 型(PPD1)或者轴前多指 2 型

(PPD2)。然而,中国多指畸形人群中是否存在 SHH 基因的突变以及 GLI3､ZRS 的突变频率仍然不

甚清楚。 
方法 我们从东莞市儿童医院小儿外科收集到 PPD1 和 PPD2 样本共 80 例,PAP 样本 7 例(其中 1 例

为 PAP-A/B 伴随 Wessel II 型轴前多指)。从患者外周血样本中提取基因组 DNA 后,对 ZRS 区域以

及 SHH､GLI3 基因的所有编码区进行 PCR 扩增,然后进行 Sanger 测序,测序结果与 NCBI 上公布的

参考序列进行比对,其中 ZRS 序列区域参考 Lettice 等人的报道(Lettice et al., 2003)。 
结果 我们在 PAP-A/B 伴随 Wessel II 型轴前多指患者样本中发现 GLI3 基因的第 15 个外显子存在

c.4507C>T 杂合突变。在其它 79 例患者样本中均未发现 SHH､GLI3 基因以及 ZRS 基因组区域存

在突变。 
结论 1)c.4507C>T 为无义突变,突变后预测将产生肽链截短的蛋白(p.Q1503X),因此是烈性突变,是
该患者的潜在致病突变。2)查阅中外文献,c.4507C>T 此前未被报道过,GLI3 基因突变导致的 PAP-
A/B 伴随 Wessel II 型轴前多指亦未有报道,因此,我们的研究发现拓宽了 GLI3 的突变谱以及 GLI3
突变后产生的表型谱。3)GLI3 点突变在中国 PAP 人群中的检出率为 14.3%(1/7)。4)我们在 80 例

PPD1､PPD2 患者均未检测到 ZRS､SHH､GLI3 存在点突变,表明以上基因组区域或者基因的点突变

在 PPD1､PPD2 中的检出率非常低,小于 1/80。 
 
 
OR-0359 

高通量测序方法在重症肺炎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探索 
 

刘孝荣
1,马东礼

1,姜含芳
1,陈虹宇

1,蔡德丰
1,朱纯青

1, 郑跃杰
1,栗东芳

2,杨振宇
2,刘艳红

2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微健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建立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重症肺炎病原体的流程和方法,并评估其可行性。 
方法 临床对照研究。 [l1] 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深圳儿童医院就诊的 76 例重症肺炎的

患者(实验组)和 18 例气管软化并排除细菌感染的患者(对照组),采集肺灌洗液标本,同时进行临床检

测和高通量测序,并对高通量测序的结果采用 PCR 方法进行确认,然后对基于高通量测序的重症肺炎

病原体检测方法进行评估。采用 χ2检验对高通量测序组和非高通量测序组的检出率进行相关性分

析。  
临床对照研究。 
结果 建立了基于高通量测序的重症肺炎病原体的检测流程及方法,该流程包括:标本收集､DNA 提取､

文库构建､上机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在 76 例重症肺炎患者中,66 例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标本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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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测序结果为阳性,灵敏度 86.84%,显著高于传统临床检验所用的细菌培养､免疫荧光法和定量

PCR 3 种方法综合检测的灵敏度(68.42%,52/76)(c2=7.426,P<0.001)。66 份高通量测序阳性标本中,
共检测到 13 种病原体,其中主要的病原体包括肺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腺病毒等,非
高通量测序法共检测到 9 种病原体。比较临床检验和高通量测序结果,在 76 份实验组标本中,发现

61 份(80.26%)标本两者结果完全一致,15 份(19.74%)标本结果不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检出的标本

主要集中在高通量测序检测出腺病毒､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而临床培养和免疫荧光方法不能

检出这些病原体。PCR 验证结果显示高通量检测结果与 PCR 的检测结果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c2=0.517,P=0.472),高通量检测结果与培养及免疫荧光方法检测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2=11.671,P<0.001)。 
结论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重症肺炎病原体的检测方法灵敏度高,能检测出未知病原体,优于传统临床检

验所用方法。 
 
 
OR-0360 

Ultrasensitive and visual immunosensor technique for 
advancing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of quantum dot probes 

on Salmonella detection 
 

唐锋,向赟 
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Objective A novel immunosensor technique for ultrasensitive detection and visual isolation of 
Salmonella was designed and studied by applying fluorescent nanobioprobes on a novel 
enrichment system. 
Methods Using bifunctional crosslinkers, the conjugation of watersoluble amino-functionalized 
(NH2-PEG-NH2) CdSe/ZnS QDs with the antibodies was complied. A optical observation 
instrument and a detection procedure were developed.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bioprobes were 
recorded with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methodological evaluation were made.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of mAbs-conjugated QDs was 98.6×10−2 μg/μL. The visual fluorescent 
nanosensor technique and the optical observation device wer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LOD was 101 cells per mL Salmonella on the background of 105 cells per mL non-Salmonella 
strains. The production rate of black spots was 100%, and the production rate of fluorescence 
was 68.33% with naked eyes. 
Conclusions A specific, efficient, ultrasensitive and visual immunosensor technique for 
Salmonella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 visual and efficient immunosensor technique may prove to 
be a favorable alternative for screening and isolating Salmonella in applications of large-sized 
samples related to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OR-0361 

小儿左向右分流型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代谢组学研究 
 

李健,曹银银,徐锦,黄国英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小儿左向右分流型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的临床及实验室特征,为其诊治提供可靠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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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临床心血管中心自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间收治的 20 例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左
向右分流型)合并心力衰竭的临床资料,并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的非靶向代谢组学方法分析比较

本组 20 例患儿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血清中代谢成分的差异变化。 
结果 20 例患儿主要以听诊发现心脏杂音或心超提示异常入院,部分患儿因呼吸道症状或发热等其它

非心源性主诉入院。外周血检测结果提示所有患儿均有 Pro-BNP 的显著升高,其中 Pro-
BNP>10000pg/ml 者 8 例,部分患儿心肌酶谱及肌钙蛋白 I 亦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超声心动图提示除

心脏原发解剖结构畸形外,其中 12 例患儿亦有有肺动脉高压,1 例患儿有心包积液;胸片见心影增大者

15 例;心电图提示有心房､心室增大者 8 例。代谢组学分析表明:先心病合并心衰组和健康对照组血

清代谢物谱能得到很好的区分,结合代谢物得分图和权重分析共筛选了 9 个重要的差异代谢物,包括

缬氨酸,苏氨酸,牛磺酸,鞘磷脂(d18:1/0:0),癸二酸,黄嘌呤,尿酸,酪氨酸,苯丙氨酸。 
结论 小儿先心病合并心力衰竭患儿临床表现及检验指标相对不典型。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先心病合

并心衰组具有明显不同的血清代谢谱,将代谢组学的方法应用到先心病合并心衰的诊疗领域具有广

阔发展前景。 
 
 
OR-0362 

儿童支气管肺炎非典型病原体抗体谱检测及大数据分析 
 

吴亦栋,陈东,陈刚,吴素玲,韦翊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目的 调查了解儿童支气管肺炎患者非典型病原体感染流行分布特征,为预防与诊治儿童常见非典型

性肺炎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连续收集 2016 年 1 月-12 月来我院就诊临床诊断为支气管肺炎患者 2980 例,男 1736 例,女
1244 例,年龄 29d 至 13 岁,中位年龄 12 月(6 月~3 岁),采集急性期患者血清样本进行间接免疫荧光

法同时检测 8 种非典型病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腺病毒(ADV)､流感病毒 A 型(IFV-A)､流感病

毒 B 型(IFV-B)､副流感病毒(PIV)､肺炎支原体(MP)､肺炎衣原体(CP)和嗜肺军团菌(LP)抗体谱 IgM
联合检测。 
结果 2980 例支气管肺炎患者,血清呼吸道病原抗体谱 IgM 阳性 1364 例,阳性率为

45.77%(1364/2980),其中单一病原体抗体阳性 50.88%(694/1364),混合病原体抗体阳性

49.12%(670/1364);RSV 阳性率 3.89%,ADV 阳性率 0.64%,IFV-A 阳性率 15.07%,IFV-B 阳性率

30.81%,PIV 阳性率 4.87%,MP 阳性率 20.47%,CP 阳性率 0.94%,LP 阳性率 1.91%。病原体抗体阳

性组年龄(2.7±2.1)岁,病原体抗体阴性组年龄(1.2±1.6)岁,两组年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t=21.168,P=0.000);单一病原体抗体阳性患者年龄(2.4±2.1)岁,混合病原体抗体阳性患者年龄

(3.0±2.0)岁,两组年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t=-5.971,P=0.000); 2 种混合感染中 IFV-A/IFV-B 比例 高

13.20%(180/1364),3 种混合感染中 IFV-A/IFV-B/MP 比例 高 11.14%(152/1364);混合感染多因素

回归分析,IFV-B 是 IFV-A 感染的 高独立相关因子(OR=30.13,P=0.000), IFV-A 是 IFV-B 感染的

高独立相关因子(OR=29.35,P=0.000), IFV-B 是 MP 感染的 高独立相关因子(OR=3.04,P=0.000), 
IFV-B 是 RSV 感染的独立负相关因子(OR=0.429,P=0.001); 
结论 呼吸道非典型病原体逐渐成为儿童支气管肺炎的常见病原体,2-3 岁是高发易感时期,混合感染

普遍存在,年龄越大,越容易混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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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63 

肺炎支原体 RNA 和 DNA 检测 
在儿童支原体感染诊断的动态评价 

 
周俊,吴亦栋,刘荻,胡雪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目的 比较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 Mp) RNA 实时荧光恒温扩增技术(Mp-SAT)与肺炎

支原体 DNA 实时荧光定量 PCR(Mp-DNA)两种方法对早期诊断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作用以及治疗监

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因呼吸道感染住院的患儿 165 例,分入 MPP 组与非 MPP 组,采集入院 24 小时内

咽拭子标本,分别用 SAT 技术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并对 Mp-SAT 与 Mp-DNA 均阳性的

28 例患儿进行入院后 5 天､10 天和 15 天的随访检测。 
结果 SAT 法检测 RNA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4.9%和 92.5%,两种方法检测的结果一致性

好,MPP 组中符合率为 89.7%,非 MPP 组中符合率为 100%。两种方法联合检测可将 Mp 早期检测

阳性率提高 13.4%。在入院接受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过程中,两种检测方法阳性率逐步下降,第 10
天的 Mp-SAT 与 Mp-DNA 阳性率为 71.4%和 42.9%,第 15 天的 Mp-SAT 与 Mp-DNA 阳性率为

53.6%和 25.0%.治疗后期 Mp-DNA 阳性率下降速度显著高于 Mp-SAT,两者阳性率差异具有显著性

意义。 
结论 SAT 技术可简单､快速检测 RNA,检测效能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相当,两者联合检测可显著提

高早期 MP 感染的检出率。MP-SAT 转阴时间慢于 Mp-DNA,部分患儿临床症状消失后仍可检出

MP-SAT。 
 
 
OR-0364 

Cohort Based Precise Interpretation Algorithms of Copy 
Number Variation Detection by Whole Exome Sequencing 

 
Liu Bo,Zhou Wenhao 

Childre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Copy number variations (CNVs) is a major cause of severe genetic disorders. Various 
algorithm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solve the estimation strategy or statistical model of CNV 
detection from WES data. However, lack of clinical phenotype integration or the ability to combine 
CNV analysis with SNV have made these tools not available for clinical-relevant CNVs evaluation. 
A more comprehensive variation detection and analysis pipeline is desirable to cover both CNVs 
and SNVs in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We established a pipeline for clinical NGS-involved CNV detection (PICNIC) to assist 
identifying potential disease-causing (PDC) CNVs and provided an SNV and CNV integrated (SCI) 
strategy for combinational CNV and SNV analysis. PICNIC used depth-based algorithm to detect 
CNV from BAM files, then annotated and filtered candidate variants with gene function, literature 
annotation and HPO-standardized clinical phenotype. The SNV and CNV Integrated (SCI) 
strategy could provide combinational potential disease causing (PDC) variants based on gene’s 
inheritance model, zygosity of variants, and clinical phenotype matching details. 
Results The PICNIC and SCI strategy were applied to assist clinical diagnoses in a large 
Chinese pediatric cohort with sever genetic disorders, including 861 patients and 1,304 related 
pedigree samples. Altogether, 16,081 raw CNV calls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3,610 duplications 
(DUPs) and 12,471 deletions (DELs). After PICNIC refinement, 1,024 CNVs (669 DELs,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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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s) remained for further SCI analysis. Finally, 70 PDC CNVs (47 DELs, 23 DUP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52 CNVs larger than 1 Mb (32 DELs, 20 DUPs), 10 CNVs smaller than 1 Mb 
covering multiple genes (7 DELs, DUPs) and 8 DELs covering single gene. These PDC CNVs 
were found in 63 patients (7.3%), including 50 SNV-negative cases. Specially, compound 
heterozygous SNV-CNVs were identified in 7 cases, and 25 out of 28 randomly selected PDC 
CNVs were confirmed with other test. Altogether, an increase of 6.6% diagnostic rate was 
achieved by PICNIC and SCI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WES-SNV analysis.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our pipeline is importan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DC-CNVs and PDC 
compound heterozygous (CH) which were not covered in previous WES analysis. The 
combinatorial analysis could improve the positive diagnosis rate of rare genetic disorder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genetic testing, both PICNIC and SCI strategy deserve a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R-0365 

抑制 KDELC1 的表达可以保护棕榈酸诱导的 INS-1 细胞凋亡 
 

吕欣,张锦航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一些内质网常驻蛋白都包含一个独特的 C-末端 Lys-Asp-Glu-Leu KDEL 序列(KDELC1),在这

些常驻蛋白在内质网的定位过程中,KDELC1 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内质网应激是导致糖尿病､
胰岛素抵抗和肥胖发生的重要途径,在对长期非饱和脂肪酸(FFA)诱导大鼠胰岛瘤细胞胰岛细胞凋亡

机制的研究中发现,FFA 可通过内质网应激(ERS)途径诱导胰岛 β 细胞凋亡,且饱和脂肪酸棕榈酸(PA)
能引起明显 ERS 和凋亡增加,而油酸无此变化。本研究旨在探索在 INS-1 细胞中,KDELC1 与内质

网应激的相关性及 KDELC1 的表达变化对 ERS 引起 INS-1 细胞凋亡的变化影响。 
方法 INS-1 细胞在含有不同浓度棕榈酸(PA)或牛血清白蛋白(BSA)的培养基中培养 12h､24h､36h,
并用 CCK8 试剂盒检测细胞存活率。筛选出合适刺激浓度及时间,应用蛋白免疫印迹方法(western 
blotting)检测 KDELC1 及 ERS 相关蛋白 GRP78, IRE1α, ATF4 的蛋白表达水平。通过转染

KDELC1 的小干扰 RNA 降低 KDELC1 的表达,western blotting 测定内质网应激相关分子 GRP78, 
IRE1α, ATF4 and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CCK8 结果显示 0.4mM PA 刺激 INS-1 细胞 24h,细胞存活率显著降低,为 50%左右

(P<0.05=,BSA 刺激后无明显改变,为后续实验确定 适刺激条件。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

0.4mM PA 刺激 INS-1 细胞 24h 后,KDELC1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 < 0.05),与 ERS 相关蛋白

GRP78, IRE1α, ATF4 的蛋白表达水平成正比。成功转染 KDELC1 的小干扰 RNA 后,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 PA 刺激后内质网应激相关分子蛋白 GRP78, IRE1α, ATF4(P<0.01) and 
Caspase-3(P<0.05=的表达水平有显著降低。 
结论 棕榈酸刺激的 INS-1 细胞中 KDELC1 的表达量与内质网应激程度呈正比,抑制 KDELC1 的表

达可以明显降低内质网应激水平,保护棕榈酸诱导内质网应激引起的 INS-1 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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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66 

The interplay of vitamin D levels, vitamin D receptor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nd diets on serum lipid profiles 

in Chinese Han adolescents 
 

Liu Xiaojuan1,2,3,Guo Siqi1,3,Fang Dingzhi2,Jiang Yongmei1,3 
1.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West China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 Forensic Medicine, Sichuan University 
3.Key laboratory of Obstetric & Gynecologic and Pediatric Diseases and Birth Defect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bjective Abnormal serum lipids and glucos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leading to high morbidity. They can be influenced by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vitamin D and vitamin D receptor ( VDR ) FokI polymorphism as 
well as dietary patterns are involved in regulating serum lipids and glucose. But the existing 
conclusions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debatabl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dietary pattern of Chinese people, vitamin D and VDR gene polymorphism influence metabolism 
of serum lipid and glucose. 
Methods 590 volunteers, the eleventh grad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energy percentage of carbohydrate and fat,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high-
carbohydrate (high-CHO) diet group and non-high-carbohydrate (non-high-CHO) diet 
group.  Serum levels of lipid profile parameters, serum glucose and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 were measured in the laboratory. TC/HDL-C, LDL-C/HDL-C and TG/HDL-C were also 
obtained by calculation. Based on the VDR FokI polymorphism analyzed by PCR-RFLP ,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TT genotype and CC allele carriers. According to the 
serum level of 25 (OH) D,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low vitamin D level, 
medium vitamin D level and high vitamin D level groups. 
Results 1. For males, the low vitamin D level subjects had higher TC, LDL-C, TC/HDL-C, LDL-
C/HDL-C than those in the high vitamin D level group, meanwhile, they had higher TC /HDL-C 
than the medium vitamin D level group participa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vitamin D level female subjects. In low vitamin D group, males had higher GLU but 
lower TG and HDL-C than female. And in medium vitamin D group, males had higher 25(OH)D 
but lower BMI,TG,TC and TG/HDL-C than females. As for males in high vitamin D group, they 
had higher GLU but lower BMI,TG,TC and TG/HDL-C than females. 
2. For males, the high-CHO diet subjects had lower TG and TG/HDL-C than those in non-high-
CHO diet group. As for females, the high-CHO diet subjects had lower GLU than those in non 
high-CHO diet group. 
3. Taking VDR FokI polymorphism into consideration, TT genotype subjects had higher HDL-C 
than C allele carriers; besides, females with TT genotype had higher TC and HDL-C than C allele 
carriers. 
4. Moreover, there were quite a few differences in BMI, serum GLU, TC, TG and lipid ratio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under different vitamin D levels, dietary patterns and genotypes. To 
conclude below: 
(1) Taking dietary pattern as primary variable, for males in non-high-CHO diet group, TT 
genotype subjects with low vitamin D had higher BMI than those in high-CHO diet group. C allele 
carriers subjects with medium vitamin D had higher HDL-C but lower TC/HDL-C and LDL-C/HDL-
C than those in high-CHO diet group. And TT genotype subjects with high vitamin D had higher 
TG and TG/HDL-C but lower 25(OH) D than those in high-CHO diet group. C allele carriers 
subjects with high vitamin D had higher BMI and TG/HDL-C but lower HDL-C than those in high-
CHO diet group. As for females in non-high-CHO diet group, TT genotype subjects with low 
vitamin D had higher 25(OH) D than those in high-CHO diet group. C allele carriers subjects with 
low vitamin D had lower TG than those in high-CHO diet group. TT genotype subjects with 
medium vitamin D had lower GLU than those in high-CHO diet group. And C allele carriers 
subjects with high vitamin D had higher GLU than those in high-CHO die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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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king VDR FokI polymorphism as primary variable, for males in TT genotype group, subjects 
with medium vitamin D in non-high-CHO diet group had lower 25(OH)D than those in C allele 
carriers group. Subjects with medium vitamin D in high-CHO diet group had higher HDL-C but 
lower TC/HDL-C and LDL-C/HDL-C than those in C allele carriers group. Subjects with high 
vitamin D in non-high-CHO diet group had lower 25(OH) D but higher TC than those in C allele 
carriers group. As for TT genotype females in high-CHO diet group, subjects with low and 
medium vitamin D had higher TC than C allele carriers subjects. 
(3) Taking vitamin D level as primary variable, for C allele carriers males in high-CHO diet group, 
subjects with low vitamin D had higher BMI, TC, LDL-C, TC/HDL-C, LDL-C/HDL-C and TG/HDL-
C than those with high vitamin D; And subjects with medium vitamin D had lower HDL-C but 
higher TC/HDL-C and LDL-C/HDL-C than those with high vitamin D. As for C allele carriers 
females in high-CHO diet group, subjects with low vitamin D had higher TG than those with 
medium vitamin D. 
Conclusions In the youth China healthy Hans, serum lipid and glucose affected by serum level 
of vitamin D, VDR FokI polymorphism and dietary pattern, and these influences not only has sex 
dependent , but also the three variabl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is partly explains why the 
earlier results were inconsistent. 
 
 
OR-0367 

Is Rubinstein-Taybi syndrome relevant to RBFOX1? 
 

Weng Ying,Luo Xiaop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Rubinstein-Taybi syndrome (RSTS) is a complicated genetic disorder with combination 
of mental retardation and physical features including broad thumbs and toes, craniofacial 
abnormalities, and growth deficiency. As the majority of cases are attributable to de novo 
mutation in RSTS, the autonomic dominant mode was known as RSTS 
inherited pattern. CREBBP and EP300 were identified associated with RSTS. 
Methods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and isolated according to standard 
procedures using QIAamp DNA blood mini kit (Qiagen). The 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s Affymetrix standard protocol: digestion, ligation, PCR, PCR product purification, 
fragmentation, labeling, hybridization, wash, stain and scan. 
Results An 8-month-old girl was allowed to our facility for evaluation of facial dysmorphism, 
broad bilateral halluces, mental and motor delay, suggesting RSTS. There was no relevant family 
history. She was first in birth order of nonconsanguineous parents. Conventional G-banded 
karyotypes at 500-500 band level showed no apparent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in the girl. The 
de novo CNV results observed in the patients and the overlapping deletions at chromosome 
16p13.3. All deletions were mapped according to the USCS genome browser. The analysis of 
both parents showed normal copy numbers for the detected regions. The deletion contains only 
one gene RBFOX1 which was known as coding RBFOX proteins that regulate RNA splicing 
events. The specific deletion was never reported before. We described the phenotype of this girl 
and reviewed the gene RBFOX1 in the deleted region. 
Conclusions We described the phenotype of this girl and reviewed the gene RBFOX1 in the 
deleted region. None of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have any known linkage to RSTS. We believe 
this deletion is causative reason to the patien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nd RBFOX1 could be 
another account of R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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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68 

2013-2016 年沈阳市学龄前儿童体检结果分析 
 

马洪刚
1,孙静

2 
1.沈阳市儿童医院 
2.沈阳市妇婴医院 

 
 
目的 了解学龄前营养状况发育情况,为针对性地提出儿童保健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3 年-2017 年 3879 名儿童体检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4 年来,低体重,发育迟缓,龋齿,弱视,贫血,肥胖,佝偻病,分别为 5.87%､6.35%､23.53%､1.59%､

4.40%､0.86%､0.64%。 
结论 加强口腔保健,注意营养均衡及用眼卫生。  
 
 
OR-0369 

靶向高通量测序鉴定多指(趾)畸形致病基因 
 

游国岭
1,傅启华

1,王志刚
2,徐蕴岚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验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骨科 

 
 
目的 利用靶向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202 例多指(趾)畸形家系进行致病基因的鉴定,探讨其分子致病机

制。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结合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通路分析､胎鼠骨骼基因表达模式数据库

(Eurexpress 与 GenePaint)找寻参与骨骼发育(中轴骨架发育､颅面骨及四肢形成等)及在胎鼠骨骼

(肢体､中轴骨架､颅面骨等)有高表达的基因,共遴选出 732 个遗传性骨病候选相关基因。利用

TruSeq DNA Sample Preparation Kit 进行基因组 DNA 文库构建､Agilent Custom sureselect 

Enrichment Kit 进行靶向基因捕获和富集､Hiseq2000 高通量测序系统对经富集的 DNA 样本进行高

通量测序。GATK 软件和 VarScan 软件用于变异的识别,利用 Picard 软件的 CalculateHsMetrics 工

具模块进行测序深度和覆盖度的计算。利用 Annovar 软件进行变异注释。应用 MutationTaster､
Polyphen-2 和 SIFT 工具进行 in silico 分析以评估变异对相应蛋白质功能的影响。结合 OMIM 注释

､GO 分析结果和通路分析等信息,筛选 可能的致病性突变并经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 
结果 PHRED 质量分数(Q 分数)>20 的序列均占 97%以上,Q 分数>30 的序列占 90%以上,说明靶向

测序实验获得的数据质量较高。按照变异筛选和过滤策略,结合 OMIM 注释､GO 分析､KEGG 分析

以及 HGMD 信息,在 8 个多指(趾)畸形患者(3.96%)中 GLI3 基因发现致病性位点 8 个,包括 5 个错义

突变,一个缺失移码突变,2 个剪切位点突变;5 个多指(趾)畸形患者存在 c.C3598G 变异,此变异在

1000genome 中的频率为 0.003。 
结论 在导致多指(趾)畸形的致病突变谱中,GLI3 基因约占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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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70 

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 HRM 技术 
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疾病检测中的应用 

 
张晓青

1,Luming Zhou2,傅启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University of Utah School of Medicine 

 
 
目的 脊髓性肌萎缩症(SMA)及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为临床上与基因组拷贝数变异相关的两种发

病率较高的疾病,SMN1 基因及 22q11.2 区域片段拷贝数变异的检测,对于相关疾病的诊断和针对性

治疗以及遗传阻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利用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 HRM
技术建立 SMN1 基因及 22q11.2 区域基因拷贝数变异检测体系。并利用该体系对 103 例 SMA 患者

及患者父母标本,和 99 例 22q11.2 拷贝数缺失及正常对照标本进行拷贝数变异分析,通过与多重连

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检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该技术在拷贝数变异相关疾病检测中的应用性。 
方法 1､引物设计: 
针对 SMA 及 22q11.2 拷贝数缺失疾病特点,选择位于 SMN1 基因及染色体 22q11.2 区域不同低拷

贝重复序列间的基因作为检测对象,设计引物分别用以扩增以上基因中的片段。引物设计时,将 PCR
产物长度控制在 50-120bps,同时预测产物的熔解曲线和 Tms 值,将目标序列和参考序列之间的 Tm
差异设定在 2°C 和 10°C 之间。通过搜索人类基因组数据库确认目标和参考引物的特异性,同时使扩

增片段尽量避开 SNP 位点。 
2､PCR 扩增体系: 
PCR 总体积为 10μl,含上游与下游引物 0.125μM-1μM,同时包括 2 mM MgCl2,0.4 U Klen Taq 酶(Ab 
Peptides),6.25 μM dNTP,1X LCGreen®Plus 染料及基因组 DNA 50 ng。 
3､PCR 扩增及 HRM 条件: 
PCR 及 HRM 反应均在 Rotor-Gene Q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上进行,PCR 反应条件为 95°C 1
分钟预变性,35 个循环的 95°C 变性 10s､64°C 退火 30s。扩增结束后,继续在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

内对反应体系进行 65°C 至 95 C°程序升温,温度每上升 0.3℃记录一次荧光信号,荧光信号随温度的

变化即形成高分辨率熔解曲线。 
结果 在 SMA 疾病检测中,包括外显子 7 拷贝数检测及外显子 7 和 8 共同检测两种体系,与参考基因

的双重 PCR 或三重 PCR 扩增后,我们能清晰分辨出每个目的片段的 0,1,和 2 个拷贝数情况。在

22q11.2 拷贝数缺失检测体系中,HRM 能准确地分辨所有缺失标本与正常对照标本。同时通过三个

竞争性 PCR 反应,我们可准确判断位于不同低拷贝重复序列间的 CLTCL1､KLHL22､PI4KA 及

SNAP29 基因的拷贝数缺失情况,根据缺失组合推测变异长度范围。分析两体系对 SMA 及 22q11.2
病人检测结果可知,本方法具有较高准确性及重复性。 
结论 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结合 HRM 技术是一种评估拷贝数变异的简便､精确的方法,在 SMA 及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疾病检测中具有极强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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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71 

食物不耐受 IgG 抗体检测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中的意义 
 

祝兴元,何谢玲,汤建萍,唐金玲,韦祝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特应性皮炎(AD)是一种过敏性疾病,发病机制复杂。此次研究通过分析特应性皮炎患儿食物不

耐受 IgG 抗体检测结果,统计特应性皮炎患儿常见的 IgG 阳性的食物类别,探讨食物不耐受在儿童特

应性皮炎中的意义。  
方法 总结湖南省儿童医院检验中心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一年间 0-16 岁特应

性皮炎患儿血清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检测结果,统计不同种类食物特异性 IgG 的检测量,阳性结果

量及阳性率,对各类食物的阳性率进行排序;并对每个受检者 IgG 阳性种类的数量进行统计。将受检

者按年龄分为 5 组,统计不同组别食物 IgG 检测的阳性率。 
结果 一年间共有 702 名特应性皮炎患儿共进行了食物不耐受 IgG 十四项的检测,其中 151 人未检出

阳性,551 人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 78.49%。其中 284 人一种食物 IgG 检测结果阳性,156 人检测出

两种阳性,70 人检测出三种,四种及以上的为 41 人,分别占阳性人数的

51.54%,28.31%,12.71%,7.44%。十四类食物 IgG 检测结果的阳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牛奶､鸡蛋､西

红柿､大豆､小麦､大米､鳕鱼､玉米､蘑菇､虾､鸡肉､牛肉和猪肉､蟹,分别是

60.54%,39.32%,10.97%,9.69%,8.26%,4.27%,3.70%,1.57%,1.14%,0.71%,0.57%,0.14%。其中西

红柿､大豆､小麦以中度敏感为主,虾和蟹以轻度敏感为主,其他九种食物均以高度敏感为主。受检者

按年龄分为 A[0-4m),B[4-12m),C[1-3y),D[3-6y),E[6-16y];五个年龄组的 IgG 阳性检出率分别

为:57.66%,74.76%,90.61%,98.51%,76.47%。A 组患儿以牛奶和鸡蛋 IgG 阳性 常见,阳性率分别

为 49.55%和 9.00%;B 组患儿以牛奶､鸡蛋和西红柿 IgG 阳性 常见,阳性率分别为 60.84%､

21.36%和 12.95%;C 组患儿牛奶和鸡蛋的阳性率接近,分别为 69.06%､65.19%,大豆为 19.34%,西

红柿和小麦均为 14.92%;D 组患儿的阳性率前三位食物为鸡蛋､牛奶和大豆,分别为 89.55%､58.21%

和 19.40%;E 组患儿的阳性率前三位食物为鸡蛋､牛奶和小麦,分别为 64.71%､52.94%和 17.65%。 
结论 食物不耐受 IgG 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中起重要作用,超过 3/4 的特应性皮炎的患儿食物不耐受

IgG 检测阳性,且多数为中度至高度敏感。特应性皮炎患儿主要的敏感食物为牛奶､鸡蛋,其次为西红

柿､大豆､小麦。牛奶和鸡蛋为各个年龄组的主要敏感食物,且 1 岁前牛奶的阳性率远高于鸡蛋,1-3
岁两者接近,而 3 岁后鸡蛋的阳性率则高于牛奶。 
 
 
OR-0372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围手术期静息能量消耗研究 
 

谢丽清,沈丽媛,潘莉雅,常盼盼,冯一,洪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应用间接测热法(Indirect calorimetry,IC)测定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患
儿围手术期静息能量消耗(Resting energy expenditure,REE),探究 CHD 患儿围手术期 REE 变化规

律及可能影响因素,为优化 CHD 患儿围手术期营养支持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手术的 CHD 患儿,分别于术

前 1 天､术后当天及术后 7 天使用 IC 技术测量患儿的 REE。以年龄性别匹配的营养正常儿童作为

对照组,IC 检测 REE。收集患儿一般人口学和人体测量学资料､临床资料,比较 CHD 患儿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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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 REE,比较 REE 与预测公式值(Predicted energy expenditure,PEE)的差异,探究 CHD 患儿围

手术期 REE 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入组 CHD 患儿共 123 例(男 57 例),平均年龄(4.17±7.55)岁,平均 WAZ 为-0.725±1.33,WAZ 小

于-2 的占 46.25%。平均 RACHS-1 评分为 3.22±0.41。入组 CHD 患儿在术前 1 天､术后当天和术

后 7 天 REE 分别为 47.10±10.78､51.83±12.34 和 46.82±11.07 kcal/(kg.d),术后当天 REE 较术前增

加 10.04%,术后 7 天恢复至术前水平(三点比较 F=2.812,p=0.004)。CHD 患儿术前 1 天及术后 7 天

REE 与 Harris-Benedict(H-B)和 Schofield 公式估算值均存在显著差异,术后当天 REE 与公式估算

值无显著差异,但吻合度较差。纳入年龄性别匹配的营养正常儿童 55 例作为对照组,男 27 例,女 28
例,平均年龄(4.3±1.0)岁,年龄及性别构成与 CHD 组无统计学差异;平均 WAZ 为 0.633±0.941,显著

高于 CHD 组患儿(t=3.83,p<0.0001); REE 为 47.34±14.40kcal/(kg.d),与 CHD 患儿术前 REE 无显

著差异(t=0.23,p=0.819)。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影响 CHD 患儿术前 REE 的主要因素为体表面积及

性别;术后 REE 增加与体温密切相关。 
结论 本组 CHD 患儿与对照组的 REE 无明显差异,但 CHD 患儿术后 REE 出现短暂性升高,术后 7 天

恢复至术前水平。目前所用的预测公式对于 CHD 患儿 REE 的评估一致性较差。围手术期影响

REE 的因素复杂。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用 IC 准确评估患儿能量需求,给予个体化营养支持,以
期改善 CHD 患儿营养状况和临床结局。 
 
 
OR-0373 

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肠内营养治疗评估 
 

闫秀梅,潘彤彤,徐彰,黄开宇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肠内营养对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的肝脏指标影响及营养状况评估 
方法 将 80 例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分为普通对照组和肠内营养组各 40 例,两组均常规接受退黄利胆

保肝对因治疗,普通对照组患儿服用普通配方奶粉,而肠内营养组服用半要素饮食(含有中链脂肪酸配

方乳剂),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肝脏生化指标变化,以及评估两组患儿营养状况 
结果  肠内营养组患儿血清直接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较对照组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血清白蛋白较普通对照组升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体重､上臂围及中腹壁皮肤皱褶均较普通对照

组有所改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含有中链脂肪酸配方乳剂作为肠内营养配方制剂对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简单易行,对肝功能指

标改善明显,且对其营养状况改善具有明显效果 
 
 
OR-0374 

出生体重≤1500g 的早产儿经母乳 
获得性巨细胞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 

 
孟佳,曹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早产儿(出生体重≤1500g)经母乳获得性巨细胞病毒感染(cytomegalovirus,CMV)发生情况

及相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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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 CMV 
DNA 阳性母乳喂养的早产儿(出生体重≤1500g)对应的母乳和(或)尿液标本,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

式反应技术定期检测母乳和尿液 CMV DNA,并收集相关临床数据。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

率法)､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及秩和检验､混合线性模型方差分析及单变量双向方差分析等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 107 例早产儿,其中母乳 CMV DNA 阳性 92 例,母乳 CMV DNA 阴性 15 例。

在喂养 CMV DNA 阳性母乳早产儿中,31 例(33.7%)发生经母乳获得性 CMV 感染(感染组),61 例

(66.3%)未发生感染(非感染组)。感染组第 4 周､第 7 周母乳 CMV 载量均高于非感染组(第 4
周 4.08±0.12 vs 3.79±0.08 Log10拷贝/ml,F=4.119;第 7 周:4.19±0.19 vs 3.73±0.09 Log10拷贝

/ml,F=4.495)。感染组母乳喂养量､出生胎龄､出生体重均高于非感染组[母乳喂养

量:114(100~127)vs 102(88~114)ml/(kg×d),Z=-1.978;出生胎龄:30.2±2.0 vs 28.7±2.0 周,t=3.483;出
生体重:1290(1200~1392)vs 1170(970~1330)g,Z=-2.776]。31 例患儿的平均起病日龄为第 94 天

(第 26~164 天)。(2)感染组中,6 例症状性感染患儿(症状组)的胎龄小于无症状患儿(22 例,无症状

组)(29.0±1.7 vs 30.7±1.9 周,t=-2.354)。症状组母乳 高 CMV 载量高于无症状组(4.92±0.66 vs 
4.31±0.47 Log10拷贝/ml,t=2.903)。症状组在第 6 周､第 9 周及第 11 周母乳 CMV 载量均高于无症

状组(第 6 周 4.45±0.22 vs 3.86±0.17 Log10拷贝/ml,F=4.666;第 9 周 4.94±0.38 vs 3.63±0.24 Log10

拷贝/ml,F=8.469;第 11 周 5.97±0.54 vs 3.29±0.27 Log10拷贝/ml,F=19.972)。(3)感染组 31 例患儿

中,4 例存在明显靶器官损害和(或)血 IgM 阳性,予抗病毒治疗,5 例临床表现为轻度肝功能损害或中性

粒细胞减少,未予抗病毒治疗,这 9 例随访 1~6 个月,血常规､生化及眼底检查均恢复正常。 
结论 (1)本研究中 CMV DNA 阳性母乳喂养的早产儿(出生体重≤1500g)经母乳获得性 CMV 感染发

生率为 33.7%,未见严重感染病例。(2)母乳高 CMV 载量可能是早产儿经母乳感染 CMV 的影响因素;
小胎龄､母乳高 CMV 载量可能是早产儿经母乳感染 CMV 后出现临床症状的影响因素。 
 
 
OR-0375 

儿科营养及临床营养支持现状的调查研究 
 

林慧佳,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通过调查国内医院儿科营养学工作现状,了解我国儿童营养学科建设和临床营养治疗的现状,为
促进儿科临床营养的发展提供建议。 
方法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学组设计和制定调查问卷,以学组成员所在的 44 家医院的营养

科室为对象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临床营养支持团队概况､营养科从业人员配备､营养科从业人员

资质及管理､临床营养支持的实施､营养支持相关工具/技术应用､质量控制管理机构､营养科/临床营

养科科室重点制度､工作流程等 8 个维度。数据录入采用双人 Excel,并采用 SPSS16.0 统计包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44 家医院包括 39 家三甲医院,4 家三级医院,1 家二甲医院;儿童专科医院共 24 家(54.5%),综合

医院共 20 家(45.5%)。31 家(70.5%)医院设立专门的医院临床营养支持小组,团队带头人的专业/亚
专业以小儿消化和临床营养为主。39 家(88.6%)医院从事营养工作的医师为主治以上(含主治),37 家

(84.1%)三级医院科主任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37 家(84.1%)医院均具有营养门

诊,41 家单位(93.2%)有健康营养咨询服务/宣教;39 家单位(88.6%)有营养会诊,25 家单位(56.8%)营
养医师独立查房,27 家单位(61.4%)营养师随专业组查房。营养不良筛查工具以 Strongkids 和

STAMP 为主,营养状态评估以应用 SDS 和百分位法为主。所有 44 家医院中,大部分都已完善营养

科/临床营养科重点制度及相关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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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国儿科三级医院临床营养工作开展较好,大部分已建立营养支持小组,各项制度相对规范,但仍

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OR-0376 

喂养障碍儿童维生素情况分析 
 

潘长鹭,闫洁,杨炯贤,杨文利,刘亦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了解喂养障碍儿童维生素水平及其缺乏情况 
方法 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营养科存在喂养障碍儿童,使用 LK3000V 维生素检测仪对

维生素 A､B1､B2､B6､B9､B12､C､D 和 E 共 9 种的血清水平。 
结果 维生素 C 缺乏率 29.2%,维生素 A 缺乏率 10.4%,维生素 D 缺乏率 8.3%。其他维生素的缺乏率

均低于 5%。其中维生素 A 的缺乏率在幼儿组较高,在不同年龄组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5);
在挑食食物种类分析中,维生素 B1 缺乏率在挑食蔬菜组较高,是否挑食蔬菜的组间分析中存在显著

性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喂养障碍儿童维生素缺乏情况较为普遍,消除维生素缺乏,需要家庭水平及社区水平的双重参与,
由营养健康专家引导儿童均衡膳食,制定相应计划,并定时监督与评估,才能稳步提高儿童的健康和营

养状况。 
 
 
OR-0377 

21 例重症麻疹肺炎合并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早期营养支持治疗观察 

 
宋文良,李玖军,赵莹,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回顾性分析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对重症麻疹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营养支持和预

后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住院的重症麻疹肺炎合并 ARDS 患儿 21 例,均给予营养

支持,根据患儿在入院 1 周内能的胃肠功能状态,能够行经胃肠内喂养的患儿 14 例,另外 7 例患儿因

有胃肠道出血以及胃肠功能衰竭不能行胃肠内喂养而给予肠外营养,两组患儿年龄､体重无差异,应用

重症评分以及 LIS 评分评价患儿病情严重程度,观察患儿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液体量､能量､应

激性溃疡等情况;入院第 1d､7d､14d 时血红蛋白､血浆总蛋白､血浆白蛋白及死亡率情况。 
结果 肠内营养组死亡率(14.3%)低于肠外营养组(71.4%),有显著性差异(p<0.01)。 而在改善住院时

间､机械通气时间､脏器营养指标以及应激性溃疡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肠内营养支持可有明显降低重症麻疹合并 ARDS 患儿的死亡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支持疗法,值
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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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78 

Evaluation of the Safety and Benefit of Pre-operative Oral 
Carbohydrate Administration in Infants: A Multi-center 

Study 
 

Jiang Weiwei1, Liu Xiang2,Liu Fengli 3,Huang Shungen4,Yuan Jie 5,Shi Yingzuo 6, Chen Huan1,Zhang Jie 1, Lu 
Changgui1,Li Wei 1,Geng Qiming 1, Xu Xiaoqun1, Tang Weibing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Anhui Provincial Children's Hospital 

3.Xuzhou Children's Hospital 
4.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5. Changzhou Children's Hospital 
6.Wuxi Children's Hospital 

 
 
Objective Background Pre-operative oral carbohydrate administration (POCA)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and has many advantag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safety and effect of pre-operative oral carbohydrate administration in infants. 
Methods Methods This was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randomized study. One thousand two 
hundreds infant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In the control group (group A), 
patients were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preoperative fasting at 6 hours before anaesthesia. In the 
ERAS group (group B, group C, group D), the patients were take 10% carbohydrate solution 
orally two hours before anaesthesia. In group B,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10% glucose water orally 
(5 mL/kg); in group C,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10% glucose water orally (10 mL/kg) in group D,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10% glucose water orally (15 mL/kg).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the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the crying ratio,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observed. 
Results Results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s B, C, and D than 
group A at the time of anesthesia. The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revealed virtually no residue in 
groups A, B, and C, but 15 patients in group D had a gastric residual volume. The crying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A.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as not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groups. 
Conclusions Conclusion  POCA is well-tolerated in infants at a dose of 10 mL/kg. 
 
 
OR-0379 

鼻空肠管在重型颅脑损伤患儿早期肠内营养中的应用 
 

陈淑芸,靳文,刘赵鹤,陈兰萍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留置经鼻空肠管在重型颅脑损伤患儿早期肠内营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住在山西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的重型颅脑损伤患儿为研究

对象。随机分为鼻空肠管组 25 例和胃管组 21 例,观察两组患儿肠内营养(EN)可以耐受的启动时间､

达目标喂养量所需时间和实施 EN 过程中的胃肠道反应､肺炎等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 ICU 住院时间

和 28d 病死率。 
结果 空肠管组与胃管组 EN 可以耐受的启动时间和达目标喂养量所需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实施 EN 过程中,空肠管组与胃管组并发胃潴留､返流､呕吐､误吸､肺炎等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空肠管组与胃管组 ICU 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儿 28d 病死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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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重型颅脑损伤患儿留置经鼻空肠管实施早期 EN,有利于减轻喂养不耐受,缩短启动 EN 和达

目标喂养量所需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 ICU 住院时间。 
 
 
OR-0380 

 单中心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筛查和营养状况初步调查 
 

马鸣,陈菲,余金丹,钭金法,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通过对单中心三甲儿童医院的住院患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和人体学的测量,调查住院患儿的营

养风险以及营养状况,为进一步开展重点病房的营养风险筛查和营养支持提供依据。 
方法 2013.4-2016.3 期间在我院 11 个专科病房住院的患儿,通过定点连续抽样的方法,采用

STRONGkids 筛查表进行营养风险筛查评分,并于入院 24 小时内进行人体学测量:体重,身长(≤2 岁),
身高(>2 岁),通过 WHO Anthro 和 WHO Anthro Plus 软件分别计算出 WAZ,HAZ,WHZ,BMIZ。统计

该人群的低､中､高营养风险发生率以及消瘦,生长迟缓,肥胖的发生率,根据发病率进行科室间排序。 
结果  
1､一般情况:共观察 11 个专科病房:6 个内科病房(心内科,肾内科,血液科,内分泌科,消化科､神经内科)
和 5 个外科病房(肿瘤外科,骨科和创伤外科,脑外科,普外科,心脏外科),住院患儿 2448 例。  
2､营养风险筛查结果:高营养风险 202 例(占 8.3%),中营养风险 1339 例(54.7%),低营养风险 907 例

(37.1%)。其中肿瘤外科,心脏外科,血液内科的高营养风险比例占前三位,分别为(22.6%,22%,12%) 
3､ 营养状况调查结果:消瘦 206 例(占 8.42%),生长迟缓 209 例(8.53%),肥胖 142 例(5.8%)。急性营

养不良发生率前三位的科室为:心脏外科,消化内科,肿瘤外科。慢性营养不良发生率前三位的科室为:
消化内科､肿瘤外科和心脏外科。 
结论 我院住院患儿中普遍存在中度营养风险,需要营养师定期进行膳食干预和指导,其中肿瘤外科,心
脏外科和血液内科患儿中存在较高的高营养风险,为营养风险筛查重点科室。有些住院患儿在入院

时已经存在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发生率 高的重点科室是消化内科,肿瘤外科和心脏外科,故这些专科

的医生需要高度重视患儿的营养状况,尽早发现营养不良患儿,在治疗原发病的同时,积极进行营养治

疗。 
 
 
OR-0381 

CoMiss 评分在诊断小儿牛奶蛋白过敏中的应用 
 

王瑾,张俐,王翠娟,王焱新,何文涛,王一,何玉姝 
哈市儿童医院 150001 

 
 
目的 研究 CoMiSS 评分在诊断小儿牛奶蛋白过敏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一 2017 年 2 月期间哈尔滨市儿童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及病房､皮肤科､新生儿

科门诊就诊､怀疑牛奶蛋白过敏的病例 183 例进行 CoMiSS 评分,其中男 111 例,女 72 例,年龄 0——
6 个月,平均年龄 2.2 个月。选取总分>=12 分的入高危组,改为游离氨基酸配方粉喂养回避试验 3 个

月,总分小于 12 分随诊观察,适当避食。3 个月后均做牛奶蛋白激发试验。根据试验数据,通过 ROC
曲线评估评分表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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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评分表通过 ROC 曲线选定 12 分为 佳诊断分界点,诊断牛奶蛋白过敏的灵敏度 88.2%､特异

度 94.8%､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9.2%和 94.1%,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68.  
结论 CoMiSS 评分可在临床中对牛奶蛋白过敏有良好的诊断价值。避免或降低食物激发试验的风险,
减少对牛奶蛋白过敏的误诊和漏诊,而且在治疗干预的过程中,还可用来对症状的演变进行评估和量

化。简单易操作,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容易推广到基层单位,减少患儿痛苦及就医成本。 
 
 
OR-0382 

4 例先天性全身性脂肪营养不良婴儿的临床和基因突变分析 
 

刘怡,李东晓,李溪远,丁圆,金颖,宋金青,杨艳玲,李海霞,焦莉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先天性全身性脂肪营养不良是一类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已知 4 个亚型,AGPAT2 基因

突变导致的 1 型和 BSCL2 基因突变导致的 2 型为两个主要的亚型。本研究旨在分析 4 例先天性全

身性脂肪营养不良患儿的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以及基因突变。 
方法 以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的 4 例先天性全身性脂肪营养不

良婴儿为研究对象,分析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资料。通过涵盖了 AGPAT2 基因和 BSCL2 基因

的外显子和侧翼序列的靶向捕获二代测序和 Sanger 测序技术对患儿及其父母进行基因突变分析。 
结果 患儿分别来自 4 个不相关的家庭,出生后体重增加不良,智力运动发育大致正常。4 位患儿全身

性脂肪缺失,肌肉组织轮廓突显,血清胰岛素水平增高,肝脾肿大,肝功能损害,高甘油三酯血症,并有肢

端肥大样改变､黑棘皮症､多毛。例 2~4 的血清甘油三酯水平显著增高(18.64~43.22 mmol/L),血清

呈乳糜状,明显高于例 1(5.29 mmol/L)。例 1 AGPAT2 基因检出了复合杂合突变,均为未报道的新突

变。例 1~3 存在 BSCL2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共检出 5 种突变,包括 3 种未报道的新突变。经饮食及

降脂药治疗后,四例患儿病情显著好转,血清甘油三酯水平下降。 
结论 先天性全身性脂肪营养不良于婴儿时期发病,对于全身脂肪缺失的患儿应考虑此病,及早诊断并

干预。本研究首次报道了 2 种 AGPAT2 基因新突变和 3 种 BSCL2 基因新突变。 
 
 
OR-0383 

IRE1α/XBP1s/JNK 信号通路参与大鼠肠外营养 
相关性肝病发病及鱼油保护作用的机制研究 

 
李洁,朱雪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通过建立大鼠肠外营养相关性肝病 (PNALD) 模型,研究大鼠肝脏内质网应激 (ERS) 相关标志

蛋白 GRP78 以及 IRE1α/XBP1s/JNK 信号通路中相关分子的表达,探讨 ERS 通路

IRE1α/XBP1s/JNK 在 PNAL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并揭示鱼油对大鼠 PNALD 肝保护作用的可能分

子机制。 
方法 72 只清洁级 5-6 周龄雄性 SD 大鼠,体重 180-220g,随机分 4 组,对照组(CON 组,n=18)､生理盐

水(NS 组,n=18)､全肠外营养组( PN 组,n=18)､ω-3 鱼油脂肪乳组(FO 组,n=18)。PN､FO 和 NS 组三

组动物经颈静脉置 PICC 管,持续 24 小时输液共一周,分别输以豆油脂肪乳为基础的 TPN､ω-3 鱼油

脂肪乳为基础 TPN 和生理盐水,根据体重调节输液量。CON 组和 NS 组予标准进食水一周,另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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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水。分别于造模 3d､5d､7d 分别分配并处死 6 只大鼠,检测四组血生化､肝组织病理切片､分别采

用 Western-blot 和 RT-PCR 技术分别检测肝组织 GRP78 和 IRE1α/XBP1s/JNK 信号通路相关分子

蛋白和基因表达。 
结果 1 与 CON 和 NS 组比较,PN 组从 5d 始可见部分肝细胞脂肪变性､空泡化,少量炎性细胞浸

润,7d 时大量肝细胞脂肪变性､空泡化,较多炎性细胞浸润,局灶性肝细胞轻度变性坏死､局灶性肝细胞

索结构紊乱,未见明显胆管扩张､增生和胆汁淤积;FO 组至 7d 时仅见肝细胞少许脂肪变性,少量炎性

细胞浸润,肝细胞索结构正常。2 四组组间及组内在三个时间点 AST､ALT 均有显著差异､ALB 则在

两个时间点(5d､7d)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TBIL､DBIL､TP､TG､HDL､LDL 均无明显差异

(P>0.05)。3 四组间大鼠肝组织 GRP78､p-IRE1α､XBP1s 蛋白的表达在 3d､5d､7d 时有显著差异

(P<0.05),p-JNK 蛋白在 5d､7d 时有显著差异(P<0.05);与 CON 组､NS 组相比,PN 组蛋白表达在三个

时间点升高明显,FO 组 GRP78､p-IRE1α､XBP1s 蛋白仅在 5d､7d 时显著升高,而 FO 组 p-JNK 蛋白

三个时间点无明显差异;FO 组在三个时间点蛋白表达均明显低于 PN 组(P<0.05)。四组组间及组内

不同时间点 IRE1α､JNK 蛋白表达均无明显差异(P>0.05)。4 四组 GRP78､IRE1α､XBP1s mRNA 表

达在三个时间点均有显著差异(P<0.05),JNK mRNA 表达在 5d､7d 两时间点有显著差异(P<0.05);与

CON 组､NS 组相比,PN 组 mRNA 表达在三个时间点升高明显,FO 组 GRP78､IRE1α､XBP1s 

mRNA 在三个时间点稍升高,而 FO 组 JNK mRNA 三个时间点均无明显差异;FO 组在 3d､5d､7d 均

显著低于 PN 组(P<0.05)。 
结论 鱼油脂肪乳可有效改善 PNALD,可能通过 IRE1α/XBP1/JNK 通路起作用。 
 
 
OR-0384 

肠内营养时机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儿预后的影响分析 
 

高若飞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肠内营养时机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儿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76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 24 小时内是否

给予肠内营养,分为观察组(n=38)和对照组(n=38)两组,其中观察组给予早期肠内营养,对照组给予延

迟肠内营养。比较两组患者炎症因子､内毒素水平以及肺炎､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MODS､胰腺感

染､胰腺假性囊肿､病死率的差别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TNF-α､IL-2 和内毒素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TNF-α､IL-2

和内毒素水平明显降低(P<0.05),与对照组相比,TNF-α､IL-2 和内毒素水平降低更为显著(P<0.05)。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肺炎､肾衰竭､胰腺感染､胰腺假性囊肿､MODS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呼吸衰竭和病死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发病 24h 内,进行肠内营养治疗可以明显改善预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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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85 

儿童慢性肾脏病(肾功能 IV 和 V 期)营养状况评估 
 

仇丽茹,袁惠卿,张晓乐,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儿童慢性肾脏病(CKD)是威胁我国儿童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年龄别死亡率是正常儿童的 30
倍。身材矮小､生长迟缓､营养不良是 CKD 儿童的重要并发症。研究显示 CKD 儿童的生长情况和营

养状态与临床死亡率密切相关。对 CKD 患儿进行营养评价以便及时发现并纠正营养不良尤为重

要。我国尚欠缺针对 CKD 儿童的营养指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样本的儿童 CKD 营养评价的数据

报道。本研究对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我科诊断慢性肾衰竭(肾功能 IV-V 期患儿)进行营养

状态评估 
方法 2013—2016 年就诊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儿科肾脏免疫专科的 CKD(肾功能 IV-V 期)
患儿,V 期患儿均未开始进行透析。测量两组身高(H)､体重(W)､肌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3(IGFBP3)以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计算年龄标准体重(Wt/Age)､年龄标准身高(Ht/Age)､体
重指数(BMI)。通过家长问卷调查回顾患儿三天饮食计算 CKD 患儿每日蛋白摄入(DPI)以及每日热

卡摄入(DEI),评价 CKD 儿童营养状况,分析 GFR､性别､病程等因素与营养状况的相关性。 

结果 1､CKD(肾功能 IV-V 期)患儿共 62 例,其中女性 26 例(41.9%),男性 36 例(58.1%)。其中肾功能

IV 期 21 例,肾功能 V 期 41 例。2､年龄标准身高 Ht/Age<3th 患儿 46 例(74.2%),5 例患儿 Ht/Age 

3th-10th(8.1%),11 例患儿 Ht/Age 25th-75th(17.7%)。3､年龄标准体重 Wt/Age44 例患儿

<3th(71%),2 例患儿 3-10th(3.2%),4 例患儿 10-25th(6.5%),3 例患儿 25-50th(4.8%),7 例患儿 50-
75th(11.3%),2 例患儿>75th(3.2%)。4､平均 BMI 14.67±6.12。5､62 例患儿中 41 例进行 IGF-1 以及

IGFBP3 检测,其中 IV 期肾功能患儿 9 例,IGF-1 均在同年龄同性别参考范围内;V 期肾功能患儿 32
例,7 例患儿(21.9)IFG-1 高于同年龄性别参考范围,25 例患儿(78.1%)在同年龄同性别正常参考范围

内。9 例进行检测的 IV 期肾功能患儿中,4 例患儿 IGFBP3 高于同年龄同性别参考范围,5 例正常范

围;32 例 V 期肾功能患儿中,21 例患儿 IGFBP3 高于同年龄同性别参考范围,11 例正常范围。6､IV
期肾功能患儿平均 DPI 0.78g/Kg.day,平均 DEI 31.7Kcal/Kg.day;V 期肾功能患儿平均 DPI 
0.63g/Kg.day,平均 DEI 25.7Kcal/Kg.day.7､病程越长,患儿生长发育及营养状态越落后。 
结论 本中心慢性肾衰竭儿童生长发育及营养状态严重落后,存在严重蛋白质能量耗竭,需要大样本多

中心研究制定儿童慢性肾衰竭营养评估和营养治疗指南。 
 
 
OR-0386 

急性发病的儿童 Ménétrier 病 1 例 
 

张书红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了解在儿童期发病极为罕见的 Ménétrier 病的临床症状､胃镜､ 组织病理学特点及治疗。 

方法 回顾确诊的 1 例儿童 Ménétrier 病的临床资料､胃镜及组织病理学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该患儿为 6 岁女童,因“腹痛､呕吐 4 天”入院,诊断为 Ménétrier 病。予静点白蛋白､纠正低蛋白

血症,静点奥美拉唑及口服磷酸铝凝胶保护胃粘膜,静点丙种球蛋白增强免疫力,补液及肠内营养等对

症治疗。住院 20 天症状缓解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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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énétrier 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慢性病,儿童期､急性发病更为罕见。其临床症状不典型,Ménétrier
的诊断主要有赖于纤维胃镜检查和组织活检。儿童患者多呈良性经过,病程呈自限性,典型病例在数

周内完全恢复,营养支持治疗有助于病情的缓解。 
 
 
OR-0387 

特应性皮炎儿童维生素 D 水平及其与免疫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牛杨,吴江,汤庆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调查特应性皮炎儿童的血维生素 D 状况,并研究维生素 D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4 年月-2016 年 6 月入住我院皮肤科的特应性皮炎的儿童(n=50,其中男 34 例､女 16

例)为研究组,按照维生素 D 水平将其分为维生素 D 缺乏组(<20ng/mL)(n=32,其中男 20 例､女 12 例)

和维生素 D 正常组(≥20ng/mL)(n=18,其中男 14 例､女 4 例)。对照组为同期入住我院且无皮肤疾病

及其他影响维生素 D 水平的儿童(n=74,其中男 38 例､女 36 例)。比较研究组与对照组血 25-(OH)D

情况;比较维生素 D 正常组与缺乏组在免疫球蛋白(IgE)､嗜酸性粒细胞计数(EOS)､嗜酸性粒细胞计

数%(EOS%)､碱性磷酸酶(AKP)､钙(Ca)､磷(P)､钙磷乘积等情况,并将维生素 D 与其它指标进行相关

性分析。 
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年龄(5.02±4.31 VS 8.03±4.22 岁)及性别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维生素 D 水平(17.06±4.46 VS 25.55±8.22ng/mL)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维生素 D 缺乏组

与维生素 D 正常组在年龄(5.36±4.48 VS 4.42±4.05 岁)､性别､EOS(3257.5±2973.70 VS 

1861.50±1934.21)､EOS%(19.69±9.00 VS 16.11±8.18%)､P(1.85±0.22 VS 1.94±0.28mmol/L)､钙
磷乘积(53.04±8.39 VS 54.28±12.16)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

IgE(3637.26±2973.70 VS 1861.5±1934.21IU/mL)､Ca(2.29±0.15 VS 2.23±0.31 mmol/L)上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维生素 D 水平与 IgE､EOS､EOS%呈负相关,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特应性皮炎儿童维生素 D 水平较低,应引起临床重视;特应性皮炎儿童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与其

免疫功能异常有关;特应性皮炎儿童维生素 D 对钙磷代谢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OR-0388 

重度营养不良残疾儿童综合营养治疗疗效观察 
 

赖盼建
1,李小兵

1,包云光
1,赖盼建

1,李小兵
1,包云光

1,赖盼建
1,李小兵

1,包云光
1,赖盼建,李小兵

1,包云光
1,赖盼建

1,
李小兵

1,包云光
1 

1.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金华医院 
2.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金华医院 
3.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金华医院 
4.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金华医院 
5.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金华医院 

 
 
目的 通过对金华市福利院 10 例重度营养不良的残疾儿童的肠内营养治疗的临床观察分析,积累残疾

儿童营养不良的治疗经验,并将经验进行推广,对重度营养不良的非残疾儿童及造瘘的患儿提供经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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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0 例重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均伴有残疾,5 例脑瘫,2 例脊柱侧弯,2 例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1 例脊

髓膨出,其中 5 例病人合并有肺炎,3 例合并有腹泻,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度营养不良,予静脉抗感染等治

疗,初期适当肠外营养支持治疗以及主要肠内营养管支持干预(8 例病人置空肠营养管,2 例复杂性先

心病人留置胃管)。同时加强对管道的管理,注意观察有无管道堵塞,有无脱管,记进出量,每次泵注营

养液前先回抽有无潴留,同时注意患儿的再发感染等情况。每周两次测体重､身高､上臂围,同一个地

方检测皮下脂肪,并定期复查血常规､血生化,计算 BMI 指数,并记录后做成量表。 
结果 经过抗感染,去除感染等因素,同时予规范的肠内营养及初期辅以适当肠外营养治疗 1 月后,患儿

体重､皮下脂肪及 BMI 指数均有明显改善,其中 3 例患儿中间出现发热后出现胃潴留,予减量肠内营

养支持治疗后相应指数出现波动,消除因素后体重得到继续增长。 
结论 初期辅以适当肠外营养和主要肠内营养支持综合治疗对于重度营养不良残疾儿童能取得较好

的疗效,同时减少了反流､吸入性肺炎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OR-0389 

住院儿童营养风险筛查 
 

刘瑞萍,尹梅,郑红娟,王璐,崔琪瑛,姚丹,李雅军,熊凤梅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儿科住院病人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而营养支持应用较低或不合理应用现象严重。为增加医护人

员对营养不良的警觉,对住院患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非常重要。本研究旨在运用 STAMP 筛查工具,
快速有效的识别出高风险患儿,以便进一步全面营养评估,制定合理的营养支持治疗方案。 
方法 应用横断面研究,以 2017 年 1 月 1 日-1 月 31 日西安儿童医院所有新入院患儿为对象,住院时

间<24h 者不纳入研究对象。应用 STAMP 评分工具进行评分,评分共 3 个方面,疾病评分(0､2､3 分)､

饮食摄入评分(0､2､3 分)､生长发育评分(0､1､3 分),三者合计为总分,共 9 分,总分≥4 分为高风险患

儿。生长发育评分参考 WHO(2007)儿童生长曲线,0-5 岁采用年龄别体重 Z 评分,5 岁以上采用年龄

别 BMI 值 Z 评分。 
结果 全院共 28 个科室,相同病种科室合并后共 24 个科室,共纳入 5292 名患儿。其中男 3336 例

(63%),女 1956 例(37%)。2 岁以内 3137 例(59.3%);2 岁以上 2155 例(40.7%)。筛查出高营养风险

的比例为 14.1%(747/5292),高风险比例 高的前 5 名科室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 PICU(62.9%)､

NICU(47.7%)､新生儿外科(45.6%)､肾脏科(45.2%)､神经外科(25.2%)。高风险平均分排序前 5 名科

室分别为 NICU(6.50)､新生儿外科(6.21)､普外科(6.03)､PICU(5.77)､神经外科(5.62)。所有科室平均

分前 5 名排序依次为 PICU(4.60)､NICU(4.22)､新生儿外科(3.86)､肾脏科(3.78)､神经外科(3.12)。其

中,内科系统(共 16 个科室)高营养风险发生率为 13.8%(559/4039),外科系统(共 8 个科室)为
15.0%(188/1253),经 x2-检验,内外科系统高营养风险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1.07,p>0.25)。出

现频率 高的高评分疾病主要为:早产儿､NEC､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如食管闭锁､肠闭锁､肠旋转不良

或肠扭转､环状胰腺､腹裂､肛门闭锁等),重症肺炎(多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多器官功能损害､慢性肾脏

病､血液肿瘤､胰腺炎。住院患儿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9.8%(463/5292),其中肥胖/超重为

5.4%(286/5292),生长不足为 4.4%(233/5292)。 
结论 全院住院患儿高营养风险比例平均为 14.1%,营养不良检出率为 9.8%。儿童医院高营养风险主

要分布在 PICU､NICU､新生儿外科､神经外科､肾脏科。营养风险 高的疾病主要为先天性消化道畸

形､早产儿､NEC､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等。故应加强对以上科室的营养管理,对上述高风险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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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警觉,尤其注重对以上科室护士临床营养相关知识培训,以便医护营合作,制定合理规范的营养支

持治疗方案,促进疾病康复,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费用。 
 
 
OR-0390 

Prevalence of malnutrition and risk of undernutrition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liver disease 

 
zhang ting,Yu Ronghua,Wang Yizhong,Xiao Yongmei,Li Da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40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of malnutrition and risk of 
undernutrition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liver disease.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recruited pediatric inpatients  aged 1 month to 5 years with a 
diagnosis of liver disease in a single center (n = 380), from December, 2013 to March, 2016. 
Nutritional status was assessed by anthropometric measuring, and height for age Z-score (HAZ), 
weight for age Z-score (WAZ) and weight for height Z-score (WHZ)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Nutritional status of 380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liver disease was evaluated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total prevalence of stunting (HAZ<-2), underweight (WAZ<-2), and wasting 
(WHZ<-2) was 9.8%, 9.0%, and 7.9%,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nutritional risk (-2≤Z<-1) of 
stunting, underweight, and wasting was 11.8%, 12.9%, and 12.6%. The prevalence of 
undernutri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hildren with cholestasis than children without 
cholestasis (stunting, 17.5%/4.4%, P = 0.000, and underweight, 14.9%/4.9%, P = 0.000). HAZ 
and WAZ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hildren without cholestasis than children with 
cholestasis (0.582±1.587/-0.679±1.985, P = 0.000, and 0.369±1.352/-0.467±1.748, P = 0.000). 
Further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ag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nutritional risk of underweight(P = 0.037), as well as hepatomegaly (P = 0.023)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liver disease. 
Conclusions A high prevalence of malnutrition and risk of undernutrition presents in hospitalized 
young children with liver disease, especially in children with cholestasis. Nutrition assessment is 
recommended for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liver disease. 
 
 
OR-0391 

不同喂养方式极低出生体重儿的胃电图特点及生长发育随访 
 

王子靖,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本研究主要通过比较母乳和配方奶两种不同营养方式的极低出生体重儿生后胃电图各项指标

的变化情况,观察并随访其生长发育指标及疾病转归的情况,旨在分析母乳和配方奶对早产儿生后胃

肠动力发育的作用,为早产儿生后提供更加科学合理和个性化的喂养方案,促进其健康成长。 
方法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间转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NICU 中的极低出生

体重儿,排除窒息､气管插管､先天畸形､中途放弃或死亡等,共纳入 78 名早产儿,根据其生后肠内营养

支持方式的不同分为母乳组与配方奶组,母乳组经口喂养量达 80ml/kg 时添加母乳强化剂,分别对每

组早产儿在出生后､生后第 1 周､第 2 周和第 3 周时进行餐前和餐后各 30 分钟胃电图的监测,并测量

同期患儿的体重､身长､头围,随访至生后矫正胎龄 40 周;同时记录患儿在住院期间的加奶速度､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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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应用时间､喂养耐受情况和其它住院期所患疾病及转归情况。数据处理应用 SPSS22 进行,统计

学方法采用重复检测方差分析､配对 t 检验､卡方检验､logistic 回归分析等。 
结果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间转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NICU 中的极低出生

体重儿,排除窒息､气管插管､先天畸形､中途放弃或死亡等,共纳入 78 名早产儿,根据其生后肠内营养

支持方式的不同分为母乳组与配方奶组,母乳组经口喂养量达 80ml/kg 时添加母乳强化剂,分别对每

组早产儿在出生后､生后第 1 周､第 2 周和第 3 周时进行餐前和餐后各 30 分钟胃电图的监测,并测量

同期患儿的体重､身长､头围,随访至生后矫正胎龄 40 周;同时记录患儿在住院期间的加奶速度､静脉

营养应用时间､喂养耐受情况和其它住院期所患疾病及转归情况。数据处理应用 SPSS22 进行,统计

学方法采用重复检测方差分析､配对 t 检验､卡方检验､logistic 回归分析等。 
结论 极低出生体重儿中不同胎龄间生后胃电活动无明显影响,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食物的刺激后胃

电活动才能逐渐成熟。 
 
 
OR-0392 

儿童慢性腹泻营养风险筛查及营养干预 
与临床结局相关性的调查分析 

 
李明霞,游洁玉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调查慢性腹泻患儿营养风险发生率､营养支持使用现状;探索慢性腹泻患儿营养风险以及营养支

持治疗与临床结局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将符合条件的慢性腹泻患儿通过营养风险筛查工具(STAMP)进行营养风险

筛查,调查慢性腹泻患儿营养风险的发生率,并探索营养风险与临床结局的相关性;第二部分是调查慢

性腹泻患儿住院期间的营养支持使用情况,探讨营养干预对临床结局的影响。 
结果 第一部分:有 44 例(21%)的患儿为营养高风险,166 例(79%)为非营养高风险。不同病因､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在营养高风险和非营养高风险组间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7.892,5.081,65.109,P

均<0.05)。用卡方检验发现疾病转归､感染并发症､住院时间和总住院费用在营养高风险和非营养高

风险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第二部分:有 92 例(43.8%)的患儿进行了营养支持,82 例(89.1%)的患儿单独进行了肠内营养治疗,4
例(4.3%)患儿单独进行了肠外营养治疗,6 例(6.5%)患儿共同使用了肠内和肠外营养,118 例(56.2%)
患儿未使用临床营养支持。不同疾病营养支持使用率有统计学意义(X2=108.995,P<0.001)。支持组

较未支持组转归较好,总住院费用更少(P<0.05);而进行营养支持不能减少感染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

住院时间(P>0.05)。 
结论 慢性腹泻患儿营养高风险率女性高于男性。炎症性肠病患儿发生营养高风险率明显高于其他

病因导致的慢性腹泻。营养高风险患儿较非营养高风险患儿的总住院时间更长,感染并发症更多,总
住院费用更高,疾病预后更差。营养支持能改善疾病的预后､缩短病程､减少医疗支出,但不能降低感

染性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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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93 

因饮食不当导致甲基丙二酸尿症患儿重度营养不良､皮肤溃烂 
 

许蓓
1,刘怡

2,李东晓
2,金颖

2,宋金青
2,张尧

2,杨艳玲
2 

1.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因饮食不当导致的甲基丙二酸尿症伴严重皮肤溃烂患儿的诊疗经过,总结经验教训。 
方法 患儿,男,足月顺产,生后发育落后,2 月时仍不追物。液相串联质谱法分析血液丙酰肉碱升高

(6.76 μmol/L,参考值 1.0 - 5.0μmol/L),蛋氨酸降低(9.08 μmol/L,参考值 10 – 50 μmol/L),尿甲基丙二

酸明显升高(63.9 mg/g 肌酐,参考值 0.2-3.6 mg/g 肌酐),符合甲基丙二酸尿症诊断。随后开始给予肌

肉注射维生素 B12､口服左卡尼汀,7 天后复查血丙酰肉碱及尿甲基丙二酸均降至正常(血丙酰肉碱

4.84 μmol/L,尿甲基丙二酸 2.2 mg/g 肌酐),蛋氨酸仍低(7.81 μmol/L),符合维生素 B12 反应型甲基丙

二酸血症､蛋氨酸缺乏。此后继续应用维生素 B12 及左卡尼汀,并开始低蛋白饮食及甲基丙二酸尿症

治疗专用特殊奶粉,5 天后患儿出现皮肤损害,进行性加重,全身皮肤发花､发黑,肛周及口角溃烂,稀便,
精神萎靡。为进一步诊疗于来我院就诊。 
结果 血浆总同型半胱氨酸明显升高(77 μmol/L,参考范围<15 μmol/L),蛋氨酸降低,符合甲基丙二酸尿

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立即停用特殊奶粉,改用普通配方奶粉喂养,并补充甜菜碱､叶酸。4 天后门

诊复查患儿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皮疹较前明显减轻,原有破溃大部分愈合。 
结论 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甲基丙二酸尿症中的特殊类型,同时伴有蛋氨酸合成

障碍,不能限制蛋白质及蛋氨酸,应以维生素 B12､叶酸､左卡尼汀､甜菜碱治疗为主。应用祛除蛋氨酸

､苏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等人体必需氨基酸的特殊奶粉,可进一步加重蛋氨酸缺乏等必需氨基酸缺

乏,出现大片皮肤黏膜损害,严重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导致死亡。故在诊断甲基丙二酸尿症时应常规进

行同型半胱氨酸检查,争取基因诊断,明确发病类型,进行针对性个体化精准治疗。 
 
 
OR-0394 

儿童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关节病变特征并随访  
 

朱佳,柳媛,杨洋,赖建铭,苏改秀,康闽,李胜男,周志轩,吴凤岐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临床明确诊断的 15 例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FOP)病例资料,并进行随访,分析 FOP
引起的关节病变特征。 
方法 2005 年至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诊断的 FOP 15 例,收集所有病历资料,并进行随访

资料,进而对患儿 FOP 关节病变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5 例患儿,男性 8 例,女性 7 例,起病年龄:3.52±3.12 岁,15 例(100%)患儿均有足拇趾的短小､外
翻畸形及局部骨性包块形成。入组时出现关节病变共 12 例(12/15,80.0%),关节受累部位依次为:颈
椎(8/12,66.7%)､肩关节(7/12,58.3%)､髋关节(5/12,41.7%)､肘关节(4/12,33.3%)､腕关节

(3/12,25.0%)､下颌关节(2/12,16.7%)､腰椎(2/12,16.7%),确诊年龄和病程与关节受累数目正相

关,(p=0.045 和 p=0.012);12 例中 10 例进行 X 线检查､5 例进行 CT 检查,均未见关节腔狭窄;2 例进

行关节核磁检查:一例为髋关节核磁:未见异常,一例为关节周围软组织水肿伴轻度骨髓水肿。15 例患

儿中仅两例进行基因检测,均发现存在 ACVR1 基因错义突变。13 例接受电话随访,随访时平均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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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4.04 年,随访时平均年龄 10.08±4.60 岁,其中,11 例患儿病情稳定,2 例患儿病情加重,药物治疗

对关节病变无效。 
结论 关节病变是 FOP 常见并发症,多关节受累､关节活动障碍显著而关节影像表现轻微为 FOP 引起

关节病变特点。异位骨化引起关节融合是关节受累的主要原因。本病误诊率高,需要与儿童慢性关

节炎进行鉴别诊断,药物治疗无效,通过避免外伤和有创治疗可使大多数患儿关节病变稳定。 
 
 
OR-0395 

玉屏风颗粒对小儿哮喘缓解期 IgE 和嗜酸性细胞影响的临床研究 
 

沈朝斌
1,蒋瑾瑾

1,2,雷蕾
2,王华

1,蔡红
1,张薇

1,夏坤杰
2,赵咏幸

1,卢静
1 

1.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了解玉屏风颗粒对小儿哮喘缓解期 IgE 和嗜酸性细胞增高的影响。 
方法 将 200 例诊断为小儿哮喘缓解期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予 LTRAs 和玉屏

风颗粒剂治疗,对照组给予 LTRAs 治疗。治疗前后比较两组咳喘发作､发热和下呼吸道感染次数､外

周血嗜酸性细胞绝对计数(EOS)､血清总 IgE､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水平及炎症细胞因子等变化情

况。 
结果 经 6 个月随访,治疗组咳喘发作､发热和下呼吸道感染发病次数显著低于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

异(P<0.05)。治疗组 EOS 低于对照组,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组总 IgE 阳性率较单纯

口服孟鲁斯特对照组显著下降(P<0.05)。各种炎症细胞因子检测结果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IL-
13 水平显著下降(P<0.05);IL-17 检测结果与 IL-13 类同;治疗组 IL-9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下降

(P<0.05);IFN-γ 和 IL-5 两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治疗过程中未发现玉屏风颗粒剂有过敏和皮疹等明

显不良反应。 
结论 玉屏风颗粒剂治疗小儿哮喘可提高临床疗效,降低总 IgE 水平,并能抑制血清 IL-13､IL-17 和 IL-
9 的浓度。对炎症细胞因子的调节可能是其重要机制之一。 
 
 
OR-0396 

儿童高尿酸血症患者 IL-1β､IL-6 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狄亚珍
1,陈圆玲

1,王佳佩
2,孙楠

3,戴霞华
1,沈梦娇

2,应倩倩
2 

1.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2.宁波大学医学院 
3.天津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白介素-1β(IL-1β)及白介素-6(IL-6)在儿童高尿酸血症(HUA)发病中的作用及意义。 
方法 选择 HUA 患儿 71 例,按是否有关节红肿热痛及活动障碍病史分为有关节症状组(GA 组,n=28)､
无关节症状组(NGA 组,n=43);同时选取 71 例健康体检儿童和腹股沟斜疝修补术患儿为对照组,采用

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 IL-1β､IL-6 水平。 

结果  HUA 组患儿血清 IL-1β､IL-6 浓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均 P<0.05);GA 组急性期血清 IL-1β､IL-

6 浓度显著高于缓解期､NGA 组及正常对照组(均 P<0.05);GA 组患儿缓解期､NGA 组血清 IL-1β､IL-

6 浓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GA 患儿缓解期血清 IL-1β､IL-6 浓度与 NGA 组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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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0.05);患儿血清 IL-1β､IL-6 与血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血尿酸､血沉､C 反应蛋白､尿

素氮､肌酐呈显著正相关(均 P<0.05),与血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无关(均 P>0.05)。 
结论  IL-1β､IL-6 在 HUA 患儿的炎症反应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OR-0397 

秋水仙碱治疗儿童起病的家族性地中海热 12 例 
 

李冀,孙之星,王薇,钟林庆,张岩,宋红梅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秋水仙碱对中国儿童起病的家族性地中海热(FMF)的疗效。 
方法 对经 Tel Hashomer 临床诊断标准证实､或经基因检测证实为 FMF 的 12 例患儿加用秋水仙碱

治疗。记录每位患儿的临床表现及体征,CRP､ESR 等非特异性炎性指标结果,致病基因 MEFV 测序

结果,以及秋水仙碱用药剂量及随访情况等。 
结果 12 例患儿中,10 例经 Tel Hashomer 临床诊断标准确诊,其中 4 例基因检测证实;另 2 例经基因

检测而确诊。确诊 FMF 时的年龄中位数为 8.0 岁(范围:1~10 岁)。12 例患儿均接受秋水仙碱治疗,
剂量约 0.01~0.025mg/kg.d。其中 1 例因过敏反应停药,其余患儿用药至今。加用秋水仙碱后中位随

访时间 11.0 个月(范围:8~38 个月),以发热和浆膜炎等临床症状不再发作,且 ESR 或 CRP 完全降至

正常为“完全有效”,以患儿的临床症状发作频率,以及 ESR 或 CRP 水平下降至确诊时的 20%､50%或

70%为“部分有效”的评价标准,治疗有效率 100%。 
结论 秋水仙碱可阻止 60%的患者发作,使 20%~70%的患者发作减少;同时能预防淀粉样亚单位在细

胞外聚集为成熟淀粉样纤维,从而预防 FMF 严重的并发症——淀粉样变的进展。近期欧洲风湿病

防治联合会(European League Against Rheumatism,EULAR)提出的 FMF 管理指南建议 FMF 诊断

后应尽早应用秋水仙碱治疗,起始剂量推荐 5 岁以下儿童为≤0.5mg/d､5~10 岁儿童为 0.5~1.0mg/d､
10 岁以上儿童和成人为 1.0~1.5mg/d;我们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当于 0.01~0.025mg/kg.d。由于 FMF
并无特异性的实验室检测指标,目前对于秋水仙碱治疗 FMF 如何能够算作“有效”,特别是“部分有效”,
尚无一致而明确的定量评价标准。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对于

类风湿关节炎药物疗效的评价指标,以 FMF 的临床症状发作频率,以及非特异性炎症指标二者的缓解

程度为评价标准,若患儿达到 20%､50%或 70%的缓解则称为 FMF20､FMF50 或 FMF70 有效。秋

水仙碱治疗的不良反应为偶发的肌病和中毒性表皮松解样反应。尽管秋水仙碱为有丝分裂抑制剂,
且能够通过胎盘,但未发现其致畸性。对于每年发作 4 次以上的患儿需要用秋水仙碱治疗,每年发作

≥6 次者,秋水仙碱剂量可用至儿童 2mg/d。 
 
 
OR-0398 

BMI 对紫癜性肾炎的影响 
 

于晓桐,刘正娟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6023 

 
 
目的 过敏性紫癜(Henoch-Schoniein purpura HSP) 是一种由免疫复合物介导的全身系统性小血管

炎,可激发多脏器损伤,当病变累及肾脏时称之为过敏性紫癜性肾炎 (Henoch-Schoniein purpura 
nephritis HSPN),此为儿童 常见的继发性肾小球肾炎。HSPN 通常具有一定的自限性,但仍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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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N 患儿病情进展,发展成慢性肾功能不全,影响儿童生长发育,可见肾脏病变是 HSP 的病程和预

后的主要因素。目前对 HSPN 危险因素研究分析得出的诸多因素中,鲜见肥胖或超体重指数与儿童

HSPN 的相关研究。肥胖患者机体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和代谢障碍。相关研究表明正常同龄

儿相比,单纯性肥胖儿童更易患感染性疾病且感染性疾病程度更严重､治疗难度更大,近年很多研究直

接､间接的证明小儿肥胖可导致肾脏损伤。因此,探讨肥胖或超重和 HSPN 的发生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对 HSPN 防治更具有切实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从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1 日间儿内科收治住

院的 HSP 患儿共 168 例,剔除不符合本研究入选标准的患儿,共 125 例入选,男 60 例,女 65 例,发病

年龄为 2-14 岁,平均年龄为 7.80±2.86。根据尿检结果将所选取 HSP 患儿分为两组:HSPN 组和非

HSPN 组。记录选取患儿的身高､体重及 BMI 值,临床症状(反复皮疹､关节肿痛､腹痛､消化道出血),

实验室检查(IgG､IgA､IgM､IgE､CD4/CD8､补体 C3､补体 C4､肺炎支原体抗体､EB 病毒抗体､抗链球

菌素 O 滴度､C 反应蛋白､便常规､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艾迪氏记数)。通过病

例对比分析得出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及发病季节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BMI 值在两组间的差

别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采用 X2检验､交叉列表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

儿童 HSPN 的危险因素,P 值<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组间一般情况的比较:年龄､性别及发病季节无统计学意义(P 值>0.05), BMI 升高在两组间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 
2.危险因素单因素具体分析:BMI 升高､补体 C3 下降､CRP 升高､反复皮疹和消化道出血在两组间有

统计学意义(P 值<0.05);其余统计的危险因素在两组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0.05)。 
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将上述个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结果 BMI 升高､C3 降低､CRP 升高､反复

皮疹､消化道出血,带入多因素 logistic 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提示 BMI 升高､CRP 升高及反复皮疹是紫

癜性肾炎的独立危险因素(P 值<0.05)。 
结论 1.年龄､性别及发病季节对紫癜性肾炎的发生无影响; 

2.BMI 升高､CRP 升高及反复皮疹(≥3 次)是影响紫癜性肾炎发生的高危因素。 
 
 
OR-0399 

单纯性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与 IL-6､TNF-α､hs-CRP 的关系 
 

谷亚楠,刘正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本研究期望通过研究单纯性肥胖儿童的 IR 与炎症影响因子 TNF-α､IL-6､hs-CRP 的关系,从而

为早期筛查以及干预儿童肥胖方面提供新的诊疗思路。 
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样本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单纯性肥胖患儿共计 30 例,其收治期间

为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其中男孩 21 例,女孩 9 例,选取的肥胖患儿均为中国国籍,年龄为

2~18 岁之间,评判标准参照超重､肥胖筛查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数据。作为对照组,本研

究共选取正常体重健康儿童 26 例,其中男孩 14 例,女孩 12 例。所有入选儿童的年龄均在 6~14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9.90±2.24 岁,身高在同年龄同性别组正常范围内。经体格检查､超声检查､生化检查

评估肝肾心功能及内分泌等相关检查后,除外了遗传代谢性疾病､先天性遗传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及其他内分泌疾病所引起的继发性病理性肥胖。所有入选儿童采血时均除外急､慢性感染性疾病。

采用独立 t 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比较,卡方检验(χ2)对计数资料进行比较,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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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检验,呈正态分布后再进行 t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并利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变量相

关性。 
结果 (1)肥胖组儿童 BMI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肥胖组和对照组儿童在性别

构成､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对比两组儿童 FPG､FINS 的水平可发现,肥胖组儿童的 FINS 水平高出对照组 13.33mU/L,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于 FPG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肥胖组儿童 HOMA-IR 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肥胖组儿童 TC､TG､ALT 明显高于对照组正常体重儿

童,HDL-C 低于对照组正常体重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于两组儿童 LDL-C､AST､白蛋

白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肥胖组儿童的 IL-6､TNF-α､hs-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HOMA-IR 与 BMI､IL-6､TNF-α､TG､TC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

为:r=0.59;r=0.76;r=0.70;r=0.61;r=0.55,P<0.05),且 IL-6 是 IR 的独立影响因素(回归系数为

r2=0.57,P=0.00)。而 HOMA-IR 与 ALT､HDL-C､hs-CRP 则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1)单纯性肥胖儿童常伴有不同程度的高胰岛素血症及 IR 现象,多存在血脂代谢紊乱以及肝功

异常。 
(2)单纯性肥胖儿童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炎症因子水平明显升高。 
(3)单纯性肥胖儿童 IR 与 IL-6､TNF-α､BMI､TG､TC 呈正相关性,且 IL-6 是 IR 的独立影响因素。 
 
 
OR-0400 

Mir-19a､mir-21 调控 JAK/STAT 信号通路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发病机制的研究 
 

李洪伟,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JAK/STAT 信号通路的持续或过表达,是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发病机制的重要因素,研究 mir-
19a､mir-21 与 JAK/STAT 通路的相互关系。 
方法 收集并分离 15 例关节型(pJIA)和 15 例全身型(sJIA),以及 15 例正常对照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trizol 法提取总 RNA,逆转录 cDNA,设计引物,相对荧光定量 PCR,检测三组中 mir-19a,mir-
21,STAT3､p-STAT3､SOCS3､IL-6 的表达,统计并分析三组数据 2-δδT 的相关性。 
结果 mir-19a 在 pJIA 和 sJIA 中,较对照组呈现高表达(P)0.05),mir-21 则是低表达(P)0.05), 
Targetscan 预测 SOCS3 和 STAT3,分别为 mir-19a 和 mir-21 的靶基因,而 STAT3､P-STAT3､IL-6

较对照组表达升高,mir-19a 与 SOCS3 表达呈负相关,mir-21 与 STAT3､P-STAT3､IL-6 呈正相关。

pJIA 与 sJIA 组 mir-19a,mir-21,STAT3､p-STAT3､SOCS3､IL-6 表达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中 Mir-19a､mir-21 存在异常表达,可能通过调控 JAK/STAT 信号通路的激

活(STAT3､p-STAT3 过表达)或负反馈系统(SOCS3 低表达),导致关节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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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01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64 例临床特征分析 
 

梁英,张萍萍,陈惠芹,牟一坤,陈奋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观察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的临床特征,即发病症状和实验室相关检查如血常规､血脂､

免疫球蛋白 G､补体､自身抗体､血清 25(OH)vitD 等指标,并探讨男性 SLE 患儿和女性 SLE 患儿的临

床特点。 
方法 对 2011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1 日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科和风湿免疫科就

诊的 64 例儿童 SLE 住院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 Χ²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64 例 SLE 患儿中男 10 例,女 54 例。临床表现:面部皮疹 48 例(75%)､发热 38 例(59.4%)､关节

炎 28 例(43.8%)､口腔溃疡 18 例(28.1%)､浆膜炎 13 例(20.3%)､日光过敏 9 例(14.1%)､中枢神经系

统损害 7 例(10.9%)。实验室检查:白细胞减少 30 例(46.9%)､贫血 30 例(46.9%)､血小板减少 12 例

(18.8%)､血尿 18 例(28.1%)､蛋白尿 33 例(51.2%)､肾功能损害 6 例(9.4%)､抗核抗体阳性 63 例

(98.4%)､抗双链 DNA(dsDNA)抗体阳性 48 例(75%)､抗 SSA 抗体阳性 44 例(68.7%)､抗 SSB 抗体

阳性 33 例(51.6%)､抗 Sm 抗体阳性 40 例(62.5%)､抗核小体抗体阳性 28 例(43.8%)。其中,男性

SLE 患儿出现肾脏损伤､抗 Sm 抗体和抗核小体抗体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女性 SLE 患儿(Χ²=4.451､

8.336､6.803,P 值均<0.05),女性 SLE 患儿抗 SSB 抗体阳性率高于男性 SLE 
患儿(Χ²=4.945,P<0.05)。64 例患儿中,有 52 例患儿血清 25(OH)vitD 测定值低于正常水平,12 例患

儿血清 25(OH)vitD 测定值在正常值低限,其中,女性 SLE 患儿血清 25(OH)vitD 降低率高于男性 SLE
患儿(Χ²=8.351,P<0.05)。 
结论 男性 SLE 患儿较易出现肾脏损伤,以蛋白尿 常见,抗 Sm 抗体是男性 SLE 患儿肾损伤高发的

危险因素;抗核小体抗体是男性 SLE 患儿疾病活动度高于女性 SLE 患儿的危险因素。预测女性 SLE
患儿发生干燥综合征的风险高于男性 SLE 患儿。此次回顾性研究中,SLE 患儿血清 25(OH)vitD 水
平明显降低,需要进行维生素 D 的补充。 
 
 
OR-0402 

12 例儿童风湿病相关的葡萄膜炎临床特点分析 
 

刘海梅,孙利,史雨,李国民,姚文,张涛,周利军,徐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风湿科 201102 

 
 
目的 儿童葡萄膜炎是儿童致盲的重要病因,在非感染性葡萄膜炎中,风湿性疾病是继发性葡萄膜炎的

主要原因,通过总结风湿病相关的葡萄膜炎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管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风湿科,明确诊断为葡萄膜

炎(与风湿病相关)的 12 例患儿,分析其临床特征,治疗和预后。 
结果 1.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相关的葡萄膜炎 8 例,男 4 例,女 4 例;平均发病年龄 5.65 岁(3-12.6
岁),平均病程 20 月(1-57 月);同期诊断为 JIA 的患儿数为 428,葡萄膜炎发生率为 1.87%;少关节型

JIA 5 例(5/62,8.06%),与附着点炎症相关的关节炎(ERA )3 例(3/52,5.77%);葡萄膜炎诊断先于 JIA 6
例(6/8,75%)(少关节型 JIA 4 例,ERA 2 例);2 例在 JIA 随访过程中出现葡萄膜炎;急性葡萄膜炎 3 例,
慢性葡萄膜炎 5 例,平均病程 31 月(12-57 月);ANA 阳性 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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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lau 综合征 3 例,男 2 例,女 1 例;平均发病年龄 6 岁(4.6-7 岁);同期诊断为 Blau 综合征 3 例,葡萄

膜炎发生率 100%;葡萄膜炎诊断先于疾病诊断 1 例;慢性葡萄膜炎 2 例,均为男性; 1 例女性患儿,在
随访 6 月左右,发生急性葡萄膜炎。 
3. 白塞病 1 例,男性患儿,12.6 岁,同期诊断为白塞病患儿 6 例,葡萄膜炎发生率 16.67%;表现为左眼

全葡萄膜炎伴白内障,病程 18 月。 
4.  JIA 相关急性葡萄膜炎 3 例患儿给予甲氨喋呤(MTX)联合局部用药,治疗 3 个月,治愈; 2 例 JIA 相

关慢性葡萄膜炎患儿拒绝进一步 MTX 等治疗,眼部病变持续加重;1 例 Blau 综合征患儿放弃治疗;其
余 6 例(JIA3 例,Blau 综合征 2 例,白塞病 1 例)患儿均给予肿瘤坏死因子单克隆抗体,同时加强原发病

治疗,病情稳定。 
结论 1.风湿病相关性葡萄膜炎发生比例较高,可能出现在疾病诊断之前,建议特发性葡萄膜炎反复发

作或治疗不顺利,需要眼科和风湿科等多科诊治; 2. 早期诊断,积极规范治疗,急性葡萄膜炎预后相对

较好,慢性葡萄膜炎经过正规治疗,可以延缓疾病进展;3. 风湿科医生应该严格按照指南,监督风湿病

患儿随访眼部病变,早期发现葡萄膜炎。 
 
 
OR-0403 

1 例 PIK3CD 基因新发功能获得性突变致 PI3Kδ 
过度活化综合征临床和实验研究 

 
罗颖,李成荣,李志川,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8 

 
 
目的 PI3Kδ 过度活化综合征(APDS)是一种罕见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免疫缺陷病,是由 PIK3CD 或

PIK3R1 基因增功能杂合突变所致。该病临床表现多样,但主要以反复呼吸道感染(支气管扩张),鼻窦

､耳部损伤,严重､反复甚至持续的疱疹病毒属感染以及淋巴组织增殖为表现。目前文献已报道

PIK3CD 基因四种增功能突变位点 N334K, C416R, E525K ,E1021K 为致病性变异。本研究分析并

探讨一例携带 PIK3CD 基因杂合突变位点 c.1570T>A(Y524N)的基因突变类型及其与临床表型的关

系。 
方法 分析 1 例患儿临床资料和基因检测结果。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数量。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检测患儿和正常对照 mTOR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患儿和正常对照外周血活化后

T 细胞在 anti-CD3 抗体刺激前后细胞内相关蛋白表达:p110δ, Akt, p-Akt (S473)和内参 GAPDH。

Luminex 液相芯片检测血浆细胞因子水平。 
结果 1､临床资料:患儿,女,婴幼儿期起病,病程 3 年余,迁延不愈。反复呼吸道感染,支气管扩张。反复

中耳炎､鼻窦炎,肝脾淋巴结增大。持续 EB 病毒感染以及多种细菌感染。IgG､IgM 正常或增高。胸

部 CT 提示马赛克征,支气管扩张并感染。纤维支气管镜提示气管粘膜充血水肿,可见大量滤泡增生

及白色分泌物。经二代测序及 Sanger 测序验证示 PIK3CD 13 号外显子 c.1570T>A(Y524N)杂合突

变。患者父母 PIK3CD 基因均未发现此突变。2､流式检测结果:初始 CD8+T 细胞及 CD4+T 细胞数

量降低;CD4+/CD8+比值 0.67,比例倒置;初始 B 细胞数量降低;过渡 B 细胞比例增加。Treg､Th1､

Th2 以及 Th17 细胞比例无明显变化。3､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检测患儿 mTOR 表达水平较对照

组明显增高。4､Western Blot 检测示患儿 p110δ 蛋白表达和正常对照相比无明显变化。但病人磷

酸化 AKT 在 anti-CD3 抗体刺激前后均较正常人增高。5､Luminex 液相芯片检测细胞因子:与正常

对照组相比,IFNγ､TNFα､IL1b､IL4､IL6､IL17A 细胞因子浓度明显增高。 
结论 PIK3CD 基因新发杂合突变位点 c.1570T>A(Y524N)为增功能突变位点,该位点是导致 PI3Kδ
过度活化综合征又一新的功能获得性致病位点。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42 
 

so-hansi-font-family:Calibri;mso-bidi-font-family:宋体'>细胞在 anti-CD3 抗体刺激前后细胞内相关

蛋白表达:p110δ, Akt, p-Akt (S473)和内参 GAPDH。Luminex 液相芯片检测血浆细胞因子水平。 
 
 
OR-0404 

被误诊为 SLE 的三例 IV 型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 
 

王薇,钟林庆,唐晓艳,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对三例有血液系统受累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疑似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进行原发性免疫缺陷

病系列基因高通量测序检测,以明确诊断,并总结病例特点。 
方法 收集并分析三例患儿的临床资料。抽取三例患儿抗凝外周血,应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系列基因

高通量测序方法对其检测,并应用一代测序法对患儿及父母进行验证。针对验证结果收集受试者口

腔粘膜细胞､头发毛囊､指甲,提取 DNA 进行一代测序。 

结果 三例患儿 2 男一女,发病年龄 11 月~5 岁,均有面部红斑或下肢皮疹､反复呼吸道感染､下肢关节

痛､血小板减少､coombs 及 ANA 阳性､C3 及 C4 补体降低。其中例 1 例 2 还有反复发热､颈部淋巴

结肿大､肝和/或脾大及心脏受累。另外,例 2 肺功能呈重度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例 3 有肾脏受累,大
量蛋白尿。3 例患者都曾被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经二代测序及父母一代测序验证和各组织一代

测序检测后,检测结果为:三例均为血液中 NRAS 基因突变导致的 IV 型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

合征。具体为:例 1 为血中中 c.38G>A,p.G13D 体细胞突变,头发毛囊､指甲唾液及口腔黏膜无突

变。父母亲无突变。例 2 是血中 c.37G>T,p.G13C 体细胞突变,头发毛囊､口腔拭子､手脚指甲均无

突变,父母无任何突变。病例 3 仅检测了血液,为 c.38G>A,p.G13D 突变,父亲无标本,母亲血中无突

变。 
结论 三例患儿均为 NRAS 基因突变导致的 IV 型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例 1 例 2 均为体

细胞突变。对于起病年龄过低,有血液系统受累且淋巴结肿大,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疑似狼疮患儿,应该

进行免疫缺陷病的筛查,尤其是 NRAS 的检测。由于 NRAS 体细胞突变及生殖细胞突变均可致病,因
此也应对其他组织进行检测以明确。 
 
 
OR-0405 

B cell-Intrinsic Defects of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Protein-Deficiency in generating humoral memory 

responses 
 

Dai Rongxin1,Wenyan Li1,Hongyi Zhao1,Qin Zhao1,Zhou Shu1,Xiaodong Zhao1,Wenxia Song2 
1.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 Molecular Genet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D, USA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protein (WASP)-deficiency exhibit severe 
immunodeficiency, including a lack of long-lasting humoral protection.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B cell-intrinsic role of WASP in generating antigen-specific memory B cells and humoral recall 
responses. 
Methods We decected the frequency and numbers of memory B cells and atypical MBCs in WAS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e decected the frequency and numbers of memory B cells and 
antigen specifical germinal center B cells and plasmablast cells in WASKO and WT mic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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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WASKO-WT and WASKO-uMT bone marrow chimera mice to decect the defects of B cells 
was WASp deficient intrinsic.  
Results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isotype-switched CD27+ memory B cells in the patient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the patients 
exhibit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atypical memory B cells that resemble B cells expanded in 
persistent viral and parasite infections. In immunized WASP knockout mice, the percentages of 
antigen-specific germinal center, isotype-switched memory B cells, and plasmablasts in the 
spleen all are decreased, while the percentages of total germinal center B cells and plasmablasts 
are unchanged, compared to wild-type mice. In bone marrow chimera mice, where only B cells 
lack WASP expression, WASP-deficient B cells show reductions in the antigen-specific germinal 
center and memory subsets similar to those seen in WASP knockout mice. However, the 
percentages of total germinal center and isotype-switched B cells in the WASP knockout chimera 
mice are equivalent to or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wild-type chimera. 
Conclusions WASP-deficient B cells play a critical and cell-intrinsic role in developing the 
humoral immune deficiency in WAS. 
 
 
OR-0406 

甲泼尼龙间歇脉冲联合吗替麦考酚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回顾性

分析 
 

郭丽双,刘金香,潘璐,徐萌,杨思睿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甲泼尼龙(MP)间歇脉冲联合吗替麦考酚酯(MMF)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疗效及副作

用。 
方法 统计 2012 年 1 月到 2017 年 1 月 16 例临床诊断为 SLE､狼疮性肾炎(LN)､病理分级均为 IV 型

急性弥漫性球性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患儿,其中 7 例采用间歇性 MP 脉冲联合 MMF 治疗,冲击间歇

期口服小剂量糖皮质激素(GC)作为观察组;9 例采用口服 GC 移行减量作为对照组。2 组病初均联合

环磷酰胺(CTX)冲击治疗(总累积量 120-140mg/Kg),2 组均常规口服羟氯喹,对照组常规口服 ACEI
类或(和)ARB 类药物,而观察组不用此类药物。观察组从治疗开始就采用间歇 MP 脉冲治疗,并逐渐

延长间歇时间,间歇期采用小剂量 GC 口服;3-6 个月后停止脉冲治疗,代之以小剂量 GC 口服,CTX 冲

击治疗结束后改为 MMF 口服;对照组病初采用 MP 脉冲治疗 2 次后,改为足量 GC 口服并逐渐减

量。疗效评价系统为狼疮疾病活动指数(SLEDAI),同时统计 BMI 值､血压､眼压､甘油三酯､血糖､血
钙,应用 t 检验,对两组治疗 1 年内的疗效及副作用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SLEDAI 评分､补体 C3､补体 C4､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均优于对照组,其中治疗后

3 个月､6 个月 SLEDAI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6 个月 ESR､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6 个月､12 个月补体 C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

疗后 BMI 值､眼压､甘油三酯､空腹血糖较对照组低,治疗后 12 个月 BMI 值､眼压､甘油三酯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6 个月､12 个月空腹血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各时间

截点血钙值均较对照组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各时间截点观察组收缩压及舒张压略高于对

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时两组均未发生消化道溃疡､出血､穿孔,胰腺炎,心血管事件(如心律失常)
等并发症。 
结论 MP 间歇脉冲联合 MMF 治疗 SLE 与对照组相比,可早期快速控制症状,减轻脏器损害。以治疗

1 年为观察截点,疾病活动度低于对照组,疗效优于口服 GC 移行减量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且糖皮

质激素相关副作用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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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07 

22q11.2 缺失综合征儿童期临床特征与诊断 
 

姚海丽,王文婕,郭晓红,应文静,侯佳,叶明,王晓川,吴冰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22q11.2 缺失综合征临床表型多样,并随年龄增长发生变化,可在多个专业科室诊治,易被漏诊,
因而有必要对 22q11.2 缺失综合征儿童期临床表型进行描述,并分析各临床专业的诊断过程,提高临

床对该疾病不同年龄段临床特征的识别,早期诊断和干预。 
方法 对基因检查明确 22q11.2 缺失综合症患儿 31 例(21 例男性)的病史及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
分析比较患儿出生时､新生儿期和婴幼儿期临床特征以及各专业科室诊断依据。其中婴儿期死亡 8
例,失访 2 例。  
结果 患儿确诊的中位年龄为 4 月龄(从出生后 12 天至 7 岁 5 月),发现 1 例患儿的基因缺失来自母

亲。87.1%患儿新生儿期起病,其中 66.7%新生儿期具有 2 项及以上常见临床特征:先天性心脏病､低

钙抽搐､胸腺缺如或发育不良､严重感染以及呛奶或喂养困难。婴幼儿期临床表现涉及多个系统,包

括心血管､内分泌､免疫以及神经系统等。随访发现 87.1%患儿儿童期发育落后于同龄儿。92.5%婴

儿期确诊病例主要由新生儿科､免疫科和心血管科诊断,3 例婴儿期漏诊病例,分别于幼儿期和学龄期

因发育障碍在儿童保健科确诊。 
结论 22q11.2 缺失综合征临床上存在个体和不同年龄阶段间的差异,但大多数新生儿期起病;胸腺缺

如或发育不良及 T 细胞减少是婴儿期诊断的主要原因;发育落后是该征患儿儿童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并成为再次就诊的原因,详细病史和体格检查以及临床对该疾病的识别有助于及时诊断。 
 
 
OR-0408 

DOCK8 蛋白缺陷对调节性 B 细胞功能影响及机制研究 
 

蒋金秋,秦涛,刘巧,张良,赵晓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DOCK8 免疫缺陷病(Dedicator of cytokinesis 8 deficiency)是一类以反复感染､血清 IgE 水平

显著升高和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为特征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其患者具有明显的过敏症状和自身免疫

性疾病表现。DOCK8 蛋白为一种细胞骨架调控分子可激活 Rho-GTP 酶从而参与淋巴细胞发育､迁
移及活化等多种细胞功能。调节性 B 细胞 (Regulatory B Cell, Breg)是一群可以负性调控 T 细胞免

疫反应的 B 细胞,主要通过分泌 IL-10 在多种自身免疫病和过敏及炎症中发挥着缓解疾病的作用。本

研究以 DOCK8 缺陷病患者及 DOCK8KO 小鼠为模型,拟探究 DOCK8 缺陷对 Breg 细胞发育及功能

的影响。 
方法 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DOCK8 缺陷病患者外周血及 DOCK8KO 小鼠脾脏中 Breg 细胞的比例和

数量。通过 DOCK8KO/WT 骨髓嵌合体小鼠模型验证 DOCK8 蛋白缺陷时 Breg 缺陷是否固有存

在。利用 DOCK8KO 小鼠脾脏 CD4+ naïve T 细胞过继移植到 CD4KO 小鼠实验,明确 DOCK8-/- 

CD4+T 细胞是否影响 Breg 数量。再对 DOCK8KO 小鼠进行 IL-21 替代治疗并观察其对 Breg 的影

响。 
结果 3 名 DOCK8 缺陷病患儿外周血中 Breg 细胞的数量,与同龄正常对照相比明显下降(对
照:2.271±0.1514%,n=10;DOCK8 患者:0.4240±0.2987%,n=3;P=0.0001)。DOCK8KO 小鼠脾细胞

Breg 的数量也较 WT 小鼠降低,且 OVA 致敏后其下降更为明显。DOCK8KO/WT 骨髓嵌合体小鼠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DOCK8-/- Breg 数量下降,而 DOCK8KO/μMT(B 细胞缺陷小鼠) 骨髓嵌合体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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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DOCK8-/- Breg 数量正常。将 DOCK8KO 小鼠或 WT 小鼠的 CD4+ naïve T 细

胞过继移植到 CD4+T 细胞缺失(CD4KO)的小鼠中,经 OVA 或 KLH 免疫后检测,结果发现接受

DOCK8-/- CD4+ naïve T 细胞的 CD4KO 小鼠脾脏细胞 Breg 数量明显降低。另一方面,通过给

DOCK8KO 小鼠补充外源性 IL-21, 其脾脏细胞 Breg 数量可恢复至正常。对于 LPS 诱导

CD5+CD1dhi B 细胞中的 STAT3 磷酸化水平,DOCK8KO 小鼠较 WT 下降,而对于 IL-21 诱导

CD5+CD1dhi B 细胞中的 STAT3 磷酸化水平,DOCK8KO 小鼠较 WT 无明显差异。 
结论 DOCK8 蛋白缺陷时 Breg 细胞数量及功能存在固有缺陷,且该缺陷是由于 DOCK8 蛋白缺失引

起 CD4+T 分泌 IL-21 功能降低所导致,而外源性补充 IL-21 可恢复 Breg 数量至正常。推测其机制是

由于 DOCK8KO 小鼠中 LPS 诱导 STAT3 磷酸化缺陷导致 LPS 诱导 Breg 分泌 IL-10 障碍,而 IL-21
可以通过诱导 STAT3 磷酸化从而恢复 Breg 分泌 IL-10 功能。 
 
 
OR-0409 

少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54 例临床特点分析 
 

邹峥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少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oligoarticular  JIA)早期临床特点､诊断线索,以期进一步提高

对本病的认识,减少致残致畸率。 
方法 回顾分析 200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于江西省儿童医院住院并初次诊断的 54 例少关节

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为观察对象,分别采集患儿的临床资料､辅助检查,进一步探讨该类患儿疾病初期

的临床与辅助检查特点及诊治体会。 
结果 本研究对象总计 54 例,男童 20 例,女童 34 例,性别比为 2:3,年龄 2.5-14 岁,平均发病年龄 8.3
岁,平均病程 10 月。 
1､女童多见; 

2､膝､踝､肘大关节为好发部位,非对称性。手指小关节病变常以不对称形式出现; 

3､易并发虹膜睫状体炎,导致视力障碍甚至失明。本组 5 例出现虹膜睫状体炎。 

4､ANA 呈低滴度阳性,CRP 或 ESR 轻至中度的升高。 

5､可反复发作,一般很少遗留严重的功能障碍。 
结论  
1､好发于学龄前儿童,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膝关节 常被累及。 

2､虹膜睫状体炎危险因素有:年龄小;ANA 阳性;踝关节受累。 

3､少关节型 JIA,MRI 影像学表现程度上较轻。 

4､常见误诊原因分析:需要与风湿热､化脓性关节炎､关节结核､创伤性关节炎及其血液病､恶性肿瘤

疾病相鉴别。 
5､治疗体会:非甾体类抗炎药可控制症状,但不能改善病程;多需加用缓解病情抗风湿药物如 MTX;糖
皮质激素不主张全身治疗;虹膜睫状体炎,局部激素+阿托品,重者局部注射激素,口服小剂量激素;中药

白芍总苷可辅助治疗。有预后不良因素者应尽早使用 TNF-拮抗剂治疗,可明显改善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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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10 

DNA 免疫吸附治疗儿童重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短期疗效分析 
 

吴建强,卢美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评估 DNA 免疫吸附对儿童重症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
的短期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3 月年至 2017 年 3 月入住我院 ICU 病房的进行血液灌流 DNA 免疫吸附治

疗的 8 例重症 SLE 患儿的临床资料,所有患儿均在 SLE 激素治疗基础上进行 2-3 次免疫吸附治疗,
采用珠海丽珠公司研制的 DNA230 免疫吸附柱,珠海丽珠公司生产的单泵血液灌流机(JF-801)作为

动力装置。比较治疗前及治疗后患儿临床改善情况,及自身抗体､补体､24h 尿蛋白定量､肝肾功能､凝
血功能水平变化。 
结果 DNA 免疫吸附治疗使患儿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包括呕吐好转 4 例､高血压改善 4 例､意识好转 2

例､浮肿消失 3 例;4 例患儿肾功能好转(4/5, 80%)(P<0.05),凝血功能改善主要表现在纤维蛋白原轻

度上升(71.4%)(P<0.05)而 PT､APTT 无明显影响;6 例患儿(75%)血清补体有上升趋势(P<0.05); 治

疗前及治疗后 2 周 24h 尿蛋白定量差异无显著性(P>0.05),抗核抗体滴度､ds-DNA､抗 SSA/SSB 抗

体阳性率差异无意义(P>0.05),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严重不良事件。 
结论 DNA 免疫吸附可改善儿童重症 SLE 患儿急性期临床症状,改善肾功能､提高纤维蛋白原及血清

补体水平。但对减轻蛋白尿及清除自身抗体的作用尚不明显,免疫吸附治疗 SLE 的疗效尚需进一步

研究。 
 
 
OR-0411 

巨噬细胞 M1/M2 失衡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临床意义 
 

钮小玲,冯丹,黄文彦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研究巨噬细胞 M1/M2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儿血液中的

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运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并观察 SLE 患儿血液中巨噬细胞 M1 与 M2 表型,同时检测其血液中 TNF-
α､IL-6 及 IL-10 等,并分别与患儿临床活动性指标 SLEDAI 评分以及相关临床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 一般情况:实验组共 26 例 SLE 患儿,男/女:3/23,平均年龄 10.2±3.67,对照组直立性蛋白尿患

儿共 9 例,男/女:4/4,平均年龄:11.8±2.25,两组患儿在年龄上无明显差异(F=0.442, P>0.05)。SLE 患

儿 SLEIDAI 评分 2-20 分,平均 11.3±6.73 分,大部分处于中重度活动期。2. 实验组巨噬细胞

M1(31.0±29.0%),较对照组(12.4±5.31%)明显升高,有显著差异性(F=7.424, P<0.05);实验组巨噬细

胞 M2(68.9±29.0%)较对照组(87.6±5.31%)下降,但差异无显著性(F=1.921, P>0.05);实验组

Hb(114±22.1g/L)较对照组(138±14.9g/L)明显下降,差异有显著性(F=7.646, P<0.05);实验组

ESR(39.5±32.1mm/h)较对照组(7.63±5.21mm/h)明显上升,有显著差异性(F=13.221, P<0.05);实验

组 CRP(7.63±11.5mg/L)较对照组(1.38±0.74mg/L)升高,但差异无显著性(F=3.2, P>0.05);实验组

CD3(T 细胞:1.38±0.68*106/L)较对照组(1.99±1.42*106/L)降低,两者差异有显著性(F=4.536, P<0.05);
实验组 CD4(T 辅助细胞:0.63±0.36*106/L)较对照组(1.10±0.19*106/L)降低,有显著差异性(F=6.311, 
P<0.05)。提示 SLE 患儿病情活动期间巨噬细胞 M1 升高,M2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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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LE 患儿疾病活动期间巨噬细胞 M1 升高,M2 下降,在 SLE 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作用,巨噬

细胞 M1 可能会加重 SLE 病情,而 M2 则可能具有相反作用,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明确其具体作

用机制。 
 
 
OR-0412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血栓性微血管病 19 例分析 
 

李冀,姜静婧,董艳青,武跃芳,何艳燕,简珊,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合并血栓性微血管病(TMA)较少有文献报道,本文目的在于探究儿童

SLE 合并 TMA 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提高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 2007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 19 例 SLE 合并 TMA 患儿

的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并进行随访,以了解预后情况。 
结果 19 例患儿,男女之比为 6:13,平均年龄 14±3 岁。10 例(52.6%)合并继发性高血压,7 例(36.8%)
合并贫血,7 例(36.8%)合并血小板减少,4 例(21.0%)合并多浆膜腔积液,4 例(21.0%)累及心脏,3 例

(15.8%)合并巨细胞包涵体病,16 例(84.2%)出现大量蛋白尿,3 例(15.8%)合并感染。17 例(89.5%)患
者行肾活检检查,均为狼疮性肾炎且可见肾脏 TMA 样表现。13 例(68.4%)患儿 SLE 疾病活动评分

(SLEDAI)≥10 分,处于中重度活动期,3 例 合并感染患儿 SLEDAI 评分均≥14 分。处于重度活动期。

我们同时还发现,感染及血小板减少(≤20,000*106  个/L)是导致持续性血液系统异常的独立两个危险

因素(P < 0.05)。19 例患儿均接受激素联合环磷酰胺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3 例患儿多次行血浆置

换术,术后肾功及血液系统指标均较术前明显改善。18 例好转出院, 死亡 1 例, 平均随访时间 23±16 
月(2~46 月),除失访 1 例,死亡 1 例外,未能脱离透析 3 例,进入慢性肾功能不全 4 例,肾功能恢复正常 
10 例。 
结论 与成人相比,大量蛋白尿对诊断 TMA 诊断十分重要。SLE 合并 TMA 的患儿肾脏损害突出,故
而临床上接诊肾损害较重 SLE 患者时,应考虑是否合并 TMA;感染是影响 SLE 患儿疾病活动度及导

致 TMA 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血浆置换联合激素及环磷酰胺治疗可改善患者肾脏预后,并提高生存

率。 
 
 
OR-0413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和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免疫功能分析与比较 
 

朱晓萍
1,陶琳琳

1,周娟
2,唐雪梅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儿童医学中心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和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儿细胞及体液免疫特征,探讨免疫功能

在 JIA 和 SLE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分别选择 JIA 患儿 50 例为 JIA 组､SLE 患儿 50 例为 SLE 组､健康儿童 50 例为对照组,流式细

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 T､B 淋巴细胞及 NK 细胞,散射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Ig)IgG､IgM､IgA 及补

体 C3､C4水平。采用幼年关节炎疾病活动评分(JADAS-27)对 JIA 组疾病活动度进行评估,SLE 组采

用疾病活动指数(SLEDAI)进行活动评分。采用 One-Way ANOVA､Pearson 直线相关和 ROC 曲线

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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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JIA 组 CD4+ T 细胞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NK 细胞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SLE 组

CD8+､CD19+ T 细胞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 <0.05);SLE 组和 JIA 组比较,CD8+､CD19+ T 细胞水平均

高于 JIA 组(P <0.05),NK 及 CD4+/CD8+比值均低于 JIA 组(P <0.05)。2.JIA 组 IgG､IgM､lgA 及 C3

均高于对照组(P <0.05);SLE 组 IgG､IgM､lgA 均高于对照组(P <0.05),C3､C4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 <0.05);SLE 组和 JIA 组比较,C3､C4均低于 JIA 组(P <0.05)。3.JIA 组 CD4+ T 细胞百分比和

CD4+/CD8+比值与 JADAS-27 评分呈正相关(r1 =0.31,r2 =0.38,P <0.05);SLE 组 CD8+和 CD19+ T 细

胞百分比与 SLEDAI 评分呈正相关(r3 =0.48,r4 =0.41,P <0.05)。4. CD8+ T 细胞百分比在 SLE 不同

疾病活动组(低度活动､中度活动､高度活动)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CD8+ T 细胞百分比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达 0.858,当 CD8+T 细胞百分比大于 31.82 时,判断疾病活动敏感性达 0.53,特异性

达 0.98。 
结论 SLE 和 JIA 组均有淋巴细胞亚群失衡及 NK 细胞功能不足表现,但两疾病组在主导失衡的细胞

亚群及补体系统紊乱方面却各不相同。 
 
 
OR-0414 

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对慢性肉芽肿病诊断价值的单中心研究 
 

侯佳,李金凤,孙金峤,刘丹如,王莹,王文婕,应文静,周钦华,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仪检测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对慢性肉芽肿病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儿科医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 DHR123 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中性

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的患者临床资料,以及临床拟诊 CGD 患者的 gp91 蛋白表达和/或基因(CYBB､

CYBA､NCF1､NCF2,NCF4)检测结果。描绘受试者特征工作(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和
Youden 指数,评价刺激指数诊断 CGD 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儿科医院共检测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 16783 例次,剔除临床

资料不全和脐带血标本,纳入分析的刺激指数≤100 者 1875 例次(占 11.2%),共 1699 名患者(男性

1049 名,女 650 名)。其中经基因和/或 gp91 蛋白检测临床确诊 CGD 共 129 名患者(占 7.6%)(其中

男 124 名,女 5 名),确诊年龄 24±31 月。非 CGD 患者 1570 人(92.4%)。120 名 CGD 患者明确基因

突变类型,其中 CYBB 突变占 90%(108 人),CYBA､NCF1 及 NCF2 突变分别为 5 例(4.2%)､2 例

(1.7%)和 5 例(4.2%),另有 9 名患者 gp91 蛋白表达异常而临床诊断。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刺激

指数为 18.0 时,诊断 CGD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高,分别为 91.5%和 98.4%,ROC 曲线下面积达

0.982,Youden 指数达 大值 0.899。CGD 患者平均刺激指数为 3.80±4.75(95%CI 2.98-4.63),与非

CGD 患者刺激指数(59.73±26.73(95%CI 58.40-61.05))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本组资料 XL-
CGD 患儿平均刺激指数(3.38±3.61(95%CI 2.69-4.07))与 AR-CGD 患儿(SI 5.23±4.52(95%CI 2.36-
8.11))无显著性差异(P=0.194)。XL-CGD 患者刺激指数(SI 3.38±3.61)与双亲携带者( SI 
75.65±85.21)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AR-CGD 患者刺激指数(SI 5.23±4.52)和双亲携带者(SI 
240.29±66.74)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X 连锁隐性遗传和常染色隐性遗传的 CGD 患者刺激指

数明显低于携带者。 
结论 DHR123 检测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对临床 CGD 的快速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SI 小于等

于 18 为临床诊断 CGD 的 佳界值。XR 和 AR 两种遗传方式的 CGD 患者 SI 无显著差异。CGD
患者刺激指数显著低于致病基因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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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15 

5 例 LRBA 基因突变患者临床及免疫学特征分析 
 

薛秀红
1,安云飞

1,唐雪梅
1,杨军

2,赵晓东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病(CVID)是一组由多种单基因缺陷引起的异质性免疫缺陷病,其中 LRBA
基因缺陷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本文探讨五例 LRBA 基因突变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免疫表型,旨在揭

示 LRBA 蛋白参与免疫平衡维持的分子机制,为今后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5 例经免疫相关基因二代测序确诊为 LRBA 基因突变的患儿外周血标本,提取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PBMC)及核酸,一代测序验证突变点,免疫蛋白印迹法检测 LRBA 蛋白,流式细胞术分析 T､B
淋巴细胞亚型及功能,CDR3 扫描谱型技术分析 T 淋巴细胞受体(TCR)多样性,定量 PCR 检测 TCR
重排剪切环(TREC)含量。 
结果 5 例患儿临床表现主要为反复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和低丙种球蛋白血症。LRBA 基因均为复合

杂合突变,突变类型不一,主要突变位置为 19—51 号外显子,编码 LRBA 蛋白保守区域。免疫蛋白印

迹法检测 LRBA 蛋白缺失。T､B 淋巴细胞亚型分析显示患儿类别转换的记忆 B 细胞数量大幅下降,
调节性 T 细胞数量下降明显且表达 CTLA-4 水平降低。CD4+T 细胞产生细胞因子水平正常。NK 细

胞数量下降明显但功能较正常。外周血滤泡辅助性 T 细胞数量和患儿临床表现密切相关。CD21low 
B 细胞数量明显增加。T､B 细胞增殖正常。TCR Vβ 亚家族表现为多克隆,TREC 含量正常。 

结论 通过临床及免疫学分析､二代测序筛查及一代测序证实,确诊 5 例 LRBA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致

LRBA 蛋白缺陷的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病。5 例患儿临床表现不一,起病年龄差异大,免疫学表型复杂,
极易误诊与漏诊。国外 CTLA-4 融合蛋白补充治疗可极大缓解患儿临床表现,国内以免疫球蛋白替代,
激素,免疫抑制剂等治疗为常规手段,干细胞移植或基因治疗是唯一的根治手段,因此提高临床工作者

对本病的认识对于早期诊断与针对性治疗至关重要。 
 
 
OR-0416 

中国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正常值建立的多中心研究 
 

丁媛
1,周丽娜

1,夏宇
2,王薇

3,王莹
4,王晓川

4,宋红梅
3,杨军

2,赵晓东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3.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4.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精细免疫分型,即评估患儿外周血各淋巴细胞亚群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是如何变化的,在原发性免

疫缺陷病及其他免疫相关性疾病的诊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的淋巴细胞各

亚群正常值范围。本研究拟建立中国健康儿童外周血各淋巴细胞亚群的正常值范围。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075 名 0-18 岁健康儿童,分为 7 个年龄组,采集其外周血后,采用多色流式细胞

术检测外周血 T 细胞､B 细胞等 20 个不同淋巴细胞亚群的比例及绝对计数。 

结果 本研究检测了 T 细胞､B 细胞､NK 细胞各亚群,包括:初始 CD4 T 细胞､中心记忆 CD4 T 细胞､效

应记忆 CD4 T 细胞､CD4 TEMRA 细胞,初始 CD8 T 细胞､中心记忆 CD8 T 细胞､效应记忆 CD8 T

细胞､CD8 TEMRA 细胞,TCRαβ+双阴性 T 细胞､γδT 细胞,初始 B 细胞､记忆 B 细胞､过渡 B 细胞及

浆母细胞等。我们发现各亚群细胞的比例及绝对计数随年龄变化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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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课题是中国目前规模 大的针对健康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正常范围的研究,通过多中心､
多指标检测,我们建立了各年龄段儿童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及绝对计数的正常范围,这将更适用于中国

免疫相关性疾病患者免疫状态的评估。 
 
 
OR-0417 

自噬与 STS-1､MyD88 在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 外周血淋

巴细胞中的表达及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赵洁,戎赞华 
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050000 

 
 
目的 通过研究 sJIA 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LC3-Ⅱ表达,为进一步探索自噬在 sJIA 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提供线索;通过研究 MyD88 及 STS-1 的表达,探索 MyD88 依赖的 Toll 样受体信号通路及 STS-1
是否参与 sJIA 自噬的发生。进而研究三者间是否有一定的相关性,为防治 sJIA 的发病提供新策略和

新靶点,为临床治疗提供新方向。 
方法 研究对象均来自 2015 年 5 月~2017 年 1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内科住院及门诊确诊

的 sJIA 患儿及健康体检的儿童各 26 例。Western blotting 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LC3-Ⅱ､STS-1､

MyD88 蛋白的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检测 LC3-Ⅱ在淋巴细胞胞浆中的表达。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实验组 LC3-Ⅱ､STS-1､MyD88 较对照组均表达增高,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免疫荧光染色观察 LC3-Ⅱ在淋巴细胞胞浆中的表达水平,与 Western 结果一致;sJIA 患儿

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LC3-Ⅱ与 STS-1 的 IOD 散点图,经直线相关分析无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P>0.05);sJIA 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LC3-Ⅱ与 MyD88 IOD 呈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Pearson 积差

相关系数 0.478,P<0.05);sJIA 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STS-1 与 MyD88IOD 呈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Pearson 积差相关系数 0.817,P<0.01)。 
结论 MyD88 依赖的 Toll 样信号通路以及 STS-1 可能参与 sJIA 自噬的发生。 
 
 
OR-0418 

91 例住院儿童药源性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 
 

邢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回顾性分析住院(包括来医院就诊)儿童药源性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以期更好

的识别药源性过敏反应及实施更加规范的救治措施。 
方法 收集了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北京市药监局药物不良反应数据库中的严重过敏反应

病例,并分为三个年龄组:学龄前组(0-5 岁)､学龄期组(6-12 岁)､青春期组(13-17 岁);分析并比较了三

组 DIA 患儿的原发疾病､诱发药物､急性过敏反应的临床特征以及治疗情况,重点分析了肾上腺素在

救治 DIA 中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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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十年间共有 1189 例患者明确诊断为 DIA,其中 91 例为儿童患儿,0-5 岁组､6-12 岁组､13-17 岁

组分别占到 35.2%､26.4%和 38.5%。前三位的原发疾病为感染性疾病(41.8%)､应激/手术/创伤

(16.5%)､肿瘤(11.0%)。诱发 DIA 的前三位药物为抗生素(52.7%)､静脉中药制剂(8.8%)和生物制品

(8.8%),其中青春期组生物制品过敏比例显著高于学龄期组(P=0.035)。在急性过敏反应临床表现

中,78.0%患儿表现有心血管系统受累,72.5%有呼吸道症状,59.3%有皮肤黏膜受累,38.5% 患儿有神

经系统受累,36.3%有消化系统症状;学龄期儿童更容易表现紫绀(P=0.004),青春期儿童更容易表现低

血压(P=0.001)和神经系统症状(P=0.017),且更容易发展为严重的急性过敏反应(P=0.006)。62 例

(68.1%)患儿接受了肾上腺素治疗,其中 82.3%患儿的肾上腺素使用为一线治疗;73 例(80.2%)接受了

激素治疗;29 例(31.9%)应用了抗组胺药物治疗;4 例(4.4%)应用了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在使用肾上腺

素的患儿中,肌肉､皮下､静脉推注､持续静脉输注分别占到 22.4%､32.7%､30.6%和 14.3%;肌肉､皮

下､静脉途径的肾上腺素给药剂量分别为 0.33mg(0.10-1.00)､0.30mg(0.10-0.50)和 0.50mg (0.2-

3.0),三种给药方式中过量使用肾上腺素的比例分别占到 36.4%､42.9 和 100%。三个年龄组在治疗

药物的使用情况中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 DIA 患者的常见诱发药物为抗生素､静脉中药制剂和生物制品;儿童 DIA 患者 常见的两

个受累系统是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学龄前期､学龄期和青春期在临床症状上存在差异;儿童 DIA 的

治疗措施应该被改进,尤其是肾上腺素的使用。 
 
 
OR-0419 

脂联素基因+45､+276 多态性与川崎病 
及冠状动脉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黄秒,董国庆,肖菲,李明珠,苏月月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川崎病患儿脂联素基因+45T/G､+276G/T 多态性分布情况,以及与冠状动脉损伤(CAL)的关

系。 
方法 选择 81 例川崎病急性期患儿(其中 11 例并发冠脉损伤) 和 100 例正常对照组儿童,采血用酚氯

仿法提取 DNA,PCR 扩增后采用双脱氧链终止法行脂联素基因+45T/G､+276G/T 位点测序。观察川

崎病患儿脂联素基因+45T/G､+276G/T 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①KD 患儿脂联素基因+45T/G 基因型 TT､TG､GG 频率分别为 45.7%(37/81)､48.1%(39/81)､

6.2%(5/81),正常儿童分别为 49%(49/100)､46%(46/100)､4%(4/100),两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2.088､0.259,P 分别=0.148､0.878);KD 中无 CAL 者脂联素基因

+45T/G 基因型 TT､TG､GG 频率分别为 44.3%(31/70)､50%(35/70)､5.7%(4/70),并发 CAL 者分别

为 54.5%(6/11)､36.4%(4/11)､9.1%(1/11),两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

义(χ2分别=0.762､0.107,P 分别=0.683､0.744);②KD 患儿中脂联素基因+276G/T 基因型 TT､TG､

GG 频率分别为 1.3%(1/81)､33.3%(27/81)､65.4%(53/81),正常儿童分别为 7%(7/100)､48%(48/100)

､45%(45/100),两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345､9.139,分别

P=0.000､0.010);KD 中无 CAL 者脂联素基因+276G/T 基因型 TT､TG､GG 频率分别为 0%(0/70)､

31.4%(22/70)､68.6%(48/70),并发 CAL 者分别为 9%(1/11)､45.5%(5/11)､45.5%(5/11),两组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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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00,P=0.045),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355,P=0.067)。 
结论 脂联素基因+276 多态性可能与川崎病及冠状动脉损伤的发生相关,而脂联素基因+45 可能与川

崎病及冠状动脉损伤的发生无关。 
 
 
OR-0420 

减强度预处理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CGD 
 

毛华伟
1,2,李佩华

2,刘陈菁
1,梁伟玲

1,刘宇隆
1,2 

1.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2.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与青少年医学系 

 
 
目的 慢性肉芽肿病(CGD)是一种吞噬细胞 NADPH 氧化酶缺陷所致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其不能有

效杀伤胞内菌和真菌等病原体,从而导致细菌､结核及真菌感染,并且易于发生肉芽肿性炎症反应。造

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该病临床唯一的治愈方式,但移植排斥/失败､预处理化疗毒性以及移植相关死亡

等是面临的主要挑战。 
方法 回顾分析本中心干细胞移植治疗的两例 CGD 患者。 
结果 两例患儿新生儿期发病,患有真菌性肺炎､卡介苗病,肛周､腹股沟脓肿。其中一例在新生儿 15
天龄诊断 CGD,另一例 1 月龄时诊断。遗传分析提示 CYBB 基因缺失突变和插入突变。诊断后给予

抗感染预防。分别在 1 岁､两岁时进行骨髓或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一例为全相合同胞供体,另一

例为 10/10 全相合无关供体。减强度预处理使用氟达拉滨､靶浓度白消安､ATG 或阿伦单抗,使用环

孢素和 MMF 预防 GVHD。在移植后第 14 天､第 16 天中性粒细胞植入,1 个月后呼吸爆发 DHR 实

验正常。从移植后 1 月到目前随访 1-2 年,全血及髓系细胞供体嵌合度皆为 95%以上。除其中 1 例

有早期轻型 VOD 经治疗好转外,二者皆无 GVHD 及感染等并发症。 
结论 减强度预处理造血干细胞移植是 CGD 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清髓利于供

体植入,又减低了完全清髓的相关毒性。我们的病例数较少,但为今后 CGD 患者的移植提供了成功

经验。 
 
 
OR-0421 

The Actin Cytoskeleton Controls FcgRIIB-Mediated 
Inhibition of B-Cell Signaling 

 
Shu Zhou,Zhao Xiaodo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FcgRIIB is a major inhibitory coreceptor of B cell receptor (BCR), and its deficiency 
leads to B cell autoimmunity. Upon colligated with the BCR by immune complexes (ICs), this 
coreceptor activates SH2-containing inositol-5 phosphatase (SHIP) and inhibits BCR clustering in 
lipid rafts. Howeve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FcgRIIB-mediated inhibition of BCR 
activation remain elusive. This study reveals a critical role of the actin cytoskeleton in FcgRIIB-
mediated inhibition. 
Methods The antigen tethered lipid bilayers was used to mimic Antigen presenting in vivo. The 
NWASP, WASP, NMIIA, Abp1 knockout mice model were used to allow us analyze how the 
receptors, signalings and cytoskeleton were recruited upon activation and co-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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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Upon interacting with ICs tethered to lipid bilayers, an actomyosin ring is quickly formed 
surrounding the B cell membrane region interacting with the lipid bilayer (contact zone). 
Perturbing the actomyosin ring, by myosin inhibitors or B cell-specific gene knockout of non-
muscle myosin IIA (NMIIA), neuronal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protein (N-WASP) or Actin 
binding protein 1 (Abp1), releases B cell spreading, BCR clustering and signaling from the 
inhibition by FcgRIIB. Using conditional gene knockout mice, we further show that NMIIA is 
recruited to the B cell contact zone in an SHIP-dependent manner, while N-WASP-mediated actin 
remodeling organizes NMIIA and actin into a ring. Surprisingly, WASP-mediated actin dynamics 
is required for the FcgRIIB-induced activation of SHIP but not the formation of the actomyosin 
ring.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cgRIIB-triggered signaling induces unique actin 
remodeling involving NMII, WASP, and N-WASP, which limits B cell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BCR lateral mobility and enhances the activation of inhibitory signaling. These data potentially 
provide a mechanistic explanation for the elevated autoantibody levels caused by WASP or N-
WASP deficiency. We took these model as example, which built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n 
cellular mechanism on humoral responses.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can help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vaccine design and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ntibody treatment.  
 
 
OR-0422 

趋化因子 CCR4 在肿瘤组织对 Treg 细胞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玮,魏心怡,吴晓斌,李林,闫俊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肿瘤免疫逃逸是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人们一直关注于对其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己有的研

究证实肿瘤的免疫逃逸的机制十分复杂。Treg 细胞是免疫系统重要的调节性细胞群,发挥免疫抑制

的调节作用。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肿瘤诱导的免疫抑制是肿瘤“免疫逃逸”的主要机制,而在肿瘤发

生发展期间,Treg 细胞向肿瘤局部定向迁徙,造成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状态,在肿瘤“免疫逃逸”中发

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研究显示,胃癌､肺癌､卵巢癌､肝癌､胰腺癌和乳腺癌等肿瘤患者的外周血､肿瘤

局部､肿瘤浸润淋巴结和引流淋巴结均可检测到 Treg 细胞,且 Treg 数量越高,预后越差,即 Treg 数量

与疾病进程和预后呈负相关。但 Treg 细胞通过何种途径到达肿瘤部位并产生局部富集的具体机制

尚未阐明。 
方法 利用 ELISA 和 Realtime-PCR 法检测肿瘤组织趋化因子 CCL17 和 CCL22 的表达;Transwell
细胞趋化实验分析 CCR4 对肿瘤组织中 Treg 细胞的趋化作用。 
结果 肿瘤组织中趋化因子 CCL17 和 CCL22 的浓度较癌旁组织均明显增高,差异有高度统计意义

(P<0.01)。在 rhCCL17 和 rhCCL22 的作用下,Transwell 板下室的 CD4+CD25+ T 细胞数量较空白

对照组明显增多,差异有高度统计意义(P<0.01);CCR4 中和抗体与 rhCCL17/ rhCCL22 共同作用

组,Transwell 板下室的 CD4+CD25+ T 细胞数量较 rhCCL17 或 rhCCL22 单独作用组明显降低,差异

有高度统计意义(P<0.01),证明肿瘤组织中 Treg 细胞数量增多,可能与 CCL17 和 CCL22 的高浓度有

关,通过趋化因子受体 CCR4 募集 Treg 细胞进入肿瘤组织。 
结论 趋化因子 CCL17/CCL22 诱导 CCR4+Treg 细胞在肿瘤微环境聚集,是肿瘤组织 Treg 水平的增

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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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23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外周血 circRNA 表达谱研究 
 

李士朋,李彩凤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本研究比较环状 RNA(circRNA)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和正常儿童外周血中的差异表达,
筛选狼疮患者特异性表达的 circRNA.。 
方法 选取 2016 年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 4 例未经治疗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及年龄性别匹配的 4
例健康对照。利用 AffymetrixClarom D 芯片检测外周血 circRNA 表达。 
结果 SLE 患者中差异表达的 circRNA 共有 348 条,其中 184 条上调,164 条下调。 
结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 SLE 患者 cirRNA 表达情况,circRNA 在儿童 SLE 患者外周血中存在差异性

表达,提示 circRNA 可能与 SLE 的发病密切相关。 
 
 
OR-0424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早期预警指标 
 

檀晓华,李彩凤 ,李世杰,韩彤昕,邝伟英,周怡芳,张俊梅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对前期回顾性研究结论进行临床验证,在扩大样本量基础上进一步评价全身型幼年特发性

关节炎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早期预警指标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以期对该病早期､准确预测,并降低

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取 2015.1.1~2017.1.1 期间于我科住院并诊断的活动性 SOJIA 患

儿 170 例为研究对象,以同行专家一致认可的 MAS 患者为金标准,分别应用“MAS 预警指标”和“2005
年 MAS 诊断分类标准”进一步验证,并通过统计方法计算两者的特异性及敏感性。在不同随访周期

监测两组研究对象的观察指标,比较两组患者的病死率和疾病活动性评分, 终评价 SOJIA 合并

MAS 早期预警量表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联合检测以下几个早期预警指标:白细胞计数 (×109/L)≦10;血小板 (×1012/L)≦

150;FIB (g/L)≦2.17;ESR (mm/h)≦30;CRP (mg/L)≦20;血清铁蛋白 (ng/ml)≧497,同时结合影像学(肺

部存在胸膜反应及间实质浸润)､血生化及 TH1/TH2 细胞功能检测,其灵敏度 80.57%,特异性 87.4%;
传统 MAS 诊断标准灵敏度 69.24%,特异性 91.34%。疾病活动性监测结果显示,前者敏感性 94%,特
异性 90%;传统标准的敏感性 80%,特异性 86%。通过早期预测疾病活动性及 MAS 发生,通过早期

干预,与传统方案相比,治疗后 3 个月疾病缓解率提高 0.41%;新标准指导下,无死亡病例报告。 
结论 MAS 早期预警监测指标可以提高早期 MAS 的诊断率,及时准确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可显著改善

疾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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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25 

幼年皮肌炎 402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研究 
 

李妍,李彩凤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对幼年皮肌炎(juvenile dermatomyositis,JDM)的临床表现､相关辅助检查､治疗及随访结

果进行系统的回顾性研究,以探讨幼年皮肌炎患儿的发病､临床特点以及治疗､预后情况。为在日后

临床工作中能尽快诊断､及时治疗提供依据,尽可能减少并发症的出现,降低患儿死亡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400 例 JDM 患儿的起病情况､临
床表现及辅助检查,总结其临床特点,并对其治疗及门诊随访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JDM 的疗效及转

归。 
结果 402 例 JDM 患儿中男 182 例,女 220 例,男女比例 1:1.3;起病年龄 6 个月至 14 岁,平均年龄

6.23 岁。皮疹为 常见的首发症状。患儿均有典型的皮损,98%的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肌肉无力症

状。肺脏(68.1%)､消化道(38.7%)及心脏(35.2%)为 常受累的脏器。98.2%的患儿存在肌酶增高。

91%的患儿肌电图呈典型的肌源性损害。60 例肌活检患儿均呈肌炎性改变。402 例患儿均采用糖

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治疗效果及远期预后均较好。402 例患儿中死亡 12 例,呼吸系统受

累导致的急性呼吸衰竭是 JDM 患儿死亡的 常见原因。27%的患儿遗留有远期后遗症,包括钙质沉

着 35 例,肌肉萎缩 20 例。 
结论 JDM 是一种儿童少见疾病,以皮肤损害和肌无力为主要表现,脏器功能受累较常见,严重者可危

及生命;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是治疗 JDM 的首选方法,疗效和转归均较好。 
 
 
OR-0426 

中国儿童 CINCA 综合征 7 例临床分析研究 
 

李彩凤,张俊梅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慢性婴儿神经皮肤关节综合征(即 CINCA 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生后就可开

始发病,其典型表现是皮疹､关节病和神经系统症状。此外,还可出现眼睛受累和肾脏淀粉样变性。本

病是一种罕见的自身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未见到国内有关病例的报道。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总结这

些病人的发病情况和临床特征,以期早期认识本病,早期诊断和治疗本病。 
方法 收集 2006 年至 2017 年在我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的 7 例 CINCA 综合征患儿,分析他们的起

病情况､临床特征和治疗随访情况。 
结果 诊断 CINCA 综合征患儿 7 例,其中男 3 例,女 4 例,起病年龄均为生后 1 月内,诊断年龄为 7 月至

16 岁 1 月。7 例患儿均有发热､皮疹和关节炎表现。6 例患儿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表现为肢体抖

动､偏瘫､抽搐和智力下降,2 例患儿头颅核磁示硬膜下积液,另外 4 例患儿头颅核磁提示脑积水和广

泛脑萎缩。4 例患儿存在神经系耳聋,3 例患儿存在视神经萎缩。目前 7 例患儿均未出现肾脏受累表

现。经过泼尼松､NSAIDS 和甲氨蝶呤口服治疗,所有患儿体温均得到控制,但 2 例患儿因炎性指标控

制欠佳,泼尼松难以减药,加用生物制剂治疗。 
结论 CINCA 综合征是一种自身炎症性疾病,因其临床表现复杂诊断比较困难,因此易造成误诊,实际

上其发病率并不低。早期诊断本病并给予积极治疗,能显著降低患儿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提高患儿的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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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27 

儿童结缔组织病合并骨梗死 15 例临床病例分析 
 

李妍,李彩凤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对儿童结缔组织病合并骨梗死患儿的临床表现､相关辅助检查及治疗情况的回顾性研究,以
探讨儿童结缔组织病出现骨梗死的临床特点,拟探寻其相关预警因素,从而指导日后临床工作,尽量减

少､尽早发现骨梗死的出现,及时治疗,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15 例结缔组织病合并骨梗死患

儿的疾病种类､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及治疗情况,总结其特点,分析骨梗死可能的相关因素。 
结果 15 例结缔组织病合并骨梗死患儿 14 例为女性,1 例为男性,平均年龄 13 岁 2 月,其中系统性红

斑狼疮患儿 9 例,混合结缔组织病患儿 3 例,幼年皮肌炎 2 例,幼年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型)1 例,起病

至出现骨梗死时间差距较大,9 个月至 5 年不等,平均发生时间为 2 年 1 月,诊断骨梗死前均有受累关

节疼痛和/或活动受限,14 例骨梗死患儿为单发,受累关节均为单侧膝关节,1 例骨梗死患儿为多发,受
累关节为双侧股骨头及单侧膝关节。7 例患儿存在皮疹,3 例患儿存在雷诺现象,6 例患儿存在肾脏损

伤,12 例患儿存在高血压,实验室检查方面血红蛋白均正常,8 例患儿血沉增高, 高者 110ml/h,凝血

功能均正常,总胆固醇及甘油三脂均有不同程度升高,2 例存在抗磷脂抗体升高,15 例患儿均行关节核

磁,核磁均有典型地图样改变,故诊断。应用激素疗程不等, 长时间为 1 年 8 月,除幼年类风湿关节炎

(全身型)患儿外,余 14 例病人均有间断大剂量甲泼尼龙冲击病史。免疫抑制剂方面,15 例患儿中 8 例

单纯应用环磷酰胺,2 例环磷酰胺及吗替麦考酚酸酯联合应用,1 例单纯应用吗替麦考酚酸酯,2 例单纯

应用甲氨蝶呤,2 例应用甲氨蝶呤加来氟米特,1 例关节炎患儿予沙利度胺､甲氨蝶呤､来氟米特及英夫

利西单抗治疗。诊断骨梗死后均予双密达莫口服治疗,7 例同时与复方丹参片及山莨菪碱治疗。 
结论 儿童结缔组织病合并骨梗死患儿女性多见,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为主,原发病控制不佳､血脂增

高､长期应用激素为可能致病因素。 
 
 
OR-0428 

儿童狼疮性肾炎治疗中环磷酰胺药物代谢的临床研究 
 

刘力,胡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研究儿童狼疮性肾炎(LN)接受环磷酰胺(CYC)治疗后的 CYC 药代动力学情况,以及药代动力学

结果和患儿临床指标､不良反应,疗效评价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免疫科住院首次接受治疗的儿童 LN 患儿 30 例,均接受糖

皮质激素(GC)联合 CYC 治疗,首次静脉输注 CYC 后在 6 个采血点采集血液,建立高效液相色谱

(HPLC)法检测血药浓度,计算药代动力学结果。所有患者随访 24 周,同时评价患者血浆白蛋白(ALB)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血肌酐(Scr)､补体 3(C3)､临床缓解情况和 SLEDAI 评分。 
结果 建立 HPLC 法测定 CYC 血药浓度, 低检出限为 0.1 mg/L。药代动力学曲线成二室模型,AUC 
为(143.55±42.43) g L-1.h,Cmax 为(20.02±3.55) g.L-1,T1/2 为(4.21±0.96)h。年龄､体重对 AUC､

Cmax､T1/2 均没有影响,基线生化指标中 ALB 和 T1/2 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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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517,P=0.003)。所有患者接受治疗后随访 16 周达到部分缓解患者共 7 例(23.22%),完全缓解

22 例(73.33%),无效 1 例(3.33%);随访 24 周达部分缓解患者共 6 例(20%),完全缓解 24 例(80%),无
未缓解情况。治疗 16 周后,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未缓解患者组的 AU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24 周

后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患者组的 AU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治疗 16 周后和 24 周后的临床缓解情

况分组之间比较患者的 T1/2 和 Cmax 差异,结果显示没有统计学意义。不良反应包括白细胞减少

(10.00%)､消化道症状(13.33%)和呼吸道感染(20.00%)。T1/2､ AUC､Cmax 和不良反应的发生之间

没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 ALB､尿蛋白和治疗效果的回归关系有统计学意义,而多因素分析

显示各因素与治疗效果的回归关系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HPLC 法可用于检测环磷酰胺血药浓度,儿童使用环磷酰胺后的药代动力学情况与成人近似。

ALB 和 T1/2 呈线性正相关,ALB 水平越高,则 T1/2 越长,药物在体内暴露时间越长,单因素分析显示

ALB 和治疗效果之间有相关性,因此治疗开始之前提高血浆 ALB 水平可能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环

磷酰胺的药代动力学情况和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无关。 
 
 
OR-0429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特发性矮小儿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 
 

应艳琴,侯凌,梁雁,吴薇,罗小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特发性矮小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自 2008 年至 2016 年我院门诊接受 rhGH 治疗的特发性矮小患儿共 200 例, rhGH
治疗剂量 0.15-0.2IU/(kg﹒d),治疗时间 1 -4 年,随访过程中监测身高(Ht)､骨龄(BA)､血糖､胰岛素､

IGF-1､甲状腺功能,并记录其他不良反应。计算生长速率(GV)､身高标准差(HtSDS)､体重指数(BMI)
及影响 GV 的相关因素,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生长速率变化:随治疗时间增加,生长速率呈进行性下降:第 2 年生长速率显著低于第一年生长速

率(8.32±0.17cm vs 9.55±0.13cm, P<0.0001),第三年生长速率与第二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8.09±0.37cm vs 8.32±0.17cm, P>0.05),第四年生长速率显著低于第三年生长速率(6.54±0.42cm 
vs8.09±0.37cm,P<0.05)。身高标准差变化:HtSDS 呈逐渐增加趋势,治疗后 HtSDS 均显著高于治疗

开始(P<0.05),治疗第 1 年至第 3 年,HtSDS 均显著高于治疗前一年(P 均<0.01),治疗第 4 年与治疗第

3 年比较,HtSDS 增加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IGF-1 SDS 变化:rhGH 治疗过程中 IGF-1 
SDS 逐渐升高,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 年开始,IGF-1 SDS 趋于稳定,与
治疗第一年 IGF-1 SDS 比较,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中影响生长速率的因素主要有开始

治疗年龄､治疗中 IGF-1 水平及前一年生长速率。遗传身高､开始治疗骨龄､开始治疗 HtSDS 等均非

影响生长速率的关键因素。治疗过程中 常见的副作用一过性空腹血糖增高,共 43 例(21.5%),暂时

性高胰岛素血症者 34 人(17%)以及甲状腺功能降低 12 例(6%)。治疗 2 年后有 23 人(占 17%)出现

骨龄增长加速(骨龄年增长⊿BA>2 岁),与骨龄增长非加速组比较,治疗开始 BA 与 CA 的差值(BA-CA)
为-2.35±0.21,与骨龄非加速组(-1.50±0.12)比较有显著降低(t=0.097, p<0.01)。 
结论 rhGH 对 ISS 具有良好的促生长作用,在治疗过程中仍应监测相关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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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30 

儿童矮小症遗传学病因研究 
 

黄倬
1,2,孙昱

1,2,叶军
1,2,韩连书

1,2,邱文娟
1,2,张惠文

1,2,余永国 1,2,梁黎黎 1,2,范燕洁
1,2,顾学范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目的 对 114 例不明原因矮小症儿童应用下一代测序(NGS)和染色体芯片分析(CMA)技术进行遗传学

病因研究。 
方法 纳入身高标准差≤-2.5 但遗传学病因不明的 114 例矮小症儿童,采集其外周血 DNA。对这 114
例采用 Aligent SureSelect 方法制备文库及 Illumina Hiseq 平台测序进行基因变异检测:102 例为靶

向测序,采用 Inherited Disease 探针(包含 2742 个 OMIM 基因)捕获文库;9 例为全外显子组测序;另
有 3 例先后采用了这两种方法。随后,对其中仍未明确病因的 76 例患者采用 Affymetrix CytoScan 
HD array 进一步检测拷贝数变异和杂合性丢失。 
结果 114 例患者中 41 例找到了遗传学病因,其中 38 例为 NGS 检测发现(33.3%),2 例为 CMA 检测

发现(1.8%),另有 1 例为 NGS 和 CMA 联合明确病因(0.9%)。共检测到 29 个基因的 46 个不同变异

以及 2 种致病性 CNVs。这 29 个基因主要为生长板调控和骨发育相关基因。统计学分析发现矮小

症儿童在伴有特殊面容或伴有骨骼异常时,比不伴有该表型的患者其病因检出率显著提高了 26.9%
和 23.6%。但归类为单纯性矮小症的患者均未能确诊。 
结论 本研究通过 NGS 和 CMA 技术为 36%的不明原因矮小症儿童明确了遗传学病因,发现高通量分

子检测技术对于矮小症儿童的遗传学病因研究和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其中 NGS 可考虑作为首选检

测技术。研究中伴有特殊面容和/或骨骼异常的矮小症儿童的病因检出率更高,提示这类患者更可能

存在目前已知的遗传学病因。 
 
 
OR-0431 

ACTH 兴奋试验于阴毛早现病因诊断的价值 
及肾上腺功能早启动患儿代谢组分分析 

 
林娟,马华梅,李燕虹,陈秋莉,陈红珊,张军,郭松,杜敏联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 ACTH 兴奋试验于阴毛早现病因诊断的价值,以及肾上腺功能早启动患儿代谢组分分析。 
方法 总结 ACTH 兴奋试验的 56 例阴毛早现患儿的临床资料(已排除显著肾上腺､性腺等疾病),并对

其中确诊肾上腺功能早启动(premature adrenarche,PA)的 32 例患儿行代谢组分分析。 
结果  
1､56 例 PP 患儿(女:男 53:3)。女孩 53 例,阴毛出现年龄 7.75(范围 4.5~8.0)(10th-90th 6.0-8.0)岁,

男孩 3 例,阴毛出现年龄分别 5.8､6.4 和 7.5 岁。阴毛早现诊断年龄中位数 8.3 岁(7.7~8.8 岁)。56
例 PP 中 10 例确诊(临床和/或基因诊断)迟发型肾上腺皮质增生症(NCCAH)(17.8%),13 例中枢性性

早熟(CPP)(25.0%),33 例 PA(57.1%)。 
2､ACTH 兴奋试验结果  9/56 (16.1%) (1 例男孩)ACTH 兴奋后 17-OHP>31 nmol/L,临床诊断

NCCAH。17/56(2 例男孩)行 21-OHD 基因检测(Sanger 测序+MLPA),4/17 检测为致病突变(1 例男

孩),基因诊断 NCCAH。基因确诊的 4 例中,3 例符合临床诊断(1 例男孩),还有 1 例女孩 ACTH 兴奋

后 17-OHP 仅为 15.57 nmol/L。因此 10 例诊断 NCCAH,占 17.8%(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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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血清 DHEAS 水平  32/56(57.1%)PP 患儿基础血 DHEAS 水平高于 PH 分期相应正常范围,诊断为

“肾上腺功能早启动”(PA)。1/32 甚至高于青春期范围,诊断“肾上腺过度发育”(exaggerated 
adrenarche, EA )。 
4､肾上腺功能早启动者 32 例 
    1)出生小于胎龄儿(SGA)比例  PA 组 3/32(9.4%)为 SGA。 
    2)肥胖/超重  达超重或肥胖诊断标准各 5 例(总数 31.2%)。 
    3)血脂    3/32(9.3%)血脂异常 
    4)糖代谢  5/32(15.6%)符合胰岛素抵抗诊断标准,均为女孩;12/32 患儿行 OGTT 检查,6/12(50%)
胰岛素峰值后移､2/12(16.7%)糖耐量受损。 

结论 阴毛早现的病因按比例高低依次是肾上腺功能早启动,中枢性性早熟､迟发型肾上腺皮质增生

症。ACTH 兴奋试验于迟发 CAH 的诊断有意义,但灵敏度非 100%。肾上腺功能早启动患儿存在一

定程度的代谢紊乱,需要临床重视及时管理。  
 
 
OR-0432 

Ghrelin 基因 Arg51Gln､Leu72Met 多态性 
与胰岛素分泌调控的双生子研究 

 
黄丽丽,熊菲,杨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利用双生子研究分析 ghrelin 基因 Arg51Gln､Leu72Met 多态性对胰岛素分泌和糖代谢调控的

影响,探讨 ghrelin 对葡萄糖代谢及胰岛素分泌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出生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双生子 50 对,采集外周血测血葡萄

糖浓度,用 ELISA 法检测血胰岛素浓度及 ghrelin 浓度,提取外周血 DNA,进行 PCR 扩增,STR 法进行

卵型鉴定,PCR-RFLP 行 ghrelin 基因多态性分析。在体外实验中利用 ghrelin 基因扩增､基因克隆及

构建 PCI-ghrelin 不同基因多态性(ghrelin 野生型和 Arg51Gln､Leu72Met 单突变型､双突变型)重组

质粒,转染体外培养的人胰岛细胞株细胞,获取各组细胞沉淀和上清液,ELISA 法检测上清液中胰岛素

含量,RT-PCR 法分析胰岛素及 ghrelin mRNA 的表达,通过相关性分析基因多态性对葡萄糖代谢及

胰岛素分泌的影响。 
结果 Leu72Leu､Leu72Met 及 Met72Met 的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0.71､0.27 和 0.02;72Met 携带者占

27.6%;不同性别､卵型及胎龄体重的血糖､血 ghrelin 及血胰岛素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72Met
携带者的血 ghrelin 水平低于非 72Met 携带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两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体外实验中,无糖条件下,Arg51Gln 及 Leu72Met 突变对 ghrelin 基

因表达无显著影响,Arg51Gln 抑制胰岛素基因表达(P<0.05),Leu72Met 促进胰岛素基因表达

(P<0.05);在有糖诱导条件下,Arg51Gln 及 Leu72Met 单突变都能促进 ghrelin 基因和胰岛素基因表

达(P<0.05),其中 Arg51Gln 突变对促进 ghrelin 基因和胰岛素基因表达的作用大于 Leu72Met 突变,
但是当双突变同时存在时则抑制 ghrelin 基因表达及胰岛素基因表达(P<0.05),特别是对胰岛素基因

表达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通过分析胰岛素分泌水平发现,无论是在无糖还是有糖诱导条件

下,Arg51Gln 及 Leu72Met 单突变､双突变均能抑制胰岛素分泌(P<0.05)通过对 ghrelin 基因､胰岛素

基因和胰岛素分泌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有糖诱导条件下,ghrelin 基因表达与胰岛素基因表达有显

著正相关关系(P<0.05),与胰岛素浓度无明显相关性,胰岛素基因表达与胰岛素浓度也无明显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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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hrelin 基因 Arg51Gln 和 Leu72Met 多态性与血浆 ghrelin 水平､胰岛素基因及 ghrelin 基因表

达水平有关,Ghrelin 基因多态性与低胰岛素浓度有关,对胰岛素有负性调节作用,是糖代谢相关疾病

的危险因素,应加强对 72Met 携带者的随访。 
 
 
OR-0433 

HC-a 细胞 SHOX 基因过表达和干扰的差异表达蛋白质筛选 
 

徐雪姣,朱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矮身材同源盒基因(SHOX)定位于人类性染色体短臂 PAR1 区。SHOX 基因突变以剂量依赖的

方式影响骨骼生长。SHOX 主要表达于生长板肥大的软骨细胞,而目前 SHOX 基因在生长板具体的

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从人关节软骨细胞(HC-a)中筛选 SHOX 基因过表达和 SHOX 基因

干扰的差异表达蛋白质,为进一步研究 SHOX 基因在软骨细胞中发挥的作用及作用机制奠定基础。 
方法 1.SHOX 过表达慢病毒､含有 shRNA 序列的 SHOX 干扰慢病毒､过表达空载慢病毒和干扰空载

慢病毒分别感染 HC-a 细胞,并经过嘌呤霉素阳性筛选。2.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HOX 基因

mRNA 相对表达量。3.免疫印迹检测 SHOX 蛋白的相对表达量。4.选择 SHOX 过表达组,SHOX 干

扰组和未处理的 HC-a 细胞共三组,采用 iTRAQ 联合液相色谱与串联质谱的蛋白质定量技术,鉴定差

异表达蛋白质,共两次重复。选取 1.2 倍比值变化且 P<0.05 作为筛选差异表达蛋白质的界值。5. 通
过 Gene Ontology 数据库及 PANTHER 分类系统,对鉴定的差异表达蛋白质进行功能注释及通路分

析。 
结果  
1.筛选出了各组已感染慢病毒载体的阳性 HC-a 细胞。2.与未处理组相比,过表达组 SHOX mRNA
表达上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干扰组 SHOX mRNA 表达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空载对照组分别与未处理组相比,SHOX mRNA 表达差异都无统计学意义(P>0.05)。3.
与未处理组相比,过表达组 SHOX 蛋白表达增高,干扰组 SHOX 蛋白表达降低。4.与未处理组相比,
在过表达组共鉴定出 26 种差异表达蛋白质,其中 21 种表达上调,5 种表达下调;在干扰组共鉴定出 91
种差异表达蛋白质,其中其中 59 种表达上调,32 种表达下调。共有 16 种蛋白质同时在过表达组和干

扰组都被鉴定为差异蛋白质,其中 12 种蛋白质差异趋势相同,4 种蛋白质差异趋势相反。5. 16 种重

叠的差异表达蛋白质,主要涉及 5 种细胞组分､5 种分子功能､10 种生物学过程､15 种蛋白质类别､13
条信号通路。 
结论 在 HC-a 细胞中成功鉴定出了 SHOX 基因过表达､SHOX 基因干扰与未处理情况下的差异表达

蛋白质。其中 3 个蛋白质:前胶原赖氨酸 2-氧戊二酸 5-加氧酶 2,染色体非组蛋白 HMG-17,信号转导

和转录激活因子 1-α/β,可能与 SHOX 在软骨细胞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 
 
 
OR-0434 

50 例糖原累积症 Ia 型继发肝腺瘤临床分析研究 
 

刘妍,邱正庆,魏珉,马明圣,张梦奇,孙之星,袁裕衡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回顾性分析糖原累积症 Ia 型中肝腺瘤发病特点､基因型与表型相关性以及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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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搜集 1985 年 07 月至 2017 年 4 月北京协和医院儿科确诊为糖原累积症 Ia 型患者 164 例,对

出现肝腺瘤的 50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2､收集患者的主要临床信息,包括性别､首次发现肝腺瘤

年龄､腺瘤变化及转归､腺瘤治疗情况等。 
结果  
1､164 例糖原累积症 Ia 型患者中共 50 例出现肝腺瘤,发病率为 30.5%,10 岁以上发病率为 69.1%。 

2､肝腺瘤发病平均年龄为 16.4±4.8 岁(5-30 岁),以多发为主(占 62%),主要部位为肝右叶。 

3､糖原累积症 Ia 型继发肝腺瘤的严重并发症为腺瘤破裂出血(3 例)和腺瘤恶变(2 例)。 

4､肝腺瘤可导致出现贫血或贫血加重。 

5､糖原累积症 Ia 型继发肝腺瘤治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随诊观察､肝动脉栓塞/化疗栓塞､射频消

融､手术切除。 

6､肝腺瘤与性别及基因型无关。 

结论 1､糖原累积症 Ia 型继发肝腺瘤的总体发病率为 30.5%,10 岁以上发病率为 69.1%。男女发病

无差异。2､腺瘤以多发为主,肝右叶为好发部位。3､肝腺瘤 常见并发症为腺瘤破裂出血,其次为恶

变。4､本研究未发现糖原累积症 Ia 型中肝腺瘤发生与基因型相关。5､腺瘤直径<3cm,可选择肝动脉

化疗栓塞后立即射频消融;腺瘤直径≥5cm,可考虑手术切除;肝动脉化疗栓塞对于上述情况均可采用,
但是对于直径>5cm,肝动脉化疗栓塞可能效果较差。腺瘤出血,首选肝动脉化疗栓塞。腺瘤恶变,可
考虑肝动脉化疗栓塞或手术切除。6､所有糖原累积症 Ia 型患者均应长期随诊,确诊后至少每年监测

一次,10 岁以上的糖原累积症 Ia 型患者,根据腺瘤的发生情况至少 6 月到 1 年监测腹部超声,监测腺

瘤发生及变化情况,及早干预,改善预后。 
 
 
OR-0435 

0~18 岁健康儿童及青少年血清抗苗氏管激素水平的变化规律 
 

李燕虹,杜敏联,郭松,陈红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 0~18 岁健康儿童及青少年血清抗苗氏管激素(Anti-Mullerian hormone ,AMH)水平的正常

值范围,以及与性别､年龄和青春期的关系。 
方法 来自广州及周边地区健康的 0~18 岁儿童和青少年共 464 例,男 227 例,女 237 例,分别按年龄

分为 0~1 月､1 月~1 岁､1~3 岁､3~6 岁(女孩 1~6 岁合并为一组)､6 岁~组。其中 6 岁以上组中,女孩

8 岁以上､男孩 9 岁以上者且已经进入青春期(女孩乳房 B2､男孩睾丸容积 4ml 以上)又再根据青春发

育水平分为 TannerⅡ､TannerⅢ､TannerⅣ及以上 3 个组。以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

AMH(ng/ml)及 INHB(pg/ml)浓度,以中位数 M(P3,P97)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检验。 
结果  
1､男孩 AMH 水平(ng/ml):0~1 月 85.87(10.14,192.00),1 月~1 岁 229.61(167.92,324.14),1~3 岁

212.78(165.30,344.66),3~6 岁 137.92(102.29,246.72),6 岁~TannerⅠ期者 133.11(76.39,200.74),9

岁以上且已达 TannerⅡ期者 24.43(7.75,84.23)､TannerⅢ期 10.88(4.22,28.82)､Tanner

Ⅳ 9.82(1.25,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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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孩 AMH 水平(ng/ml):0~1 月 0.11(0.01,2.54),1 月~1 岁 2.09(0.16,6.25),1~6 岁 

2.40(0.71,7.05),6 岁~TannerⅠ期 者 4.08(1.53,13.45),8 岁以上且已达 TannerⅡ期者

5.53(2.53,13.51)､TannerⅢ期 5.34(2.10,14.29)､TannerⅣ 5.35(1.54,15.76)。 

3､男孩 AMH 水平在 1 岁以内达到高峰,其后平稳下降,但仍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进入青春期后急

剧下降,并随青春期水平进展而进一步降低。 
4､女孩 AMH 在出生时极低,出生 1 个月后稍升高,但仍显著低于男孩,青春期启动后增高。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 0~18 岁健康儿童及青少年的 AMH 正常值范围,年龄跨度大,且涵盖各青春发育

阶段,为国内首次。健康儿童及青少年的血清 AMH 水平与性别､年龄及青春发育水平相关。男孩血

清 AMH 水平于各年龄段均显著高于女孩。男孩与女孩的 AMH 水平随年龄及青春期进展而变化的

规律及特点不同。 
 
 
OR-0436 

500 个 DMD 高危家系的产前基因检测 
 

袁裕衡
1,姚凤霞

2,刘妍
1,王伟

1,邱正庆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儿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临床遗传学实验室 产前诊断中心 

 
 
目的 假性肥大性肌营养不良(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DMD,OMIM 310200)为 X 连锁隐性遗

传病,发病率约活产男婴的 1/3500。患者通常 2~6 岁发病,表现为进行性骨骼肌无力､肌萎缩等。本

文回顾近 10 年北京协和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进行产前诊断的 DMD 家系,分析 DMD 先证者的致病突

变,回顾产前诊断胎儿和孕母突变携带情况。 
方法 2006 年 8 月到 2016 年 6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进行产前诊断的 DMD 家系孕妇 504
人,来自 500 个家系,共进行产前诊断 587 人次。对于临床疑诊 DMD 患者,应用 MLPA(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STR(short tandem repeat analysis)连锁分析技术检测外

周血外显子缺失/重复,检测结果阴性者应用 Sanger 测序明确有无微小突变。产前诊断中,先证者为

外显子缺失/重复时,结合 MLPA 和 STR 连锁分析技术对绒毛/羊水标本进行检测;先证者为微小突变

时,结合微小突变分析和 STR 连锁分析技术对绒毛/羊水标本进行检测。 
结果 500 例先证者中,大片段缺失/重复占 496/500(99.2%),其中缺失突变 448/500(89.6%),重复突变

46/500(9.2%),缺失合并重复突变 2/500(0.4%);微小突变 4/500(0.8%)。大片段缺失基因型共 142 种,
常见外显子 45 缺失(31/448, 6.9%)､外显子 48 至外显子 50 缺失(25/448, 5.6%)､外显子 51 缺失

(23/448, 5.1%)。单外显子缺失基因型 18 种(共 118 例患者)。 常见突变类型为外显子 45 缺失

(31/500, 6.2%)。外显子 45~52 缺失突变是 DMD 基因突变热区。 
进行产前诊断的 587 例胎儿中,男性胎儿 348 例(59.3%),其中受累胎儿 98 例(98/348, 28.2%);女性

胎儿 239 例(40.7%),其中突变携带者 52 例(52/239, 21.8%)。 
共有孕妇 504 人,来自 500 个家系。212 例母亲外周血携带基因突变 212/500(42.4%)。288 例母亲

外周血不携带突变(288/500, 57.6%),其中 267 例胎儿不受累(267/288, 92.7%) ､推测先证者为新发

突变的比例是 53.4%(267/500),21 例胎儿受累(21/288, 7.3%)､推测母亲为生殖细胞嵌合的比例为

7.3%。 
结论 联合 MLPA､STR 连锁分析､Sanger 测序可有效地为 DMD 家系产前基因诊断提供信息,指导遗

传咨询。本研究中 DMD 基因 常见突变类型是大片段缺失/重复,占 99.2%,外显子 45~52 缺失突变

是 DMD 基因突变热区。男性胎儿 28.2%受累,女性胎儿 21.8%为突变携带者。53.4%先证者为新发

突变。57.6%母亲外周血不携带突变,外周血不携带突变的母亲中 7.3%存在生殖细胞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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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37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自身免疫性 1 型 
糖尿病的临床疗效分析 

 
裴舟,孙成君,王宏胜,钱晓文,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观察分析自体干细胞移植对儿童 1 型糖尿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筛选 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初发 1 型糖尿病

患者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共计 12 例。纵向观察患儿胰岛素治疗情况､糖化血红蛋白及 C 肽水

平变化情况。采用配对 t 检验分析移植前后不同周期糖尿病各相关指标的变化,采用相关性分析分析

移植前各因素与脱离胰岛素治疗时间长短的相关性,观察 移植后患儿不良反应。 
结果  2 例患儿在移植后不能缓解,仍然需要依赖胰岛素维持正常血糖水平。移植后 6 月､24 月､48

月完全脱离胰岛素治疗的比例分别为 2/3､1/2､1/4。其中一例患儿,脱离胰岛素治疗长达 63 个月,并
且在这段时期内,该患儿的糖化血红蛋白一直维持在正常水平。众患儿移植后的 HbA1c 水平均明显

下降,移植后 3 个月平均 HbA1c 为 5.21±1.01%,与移植前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移植 6､

12､24 月后的 HbA1c 平均值分别为 5.82±0.20､6.31±0.36､6.71±0.54,与移植前水平相比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1､0.002､0.002。移植 3 月后的 C 肽平均水平为 1.17±0.19,较移植前有明

显提高。两者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4)。移植 6､12､24 月后的 C 肽平均为 1.52±0.33､

1.63±0.28､1.49±0.44,与移植前水平相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1､0.018､0.026。移植

缓解维持时间与移植前身高､体重､BMI､性别､是否以 DKA 起病､移植前的 C 肽､移植前糖化血红蛋

白､移植前的胰岛素用量､移植时的病程等众因素没有相关性。移植过程短期发热､脱发､白细胞减少

发生率 100%,移植后 1 例发生肺炎 1 次,没有出血､死亡等并发症。 

结论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短期副作用均在可接受范围,经慎重选择的有一定胰岛功能残留的移植

对象,2 年脱离胰岛素的成率达 50.0%,脱离胰岛素者血糖代谢稳定且维持在近乎完全正常的范围

内。自体干细胞移植虽不能完全治愈 1 型糖尿病,但是能够改善 1 型糖尿病患儿的糖代谢水平､延缓

胰岛功能的减退。 
 
 
OR-0438 

92 例性发育异常儿童表型与 SRD5A2 分子特征研究 
 

龚艳,李嫔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研究 92 例性发育异常且高度怀疑 5a 还原酶 2 缺乏症儿童其表型与 SRD5A2 分子特征研究,以
扩充 SRD5A2 基因的突变谱,完善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性发育异常且高度怀疑 5a 还原酶 2 缺乏症儿童,其临床资料,hCG 激发试验结果,5a 还原

酶 2 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性发育异常就诊的高峰年龄段为≤3 岁(48.91%),小阴茎伴/不伴尿道下裂者是 常见表型

(77.17%),按女性抚养者少见(5.44%)。hCG 激发后 T/DHT≥10 占 72.6%。SRD5A2 基因共发现 20
种变异,8 种已报道错义,2 种已报道终止突变,1 种已报道移码突变,1 种新发内含子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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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1+15T>C;7 种新发错义突变

p.Ala248Asp,p.Val63Met,p.Leu73Ile,p.Gly196Val,p.Ala28Val,p.Arg94Met,p.Arg94Lys;1 种新发无

义突变 p.His232=。72 例含有 p.Leu89Val 多态性,纯合突变 17 例,杂合突变 31 例,复合杂合突变病

例 44 例,外显子 1 和 4 是突变热点位置。 
结论 小阴茎伴/不伴尿道下裂是 5a 还原酶 2 缺乏症 常见表型,该类患者尽可能的进行 hCG 激发试

验以及基因检测以便发现临床潜在病例。p.Val89Leu,p.Arg227Gln 是本研究热点突变,关联轻中度

表型,可能与人种起源有关。本研究扩充了 SRD5A2 基因的突变谱,为分子诊断提供了新见解。 
 
 
OR-0439 

Turner 综合征患儿雌激素替代个体化方案探讨 
 

郭松,李燕虹,陈红珊,马华梅,陈秋莉,张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观察 Turner 综合征(Turner syndrome, TS)患儿雌激素(E)替代诱导发育的剂量和疗程与性征发

育进展的关系,为探索个体化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对 57 例无青春发育或发育停滞的 TS 患儿以 E 替代治疗,纵向回顾性分析 E 剂量和疗程与乳房

(B)和子宫发育状态的关系。 
结果 开始 E 替代年龄为 15.00(2.92)岁,追踪时间 2.07 年(1.63)年。(1)乳房发育:追踪年限内均可发

育至 BIII 期,50%发育至 BIV 期,20%发育至 BV 期。达到 BII､BIII､B IV 和 BV 期的历时分别为 0.29 

(0.15)年､0.75 (0.69)年､2.20 (1.43)年和 3.67 (1.87)年,与正常女孩乳房发育进程类同,但单倍体核型

患儿较非单倍体历时为长。(2)子宫发育:E 替代前 TS 患儿子宫容积(V)0.51(0.78)ml 及长度

(L)1.89(0.93)cm,与正常女孩 BI 期的 V 为 0.63(0.58)ml,L 为 1.68(0.45)cm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v = 
0.202,PL = 0.156)。患儿替代后达到 BIII 至 BV 期时子宫的 V:BIII 期为 4.70(7.11)ml,BIV 期为

10.15(6.31)ml。子宫的 L:BIII 期为 2.80(1.30)cm;B IV 期为 3.37(0.80)cm),均小于正常对照,但无统

计学差异。BII 期时 E 剂量与 V 及 L 无相关性。至 BIII 期 E 剂量与子宫 V 及 L 均呈正相关(r = 
0.575,P<0.0001;r = 0.416,P= 0.013),B IV 期时 E 剂量与 V 亦呈正相关(r = 0.479,P=0.012),但与 L 
无相关性。 
结论 TS 患儿 E 替代后乳房发育进程能与正常女孩类同。子宫发育随乳房 Tanner 分期进展,虽无统

计学差异,但 终较正常女孩为小。E 替代方案虽应循从小剂量起,逐步递增的原则;但对开始替代年

龄较大的患者,乳房达 BII 期后 E 剂量递增梯度可个体化地相对加大,以期加速子宫发育。 
 
 
OR-0440 

153 例糖原贮积症 II 型患者的临床及基因突变谱研究 
 

邱文娟,罗继航,房迪,高晓岚,叶军,韩连书,张惠文,余永国,梁黎黎,王瑜,顾学范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200092 

 
 
目的 (1)分析糖原贮积症 II 型(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typeⅡ,GSDⅡ)患者的临床特点和疾病的发

展规律;(2)探讨 GAA 基因突变谱和突变特点。 
方法 对我院 2008-2016 年确诊随访的 153 例糖原贮积症 II 型患者进行以下研究(1)通过病史回顾和

电话随访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2)干血滤纸片法测定患者 GAA 酶活性;(3)对患者及父

母行 GAA 基因 Sanger 测序;(4)分析患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型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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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53 例 GSDⅡ患者中,婴儿型 92 例(59.48%),晚发型 61 例(40.52%),南方患者 118 例(77.1%),
北方患者 35 例(22.9%)。92 例婴儿型患者出现症状平均年龄为 4.19±2.56 月龄,平均确诊年龄为

6.24±2.51 月龄,平均死亡年龄为 9.42±3.30 月龄。婴儿型患者主要表现为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疾病､

喂养困难､生长发育迟缓､肌无力等,所有患者均有肥厚性心肌病。迟发型主要表现为四肢肌无力,呼
吸功能障碍等症状。153 患者酸性 GAA 酶活性低于正常范围。153 例患者中 GAA 突变的总检出率

达 95.4%(299/306),本组患者突变异质性高,共发现 100 种突变,其中 31 种为未报道过的新突变,包
括 20 种新错义突变,临床表型和基因型有相关性。 
结论 本研究基本明确了中国人 GSD Ⅱ型婴儿型和晚发型患者的临床特点和自然病程,GAA 基因突

变谱具较高的异质性。 
 
 
OR-0441 

男童外生殖器发育低下的临床转归及 CHH 早期预警分析 
 

张莉丹,马晓宇,王伟,孙曼青,陆文丽,董治亚,倪继红,王德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观察男童外生殖器发育低下(小阴茎和/或小睾丸)的临床转归,探索 CHH 预警标志,以助早期识

别和干预。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8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临床诊断为外生殖器发育低下男童 37 人

(16.77±2.33 岁)。入组标准:①生后小阴茎､小睾丸;②排除原发性､获得性性腺功能低下､多垂体功能

不全及慢性消耗性疾病等;③具有完整随访资料。依据 CHH 国际专家诊断共识标准分为 CHH 组

(n=19)与非 CHH 组(n=18),CHH 组入选标准:(1)年龄³18 岁或 BA>12 岁仍无 HPG 轴启动的性征;(2)
染色体核型为 46,XY;(3)睾酮小于 2.0nmol/L,LH 基值小于 0.7IU/L,Inhibin B <30 pg/ml;(4)可伴有嗅

觉障碍､牙齿发育不良等畸形。收集 CHH 组和非 CHH 组患儿初诊时的临床资料,利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Mann-Whitney 检验比较两组指标之间的差异。 
结果 (1)37 名外生殖器发育低下的男童中有 18 例(占 49%)有自发的第二性征发育;(2)两组初诊资料

比较:①睾丸容积(TV)､LH 基值､FSH 基值､LH 峰值､FSH 峰值､LH 峰与 FSH 峰比值､HCG 激发后血

总睾酮(T)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另血清 DHEAS､IGF-1､IGF-1/BMI 水平也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②与非 CHH 组相比,CHH 组血清 LH 基值[0.09(0.07~0.2)mIU/ml VS 
0.67(0.14~1.41)mIU/ml,P<0.01]及 FSH 基值[0.5(0.26~0.7)mIU/ml VS 
2.79(0.9~4.07)mIU/ml,P<0.01]水平更低;LHRH 激发(或达必佳激发)试验后 LH 峰值

[0.9(0.5~1.72)mIU/ml VS 8.2(4.38~12.7)mIU/ml,P<0.01]､FSH 峰值[3(2~5.02)mIU/ml VS 
5.8(3.65~11.15)mIU/ml,P<0.01]水平明显偏低;CHH 组 LH 峰/FSH 峰[0.29(0.21~0.45)VS 
1.08(0.51~1.89),P<0.01]更低;CHH 组 DHEAS 水平较非 CHH 组高[145.38±52.20ug/dl VS 
230.86±103.62ug/dl,P<0.05];此外,两组之间 IGF-1､IGF-1/BMI､睾丸容积也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余参数无明显差异。 
结论 外生殖器发育低下的男童部分可有正常的青春发育。临床医生应重视观察小阴茎､小睾丸患儿

青春期前的睾丸容积(TV)､血清 DHEAS､LH 基值､FSH 基值､LH 峰值､FSH 峰值､LH 峰与 FSH 峰比

值､IGF-1､IGF-1/BMI､HCG 激发后睾酮等指标,上述指标提示 CHH 的可能性时应早期进行基因筛查

确诊,进一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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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42 

24 例 Beckwith- Wiedemann 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及分子遗传机制研究 

 
陆炜,刘仁超,吴冰冰,周文浩,郑章乾,章淼滢,程若倩,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Beckwith-Wiedemann 综合征(Beckwith-Wiedemann syndrome,BWS )是一种印记基因表达缺

陷所导致的遗传综合征,临床表现差异大。采用甲基化特异性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S-MLPA)技
术,研究 BWS 的不同分子遗传机制,分析基因型与表型的关系,帮助临床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采用 MS-MLPA 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检测外周血染色体 11p15.5 BWS 相关区域印迹基因的

拷贝数及甲基化状态。记录并分析确诊患儿的出生史､临床表型特征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分析不

同分子遗传机制与临床表型间的关系。 
结果 经 MS-MLPA 分析,共确诊 BWS 患儿 24 例,男 10 例,女 14 例,年龄分布 1 天~4 岁。其中 16 例

为印记中心 2(IC 2,包含印记基因 KCNQ1OT1 和 CDKN1C) 的去甲基化(67%),2 例为印记中心 1 
(IC 1,包含印记基因 IGF-2 和 H19) 的甲基化获得(8%),5 例为父源单亲二聚体(21 %),1 例为染色体

11p15.5 区域内染色体的微缺失(4%),该检测技术不能检测出 11p15.5 区域染色体的倒置､移位及

CDKN1C 基因突变。24 例确诊患儿中宫内即发现脐疝､脐膨出 13 例,巨大儿 9 例,生后发生低血糖 6
例,巨舌 15 例,耳廓折痕 5 例,面部皮肤火焰痣 7 例,肢体不对称 8 例。5 例合并心血管畸形(房间隔缺

损),6 例出现内脏肿大,1 例伴发严重的腹腔横纹肌肉瘤。其中 IC 2 去甲基化者巨舌､脐膨出及过度

生长表现更加突出 ,IC 1 过度甲基化者火焰痣､耳廓折痕和肢体不对称的发生率更高。 

结论 巨舌､脐疝､过度生长是 BWS 的三大主要特征,约三分之二以上的患儿可出现巨舌､过度生长､

腹壁缺陷,面部血管痣､耳廓折痕､低血糖及内脏肥大临床也较常见。本病与染色体 11p15.5 BWS 相

关区域印迹基因的表达缺陷有关,其中半数以上的患者是由于 IC 2 的去甲基化。当临床上遇到患儿

出现巨大儿､巨舌､脐部突出､过度生长或肢体不对称等临床表现时,应考虑到本病的可能性,尽早行

MS-MLPA 检测。对临床高度怀疑但 MS-MLPA 检测阴性的患儿,应考虑是否存在 CDKN1C 基因突

变或 11p15.5 区域染色体的倒置､移位,并行相关遗传学检测进一步明确。 
 
 
OR-0443 

儿童线粒体病的临床与分子遗传学研究 
 

李东晓
1,刘怡

1,李溪远
1,金颖

1,宋金青
1,方合志

2,3,张尧
1,董慧

1,杨艳玲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3.温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线粒体病临床表型复杂多样,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系统,病因复杂,由线粒体基因(mitochondrial 
DNA, mtDNA)､核基因(nuclear DNA, nDNA)或两者共同缺陷致病。由于线粒体病的临床及遗传缺

陷的高度异质性,病因诊断困难。近年来,随着二代基因测序技术的应用,线粒体病基因确诊率大大提

高,并发现了一些新的致病基因。本研究联合临床､分子遗传学及线粒体功能分析方法,建立高效､精
准的线粒体病病因诊断方法,并初步探讨部分基因致病机制,并尝试建立产前诊断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67 
 

方法 对 200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我院儿科神经遗传门诊就诊或病房住院的 203 例临床疑似

线粒体病患儿进行临床分析,收集样本。其中男 124 例,女 79 例,以 Leigh 或 Leigh 样综合征为主。

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首先进行 mtDNA 热点突变检测或 mtDNA 全基因组测序。应用二代测序技术进

行 mtDNA 全基因及 nDNA 靶向捕获或全外显子组测序。对可疑致病突变采用一代测序方法进行验

证。对先证者基因诊断明确的家系,通过羊水细胞基因分析进行胎儿诊断。 
结果 203 例疑似线粒体患儿中 152 例(74.88%)检出可疑致病突变。79 例 mtDNA 突变患儿中, 常

见的突变类型为 m.3243A>G,其次为 m.8993T>G/C。发现了两个 mtDNA 新突变 m.11240C>T 和

m.12955A>G,线粒体功能分析证实患儿呼吸链酶复合体缺陷。73 例为 nDNA 突变,SURF1 突变

常见,PDHA1 突变次之。发现了 92 种未报道的 nDNA 新突变,对其中 3 例患儿进行功能分析,证实线

粒体呼吸链酶复合体功能缺陷。17 例患儿母亲再次妊娠时接受了羊水细胞基因诊断,9 例为 mtDNA
突变家系,2 例胎儿存在与先证者相同的致病突变,引产。8 例为 nDNA 突变家系,2 例胎儿存在与先

证者相同的致病突变,家属选择引产。 
结论 二代测序技术显著提高了线粒体病的病因诊断率。mtDNA 缺陷是引起儿童线粒体病的一组重

要原因,本研究在 mtDNA 上发现两个新致病突变。nDNA 突变相关线粒体病基因型复杂,发现 92 种

nDNA 新突变,进一步确定了 NDUFS3､AIFM1 及 SERAC1 部分新突变的致病性,发现了 1 种新的可

疑 nDNA 致病基因。成功进行了 17 例胎儿的产前诊断,为患儿家庭提供帮助。 
 
 
OR-0444 

Bisphenol A (BPA) exposure and risk of idiopathic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ICPP) among school-aged girls in 

Shanghai, China 
 

Cheng Yao1,2,Wang Yingcan1,3,Zhou Zhijun4,Ding Guodong1,5,Tian Ying1,6,Wang Xiumin2,Hong Huang1,3,6,Shen 
Lixiao1,3 

1.Xinhu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3.Department of Children Health Care, Xin Hu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4.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China 

5.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Shanghai East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Tong 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6.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PA exposure and ICPP in school-age girls in 
Shanghai, China. 
Methods  We conducted a 1:1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of ICPP among school-aged girls in 
Shanghai. The study included 136 girls diagnosed with ICPP aged 6-9 years and 136 controls 
matched for age (within 3 months). We measured the total urinary BPA concentrations and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with the risk of ICPP in school-age girls. Physical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were also performed in ICPP girls. 
Results  BPA was detected in 83.8% of urine samples in ICPP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percentage of 58.8% (p=0.000). Median levels of urinary 
adjust-BPA in ICPP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6.35 and 1.17μg/g creatinine, respectively 
(p=0.000). After adjustment for confounder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lowest concentrations of 
adjust-BPA,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9.08-fold increased risk of ICPP 
[Odds ratio (OR) =9.0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2.83-29.15, p=0.000]. In the ICPP group,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presented between urinary adjust-BPA levels and basal FSH 
levels (r=-0.236, p=0.006) and peak FSH levels (r=-172, p=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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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present findings suggest that BPA exposure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n 
elevated risk of ICPP in girls.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latively lower levels of FSH. 
 
 
OR-0445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对不同病因患儿颅面骨影响的临床研究 
 

郑贺丽,王伟,姜书琴,史灵利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00 

 
 
目的 目前重组人生长激素已广泛应用于矮小症患儿的治疗,但鲜有其治疗对患儿颅面骨影响的临床

研究。本研究是观察特发性矮小(ISS)与生长激素缺乏症(GHD)患儿接受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后颅面

骨生长发育的影响,为矮小症患儿的临床诊治提供更全面的评估信息。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内分泌的诊治中心的矮小

症患儿 60 例,其中男孩 40 例,女孩 20 例,年龄 8-12 岁,平均年龄(10.23 ±0.57)岁。患儿依据不同病

因接受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分为特发性矮小症组与生长激素缺乏症组各 30 例,两组患儿的性别､年

龄､骨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重组人生长激素连续治疗两年后,采用头颅正､侧位片进行

测量,分析治疗前与治疗 2 年后颅面骨的 AFH(前面部高度)､PFH(后面部高度)､后颅低长度､下颌升

支高度､主体长度及总长度的变化。 
结果 1.接受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前,特发性矮小症组与生长激素缺乏症组患儿面部轮廓都呈骨性 II
类;2.接受治疗前两组身高､年龄､骨龄､AFH､PFH､后颅底长度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3.经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 2 年后,特发性矮小症组(尤其是女患儿)PFH 及后颅底长度增加超

出同组中男患儿及生长激素缺乏组患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5 >3SDS);4.下颌升支高度

(P=0.001),主体长度和总长度(P=0.007)增加超过生长激素缺乏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两组

间 AFH､体重变化､骨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接受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的特发性矮小患儿对下颌骨的垂直过度生长有很大的影响,而生长激

素缺乏性的患儿颅面骨变化目前暂未发现影响很大,因此特发性矮小的患儿(尤其是女孩)在接受重组

人生长激素治疗时,要谨慎全面评估其影响。 
 
 
OR-0446 

性早熟儿童及其父母心理行为调查和干预 
 

刘毓,姜文胜,江超,刘树青,陆艳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性早熟对儿童心理行为及其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无影响,并根据结果作相应的临床干

预。 
方法 贵阳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于 2014.1-2016.1 诊治的 100 例性早熟儿童,采用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父母填写)对其及儿童保健部体检的 100 例正常儿童进行测试,并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其父母进行心理卫生状况调查;同时将 100 例性早熟患儿中 46 例心理

异常者随机对半分为 A 组单纯药物治疗及 B 组药物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各 50 例)进行研究,将治疗前

后的心理社会行为作对比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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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测试显示性早熟儿童行为问题(46%)明显高于对照组(5%),

其中女孩(48.8%)占比高于男孩(31.25%);交往不良､敌意､退缩､分裂样焦虑､抑郁等心理异常情况,性
早熟患儿较对照组明显升高;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试显示性早熟儿童父母心理异常情况(67%),
明显高于对照组(7%)。②药物联合心理干预治疗(6%)相较于单纯药物治疗(34%),测试结果阳性率明

显降低。 
结论 性早熟儿童及其父母部分存在心理异常行为问题;采用药物+心理干预联合治疗的方案相较于单

纯药物治疗,能更有效地改善性早熟患儿家长的心理异常情况。 
 
 
OR-0447 

肥胖患儿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及代谢参数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相
关性研究 

 
梁爽

1,李桂梅
2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发病率的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病率也明显增加。

NAFLD 是包括单纯的脂肪变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及相关的

肝硬化及肝癌的一个广阔的肝脏疾病谱。作为代谢综合征肝脏表现的 NAFLD,与胰岛素抵抗及多重

代谢紊乱､心血管异常有关。肝脏是产生 IGF-1 的主要场所,IGF-1 及代谢参数是否与 NAFLD 存在

相关性,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方法 按照入选标准及排除标准筛选参与者, 终共有 168 例(男 141 例,女 27 例)肥胖儿童作为研究

对象纳入到 终研究中。本研究应用肝脏超声作为诊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依据,将研究对象分

为:NAFLD 组,n=90;非 NAFLD 组对照组,n=78;所有的患儿均需进行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肝脏超

声检查。 
结果 1､NAFLD 组患儿 IGF-1 SDS､HDL-C 显著低于非 NAFLD 组(分别为 P=0.001, P=0.018),而

BMI､HOMA-IR､UA､SBP､DBP､胰岛素､HbA1C､TG 和肝酶(ALT､AST､GGT)均较非 NAFLD 组显

著升高(P 均<0.05)。 
2､IGF-1 及代谢参数与 NAFLD 相关性分析:(1)单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IGF-1 SDS､BMI､

HOMA-IR､UA､SBP､DBP､HbA1C 及 HDL-C 与 NAFLD 密切相关。(2)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

终结果显示 IGF-1SDS(OR 0.727, 95% CI 0.559-0.946, P=0.017)､BMI(OR 1.14, 95% CI 1.043-

1.247, P =0.004)､HOMA-IR(OR 1.136, 95% CI 1.017-1.269, P =0.024)及 UA(OR 1.005, 95% CI 

1.001-1.009, P=0.02)与 NALFD 存在独立的相关性。这个结果表明 BMI､HOMA-IR､UA 和低水平的

IGF-1 是肥胖患儿 NAFLD 独立的危险因素。 
3､应用 ROC 曲线评价 IGF-1 SDS 与代谢参数对 NAFLD 的诊断价值:多个变量(IGF-1 SDS､BMI､

HOMA-IR､UA)联合诊断 NALFD 的 ROC 曲线分析,联合分析的 AUC 为 0.812(95% CI 0.745-0.868, 
P<0.001),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8.89%,74.36%。 
结论 1､肥胖患儿 BMI､HOMA-IR､UA 和低水平的 IGF-1 是 NAFLD 独立的危险因素。 

2､联合 IGF-1 SDS､BMI､HOMA-IR 和 UA 四个指标做 ROC 曲线,AUC 为 0.812,灵敏度和特异度分

别为 78.89%､74.36%。因此 IGF-1､BMI､HOMA-IR 和 UA 是确认患儿 NAFLD 风险非常有意义的

指标,对肥胖患儿 NAFLD 的临床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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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48 

Turner 综合征血清脂联素､chemerin､vaspin 水平与体块指数､
糖脂代谢相关性探讨 

 
陈瑞敏,张莹,林祥泉,杨晓红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5 

 
 
目的 Turner 综合征(TS)易出现糖脂等内分泌代谢异常,引发心血管疾病风险。脂联素､chemerin､
vaspin 等脂肪因子影响糖脂代谢及能量平衡,对心血管系统起着重要的调节功能。本研究探讨 TS 患

者脂联素､chemerin､vaspin 水平及与体块指数､糖脂代谢的相关性。 导致该患儿表现为经典型的

CLAH 临床表现。 
方法 经染色体核型确诊 TS 64 例,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及血压,检测空腹血糖､胰岛素(INS)､血

脂,检测脂肪因子:脂联素､chemerin､vaspin;计算体块指数(BMI)､BMI SDS､腰臀比､腰围身高比､胰
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对照组为年龄及 BMI 相匹配的体检女童 61 名。TS 组分为出现自发性

青春启动或雌激素替代治疗的已发育组 22 人和未发育组 42 人。 n>临床表现。 
结果 64 例 TS 年龄为(12.22±3.98)岁,BMI 为(18.90±3.45)kg/m2,BMI SDS 为(0.39±1.29),其中肥胖

症 4 例,超重 11 例。对照组与 TS 组的年龄和 BMI､BMI SDS 相匹配。两组腰臀比分别为

(0.85±0.07)及(0.79±0.08)(P<0.001),腰围身高比分别为(0.47±0.05)及(0.43±0.04)(P<0.001)。TS 组

和对照组血糖､INS､HOMA-IR､血脂､血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S 组脂联素水平

(12.51±4.58)μg/ml 明显高于对照组(9.30±3.17)μg/ml,chemerin 水平(173.71±37.88)ng/ml 明显高于

对照组(159.43±23.19)ng/ml,而 vaspin 水平(0.67±0.47)ng/ml 明显低于对照组(1.06±0.49)ng/ml。
TS 组中,脂联素水平与年龄､甘油三酯呈负相关。TS 已发育组和未发育组中,脂联素分别为

(13.88±4.49)μg/ml 和(9.72±3.39)μ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已发育 TS 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Chemerin 及 vaspin 在已发育组和未发育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TS 患者具有较高的腰臀比和腰围身高比。TS 患儿脂联素和 chemerin 水平增高,而 vaspin 水

平明显降低,但 TS 患儿出现青春发育或雌激素替代治疗后脂联素水平与一般人群无差异。 g=EN-
US>TS 组分为出现自发性青春启动或雌激素替代治疗的已发育组 22 人和未发育组 42 人。 n>临床

表现。 
 
 
OR-0449 

国产 18F-DOPA PET/CT 辅助诊治高胰岛素血症性低血糖 
 

章淼滢
1,葛璟洁

2,裴舟
1,董岿然

1,陈莲
1,王炫

1,张政伟
2,李晓静

1,奚立
1,程若倩

1,陆国平
1,管一晖

2,罗飞宏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研究国产 18F-DOPA PET/CT 临床是否能区分 HH 胰腺病灶类型并定位胰腺局灶型病灶。 
方法 2016 年 1~2017 年 2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采用综合临床诊断流程诊断

HH 患儿 24 例,核磁共振定位失败后,进一步行 18F-DOPA PET/CT 区分 HH 胰腺病灶类型,并定位胰

腺局灶型病灶。 
结果 24 例患儿生后 5 天内发生严重低血糖 17 例(70.83%)。100%患儿胰腺超声和增强 MRI 检查无

异常,18F-DOPA PET/CT 扫描提示 7 例(29.17%)为局灶型病变,其余 17 例(70.83%)弥漫型病变。其

中 9 例(PET 诊断 7 例局灶型,2 例弥漫型)患儿家长要求选择手术,按照 18F-DOPA PET/CT 扫描结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71 
 

选择手术,术后患儿均无低血糖发作,手术成功率 100%,病理结果与 PET/CT 扫描结果一致,仅 1 例弥

漫型患儿术后出现 1 周高血糖。 
结论 国产 18F-DOPA PET/CT 可成功术前区分局灶型和弥漫型病灶,并能术前明确胰腺局灶型病灶

位置,大大改善 HH 患儿的治疗效果,可能降低远期不良预后。 
 
 
OR-0450 

Prenatal genetic counseling and prenatal Diagnosis for 
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 in high-risk families: 4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 Single Center 
 

Li Duan,Li Dongzhi ,Sheng Huiying,Zhao Xiaoyuan,Yin Xi,Liu Zhongcai ,Lin Yunting ,Huang YongLan,Liu Li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000 

 
 
Objective Genetic counseling and prenatal diagnosis are very necessary and accurate to detect 
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 especially in high-risk families. Genetic counseling and gene tests 
were offered for 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 at the time of 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Methods 81 chorionic villi biopsy samples (CVS), 27 amniotic fluid samples, and 2 cord-blood 
samples were used for prenatal diagnosis. The diagnostic approaches used for lysosomal 
storage disorders included fetal enzyme analysis on uncultured chorionic villus sampling and fetal 
DNA analysis. 
Results In 110 Chinese pregnancies studied for early detection of genetic disease, there are 38 
rare monogenic disorders. Altogether, 28 pregnancies were found to be affected; none of these 
were continued. Examples of the most frequent disorders screened through molecular studies 
include mucopolysaccharidosis type II (MPS II, n = 16) , CAH (n=8) and DMD (n = 7). 43 (39%) 
were reported as normal fetuses, and these pregnancies were continued to full term and the 
remaining were counseled appropriately. 39 (35.5%) were reported as carrier and 28 (25.5%) 
were affected. 
Conclusions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summarize of invasive procedures for detecting 
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 from 2012 to 2016.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10 cases 
reiterates that invasive prenatal diagnosis is a safe and reliable first trimester technique for 
prenatal diagnosis in high genetic risk pregnancies. 
  
 
 
OR-0451 

Clinical and mutation analysis of 32 Chinese patients with 
Pompe disease 

 
Su Xueying, Sheng Huiying, Liu Li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Pompe disease is an autosomal recessive disorder caused by deficiency of the 
lysosomal enzyme acid alpha-glucosidase (GAA), leading to the accumulation of glycogen in 
various tissues especially in cardiac and skeletal muscles. Our objectives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molecular features of 32 Chinese Pompe patients including 17 infantile and 15 late-
onset patients. 
Methods Thirty-two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by GAA enzyme activity test in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from 2010 to 2016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by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all available medical records. All coding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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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djacent exon–intron junction regions of GAA gene was amplifi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sequenced. 
Results The median age of symptoms onset in the infantile patients was 3 months (0.5–7 
months), and median age of confirmed diagnosis was 5 months (1–12 months). The age of 
symptoms onset of the late-onset patients ranged from 1.5–13 years with a median age of 8 
years, and the median age of diagnosis was 13 years (2.5–29 years). In 23 patients detected, 
GAA mutation analysis revealed 20 different mutations of which 4 were novel (3 missense 
mutations and one splicing mutation). The most frequent mutation in infantile patients was 
c.1935C>A, with a proportion of 34.6% (9/26 alleles), while the c.2238G>C mutation was the 
most common mutation in the late-onset patients, accounting for 35% (7/20 alleles) of the 
mutation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reported 4 novel mutations in the GAA gene, and confirmed the high 
prevalence of the c.1935C>A and c.2238G>C mutation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ompe disease. 
 
 
OR-0452 

肾小球高滤过对 1 型糖尿病早期肾脏损害 评估的临床意义 
 

孙辉,陈临琪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研究 1 型糖尿病患者肾小球高滤过(GHF)､尿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肌酐比值(NAG/Cr)
对于早期糖尿病肾脏病的筛查价值。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或门诊随访的 1 型糖尿病患者(符合

WHO1999 年诊断标准)共 100 例,其中男 49 例,女 51 例,年龄 9.99±2.23 岁,病程 0.5~13 年。同时选

择同期健康体检者及健康志愿者 34 例,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7 例,年龄 9.29±2.26
岁。用 Macisaac’s 公 式 估 算 肾 小 球 滤 过 率 ( eGFR )( Macisaac’s 公 式 :eGFR=(86.7/CysC)-
4.2)。按照 eGFR 水平的不同将糖尿病患者分为三组:A 组 60ml/min·1.73m 2 
≤eGFR<90ml/min·1.73m 2 ,24 例;B 组 90ml/min·1.73m 2 ≤eGFR<130ml/min·1.73m 2 ,33 例;C 组

(高滤过组) eGFR≥130ml/min·1.73m 2 ,43 例。观察各滤过组病人的年龄､病程､HbA1c､三酰甘油

(TG)､肾小球损伤指标(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及肾小管损伤指标(尿 NAG/Cr､尿 α1 微球蛋

白/肌酐比值(α1-MG/Cr)及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AGL))检测情况。 
结果 1. C 组(高滤过组)TG 显著高于 A 组､B 组和对照组,而 A 组､B 组和对照组 TG 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C 组 HbA1c 显著高于 A 组和 B 组,而 A 组和 B 组 HbA1c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C 组血 NGAL 显

著低于 A 组和对照组;A 组､B 组和 C 组的 UACR､尿 NAG/Cr､尿 Lgα1-MG/Cr 相比无显著差异。

2.Logistic 回归分析示在糖尿病组较短病程､较高 HbA1c 为高滤过的危险因素。 

结论 肾小球高滤过是 1 型糖尿病早期表现,可反映血糖､血脂紊乱情况,与糖尿病肾脏损伤的独立相

关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OR-0453 

二甲双胍干预儿童肥胖高胰岛素血症的临床疗效分析 
 

鲍鹏丽,朱凯凯,刘戈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70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结合生活方式对肥胖高胰岛素血症非糖尿病儿童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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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院儿科内分泌门诊因肥胖就诊的儿童 82 名,均符合肥胖及高胰岛素血症诊断标准,其中 18 例

伴糖耐量减低(IGT)。所有儿童均给予调整饮食结构､增强运动的生活方式指导,同时口服二甲双胍片

(格华止)0.5g,每日 2 次到 3 次,治疗 1 年。治疗前及治疗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时分别测量并计算

各项临床指标[身高､体重､BMI､腰围､臀围､WHR､WHtR],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12 个月时测定各项

生化指标空腹及糖负荷后 0.5､1､2､3 小时时间点血糖､胰岛素水平,ALT､AST 等],并根据血糖､胰岛

素水平计算胰岛功能相关指标(胰岛素抵抗指数､总体胰岛素敏感指数､胰岛细胞功能指数､早期胰岛

素分泌指数,胰岛素曲线下面积),治疗前后进行自身对照,比较二甲双胍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 
结果 1.口服二甲双胍 1 年,BMI 治疗前后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WC､WHR 与初

始相比降低,但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与初始相比,WHtR 降低,差别有统计学

意义(P<0.05),但 6 个月､12 个月之间差别无统计学差异。 
2.口服二甲双胍治疗 6 个月时与治疗前相比,各时间点胰岛素水平均有明显的下降,6 个月与 12 个月

相比,空腹(0 小时)､糖负荷后 1 小时､2 小时胰岛素水平继续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0.5h-INS､3h-IN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负荷后 2 小时血糖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二甲双胍治疗 6 个月后,胰岛素相关评价指标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甲双胍治疗 12
个月时胰岛素抵抗指数继续降低,总体胰岛素敏感指数继续升高(均 P<0.05),其余指标与 6 个月时无

统计学差异;早期胰岛素分泌指数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黑棘皮病情况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4. 二甲双胍干预 1 年后,18 例 IGT 儿童有 13 例血糖恢复到正常水平,另外 5 例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糖
负荷后 2 小时血糖显著降低(P<0.05); 
5. 二甲双胍治疗后 ALT､AST 有所降低(P<0.05)。 

结论 在调整饮食结构､加强运动的基础上,规范使用二甲双胍对于体重减轻,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肝
功能改善均有一定效果,二甲双胍可有选择性的应用于临床治疗。 
 
 
OR-0454 

外显子深度测序寻找中国儿童肥胖遗传易感基因 
 

张美仙,付利万,高利旺,米杰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肥胖是一种具有遗传异质性和种族差异性的复杂疾病。在中国,关于肥胖的遗传易感性,既往研

究主要对国外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发现的易感多态性位点进行重复性验证。无论成年人还是

儿童,国内尚未见肥胖遗传易感性的原创性 GWAS。本研究旨在中国儿童中寻找新的肥胖易感性基

因位点。 
方法 采用两阶段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第一阶段为发现阶段,通过对 19 例具有肥胖家族史的重度肥胖

儿童和 15 例消瘦儿童进行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筛选出 有可能与肥胖关联的基因位点 83 个;第二

阶段为人群验证阶段,采用时间飞行质谱技术在 2461 名肥胖儿童和 3839 名对照儿童中对第一阶段

筛选出的基因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分析这些位点与肥胖及相关表型的关联性。 
结果 经过数据质量控制后, 终体重指数(BMI)有效数据为 6181 人,体脂百分比(FMP)､脂肪指数

(FMI)和非脂肪指数(FFMI)的有效数据为 4127 人。调整性别和年龄,并校正多重检验后,发现

SULT1A2､MC4R､ADCY3､TRIM40 和 MYSM1 基因上的编码变异与肥胖具有统计学关联(P<0.05),
其中 SULT1A2 基因位点与肥胖的关联达到全基因组显著水平

(OR=2.33,95%CI:1.98~2.75,P=4.03×10-24)。进一步分析显示,该基因位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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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β=1.96,P=9.85×10-19)､FMP(β=3.41,P=1.50×10-13)和 FMI(β=1.17,P=7.54×10-12)均具有正向关

联,而与 FFMI 呈负向关联(β=-0.85,P=1.33×10-8)。按照基因型分组比较 BMI 的差异,结果显示杂合

基因型的儿童 BMI 水平显著高于野生纯合型的儿童(24.5±5.9 vs 22.0±6.1 kg/m2)。 
结论 本研究发现 SULT1A2 基因上的 1 个编码变异与中国儿童肥胖关联。 
 
 
OR-0455 

中国城市儿童青少年肥胖及心血管代谢异常的流行现状及趋势 
 

陈芳芳,米杰,代表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CCACH)合作组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描述我国七城市 6-18 岁儿童青少年肥胖及心血管代谢异常的流行现状,并与全国代表性研究结

果相比较,描述流行趋势。 
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研究(China Child and Adolescent Cardiovascular 
Health , CCACH),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2013-2015 年在我国七省市(长春､银川､北京､济

南､上海､重庆､成都)抽取 6-18 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问卷调查､身高､体重､腰

围､血压及血生化检测(空腹血糖 FPG､总胆固醇 TC､甘油三酯 TG 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
C)。采用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城市人口数据作为标准人口,对患病率指标进行标化。结合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等研究数据,描
述城市儿童肥胖及心血管代谢异常流行趋势。 
结果 加权调整后 12 590 名研究对象肥胖､腹型肥胖患病率分别为 11.5%和 21.3%,单一时点高血压

率为 17.9%,高血糖率 23.7%,高 TC 率 4.1%,高 TG 率 4.7%,低 HDL-C 率 9.1%,血脂异常率 15.9%,
代谢综合征率 3.2%(IDF2007 标准)。和其他全国代表性数据相比,我国城市儿童肥胖及代谢异常患

病率目前处于高峰,仍保持上升趋势。 
结论 我国城市儿童青少年肥胖及心血管代谢异常患病率高,并呈上升趋势。需采取有效措施尽早鉴

别､诊断并干预儿童肥胖及心血管代谢异常,实现慢病早期防控目标。 
 
 
OR-0456 

2016 年中国九市 7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发生率及影响因素调查 
 

张亚钦,武华红,宗心南,李阳,李辉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掌握九市 7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的发生情况,调查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为早期预防和干预治疗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分阶段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哈尔滨､西安､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福州和昆明等九

个市的城区和郊区,对 7 岁以下学龄前儿童进行横断面调查。每市调查人数不少于 1 万人,九市共调

查 110024 人。以中国 0-18 岁儿童身高标准的第 3 百分位作为生长迟缓判定界值。将筛查出的无

明显病理原因的生长迟缓儿作为病例组,按照同性别､同年龄原则进行 1:1 病例对照研究,应用条件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生长迟缓的影响因素。身高､体重通过测量获得,家庭情况､围产期信息､饮食

喂养､生活习惯以及患病史等通过问卷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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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九市 7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总检出率为 2.3%,其中男童为 2.2%,女童为 2.3%,男女无明显差

别。年龄分布显示 4-6 岁组略高(2.8%-2.9%)于其他年龄组(1.6%-2.3%)。(2)城郊比较,郊区生长迟

缓检出率(2.8%)略高于城区(1.8%)。(3)地区比较,南部地区生长迟缓检出率(4.7%)明显高于北(1.4%)
､中(1.2%)部地区。各市检出率以广州(6.1%)､昆明(5.5%) 高,南京(0.7%)､北京(1.2%)､上海(1.2%)

低。(4)以 1281 个配对资料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中 3 岁以内 238 对,3-7 岁 1043 对。配对分析结

果显示:生长迟缓儿童身高､体重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但两组 BMI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5)单因素分析:

生长迟缓组与对照组在父母身高､早产/低出生体重､出生异常､孕期合并疾病､婴儿期喂养困难､食欲

､进食速度､挑食偏食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此外,3 岁以下生长迟缓儿在婴儿期常患感染性疾病､半

年内经常呼吸道感染､食物过敏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3-7 岁生长迟缓儿童的进餐方式､零食摄入､夜

食习惯､屏幕时间､夜间睡眠时间､夜间睡眠质量与对照组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6)条件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父母身高､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期喂养困难､婴儿期反复腹泻､呼吸道感染､当

前食欲差､父母喂食以及进食速度慢是生长迟缓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九市 7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检出率为 2.3%,郊区略高于城区,地区差异明显。父母身高偏矮､早

产/低出生体重､早期喂养困难､早期经常呼吸道感染和腹泻､食欲差､进食速度慢是导致生长迟缓的

主要危险因素。 
 
 
OR-0457 

辅助生殖技术出生儿童的性发育情况调查 
 

刘子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回顾性调查分析 ART 出生儿童性发育情况。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 1994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在本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

ART 助孕且胚胎移植,并在本院出生的胎龄≥32 周､适于胎龄儿､无染色体及遗传代谢疾病的儿童。

通过电话随访和门诊体检获得 ART 出生儿童身高､体重和性发育资料,男孩包括遗精年龄和睾丸发

育,女孩包括月经初潮和乳房发育。通过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获得“2010 年中国学生体质

健康调查”中的青少年作为对照人群数据,比较首次遗精/月经初潮年龄;观察 ART 出生儿童中超重肥

胖者性发育情况,探讨性发育与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的相关性;观察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单精子卵细胞浆内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两组中性发育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入选 609 位母亲分娩儿童共 812 例,男童 429 名,女童 383 名。电话随访到 246 位母亲

(40.4%,246/609),共 304 名儿童,其中单胎 185 例,双胎 60 例,三胎 1 例,双胎中胎死宫内 4 例,随访率

为 37.4%(304/812)。电话随访到的儿童中,男童 171 名,平均年龄为 9.2±3.3 岁(范围:6~20.3 岁),女
童 133 例,平均年龄为 9.1±3.1 岁(范围:6~18.6 岁)。IVF-ET 儿童 218 名,ICSI 儿童 86 名,部分

ICSI(half-ICSI)归入 ICSI 组中。接受门诊随访 ART 儿童 71 名(23.4%,71/304),男童 37 名,女童 34
名。获得随访人群与失访人群､电话随访人群与门诊随访人群,各两组人群的基础资料(如父母情况及

新生儿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RT 出生的 9~18 岁儿童,男童 64 名,首次遗精年龄为

13.7(95%CI:12.8~14.1)岁,对照人群 63309 名 9~18 岁男童的首次遗精年龄为

14.0(95%CI :13.7~14.3)岁,两者比较有差异(P = 0.019);ART 女童 54 名,月经初潮年龄为

12.1(95%CI:10.6~13.9)岁,对照人群 85513 名女童的月经初潮年龄为 12.5(95%CI :12.1~12.8)岁,两
者比较有差异(P = 0.010)。首次遗精年龄/月经初潮年龄与 BMI 无相关性。ART 出生儿童中发现 3
例性早熟女童,1 例男童乳房发育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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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RT 出生儿童月经初潮年龄或首次遗精年龄早于对照人群;ART 出生男童首次遗精年龄晚于女

童的月经初潮年龄,与对照人群一致;ART 出生女童性发育与其青春期 BMI 无显著相关性;由于回顾

性研究存在局限性,且样本量较少,随访率低,还需更多研究,尤其前瞻性､多中心的长期随访研究来进

一步分析和验证。 
 
 
OR-0458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52 Children Cases with 
Thyroid Cancer 

 
Wang Jiali1,Ren Xiaoya1,Ni Xin1,Tai Juan1,Gong Chunxiu1 

1.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Genetics, Metabolism and Adolescent Medicine,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Head and Neck Surgery,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demographics of space-occupying lesion of thyroi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in children with thyroid cancer (TC) treated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from July 2006 to November 2016. 
Methods We performed chart review an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of 145 children 
with space-occupying lesion of thyroid treated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from July 2006 to 
November 2016. We focus on TC and summary i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llow up their 
outcomes. 
Results The number of space-occupying lesion of thyroid hospitalized was increasing from 6 
cases in 2006 to 34 cases in 2016 total counted 145 including 26 thyroid abscess and 119 thyroid 
nodules. It was 7.57% in 1915 hospitalized cases whose first diagnosis being thyroid diseases. 
Then 52 in 119 were identified as low risk type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PTC) including 18 boys 
and 34 girls, and their median age was 10 years old. Neck mass, 50/ 52 patients, was the first 
chief complaint, which presented unilateral (41/52), solid (34/52). Ultrasound features such as 
hypo-echo (40/51), calcification (31/51), irregular margins (29/51), increased intranodular blood 
flow (32/51) and lymph nodes metastases (36/51) are more common in malignant lesions. 100 
children with thyroid nodules were recommend surgery treatment: 34 diagnosed malignant, 17 
suspected cancer and 48 benign by ultrasonic pre-operation, 1 without ultrasound instead of 
Computer Tomography. 6 cases were performed fine-needle aspiration biopsy (FNAB): 5 
considered malignant and 1 benign,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 of ultrasound. The near-
term complications of surgery: hypothyroidism (51/52), hypocalcemia (21/52), hoarse (9/52), 
compression symptom (2/52), and deglutition difficulty (1/52). 39 cases got long-term outcomes: 
0.25~7.35 years following-up, 38 had hypothyroidism, 8 had distant metastasis, 5 patients had 
permanent hoarse and 4 relapsed within 2 years, there’s no differences between long-term 
outcomes and near-term outcomes. 
Conclusions Pediatric thyroid cancer is more common than before, more in girls and low risk 
PTC type . The neck solid mass is the main symptom. Hypoechogenicity, calcification, irregular 
margins and increased intranodular blood flow are the features on ultrasound. The high accurate 
rate of ultrasound for the diagnosis of TC means that except the FNAB, B ultrasongrapy 
examination is reliable in our hospital. There are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near term symptoms 
and long term complications. Children with thyroid cancer have a better prognosis than adults. 
This research showed the relapse happened within 2 years after operation, patients should be 
closely followe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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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59 

20 例 NR5A1 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表型及基因结果分析 
 

宋艳宁,张贝贝,任潇亚,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 20 例染色体核型为 46,XY 且有 NR5A1 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表现及基因特点,从而提高

NR5A1 基因突变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断及对基因 NR5A1 基因突变分子机制的了解。 
方法 选取了从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 20 例基因确诊的 NR5A1 基因突

变的患儿,搜集他们的病例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外生殖器 Prader 分级),激素检测(包括基础水平的睾酮

和 HCG 激发试验后的睾酮),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20 例染色体核型为 46,XY 且有 NR5A1 基因突变患儿生后按女孩抚养的为 10 例,男孩抚养为

10 例,年龄位于 5 个月到 12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0.25 岁。以阴蒂肥大就诊的有 4 例(20%)患儿,以双

侧腹股沟疝就诊的有 6 例(30%),10 例男孩抚养的患儿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男性化不足,如小阴茎,隐睾,
尿道下裂等。患儿外生殖器的 Prader 分级中,位于 0-1 级的有 3 例,2 级的有 5 例,3 级的为 6 例,4 级

为 4 例,5 级的有 2 例。基础水平的睾酮变化较大,从 20-526(ng/dl)不等,中位值为 76.65,HCG 激发

后睾酮为 293.25±179.92(ng/dl)。20 例患儿共发现了 16 种 NR5A1 的基因突变。全部为杂合突变,
其中 16 例患儿为新发突变,3 例患儿突变来源母亲,1 例患儿突变来源父亲,但是他们的父母均无相关

的临床表型。16 种基因突变中,有 7 种突变位点未见报

道:p.E425RfsTer5,p.C412* ,p.Q107*,p.P206Tfster20, p.P216Afs*10,245-2A>T,p.R87C,9 种已报

道的突变位点;其中 3 例(18.75%)患儿存在 p.R87C 位点的突变,2 例患儿有 p.R313C 位点的突变。

外显子 3 突变类型 多,占 43.75%。 
结论 我们的研究再次证实了 NR5A1 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临床表型多样,使其与 AIS,5αRD,17β-HSD3
不易鉴别。我们近十年的数据显示,NR5A1 突变成为仅次于 AIS,5αRD 的一种 46,XYDSD。基因检

测是这类疾病的一种可靠的确诊手段。NR5A1 突变以杂合突变为主,且多为新发突变,少数父母携带

者临床表现正常体现了该基因突变在 46,XX 和 46,XY 中可以有不同的临床表现,但基因型与表型之

间的关系仍未建立。在本研究中,共发现了 7 种未报道的突变位点。p.R87C 是本研究人群中的一个

热点突变。本研究使我们对 NR5A1 基因突变导致疾病的分子机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有利于确诊

和治疗。 
 
 
OR-0460 

铁超负荷加重高糖导致的内皮细胞功能损伤 
 

吴蔚,傅君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糖代谢紊乱可导致早期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我们发现中重度肥胖儿童血清铁蛋白升高,而研究表

明铁参与内皮细胞的氧化损伤。但是,铁介导的内皮细胞损伤路径仍未完全明确,铁负荷和心血管病

变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争议,同时也缺乏在肥胖儿童中的数据。 
方法 本研究通过建立高糖损伤颈动脉内皮细胞的体外模型,并予以柠檬酸铁干预后分别检测其过氧

化和血管舒缩功能的指标,评价铁负荷在高糖导致内皮细胞功能损伤中的作用。并寻找可能参与的

信号通路。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 p-p65,进一步基因芯片寻找差异表达的基因。 
结果 高糖加高铁处理组细胞凋亡较之单纯高糖组明显增加,活性氧 ROS 含量(荧光的平均亮度

值), 丙二醛,ET 含量显著增加, 超氧气化物歧化酶,NO 含量显著减少,予还原剂 NAC 后细胞凋亡率下

降, 活性氧 ROS 含量(荧光的平均亮度值), 丙二醛,ET 含量下降, 超氧化物歧化酶,NO 含量较前增

加。与高糖未处理组相比,柠檬酸铁高糖处理组细胞中定位于细胞核的 p-p65 含量明显增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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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 信号通路激活。加入 NF-κB 信号抑制剂 BAY-11-7082 后,高糖未处理组和柠檬酸铁高糖处理

组细胞中 p-p65 的相对表达量均明显下降。 
结论 铁负荷可加重高糖所导致的内皮细胞损伤,和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有关。 
 
 
OR-0461 

代谢综合征儿童青少年的胰岛 β 细胞功能评估 
 

李国华,陈雪峰,梁心怿,林胡,张黎,许晓琴,吴蔚,黄轲,董关萍,蒋优君,傅君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通过混合餐耐量试验和口服糖耐量试验分别评估患有代谢综合征､组分代谢紊乱症以及单纯性

肥胖的肥胖儿童青少年的胰岛 β 细胞功能,评估三者间是否存在差异,以便为疾病的早期预防及临床

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我们前瞻性地设计了 3 组研究对象:代谢综合征(MS)､组分代谢紊乱症(cMD)及单纯性肥胖(iOB)
患儿,分别评估他们的胰岛 β 细胞功能;搜集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期间符合上述研究标准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共入选 181 例(单纯性肥胖

症 50 例, 组分代谢紊乱症 72 例,代谢综合征 59 例),所有的研究对象都进行了混合餐耐量试验 
(MMTT)和口服糖耐量试验 (OGTT),上述试验中,胰岛素分泌指数及胰岛素敏感性指数被分别计算以

供评估。 
结果 在混合餐耐量试验中,在调整了组别间的 BMI 因素后,与 iOB 相比 MS 具有更高的 120 分钟 C
肽曲线下面积(900.3±32.20 ng/mL.min vs.769.97±33.47ng/mL.min,P=.007)及 C 肽峰值

(10.02±0.39 ng/dL vs.8.44±0.40 ng/dL, P=.007)。在调整了组别间的 BMI 因素后,与 cMD 和

iOB 相比,MS 具有较高的稳态模型胰岛素分泌指数(HOMA-β%,P=.036, P=.008);然而,在 cMD 与

iOB 间 AUC CP120､CP 峰值及 HOMA-β%不存在明显的差异。30 分钟胰岛素分泌指数(ΔI30/ΔG30)
以及口服葡萄糖处置指数(oDI)在三组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在调整了组别间的 BMI 因素后,与 cMD
和 iOB 相比,MS 组具有较高的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P=.017, P=.000) 及较低的空腹

C 肽倒数(1/FCP,P=.034, P=.011),与 MS 及 cMD 相比,iOB 具有较高的定量胰岛素敏感性检测指数

的(QUICKI,P=.000, P=.018)及口服葡萄糖胰岛素敏感性(OGIS,P=.000, P=.004)。  
结论 与单纯性肥胖儿童相比,代谢综合征及组分代谢紊乱症患儿的早期胰岛分泌功能并无明显的受

损,由此分析,即便较为严重的胰岛素抵抗已经存在,代谢综合征及组分代谢紊乱症的患儿仍具有较好

的胰岛 β 细胞功能。因此,在代谢综合征及组分代谢紊乱症进展为糖尿病之前,我们仍有一个极为重

要的临床干预的机会。 
 
 
OR-0462 

外周血中间群单核细胞增多与新发儿童 1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 
 

任潇亚,巩纯秀,牟雯君,桂晋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新发 1 型糖尿病患儿外周血中单核细胞亚群的变化特点;探讨新发 1 型糖尿病患儿外周血

单核细胞亚群与其胰岛功能的关系;分析新发 1 型糖尿病患儿外周血中单核细胞亚群对记忆 T 细胞

数量及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1-2016.7 北京儿童医院确诊的新发 T1DM 患儿 54 例,49 例健康体检儿童为对照

组,39 例 Graves 病患儿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测定外周血单核细胞亚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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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细胞的变化。同时分别使用高压液相色谱法和化学发光法测定空腹 HbA1c､胰岛素及 C 肽,并
对单核细胞亚群与临床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与健康对照组和 Graves 病组比较,T1DM 患儿单核细胞百分比(6.12±2.10%)及绝对计数

(2.91±1.77×105)明显升高(p<0.01)。 
2.T1DM 患儿中间型单核细胞细胞百分比(19.83±14.33%)及绝对计数(6.87±6.30×104)较其他两组升

高(p<0.01)。 
3.T1DM 患儿 CD14+CD16+细胞绝对细胞计数与 HbA1c 呈正相关(r=0.421,p<0.01),与 C 肽呈负相

关(r=-0.332,p<0.05),与胰岛素呈负相关(r=-0.371,p<0.05)。健康对照组 CD14+CD16+细胞绝对细

胞计数与 HbA1c､C 肽､胰岛素无明显相关性(p>0.05)。 
4. CD14+CD16+细胞表型 CD11b 百分比(90.28±2.45%)较其他两组升高(p<0.01);CD14+CD16+细
胞表型 CD11c 百分比(92.66±3.59%)较其他两组升高(p<0.01);CD14+CD16+细胞表型 CD62L 百分

比(42.69±18.15%)较其他两组升高(p<0.01);CD14+CD16+细胞表型 CD68 百分比(8.99±3.74%)较
其他两组升高(p<0.01);CD14+CD16+细胞表型 CD163 百分比(89.56±2.47%)较其他两组升高

(p<0.01)。 
5.T1DM 患儿中间型单核细胞抗原提呈能力(CD86､HLA-DR)增强(p<0.05);促炎性因子(IL-6､TNF-a)
分泌增加(p<0.05)。 
6. 新发 T1DM 患儿记忆 T 细胞百分比(27.77±8.78%)及绝对细胞计数(4.88±2.97×105)较其他两组增

加(p<0.01)。中间型单核细胞与记忆 T 细胞呈正相关(r=0.364,p<0.05)。 
7.T1DM 患儿效应性记忆 T 细胞和中枢性记忆 T 细胞增多,且其分泌的促炎性因子(IL-2､INF-g)增多

(p<0.05) 
结论 1.T1DM 的发病过程存在单核细胞亚群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中间型单核细胞异常激活,且分泌促

炎性因子增加。 
2. 中间型单核细胞与胰岛功能呈负相关。中间型单核细胞水平的升高提示胰岛功能受损。 
3.T1DM 的发病过程中中间型单核细胞激活记忆 T 细胞,促进记忆 T 细胞分泌促炎性因子,加速破坏

胰岛功能 
 
 
OR-0463 

中国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患儿临床及遗传分析 
 

张尧,李东晓,刘怡,金颖,宋金青,杨艳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了解中国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患儿的临床表型及基因型特点。 
方法 自 2005 年到 2016 年于北大医院共收集了 15 例患儿,对这些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
疗及酪氨酸羟化酶(TH)基因进行分析。 
结果 15 例患儿中男女比为 7:8,14 例(93.3%)于婴儿期起病,10 例(66.7%)于 3 个月内起病。其中表

现为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DRD)的 10 例(66.7%),5 例(33.3%)为婴儿帕金森综合征伴发育落后。

15 例(100%)均出现肌张力不全,4 例(26.7%)有疲劳现象,9 例(60%)出现肌张力降低,10 例(66.7%)阵
发性肌张力增高,5 例(33.3%)既有强直又有震颤,12 例(80%)于病程中出现运动倒退;8 例(53.3%)智
力低下,5 例婴儿帕金森综合征伴发育落后患儿均有智力低下。TH 基因分证实全部患儿均符合酪氨

酸缺乏症诊断,除 1 例为纯合突变外,其余均为符合杂合突变。c.646G>A(p.G126S)和
c.698G>A(p.R233H)出现频次为 4 次,c.605G>A(p.R202H)为 3 次。发现 10 个新的突变,其中 6 个

错义突变,3 个剪切突变,1 个无义突变。全部患者经左旋多巴治疗剂量为 2.7~10mg/kg.d,8 例智力低

下患儿 2 例(为 DRD)恢复正常,6 例好转;全部患儿运动均较治疗前好转,10 例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

者 4 例运动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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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患儿以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为主要表现,也可出现婴儿帕金森综合

征伴发育落后表型。c.646G>A(p.G126S)､c.698G>A(p.R233H)和 c.605G>A(p.R202H)可能为中国

人常见突变位点。左旋多巴治疗对两种表型均有效。 
 
 
OR-0464 

Role of Argonaute 2 in obesity and hepatic insulin 
resistance 

 
张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OR-0465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21-羟化酶缺陷并发睾丸内残余瘤强化

皮质醇治疗效果和发生睾丸功能减退风险因素分析 
 

杜敏联,郭松,张军,李燕虹,马华梅,陈红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21-羟化酶缺陷(21-OHD)患儿并发睾丸内残余瘤(TART),
应用皮质醇强化治疗的疗效和发生睾丸萎缩及功能减退(GI) 风险因素,为合理处理儿童青少年 TART
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分析未经手术治疗并定期规则随访的 17 例,27 例次 21-OHD 并 TART 患儿。治疗组 12
例(17 例次,30 个瘤次)。诊断 TART 后行加大皮质醇剂量的强化治疗(超过替代剂量上限的

15mg/m2/d)。未接受强化治疗的对照组 5 例(7 例次,11 个瘤次)。两组治疗方案为非随机选择。治

疗前和至随访终点取以下参数分析(1)睾丸容积(TV)临床以 Prader 睾丸测量模具评估和 B 超测量计

算所得判断,(2)由以上参数计算睾丸萎缩指数(TAI)。睾丸质地异常,TAI≥50,青春后期 TV<10ml 或睾

丸发育停止 2 年为睾丸萎缩。(3)瘤体性质判断:睾丸触诊质地不均､硬或软,B 超测量的瘤体大小､睾

丸及瘤体的声像性质。(4)睾丸功能相关激素:血清 FSH､LH､睾酮､雄烯二酮､17-羟基孕酮以及 AMH

和 β-抑制素。(5)睾丸功能低下(GI)判断:高促性腺激素性 GI､低促性腺激素性 GI 和或 AMH 和 β-抑
制素低于按正常年龄和发育期参照值 3th 百分位。(6)以历时回顾分析法分析 TART 经保守处理后

3.10±3.09,2.04(1.0, 4.0)年的睾丸临床体征､B 超声像改变和睾丸功能相关激素参数及其关系。 
结果 21-OHD 经睾丸 B 超检查确诊的 TART 发生率为 25.5%。失盐型发生率远大于单纯男性化型

(6:1),但两型 TART 发生年龄无差异,与诊断年龄和皮质醇开始替代治疗年龄无相关性。CAH 监控的

生化指标差不完全是 TART 易患因素。17 例 TART 确诊后给以加大皮质醇剂量强化治疗,5 例

TART 发生一次以上(治疗消退后在不同部位再发生)。强化治疗后,20/30 个瘤体消退,10/30 个瘤体

不消退。消退率显著大于非强化治疗组的 1/11 个瘤体消退。强化治疗方案中接受氢化可的松联用

了地塞米松,后者占总量 1/2 以上时,瘤消退率显著高于不联用,分别为 16/20 和 4/10(P= 0.045)。
CAH 控制指标并非强化治疗减量和停用的指标。TART 致睾丸萎缩和/或功能低下的正性相关因素

包括(1)临床触诊睾丸质地异常和/或 B 超声像异常(P=0.003),(2)诊断时瘤分期≥3.5 期(P=0.003)。(3)
瘤 大径线≥7mm(p=0.001),或瘤/睾丸 大径比例>0.45(P=0.004)。强化治疗方案联用 DXM 比例

大于 50%时发生睾丸功能受损风险显著降低(p=0.022)。 
结论 TART 是 21-OHD 在儿童和青春期并不少见的并发症。瘤体较小和<3 期时,经加大皮质醇制剂

剂量可使瘤消退,联用地塞米松可显著提高消退率。诊断时瘤≥3.5 期或有睾丸触诊质地异常者,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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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难以使瘤消退,并有至睾丸萎缩/功能低下高风险。随访中重视睾丸触诊和定期 B 超检查是早期

发现 TART,保护生殖力的重要举措。 
 
 
OR-0466 

一个新 EDA 基因缺失突变和 X 染色体失活极度偏倚导致 2.5 岁

女孩患有典型的少汗型外胚层发育不良 
 

雷珂
1,张颖

2,董增义
1,孙颖

3,易致
2,陈志红

2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研究所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分泌儿科 
3.青岛市中心医院眼科 

 
 
目的 研究表现为典型的 X 连锁隐性遗传的少汗型外胚层发育不良(Hypohidrotic ectodermal 
dysplasia,HED)的 2.5 岁女孩的致病基因及发病机制。 
方法 1 名 2.5 岁女孩,系非近亲结婚父母的第一胎第一产,生后有脱皮､头发稀疏和鼻梁平坦等特殊面

容。幼儿期表现为少汗､泪少､畏光､慢性湿疹､反复呼吸道感染和肺炎。查体发现患儿皮肤干燥､眶

周皮肤有皱纹､头发稀疏､几乎无睫毛和眉毛､前额突出､下巴尖､指甲畸形､无乳牙萌出,呈现典型的

HED 表型。获得患儿家长知情同意后,抽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各 5ml,分别提取 DNA 及总 RNA。
Sanger 测序法检测 HED 致病基因外胚层发育不良 A 基因(ectodysplasin A,EDA)外显子及外显子和

内含子交界区序列。利用 X 染色体上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基因第一外显子 CAG 重

复序列的多态性,对患儿及其母亲进行经典的 X 染色体失活(X chromosome inactivation,XCI)分析。

RT-PCR 和 Sanger 测序法进行外周血 EDA 基因 mRNA 表达的序列分析。 
结果 (1)Sanger 测序揭示患儿及表型正常的母亲均携带 EDA 基因的杂合突变 c.954del 
C(p.Ser319fs),该缺失突变首次被发现,突变生成截短蛋白,而且该突变点恰好是 EDA 基因肿瘤坏死

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保守域中 EDA 蛋白三聚体相互结合的一个位点,突变导致 TNF 保

守域功能完全丧失;表型正常的父亲未发现 EDA 基因突变。(2)XCI 分析发现患儿来自父亲的正常 X
染色体 100%失活,是完全偏倚的 XCI 模式;母亲在 AR 基因第一外显子的 CAG 重复序列区呈现纯合

状态,无法分析 XCI 程度。(3)EDA 基因 mRNA 表达序列分析发现,患儿外周血以突变型 mRNA 表达

为主,与 XCI 分析结果相互印证;而母亲外周血以野生型 mRNA 表达为主,由此估计母亲 XCI 也是极

度偏倚模式,正是这种极度偏倚的 XCI 模式使患儿母亲没有 HED 的临床表现。 
结论 (1)位于 EDA 基因 TNF 保守域的新发现的突变 c.954del C 是一个可以导致典型 HED 表型的

致病突变。(2)XCI 的程度和方向决定携带突变 EDA 基因女性携带者的临床表型。(3)EDA 基因的

c.954del C 突变和极度偏倚的 XCI 模式导致 2.5 岁女孩患有典型的 HED。 
 
 
OR-0467 

 以斑驳病为表现的 4 号染色体长臂缺失综合征 
 

张珍,陈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报道 1 例以斑驳病为表现的 4 号染色体长臂缺失综合症。 
方法 患者,女,41 天。以“额部白发,下肢散在白色斑片 41 天”就诊,患者出生时即发现额部白发,双下

肢可见散在白色斑片。家族遗传病史:父母非近亲婚配,父母及哥哥均体健,否认家族遗传病史。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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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神志清晰,反应正常,营养正常。皮肤检查额部可见少许白发,双下肢可见三角形白色斑片,躯干

上肢皮肤未见明显色素异常。根据当时的临床表现,临床诊断“斑驳病”予以基因芯片检查。 
结果 基因芯片检测结果为 4 号染色体 q11-q13.1 区域存在一段大小为 13210kb 的缺失,该缺失区域

包含可导致斑驳病的 KIT 基因。根据文献资料,该区域为已知的致病区域,临床表现为斑驳病,神经发

育延迟等。故患儿在 4 个半月时被明确诊断为:4p 缺失综合症。明确诊断后告知患者儿保科､五官科

､神经内科等相关科室进行评估。头颅 MRI 显示两侧额颞脑沟深宽,脑外间隙宽,透明间隔腔隙存在,
脑实质未见明显异常,双侧乳突积液。发现目前患儿生长发育落后同龄儿童 2 月,听力较弱。目前患

儿体能训练中。 
结论 该病例提示临床医生如果遇到没有家族史的斑驳病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异常,特别是生长发育的

异常,应排除 4 号染色体缺失的可能性。该部分病人在临床管理中应重视多系统的评估,早期进行干

预,对患儿的预后有一定价值。 
 
 
OR-0468 

新生儿发病的 Sjogren-Larsson syndrome 综合征 1 例 
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窦丽敏,叶莹,曹云,王榴慧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 1 例 Sjogren-Larsson 综合征(Sjogren-Larsson syndrome,SLS)患儿临床特征及

ALDH3A2 基因突变,以明确诊断。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的 1 例鱼鳞病表现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外周血基因组

DNA。应用目的基因结合二代测序技术,对致鱼鳞病表现的皮肤病基因进行测序。运用

MutationTaster 软件预测靶基因的靶位点突变致病意义。 
结果 患儿系 G5P2,34 周龄,出生体重 2.9kg,头竖立欠佳,不伴痉挛性截瘫､四肢瘫､听力损害､眼部等

临床表现。查体:神志清,精神反应可,全身皮肤略脱屑,膝盖､肘部关节伸侧面明显掌趾角化,心音有力,
未及杂音,呼吸平稳,双肺未及干湿啰音,腹部软,肝脾肋下未及肿大,四肢肌张力可。ALDH3A2 基因测

序检出基因突变,IVS4-3delG,c.1151A>G(p.Asn386Ser)。MutationTaster 软件预测双位点均为致病

性突变。 
结论 明确诊断了 1 例新生儿发病的 Sjogren-Larsson 综合征,发现 2 个 ALDH3A2 基因突变位点,其
中 IVS4-3delG 为新发突变,需要长期随访。 
 
 
OR-0469 

太原地区以大疱样皮疹为特征的手足口病病原学及临床特点分析 
 

张杏莲,刘强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00 

 
 
目的 分析太原地区 2017 年 1 月至 6 月皮疹形态以大疱表现为特征的手足口病患儿的病原及其临床

特点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6 月山西省儿童医院以广泛的皮肤黏膜大疱反应为特征的､临床诊断为手

足口病的患儿临床资料,其中疱液标本由山西省疾控中心以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进行手足口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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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并分型;我院实验室对血清抗体进行检测,并对其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及后期随访进行总结

分析。 
结果 在皮疹形态以大疱改变为特点的､临床诊断为手足口病的 10 例患儿的标本中,肠道病毒通用性

抗体阳性 7 例,柯萨奇病毒 A6 型(CA6)阳性 8 例,肠道病毒 71 型(EV71)阳性 1 例,柯萨奇病毒 A16 型

(CAl6)阳性 1 例 
结论 近年手足口病由于病毒型别变化,临床表现亦出现变化,其中皮损表现为大疱,大囊疱样病例引人

瞩目,且容易误诊多形红斑,水痘､带状疱疹等疾病,应该引起重视。 
  
 
 
OR-0470 

长春新碱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婴儿血管瘤 
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疗效探讨 

 
肖媛媛,徐子刚,徐哲,向欣,刘盈,马琳,李云珠,杨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血管瘤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Kasabach—Merritt syndrome, K-M 综合征)的有效治疗方

案。 
方法 分析 2015 年至 2017 年本院收治的 9 例 K-M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病理结果及应用长春新

碱(Vincristine,VCR)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对血小板及病情的控制情况。 
结果 9 例患儿发病年龄 1 天~212 天,平均 87.33+74.43 天,男女比例:2:7,3 例患者瘤体位于四肢､4 例

患者位于腰臀部､2 例患者位于面颈部。患儿治疗前血小板计数 4~32×109/L。采用糖皮质激素与长

春新碱联合治疗后,其中 8/9 例在治疗 2 周后,血小板可以稳定在正常范围,并可长期维持,在治疗 3-4
周时瘤体可见明显缩小。另外 1/9 例患者在应用长春新碱 5 次(治疗 5 周)后,血小板仍无明显改善,合
并静脉栓塞后,血小板逐渐稳定。 
结论 K-M 综合征多发生在婴儿期,长春新碱合并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可控制瘤体发展,促进血小板恢

复。若疗效不明显,可考虑静脉栓塞辅助治疗。 
 
 
OR-0471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皮肤表现 
及与系统受累的关系 

 
李萍,李建红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患者的临床表现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5 月—2016 年 5 月期间诊断明确､资料齐全的 LCH 患者 20 例。对其

临床表现､皮肤特点､系统受累及转归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20 例 LCH 患者中男 7 人,女 13 人,男女比例 1:1.86;年龄 2 个月—12 岁 11 月,平均 19.35 个月,
其中≤2 岁 17 例。首发症状:皮损(不包括因骨损害所致皮下包块)首发 11 例,骨损害所致骨骼痛或皮

下包块 6 例,淋巴结肿大 2 例,尿崩症首发 1 例。伴有皮肤损害 14 例;皮损主要表现为两大类,即丘疹

､斑块､结节和脂溢性湿疹样或湿疹样损害,两类皮损均可伴有出血､结痂､坏死､脱屑,脱痂后可留下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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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和萎缩性白斑。皱褶部位类似间擦疹。 早出现的年龄是 1 个月, 晚 11 岁 6 个月。骨骼表现为

皮下骨性包块 10 例。多器官受累情况:累及 1 个器官 4 例(21.1%),均为骨骼侵犯;累及两个器官 4 例

(21.1%);累及三个器官 3 例(15.8%);累及四个器官 2 例(10.5%);累及 5 个以上 6 例(31.6%)。临床分

型､分级:Ⅰ型 Ⅰ级 2 例(患者年龄均>2 岁);Ⅰ型 Ⅱ级 1 例;Ⅱ型 Ⅱ级 3 例,Ⅱ型 Ⅲ级 2 例;Ⅲ型 Ⅲ级 

4 例,Ⅲ型 Ⅳ级 8 例(其中 6 例<1 岁)。转归情况:手术切除后化疗 3 例,手术切除后未化疗 2 例,化疗 2

例,对症处理 1 例,心､肺､肝等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1 例(8 个月),失访 1 例,转上级医院治疗 7 例。放

弃治疗 2 例。对症治疗后缓解 1 例(尿崩症)。 
结论 LCH 是病谱性､系统性疾病,儿童为好发人群,皮肤是 LCH 常侵犯的重要器官之一。提高对本

病的认识尤其是皮损的认识有利于对本病的早期诊断。 
 
 
OR-0472 

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并发马尔尼菲青霉菌血症 1 例 
 

高歆婧,陈谨萍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报道 1 例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并发马尔尼菲青霉菌血症。 
方法 患儿男,1 岁,主因“皮疹 2 月,发热 6 天”就诊。体格检查:低-中度热,精神稍差,肝肋下 5cm,脾肿

大,I 线约 5cm。面部､躯干散在十余个大小不等的红色丘疹及溃疡,中央可见脓液,部分结痂。进行免

疫球蛋白､肝功能､血培养及溃疡脓液培养､骨髓涂片及皮肤组织病理等检查。 
结果 免疫球蛋白 G <0.33g/L,免疫球蛋白 A <0.07g/L,肝功能谷草转氨酶及谷丙转氨酶轻度升高。血

培养､溃疡脓液培养及骨髓涂片见提示马尔尼菲青霉感染。患者既往诊断为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现并

发马尔尼菲青霉菌血症,同时伴肝损害,予科赛斯抗真菌治疗,丙种球蛋白支持治疗,1 周后病情无明显

好转,骨髓涂片示骨髓增生明显活跃,粒系､红系增生,巨核细胞可见,血小板少见,伴真菌感染。考虑

“噬血细胞综合征”,主动出院,失访。 
结论 皮疹可作为马尔尼菲青霉病首发症状,临床应予以重视;对有泛发的进展迅速的皮疹,伴不明原因

发热的患者,应考虑免疫缺陷病的可能,必要时行相关血液检测。 
 
 
OR-0473 

外敷噻吗诺尔联合脉冲激光治疗婴幼儿血管瘤 50 例疗效观察 
 

周胜,迪力拜尔.热夏提 
乌鲁木齐市儿童医院 830001 

 
 
目的 婴幼儿血管瘤是婴幼儿 常见的良性软组织肿瘤。β 受体阻滞剂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均优于传统的糖皮质激素,以做为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一线治疗。但口服普萘洛尔可导致系

统性并发症。局部应用 β 受体阻滞剂成为婴幼儿血管瘤治疗研究的新热点,如局部外用 0.5%噻吗洛

尔滴眼液､0.1%噻吗洛尔凝胶､普萘洛尔纳米水溶胶等。联合脉冲激光等均可作为婴幼儿血管瘤的

治疗选择。本文简要介绍我院外敷噻吗诺尔联合脉冲激光婴幼儿血管瘤 50 例疗效观察。 
方法 我院从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共观察 50 例 1 ~ 10 月龄浅表型血管瘤病例,血管瘤

患儿先检查瘤体 B 超､心脏彩超､心电图､血常规等。后脉冲染料激光对患儿浅表型血管瘤治疗,治疗

后血管瘤冷敷 10 分钟,瘤体一周不能沾水,外用复方多粘菌素 B 乳膏,一日两次,防止瘤体感染。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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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外用 0.5%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液湿敷治疗:6-8 层无菌纱布覆盖血管瘤,滴入 0.5%马来酸噻吗洛

尔滴眼液局部湿敷,外覆盖保鲜膜,每 12 h 1 次,每次 1 小时。一月后复诊,之后每月治疗一次. 
结果 结果显示,治疗完全消退 29 例(58%),14 例部分消退(28%),7 例无反应(14%),总体反应率为

86%(29/35),未发现相关的不良反应。3 例患儿停药 4 周后瘤体反弹,但继续治疗仍然有效。研究中

还发现,32 例 6 月龄以下患儿中 25 例反应良好,部分病例治疗 2 d 即开始起效。7 例患儿治疗无效,
但颜色和质地均有改善,采用联合普萘洛尔口服治疗有效。  
结论 血管瘤是婴幼儿常见的良性肿瘤,外用 β 受体阻滞剂在血管瘤治疗中的确切疗效得到证实和认

可,采取具有外用马来酸噻吗洛尔的方法对婴幼儿血管瘤进行治疗,为一种疗效明显,安全快速的治疗

方法 
 
 
OR-0474 

甲氨蝶呤治疗儿童重度斑块型银屑病的疗效及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顾洋,王召阳,向欣,徐子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甲氨蝶呤(methotrexate, MTX)治疗儿童重度斑块型银屑病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中炎症因

子 IL-17A､IL-23､TNF-α 的影响。 
方法 18 例儿童重度斑块型银屑病患者口服 MTX 0.1-0.3mg/(kg·w) 4-24 周,以银屑病受累面积和严

重程度(PASI)评分和儿童皮肤病生活质量指数(CDLQI)评分评价疗效;采用液相悬浮芯片法测定基线

和治疗 24 周后患者血清中 IL-17A,IL-23,TNF-α 的水平。 
结果 18 例重度斑块型银屑病患者治疗后 4,8,12,24 周 PASI 评分与治疗前相比较明显下降

(30.44±8.85 vs 21.92±12.06, t=2.393; 30.44±8.85 vs 12.88±9.59,t=5.466; 30.44±8.85 vs 
4.72±3.40,t=9.924; 30.44±8.85 vs 1.83±2.18,t=8.929,均 P <0.05);治疗 4,8,12,24 周 PASI75 分别

为 11.76%､40%､76.92%､100%。治疗后 12,24 周 CDLQI 的中位值较治疗前明显下降。9 例患者

治疗 24 周后血清中 IL-17A,IL-23,TNF-α 的水平较治疗前降低(Z=-2.42; Z=-2.31; Z=-2.55,均 P 
<0.05)。不良反应有恶心,食欲减退,谷丙转氨酶及谷草转氨酶轻度升高。 
结论 医师严密的监测下,小剂量的 MTX 治疗儿童重度斑块型银屑病疗效良好,安全性较高,患者满意

度高。随着疗效的提高,患者血清中炎症因子的水平逐渐降低。 
 
 
OR-0475 

生物素缺乏症 1 例 
 

谷盈
1,高宇

1,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育英儿童医院皮肤科 
 

 
目的 该病例提示临床上对于婴幼儿顽固鳞屑性皮疹合并难治性代谢性酸中毒及继发性感染的患儿

应注意生物素缺乏症的可能,且早期及时补充生物素预后良好。 
方法 报告 1 例生物素缺乏症.患儿女,1 岁。因全身皮肤干燥脱屑 10 天,气促 1 天入院。皮肤科查体:
全身皮肤干燥､粗糙,角质增厚伴脱屑,呈现鱼鳞病样皮疹,以褶皱部位为主。口周､眼周皮肤干燥,呈放

射状。患儿住院期间,多次血培养阳性提示并发败血症､多次粪便常规检出酵母菌提示合并酵母菌感

染性肠炎,且伴有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余神经系统查体及头颅 MRI 未及异常。虽经积极抗感

染及纠酸治疗全身症状未见好转。予进一步完善血尿有机酸代谢检查､遗传代谢病氨基酸和酰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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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谱分析发现:血示 3-羟基异戊酰肉碱增高,伴丙酸肉碱增高,尿示乳酸､3-羟基丙酸､3-羟基丁酸､3-羟

基异戊酸､甲基巴豆酰甘氨酸增高。生物素缺乏症诊断成立。予补充生物素,左卡尼汀､甲钴胺片,并
维持相关抗感染及支持治疗 
结果 2 周后患儿全身症状逐渐好转,皮疹基本消退。 
结论 该病例提示临床上对于婴幼儿顽固鳞屑性皮疹合并难治性代谢性酸中毒及继发性感染的患儿

应注意生物素缺乏症的可能,且早期及时补充生物素预后良好。 
 
 
OR-0476 

Rothmund-Thomson syndrome 及 RECQL4 
基因突变相关疾病鉴别诊断 

 
向娟,王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Rothmund-Thomson 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其主要临床特征是皮肤异色,生长发

育迟滞,头发眉毛睫毛稀疏,早年发生的双侧青少年白内障以及骨骼发育异常。该病的病因为

RECQL4 基因突变所致。国内报道极少。本文报道一例,并从临床和基因突变方面进行总结。 
方法 病例:患儿,男,12 岁,主诉“全身皮疹 12 年伴生长发育迟滞”。患儿于生后 4+月出现面部､四肢末

端暴露部位出现红斑､丘疹､甚至水泡,日晒后加重。皮疹能自然消退,反复发作。患儿 1+岁曝光部位

出现褐色色素沉着以及点状的色素减退,并逐渐增多累及整个头面部､四肢､以及臀部。4 岁后头发､

眉毛､睫毛开始出现脱落稀疏。双手､双足出现褐色疣状增生性斑块。患儿生后有腹泻､喂养困难,至
2-3 岁该症状逐渐缓解。生长发育迟滞,身高体重明显低于正常年龄。与家人的日常交流正常。父母

非近亲结婚,家族中无类似情况。母亲预期以及生产顺利。查体:匀称性矮小。头面､四肢､臀部皮肤

异色,头皮出现大小不等脱发区,头皮可见散在萎缩性小瘢痕;眉毛､睫毛脱落。双眼角膜透明。心肺

腹无明显异常。双手大拇指细小,发育不良,其余手指屈曲畸形。双手､双足掌指趾屈侧有褐色疣状增

生性斑块。生化､甲功､免疫等常规检查无异常,染色体检查无异常。四肢长骨摄片:股骨､胫骨细长,

骨质疏松､远近干骺端骨小梁紊乱。双肱骨细长,左尺桡骨近端融合,右尺骨近端膨大。双侧眼底检测

未发现白内障。智力发育基本正常。临床上根据皮肤改变考虑诊断有:1. Rothmund-Thomson 
syndrome 2. 着色性干皮病 3.Cockayne 综合症 
结果 从临床来看着色性干皮病,是发病率 高的,出现的几率 大,主要表现光敏,色素沉着。但该疾

病出现侏儒的可能性小,不损伤毛发,四肢长骨发育无异常,突出表现是皮肤的肿瘤,比如鳞癌､基底细

胞癌等。与病例患儿临床表现不符合。其次 Cochayne 综合症也可以出现皮肤异色,身材矮小,但该

疾病有“米老鼠”样的特殊面容,表现为大而尖的低位耳,小下颌,并且突出表现是进行性的神经精神发

育倒退。与该例患者不符合。 终基因检测发现纯合突变,RECQ4 基因的 14 号外显子 c.2420-
c.2421 之间插入 CGGGC 五个碱基造成移码突变。虽然因为患者父母客观原因未能做基因检查,根
据临床表现,辅助检查以及基因结果,该患儿 终被诊断为 Rothmund-Thonsom 综合。 
结论 这类与 DNA 螺旋酶基因突变相关的疾病可导致多个系统器官的损害,临床表现复杂,容易混淆,
需要通过临床分析和基因诊断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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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77 

误诊为血管瘤的皮肤肿瘤 4 例 
 

尉莉,张斌,马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回顾分析误诊为血管瘤的皮肤肿瘤病例,探讨与血管瘤相似的皮肤肿瘤临床特点以及误诊的原

因。 
方法  回顾我院皮肤科 2017 年 4 月~7 月外院诊为血管瘤,经我院病理证实为皮肤肿瘤的 4 例患者进

行临床总结分析。 
结果 外院误诊为血管瘤的 4 例患儿,经病理诊断分别为钙化上皮瘤､Spitz 痣､皮肤神经鞘瘤和组织细

胞增生症。其中 1 例患儿在外院曾行激光治疗后复发。 
结论  儿童面部皮肤肿瘤临床表现不典型,容易误诊,对诊断不明确的病例应行病理检查后再决定治疗

方案。 
 
 
OR-0478 

2015 年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住院患者疾病构成情况调查 
 

罗婷
1,2,3,张川

1,2,3,张伶俐
1,2,3,熊卉

1,2,3,刘丹
1,2,3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循证药学中心 

3.出生缺陷与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回顾性调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015 年儿童(0~18 岁)住院患者的疾病构成,掌握儿童患者

疾病就诊需求的特点及规律,为儿童疾病的预防和诊治及儿童药物配备提供临床证据。 
方法 通过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信息系统提取该院 2015 年儿童住院患者资料,按国际疾病分类

(ICD-10)标准对主要诊断进行系统分类,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结果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015 年度儿童住院病例共 17484 人次,其中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

者;(2)住院儿童前 6 类系统疾病依次是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呼吸系统疾病､影响健康状态和保

健机构接触的因素､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和某些涉及免疫机制的疾患､先天

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累计构成比为 76.07%;(3)不同年龄疾病构成中,新生儿组疾病构成第一

位是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占 94.07%;婴幼儿组疾病构成第一位是呼吸系统疾病,占 47.95%;儿
童组和青少年组疾病构成第一位均是影响健康状态和保健机构接触的因素;(4)不同季节疾病构成前

3 位均相同,为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呼吸系统疾病及影响健康状态和保健机构接触的因素 3
类。春冬两季呼吸系统疾病构成比相对夏秋季节高,夏秋两季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构成比相对

春冬两季高;(5)前 15 位单病种共 11941 人次,占全院住院儿童的 68.30%,单病种排序前三位的依次

为其他医疗照顾､肺炎,病原体未特指和其他和未特指原因所致的新生儿黄疸,分别占 17.12%､
13.62%和 5.72%。 
结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患儿不同年龄､不同季节疾病构成均有较大差异,医院及相关部门应

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不同季节的特点,将儿童疾病的治疗､预防以及药物配备放在不同的疾病类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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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79 

急性中耳炎在发热儿童的现况分析 
 

单红梅,赵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急性中耳炎(Acute otitis media, AOM)是引起小儿发热的常见疾病之一,也是抗生素应用的主要

儿科疾病,目前在我国儿科诊疗常规并无明确规定对发热儿童进行常规鼓膜检查,以明确有无中耳感

染。对发热儿童进行耳镜检查,并进一步做声导抗,了解急性中耳炎在发热儿童中的发病率及抗生素

的使用率。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8 月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部门诊因发热就诊的患儿,入选标准:(1)年龄≤12
岁;(2)体温≥38℃。由特诊部全科高年资医师对上述入选儿童进行耳镜检查,异常者作声导抗测定以

明确诊断。制定统一的调查表,对所有入选发热儿童作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急

性中耳炎诊断标准:(1)感染的急性症状,如发热､耳痛､脓性耳漏等;(2)耳镜检查表现为鼓膜充血､膨出

､标志不清等;(3)声导抗测定:表现为平坦型(B 型),高负压型(c 型),部分可疑。采用 SPSS19.0 统计软

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016 年 6-8 月本院特诊部门诊共入选 255 例发热儿童(男 141 例,女 114 例),平均年龄 3.8±2.5
岁( 小 2 月, 大 12 岁),符合 AOM 诊断共 21 例,发病率是 8.2%,71.4%儿童发热未超过 72 小时,耳
镜检出 18 例,检出率是 85.7%,声导抗结果显示:5 例 B 型,11 例 C 型,5 例可疑;进一步进行年龄分组,
在≤12 月龄组中 AOM 发病率 高是 22.2%(8/36),1-3 岁组是 3.8%(4/105),3-6 岁组是

9.5%(7/74),>6 岁组是 5%(2/40),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性别分组,发生 AOM 的男孩 16
例(76.2%),女孩 5 例(23.8%),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耳痛主诉分组,有耳痛主诉的 AOM
有 5 例,无耳痛主诉的 AOM 有 16 例,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实验室检查中发现血常规

中的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分类在有无 AOM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但在 C-反应蛋白检测中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在 255 例发热儿童中共有 79 例使用抗生素,使用率 31.0%;而在 21 例 AOM
中,抗生素的使用率是 71.4%(15/2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s 回归发现,年龄≤12
月龄､耳痛主诉和既往有中耳炎史是 AOM 的危险因素。 
结论 急性中耳炎在发热儿童中并不少见,尤其在 1 岁以下婴儿和幼托儿童多见,在发热初期,儿科医生

使用耳镜可以检出大部分急性中耳炎,并早期合理使用抗生素。 
 
 
OR-0480 

利用脐血炎症指标预测胎膜早破足月新生儿宫内细菌性感染 
 

徐灵敏,沈军,李诗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201700 

 
 
目的 发生在产前或产时的细菌感染,是导致生后 7 天内的早期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如能早期预测

宫内感染(intrauterine infection, IUI)可以指导抗感染并改善预后。本课题选取胎膜早破超过 24 小时

阴道分娩的新生儿及正常足月分娩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检测脐血 TREM-1､CD64､TLR4､CD14 等炎

症指标的变化,观察新生儿出生后 7 天内细菌性感染的情况,探讨脐血炎症指标早期预测新生儿宫内

细菌感染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成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于 2014 年 9 月-2015 年 3 月共入选 45 例胎膜早破足月新生儿及

45 例正常足月新生儿,根据出生后 7 天内感染情况分为感染组和无感染组。新生儿娩出后即刻留取

脐血,以检测单核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表面 TREM1､CD64､TLR4､CD14 炎症指标。比较各指标在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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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早破组和健康对照组､感染组和无感染组间的差异,分析各指标预测宫内细菌性感染的敏感度和特

异度。 
结果 胎膜早破组脐血单核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表面 TREM-1､CD64､ TLR4 显著高于对照组(P 值均

<0.05), 而 CD14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感染组 TREM-1 及 CD64 高于非感染组

(P<0.05),TLR4 水平两组无显著差异。感染组单核细胞表面 CD14 低于非感染组(P<0.05),中性粒细

胞表面 CD14 两组无差异。TLR4 水平两组无显著差异。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脐血单核细胞表

面及中性粒细胞 TREM-1､CD64 和 CD14 炎症指标中以 CD64 对胎膜早破足月新生儿宫内细菌性

感染预测价值 高。 
结论 通过检测脐血单核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表面 TREM1､CD64 和 CD14 炎症指标可预测胎膜早破

足月新生儿 
 
 
OR-0481 

Assessment of learning curves in pediatric surgical 
procedures: outcome- or process-based? A consecutive 

case-series study 
 

Li Huixian1,Lin Fangqin 1,Pan Liyan1,Wen Zhe2,Liang Huiying1 
1.Institute of Pediatrics,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ediatric Surgery,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Learning curve (LC) is important for pediatric surgeons to acquire a constant stream of 
new skills safely and efficiently. However, trajectories and natures of LC are still a matter of 
debate. Particularly, outcome based vs process based–which is better? Our objective is to specify 
which strategy maybe more useful for powerfully detecting how many procedures a pediatric 
surgeon may have to carry out before reaching a competent level of performance. 
Methods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tertiary care pediatric hospital in 
Guangzhou, China.To compare two methods, we utilized data from a prospective case series of 
104 pediatric cases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choledochal cysts (CDC) excision and Roux-en-
Y hepaticojejunostomy from December, 2010, to December, 2014, performed by 1 surgeon. 
Completion of the learning curve (CLC), defined as the number of operations required to 
decrease operative times and adverse outcome rate to a steady level, was the main outcome 
measure.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s were operative time, blood lost, the relative cost of 
surgical treatment, length of stay, transfusion rate during operation, conversion rate to open 
procedur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rate. 
Results Process-based strategy demonstrated a CLC cutoff of 38(100% CI: 35-42) procedures 
for laparoscopic CDC excision and Roux-en-Y hepaticojejunostomy. Whereas outcome-based 
method produced a cutoff of 64.26 (95% CI: 63.78-64.33) cases. Comparing the early-(1st-38th 
cases), middle-(39th-64th cases), with the late-experiences (65th-104th cases), the surgeon-specific 
outcome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erms of adverse outcome (34.21%→11.54%→7.50%, 
P=0.006), complication rate (13.16%→0.00%→2.50%, P=0.031), operative time (348.71 
mins→243.58mins→236.45mins, P<0.001), and the relative cost of surgical treatment 
(8271.22RMB→7284.13RMB→7013.50RMB, P<0.001).  
Conclusions The outcome-based CLC for laparoscopic CDC excision and Roux-en-Y 
hepaticojejunostomy is 1.7 times as many as the process-based. To improve patient safety and 
prevent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events, outcome-based assessment of the 
learning curve in pediatric surgery is necessary to know if this goal is being met and to identify 
surgeons who need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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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82 

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 26 例临床表型分析 
 

葛萌萌,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总结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的临床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经多重连续探针扩

增技术(MLPA)确诊为 PWS 的 26 例新生儿资料,总结其临床特征。 
结果 26 例患儿中男 21 例,女 5 例;确诊年龄为 1-28 天,平均 13.3 天。足月儿 19 例,早产儿 7 例。孕

母年龄大于 35 岁者 10 例(38.5%),羊水异常 12 例(46.2%),宫内窘迫 8 例(30.8%),孕期胎动减少 9 例

(34.6%),剖宫产 20 例(76.9%),剖宫产的原因有:瘢痕子宫､宫内窘迫､双胎､胎膜早破､胎位不正。14
例(53.8%)为父源性 15q11.2-q13 区缺失致病,12 例(46.2%)为母源性同源二倍体。14 例缺失型患儿

中,哭声弱 14 例(100%)､中枢性肌张力低下 13 例(92.9%)､鼻饲喂养 12 例(85.7%)､皮肤色素减退 8

例(57.1%)､男性隐睾 9 例(64.3%)､女性小阴唇 1 例(7.1%)､特殊面容 7 例(50%)､合并先天畸形 2 例

(14.3%),其中先天畸形包括:通贯掌､髋关节外展畸形。12 例同源二倍体患儿中,哭声弱及中枢性肌张

力低下 12 例(100%)､鼻饲喂养 12 例(100%)､男性隐睾 11 例(91.7%)､特殊面容 9 例(75%)､皮肤色

素减退 2 例(16.7%)､合并先天畸形 8 例(66.7%),其中先天畸形包括:唇腭裂､并趾､漏斗胸､喉软骨发

育不良､通贯掌､上下颌错位。 

结论 中枢性肌张力低下､喂养困难､哭声弱及性器官发育不良在缺失型及母源性同源二倍体发生率

均非常高,皮肤色素减退在缺失型中发生率高,而特殊面容在母源性二倍体中发生率较高。同时,母源

性同源二倍体中合并先天畸形的发生率远远高于缺失型。中枢性肌张力低下､喂养困难､少哭少动及

性器官发育不良是中国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的普遍特征,可对此类新生儿进行 PWS 的分子诊

断。如若合并先天畸形,则提示母源性二倍体可能性更大。 
 
 
OR-0483 

全科医生儿科专业培训的探索与建议 
 

周雪迎
1,2,齐建光

1,2,韩彤妍
3,2,陈智

4,迟春花
1,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系 

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4.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目的 加强中国全科医生儿科专业的培训,探索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儿童疾病诊疗能力的培训模式

和内容。 
方法 2016 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和英国驻华使馆中国繁荣基金合作,通过借鉴英

国儿童健康照顾的专业知识,开展了全科医生儿科专业培训的试点项目,探索开展全科医生儿科专业

培训的相关内容､课程设置､培训效果､存在的问题等,并针对未来全科医生儿科专业培训方面提出可

行的建议。 
结果 培训前准备充分,组织有全科医生代表参加的集体备课。培训为 6 天的集中授课,内容全面,授课

方式灵活多样,注重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采用书写反思日志与导师制,并且随堂评估老师表现。通过

培训前后的考试成绩对比发现,培训后学员们的成绩明显提高(P?0.01)。所有学员认为通过培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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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诊儿童能力明显提升,。但此次培训项目也存在培训时间短､临床实践少､学员水平差异被忽视､课

程设置仍有欠缺､学员未来工作发展缺乏关注等问题。 
结论 通过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进行儿科培训,可以提高基层卫生机构全科医生的儿童疾病诊

治能力和信心,这是实现儿童分级诊疗的重要前提条件。 
 
 
OR-0484 

拉米呋定成功治疗两例婴儿乙型病毒性肝炎报告 
 

龚敬宇,王建设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80 

 
 
目的 评价拉米呋定治疗婴儿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为婴儿期使用拉米呋定抗乙型肝炎病

毒治疗提供依据和积累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4 年至 2016 年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儿科收治的两例乙型病毒性肝炎婴儿

患者拉米夫呋定治疗前后肝功能,乙肝病毒 DNA 和乙肝血清学标志物等各项指标 
结果 病例 1,女性,生后 5 月,HBsAg, HBeAg, HBcAb 均阳性,谷丙转氨酶 高 1683U/L, 乙肝病毒

DNA 3.9*10^6 IU/mL, 病理学表现小叶结构紊乱伴点状坏死,门管区中度炎症伴界面肝炎和桥样坏死,
口服拉米呋定 3mg/kg , 9 天后乙肝病毒 DNA 降至正常,3 个月谷丙转氨酶正常,HBeAg 血清学转换,
表面抗原转阴,4 个月表面抗体阳性,9 个月停药,目前停药 2 年 2 个月,肝功能正常,乙肝表面抗体阳

性。病例 2,男性,8 个月,HBsAg,HBeAb,HBcAb 均阳性,乙肝病毒 DNA 7.34*10^7 IU/mL, 谷丙转氨

酶 高至 694u/l, 口服拉米呋定 3mg/kg, 3 周后乙肝病毒 DNA 降至正常,9 个月肝功能恢复正常,目
前尚在治疗随访中,HBsAg,HBeAb,HBcAb 阳性。该两例病例母亲均为乙肝大三阳,出生时均正规接

种乙肝高价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 
结论 婴儿期乙肝病毒感染 90%的病人将发展至慢性活动性感染,其中 15-40%将导致乙肝病毒相关

并发症如肝硬化和肝癌,及时有效合理的干预将有助于疾病控制,但在该年龄患者中抗病毒治疗还存

在争议,我们的研究提示拉米呋定可用于治疗 1 岁以下婴儿乙型病毒性肝炎,但尚需更大量的临床研

究以规范其用药指征,确保用药安全 
 
OR-0485 

综合性医院儿科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思考 
 

李国林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新形势下综合性医院儿科临床及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若干问题。 
方法 分析我国目前儿科面临的问题:儿童人口基数大,二胎政策全面实施,儿童医院少,儿科医师紧缺,
儿科学科发展缺乏总体规划和远期目标,1999 年教育改革,撤销了儿科系,影响了儿科医师的培养来

源。 
结果 各级综合性医院儿科创收少,儿科医师收入少,外流多,年青医师专业思想不稳定,学科建设与发

展受限;综合性医院儿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儿科三级学科发展滞后,专科人才匮乏,应对疑难杂症及

突发公共事件和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理能力有待提高;科研基础薄弱,儿科项目申报难,实施困难;社会

对儿科的需求与服务反差大,医患矛盾比较突出。 
结论 “儿科强､儿童强､中国强”,推进健康中国,儿童健康是起点,应加大对儿科建设与发展的投入,加快

儿科医师的培养,高校应尽快恢复儿科系,现行的医学生培养制度下,培养儿科医师可与全科医生培训

制度结合起来,在全科医生培训的基础上,再增加儿科专业培训,加上实习,可培养儿科专科医师(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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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综合性医院儿科应加强三级学科建设,依据综合性医院的综合实力,优势发展新生儿专业,做到

产-儿互动､重症监护(NICU､PICU)､急救专业及其他亚专业;加强儿科基础与临床研究,增强应对儿童

突发事件和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理能力,加强学科交叉;综合性医院儿科医､教､研需全面协调,科学发

展,医疗是主体,教学､科研是两翼,保障儿童生存安全与健康。 
 
 
OR-0486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66 例临床分析 
 

王庭杰,封其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分析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临床特点､为 SLE 早期诊断提高依据,探讨 SLE 合并狼疮性

肾炎(LN)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首次住院治疗的 66 例 SLE
患儿的年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并按年龄分为学龄前期､学龄期､青春期三组,比较三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指数评分的异同。根据有无合并 LN,分非 LN 组与 LN 组,比较

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法找出其危险因素。 
结果 1､66 例 SLE 患儿中,男性 15 例,女性 51 例,平均发病年龄 10.54±2.98 岁,中位年龄为 10.71

岁。2､首发临床表现以皮疹(71.2%) 多见,发热次之(51.5%);体征中以肝或脾脏肿大(30.3%)多见;

系统损害以血液系统(78.9%)､肾脏(75.8%) 常见。3､血清学检查:自身抗体阳性率以 ANA(98.5%)

高,其次为抗 ds-DNA 抗体(63.6%)､抗核小体抗体(63.6%);C3 降低(89.4%)､C4 降低(86.4%);IgG

升高､IgA 升高､IgM 升高依次为 78.8%､56.1%､30.3%;ESR 增快(48.5%)。4､学龄前期(5 例)､学龄

期(28 例)､青春期(33 例)三组患儿均以皮疹､发热为 常见临床表现;抗 SSB 抗体阳性在三组间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脱发､心脏系统损害､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指数评分≥15 分在青春期患

儿的比例 高。5､66 例 SLE 患儿中,非 LN 组有 16 例､LN 组有 50 例,单因素分析显示 C3､抗核小

体抗体阳性､抗 rRNP 抗体阳性､尿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在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尿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与 SLE 合并 LN 显著相关

(B=0.001,P<0.05);抗核小体抗体阳性与 SLE 合并 LN 显著相关(B=1.712,P<0.05)。 
结论 1､对于青春女孩,如出现不明原因发热､皮疹､口腔溃疡,应尽早完善自身抗体谱､免疫学检查,除
外 SLE 的可能。 
2､男性和女性 SLE 患儿在年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上无明显差异;系统器官受累 常见的是

血液受累,其次为肾脏。自身抗体检查以 ANA 阳性率 高,其次为抗 ds-DNA 抗体､抗核小体抗体。 

3､不同年龄的儿童 SLE 特点有异同,随着年龄增大,出现成人 SLE 的临床表现所占比例增多。 

4､抗核小体抗体阳性､尿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是 SLE 合并 LN 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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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87 

可逆性后脑白质脑病综合征临床特征分 
 

白海涛
1,2,许锦平

1,吴静
3,陈雁

1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3.泉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可逆性后脑白质脑病综合征的病因､临床改变及影像学表现,以期早期识别诊断及合理治疗,
减少 PRES 发生及脑损伤后遗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至 2017 年我科收治的 5 例可逆性后脑白质脑病综合征的病因､早期临床

表现及影像学特点及预后。 
结果 男性 3 例,女性 2 例,年龄 2~13 岁,先天性心脏病术后 1 例(2 岁 4 月),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例

(6 岁),肾病综合征 1 例(7 岁),紫癜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型 1 例(9 岁 11 月),狼疮肾炎 1 例(12 岁);可能诱

发因素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剧烈哭闹,3 例肾脏疾病患儿均有甲强冲击免疫抑制剂治疗病史,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化疗间期;发作前主诉:4 例年长儿均有头痛主诉,程度不同,情绪烦躁,睡眠差,一例 2 岁婴

儿表现烦躁哭闹;5 例患儿均有抽搐发作,变现为全身性发作,意识不清,持续时间 1~10 分钟,发作次数

1-3 次,血压监测:3 例甲强冲击患儿均有血压升高 130-148/86-112mmHg,白血病患儿血压 128/96 
mmHg,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患儿一过性血压升高 132/96mmHg;5 例均急诊 CT 检查,3 例提示枕顶叶

低密度灶,一例有左侧颅内出血改变;2 例无明显变化。5 例均复查颅脑 MR,提示白质水肿,T1 低密度

灶,T2 高密度灶;脑电图检查 4 例是轻度异常,背景活动稍慢;颅内出血患儿提示右侧顶枕后颞不规则

慢波,左前中颞不规则慢波,棘波节律伴发作。5 例患者经对症治疗,1 例有脑电图异常患儿考虑继发

性癫痫,丙戊酸钠维持治疗,余均无明显后遗症。 
结论 可逆性后脑白质脑病综合征是一种临床危重症,多数发生在医疗过程中,高危因素有高血压､肾

功能不全､免疫抑制剂使用､子痫等;多数有血压改变,但部分病例血压仅轻度升高;早期多有精神神经

症状,头痛､情绪改变等,是早期诊断的线索,对有可逆性后脑白质脑病综合征高危因素､出现不可解释

的精神症状时应警惕,但是应注意由于患儿的年龄差异､耐受性不同,精神症状表现程度､形式可能不

一。磁共振较 CT 能更好地显示及描述病灶 该病的临床和放射学改变可为完全可逆,故早期诊断治

疗非常重要  
 
 
 
OR-0488 

葡萄糖转运子 1 缺陷综合征运动障碍特点和诊疗分析 
 

姬辛娜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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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89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临床疗效及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张赟健,王艺,周水珍,周渊峰,郁莉斐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本研究初步探讨难治性癫痫患儿生酮饮食(KD)治疗前后以及不同疗效组间肠道菌群的构成特

征谱,寻找可能与疗效相关的菌群标志物,为临床治疗手段的更新提供生物学依据。 
方法 随访 KD 治疗难治性癫痫患儿的临床疗效,同时采集 KD 前与治疗后随访时的粪便样本,采用

Illumina 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样本中细菌 16SrDNA V3-V4 区进行测序并分析患儿的肠道菌群构成,并
终筛选可能与疗效相关的菌群标志物。 

结果 1. 临床资料分析 
  共 20 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 14 例,女 6 例,接受 KD 治疗时年龄中位数为 4 岁 2 个月。治疗 6 个

月后 10 例患儿发作次数减少≥ 50%,另 10 例患儿无效。KD 治疗后血清尿酸､血脂水平升高。KD 治

疗后不同疗效组患儿间年龄､性别､癫痫病程､抗癫痫药物使用数､BMI 指数以及血液检测指标均无显

著性差异。 
2. 肠道菌群物种分类与丰度分析 
  KD 治疗后肠道菌群构成发生变化。在门分类水平 KD 治疗前相对丰度比例较高的物种分别为厚壁

菌门(46.5%)､拟杆菌门(42.2%)､变形菌门(6.9%)､放线菌门(1.6%),KD 治疗后相对丰度比例较高的

物种分别为拟杆菌门(63.9%)､厚壁菌门(28.6%)､变形菌门(5.0%)､放线菌门(0.3%);KD 后拟杆菌门

丰度比例升高,而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丰度比例降低。 
  KD 治疗后不同疗效组在治疗前样本物种分类无明显差异,但治疗后肠道菌群构成存在差异。KD 治

疗后有效组拟杆菌门､变形菌门､疣微菌门丰度比例高于无效组,而厚壁菌门､放线菌门丰度比例低于

无效组。 
3. 菌群多样性分析 
  KD 治疗后肠道菌群物种多样性较治疗前降低,且治疗后有效组各指数均低于无效组。UniFrac 热图

､PCoA､NMDS 以及 UPGMA 层次聚类分析均显示 KD 治疗后不同疗效组间物种构成具有差异。 
4. 显著性差异分析 
  LDA EffectSize 线性判别分析显示 KD 治疗前样品中优势菌群主要为厚壁菌门(Firmicutes)､梭菌目

(Clostridiales)､瘤胃菌科(Ruminococcaceae)､Faecalibacterium,而治疗后样品中主要为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拟杆菌属(Bacteroides);KD 治疗后不同疗效组间差异显著的菌群主要为梭菌目

(Clostridiales)､瘤胃菌科(Ruminococcaceae)､理研菌科(Rikenellaceae)､Lachnospiraceae､
Alistipes,且在无效组中富集。 
结论 KD 治疗后患儿肠道菌群构成发生变化,物种丰富度及多样性降低;且 KD 治疗后不同疗效组患

儿肠道富集菌存在显著差异,抑制无效组中相关的富集菌群可能有助于提高生酮饮食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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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90 

癫痫儿童神经精神共患病及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李桃利,周浩,周渊峰,王佶,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评估癫痫儿童中神经精神疾病的患病情况并分析相关危险因素,为癫痫患儿的长程管理提供依

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内

科门诊就诊的 6-16 岁癫痫儿童的神经精神共患病进行评估,并选择性别､年龄与之相匹配的哮喘儿

童及健康儿童作为对照。采用简明儿童少年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 Kid)对父母或主要抚养者进行

访谈,完成神经精神疾病的评定,同时采用自制问卷完成基本信息及临床资料的收集。根据癫痫儿童

的 MINI Kid 评定结果,以存在共患病者为病例组,无共患病者作为对照组,探究共患病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调查 140 例癫痫儿童､70 例哮喘儿童及 70 例健康儿童。癫痫儿童中神经精神障碍总

共患率为 41.4%,其中就读于正常学校者共患率为 37.7%,癫痫控制良好者共患率为 33.3%;但合并神

经精神疾病的癫痫患儿中,仅 29.3%在本次调查前得到诊断。 
排除 27 例合并智力低下的癫痫儿童后,其余 113 例癫痫患儿神经精神障碍的患病比例(34.5%)显著

高于哮喘组(15.7%,P=0.006)及对照组(10.0%,P=0.000),且共患多种神经精神疾病的比例更高

(P=0.008)。 
140 例癫痫儿童中共检出 13 种神经精神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常见(共患率 30.0%),其中注意

缺陷型占 71.4%,混合型占 26.2%;其次为对立违抗障碍 7.1%､抽动障碍 4.3%､躁狂发作 4.3%､品行

障碍 3.6%､自杀 2.9%､离别性焦虑障碍 2.9%､特定恐怖症 2.1%､广泛发育障碍 2.1%､恶劣心境

1.4%､强迫症 1.4%,广场恐怖症 0.7%,重性抑郁发作 0.7%。 
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癫痫儿童神经精神共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为:癫痫发作频率≥每月

1 次(OR:3.526,95%CI:1.177~10.562,P=0.024)､抗癫痫药物的联合使用

(OR:2.632,95%CI:1.066~6.501,P=0.036);另外,癫痫首次发作年龄增大与共患病风险降低相关

(OR:0.877,95%CI:0.773~0.996,P=0.043),提示首次发作年龄小是独立危险因素,而病程和智力低下

可能为混杂因素。 
结论 神经精神障碍在癫痫儿童中相当常见,患病比例显著高于哮喘及健康儿童,癫痫发作频率≥每月 1
次､抗癫痫药物的联合使用､癫痫首次发作年龄小与共患病风险增加独立相关。存在共患病的癫痫患

儿中,高达 70.7%在本次研究前尚未得到诊断,因此迫切需要制定癫痫神经精神共患病的评估诊疗规

范,指导临床医生早期对癫痫儿童进行神经精神症状的筛查､诊断及干预,以期改善预后。 
 
 
OR-0491 

60 例儿童癫痫性脑病基因突变分析 
 

李奕洁,王艺,周渊峰,吴冰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癫痫性脑病是儿童癫痫中的一组严重疾病,基因突变是其重要的病因,其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尚

未完全明确。二代测序遗传学检测技术为揭示癫痫性脑病的遗传病因提供了有效手段。在欧美人群

中,通过二代测序发现与癫痫性脑病相关的致病基因己有相关报道,而在中国人群中尚缺乏这方面的

研究。本研究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发现中国人群癫痫性脑病的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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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包括目标基因测序(panel)及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对癫痫性脑病患儿进行

基因突变检测。经过标准化生物信息分析对检出的基因突变进行致病性判定,并进一步结合基因型-
表型分析,发现癫痫性脑病的相关致病基因。 
结果 共 60 例癫痫性脑病患儿进行二代测序基因检测(panel 19 例,WES 41 例),其中包括 West 综合

征 28 例,大田原综合征 6 例,Lennox-Gastaut 综合征 4 例,Dravet 综合征 4 例,伴睡眠期持续棘慢波

的癫痫性脑病 4 例,肌阵挛-失张力癫痫 2 例,其余未分型癫痫性脑病 12 例。共 31 例患儿检测到致病

或可能致病突变,检出率达 51.7%(31/60)。其中包括 ARX､CDKL5､DEPDC5､GRIN1､KCNQ2､

KCNT1､SCN1A､SCN2A､SLC9A6､STXBP1､TBC1D24 等已报道的癫痫性脑病致病基因,以及

ATP7A､PAFAH1B1､TSC2 等已知导致脑结构异常或代谢性疾病的致病基因。此外,我们尚检测到

EHMT1､KCNH1 致病突变各 1 例,其基因功能与脑发育及癫痫发生密切相关,我们关注其为癫痫性脑

病的候选致病基因,其与癫痫性脑病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结论 本研究通过二代测序技术发现了 ARX､CDKL5､DEPDC5､GRIN1､KCNQ2､KCNT1､SCN1A､

SCN2A､SLC9A6､STXBP1､TBC1D24 等已报道的癫痫性脑病致病基因的突变,证实这些基因亦为

中国人群的致病基因,并关注 EHMT1､KCNH1 为癫痫性脑病的候选致病基因。基因突变是癫痫性脑

病重要的遗传学病因,二代测序技术是癫痫性脑病遗传病因诊断的有效手段。 
 
 
OR-0492 

小儿化脓性脑膜炎 95 例临床分析 
 

吕海生
1,韩蕴丽

1,2 
1.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一区 
 

 
目的 分析 95 例小儿化脓性脑膜炎(purulent meningitis PM)的临床特点,为 PM 的诊治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入住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符合 PM 诊断标准的

95 例(年龄 1 月~15 岁)患儿病例资料,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组 95 例 PM 患儿中: 
(1)发病年龄:1 月~3 月 25 例(26.3%),~2 岁 45 例(47.4%),~5 岁 14 例(14.7%),>5 岁 11 例(11.6%)。
2 岁以内的婴幼儿发病率 高,此部分病例约占 73.7%。 
(2)危险因素:脑脊液鼻/耳漏 3 例(其中 2 例再发 PM2 次;1 例再发 PM4 次并合并中耳炎,术后证实脑

脊液耳鼻漏),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例。 
(3)临床表现:发热 85 例(89.5%),精神差/激惹 51 例(53.7%),抽搐 31 例(32.6%),呕吐 10 例(10.5%),
头痛 9 例(9.5%),昏迷 2 例(2.1%),前囟隆起 22 例(23.2%),前囟隆起患儿占前囟未闭患儿

44%(22/50)。 
(4)并发症:本组患儿并发症 22 例(22.9%),其中 81.8%发生于 3 月~2 岁的小婴儿。硬膜下积液 12 例

(58.3%)､脑积水 10 例(60%) 
(5)脑脊液(CSF)常规,生化检查:白细胞>500×10621 例(22.1%),多核细胞>50% 69 例(72.6%),葡萄糖

<2.0mmol/L 47 例(49.5%),蛋白质>0.45g/L 77 例(81%)。 
(6)细菌学检查:本组所有病人均行脑脊液涂片(包括隐球菌､细菌､结核杆菌､真菌涂片),脑脊液及血培

养,其中脑脊液涂片阳性 2 例(2.1%),培养阳性 7 例(7.4%);血培养阳性者 4 例(4.2%)。 
(7)抗生素应用:本组 95 例患儿入院前均使用抗生素,入院后首选三代头孢联合氨苄西林/舒巴坦治疗

有效 55 例(57.9%),效果不佳时根据经验或细菌药敏结果更改其他抗生素,改用万古霉素+三代头孢

10 例(10.5%),万古霉素+美罗培南 15 例(15.8%),美罗培南 10 例(10.5%),利奈唑胺 5 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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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院情况:达到停药标准出院 88 例(92.6%),其余 7 例(7.4%)脑脊液糖一项未达到停药标准出院,定
期返院复查脑脊液,均逐渐恢复正常,无死亡病例。 
结论  
(1)不同年龄患儿临床表现不同,年龄越小症状越不典型,且易合并并发症。 
(2)该组患儿病原菌培养阳性率低,革兰氏染色阳性菌以肺炎链球菌 
居多,且均对青霉素耐药。 
(3)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仅脑脊液糖一项未达到停药标准时,可酌情考虑出院,定期随访。 
(4)难治性或反复性化脓性脑膜炎注意解剖缺陷或免疫缺陷。 
 
 
OR-0493 

32 例中国小儿线粒体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突变分析 
 

胡超平,李西华,赵蕾,施亿赟,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中国小儿线粒体病的临床特点､基因突变特征,临床表型和基因型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1.07-2017.04 在我院诊断的中国小儿线粒体病病例,采集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

检查､病理及基因检测结果等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收集到基因明确的小儿线粒体病共 32 例,男女比例为 14:18,平均发病年龄为 3.7 岁(生
后 1 天~12 岁不等)。32 例患儿中, 常见的首发症状依次为抽搐(9/32),运动倒退(7/32),疲乏(6/32),
呼吸无力(4/32),脑炎样表现(4/32)等。按照受累系统及表现的频度排序,依次为发育迟缓或倒退

(15/32),抽搐(13/32),运动不耐受(12/32)､进食困难或呕吐(12/32),颈部无力(7/32),视力下降(5/32),呼
吸衰竭(5/32),睑下垂(2/32)等。辅助检查按照阳性率的高低依次为:肌电图(13/15),LDH(21/25),乳酸

(17/21),心电图(11/14),头颅 MRI(18/24),CK(21/32),血尿质谱(9/14)。其中头颅影像学异常 常累及

部位依次为顶叶､枕叶､基底节区､丘脑､额叶､脑干､颞叶及小脑等,双侧多于单侧,且部分病例呈现为

新发病变､萎缩､新发病变的演变趋势;肌电图异常中 10 例肌源性损害,2 例神经源性损害,1 例混合性

损害;脑电图异常中 6 例为背景慢,4 例为痫样放电;心电图异常中,8 例为窦性心动过速,2 例为预激综

合征,1 例为左室高电压､P 波高尖。11 例患儿进行肌肉活检,均显示符合线粒体病病理改变。32 例

患儿中 25 例患儿为 mtDNA 突变,分别为 m.3243 A>G 13 例(突变比例 12.3-95%不等),m.3303 C > 
T 2 例, m.10191 T >C 2 例,m.9176T>C 2 例,其余 m.3302A>G, m.14459G>A,m.14674 T> 
C,m.8344A>G,m.8993T>C 及 m.11778G>A 各 1 例;7 例患儿 nDNA 突变,分别为 TK2 突变 2 例

(c.144_145del,c.C547T 和 c.T659C,c.A497T),IBA57 突变 2 例(c.697C>T,c.286T>C 和

c.587_589delCG,c.286T>C),HADHB 突变 2 例(c.392C>T,c.427C>G 和

c.341T>C,c454C>T),POLG 突变 1 例(c.2591A>G,母亲来源,和 c.2890C>T,c.2884G>A,父亲来

源)。 
结论 小儿线粒病临床异质性强,与成人表现谱有明显差异;线粒体突变病例多见,但突变比例和临床并

非完全正相关;核基因突变在儿童线粒体病中并不少见,通过全外显子测序的方法可以发现核基因突

变相关的线粒体病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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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94 

神经前体细胞移植对脑损伤儿童惊厥 
及脑电图变化的临床对比观察 

 
屈素清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观察移植对脑损伤是否合并癫痫两组患儿惊厥发作和脑电图的影响。探讨细胞移植可能带来

的电生理变化及惊厥发生的风险。 
方法 2008 年 3 月至 2012 年 7 月在我院进行神经前体细胞移植的脑损伤患儿共 58 例,所有患儿经

前囟或钻孔后行右侧侧脑室穿刺,注入神经前体细胞 6-10×106。本组病例分为 2 组进行观察,第一组

为常规脑损伤观察组 30 例,本组患儿病程中无惊厥发作,所有患儿术前脑电图均为非特异性表现,无
癫痫样放电。第二组为癫痫组 28 例,均为合并癫痫的脑损伤患儿,所有患儿术前脑电图除非特异性异

常外均有异常放电。其中 22 例癫痫控制较好,术前 6 个月无惊厥发作,其余 6 例患儿近 6 个月有 2
次或 2 次以上的发作。 
所有病例在术前及术后 1 个月使用视频脑电图进行脑电图监测,对移植出现惊厥再发和新发惊厥患

儿在术后 6 个月､2 年随访惊厥。对所有病例在术后 2 年随访惊厥发作。 
结果 术后 1 个月时脑电图变化:第一组 30 例患儿中脑电图好转 6 例;脑电图变差 3 例;脑电图无变化

21 例。第二组 28 例患儿中脑电图好转 5 例;脑电图变差 2 例;脑电图无变化 21 例。 
临床惊厥发作观察及随访:第一组 30 例患儿移植术后 1 个月内共有 2 例患儿出现新发惊厥。2 例患

儿在院期间均发作 1 次,1 例为肌阵挛;1 例为全身强直阵挛发作,伴有发热。出院后均未再发作。第

二组 28 例合并癫痫患儿有 3 例出现惊厥的变化,1 例术前无发作患儿术后出现惊厥复发;1 例术前诊

断为婴儿痉挛,原有发作,术后出现惊厥发作增加;1 例原有发作,移植后未调整药物情况下,未再发作。

余 25 例患儿未出现明显变化,无惊厥发作的频率的增加及程度的加重。    每例患儿术后 2 年时进行

电话随访惊厥情况,共随访到 55 例患儿,除上所述 5 例病例具体表现外,余 50 例患儿有 1 例在随后的

2 年中出现新发惊厥。 
结论 两组病例脑室移植后均伴随部分患儿脑电图的变化并有极少数患儿出现临床惊厥复发或新的

发作,两组均无长期严重惊厥发作病例。这些变化与术前脑电图及是否合并癫痫无明显相关,各项观

察指标两组间无明显差异。但细胞移植是否会导致癫痫的发生或诱发癫痫的再发,或是能减少发作,
还需更大样本长时间的对照研究。 
 
 
OR-0495 

中国大陆 150 例 Angelman 综合征的临床概括分析 
 

杜晓南,周渊峰,周浩,李春培,王天祺,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0267108 

 
 
目的 天使综合征(OMIM #105830)又称为快乐木偶综合症,英文名字为“Angelman syndrome”。 早

由英国儿科医生 Angelman 报道,是一组由于影响 15q11-13 的母源 UBE3A 基因表达缺陷所导致的

神经发育性疾病。其发病率约:1/15,000,属于罕见疾病。天使综合征具有特殊的行为特征,他们是一

群表面看起来面带微笑､温和亲切的孩子,临床上伴随着一系列严重的神经发育问题,包括严重的智力

障碍､语言缺失､癫痫发作及异常的脑电发放､运动障碍､睡眠及喂养问题､有些特殊的面容及特异的

行为。本研究旨在回顾性分析中国大陆 150 例天使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和基因型,进一步研究中国人

群中天使综合征的基因与临床表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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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临床上得到分子诊断的天使综合征纳入研究,采用病例资料回顾,电话访谈,面对面采集的方式,
采集其详细的临床资料及基因型,其中包括其癫痫表型及用药;行为表现;面容问题;运动平衡障碍情况;
语言发育情况;睡眠问题以及共患病情况。 
结果 本研究中共有 150 例得到分子诊断的天使综合征纳入研究,其中 1. 目前在中国大陆,除了西藏,
在各地均有天使综合征的患儿诊断,其中 大的天使为 15 岁, 新小的为 6 个月,平均年龄为 4.62
岁。2.基因型包括:88.6%为母源性基因缺失,7.3%为母源 UBE3A 基因突变,4%为基因印记导致;3.临
床表现包括其癫痫表型及用药;行为表现;面容问题;运动平衡障碍情况;语言发育情况;睡眠问题也进

行了临床归纳,其在中国人群的发病率与国外文献报道相似,其中癫痫发作是其显著的临床问题。在

150 例天使综合征中,有 3 例患儿存在共患基因问题(1 例合并甲基丙二酸血症,一例合并克拉博综合

征,1 例合并未诊断肌肉疾病)。 
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大陆对 150 例天使综合征的诊断,人群分布,基因型和表型进行了归纳分析,
为天使综合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临床数据支持,唤起对于罕见病人群的社会关爱。 
 
 
OR-0496 

儿童半球离断手术后的癫痫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刘明,季涛云,刘晓燕,王爽,刘庆祝,蔡立新,吴晔,王文,程伟科,于国静,王若凡,姜玉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难治性癫痫行半球离断术后的癫痫预后相关因素,寻找与癫痫预后相关的临床指标,帮助和

指导判断半球离断手术的癫痫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2017 年 2 月我院儿童癫痫中心行半球离断手术患儿的术前评估资

料。入组标准:(1)年龄小于 18 岁,(2)半球离断手术,(3)资料完整,(4)癫痫术后随访至少≥6 个月。收集

资料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癫痫临床表现(起病年龄､手术年龄､发作类型､癫痫病因(半球性质

病变如半侧巨脑､Rasmussen 脑炎等)､服用药物等)､ 癫痫手术(是否使用颅内电极､手术侧别､病理

类型､术后 2 周内是否有急性发作)､脑电图(发作起始为局灶､单侧､双侧/侧向不定)､神经影像学(单侧

/双侧病变),术后随访采用 Engle 分级。癫痫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1)共 83 例(男:女=55:28),癫痫平均起病年龄为 1.87 岁(0~8.67 岁),半球离断手术的平均年龄为

5.02 岁(0.84~14 岁),癫痫的平均暴露年龄为 3.15±2.57 年。82.7%(72/83)发育落后/智力障

碍,6%(5/83)发育正常。(2)病因学:发育性(FCD 或 MCD)为 27.7%(23/83),进展性(Rasmussen 脑炎

(12/83)､Sturge-Weber 综合征(2/83))为 16.9% (14/83),后天获得性(围生期脑损伤(6/83)､脑炎(12/83)

､颅内出血(16/83)､外伤(6/83)､其他(6/83))为 55.4%(46/83)。(3)半球离断手术(左:右
=46:37),8.4%(7/83)患儿在术后 2 周内有急性发作。(4)脑电图发作起始为局灶 4.8%(4/83),单侧起

始为 75.9%(63/83),双侧/侧向不定起始为 19.3%(16/83)。神经影像学单侧病灶为 84.1(74/83),双侧

病灶为 10.2%(9/83)。(5)术后平均随访 1.9 年(6 月~3 年),Engle I 级 86.7%(72/83),Engle II 级
1.2%(1/83),Engle III 级 6.8%(6/83),Engle IV 级 4.5%(4/83)。(6)癫痫预后与术后急性发作

(r=0.48,P<0.001),脑电图发电起始位单侧/双侧(r=0.27,P=0.016),神经影像为单/双侧病灶

(r=0.49,P<0.001)因素相关。 
结论 我院难治性癫痫半球离断术后无发作率约为 86.7%,术后急性期有癫痫发作､脑电图双侧起源､
神经影像学双侧病变都提示癫痫预后差。本研究为其它半球离断手术病人的预后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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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97 

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临床和预后分析 
 

周季,张尧,季涛云,金怡汶,熊晖,张月华,包新华,吴晔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大约 4%的视神经脊髓炎在儿童期起病,儿童期起病的视神经脊髓炎在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
预后等方面均不同于成人的视神经脊髓炎。2015 年国际视神经脊髓炎诊断小组(IPND)提出了视神

经脊髓炎诊断的新标准,目前国内尚无依据新的诊断标准确诊的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临床

和预后分析。本研究拟回顾性分析总结根据 2015 年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确诊的儿童病例的临床

和预后特征。 
方法 收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神经病房 2015.06 至 2017.06 就诊的根据 2015 年诊断标准确诊为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且发病至末次随访病程超过 1 年的病例。回顾性分析其流行病学特点:包括

起病年龄､性别;症状影像学特点:包括首次起病的症状(视力､肢体运动感觉､颅神经､全身症状),病程

中受累部位(视神经､大脑白质､丘脑/下丘脑､小脑/脑干､脊髓),受累病灶是否具有视神经脊髓炎谱系

疾病的典型特征(第四脑室周围､延髓背侧､长节段脊髓炎);脑脊液特点:是否存在 AQP4 抗体和寡克

隆区带,有无细胞数增多,蛋白增高;预后情况:年复发率,末次随访时的视神经功能评分和总 EDSS 评

分。 
结果 共 27 例病人纳入研究,男女比例为 9:18,平均起病年龄 6.83±3.41 岁,起病至末次随访的病程平

均为 35.63±17.47 月。首发症状分别为:发热呕吐嗜睡等全身症状(14/27),视力下降(13/27),四肢运动

感觉障碍(12/27),颅神经受累(5/27)。整个病程中 25 例(92.59%)有不同程度的大脑白质受累;23 例

(85.16%)有视神经受累;19 例(70.37%)脑干小脑有病灶,其中 12 例有四脑室周围或 后区受累的典

型影像学表现;16 例(59.26%)丘脑､下丘脑有病灶;15 例(55.56%)有脊髓受累,其中 14 例为长节段脊

髓炎。脑脊液检查中共 9 例病人发现 AQP4 抗体阳性,4 例病人寡克隆区带阳性。13 例病人脑脊液

白细胞数增多(100.23±136.67/mm3),10 例病人脑脊液蛋白轻度升高(0.63±0.11g/L)。12 例病人合并

甲状腺抗体和/或其他自身抗体阳性。在起病至末次随访病程中,平均年复发率 0.76±0.60 次/年,末次

随访时 EDSS 视觉功能系统评分为 1.74±1.83 分,其中 5 例病人>3 分;EDSS 总评分为 1.83±1.05 分,
其中 2 例病人>3 分。 
结论 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首次发作发热､呕吐､嗜睡等全身症状突出,整个病程中合并大脑白

质病变较成人比例高。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复发率高,视神经预后是影响总体预后的关键,因
此应早期积极加用长期免疫抑制剂治疗预防复发。 
 
 
OR-0498 

123 例中国髓鞘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患者临床及遗传学分析 
 

冀浩然
1,李东晓

1,吴晔
1,张全利

1,顾强
1,谢涵

1,季涛云
1,王慧芳

1,2,赵璐
1,2,赵海娟

1,2,杨艳玲
1,封红春

1,2,熊晖
1,姬金

花
1,2,杨志仙

1,寇丽萍
1,2,李明

1,包新华
1,常杏芝

1,张月华
1,李礼

1,李慧娟
1,2,牛争平

2,吴希如
1,肖江喜

1,姜玉武
1,王静

敏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中国髓鞘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Hypomyelinating Leukodystrophy,HLD)患者临床及遗传

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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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患儿及家系临床资料包括病史､体格检查､头颅 MRI 及其他辅助检查结果。遗传分析方法

包括白质脑病基因靶向捕获高通量测序技术､多重连接依赖的探针扩增技术(MLPA)､Sanger 测序技

术等。 
结果 123 例患者符合 HLD 临床诊断,包括 94 例佩梅病(PMD),10 例佩梅样病(PMLD),5 例 GM1 神经

节苷脂沉积病,3 例 GM2 神经节苷脂沉积病,3 例伴有基底节及小脑萎缩的髓鞘发育不良(HABC),以
及毛发低硫性营养不良症,Pol III 相关的脑白质营养不良,髓鞘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9 型,染色体

18q 缺失综合征。遗传学诊断 112 例(112/123,91.06%),包括 PLP1､GJC2､GLB1､ HEXA､TUBB4A

､ALDH3A2､POLR3A､FA2H､ERCC2 及 BCKDHB 基因突变及 1 例 18 号染色体长臂部分缺失,发现

未报道突变 23 例。POLR3A 基因突变及 RARS 突变系国内首次报道。 
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患者中进行大样本量髓鞘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临床及遗传学研究,扩大了

该病的临床表现及遗传突变谱,为患者家庭提供了准确的遗传咨询及产前诊断。 
 
 
OR-0499 

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的临床及骨骼肌病理学研究 
 

韩春锡,段婧,廖建湘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 KT2 基因新型突变导致的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mitochondrial DNA depletion 
syndrome, MDS)1 例,探讨该病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儿的病史､查体､血清生化学､骨骼肌组织学､组织化学､电镜､分子生物学等辅助

检查和诊疗经过。 
结果 13 月女婴,因吞咽困难伴全身肌无力 3 月,加重 1 月收入院。第一胎,足月顺产,3 月抬头, 5 个月

会坐,9 月会独站立片刻,10 月扶物走几步。9 月时,因高烧一次后经常患“感冒”。11 月时发现,颈部肌

无力,吞咽困难。12 月不能站立,13 月不能独坐稳。入院时查体,营养状态尚可,神志清。眼睑无下垂,
眼球运动无受限,颈肌无力 3-4 级。心肺未见异常,腹部平软,肝肋下 3cm,质地中等,脾不大。四肢肌

无力,以下肢近端为著,肌力 3-4 级。膝反射未引出,巴宾斯基征阴性。周围血象､电解质､肝功､血串

联质谱､尿有机酸筛查､心电图,周围血呼吸链酶活性检测均正常。ALT 193IU/L, AST 285 IU/L CK 
4920 IU/L,肌红蛋白 301.5ng/mL。血乳酸 4.33mmol/L,一周后复查下降至 2.8 mmol/L。肌活检:HE
染色:肌纤维大小不等,变性､坏死肌纤维多见,间质胶原纤维和脂肪组织增生,无明显炎细胞浸润;GMT

染色:个别肌纤维内见红色颗粒状物和空泡状结构,见非典型 RRF;､Cox 染色:浅染的肌纤维多

见;ORO 染色:脂肪滴轻度增多;PAS 染色:部分肌纤维糖原颗粒轻度增多。头颅 MRI 平扫未见异常。

双下肢骨骼肌 MRI 显示,臀大肌､大腿近端肌群明显萎缩,脂肪浸润伴水肿。电镜检查:见异常结构的

线粒体。线粒体基因二代测序:KT2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C.497A>T; p. ASP166Val,C.328C>T; p. 
GLn 110*,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临床诊断: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肌病型)。用 B 族维生素､果糖

二磷酸钠､辅酶 Q､左卡尼丁治疗均无效,因呼吸衰竭死亡。 
结论 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MDS)是一组线粒体 DNA 拷贝数减少导致组织器官能量代谢障碍的

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感染是诱发本病的 常见因素。MDS 患儿起病后运动发育明显倒

退。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肌无力､肌萎缩。肌活检为本病的目标基因测序提供可靠的线索。本病与肌

营养不良､脊肌萎缩症､糖原累积病､脂质代谢性肌病相鉴别。该病目前无特效治疗方法,预后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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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00 

砷暴露对大鼠学习和社交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周浩
1,2,赵魏情

1,崔玉霞
1,王艺

2 
1.贵州省人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孤独症是儿童早期 常见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病因未明,与遗传和环境因素相关。

前期研究发现孤独症患儿尿砷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砷暴露参与孤独症发病,但其机

制亟待研究。本研究通过构建砷暴露大鼠模型,研究砷暴露对大鼠学习和社交能力的影

响及其机制,为孤独症环境危险因素的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构建大鼠幼鼠脑快速发育期(P4-P10)水砷暴露模型。实验分为四组(n=10-12/组):
正常对照组､1umol/ml As2O3､10umol/ml As2O3､30umol/ml As2O3。水砷暴露组幼鼠生

后 P4-P10 在给予不同浓度的 As2O3水灌胃,对照组给予同等剂量的蒸馏水。观察幼鼠

睁眼情况,记录其体重等发育情况,生后 4-6 周使用游泳协调实验､明暗箱和敞箱实验､社

交及非社交行为检测实验､观察大鼠刻板动作行为､水迷宫对大鼠学习记忆和社交行为

进行检测。利用尼氏染色和免疫组化,观察比较砷暴露后 24h､1 周､2 周､4 周四组大鼠

额叶皮层结构和微管相关蛋白 DCX 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大鼠相比,砷暴露对大鼠体重变化不明显。砷暴露致幼鼠睁眼时间推迟,生后 15 天对

照组, 1ul/ml As2O3 组, 10ul/ml As2O3 组, 和 20ul/ml As2O3 组睁眼评分分别为

1.4±0.9,0.5±0.7,0.4±0.6,0.2±0.4 (F=8.194,P<0.001)。砷暴露组游泳能力降低,四组游泳协调能力得

分分别为 2.1±1.1,1.3±0.9,0.8±0.7,0.8±0.8(F=6.332,P=0.001)。明暗箱试验中,砷暴露组大鼠明箱活

动时间､路程及穿箱次数减少,与对照组比较(Ps<0.05);敞箱试验中,砷暴露组大鼠活动度增加及运动

距离增与对照组比较(Ps<0.05)。社交及非社交行为检测试验中,砷暴露组大鼠刻板动作行明显明显

增加,四组总刻板行为次数分别为 17.2±4.3,42.2±10.1,53.5±27.8,72.4±34.6(F=12.411,P<0.001)。
水迷宫试验中,砷暴露组大鼠平均潜伏期增加,四组平均潜伏期分别

为:42.00±36.90s,34.19±30.79s,34.48±31.37s,30.61±28.71s(F=2.845,P<0.05),砷暴露对空间记忆

影响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F=1.305,P>0.05)。尼氏染色结果发现生后 2､4 周砷暴露组大鼠神

经元水肿,细胞数量减少,排列稀疏,细胞间隙增大,胞浆内尼氏体减少。免疫组化显示:与对照组大鼠

相比砷暴露组大鼠生后 2 周 DCX 表达增加,生后 4 周 DCX 表达较明显减少,但砷暴露组大鼠表达仍

然高于对照组。 
结论 幼鼠生后大脑快速发育期低浓度砷暴露可导致大鼠学习能力和社交行为能力障碍,微管相关蛋

白表达异常致皮层结构紊乱可能为其潜在机制。  
 
 
OR-0501 

西罗莫司治疗儿童结节性硬化症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刘莉,刘晓鸣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检测结节性硬化症(TSC)患儿 TSC1,TSC2 基因突变类型,探讨其基因突变规律以及基因型与临

床表型关系,为 TSC 分子遗传学研究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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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02 月徐州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临床诊断为 TSC 患儿 24 例,提取

血液标本的基因组 DNA,二代基因测序技术(illumina/Solexa 平台)进行检测;收集 TSC 患儿临床资料,
所有 TSC 患儿均接受头颅 MRI 或 CT､脑电图､智力发育评估､心脏和肾脏彩超,回顾性分析患者基因

型与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 
结果 ①24 例 TSC 患儿中 23 例检测到基因突变,突变率 95.83%,其中 TSC1 基因突变 4 例

(4/23,17.39%),TSC2 基因突变 19 例(19/23,82.61%),新发突变 18 例(18/23,78.26%)。②TSC 基因

突变类型包括移码突变､错义突变､无义突变､剪切突变,大片段缺失,除 2 例患儿突变位点相同外,余

均不相同。③TSC1 基因突变患儿均为家族型,TSC2 基因突变患儿 5 例为家族型(5/19,26.31%)。④
癫痫发作类型 TSC2 基因突变患儿以痉挛发作为主(13/19,68.42%),TSC1 基因突变患儿以局灶性发

作为主(3/4,75.00%);癫痫 3 月完全控制率 TSC2 基因突变患儿为 46.00%,TSC1 基因突变患儿为

75.00%,明显高于 TSC2 基因突变患儿(P<0.01)。⑤TSC2 基因突变患儿中智力发育落后

(15/19,78.94%)明显多于 TSC1 基因突变患儿(1/4,25.00%)(P<0.01)。⑥TSC2 基因突变患儿发病

年龄较小,为 2.068±2.031 岁,TSC1 基因突变患儿发病年龄均为学龄期,为 8.675±2.299 岁

(P<0.01)。 
结论 TSC 基因突变率较高,以 TSC2 为主,且无明显突变热点,新发突变多见。TSC1 基因突变以家族

型为主,TSC2 基因突变以散发型为主。TSC2 基因突变患儿临床表型相对 TSC1 基因突变患儿严

重。TSC2 基因突变患儿发病年龄较 TSC1 基因突变早。 
 
 
OR-0502 

葡萄糖转运子 1 缺陷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分析 
 

姬辛娜,徐翠娟,高志杰,陈述花,许克铭,陈倩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葡萄糖转运子 1 缺陷综合征(GLUT1-DS)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 通过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神经内科诊治的 4 例 GLUT1-DS 患者的临

床资料,分析其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随访情况和 SLC2A1 基因突变。 
结果 本组 4 例患儿,男 2 例,女 2 例,起病年龄 2 个月-1 岁 3 个月,确诊年龄 3 岁 4 个月-11 岁 1 个

月。患儿均表现为运动障碍､癫痫发作和智力运动发育迟缓。运动障碍表现多样,可为持续性或发作

性,有共济失调､肌张力异常､震颤､四肢瘫､偏瘫､眼球运动障碍。本组患儿均有共济失调和肌张力异

常。2 例有发作性肢体瘫痪,2 例有发作性眼球运动障碍,2 例有震颤。发作性肢体瘫痪,表现为四肢瘫

或偏瘫,均于 3 岁时出现。眼球运动障碍为眼球水平震颤､眼球旋转､斜视,分别于 1 岁和 11 岁出现。

癫痫发作为首次就诊的原因,多于疲劳或饥饿时出现。1 例表现为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失张力发作

和复杂部分性发作,1 例为全面性强直发作,2 例为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患者均有不同程度智力运动

发育迟缓,但头围在正常范围。4 例患儿血脑脊液葡萄糖 1.81-2.07mmol/L,脑脊液葡萄糖/血糖波动

于 0.36-0.43。患儿均行生酮饮食治疗,治疗后癫痫发作完全缓解,运动障碍改善。患者均有 SLC2A1
基因突变,且为新生突变。2 例错义突变,为 c.376G>A 和 c.377G>A。2 例移码突变,为
c.787_791delCGGAA 和 c.688_689insT,既往未见文献报道。 
结论 运动障碍､癫痫发作､智力运动发育迟缓为 GLUT1-DS 的主要临床表现。智力运动发育迟缓的

癫痫患儿合并共济失调､肌张力异常､发作性肢体瘫痪或发作性眼球运动障碍时,需警惕本病。

SLC2A1 基因突变多为新生突变,可以 c.787_791delCGGAA 和 c.688_689insT 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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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03 

新诊断癫痫儿童药物治疗后发作和缓解的相关因素研究 
 

范宏业,高丽,李岩,杨柳,齐晖,张君,殷小静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前瞻性研究分析新诊断癫痫儿童药物治疗后的发作情况､影响达缓解期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13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就诊于郑州大学人民医院儿科神经专科门诊及病房､根据

2010 年 ILAE 关于癫痫的分类新诊断为癫痫的患儿,定期随访观察 2 年。基础资料:(1)一般情况､发

作特点､相关病史､辅助检查:治疗前脑电图检查(包括常规及 24h 视频脑电图)､头颅 CT 或 MRI､用药

情况;随访内容:新诊断癫痫患儿用药起初 1 月､随后每 3 个月门诊复诊。随访时间内有无发作､有无

发作诱发原因､发作次数､发作频率､发作形式､发作持续时间,药物治疗 1 年后的 24 小时视频脑电

图。采用 Kaplan-Meier 法和 COX 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学分析,取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收集 115 例新诊断癫痫的患儿,在抗癫痫药物治疗后的第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的

发作率分别为 34.78%､45.22%､53.04%､60.90%,其中药物治疗后 1 年内的发作率占整个随访期间

总发作率的 87.09%。至随访结束达到 1 年缓解期的有 74 例(64.35%)。通过 COX 回归模型分析显

示,药物治疗前发作大于 5 次(HR=0.478,95%CI 0.344-1.061,P=0.047)､治疗前脑电图的异常

(HR=2.41,95%CI 1.189~4.852,P=0.015)以及治疗后 1 年脑电图异常(HR=0.45,95%CI 
0.266~0.776,P=0.04)是新诊断癫痫儿童药物治疗后发作的危险因素;药物治疗前发作次数

(HR=1.432,95%CI 0.912-1.793,P=0.045)､治疗后 1 年脑电图异常(HR=0.986,95%CI 0.873-

2.142,P=0.023)､药物治疗后的发作(HR=2.19,95%CI 1.174-4.081,P=0.012)是影响新诊断癫痫儿童

达到缓解期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论 新诊断癫痫儿童药物治疗后的发作多发生在治疗后的 1 年内;药物治疗前发作大于 5 次､治疗前

脑电图的异常以及治疗后 1 年脑电图异常的癫痫儿童具有发作的高风险;药物治疗前发作次数､治疗

后 1 年脑电图异常以及药物治疗后的发作是影响新诊断癫痫儿童达到缓解期的主要危险因素。 
 
 
OR-0504 

肌肉超声与磁共振在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中应用的比较 
 

胡君
1,蒋莉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DMD)是一种常见的致死性的 X 连锁隐性遗传的神经肌肉疾病,发病

率约为 1/3500 活产男婴。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愈方法,但已有激素治疗､基因治疗､干细胞治疗等方

法应用于临床试验。本文旨在比较肌肉超声(QMUS)和磁共振(MRI)在 DMD 临床试验随访中的作

用。 
方法 从 2010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给予激素治疗临床试验的 DMD 患儿中随机抽取 36 名作为研

究对象,年龄 4-12 岁,可独立行走。下肢肌力的评价采用 MRC 方法,肌肉功能的评价包括:步行 10 米

时间､爬 4 层楼梯时间､从卧位至站立时间(Gowers 时间),生存质量的评价采用儿童生存质量神经肌

肉模块中文版,QMU 检测右侧股四头肌肌肉厚度和回声强度,MRI 检测右下肢股四头肌萎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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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随访治疗过程中,动态评估他们的临床表现及 QMUS､MRI 的变化。比较 QMUS 和 MRI 与临床

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 经 12 月治疗后,DMD 患儿的肌力､肌肉功能及生存质量较治疗前显著性改善(F 0.09~4.00, 
P0.91~0.02);右侧股四头肌 QMUS 的肌肉厚度和回声强度较治疗前亦有显著性改善(F 3.67, 13.17; 
P 0.03, <0.01);右侧股四头肌 MRI 的肌肉萎缩程度较治疗前亦有好转(t 0.79, P 0.44)。DMD 患儿的

肌力､肌肉功能及生存质量与右侧股四头肌 QMUS 的肌肉厚度和回声强度存在呈高度相关性[r(rs) -
0.46~0.51, P 0.14~0.02; r(rs) -0.49~0.53, P 0.04~<0.01 and r(rs) -0.43~0.44, P 0.08~0.02; r(rs) -
0.48~0.43, P 0.03~0.02];DMD 患儿的肌力､肌肉功能及生存质量与右侧股四头肌 MRI 的肌肉萎缩

程度亦高度相关[r(rs) -0.50~0.55, P 0.03~<0.01and r(rs) -0.54~0.60, P 0.02~<0.01];右侧股四头肌

QMUS 的肌肉厚度和回声强度与 MRI 的肌肉萎缩程度亦高度相关(rs -0.44, P 0.02; rs 0.48, P<0.01
和 rs -0.52, P 0.02; rs 0.53, P 0.01)。 
结论 QMUS 和 MRI 均可作为 DMD 临床试验的客观指标。QMUS 更适合于作为长期随访的指标;而
MRI 更适合于作为诊断指标。 
 
 
OR-0505 

癫痫患儿家长对延续性护理的需求调查 
 

余祖琳,潘月瑢,胡艳艳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调查癫痫患儿在出院后家长对延续性服务的需求情况,为今后开展癫痫患儿的延续性护理提供

实施依据。 
方法 科室通过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神经内科出院的 72 名癫痫患儿家长在出院后进行电话随访调查,
了解患儿家长对延续性护理内容､服务形式及服务频次的需求情况,并应用统计学软件,分析一般资料

和患儿家长延续性护理需求的相关性。 
结果  81.9%的患儿家长有延续护理需求。延续护理需求内容排前 3 位的为用药指导､安全指导､饮
食指导;患儿家长 需要的服务形式为电话随访及健康教育手册;对延续性护理服务提供频次的需求

显示:排在第 1 位的为 6 个月或 6 个月以上。经统计学分析,癫痫发作控制越差､照顾人学历越低者对

延续性护理需求越高(P<0.01),照顾者为全职者对延续性护理的需求也较高(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癫痫患儿出院后,家长对护理服务需求迫切,急需建立延续性护理服务体系,制定个体化延续护理

方案,给予患儿家长居家过程中的延续性指导和支持,从而提高癫痫患儿的生活质量。 
 
 
OR-0506 

大剂量地西泮在伴睡眠中癫痫性电持续状态患儿中的应用 
 

龚潘,薛姣,钱萍,李慧,吴晔,张月华,杨志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大剂量地西泮(DZP)在伴睡眠中癫痫性电持续状态(ESES)癫痫患儿中的应用及短期疗

效。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就诊的 ESES 癫痫患儿 9 例。纳入

标准:(1)符合 ESES 疾病谱诊断标准:a.癫痫发作;b.视频脑电图(VEEG)具有 ESES 特征,即非快速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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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NREM)睡眠期棘慢波指数(SWI)>85%。(2)应用 2 种及以上抗癫痫药(AEDs)疗效不佳。所有患

儿均予大剂量 DZP 治疗,给药方案:第一晚 0.75~1mg/kg( 大量 40mg),第二晚起 0.5mg/kg/d( 大

量 20mg),维持 1~3 个月,随后 2-3 个月逐渐减停。观察患儿应用 DZP 前后的临床发作､VEEG 变化

情况及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9 例患儿中男 6 例､女 3 例。起病年龄为 1 岁 6 月~10 岁。其中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

(BECT)变异型 5 例,癫痫伴慢波睡眠期持续棘慢波(CSWS)1 例,3 例未诊断具体的癫痫综合症。DZP
开始治疗年龄为 4 岁 4 个月~12 岁,DZP 用药时间为 1~5 月。9 例患儿中 2 例曾接受激素冲击治疗,
发作短暂控制,分别于治疗后 2 个月和 1 年 9 个月时复发。DZP 对发作的疗效:5 例用药后发作消失,
其中 1 例于减药期间复发;2 例仍有发作,但发作频率明显减少､症状明显减轻;2 例无效,1 例用药后发

作频率无明显改变,另 1 例原有发作明显改善,但出现强直发作,故停用 DZP;DZP 改善发作的总有效

率为 78%(7/9)。DZP 对 ESES 的疗效:2 例于用药 1~2 个月后 VEEG 恢复正常;3 例 VEEG 较前改

善,NREM 睡眠期 SWI 有减少但仍在 50%以上;2 例无效,1 例 NREM 睡眠期 SWI 无明显改变,另 1
例于用药 2 个月后 VEEG 出现大量棘波节律;DZP 改善 ESES 现象的总有效率为 71%(5/7,2 例患儿

DZP 用药后尚未复查 VEEG)。DZP 的副作用:3 例患儿(33%)出现不良反应,2 例表现为尿床,分别于

用药前 3 天出现和用药过程中偶尔出现,现均已消失,另 1 例应用 DZP 第一晚于睡眠中出现打鼾,家
长怀疑呼吸不畅,到医院就诊给予氟马西尼注射后症状缓解,遂停用 DZP,第二天临床愣神症状明显好

转,停用 DZP 第三天开始小剂量氯硝西泮治疗,之后随访 2 个月发作仍明显好于 DZP 应用前。 
结论 大剂量 DZP 对伴 ESES 的癫痫患儿在控制临床发作及消除 ESES 现象方面有一定疗效,不良

反应轻度且自限。对伴 ESES 的癫痫患儿,可尝试应用大剂量 DZP 治疗,推荐第一晚院内应用 DZP,
密切监测患儿生命体征,对可能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给予及时处理。 
 
 
OR-0507 

MLPA 技术在假性肥大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基因型诊断中的应用 
 

刘仁超,吴冰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假性肥大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DMD)是一类发病率较高的 X 连锁隐性遗传病。DMD 基因的缺

失/重复均可致病。主要是男孩发病,女性为致病基因的携带者。本研究旨在运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

技术(MLPA)技术对疑似假性肥大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男性患儿进行 DMD 基因型的诊断,为 DMD 阳

性患儿的家属提供准确的遗传咨询和产前基因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于 2012 年-2017 年 5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的 884 例疑似假性肥大型进

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MRC-holland 公司探针(P034/P035),其中可检测 DMD 基因第 1-79 号外显子

拷贝数变异。取患儿外周血样本 200ul 抽提基因组 DNA,取 110ng 基因组 DNA 行 MLPA 检测, 
MLPA 检测结果为单个外显子信号减低的样本行单个外显子 PCR,对有目的条带扩增的样本行

sanger 测序,阳性结果样本对照临床资料确证。 
结果 在 884 例疑似假性肥大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样本中,DMD 基因拷贝数结果正常样本 303 例,缺
失型 484 例(变异主要集中在第 45-55 号外显子区域/113 例,), 重复型 81 例(变异区域分布较分散),
点突变样本 16 例(测序确证)。其中缺失型样本中仅为单个外显子缺失的样本有 99 例,缺失阳性率

54.8%,重复阳性率 9.2%,点突变率阳性率为 1.8% 。DMD 基因总阳性率 65.7%(缺失/重复/点突

变)。 
结论 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DMD) 为 X-连锁隐性遗传。DMD 基因突变的形式多样,其中缺失突变

占 55%一 65%,重复突变占 5%一 10%,点突变占 20%-35%。运用 MLPA 技术可以快速有效地确定

疑似假性肥大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男性患儿 DMD 拷贝数变异情况,该技术为目前主要的 DMD 基因

筛查方法。但是该方法对单个外显子信号减低的样本可能存在点突变的情况不能判断。结合

sanger 测序可以明确信号减低外显子为缺失或者为点突变引起的杂交信号减低,以此对 DMD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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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变异类型做出明确判断,对临床指导意义更明确。为 DMD 阳性患儿的家属提供准确的遗传咨询

和产前基因诊断提供依据。 
 
 
OR-0508 

氟桂利嗪治疗 96 例儿童交替性偏瘫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淑品,张月华,杨小玲,刘爱杰,曾琦,张静,姜玉武,吴希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研究氟桂利嗪治疗儿童交替性偏瘫(AHC)患儿的有效率,分析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05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神经门诊及病房就诊的 AHC 患儿

的临床资料及外周血 DNA,筛查 ATP1A3 基因突变。随访口服氟桂利嗪对改善患儿发作性症状的临

床疗效。 
结果 共收集 96 例 AHC 患儿,随访到 75 例患儿口服氟桂利嗪治疗,随访时间 4 个月-15 年,有效者 50
例(66.7%,50/75),无效者 25 例(33.3%,25/75)。有效者中,偏瘫发作频率降低者 43 例(84.3%),发作时

间缩短者 28 例(54.9%),发作程度减轻者 3 例(5.9%)。在有效组与无效组之间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起病年龄､开始治疗年龄､服药剂量及是否携带 ATP1A3 基因 D801N､E815K 或 G947R 突变等

因素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起病年龄､治疗年龄､服药剂量､是否携带 E815K､
D801N 或 G947R 突变,均不是影响疗效的因素。 
结论 氟桂利嗪对于多数 AHC 患儿有效,可降低偏瘫发作频率,缩短偏瘫持续时间,减轻偏瘫严重程

度。起病年龄､治疗年龄､服药剂量､是否携带 E815K､D801N 或 G947R 突变,均不是影响疗效的因

素。氟桂利嗪是治疗 AHC 的有效药物。 
 
 
OR-0509 

苯巴比妥预防轻度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惊厥再发研究 
 

陈辉,钟建民,陈勇,虞雄鹰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评估不同剂量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PB)预防轻度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BICE)惊厥再发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共收集 139 例符合标准 BICE 病例,分为 A 组 40 例,给予 10mg/(kg·次),
静脉推注,入院时单次给药;B 组 56 例,给予 5mg/(kg·次),静脉推注,入院时单次给药;C 组 43 例,不用

任何抗惊厥药物。 
结果 B 组 PB 控制惊厥的有效率为 82.14%,A 组的有效率为 92.5%,两组有效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而 B 组､A 组分别与 C 组(入院后未再惊厥发作比例 41.86%)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125)。B 组有 2 例出现嗜睡,而 A 组有 10 例出现嗜睡,A 组发生嗜睡的概率明显高于 B 组
(P<0.05)。C 组所有病例未出现嗜睡,与 B 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B(5mg/kg)只需要单次给药即可有效地及安全地预防 BICE 惊厥的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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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10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reduces inflammation 
and hippocampal apoptosis in experimental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eningitis 
 

Xu danfeng,Li Ling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3 

 
 
Objective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eningitis is a serious inflammatory disease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and associated with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ates. The inflammatory 
processes initiated by recognition of bacterial components contribute to apoptosis in the 
hippocampal dentate gyrus.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has long been 
recommended for the treatment of CNS diseases due to its powerful neuro-surviv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its recently reported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apoptotic effects in vitro and in vivo.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BDNF-related signaling on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hippocampal apoptosis in experimental models of pneumococcal meningitis. 
Pretreatment with exogenous BDNF or the tropomyosin-receptor kinase B (TrkB) inhibitor k252a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activation or inhibition of the BDNF/TrkB-signaling axis prior to 
intracisternal infection with live S. pneumoniae. At 24-h post-infection, rats were record clinical 
severity and sacrificed to harvest the brains. Paraffin-embedded brain sections underwent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to evaluate pathological severity, and cytokine and chemokine 
levels in the hippocampus and cortex were evalua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dditionally, apoptotic neurons were detected in the hippocampal dentate gyrus by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dUTP-nick-end labeling, key molecules associated with the 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 were analyzed by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 and 
the DNA-binding activity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was measured by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  
Results Rats administered BDNF exhibited reduced clinical impairment, pathological severity, 
and hippocampal apoptosis. Furthermore, BDNF pretreatment sup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cluding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interleukin (IL)-1β, and IL-6, and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anti-inflammatory factor IL-10. Moreover, BDNF pretreatment 
increased TrkB expression, activated downstream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protein 
kinase B (AKT) signaling, and inhibited the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response gene 88 
(MyD88)/NF-κB-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ed that BDNF administration exerted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apoptotic effects on an experimental pneumococcal meningitis model via modulation of 
MyD88/NF-κB- and PI3K/AKT-signaling pathway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reatment with 
exogenous BDNF might constitut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bacterial 
meningitis. 
 
 
OR-0511 

两例 AQP4 抗体阴性 MOG 抗体阳性的儿童视神经 
脊髓炎谱系疾病报道及文献复习 

 
黄丹萍,陈旭勤,黄静,张利亚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s)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普遍认为是多灶性中枢神经系统脱

髓鞘性疾病,主要攻击星形胶质细胞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视神经和脊髓的炎性反应和损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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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多在 35-45 岁发病,儿童少见。水通道蛋白 4 抗体(AQP4-Ab)导致的星形胶质细胞损伤是

NMOSDs 主要的发病机制。近期发现部分 AQP4 抗体阴性的 NMOSDs 血清中存在髓鞘少突胶质

细胞糖蛋白(MOG)抗体。目前关于儿童 NMOSDs 鲜有报道,本文拟探讨 AQP4 抗体阴性 MOG 抗体

阳性的儿童 NMOSDs 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收治的两例 AQP4 抗体阴性 MOG 抗体阳性的儿童 NMOSDs 病例的临床资料

并进行相关的文献复习。 
结果 例 1,男,9 岁 7 月,4 岁时因“头晕､头痛､呕吐”起病,诊断为 “脑炎”治疗,之后三年反复出现类似症

状,及痫性发作。头颅 MRI 示双侧皮层下､近皮层､侧脑室后角白质多发脱髓鞘改变;脑电图示右枕､
颞部为主的高幅慢波;且出现视力受损,存在双侧视神经炎。每次复发再入院均予大剂量丙球和甲强

龙冲击治疗,出院后不规则服用激素,今年停用口服激素半年后再次复发。例 2,男,5 岁 8 月,4 岁时因

“头晕､头痛､呕吐”起病,诊断为“感染后脑炎”予大剂量丙球和甲强龙冲击治疗,出院后口服激素三月余,
停口服激素五个月后再次出现类似症状,无抽搐发作,头颅 MRI 可及颅内多发脱髓鞘病变,并存在双侧

视神经炎。两例患儿 后一次入院时均予完善 NMOSDs 相关血清自身抗体检测,结果均提示血清

AQP-4 抗体阴性 MOG 抗体阳性,至目前脊髓均无受累。结合文献资料, AQP-4 抗体阴性的

NMOSDs 患者合并血清 MOG 抗体阳性较高。这些病例发病更年轻,男性居多,临床过程相对较轻,影
像学多表现为多发性脑白质病变,脊髓病变多见于胸腰椎。本报道两例患儿均系 APQ-4 抗体阴性

MOG 抗体阳性,存在类似的发病表现,影像学特征。目前两例患儿均予大剂量甲泼尼龙及丙种球蛋白

治疗,出院后予小剂量激素口服维持,目前病情均控制良好。 
结论 本报道结合文献复习,临床上存在视神经炎,反复以“脑炎”征象发病,或有抽搐,影像学出现大脑多

发脱髓鞘病变的患儿,需进一步进行 APQ-4 抗体 MOG 抗体检测,以早期明确 NMOSDs 诊断,及时规

范化治疗,以改善预后。AQP-4 抗体阴性 MOG 抗体阳性可能是儿童期 NMOSDs 的较常见生物学特

征。儿童 NMOSDs 患者,以大脑脱髓鞘和视神经炎表现多见,脊髓病变不常见,若正规治疗,长期小剂

量激素维持,可能预后相对良好。 
 
 
OR-0512 

病原学二代测序及恒温扩增技术联合荧光定量 PCR 
在不明原因患儿病原学诊断的临床应用 

 
张建昭,陈倩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脑脊液二代测序及定量 PCR 对儿童感染性脑炎病原学的诊断意义。 
方法 对临床符合感染性脑炎诊断的患儿进行脑脊液病原学二代测序的检验,该方法的病原学基因序

列包括 2700 种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494 种细菌的全基因组序列,73 种与人感染相关的真菌基因组

序列,47 种与人感染相关的寄生虫基因组序列;回顾性分析 70 例临床诊断病毒性脑炎儿童的脑脊液

常见病毒定量 PCR 方法的病原学(包括人类疱疹病毒Ⅰ型､人类疱疹病毒Ⅱ型､人类疱疹病毒 6 型､

EB 病毒､巨细胞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腺病毒､BK 病毒)检测;并与本院传统脑脊液病原学检测方

法的阳性率进行比较,传统检测包括(如脑脊液单纯疱疹病毒 PCR､EB 病毒抗体､ECHO 病毒抗体､

COX 病毒抗体､肺炎支原体核酸测定､细菌培养等)。 

结果 1､符合感染性脑炎入组标准的 8 例患儿行脑脊液病原学二代测序,其中依据脑脊液常规､生化符

合病毒感染者 8 例,结果判断为阳性者 4 例,占 50%,均为病毒感染;符合细菌性感染者 3 例,结果 1 例

为阳性。其中明确病毒感染者 2 例,分别为人类疱疹病毒 1 型(覆盖度为 76.1558%､深度为 24.85､检

测值为 25173,经定量 PCR 验证明确)和腺病毒 B1 型(覆盖度为 84%､深度为 2.5､检测值为 532,经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10 
 

定量 PCR 验证明确。);其中可疑 EB 病毒感染者 2 例。8 例患儿应用二代测序病毒阳性率为 50%,
该 8 例患儿同时应用常规检查,病毒阳性率为 12.5%;2､回顾分析符合入组条件的 70 例脑炎患儿应

用 qPCR 方法检测 8 种病毒的结果显示,存在明确的脑脊液病毒感染者 3 例,阳性率为 4.28%。3､回
顾采用我院传统病原学筛查的感染性脑炎脑炎患儿 107 例,其中脑脊液存在明确病毒感染者 6 例,阳
性率为 5.6%。4､三种脑脊液病原学检测阳性率比较:三种病原学检测方法二代测序组和传统检查患

儿组阳性率比较发现,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18.476,p<0.05);二代测序组与 qPCR 方法组

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18.367,p<0.05). 
结论 二代测序在感染性脑炎的病原应用中有阳性率高,病原覆盖率高的特点,尤其在临床疑似病毒性

感染患儿中较常见 8 种病毒定量 PCR 及我院传统方法具有优势,是小儿感染性脑炎病原学诊断的重

要方法,值得推广。 
 
 
OR-0513 

Epilepsy may be the major risk factor of mental retardation 
in children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ng Yangyang,Pang Lingyu,Ma Shufang,Zhang Mengna,Liu Liying,Zou Lipi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risk factors of mental retardation in patients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to 
help better identifying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mental retardation, and to provide more 
evidences for further intervention.  
Methods 223 patients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who received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genetic 
mutation analysis and the epilepsy severity assessment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Genotype–
neurocognitive phenotype correlations and epilepsy–neurocognitive phenotype correlations were 
analysed b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result was found on genotype–neurocognitive phenotype 
correlations, which contrasted the previous report. The prevalence of MR was 50.0% for the 
patients with TSC1 mutation, 54.5% for TSC2 (p=0.561), 54.7% for patients with protein-
truncating (PT) and 50.0% for patients with non-truncating (NT) (p=0.791), 54.3% for patients with 
family history and 53.7% for patients without family history (p=0.748).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results 
were found on epilepsy–neurocognitive phenotype correlations, both on E-chess score (p=0.01) 
and the occurrence of infantile spasms (p=0.014), which was consistent to the previous study.  
Conclusions For children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instead of genetic factors, epilepsy may play 
the main role for the presence of mental retardation. 
 
 
OR-0514 

Angelman 综合征分型及脑电图特征 
 

贾桂娟,李保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 Angelman 综合征(AS)的分型及脑电图(EEG)特征。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儿科神经门诊､病房及 EEG 监测室 11 例经遗传学确诊及

疑诊的 AS 患儿进行临床发作类型､药物反应等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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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1 例中男孩 8 例,女孩 3 例。其中 3 例是母源性染色体的 15q11-13 区段(含有 UBE3A 基因)的
大片缺失;4 例是 UBE3A 基因点突变;2 例是父源性单亲二倍体(UPD),2 例未发现任何分子遗传学异

常。3 例存在全面发育特别是语言发育延迟､运动障碍､表情快乐并伴与环境不相适应的笑,这 3 例均

有癫痫发作,发作包括热性惊厥､不典型失神发作､部分性发作､肌阵挛发作､部分继发全面性发作。

其余 8 例患儿存在着明显的共济失调,走路跌倒,癫痫发作不明显。3 例 MRI 有脑白质发育异常;剩余

8 例 MRI 未见明显异常。明显的 EEG 特征:醒睡各期前头部､后头部及广泛性 δ 及 θ 节律性阵发或

连续发放,慢波在多部位之间常呈游走性,前头部与后头部游走多见,并可夹杂棘波､棘慢波,11 例患儿

棘慢波均以后头部突出。迄今尚无特效治疗,积极的对症及支持治疗措施有助于提高 AS 患儿的生活

质量。多数患儿社会适应能力差,有必要早期行为疗法干预。伴有癫痫发作的患儿,治疗主要为丙戊

酸单药或联合其他抗癫痫药。随访时 9 例能独立行走,但常常跌倒,智力发育较同龄人稍有落后,基本

的交流语言理解等等没问题。2 例仅能说简单词汇,智力明显落后于同龄人。 
结论 AS 作为一种以面部表情快乐､智力发育迟滞为主要表现的少见病､难治病,面部表情有时不易观

察,在临床上易被漏诊。EEG 监测为本病一项非常敏感的筛查方法,不仅能证实癫痫发作,并能在临床

出现明显症状及遗传学诊断前提示本病。AS 作为较早发现的单基因遗传病,这些个体化､长期､综合

的治疗方案能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OR-0515 

81 个 1 岁内起病的良性家族性癫痫家系基因型 
与表型相关性研究 

 
曾琦

1,杨小玲
1,蒲利华

2,于晓莉
3,张秀菊

4,刘爱杰
1,张静

1,杨志仙
1,刘晓燕

1,吴晔
1,吴希如

1,张月华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3.天津市儿童医院 

4.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1 岁内起病的良性家族性癫痫包括良性家族性新生儿癫痫(BFNE)､良性家族性新生儿-婴儿癫

痫(BFNIE)和良性家族性婴儿癫痫(BFIE)。本研究对我国 1 岁内起病的良性家族性癫痫家系进行基

因突变分析及基因型与表型相关性研究。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0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等四家医院就诊的 1 岁内

起病的良性家族性癫痫家系的临床资料和外周血 DNA,首先采用 Sanger 测序方法筛查 PRRT2 基因

突变,对于阴性家系再采用靶向捕获二代测序癫痫基因检测包对其候选致病基因进行突变筛查。 
结果 共收集 81 个家系,其中包括 4 个 BFNE 家系､7 个 BFNIE 家系和 70 个 BFIE 家系。基因检测

发现 61 个家系有基因突变(61/81, 75.3%),其中 43 个家系为 PRRT2 基因突变,移码突变见于 40 个

家系(热点突变 c.649_650insC 和 c.649delC 分别见于 29 个家系和 6 个家系),无义突变､终止密码子

突变和基因片段缺失(缺失位置为 chr16:29824376-29825959,长度约为 1583bp)各见于 1 个家

系,c.560_561insT 和 c.679C>T 为未报道的新突变;9 个家系为 KCNQ2 基因突变,其中错义突变见于

7 个家系,无义突变见于 1 个家系,基因片段缺失见于 1 个家系(该片段缺失还累及了邻近的 CHRNA4 
基因,缺失的范围包括了 KCNQ2 和 CHRNA4 基因的全部外显子),6 个突变为未报道的新突变;8 个

家系为 SCN2A 基因突变,均为错义突变,其中 5 个突变为未报道的新突变;首次发现 1 个家系携带未

报道的 GABRA6 基因突变 c.523G>T。在 4 个 BFNE 家系中,发现 3 个家系为 KCNQ2 基因突变。

在 7 个 BFNIE 家系中,有 3 个家系发现 KCNQ2 突变,3 个家系发现 SCN2A 突变,1 个家系为 PRRT2
突变。在 70 个 BFIE 家系中,有 51 个家系发现基因突变(51/70, 72.9%), 其中 42 个家系为 PR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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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 (42/70, 60.0%),5 个家系为 SCN2A 突变, 3 个家系为 KCNQ2 突变,1 个家系为 GABRA6 突

变。 
结论 KCNQ2､SCN2A 和 PRRT2 基因是我国 1 岁内起病的良性家族性癫痫的重要致病基因,基因突

变检出率高。KCNQ2 是 BFNE 的主要致病基因,PRRT2 是 BFIE 的主要致病基因,KCNQ2 和

SCN2A 基因突变在 BFNIE 中常见。GABRA6 是 BFIE 新发现的致病基因。发现家系致病基因对指

导家庭遗传咨询及治疗具有重要作用。 
 
 
OR-0516 

磷酸吡哆醇(胺)氧化酶缺乏症的新表型及热点突变位点分析 
 

薛姣,常杏芝,张月华,杨志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磷酸吡哆醇(胺)氧化酶(PNPO)缺乏症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本文旨在分析我国

PNPO 缺乏症患儿的临床及 PNPO 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6 年 2 月~2016 年 8 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确诊的 4 例 PNPO 缺乏症患

儿。对其临床资料､诊治过程､遗传学检查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例 1 和例 2 为单卵双胞胎兄弟,为 35+5周早产,生后即有脑病表现。2 例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均
于出生 24 h 内出现癫痫发作,考虑为肌阵挛发作或痉挛发作,后逐渐出现局灶性发作､强直-阵挛发作

等多种发作形式,多种抗癫痫药效不佳,应用吡哆醇或磷酸吡哆醛(PLP)单药治疗后发作减少但未完全

控制。例 3 和例 4 出生史正常。例 3 于 5 月龄时发热后出现发作,为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后发作频率

渐增,易于患发热或感染性疾病时出现。曾应用丙戊酸单药控制 7 月余不发作,复发后多种抗癫痫药

无效。确诊后给予吡哆醇治疗,目前已近 1 年无发作,抗癫痫药正在减停过程中。例 4 生后 40 天出现

发作,丙戊酸单药或联合托吡酯治疗可达 2-3 年无发作。确诊后添加吡哆醇治疗,但因患儿经丙戊酸

和托吡酯联合治疗已 2 年余无发作,无法评估吡哆醇的疗效。至末次随访,3 例智力运动发育重度落

后,例 3 轻度落后。3 例 EEG 显示不典型高度失律或多灶性癫痫样放电;例 4 多次 EEG 均正常。头

颅 MRI 显示 2 例双侧侧脑室旁脑白质变薄,双侧脑室轻度扩张,额颞部脑沟增宽;2 例正常。血代谢筛

查示 2 例的精氨酸､天冬氨酸､蛋氨酸水平明显减低;1 例亮氨酸､缬氨酸水平轻度升高;1 例苏氨酸水

平轻度降低。尿代谢筛查示 3 例香草酸水平显著升高,例 3 无特异性异常。基因分析显示 4 例患儿

均携带 PNPO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NM_018129):例 1､例 2 均携带

c.445_448del(p.Pro150ArgfsTer27)和 c.481C>T(p.Arg161Cys);例 3 携带 c.445_448del 和
c.413G>A(p.Arg138His);例 4 携带 c.148G>A(p.Glu50Lys)和 c.347G>A(p.Arg116Gln)。其中

c.445_448del､c.481C>T 和 c.413G>A 为国际未报道的新位点,c.148G>A 和 c.347G>A 的致病性国

际已报道。 
结论 已报道的 PNPO 缺乏症的临床表型主要分 3 种:新生儿期起病,发作可被 PLP 单药控制;婴儿痉

挛,发作可被 PLP 单药控制;早于 3 月龄起病,发作可被吡哆醇控制。本研究报道了 4 例中国 PNPO
缺乏症患儿,其临床表现各不相同,包括新生儿期起病,吡哆醇或 PLP 均仅有部分疗效;晚至 5 月龄起

病,发作可被吡哆醇单药控制;癫痫发作可被抗癫痫药控制长达数年,扩展了本病的临床表型谱。此

外,3 例(3/4)携带移码突变 c.445_448del,提示其可能为中国 PNPO 缺乏症患儿的热点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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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17 

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及脑电图特征分析 
 

童丽丽,杨小凡,李保敏,孙若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总结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及脑电图(EEG)特征､治疗､预后及转归。 
方法 收集 2014 年 5 月-2016 年 7 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童医疗中心小儿神经内科住院诊治的 25
例自身免疫性脑炎患儿。纳入标准参考 2016 年《Lancet Neurology》发表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断

标准,总结其临床､EEG 及影像学等资料,分析其临床特征､治疗方案并随访预后。 
结果 25 例患儿其中男 17 例,女 8 例。起病年龄为生后 8 月至 11 岁 4 月,中位年龄 6 岁。随访时间

10 个月至 3 年不等,中位时间为 1 年 5 个月。临床表现:9 例发热起病,5 例肢体运动障碍起病,4 例头

痛､头晕伴或不伴发热起病,4 例癫痫发作或癫痫持续状态起病,2 例精神症状起病,1 例腹痛､呕吐起

病。22 例(88%)出现精神症状,21 例(84%)运动障碍,20 例(80%)癫痫发作, 12 例(48%)语言障碍,11
例(44%)睡眠障碍,3 例自主神经功能障碍,1 例通气障碍。20 例出现癫痫发作的患儿中,2 例全面性发

作,13 例局灶性发作,3 例患儿病程初期出现全面性发作,后期以局灶性发作为主,4 例呈癫痫持续状

态。25 例患儿中抗 NMDA 受体抗体阳性者 8 例(32%)。病程初期 EEG:背景 13 例以 δ 活动为主,9
例背景节律稍慢于正常同龄儿,3 例背景活动正常。发作间期以额､前颞区异常放电多见。局灶性发

作以额区､前颞､中颞区或多灶性起始。25 例患儿均给予甲强龙冲击治疗及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其中

4 例在一线治疗失败后,又给予利妥昔单抗治疗。随访:8 例(32%)患儿完全恢复正常,3 例复发,3 例睡

眠中或生气时肢体抖动,2 例性格改变,1 例智力运动发育明显落后;8 例遗留癫痫,其中 7 例患儿仍有

局灶性发作,1 例转为癫痫性脑病(Lennox Gastaut 综合征)。随访时 EEG 背景:14 例正常,9 例背景

节律稍慢于正常同龄儿,1 例后头部 δ 活动,1 例弥漫性快波节律,无枕区优势节律。 
结论 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表现复杂多样,但为可治性疾病。脑电图背景改变以慢波增多为主,发作间

期异常放电以额､前颞区为著。癫痫发作类型可有全面性发作及局灶性发作,部分患儿出现癫痫持续

状态,局灶性发作多见。多数患儿预后良好,部分患儿遗留癫痫,或轻微精神症状。此病存在一定的复

发率。本研究总结了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及脑电图特点,旨在提高大家对有/无抗体阳性的自身免

疫性脑炎的认识,尽早做出诊断和治疗以改善预后。 
 
 
OR-0518 

化脓性脑膜炎的高危因素分析 
 

杜开先,霍爱香 ,李曼曼,贾天明,高丽佳,张华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内科 450052 

 
 
目的 探讨性化脓性脑膜炎难治的高危因素 
方法 以 2014 年 01 月-2017 年 05 月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内科住院部确诊的 80 例化脓性脑膜

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住院天数是否超过 30 天分为两组。其中病程大于 30 天的 30 例为难治性化

脑,50 例为普通性化脑。按性别､年龄､体重､民族､发病季节､有无前驱感染､起病初临床表现､发病至

确诊的时间､发病至体温正常的时间､体温是否反复､病程､颅脑影像学改变､血培养结果､血常规结果

､脑脊液常规及生化､脑脊液培养结果进行难治性化脑的高危因素分析。数据的分析选用 SPSS21.0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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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难治性化脑组和普通性化脑组两组的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化脑患者的发病季

节､起病初部分临床表现､发病至确诊的时间､发病至体温正常的时间､体温是否反复､病程､影像学改

变､血常规结果､脑脊液结果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显示两组化脑患者发病至确诊时间､发病至体温正常的时间､CRP､脑脊

液细胞数及 ADA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发病至确诊时间､发病至体温正常的时间越长,CRP 越高,脑脊液细胞数及 ADA 含量越高更易发

展为难治性化脑。 
 
 
OR-0519 

儿童额叶癫痫临床与脑电图关系研究 
 

贾桂娟,李保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额叶癫痫的临床､治疗及愈后与脑电图(EEG)特征. 

方法 对确诊为额叶癫痫 31 例患儿的不同阶段进行视频脑电图仪监测 ,并对其发作特特征､电生理特

征及预后进行分析和随访 
结果 
 ⑴ 临床  ① 31 例患者中 11 例有先兆,占 35.48%,其余 20 例无明显发作先兆。21 例患儿姿势性强

直发作,占 67.74%,17 例患儿伴有自动症,占 54.84%,7 例阵挛性发作,占 22.58%,5 例植物神经症状,
占 16.13%,3 例发作时伴有出声,占 9.67%,1 例失神样发作,占 3.25%。持续时间从 2 秒到 120 秒不

等。② 22 例患儿采用单一用药,5 例两联用药,1 例三种药物联合应用,1 例四种药物联合应用。随访

1~5 年,22 例单一用药中,18 例疗效均佳,发作消失,其中 4 例效果不明显。9 例联合用药者,3 例患儿

极少发作或每年发作 1~2 次,4 例患儿发作次数明显减少,1 例控制不佳,1 例患儿自始至终频繁发

作。1 年后随访:18 例完全治愈患儿中,3 例患儿复查脑电图 15-21Hz 快波节律明显增多;2 例停药后

半年内复发,脑电图额极､额区偶尔异常放电;10 例患儿未见明显异常,其余 3 例患儿随访时间不满足

1 年。未完全治愈的 12 例患儿中,7 例患儿每年发作 1~2 次,2 例额极､额､前颞区偶尔尖波或棘波放

电,1 例额､中央区异常尖波散发,2 例患儿脑电图大量异常放电,额极､额､前颞区著,泛化全导。3 年后

随访:共有 12 例患儿满足条件,其中 9 例完全控制,2 例发作次数增加,脑电图大量放电。1 例患儿仍

然频繁发作,效果甚差。 
⑵ 脑电图特征 31 例患儿共监测到 168 次发作性事件,平均每人 5.5 次。①背景节律与患儿年龄密切

相关,根据患儿年龄判断背景节律快慢。19 例患儿年龄为 3 岁~13 岁,8 例双侧枕区 10-11Hzα 节律

发放,7 例双侧枕区 8~9Hzα 节律发放,3 例患儿枕区节律 7~8Hz 混合节律发放,1 例枕区节律不明

显。9 例患儿年龄为 5 月~2 岁 10 月,6 例双侧枕区 6~7Hzθ 波发放,,3 例双侧枕区 4~6Hzθ 波发放。

3 例患儿年龄为 2 月~4 月,2-4Hz 混合慢波发放。②发作间期:26 例患儿前头部呈尖波､棘慢波簇发

或阵发,3 例发作间期未见异常放电。2 例发作间期为弥漫性 1.8-3Hzδ 波发放。③发作期:16 例为额

极､额､前颞区起源发作,8 例额､中央､顶区起源, 7 例发作起源不明确,发作起始期至发作极期的平均

时间为 4.8 秒,发作全过程所需时间平均为 52 秒。 
结论 额叶癫痫是一组临床复杂多样,发作表现为频繁､短暂､夜间多发,具有特征性的癫痫综合征。认

识特征性的发作表现､脑电图特征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明确诊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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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20 

儿科神经病学精准医学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实践 
 

段婧,廖建湘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精准医学快速发展, 分子遗传学诊断手段已渗透到各专业疾病,对各种遗传性疾病特别是罕见病

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指导。目的:本文总结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深圳市神经内科病例,提高准

确诊断效率并对治疗的指导。 
方法 门诊或住院病例,对于低龄起病的癫痫病例,肌肉病,智力障碍等疾病,或有家族史的患者,用癫痫

病､智力障碍､肌肉病基因检验包进行单基因遗传性疾病检测,基因包含 300-500 个致病基因。 
结果 107 例送检对象中,诊断 42 例,阳性率 39%,其中包括新生突变 12 例,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为主,包
括:SCN1A 2 例,SCN2A 2 例,SCN8A1 例,KCNA1､KCNQ2､KCNC2 各 1 例;CHD2､
ANKRP11,PTEN,CDKL5 各 1 例。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基因 16 例,肌肉病为主,包
括:LAMA2,DYSF,CRYAB,PNKP,FKRP 各 2 例,ADAT3,SGCA,TRPM6,TTN3,KCNQ3,RYR1,ABAT
各 1 例。X 连锁遗传 12 例,包括:DMD5 例,DCX2 例,ATP7A､LICAM､PDHA1､ARHGEF､CLIC2 各 1
例。1 例癫痫病例,WDR45 神经变性伴脑内铁沉积 5 型基因新生突变,X 连锁遗传,同时脑腱性黄瘤

症基因 CYP27A1 异常,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父母都是携带者。基因检查结果有文献报道为相应疾病

致病基因,同时符合临床表现。另外,明确诊断后,可以检索相应基因异常导致疾病在全球范围的文献

报告,可以指导临床治疗。比如 SCN1A 新生突变导致的 Dravet 综合征,避免使用拉莫三嗪､奥卡西

平或卡马西平,因为可能加重这种病人癫痫发作,而选择丙戊酸钠､托吡酯､氯硝西泮或生酮饮食疗法,
则有可能控制癫痫发作。 
结论 分子遗传学基因芯片检测方法,采用疾病相关基因包,对于儿童神经科疾病诊断准确率较高,能够

指导临床治疗,值得采用。 
 
 
OR-0521 

脑电图多棘慢波的时空模式 
 

梁建民
1,张波

1,叶琳
2,吴建永

3,徐伟峰
3,郝小生

1,代丽花
1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美国乔治城大学神经科学系 
 

 
目的 探讨失神癫痫多棘慢波起源的时空模式。 
方法 采用 Gamma-hydroxybutyrate(GHB)建立失神癫痫大鼠模型,采用电压敏感染料(voltage-
sensitive dye,VSD)成像方法对失神癫痫多棘慢波进行时空成像分析。 
结果 脑电图 3Hz 棘慢波是失神癫痫的特征性标志,失神癫痫棘慢波常有一种变异波形出现,即多棘慢

波,后者是指在 30-100 ms 的间隔时间内出现 2 个或多个棘波成分。这种多棘慢波的起源机制目前

仍不清楚。VSD 成像技术是将皮层组织的神经元电信号转化为光信号,其空间分辨率为~100 μm,时
间分辨率为 1600 frames/sec,能够满足对大脑快速兴奋波的动态成像记录。本研究发现,在多棘慢

波出现时,其 2 个棘波成分起源于不同位点,并播散到不同的皮层区域,在播散的不同皮层区域 间存在

与皮层解剖分区吻合的瞬时边界,这种边界在单棘慢波时消失。 
结论 本研究观察到单棘慢波和多棘慢波的时空模式,多棘慢波的皮层兴奋模式有别于单棘慢波,多棘

慢波的皮层兴奋区域间存在瞬时边界,单棘慢波时无这种边界。这种兴奋边界的分隔效应可能参与

皮层全面性惊厥发作的播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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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22 

KCNQ2 基因变异相关癫痫脑病临床特征 
 

谢玲玲,张敏,蒋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 KCNQ2 基因变异相关癫痫脑病的临床特征､变异类型､治疗方案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 KCNQ2 基因变异

相关癫痫脑病,利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描述年龄､性别分布发作类型､基因变异类型､脑电图､抗

癫痫药物､预后等基本情况。 
结果 本组患儿中,男 5 例,女 7 例;首次发病年龄 1 天-2 岁 6 月,平均 3 月。初次发作形式均为强直发

作伴意识障碍,其中 3 例为明确局灶起源,1 例同时存在屈曲痉挛发作。12 例中,2 例转变为睡眠中癫

痫性电持续状态,3 例转变为婴儿痉挛症。12 例均行脑电图检查,3 例为高度失律,2 例为电持续状态,
放电指数 85%,7 例为多灶放电;12 例均行头颅影像学检查,均无明显异常。所有病例均行全外显子测

序,均检测到 KCNQ2 基因变异,其中 2 例为遗传自母亲,其余 10 例均为新发变异,基因变异类型中,10
例为点突变,1 例为重复突变,1 例为缺失突变,点突变中 3 例为 c.A2264>G。所有病例均联合使用 2
种以上抗癫痫药物,3 例加用丙戊酸后惊厥控制,2 例加用苯巴比妥后惊厥控制,所有病例均伴有不同

程度智力运动发育落后 
结论 KCNQ2 基因变异是婴幼儿时期较为常见的癫痫脑病致病基因,可导致不同表型,使用丙戊酸､苯
巴比妥可能是相对有效地药物,远期预后需进一步随访。 
 
 
OR-0523 

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的临床表现和产前诊断研究 
 

范燕彬
1,傅晓娜

1,葛琳
1,焦辉

1,2,杨海坡
1,谈丹丹

1,3,刘爱杰
1,宋书娟

4,马祎楠 1,潘虹
1,杨慧霞

1,王静敏
1,熊晖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 

3.九江学院 
4.北京大学医学部 

 
 
目的 对确诊的 23 例先天性肌营养不良(CMD)患儿进行临床特点总结,对先证者家庭进行遗传咨询,
并对其 26 例再次妊娠的胎儿进行产前诊断。 
方法 综合分析 23 例 CMD 患儿的病例资料,签署知情同意,采集 26 例孕 11-13 周胎儿绒毛组织(14
例)或孕 18-22 周胎儿羊水(12 例),提取基因组 DNA,进行产前诊断。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基因测

序方法和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进行相关基因突变检测。采用短串联重复序列(STR)连锁分

析鉴别是否有母血污染和胎儿生物学父母。 
结果 确诊的 23 例先天性肌营养不良先证者中 13 例诊断为先天性肌营养不良 1A 型(MDC1A),均为

LAMA2 复合杂合突变,其中 4 例胎儿为野生型,7 例为杂合子,3 例携带与先证者相同复合杂合突变; 4
例 LMNA 相关先天性肌营养不良(L-CMD),均为 LMNA 新生突变,3 例胎儿为野生型,1 例胎儿携带与

先证者相同致病突变,研究发现他们的母亲为突变嵌合体; 1 例 Ullrich 先天性肌营养不良(UCMD),为
COL6A2 复合杂合突变,胎儿为野生型;5 例 α-抗肌萎缩相关糖蛋白病,此 5 例中 2 例为肌-眼-脑病

(MEB),为 POMGnT1 复合杂合突变,2 例胎儿均为杂合子; 1 例为先天性肌营养不良 1C 型(MDC1C),
为 FKRP 复合杂合突变,我们为此家庭进行了两次产前诊断,第 1 次产前诊断提示胎儿携带相同致病

突变,第 2 次产前诊断胎儿为杂合子; 1 例为 POMGnT1 相关先天性肌营养不良伴智力障碍(CMD-
MR),为 POMGnT1 复合杂合突变,胎儿携带相同致病突变; 1 例为 POMT1 相关 CMD-M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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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T1 复合杂合突变,我们为此家庭进行了两次产前诊断,第 1 次产前诊断提示胎儿携带与先证者

相同复合杂合致病突变,第 2 次产前诊断胎儿为杂合子。 
结论 本研究成功为 23 例 CMD 患者家庭的 26 例胎儿进行了产前诊断,为这些家庭提供了可靠帮

助。目前 CMD 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需要对确诊的先证者家庭提供准确遗传咨询并进行有效的产前

诊断,以期终止遗传链。 
 
 
OR-0524 

中西部地区细菌性脑膜炎的病原学及诊断分析 
 

吴丽文
1,蒋莉

2,尹飞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中西部地区儿童细菌性脑膜炎(BM)的诊断分析和病原特点,为临床诊治提供帮助。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 BM 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

分布､血常规､CRP､PTC､头部影像､脑脊液常规､生化､血和脑脊液培养､病原菌特点等。 
结果 共 446 例患者,其中,男 279 例,女 167 例;年龄分布:28 天至 1 岁 317 例(71.1%),1 至 3 岁 47 例

(10.5%),3 至 14 岁 82 例(18.4%);院外使用抗生素情况:290 例(65%)院外已使用抗生素,156 例(35%)
未使用抗生素;入院首次血常规:外周血 WBC <4*109/l 20 例(4.5%),4-10*109/l 144 例

(32.3%),>10*109/l 282 例(63.2%),其中,中性粒细胞占优势 319 例(71.5%),淋巴细胞占优势 127 例

(28.5%);CRP:145 例正常(35.1%),268 例升高(64.9%),其中,40mg/l 以上 162 例(39.2%);PTC:110 例

正常(37.2%),279 例升高(71.7%);头部影像特点:86 例(20.6%)正常,脑实质病变 155 例(37.1%),硬膜

下积液/积脓 141 例(33.7%),脑积水 103 例(24.6%),合并出血 48 例(11.5%),其中,1 岁以内婴儿以硬

膜下积液/积脓 为常见,占 41%,1 岁以上患儿以脑实质病变 为常见,占 33.9%;脑脊液 WBC:102
例(23.5%)正常,332 例(76.5%)升高,其中,<100*106/l 83 例(25%),100-1000*106/l 174 例

(52.4%),>1000*106/l 75 例(22.6%);脑脊液蛋白含量:36 例正常(8.3%),397 例增高(91.7%);脑脊液葡

糖糖含量:124 例正常(28.8%),306 例降低(71.2%);培养:血/骨髓培养阳性 94 例(21.1%),脑脊液培养

阳性 81 例(18.2%),28 例患者外周血和脑脊液培养同时阳性(6.3%);病原菌分布:肺炎链球菌 38 例

(25.3%),大肠埃希菌 31 例(20.1%),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28 例(18.7%),其他细菌包括链球菌属(除外

肺炎链球菌)5 例､李斯特菌 3 例､阴沟肠杆菌 3 例等;各年龄段病原菌特点:1 岁以内婴儿以大肠埃希

菌为主,占 26.6%,1 岁以上患儿以肺炎链球菌为主,占 61%。 
结论 儿童 BM 患者缺乏统一的早期诊断标准,外周血白细胞计数､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头部

MRI/CT 等可以帮助 BM 进行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但不是确诊指标;随着疫苗接种､受抗生素滥用等

多方面影响,目前国内儿童 BM 患者脑脊液培养阳性率低,病原菌分布不同于国外报道,抗菌谱随之发

生改变;总之,儿童 BM 需要结合临床情况､外周血炎症指标分析､头部影像学､病原菌调查情况等过个

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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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25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 
 

王天祺,周浩,李春培,王艺,周渊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抗 NMDA 受体脑炎是儿童自身免疫性脑炎 常见的类型,病程呈多阶段进展,漏诊误诊率高,本
文旨在探讨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临床特点,免疫球蛋白及免疫抑制治疗的近期疗效,分析预后相

关因素,以提高对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住院,通过脑脊液抗 NMDA 受体测

定确诊为抗 NMDA 脑炎的 19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回顾性总结并分析其临床特点､脑脊液及血液实验

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治疗及预后等指标,以出院时的治疗反应作为近期结局指标,出院后半年认知､运
动水平的随访结果作为预后指标。 
结果 在 19 例抗 NMDA 受体脑炎患儿中,男 10 例､女 9 例,患儿年龄为 8 个月~14 岁,平均(5.9±3.9)

岁。患儿的主要临床表现有精神症状(84%)､惊厥(84%)､不自主运动(63%)､认知障碍(63%)及语言障

碍(42%),其中精神症状主要表现为烦躁､谵语､恐惧及行为异常。所有患儿均行头颅 MRI 检查,12 例

(63%)患儿头颅 MRI 提示脑实质内多发软化灶形成,3 例(75%)患儿 MRS 示基底节及丘脑 NAA 峰降

低。18 例患儿行视频脑电图检查,其中 17 例(94%)患儿脑电背景活动变慢伴 δθ 功率增高,8 例患儿

脑电提示有尖波､尖慢波､棘慢波发放。所有患儿脑脊液抗 NMDA 受体抗体阳性,滴度为 1:3.2-1:100
不等。确诊时间为发病后 4-49 天,中位天数为 23 天。首次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其他疾病的患儿共 10
例(53%),其中 9 例(47%)曾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并按病毒性脑炎治疗,1 例诊断为偏头痛。诊断明确后

患儿均行丙种球蛋白､激素冲击治疗及激素维持治疗。对 13 例患儿进行 3-18 月的随访,4 例患儿出

院 3 月内恢复至正常水平,4 例患儿出院 1 年后仍有癫痫发作,单药治疗控制可。4 例患儿随访半年后

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或运动障碍,1 例患儿出院 8 月后复发。 
结论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以精神症状､惊厥､不自主运动及认知障碍为主要表现,对丙种球蛋白及

激素冲击治疗的反应好,总体预后较好。 
 
 
OR-0526 

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临床及影像学特征 
 

孙文秀,张新颖,席加水,温兆春,马爱华,王学禹,高玉兴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分析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的临床及 MRI 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5 月山东省立医院小儿神经科收治的 11 例 NMOSD 临床资

料､MRI 表现及随访资料。本组患儿中男 6 例,女 5 例。发病年龄 4-11 岁,平均年龄 8.3 岁。 
结果 11 例 NMOSD 患儿中 10 例病程中有视神经炎及脊髓炎症状,符合 2006 年 Wingerchuk 等制定

的视神经脊髓炎(NMO)诊断标准;1 例表现为脊髓及脑部炎性病变,无视神经炎症状,检测血中 AQP4
阳性后诊断为 NMOSD。首发症状:视神经炎 4 例,脊髓炎 6 例,视神经炎及脊髓炎同时发生 1 例。10
例 NMO 患儿中,先后出现视神经炎与脊髓炎症状者间隔时间 短 1 天, 长 2 月。11 例脊髓 MRI 均
为长节段沿脊髓长轴分部斑片状炎性病灶,长度 5-13 个椎体节段不等。10 例视神经炎患儿 MRI 显
示视神经､视交叉异常信号,部分有强化。6 例 MRI 显示颅内炎性病灶,主要分布于大脑半球中央及皮

层下白质､脑干､脊髓延髓交界处､小脑､丘脑､胼胝体等。其中 2 例首次发病伴有脑病症状诊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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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M。8 例行血液水通道蛋白 4(AQP4)抗体检查,3 例阳性。1 例发病前 1 年诊断为特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发病后血小板反复降低。所有患者均给予甲泼尼龙 20-25mg/kg 冲击治疗,每次 3 天,联
用 3 个疗程;静脉用丙种球蛋白 2g/kg,分 3-5 天用完。所有患者首次发病时治疗效果均较显著,脊髓

炎症状普遍较视神经炎症状改善明显。2 例视神经炎症状反复发作且进行性加重患儿,分别用利妥昔

单抗(美罗华)治疗 3 及 4 个疗程后视力明显改善。单相病程 8 例,反复发作病程 3 例。随访:共随访

到 10 例患儿,起病时间到 后一次随访时间 3 个月-28 个月不等。10 例中仅 1 例存在右下肢轻微功

能障碍(跑步时轻微跛行),其余 9 例肢体及排便功能正常。9 例有视神经炎表现患儿中,4 例视力恢复

正常,5 例视力不同程的障碍。 
结论 儿童 NMOSD 早期临床表现症状多样,临床首次诊断为急性脊髓炎､视神经炎､ADEM 者,检测

AQP4 抗体阳性及动态随访患儿有助于明确诊断。急性期应用甲泼尼龙加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能显

著减轻临床症状,但视神经炎较脊髓炎功能恢复要差。反复发作患儿应用利妥昔单抗疗效显著。 
 
 
OR-0527 

95 例癫痫患儿的基因型表型分析及临床研究 
 

张君
1,高丽

1,范宏业
1,齐晖

1,殷小静
1,李俊龙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郑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临床诊治中的难治性或某些疑为遗传相关的癫痫患儿的临床特点,并对其进行二代高通量

基因测序及一代验证,分析突变基因与癫痫之间的关系,了解患儿的遗传模式,寻找致病或可能致病的

突变基因。 
方法 对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儿科神经内科门诊确诊癫痫的 95 例患儿及其父母

建立完整家系资料库,采用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方法对其进行了基因检测,依据患儿临床特征及基因

型进行分析。  
结果  
1. 临床及预后 
难治性或疑为遗传相关的患儿年龄发病范围较小,临床发作特点多种多样,多数(47/95,49%)需要两种

及以上药物治疗,治疗效果一般,控制 27 例(28%),有效 20 例(21%),显效 32 例(33%),无效 12 例

(12%),失访 4 例(4%)。少数(18/95,19%)预后较差,合并有运动､智力发育落后。 
2. 检测基因型结果 
2.1 明确致病的基因:共 16 例(17%),除 1 例 CASK 外,余均为新生突变,10 例为剪切突变,5 例错义突

变,1 例错义突变。Dravet 综合征 5 例,突变基因均为 SCN1A。婴儿痉挛症 1 例,突变基因为

BRAF。TSC1､TSC2 各 1 例,临床诊断为结节性硬化。余 7 例突变基因分别为 3 例 SCN1A､1 例

STS､2 例 FLNA､1 例 KCNQ2。 
2.2 可能致病的基因:共 21 例(22%),其中婴儿婴儿痉挛症患儿 3 例,突变基因为 DIAPH3(合并

RNF213)､ABCC8(合并 RANBP2)､ASPM,2 例为剪切突变。余致病基因分别为 1 例 CLCN2､3 例

DMD(3 例)､1 例 SMN1､2 例 KCNT1､1 例 KANK1､1 例 SYNE1､1 例 SRPX2､1 例 MBD5､1 例

EFHC2､1 例 SPTAN1､1 例 GRIA1､1 例 DIAPH3､1 例 GRIN3B､1 例 SV2A､1 例 KACNF1,其中有

4 例突变基因既往报道与癫痫有关。 
结论 
1. 发现 CASK､BRAF 两个新的致病基因,国内报道甚少,在一定意义上扩充了神经发育相关的癫痫基

因和癫痫关联基因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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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N1A 基因突变所致的 Dravet 综合征的患儿的临床特征更严重,包括起病更早,发作频繁,治疗效

果差。 
 
 
OR-0528 

499 例儿童难治性癫痫药物治疗与手术治疗 
的癫痫预后及其认知功能变化  

 
刘长青,栾国明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本研究通过大样本的 0-14 岁儿童难治性癫痫的不同治疗方式的观察性研究,获得手术治疗与药

物治疗的不同癫痫预后及其认知功能改善情况,分析手术治疗的适应症和治疗时机,尽可能早期外科

干预。 
方法 采取回顾性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根据患儿家属的治疗意愿将患儿

分为药物组与手术组,手术组根据患者的年龄分为早期干预组与非早期干预组,治疗前进行规范和详

尽的评估检查,制定治疗方案,并随访治疗后 1 年及 3 年的情况,将随访的资料详细记录,以便进行统计

学分析,确定早期手术干预的适应症､时机和手术方式等。 
结果 切除性手术治疗与姑息性手术及药物治疗比较,不仅癫痫无发作率高于药物治疗,而且认知功能

及发育改善情况也优于药物治疗。 
结论 对于 14 岁以下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尽早采取手术治疗,即便不能行切除性手术,采用姑息性手

术也可改善患者发作,并且提高认知功能。 
 
 
OR-0529 

光电同步脑活动检测技术对伴中央颞区棘波的 
儿童良性癫痫患儿数学认知障碍初步研究 

 
朱晓涵,苗硕,刘钊,吴馨如,王昕,杨健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采用光电同步脑活动检测技术研究 6~12 岁的伴中央颞区棘波的儿童良性癫痫(BECT)患儿与

同年龄段正常儿童大脑双侧顶叶皮层的氧合血红蛋白(HbO2)浓度变化平均值和事件相关电位潜伏期

和波幅之间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方法 选取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专业门诊就诊的

BECT 患儿 44 例,同时选取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儿童 7 例为对照组。光电同步脑活动检测技术

包括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和脑电采集技术两部分。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采用光电同步脑

活动检测技术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部分记录两组儿童(正常组 7 例,对照组 44 例)在简单加减法计算

任务状态下大脑左右顶叶皮层的 HbO2浓度变化并分析组间 HbO2浓度变化平均值是否有显著差

异。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采用光电同步脑活动检测技术记录两组儿童(正常组 7 例,对照组

23 例)在简单加减法计算任务状态下分析诱发电位的波幅和潜伏期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与计算有关

的事件相关电位(ERP)脑电成分可在 200~280ms 之间出现一个正锋即 P200,在 370~570ms 出现一

个负峰即 N300。 
结果 1､加法任务状态下 BECT 组患儿左右顶叶 HbO2显著激活(P<0.00001)正常组未发现显著激活,

两组儿童在加法任务状态下 HbO2浓度变化平均值未发现显著差异;2､减法任务状态下 BECT 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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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P=0.007)和正常组左右顶叶 HbO2显著激活,其中 BECT 患儿组的右侧顶叶激活显著若愚正常儿

童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17)3､加法任务状态下 BECT 儿童 P200 波幅显著低于正常对照

(P=0.011)4､减法任务状态下 BECT 儿童 P200 波幅显著低于正常对照 N300 波幅显著高于正常对

照。 
结论 BECT 患儿在执行简单加法任务过程中其 P200 的波幅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提示 BECT 患儿

可能存在数学计算认知障碍;BECT 患儿在执行简单减法计算任务过程中 HbO2激活水平弱于正常对

照组,且 P200 的波幅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N300 的波幅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激活水平与认知

障碍有关。光电同步脑活动检测技术可以同时从脑电信号和血氧信号探索 BECT 患儿的数学认知障

碍。 
 
 
OR-0530 

ACTH 联合大剂量维生素 B6 治疗首次发作 
与再次发作婴儿痉挛症疗效观察 

 
韩金芬,王家勤,王会娟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453003 
 

 
目的 探讨 ACTH 联合大剂量维生素 B6辅助治疗婴儿痉挛症的疗效。 
方法 收集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3 月在儿科住院的 53 例婴儿痉挛症患儿,
年龄为 45 天至 5 岁,给予 ACTH,按 1ug/Kg,1 日 1 次泵入,每次泵入大于 8 小时,2 周后有效,再用药 2
周,总疗程 4 周,或用 ACTH,按 1ug/Kg,1 日 1 次泵入,每次泵入大于 8 小时,2 周之后无效,加量至

2ug/Kg,, 大量 40ug/次,有效,总疗程 4 周,使用 ACTH 同时均应用大剂量维生素 B620-30mg/Kg.d
静滴;观察用药前后的患儿发作情况､脑电图改变､血常规,肝､肾功能及血电解质变化。 
结果 34 例完全控制,11 例显效,7 例有效,1 例无效,其中 1 例完全控制因合并肺部感染治疗 14 天终

止治疗,1 例完全控制因家属拒绝输液治疗 9 天终止治疗。全部病例一般情况和脑电图均有改善。治

疗过程中 8 例病儿有低血钾,4 例病儿低血钙等,高血糖 1 例,低血糖 3 例,高血压 3 例､合并代谢性酸

中毒 2 例,血常规､肝､肾功能复查均未见异常变化。两组完全控制天数首发与非首发患儿比较

P<0.05。首发患儿完全控制率 67.86%,非首发患儿为 62.5%,两组治疗完全控制率､总有效率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ACTH 联合大剂量维生素 B6辅助治疗婴儿痉挛症无论是首发还是非首发均疗效肯定。 
 
 
OR-0531 

西南地区儿童癫痫手术患儿队列分析 
 

喻韬
1,2,罗蓉

1,2,周东
3,雷町

3,张恒
3,蔡浅云

1,2,陈小璐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了解西南地区儿童癫痫手术现状及难治性癫痫患儿临床与手术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三年华西医院进行癫痫手术的难治性癫痫儿童的临床

资料及病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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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难治性癫痫多学科会诊患儿共 268 例,完善各项检查后进行手术治疗 40 例: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手术年龄 1 岁 7 月-18 岁 11 月(平均年龄 11.4 岁),起病年龄 6 月-16 年(平均起病年龄 6 岁),病程

7 月-14 年(平均病程 5 年);癫痫发作类型复杂部分性发作 28 例,全身强直阵挛发作 5 例,局灶发作 3
例,婴儿痉挛发作 1 例,有先兆 4 例。癫痫发作频率数月 1 次到 1 天 10 余次。术前抗癫痫药物治疗

使用 1 种抗癫痫药物 12 例(30%),2 种抗癫痫药物 14 例(35%),3 种抗癫痫药物 7 例(17,5%),4 种抗

癫痫药物 6 例(15%)。脑电图结果显示:正常 1 例,发作间期脑电图出现局灶放电 29 例(72.5%),双侧

放电单侧放电明显 13 例(32.5%),监测到发作 18 例(45%)。头部 MRI 检查异常 33 例(82,5%),未见

异常 5 例(12.5%),头部 MRI 资料遗失 2 例。手术后病理结果显示,大脑皮质发育不良多见 11 例

(27.5%),海马硬化 8 例(20%),肿瘤 6 例(15%),软化灶 6 例(10.25%),血管畸形 2 例(5%),寄生虫 2 例

(5%),蛛网膜囊肿 2 例(5%),脑发育不良 1 例(2.5%)。 
结论 儿童癫痫手术病因以大脑皮质发育不良,海马硬化,肿瘤,软化灶多见。本文提示以复杂部分性发

作患儿可进一步检查或复查头部 MRI,必要时增加 PET-CT 等检查,以早期发现,早期手术治疗,可明

显改善患儿预后及生活质量,减轻家庭负担。 
 
 
OR-0532 

内源性二氧化硫通过 PERK 通路促进癫痫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 
 

牛曼曼,韩颖,李沁芮,张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内源性 SO2是否参与癫痫大鼠脑损伤的发生机制,以及是否通过 PERK 通

路参与内质网应激(ERS)介导的癫痫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 
方法 采用 21 日龄 SD 雄性大鼠腹腔注射卡因酸(KA)制作癫痫模型。实验分为三组:(1)KA 组(2)KA + 
HDX 组(HDX 是内源性 SO2生成关键酶 AAT 的抑制剂),KA 注射前 30min 预处理给予 HDX 腹腔注

射。(3)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其后 KA+HDX 组大鼠每天一次腹腔注射 HDX,对照组和

KA 组大鼠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各组大鼠于 KA 注射后 24 小时､72 小时､7 天各时间点分批处死。注

射 KA 后 3 小时内记录大鼠癫痫发作的潜伏期､发作等级及持续时间,选择 4-5 级发作大鼠进行后续

实验。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大鼠血浆中 SO2浓度,AAT 活性检测试剂盒测定大鼠血浆中

AAT 活性。TUNEL 法和尼氏染色测定海马神经元的凋亡水平。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海马组织中

AAT1､AAT2､ERS 标志蛋白 GRP78,以及 PERK 和 p-PERK 的蛋白表达。 

结果 KA + HDX 组与 KA 组相比,大鼠癫痫发作的潜伏期､等级及持续时间无明显差异。KA 组癫痫

大鼠血浆内源性 SO2含量随时间增加,与对照组相比,KA 组 72 小时和 7 天的血浆内源性 SO2含量和

AAT 活性明显增加,海马神经元凋亡显著增加,海马 CA3 和 CAl 区细胞内尼氏小体减少,细胞结构稀

疏､排列紊乱。海马组织中 AAT2､GRP78､PERK 及 p-PERK 的蛋白表达显著升高。提示,内源性

SO2可能通过 PERK 通路促进 ERS 介导的癫痫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造成海马损伤。但是,与 KA 组

相比,给予 HDX 处理后,KA+HDX 组癫痫大鼠血浆中的内源性 SO2含量和 AAT 活性显著降低,海马

神经元凋亡明显减少及延迟,海马 CA3 和 CAl 区细胞内尼氏小体明显增加､细胞结构排列紧密。海

马组织中 AAT2､GRP78､PERK 及 p-PERK 的蛋白表达明显下降。而 AAT1 和 p-PERK/PERK 的蛋

白表达水平三组间无明显差异。提示,内源性 SO2生成抑制剂 HDX 可明显减轻癫痫大鼠神经元凋亡,
可能与 PERK 通路相关。 
结论 内源性 SO2可能通过 PERK 通路促进癫痫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抑制内源性 SO2可一定程度的

减轻癫痫引起的神经元凋亡,减轻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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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33 

61 例新生儿惊厥患儿的预后分析 
 

李婕,赵卫,杨月霞 
乌鲁木齐儿童医院 830002 

 
 
目的 探讨惊厥对新生儿的预后影响及新生儿视频脑电图(VEEG)在判断其预后中的作用。 
方法 用回顾､电话､复诊､VEEG 和发育评估的方法追踪随访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我院

新生儿科 61 例确诊的新生儿惊厥患儿的现状,包括癫痫发作情况､生存及质量､脑电及发育状态。 
结果 61 例患儿首次发作时均由新生儿专科医生目视及 VEEG 确认为惊厥发作;所有患儿完成 VEEG
检测,其中 51 例异常,且 37 例表现或兼有暴发抑制､CA 交替背景暴发间期延长(≥20s),或半球间波幅

≥50%持续不对称等明显背景异常,或>10s 局灶或多灶性痫性放电活动;所有患儿给予苯巴比妥(BP)
或左乙拉西坦(LEV)或安定抗惊厥治疗。61 例患儿中原发病为缺氧缺血性脑病(HIE)24 例(包括 5 例

重度 HIE 和 5 例心肺复苏后),细菌性脑膜炎 6 例,高胆红素血症 1 例,颅内出血 3 例,余 27 例住院期

间未能确认其惊厥病因;随访 2.5~4.5 年,平均(3.2±0.5)年; 随访结果 一周时 37 例发作控制后 24 例

成功减停抗癫痫药;三个月时 45 例发作控制后 35 例成功减停抗癫痫药,另病逝 4 例,失访一例;一岁

时 48 例发作控制但没有新增停药和病逝或失访例数;2017.5 月时惊厥控制停药､VEEG 正常 48 例,
仍有癫痫发作继续单药或联合抗癫痫用药治疗且 VEEG 异常 6 例,病逝 6 例,失访 1 例;发育正常 44
例,智力､语言､运动均落后 5 例,单纯智力落后 3 例,单纯运动落后 2 例。 
结论 3/4 的新生儿惊厥患儿不需要长期服用抗癫痫药,且预后良好;新生儿重度窒息是新生儿惊厥患

儿预后不良的主要病因;新生儿 EEG 呈现暴发抑制､CA 交替背景暴发间期延长(≥20s),或半球间波幅

≥50%持续不对称等明显背景异常改变提示预后不良。 
 
 
OR-0534 

一例 ZMYND11 新生杂合缺失突变相关的常染色体显性 
遗传性精神发育迟滞 30 型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陈文杰,秦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讨 ZMYND11 基因突变的有关临床症状及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诊治的 1 例 ZMYND11 基因突变导致先天发育迟滞的患儿的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以"ZMYND11"为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维普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

Pubmed 建库至 2017 年 7 月收录的论文进行检索。总结 ZMYND11 基因突变特点和相关的临床表

现 
结果 本例患儿为 3 岁 2 月龄男童,因"发育迟滞,肌无力"于 2017 年 4 月于我院门诊就诊。患儿于生

后 3 个月体检发现全身瘫软,不竖头。现不会独立行走,无语言交流,出生史及家族史无特殊。查体:患
儿体重 10kg,身高 90cm,头围 46.5cm,体形消瘦,头形不正,肌肉､四肢关节松弛,肌无力,腱反射活跃。

辅助检查 MRI(1 个月)未见明显异常;(9 个月复查)左侧大脑脚片状长 T2､T1 信号,局部脑组织肿胀,双
额叶体积略小,双侧蛛网膜下腔稍增宽,双侧脑室体后部拉长变尖;(14 个月复查)同前,侧脑室后脚旁斑

片状长 T2 信号-髓鞘化不良?终末带?双额叶体积略小较前好转。2 小时 EEG(30 个月)背景差,节律

慢。全外显家系基因检查发现患儿 ZMYND11 基因(位于 10 号染色体) 2 个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

精神发育迟滞 30 型(OMIM:616083)相关性较高的新生变异。其中变异 1:位置:chr10:22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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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296,核酸:loss1(EXON:2-4);变异 2:位置:chr10:285377-294548,核酸:loss1(EXON:7-13)。
ZMYND11 基因变异 1 和变异 2 致病性意义均较高。目前尚未发现与以上 2 个变异有关的疾病相关

性文献报道(基于 OMIM､HGMD､Clinvar 数据库);在正常人数据库(DYDF,dbSNP,千人基因组, 千人

南方, 千人北方, ExAC)中有关该突变位点的分布率(MAF)也未见收录;本变异为外显子杂合缺失,理
论上具有结构危害性;患儿的 ZMYND11 基因变异为杂合新生突变,支持常染色体显性遗传(AD)疾病

发病机制,同时符合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表型及基因型的共分离。 文献检索共收集 4 篇英文文献包

括本例患儿共 11 例 ZMYND11 变异患者,其中 2 例为错义突变,5 例为框移突变,1 例为非框移突变导

致氨基酸缺失,1 例为整段 ZMYND11 基因部分外显子缺失(本例),1 例为 ZMYND11 基因缺失 
结论 ZMYND11 基因突变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精神发育迟滞 30 型相关,通常表现为语言发育迟缓,
整体发育迟缓,精神发育落后,抽搐,肌张力低等;同时可伴有社交困难,攻击行为以及面部发育畸形,该
基因通常参与 10p15.3 缺失综合征相关的智力障碍症候群。本例患儿 ZMYND11 基因部分外显子

杂合缺失,表现为整体发育迟缓,无语言发育,肌张力低,头面部发育畸形,考虑患儿 10 号染色体可能还

存在大范围缺失 
 
 
OR-0535 

儿童感染性脑炎病原学诊断研究 
 

张建昭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OR-0536 

Degree Centrality and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in Children with Nocturnal Enuresis:An fMRI 

Study 
 

Jiang Kaihua,Zheng Aibin,Shen Huijuan,Dong Xuan 
Changzhou Children's Hospital 213003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ain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nocturnal 
enuresis,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intensity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oth among the nodes in the 
brain network and between the two hemispheres of the brain. 
Methods Twenty-three nocturnal enuresis (NE) and normal children were examined by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scans. Data analysis was done via the 
degree centrality (DC) and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VMHC) approaches. Moreover, 
we compared children’s psychology by the self-concept scale. 
Results We found four brain areas in which the DC values of the NE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controls. These four areas are the posterior cerebellar lob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 medial frontal gyrus, and superior left temporal gyrus (P<0.05, after 
correction). We also found two brain areas where the VMHC values of the NE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controls. The two groups were cerebellar lobe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P<0.05, after correction). Comparison between NE and normal 
group children on the self-concept scale was also performed. The scores of the NE children were 
lower than normal controls regarding behavior, appearance and property, anxiety, gregariousness,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P<0.05).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 of the deficit of urination control in NE children.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methods of DC and VMHC, which are based o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e know why NE children often have the concomitant symptoms of attention, contro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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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problems.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concept scale suggests that NE children lack self-
confidence. 
 
 
OR-0537 

他克莫司稳定足细胞 podocin 表达分布进而 
抑制雷帕霉素引起的足细胞损伤 

 
谢清科,于力,于生友,郝志宏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050000 

 
 
目的 观察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及嘌呤霉素(Puromycin ,PAN)对小鼠足细胞 podocin 蛋白表

达和分布的影响,探讨 FK506 保护足细胞､影响蛋白尿产生及改善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肾小球足细胞( MPC5),实验分为三组,对照组､PAN 组和 FK506 组。对照组用含

0.02%DMSO 的 RPMI.1640 培养液培养;PAN 组加入 50ug/mlPAN;FK506 组同时加入 50ug/ml 
PAN 和 5μg/ml 的 FK506 干预。分别于 12 h､24 h 和 48 h,观察细胞形态,采用图像分析软件分析各

组细胞形态及胞体面积的差异。荧光定量 PCR 检测各组不同时间点 podocin mRNA 的表

达,Western blot 检测 podocin 蛋白的表达,间接免疫荧光染色技术检测 podocin 蛋白在各时间点的

分布。 
结果 对照组组足细胞机构清晰,呈星形贴壁分布,胞体大并有树样突起,各细胞间连接紧密。PAN 组

在 PAN 刺激足细胞之后,胞体面积缩小;镜下观察部分足细胞足突及细胞间连接消失,细胞分布松

散。FK506 组在 12h､24h 和 48h,足细胞胞体面积较 PAN 组大足突形态及细胞间连接正常。荧光

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PAN 组 podocin mRNA 表达量下降,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

(P<0.01)并且分布异常。FK506 组 podocin mRNA 及蛋白的表达分布与对照组相似。48h mRNA
和蛋白表达量均显著高于 PAN 组(P<0.05)。 
结论 FK506 通过稳定 podocin mRNA 和蛋白的表达及分布保护足细胞,该作用可能与蛋白尿产生及

改善机制有关,可作为研究及治疗肾脏疾病的靶点。 
 
 
OR-0538 

Analyzing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with real-time PCR array 

 
Li Zhiheng,Tao Yanfang,Li Xiaolu,Xu Lixiao,Yang Chun,Chen Xiaolan,Fang Fang,Lu Jun,Li Mei,Feng Xing,Hu 

Shaoyan,Pan Ji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0 

 
 
Objective Wilms tumor (WT) is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neoplasm of the urinary tract in 
children. Anaplastic histology (unfavorable histology) accounts for about 10% of Wilms tumors. It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histologic predictor of response an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Wilms 
tumor but the molecular basis for this phenotype is unclear. 
Methods Real-time PCR array was designed and tested firstly. Then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and normal tissues adjacent to cancer was analyzed 
with real-time PCR arrays.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data with MEV (Multi Experiment View) 
cluster software. Datasets representing genes with altered expression profile derived from cluster 
analyses were imported into the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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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We designed and tested 88 real-time PCR primer pairs for a quantitative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key genes involved in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ormal control; there are 15 genes up-regulated and 16 genes down-regulated in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biological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ly 
regulated genes, datasets representing genes with altered expression profile were imported into 
the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Tool. The list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analyzed by IPA 
revealed 3 significant networks. Of these networks, Cancer, Hematological Disease, Gene 
Expression was the highest rated network with 27 focus molecules and the significance score of 
43. The IPA analysis also groups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to biological mechanisms 
that are related to Cell Death and Survival 1.15E-12 ,Cellular Development 2.84E-11,Cellular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2.84E-11,Gene Expression 4.43E-10, DNA Replication, Recombination, 
and Repair 1.39E-07. IPA analysis showed in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the 
important upstream regulators are TP53 and TGFB1 signaling with a p value of 1.15E-14 and 
3.79E-1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ormal control; there are 15 genes up-
regulated and 16 genes down-regulated in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We found 
some genes dyes-regulated in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for the first time as 
HDAC7. IPA analysis showed the top important pathways for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are TP53 and TGFB1 signaling. This work may provide new clues of molecular mechanism 
for pediatric anaplastic histology wilm’s tumor. 
 
 
OR-0539 

儿童肾移植机遇与挑战—附单中心 130 例临床经验 
 

王长希,李军,刘龙山,邓荣海,傅茜,张志崇,蒋小云,莫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与成人肾移植比较,儿童肾移植预期存活时间更长。我国发展明显滞后,多数慢性肾衰儿童不能

及时获得肾移植机会,特别是小儿患者透析困难､死亡率高。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为儿童肾移植的发展

提供了新机遇。 
方法 近几年深入开展工作,在一些同道们齐心努力下,儿童肾移植例数增长有所改观,但仍远落后美国,
特别是低龄儿童肾移植仍偏少。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中,儿童供体占比不低､数量可观,此类供肾在解剖

､生理等方面 适合匹配儿童受体,建议优先分配给儿童,以获得 佳肾移植效果。截至 2016 年 12
月,本中心共实施 130 例儿童肾移植,其中 10 岁以下约占 26.2%,5 岁以下 8 例。近五年实施的儿童

肾移植中,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占 88.3%(68/77),其中 76.5%来自儿童供体。20 例受体采用婴幼儿(<1
岁)供肾,14 例采用 1-2 岁供体肾脏。 近一例 2 月龄供体(体重 5kg)的肾脏分别移植给两名 5 岁受

体,取得成功。 
结果 我国儿童肾移植发展面临诸多挑战。(1)积极开展儿童肾移植､特别是将儿童供体用于尿毒症患

儿的单位不多,技术发展不平衡。(2)器官共享体系中儿童优先权不足,大多数儿童供肾在局部地域内

被分配给了成人受体。(3)登记等待肾移植的尿毒症患儿､特别是低龄儿童偏少,应加强与儿肾科专业

交流,使儿肾医师､患儿家属和社会人群等充分认识到儿童肾移植的良好疗效,提前转诊肾移植。此外,

应推动医疗保险､社会慈善基金等保障和救助措施。(4)尿毒症患儿遗传性/先天性疾病的全面诊治以

及对肾移植疗效的术前评估,如 NPHP 基因突变导致的肾单位肾痨､NPHS2 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性

肾病､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原发性高草酸尿症等。(5)符合儿童特点的免疫抑制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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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6)儿童肾移植术后生长发育､心理健康､治疗依从性等。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多学科紧密合作与深

入研究。 
结论 综上,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为儿童肾移植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可进一步提高尿毒症儿童优先权,优
化儿童供肾的分配与使用。加强多学科合作,呼吁社会救助参与,使更多低龄儿童有机会提前接受肾

移植,并共同开展研究以解决儿童肾移植术前､术后的系列科学问题。 
 
 
OR-0540 

MiR-214/-218 及 Claudin-2 在小鼠缺血再灌注 
肾损伤模型中的表达及意义 

 
李志辉

1,2,刘江玲
2,康志娟

1,2,刘恋红
2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南华大学儿科学院 

 
 
目的 探讨 microRNA (miR)-214/-218 及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2 在缺血再灌注肾损伤模型鼠肾脏的

表达及意义。 
方法 雄性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假手术组和缺血再灌注模型组(模型组);假手术组和模型

组根据再灌注后不同时间点分为 6 个亚组(0h､12h､24h､48h､3d､5d)。采用 qRT-PCR 检测各组小

鼠肾组织 miR-214､miR-218､Claudin-2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肾组织 Claudin-2 蛋白质表

达水平;免疫组化法检测 Claudin-2 在肾组织的表达分布;HE 染色观察肾组织病理损伤情况;肾脏病理

评分计量肾脏损伤程度。 
结果 ①模型组肾脏随着再灌注时间点的推移,病理损害逐渐加重,24h 达到 高峰,之后逐渐好转。②
对照组 Claudin-2 蛋白表达于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胞膜侧及相邻细胞侧,呈规则连续排列,包浆中很

少表达。模型组小鼠肾小管上皮细胞 Claudin-2 排列紊乱,胞浆中表达增加,且 Claudin-2 在细胞膜的

表达强度随再灌注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再灌注 24 小时达 低水平。③模型组肾脏再灌注 0h､12h､

24h､48h､3d､5d Claudin-2 蛋白质表达水平分别为:0.79±0.025､0.59±0.036､0.30±0.031､

0.42±0.046､0.53±0.033､0.63±0.069(P﹤0.01);Claudin-2 mRNA 表达水平分别为:1.12､1.43､3.85､

2.33､1.32､1.17。④模型组肾脏再灌注 0h､12h､24h､48h､3d､5d miR-214 表达水平是基线值的倍

数分别为:0.53､1.89､7.42､3.27､1.59､0.85;miR-218 表达水平是基线值倍数分别为:0.73､2.6､12.92

､4.24､1.76､0.84。 

结论 miR-214､-218 及 Claudin-2 蛋白质表达水平变化与缺血再灌注肾损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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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41 

单中心汉族儿童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临床分析 
 

谢婷婷,余自华 
福州总医院 352400 

 
 
目的 本研究对单中心汉族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atypical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 aHUS)患儿

的病因､治疗措施及预后进行分析,探讨病因､治疗措施对 aHUS 预后的影响,旨在提高 aHUS 的诊断

和治疗水平。 
方法 对 1993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单中心福州总医院儿科住院治疗的 24 例汉族 aHUS 患儿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对 24 例 aHUS 患儿进行病因分析。所有患儿均应用综合治疗,包括

血浆治疗､透析治疗､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及对症治疗。短期预后分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和治疗

无效。长期预后分为肾功能完全缓解､中度肾功能损害､慢性肾功能不全和终末期肾脏疾病。组间差

异比较数据处理:非分类变量应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或 Wilcoxon Mann-Whitney 检验,而分类变量应

用 Fisher 精确概率法,均采用 P< 0.05 作为检验显著性标准。 
结果  24 例 aHUS 患儿病因:2 例为补体因子 B(CFB)突变性 aHUS,1 例为补体因子 H 相关蛋白

5(CFHR5)突变性 aHUS,1 例为肺炎链球菌相关性 HUS(SP 相关性 HUS),20 例病因不明。3 例补体

调节功能紊乱相关性 HUS 患儿(2 例 CFB 突变性 aHUS､1 例 CFHR5 突变性 aHUS)应用血浆治

疗;1 例 SP 相关性 HUS 患儿应用白蛋白置换及对症支持治疗;余 20 例 aHUS 患儿以综合治疗为主,
其中 16 例应用血浆治疗。短期预后:12.5%(3/24)的 aHUS 患儿完全缓解,62.5%(15/24)部分缓

解,25%(6/24)治疗无效。本研究中 19 例应用血浆治疗的 aHUS 患儿的缓解率为 73.7%(14/19)。长

期预后:14 例 aHUS 患儿随访 0.02 ~ 10.96 年(中位数 1.75 年),64.3%(9/14)的 aHUS 患儿肾功能完

全缓解,35.7%(5/14)中度肾功能损害,无进展至慢性肾功能不全或终末期肾脏疾病。aHUS 复发率为

21.4%(3/14)。2 例 CFB 突变性 aHUS 患儿在随访 1.00 ~ 2.92 年中有 1 例复发。 
结论 aHUS 患儿需进行病因诊断,以综合治疗为主,除 SP 相关性 HUS 患儿禁用血浆外,其余患儿可

选择进行血浆治疗,需重视 aHUS 患儿的长期随访。 
 
 
OR-0542 

产前基因检测在筛查先天性肾小管酸中毒高危胎儿中的应用 
 

罗妮娟,党西强,帅兰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产前基因检测(Prenatal genetic testing,PGT)在筛查先天性肾小管酸中毒高危胎儿中的应

用价值。 
方法 针对父母为先天性肾小管酸中毒相关治病基因携带者,且头胎已临床确诊为先天性肾小管酸中

毒的高危致病胎儿做产前基因诊断,采用 Sanger 测序技术检测孕妇胎儿羊水细胞中胎儿游离 DNA,
结合基因遗传信息分析,得出胎儿患先天性肾小管酸中毒的风险率。 
结果 在湘雅二医院儿科住院临床确诊为先天性肾小管酸中毒患儿 2 例,经采外周血行基因检测出致

病基因,再检测其父母及胎儿相关致病基因的携带情况。患儿(1)ATP6V0A4 基因检测到一个错义突

变 g.89928G>A(c.2420G>A,p.R807Q)及一个临床意义不明的突变 g.46941G>A(c.1029+5G>A),其
父亲携带 g.46941G>A(c.1029+5G>A)杂合变异,其母亲携带 g.89928G>A(c.2420G>A,p.R807Q)杂
合变异,其母亲腹中胎儿所检测基因与先证者一致,推测胎儿为远端肾小管酸中毒的患者可能性大;患
儿(2)SLC4A1 基因检测到二个纯和错义变异,致病变异 g.14815G>A(c.2102G>A,p.G701D)及一个

可能良性变异 g.5492T>C(c.92T>C,p.M31T),其父母均携带 g.14815G>A(c.2102G>A,p.G701D)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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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492T>C(c.92T>C,p.M31T)杂合变异,为远端肾小管酸中毒的致病变异(g.14815G>A)和可能良性

变异(g.5492T>C)携带者,其母亲腹中胎儿所检测基因未见上述变异基因,推测胎儿为健康个体可能

性大。后随访所检测胎儿出生后患病情况均符合以上基因诊断。 
结论  PGT 对于筛查先天性肾小管酸中毒高危胎儿具有早期预测效果。但对家族中其他成员只检测

是否携带先证者所发现的特定变异,无法提示与先证者所患遗传病具有相似性(表型相似基因型不同)
的其他疾病,故有一定的局限性。 
 
 
OR-0543 

Complement 3 deposition in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of 
children with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Wang Fengying,Li Xiaozhong,Zhu Xueming,Chen Qing,Jiang Lu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omplement 3(C3 )deposition in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of children with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INS). 
Methods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in 99 INS children who 
were divided into C3 deposition group and non-C3 deposition group and further divided into initial 
diagnosis subgroup and recurrence subgroup. C3 deposition in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was 
observed in 39 children (39.39%). 
Results In C3 deposition group, urine N-acetylglucosaminidase/creatinine ratio,β2 
microglobulin/creatinine ratio, transferrin / creatinine  ratio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C3 
deposition group. Children in C3 deposition group had lower serum total protein and albumin, 
higher cholesterol and D-dimer, lower proportion of CD3+CD8+ cells, and higher proportion of 
CD19+CD23+ cells. Pathological findings showed the proportions of children with interstitial 
fibrosis,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vacuolar degeneration, severe renal tubular injury and renal 
tubular immunoglobulin deposition in C3 deposition group were markedly higher than non-C3 
deposition group. 
Conclusions INS children with C3 deposition in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have more severe disease 
condition and tubulointerstitial injury than those without C3 deposition, indicating that patients with 
C3 deposition have a worse long-term prognosis. 
 
 
OR-0544 

儿童尿路感染 200 例临床分析 
 

董艳芳,周志强,雷凤英,肖霜,覃远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总结儿童尿路感染的临床特点､易感因素､常见致病菌以及疗效,为临床医师诊治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并确诊为尿路感染的

200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资料､实验室检查､致病菌及疗效等。 
结果 (1)200 例尿路感染患儿中男性 74 例,女性 126 例,男女比例为 1:1.7。发病年龄 1 月龄~14 岁,
平均年龄为 4.6±3.3 岁,以 4~6 岁儿童发病 常见(83 例,41.50%)。小于 1 岁患儿以男性多见(28 例, 
14.00%),1 岁以上患儿以女孩多见(117 例,58.50%)。(2)常见的临床症状为尿频尿急(89 例,44.50%)
､发热(64 例,32.00%);不同年龄段出现发热的发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56.935,P<0.001),即小于 1 岁

婴儿比其他年龄段的患儿更容易发热。不同年龄段出现尿频尿急症状的发生率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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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18.585,P<0.001),即年龄越大的患儿,越容易出现尿频尿急症状。(3)尿路感染患儿中合并肾病

综合征 多见(87 例,43.5%),其次为呼吸道感染(38 例,19%)､泌尿系统畸形(包括肾发育不良或缺如､

肾盂输尿管狭窄､后尿道瓣膜等 15 例,7.50%);IgG 低于同龄儿童正常值的患儿 78 例(53.79%)。
(4)178 例患儿进行清洁中段尿培养,检出致病菌 98 例,阳性率为 55%。 常见的致病菌为大肠埃希

菌(64 例,65.31%)､肺炎克雷伯菌(11 例,11.22%)､奇异变形杆菌(8 例,8.16%)。(5)药物敏感试验:大

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类､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以及亚胺培南等敏感;肺炎克雷伯菌对丁胺卡那霉素､喹

诺酮类及先锋霉素敏感;奇异变形杆菌对氨曲南､阿米卡星､头孢他定等敏感;三类病原菌均对氨苄青

霉素耐药。 
结论 (1)儿童尿路感染以女性多见,好发年龄为 4~6 岁。(2)儿童尿路感染 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尿频尿

急症状,其次为发热。(3)儿童尿路感染的易感因素为合并肾病综合征､泌尿系统畸形和免疫功能低

下。(4)引起儿童尿路感染 常见的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头孢哌酮舒巴坦或头孢他定治疗效果显

著。 
 
 
OR-0545 

移植后复发导致移植肾脏失功的快速进展型 IgA 肾病 
 

仇丽茹,陈刚,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IgA 肾病是亚洲人群 常见的慢性肾脏病之一,但是快速进展型 IgA 肾病并不常见。 
方法 本文报道 1 例 12 岁男性患儿,诊断后 1 年内进展至 ESRD 并进行肾移植,肾移植后 15 个月 IgA
肾病复发, 1 年内移植肾失功,再次进展至 ESRD 
结果 患儿,男,12 岁。因“颜面､下肢水肿两周余”入院,患儿两周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眼睑､双下肢水肿,

伴尿色加深。无发热､腹泻等不适。体检:HR80 次/分,Bp120/85mmHg,双眼睑和双下肢凹陷性水

肿。尿常规检查显示隐血 3+,蛋白 3+;血总蛋白 51.2g/L,白蛋白 22.1g/L,总胆固醇 6.12 mmol/L,血肌

酐 90 µmol/L (eGFR 81ml/min.1.73m2)。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3407.7mg,24 小时尿白蛋白定量

2807.2mg。血补体 C3 0.89g/L。血风湿全套､ANCA､ASO 阴性。肾活检显示: 免疫荧光见 3 个肾

小球。显示:IgG( -)､IgA(++++)､IgM(++)､C3(-)､C1q( -),HBsAg(-)､HBcAg(-),呈团块状免疫荧光沉积,
位于肾小球系膜区及毛细血管壁。光镜 11 个肾小球。未见肾小球球性硬化 ,9 个细胞纤维性新月体

形成。肾小球体积稍增大。大部分毛细血管腔狭窄､闭塞,可见节段性硬化,毛细血管腔内未见分叶核

细胞。肾小球系膜细胞中到重度增生,系膜基质明显增多。肾小球基底膜无明显病变,内皮下及上皮

下未见免疫沉积物。肾小管上皮细胞多处变性､坏死,肾小管多处萎缩,肾小管基底膜无增厚。肾间质

弥漫性增宽､水肿,有明显炎性细胞浸润。电镜见 1 个肾小球。毛细血管袢排列不规则。基底膜形态

正常,未见电子致密物沉积。系膜基质轻度增生,系膜区和系膜旁区可见较多的电子致密物沉积。诊

断 IgA 肾病,给予甲基强的松龙冲击以及他克莫司口服。治疗 3 月后患儿 24 小时尿蛋白降至

1642.2mg,血肌酐 84umol/L。后患儿失访。失访 6 月后患儿来院,检查提示血肌酐 615umol/L,并伴

有显著尿少,浮肿以及高血压,尿常规显示隐血 3+,蛋白质 3+。迅速进展至无尿,开始腹膜透析治疗。

后患儿接受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血肌酐迅速下降,尿量恢复正常。使用糖皮质激素,霉酚酸酯和环孢

素 A 抗排斥治疗。移植后 15 个月再次出现血尿和蛋白尿,移植肾活检显示,IgA 沉积,光镜检查提示

弥漫系膜基质和系膜细胞增生,诊断 IgA 肾病,给予 CTX 冲击等治疗后无好转,移植后 27 个月患儿再

次进展至 ESRD,目前持续血液透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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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 IgA 肾病可表现为快速进展型,病可能在肾移植后复发。快速进展型 IgA 肾病患儿需要多

中心大样本研究寻找 佳移植时机。 
 
 
OR-0546 

提高儿童腹膜透析早期导管技术生存率的临床经验总结 
 

郭慧,陶于洪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改进腹膜透析置管术及置管前后各种干预方式对儿童腹膜透析早期导管技术生存率的影

响。 
方法 收集我院小儿肾脏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进行腹膜透析治疗的 16 例慢肾衰竭患儿临

床资料,所有患儿均采用改良腹腔镜置管术､预防性大网膜部分切除､术前临时血液透析､术中反复冲

洗腹腔至引流液清晰､术后即刻开始小剂量腹膜透析､术后一周透析液中常规加入小剂量尿激酶､定

期腹膜透析操作培训的改良方法。观察腹膜透析置管成功术后 3 个月内透析液引流不畅､导管移位､

导管阻塞､重新置管､浅层涤纶套外露等早期导管技术生存率的情况。 
结果  1. 共收集改良法手术病例 16 例,平均年龄为 9.6 岁,平均随访时间 3 月。经上诉改良方法后透

析液引流不畅､导管移位､导管阻塞等术后早期并发症较传统手术方式均有显著改善(P<0.05),无大网

膜包裹病例,无膀胱损伤､切口疝和肠管损伤病例;2. 所有患儿透析后各项临床指标均有明显改善,与
透析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改良腹膜透析置管方法可提高长期肾脏替代治疗患儿早期导管技术生存率,减少早期并发症发

生,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 
 
 
OR-0547 

72 例儿童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的临床表现､治疗及预后 
 

万灵
1,陈朝英

1,白东升
2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目的 了解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PVUR)与泌尿系感染(UTI)的关系､治疗方式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07 年 06 月~2016 年 04 月收治的 PVUR 病例。纳入标准:经排泄性膀胱

尿道造影(VCUG)检查确诊膀胱输尿管反流,并按照国际反流分级标准分为 5 级[1]。排除标准:继发性

膀胱输尿管反流。泌尿系感染的诊断标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肾脏病学组 2010 年制定的儿童常

见肾脏疾病诊治循证指南(试行)(七):泌尿系感染诊断治疗指南[2]。治疗效果设定为治愈及未愈两个标

准:治愈指治疗后反流完全消失;未愈指治疗后反流未完全消失,包括反流级别增高､降低及同等级

别。应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 χ2检验,P<0.05 提示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1.1 一般资料:72 例 PVUR 患儿,诊断时年龄 0~16 岁,中位数年龄 8 个月。1 岁以内诊断者 44
例,1 岁以上诊断者 28 例。男 52 例,女 20 例,男:女=2.6:1。1 例母亲有肾囊肿,1 例祖母肾功能衰竭,
余均无泌尿系疾病家族史。随访时间 0.6~9.5 年,中位数时间 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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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临床表现:以泌尿系感染起病 55 例(76.4%),母孕期或生后体检 B 超发现肾积水起病 15 例,以尿

无力起病 1 例,以腹痛起病 1 例。自发病至随访结束,发生 2 次及以上 UTI 者 52 例(72.2%),仅发生 1
次者 16 例,未发生者 4 例。2 例存在肾功能不全。 
1.3 辅助检查:68 例患儿尿常规提示白细胞+~+++,尿蛋白阴性。尿培养主要为大肠埃希菌､屎肠球

菌。1 例患儿血常规提示中度贫血。2 例患儿血肌酐､尿素氮升高､24 小时肌酐清除率减低。泌尿系

超声提示 6 例单侧肾积水､9 例双侧肾积水。IVP 提示 6 例存在肾瘢痕。VCUG 发现 110 根反流输

尿管,其中 I 级 10 根､Ⅱ级 15 根､Ⅲ级 49 根､Ⅳ级 25 根､V 级 11 根。 
1.4  治疗方式及效果:72 例 PVUR 患儿中,40 例患儿(共 58 根反流输尿管)经明确诊断泌尿系感染后

仅行内科抗生素治疗(0.5~7 年),治愈率 44.8%。统计分析发现,I~Ⅲ级与Ⅳ~V 级反流治疗效果无显

著差异性(P>0.05),I~Ⅱ级与Ⅲ~V 级反流有显著差异性(P=0.008,<0.05)。22 例患儿仅接受膀胱输尿

管再植入术治疗,治愈率为 88.6%。10 例患儿先经内科治疗 2m~2y 反流无好转,后行手术治疗,术前

VCUG 检查均为Ⅲ级及以上级别反流,其中 7 例为双侧反流,3 例为单侧反流,术后复查 VCUG 均无反

流。 
结论 1.反复 UTI 患儿,尤其 1 岁以内者应警惕 PVUR;2.I~Ⅱ级反流且无肾脏结构及功能损害者可首

选内科治疗,高级别反流､双侧反流及内科治疗效果欠佳者,可早期接受外科手术治疗,以减少发生肾

功能不全;3. 强调个体化治疗。 
 
 
OR-0548 

环孢霉素相关肾损伤的预警和临床意义 
 

朱艳,康郁林,吴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通过建立阿霉素诱导的肾病综合征大鼠模型,观察环孢霉素(CsA)治疗的不同时期肾损伤生物标

志物包括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肾损伤分子-1(KIM-1)､白介素-18(IL-18)､肿

瘤坏死因子-α(TNF-α)､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的水平变化,并以同时期肾组织病理损伤作为金标准,

探讨生物标志物对 CsA 治疗早､中､晚期相关肾损伤评价的意义并筛选出适合于评价 CsA 相关肾损

伤的生物学标志物 
方法 雄性 SD 大鼠,120~150g,共 72 只,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激素对照组和激素+CsA 组,各组均给

予一次性尾静脉注射盐酸阿霉素 7.5mg/kg 制作阿霉素肾病大鼠模型模拟儿童微小病变肾病综合征;
造模成功后分别予以生理盐水､泼尼松､泼尼松+CsA 治疗 7d､14d､21d 作为治疗的早期､中期和晚期,

收集三个时间点的血液､尿液及肾脏组织标本;对采集到的血液及尿液离心取上清液,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检测血和尿中的 NGAL､KIM-1､IL-18､TGF-α､TGF-β 水平; 
对肾脏组织切片进行 HE 和 PAS 染色,光镜下观察肾脏组织病理学改变;应用 SPSS.22.0 统计学软

件,对结果进行进行统计学分析,综合分析肾损伤生物标志物在评估 CsA 相关肾损伤中的价值。 
结果 治疗早期各组大鼠肾脏组织形态未发现明显损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中期激素对

照组､激素+CsA 组大鼠肾组织学损伤主要表现为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血､尿生物标志物中,激
素+CsA 组的 uNGAL 和 sTGF-α 水平均高于激素对照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随着

治疗时间延长, uNGAL 和 sTGF-α 水平也逐渐升高,与 7 天组相比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晚期激素+CsA 组大鼠肾小管间质损伤明显加重,除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外,还可见刷状缘

高柱变矮柱或是脱落､间质炎性细胞浸润及小动脉透明变性,损伤范围扩大,从皮质外带扩散至内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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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髓质。血､尿生物标志物中,激素+CsA 组 uTGF-β 水平明显高于激素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激素+CsA 组的 sNGAL 和 uNGAL 水平与肾小管间质损伤病理评分均呈正相关(r 
=0.698 和 r=0.731,P<0.05)。 
结论 1.uNGAL 和 sTGF-α 是评估早､中期 CsA 相相关肾损伤较为敏感的指标,而 TGF-β 对于晚期

CsA 相相关肾损伤具有有更好的预警价值;2.NGAL 的水平变化与 CsA 相关肾损伤病理学损伤程度

具有更好的相关性,是评价 CsA 相关肾损伤敏感而特异的生物标志物;尿液 NGAL 的无创性和易获得

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适合儿童患者。 
 
 
OR-0549 

致先天性肾脏异常基因突变检测分析 
 

王芳,张琰琴,张宏文,钟旭辉,刘晓宇,苏白鸽,姚勇,肖慧捷,丁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先天性肾脏异常是导致儿童慢性肾衰竭 常见的原因。目前报道的此类疾病致病基因约为

100 个。本研究旨在提高对此类疾病基因型的认识。 
方法 选择 2012 年至 2017 年就诊于我院的慢性肾脏病儿童患者。纳入标准(两条之一者)为:(1)血肌

酐增高为突出表现;(2)肾脏超声异常。排除标准:(1)临床明确病因为肾小球疾病､肾小管疾病､代谢性

疾病或肾石病者。(2)临床资料不完整者。应用目标区域捕获高通量测序检测分析与先天性肾脏尿

路畸形和纤毛病有关的 80 个致病基因。对于检测到的未报道的变异应用 SIFT､PolyPhen 2､

Condel 和 Mutation Taster 预测其对蛋白的影响､应用 Human Splicing Finder 预测其对剪接的影

响。应用 PhyloP Primates tool 分析变异位点物种保守性。按照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 建议对变异进行分类。对于检测到的致病基因突变应用 sanger 测序或

qPCR 进行验证以及家系分离分析。 
结果 依据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共有 29 例(男 12 例､女 17 例,起病年龄 3 天~14 岁)慢性肾脏病儿童

入选本研究。其中 22/29 例(75.9%)患儿检测到致病基因突变,所检测到的致病基因占所分析基因的

10%(8/80 个)。 多见的致病基因为 NPHP1,为 6/22 例;其次为 PAX2,为 5/22 例;第三位致病基因为

NPHP3 和 HNF1B,分别为 3/22 例。 
结论 明确肾脏异常致病基因不但有助于认识其临床表型,且对肾移植有指导意义。 
 
 
OR-0550 

86 例儿童下尿路症状临床诊治经验回顾分析 
 

张树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总结 86 例儿童下尿路症状患者的治疗经验与体会,初步探讨儿童下尿路症状(Low Urinary 
Tract Symptoms, LUTS)临床治疗策略。 
方法 86 例患者,年龄 4-14 岁,临床表现为 LUTS 伴或不伴排便症状。全部患者行泌尿系彩超,尿流动

力学和钡灌肠检查,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加做盆底表面肌电评估和肛门直肠测压,根据检查结果

确定治疗方案。治疗措施包括:行为训练,缓泻剂,中药(消食导滞)和托特罗定,盆底生物反馈加电刺激

等。疗效评定标准主要根据症状:不变或加重为无效,症状改善或消失为有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4 
 

结果 86 例患者中,LUTS 合并排便症状(便秘和污便)的 31 例,其中尿失禁 14 例,尿频 8 例,尿急 5 例,
排尿困难 2 例,尿淋漓 2 例;LUTS 不伴有排便症状的 55 例,其中尿失禁 15 例,尿频 30 例,尿急 7 例,
排尿困难 1 例,尿淋漓 2 例;钡灌肠显示 31 例有排便症状的患者全部(100%)合并直肠粪块填塞,55 例

不伴有排便症状的 LUTS 患者中 14 例(25.45%)合并粪块填塞,粪块填塞发生率为 52.32%(45/86)。
尿流动力学显示膀胱过度活动(OAB)29 例,逼尿肌括约肌协同失调 7 例,低顺应性膀胱 5 例, 大膀胱

测压容量缩小 28 例,膀胱出口梗阻 2 例,尿道压力降低 1 例。29 例 OAB 患者中,合并粪块填塞的 23
例(55.17%)。对 22 例粪块填塞不合并 OAB 者行缓泻剂加中药治疗,15 例(68.18%)LUTS 症状缓

解;23 例粪块填塞合并 OAB 者行缓泻剂加中药加服托特罗定治疗后,17 例(73.91%)LUTS 缓解;6 例

单纯 OAB 患者经特罗定治疗后,4 例缓解;对 28 例无 OAB 无协同失调的患者行排尿训练分散注意力

等治疗,11 例 LUTS 症状缓解;对经上述治疗失败和逼尿肌括约肌协同失调的 39 例患者行盆底表面

肌电评估和肛门直肠测压检查发现,13 例(33.33%)存在盆底功能障碍,进一步行骶神经电刺激和盆底

生物反馈治疗后 10 例(76.92%)缓解。 
结论 粪便嵌塞是引起儿童下尿路症状的重要原因,缓泻剂和中药解除粪便嵌塞可有效缓解下尿路症

状,对合并 OAB 的患者加用托特罗定有助于进一步改善症状,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需加做骶神经

电刺激和盆底康复治疗。 
 
 
OR-0551 

7 例儿童原发性肾脏综合征伴急性胃肠炎临床分析 
 

张岩,孙百超,张丽,翟淑波*,马青山,赵凯姝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4 月-2017 年 5 月 7 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合并急性胃肠炎患儿的临床特点

及相关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2017 年 5 月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肾病科 7 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合并急

性胃肠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对患儿年龄､患病时间､临床分型､血常规､PCT､凝血常规､白蛋白､血淀粉

酶及脂肪酶､腹部超声及全腹 CT 等多项临床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查找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及急性胃

肠炎之间的相关联系。 
  
结果 7 例肾病综合征伴急性胃肠炎均接受激素治疗,其中 6 例为难治性肾病,占 85.7%,1 例为激素敏

感､复发,占 14.3%。临床表现示 7 例肾病综合征患儿均伴呕吐､腹痛,腹痛,多以脐周及下腹疼痛为主,

无明显反跳痛及肌紧张。3 例腹泻,排便性状为黄色稀水样､无脓血便。3 例伴发热,呈中-高热,不伴

有寒战及抽搐。1 例病程中伴休克,表现为低血压,皮肤发花,CRT>3s。实验室检查示外周血常规白

细胞波动在(8.88-19.27×109/l)范围,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增高为主,PCT 增高(0.12-1.56ng/l),提示细菌

感染存在。血清白蛋白均明显降低,血纤维蛋白原不同程度增高。影像学检查 7 例患儿腹部超声均

存在腹腔积液(中-小量),其中 3 例胰腺回声增强,占 42.8%,2 例出现网膜增厚,占 28.5%,1 例肠管肠壁

增厚,占 14.2%。6 例双肾皮质回声增强,占 85.7%,1 例双肾皮质回声减低,占 14.3%。5 例完成全腹

CT 检查,4 例伴胰腺或胰周改变,占 57.1%,4 例中 1 例伴腹壁水肿,占 14.3%,1 例伴腹壁及臀部皮下

脂肪层渗出 占 14.3%。 
结论 7 例肾病综合征伴急性胃肠炎发病机制可能与肾病临床分型相关,目前尚不明确,需进一步研究;
肾病综合征伴急性胃肠炎患儿免疫功能异常;因联合激素治疗,需注意激素相关胃肠道副反应;如确诊

肾病综合征合并急性胃肠炎需及时､足疗程抗生素治疗,建议首选三代头孢类抗生素治疗。经及时治

疗后多数患儿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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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52 

单中心 5 年 408 例肾脏疾病患儿动态血压特点分析 
 

应蓓,邵晓珊,李宇红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550002 

 
 
目的 采用 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的方法,分析肾脏疾病患儿 24 小时动态血压特点。 
方法 以 408 例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住院的肾脏疾病患儿为入选病例。年龄 5-16 岁,男
232 例,女 176 例,分为原发性肾脏疾病组 229 例,继发性肾脏疾病组 179 例,两组患儿均未行肾脏替

代治疗,均采用美国伟伦公司 ABPM6100 仪进行 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结果   ①两组患儿夜间高血压发生率明显大于日间高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继

发性肾脏疾病组 24 h 平均收缩压､夜间平均收缩压和夜间收缩压负荷高于原发性肾脏疾病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③原发性肾脏疾病组 30.3%为勺型血压,58.6%为非勺型血压,11.1%为反勺型

血压;继发性肾脏疾病组 10.3%为勺型血压,54.2%为非勺型血压,35.5%为反勺型血压;肾脏疾病患儿

中异常血压发生率高,且继发性肾脏疾病组异常血压类型发生率较原发性肾脏疾病更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肾脏疾病患儿夜间高血压发生率高且血压非杓型节律现象比较普遍,以继发性肾脏疾病患儿夜

间收缩压升高更为明显,前者异常血压更顽固,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可早期发现高血压,发现血压昼夜

节律异常,建议针对不同肾脏疾病患儿血压,采取个体化治疗,有针对性地调整降压方案,为临床用药时

机提供依据,延缓肾脏疾病进展。 
 
 
OR-0553 

霉酚酸酯和环孢素 A 治疗儿童原发性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耿海云

1,季丽娜
2,陈朝英

1,涂娟
1,李华荣

1,保睿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 
2.清华长庚医院儿科 

 
 
目的 比较研究霉酚酸酯(MMF)和环孢素 A(CsA)治疗儿童原发性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疗效和安全

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将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

医院住院并诊断儿童原发性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 66 例患儿,随机予 MMF 或 CsA 联合泼尼松治疗,
随访 1 年,观察比较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1) 终完成研究共 62 例,其中频复发 32 例,激素耐药 30 例。17 例行肾活检,微小病变 8 例,系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5 例,膜性肾病 2 例,局灶节段硬化性肾炎 2 例。(2)MMF 组 28 例患儿,完全缓

解 17 例,部分缓解 2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67.9%。CsA 组 34 例患儿,完全缓解 30 例,部分缓解 1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1.2%。(3)对频复发患儿疗效比较:CsA 组的年复发频率低于 MMF 组

(1.0(0.0,1.0)对 1.0(1.0,3.0)P<0.05),维持缓解时间长于 MMF 组(10.0(5.7,12.1)月对 5.0(1.0,11.0)
月,P<0.05)。两组在降低糖皮质激素用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0(5.0,16.3)mg 对 
17.5(8.1,40.0)mg ,P>0.05)。(4)对激素耐药患儿疗效比较:CsA 组总有效率和完全缓解率均高于

MMF 组(81.3% 对 42.9%,75%对 28.6%,P<0.05)。CsA 组达缓解时间短于 MMF 组(1.0(1.0,2.0)对
3.0(2.5,4.0)月,P<0.05)。两组在维持缓解时间､降低复发频率及糖皮质激素用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5)不同病理类型临床疗效:MMF 对表现为激素耐药的 3 例 MCD 均无效,而对表现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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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的 2 例 MCD,以及 3 例 MsPGN 和 1 例 MN 有效。CsA 除对 1 例 FSGS 无效外,对另外 1 例

FSGS,3 例 MCD,2 例 MsPGN,1 例 MN 均有效。(6)安全性观察: MMF 治疗组中有 21 例次呼吸道感

染,3 例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1 例口腔白色念珠菌感染,1 例寻常疣。无贫血､肝功

能异常的病例。CsA 组 34 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毛发和齿龈增生,4 例有急性肾损伤,18 例次呼吸道

感染,1 例甲沟炎,1 例高血压脑病。 
结论 本研究证实 MMF 和 CsA 治疗儿童原发性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均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降

低频复发患儿的年复发频率以及促进激素耐药患儿完全缓解方面,CsA 的效果优于 MMF;在降低糖皮

质激素用量上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554 

从国际儿童透析协作网-中文版看我国终末期 
肾病儿童肾替代治疗的发展 

 
翟亦晖

1,2,沈茜
1,2,沈颖

3,徐虹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我国终末期肾病儿童肾替代治疗的发展。 
方法 整理并分析国际儿童透析协作网-中文版(IPDN-China)的资料。 
结果 IPDN-China 是国际儿童透析协作网的中文版,由 IPDN 的创办人德国海德堡大学儿童和青少年

医学中心肾脏科主任 Franz Schaefer 教授提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徐虹教授牵头建立并管理,旨
在更好的推动中国终末期肾病儿童肾替代治疗的发展,促进全国各地儿童肾病中心的交流。网站于

2012 年 7 月正式上线开通,网址为 www.pedpd.org.cn。(1)IPDN-China 协作网注册中心数和地域分

布变化。经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年度举办的全国儿童腹膜透析规范化操作和新进展培训会的宣

传和推广,以及生命源泉全国儿童透析分中心的成立,在 IPDN-China 注册登记的儿肾中心已从 2012
年的 12 家增至 2016 年的 39 家。地域分布由 2012 年 9 个省市的 11 个城市扩展到 2016 年 25 个

省市的 29 个城市。(2)协作网各中心透析团队的组成日趋完善。协作网近 40 家中心共有儿肾专科

医师约 342 名,护士约 195 名。透析团队中有心理医师的中心由 3 家增至 11 家,即 28%的中心配有

心理医师;社工中心由 1 家增至 11 家;透析团队中有营养师的中心由 2 家增至 27 家。(3)透析治疗的

快速发展。协作网中有技术能力可提供尿毒症儿童腹透治疗的中心由 10 家增至 36 家,可提供 APD
腹透的中心由 6 家增至 17 家。腹透在透例数≥10 例/年的中心有 7 家。有技术能力可提供尿毒症儿

童血透治疗的中心由 10 家增至 30 家。血透在透例数≥10 例/年的中心有 3 家,这 3 家中心覆盖了

60%当年血透在透的病例。同时开展慢性腹透和血透治疗中心由 9 家增至 29 家。(4)肾替代治疗患

儿人数的变化。根据协作网各中心注册的数据显示,尿毒症慢性腹透在透患儿由 72 例增至 219 例,
分布在 23 家腹透中心。慢性血透在透患儿波动于 63~97 例/年,截至 2016 年在透共约 73 例,分布在

15 家血透中心。尿毒症接受肾移植的患儿由 39 例增至 283 例,分布在 29 家中心。肾移植在肾替代

治疗中所占的比例由 21%增至 49%。(5)终末期肾病儿童病因分析。录入 253 例腹透患儿,原发病为

肾小球疾病者占 21.6%,先天性肾泌尿系统畸形占 18.7%。 
结论 上述资料仅代表中国部分地区的终末期肾病儿童肾替代治疗数据。随着培训､宣传和交流的不

断扩大和加深,注册加入国际儿童透析协作网的中心逐渐增多,使更多尿毒症儿童得到透析治疗。协

作网平台促进了各中心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促使各中心透析团队的成员组成日趋成熟,为终末期

肾病儿童提供更全方位的呵护。相信 IPDN-China 作为中国儿童肾病中心交流的平台,能够为推动中

国终末期肾病儿童肾替代治疗的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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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55 

Analysis of modulation of miRNAome and mRNAome by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in active B cells 

 
Shen Tian1,2,He Qingnan1,Casali Paolo2 

1.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San Antonio 

 
 
Objective Histones deacetylase inhibitor, valproic acid,  is an FDA-approved clinical drug which 
has been used to treat epilepsy and bipolar disorder. Valproic acid functions through its inhibition 
on histone deacetylases and 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multiple genes.  Class-switch DNA 
recombination, namely CSR, and somatic hypermutation, namely SHM, in B cells and plasma cell 
differentiation are critical for the maturation and secretion of antibodies which involves in multiple 
genes. We have shown that valproic acid inhibited CSR and plasma cell differention by 
modulating miRNAs and mRNAs in our previous study. However, as a HDI, valproic acid could 
potentially impact the expression of multiple gene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address the 
selectivity of HDI-mediated modulation of miRNAs and mRNAs. 
Methods We utilized an in vivo cell culture model in which purified B cells were activat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LPS) plus interleukin-4 (IL-4) to undergo CSR and plasma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VPA dissolved in PBS or PBS only. Total RNA including miRNA and mRNA 
from the cultured cells was collected to undergo miRNA-sequencing and mRNA-sequencing. 
Results We showed here that HDI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selective mRNAs including Aicda 
and Prdm1, an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Aicda-targeting miRNAs, such as miR181b, miR-155 
and miR-361, and Prdm1-targeting miRNAs, such as miR-30a, miR-23b and miR-125b. Overall, 
22,032 mRNAs were analyzed in activated B cells, 23% of which expressed more than 20 copies 
per cell considered as significant expressing mRNAs. Aicda,Prdm1 and Xbp1 were among the 18 
(0.36%) significant expressing mRNAs that were downregulated more than half of which in nil 
group by HDI. While, 16 (0.32%) significant expressing mRNAs in HDI-treated group expressed 
more than 2 folds of which in nil group. Most other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factors, and genes that 
involved in CSR, plasma cell differentiation, cell apoptosis or signaling transduction remained 
unchanged which further emphasized the selectively of HDI-mediated modulation of mRNA and 
miRNA expressio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work suggested that, HDI upregulate selected miRNAs which 
silence the expression of mRNAs that are critical for CSR and plasma cells differentiation in 
activated B cells. The selectively might be a result of the HDAC/cofactor compositions which 
specifically present in active B cells. 
 
 
OR-0556 

基于三级医疗网络的高危新生儿先天性肾脏 
和尿路畸形超声筛查和纵向管理 

 
龚一女

1,2,徐虹
1,2,沈茜

1,2,肖丽萍
3,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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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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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3.上海市闵行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目的 先天性肾脏和尿路畸形(CAKUT)是常见出生缺陷,亦是儿童慢性肾脏病主要病因。本研究拟探

讨生后早期 CAKUT 超声筛查､随访和干预三级医疗网络的实施可行性,并了解 CAKUT 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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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上海市闵行区作为调查现场,构建“社区登记､甄别—区妇幼保健院筛查､随访—儿童专科医

院确诊､干预”的三级医疗网络。超声筛查结果中肾盂前后径值(APRPD)≥5mm 为肾盂扩张(RPD),其

中 5~9.9mm,10~14.9mm 和≥15mm 分别为轻､中､重度 RPD,其他肾脏和尿路异常按实描述。严重

RPD 及明确或疑似其他 CAKUT 者进一步检查确诊和干预,而轻-中度 RPD 每 3 月随访超声至正常

或 12 月龄。 
结果 1. 三级网络构建:初级为闵行区 1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为闵行区妇幼保健院,三级为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初级和二级间通过上海市儿童保健系统衔接,二级和三级间通过组建项目协作小

组形成逐级转诊及信息沟通。2. 三级网络相关数据:2010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闵行区妇幼保健院

共筛查 8827 例高危新生儿,筛查率 83.2%,呈逐年递增, 2015 增长至 96.6%。筛查异常 1901 例

(13.6%),RPD 1180 例,轻､中､重度分别为 984 例(11.1%)､176 例(2.0%)和 20 例(0.2%),其他其他肾

脏和尿路异常 19 例。满足转诊要求 89 例,实际转诊 47 例(52.8%),余 42 例中 88.1%二级随访,总随

访率 94.4%;轻中度 RPD 随访率 53.0%。3. 随访相关数据:随访的 639 例 RPD 中确诊梗阻性尿路畸

形 11 例,手术 9 例;轻､中､重度分别有 85.4%､62.5%和 30.0%自发缓解至正常。另确诊其他

CAKUT 15 例,主要为先天性单侧肾不发育 7 例,肾发育不良 2 例,1 例手术治疗。 
结论 “社区登记､甄别—区妇幼保健院筛查､随访—儿童专科医院确诊､干预”的三级医疗网络实践高

危新生儿生后早期 CAKUT 筛查､随访和及早干预具有可行性,进一步规范诊治方案以明确 CAKUT
发生情况。 
 
 
OR-0557 

Risk factors for loss of residual renal functio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chronic automated peritoneal dialysis (APD)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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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fan1,2,ZHOU Qing1,2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Kidney Development & Pediatric Kidney Disease Research Center 

 
 
Objective In chronic dialyzed patients, preservation of residual renal fun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survival, lower morbidity, and greater quality of lif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risk 
factors for loss of residual renal function (RRF) in childre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chronic 
automated peritoneal dialysis (APD). 
Methods The study group included 56 children (33 boys and 23 girls, median age 9.58 year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at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from Jan 2008 to 
Dec 2015 who commenced APD as the initial method of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at least 12 
months with significant initial residual renal function (daily diuresis more than 100ml/m2/day).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risk factors of developing oligoanuria (under 100 ml/m2/day) 
including gender, BMI and age at APD, etiology of ESRD, baseline daily diuresis and residual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rGFR), PD fluid volume, glucose load, ultrafiltration, peritoneal 
permeability, dialysis adequacy, blood pressure, biochemical parameters, medications used and 
dialysis-related peritonitis frequency were analyzed. 
Results 1. Mean diuresis before initiation of APD was 692.0±315.9 (mL/m2/day) and mean rGFR 
was 7.48±2.93 (mL/min/1.73 m2). An average decline of daily urine volume was 376.2±354.6 
(mL/m2/day) in the first year of APD and 23 (41.14%) children became oligoanuria. 
2.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oss of RRF: Children who lost RRF during the first year frequently 
exhibited a lower baseline rGFR (P=0.02), were exposed to higher dialysate glucose (P<0.001), 
higher PD fluid volume (P=0.002) and achieved higher daily ultrafiltration volume (P<0.00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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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RAS antagonists (ACEI/ARB) tended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becoming oligoanuria 
(P=0.003). 
Conclusions The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rapid RRF loss in childre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chronic APD include lower baseline rGFR, higher glucose load, higher PD fluid volume, higher 
ultrafilt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RAS antagonists. 
 
 
OR-0558 

小儿溶血尿毒综合征 60 例诊治分析 
 

陈元,孙书珍,李倩,周爱华,王莉,姚秀俊,余丽春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为降低小儿溶血尿毒综合征(HUS)的病死率,重点探讨小儿溶血尿毒综合征(HUS)的临床特点､
治疗进展以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1994 年 6 月~2016 年 6 月,22 年来 61 例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

和治疗过程及疗效。并比较了前 13 年(1994.6~2006.12 年)与近 9 年(2007.1~2016.6 年)两个阶段

住院患儿的主要治疗方法及转归情况。比较近 9 年采用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前后主要治疗指标变化

及转归。 
结果 与前 13 年比较,近 9 年来 HUS 患儿的治愈好转率明显提高,死亡率明显降低,近六年未有急性

期死亡病例。近 9 年积极予血液透析､血浆置换､血液滤过､丙球､大剂量甲强龙冲击､CTX 冲击､肾

穿刺活检等个体化综合治疗,治疗前､ 后血红蛋白､血小板､网织红细胞､血尿素氮､ 血肌酐､总胆红素

､间接胆红素､乳酸脱氢酶均明显好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溶血尿毒综合征早期诊断和恰当的治疗是挽救患儿生命的关键,近年来我科于急性期在对症支

持治疗的基础上,积极采用糖皮质激素､丙球､甲强龙冲击､血液净化技术､CTX 冲击､肾穿刺活检等个

体化综合治疗,可迅速控制病情,明显改善预后。 
 
 
OR-0559 

72 例儿童单纯性蛋白尿病理与临床分析 
 

傅海东,王晶晶,金艳艳,刘飞,黄国萍,沈辉君,毛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本院 15 年 72 例儿童单纯性蛋白尿病理与临床 
方法 临床表现为单纯性蛋白尿,24 小时尿蛋白大于 150mg,小于 50mg/Kg。无浮肿､少尿､高血压,无

血尿。肌酐､补体 C3､ANA､ASO､血沉等均正常。排除体位性蛋白尿。回顾性分析患儿的病理与临

床资料。     
结果 男 47 例,女 25 例。肾活检年龄 1 岁 1 月到 14 岁,平均 7.59 岁。发现蛋白尿至肾活检的时间为

1 月~11 岁。病理显示轻微病变 40 例,IgA 肾病 7 例,局灶性肾炎 4 例,FSGS 6 例,系膜增生性肾炎 6
例,硬化性肾炎 2 例,间质性肾炎 3 例(其中有 1 例间质性肾炎, 后根据基因及尿微量蛋白分析诊断

为 Dent 病),遗传性肾炎 2 例,弥漫增生性肾炎 1 例。有 1 例病理为膜性肾病,乙肝标记物(乙肝表面抗

原)阳性,诊断为乙肝肾。硬化性肾炎 2 例目前均已进入腹膜透析治疗。大部分病例表现为轻微病变

(56%),但 FSGS､IgAN 也不少见分别为 8.3%与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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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儿童单纯性蛋白尿应引起重视。合适病人在合适的时机进行肾活检对明确病理,指导治疗及

了解预后非常重要。     
 
 
OR-0560 

儿童肾脓肿 17 例分析 
 

张晓静,金艳艳,刘飞,傅海东,沈辉君,毛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分析儿童肾脓肿患儿的临床特点,提高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2016 年间在我院诊断为肾脓肿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以及治疗措施。     
结果 共纳入 17 例肾脓肿患儿,年龄跨度 1.5 月龄—13 岁 7 月龄,中位年龄为 15 月龄,其中 7 例女

孩,10 例男孩。发热是 常见的症状(82.4%)。58.9%患儿在起病前存在泌尿生殖系异常状态,主要

为输尿管形态异常(41.2%)､肾发育不良或无功能肾(17.6%);超过 85%的患儿其急性 C 反应蛋白和

红细胞沉降率测定(ESR)明显升高,但前降钙素升高不明显(10%);41.2%的患儿存在贫血;64.7%的患

儿尿白细胞明显升高;全部病例血培养均阴性,病原主要为以大肠埃希菌为代表的格兰阴性菌(47.1%),
肠球菌属､白假丝酵母菌的检出率为 23.5%;1 例检出结核杆菌。B 超和磁共振检查是 常见的影像

学检查。治疗上所有病例均给予抗感染治疗,10 例治疗效果不好,给予外科手术处理,对于脓肿大于

4cm 和 4cm 以下两组治疗方式的比较,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肾脏脓肿的治疗上应加强抗阳性菌､真菌治疗,同时要警惕肾结核感染可能性;对于脓肿大小

4cm 以下的患儿,可采用保守抗感染治疗,4cm 以上的在抗感染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建议联用外科手术

治疗。     
 
 
OR-0561 

探讨尿中尿表皮生长因子对 Alport 综合征患者预后评估的意义 
 

李白虹
1,丁洁

1,丁方睿
1,王芳

1,Wenjun Ju2,Viji Nair2,Matthias Kretzler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密歇根大学 
 

 
目的 Alport 综合征是一种由编码 IV 型胶原 α5/α3/α4 链的 COL4A5/3/4 基因突变导致的罕见的遗传

性肾脏病,临床上表现为血尿､蛋白尿,进行性肾功能减退,部分患者伴有感音神经性耳聋或眼部病

变。目前对于该病的诊断相对明确,但是不同的患者在疾病的进展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所以在实

际的临床工作中我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指标可以对 Alport 综合征患儿中的高危患者进行识别。尿表皮

生长因子已经在多个独立的成人慢性肾脏病研究队列中被证实与患者快速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或肾

小球滤过率较基线下降 40%密切相关。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价尿表皮生长因子在 Alport 综合征患

儿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117 名 Alport 综合征患儿和 72 名 3-18 岁的健康儿童。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尿

中尿表皮生长因子的浓度,并用尿肌酐对其进行校正, 终用尿表皮生长因子/尿肌酐(uEGF/Cr)来表

示尿中尿表皮生长因子的含量。对 38 名 Alport 综合征患儿进行平均长达 30 个月的随访,将“进展”定
义为 Alport 综合征患儿肾功能恶化(即 CKD 分期增加)。ROC 曲线下面积(AUC)被用来评价各指标

对高危患者(肾功能“进展”)的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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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Alport 综合征患儿和健康儿童中,随着年龄的增长,uEGF/Cr 均明显降低。并且我们的结果发

现在 Alport 综合征患儿中,uEGF/Cr 随年龄下降的速率明显快于健康儿童。用年龄进行校正

后,uEGF/Cr 与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显著相关(r=0.75, p<0.001)。对 38 名 Alport 综合征患儿

的随访发现:uEGF/Cr 与 eGFR slope 显著相关(r=0.58, p<0.001);uEGF/Cr 表达水平低的 Alport 综
合征患儿肾功能“进展”的风险增加;分别用 uEGF/Cr､eGFR 和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对 38 名 Alport 综

合征患儿中“进展者”(CKD 分期增加)和“非进展者”(CKD 分期不变)进行区分,其 AUC 分别为 0.89､
0.80 和 0.79。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 uEGF/Cr 很可能作为 Alport 综合征患儿肾功能快速进展的一个指标,并且有助

于识别 Alport 综合征患儿中的高危患者,进而对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临床治疗。 
 
研究支持: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课题(2016YFC0901505):儿童罕见病的注册登记

研究。2016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 
2. 儿科遗传性疾病分子诊断与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Z141107004414036) 

 
 
OR-0562 

71 例慢性肾脏病儿童病因及并发症分析 
 

张丽,孙百超,张岩,翟淑波,赵冷月,赵凯姝,马青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分析总结 5 年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肾病科确诊慢性肾脏病患儿的病因及并发症。 
方法 通过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病案查询系统对小儿肾病科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住院患者进行

检索,共收集确诊慢性肾脏病患儿 71 例,统计首诊时年龄､分期､原发病及并发症等信息,进行回顾性

分析,观察慢性肾脏病不同分期的病因分布,各年龄段的病因分布以及不同分期的并发症分布。 
结果 71 例 CKD 患儿首诊时 1 期 41 例(57.8%),2 期 2 例(2.8%),3 期 13 例(18.3%),4 期 12 例

(16.9%),5 期 3 例(4.2%)。肾小球疾病(37 例,90.3%)为 CKD-1 期主要病因,在 CKD2~5 期中依次为

CAKUT 13 例(43.3%),肾小球疾病 4 例(13.3%),其他原因 4 例(13.3%),遗传性肾病 2 例(6.8%),病因

不清 7 例(23.3%);婴幼儿期主要病因为 CAKUT(50%)。CKD 各期中,1~2 期并发症以高血压及贫血

为主,CKD-3 期患儿即出现多种并发症,以甲状旁腺亢进(8 例,占 61.54%)及贫血(7 例,占 53.84%)
为常见,CKD-4 期即表现出肾功能不全症状,以贫血 为常见(10 例,占 83.33%)。发病即达到 CKD-5
期患儿,突出表现为甲状旁腺亢进(3 例,占 100%)。 
结论 5 年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肾病科确诊 CKD1 期患儿主要病因为肾小球疾病,而 CAKUT 为

CKD2~5 期主要病因,尤以婴幼儿期突出。CKD3~5 期患儿并发症多,以贫血及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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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63 

儿童肝豆状核变性相关肾脏损害 9 例的临床特点及文献复习 
 

简珊,张岩,王伟,董艳青,何艳燕,宋红梅,邱正庆,魏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肝豆状核变性(WD)患儿的肾脏损害并不少见,与患儿预后密切相关,但起病隐匿,在临床工作中

易被忽视。本文分析总结 9 例 WD 相关肾脏损害患儿的临床表现､病理及基因检查结果等,以提高对

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7 年 5 月在我院儿科就诊的明确存在肾脏损害的 WD 患儿的临床

表现､肾脏病理､基因检查､治疗方案及预后等资料,并文献复习。 
结果 9 例患儿均临床诊断 WD 明确,其中 4 例为女孩。平均起病年龄为(8.9±3.2)岁,平均确诊 WD 年

龄为(10.4±2.9)岁,发现肾脏损害的年龄为(11.7±3.8)岁。WD 的首发症状包括:5/9 例为检查发现肝酶

增高,2/9 例为双下肢水肿,1/9 例为腹水伴饮水呛咳,1/9 例为双下肢痛。除肾脏外受累的脏器有:肝脏

受损 9 例, K-F 环阳性 6 例,神经系统受累 4 例,血液系统受累 3 例。4/9 例曾检查血 ANA(+)。9 例均

有血尿､蛋白尿,蛋白尿多为(trace~1g/L),只有 1 例为肾病水平的蛋白尿,此外,表现为 Fanconi 综合症

1 例。8/9 例肾功能正常,只有肾病水平蛋白尿患儿入院时检查发现 Cr 107umol/L↑,Urea 
5.86mmol/L。6/9 例患儿的尿 β2 微球蛋白增高。4 例完善了尿蛋白电泳,其中 3 例为肾小球性蛋白

尿占 97.7%-100%,余 1 例为肾小管性蛋白尿占 64.4%。2 例完善了肾脏病理检查,1 例为增生硬化

性肾小球肾炎,部分伴新月体形成,免疫荧光阴性;另 1 例为微小病变。7 例进行了基因分析,其中 5 例

基因诊断 WD,均为 ATP7B 基因突变。原发病治疗方面,病程中只用过青霉胺治疗的 1 例,青霉胺和/
或硫酸锌治疗的 4 例,青霉胺､硫酸锌和/二巯基丙磺酸钠治疗的 4 例。经过 WD 相关治疗和

ACEI,5/9 例患儿的蛋白尿可逐渐减少。增生硬化性肾小球肾炎患儿予激素+霉酚酸酯治疗半年余,蛋
白尿减少,病情好转。 
结论 WD 肾脏损害起病隐匿,易被忽视,临床大夫应定期监测尿常规､尿微量蛋白等以尽早发现。青

霉胺可能诱发或加重 WD 患儿的肾脏损害,青霉胺治疗的 WD 患儿尤其需要密切监测肾脏相关指

标。 
 
 
OR-0564 

儿童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基因甲基化研究 
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芮淑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筛选儿童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患儿的 DNA 异常甲基化谱,分析其生物学信息,探讨激素抵抗

肾病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为治疗提供新靶标。 
方法 采用 Illumina450K 甲基化芯片技术检测 9 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血液全基因组甲基化。9 
例患儿按照激素治疗疗效分为两组: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SSNS)组,4 例;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

(SRNS)组,5 例。筛选出 DNA 异常甲基化谱,通过基因本体(GO)功能注释､富集分析和 KEGG 信号

转导通路富集分析,初步对儿童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基因甲基化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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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 SSNS 组相比,SRNS 组患儿存在广泛基因组异常甲基化。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提示,SRNS 
组的基因组 DNA 异常甲基化谱是多种细胞器､胞膜的构成成分,调控细胞骨架､肌动蛋白等的聚合和

组成,参与了多种氨基酸及药物代谢的过程。 
结论 SRNS 患儿表现为异常甲基化的基因作用广泛,具有临床预测和寻找潜在治疗靶点的可能。 
 
 
OR-0565 

线粒体相关肾病 3 例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钟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 3 例线粒体相关肾病患儿临床表现､肾活检病理和(或)基因检测的特点,通过文献复习,提高

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我科 3 例线粒体相关肾病患儿的临床病史､肾活检病理､相关实验室检查､基因检查及家族

史等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3 例患儿中男性 2 例,女性 1 例。例 1 为男性,起病年龄 3 岁,主要表现为三系下降､低血糖性晕

厥､肾功能异常及生长发育落后,肾脏病理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肌肉活检提示肌细胞内

线粒体大量堆积,基因检测提示大片段线粒体 DNA 缺失(005791-005869 区域及 007617-009953 区

域,杂合缺失),其中前一缺失来自于母亲。例 2 男性患儿,起病年龄 6 岁 10 月,有脑性瘫痪病史,以肾

功能异常为主要表现,肾活检提示 FSGS,基因检测提示线粒体核基因检测正常,但线粒体复合酶Ⅳ活

性下降,现已行线粒体全外显子基因检测,追踪结果中。例 3 系女孩,起病年龄 5 岁,以肾功能异常为主

要表现,伴尿毒症性心脏炎､贫血表现,未行肾活检,其基因检测提示 ADCK4 基因突变,系纯和突变,来
源父母双方。 
结论 3 例患儿通过肾活检和(或)基因均可诊断为线粒体相关肾病,已明确基因缺陷者分别为线粒体

DNA 缺失和由合成辅酶 Q10 的核基因 ADCK4 突变所致的线粒体相关肾病,均为新发现的致病位点,
丰富了线粒体疾病基因突变谱。   
 
 
OR-0566 

CD46 基因复合杂合变异致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一例 
 

沙玉根,成学琴,赵三龙,赵非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报道 CD46 基因复合杂合变异致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一例。 
方法 回顾该病例的临床诊疗经过,应用 Sanger 测序法基因检测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致病相关基

因 CD46。 
结果 患儿,男,8 岁 2 月,因“解浓茶样小便伴少尿 3 天“入院。患儿发病期有单声咳嗽,伴发热 38℃,当
地医院尿常规提示蛋白 3+,隐血 3+。急至我院查肾功能肌酐 263umol/L,血常规:血红蛋白 87g/L,血
小板计数 31×10^9/L。病程中患儿无头痛､呕吐,大便无粘液､血便,尿液为浓茶色,尿量减少。患儿

2012 年曾因“发热､面色苍白､无尿”至我院诊断为溶血尿毒综合征,肾活检提示血栓性微血管病。入

院查体:BP:127/84mmHg,神志清楚,精神反应欠佳,胸腹部少许皮下出血点,巩膜无明显黄染,眼睑浮

肿,面色略苍,心音有力,心律齐,双肺未及罗音,肝脾不大,双下肢轻度非凹陷性浮肿。入院后完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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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提示正细胞正色性贫血,网织红细胞计数增高,外周血涂片可见破碎红细胞,大便培养未见致病

性大肠杆菌生长,Coombs 试验阴性,血生化:ALT/AST:119/172U/L,LDH:2663 U/L,CK1831 U/L,白蛋

白 26g/L,胆红素正常。补体 C3:0.683g/L,C4:0.179g/L,自身抗体阴性。C3 肾炎因子检测阴性,补体

H 因子检测 468.3ug/ml(参考值:200-1000ug/ml),骨髓细胞形态学排除血液系统疾病。入院后考虑溶

血尿毒综合征复发,先后予血液透析､血浆置换及输血治疗后好转出院。Sanger 测序法基因检测提

示 CD46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c.161A>G,导致氨基酸改变 p.Y54C,为错义突变,已有报道与溶血尿毒

综合征相关。c.389+1G>T,导致氨基酸剪接突变,检索 HGMD 专业版数据库未见报道。进一步对患

儿父母及姐姐进行位点验证发现,患儿母亲和姐姐均存在 c.161A>G 杂合变异,但是患儿母亲和姐姐

均未致病。患儿父亲存在 c.389+1G>T 杂合变异,患儿父亲未致病。 
结论 c.161A>G 和 c.389+1G>T 复合杂合变异导致了该例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的发病。 
 
 
OR-0567 

Ocular Findings in Children With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Zhang Miao,Gao Yan,Li Yingjie,Yang Huabin,Zhong Fu,Deng Huiying,Zhong Fazhang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ocular findings arising from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in children 
receiving glucocorticoid treatment. 
Methods The data from children with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receiving glucocorticoid 
therap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Ocular abnormalities were found in 54 children with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43 
boys and 11 girls were enrolled).The median age of onset of 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 was 
4.9 years (1.3 -12.6 years).Thirty-three children(61.1%) developed posterior subcapsular 
cataract,only 2 were monocular cataract.Fifteen children(27.8%) with glaucoma,nine with 
ametropia and seven with conjunctivitis.More than one ophthalmologic abnormalities arised in 12 
children(22.2%), 9 developed glaucoma combined with cataract, 2 with cataract and 
conjunctivitis,and 1 had all the forenamed abnormalities.Two children with high intraocular 
pressure. The study consisted of 7 children with steroid-sensitive nephrotic syndrome,34 children 
with frequent relapse/steroid-dependent and 13 children with steroid-resistant nephrotic 
syndrome. The median duration of steroid theraphy was 2.9 years.  
Conclusions Children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who receive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may have 
cataract, glaucoma,ocular hypertension and conjunctivitis.Regular eye examinations are 
necessary for children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especially in children received long-term 
glucocorticoids therapy.Pediatrician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ocular abnormalities in children 
with nephrotic syndrome,when it happens,the dosage of glucocorticoid should be gradually 
reduced or stopped,and receive ophthalmological treatment. 
  
 
 
OR-0568 

34 例儿童狼疮性肾炎复发相关因素分析 
 

秦黎,李平,王亚军,刘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探索狼疮性肾炎复发临床表现及发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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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34 例经肾活检确诊为狼疮性肾炎患者治疗过程中,任何 3~9 月期间 SLEDAI 活动积分增

加≥6 分时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1. 复发多在病程 1~5 年内,复发时的临床表现为常见发热(70.61%)､肾脏损害(50.32%)､面部红

斑(41.21%)､血液系统损害(31.21%)､关节炎或关节痛(22.68%)､乏力(20.26%) ､黏膜溃疡(11.34%)､

新发皮疹和脱发(10.22%)。神经系统症状(10.42%)。2.复发时的实验室检查多 ANA(+)(95.32%) ､
dsDNA(+)(93.57%),血沉升高(85.43%),C3 降低(78.10%),尿红细胞(76.32%),尿蛋白(70.42%)。3.造
成 SLE 复发的主要因素包括激素免疫抑制剂减量､进入青春期､感染､自行停止系统治疗随访､长期

日晒､负性生活事件(升学､家庭变故､抑郁)等。 
结论 狼疮性肾炎复发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多样,活动指数(sLEDAI)作为病情判定标准,实验

室异常指标 有意义是抗 ds—DNA 抗体､补体系统。激素免疫抑制剂减量､进入青春期､感染､自行

停止治疗随访是复发主要因素。合理应用免疫抑制剂､建立长期随访管理制度和详细的出院宣教､持
续的院外健康心理护理是预防复发的重要环节 
 
 
OR-0569 

儿童肾脏相关疾病并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 6 例临床分析 
 

黄惠梅,包瑛,王治静,张增俊,李志娟,唐筠,张敏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2 

 
 
目的 分析儿童肾脏相关疾病合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综合征(PRES)的特点,探究其可能发病机制,提
高儿童肾脏科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西安市儿童医院肾脏内科住院 6 例儿童肾脏相关疾

病合并 PRES 患者的临床､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资料并随访其预后。  
结果 6 例患者中,男 1 例,女 5 例,年龄 4 岁 3 个月~12 岁(9.28±3.15 岁)。原发基础疾病分别为肾病

综合征 4 例,狼疮性肾炎和肾综合征出血热各 1 例。其中 5 例口服激素,3 例联合应用其他免疫抑制

剂。发生 PRES 时均血压升高(100%),头痛头晕 3 例(50.0%),恶心呕吐 3 例(50.0%);头痛头晕伴呕

吐 2 例(33.3%),抽搐 5 例(83.3%)。6 例患者头颅 MRI 示病灶以顶､枕､额叶大脑皮层为主呈异常信

号, 1 例累及双侧尾状核头､左侧壳核前端及右侧小脑;1 例累及丘脑。 FLAIR 序列均高信号, 3 例

DWI 高信号表明 PRES 已由可逆的血管源性水肿进展为不可逆的细胞毒性水肿。确诊 PRES 后经

及时治疗后症状消失,未再复发,预后较好。 
结论  PRES 可在儿童肾脏疾病并发,常伴发高血压,可能与应用免疫制剂有关,其临床表现多样､病因

及发病机制复杂,但及时发现,尽早诊治,预后较好。对肾脏疾病的患儿出现头痛､呕吐甚至抽搐伴血

压升高,应警惕 PRES,尽早行头颅 MRI 协助诊断。 
 
 
OR-0570 

肠道菌群失调与过敏性紫癜性肾炎易感性相关的研究 
 

张瑜,江倩倩,王丽霞,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nephritis, HSPN)是儿童期常见的继发性肾小

球疾病之一,约 20-30%的 HSPN 患儿 20 年内可进展至慢性肾脏病,已构成儿童慢性肾衰竭的主要病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46 
 

因之一。其发病机制涉及肠道屏障功能异常､粘膜免疫失衡､系统免疫应答激活。肠道菌群是肠道粘

膜免疫系统成熟和应答的主导因素。因而,本研究通过对 HSP､HSPN 患儿粪便菌群的分析,探讨肠

道菌群紊乱是否参与 HSPN 的发病。 
方法 收集 2016.1-2016.12 在本儿童肾脏病中心住院的初治病人的粪便(严格按纳入/排除标准选择),
其中 15 例 HSPN､12 例 HSP,上述 27 例病人的一级健康亲属为对照。通过 16S rRNA V4 可变区

PCR 扩增和深度测序(Illumina® HiSeq 平台),分析各样本的菌种构成。 
结果 (1) HSPN 组相对于健康组而言其肠道菌群丰度下降(P<0.05),而 HSPN 组与 HSP 组之间肠道

菌群丰度与多样性之间无明显差异;(2) 与健康组相比,HSPN 患儿粪便中 G+菌增多(如
Megasphaera),而 G-共生菌明显减少(如 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Enterococcus 等);(3) 
HSPN 患儿粪便中 Prevotella 的比例明显增加,已有研究表明 Prevotella 可以刺激淋巴细胞增殖和

IgA 产生;(4) HSPN 与 HSP 患儿在肠道菌群构成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包括普氏菌属(拟杆菌门)､肠球

菌属(厚壁菌门)､双歧杆菌属(厚壁菌门)､Megasphaera 属(厚壁菌门)及梭形菌属 (梭杆菌门)。 

结论 与同种族､同地域､同年龄段的 HSP 患儿以及健康一级亲属相比,HSPN 患儿存在特殊的肠道菌

群构成,常驻共生菌减少,而更为关键的是其优势菌群中包括了促 IgA 产生的细菌(如普氏菌属)。 
 
 
OR-0571 

北京地区住院儿童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的分布特点 
及危险因素分析:一项单中心､病例对照研究 

 
赵春娜,王国丽,周锦,于飞鸿,沈惠青,张晶,徐樨巍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北京地区住院儿童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CDAD)的分布特点和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 197 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
患儿为研究对象,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法检测粪便中艰难梭菌致病基因,包括毒素 A 基因(tcdA)
､毒素 B 基因(tcdB)､附加基因(tcdC､tcdD､tcdE)及二元毒素基因(cdtA､cdtB);将 tcdA 或 tcdB 阳性者

设为 CDAD 组,tcdA 及 tcdB 均阴性者设为非 CDAD 组,以了解儿童 CDAD 的分布特点和危险因素 
结果 入选的 197 例 AAD 患儿中,CDAD 阳性率为 42.6%(84/197);年龄分布为 1-15.6 岁,其中以 1-4
岁患儿居多,占比 54.8%(46/84),各年龄段 AAD 患儿 CDAD 阳性率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其中,在
2011 年及 2013 年患儿中艰难梭菌毒素分型以 A+B+为主,2012 年以 A-B+为主。单因素分析显示

CDAD 组与非 CDAD 组患儿腹泻前使用抗生素天数､腹泻前住院天数及胃肠道操作差异性有统计学

意义(P<0.05),CDAD 组患儿腹泻前使用抗生素时间及住院时间更长;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腹泻前住院时间≥10 天是 CDAD 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腹泻前住院时间≥10 天是 AAD 患儿发生 CDAD 的独立危险因素;腹泻前使用抗生素时间及胃

肠道操作是 AAD 患儿发生 CDAD 的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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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72 

人前梯度蛋白 2 在炎症性肠病中对 TNF-α 诱导的 
肠上皮屏障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叶晓琳,孙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肠上皮屏障功能的损伤在 IBD 的发生､发展及疾病转归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完整的肠上皮屏障

对防御外来抗原物质对机体的侵袭和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至关重要,可以将机体与肠腔内容物隔

开,在吸收营养物质的同时,阻止肠腔内细菌及微生物移位。AGR2 作为蛋白二硫化物异构酶家族成

员之一,已被证实在维持 IBD 肠道稳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AGR2 基因突变人群罹患克罗恩病及溃

疡性结肠炎的风险显著增加,在 IBD 动物模型中,AGR2 能够维持小鼠肠道潘氏细胞及杯状细胞稳

态,AGR2 基因敲除小鼠内质网应激增加,易发展为严重的结肠回肠炎。以上研究表明 AGR2 对于

IBD 肠上皮细胞功能的维持发挥重要保护作用,但能否调控肠上皮屏障功能尚不清楚。本研究首次探

讨 AGR2 在 TNF-α 介导的肠上皮屏障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本研究通过体外培养人结肠腺癌细胞株 Caco2 细胞 21 天左右建立肠上皮屏障模型,在建好的

肠上皮屏障模型中预先转染 AGR2 质粒和对照质粒,24 小时后实验组加入 rhTNF-α 刺激细胞,通过

跨膜电阻和荧光黄透过率检测细胞膜通透性,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流式细胞

术检测细胞增殖水平,Transwell 和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 
结果 预先转染 AGR2 质粒可明显抑制 TNF-α 引起的肠屏障损伤,表现为抑制肠上皮细胞通透性增加,
可明显减轻 TNF-α 诱导的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下降及结构破坏,紧密连接边缘变得连续,抑制细胞骨架

重排,并增强肠上皮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促进肠屏障的损伤修复。 
结论 我们首次在体外实验中证实 AGR2 基因可以通过下调肠上皮细胞通透性,改善紧密连接功能,稳
定细胞骨架,促进肠上皮细胞的增殖和重建从而改善 TNF-α 诱导的肠上皮屏障损伤。 
 
 
OR-0573 

11 例儿童胰腺囊性纤维化临床分析 
 

王国丽, 赵春娜,周锦,于飞鸿,沈惠青,张晶, 申月琳,赵顺英,徐樨巍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胰腺囊性纤维化的临床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以期早期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 11 例胰

腺囊性纤维化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治疗等临床资料。 
结果 11 例经基因检测或汗液试验确诊的胰腺囊性纤维化患儿中,男 4 例,女 7 例,年龄分布 0.5 岁-
14.3 岁,平均年龄(9.0 ±3.9)岁,3 例患儿有阳性家族史。主要临床表现为营养不良 6 例(54.5%),包括

轻度､中度及重度营养不良各 2 例;腹泻 4 例(36.4%),粪便性状为黄色稀糊便或稀水便,便次 2-5 次/
日,1 例为急性腹泻,3 例为慢性腹泻,其中 3 例患儿有脂肪泻;3 例(27.3%)患儿表现有腹痛。11 例

(100.0%)患儿行腹部 B 超检查均有胰腺受损表现。6 例(54.5%)患儿血淀粉酶及脂肪酶升高。治疗

主要为胰酶替代治疗及营养支持治疗。 
结论 儿童胰腺囊性纤维化较少见,临床以营养不良､腹泻､腹痛为主要表现,治疗以对症支持治疗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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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74 

儿童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胃黏膜肥大细胞数量的变化及意义 
 

钱淑怡,杨辉,金玉,练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嗜酸细胞性胃肠炎(EG)患儿胃黏膜肥大细胞数量的变化及其意义。 
方法 以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消化科住院的临床诊断 EG 的患

儿为研究对象(EG 组),共 20 例,男 16 例,女 4 例,年龄 6.38±4.59 岁。以胃镜活检且病理无异常的儿

童为对照组,共 20 例,男 15 例,女 5 例,年龄 5.46±3.27 岁。两组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及

总免疫球蛋白 E(IgE)水平测定,胃镜下留取胃窦黏膜组织进行 HE 染色､甲苯胺蓝染色､免疫组化染

色,观察胃黏膜 EOS 数量､MC 数量变化。 
结果 EG 患儿外周血 EOS 计数及总 IgE 水平较对照组增高(p<0.05);胃黏膜组织中 EOS 及 MC 数量

较对照组增加(p<0.05)。 
结论 EG 患儿外周血 EOS 计数及总 IgE 水平增高,胃黏膜组织 EOS 数量､MC 数量增加,提示 MC 可

能与 EG 的发生有关。 
 
 
OR-0575 

血管活性肠肽､P-物质､5-羟色胺和胃泌素水平 
在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液和粪便中的检析 

 
叶贝

1,段江
1,赵波

1,2,熊晶晶
1,许传志

13,刘梅
1,廖亚彬

1,2,胡红卫
1,张丽芝

1,吉晓菲
1,张婷婷

1,黄永坤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 

3.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检测过敏性紫癜(HSP)患儿急性期和恢复期血浆中 P-物质(SP)､血管活性肠肽(VIP)､胃泌素

(GAS)和 5-羟色胺(5-HT)的水平变化,以便更好地认识过敏性紫癜患儿的肠神经内分泌的变化和发病

机制,为过敏性紫癜的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 选取在医院就诊的患儿 40 例为研究组,其中急性期患儿 30 名(单纯型 10 名,腹型 10 名,其他型

10 名),恢复期患儿 10 名,同时选取正常自愿者学生 30 名为对照者。采集 HSP 患儿急性期､恢复期

及对照组儿童粪便及血液标本。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浆和粪便中 SP､VIP 和 GAS 的水平,用 ElISA
法检测血浆和粪便中 5-HT 的水平。 
结果 HSP 急性期组患儿血浆和粪便中 VIP､SP 和 5-HT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HSP 急性

期组患儿血浆和粪便中 GAS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减低(P<0.05)。HSP 恢复期组患儿血浆和粪便中

VIP､SP 和 5-HT 水平较急性期组降低 (P<0.05),但均高于对照组(P>0.05);而 HSP 恢复期组患儿血

浆和粪便中 GAS 水平较急性期增高(P<0.05),也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HSP 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其肠神经内分泌功能有明显的紊乱。其发病初期患儿血浆和粪便中

VIP､SP 和 5-HT 水平升高,恢复期有明显降低。而 GAS 的水平变化与 VIP､SP 和 5-HT 的变化相

反。在认识 HSP 的发病机制和防治中,应关注这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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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76 

儿童难治性食管狭窄应用全覆膜支架治疗的并发症及处理对策 
 

汪星,刘海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应用镍钛合金全覆膜食管支架治疗儿童难治性食管狭窄的并发症及处理对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05 至 2016-12 于我院应用镍钛合金网格编织型的覆膜支架治疗 9 例难治性

食管狭窄患儿的临床资料, 支架置入术后定期随访, 观察患儿支架置入后的效果及并发症等。 
结果 9 例患儿均成功行支架置入术,所有患儿置入后狭窄梗阻症状均得到明显缓解;术后 1-7 天所有

患儿均有呕吐及不同程度的胸痛症状;1 例患儿置入后因哭闹不安不能忍受于术后 36 小时取出支

架;2 例于支架取出 3 月后出现再狭窄,其中 1 例并发肉芽组织增生;1 例食管穿孔患儿支架置入术 1
周出现支架移位贴壁不良,原支架取出后重置新支架,2 月后再行支架取出,瘘口愈合。 
结论 镍钛合金全覆膜金属支架治疗儿童难治性良性食管狭窄安全有效,但与支架置入相关的并发症

不容忽视,支架个体化设计与并发症的及时处理对提高临床疗效至关重要。 
 
 
OR-0577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临床及内镜特征 
 

王跃生,李小芹 
郑州市儿童医院 10258850 

 
 
目的 研究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表现､内镜改变及病理组织学特点,提高腹型过敏性紫癜诊治水

平。 
方法 郑州市儿童医院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住院的 151 例以腹痛为首发主要表现的过敏性紫

癜患儿,回顾性分析腹型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内镜及病理组织学资料,其中胃镜检查 96 例,肠镜检

查 55 例。 
结果 ①症状主要为腹痛(151 例,100%)､皮肤紫癜(100 例,66.22%)､呕吐 (72 例,47.68%)､呕血 (59

例,39.07%)､便血 (44 例,29.13%)､腹泻 (15 例,9.93%)､腹胀 (7 例,4.63%);同时伴关节肿痛 (8

例,5.29%)。②实验室检查主要为外周血白细胞增高(114 例,75.49%),C 反应蛋白升高(48

例,31.78%),白蛋白降低(21 例,13.90%)。B 超提示局限性肠壁增厚(49 例,32.45%)。③96 例胃镜下

主要表现:点片状出血､红斑,为略高出黏膜的点状出血和成片状红斑(89 例,92.70%),糜烂或溃疡伴出

血(68 例,70.83%),淤斑(37 例,38.54%),血肿样突起(13 例,8.60%)。十二指肠降部病变 常见且 严

重(77 例,80.20%),其次为胃窦部(61 例,63.54%)､十二指肠球部(40 例,41.66%),未发现食管病变。病

理组织学呈毛细血管炎表现(37 例,38.54%),伴幽门螺杆菌感染(10 例,10.41%),其余均为黏膜慢性炎

症,无特异性表现。④55 例肠镜下主要表现:点片状出血､红斑(49 例,89.09%),糜烂或多发溃疡伴出

血(27 例,49.09%)。回肠末端病变 常见且 严重(42 例,76.36%),其次为直肠(34 例,61.81%)。 
结论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表现多样化,病变常见累及十二指肠降部､回肠末端,内镜检查对儿

童以腹痛为主要表现的过敏性紫癜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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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78 

不同临床类型过敏性紫癜患儿肠道菌群结构及多样性研究 
 

陈鹏德,林燕,王春晖,王娅,兰莉,江逊,王宝西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儿科 710038 

 
 
目的 探讨不同临床类型过敏性紫癜患儿肠道菌群结构及多样性差异。 
方法 36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以临床表现分为单纯型组 10 例､腹型组 9 例､关节型组 11 例､肾型组 6
例,采集患儿粪便样本,采用试剂盒提取法提取样本 DNA 并进行高通量测序,对测序结果进行生物学

信息分析。 
结果 不同类型过敏性紫癜患儿间肠道菌群 Alpha 多样性指数存在差异,腹型组 OTU 数､chao1 指数

低于单纯组和肾型组;在门水平各组均以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拟杆菌门为主要优势菌群,在科水平各

组均以肠杆菌科､拟杆菌科､瘤胃菌科､毛螺菌科有较高的丰度;单纯型 HSP 患儿肠道菌群中放线菌

门､欧文氏菌属､拟杆菌属-plebeius 种为主要特征差异细菌种类,腹型 HSP 患儿肠道菌群中链球菌属

(科､属)､孪生球菌科(从纲到科)为主要特征差异细菌种类,关节型 HSP 患儿肠道菌群中拟杆菌属-
uniformis 种(从门到种)为主要特征差异细菌种类,肾型 HSP 患儿肠道菌群中巨单胞菌属为主要特征

差异细菌种类。 
结论 HSP 不同临床类型的发生､发展可能与肠道菌群中特定细菌种类的变化有关。 
 
 
OR-0579 

伴有结肠冗长症的功能性便秘儿童的高分辨率 
肛门直肠测压(HRM)分析及临床意义 

 
林久敏,徐辉,陈小燕,徐彰,潘彤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通过对伴有结肠冗长症功能性便秘儿童的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HRM)相关数据分析,观察矛

盾收缩､性别差异､单发和多发结肠冗长及不同部位结肠冗长对直肠肛门功能的影响。 

方法 所有病例来自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到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儿童便秘专科

就诊患儿,共 103 例,年龄范围 4-14 岁;所有病例均符合 Rome III 的儿童功能性便秘临床诊断标准,并
均经 X 线钡剂灌肠造影确诊为结肠冗长症;所有病例均进行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HRM)检测,统计

采用 X2检验和 t-test。 
结果 在伴结肠冗长症的功能性便秘患儿中有 80.58%患儿存在肛管静息压增高,有 62.14%患儿存在

肛门括约肌矛盾收缩,确实存在肛门直肠功能改变。伴结肠冗长症的 FC 患儿的矛盾收缩是引起力排

残余压变化的影响因素(P<0.001),而性别差异可能影响肛管静息压力平均值(P<0.05)。 
结论 伴有结肠冗长症的功能性便秘儿童可引发肛门直肠功能改变,主要以肛管静息压增高与出现肛

门括约肌矛盾收缩为主,因而在治疗中除了使用软化大便的药物等常规治疗外,还应注重纠正患儿错

误排便动作和加强排便行为训练。伴有结肠冗长症的功能性便秘所引发的肛门直肠 HRM 相关检测

值改变与结肠冗长的节段数与结肠冗长部位相关影响不大,因此不能以结肠冗长的部位和节段数作

为伴有结肠冗长的功能性便秘儿童肛门直肠功能变化严重程度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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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80 

儿童罕见遗传性胆汁淤积症亲体肝移植术后的效果及随访研究 
 

谢新宝
1,沈丛欢

2,陆怡
1,王建设

1,库尔班江.阿布都西库尔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研究儿童罕见遗传性胆汁淤积症亲体肝移植的效果及预后 
方法 回顾分析临床及基因检测确诊的我院儿童罕见遗传性胆汁淤积症并进行亲体肝移植患儿的临

床资料 
结果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们有 8 例诊断为罕见胆汁淤积性肝病的儿童进行了亲体肝移

植。肝移植术前,通过患儿及父母基因检测结合临床及化验报告这些患儿分别被诊断为 Alagille 综合

征 2 例(病例 1,病例 8),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3 型 2 例(病例 2,病例 3),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

汁淤积症 2 型 1 例 (病例 4),胆汁酸合成缺陷 2 例(病例 5,病例 7),脑腱黄瘤病 1 例(病例 6)。患儿接

受肝移植时的年龄分别为 6 月, 8 岁 6 月, 5 岁 4 月, 9 月,11 月, 8 月 , 1 岁 1 月和 1 岁 3 月. 例 3,7,8
的供体为母亲,其余供体为父亲;患儿进行肝移植的主要原因为生长迟缓､高胆红素血症､终末期肝

病。所有患儿肝移植时均进行胆肠吻合术,肝移植术后随访时间分别为 12 月､20 月､8 月､11 月､7 月

､16 月､3 月和 16 月,所有患儿移植术后 1 月肝功能检测正常,移植后主要的并发症肺部感染(例 1, 
4,5,6,7),CMV 感染(例 1,3,4,5),EBV 感染(例 1,3,4),例 1 移植后 3 月出现食物过敏性休克转氨酶轻度

升高,例 2 移植后 3 月发生胆管炎,脾大脾功能亢进无改善目前仍有轻度胆汁淤积和轻度的血小板减

少;例 4 移植后 3 月出现腹泻缺铁性贫血给予全水解奶粉喂养补铁治疗后好转,例 7 移植后 2 月发生

急性排斥反应经治疗痊愈,例 8 移植后一直肝功能正常但仍有巨脾。移植后所有患儿的营养状态均

明显改善。 
结论 亲体肝移植是儿童罕见遗传性胆汁淤积症的有效治疗选项,评估其效果还需要较多病例资料和

长期随访资料。 
 
 
OR-0581 

CD4+组织原位记忆 T 细胞(TRM)在幽门螺杆菌 
相关胃黏膜组织的表达 

 
吴永坚,陈佩瑜,耿岚岚,李慧雯,王洪丽,叶丽萍,刘丽英,龚四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组织原位记忆 T 细胞(Tissue-resident memory T cells,TRM)是近年发现的一群 T 细胞,其特征

是不参与血和淋巴循环,长期存活于外周组织和器官中。据报道健康人胃黏膜存在一群 TRM,然而其

在幽门螺杆菌(Hp)相关胃炎的作用依然不清楚。本研究旨在研究 TRM在 HP 感染胃黏膜组织的表达

情况。 
方法 本研究收集正常组(32 例)､Hp 阳性组(15 例)､Hp 阴性组(36 例)患儿胃黏膜活检样本,采用胶原

酶消化和研磨获取细胞悬液,流式细胞仪检测 TRM表面标志 CD69+CD103+在 CD4+和 CD8+T 细胞的

表达(以淋巴细胞设门)。 
结果 Hp 阳性组(24.5%±4.3)胃黏膜的 CD4+TRM比例明显高于正常组(5.5%±2.1,P<0.01)和 Hp 阴性

组(8.5%±3.1,P<0.01),正常组和 Hp 阴性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8+TRM比例在正常

组(56.2%±8.1,P<0.01),Hp 阴性组(58.7%±7.9,P<0.01)和 Hp 阳性组(64.5%±8.5)三组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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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D4+TRM与 Hp 相关胃黏膜炎症密切相关,可能影响 Hp 相关胃炎疾病的发生发展。 
 
 
OR-0582 

四川省单中心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筛查研究 
 

熊励晶
1,欧小琴

1,李杨
1,杜敏

1,毛萌
1,2,谢晓丽

1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 儿科营养不良评估筛查工具(Screening Tool for the Assessment of Malnutrition in 
Pediatrics,STAMP)的临床应用,同时评估四川地区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营养风险及相关临床和卫

生经济学特征。 
方法 使用儿科营养不良评估筛查工具(Screening Tool for the Assessment of Malnutrition in 
Pediatrics,STAMP)对 2015 年 1 月-2017 年 3 月期间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消化科收治的因

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并将所有筛查的患儿根据评分分为低度风险组(Low Risk 
group,LR)､中度风险组(Moderate Risk group,MR)和高度风险组(High Risk group,HR),比较三组患

儿的临床和卫生经济学数据。 
结果 共纳入的评估患儿 3672 人次,其中男性 2372 人次,女性 1300 人次。2 岁及以下儿童 2021 人

次,2-5 岁儿童 803 人次,5 岁以上儿童 848 人次。筛查出低风险患儿 147 例(4.00%)､中度风险患儿

2296 例(62.53%),高度风险患儿 1229 例(33.47%)。平均住院日､住院总费用､药费､抗生素使用､全

静脉营养的使用､血制品使用不同风险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 次以上住院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不同营养风险组中本身具有营养障碍的患儿比例:低度风险组 4.08%､中度风险组 2.05%､
高度风险组 31.90%,其中重度营养不良共 146 例,主要位于高风险组。中度风险和高度风险组均以

消化道感染为 常见疾病(MR 组:66.33%;HR 组:68.27%),高度风险组较中度风险组多出口腔炎､消

化道术后､急性胰腺炎､炎症性肠病､食管疾病､消化系统结构畸形､周期性呕吐､营养不良､急性肠梗

阻。 
结论 STAMP 针对四川地区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具有较强的临床实用性。营养风险可导致疾病负

担的加重。未来需要多中心临床研究以更加全面得评估四川地区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的数据,并进行

推广,为营养支持治疗奠定基础。 
 
 
OR-0583 

Human norovirus VP1-induced miR-2277-3p contributes the 
development of diarrhea by targeting NHE3 

 
Xu Wanfu,Gong Sitang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10120 
 

 
Objective The disease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human noroviruses (HuNoVs) 
diarrhea are unknown, despite the reports have showed that successful cultivation of multiple 
HuNoVs strains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IECs) and BJAB cells. 
Methods Collection of HuNoVs from clinical and elucidation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diarrhea 
in vitro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by western blotting, real-time PCR and flow cytometry, 
luciferase and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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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imilar to hyponatremia in clinical feature that induced by HuNoVs infectious, in vitro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ajor viral capsid protein (VP1), encoded by ORF2, disrupts the 
NHE3 expression, leading to suppress Na+ absorption. Mechanically, ectopic expression of VP1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TAT3-mediated miR-2277-3p expression, which further targeted to inhibit 
NHE3 expression. Importantly, VP1 interacted with STAT3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STAT3 
phosphorylation. Ectopic expression of VP1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binding of STAT3 to the 
miR-2277-3p promoter. Inhibition of STAT3 abolished miR-2277-3p expression caused by VP1.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se data, we are the first to reveal that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HuNoVs-induced disruption of NHE3 mediated by miR-2277-3p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These 
findings uncovered a novel insight in development of new diagnostics, vaccines and therapeutics, 
and advance research on HuNoVs evolution, immunity and pathogenesis. 
 
 
OR-0584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 corrects the Chinese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s with 

immune deficiency in IL10RA-deficiency 
 

Peng Kaiyue,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Hematopoietic stem transplant is considered the only curative therapy for monogenic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s with specific immune defects such as 
Interleukin-10 Receptor deficiency. We examined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prior to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 in patients with Interleukin-10-Receptor-A deficiency. 
Methods We enrolled 7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s with typical 
manifestations. We diagnosed them with Interleukin-10-Receptor-A deficiency by the Whole 
Exome Sequencing.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s were performed in 7 patients, and 6 
received the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regimen and 1 received 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 
regimen. 
Results All 7 patients received transplants at aged from 6 months to 33 months (average 14.8 
months) with body weight ranged from 3 to 9.5 kg (average 6.4 kg). All of them had complete 
chimerism at 2-8 weeks after transplant, 5 had complete remission without evidence of graft-
versus-host-disease or infections, 1 died of chronic lung graft-versus-host-disease at 6 months 
post-transplant and another died of sepsis at 1 month post-transplant. Severe malnutrition and 
growth failure associated with Interleukin-10-Receptor-A deficiency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ost-transplant. 
Conclusions We recommend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 as a potential treatment for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ith a defined monogenetic immunodeficiency, and we 
suggest that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chemotherapy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patient with 
severe malnutrition and bowel disease. Our experience in performing this approach to one 
Interleukin-10-Receptor-A deficiency patient with the youngest age (6 months) and the lowest 
body weight (3kg) has extended this therapy to infant patients with sever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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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85 

2014 年-2015 年上海市闵行区 6-12 岁在校学生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和 1 年后的随访调查研究 

 
周颖,黄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了解上海闵行地区儿童幽门螺杆菌(Hp)的感染率,及感染后的转归和相关的高危因素。 
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上海市闵行区公立小学一所,以学校的所有学生为目标人群,于 2014
年 7 月至 8 月对在校学生进行健康体检行 13C 尿素呼气试验和唾液 Hp 抗原(HPS)检测,了解 Hp 感

染的现况,评估临床症状和相关危险因素。并在 2015 年 7-8 月对同样的人群进行随访,复查 13C 尿素

呼气试验和 HPS,再次评估临床症状和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2014 年共纳入研究对象 357 名,其中 13C 呼气试验阳性 120 名(33.6%),HPS 阳性 206 名

(57.7%)。所有患儿分为 4 组,A 组 13C 阳性+HPS 阳性共 48 名,B 组 13C 阳性+HPS 阴性共 72 名,C
组 13C 阴性+HPS 阳性共 158 名,D 组 13C 阴性+HPS 阴性共 79 名。2015 年 337 名学生参加了随访

并复查 13C 呼气试验和 HPS。随访率 94.4%,其中呼气阳性 108 名(32%),HPS 阳性 59 名(17.5%)。
(1)各组中胃 Hp 自发清除率 1.67%,唾液中 Hp 自发清除率 71.4%。(2)1 年中胃部 Hp 新发感染情

况:13C 阴性+HPS 阳性组中 151 名学生进行了随访,其中 12 名学生呼气转为阳性(7.95%),13C 阴性

+HPS 阴性组中 75 名学生进行了随访,其中 7 名学生呼气转为阳性(9.33%),转阳率两组间无显著性

差异(P>0.05),总体 Hp 新发感染率 8.4%。(3)危险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喜欢喝饮料､肥胖､不是独

生子女､家中无独立厨房､喜食素食与 Hp 感染有关。(4)唾液 Hp 的存在对三联疗法的影响:13C 阳性

+HPS 阳性中 25 名治疗后复查 13C 呼气试验,12 名转阴性,根除率为 48%。13C 阳性+HPS 阴性中

25 名患儿治疗后复查 13C 呼气试验,18 名转阴性,根除率为 72%,两组间的根除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上海闵行地区儿童中胃部 Hp 感染率为 33.6%,1 年中的新发感染率为 8.4%。儿童喜欢喝饮料

､肥胖､不是独生子女､家中无独立厨房､喜食素食与儿童 Hp 感染有关。胃部 Hp 自发清除率低,口腔

Hp 自发清除率高提示 Hp 在口腔中的存在可能是暂时的,口腔 Hp 的存在对三联治疗的根除率无影

响。 
 
 
OR-0586 

内镜下钛夹和尼龙圈套荷包缝合辅助电凝切除术 
治疗结直肠巨大息肉的临床应用 

 
方莹,李虹,高天娇,王峰,葛库库,陈一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内镜下电凝切除术治疗儿童结直肠息肉在临床应用已经非常普及和成熟。但遇到巨大广基的

息肉时,单纯内镜下切除非常容易造成肠穿孔和肠出血的并发症。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和评价内镜下

钛夹和尼龙圈套荷包缝合辅助电凝切除术治疗结直肠巨大息肉(直径大于 2.5cm)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0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消化科收治的 27 例共 33 枚结直肠巨大息肉患儿为研

究对象,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7 例巨大息肉患儿包括 P-J 综合症 11 例,家族性息肉病 9 例,炎性息肉 6 例,淋巴瘤 1 例。33
枚巨大息肉包括结肠 26 枚,直肠 7 枚。14 枚息肉的切除方法为息肉基地先使用尼龙圈套套扎,再使

用电圈套器电凝切除, 后给予钛夹夹闭,1 例术中出血,3 例术后迟发出血(经静脉止血治疗,1 例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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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2 例再次进镜钛夹夹闭出血部位,再未出血);1 例术后迟发肠穿孔,经抗感染､禁饮食､急诊内镜钛

夹夹闭治疗后成功;19 枚息肉的切除方法为电圈套器电凝切除息肉,残端使用钛夹和尼龙圈套荷包缝

合,无 1 例术中术后出血,无 1 例穿孔,无其它并发症发生。 
结论 采用金属钛夹､尼龙圈套荷包缝合辅助高频电切术,能有效预防大肠巨大息肉切除术中和术后出

血及穿孔,两种方法相比,采用荷包缝合更为有效预防和治疗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 
 
 
OR-0587 

内脏痛高敏感模型幼鼠学习记忆能力变化 
及海马 BDNF 表达改变 

 
许淳,吴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目的 采用新生期母婴分离建立幼鼠内脏痛高敏感模型,探讨内脏痛敏感性增高幼鼠学习记忆能力和

海马 CA1 区 BDNF 的表达变化。 
方法 32 只新生 SD 大鼠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16 只,分别为 M1 组和 M0 组。M1 组给予新生期母婴分

离(NMS)建立幼鼠内脏痛高敏感模型,M0 组不给予 NMS。在幼鼠 35 日龄时,两组同时接受 Morris
水迷宫检测;在幼鼠 50 日龄时,再根据是否接受结直肠扩张(CRD)刺激将 SD 大鼠分成 4 组,每组 8 只,
分别为 M1C1 组､M1C0 组､M0C1 组､M0C0 组。M1C1 组:给予 NMS 建立幼鼠内脏痛高敏感模型,
并在 50 日龄时接受结直肠扩张(CRD)刺激;M1C0 组:同样给予 NMS 建立幼鼠内脏痛高敏感模型,但
在 50 日龄时不予 CRD 刺激;M0C1 组:不予 NMS,在 50 日龄时接受 CRD 刺激;M0C0 组:不予

NMS,50 日龄时不予 CRD 刺激。M1C1 组､M0C1 组在接受 CRD 刺激后次日和 M1C0 组､M0C0 组

幼鼠一起处死,留取海马,采用 SABC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各组幼鼠海马 CA1 区 BDNF 表达情况。  
结果 随着 Morris 水迷宫训练次数的增加,定位航行试验的潜伏期和总路程明显减少,同一日期模型组

幼鼠和对照组相比,潜伏期及总游泳路程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空间探索实验中,与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幼鼠“原平台象限游泳路程/总路程”和“原平台穿越时间/总时间”和“穿越平台次数”明显较少,分
别为:2.29､25.60%､25.60%,3.53､29.30%､30.14,两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M1C1 组､

M0C1 组､M1C0 组及 M0C0 组幼鼠海马 CA1 区 BDNF 阳性细胞数百分比分别为 26.47%､40.41%､

33.86%､42.25%,新生期 MS 建立的内脏痛高敏感幼鼠海马 CA1 区 BDNF 阳性细胞数百分比明显下

降。 
结论 新生期母婴分离在导致幼鼠内脏痛敏感性增高的同时,出现海马依赖性的学习记忆能力下降,表
现为 Morris 水迷宫实验成绩下降和海马 BDFN 表达降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56 
 

OR-0588 

短链脂肪酸及其受体信号通路对食物过敏小鼠肠道 
屏障功能及调节性 T 细胞的影响 

 
朱珍妮

1,胡赤军
1,朱彬

2 
1.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食物过敏(food allergy,FA))现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公众性健康问题,近年来发病率有持续上

升的趋势, 5%左右的成年人以及高达 8%的儿童及婴幼儿对一种或多种食物过敏[1]。短链脂肪酸

(short-chain fatty acid, SCFA )是肠道菌群代谢产物中 主要的标志物之一。在机体肠道营养､肠道

微生态稳态､能量平衡维持､生理功能调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目前普遍认为 SCFAs 及其受体介

导机体炎症反应[3]。而在 FA 中,肠道是一个主要的受累脏器,所以肠道特定微生物菌群代谢产物 
SCFAs 及其受体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 FA 的发生发展。目前,尚未报道针对短链脂肪

酸及其受体信号通路对食物过敏发生机制的研究,本研究选用常见的食物过敏原卵清蛋 (ovalbumin, 
OVA)对 Balb/c 小鼠进行肠道致敏,研究食物过敏对小鼠肠道屏障功能及调节性 T 细胞的影响,从而

为防治食物过敏提供新靶点。 
方法 无受试蛋白喂养的 BALB/c 小鼠 30 只体质量 18-22g,雌雄各半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

组给予以卵清蛋白(OVA),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造模第 31 天,摘眼球取血并处死小鼠。ELISA
法测定肠黏液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sIgA)含量及血清总 IgE 及二胺氧化酶(DAO)含量.同时,采用流式

细胞术分析其脾细胞悬液中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的频率,应用不同浓度的短链脂肪酸和 
TSA(HDAC 抑制剂),分选出 CD4+CD25+Foxp3+Treg 细胞并进行细胞内因子染色,检测 IFN-γ､ TNF-
α,NF—κB 的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小鼠血清总 IgE 及 DAO 含量(A 值)显著升高,脾细胞悬液中

CD4+CD25+T 细胞数量显著降低。短链脂肪酸在小鼠 PBMC 中可能是通过抑制 HDAC 降低 NF—
κB 活性,起到抗炎作用。 
结论 通过食物过敏原卵清蛋白对 Balb/c 小鼠进行肠道致敏, 研究食物过敏对小鼠肠道屏障功能及调

节性 T 细胞的影响, 探讨短链脂肪酸及其受体信号通路的保护作用。  
 
 
OR-0589 

1 例 10 月龄婴儿淤胆性肝病 ——消化学组疑难病例讨论 
 

方峰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总结 1 例 10 月龄婴儿淤胆性肝病的诊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病例的临床诊治经过和病理结果。 
结果 以“皮肤和巩膜黄染近 1 个月,伴发热 4 天”第一次住院 10 天,临床以淤胆性肝病为突出表现。虽

发现门静脉海绵样变性和脾稍大,但不能解释其淤胆性肝病。进一步 MRCP 检查发现胆管轻度狭

窄。住院期间和出院后有间断发热伴黄疸加重和大便间断白色,再次住院后考虑需排查晚发型

Alagille 综合征,行胸椎正侧位拍片,发现胸 1-胸 5 及颈椎脊柱裂。复查 B 超出现新变化,肝肾之间可

见一长度约 6.0×1.0cm 管状囊性病灶,性质待定。行剖腹探查术+胆囊切除术+活检术。术中诊断考

虑肝脏肿瘤可能。术后病理提示慢性胆囊炎伴胆囊颈部肉芽组织增生。再次病理会诊考虑为胆囊颈

部外侧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结论 胆囊病变为婴儿期淤胆性肝病的罕见病因,动态影像学检查有助于提供诊断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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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90 

婴幼儿过敏性结肠炎 24 例临床特点及其肠黏膜中 
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的表达 

 
徐俊杰,刘秀美,张利红,魏绪霞,杜庆霞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研究婴幼儿过敏性结肠炎的临床特征及其肠黏膜组织中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的表达。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9 月—2014 年 2 月收治的 24 例过敏性结肠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并采用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和比较 24 例过敏性结肠炎患儿肠黏膜及 16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患儿的胃和十二

指肠黏膜组织,以及 18 例先天性巨结肠患儿肠切除术后近端正常的肠黏膜中 ECP 表达的差异。 
结果 24 例过敏性结肠炎中男 15 例､女 8 例,除 1 例其余均为婴儿,<6 月龄 20 例;临床表现均有血便,
其次为腹泻 15 例;1 例患儿有湿疹,3 例有药物过敏;内镜下病变主要累乙状结肠(12 例)及直肠(11 例),

常表现为黏膜红斑(21 例)､痘疹样结节(18 例)､糜烂(3 例)及溃疡(3 例)等;组织病理学表现为黏膜嗜

酸性粒细胞浸润。过敏性结肠炎患儿肠黏膜 ECP 阳性嗜酸性粒细胞个数为 42(30-60),幽门螺杆菌

感染患儿 18(15-22.75),先天性巨结肠患儿为 25.5(14.25-35),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hi-
Square=28.143,P<0.001)。 
结论 儿童过敏性结肠炎以婴幼儿多见,内镜下主要表现为黏膜红斑及痘疹样结节。肠黏膜组织中

ECP 阳性嗜酸性粒细胞数增加是过敏性结肠炎的特征性表现。 
 
 
OR-0591 

儿童嗜酸细胞性食管炎 22 例分析 
 

孙明芳,顾伟忠,彭克荣,刘明南,舒小莉,江丽琴,江米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儿童嗜酸细胞性食管炎(EoE)的临床特点､诊治方法及其进展。 
方法 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诊断治

疗的 22 例 EoE 患儿的临床和内镜特点及治疗随访情况。 
结果 ⑴临床资料:22 例 EoE 患儿,年龄 5 个月~13 岁,临床表现以呕吐､腹痛 常见,分别占

45%(10/22)､41%(9/22)。⑵胃镜食管黏膜及病理:食管黏膜粗糙 11 例(50%),充血､糜烂 6 例(27%),
纵向裂隙 5 例(23%),环形隆起 3 例(14%),颗粒状隆起 3 例(14%),正常黏膜 3 例(14%);组织病理示食

管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且计数≥15 个/HP。⑶实验室检查:13 例患儿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及计数

升高,占 62%。⑷过敏史:7 例存在过敏史,占 32%。⑸治疗情况:16 例患儿经奥美拉唑治疗后好转;2
例患儿经奥美拉唑联合顺尔宁治疗后好转;1 例饮食回避后好转,1 例饮食回避联合口服强的松治疗后

好转,2 例失访;仅 2 例治疗后复查胃镜,食管黏膜组织学恢复正常。 
结论 儿童 EoE 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内镜下食管黏膜可表现为纵向裂隙､黏膜白斑或者渗出､皱纸样

黏膜､环形隆起､颗粒状隆起等。多数患儿经质子泵抑制剂治疗可取得较好的效果,少数患儿需要回

避饮食,甚至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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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92 

胃黏膜基因芯片技术在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诊断 
及耐药性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殷国锋,舒小莉,彭克荣,平明芳 ,赵泓,刘明南,江丽琴,江米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胃黏膜基因芯片技术快速高通量检测儿童幽门螺杆菌(Hp)感染及其耐药性,评估胃黏膜基

因芯片技术在儿童 Hp 感染的诊断及其耐药性检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因恶心､呕吐､腹痛等消化系统症状在本院就诊的患儿,行电子胃

镜检查,胃镜下取 3 块胃窦部黏膜,常规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快速尿素酶试验(RUT)､Hp 分离培养并

药敏试验。并通过基因芯片技术快速检测 Hp 感染及 Hp 耐药基因情况。并对 Hp 培养和药敏检查

结果与基因芯片耐药基因检查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1. 根据 Hp 现症感染诊断依据,分为 Hp 感染组(207 例)和 Hp 非感染组(60 例)。Hp 培养阳性

169 例(均为 Hp 感染组患儿),阴性 98 例(Hp 感染组 38 例,非感染组 60 例),其诊断 Hp 感染的敏感度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和准确性分别为 81.6%､100.0%､100.0%､61.2%和

85.8%。而 Hp 基因芯片检测阳性 208 例(Hp 感染组 199 例､非感染组 9 例),阴性 59 例(Hp 感染组 8

例,非感染组 51 例),其诊断 Hp 感染的敏感度､特异度､PPV､NPV 和准确性分别为 96.1%､85.0%､

95.7%､86.4%和 93.6%。 

2. 169 例 Hp 培养阳性的药敏结果显示,灭滴灵､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依次为 77.51%､

33.72%､19.52%,全敏感株占 11.83%;未检测到四环素及阿莫西林耐药菌株。而 199 例 Hp 感染组

基因芯片检测显示,灭滴灵､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阿莫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 44.72%､63.31%､

18.09%､12.56%,全敏感株占 14.07%;未检测到四环素耐药菌株。 
3. 对 Hp 培养药敏试验及耐药基因检测均阳性的 130 例患儿进行比较,结果显示,Hp 对灭滴灵耐药性

的符合率为 76.2%,灭滴灵敏感符合率为 19.7%;对克拉霉素耐药符合率为 52.2%,克拉霉素敏感符合

率为 92.8%;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符合率为 58.3%,左氧氟沙星敏感符合率为 89.6%。 
结论 1. 胃黏膜 Hp 基因芯片技术能快速诊断 Hp 感染,其敏感性和准确性高于 Hp 培养; 
2. 胃黏膜基因芯片技术可用于儿童 Hp 感染的快速诊断和耐药性分析。 
 
 
OR-0593 

PTPRR maintains multipotency of ENS progenitor and 
development of ENS 

 
tian jiao1,Shu Zhen1,Wang Baoxi1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2.Department of Biopharmaceuticals, College of Pharmacy,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Objectiv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etiology of HSCR,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HSCR 
associated PTPRR in the multipotent of ENS progenitor and development of ENS was explored. 
Methods Genetic intervention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TPRR in biological 
function of ENC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S and to elucid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involv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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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TPRR between HSCR and the control subjects by using 
microarray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the colon of HSCR tissues as reflected by western-blot or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es. Meanwhile, PTPRR protein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cytoplasmic 
area of primary culture ENCCs and with co-expression pattern with Sox10 whil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differention inducing by fetal bovine serum or neurotrophic factors. After 
adenovirus transduction, the ENCCs maintain undifferentiated patterns in Adv-PTPRR Exp-RNA 
group and with significant increased EdU positive immunofluorescence while it with apparent 
differentiated patterns 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EdU positive immunofluorescence in Adv-
PTPRR shRNA group. The development of ENS was stunted in Adv-PTPRR shRNA group while 
there was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dv-PTPRR Exp-RNA group and control. The 
expression of ERK1/2 activated by GDNF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reflected by western-
blot or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es after genetic modulation in Adv-PTPRR Exp-RNA group 
while it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Adv-PTPRR shRNA group.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PTPRR was related to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ENCCs which confirmed the role of PTPRR to maintain multipotent of the ENS 
precursor cells and and establish the PTPRR proteins as negative regulators of MAPK/ERK1/2 
signalling cascades in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demonstrate their involvement in 
pathophysiology of HSCR 
 
 
OR-0594 

高通量测序检测慢性腹泻儿童 FMT 治疗前后肠道菌群变化 
 

何嘉怡,舒赛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了解 FMT 对慢性腹泻儿童的治疗作用及对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结构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 例经标准或常规药物治疗无效或症状反复发作的慢性腹泻病患儿,观察患儿临床症状变

化情况,并收集其 FMT 治疗前后的粪便标本,利用 Illumina MiSeq 测序平台对细菌的 16S rRNA 基因

V3~V4 区进行高通量测序并进行生物信息分析。 
结果 FMT 治疗可有效改善患儿临床症状,增加患儿肠道菌群多样性。在门水平上,变形菌门在 3 例患

儿中的相对比例均有明显下降;厚壁菌门及拟杆菌门在 2 例患儿中的相对比例有不同程度上升。在

属水平上,相对丰度增长 1 倍以上的肠道菌群包括拟杆菌属､另枝菌属､柔嫩梭菌属､双歧杆菌属､巨

单胞菌属及真杆菌属;相对丰度下降超过 50%的肠道菌群包括:链球菌属､大肠杆菌志贺菌属､枸橼酸

菌属､肺炎克雷伯菌属､丹毒丝菌属､芽孢杆菌属､嗜胆菌属､梭菌属､假丁酸菌属及布劳特式菌属。 
结论 FMT 治疗可改善慢性慢性腹泻患儿临床症状,增加肠道菌群多样性,促进肠道微生态平衡。 
 
 
OR-0595 

孕期开始的维生素 A 缺乏降低 LPS 感染的 
仔鼠肠道上皮屏障功能 

 
肖露,崔婷,李莹莹,高媛,杨亭,李廷玉,陈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利用孕期开始的维生素 A(VA)缺乏大鼠模型,通过脂多糖(LPS)模拟肠道感染,研究 VA 营养状态

对肠上皮屏障功能的作用,探讨 VA 缺乏对肠上皮屏障抗感染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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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构建孕期开始的 VA 正常(VAN)和 VA 缺乏(VAD)大鼠模型,给予 6 周龄仔鼠 LPS 灌胃诱导肠道

感染,3 天后处死大鼠,收集血清及新鲜结肠组织。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检测血清视黄醇水

平;ELISA 试剂盒检测大鼠血清二胺氧化酶(DAO)浓度; RT-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技术分别测定结

肠组织视黄酸受体 β(RARβ)､Toll 样受体 4 和紧密连接蛋白 ZO-2 的变化情况。  
结果 VAD 组血清视黄醇平均浓度明显低于 VAN 组,LPS 处理后 VAN 组血清视黄醇水平明显降低,
双因素分析发现 VA 营养水平与 LPS 处理均是影响血清视黄醇水平的独立因素(P<0.0001 和

0.0359),但影响血清视黄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 VA 营养水平(P<0.0001)。同时,LPS 感染后可以引起

血清中 DAO 水平明显升高,双因素分析表明,VA 水平(P=0.0481)及 LPS 处理(P<0.0001)均是血清中

DAO 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且引起 DAO 水平升高的主要因素是 LPS(P<0.0001)。此外,VAD 大鼠结

肠粘膜组织中的 RARb､TLR4 和 ZO-2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较 VAN 组显著降低。LPS 处理

后,RARb 的表达水平在 VAN 组进一步降低(P<0.05),而无论有无 LPS 处理,VAD 组大鼠结肠粘膜组

织中 TLR4 和 ZO-2 的表达水平始终低于 VAN 组(P<0.05)。 
结论 孕期开始的 VA 缺乏主要降低血清视黄酸水平及结肠紧密连接蛋白 ZO-2 的表达,LPS 处理上

调血清 DAO 水平及肠上皮细胞 TLR4 的表达,而 RARb 的表达水平受到 VAD 及 LPS 的交互作用,提
示 VA 缺乏可能会降低仔鼠肠道的天然免疫调节能力,降低肠道屏障功能,从而影响肠道的抗感染能

力。 
  
 
 
OR-0596 

Infliximab corrects gut microbial dysbiosis of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but is underpowered to 

enrich multiple SCFA-producing bacteria 
 

Zhang Ting,Wang Yizhong,Hu Hui,Xiao Yongmei,Li Dan,Yu Guangju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40 

 
 
Objective Crohn’s disease (CD) is kn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gut microbial dysbiosis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diversity and imbalances in the intestinal microbiome. Infliximab (IFX) 
is increasingly used to treat pediatric CD, however, the rate of losing response is high.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haracterize the gut microbiota community composition in pediatric CD patients 
and access its dynamic changes during infliximab maintenance treatment. 
Methods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was utilized to compare the fecal bacter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of pediatric C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fliximab treatment with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Results Through metataxonomic analysis of the V3–V4 regions of bacterial 16S ribosomal DNA, 
we investigated the fecal microbiota in a cohort of pediatric CD individuals demonstrating a 
reduced diversity and an altered structure in the gut microbial community. The fecal microbiota 
showed a decrease in the level of SCFA-producing bacteria Blautia, Coprococcus, 
Faecalibacterium, Lachnospira, Odoribacter and Roseburia in the pediatric CD subjects before 
IFX treatment, while aggressive genus Enterococcu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urthermore, 
different metabolic pathways were enriched in the fecal microbiota of healthy and CD patients. 
IFX treatment shifted the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pediatric CD patients 
toward healthy status, which maintain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reatment. However, multiple SCFA-
producing bacteria were not increased to the health control levels. 
Conclusions The imbalance in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was observed in the stool samples, 
significantly reflected the intestine dysbiosis. IFX treatment diminished the CD associated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but was underpowered to enrich some SCFA-producing bacteria. These 
results underscore the requirement of expanding SCFA-producers during IFX treat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recurrence or loss of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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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97 

儿童腹胀的临床特点及病因分析(附 1561 例报道) 
 

赵茜茜,李中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儿童腹胀的临床特点及病因,为临床诊疗提供帮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有腹胀表现的 1561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
病理结果及疾病诊断等临床资料。 
结果 1561 例患儿中男性 938 例,女性 623 例;新生儿(<28 天)823 例,婴儿(28 天-1 岁)307 例,幼儿(1-
3 岁)186 例,学龄前儿童(3-6 岁)120 例,学龄儿童(6-12 岁)106 例,青春期(12-18 岁)19 例。除腹胀外,
其他伴随症状:新生儿､婴儿､幼儿期均以呕吐为主(分别占 64.3%､67.1%､80.6%),学龄前组､学龄组､

青春期组则以呕吐､腹痛为主(分别为 84.2%､85%;88.7%､87.7%;89.5%､89.5%)。伴随体征:新生儿

组､婴儿组以肠鸣音减弱或消失为主(分别占 35.7%､19.2%),幼儿组､学龄前､学龄组､青春期组均以

腹部压痛为主(分别占 39.2%､55.8%､71.7%､68.4%)。腹部平片:新生儿组以肠道充气扩张为主(占

43.6%),其余各组以肠道充气扩张伴液气平为主(分别为 61.9%､68.3%､65%､67.0%､52.6%)。339

例患儿完善组织病理学检查,其肠组织病理结果:新生儿组以肠粘膜下神经节细胞体积小､数量少或发

育差为主(占 39.6%),婴儿组以肠道炎症､出血､坏死为主(占 26%),其余各组以阑尾炎为主(分别为

66.3%､78.0%､65.9%､83.3%)。主要诊断:新生儿组以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为主(占 34.4%),功能性腹

胀次之(占 33.3%);婴儿组以肠梗阻为主(占 36.8%),消化道畸形次之(占 25.7%);幼儿组､学龄前组､学

龄组､青春期组均以肠梗阻为主(分别为 52.2%､51.7%､62.3%､52.6%),阑尾炎次之(分别占 27.4%､

34.2%､23.6%､26.3%)。 

结论 不同年龄儿童腹胀病因各异,新生儿腹胀以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为主要病因,婴儿､幼儿､学龄前､

学龄期､青春期均以不同病因的肠梗阻为主。临床医生应掌握不同年龄儿童的腹胀原因,准确诊断,避
免误诊误治。 
 
 
OR-0598 

Mutations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in 
pediatric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代东伶,周少明,文飞球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6 
 

 
Objective NAFLD is now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liver disease in children. Through several 
mechanisms are proposed, the pathogenesis of NAFLD is still not clear.  
Methods Exon sequencing is performed on blood samples from 100 subjects which comprise 39 
children with NAFLD and 61 healthy obese children.  
Results 177 variants involved 30 genes are identifed between NAFLD and control group. The 
functions of the variants ar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rough PPI analysis and Go term enrichment 
analysis.  
Conclusions 2 variants (rs2306986 and rs3792683) located in MTTP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distributed in the two groups which indicates MTTP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AF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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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99 

脂肪酸结构通过内质网应激-自噬通路对肠屏障功能的调控机制 
 

戴丽娜
1,2,颜伟慧

1,言君凯
2,张天

1,2,陈颖伟
1,蔡威

1,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不同的脂肪酸结构影响 Caco-2 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可能的机制。 
方法 建立单层 Caco-2 肠上皮细胞屏障模型,分组处理:对照组､内质网应激阳性对照衣霉素组(Tu)､

100μM 棕榈酸组(Pa)､40μM 棕榈酸+60μM 油酸组(P4O6)､40μM 棕榈酸+40μM 油酸+20μM 亚油酸

组(P4O4Y)及 40μM 棕榈酸+40μM 油酸+20μM 亚麻酸组(P4O4M)。检测药物处理 24 小时后各组细

胞跨上皮电阻(TER)及细胞旁 FITC-葡聚糖通透性变化。荧光显微镜观察自噬小体动态变化､qRT-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胞 sXBP1､BIP､UCP2､PERK､LC3A/B､Beclin1､P62 等分子基因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变化。 
结果 与干预前相比,Pa 和 P4O6 组干预使 TER 下降明显(分别为 369.7±8.7 和 654.0±8.2 vs 
809.7±13.2Ω·cm2 , P<0.05),与此同时,两组的细胞旁通透性显著增加,变化值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

意义(分别为 11609.7±122.9 和 5617.0±197.9 vs 4049.2±177.6 ng/ml, P<0.001);当亚麻酸或亚油酸

部分替代油酸､棕榈酸后,显著缓解了 TER 的降低和通透性的升高。荧光显微镜下见 P4O4Y 和

P4O4M 组胞内自噬小体点状聚集。qRT-PCR 及 Western blot 显示,与对照组相比,Pa 组的 sXBP1､

BIP､UCP2 ､LC3A/B､Beclin1､P62 均升高;P4O4Y､ P4O4M 与 Pa 相比上述蛋白均下调。 

结论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ω-9 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减轻棕榈酸造成的肠屏障损伤,其机制可能是通

过内质网应激提高细胞自噬水平。 
 
 
OR-0600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的临床探讨 
 

张娟,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总结我院 2010 年 1 月-2017 年 3 月应用英夫利昔单抗(类克)治疗的儿童炎症性肠病患儿的病

例资料。记录年龄､性别､疾病名称､用药前疾病评分(PCDAI､PUCAI)的疾病严重程度。所有患儿用

药前均完善血 CMV､EB 抗体及 DNA-PCR､T-SPOT 检测､术前免疫八项､血常规及 CRP､便培养､便

难辨梭菌､便找寄生虫检测,行 PPD 皮试及胸片,除外合并感染方能输注。把输注 1 次类克按 1 人次

记录,记录总应用人次,单人应用次数,并记录用药过程中有无不良反应。部分疗效欠佳患儿进行类克

抗体及类克抗抗体检测。 
结果 期间共收治炎症性肠病患儿 27 例,年龄范围 10 月-13 岁,其中 2 岁以内发病 12 例,2~6 岁 5
例,6 岁以上 10 例。诊断克罗恩病 14 例,溃疡性结肠炎 9 例,未定型 4 例。其中 7 例患儿(6 例 CD 及

1 例 UC)应用英夫利西单抗治疗,6 例 CD 均为中/重度活动,1 例 UC 为重度活动,研究期间共应用类

克 49 人次。1 例 CD 患儿用药前 PPD 皮试 2+,T-SPOT 阴性,未找到其他结核病灶,给予口服异烟肼

及利福平后 2 周开始首次应用类克,之后监测 T-SPOT 及胸片均无异常。1 例 CD 患儿 多应用过

14 次,在应用后期效果欠佳,查抗类克抗体滴度升高 150ng/ml(参考值<30),TNF-α 升高 26.1pg/ml(与
疾病活动有关,参考值<8.1),后改用免疫抑制剂治疗。1 例患儿用药 3 次后疗效欠佳,完善类克血药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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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测定明显偏低 0.04ug/ml(参考值>0.5),抗类克抗体滴度不高<4ng/ml(参考值<30),调整第 4 次药物

剂量为 10mg/kg,目前还在随访中。1 例患儿在第 3 次应用类克过程中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停用药物,
给予肾上腺素肌注及对症治疗后好转,后改为其他药物治疗。其余患儿治疗效果均较好。 
结论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效果较好,但可能发生严重过敏反应,做好用药前准备,备好急

救药物,可减轻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结局。对于英夫利西单抗效果欠佳患者,及时检查类克抗体及抗

抗体滴度,可为临床医师调整治疗方案提高可靠依据。目前随访患儿未发现与此药应用相关的肿瘤

发生。 
 
 
OR-0601 

运用 Graham 列线图对 H.pylori 感染的 
儿童使用伴同疗法根除治疗的研究 

 
樊程,朱莉,龙梅,熊妍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运用 H.pylori 列线图(Graham 列线图)了解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根除治疗中伴同疗法(PPI+阿莫

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在本地区的治疗效果,有效地预测临床试验结果。 
方法 查阅资料了解中国各地区 H.pylori 感染的耐药率及采用伴同疗法根除率情况,根据资料绘制伴

同疗法 H.pylori 列线图(根除率为纵坐标,耐药率为横坐标);了解贵阳地区抗生素耐药率情况,在
H.pylori 列线图得到相应的根除率。对贵阳市儿童医院确诊的 H.pylori 感染的患儿(50 例),使用伴同

疗法(PPI+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规范治疗 2 周,停药 4 周后,使用 13C 呼气试验了解 H.pylori
根除情况,根除率=13C 呼气阴性的患儿/伴同疗法治疗的患儿(50 例)。上述试验所得根除率如果点落

在所绘制的 H.pylori 列线图连线上或非常靠近连线,则提示研究结果可靠。 
结果 该方案的根除率结果落在 H.pylori 列线图上或非常靠近连线,根除率可靠,且根除率>90% 
结论 根据 Graham 列线图评价伴同疗法在本地区 H.pylori 感染的儿童根除治疗中的价值。 
 
 
OR-0602 

白细胞介素 10 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儿童食物过敏发病相关性研究 
 

孙晋波,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 10 受体 1(interleukin-10 receptor1,IL-10R1)外显子基因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与儿童食物过敏发病的关系,比较不同群体的表型差异及其对食物

过敏的易感性,从分子水平探讨食物过敏的发病机制。 
方法 食物过敏组 40 例, 健康组 20 例。两组儿童在年龄､性别方面无差异。对所有儿童的 IL10R1 5
个位点进行基因测序。 
结果 rs2228055 位点:食物过敏组基因型 AA､GG､AG 频率分别为 45.0%､17.5%､35.5%,对照组该 3

种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35.0%､50.0%､1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541, P=0.023);食物过敏组等

位基因 A､G 频率分别为 63.7%､26.3%,对照组该 2 种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42.5%､57.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4.904,P=0.027)。5､rs2229115 位点:食物过敏组基因型 CC､TT､CT 频率分别为

25.0%､45.0%､30.0%,对照组该 3 种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30.0%､40.0%､3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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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0.202, P=0.904);食物过敏组等位基因 C､T 频率分别为 40.0%､60.0%,对照组该 2 种等位基因

的频率分别为 45.0%､5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3,P=0.760)。 
结论 IL-10R1 rs2228055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儿童食物过敏的发病有关,该位点等位基因 A 频率的增

加可能使儿童食物过敏易感性增加。 
 
 
OR-0603 

STUDY ON GE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 
 

Xiao Yuan,Xu Chundi,Gong Biao,Wang Xinqiong,Guo Yan,Xu Xu,Yi Yu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5 

 
 
Objective To date, there are few studies in pediatric chronic pancreatitis (CP)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discover clinical features and genetic variation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CP,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race, geography and culture between foreigners and the Chinese. 
In addition,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was applied in children 
with CP. The outcomes of ERCP on pediatric CP still need further study. 
Methods Methods: We did a retrospetive study on clinical features in 94 CP children. Additionally,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peripheral white blood cells in 56 CP and 13 recurrent acute 
pancreatitis (RAP) children. We used Illumina Miseq platform and sequenced exons and flanking 
sequences of the following 11 genes: PRSS1, SPINK1, CFTR, CTRC, PRSS2, CASR, CTSB, 
KRT8, CLDN2, CPA1 and ATP8B1. Finally, we did an analysis of types of operation, findings of 
ERCP and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ERCP. 
Results Among 94 childeren with CP, the main etiological factors were idiopathic (61) and 
anomalies in anatomy (25). Of the patients, 93 had suffered abdominal pain, most pain attacks 
(93.3%) were moderate-to-severe. In the last 6 months, the median number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s was 2, the median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was 29 days, the median duration 
absenteeism was 30 days and the median of duration of symptoms prior to diagnosis was 6 
months. Weight standard score (SDS), BMI SDS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SDS in children 
with CP were lower than normal. After applying NGS among 69 patients with CP and RAP, there 
were 45 children harboring pathological SNVs associated with pancreatitis in the following genes: 
PRSS1, SPINK1, CFTR, CASR, CTSB, CTRC and KRT8. Mutations in SPINK1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pancreatic intraductal stones (OR 11.07, p=0.003). 204 ERCPs were performed on 129 
pediatric patients older than 1 year of age. The success rate of ERCPs in our center was 99.5%. 
There were 157 ERCPs in 84 pediatric CP.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ERCP were 
hyperamylasemia (58 cases) and post-operation pancreatitis (35 cases). However, 5 patients 
suffered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hen hyperamylasemia was excluded, the total complication 
rate was 31.7%. There was a lower risk of post-operation pancreatitis in patients who had two or 
more ERCPs (OR 0.171, p=0.001). 
Conclusions The common etiological factors in Chinese pediatric CP were idiopathic and 
anomalies in anatomy. When compared to normal children, CP patients had a lower weight SDS 
and BMI SDS. Mutations in PRSS1, SPINK1 and CFTR were common causes in idiopathic CP. 
Mutations in SPINK1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pancreatic duct stones. There was a high success 
rate of ERCP in pediatric patients older than 1 year of age. ERCP was a good fit for CP treatment. 
After ERCP, a higher complication rate was observed, especially in pancre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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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04 

昆明地区 12932 例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的调查 
 

王美芬
1,符甜甜

1,2,王明英
1,段金涛

1,邓成俊
1,方佳慧

1,李娟
1,刘四香

1,徐苏琦
1 

1.昆明市儿童医院 
2.大理大学在读研究生 

 
 
目的 探讨昆明地区伴有消化道症状儿童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的流行情况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昆明市儿童医院就诊并伴有消化道

症状的 3-18 岁 12932 例儿童行 13C 尿素呼气试验检查,13C 尿素呼气试验阳性作为 HP 现症感染的

指标,并在不同年龄段及男女性别间做比较 
结果 昆明地区伴有消化道症状儿童总受检人数为 12932 例,男孩 6874 例,女 6058 例,HP 感染阳性

3114 例,总阳性率 24.08%,男孩 HP 感染阳性率 24.82%(1706/6874),女孩 HP 感染阳性率

23.24%,(1408/6058),不同性别 HP 感染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376, P<0.05);不同年龄

组 3~<7 岁､7~<11 岁､11~<14 岁､14~<18 岁､HP 感染率分别为 23.14%､23.93%､26.35%､36.08%,

随年龄的增长 HP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比较,其中 7~<14 岁､14~<18 岁两年龄段

HP 感染阳性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各年龄段受检者进一步按性别分组分析,结果显示

11~<14 岁年龄段男孩感染率高于女孩,男､女孩 HP 感染率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昆明地区儿童 HP 感染随年龄的增长而呈上升趋势,男孩女孩的 HP 感染具有差异性,男孩感染

略高于女孩,11-14 岁年龄段男女孩 H. pylori 感染具有差异性,男孩高于女孩,相对于 5 年前昆明地区

HP 感染率有所下降。 
 
 
OR-0605 

24 小时动态 pH 阻抗监测在诊断难治性咳嗽中的应用 
 

茹颖,姚丹,李正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应用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技术记录临床怀疑胃食管反流导致的难治性咳嗽患儿的胃食

管反流特点,并分析两者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儿科门诊的 5 例怀疑胃食管反流导

致的难治性咳嗽患儿进行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分析其胃食管反流的特点以及胃食管反流与

难治性咳嗽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5 例患儿中男孩 1 例(20%)､女孩 4 例(80%)。患儿 小年龄 3 岁, 大年龄 8 岁,平均年龄

(4.6±2.0)岁, 小身高 105 厘米, 大身高 140 厘米,平均身高(115±14)厘米。5 例患儿在监测期间共

发生 296 次反流,其中酸反流 187 次(63.2%),弱酸反流 109 次(36.8%)。此外,餐后反流共 205 次,占
所有反流次数的 69.3%,其中餐后酸反流 123 次(60%),弱酸反流 82 次(40%)。5 例患儿在监测期间

共记录 51 次咳嗽症状,其中 33(64.7%)次发生在胃食管反流前后 5 分钟内,反流与咳嗽有较高的相关

性。与咳嗽相关的 33 次反流中酸反流 19(57.6%)次,弱酸反流 14(42.4%)次。 
结论 发生于幼儿的胃食管反流多为酸反流,其次为弱酸反流。餐后反流次数明显增加,并且多为酸反

流。咳嗽症状与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临床上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且排除过敏

性咳嗽的难治性咳嗽应考虑胃食管反流导致难治性咳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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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06 

抗幽门螺杆菌序贯疗法临床疗效及其与 23S rRNA 点突变的相关

性分析 
 

丘小汕
1,罗家铭

2 
1.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抗幽门螺杆菌 10 天序贯疗法(简称序贯疗法)是目前较理想的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根除方案,但随着 Hp 耐药菌的产生其根除率也随之降低,且其临床疗效存在显著的地域差

异性,据报道部分地区的根除率已接近或低于根除率按试验方案分析(PP)>85%､意图治疗分析

(ITT)>80%的临界值。本研究试图通过评估序贯疗法目前在本地区儿童 Hp 感染治疗的临床疗效及

根除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序贯疗法根除 Hp 失败与 23S rRNA 点突变的相关关系,探讨序贯疗法失

败的可能原因。 
方法 经 13C 呼气试验确诊 Hp 感染的患儿 104 例,予序贯疗法根除 Hp,予益生菌､质子泵抑制剂等辅

助治疗 4~6 周,在停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等药物 1 个月后复查 13C 呼气试验,13C 呼气试验转阴即为

根除 Hp 成功,统计序贯疗法的根除率,并记录有无副作用､过敏反应等。104 例患儿中的 46 例在根

除治疗前收集患儿粪便标本,提取粪便标本中的 Hp DNA,用巢式 PCR 扩增 23S rRNA 基因片段,扩
增出的片段用 sanger 法测序,统计 23S rRNA 点突变的情况,并结合此 46 例患儿的序贯疗法疗效分

析两者的相关性。 
结果 104 例 Hp 患儿在序贯疗法治疗中,2 例出现皮疹等过敏反应中途换方案,1 例失访。其根除率

(PP)为 85.1%(86/101),95%CI(78.1%, 85.7%),按 ITT 为 81.9%(86/104),95%CI(78.1%, 85.7%)。
此外,46 例予序贯疗法治疗前留取粪便标本的患儿中,38 例根除 Hp 成功,其中发现 23S rRNA 点突

变 6 例;另外 8 例根除失败,其中发现 23S rRNA 点突变 5 例。序贯疗法根除失败与 23S rRNA 点突

变的相关系数为 r=0.383(P=0.005,<0.05)。 
结论 1､珠三角地区序贯疗法根除儿童 Hp 感染的根除率已接近一线治疗要求的临界值,提示序贯疗

法根除儿童 Hp 感染面临挑战。 
2､抗 Hp 10 天序贯疗法根除 Hp 失败与 23S rRNA 点突变有关,有条件的医院在 Hp 根除治疗前检测

23S rRNA 基因,如发现存在该突变不建议用序贯疗法治疗。 
  
 
 
OR-0607 

婴幼儿功能性胃肠病与牛奶蛋白过敏的相关性研究 
 

冯博文,付四毛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探讨婴幼儿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FGIDs)与牛奶蛋白过敏(cow’s 
milk protein allergy,CMA)的相关性研究。因为两者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因此假设牛奶蛋白过敏和

婴幼儿功能性胃肠病的关系密切。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市博爱医院确诊的

牛奶蛋白过敏患儿作为观察组,同期健康体检无牛奶蛋白过敏的健康婴幼儿为对照组。CMA 的诊断

是根据患儿病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牛奶蛋白回避及牛奶蛋白激发试验等。由消化科专业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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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询问两组婴幼儿父母相关病史,以调查问卷形式评估胃肠道症状,问卷标准按照 FGIDs 罗马Ⅳ标

准。 
结果 84 名病例组婴幼儿(平均年龄 14.07±7.18 月,男性 53.6%)和 84 名对照组婴幼儿(平均年龄

13.74±7.61 月,男性 57.1%)参与研究。84 例病例组中有 38 例(45.2%)符合罗马Ⅳ版诊断 FGIDs 的

标准,而 84 例对照组有 9 例符合罗马Ⅳ版诊断 FGIDs 的标准(-,P=0.00),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罗

马Ⅳ版诊断 FGIDs 的标准中婴儿反流､功能性便秘,病例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对于反

刍综合征､周期性呕吐综合征､婴儿绞痛､功能性腹泻､婴儿排便困难,病例组和对照组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婴幼儿 FGIDs 和 CMA 有着密切联系,在婴幼儿中,CMA 是 FGIDs 的高风险因素,在早期识别及

预防 FGIDs 起着重要作用。另外,在 FGIDs 罗马 IV 标准中,婴幼儿 FGIDs 的诊断标准得到了进一步

完善。预期这些修订将改善婴幼儿 FGIDs 的临床治疗及预防。 
 
 
OR-0608 

回顾性分析中国中部多中心≤18 岁 87 例原发性胃肠道非霍奇金

淋巴瘤的发病年龄､解剖部位､临床分型对预后的影响 
 

段元冬,尹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回顾性分析≤18 岁的 87 例 PGIL 的临床资料,探讨发病年龄､解剖部位､临床分期对预后的影

响。 
方法 1､收集 2004 年 4 月 1 日-2016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中部六家大型医院收治的≤18 岁 87 例

PGIL 的临床资料及预后等进行回顾性分析;2､标准:按 Dawson 1961 年提出的诊断标准;病理诊断标

准:参照 WHO-2015 淋巴系恶性肿瘤分类标准;临床分期:参照胃肠道淋巴瘤改良 Ann-Arbor 分期系

统的 Musshoff 分期系统; 
结果 一､临床资料:1. 87 例≤18 岁 PGIL 占同期 NHL 的 9.5%;2.病变部位:小肠 51 例(58.6%),回盲部

+阑尾 29 例(33.3%);the colon and rectum 6 例(6.9%),胃 1 例(1.2%);3.病理:DLBCL 41 例

(47.2%),BL 37 例(42.5%),MALT 淋巴瘤 5 例(5.7%),T-NHL 4 例( 4.6%);4.临床分期:Ⅰ期:9 例

(10.3%),Ⅱ期:21 例(24.2%),Ⅲ期:35 例(40.2%),Ⅳ期:22 例(25.3%);5.预后:存活 44 例(50.6%),死亡

36 例(41.4%),失访 7 例(8.0%);二､80 例随访病例统计学分析:1､PGIL 预后的单因素分析:不同年龄

组､病变部位､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腹水)､化疗情况对预后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2､回盲部+

阑尾 PGIL 的预后明显优于小肠;3､比较临床分期 I+II 期的预后､中位生存期､3 年生存率明显优于

III+IV 期(P<0.001);4､COX 回归分析预后的多因素分析:未化疗或部分化疗的患者发生死亡是全程化

疗的 3.412 倍,有腹水患者发生死亡是无腹水患者的 1.832 倍。 
结论 1､PGIL 起病隐匿,故临床上对不明原因体重下降或不增､腹痛､腹部包块､贫血患者要考虑

PGIL;2､≤18 岁的 PGIL 的病理类型以 DLBCL 与 BL 为主;发病年龄､病变部位､临床分期与预后有关;
尤其有腹水患者的死亡风险更高,坚持全程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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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09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非甲基化 CpG-ODN 对食物过敏幼鼠模型外

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意义 
 

郑成中 
解放军第三 0 六医院 100101 

 
 
目的 探讨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ipose Derived Stem Cells,ADSC)和非甲基化胞嘧啶鸟嘌呤核苷酸

(非甲基化 CpG-ODN)对卵清蛋白食物过敏幼鼠模型体内 OVA-IgE,CD4+CD25+Treg 的干预作用,
以及诱导食物过敏免疫耐受机制。 
方法 取 6-8 周龄 SPF 级 BALB/c 小鼠进行 ADSC 提取､分离､传代､冻存待用;将 40 只 2-3 周龄

BALB/c 雌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过敏组､ADSC 治疗组和非甲基化 CpG-ODN 治疗组,每组 10 只;
使用卵清蛋白(OVA)建立食物过敏模型,对照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替代;其中 ADSC 组在建模第 15
､30d 给予腹腔注射 ADSC(1×106个/只),CpG-ODN 组在每次灌胃激发前 1h 给予腹腔注射非甲基化

CpG-ODN(40ug/只)溶液。检测 OVA-IgE, 流式细胞仪检测小鼠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值。 
结果 ADSC 组(8.4±0.6)､CpG-ODN 组(8.6±1.7)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值均高于过敏组

(7.3±1.1)(均 P<0.05);ADSC 组(8.4±0.6)与 CpG-ODN 组(8.6±1.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和非甲基化 CpG-ODN 的治疗均可以降低食物过敏小鼠血清中 OVA-IgE 的

值,提高食物过敏小鼠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表达水平和降低特异性 IgE (OVA-IgE)含量;它
们在食物过敏中诱导免疫耐受发挥一定作用。 
 
 
OR-0610 

隐源性多灶性溃疡性狭窄性小肠病—病例讨论 
 

耿岚岚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隐源性多灶性溃疡性狭窄性小肠病(cryptogenic multifocal ulcerous stenosing 
enteritis,CMUSE)临床特点及随访结果。 
方法 一例男性患儿,5 岁,因“确诊消化道多发溃疡 6 月余,发现面色苍白 5 天”,入院,行肠道出血核素扫

描发现小肠多处渗血。行手术探查及术中内镜。确诊后予肠内营养､激素美莎拉嗪及英夫利昔等治

疗,并随访。 
结果 手术探查发现:距回盲部 80cm 开始,可扪及多发散在､跳跃分布的回肠肠管局部肠壁增厚,质地

稍韧,其浆膜可见局部毛细血管增多,类似病变约有 10 处,累积肠管范围约有 100cm。取距回盲部

100cm 处病变肠段切除送冰冻活检,提示(回肠)送检肠管镜下见局灶粘膜糜烂､溃疡,粘膜下层较多炎

症细胞浸润,肌层完整,肌间神经丛内可见神经节细胞。未见明确胃粘膜异位。术中肠镜检查,经回肠

切口分别进入肠管近端和远端观察:见病变肠管粘膜充血水肿,多发狭窄,狭窄口直径约 0.6-1.2cm,周
边粘膜充血水肿,中央见白色环形假性膜状物。两狭窄段之间粘膜充血,绒毛萎缩,未见明显溃疡及鹅

卵石样增生,行部分病变肠段切除。确诊后予肠内营养､激素､美莎拉嗪及英夫利昔等治疗,发现肠内

营养､激素治疗有效,但依赖;美莎拉嗪及英夫利昔治疗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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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MUSE 在中国儿童罕见,肠内营养､激素治疗对本例患儿有效,但依赖;美莎拉嗪及英夫利昔治

疗无效。 
 
 
OR-0611 

幽门螺杆菌感染诱导胃上皮细胞 miR-155 表达的意义 
 

曾敬清,蒋丽蓉,邓朝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 miR-155 在幽门螺杆菌感染性胃炎患儿胃黏膜组织的表达意义以及对胃上皮细胞生物学

功能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4 例慢性胃炎患儿的胃黏膜组织,以及体外 H. pylori 感染胃上皮细胞株(GES-1),采用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胃黏膜组织和胃上皮细胞株 miR-155 的表达。通过转染使胃上皮细胞 miR-
155 高表达,采用 CCK8 法､划痕实验的方法检测 miR-155 对胃上皮细胞增殖､迁移等生物学功能的

影响。 
结果 real-time PCR 结果示 H. pylori 感染阳性的胃黏膜组织 miR-155 表达水平高于非感染者,体外

H. pylori 感染诱导胃上皮细胞 miR-155 高表达;CCK-8､划痕实验结果示 miR-155 高表达可促进胃上

皮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 
结论 体内外实验证实 H. pylori 感染促进胃黏膜表达 miR-155,并影响胃上皮细胞的生物学功能而调

节黏膜屏障功能。 
 
 
OR-0612 

不同评分系统在预测儿童急性重症胰腺炎中的评价效能比较 
 

李伟然,汪志凌,万朝敏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早期识别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对于此病的治疗和预后均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目前,在儿童中,
有关急性胰腺炎评分系统评价效能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比较不同评分系统预测小儿 SAP 的评

价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我院收治的 112 例急性胰腺炎(AP)患儿的临床资

料。根据 2012 年更新的亚特兰大分类标准,将 AP 的严重程度分为轻､中､重三型。通过分析小儿

JPN､DeBanto､BIASP 以及 Glasgow 评分系统对小儿 SAP 预测的灵敏度､特异度､比值比,受试者工

作曲线下面积(AUC)等指标,比较各个评分系统预测儿童 SAP 的效能。 
结果 在 112 例 AP 中,轻型 70 例(62.5%),中型 33 例(29.5%),重型 9 例(8%),各型均无死亡病例。小

儿 JPN(≥3 分)､DeBanto(≥3 分)､BIASP(≥3 分)以及 Glasgow(≥3 分)评分系统预测小儿 SAP 的 AUC

分别为:0.720(95%CI 0.528-0.912)､0.634(95%CI 0.434-0.835)､0.638(95%CI 0.464-0.812)､
0.779(95%CI 0.621-0.936)。其中,小儿 JNP(≥3 分)以及 Glasgow(≥3 分)评分系统对儿童 SAP 预测

的灵敏度､特异度､比值比分别为:55.6%(95%CI 22.7-84.7)､79.6%(95%CI 70.3-86.7)､4.881(95%CI 

1.204-19.782)以及 22.2%(95%CI 3.9-14.0)､94.1%(95%CI 87.2-97.6)､4.619 (95%CI 0.783-
2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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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相较于 DeBanto､BIASP 评分系统,小儿 JPN 及 Glasgow 评分系统对于预测小儿 SAP 的效能

更高,但 Glasgowde 评分系统灵敏度较低,故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在小儿 JPN 评分系统更加适用于儿

童 SAP 的早期识别与判定。 
 
 
OR-0613 

28 例婴儿食物蛋白诱导小肠结肠炎综合征病例临床分析 
 

陈琼,梅红,高源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总结婴儿食物蛋白诱导小肠结肠炎综合征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5 年至 2016 年收治的 28 例小于 6 月龄食物蛋白诱导小肠结肠炎综合征

病例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及治疗。 

结果 婴儿食物蛋白诱导小肠结肠炎综合征临床特点主要有:腹胀(71.4%)､血便(57.1%)､营养不良

(53.5%)､腹泻(42.8%)､呕吐(32.1%)､皮疹(28.5%)。喂养方式:牛奶喂养(21/28),混合喂养(3/28),母乳

喂养(4/28)。实验室检查: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增高(57.1%),腹部 X 线平片特点为肠壁积气､肠

管扩张､不全性肠梗阻等。治疗:46.5%病例通过饮食回避症状可以改善, 53.5%病例则通过饮食回避

联合小剂量甲基强的松龙治疗症状可以改善,预后良好。 
结论 婴儿食物蛋白诱导小肠结肠炎综合征病例主要临床特点有腹胀､血便､营养不良。腹部影像学

特点与外科急腹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有重叠。部分病例可以通过饮食回避得以改善,但小剂量的甲

基强的松龙治疗作用是肯定的。 
 
 
OR-0614 

内源性二氧化硫通过抑制 TGF-beta/Smad 信号 
通路缓解血管平滑肌细胞胶原重构 

 
黄娅茜

1,沈智洲
1,陈清华

1,黄盼
1,张恒

2,杜淑旭
3,耿彬

4,张春雨
1,李坤

5,唐朝枢
4,杜军保

1,金红芳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4.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 

5.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目的 探索内源性二氧化硫(SO2)对血管平滑肌细胞胶原重构的调节作用,并以 TGF-?/Smad 信号通

路为切入点,阐明 SO2对血管平滑肌细胞胶原重构调节的可能机制。 
方法 以 10 ng/ml 转化生长因子(TGF)-ß1 为刺激剂,在血管平滑肌细胞中过表达或敲低 SO2生成酶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AT)1 或 2,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和荧光探针法检测细胞上清和细胞内 SO2含

量,Western blot 法检测 AAT1､AAT2､I 型胶原､III 型胶原､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3､基金金属蛋白

酶组织抑制剂(TIMP)-1､Smad2/3 和磷酸化 Smad2/3 的蛋白表达,实时定量 PCR 法检测 I 型前胶原

和 III 型前胶原 mRNA 水平,免疫荧光法检测 I 型胶原和 III 型胶原的原位表达,免疫共沉淀法检测 I 型
TGF-ß 受体(TßRI)磷酸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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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血管平滑肌细胞中过表达 SO2生成酶 AAT1 或 AAT2 增加内源性 SO2水平,可明显抑制

TGF-ß1 诱导的 I 型胶原和 III 型胶原蛋白表达。相反,在血管平滑肌细胞中敲低 AAT1 或 AAT2 减少

内源性 SO2水平,可加剧 TGF-ß1 诱导的胶原重构。并且 AAT1 或 AAT2 过表达抑制 TGF-ß1 诱导

的 I 型前胶原和 III 型前胶原 mRNA 水平,上调 TGF-ß1 所抑制的 MMP-13 mRNA 和蛋白表达,下调

TGF-ß1 所促进的 TIMP-1 mRNA 和蛋白表达。反之,AAT1 或 AAT2 敲低则加剧 TGF-ß1 诱导的胶

原合成,并进一步抑制 MMP-13/TIMP-1 介导的胶原降解。在机制上, AAT1 或 AAT2 过表达抑制

TGF-ß1 诱导的血管平滑肌细胞 TßRI 磷酸化水平和 Smad2/3 磷酸化激活,而 AAT 敲低进一步加剧

TGF-ß1/TbRI/Smad2/3 通路激活。应用 TGF-ß1/Smad 信号通路抑制剂 SB431542 则可取消

AAT1 或 AAT2 敲低加剧的 I 和 III 型胶原重构。更为重要的是,在 TGF-ß1 刺激的血管平滑肌细胞中

异位表达 AAT 或外源性添加 100 µmol/L SO2明显阻断了 AAT 敲低加剧的胶原重构,而外源性添加

100 µmol/L 丙酮酸却没有类似的阻断效应。 
结论 以上结果提示内源性 SO2通过抑制 TGF-ß1/I 型 TGF-ß 受体/Smad2/3 信号通路,减少胶原合

成,增加胶原降解,从而发挥缓解血管平滑肌细胞胶原重构的作用。 
 
 
OR-0615 

硫化氢通过 NF-κB 通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炎症反应 
 

张达,宋靖媛,王秀丽,黄雅茜,杜军保,金红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上个世纪末以来,H2S 作为即一氧化氮(NO)和一氧化碳(CO)之后的第三种气体信号分子,被众

多体内或体外实验证明其在诸如血管舒张､细胞氧化应激､细胞凋亡及衰老等众多生理病理过程中发

挥着积极的调节及保护性作用。有关 H2S 与炎症反应的关系目前尚有争议,且机制尚不明确。本文

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应用 TNF-α 刺激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激活炎症反应后给予 H2S 干预,评价 H2S 在

炎症反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通过分析调控炎症反应的经典信号通路 NF-κB 通路中关键性蛋白表

达含量的变化,探索 H2S 可能在炎症反应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方法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在同步化 12 小时后被分为对照组,TNF-α 刺激组,H2S 孵育组和 H2S 孵育

+TNF-α 刺激组共 4 组。H2S 孵育组和 H2S 孵育+TNF-α 刺激组均预先给予 6 小时 300 μmol/L 
NaHS(H2S 的外源性供体)孵育处理,之后 TNF-α 刺激组及 H2S 孵育+TNF-α 刺激组继续给予 TNF-
α 刺激 1 小时,对照组给予相应的阴性条件处理。采用敏感硫电极方法检测细胞上清 H2S 水平。应

用 H2S 荧光探针检测细胞内 H2S 水平。应用蛋白免疫印迹方法检测 CSE､磷酸化(p)-IKK/IKK-β,p-
IκBα/IκBα,p-NF-κB (p-p65)/NF-κB (p65)的表达水平。应用 Biotin switch method 方法检测 H2S 对

IKKβ 的巯基化修饰作用。 
结果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未给予 300μmol/L NaHS 孵育),TNF-α 刺激组无论在细胞上清还是细

胞胞浆中的 H2S 水平均显著降低,但预先给予 H2S 孵育可以消除因 TNF-α 刺激所导致的内皮细胞

H2S 水平的降低。蛋白免疫印迹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单纯 TNF-α 刺激组中 H2S 生成酶

CSE 表达含量显著降低,同时对 NF-κB 信号通路的分析结果显示,炎症因子 ICAM-1 表达显著增高,p-
IKK/IKK-β,p-IκBα/IκBα,p-p65/p65 表达亦显著增高,但以上指标在 H2S 孵育组与 H2S 孵育+TNF-α
刺激组之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Biotin switch method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给予 NaHS 孵育可以

显著增强 IKKβ 的巯基化修饰。 
结论 本研究证明了 TNF-α 诱导的炎症反应下调血管内皮细胞的内源性 H2S 体系,NF-κB 信号通路

的激活参与上述炎症反应的发生。H2S 在血管内皮细胞中通过抑制 NF-κB 通路激活抑制 TNF-α 诱

导的炎症反应,IKKβ 是 H2S 发挥抗炎作用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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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16 

川崎病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的预测研究 
 

陈咏冰,杜军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川崎病是主要累及中小血管的急性系统性血管炎。该病的主要并发症为心血管系统损害,例如

冠状动脉扩张､冠状动脉瘤等。如未给予治疗,25%的病例可出现冠状动脉损害。目前首选初始治疗

为急性期静脉输注丙种球蛋白联合口服阿司匹林,可使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率降至 2-4%。但仍有

10-15%的患儿在治疗 36-48 小时后,体温未恢复正常或再次出现发热,称为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此

类患者冠脉瘤的发生率显著升高。若及时给予补救治疗或强化的初始治疗,可减少丙种球蛋白无反

应型的发生或减少冠脉损害的风险。因此,准确预测患者出现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的可能性,从而给

予强化的初始治疗或及时给予补救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冠脉损害的发生。 
方法 回顾 2007 年 6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住院治疗的川崎病患儿共 386
名,其中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 38 人,丙种球蛋白敏感型 348 人。记录患儿的血常规､C 反应蛋白及血

生化等实验室指标以及性别､年龄及病程等临床基线特征,分析两种不同丙种球蛋白反应结局的患儿

其不同基线指标的差异,研究基线指标与不同丙种球蛋白反应结局的相关性,并寻找预测丙种球蛋白

无反应结局的新方法。 
结果 性别､年龄､开始丙种球蛋白治疗的时间､红细胞分布宽度､红细胞比容､血小板计数､血中性粒

细胞及淋巴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血沉､血浆乳酸脱氢酶､钾离

子及血浆前白蛋白在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组与丙种球蛋白敏感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丙

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组中,患儿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C 反应蛋白､血浆谷丙转氨酶､血
浆谷草转氨酶及血浆前白蛋白与白蛋白比值较丙种球蛋白敏感组均有显著升高(p<0.05),而血浆白蛋

白､钠离子､氯离子及白蛋白与球蛋白的比值显著低于丙种球蛋白敏感组(p<0.05)。Logistic 回归分

析得出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血浆白蛋白(Alb)及血浆前白蛋白与白蛋白的比值(PA/Alb)可用于

联合预测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的发生。1 岁以内患儿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丙

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组中显著升高(p=0.01),而在其他年龄段未观察到组间差异(p>0.05)。当年龄≤1 岁

的患儿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2.51 时,预测 IVIG 无反应型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

为 0.636 和 0.802,曲线下面积为 0.742 (95%置信区间 0.604-0.880;p=0.010)。 
结论 患儿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升高､血浆白蛋白降低及血浆前白蛋白与白蛋白的比值升高可作为联合

预测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的指标;对于年龄≤1 岁的患儿,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升高可

作为预测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的指标。 
 
 
OR-0617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ardiac function and gene analysis 
of children cardiomyopathy in South-Western China: A ten 

- Year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Study 
 

Quan Junjun,Huang Xupei 
Heart Center,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PR China. 400014 

 
 
Objective Background: Cardiomyopathy is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heart muscle diseases in 
children, including dilated cardiomyopathy (DCM),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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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ve cardiomyopathy (RCM), 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thy (ARVC) and 
left ventricular noncompaction cardiomyopathy (LVNC), which may predispose patients to sudden 
cardiac death. This study compare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ardiac function and follow-up in 
children cardiomyopathy, and analyzed genetic studies of partial patients. 
Method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data from 310 patients with cardiomyopathy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mber 2016, and conducted genetic tests for part of the follow-up 
patients. 
Results Results: Of the 310 patients consisted of 166 boys and 144 girls with an age range of 
0.1 to 16.7 years, the average age was 4.6 ± 4.4 years, 2.9% of cases had malgenic family 
history.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cyanosis, fatigue, anhelation, palpitation after 
activity, syncope, tachycardia, cardiomegaly, hepatomegaly, peripheral edema.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had III or IV NYHA class (54.5%), 57.9% of DCM, 32.5% of HCM, 77.4% of RCM, 50% of 
ARVC, 64.8% of LVNC, respectively. Among all patients, the incidence of cardiac dysfunction 
was 84.5%, on admission, 200 patients with DCM, LVNC mainly performed systolic dysfunction, 
110 patients with HCM, RCM mostly encountered diastolic dysfunction. During the 10 years, the 
total death rate of cardiomyopathies was 26.45%, meanwhile, the rate of RCM was the highest of 
35.48%. DNA sequencing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mutations mainly were located in encoded 
sarcomere gene MYH7 (5 cases), TNNI3 (2 cases), MYBPC3 (1 case), TPM1 (1 case), and other 
genes (RAF1, GAA, PKP2, ILK, DSP) also existed possible pathogenic mutations.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Differen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rdiac dysfunction were found in 
cardiomyopathies. The same gene mutations appeared the different clinical phenotypes, and 
different gene mutations appeared the same clinical phenotypes, which prompted there existed a 
complex genetic modification in heart development.  
 
 
OR-0618 

BMI 预测口服补液盐治疗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的疗效分析 
 

李红霞,王瑜丽,刘平,陈永红,冯雪丽,唐朝枢,杜军保,金红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索 BMI 预测口服补液盐(ORS)治疗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POTS)的疗效分析 
方法 选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013 年到 2014 年收治的 54 例 POTS 患儿为研究对象,以 56 名

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对 POTS 患儿治疗前进行症状严重程度评分及 BMI 测量,给予 ORS 治疗 3
个月后再次进行症状严重程度评分,根据症状评分减少程度是否大于 2 分将患儿分为治疗有效组及

治疗无效组。应用受试者工作曲线评价 BMI 对 ORS 治疗 POTS 疗效的预测价值。 
结果 POTS 组患儿 54 例,年龄 11.59 ± 2.58 岁.对照组儿童 56 名,年龄 11.97 ± 2.65 岁。POTS 组

患儿 BMI 明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8.22 ± 3.23)比(20.62 ± 3.05) 
(kg/m2)),t=4.044,P<0.01]。 治疗前有效组与无效组的症状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P>0.05),治疗后有效

组的症状评分低于无效组的(1.52 ± 0.95 vs. 2.32 ± 1.22, p<0.01), 有效组的 BMI 低于无效组的

(16.32 ± 2.28 vs. 20.43 ± 2.74 kg/m2, 
P< 0.01)。BMI 与心率的变化值 DHR 及症状评分的变化值呈负相关(n = 54, r = -0.766, P< 0.01) (n 
= 54, r = -0.28, P< 0.05)。 当 BMI 为 18.02 kg/m2时,预测应用 ORS 治疗 POTS 有效的敏感度与特

异度为 92% 与 82.8%。 
结论 采用 BMI 预测口服补液盐治疗 POTS 患儿的疗效,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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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19 

盐酸米多君治疗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远期疗效随访:红细胞

硫化氢产率的预测意义分析 
 

孙楚凡,李红霞,杨锦艳,李雪迎,王瑜丽,刘平,冯雪丽,陈永红,金红芳,杜军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研究红细胞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 H2S)产率对盐酸米多君治疗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

(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 POTS)远期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 2009-2012 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就诊的 POTS 患儿 28 例,男 12 例,女 16 例,平均

年龄为 11.5±2.5 岁,均采用口服盐酸米多君治疗。以初诊时基线红细胞硫化氢产率将病人分为两组:
组 1 患者(10 例)基线红细胞硫化氢产率≤27.1nmol/min/108 红细胞,组 2 患者(18 例)基线红细胞硫

化氢产率>27.1nmol/min/108 红细胞,对上述病人随访 5.3±1.8 年,研究两组患儿的症状评分,并通过

Kaplan-Meier 曲线,比较两组病人的无症状生存率。 
结果 随访 5.5 年时,组 1 患者症状积分高于组 2 症状积分且有统计学差异(c2=3.458,P<0.05)。
Kaplan-Meier 曲线分析表明,组 2 患者无症状生存率明显高于组 1(c2=10.848,P<0.05)。 
结论 基线红细胞硫化氢产率对于预测盐酸米多君治疗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远期疗效具有重

要价值。 
 
OR-0620 

Functional SNPs in the TBX1 promoter are associated with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Yu Li 

Xin 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about 8‰ of newborns have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rt (cardiogenesis) begins as early as 2-3 weeks after fertilization and is 
regulated by many heart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cell signaling pathways. One such important 
transcription factor, TBX1, was first identified as relevant in Digeorge Syndrome, which causes 
significant heart defects. In mice, Tbx1 homozygous knock outs are lethal and heterozygous 
knock outs exhibit Digeorgelike symptoms. TBX1 mutations were also found in patients with 
sporadic incidence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supporting an important role for TBX1 in 
heart development. 
Single nuclear polymorphisms (SNPs) in promoter regions can affect protein expression, by 
altering responding to upstream signals. Some specific genetic variants have been shown to have 
this impact. In our study, we intend to find if there are SNPs in the TBX1 promoter region that 
could up or down regulate TBX1 expression. If so, we wanted to determine if and how they 
interfere with heart development. 
Methods In order to find SNPs that show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in CHD patients (n= 409, mean ± 
SD 3.0± 2.7 years) and 213 normal people, we extracted DNA and sequenced a PCR fragment 
2kb upstream of the TBX1 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TSS). Promoter activity from the 2 alleles was 
conducted in HEK (human embryonic kidney) 293T and H9C2 cell lines and tested by luciferase 
assays. HEK 293T was chosen for its wide expression profile and high transcription efficiency. 
H9C2 was chosen because it was derived from rat heart tissue, which may better demonstrate 
heart-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 In addition, we used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s (EMSA) to determine if there were binding affinity differences between nuclear protein 
with the allele found at a higher frequency (major allele) or the allele found at a lower frequency 
(minor all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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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We found one SNP, rs41260844 that was associated with CHD. 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minor allele (C allele) of this SN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frequency in patients 
than in control (Fig.1A). Our cell culture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minor allele (C allele) increased 
TBX1 promoter activity, indicating that a higher level of TBX1 correlated with CHD pathogenesis 
(Fig.1B). EMSA revealed several nuclear proteins that had higher binding affinity with the major 
allele (T allele). Since the major allele (T allele) was the protective allele,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allele change may weaken TBX1 promoter’s binding affinity for some transcriptional repressors 
(Fig.1C).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a genetic variant in the TBX1 promoter region influences TBX1 
protein expression. The minor allele tends to promote TBX1 expression. A change of the major 
allele to the minor allele had an impact on the binding of upstream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alleles of one gene may correlate to its expression by interacting 
with transcription factors, either a different way with the same transcription factor, or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criptions factors. We think this change may be an inducement, but not the primary 
cause of CHD pathogenesis. This might also explain why we see both alleles in normal people, 
too.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revealed a specific SNP that might be involved in regulation of this 
transcription factor network during heart development. 
 
 
OR-0621 

选择性冠脉造影在儿童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病变中的应用 
 

何岚,刘芳,吴琳,黄国英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研究分析冠状动脉造影在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病变患儿中的适应症､方法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内科收治的川崎病合并冠状

动脉病变行冠脉造影的患儿共 106 例,所有患儿均为 III 级以上,对其造影部位､病变程度､并发症等检

查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男孩 93 例,女孩 13 例,平均年龄 47.4±41.6 月龄。106 例患儿,共有 257 支冠状动脉发生病变,
平均每例患儿有 2.42 支冠状动脉发生冠状动脉病变。患儿在行冠脉造影后进行重新病变分级,其中

II 级 1 例(0.9%),III 级 24 例(22.6%),IV 级 44 例(41.5%),V 级 37 例(37.9%),包括 Va 级 26 例

(24.5%),Vb 级 11 例(10.4%),95 例(89.6%)患儿仅接受过一次造影检查。10 例(9.4%)患儿接受过两

次造影,第二次造影间隔一年以上,其中 5 例患儿的冠脉病变分级有变化,1 例由 Va 级改为 Vb 级,3 例

由 Va 级改为 IV 级,1 例由 IV 级改为 III 级。10 例(9.4%)患儿仅做主动脉根部造影,96 例(90.6%)患
儿行选择性左右冠状动脉造影。14 例(16%)患儿造影显示血栓形成,17 例(16%)患儿出现血管狭窄,2
例(1.9%)冠状动脉闭塞后新血管再通,均为右冠状动脉。5 例患儿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术中出现 1
例患儿心脏骤停。冠脉造影术后未出现相关并发症。 
结论  在儿童川崎病病例的长期随访管理中,开展 CAG 检查是非常有必要且是安全有效的,它可用于

指导此类病人是否需要进一步外科手术干预,但目前相关经验和适应证还需要各中心的进一步累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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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22 

Targete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of 22 
candidate genes in heterotaxy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patient 
 

Li Shuolin1,Liu Sida1,Cheng Weicheng1,Shen Wei1,Huang Guoying1,Li Shuolin1,Liu Sida1,Cheng Weicheng1,Shen 
Wei,Huang Guoying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technologies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human variation detection given their high-throughpu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he design of a panel of heterotaxy associated genes as a rapid and efficient tool to perform 
genetic screening in a series of patients. 
Methods We developed a custom AmpliSeq panel for NGS sequencing of the coding sequences 
of 22 candidate genes which a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heterotaxy. A genetic analysis on 
heterotaxy syndrome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was performed using Ion torrent 
PGM. The DNA variants of interests were confirmed by PCR and followed by direct Sanger 
Sequencing. For the statistical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Polyphen2, SIFT, and Mutationtaster 
analytical software were used. We also sequenced the variants on the parents of proband if we 
got the parent’s DNA by Sanger sequencing, so that it can help us know whether the mutation is 
de novo or not. 
Results Twenty-one potential disease-causing variants were identified in seven genes from 22 
patients: DNAH5, ARMC4, MEGF8, SHROOM3, NPHP4, ACVR2B, ZIC3. Thirteen of them were 
identified SNP with low minor allele frequencies (MAF) and eight of them were first found in this 
study.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probably damaging” variants were identified in 
heterotaxy patients but not in database. Also, there exis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rare” and “low” frequency variants (MAF<0.05) in the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validated NGS panel resulted in a fast, effective and easy method to 
characterize the genetic background in the patients and to identify new variants that could be 
associated to heterotaxy. Our results expand the previously known set of variants carried by 
these patients and further support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NGS targeted sequencing in diseases 
with complex genetic basis, such as heterotaxy 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Moreover, this 
technique may help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tic and molecular basis of the disease, and it 
provides a new tool in clinical practice to simultaneously analyze many genes as well as to 
identify several molecular ev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phenotype. 
 
 
OR-0623 

胎儿危重肺动脉瓣狭窄或闭锁的宫内介入治疗-附 2 例病例报告 
 

庞程程,潘微,张智伟,周成斌,庄健,李渝芬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危重肺动脉瓣狭窄(CPS)和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瓣闭锁(PAIVS)是较少见的先天性心脏病,表现

为肺动脉瓣狭窄或膜性闭锁,不同程度的右心室和三尖瓣发育不良,部分病例可能合并冠状动脉循环

异常。本文通过分析 1 例 CPS 和 1 例 PAIVS 胎儿超声心动图特点,探讨宫内肺动脉瓣成形术的病

例选择､手术方法､评估出生后结局,旨在改善疾病预后,推动国内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宫内介

入治疗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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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2 月我院就诊,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诊断为 PAIVS(病例 1)和 CPS(病例

2)各 1 例,2 例胎儿均存在明显的右室发育不良且发育停滞,三尖瓣不同程度狭窄及严重反流。超声

心动图评估指标包括:胎儿生物学指标､心胸面积比､右心室/左心室长径比值､三尖瓣/二尖瓣环比值､

三尖瓣环 z 值､三尖瓣流入时间/心动周期时间比值､肺动脉瓣/主动脉瓣环比值､三尖瓣反流程度､动

脉导管血流方向,以及观察有无右室依赖的冠状动脉循环､限制性卵圆孔和胎儿水肿。联合心脏母胎

医学科､心儿科､心外科､产科､麻醉科等会诊,评估病例的介入治疗适应症及手术方法,采用超声心动

图检查完善术后及出生后随访。 
结果 2 例病例均于孕 28 周接受了超声引导下经孕妇腹壁的胎儿肺动脉瓣成形术,取得技术上的成功,
分别于孕 39 周､35 周顺利分娩,其中病例 1 由于晚孕期发现肺动脉瓣再狭窄并逐渐加重,生后仍存在

右室､三尖瓣发育不良,8 天后接受改良 B-T 分流及肺动脉瓣交接切开术,随访至术后 6 个月,进一步

手术方案尚不确定;病例 2 孕期右心室､三尖瓣发育逐渐改善,生后 19 天完成经皮肺动脉瓣成形术,随
访至术后 1 个月,患儿心功能良好,肺动脉瓣无明显狭窄。 
结论 胎儿 CPS 和 PAIVS 可以在中孕期经超声心动图检查准确诊断,宫内行肺动脉瓣成形术在技术

上可行。选择合适的病例,宫内介入治疗有可能促进胎儿心室､瓣膜及大血管的发育,避免出生后单心

室手术,同时改善胎儿水肿,保证胎儿存活。我院为国内首先开展胎儿宫内介入治疗的中心,国外也尚

缺乏胎儿肺动脉瓣球囊成形术大样本的病例报道,本文通过文献复习,对病例选择､手术过程､预后的

初步经验总结,为我国胎儿心脏介入治疗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OR-0624 

Cx43 启动子区视黄酸反应元件异常在法洛氏四联症发病中的作

用研究 
 

顾若漪
1,马晓静

1,黄国英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出生缺陷防治重点实验室 

 
 
目的  Cx43 启动子区存在视黄酸作用元件(RARE),rs2071166 位于该 RARE 元件之中。然而该

SNP 是否会对 RARE 功能造成影响,并参与法洛氏四联症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修饰,并不明确。 
方法 本研究拟对 158 例 TOF 患儿及 300 例正常对照儿童的 Cx43 启动子区进行测序。通过荧光素

酶报告基因实验与凝胶阻滞实验,观察该 SNP 是否影响 RXRα 与 RARE 元件结合,并引起 Cx43 启
动子活性改变。利用显微注射构建转基因斑马鱼模型,在动物体内进一步验证 rs2071166 的生物学

功能。使用实时定量 PCR 实验,观察该位点不同基因型 TOF 患儿心脏组织 mRNA 水平。回顾性分

析 TOF 患儿的术前超声心动图结果,观察 rs2071166 与 TOF 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统计学方法采

用 t 检验,P< 0.05 为显著性差异,分析采用 SPSS 19.0。 
结果 测序结果提示 rs2071166 与 TOF 的发病可能相关(P<0.05)。荧光素酶表达量的测定结果提

示,pGL3-Cx43-C-Luc 组的表达量明显低于 pGL3-Cx43-A-Luc 组(P<0.001);pGL3-Cx43-A-Luc 组
中无配体刺激组表达量明显高于刺激组启动子活性(P<0.001);pGL3-Cx43-C-Luc 组内对比结果显示,
无论加入配体与否,荧光素酶表达量无明显差异。EMSA 实验结果提示,阳性对照组出现明显滞后条

带,SNP 探针组无蛋白滞后条带,而加入过量的 SNP 冷探针后,阳性对照组蛋白滞后条带未消失。随

后,将含不同等位基因的注射质粒注射入斑马鱼胚胎。体内结果提示,注射含有等位基因 A 的斑马鱼

胚胎心脏特异性表达 GFP 荧光蛋白,而注射等位基因 C 的斑马鱼胚胎无心脏特异性表达 GFP 荧光

蛋白(P<0.0001)。对 158 例 TOF 患儿超声诊断参数分析后发现,与 AA/AC 基因型相比,CC 基因型

的 TOF 患儿 RVOT 直径显著减小,且 Z 值呈负值增大(-8.98±2.86 vs. -7.10±2.25, P<0.05);CC 基因

型的 MPA,PVA,LPA,RPA 也显著减小,Z 值也均呈负值增大(-2.70±1.52 vs. -1.57±1.4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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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43 vs. -1.98±1.59, P<0.05;-2.77±1.78 vs. -0.97±1.49, P<0.001;-2.38±1.72 vs. -1.13±1.61, 
P<0.05)。相比与 AA/AC 基因型的患儿,CC 基因型的患儿有较低的 RVOT 组织 mRNA 水平(0.41 
±0.054 vs. 0.92 ± 0.12, P<0.05)。  
结论 Cx43 启动子区的 rs2071166 与 TOF 发病相关。rs2071166 能通过影响转录因子 RXRα 与

RARE 结合,从而改变 Cx43 启动子活性。CC 基因型的 TOF 患儿的右 RVOT､MPA､PVA､LPA､
RPA 直径显著减小。纯合子 CC 基因型会影响 Cx43 mRNA 水平。 
 
 
OR-0625 

儿童高血压危象 16 例临床特征及诊治经验 
 

林瑶,石琳,刘杨,陆萍,张明明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高血压危象临床特征和治疗策略。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以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于首都儿科研究所住院诊断为高血压危象

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对其病因､临床表现､血压水平､实验室检查以及治疗转归进行记录并分析总结。 
结果 高血压患者共 289 例,16 例患儿符合高血压危象诊断标准,占比 5.5%。16 例高血压危象患儿年

龄 6 月至 16 岁,其中肾性高血压 10 例,多发性大动脉炎 3 例,皮质醇增多症 1 例,偏头痛 1 例,病因不

明 1 例。13 例(81.3%)患儿以高血压脑病起病,6 例表现为头痛､呕吐,7 例表现为惊厥,其中 1 例为惊

厥持续发作,4 例患儿头颅影像学可见可逆性后循环脑病,1 例患儿合并急性左心衰,1 例患儿同时合并

急性左心衰及肾功能衰竭。2 例(12.5%)患儿单纯以急性左心衰竭起病,1 例(6.3%)单纯以急性肾功

能衰竭为主要表现,2 例患儿出现高血压 III 期眼底病变。16 例患儿的血压水平均持续高于同年龄､同
性别及同身高儿童的 99 百分位+5mmHg。8 例患儿合并低钾血症(2.2~3.29mmol/L)。16 例患儿均

静脉应用降压药物,15 例为硝普钠泵维,1 例急性左心衰患儿为酚妥拉明泵维,平均静脉用药时间

(29.25±11.76)h,同时联合 2~4 种口服降压药物,并给予降颅压､抗心衰等对症治疗,14 例(87.5%)患儿

好转出院,2 例(12.5%)患儿因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结论 高血压危象多发于继发性高血压患儿,尤其是肾性高血压者,需严密监测血压水平;低钾血症有可

能是发生高血压危象的危险因素;静脉使用硝普钠和酚妥拉明降压能有效控制血压,需严密监测血压

下降程度及时调整药物的输注速度;多脏器功能衰竭是高血压危象死亡的主要原因。 
 
 
OR-0626 

遗传性心律失常精准医疗的策略和实践 
 

张艳敏,杨颖,张李钰,王娟莉,彭军,孙宏利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遗传性心律失常是一组具有家族聚集性的遗传性心电疾病,包括心脏结构正常的长 QT 综合征､

Brugada 综合征､短 QT 综合征､儿茶酚胺敏感性室速(CPVT)等,以及心脏结构异常的肥厚型心肌病､

扩张型心肌病､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是婴幼儿以及儿童心脏性猝死的重要原因,国际和国内指南

都已将基因检测作为遗传性心律失常诊断的推荐方法。 
目前我国基因检测主要由第三方检测公司完成,一方面,生物信息学分析人员临床表型知识缺乏;另一

方面,儿科临床医生存在缺乏遗传学知识,基因检测报告解读困难的现状,致使绝大多数患者及家族成

员未能得到正确诊治和规范管理。如何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遗传性心律失常高危患者的基因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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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评估,个性化治疗,以及高通量基因检测报告的解读,遗传咨询是目前急需解决和规范化的紧迫任

务。 
方法 西安市儿童医院于 2017 年 4 月正式开设了儿童心血管疾病遗传咨询门诊,人员包括心血管专

科医生,心脏电生理医生,遗传咨询师,护士,儿研所基因检测､生物信息血分析实验室研究人员等多学

科相关工作人员组成,固定时间门诊,服务对象为先证者及其家庭,建立了儿童遗传性心律失常遗传咨

询门诊工作流程。心血管专科医生负责患者及家属的病情管理,诊断及治疗等,遗传咨询师负责基因

检测前的知情同意的告知,家族史的询问,临床资料的采集,基因检测报告的详细解读及遗传咨询等,护
士负责病史的记录及资料采集,样本采集等,实验人员负责基因检测的实验操作及数据分析(检测策略

包括:一代和二代测序,NGS),报告的签发及突变的功能研究,定期举办由临床医生､遗传咨询师,以及

科研人员共同参加的分子会诊。 
结果 遗传咨询门诊自 2017.4-2017.6 月,共收集 27 个家系,疾病谱包括,肥厚性心肌病,扩张性心肌病,
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限制性心肌病,代谢性心肌病(糖原累积症 II 型)儿茶酚胺敏感性室性心动过

速,房室传导阻滞。执行基因检测 11 个家系,基因诊断明确 4 个家系,特异性治疗 4 例。 
结论 建立由临床医生､遗传咨询师,以及科研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合作的诊疗团队,是实现儿童遗传性

心律失常精准医疗的有效方法。 
 
 
OR-0627 

儿童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低辐射标测方法探讨 
 

江河,李小梅,李梅婷,郑小春,刘海菊,张仪,戈海延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6 

 
 
目的 射频消融已成为适龄儿童快速性心律失常重要治疗手段。术中导管操作需要借助 X 线透视。X
线具有潜在的辐射风险,生长发育的儿童对辐射尤为敏感,因此降低术中 X 线辐射对儿童来说意义重

大。本组资料探讨了儿童快速性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中低辐射标测方法对降低 X 线辐射的有效性及

其对疗效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6 月于我院采用 CARTO-Univu 标测方法消融手术的 86 例

快速性心律失常患儿手术资料(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 33 例;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 8 例;房性心动过

速 11 例､心房扑动 5 例､特发性室性心律失常 29 例),包括术中 X 线透视时间以及电离辐射剂量

DAP(剂量面积乘积,Dose Area Product)等指标。选择本中心 231 例 CARTO 三维标测方法消融病

例和 115 例二维标测方法消融病例为对照组进行比较。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方差

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1) 三组不同标测方法结果:a) CARTO-Univu 标测方法消融组(86 例):消融即时成功率为

95.1%,远期复发率 8.6%, 平均 X 线透视时间 2.8±1.1 分钟,平均 DAP388.1±307.2mGy.cm2;b) 
CARTO 三维标测方法消融组(231 例): 消融即时成功率为 92.1%,远期复发率 7.6%, 平均 X 线透视

时间 11.6±6.9 分钟,平均 DAP2661±2092mGy.cm2;c)二维标测方法消融组(115 例):消融即时成功率

90.5%,远期复发率 8.2%,平均 X 线透视时间 11.6±6.9 分钟,平均 DAP2661±2092mGy.cm2。三组间

数据对比:消融即时成功率及复发率无明显差异;X 线透视时间及 DAP 统计学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 (2) CARTO-Univu 标测方法消融 86 例儿童平均年龄 6.8±3.5(0.9-17)岁,平均体重

26.7±13.5(8.9-75.5)kg,平均 X 线透视时间 2.8±1.1 分钟,平均 DAP388.1±307.2mGy.cm2。其中 33
例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平均 X 线透视时间 2.3±1.6 分钟,平均 DAP413.7±298.7mGy.cm2;8 例房室

结折返性心动过速平均 X 线透视时间 3.5±2.5 分钟,平均 DAP517.0±443.5mGy.cm2;11 例房性心动

过速平均 X 线透视时间 2.7±1.3 分钟,平均 DAP497.0±302.5mGy.cm2;5 例心房扑动平均 X 线透视

时间 2.2±1.8 分钟,平均 DAP447.3±562.0mGy.cm2;29 例特发性室性心律失常平均 X 线透视时间

1.0±0.4 分钟,平均 DAP189.4±203.0mGy.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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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ARTO-Univu 标测方法对各类儿童快速性心律失常射频消融安全有效,术中 X 线透视时间和

辐射量显著低于 CARTO 三维标测方法和二维标测方法。 
 
 
OR-0628 

The prediction of head-up tilt test results with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ai Hong,Wu Lijia,Lin Ping,Li Fang,Zou Runmei,Xu Yi,Wang Cheng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diction of head-up tilt test (HUTT) results with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OI)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274 children or adolescents complaining with the following symptoms were chosen: 
unexplained syncope, dizziness, headache, chest tightness, chest pain, sign, and so on. The 274 
cases include 141 males and 133 females aging from 5 to 18 years old with a mean age of 
(11.8±2.7) years. All the cases in this study came from the syncope specialized clinic or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from July 2016 to March 
2017. All the patients had been asked in detail about the history, physical examination, routine 
12-lead electrocardiogram, chest X- ray, echocardiogram, electroencephalogram, head computer 
tomography (CT) 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blood and a series of checks to exclude 
organic heart, brain, lung diseases. Each patient was asked to finish OI questionnaire and head-
up tilt test (HUTT).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18.0 software. 
Results 27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UTT negative group (n=151) and positive group (n=123). 
Dizziness (65.3%) was the most common OI symptom, followed by syncope (50.7%), blurred 
vision or amaurosis (45.6%) and fatigue (43.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of palpitation, headache, profuse perspiration, blurred vision or amaurosis, chest 
tightness, dizziness,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nausea, vomiting, abdominal pain,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syncope between HUTT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The symptoms of palpitation, headache, profuse perspiration, blurred vision, chest 
discomfort, dizziness,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nausea, vomiting, abdominal pain,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syncope can impact the positive results of HUTT. 
 
 
OR-0629 

儿童肾血管性高血压诊断及介入治疗的疗效评价 
 

赵璐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儿童肾血管性高血压的临床诊断及介入治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研究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确诊为肾血管性高血压并行

介入治疗的患儿,其中男 11 例,女性 6 例,平均年龄 6.65 岁(0.33 岁~13.33 岁),平均体重

21.47kg(3.5kg~38kg)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儿入院时收缩压为 102~197mmHg(平均为 146mmHg),舒张压为 72~141mmHg(平均为

94mmHg),其中恶心､呕吐 1 例(6%),意识障碍､抽搐 11 例(64%),肢体感觉异常､活动障碍 1 例(6%)､

气促呻吟､心功能不全 1 例(6%),腹部不适 1 例(6%);无症状患者 2 例(12%);血钾<3.5mmol/L 的患儿

(11/17,64.71%),6 例(6/17,35.29%)血钠<135mmol/L,所有患儿尿素氮及肌酐均为正常值。肾素升高

者 2 例(2/14,14.29%),10 例(10/14,71.43%)血管紧张素 II 升高,8 例(8/14,57.14%); 1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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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88.24%)患儿存在左心室游离壁及室间隔肥厚表现,1 例(1/17,5.9%)患儿存在左心室收缩功能

减低 LVEF38%; 肾动脉造影结果显示:肾血管病变累积左侧肾脏 8 例(8/17,47.05%),右侧肾脏 5 例

(5/17,29.41%),双侧肾动脉均有累积者 4 例(4/17,23.53%);9 例患儿术前完成肾血管的 MRA 或者

CTA 检查,结果显示右肾动脉狭窄 5 例(5/9,55.56%),左肾动脉狭窄 1 例(1/9,11.11%),有 3 例

(3/9,33.33%)患儿显示双侧肾动脉均有狭窄,但肾动脉造影显示其中 1 例患儿只有左侧肾动脉狭窄; 
17 例患儿中 15 例患儿行肾动脉狭窄球囊成型术,2 例患儿植入肾动脉支架。纳入的研究对象中有

29.41%(5/17)的患儿完全治愈,52.94%(9/17)的患儿经治疗后降压药物减量,但仍有 17.65%(3 例)的
患儿经治疗后症状无明显好转。术后 3 年内共有 4 例(23.53%)行二次球囊扩张术,其中两例为肾动

脉支架植入患儿。 
结论 肾动脉造影是肾动脉狭窄诊断的金标准。经皮肾动脉球囊扩张术对局限性肾动脉狭窄的高血

压患儿治疗安全有效。 
 
 
OR-0630 

556 例川崎病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梁雪,金莲花,朴金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对 556 例川崎病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点,总结不完全

性川崎病､IVIG 无反应性川崎病及合并 CAL 的川崎病特点,为 KD 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收治的诊断为川崎病的患

儿临床资料 556 例,并根据临床表现是否典型､对 IVIG 的反应性､是否合并 CAL 分为三组,分别从一

般特点､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数据等方面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KD 发病率呈逐渐增加趋势,各年龄段均为男孩多于女孩,男女之比为 1.47:1,高发年龄为 2 岁

以内。4-8 月份为发病高峰,故春夏季发病率较高。 
 2.各临床表现的发病率为:发热 556 例(100%)､口唇及口腔改变 514 例(92.4%)､双眼结膜充血 507

例(91.2%)､四肢末端改变 434 例(78.1%)､皮疹 416 例(74.8%)､颈部淋巴结 371 例(66.7%)､肛周脱

皮 178 例(32.0%)､卡痕 24 例(4.3%);合并 CAL 者 206 例(37.05%)。 

3. 将患儿年龄分为~1 岁､~3 岁,>3 岁,在完全性 KD 与不完全性 KD 两组间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4.IVIG 无反应组发热时间较 IVIG 敏感组长,四肢改变发生率较敏感组高,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IVIG 无反应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血小板计数较 IVIG 敏感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IVIG 无反应组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较 IVIG 敏感组减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发热､血清白蛋白,进行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提
示发热时间是 IVIG 无反应的危险因素。 
5. CAL 组共 206 例(37.05%),男孩 138 例(67%),女孩 68 例(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将所有患儿分为~1 岁､~3 岁,>3 岁三个年龄段在 CAL 与 nCAL 两组间比较,1 岁以内合并 CAL 的发

病率 高,各年龄段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进行临床表现对比发现,除颈部淋巴结肿

大､肛周脱皮､卡痕外,其余各临床表现在发生率上 nCAL 组均较 CAL 组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的实验室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显示,CAL 组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均较 nCAL 组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性别､年龄､发热时间､HGB､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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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蛋白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1 岁､男孩､发热时间长､血清白蛋白减低是合并 CAL
的危险因素。 
结论  
1.KD 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高发年龄为 2 岁以内,男孩多见,多见于春夏季。 
2.不完全性川崎病多发生于 1 岁以内。 
3.发热时间长为 IVIG 无反应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4.男孩､年龄≤1 岁､发热时间长､血清白蛋白减低为合并 CAL 的独立危险因素。 
 
 
OR-0631 

褪黑素在病毒性心肌炎中的保护作用 
 

桑伊妙,潘璐璐,顾孝红,褚茂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褪黑素在柯萨奇病毒 B3(Coxsackie virus B3,CVB3)感染的病毒性心肌炎小鼠中的保护作

用,为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提供新的手段。 
方法 64 只 5 周龄的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 3 组:正常对照组､实验对照组､褪黑素组。通过腹腔

注射 CVB3 建立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模型,褪黑素组每日给予褪黑素。于接种后第 7 天和第 14 天各组

抽取 8 只处死,留取心肌标本。用苏木素-伊红染色法(HE staining)观察心肌病理改变,蛋白质印迹法

(Western bloting,WB )检测 Bax､Bcl-2､Cleaved-caspase 9 蛋白水平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法

(Immunohistochemistry,IHC)检测心肌组织中 Cleaved-caspase 3 表达量,TUNEL(TdT-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ng)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凋亡细胞。 
结果 1)小鼠一般情况:病毒性心肌炎组小鼠于腹腔注射 CVB3 病毒液 2-3 天后出现毛发稀疏,精神萎

靡,对刺激反应反常,体重减轻,生存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褪黑素组小鼠状态较之改善;2)生存率:正
常对照组未见小鼠死亡。病毒性心肌炎组的总体生存率为 低;3)心肌病理改变:大体心脏表面的点

状或片状的白色病灶;HE 染色后观察到病毒性心肌炎组心肌组织内有明显病理改变,心肌病理积分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且第 7 天的炎症程度明显高于第 14 天的心肌组织(p<0.05);褪黑素组小鼠

心肌病理改变得到明显改善(p<0.05);4)Western blot 法检测心肌组织内 Bax､Bcl-2 和 Cleaved-

caspase 9 蛋白水平的表达:第 7 天和第 14 天病毒性心肌炎组 Bax､Cleaved-caspase 9 蛋白水平表

达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Bcl-2 蛋白水平表达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褪黑素组 Bax､
Cleaved- caspase 9 蛋白水平表达明显下调(P<0.05),Bcl-2 蛋白水平表达上调(P<0.05);5)免疫组织

化学法检测 Cleaved-caspase 3 表达:正常对照组心肌组织未见棕黄色颗粒阳性表达,病毒性心肌炎

组可见 Cleaved-caspase 3 阳性表达,褪黑素组 Cleaved-caspase 3 表达明显减少;6)TUNEL 法检测

凋亡细胞: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病毒性心肌炎组心肌凋亡细胞数量增加,褪黑素组的心肌凋亡细胞数量

减少。 
结论 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褪黑素在病毒性心肌炎中起保护作用。褪黑素能改善小鼠一般

情况,显著提高生存率,同时减少炎症浸润和心肌损伤。褪黑素降低了心肌凋亡水平,即下调心肌组织

中 Bax､Cleaved-caspase 9 和 Cleaved-caspase 3 表达,同时上调心肌抗凋亡水平,即上调 Bcl-2 表

达,证实了褪黑素可通过下调心肌凋亡水平和增加抗凋亡能力而达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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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32 

CYP2D6 基因检测在儿童心律失常治疗中的价值 
 

申金梅
1,聂娜娜

2,林毅
2,王本臻

1,李自普
1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CYP2D6 基因检测在儿童心律失常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住院和门诊确诊为心律失常且需抗心律失常药物

治疗的 79 名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基因检测组 37 例,基因未检测组患儿 42 例。采用 PCR-
RFLP 方法检测 37 例心律失常患儿 CYP2D6*10 基因型,根据其结果调整药物剂量。收集患儿一般

情况､病因､心律失常类型､抗心律失常药物总量､抗心律失常药物平均剂量､治疗时间等,分析治疗效

果､副总用发生率。 
结果 基因检测组患儿 常见的 CYP2D6*10 基因型为突变杂合子,其次为突变纯合子,野生型纯合子

少,未见多拷贝的野生型纯合子,整体基因突变率 72.97%。相应地,CYP2D6 酶表型, 多见为中强

代谢型,其次为弱代谢型,强代谢型少见,未见超强代谢型。基因检测组及基因未检测组患儿在性别､

年龄､病因､心律失常类型､抗心律失常药物种类及治疗前心脏超声､心电图､肝肾功能､血白细胞方面

及副作用发生率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基因检测组患儿抗心律失常药物总量､平均剂量小于

基因未检测组(P<0.05),抗心律失常药物用药时间短于基因未检测组,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CYP2D6*10 常见基因型为突变杂合子,酶活性以中强代谢型为主,酶活性影响部分抗心律失

常药物的代谢。CYP2D6 基因检测在儿童心律失常治疗中指导个体化用药､预测有效率､减少或避免

不良反应的发生上具有重要的价值。CYP2D6 基因型对预测药物有效率､治疗疗程方面有一定的价

值。 
 
 
OR-0633 

The study on diagnostic value of 4D echocardiography in 
prenatal diagnosis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Zhao Liqing,WU YURONG,CHEN SUN,WANG QING,YING QIAN,SUN KUN 

Xin 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patiotemporal image 
correlation (STIC) technology in the prenatal diagnosis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CHDs). 
Methods The study was a prospective and blind study that enrolled 169 pregnancies referred to 
our fetal heart center from October 2014 to December 2015. STIC images of pregnancie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cquired during the examination of extend cardiac echography examination 
(ECEE) and offline analyzed by other specialists that blin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gnancies 
and the results of ECEE. Multi-planer rendering mode (MPR) was used for STIC diagnosis during 
offline analysis. All cases were followed up.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were analyzed for fetal echocardiography and STIC 
technology.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TOP) was 32.0% (54/169) in all cases and 
56.8% (54/95) in the cases of CHDs.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wo-dimensional 
fetal echocardiography for prenatal diagnosis of CHDs were 100% (42/42) and 95.9% (71/74) 
respectively, the PPV was 93.3% (42/45) and the NPV was 100% (71/71). The sensitiv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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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ity of STIC technology in prenatal diagnosis of CHDs were 92.6% (88/95) and 97.3% 
(72/74) respectively, the PPV was 97.8% (88/90) and the NPV was 91.1% (72/79). The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ere 0.98 and 0.9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STIC technology had a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prenatal diagnosis of 
CHD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tudy. 
 
 
OR-0634 

川崎病合并严重冠脉病变儿童华法林效能剂量影响因素的初步探

讨 
 

杨丹,吕铁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川崎病是儿童急性多系统血管炎性疾病,伴发严重冠状动脉病变或血栓形成的川崎病患者需进

行抗凝治疗,而阿司匹林联合华法林口服治疗是经典的抗凝方案。临床上华法林应用效能对相同程

度冠脉病变的不同个体效果差异较大,国内外研究发现华法林的疗效与个体基因型相关,其中

CYP2C9､VKORC1､CYP4F2 研究较多,本文通过对川崎病患者进行基因 CYP2C9､VKORC1､

CYP4F2 变异位点的检测统计､临床特征的总结分析,从而探讨影响华法林临床疗效的相关因素为临

床合理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3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川崎病患儿

并分为 3 组:冠脉病变重需口服华法林组(A 组)､冠脉正常不需服用华法林组(B 组)､冠脉病变轻不需

服用华法林组(C 组)､同时以未患川崎病的正常患儿作为空白对照组(D 组)(冠脉病变程度的分级和华

法林用药的适应症均以 2012 年制定的《川崎病冠脉病变的临床处理建议》为标准)。分别收集静脉

血 1.5ml 提取血液 DNA､PCR 技术扩增目的片段,送华大基因公司检测其 CYP2C9､VKORC1-1173

､VKORC1-1639､VKORC1-3730､CYP4F2 基因型,统计并比较 4 组上述基因型突变率。同时收集川

崎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身高､体重､体表面积､目标 INR 等,将这些临床信息和 5 个基

因型作为自变量,华法林效能剂量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线性相关或秩相关分析;同时将以上自变量和

华法林同时纳入进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其与华法林效能剂量的关系。 
结果 共收集 A 组患者 50 人､B 组 50 人､C 组 32 人､D 组 50 人,检测 5 个基因型,结果提示 4 组间 5

个基因型突变率无统计学差异。CYP2C9､VKORC1-3730 基因型突变率较低,未纳入统计学分析,将

其余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线性相关或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目标 INR､CYP4F2 基因型和华法林

效能剂量无统计学差异,而年龄､身高､体重､体表面积和华法林效能剂量呈正相关趋势,VKORC1-

1173､VKORC1-1639 和华法林效能剂量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顾分析提示华法林效能剂量与性别､

身高､体重､体表面积､目标 INR､VKORC1-1639､CYP4F2 与华法林效能剂量无统计学关系,而年龄､

VKORC1-1173 和华法林效能剂量有关,分别解释效能剂量权重的 70.8%､5.8%, 后得出效能剂量

预测公式为 Y=2.021+0.018X1(年龄)-0.618X2(VK0RC1-1173)。 
结论 川崎病合并严重冠脉病变患儿华法林效能剂量主要与年龄､VKORC1-1173 基因型相关,分别解

释效能剂量权重的 70.8%､5.8%。而性别､身高､体重､体表面积､目标 INR､VKORC1-1639､
CYP4F2 基因型和华法林效能剂量无明显统计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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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35 

Ⅰ类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对胎盘屏障关键“分子开关”P-糖蛋白的调

控研究—先天性心脏病防治的表观遗传新靶点 
 

段泓宇,王川,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基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被认为是大多数先天性心脏病特别是非综合征性先天性心脏病形成

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团队及国外研究证实胎盘屏障关键“分子开关”P-糖蛋白(P-gp)可降低众多药物

及毒物的胎盘转运率,进而降低致畸物致心脏发育异常的风险。深入探究胎盘 P-gp 的调控机制可为

先天性心脏病的防治提供新思路及新靶点。本研究拟从表观遗传角度,在体外及体内水平探讨 I 类组

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对胎盘 P-gp 的调控作用。 
方法 1) 培养人胎盘绒毛膜癌细胞系 Bewo､JAR 细胞,将其分为溶剂对照组和干预组:干预组予

HDAC 抑制剂 SAHA､TSA,以不同浓度(0.5､1.0､3.0､5.0 μM)作用于细胞,溶剂对照组加入等量

DMSO。利用 qRT-PCR､Western-blot 检测 HDAC1/2/3 及 P-gp 表达水平变化;比色法测定总

HDAC 活性变化;Pearson 相关性分析对 SAHA､TSA 干预后,HDAC1/2/3 及 P-gp mRNA 的变化进

行相关性分析。2) 构建 HDAC1/2/3 特异性 siRNA 转染 Bewo､JAR 细胞,利用 qRT-PCR､Western-

blot､细胞免疫荧光､细胞外排功能试剂盒检测细胞中胎盘 P-gp 表达､分布及外排功能变化,筛选出对

胎盘 P-gp 存在调控作用的 HDAC 亚型。3) 选用细胞水平筛选出的可调控胎盘 P-gp 表达及功能的

HDAC 亚型构建 siRNA,于孕 7.5d~15.5d 对 C57BL 孕鼠分别给予 HDAC siRNA､Control siRNA(空
载体 siRNA)连续腹腔注射,隔日一次,每次 10 nmol,于孕 16.5 予 P-gp 特异性转运底物地高辛 50 
μg/kg 灌胃,1 h 后处死孕鼠采集标本。通过 qRT-PCR､Western-blot､免疫组织化学分别检测胎盘组

织 HDAC1/2/3､P-gp 表达及分布;酶放大免疫测定法检测母体/胎儿单位地高辛血药浓度,计算地高辛

胎盘转运率。 
结果 1) SAHA､TSA 可抑制 Bewo､JAR 细胞总 HDAC 活性､HDAC1/2/3 表达,并上调 P-gp 表

达;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HDAC1/2 mRNA 与 P-gp mRNA 表达水平呈负相关。2) siRNA 转染

Bewo､JAR 细胞结果显示:抑制 HDAC2 可显著上调胎盘 P-gp 表达､底物外排功能,而对其分布无显

著影响;抑制 HDAC1､3 后,胎盘 P-gp 表达､分布无显著改变。3) HDAC2 siRNA 抑制孕鼠胎盘组织

HDAC2 表达后,胎盘 P-gp 表达显著上调,地高辛胎盘转运率明显降低,而其组织分布无显著变化。 
结论 靶向抑制 HDAC2 可上调胎盘 P-gp 表达及外排功能,基于胎盘 P-gp 对致畸物外排的关键作用

及目前多种妊娠期可用的天然食物活性组分被证实对 HDAC2 具有抑制作用,HDAC2 极可能成为降

低先天性心脏病发病风险的重要表观遗传干预靶点。 
 
 
OR-0636 

早期营养过度对远期血压及组织局部 RAS 影响的研究 
 

侯淼,陈佳欢,王波,严文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研究早期营养过度对子代生长发育期血压及组织局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影响,深入

探讨早期营养对循环､肾脏组织中 RAS 的表达影响及其在血压程序化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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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正常雌性 SD 大鼠怀孕后随机分为两组,孕期及哺乳期均给予高脂饲料母鼠所生子代即为围

生期高脂饮食(HF)组,而标准饲料母鼠所生子代即为围生期正常饮食(Con)组。子代大鼠断乳后均给

予标准饲料喂养。(2)每周监测子代大鼠体重､摄食量,于 3 周､8 周､16 周用尾套法测定收缩压及心

率。(3)于 3 周､8 周及 16 周分别测定血清甘油三酯､胆固醇水平､血清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血管紧

张素(1-7) Ang(1-7)水平及糖耐量试验。(4)收集 3 周､8 周及 16 周肾脏及主动脉组织,HE 染色观察

16 周时主动脉血管壁形态。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测定肾脏中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CE)､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血管紧张素Ⅱ 1 型受体(AT1)､Mas 受体 mRNA 及蛋白表达水

平。 
结果 (1)HF 组大鼠生后一周体重即明显高于 Con 组并持续至成年。(2)3 周､8 周时,两组大鼠收缩压

无组间差异;而 16 周时,HF 组大鼠收缩压高于 Con 组。(3)3 周､8 周､16 周时,Con 组及 HF 组大鼠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浓度均无组间差异; 16 周时,经糖耐量试验激发后,HF 组大鼠在 30 分钟､60 分钟

时血糖水平明显高于 Con 组(4)16 周时两组大鼠镜下主动脉血管形态未见明显差异。(5)两组大鼠在

3 周､8 周､16 周时血清 AngⅡ水平均无组间差异;3 周时,两组大鼠血清 Ang(1-7)水平无组间差异,而

8 周､16 周时 HF 组大鼠血清 Ang(1-7)浓度明显降低。(6)两组大鼠肾脏组织在 3 周时 ACE､ACE2､

AT1､Mas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无组间差异;8 周､16 周时 HF 组大鼠肾脏组织 ACE2 mRNA 及蛋白

表达均较 Con 组下降;8 周､16 周龄 HF 组大鼠肾脏组织 ACE mRNA 及蛋白表达较 Con 组增加;8 周

､16 周时 HF 组大鼠肾脏组织 Mas mRNA 表达均较 Con 组下降;8 周 HF 组大鼠肾脏组织 AT1 
mRNA 及蛋白表达较 Con 组一过性增加。 
结论 早期营养过度可诱导成年期血压升高,循环中 Ang(1-7)下调,肾脏组织局部 ACE 表达上

调,ACE2 及 Mas 表达下调可能是诱导成年期血压升高的分子机制。 
 
 
OR-0637 

胎盘 P-糖蛋白在降低邻苯二甲酸二乙酯致胎鼠心脏发育异常风险

中的作用研究 
 

唐昌青,王川,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本研究旨在动物水平探究胎盘 P-gp 是否可降低母体孕期 DEHP 暴露致胎鼠心脏发育异常的风

险。 
方法 按随机分配原则,将 C57BL 孕鼠随机分为溶剂组(n=10)､DEHP 组(n=20)､DEHP+P-gp 抑制剂

(维拉帕米)组(n=20)及维拉帕米组(n=10),在 E6.5-E14.5 分别连续给予生理盐水､1g/kg DEHP､
1g/kg DEHP+维拉帕米(3mg/kg)及维拉帕米(3mg/kg)灌胃,每日一次,于 E15.5 收集标本。通过 HE
切片检测胎鼠心脏畸形,应用 qRT-PCR 及 WB 方法检测心脏发育核心转录因子

Nkx2.5/Gata4/Tbx5/ Mef2c/Chf1 表达水平,计算母鼠死亡率､母鼠完全死产/流产率及胎鼠心脏畸形

发生率。 
结果 DEHP+维拉帕米组孕鼠死亡率､孕鼠完全死亡率/流产率及胎鼠心脏畸形率均显著高于 DEHP

组､维拉帕米组及溶剂组;胎鼠心脏 Gata4/Mef2c/Chf1 的蛋白和 mRNA 表达水平在 DEHP+维拉帕

米组中均显著低于 DEHP 组､维拉帕米组及溶剂组,而上述其他指标在维拉帕米组及溶剂组之间均无

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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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胎盘 P-gp 可降低母体孕期 DEHP 暴露致小鼠胚胎心脏发育异常的风险,结合本研究团队前期

研究结果,胎盘 P-gp 是降低药物/毒物致心脏发育风险的重要干预靶点。 
 
 
OR-0638 

Transcatheter Approach for Critical Pulmonary Stenosis or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in Young 

Infants Using Simmons Catheter 
 

Wang Jian,Yang Jianping,Sun Jing,Sun Kun,Chen Sun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To introduce a novel transcatheter approach of Simmons catheter to enter through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RVOT) for percutaneous balloon pulmonary valvuloplasty (PBPV) of 
critical pulmonary stenosis (CPS) or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PA/IVS) in 
young infants, and compare its efficacy and safety with floating catheter and Judkins right 
coronary catheter (JR). 
Methods To review 52 young infants that received interventional therapy of PBPV in a single 
center from Jun 2009 to October 2016, including 41 cases of CPS and 11 cases of PA/IV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catheter to enter through RVOT, 
which were the Simmons catheter group (n=25),   the floating catheter group (n=11) and the JR 
group (n=16). Basic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total fluoroscopy time, fluoroscopy time of entering 
into RVOT, success rate of catheterization, short and medium term curative effect, incidences of 
complications, and hospital length of stay (HLOS)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4 cases of PA/IVS and 21 cases of CPS in the Simmons catheter group, 3 
cases of PA/VIS and 8 cases of CPS in the floating catheter group, and 4 cases of PA/IVS and 12 
cases of CPS in the JR group. Since the unique structure of Simmons catheter, it could be 
manoeuvred directly into RVOT within a few minute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the 
Simmons catheter group had significant shorter fluoroscopy time of entering through RVOT 
(P<0.001) and less total X-ray exposure time (P<0.001). And compared with the floating catheter 
group, the success rate of surgery was better (<0.001). In the Simmons group, the mean day age 
at surgery was 32.5±21.7 days and the mean weight was 3.5±0.7 kg, including 4 cases of 
premature infants with the lowest weight at the time of surgery of 1890g. 
Conclusions Simmons catheter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enter through RVOT in infants 
with CPS or PA/IVS. Since its shorter procedure and fluoroscopy time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floating catheter and Judkins right coronary catheter, Simmons catheter could be a 
better alternative to enter through RVOT in young infants, especially neonates with low birth 
weight. 
 
 
OR-0639 

肌肉注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扩张型心肌病 
 

毛成刚
1,王本臻

2,林毅
1,张彩宁

2,申金梅
2,李自普

2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目的 探讨肌肉注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s)对儿童扩张型心肌病(DCM)的安全性和治疗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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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6 例 DCM 患儿为研究对象,除常规药物治疗外,每月一次给予 DCM 患儿四肢肌肉注射等量

hUC-MSCs,连续三次。观察 hUC-MSCs 治疗前和每次治疗一个月后 DCM 患儿心功能､左室射血分

数､BNP 变化,同时检测外周血干细胞相关因子 SCF(干细胞因子)､HGF(肝细胞生长因子)､bFGF(碱

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MP-2(骨形态发生蛋白-2)､TGF-β(转化生长因子-β)表达变化,以 10 例正

常儿童外周血相关因子检测为对照。 
结果 6 例 DCM 患儿肌肉注射 hUC-MSCs 治疗后,均无局部红肿､过敏以及发热等不良反应。其中 4

例患儿心功能得到改善,由Ⅲ级变为Ⅱ级,左室射血分数提高对于 5%,占 67%,其他 2 例因合并感染而

加重。外周血 BNP 浓度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肌肉注射 hUC-MSCs 不同时期外周血干细

胞相关细胞因子 SCF､HGF､bFGF､BMP-2､TGF-β 水平均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

验组内不同时期 bFGF 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SCF､HGF､BMP-2､TGF-β 浓度差异未

发现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肉注射 hUC-MSCs 治疗儿童 DCM 安全性好;能够改变 DCM 患儿体内外周血多种干细胞相

关细胞因子水平;肌肉注射 hUC-MSCs 可以作为 DCM 患儿治疗方法之一。 
 
 
OR-0640 

高糖影响心肌细胞分化的机制研究 
 

李文娟,郭倩倩,徐让,陈笋,孙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妊娠合并糖尿病是产科常见的合并症之一,孕早期糖尿病(pre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GDM)与出生缺陷密切相关,其中以心脏发育异常 为常见。研究表明高血糖通过多种途

径影响心脏形态发育,包括影响心内膜垫形成和神经嵴细胞发育､心肌氧化应激损伤､增加心肌细胞

调亡以及改变心脏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等。然而高血糖对心肌细胞分化,尤其对心脏祖细胞或前体

细胞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拟探讨高糖浓度对心肌细胞分化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应用 1% DMSO 建立 P19CL6 向心肌细胞诱导分化的细胞模型, 通过将 P19CL6 细胞分别置

正常糖浓度(5.6mM) 以及于不同高糖浓度(20mM 和 40mM) 的培养环境,分别于诱导分化培养第 0
天､3 天､6 天､9 天以及 12 天收集各时段分化细胞,应用免疫荧光､western blot 以及 RT-QPCR 等技

术探讨高糖对 P19CL6 细胞分化的影响以及其分子机制。 
结果 高糖抑制 P19CL6 诱导分化过程中心肌细胞分化过程中 α-MHC 和 β-MHC 基因以及 PGC-1α
和 MCAD 等线粒体相关基因表达,与此同时还可抑制诱导分化中转录因子 GATA4 和 Nkx2.5 表达。 
结论 高糖抑制 P19CL6 细胞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其机制与抑制细胞能量代谢向线粒体有氧氧化转

换以及抑制早期心肌特异性转录因子 GATA4 和 NKX2-5 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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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41 

合并肥厚性心肌病的畸形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和分子遗传学特点:附
17 例报告 

 
傅立军,黄美容,吴近近,郭颖,刘廷亮,沈捷,李奋,陈树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025 

 
 
目的 RAS-MAPK 通路基因突变所致的畸形综合征是引起儿童肥厚性心肌病(HCM)的病因之一,本研

究旨在探讨畸形综合征在儿童 HCM 中的发病率及其临床和分子遗传学特点。 
方法  
对 2013 年~2017 年我院诊治的 121 例 HCM 患儿进行目标基因外显子捕获测序,并应用 Sanger 测
序对筛选出的候选变异位点进行验证和家系分析,对所有检测到 RAS-MAPK 通路基因突变的患儿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有 17 例患者(男 10 例,女 7 例)检测到 RAS-MAPK 通路的基因突变(PTPN11 基因突变 9
例,RAF1 基因突变 3 例,BRAF､RIT1､SOS1､HRAS､KRAS 基因突变各 1 例),结合临床表现 10 例诊

断为 Noonan 综合征,5 例为 Leopard 综合征,1 例为 Costello 综合征,另外 1 例为 CFC 综合征。首诊

HCM 的中位数年龄为 3.0 月(胎儿~2.8 岁),其中 2 例在胎儿期就发现心肌肥厚;分别有 12 例患者合

并有先天性心脏病(合并房间隔缺损 10 例,合并肺动脉瓣狭窄 5 例,合并室间隔缺损 2 例,合并右室双

出口 1 例)和 12 例患者合并流出道梗阻(合并左室流出道梗阻 9 例,合并右室流出道梗阻 8 例)。 1 例

严重左室流出道梗阻患儿于生后 3 个月死于心力衰竭,另外 16 例患者首诊 HCM 后的中位随访时间

为 2.5 年(6 月~15 年),其中 4 例患者流出道梗阻加重,4 例患者流出道梗阻减轻。 
结论 畸形综合征是引起儿童 HCM 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在婴儿期早期发病,常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和

流出道梗阻,部分患者病情进展迅速,甚至可以出现早期死亡,另外有部分患者随年龄的增长心肌肥厚

可以减轻。 
 
 
OR-0642 

外周血涂片检查对婴儿型庞贝病筛查和诊断的应用价值 
 

傅立军,黄美容,吴近近,郭颖,刘廷亮,沈捷,李奋,陈树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025 

 
 
目的 探讨外周血涂片检查在婴儿型庞贝病(IOPD)筛查和诊断中的价值,为该病的早期诊断提供基

础。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2017 年我院根据酶学和基因检测所确诊的 IOPD 患者和非 IOPD 的肥厚性

心肌病(HCM)患者的外周血涂片检查结果。 
结果 29 例患儿确诊为 IOPD,胞浆中含空泡的和过碘酸雪夫氏染色(PAS)阳性的淋巴细胞的百分比

分别为 19~67%和 19~66%;另外 12 例患儿诊断为非 IOPD 的 HCM,胞浆中含空泡的和 PAS 染色阳

性的淋巴细胞的百分比分别为 0~6.7%和 0~6.0%。两组患者之间胞浆中含空泡的和 PAS 染色阳性

的淋巴细胞百分比均存在明显差异,在分布上无重叠。 
结论 外周血涂片检查快速､简单､易行,通过观察和计算胞浆中含空泡的和 PAS 染色阳性的淋巴细胞

的百分比有助于 IOPD 的筛查和早期诊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90 
 

OR-0643 

中国婴儿型 Pompe 病的分子遗传学特点研究 
 

陈茜,傅立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中国大陆的中国婴儿型 Pompe 病(infantile-onset Pompe 
disease, IOPD)患者分子遗传学特点,为 IOPD 的早期诊断､合理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2016 年在本院心内科住院治疗或门诊随访确诊的 25 例 IOPD 患儿的 GAA
基因突变检测结果。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基因组 DNA。取外周静脉血 2ml,提取基因组 DNA 后,
用 16 对引物对 GAA 基因的外显子 2-20 及外显子与内含子交界区进行 PCR 扩增,然后对 PCR 产物

进行正反向测序分析,并且以 60 名无亲缘关系的健康人作为对照。 
结果 25 例患儿,男 14 例,女 11 例,12 例来自中国华南地区(长江以南),13 例来自中国华北地区(长江

以北);25 例 IOPD 患者均进行了 GAA 基因检测,共发现 30 个不同的突变位点,其中 13 种为新发突

变。新发突变包括一种无义突变(c.2411G> A),5 种移码突变

(c.1602_1605delinsAGG,c.2585delG,c.2376_2377insCA,c.1241delT 和 c.971dupC),一种框内缺

失突变(1320_1322del)和 6 种错义突变(c.2024A> G,c.2563G> C,c.2297A> C,c.1298A> 
C,c.1597T> G 和 c.1844G> T);无义突变 c.2662G> T(p.Glu888X)在本研究中突变频率 高,占该组

检测到的突变等位基因总数的 14%(中国华北患者占总突变等位基因的 23.1%,华南患者为 4.2%);错
义突变 c.1935C> A(p.Asp645Glu)是本研究中第二 常见的突变,占该组检测到的突变等位基因总

数的 12%(中国华南患者占总突变等位基因的 20.8%,华北中国患者的占 3.8%);5 种新发错义突变

(c.2024A> G,c.2563G> C,c.2297A> C ,c.1597T> G,c.1844G> T)被三种生物信息学预测工具一致

预测为有害性突变,但 c.1298A> C 突变被预测为良性或可耐受性突变;6 种新发错义突变

p.Asn675Ser,p.Tyr766Ser,p.Gln433Pro,p.Cys533Gly,p.Gly615Val 和 p.Met440del 可能破坏了蛋

白质的正常构型,进而损害 GAA 蛋白质的糖苷水解酶的功能蛋白;新发框内缺失突变 Gly855 位于糖

苷水解酶结构域的功能不确定区域。 
结论 c.2662G>T 为中国华北地区 IOPD 患儿 常见突变,c.1935C>A 为中国华南地区 IOPD 患儿

常见突变;新发无义突变(c.2411G>A, p.Trp804X) 和 5 种新发移码突变(p.Gly862GlufsX24, 
p.Phe414SerfsX26, p.Ser325GlufsX5, p.Asn535GlyfsX43, p.Pro793HisfsX14) 均不能形成功能性

溶酶体 α-葡糖苷酶。 
 
 
OR-0644 

血小板相关参数与左向右分流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肺动脉高压的相

关性研究 
 

马凡,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血小板相关参数在继发于左向右分流先心病的肺动脉高压患者中的变化及其在该疾病诊

断与病情评估方面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7 月于我院诊断并经心导管造影证实为左向右分流先天性心脏病

患者共计 155 例,按照肺动脉高压诊断标准及心导管检测测值将患者分为无肺动脉高压组(30 例)､轻

度肺动脉高压组(51 例)､中度肺动脉高压组(33 例)､重度肺动脉高压组(31 例)及艾森曼格综合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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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例),分别检测各组患儿外周血中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平均容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大
型血小板比率(P-LCR)和血小板压积(PCT),比较各组对象间血小板相关参数变化并做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左向右分流先天性心脏病无肺动脉高压组患者相比较,在轻度肺动脉高压组､中度肺动脉高压

组及重度肺动脉高压组中血小板计数(x10^9/L)无显著差异(291.8±57.2,299.0±71.4,291.7±74.7 vs. 
301.6±101.8,P 值均大于 0.05),PCT(%)无显著差异(0.29±0.06,0.28±0.07,0.28±0.07 vs. 
0.31±0.08,P 值均大于 0.05],MPV(fL)显著降低(10.01±0.81,9.55±0.81,9.78±0.80 vs. 
10.48±1.37,P=0.031,0.001,0.005),PDW(fL)显著降低(11.15±1.49,10.47±1.56,10.70±1.50 vs. 
12.35±2.83,P=0.006,0.001,0.001),P-LCR(%)显著降低(24.45±6.65,20.84±6.67,22.73±6.46 vs. 
28.43±11.42,P=0.028,0.001,0.005);在艾森曼格综合征组中,血小板计数(x10^9/L)显著降低

(192.0±43.5 vs. 301.6±101.8,P<0.001),PCT(%)显著降低(0.23±0.06 vs. 
0.31±0.08,P=0.001),MPV(fL)显著升高(11.86±0.88 vs. 10.48±1.37,p<0.001),PDW(fL)显著升高

(15.45±2.23 vs. 12.35±2.83,P<0.001),P-LCR(%)显著升高(40.01±7.19 vs. 28.43±11.42,p<0.001) 
结论 血小板是参与左向右分流先天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肺血管重构的重要因素;外周血中血小板相

关参数可用于评估肺动脉高压的进展程度并指导相关临床决策。肺动脉高压患者外周血 MPV､

PDW 及 P-LCR 降低,可能提示疾病处于早/中期,应积极进行相关干预;当外周血 MPV､PDW 及 P-
LCR 升高并伴有血小板计数及 PCT 降低可能提示肺动脉高压发展至晚/终末期,肺动脉血管发生重

构。 
 
 
OR-0645 

经导管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后完全性左束支传导 
阻滞临床特点及远期预后 

 
李俊杰,张智伟,钱明阳,王树水,李渝芬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室间隔缺损(VSD)封堵术后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CLBBB)为严重并发症,相关的远期预后资

料目前报道较少。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 VSD 封堵术后出现 CLBBB 患儿的临床特点及远期预后,以
指导临床实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儿科行 VSD 封堵术后出现

CLBBB 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 CLBBB 出现的时间和临床症状,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并随访观察其预

后。 
结果 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有 2754 例 VSD 患者接受经导管封堵术,其中 15 例术后出现

CLBBB,发生率 0.54%。15 例患儿平均年龄 3.4 岁(2.8-17.5 岁),平均体重 13.6kg(10-70kg)。VSD 
缺损大小为(6.4 ±1.7)mm,膜周部 VSD 14 例除为肌部 VSD 1 例。使用小腰大边封堵器 9 例,偏心型

封堵器 4 例,对称型封堵器 2 例,肌部封堵器 1 例,封堵器平均大小为(7.8 ±2.1)mm。术后出现

CLBBB 的中位时间为 2.8 个月(1d-25.4 个月),其中术后 1 周内出现 8 例,术后 1 个月 1 例,术后 1 个

月以上 6 例, 迟出现为术后 25.4 个月。15 例患儿中,4 例经药物治疗恢复正常心电图,随访中无变

化;3 例行外科手术取出封堵器并修补 VSD,术后为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8 例经药物治疗无效,未
取封堵器,随访中持续为 CLBBB,其中 3 例于术后 1-3 年内逐渐出现心脏扩大,心功能减退,3 例均给

予心脏同步化治疗(CRT),2 例心脏缩小,心功能改善,1 例终因心功能衰竭死亡。 
结论 VSD 封堵术后早期及中远期均有可能发生 CLBBB;持续性 CLBBB 有导致心脏扩大､心功能不

全甚至致死的风险,应及早进行干预,以免错过 佳的治疗时机;对术后 CLBBB 的患者,无论经治疗后

是否恢复正常心电,均应严格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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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46 

Fidgetin 遗传变异降低血浆叶酸预防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 
 

王凤
1,王丹

1,赵健元
2,张冉冉

1,杨倩
1,王红艳

2,桂永浩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 

 
 
目的 叶酸缺乏已明确为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发病的危险因素,然而孕母血

浆叶酸水平并非与 CHD 风险一致,不能作为良好的预测指标。近来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
鉴定出与血浆叶酸水平相关的非叶酸通路基因的遗传变异。为此,我们拟在大样本的 CHD 病例-对
照研究中明确这些非叶酸通路遗传变异与 CHD 的发病风险,并探讨潜在的作用机制。 
方法 依照 GWAS 报道的位点,我们在总计 1489 例 CHD 病例和 1745 例健康对照的外周血样本中进

行 SNaPshot 基因分型和关联分析,进一步在 CHD 心脏组织中通过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了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运用荧光素酶活性检测､免疫共沉淀及串联亲和纯化技术对该位点进行功能

分析,同时在细胞水平检测了叶酸通路关键基因的表达。 
结果 Fidgetin(FIGN)内含子区位点 rs2119289 (+94762G>C)显著降低 CHD 的风险(P=8.5×10-

13),GC 和 CC 基因型个体 CHD 的发病风险分别较 GG 下降 44%(OR = 0.56, 95% CI = 0.47–0.67)
和 66%(OR = 0.34, 95% CI = 0.23–0.50)。同时,携带 C 等位基因个体的叶酸水平显著低于 G 等位

基因,CC 及 GC 基因型个体的叶酸水平仅为 GG 的 10.7%和 32.6%(P<0.05)。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表明 CG 及 CC 基因型心脏组织 FIGN 的表达量显著增加。细胞研究提示,FIGN
表达增抑制蛋白酶体活性,引起 RFC1 和 DFHR 累积,进而促进叶酸吸收与利用。 
结论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低血浆叶酸水平并非预测 CHD 风险的良好指标的原因。虽然 FIGN 遗传变

异 rs2119289 (+94762G>C)与血浆低叶酸水平相关,但其通过增加心脏组织中叶酸的跨膜转运及利

用而显著降低 CHD 的发病风险。 
 
 
OR-0647 

29 例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儿童的病例分析与随访 
 

韩波,石鑫淼,刘同宝,赵立健,伊迎春,张建军,王静,姜殿东,吕建利,郭家敏,于瑞花,杨晓斐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患儿的原发病症状改善､起搏器功能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等。 
方法 对我院 2004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植入的 29 例不同模式的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患儿进行随访

观察,随访时间为 1 个月~11.3 年(4.3±3.8 年)。其中男 15 例,女 14 例;年龄为 1.3~17.1 岁,平均 7.8
岁;体重为 9.5~59kg,平均 25.1kg。住院时间为 8~55 天,平均 23.3 天。原发病中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11 例､心肌炎 7 例､先天性心脏病 6 例､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3 例､肥厚型心肌病 1 例及心内膜弹力纤

维增生症 1 例。29 例中 12 例有阿斯综合征发作史,16 例心脏增大。所有患儿定期复查心电图､胸片

､超声心动图,同时检测起搏器阈值､感知灵敏度､阻抗,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数据方差分析进行统计。 
结果 所有患儿行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手术成功率 100%,其中频率适应性心室起搏(VVIR)26 例,
固定频率心室起搏(VVI)2 例,全自动双腔起搏(DDD)1 例;心内膜单腔起搏 28 例,心内膜双腔起搏 1
例;20 例为双极电极,9 例为螺旋电极;24 例电极尖端固定于右室心尖部,4 例于右室流出道间隔部,1
例双腔起搏器植入者心室电极植入右心室心尖部,心房电极固定于右心耳处;3 例患儿分别于术后 8
年､8 年 10 个月､10 年 4 个月行起搏器更换,起搏器实际寿命较预期寿命平均延长 8.7 个月。患儿临

床症状､心电图､胸片及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均较术前改善。起搏器阈值于术后 1 周升高,术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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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稳定,术后 5 年逐渐升高,术后 5 年与其他各期分别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 3 年内各期

两两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感知灵敏度于术后 1 周降低,并维持在稳定水平,随访各期均较术中

低,术中与术后各期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各期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阻抗于术中增

高,术后随访各期阻抗均较术中低, 术后 1 周趋于稳定,维持在一定水平,术后 5 年阻抗逐渐增大,术后

各期分别与术中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随诊中 3 例出现并发症,发病率为 14.3%,其中 2 例为

囊袋感染,经保守治疗无效予重置永久性起搏器,1 例患儿起搏器阈值升高,再次手术固定导线,起搏器

阈值恢复。 
结论 儿童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术安全､有效､并发症少。术后临床症状消失,生活质量提高。术后 5 年

应提高起搏器检测频率。随访时注意感染､起搏器阈值升高等并发症。 
 
 
OR-0648 

小儿不同类型先天性冠状动脉瘘的治疗策略分析 
 

胡琳
1,王树水

2,李渝芬
2,曾国洪

2,张智伟
2,张丽

1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广东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小儿不同类型先天性冠状动脉瘘的临床治疗方案､术后短期随访资料,探讨该类疾病的优化

治疗手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住院治疗,并确诊为先天性冠状动脉瘘的患儿共 40 例,
统计分析其冠状动脉瘘类型､治疗方法､器材及术式的选择及术后短期随访资料。 
结果 本组患儿男 16 例(40%),女 24 例(60%),年龄 1 天~17.4 岁,平均年龄(4.5±4.4)岁,体重

3kg~45kg,平均体重(16.2±10.7)kg。;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起源的冠状动脉瘘 13 例(32.5%),左冠状动

脉回旋支起源的 1 例(2.5%),右冠状动脉来源的 25 例(62.5%),1 例(2.5%)为双侧来源。汇入右心系

统的共 34 例(85%),其中肺动脉 1 例(2.5%)､右心房 14 例(35%)､右心室 19 例(47.5%);汇入左心系统

的共 5 例(12.5%),其中左心房 1 例(2.5%)､左心室 4 例(10%);弥漫性汇入双侧心房心室的 1 例

(2.5%)。;经导管介入封堵治疗 16 例,外科手术治疗 19 例,其中 2 例因介入封堵失败而转行外科手术

治疗成功,1 例介入封堵成功后残余分流增加再次行外科手术治疗;介入封堵术后常规抗血小板治疗,
无血栓事件形成,外科术后 2 例血栓形成;治疗成功的患儿术后心电图均无异常,术后心脏彩超随访提

示左心负荷减轻,心腔较术前有缩小。 
结论 经导管介入封堵治疗和手术治疗是儿童先天性冠状动脉瘘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介入治疗住

院时间短,对于大多数冠状动脉瘘均有良好疗效。左冠状动脉右心房瘘可通过介入治疗得到良好的

效果;但对于瘘管过于迂曲,以及冠状动脉瘘口位于冠状动脉主干末端的病例,建议外科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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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49 

Duplication and deletion of 22q11 associated with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 

 
Cao Ruixue1,2,Liu Sijie1,Liu Chunjie1,Chen Sun1,Li Fen3,Sun Kun1,Xu Rang4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 Cardiology,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Child Hearth Car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4.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identify whether there is any association between 22q11 CNVs and APVC.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86 APVC patients and then studied the CNVs of 22q11 
in 86 sporadic APVC patients by MLPA, and the results were identified by real-time PCR.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 patients carried the CNVs of 22q11, one patient had the 
deletion of 22q11 and the other had the dulplication of 22q11.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population (P<0.01) 
that suggest a possible etiologic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duplication or deletion of 22q11 and the 
APVC in our patients. 
 
 
OR-0650 

基于 E-Science 模式下 2009-2016 年川崎病住院患儿临床分析 
 

宋思瑞,朱丹颖,谢利剑,肖婷婷,黄敏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62 

 
 
目的 基于 E-Science(数字科研)模式下收集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9-2016 年间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患儿数据并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期建立注册登记研究 KD 电子信息库,探寻川崎病冠状动

脉病变高危因素。 
方法 应用电子数据采集系统(electronic data capture ,EDC)获取 2009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上

海市儿童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 KD 患儿临床资料,数据的整理及分析应用临床数字科研平台(Doctor 
Researc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DRIMS),分析患儿性别､年龄､入院时间及季节､临床表

现､总热程､发热至第一次使用丙种球蛋白时间､是否为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e 
globulin G ,IVIG)无反应及相关实验室指标,并根据心超结果判断患儿有无发生冠状动脉损害

(coronary artery lesion,CAL),对一般情况和发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分析 CAL 发生的危险因素并对

CAL 发病率做时间趋势分析。 
结果 2009 年 5 月-2016 年 11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住院 KD 患儿共计 1157 例。全年均可发病,但以春

夏之交较多见。丙球无反应发生率为 13.1%。超声心动图发现 CAL 者占 22.92%,其中冠状动脉扩

张 20.87%,冠状动脉瘤 2.05%,CAL 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入院时 C 反应蛋白(CRP)值､血钠水平

､ALT>40U/L 或 AST>40U/L 是川崎病患儿是否发生冠状动脉损伤的影响因素。 

结论 单中心注册登记研究 KD 患儿发病有一定的流行病学特征,E-Science 模式实现了跨学科､多专

业合作的川崎病科研工作,对于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具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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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51 

人参皂甙 Re 对瞬间内向电流作用机制的研究 
 

张宏艳
1,纪玉晓

1 
1.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2.天津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人参皂甙 Re(Ginsenoside Re,GSRe))对离体单个豚鼠心室肌细胞膜上瞬间内向电流

(Transient Inward Current , Iti )的影响,阐明人参皂甙 Re,(GSRe)对特发性室速､Q-T 延长综合征等

室性心动过速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全细胞膜片钳记录方法及玻璃微电极技术,分别记录哇巴因(Ouabuain , OUB)､GSRe､ 

OUB+ GSRe ､OUB+ GSRe 及优降糖(Glibenclamide,GLB)对豚鼠乳头肌动作电位及心室肌细胞 Iti
电流的影响。 
结果 OUB 0.5mmol/L 灌流豚鼠乳头肌,可诱发延迟后除极(DAD)及触发激动(TA)。随刺激频率的缩

短(BCL=200ms)时,DAD 幅度增大,可诱发非持续性触发电活动并使静息膜电位增大;GSRe 
1~20mmol/L 灌流乳头肌,致动作电位时程(APD)缩短,DAD 幅度明显降低,DAD 偶联间期明显延长,
触发激动发生率降低。静息膜电位减小。GSRe (2,5,10,15,20mmol/L)灌流豚鼠心室肌细胞,浓度依

赖性的缩短 APD。GSRe 可使 KATP通道开放,并抑制 Iti电流。Iti电流滞后时间(Lag-T)明显延长,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1。优降糖(GLB)2~10mmol/L 灌流心室肌细胞能关闭 KATP,APD 恢复至

对照水平,触发活动增加。GSRe 抑制 KATP电流呈浓度依赖性。 
结论 GSRe 使 KATP开放可以减弱哇巴因对心肌细胞的毒性作用,使 APD 缩短,中止 DAD 及触发激

动,对心肌细胞具有保护作用。GSRe 的作用与抑制 Iti 电流,､增加 KATP电流有关。为临床特发性室

速及 Q-T 延长综合征并室速的治疗提供新方法。 
 
 
OR-0652 

NT-BNP 对于川崎病患儿冠脉损害及丙球抵抗的预测价值: 
前瞻性对列研究 

 
吴美,王川,周开宇,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冠脉损害及丙球抵抗的预测仍是川崎病研究的热点,目前关于 N 端脑钠肽(NT-BNP)在预测川崎

病冠脉损害及丙球抵抗的研究较少,且基本为病例对照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探讨

NT-BNP 在川崎病患儿中丙球抵抗及冠动损害中的预测作用。 
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地纳入于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心血管科确

诊为川崎病患儿共 282 例,分别比较 NT-BNP 在丙球抵抗组及无丙球抵抗组,有冠脉损害组及无冠脉

损害组之间的差异,并通过 ROC 曲线分析确定其对丙球抵抗､冠状损害预测的 佳临界值。 
结果 纳入患儿的 NT-BNP 波动于 17pg/ml 至 35000pg/ml 之间;丙球抵抗组及无丙球抵抗组,有冠脉

损害组及无冠脉损害组之间性别及年龄无显著差异,基线资料可比;NT-BNP 在有冠脉损害组

(2722±4903)及无冠脉损害组(3475±5888)之间无显著差异(P=347);丙球抵抗组 NT-
BNP(5886±8460)显著高于无丙球抵抗组(2277±3919)(P=0.007); 通过 ROC 曲线分析,NT-BNP 在

对丙球抵抗有一定的预测价值(ROC 曲线下面积 0.631,95%CI:0.532-0.729,P=0.005),当 NT-BNP
为 1425pg/ml 时,其敏感度为 57.8%,特异度为 59.1%。当 NT-BNP 为 5275pg/ml 时,其特异度可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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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T-BNP 对川崎病患儿冠脉损害无预测价值,而对丙球抵抗的发生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OR-0653 

Effect of iron-fortified parenteral nutrition on Iron storage 
indicators in preterm newborns 

 
wang wei ping1,Tang Qing ya2,Zhu Xiao dong1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 intensive medicine, Xin Hu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Nutrition, Xin Hu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iron-fortified all-in-one (AIO) parenteral nutrition (PN) 
admixtures on iron storage indicators for preterm infants. 
Methods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double-blind trial involved 108 newborns (birth weight 
<2000 g) admitted to our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within 48 h after birth. The inf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N), Fe-1 group(PN + 200 μg/kg/d elemental iron) 
and Fe-2 group(PN + 400 μg/kg/d elemental iron). Preterm infants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duration of PN for three groups: PN-7(PN≥7d), PN-1(PN≥14d)and PN-
21(PN≥21d)to determine how quickly effects became evident.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otal iron binding capacity (TIBC) and Unsaturated iron bonding 
capacity (UIBC) in both FE-1 group and FE-2 group were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 < 0.05), 
Haemoglobin (Hb), hematocrit (HCT), serum iron(SI) and ferritin levels were higher in FE-2 group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      iron-fortified AIO PN admixture is effective for preterm infants. PN with 400 μg/kg/d elemental 
iron used for14 consecutive day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iron storage indicators and red blood 
cell parameters for premature newborns. 
 
 
OR-0654 

早产儿暂时性低甲状腺素血症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钱燕,陈翠娥,狄天伟,周恩敏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早产儿甲状腺功能及相关临床资料,了解不同出生胎龄儿生后 2 周的甲状腺功能水平和早

产儿暂时性低甲状腺素血症(THOP)的患病情况,筛查 THOP 相关因素,指导临床防治 THOP,改善

THOP 的预后。 
方法  
1.收集 2006 年-2015 年我院新生儿科收住的出生胎龄<37 周早产儿的临床资料,生后 2 周检测 T4､

T3､TSH。2.甲状腺功能与出生胎龄及出生体重作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共纳入 871 例,男 485 例,女 386 例,出生胎龄 25+3-36+6周,平均 32 周,出生体重 710-3290g,平均

1750.01±416.13g。2.早产儿生后 2 周 T4 与出生胎龄呈正相关(r=0.511), T3 与出生胎龄呈正相关

(r=0.494),TSH 与出生胎龄呈负相关(r=-0.177)。T4 与出生体重呈正相关(r=0.411), T3 与出生体重

呈正相关(r=0.388),TSH 与出生体重呈负相关(r=-0.197)。3.25-26 周､27 周､28 周､29 周､30 周､31

周､32 周､33 周､34 周､35 周及 36 周 THOP 患病率分别为:8.3%､10.5%､10.3%､1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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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4.8%､14.3%､14.2%､15.7%及 15.3%,不同出生胎龄儿生后 2 周 THOP 患病率无显著差异

(P>0.05)。4.<1000g､1000-1499g､1500-1999､2000-2499g､≥2500g 的早产儿 THOP 患病率分别

为 12.1%､17.1%､17.1%､4.4%､18.2% (P<0.05), 1000-1499g 与 2000-2499g､1500-1999g 与

2000-2499g､2000-2499g 与≥2500g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5)。5.NRDS(OR=1.778)､应用白

蛋白(OR=2.733)是≤32 周 THOP 的独立危险因素,男性(OR=1.651)､应用多巴胺(OR=1.868)是≤32

周 THOP 的可能危险因素,出生体重(OR=2.599)､NRDS(OR=2.568)是>32 周 THOP 的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 1.早产儿生后 2 周 T4､T3 与出生胎龄及出生体重呈正相关,TSH 与出生胎龄及出生体重呈负相

关。2.THOP 是早产儿中的常见疾病,不同出生胎龄儿生后 2 周 THOP 患病情况无显著性差异。

1000-1499g 比 2000-2499g 的 THOP 患病率高,1500-1999g 比 2000-2499g 的 THOP 患病率

高,≥2500g 比 2000-2499g 的 THOP 患病率高,2000-2499g 的 THOP 患病率 低。3.NRDS､应用白

蛋白是≤32 周 THOP 的独立危险因素,男性､应用多巴胺是≤32 周 THOP 的可能危险因素,NRDS､出
生体重是>32 周 THOP 的独立危险因素,筛查出危险因素,为临床防治 THOP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OR-0655 

新生儿病房不良事件筛查工具初探 
 

游雪琴
1,2,何华云

1,陈新红
1,文秋萍

1,2,华子瑜
1,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儿科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儿童发育重大

疾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目的 不良事件发生比例高,是导致患者死亡或伤害的较多事件之一[1],研究表明,传统的不良事件报告

系统存在检出率低[2]､迟报漏报[3]､花费大[4]､不能可靠测定不良事件发生率[5]等问题,而全面筛查工具

可更有效地鉴定不良事件并测定其发生率 [6-9]。本研究旨在制定适合我国新生儿病房的不良事件筛

查工具并验证其可行性。 
方法 ①结合 Sharek PJ 等的《筛查工具在 nicu 不良事件测定的运用》[6]及庄薇等的《应用德尔菲

法研制新生儿科不良事件的筛查工具》[10]等文献形成包括 29 项筛查指标的初步筛查工具,通过经验

丰富的新生儿科医护人员讨论,形成包括皮肤完整性受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发热､抗生素使

用､死亡､腹泻､转入 nicu､惊厥等 10 项筛查指标的新工具。②纳入 2015.7.30-2015.9.30 本院新生

儿科(包含 nicu)的出院病例,通过回顾性研究方法,记录纳入病例中出现的筛查指标数及不良事件数,
记录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NCC MERP 分级法),计算各筛查指标的阳性预测值,评估筛查指标筛查不

良事件的可操作性。③回顾性研究阶段发现部分患儿的资料不能反映有无不良事件发生,使得定义

这类不良事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本文采取了一个月的实时观察研究来验证该工具的可行性:纳入

2016.5.9-2016.6.9 在本院新生儿科出现筛查指标的患儿,每天实时追踪纳入患儿有无不良事件及严

重程度,计算筛查指标的阳性预测值,评估筛查工具的实用性。 
结果 回顾性研究期间纳入病例 782 例,随访 64 天,筛查指标总计 887 例次(1.13 例/人),独立不良事件

391 例(0.50 例/人､6.12 例/天),筛查指标发现不良事件占 78.8%。筛查工具总阳性预测值为 0.39(普

通组 0.45,nicu0.26)。阳性预测值较高的筛查指标有死亡(1)､腹泻(0.8)及转入 nicu(0.45),主要的不

良事件有腹泻(122/391,31.2%)､电解质紊乱(49/391,12.5%)､环境温度不适宜(43/391,11.0%)及皮肤

完整性受损(31/391,7.9%)。29.4%不良事件危害程度达 F 级及以上(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及以上)。实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98 
 

时研究阶段,发现筛查指标 417 例次,独立不良事件 261 例次。总阳性预测值 0.64,高于回顾性研究

阶段(0.45),其中阳性预测值有统计学差异的筛查指标为“皮肤完整性受损”及“抗生素应用”(P 值均

<0.01)。 
结论 本研究的筛查工具对新生儿普通病房不良事件监测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加强医务工作者如实､及
时记录不良事件的培训,可提高本筛查工具的监测效果。 
 
 
OR-0656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患者体内粘膜相关恒定 T 细胞 
亚群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田佳怡,王健,朱彤,严超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究粘膜相关恒定 T(mucosal associated invariant T,MAIT)细胞及其亚群在新生儿坏死性小

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早产儿体内分布的变化,及其变化和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为早产儿 NEC 发病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方法 1.   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 NEC 早产儿和对照组研究对象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和肠组织的固有层单个核细胞(Lamina  propria  mononuclear  cells, 
LPMC)中 MAIT 细胞及其各亚群的表达情况。并通过 Bell 分级对 NEC 早产儿进行分层分析,探究

MAIT 细胞及其亚群和 NEC 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2.   通过流式多重蛋白定量(Cytometric bead array, CBA)技术检测 NEC 早产儿和对照组研究对象

血清炎症因子 IL-2,IL-4,IL-17A,IL-6,IL-10,TNFα,和 IFNγ 的水平,并对 NEC 早产儿血清炎症因子和

MAIT 细胞及其亚群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3.   对治疗后痊愈的 NEC 患儿外周血 MAIT 细胞及其亚群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通过比较治疗前后

MAIT 细胞及其亚群的变化,进一步探究 MAIT 细胞及其亚群在 NEC 疾病中的作用。 
结果 1.NEC 早产儿外周血 MAIT 细胞百分比和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肠组织中 MAIT 细胞百分比则

显著升高,且二者呈负相关;NEC 早产儿无论是外周血还是肠组织中,CD8αα+ MAIT 细胞亚群占

MAIT 细胞的百分比都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且 NEC 早产儿外周血 CD8αα+ MAIT 细胞亚群百分比与

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 
2.IL-2,IL-4,TNFα,IFNγ,和 IL-17A 炎症因子水平在 NEC 患儿血清中较低,IL-6 在 NEC 患儿血清中的

水平较对照组高。但是和外周血 CD8αα+MAIT 细胞亚群和总的 MAIT 细胞百分比之间没有相关性; 
3.经随访,NEC 患儿治疗痊愈后,外周血 MAIT 细胞百分比较治疗前显著上升,且上升至对照组水

平;NEC 患儿治疗后,外周血 CD8αα+ MAIT 细胞亚群百分比较治疗前无显著差异,仍然低于对照组水

平。 
结论 本研究结果证明,MAIT 细胞在 NEC 疾病过程中,可能从外周血向肠道炎症组织中迁移,发挥免

疫调节作用;早产儿体内 CD8αα+MAIT 细胞亚群百分比降低可能导致 MAIT 细胞抵御微生物的能力

下降,参与 NEC 的发生和疾病进程。提示了 CD8αα+MAIT 细胞是潜在的评估 NEC 疾病严重程度的

生物学标志。本研究为进一步探究 NEC 的免疫学和基因学发病机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新的研究

方向。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99 
 

OR-0657 

Effects of Somatostatin/Octreotide Treatment in Neonates 
with Congenital Chylothorax 

 
Yin Rong,Zhang Rong,Wang Jin,Yuan Lin,Hu Liyuan,Jiang Siyuan,Chen Chao,Cao Yun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he influence of somatostatin/octreotide treatment on outcomes of neonates with 
congenital chylothorax remains controversial.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our experience with 
somatostatin/octreotide therapy in neonates with this very rare disease. 
Methods Fourteen neonates with congenital chylothorax who were treated with somatostatin 
(3.5–7 μg/kg/h) or octreotide (1–6 μg/kg/h) along with traditional management between 2013 and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in this observational study. Their daily volumes of pleural 
drainage and parameters of respiratory support were recorded, and the potential side effects of 
somatostatin/octreotide were screened. 
Results Four patients (28.6%) had a unilateral presentation of pleural effusion, while 10 patients 
(71.4%) had a bilateral presentation. Twelve patients (85.7%) survived until discharge without 
later recurrence or death, while two patients (14.3%) died within the first three days after birth. 
Somatostatin/octreotide treatment was maintained for a median period of 6 days (range, 1–16 
days). The chest tube was removed after a median duration of 14 days (range, 2–51 days), and 
no patient needed pleurodesis or thoracic duct ligation surgery. The average daily drain output 
within 3 days post-treatment (median 62 mL, range, 10–651 m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median 133 mL, range, 70–620 mL) (P=0.002). The need for ventilation support 
was reduced in most patients (85.7%) after the initiation of somatostatin/octreotide therapy. No 
serious side effects were identified. 
Conclusions Somatostatin/octreotide treatment remarkably reduced pleural drainage and 
respiratory support without significant side effects. Furth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with 
more patients are necessary to ascertain the benefits of somatostatin/octreotide in neonates with 
congenital chylothorax.  
 
 
OR-0658 

家庭参与式管理对 NICU 早产儿母乳喂养结局影响 
的多中心随机群组对照研究 

 
黑明燕

1,高翔羽
2,李颖

1,李占魁
3,张谦慎

4,李佳
5,夏世文

6,农绍汉
7,高红霞

8,张爱民
1,Shoo K. Lee10,11 

1.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三医院 
2.东南大学附属徐州医院 

3.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4.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6.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7.广东省人民医院 

8.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9.湖南省人民医院 

10.Mount Sinai Hospital 
11.加拿大健康卫生研究院母婴健康部 

 
 
目的 了解在 NICU 中实施家庭参与式综合管理(FICare)对住院早产儿母乳喂养率的影响。 
方法 为一项多中心群组随机对照临床干预与预后研究,设定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纳入了中国大陆 8
个省市的 9 家三级甲等医院中 427 名胎龄在 28 周至 35 周的早产儿,分为 FICare 组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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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are 组邀请早产儿家长在患儿住院期间进入 NICU 病区床旁每日连续逗留 3 小时或以上,在专科

护士指导下学习和完成包括六步洗手法､摆放婴儿体位､换尿片及估算尿量､脐带口腔护理､袋鼠式皮

肤接触等十三项非侵入性护理技能。主要研究指标为母乳喂养率,次要研究指标包括喂养指标､
FICare 相关指标等。应用 IBM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 1. 两组性别､胎龄､出生体重､出生体重 Z 值､单胎比例､产前激素使用情况､新生儿疾病､开始肠

内喂养日龄等临床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2. 两组达到全肠道喂养的

日龄无统计学意义(P>0.05)。开始母乳喂养的中位日龄均为出生第 4 天。FICare 组有 202 例

(87.3%)而对照组仅 80 例(34.9%)成功达到母乳喂养,FICare 组配方奶喂养率､院内感染发生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恢复出生体重的日龄短于对照组,FICare 组恢复出生体重后的体重增长速度显著大于对

照组, FICare 组体重 ΔZ 值下降程度小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3. 实施 FICare
和产前足量使用激素是“达到母乳喂养”的独立保护性因素(P=0.000, OR=27.7,95% CI:14.5, 
52.8;P=0.000, OR=9.5,95% CI:4.8, 18.9),院内感染和开始母乳喂养的日龄晚是“达到母乳喂养”的独

立危险性因素(P=0.01,OR=0.38,95%CI:0.18,0.80;P=0.02,OR=0.85,95%CI:0.73,0.98)。 
结论 FICare 对提高 NICU 中住院早产儿的母乳喂养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大大提高住院早产

儿的母乳喂养率并减少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程度。 
 
 
OR-0659 

产前与产后获得的囊性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的 MRI 表现及运动发育

结局 
 

曹方方,富建华,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以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影像学资料为依据,对比产前与产后获得的

囊性脑室周围白质软化(cystic 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cPVL)的 MRI 特点,并阐明其与运动发育

结局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新生儿科病房经 MRI 确诊的

cPVL 患儿 80 例,根据囊腔形成的时间分为产前获得 cPVL 组 35 例,产后获得 cPVL 组 45 例,分析两

组 cPVL 的 MRI 成像特点,并对两组患儿肢体运动情况进行门诊随访。 
结果 1.MRI 表现:产前获得 cPVL 组,囊腔位置主要在侧脑室前角(35/35),其次为侧脑室体部(2/35)､半
卵圆中心(1/35),囊腔数量单个 17 例(17/35),2 个 14 例(14/35),3 个及以上 4 例(4/35);产后获得 cPVL
组,囊腔位置主要在半卵圆中心(35/45)和侧脑室后角(34/45),其次为侧脑室体部(20/45),侧脑室前角

(10/45),囊腔数量单个 3 例(3/45),2 个 5 例(5/45),3 个及以上 37 例(37/45)。2.运动发育结局(18 月-6
岁):产前获得 cPVL 组,随访共 23 例,22 例肢体运动正常(22/23),1 例出现痉挛性双瘫(1/23);产后获得

cPVL 组,随访共 24 例,4 例肢体运动正常(4/24),20 例表现痉挛性偏瘫､双瘫或四肢瘫(20/24)。 

结论 产前获得的 cPVL 与产后获得的 cPVL,其 MRI 所示的囊腔的位置､数量均有不同,产前获得的

cPVL,囊腔多发生于侧脑室前角,囊腔数量多为 1 个或 2 个,不易发生脑瘫;产后获得的 cPVL,囊腔多

发生于侧脑室后角及半卵圆中心,囊腔多为多发性,易发生脑瘫。 提示产前获得的 cPVL 预后优于生

后获得的 cP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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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60 

24 小时 pH-阻抗监测极低及超低出生体重 
儿胃食管反流及其临床意义 

 
胡瑜,富建华,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传统认为新生儿由于其特殊的生理解剖特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GER)。但 GER 在早产儿中的

发病如何少见报道。目前,24 h 食管腔内阻抗(MII)联合 pH 监测技术是诊断 GER 的金标准,除 Ph<4
的酸性返流外,尚可以发现 Ph>4 的弱酸性及碱性返流。因此,本研究应用 24 h pH-MII 监测 GER 在

极低出生体重儿及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中的发生特点及其对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等相关疾病的

影响。 
方法 我院 2016.1~2017.06 期间入院的极低及超低出生体重的早产儿共 68 例。其中男 37 例,女 31
例,胎龄 27~32 周,平均(30±1.8)周,出生体重 680~1 500 g,平均(1 085±252)g,检查时矫正胎龄

33~36 周,平均(35.2±1.2)周。行 24 h 食管 MII 及 pH 监测,数据被保存在便携式记录器的储存卡内用

专业软件分析。将反流指数(总的反流时间百分比)大于等于 11 的患儿归为 GER 阳性组,反流指数小

于 11 的患儿为 GER 阴性组。应用 SPSS 17.0 软件,采用两样本率的 u 检验。 
结果 68 例体重≤1500g 的早产儿中,平均纠正胎龄 35.2 周可自行经口喂养时行 24 h pH-MII 监测。

检查发现 GER 阳性者仅 5 例(7.35%),其中酸性返流 3 例,弱酸性反流 1 例,碱性返流 1 例。呕吐､呼

吸暂停､氧饱和度下降症状在 GER 阳性组及 GER 阴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5 例

GER 阳性者中,其中 3 例并发了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并在出院后随访发现 1 例并发反复呼吸道感染,2
例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经加强体位喂养后,这 5 例 GER 患儿出院后无呕吐､呼吸暂停､及猝死的发

生。 
结论 通过 24 h MII 联合 pH 监测技术发现胃食管返流并不是极低及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常见临床表现,
且与呕吐､呼吸暂停､阵发性青紫等临床表现无直接关系。但可能会影响早产儿 BPD 的发生,且引起

反复呼吸道感染等不良结局,甚至影响体格生长发育。 
 
 
OR-0661 

床旁肺部超声在新生儿肺炎中诊断价值的探讨 
 

肖甜甜,金梅,巨容,高淑强,蒋燕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床旁肺部超声在新生儿肺炎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就诊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NICU,以呼吸道症状为主诉的新生儿并在入

院 24 小时内完善床旁肺部超声。金标准为临床表现､病史､实验室检验完善或未完善胸片,根据金标

准将患儿分为病例组(新生儿肺炎组)与对照组(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同时除外合并先天畸形､合并外科

疾病以及未在入院 24 小时内完善肺部超声的病例。共计临床病例 49 例,对其临床资料､肺部超声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及诊断价值的评价。 
结果 49 例新生儿中,平均胎龄 38+2 ±2 周;平均出生体重 3014±611g;男 27 例,女 22 例;平均入院时

间 4.3 天,肺部超声在呼吸困难新生儿中诊断新生儿肺炎的敏感性 86%,特异性 100%,阳性预测值 
100%,阴性预测值 50%。肺部超声在新生儿肺炎的声像图:B 线(100%)､肺泡间质综合症(28.9%)､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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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充气征(23.7%)､异常胸膜线(86.8%)､斑片或局限性弱回声区(50%)､肺不张(2.6%)､肺滑动征消

失 10.5%)､胸腔积液(5.3%)。 

结论 床旁肺部超声作为新的临床诊断技术,具有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的特点,便于操作且无辐射,可以

成为新生儿肺炎诊断的工具。 
 
 
OR-0662 

北京地区 SGA 晚期早产儿的营养支持现状多中心研究 
 

李正红
1,王丹华

1,李瑛
2,朱会红

3,王俊怡
4,童笑梅

5,刘捷
6,秦选光

7,张巍
8,付晓辉

9,王颖
10,全美盈

1 
1.北京协和医院 

2.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3.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4.北京华信医院儿科 
5.北医三院儿科 

6.北大人民医院儿科 
7.北京朝阳医院儿科 
8.北京妇产医院儿科 
9. 北京上地医院儿科 

10.北大医院儿科 
 

 
目的 既往多中心的研究显示晚期早产儿的营养支持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其中出生体重小于第 10
百分位的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SGA)可能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以及规范化管理。本

研究目的为评价目前住院 SGA 晚期早产儿的营养支持现状,比较 SGA 与适于胎龄儿(approriate for 
gestational age,AGA)晚期早产儿的临床特点及生长差异。 
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的横断面研究,连续性收集 26 个新生儿中心住院的 SGA 及 AGA 晚期早产儿

的营养支持数据及住院期间生长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共 751 例晚期早产儿入组,其中 74 例为 SGA(占 9.9%),652 例为

AGA 晚期早产儿(占 86.8%)。与同期 AGA 晚期早产儿相比较,SGA 儿住院时间更长 (11.3±5.2 vs 
8.7±4.6 days, p=0.000), 生后早期体重降至 低点的时间更早 (3.0±1.1 vs 3.5±1.6 
days,p=0.005)。SGA 组晚期早产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为 5.4%, 与 AGA 组(3.2%)相比无统计学差

异。SGA 组配方奶的喂养率明显高于 AGA 组(63.5% vs 46%, p=0.014)。SGA 组晚期早产儿的肠

外营养应用的比例为 68.9%, 而 AGA 组为 39.8% (p=0.000)。出院时,肠内营养热卡(109.8±28.5 vs 
91.9±29.9kcal/kg.d,p=0.000),肠内营养的喂养量(140.9±35.3 vs 121.8±39.0 ml/kg.d,p=0.000) 均在

SGA 组更高。而出院时 SGA 组及 AGA 组达到足量喂养的比例均较低,但 SGA 组早产儿优于 AGA
组 (32.4 vs 15.5%,p=0.004)。营养相关性并发症方面,住院期间高胆红素血症,贫血,新生儿感染,低
血糖及高血糖的发病率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SGA 组晚期早产儿较 AGA 组住院时间更长,出院时的肠内营养热卡及喂养量更高,同时达到足

量喂养的比例也更高。然而,纯母乳喂养率及出院时达到足量肠内喂养量的比例在 SGA 组及 AGA
组晚期早产儿中均较低。晚期早产儿的营养支持管理,尤其是 SGA 组晚期早产儿更应该得到足够的

重视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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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63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n Preterm Infa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王陈红,施丽萍,马晓路,林慧佳,许燕萍,杜立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0090706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 in preterm infants with moderate/severe BPD an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for PH.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natal clinical records and echocardiography in 
154 preterm infants with moderate/severe BPD was performed in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December 2016. 
Results Thirty-seven (24.0%) had PH beyond 2 months of age.  Low gestational age, hsPDA, 
prolonged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and prolonged oxygen therapy were identifi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PH on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OR=1.795,14.762,1.048,1.037;P=0.029,0.040,0.008,0.027)ROP and EUGR 
happened more frequently in PH infants than no PH infants. (51.4% vs. 25.6%, 51.4% vs. 16.2%, 
both P<0.01) Mortality of the PH infants was higher than the non-PH infants.( 40.5% vs. 0.9%, 
P<0.01) PH infants had longer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than non-PH infants [(124.1±37.9)d 
vs.(73.9±18.2)d,t=7.775,P<0.01]. 
Conclusions Incidence of PH is high in preterm infants with moderate/severe BPD. Low 
gestational age, hsPDA, prolong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prolonged oxygen therapy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developing PH. Mortality of BPD associated PH is relatively high. Regular 
screening for PH is required for the prompt diagnosis and adequate management. 
 
 
OR-0664 

新生儿期起病的早发性癫痫脑病的临床 
及振幅整合脑电图特点研究 

 
刘黎黎,侯新琳,孙国玉,周丛乐,姜毅,汤泽中,张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早发性癫痫脑病(EOEE)以 6 个月内起病的难治性癫痫､预后不良为特点,1/3 患儿发病由基因突

变导致。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近年来应用于新生儿床旁脑功能监测,操作简便时效性强。本研究

通过总结新生儿期起病的 EOEE 患儿临床及 aEEG 特点,为早期诊断判断预后提供帮助。 
方法 (1)病例分组:本院新生儿病房 2007 至 2015 年入院并随访至 1 岁的新生儿惊厥患

儿 128 例,发展为 EOEE 患儿 66 例为研究组,非 EOEE62 例为对照组。(2)收集临床资

料:新生儿惊厥的起病时间､发作形式､发作频率及应用止惊药物(AED)种类;(3)收集脑电

数据:入院 72 小时内完成视频脑电图检查为惊厥诊断金标准,同期完成 aEEG 记录

aEEG 背景､睡眠周期､是否能检测到发作､发作次数,定量计算 AS 及 QS 期上､下边界

振幅值。(4)SPSS22.0 统计分析:比较两组差异,分析研究组特点。定性资料单因素分析

应用 c2检验,定量资料应用 t 检验。对于 aEEG 的定性参数,应用 logistic 多元回归来明

确发展为 EOEE 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 ROC 曲线判断 aEEG 定量资料的诊断效能确定

诊断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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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临床特点:相比于对照组,频繁发作(每日均有发作)､两种以上的发作形式､应用两种以上

AEDs 是 EOEE 组新生儿惊厥的特点

(97%vs54.8%;30.3%vs14.5%;97.0%vs25.4%,p<0.05);(2)aEEG 特点:①定性指标:背景重度异常､

睡眠周期消失､监测到 2 次以上的惊厥发作､检测阳性率高是发展为 EOEE 的新生儿惊厥的 aEEG
特点(39.4%vs3.2%;57.6%vs9.7%;56%vs3.2%;62.1%vs33.9%,p<0.05),其中背景重度异常

(OR=0.081,95%CI:0.009-0.729,P=0.025)和监测到 2 次以上的发作(OR=0.158,95%CI:0.043-
0.576,P=0.005)是发展为 EOEE 的独立危险因素。②定量指标:研究组 AS 和 QS 期上､下边界振幅

值显著高于对照组

(34.3±13.6vs21.3±6.4;9.9±3.7vs6.7±2.2;41.2±15.1vs30.4±11.4;11.9±4.4vs9.4±4.0;单
位:μV,p<0.05),ROC 曲线显示 AS 期上边界振幅值曲线下面积 大,为 0.827,具有 好的诊断价值,
其界值为 23.6μV 时约登指数 大,预测发展为 EOEE 的敏感度为 81.5%,特异度 71.7%。 
结论 (1)新生儿期起病的 EOEE 患儿其新生儿期惊厥特点表现为频繁发作､存在两种以上发作形式､

应用两种以上 AEDs;(2)aEEG 如表现为背景重度异常､睡眠周期消失､监测到 2 次以上的惊厥发作､
AS 和 QS 期振幅值均显著升高,需注意该惊厥新生儿后期发展为 EOEE 的可能,对这类患儿应积极

止惊,告知家长可能预后不良并对不明原因的患儿尽早完善相关基因检查明确病因。 
 
 
OR-0665 

早产儿晚发型细菌和真菌败血症的临床早期鉴别 
 

许敏,赵冬莹,张拥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新生儿 ICU(NICU)早产儿晚发型细菌性和真菌性败血症的临床早期特点,以指导临床鉴别

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NICU 收治的晚发

型败血症早产儿 103 例(病例组),根据病原学结果进一步分为细菌组和真菌组,选择与其胎龄､出生体

重､性别和出生后发病或观察时间点相似的早产儿 206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 3 组的临床症状､并发症

发生情况､预后和实验室检查结果,采用 ROC 曲线图分析病例组发病的早期预测因子。 
结果 病例组 103 例,其中细菌组 49 例,真菌组 54 例。细菌组的平均胎龄和出生体重均显著大于真菌

组(P 值均<0.01),平均胎龄显著大于对照组(P<0.01)。细菌组和真菌组患儿发病早期较对照组更常

见的临床症状包括反应差､体温异常､心动过速､呼吸暂停､青紫､腹胀和喂养不耐受,细菌组和真菌组

呼吸暂停､青紫､腹胀和喂养不耐受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值均<0.01),真菌组心动过速､呼吸

暂停､青紫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细菌组(P 值均<0.01)。常见并发症包括中枢感染､新生儿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NEC)､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脑室周围和脑室内出血(PIVH)､
脑室周白质软化(PVL),细菌组和真菌组 NEC 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值均<0.01),真菌组 BPD
､PIVH 和 PVL 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值均<0.01),真菌组 BPD､PIVH､PVL 的发生率和预后

不良率(包括死亡或放弃治疗)均显著高于细菌组(P 值分别<0.01､0.05)。细菌组和真菌组的血红蛋

白､血小板计数､血小板比容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值均<0.01);真菌组的红细胞比容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平均血小板体积显著大于对照组(P<0.01);真菌组的血小板计数､血小板比容均显著低于细

菌组(P 值均<0.01),平均血小板体积显著大于细菌组(P<0.01)。根据 ROC 曲线,细菌组未发现诊断

准确性较高的指标,真菌组发病早期血小板计数(AUC 为 0.930,95%CI 为 0.896~0.964,敏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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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特异度为 0.91, 佳诊断分界点为 134.0×109/L)和血小板比容(AUC 为 0.874,95%CI 为
0.812~0.936,敏感度为 0.77,特异度为 0.83, 佳诊断分界点为 0.0025)的诊断准确性较高。 
结论 早产儿晚发型败血症早期真菌性败血症比细菌性败血症的临床症状更为明显,更容易发生并发

症,血小板相关参数的变化也更明显。血小板计数和血小板比容在真菌性败血症发病早期的诊断准

确性较高,可为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OR-0666 

早产儿使用标准化静脉营养和个体化静脉营养比较的临床研究 
 

李晋辉
1,2,王华

1,2,范雪
1,2,何雪梅

1,2,唐军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比较标准化静脉营养和个体化静脉营养对早产儿生理指标､内环境及医护人员

工作效率的影响,以期在新生儿病房推广标准化静脉营养的应用,简化计算及开具营养液的步骤,规范

护士配置营养液的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减少差错发生。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8 月住院并予以静脉营养治疗早产儿共 350 例,胎龄 30 周-36+2周,体重

1500g-2960g。其中标准化静脉营养组 205 例,平均住院 12.6 天,平均静脉营养 6.1 天;个体化静脉营

养组 145 例,平均住院 14.3 天,平均静脉营养 6.2 天。标准化静脉营养组根据患儿体重及日龄,利用

定容设计的标准化营养液配方软件开具营养液,体重在一个范围内的患儿均采用相同配方营养液,只
需根据不同日龄所需不同液量做输液量的调整,电解质已按照生理需要量在配方中计算完善,如果临

时出现监测血糖电解质指标异常,可使用计算软件进行血糖及电解质的调整;个体化静脉营养组根据

患儿体重､日龄､电解质水平,由人工手动计算,每个病人均需开具不同的营养液配方。比较住院期间

两种不同的配液方法及输注对早产儿体重增长､内环境紊乱发生率､静脉炎发生率及相关并发症发生

率的影响。同时设计医护人员问卷调查表,比较两组在医生适应速度､医嘱开具时间､护士配液时间､
医嘱及配液差错率等结果之间的差异。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1) 标准化组生理性体重下降期持续时间短于个体化组(4.9d±1.7d vs 5.9d±2.3d,P<0.05);(2)两
组组生理性体重下降幅度(5.1% vs 4.7%,P>0.05)无明显差异;(3)个体化组出院体重增长幅度高于标

准化组(40.2% vs 34.2%,P<0.05);(4)标准化组血糖紊乱发生率低于个体化组 (18.0% vs 
26%,P<0.05);(5)标准化组电解质紊乱发生率低于个体化组(19% vs 31%,P<0.05);(6)两组感染发生

率无明显差异(1.8% vs 1.4%,P<0.05);(7)两组脑损伤发生率无明显差异(2.4% vs 2.8%,P<0.05);(8)
标准化组静脉炎发生率高于个体化组(4.2% vs 2.1%,P<0.05);(9)医护人员对标准化组适应速度快于

个体化组(0.80h±0.10h vs 2.0h±0.73h,P<0.05);(10)标准化组医生计算营养液时间短于个体化组

(1.2min±0.2min vs 2.6min±0.4min,P<0.05),两组护士配液时间无明显差异;(11)标准化组医护人员工

作差错率低于个体化组(0.8% vs 2.2%,P<0.05)。 
结论 在早产儿中应用标准化静脉营养,在保证早产儿能量供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生理性体重下

降期,降低内环境紊乱发生率,提高医护人员工作效率,可在新生儿病房中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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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67 

超早产儿死亡预后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林丽,方明楚,姜槐,朱敏丽,陈尚勤,林振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超早产儿预后影响因素,为提高超早产儿救治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我院 1999.1.1 ~ 2015.12.31 收治的 268 例超早产儿,按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采用

病例-对照研究方案,对存活组和死亡组,通过单因素筛选,再通过多因素非条件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

超早产儿预后影响因素。同时比较 1999-2007 年和 2008-2015 年这两个阶段出生的超早产儿的存

活情况及单因素分析两个阶段超早产儿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超早产儿中位胎龄 27 周(23+3 ~ 27+6 周)。随胎龄增加死亡风险呈下降趋势(OR 
=0.921,95%CI:0.885-0.959)。近 8 年超早产儿收住病人数较前 9 年明显增加,且死亡风险较前 9 年

明显下降(OR =0.490,95%CI:0.272-0.884)。经多因素非条件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超早

产儿预后影响因素是出生胎龄<25 周(OR =6.033,95%CI:1.393- 26.133)､出生体重[(OR 

=0.997,95%CI:0.995-1.000),B<0,出生体重越大,死亡风险越小]､III 期 NEC(OR 

=15.907,95%CI:3.613-70.033)､I-II 级 IVH(OR = 0.260,95%CI:0.117- 0.575)､机械通气(OR = 
3.630,95%CI:1.111- 11.867)。 
结论 近年来我院超早产儿住院数量明显增加,死亡风险呈下降趋势,超早产儿预后影响因

素是出生胎龄<25 周､出生体重､III 期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III-IV 级脑室内出血､机
械通气。所有超早产儿均发生 1 种以上并发症,需要进一步提高超早产儿精细化管理水

平。 
 
 
OR-0668 

基于反应范围模型的早产儿喂养不耐受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黄希,陈琼,彭文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在反应范围模型与早产并发症模型指导下,探讨住院早产儿喂养不耐受(feeding intolerance,FI)
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为临床早期识别及有效防治 FI 提供理论及实证依据。 
方法 方法  选择 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入住新生儿科符合纳入标准的 160 例早产儿作为研究

对象。自行设计《早产儿喂养不耐受临床观察表》,通过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找出早产儿发生

FI 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果 ① 共 116 例早产儿纳入本次研究,男性患儿 69 例,女性患儿 47 例;胎龄 25+5w~34w,平均胎龄

(30+5±1.72)w;出生体重 700g~2120g,平均出生体重(1387±256.3)g;共 62 例发生 FI,发生率 53.45%,
男性发生率 44.93%(31/69),女性发生率 65.96%(31/47);极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 48.57%(34/70),超
低出生体重儿 FI 发生率 88.89%(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I 主要发生在开奶 48~72h 内,
早期早产儿与晚期早产儿均以腹胀为主要临床表现。②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出生体重

<1000g､使用枸橼酸咖啡因和使用配方奶开奶是 FI 发生的高危因素。 

结论 ① FI 是一组基于反应范围模型和早产并发症模型的临床综合征,发生率高,主要以腹胀､胃潴留

､呕吐和胃内咖啡色样物为临床表现。② 出生体重<1000g､使用枸橼酸咖啡因､使用配方奶开奶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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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儿发生 FI 的重要风险因素。③ 后续可在理论模型指导下,进行大量实验室基础研究,寻求可能的生

物标记物来探讨 FI 的发病机制。 
 
 
OR-0669 

超/极早产儿的早期预后:国内 14 家医院多中心调查 
 

孔祥永
1,徐凤丹

2,吕红艳
4,巨容

5,赵小林
6,曾淑娟

7,武辉
8,贾文峥

9,刘卫鹏
10,刘芳

11,程红斌
12,丁艳洁

13,许平
14,陈

铁强
15,封志纯

1 
1.陆军总医院 
2.广东医学院 

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科 
4.邯郸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5.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科 
6.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7.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儿科 
8.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9.解放军第 302 医院新生儿科 
10.海军总医院儿科 

11.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儿科 
12.黄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13.烟台毓璜顶医院儿科 
14.聊城市人民医院儿科 

15.长沙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目的 报道国内 14 家医院产科出生胎龄 24-31 周早产儿的早期病死率和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并分析

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国内 14 家医院产科出生胎龄 24 周~31 周早产儿的一般资料,分析各胎龄组早产儿的病死

率和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如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早产儿视网

膜病(ROP)､脑室内出血(IVH)和败血症等,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24 周~31 周各胎龄早产儿的存活率分别为 0､28%､84.8%､83.5%､87.4%､90.7%､93.9%和

96%,无严重合并症存活率分别为 0､8%､60.6%､53.2%､62.3%､67.9%､79.1%和 85.8%。胎龄<28
周产前激素使用率低于 28~31 周早产儿的使用率(28~44.3% 比 49.7~59.6%, P<0.05)。RDS 的发

生率为 58.5%, BPD 的发生率为 12.5%,NEC 的发生率 3.9%,IVH 的发生率为 15.4%,ROP 的发生率

5.4%,PDA 的发生率 28.4%,败血症的发生率为 9.7%。低胎龄(OR=0.891,95%CI:0.796-0.999, 
p=0.0047)､低出生体重(R=0.520, 95%CI: 0.420-0.643, p=0.000)､SGA(OR=1.861, 95%CI: 1.148-
3.017, p=0.012)和 5 分钟时低 Apgar 评分(OR=1.947, 95%CI: 1.269-2.987, p = 0.002)是引起死亡

增加的高危因素。低胎龄(OR=0.666, 95%CI: 0.645-0.688, p=0.000)､低出生体重(OR=0.921, 

95%CI: 0.851-0.997, p=0.041)､男性(OR=1.235, 95%CI: 1.132-1.347, p=0.000)､SGA(OR=1.511, 

95%CI: 1.300-1.755, p=0.000)､5 分钟时低 Apgar 评分(OR=2.262, 95%CI: 1.950-2.624, p=0.000)

､前置胎盘(OR=1.452, 95%CI: 1.202-1.753, p=0.000)､胎盘早剥(OR=1.380, 95%CI: 1.082-1.760, 

p=0.010)､妊娠期高血压疾病(OR=2.262, 95%CI: 1.950-2.624, p=0.000)､多胎(OR=1.162, 95%CI: 
1.056-1.278, p=0.002)和产前发热(OR=1.367, 95%CI: 1.228-1.521, p=0.000)是导致并发症增加的

高危因素。产前激素可以降低 EPI 和 VPI 早产儿的死亡风险(OR=0.615, 95%CI: 0.483-0.801, p= 
0.033)。 
结论 胎龄 26 周以下超早产儿的存活率较低,26 周~31 周早产儿的存活率虽逐渐接近发达国家,但严

重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提高对围产期合并症的预防和管理有助于改善此类早产儿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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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70 

128 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临床分析 
 

王宁,丁晓春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研究分析早产儿与足月儿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临床表现､主要合并症及并发症､围

产期相关因素､辅助检查及转归等,以及可能影响 NEC 患儿临床结局的高危因素,为治疗新生儿坏死

性小肠结肠炎提供一定的循证支持。 
方法 对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确诊为 NEC 的 128 例患儿临床资料作

回顾性分析。将 128 例病例分为早产儿与足月儿组,对一般情况､临床表现､主要并发症及合并症､围

产期相关因素､辅助检查及转归等进行分析比较,并对可能影响 NEC 患儿预后的高危因素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发病率与病死率:本组 NEC 病例占同期住院新生儿的 0.93%,早产儿 NEC 发病率为 3.49%,
高于足月儿(0.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出生体重越小,NEC 发病率越高,各组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01);本组 NEC 病例病死率 21.88%,患儿的病死率随病情加重而逐渐升高

(P<0.001)。2.发病日龄:早产儿发病日龄为 13.77±12.31 天,足月儿为 7.29±6.12 天,P<0.05;早产儿

中胎龄<32 周发病日龄为 20.41±13.85 天,32≤胎龄<37 周为 9.08±8.45 天,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3.NEC 的临床表现以腹胀､血便 为常见,早产儿呼吸暂停发生率高于足月儿,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早产儿胃潴留､肠穿孔的发生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辅助检查中白细胞异常､C

反应蛋白升高､降钙素原升高等都缺乏特异性;NEC 病情越严重,腹部 X 线评分越高(P<0.01)。5.早

产儿中胎膜早破､贫血､发病前 1 周抗生素使用率高于足月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单因素

分析显示白细胞异常､降钙素原升高､严重代谢性酸中毒､低钠血症､DIC､休克等总计 12 项危险因素

对 NEC 患儿临床结局有影响(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降钙素原升高､休克､严重代

谢性酸中毒是影响 NEC 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1.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在早产儿中的发病率较高,出生体重越小,发病率越高;足月儿发病日

龄明显高于早产儿。2.NEC 临床表现以腹胀､血便 为常见,早产儿中呼吸暂停､胃潴留､肠穿孔发生

率较高。3.腹部 X 线平片有助于诊断及判断病情严重程度。4.降钙素原升高､休克､严重代谢性酸中

毒是影响 NEC 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OR-0671 

极早产儿院内感染的病原分布及其危险因素和结局分析 
 

张德双,谢东可,何娜,董文斌,雷小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分析我院极早产儿院内感染的病原分布,探讨其可能的危险因素及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间入住我院早产儿病房,胎龄<32 周且出

生体重<1500 g 的 111 例极早产儿的临床资料。根据住院≥72 h 后是否发生院内感染分为感染组与

未感染组,分析感染组患者的病原菌､药敏情况;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我院极早产儿院内感染

的潜在危险因素及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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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院极早产儿院内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为革兰阴性杆菌,占 54.3%,以铜绿假单胞菌 为常见;其
次为真菌(41.3%),以白色念珠菌 为多见。药敏试验显示:革兰阴性菌对临床常用抗生素如 β-内酰

胺类及碳青霉烯类均有较高耐药性,对磺胺类､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具有较高敏感性;真菌对氟康唑

的药物敏感性较低(药敏率 58%),对两性霉素 B 具有较高敏感性(药敏率 95%)。早发败血症

(OR 3.77;95%CI:1.07,13.31)､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PICC)时间(OR 1.12;95%CI:1.03~1.22)､

激素暴露(OR 4.14;95%CI:1.12~15.35)､肠外营养时间(OR 1.09;95%CI:1.03~1.16)为极早产儿院内

感染的危险因素。感染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脑室内出血/脑室周围白质软化､死
亡的发生风险高于未感染组(OR 2.72;95%CI:0.98~7.59)。与未感染组比较,感染组患儿住院时间延

长(t=10.17,P<0.001),住院费用增加(t= 9.15,P<0.001)。 
结论 极早产儿院内感染受多重因素影响,增加其不良预后的发生风险。临床应结合药物敏感分析,采
取合理防治措施,改善极早产儿的预后。  
 
 
OR-0672 

 先天性结核病 80 例临床特征及文献复习 
 

刘大鹏,康文清,许邦礼,张耀东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先天性结核病临床特征及早期诊断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儿童医院 NICU2004 年~2015 年收治的 4 例先天性结核病及 2000 年~2014
年国内报道的 76 例临床资料。 
结果  ⑴一般特征:先天性结核病死亡率 50%(40/80),生前确诊率 80%(64/80),男女比例 2.2/1(55/25),
出生 28 天内发病率 88.4%,足月儿占 71%(22/31),患儿母亲结核病检出率 80.65%(50/62,余 12 例中

1 例未检出,11 例未行结核相关检查)。⑵临床表现:发热 93.75%(75/80),咳嗽 62.50%(50/80),气促

70%(56/80),肝脏肿大 87.5%(56/64),脾脏肿大 65.63%(42/64),发绀 74.29%(26/35),肺部湿罗音

57.81%(37/64)。⑶实验室检查: T-SPOT 阳性率达 90.91%(10/11),血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

77.78%(21/27),C-反应蛋白升高 81.48%(22/27);PPD 阳性率仅有 7.84%(4/51),TB-PCR 阳性率

37.5%(3/8),抗结核抗体阳性率 33.33%(4/12),痰涂片抗酸染色阳性率 20.41%(10/49),胃液抗酸染色

阳性率 29.79%(14/47),痰培养结核阳性率 6.25%(1/16),血沉升高 20.00%(5/25)。⑷影像检查:胸片

异常占 84.93%(62/73。其中点/斑片状影 46.58%(34/73)､粟粒结节影 31.51%(23/73)､肺门阴影增

大 24.66%(18/73)为主。⑸腹部彩超:个案报道共入选 18 例,其中肝大 72.22%(13/18,)､肝门淋巴结

大 38.89%(7/18)､脾大 38.89%(7/18);而以汇总形式报道病例共入选 20 例,其中肝大 10.0%(2/20)､

肝门淋巴结大 5.0%(1/20)､脾大 10.0%(2/20)。⑹尸体解剖:18 例,全身结核 17 例,肺部 1 例,16 例经

尸体解剖后诊断。 
结论 先天性结核病多见于母亲患结核病的男性足月儿,新生儿期发病常见,多表现为发热､咳嗽､气促

､发绀､肝脾肿大,血 CRP､中性粒细胞分类升高,其临床表现､生化指标及影像学变化缺乏特异性,而
T-SPOT 特异性及敏感性高,优于其他检测方法,结合 T-SPOT 检测有助于先天性结核病的早期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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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73 

早产儿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水平及其 
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相关性研究 

 
刘丽君,郭宏湘,郝庆飞,程秀永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调查早产儿血清 25-(OH)D3水平以及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探讨早产儿血清 25-(OH)D3水平对

BPD 发病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入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的胎龄小于 33 周的早产儿 61 例,采集其生后 48 小时内外周静脉血,检测

其血清 25-(OH)D3水平,收集新生儿的性别､胎龄､出生体重､Apgar 评分､是否诊断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是否应用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

是否诊断 BPD､应用无创持续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CPAP)时间､应用有创机械通气

时间(Mechanical ventilation,MV)和氧疗时间等信息。 
结果 1.纳入研究的 61 例早产儿,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水平波动于 6.2ng/ml-82ng/ml,平均值为

24.43ng/ml,其中,维生素 D 缺乏者 36 例(占 59%),严重缺乏者 14 例(占 23%)。 
2.胎龄小于 33 周的 61 例早产儿中 12 例(19.7%)发展为 BPD。 
3.BPD 组维生素 D 缺乏的比例为 83.3%,而非 BPD 组仅为 53%;BPD 组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的比例为

16.7%,而非 BPD 组仅为 8.2%。BPD 组维生素 D 缺乏的比例明显高于非 BPD 组;且 BPD 组 25-羟
基维生素 D3水平明显低于非 BP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 
4.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氧疗时间是早产儿发生 BPD 的显著预测指标,氧疗时间每增加 1 天,
可使 BPD 的发生率增加 25.6%(OR:1.256; 95%CI:1.105-1.426; P <0.001); 
结论 1.早产儿血清 25-(OH)D3水平较低,维生素 D 缺乏仍比较普遍。 
2.早产儿较低的血清 25-(OH)D3水平与 BPD 的发生有关。但是,早产儿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水平

并不是 BPD 的重要预测指标,需要进一步较大样本量的研究以确定维生素 D 缺乏与 BPD 之间可能

的联系。 
 
 
OR-0674 

高通量测序分析母乳性黄疸儿母乳及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陈安,冯万里,郑季彥,余颖芳,杜靖,陈理华,杜立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6 

 
 
目的 通过母乳性黄疸儿与正常非黄疸儿肠道及各自母乳微生态菌群组成分析,比较肠道和母乳细菌

的差异性。 
方法 母乳性黄疸组(简称“黄疸组”,平均日龄 25.9±2.1 天)粪便及母乳样本各 10 份,正常非黄疸组(简
称“对照组”,平均日龄 26.1±2.2 天)粪便及母乳样本各 10 份,共 20 例婴儿 40 份样本。对样本进行基

因组 DNA 抽提,采用 16S rRNA V3-V4 可变区通用引物进行 PCR 扩增, 产物采用高通量测序,结果

在 NCBI 上进行序列比对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1 两组粪便差异显著的菌目 
黄疸组粪便中的肠杆菌目(Enterobacteriales)所占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粪便(p<0.05),而脱硫弧菌目

(Desulfovibrionales)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粪便(p<0.05)。 
2 两组母乳差异显著的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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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单胞菌目(Aeromonadales)､交替单胞菌目(Alteromonadales)､海洋螺菌目(Oceanospirillales)､根

瘤菌目(Rhizobiales)､鞘脂杆菌目(Sphingobacteriales)､螺旋体目(Spirochaetales)和弧菌目

(Vibrionales)7 个菌目在对照组母乳中显著低于黄疸组母乳(p<0.05);蛭弧菌目(Bdellovibrionales)､衣

原体目(Chlamydiales)､芽单胞菌目(Gemmatimonadales)､粘球菌目(Myxococcales)､硝化螺菌目

(Nitrospirales)､浮霉菌目(Planctomycetales)和红杆菌目(Rhodobacterales)7 个菌目在对照组母乳

中显著高于黄疸组母乳(p<0.05)。 
3 黄疸组粪便与母乳差异显著的菌目 
黄疸组粪便与母乳差异显著的菌目共有 18 个,拟杆菌目(Bacteroidales)和 Selenomonadales 菌目在

黄疸组粪便中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黄疸组母乳(p<0.05);而伯克氏菌目(Burkholderiales)和假单胞菌目

(Pseudomonadales)在黄疸组粪便中所占比例均显著低于黄疸组母乳(p<0.05),且在对照组粪便中未

检出;其余所有菌目均为黄疸组粪便中所占比例显著低于黄疸组母乳(p<0.05)。 
4 对照组粪便与母乳差异显著的菌目 
对照组粪便与母乳差异显著的菌目共有 19 个,双歧杆菌目(Bifidobacteriales)和肠球菌目

(Enterobacteriales)在对照组粪便中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母乳(p<0.05),而乳杆菌目

(Lactobacillales)和假单胞菌目(Pseudomonadales)在对照组粪便中所占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母乳

(p<0.05)。 
结论 母乳中微生物物种丰度高于婴儿粪便。黄疸组粪便中肠杆菌目所占比例较对照组低,而脱硫弧

菌目较多。 
 
 
OR-0675 

新生儿病房院内感染情况分析 
 

杨晓燕,唐军,胡艳玲,陈超,赵静,舒先孝,石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医院感染管理是医疗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新生儿病房管理中,院内感染的防控即是重

点､亦是难点。随着新生儿病房管理的不断规范及抗生素的规范化使用,且早产儿存活率的不断提高,

新生儿病房院内感染的构成､病原菌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必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动态统计,以指导

院内感染防控策略的制定。本研究旨在对新生儿病室院内感染的发生情况进行分析,了解新生儿院

内感染的感染类型､主要致病菌及其变化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2016 年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院内感染的病例资料,分析院内感

染的构成比､病原菌的分离情况等。采用 SPSS 19.0 进行数据的统计处理。 
结果 在统计周期内新生儿病房的院内感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由 2011 年的 2.22%下降至 2016 年的

0.62%。从院内感染的构成情况而言,占据着前两位的仍然是新生儿肺炎(包括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2011-2016 年占比依次为 61.64%､56.60%､57.45%､49.30%､23.68%及 18.18%;其中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的发生率依次为 71.05‰､47.15‰､15.07‰､11.77‰及 1.27‰)及新生儿败血症(包括导管

相关血流感染)(2011-2016 年占比依次为 9.59%､18.87%､13.83%､39.44%､47.37%及 36.36%;其

中 2013-2016 年导管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依次为 0.48‰､0.2‰､0.72‰及 0.44‰);其余感染的好发

部位包括了皮肤黏膜感染(包括鹅口疮､结膜炎､脓疱疹等)及胃肠道感染(包括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

炎)。从院感好发人群来看,仍以早产儿为主,约占发生院感人群的 57.52%。从感染的病原菌来看,仍
以革兰阴性杆菌占据着主要位置(2011-2016 年占比依次为 93.33%､83.87%､93.88%､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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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及 64.29%),但近年来,革兰阳性球菌特别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以及真菌所占的比重亦有

所增加。 
结论 新生儿病房的院内感染高危人群仍然是早产儿;且 多见的感染仍是新生儿肺炎及新生儿败血

症。从感染的病原菌来看,革兰阴性杆菌仍然是 主要的致病菌。 
 
 
OR-0676 

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 109 例临床分析 
 

张慧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分析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特点及转归,为提高医院救治水平积累经验。方法 对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治的 109 例超早产儿

或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患儿一般资料及出生情况､父母及围产期情况､

合并症､治疗及转归,并按照出生体重､胎龄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组别间转归情况。 
方法 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治的 109 例

超早产儿或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患儿一般资料及出生情况､父母及围产

期情况､合并症､治疗及转归,并按照出生体重､胎龄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组别间转归情况。 
结果 (1)入选 109 例患儿,其中超早产儿 61 例(55.9%,61/109),超低出生体重儿 83 例(76.1%,83/109),
胎龄(28.1±2.1)周,出生体重(926.8±170.1)g。(2)父亲年龄(34.6±6.3)岁,母亲年龄(32.3±4.7)岁,辅助

生育患儿 37 例(33.9%),59 例(54.1%)患儿母亲患有妊娠合并症,85 例(78.0%)患儿母亲产前使用了

地塞米松。(3)院内主要合并症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67.0%,73/109)､呼吸暂停(66.1%,72/109)､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49.5%,54/109)､动脉导管未闭(68.4%,65/95)､卵圆孔未闭(66.3%,63/95)､脑室内

出血(80.6%,79/98)､早产儿脑病(56.1%,55/98)､坏死性小肠结肠炎(6.4%,7/109)､黄疸

(92.4%,97/105)､胆汁淤积(12.9%,13/101)､贫血(83.5%,91/109)､医院内获得性感染(45.9%,50/109)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23.8%,15/63)。(4)治疗措施: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均使用了肺表面活性

物质治疗,97.2%(106/109)接受氧疗,72.5%(79/109)应用了机械通气,存活患儿氧暴露时间

(45.4±13.2)d;61.5%(40/65)动脉导管未闭口服布洛芬治疗;81.8%(81/99)患儿在生后 12h 内开始喂

养,母乳喂养率 43.4%(43/99),89.9%(98/109)患儿接受了胃肠外营养;存活患儿输血次数(3.2±2.4)
次;26.7%(4/15)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接受了视网膜激光光凝术。(5)转归:109 例患儿救治存活率

56.0%(61/109),病死率 37.6%(41/109),放弃治疗率 33.0%(36/109),有 7 例(6.4%)转至外院进行手术

治疗,预后不详。不同出生体重组､胎龄组间存活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7.622､7.353,P 均

<0.05)。 
 
 
OR-0677 

早产儿母乳喂养多中心现状调查 
 

贺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了解 NICU 早产儿母乳喂养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 NICU 早产儿母乳喂养临床实践指南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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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全国 25 家医院的 NICU,采用微信进行问卷调查,包括母乳喂养的支持､母

乳筛选､处理和质量管理;对 34 名护士和 11 名医生进行调查。 
结果 绝大多数医院 88%(n=22)实施了早产儿母乳喂养,仅 12%(n=3)因条件限制等因素未实施早产

儿母乳喂养。8 家医院有母乳采集的空间和设备。5 家医院有母乳库。大部分医院未开展开放探视

和亲子陪护。 
结论 母乳喂养对早产儿意义重大,需加强培训和理念的更新,完善相关的人员和设置配备,建立适合我

国国情的母乳喂养临床实践指南。 
 
 
OR-0678 

高通量测序检测肺炎新生儿抗生素使用前后肠道菌群的变化 
 

张巧茹,王亚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探讨抗生素的使用在新生儿肺炎中对新生儿肠道菌群的影响,探讨抗生素

使用前后新生儿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 
方法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肺炎组共入组 30 人,收集在抗生素使用第 0 天及第 7 天的粪便标本。同时

健康组共入组 3 人,收集日龄第 7 天､14 天､28 天的粪便标本。提取肺炎组及健康组新生儿粪便标本

的总 DNA,对其 16sDNA 的 V3-V4 可变区进行 PCR 扩增,进行高通量测序。比较健康新生儿肠道菌

群随日龄的变化情况､肺炎患儿抗生素使用前后肠道菌群的变化。 
结果  
(1)健康新生儿肠道菌群处于动态变化中,α 多样性分析提示,7 日龄至 28 日龄菌群丰富度随时间递增

(ace 值分别为 75.02､92.99､108.79)。随日龄增加,在门分类水平,变形菌门逐渐减少,放线菌门逐渐

增多;在属分类水平,肠杆菌属丰度逐渐减低,双歧杆菌属､乳酸杆菌属逐渐增加。(2)肺炎组抗生素使

用前后肠道菌群多样性及构成差异:在门分类水平,变形菌门在抗生素使用后丰度显著高于抗生素使

用前(P=0.032<0.05),放线菌门在抗生素使用后丰度显著低于抗生素使用前(P=0.003<0.05)。在纲分

类水平,放线菌纲在抗生素使用后明显低于抗生素使用前(P=0.033<0.05),γ-变形菌纲在抗生素使用

后明显高于抗生素使用前(P=0.033<0.05)。在属分类水平,大肠杆菌属在抗生素使用后较使用前明

显升高(P=0.010<0.05),双歧杆菌属明显减少(P=0.008<0.05)。α 多样性分析提示,患儿抗生素静点

治疗 7 天前后肠道菌群多样性无明显差异。 
结论 (1)新生儿肠道菌群处于动态波动中,首先兼性厌氧菌如大肠杆菌定植于肠道,随后肠道转为厌氧

环境,专性厌氧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逐渐定植。(2)肺炎新生儿短期抗生素使用对肠道菌群的多

样性方面虽无显著性影响,但短期抗生素使用即可使肠道菌群致病菌数量多于抗生素使用前,而有益

菌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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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79 

应用以循证为基础的协作性质量改进方法降低中国 NICU 
院内感染发生率的整群随机对照研究 

 
蒋思远

1,曹云
1,Vibhuti Shah2,Shoo Lee2,严卫丽

1,杨毅
1,陈超

1,REIN-EPIQ 课题组
3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3.REIN-EPIQ 课题组 

 
 
目的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院内感染发病率高。多个发达国家新生儿协作网应用协作性质量改

进方法有效降低了院内感染率。国内新生儿领域的多中心协作性质量改进研究尚属空白。本研究旨

在通过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评价以循证为基础的协作性质量改进方法在中国 NICU 中降低早产儿院内

感染率的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整群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由全国 24 家三级 NICU 参与,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所

有胎龄小于 34 周､出生 7 天内住院的早产儿均纳入研究。研究分两个阶段,第一年(2015.5-2016.4)
为基线阶段,第二年为干预阶段(2016.5-2017.4)。干预组在干预阶段接受协作性质量改进干预,具体

措施包括定期院感数据反馈､感染控制 佳实践列表制定､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至少每三个月进行一

项质量改进､质量改进方法培训及单位间协作交流。对照组单位不接受协作性质量改进干预。两组

单位在研究期间持续收集早产儿院感相关临床信息。数据分析在意向治疗分析基础上进行,应用广

义估计方程模型比较干预后两组单位院内感染率差异。 
结果 干预组和对照组单位的床位数､新生儿科医生数及围产中心占比相似。基线阶段共纳入早产儿

7557 例(干预组 3907 例,对照组 3650 例),干预阶段共纳入患儿 7953 例(干预组 4153 例,对照组

3800 例)。两组患儿胎龄､出生体重等基本特征无有临床意义的统计学差异。每家干预组单位在干

预期内至少完成了四项质量改进,主要为手卫生､抗生素合理使用､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等。基线阶段

干预组单位院内感染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6.6% vs 14.3%,P=0.039),干预阶段两组单位院感率未呈

现显著差异(干预组 13.0%,对照组 14.1%,P=0.830)。干预组单位干预阶段的院内感染率比基线阶段

下降了 3.6%(16.6%降至 13.0%,P<0.05),对照组单位院内感染率无明显变化(干预前 14.3%, 干预后

14.1%)。干预组抗生素使用天数从基线阶段的 532 /1000 住院天数降至干预阶段 472/1000 住院天

数(P<0.05)。对照组单位抗生素使用率在两阶段无明显差异。 
结论 本研究为国内首个 NICU 协作性质量改进研究,显示基于循证的协作性质量改进方法在国内

NICU 内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可降低国内 NICU 院内感染率,该方法可用于后续旨在改善中国 NICU 患

儿预后的质量改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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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80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对早产儿病死率及主要并发症的影响 
 

王梅玉
1,孔祥永

1,封志纯
1,徐凤丹

2,吕红艳
3,巨容

4,李占魁
5,曾淑娟

6,武辉
7,贾文峥

8,刘卫鹏
9,刘芳

10,程红斌
11,丁

艳洁
12,陈铁强

13,许平
14,童笑梅

15 
1.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2.广东医科大学 
3.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4.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 
5.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6.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7.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8.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0 二医院 
9.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0.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1.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12.烟台毓璜顶医院 

13.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14.聊城市人民医院 

15.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对早产儿病死率及早期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 收取课题组各协作单位产科在 2013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胎龄小于 37 周的早

产儿的一般临床资料。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程度分为四组:妊娠期高血压组､子痫前期组､子痫组和

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组,比较各组早产儿的病死率和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如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BPD)､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早产儿视网膜病(ROP)､脑室内出血(IVH)和败血症等,并分

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四组早产儿的病死率及 RDS､BPD 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 9.970､13.241､

9.592,P 分别为 0.019､0.004､0.022,均<0.05),子痫前期组及子痫组病死率明显高于无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组,妊娠期高血压组､子痫前期组､子痫组 RDS 的发生率均高于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死亡或

生存但至少存在任一并发症四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为 15.697,P 为 0.001,<0.05)。BPD 随妊娠

期高血压程度加重发生率增高。IVH､NEC､ROP､Sepsis 发生率四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

分别为 7.054､7.214､0.358､3.852,P 分别为 0.070､0.065､0.949､0.278,均>0.05)。 
结论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导致早产儿死亡风险增加,也是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及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

生率增加的高危因素,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早产儿视网膜病､颅内出血､败血症等主要并发症的发生

无明显影响。 
 
 
OR-0681 

超低和极低出生体重儿转运情况及其影响死亡的相关因素分析 
 

陈孟雨,高喜容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0 

 
 
目的 探讨转运及有关因素对超低出生体重儿(ELBWI)和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死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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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由湖南省儿童医院转运中心或是当地医院

转运至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的超低出生体重(ELBWI)和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的临床资料。

收集内容包括转诊情况､产前因素､出生时情况､并发症及治疗情况。通过单因素分析､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院间转运极低和超低出生体重儿入院 7 天内及 7 天后死亡的高危因素及影响

因素,分析 ROC 曲线对预测死亡的准确性及截点分析。 
结果 1､共 527 例 ELBWI/VLBWI 纳入研究,共 96 例死亡,其中无转运途中死亡,总体病死率

18.2%(96/527),入院 7 天内死亡 54 例,病死率 10.2%(54/527),入院 7 天后死亡 42 例,病死率

8.9%(42/470)。(1)影响入院 7 天内死亡的单因素为:产前激素､纠正胎龄､入院体重､入院日龄､

1minApgar 评分､5minApgar 评分､气管插管转运､二次转运､MINT 评分､TREMS 评分､TRIPS 评分､

NRDS､≥Ⅲ度 IVH､硬肿症､消化道畸形､代谢性酸中毒､机械通气､PS,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

硬肿症､二次转运､消化道畸形､代谢性酸中毒､高 TREMS 评分､高 MINT 评分为入院 7 天内死亡的

高危因素;(2)影响入院 7 天后死亡的单因素为:胎龄､出生体重､纠正胎龄､入院体重､入院日龄､

1minApgar 评分､5minApgar 评分､气管插管转运､TRIPS 评分､MINT 评分､TREMS 评分､NRDS､

NEC､≥Ⅲ度 IVH､败血症､消化道畸形､机械通气､PS,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得出 NEC､≥Ⅲ度 IVH､高

MINT 评分､入院体重较低为入院 7 天后死亡的高危因素。 

2､MINT 评分､TREMS 评分､TRIPS 评分预测 7 天内死亡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72､

0.655､0.665;ROC 曲线截点分析提示:当 MINT 评分为 8 分,灵敏度为 0.444,特异度为 0.829;当
TREMS 评分为 2 分,灵敏度 0.5,特异度 0.757;当 TRIPS 评分为 20 分,灵敏度 0.444,特异度 0.829,
其约登指数 大。 
结论 1､二次转运为 ELBWI/VLBWI 入院 7 天内死亡的院间转运高危因素。 

2､高 MINT 评分为入院 7 天内及 7 天后死亡的高危因素,高 TREMS 评分为入院 7 天内死亡的高危

因素。 
3､MINT 评分≥8 分､TREMS 评分≥2 分､TRIPS 评分≥20 分时,ELBWI/VLBWI 入院 7 天内死亡风险明

显增大。 
4､入院 7 天内死亡的疾病高危因素包括硬肿症､代谢性酸中毒､消化道畸形;入院 7 天后死亡的其它

高危因素包括 NEC､≥Ⅲ度 IVH､入院体重较低。 
 
 
OR-0682 

早产儿院内转运方式的安全及效率评估 
 

刘海婷
1,2,张莉

1,2,陈超
1,2,舒先孝

1,2,鲁瑞丰
1,2,王华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回顾分析胎龄小于 34 周的早产儿在院内转运过程中是否由 DICU 转运团队转运,转运至 NICU
的时间,进入 NICU 的温度,3 日内重度颅内出血的发生率,气管插管呼吸机使用率,BPD 的发生率是否

存在差异来评判 DICU 转运团队转运安全及效率。 
方法 根据院内转运过程中是否由 DICU 转运分为 DICU 转运组和非 DICU 转运组。两组患儿按照在

产房内的不同干预程度分为不干预､低度干预(初步复苏､常压吸氧､球囊正压通气)及高度干预组(气

管插管､胸外按压及给药)。比较两组患儿不同干预程度分别转运至 NICU 的时间､温度､3 日内重度

颅内出血的发生率､气管插管呼吸机使用率以及 BPD 发生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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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收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 NICU 收治

的 361 例高危早产儿,根据是否由 DICU 转运团队转运,分为 DICU 转运组(233 例)和非 DICU 转运组

(128 例)。 
二､两组患儿性别､生产方式､极早早产儿及超低出生体重构成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儿

在产前激素使用率､产房内气管插管率以及产房内 PS 的使用率也无明显差异(P<0.05),但 DICU 组 1
分钟窒息率明显低于非 DICU 组(P<0.05)。 
三､DICU 组在无干预组､轻度干预组以及重度干预组的转运达到 NICU 的温度均明显高于非 DICU
组(P<0.05);DICU 在重度干预组转运至 NICU 的时间明显短于非 DICU 组,3 天内重度颅内出血的发

生率小于非 DICU 组,气管插管呼吸机使用率低于非 DICU 组,BPD 发生率低于非 DICU 组

(P<0.05)。 
结论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全面开放,高危孕产妇逐渐增加,急需加强 DICU 转运团队的培训,训练有素的

DICU 转运团队不仅可以明显缩短高危新生儿转运时间,也极大改善高危新生儿到达病房后的救治质

量。 
 
 
OR-0683 

中国儿童先天性角化不良(DC)诊治研究 
 

李威,谢晓恬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市同济医院) 201600 

 
 
目的 通过全面分析归纳我国先天性角化不良(DC)的表现特征,为临床早期诊断与合理防治提供重要

参考依据。 
方法 对于经网络收集近 10 年国内文献中基本资料可供分析的 43 例,以及本院 2 例,共计 45 例 DC
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国际文献报道进行对比。 
结果 我国儿童 DC 主要特征与国外资料存在下列主要异同点归纳如下:①起病较早(平均 4.5 岁,中位

数 3 岁),但平均诊断年龄滞后(平均 17.9 岁,中位数 18 岁);②存在皮肤色素沉着､指甲病变和粘膜白

斑等完整 DC 三联征表现者比例较高(93.3%),国外文献报道约为 80%;③较早出现造血功能抑制(平

均 5.6 岁),而国外文献报道为 10 岁;④端粒酶相关基因突变类型较为单一。虽然目前认为可存在 8

种基因突变类型,但近年国内报道中仅见 2 种突变类型(DKC1 和 TINF2)。⑤常见伴发畸形,包括身材

矮小､小头畸形伴智力落后､泪管阻塞､牙齿形态或排列畸形和泌尿道畸形等发生率,与国外报道基本

一致。⑥预后不良因素:国内资料显示,DC 患者自然生存期较短,目前随访患者中 高年龄仅 33 岁。

继发造血功能损害､恶性肿瘤和肺纤维化,是 DC 患者主要病死原因。⑦治疗进展: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allo-HSCT)是获得造血功能重建和改善预后的唯一有效疗法;同时国内外经验均显示,小剂量雄

性激素联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可能有助于部分恢复造血功能,改善生存质量。⑧目前临床主要问题:
由于国内多数病例报道均为个案,且以皮肤科和血液科等成人学科报道为主,儿科报道较为罕见。 
结论 需加强病例报道和资料汇总,以提高儿科临床对于 DC 的认识和早期诊断率,方能结合国际研究

进展,对于我国儿童 DC 开展包括适时行 allo-HSCT､有效药物维持治疗和针对性产前检查等合理干

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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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84 

172 例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病因､临床 

及预后分析 
 

麦惠容
1,陈运生

1,方希敏
1,袁秀丽

1,郭健
2,饶斌

2,刘四喜
1,王晓东

1,王缨
1,李长钢

1,文飞球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BGI-SHENZHEN 

 
 
目的 探讨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又称噬

血细胞综合征,HPS)的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治疗和预后特点,以提高本病的认识,达到早

期诊断,早期治疗,降低死亡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至 2016 年我院收治的 172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其中 29 例进行 PCR 和

基因测序的方法检测 PRF1､UNC13D､STX11､STXBP2､XIAP､SH2D1A､Rab27a､AP3B1､LYST
和 ITK 基因以鉴别遗传性和继发性 HLH。 
结果 172 例 HLH 患儿男 96 例,女 76 例,年龄 1 月~15 岁,发病时小于 3 岁 HLH 110 例,占 64%。29
例行相关基因检测检测出基因突变 8 例,占 5%;分析 164 例 HLH,感染相关性 HLH(IAHS)共 139 例,
占 80%,其中 EB 病毒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EBV-AHS) 多,共 48 例,占 IAHS 的 35%。其它特

殊感染伤寒 4 例,恙虫病 2 例,结核 1 例。继发于风湿免疫性疾病共 12 例,分别是幼年型全身性类风

湿关节炎 6 例､免疫缺陷病 4 例､川崎病 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1 例,继发于白血病 6 例､淋巴瘤 3 例､

韦格纳肉芽肿 1 例､不明原因 11 例。所有患儿均有发热､脾肿大,血常规提示两系或三系降低,高三酰

甘油血症和(或)低纤维蛋白原血症,铁蛋白升高,骨髓细胞学检查发现噬血组织细胞,其余临床表现还

包括多浆膜腔积液､肝功能损害､黄疸､呼吸系统症状和神经系统症状等。8 例遗传性 HLH 均予

HLH2004 方案治疗,1 例确诊为 Chédiak-Higashi syndrome (CHS)行同胞 HLA 全相合骨髓造血干

细胞移植,随访 12 个月,复查骨髓正常,供者 100%植入。继发性 HLH 病情复杂,疾病轻重差别大,感
染相关 HLH139 例,根据病因治疗原发病,在治疗基础疾病的基础上酌情使用 HLH2004 方案,根据疾

病评估决定疗程。172 例 HLH 患儿中,缓解 134 例(78%),复发 3 例(1.7%),死亡 35 例(20%)。死亡

病例中,感染相关 HLH22 例(EB 病毒相关性 HLH11 例,脓毒血症 11 例),肿瘤 8 例,免疫缺陷病 2 例,
原因不明例 3 例。 
结论 本组病例显示 HLH 由多种病因引起,其中 EB 病毒感染相关性 HLH 多见,提高认识,及早诊断,
积极治疗能改善预后,HLH2004 方案治疗遗传性 HLH 和 EB 病毒感染相关性 HLH 有助于提高患儿

的生存率,对于遗传性 HLH,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改善免疫系统和血液系统缺陷。 
 
 
OR-0685 

METTL3 及 METTL14 在儿童 ETV6/RUNX1 阳性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孙聪聪,常丽贤,朱帅,刘超,章婧嫽,兰洋,陈晓燕,张丽,刘芳,陈玉梅,竺晓凡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300020 

 
 
目的 探讨 METTL3 及 METTL14 在儿童 ETV6/RUNX1(E/R)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表达水平

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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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07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 37 例初诊

E/R 阳性 ALL 患儿及 6 例对照(4 例 ITP 及 2 例正常儿童)为研究对象。流式细胞术分选肿瘤细胞,实
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患儿及对照组中 METTL3 及 METTL14 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在 E/R 阳性 ALL
患儿不同分组之间及对照中的表达水平差异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37 例 E/R 阳性的 ALL 患儿中,男性 19 例( 51.35%),女性 18 例(48.65%),中位年龄 4.72(1.72-
11.99)岁。6 例对照中,男性 3 例(50%),女性 3 例(50%),中位年龄 5.24(1.53-13.17)岁。METTL3 与

METTL14 基因的表达水平之间有明显相关性(Pearson r=0.863,r2=0.745,P<0.01);METTL3 及

METTL14 的表达水平在 E/R 阳性 ALL 患儿组明显低于正常对照,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
发组的 METTL3 及 METTL14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持续缓解组(P 值分别是 0.171､0.150)。此外,患儿

METTL3 及 METTL14 的表达水平与原始细胞比例､白细胞数及乳酸脱氢酶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METTL3 及 METTL14 在 E/R 阳性 ALL 患儿中的表达低于对照组,在复发组的表达低于持续缓

解组,推测该两种甲基转移酶基因的表达降低可改变某些致癌基因和/或抑癌基因 RNA 的甲基化水平,
进而影响白血病细胞的功能,从而在 E/R 阳性 ALL 的发生及复发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 
 
 
OR-0686 

2 种新的 ITGA2B 基因突变导致遗传性血小板无力症诊断分析 
 

孙安霞,冒青,郭义敏,易雪岚,陈艳 
贵州省儿童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9 

 
 
目的 报道遗传性血小板无力症(Glanzmann thrombasthenia,GT)的临床表型和基因突变特点,以提高

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遗传性血小板无力症患儿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基因测序结果和家系调查,
并复习相关文献和讨论。 
结果 2 例患儿均为女性;例 1 发病年龄 1 月,诊断年龄 3 岁 5 月;例 2 发病年龄 3 岁,诊断年龄 12 岁;均
表现为皮肤瘀斑和鼻衄,例 2 初潮月经量过多;2 例父母均为姑表亲结婚;2 例均 G2P2,同胞哥哥均有

类似病史;2 例患儿均伴中度失血性贫血,血小板计数正常,出血时间延长,血块收缩不良,凝血时间正常;
例 1 流式细胞仪检测血小板 CD41 阳性率 0.7%,CD61 阳性率 1.3%;例 2 流式细胞仪检测血小板

CD41 阳性率 31.3%,CD61 阳性率 41.0%;例 1 基因测序 17 号染色体 ITGA2B 基因 4 号外显子

c.480C>G:p.S160R 纯合错义突变,父母均为杂合突变;例 2 在 ITGA2B 基因 20 号外显子

c.2077dupG:p.A693F 纯合移码突变,父亲为杂合突变,母亲失联未检测到基因;经 PUBMED 和万方

医学网检索这两种突变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结论 遗传性血小板无力症早期确诊困难;以皮肤和黏膜出血为主,青春期女患月经量过多;ITGA2B 基

因 c.480C>G:p.S160R 和 c.2077dupG:p.A693F 突变均可导致血小板 CD41 和 CD61 表达减少,是
导致遗传性血小板无力症的新发致病突变。 
 
 
OR-0687 

25 例门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患儿 临床分析 
 

苏俊鸿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分析 25 例门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疗效,旨在给临床医生在制定治疗策

略上提供有益帮助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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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的 25 例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患儿临床资料,应用 SPSS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在 25 例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患儿中,男孩 18 例,女孩 7 例,男女比例约为 2.57:1。25 例患儿

诊断时的年龄为 2~13 岁,平均年龄 5.8 岁。 
2.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数轻度增多 3 例(12%),中度增多 12 例(48%),重度增多 10 例(40%)。外周血

AEC 增高程度与性别､年龄无关(P>0.05)。 
3.病因包括感染 6 例(24%),其中 EB 病毒感染 1 例(4%),寄生虫感染 5 例(20%),包括钩虫感染 2 例,
人芽囊原虫 1 例,2 例临床诊断寄生虫感染;过敏性荨麻疹 2 例(8%);病因不明确 17 例(68%)。 
4.25 例患儿中以皮肤受累表现多见,为 17 例(68%),全身表现为 9 例(36%),呼吸系统及消化系统表现

各为 8 例(32%)､5 例(20%)。 
5. 25 例患儿外周血 AEC 范围为 1.1~25.84×109/L,平均值为 8.30×109/L,其中 17 例(68%)患儿白细

胞计数明显升高。 
6. 5 例寄生虫感染患儿,予驱虫药治疗 1 个月后,4 例获得满意疗效,1 例患儿治疗过程中复查 AEC 再

次升高。2 例过敏性疾病患儿予地氯雷他定治疗后症状和外周血均获得缓解。7 例患儿采用泼尼松

单药治疗,总治疗有效者 6 例(85.7%)。9 例患儿予地氯雷他定治疗,总治疗有效者有 2 例(22.2%)。
有 2 例患儿分别予泼尼松联合环孢素､泼尼松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均获得 PR。25 例患儿中有 6
例因疗效欠佳而更改治疗方案,4 例患儿更换泼尼松治疗后疗效得到提升;2 例患儿改用伊马替尼治疗,
其中 1 例在用伊马替尼 6 个月后获得 CR,另 1 例在予伊马替尼联合泼尼松治疗后 2 个月获得 PR。 
结论 1.在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儿童中男孩发病率高于女孩,以学龄前期多见,幼儿期次之。2.嗜酸性

粒细胞增多症症状以皮肤受累多见,消化系统及呼吸系统次之,但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3.多数嗜酸

性粒细胞增多症患儿泼尼松治疗有效。4.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患儿在予糖皮质激素治疗无效时,可考

虑使用伊马替尼治疗。 
 
 
OR-0688 

1147 例住院儿童实体瘤临床资料分析 
 

廖玮玮,何志旭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目 的:通过对 2006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期间在贵州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年龄≤14 岁经病理

检查确诊为实体瘤且有完整病例资料的 1147 例患者临床病例资料的分析,探讨住院儿童实体瘤不同

性别和年龄的肿瘤种类构成差异和术前化疗对住院常见恶性实体瘤患儿肿瘤完整切除率及远期预后

的影响,为临床儿童实体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案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06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期间在贵州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年龄≤14 岁经病理检查确诊

为实体瘤且有完整病例资料的 1147 例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①1147 例住院实体瘤患儿中,男性 618 例,女性 529 例,男:女= 1.17:1,男性发病多于女性。②良

性实体瘤 846 例,恶性实体瘤 301 例,良性:恶性= 2.81:1,良性发病多于恶性。③良性实体瘤中婴幼儿

期 324 例,学龄前期 170 例,学龄期 207 例,青春期 145 例,中位年龄 4.28 岁,发病年龄呈双高峰趋势;
恶性实体瘤中婴幼儿期 59 例,学龄前期 63 例,学龄期 98 例,青春期 81 例,中位年龄 7.52 岁,发病年龄

呈单一高峰趋势。④儿童实体瘤多因发现局部包块就诊。⑤良性实体瘤中,血管瘤､良性囊肿及淋巴

管瘤 常见,分别为 291 例､245 例及 91 例;恶性实体瘤中,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及生殖

细胞肿瘤 多见,分别为 89 例､50 例､28 例､25 例,42 例。⑥常见恶性实体瘤初诊时多为中晚期,其

中淋巴瘤初诊时:Ⅱ期 29 例､Ⅲ期 27 例。其中 39 例为学龄期发病。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初诊时:Ⅲ期

45 例､Ⅳ期 5 例,其中 28 例为婴幼儿期发病;肾母细胞瘤儿初诊时分期:Ⅱ期 7 例､Ⅳ期 14 例,其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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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婴幼儿期发病。淋巴瘤及上皮原性肿瘤如肝细胞肝癌､甲状腺癌多在学龄期发病,胚胎源性肿瘤

如神经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生殖细胞肿瘤多在婴幼儿期发病。⑦神经母细胞瘤术前化疗组患儿肿

瘤完整切除率高于术前未治疗组患儿,P<0.05。 
结论 ①儿童实体瘤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实体瘤种类构成有差异;②儿童实体瘤与成人实体瘤相比,发病

特点及生物学特性有自身独特的特点;③筛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儿童实体瘤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有帮助;④术前化疗能有效提高神经母细胞瘤患儿术中肿瘤完整切除率,提高患儿远期生存

质量。 
 
 
OR-0689 

儿童颅内原发性生殖细胞肿瘤 44 例临床资料分析 
 

刘玉峰,刘玥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总结儿童颅内原发性生殖细胞肿瘤(GCTs)的临床特性。 
方法  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治的 44 例儿童(≤14 岁)颅内原发性生

殖细胞肿瘤(GCTs)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44 例患者中,男 24 例,女 20 例;患者平均年龄 10.4 岁;发病部位:单发 32 例,多发(≥2 处)12 例;鞍
区 13 例,松果体区 10 例,基底节区 4 例,脑室 5 例,鞍区+松果体区 3 例,鞍区+脑室 3 例,松果体区+四
叠体区 3 例,颅内转移性多发占位 3 例;临床表现:颅内高压症状 20 例,视力障碍 9 例,尿崩症 7 例,单
纯头痛 6 例,肢体无力和(或)活动障碍 5 例,性早熟 5 例,体格发育迟缓 4 例,癫痫发作 2 例,嗜睡和(或)
意识障碍 2 例;诊断方法:经病理诊断确诊 33 例(其中生殖细胞瘤 16 例､混合性生殖细胞瘤 11 例､成

熟畸胎瘤 3 例､未成熟畸胎瘤 2 例､无性细胞瘤 1 例);经诊断性放疗､诊断性化疗或 γ-刀治疗诊断为

生殖细胞瘤 11 例;生殖细胞瘤共占 61.4%;治疗:32 例行肿瘤部分或全部切除术;10 例合并梗阻性脑

积水,行脑室分流术,31 例行放疗和(或)化疗,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缓解。 
结论 颅压增高､视力障碍､多尿是颅内生殖细胞瘤 常见的临床症状,病变常见位置为鞍区和松果体

区,颅内原发性 GCTs 临床特性明显,仔细分析各种临床资料有助于早发现,早诊断,及时选择合理的治

疗方式延长患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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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90 

中国重型血友病 A 患儿规律预防治疗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来自中国 12 家血友病中心的调查和分析 

 
李卓

1,肖娟
1,赵永强

1,周寅
1,李魁星

1,刘瑞奇
2,吴晶

2,吴润晖
3,杨仁池

4,张心声
5,练诗梅

6,胡群
7,李晓静

8,顾健
9,周

荣富
10,孙竞

11,李长钢
12,徐卫群

13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 

4.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5.山东省血液中心山东省血友病诊疗中心 

6.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 
7.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8.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9.苏北人民医院 

10.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2.深圳市儿童医院 
1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医疗保险政策及慈善项目对中国重型血友病 A 患儿选择规律预防治疗的影响。 
方法 (1)对 200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期间,在中国 12 个血友病中心接受过Ⅷ因子规律

预防治疗的重型血友病 A 患儿进行回顾性研究。 
(2)记录研究期间的各项临床资料。 
(3)从各中心收集重型血友病 A 患儿选择或放弃规律预防治疗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 
(4)查询 12 个中心(位于 11 个城市)历年的血友病相关医保政策,比较不同医保报销比例下患儿年均 F
Ⅷ使用量及自付水平。比较参加慈善援助项目及未参加慈善援助项目年均 FⅧ使用量的差异。 
结果 (1)2008 年开始出现患儿选择规律预防治疗,并且人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2)患儿选择规律预防治疗的前三位原因为:既往按需治疗效果不理想､当地医保政策改善､患儿或家

属对疾病认识提高。中途放弃规律预防治疗的主要原因为家庭经济支付能力不足。 
(3)研究中 83.4%的患儿享受医保报销,其中 80.1%患儿的医保政策年度支付上限不低于 15 万元,可
满足其规律低剂量预防方案的医疗费用。 
(4)医保报销比例高的患儿年均 FⅧ使用量相对较高。医保报销比例低的患儿,自付水平明显较高

(P<0.05)。66.4%的患儿自付水平≥50%,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需用于支付预防治疗费用。 
(5)预防治疗的患儿中 79.6%接受了慈善援助项目的支持。 
(6)2012 年患儿实际年 FⅧ使用量均值为 30376IU(合 999 IU/kg),仅为全年坚持规律预防治疗理论用

量的 62.9%,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 FⅧ使用量。 
结论 (1)医保政策是影响中国儿童选择和坚持预防治疗的重要因素,慈善援助项目对其起到了推动作

用。 
(2)对于低剂量预防治疗方案来讲,医保报销比例,而非年度支付上限,可能是制约患儿持续长期规律预

防治疗的重要因素。 
(3)目前中国儿童血友病预防治疗为短疗程､低剂量,与中高收入国家 FⅧ使用量存在明显差距,医保政

策有待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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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91 

婴幼儿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115 例临床分析 
 

刘玉峰,赵少聪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婴幼儿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ocytosis, HLH)患儿

的病历资料,掌握该病的临床特征规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我院诊治的 115 例 3 岁以下 HLH 患儿的临床资料,
并按年龄分为新生儿期(<1 月)､婴儿期(1 月-1 岁)､幼儿期(1 岁-3 岁)三组,按病因分为 EBV 感染组和

非 EBV 感染组,按治疗方案分为 HLH-2004 治疗方案组和非 HLH-2004 治疗方案组,探讨患儿的预后

因素､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 
结果 本组患者总数 115 例,其中男性患儿 66 例(57.39%),女性患儿 49 例(42.61%),男女之比为 1.35 : 
1。新生儿(<1 月)14 例(12.17%),婴儿(1 月-1 岁)34 例(29.57%),幼儿(1 岁-3 岁)67 例(58.26%),幼儿

期为该年龄段患儿的发病高峰期。感染引起 HLH 的患儿共 66 例,是 常见的病因,其中 EBV 感染

49 例;肿瘤相关性 5 例;原发性 9 例;风湿免疫相关性 1 例;原因不明性 34 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

脾大､呼吸道症状､肝大,此外可见皮肤黏膜苍白､浆膜腔积液､淋巴结肿大､水肿､黄染､出血症状､皮

疹,少数可合并肾功能不全､循环系统症状､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实验室结果主要有两系或三系减低

(108 例)､血清铁蛋白升高(106 例 )､谷草转氨酶升高(106 例 )､谷丙转氨酶升高(97 例)､乳酸脱氢酶

升高(93 例)､纤维蛋白原减低(92 例)。除此之外,电解质失衡､骨髓噬血现象､血清白蛋白含量减少､

总胆红素值增加､甘油三酯增多等也较常见。通过对早期缓解组与未缓解组患者的相关实验室及临

床指标进行比较,两组在初诊时 WBC､PLT､APTT､ PT､TG､DBIL 有明显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比

较 HLH-2004 治疗方案与非 HLH-2004 方案治疗 HLH 的早期缓解情况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比

较 EB 病毒感染组患者采用 HLH-2004 方案与非 HLH-2004 方案治疗 HLH 的早期缓解情况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感染是婴幼儿继发性 HLH 的常见病因,其中 EB 病毒感染 常见; 
2.婴幼儿 HLH 患儿早期的 WBC､PLT 计数减少及 APTT､ PT､TG､DBIL 明显升高可能与预后不良有

关; 
3.婴幼儿 HLH 患儿确诊后及时应用 HLH-2004 方案可提高早期缓解率。 
 
 
OR-0692 

男性生殖细胞发育相关七个转录因子电转染 HuMSCs 
后的表达与调控研究 

 
胡滨

1,王鸿武
1,林丽敏

1,马廉
2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深圳大学坪山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借助 HuMSCs､HuMSCs 源 iPSCs 和电转染技术,进一步梳理 TAF4B 等七个精子发生关键转

录因子间可能存在的调控网络,并探究 SOX17 及其下游基因 BLIMP1 与 TAF4B 等七个转录因子在

男性生殖细胞诱导分化过程中的调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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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将重组质粒 TAF4B､LHX1､FOXO1､ETV5､ID4､PLZF､BCL6B 分别通过共同和单独两种方

式电转染入 HuMSCs 中,检测共同电转染和分别单独电转染 TAF4B 等七个质粒后各转录因子及

SOX17､BLIMP1 基因表达量的变化。2.HuMSCs 源 iPSCs 在体外经拟胚体方式由 BMP4 向男性生

殖细胞方向诱导分化,选取诱导后不同时间点(诱导当天､第 3､7､10､14､21 天)检测 SOX17 和

BLIMP1 基因的表达变化。 
结果 1.将 TAF4B､LHX1､FOXO1､ETV5､ID4､PLZF､BCL6B 七个转录因子共同电转染入第 3 代

HuMSCs 后七个转录因子及 SOX17 基因表达量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其中 PLZF､SOX17 表达上调尤

为明显;将 TAF4B 等七个质粒分别进行单独电转染,结果显示单独电转染各质粒后,余转录因子有不

同程度的表达变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在 HuMSCs 源 iPSCs 在体外经拟胚体方式由 BMP4 向

男性生殖细胞方向诱导分化过程的不同时间点,SOX17 及其下游基因 BLIMP1 呈规律性表达,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TAF4B､LHX1､FOXO1､ETV5､ID4､PLZF､BCL6B 七个组织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相互间存在

着复杂的调控关系,它们所构成的调控网络贯穿了精原干细胞发育和功能维持的每个环节,共同介导

了精子发生的顺利进行。2.SOX17 及其下游基因 BLIMP1 在 HuMSCs 源 iPSCs 经 BMP4 向男性

生殖细胞方向诱导分化过程中呈规律性表达,其中 SOX17 与 TAF4B 等七个转录因子高度关联,提示

它可能通过 TAF4B 等七个组织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所构成的复杂调控网络在精子发生过程中的不

同环节发挥作用。 
 
 
OR-0693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临床观察 
 

杨晓梅,宋丽,丁慧,黄志伟,王亚屏,李府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治疗儿童重症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的临床

资料分析,探讨儿童患者使用 rhTPO 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采用回顾分析方法,收集济南市儿童医院 2012 年 0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住院的的 32 名

给予 rhTPO 治疗的 ITP 患儿临床资料。分析 rhTPO 治疗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及安全

性。 
结果 32 例患儿用药前血小板中位数为 12×109/L(1×109/L-22×109/L), 用药后 高值中位数为

120×109/L(14×109/L-213×109/L),升至 高值平均中位时间 10d(范围 5-14d)。中位观察时间 52 周

(范围 2-156 周)。疗效完全反应 18/32 例(56.2%),有效 8/32 例(25%),无效 6/32 例(18.8%), 总有效

率 81.2%(26/32)。治疗完全有效者 PLT 达到 高值的平均中位时间为 9d(范围 7-14d),达到有效疗

效者平均中位时间为 4d(范围 3-7d)。 有效者治疗反应约可维持 2-4 周。其中治疗前骨髓巨核细胞

计数与血小板恢复时间无明显关系。应用 rhTPO 治疗期间,2 例患者出现轻微不良反应,用药后及随

访过程中未发现其他相关副作用。 
结论 儿童重症 ITP 应用 rhTPO 治疗安全有效,可以帮助患儿更平稳度 过严重出血的危险期,但
rhTPO 作用不持久,停用后血小板计数逐渐回落,需维持治疗以巩固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425 
 

OR-0694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 32 例临床研究 
 

方拥军,王楠,黄婕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HLH)的临床特征､诊断､治疗以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5 年本院收治的 32 例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病初的临床表现､实验室相关检查､病

因､治疗及转归,采用单因素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本组患者以持续不规则高热(100%)､肝脏肿大(90.6%)及脾脏肿大(87.5%)为突出表现,其余表

现有浅表淋巴结肿大(56.2%)､浆膜腔积液(71.9%)､呼吸系统受累(59.4%)､皮疹(25%)及神经系统症

状(12.5%)实验室检查主要表现为外周血中三系(59.4%)或两系(34.4%)下降,肝功能异常(100%),甘
油三酯升高(90.6%),纤维蛋白原下降(68.8%),铁蛋白升高(100%),首次骨髓穿刺找到噬血细胞

(93.8%)。病因主要包括 EB 病毒感染 20 例(62.5%)､淋巴瘤 3 例(9.4%),肺炎支原体感染及单纯疱疹

病毒各 1 例,病因不明 6 例(18.8%)。32 例患者中有 1 例因复发目前仍在维持治疗中,7 例患者死亡,
好转或痊愈 18 例(56.2%),出院后失访 6 例(18.8%)。分析显示,肝脏肿大程度及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延长是影响预后的不良因素(P 值分别为 0.01 和 0.002)。 
结论 HLH 病因复杂,以感染性尤其是 EB 病毒感染 常见,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肝脏肿大及 APTT 延长

是预后的影响因素。HLH 一经诊断,应及时按照 HLH-2004 方案治疗。 
 
 
OR-0695 

不同年龄组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的 临床特点及预后研究 
 

李蕙,李丹,贺钰磊,史宏,周敏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组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HPS)的临床特点与预后因素分析。 
方法 将 85 例 HPS 患儿分为 0~2 岁(1 组)､>2~8 岁(2 组)和>8~14 岁(3 组)三个年龄组,从病因､病理

､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及预后等方面进行回顾性分析。将 85 例 HPS 患儿分为 0~2 岁(1 组)､>2~8

岁(2 组)和>8~14 岁(3 组)三个年龄组,从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及预后等方面进行回顾性

分析。 
结果  病因:1､2 和 3 组均以 EB 病毒感染为主,感染阳性率第 3 组明显高于第 1､2 组;病理:骨髓检查

粒红比<1.0 的发生率,第 1 组高于第 3 组;临床症状:颈部淋巴结肿大发生在第 2 组中多见,肝脾肿大

在第 3 组中 少见;浆膜腔积液发生在第 2 组多见;实验室检查:LDH 第 2 组高于第 1 组,以上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在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
存活组与死亡组比较,浆膜腔积液､甘油三酯､CD4 和 CD8 比值及骨髓检查粒红比值有显著差异

(P<0.05),将上述因素进行 Logistic 分析,显示甘油三酯>3.5mmol/L､CD4/CD8<1.24､骨髓粒红比

<1.02 是影响儿童 HPS 预后的不利危险因素(P<0.05)。 
结论  儿童 HPS 在不同年龄组临床表现具有多样化,有部分临床特点与发病年龄有关。甘油三酯､
CD4/CD8 及骨髓粒红比水平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而不同发病年龄组却未见与预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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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96 

从 210 例郎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5 年 
随访研究探讨治疗方案演变 

 
富洋,王宏胜,翟晓文,钱晓文,苗慧,朱晓华,俞懿,陆凤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近 15 年以 DAL-HX 83/90 方案､LCH-III 以及其更新方案为基础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CHFU-LCH 2002､2006､2012 方案治疗郎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探
讨治疗方案演变。 
方法 2002 年 1 月至 2005 年 12 月使用改良 DAL-HX 83/90 方案(2002 方案),2006 年 1 月至 2012
年 11 月使用 LCH-III 方案(2006 方案),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使用 LCH-III 更新方案(2012
方案)。2006 和 2012 方案不再使用依托泊苷(VP16)。2012 方案进一步去除甲氨蝶呤(MTX)。以

Kaplan-Meier 法计算预计生存率。不良反应分级按 WHO 标准。比较三组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 
结果 28 例患儿进入 2002 组,96 例进入 2006 组,86 例纳入 2012 组。三组临床特征无显著性差异。

①2002､2006､2012 组比较,SS-LCH､MS-LCH 亚组治疗 6 周､12 周有效率和复发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②2002､2006､2012 组分别有 2 例､5 例和 4 例死亡。2006 组和 2012 组 MS-LCH 亚组分

别有 4 例和 5 例退出方案,转入其他挽救方案。③三组 MS-LCH 患儿共 112 例,其中<2 岁 5 年预计

EFS 和 OS 均明显低于≥2 岁患儿[EFS:(42.1±7.2)% vs(63.5±8.5)%,OS:(81.3±8.6)% vs 
(98.1±2.2)%],P 均<0.05;RO+患儿 5 年预计 EFS 和 OS 低于 RO-患儿[EFS:(38.3±8.6)% vs 
(67.1±7.6)%,OS:(82.6±6.7)% vs (98.0±2.1)%],P 均<0.05;RO-患儿<2 岁和≥2 岁 5 年预计 EFS 和

O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 周治疗无效患儿 5 年预计 EFS 低于 6 周治疗有效患儿[(34.2±7.6)% vs 
(72.3±7.7)%],P<0.05。④2002､2006 组和 2012 组 SS-LCH 亚组 5 年预计 EFS 分别为(85.8±7.3)%

､(84.8±5.3)%和(86.7±5.6)%,5 年预计 OS 均为 100%;MS-LCH 亚组 5 年预计 EFS 分别为

(55.9±9.6)%､(50.0±7.1)%和(53.2±10.0)%,5 年预计 OS 分别为(89.5±7.3)%､(90.0±4.1)%和

(90.6±4.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⑤2002､2006MS-LCH 亚组化疗相关 3/4 级不良反应发生率显

著高于 2012 组 P<0.01。 
结论 各方案生存率未发现有差别,减轻化疗不影响疗效,但减少不良反应。目前初始化疗方案治疗

MS-LCH 的 5 年 EFS 仍不满意,高风险患者有待早期识别并优化治疗方案。RO+和治疗 6 周反应情

况是 MS-LCH 的重要预后影响因素。 
 
 
OR-0697 

不含 ATG 加强清髓预处理方案非血缘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

童慢性肉芽肿病 23 例临床研究 
 

富洋,钱晓文,江文晋,王宏胜,翟晓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脐血干细胞移植在慢性肉芽肿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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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血液科接受脐带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的 23 例慢性肉芽肿病连续病例的临床特征､基因诊断､移植预处理､移植相关并发症及随访情

况。 
结果 (1)22 例为男性,1 例为女性,接受移植中位年龄 1.5 岁(5 个月~7.2 岁)。平均体重 10.25 kg。临

床表现为肺炎(20 例)､皮肤及软组织感染(13 例)､胃肠道感染(10 例)､泌尿道感染(3 例),肝脾感染(3
例)颅内感染(2 例),腹腔感染 1 例。其中 7 例移植前诊断真菌感染,5 例移植前发生播散性卡介菌病。

(2)22 例男性患者均为 CYBB 基因突变,1 例女性患者为 CYBA 基因突变。(3)脐血 HLA 基因型相合

度分别为:7/10~10/10,解冻后总有核细胞数中位数:10.30×107/kg(4.53~22.69×107/kg)。应用不含

ATG 加强清髓预处理(IMAC)方案:白消安(Bu)+环磷酰胺(CTX)+氟达拉宾(Flu)+阿糖胞苷(Ara-C)+粒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单用他克莫司。移植前曾发生播散性卡

介菌病患者应用异烟肼､乙胺丁醇和对氨基水杨酸三联抗结核治疗。(4)17 例患者植入,移植后 30 天

嵌合检测均>95%供者细胞,为完全嵌合。粒系植入中位时间为:30 d [95%可信区间(CI):22~46 d]。
巨核系植入中位时间为:33 d(95% CI:15~43 d)。5 例植入失败。(5)移植后并发症:移植后 II~IV 度急

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为 30.4%,1 例发生 IV 度(皮肤､肠道､肝脏),其余为 II 度 aGVHD;5
例发生巨细胞病毒(CMV)血症;1 例发生 EB 病毒(EBV)血症;1 例移植后发生肾病综合征合并 Evans
综合征;1 例并发急性胰腺炎。(6)随访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21 例患者存活,死亡 2 例,1 例植入失败

后因感染死亡,1 例粒系植入后感染死亡。2 年无病生存率(PFS) 73.9±8.5%,总生存率(OS) 
91.3±6.1%。 
结论 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慢性肉芽肿病疗效显著,加强清髓预处理方案增加干细胞植入,移植前

感染的控制包括卡介菌病的治疗是成功的关键。 
 
 
OR-0698 

Unmanipulated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using 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 for 

paediatric patients with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a single center study 

 
Jia Chenguang,Qin Maoquan,Wang Bin,Zhu Guanghua,Yan Yan,Zheng Huyo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China 100045 
 

 
Objective 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 (RIC) based unmanipulated haploidentical (HI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in the treatment of paediatric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FHLH) is rarely reported. We aim to analyze results of HID-
HSCT for paediatric with FHLH and to identify prognostic factor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five patients including three of PRF1, two of 
XIAP. Four of five donors have heterozygous mutation. Conditioning regimen was fludarabine/ 
cyclophosphamide/ antithymocyte globulin with or without low-dose irradiation. Mobilised marrow 
and blood stem cells were used as the grafts. 
Results All five patients achieved engraftment. All patients have been alive and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CR) without any serious regimen-related toxicity with a median of 12 months 
follow-up time (range, 6-18 months) after HSCT. Four of five patients have mixed chimerism 
ranging from 17% to 87% but remain free of disease. One patient Loss of donor chimerism to 1% 
and relapsed, and no improvement in donor chimerism was seen following DLI. He underwent 
stem cell boosts, the donor chimerism increased to 99% and achieved CR2. Three patients 
developed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Ⅰ~Ⅱ°. One patients developed Ⅳ°GVHD 
after D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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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HID HSCT with RIC regimen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FHLH. 
The safety of this regimen requires long-term follow-up and more prospective studies. 
 
 
OR-0699 

多中心复发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胡群
1,唐威

1,竺晓凡
2,陈晓娟

2,胡绍燕
3,范俊杰

3,朱易萍
4,粟亚丽

4,沈树红
5,汤静燕

5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天津血液病研究所医院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 
3.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 
4.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血液科 

5.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复发 ALL 患儿进行临床特征与预后的分析,总结出复发预后相关因素,用于指导复

发 ALL 的危险度分级,从而指导复发 ALL 的治疗。 
方法 本次研究选取天津血液病研究所医院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华西

二院血液科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血液科 2007 年-2013 年新诊断的急性淋

巴细胞性白血病(ALL)2084 例,并至随访日期出现复发的患儿 
结果 1.儿童 ALL 的复发率为 12.6%,复发后获得第二次缓解(CR2)为 44.5%;复发儿童 ALL 的 5 年生

存率为 23.8%±3.9%。 
2.与复发儿童 ALL 生存率密切相关的因素:复发时间,复发部位,初诊危险度,复发后是否获得 CR2 及

初诊时白细胞计数是否大于 50*10^9/L 与生存率密切相关。 
3.复发部位以单纯骨髓复发为主,复发时间以极早期复发为主。 
4.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获得 CR2 占 80%,存活率占 66.7%。移植对于极早期复发,单纯骨髓复发,初诊

时高危患者获得 CR2 及存活有重要意义。 
结论 1.儿童 ALL 的复发率为 12.6%,复发后获得第二次缓解(CR2)为 44.5%;复发儿童 ALL 的 5 年生

存率为 23.8%±3.9%。 
2.与复发儿童 ALL 生存率密切相关的因素:复发时间,复发部位,初诊危险度,复发后是否获得 CR2 及

初诊时白细胞计数是否大于 50*10^9/L 与生存率密切相关。 
3.复发部位以单纯骨髓复发为主,复发时间以极早期复发为主。 
4.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获得 CR2 占 80%,存活率占 66.7%。移植对于极早期复发,单纯骨髓复发,初诊

时高危患者获得 CR2 及存活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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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00 

纳米靶向联合药物地西他滨和三氧化二砷有效治疗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   Effective therapy of myelodysplasia syndrome 
through bone marrow accumulation of decitabine and 

arsenic trioxide 
 

吴小艳
1,吴小艳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Objective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 are a diverse group of bone marrow disorders and 
clon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abnormal blood cells (dysplasia), or 
reduced peripheral blood cell count (cytopenia). Recent clinical studies on combinational therapy 
of decitabine (DAC) and arsenic trioxide (ATO) have demonstrated synergy on MDS treatment, 
but the treatment can cause significant side effects to the patients. In addition, both drugs have to 
be administered on a daily basis due to their short half-lives. 
Methods In addressing key issues of reducing toxic side effects and improving pharmacokinetic 
profiles of the therapeutic agents, we have developed a new formulation by co-packaging DAC 
and ATO into alendronate-conjugated bone-targeting nanoparticles (BTNPs). 
Results Our pharmacokinetic studies revealed that the intravenously administered BTNPs 
increased circulation time 3 days over the free drugs. Biodistribu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BTNPs facilitated drug accumulation in the bone with 6.7 times for DAC and 7.9 times for ATO. 
Finally, MDS mice treated with BTNPs recovered complete blood count (CBC), and showed 
significantly longer median survival than those treated with untargeted nanoparticles or free drug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pport bone-targeted co-delivery of DAC and ATO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of MDS. 
 
 
OR-0701 

同步骨髓活检与涂片相结合在儿童血液病诊断中的价值 
 

杨静,林清华,王玲珍,孙立荣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同步骨髓活检与涂片相结合对提高儿童血液病诊断率及减少误诊率的应用价值,比较骨髓

活检与骨髓涂片在疾病诊断中的优势和意义。 
方法 采用同步双标本法获取骨髓涂片及活检切片标本,对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血液儿科 83 例患儿行骨

髓涂片细胞形态学分析与骨髓活检切片病理检查,比较骨髓涂片和骨髓活检在判断骨髓增生程度､诊
断符合率等方面的差异,并分析二者结合对于提高疾病诊断率的意义。 
结果 髓活检对骨髓增生度的评估优于骨髓涂片( P<0.0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骨髓活检对再生障

碍性贫血( AA)及恶性血液系统疾病如急性白血病( ALL)､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 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CML)､ 淋巴瘤､ 骨髓纤维化(MF)､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等诊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骨髓涂

片(P<0.05);骨髓活检对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的诊断的阳性率明显低于骨髓涂片( 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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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骨髓涂片的细胞形态学检查和骨髓活检切片病理检查在相应疾病中各有优势,前者以观察细胞

形态变化为优势,而后者对观察组织结构及判断增生程度更佳。二者结合可以显著提高儿童血液病

的诊断率､ 减少误诊漏诊率, 在血液儿科临床诊断中有重要意义。 
 
 
OR-0702 

915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髓外复发危险因素分析 
 

黄彬晓,周敏,陈长城,汤燕静,陈潇潇,沈树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通过分析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髓外复发的相关因素,总结 ALL 患儿髓外复发的规律,为针对

性改进治疗方案降低复发､提高 ALL 生存率､改善生存质量提供循证基础。 
方法 对 2005 年-2014 年我院初诊并收治 915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例的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CNSL)以及睾丸白血病(TL)的复发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以 SCMC-2005 方案进行诊疗 339 例,以
SCMC-2009 方案进行诊疗 576 例。着重分析了初诊时的 LDH､免疫分型､融合基因,以及门冬酰胺

酶的用法用量以及门冬酰胺酶过敏对髓外白血病复发的影响。数据采用 SPSS 软件的卡方检验和

K-M 生存函数分析,并利用 Cox 函数进行了多因素分析。 
结果 SCMC2005 方案和 SCMC2009 方案的髓外白血病复发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但是

SCMC2009 方案显得低一点。对同样免疫表型､早期治疗反应按两种不同治疗方案治疗的两组病例

进行比较,髓外白血病无论是 CNSL 还是 TL 均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提示方案的修正并没有造成

两方案髓外白血病复发率的差异。而对髓外白血病复发密切相关的 E2A-PBX1 融合基因(和 CNSL
复发相关 p=0.028)以及免疫分型(T-ALL 的 CNSL 复发率高于 B-ALL, p=0.032)在两方案治疗的病

人中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别: E2A-PBX1 融合基因的频率在 SCMC2005 和 SCMC2009 分别是 4.42%
和 4.86%,p=0.872;T-ALL 比例在 SCMC2005 和 SCMC2009 分别是 8.26%和 9.38%,p=0.809。回

顾诊疗方案执行情况发现,2005 方案期间为了节约费用,常常会不改变总剂量的前提下减少 L-Asp 用

药次数､缩短 L-Asp 总疗程。而这种情况可以明显增加 TL 的复发风险(p=0.04),但对 CNSL 复发影

响较小。而对 L-Asp 活性影响更加明显的 L-Asp 过敏对 CNSL 复发以及 TL 复发均有显著性,p 值分

别是 0.009 和 0.036。提示 L-Asp 的正确使用对减少髓外白血病复发关系重大。 
结论 ALL 的髓外复发既和白血病的临床特征和生物学特征有关,同样和治疗有关如门冬酰胺酶的用

法以及门冬酰胺酶的过敏反应有关。 
 
 
OR-0703 

供者淋巴细胞输注预防重型 β-地中海贫血患者 
移植后排斥的应用研究 

 
刘晓婷,李春富 

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1.总结南方医院 337 例重型地贫患者非半相合移植结果及移植排斥的情况。 
 2.回顾分析 30 例移植后出现混合嵌合的重型地贫患者行供者淋巴细胞输注的情况,总结其输注适应

症､剂量､时机､结果及并发症,探究 DLI 在预防重型 β 地贫移植后排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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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 337 例重型地贫患者接受移植 342 次,其中男 195 例,女 142 例,中位年龄 6 岁,采用

NF.08.TM 新预防处理方案。移植后观察植入情况､嵌合体状态､GVHD 情况。 
2.上述 337 例接受 HSCT 的重型地贫患者中有 50 例患者移植后出现混合嵌合,予逐渐减用抗排斥药

物,供者起源细胞仍持续下降者,予行分次渐增剂量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将 50 例患者分为 4 组,第 1
组患者 MC 为 90%-95%(MC1 级),予行单纯减停免疫抑制剂组(n=20);第 2 组为 MC1 级患者予行

DLI 组(n=11);第 3 组患者 MC 为 75%-90%(MC2 级)予行 DLI 组(n=13 例);第 4 组患者

MC<75%(MC3 级)予行 DLI 组(n=6)。第 1 组行逐渐减停 CSA 并监测 MC 比例;第 2-4 组减停免疫

抑制剂后行 DLI 治疗,首次输注淋巴细胞数在(1-5)×107/kg 之间,如 MC 比例仍小于 95%且无严重

GVHD,可行渐增剂量 DLI 治疗。 
结果  1. 337 例患者共接受 342 次移植,其中 1 例未植入,4 例出现短暂植入,50 例出现混合嵌合体,
终 320 例患者植入成功且无病存活,死亡 17 例。 
2.(1)第 1~4 组完全嵌合体转化率分别为 100%,100%,85%,66.7%; 
(2)对比第 1 组与第 2 组的 GVHD 发生率(15% VS 27.3%)P=0.638; 
(3)对比首次 DLI 时间≤180 天与 DLI 时间>180 天的患者,GVHD 的发生率为(50% VS 10%)P=0.049; 
(4)对比 DLI 总剂量>1×107/kg 与≤1×107/kg,GVHD 的发生率为(50% VS 27.3%)P=0.142; 
(5)对比亲缘组及非亲缘组移植,GVHD 的发生率为(41% VS 25%)P=0.672。 
(6)对比脐血及非脐血移植,GVHD 的发生率为(25% VS 38.5%) P=1.0。 
结论  1. 337 例移植患者 OS,EFS,排斥率,混合嵌合率,TRM 分别是 95%, 94.2%,1.5%,15%,5%。 
    2.重型地贫患者移植后出现 MC1 级,予逐渐减停免疫抑制剂或同时行 DLI 治疗,两者效果相同且

DLI 组 GVHD 发生率高,所以 MC1 级患者应首选观察及调整免疫抑制剂策略。 
    3.移植后出现 MC2-3 级,排斥风险大,予分次渐增剂量 DLI,可有效逆转不稳定嵌合体为完全供者嵌

合体; 
    4.DLI 后 GVHD 与 DLI 时间相关,在移植后≤180d 给予 DLI 的患者,GVHD 的发生率较高; 
 
 
OR-070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31 例儿童重型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分析 

 
陆晓茜,艾媛,孙舒雯,杨雪,万智,郭霞,李强,高举,朱易萍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效果,以及影响患儿长期存活率的

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1 月确诊重型再生障碍性贫并接受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的 31 例患儿。 
结果 入组 31 位患者,男性 18 例,女性 13 例,男女比 1.38:1,中位年龄 9.7 岁(1.8-14 岁),其中<10 岁

12 例,>10 岁 19 例,诊断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14 例,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17 例。其中 HLA 全相

合 21 例,部分相合 10 例。亲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24 例,其中 HLA 全相合 17 例,部分相合 7 例;
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7 例,其中 HLA 全相合 4 例,部分相合 3 例。骨髓联合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 18 例,
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 13 例,脐血辅助造血重建 9 例。全部患儿均植入成功,输注 CD34+细胞中位数

5.7(1.39-11.3)×106/L､有核细胞中位数 8.2(2.87-13.9)×108/L。WBC 植活中位时间+11(9-18)
天,PLT 植活时间+13(8-24)天。中位随访时间 23(1.5-72)月。随访期间总生存率 90.1%,无事件生存

率 90.1%。单因素分析显示 HLA 不合､脓毒血症､aGVHD 均为影响患儿长期总生存率及无事件生存

率的危险因素,P 值分别为 0.005､<0.001､<0.001。Ⅱ-Ⅳ度 GVHD 发生率 9.67%,发生脓毒血症 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432 
 

例。随访期间 72 个月累计相关死亡率 10.3%,死亡总共 3 例,1 例发生继发性植入失败,引起严重感

染死亡,脓毒血症合并 aGVHD(III-IV 度)2 例。因此感染仍然是死亡的首要原因。 
结论 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挽救性治疗手段,HLA 配型不合､脓

毒血症､aGVHD 均为影响患儿长期生存率的危险因素,感染是移植后死亡的主要原因,寻求 HLA 相合

供者､积极控制感染和 aGVHD 的发生仍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OR-0705 

减低毒性预处理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极早发性炎症性肠病 
 

翟晓文,钱晓文,王宏胜,江文晋,黄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极早发性炎症性肠病(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VEO-IBD)是儿童 IBD 中

的一种特殊亚型,表现为 6 岁前起病､病情重､严重影响生长发育､伴肛周病变､多为单基因缺陷病。

IL-10R 基因突变是导致 VEO-IBD 发病的重要基因缺陷,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此类单基因突变

VEO-IBD 唯一的根治性方法。我院采用减低毒性预处理(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regimen, 
RIC)脐血干细胞移植(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 UCBT)治疗 IL-10RA 基因缺陷的 VEO-IBD
取得成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血液科移植病房接受 UCBT
治疗的 10 例 VEO-IBD 患者诊断､移植前治疗､预处理､移植后并发症和转归情况。 

结果 10 例患者 7 例女性､3 例男性,均为 IL-10RA 基因缺陷,移植时中位年龄 13 月(4-46 月龄),中位

体重 6.75kg(3.2-10kg)。预处理方案是包括福达拉滨､白消安和环磷酰胺的减低毒性预处理方案,他
克莫司单药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非血缘脐血供者与患者 HLA 基因型(高分辨)≥8/10 相合,
有核细胞数(TNC)中位数 16.45 x107/kg(7.06-51.5 x107/kg),CD34+中位数 6.47 x105/kg(2.19-18.39 
x105/kg)。9 例患者植入,1 例患者原发植入失败,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22 天(16-40 天)､血小板植入

中位时间 27 天(25-34 天)。中位随访时间 10.5 月(1-24 月),7 例患者存活,均无腹泻并获体重增长,随
访肠镜病变修复;3 例死亡,2 例移植后 1 月死于腹腔感染,1 例移植后 6 月死于肺部 HHV6 感染合并

肺部 cGVHD。 
结论 减低毒性预处理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IL-10RA 基因缺陷导致的 VEO-IBD 疗效显著。 
 
 
OR-0706 

May-Hegglin 异常一家系病例报道 
 

陆飞宇,李春怀,刘爽爽,张慧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 May-Hegglin 异常(MHA)患儿(先证者)及家系成员的血小板改变及其分子遗传学特征。  
方法 对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父亲)的静脉血分别进行血小板计数,观察血小板形态,检测血小板功能,
检测骨髓细胞形态学,进行二代基因测序。 
结果 先证者及父亲血小板数明显减少,巨大血小板分别占 90%和 91%,血小板功能均正常,骨髓细胞

形态学也未见异常,同时采集先证者及父亲二者外周血提取 DNA,对先证者进行二代基因测序,发现

MYH9(Nonmuscle myosin heavy chain 9 gene)基因 31 号外显子 c.4270G>A,P.D1424N 杂合致病

突变。对其父亲进行该突变位点 Sanger 验证,发现相同致病突变。MYH 一 9 基因 31 号外显子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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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 4270 号核苷酸由鸟嘌呤变异为腺嘌呤,导致第 1424 号氨基酸由天冬氨酸变异为天冬酰胺,为错

义突变,为致病突变。其家族中先证者的祖父患病､父亲患病､5 位姑姑 4 位患病(1 位未患病)､1 位堂

叔(父亲的堂兄)患病､2 位表姐妹患病､2 位表兄弟患病,共 12 人患病,其中 1 位患病姑姑所生 2 位女

孩均未患病,1 位未患病和 1 位患病姑姑所生男孩均患病,2 位患病姑姑各生 1 男孩和 1 女孩､女孩均

患病､男孩未患病;先证者父亲的堂弟的家系里是否也有患病不清楚。 
结论 MYH 一 9 基因点突变可导致血小板减少和巨大血小板,是家族遗传性 MHA 多人患病的主要特

征。一个家系达到 12 人患病非常少见。 
 
 
OR-0707 

109 例难治性复发性神经母细胞瘤病例的临床回顾性分析 
 

洪亮,黄东生,张伟令,张谊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对难治性复发性神经母细胞瘤病例的回顾总结,通过分析复发病例的临床特点､诊治疗效,
探讨影响预后的因素,为早期调整治疗给出指导依据。 
方法 根据入组筛选原则,从 2006 年 2 月至 2016 年 9 月北京同仁医院儿科收治的经病理确诊､综合

诊疗的 253 例神经母细胞瘤患儿中根据美国儿童肿瘤协作组指南定义筛选出 109 例难治性复发性

神经母细胞瘤。理分析临床资料包括:发病特点､总生存率､复发､病死率､疗效资料等。采用卡方分

析､方差分析､Cox 回归模型等进行统计分析。针对复发病例的复发后疗效､预后､发病特点､高危因

素､生存时间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临床特点:109 例患儿,男:女为 2.2:1,中位年龄 48 个月;肿瘤原发部位:腹膜后或肾上腺 91
例(83.49%),纵膈 14 例(12.84%),原发于椎管､骨髓 3 例(2.75%),原发于盆腔､髂前 2 例(1.83%)。发

病时转移部位:骨转移 86 例(78.90%),骨髓转移 75 例(68.81%),淋巴结转移 58 例(53.21%),颅内转移

16 例(14.68%),肝转移 15 例(13.76%),肺转移 4 例(3.67%),胰腺转移 3 例(2.75%)。INSS 分期:Ⅲ期

8 例(7.3%),Ⅳ期 101 例(92.7%)。病理分型:神经母细胞型 75 例(68.81%),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 34
例(31.19%)。 
2.    初始治疗疗效:109 例患儿初始治疗完全缓解 50 例(45.87%);较好部分缓解 21 例(19.27%);部分

缓解 30 例(27.52%),进展 8 例(7.34%),不同年龄段､不同原发部位､不同诱导化疗方案对于初始治疗

疗效没有差别。 
3.    109 例患者完成治疗,均获得完整随访,随访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中位生存时间 36 月,存活 40 
例,死亡 69 例,总生存率(OS)36.7%,生存函数分析提示其 1､3､5 年的 OS 分别

为:92.66%,49.07%,27.64%。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14 个月,复发后 3 年 OS 为 26.23%。年龄 18
月以下中位生存时间 19 月,18 月以上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37 月。 
4.    单因素分析结果:年龄差别对疗效､预后没有影响。不同初始治疗疗效,首次复发时间不同,(CR､
VGPR)>PR>PD,首次复发时间(TTFR)不同患儿生存时间不同,随着首次复发时间延长,复发后生存时

间也延长,不同 TTFR 预后也不同,并有统计学意义,是复发患儿影响预后因素一。 
5.    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颅内转移､有无腹水､病理分型是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P=0.0139､0.0421､
0.0372),其余因素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1.    进展复发病例预后与颅内转移､腹腔种植､病理分型相关,早期诊断､合理选择诊疗方案,是
提高预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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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患儿首次复发时间对于复发后生存时间有预测意义,早期复发患儿复发后生存时间明显缩短,可根

据首次复发时间调整复发后治疗方案。 
 
 
OR-0708 

新型 Pan-Akt 抑制剂 AZD5363 促进儿童 T 系急性淋巴白血病细

胞系 CCRF-CEM 细胞凋亡作用及机制学初探 
 

罗丹青
1,师丽晓

1,郭金
2,王建华

2,师晓东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 
2.首都儿科研究所生物技术室 儿童发育营养组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究新型 Pan-Akt 抑制剂 AZD5363 促进儿童 T-ALL 细胞系 CCRF-CEM 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
为 AZD5363 对儿童 T-ALL 病例靶向治疗的临床前试验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运用 MTT 检测药物对细胞的增殖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的凋亡和细胞周期改变情

况;Western-blot 检测细胞 Caspase3､LC3B 及 PI3K/Akt/GSK3β 等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磷酸化水平变

化。 
结果 儿童 T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CRF-CEM 细胞系中存在 PI3K/Akt 信号通路的激活;分别以不

同浓度梯度(5uM､10uM､20uM 和 40uM)的 Pan-Akt 抑制剂 AZD5363 作用于 CCRF-CEM 细胞,抑

制细胞增殖作用增加,且随着作用时间的增加,药物的 IC50 分别为 10.67uM(4h)､7.54uM(8h)､
6.57uM(12h)和 3.86 uM(24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ZD5363 通过使 CCRF-CEM 细胞周期

停滞在 G0/G1 期,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Western blotting 显示随着 AZD5363 药物作用浓度

的增加,Caspase-3 及 14-kDa 形式的 LC3B 蛋白表达增加,促进细胞凋亡及诱导自噬;且 Akt 及其下

游的 GSK-3β､P70S6k 蛋白磷酸化水平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新型 Pan-Akt 抑制剂 AZD5363 可能通过 PI3K/Akt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磷酸化水平的改变促进

CCRF-CEM 细胞凋亡,诱导细胞自噬,可能为未来治疗难治复发性儿童 T-ALL 的靶向治疗提供理论

依据。 
 
 
OR-0709 

儿童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 25 例临床分析 
 

詹丽萍,黄科,方建培,黎阳,周敦华,徐宏贵,翁文骏,阙丽萍,韩黠蔚,王开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总结分析白血病患儿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的临床特点及挽救治疗的效果,观察免疫学指标

与疾病关系。 
方法 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1998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血液 25 例白血

病患儿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的临床资料,男性 14 例,女性 11 例,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及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各 11 例,儿童粒/单核细胞白血病(JMML)3 例,移植前未缓解(NR)4 例,第 1
次缓解 15 例(CR1),第 2 次缓解 6 例(CR2),8 例亲缘供体,15 例无关供体,2 例自体移植,所有患者均

采用清髓性预处理方案,髓内复发 18 例(18/25),髓内外同时复发者 7 例(7/25),根据复发后不同治疗,
分为无治疗组､单一方案组(单纯化疗､IL-2､改良 DLI)及化疗联合 1 至 3 种治疗方法的综合治疗组(靶

向药物､IL-2､细胞免疫治疗),总结各组治疗效果,统计 2016 年后复发 6 例患儿 T 淋巴细胞亚群及活

化状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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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科白血病患儿移植后复发率为 22.7%(25/115),主要发生在移植后 1 年以内(18/25),无治疗组

(10 例)及单一方案组(5 例)无 1 例获得缓解,均在复发后半年内死亡(存活率 0/15),综合治疗组(10 例)
中 6 例获血液学反应,其中 5 例获得血液学缓解,1 例部分缓解(MRD10%),1 例完全缓解 45 天后再次

复发,继续采用化疗联合细胞免疫治疗,MRD 较前明显下降(20.4%vs0.3%),中位缓解时间 1.4 年(45
天-6.5 年)。综合治疗组 6 例(6/10)存活,2 个月的 DFS 为(80±17.9)%,中位存活时间 1.1 年(67 天-7
年),死亡 4 例(4/10)。2016 年始对移植后复发 6 例患者进行 T 淋巴细胞状态追踪,3 例存活,其中 2 例

经治疗后获得缓解,复发前 T 细胞活化抗原 CD25､CD69､HLA-DR 表达持续缓解者较缓解后复发者

高(10.2vs3.30,1.90vs1.20,46.00vs7.70),3 例死亡,两组复发前 CD4/CD8 比值有统计学差异

(0.90±0.23vs0.41±0.09 P=0.029),余指标变化无统计学差异。3 例存活患儿综合治疗 60 天时,2 例

好转,1 例恶化,两者 CD4/CD8 比值均较复发前下降,后者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为 0.1､0.02､

0.41),CD3+CD25 细胞%､CD3+CD69 细胞%､CD3+HLA-DR+细胞%､CD8+HLA-DR+细胞%好转者

较复发前上升,CD3+CD38+细胞%1 例升高,1 例降低,恶化患儿 CD3+CD69+细胞%､CD8+HLA-DR
细胞%较前上升,余指标均下降。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白血病复发存活率低,采用化疗联合靶向治疗､细胞免疫治疗和/或细胞因子

等综合性治疗方案有助于改善复发患儿的转归,T 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及活化抗原的表达可能作为治疗

反应的标志物。 
 
 
OR-0710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研究 
 

唐湘凤 
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为一些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evere aplastic anemia SAA)的患儿争取

了治疗时机,此研究进行了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 SAA 并探讨其疗效问题 
方法 回回顾分析 2011 年 12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我科给 40 例 SAA 的患儿,其中 26 例为极重型,男
25 例,女 15 例,5 例曾使用 ATG 治疗,移植前 5 例 EBV 感染,2 例 CMV 感染,均进行了单倍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其中 2 例为二次移植。HLA 高分辨 3/6 相合 8 例, 4/6 相合 14 例, 5/6 相合 17 例,6/6 相合

1 例。或 Bu(3.2-4mg/kg/d×2d)/氟达拉滨

(40mg/kg/d×4d)/CTX(25mg/kg/d×4d)ATG(2.5mg/kg/d×4d),预防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采用

环孢霉素 A､ 吗替麦考酚酯和甲氨蝶呤(+1d 15mg/m2, +3d,+6d,+11d 10mg/m2),于 01d 和 02d 分别

输注单倍体骨髓和外周造血干细胞,回输总的有个核细胞中位数为

12.26(7.74~21.04)×106/kg,CD34+细胞中位数为 5.86(4.74~7.14)×106/kg,CD3+细胞中位数为

2.86(2.04~3.14)×106/kg 
结果 中性粒细胞≥0.5×109/L 中位天数是+14(+10~+19)天､血小板≥20×109/L 中位天数+18(+9~+31)
天。中性粒细胞植入率为 100%(40/40), 血小板植入率为 100%(40/40)。字数过多,请以附件为准,谢
谢! 
结论 疗效明确 +18(+9~+31)天。中性粒细胞植入率为 100%(40/40), 血小板植入率为

100%(40/40)。Ⅰ度-Ⅱ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达 20.5%,Ⅱ-Ⅳ度发生率达 12.5%,局
限性慢性 GVHD 发生率达 10.5%,全身性的发生率 2.5%,CMV 血症发生率达 32.5%,EBV 血症的发

生率 27.5%,均给予抗病毒治疗后控制。2 例发生 EBV 相关 PTLD,给予 3 剂美罗华后控制,5%发生

溶血性贫血,给予激素控制。随访中位时间 18(8-62)个月,38 例无病存活,为 100%供者型嵌合,血型

均转为供者型血型,死亡 2 例,1 例+30d 出现肝脏排异,给予抗排异治疗后无效,于+11 个月死于肝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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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衰竭,1 例在于+6 个月院外自行停用环孢素 3 个月后出现全身皮肤及肺部排异,给予抗排异治疗后

无效,于+10 个月死于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字数过多,请以附件为准,谢谢! 
 
 
OR-0711 

地中海贫血的分子基础及实验室诊断研究进展 
 

付月,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地中海贫血(Thalassemia,简称地贫),又名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是由于珠蛋白基因的缺失或

者点突变导致珠蛋白 α 类链或 β 类链的合成不足或者缺失而引起的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 
方法 正常血红蛋白(Hb)由两对珠蛋白肽链和 4 个亚铁离子构成的四聚体,珠蛋白肽链有 α 类(α､ξ､ε)

和 β 类(β､δ､γ､ε)共 6 种,根据编码肽链的基因发生缺失或者点突变造成肽链合成障碍所引起的血红

蛋白的组成发生改变,可将地中海贫血分为 α､β､δβ､δ 这五种类型,其中以 α､β 地中海贫血 多见。

其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省份以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高发[1-5],α､β 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率

可高达 10.3%和 2.8%。地中海贫血轻者可无症状,重者可致残､致死,且尚无经济有效的治疗手段,严
重威胁小儿生命安全,已被多个国家列为严重的健康问题。 
结果 据报道,全球接近 7%的人口为地中海贫血携带者,每年 30-50 万患镰刀细胞贫血和地中海贫血

的新生儿出生[6],因此通过对高风险孕妇行产前筛查与诊断以减少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刻不容

缓[7,8]。 
结论 下面对地中海贫血的实验室诊断作一综述。 
 
 
OR-0712 

骨髓衰竭基因的筛选在儿童骨髓衰竭综合征中意义的初步探讨 
 

孙艳,何海龙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利用二代基因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分析骨髓衰竭相关基因,并结合患儿

的临床特征,探讨骨髓衰竭基因的筛选在儿童骨髓衰竭综合征(bone marrow failure 
syndromes,BMFS)中的意义。 
方法 选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1 月于我院门诊及住院的 89 例疑似骨髓衰竭综合征患儿,收集临床

资料,提取患儿外周血 DNA,将其打断并进行扩增,建立包含目标基因的全基因组文库,利用液相捕获

试剂盒将样本的有关血液系统遗传性疾病基因捕获出来,利用新一代测序仪 illumina HiSeq 2500 进

行高通量测序,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找出骨髓衰竭基因的所有突变信息并家系验证。 
结果 1､89 例疑似骨髓衰竭综合征患儿中, 78 人被诊断为骨髓衰竭综合征,其中先天性骨髓衰竭综合

征有 9 人,69 例为获得性骨髓衰竭综合征,其中 5 例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64 例为获得性再

生障碍性贫血(AAA)。其余 11 例为病毒或细菌感染后的粒细胞减少。12 例患儿(9 例 IBMFS 及 3
例 MDS),即占 BMFS 15%,检测到致病性基因突变。 
2､7 例 FA 患儿中有 5 例患儿曾诊断过再生障碍性贫血或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2/5 例 FA 患儿

染色体脆性实验阳性,1/5 例彗星实验阳性。7 例均检测到基因突变,其中 6 例为 FANCA 突变,1 例为

FANCD1(BRCA2)突变。共发现一个外显子片段的缺失和 12 个点突变。位于 FANCA 基因外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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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 的缺失及突变位点:c.2994T>G､c.1811_1812del､c.G4195A､c.3973delG､ c.3270_3271del､

c.2749C>T､c.1889A>T,位于 FANCD1(BRCA2)基因的突变位点 c.T943A､c.T7469C,均为新发现。 

3､1 例 DC 患儿诊断再生障碍性贫血近两年,经二代测序检出 TINF2 基因突变:c.844C>T。 

4､1 例 CN 患儿反复口腔感染四年余,经二代测序检出 ELANE 基因突变:c.377C>T。 

5､5 例 MDS 患儿中 3 例筛查出基因突变,位于 GATA2 基因的突变位点:c.1081C>T,已有报道;位于

TET2 基因的突变位点:c.C2233T,MPL 基因的突变位点:c.981-1G>C,,均为新发现。 
结论 1､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疑似骨髓衰竭综合征患儿进行骨髓衰竭基因的筛选,可以进一步为诊断

提供依据,避免漏诊误诊,建议对疑似骨髓衰竭综合征患儿常规行二代基因测序。 
2､骨髓衰竭基因的新突变位点丰富了该疾病的基因谱,但是在骨髓衰竭综合征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还

有待进一步实验研究。 
 
 
OR-0713 

儿童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临床特征分析 
 

宋肖肖,乔晓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分析儿童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ET)的临床特征,为儿童血液医师

临床的诊断治疗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方法 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Web of Science､Pubmed､Elsevier､

Springer Link､Wiley-Blackwell､Ovid､Taylor&Francis 数据库 195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录的所

有儿童 ET 资料,对其起病情况､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治方法与临床疗效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检索到资料齐全的 ET 患儿 171 例,其中男 86 例,女 85 例,中位发病年龄 9.0 岁;103 例 ET 患

儿进行了临床症状描述,有出血症状者 30 例(29.1%),明确血栓者 4 例(4.4%),疼痛者 24 例(26.7%),
脾大者 60 例(53.6%);初诊时中位血小板 1437×109/L,74.1%的 ET 患儿同时伴有白细胞的增高;77
例患儿进行了 JAK2V617F 基因检测,阳性 24 例(31.2%),76 例患者进行了 MPL 基因检测,突变者 11
例(14.5%),未见 CALR 检测病例;JAK2V617F 基因突变儿童的病初血小板及白细胞较无突变儿童无

明显差异;参照指南将干扰素作为一线降细胞治疗的患儿较少,应用羟基脲或阿拉格雷降细胞治疗可

以起到较好的恢复血小板的作用;ET 患儿经积极药物治疗完全缓解率可达 46%,有效率达 80%; 79
例患儿中位随访时间 42.6 个月,其中 3 例(3.8%)转变为骨髓纤维化,1 例(1.3%)转为急性白血病。 
结论 儿童 ET 是以出血､疼痛､脾大为主要症状体征的难治性干细胞克隆性疾病,绝大多数伴有白细

胞同时增高,ET 儿童 JAK2V617F 基因突变率低于成人,羟基脲或阿拉格雷降细胞治疗效果良好,个别

可转化为骨髓纤维化或急性白血病,需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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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14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36 例长期随访结果分析 
 

左英熹
1,贾月萍

1,吴珺
1,王静波

2,陆爱东
1,董陆佳

3,张隆基
4,张乐萍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航天中心医院 
3.北京美康优娃免疫医学实验室 

4.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学和微生物学实验室 
 

 
目的 探讨嵌合抗原受体(CAR)T 细胞技术治疗复发及难治性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
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应用第四代 CD19 特异性 CAR T 细胞治疗复发或难治性 CD19 阳性 B-ALL 患儿 36 例,其中男

24 例,女 12 例,年龄 3-17 岁(中位年龄 8 岁)。其中 3 例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术后复发患

儿,2 例患儿输注的 CAR T 细胞来源为移植供者,其余均为自体来源。36 例患儿共接受 48 次 CAR T
细胞输注。每次输注 CAR T 细胞数量为(0.61~10.94)×106/kg。治疗前后应用流式细胞术或实时定

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监测白血病微小残留病(MRD)。中位随访时间 326 天。 
结果 入组患儿中 31 例输注 CAR T 细胞治疗前骨髓 MRD 水平为 0.01%~95.62%,5 例患儿为阴

性。CAR T 细胞输注过程中均无不良反应。输注后 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发热(30/48),仅 2 例患儿出

现 3 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表现,1 例仅对症治疗后好转,另 1 例应用妥珠单抗治疗后缓解。神经系

统症状的发生率为 16.7%。无治疗相关死亡。全部患儿的生存时间(OS)为 386±42.2 天,预计 6 个月

的 OS 为 76.8%,1 年的 OS 为 56.2%;全部患儿的无事件生存时间(EFS)为 233±35.7 天,预计 6 个月

的 EFS 为 66.1%,而 1 年时的 EFS 仅为 34.2%。可评价的 31 例患儿中,23 例治疗后骨髓 MRD 水

平较前降低,有效率 74.2%;疗效出现在输注后第 7~53 天,中位时间 14 天。CART 治疗有效的患儿

中,13 例行 HSCT 治疗,6 例 HSCT 术后复发,1 例 HSCT 期间合并感染死亡,6 例持续完全缓解;未行

HSCT 的 10 例患儿全部复发,复发时白血病细胞均表达 CD19。行 HSCT 患儿与未行 HSCT 的患儿

的中位 OS 分别为 574 天和 381 天,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3)。 
结论 抗 CD19 的 CART 细胞技术治疗儿童复发及难治性 B-ALL 安全有效,但治疗后应尽早行造血干

细胞移植治疗。 
 
 
OR-0715 

PNH 克隆在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中的发生率 
及与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蒋莎义

1,李福兴
2,廖雪莲

1,顾昶娟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上海市同济医院 

 
 
目的 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全血细胞减少为特性,目前认为其发病与免疫紊乱有关。免疫抑制治疗(IST)
是再障的主要治疗方法。CD55 和 CD59 水平异常表达,即 PNH 克隆,在成人再障中被发现,并且与

对 IST 治疗的反应相关。这里我们检测 CD55 和 CD59 在儿童再障中的表达并分析其与诸临床因素

的相关性。 
方法 55 例儿童再障患儿,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粒细胞 CD55 和 CD59 表达。其中 26 例接受 IST
治疗。分别分析 CD55 和 CD59 异常克隆表达与性别､年龄､分型和对 IST 治疗的反应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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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1.82% (23/55)和 45.45%(25/55)的再障患儿存在 CD55 和 CD59 异常克隆。异常克隆与外周

血细胞计数､患儿年龄和临床分型无相关性。CD55 正常克隆的患儿对 IST 治疗反应为

66.67%(10/15),异常克隆 55%(6/11);CD59 正常克隆有效率 71.43%(10/14),异常克隆有效率

50%(6/12)。正常克隆有效率高于异常克隆,但无统计学差异,可能与样本量偏小有关。 
结论 CD55 和 CD59 表达异常克隆与儿童再障有关。但此研究没有显示 PNH 克隆如成人一样的对

免疫抑制治疗反应的预测性,可能需要大样本的进一步研究。 
 
 
OR-0716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家系调查及基因研究 
 

陈天平,屈丽君,汪俭,王敏,许喆,李艳,程杰 
安徽省儿童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分析 1 例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临床特征及其家系 LYST 基因突变形式。 
方法 对确诊的 1 例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患儿分析其与 17 位相关亲属的 LYST 基因,应用目标序

列捕获及新一代测序技术,对该家系先证者及其父母进行基因检测,应用 Sanger 测序法对可能的致

病突变进行验证;通过 ExPASy 网站在线分析系统进行 LYST 蛋白构象生物信息学分析;采用皮肤病

理组织活检及电镜技术,观察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皮肤及毛发色素颗粒沉着特征。 
结果 先证者出生后 8 个月发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皮疹､肝脾肿大､白化病样表现。骨髓细胞学表

现为早期粒细胞胞浆中可见大小不等的红色包涵体及空泡,皮肤组织病理活检见皮肤色素颗粒沉积

分布异常;毛发电镜提示黑色素呈大块状不均衡地聚集,主要聚集在毛发的中央。基因测序结果显示,
患儿 LYST 基因第 28 外显子 c.7645C>T(p.Q2549X,1253)发生纯合突变;先证者祖父､外祖母､父母､
姑姑及姐姐均为 c.7645C>T(p.Q2549X,1253)杂合突变携带者;先证者哥哥表现与先证者同样临床症

状,已于 8 年前死亡。因此,先证者的 c.7645C>T(p.Q2549X,1253)突变分别源自其父母。经检索

Pubmed,ClinVar 数据库和文献均为未报道过的新突变。 
结论 LYST 基因的 c.7645C>T(p.Q2549X,1253)纯合突变为该家系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先证者

发病的原因。我们的结果丰富了 LYST 基因突变谱,为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的分子诊断提供了依

据。 
 
 
OR-0717 

儿童伯基特淋巴瘤 168 例临床及疗效分析 
 

张梦,金玲,杨菁,段彦龙,黄爽,张永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儿童伯基特淋巴瘤(Burkitt lymphoma,BL)的临床特点､疗效及预后,探讨利妥昔单抗对儿童

BL 的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血液肿瘤中心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按照 BCH-2009-mature-B-Cell 方
案(改良自 LMB89 方案)化疗并规律随诊的 BL 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采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分成

化疗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组､单纯化疗组,比较两组患儿的远期预后。 
结果 共收集到 168 例年龄≤18 岁的初治 BL 患儿的临床资料,男 146 例,女 22 例,中位年龄 5(1~18)
岁,临床分期 I 期 1 例(0.6%)､II 期 8 例(4.8%)､III 期 64 例(38.1%)､Ⅳ期 95 例(56.5%),中位随访时间

为 48.5(19~101)个月,EFS 为(±)%。化疗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组(129 例)和单纯化疗组(39 例)的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440 
 

EFS 分别为(±)%和(±)%,P。发生事件 23 例,治疗中进展 8 例,停药后 6 个月内复发 7 例,停药 30 个

月局灶复发 1 例,治疗相关合并症及副作用死亡 7 例。16 例治疗中进展及复发病人再治疗后仅 1 例

远期复发的患儿再次缓解,其余 15 例均死亡。 
结论 大剂量､短疗程的 BCH-2009-mature-B-Cell 方案(改良自 LMB89 方案)对儿童 BL 疗效肯定,在
此基础上联合应用美罗华可以进一步提高疗效。治疗中进展及早期复发为预后不良因素,远期局灶

复发治疗后有再次缓解的希望。 
 
 
OR-0718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在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中的表达差异及

其预后评估价值的临床研究 
 

傅玲玲,陈振萍,马静瑶,马洁,谷昊,魏沄沄,李杨,吴润晖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检测血小板重度减少的患儿的血小板特异性抗体,进行研究分析,了解血小板特

异性抗体表达差异与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临床预后关系,为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预判

疾病进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1 日于我院血三病房住院治疗

的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资料,应用 PAKAUTO 试剂盒检测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分析不同血小

板特异性抗体的临床表现差异。比较新诊断亚组和慢性亚组初发时血小板特异性抗体表达的不同,
了解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对临床预后影响。通过分析比较,了解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在不同类型 ITP 表

达情况及慢性 ITP 不同时期抗体表达情况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共收集到 158 例 ITP 患儿:其中男 91 例,女 67 例,男:女=1.36:1;中位月龄 25.5 个月(范围 1-159
个月);治疗前血小板计数值为(10.59±10.23)×109/L。其中初发组 ITP 共 137 例,慢性 ITP 共 21 例。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阳性率为 121 例(占 76.6%):单纯抗 GPIIb/IIIa 抗体阳性占 29.1%,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占 3.8%,双抗体阳性占 43.7%。1)血小板特异性抗体与临床预后:初发组 ITP 预后:113 例

为新诊断亚组, 18 例为慢性亚组。单纯抗 GPIIb/IIIa 抗体阳性患儿和双抗体阳性患儿 终为新诊断

亚组比例明显高于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患儿(92.9% vs 25%,P=0.002;86.9% vs 25%,P=0.01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的患儿 终为慢性亚组比列显著高于单纯抗

GPIIb/IIIa 抗体阳性和双抗阳性患儿(75% vs 7%, P=0.005;75% vs 13%,P=0.014),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2)不同类型儿童 ITP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分布:①新诊断亚组患儿特异性抗体阳性率高于慢性组

(82.3% vs 52.4%,P=0.0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②慢性组患儿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率高于新

诊断亚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8.8% vs 1.1%,P=0.029)。③新诊断亚组抗 GPIIb/IIIa 阳性率高于

慢性组患儿(41.9% vs 36.4%,P=0.7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慢性 ITP 患儿在不同时期特异性抗体:
慢性亚组患儿和慢性组患儿两组间单纯抗 GPIIb/IIIa 抗体阳性率､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率､双抗

体阳性率分别为(21.4% vs 36.4%,21.4% vs 18.2%,57% vs 45.5%),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25)。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率在不同时期分别为 21.4% 和 18.2%,其表达明显增高。 
结论 儿童 ITP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率为接近 80%,以抗 GPIIb/IIIa 抗体为主;抗 GPIIb/IIIa 抗

体阳性提示预后良好,而抗 GPIb/IX 抗体阳性提示预后不佳;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在儿童慢性 ITP 病程

进展的不同时期的表达具有一致性,早期进行性血小板特异性抗体检测有望预判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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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19 

一个携带 m.14484T>C 异质性突变的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家系的临床及遗传学特征研究 
 

雷珂
1,孙颖

2,徐泽林
2,耿燕

2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研究所 

2.青岛市中心医院眼科 
 

 
目的 研究携带 m.14484T>C 异质性突变的 LHON 家系成员的临床及遗传学特征。 
方法 对山东省的一个四代同堂家系中的母系成员进行视力､眼压､眼底､色觉､视野､视觉诱发电位

(VEP)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的眼科检查。同时进行 14484 位点的 Sanger 测序,通过

QSVanalyzer 软件对 33 名受试者测序峰图进行分析,计算出 14484 位点突变的异质性比例,抽取 10
位受试者标本,进行焦磷酸测序以验证 QSVanalyzer 软件分析数据的准确性。对先证者使用 24 对

正反向引物进行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 PCR 扩增,正反向引物双向测序后拼接的序列与修正的

mtDNA 剑桥参考序列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33 名家系成员中发现 4 名患者､28 名携带者和 1 名无 144484 位点突变者。除 4 名患者眼科

检查明显异常外,5 名携带者也出现眼电生理和视功能异常。LHON 患者和携带者的眼科检查结果相

比,患者 N75 潜伏期和 P100 潜伏期比携带者明显延长(P=0.001 和 P=0.007),P100 振幅降低

(P=0.017);患者平均(P<0.001)､上侧(P=0.001)､下侧(P<0.001)和颞侧象限(P<0.001)的视网膜神经

纤维层厚度( RNFL)变薄,内子区黄斑区视网膜厚度在各象限均变薄(P<0.001),外子区黄斑区视网膜

厚度在上侧(P=0.004)､下侧(P=0.002)和鼻侧象限(P<0.001)明显变薄,RNFL 对称性下降(P=0.025),
垂直杯盘比扩大(P=0.022)。LHON 患者异质性比例高达 80%±3%,未患病的家系成员的异质性比例

平均为 27%±18%,两者差别有显著意义(P=0.0001)。男性成员的异质性比例为 48%±34%,女性成员

异质性比例为 35%±28%,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258)。家系中的第Ⅱ代成员异质性比例平均为

29%±14%,第Ⅲ代成员异质性比例平均为 36%±29%,第Ⅳ代成员异质性比例平均为 51%±36%,差别

无统计学意义(P=0.330)。13 名母亲的平均异质性水平为 31±25%,27 名后代的平均异质性水平为

42±32%,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251)。先证者 mtDNA 与剑桥参考序列进行比对共发现 41 个突变

位点,其中错义突变 10 个,包括 m.3394T>C 和 m.4216T>C 突变。根据线粒体进化树分析,先证者单

体型为 M9a(M9a1a1c1a)。 
结论 该家系中携带 m.14484T>C 突变的个体当异质性水平超过 75%时出现 LHON 临床表现,在眼

科检查中均呈现典型的慢性期视神经萎缩的表现。m.14484T>C 异质性突变在该家系的传递过程中

有异质性水平增高的趋势。原发突变 m.14484T>C 协同继发突变 m.3394T>C 和 m.4216T>C,提高

了该家系发病的外显率和突变携带者视功能异常的比例。 
 
 
OR-0720 

几种儿童罕见病的眼部相关损害——附病例报告 
 

李晓清,曹奕雯,文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几种儿童罕见的神经性和遗传代谢病的眼部损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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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近几年本科会诊的,经我院儿科确诊的几种儿童罕见神经性和遗传代谢病资料,记录整理各

疾病眼部损害特征。儿科确诊方法包括临床症状､体征､化验､影像检查､活检和基因检查等。眼科检

查包括视力评估､眼位眼球运动､眼前节及眼底检查､视觉电生理检查等,尽可能进行眼底影像拍照。 
结果 在神经节苷脂病患者中发现 3 例有眼底樱桃红斑;在线粒体肌病患儿中 9 例发现明确视网膜色

素变性病变;在 2 例罕见的肌眼脑综合征均发现严重视神经视网膜萎缩病变。部分病例记录了眼底

影像资料。全部病例均存在视力低下或低常。有些病例伴有斜视。 
结论 一些儿童全身性疾病可能同时存在眼部损害,眼科或小儿眼科医生较为熟知的有,肝豆状核变性

､苯丙酮酸尿症､半乳糖血症､肾病､多发性硬化等。但是有一些少见或罕见儿童全身病,特别是神经

性及遗传代谢病,由于少见而可能不为儿童眼科医生所熟悉。但这些疾病却伴有较为严重的眼部改

变,眼部损害程度又往往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联。个别患儿由于视力低下而可能首诊于小儿眼科或

眼科。由于这些疾病常常累及全身重要器官功能,预后差,生命期可能较短,了解这些疾病特点和眼部

损害特征,可以帮助眼科医生鉴别疾病,及时进行转诊。而特异性眼部损害将有助于这些少见疾病的

确诊或分型。 
 
 
OR-0721 

应用闪光视网膜电图评估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自然 
退行者视网膜功能的病例对照研究 

 
杨晨皓

1,杨晨皓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应用闪光视网膜电图(F-ERG)评估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自然退行者在终止检查时点的视网

膜功能。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ROP 自然退行者作为病例组,未发生 ROP 的早产儿作为对照组,病例组

以筛查间隔期分 3 个亚组(A 亚组:Ⅲ区 1 期病变 3 周检查 1 次;B 亚组:Ⅱ区 1 期､Ⅲ区 2 期病变 2 周

检查 1 次;C 亚组:Ⅰ区无 ROP､Ⅰ区 1 期或 2 期､Ⅰ区退行 ROP 和Ⅱ区 2 期或 3 期病变每周检查 1
次)。依据中国 ROP 筛查指南方案至终止检查时点,应用 F-ERG 对两组早产儿进行视网膜功能评估,
比较两组指标的差异,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C 3 亚组间比较 P<0.0167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病房符合本文病例组和对照组纳入

标准的早产儿分别为 119 例和 160 例。依据排除标准,病例组 39 例(78 眼)､对照组 37 例(74 眼)进

入本文分析。病例组较对照组视杆反应 b 波､ 大混合反应 a 波､ 大混合反应 b 波､振荡电位峰值､
视锥反应 b 波平均振幅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反应平均潜伏期均延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亚组较 A 亚组各反应平均振幅和平均潜伏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C 亚组较 A 亚组视杆反应 b 波､
振荡电位峰值和视锥反应 b 波平均振幅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平均潜伏期除 大混合反应 a 波和

视锥反应 a 波外,余反应均延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 亚组较 B 亚组各反应平均振幅和平均潜伏期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ROP 自然退行者在终止筛查时点,其视网膜功能发育落后于相同矫正胎龄的未发生 ROP 的早

产儿,ROP 病变程度越重､越靠近后级部,对视网膜功能影响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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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22 

首诊于小儿眼科的神经母细胞瘤临床分析 
 

尹芙蓉,向施红,李世莲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以眼部表现为首发症状的神经母细胞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研究自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于我院眼科门诊首诊并收治的､ 终经病理确

诊为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的 2 例患儿,从其就诊原因,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及影像学检

查,病理结果等方面分析比较,总结其临床特点。 
结果 2 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眼睑肿胀,入院后行实验室检查均表现为不同程度贫血,乳酸脱氢酶升

高,不规则的发热,但常规腹部查体均未触及肿块。其头颅及眼部影像学(CT 或 MRI)表现异常并具有

一定特征性,进一步行腹部 CT 或彩超能发现原发肿瘤, 终经病理学确诊。按 INSS 分期,这些患儿

均为 4 期神经母细胞瘤。 
结论 NB 临床表现多种多样,首发症状各不相同,以眼部表现为首发症状的神经母细胞瘤其颅面骨 CT
和 MRI 表现具有特征性,有助于早期诊断,避免误诊及漏诊。 
 
 
OR-0723 

改良的先天性白内障及其相关的后发性白内障 
的手术方式效果观察                 

 
杨红,李涛,陈博,张宪,杜皓,戈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观察改良的先天性白内障及其相关的后发性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效果 
方法  2015.12.-2016.12.由作者亲自完成的先天性白内障手术及其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术共 10 例患

儿,男 6 例,女 4 例,双眼患病 9 例,单眼患病 1 例,其中早产儿 7 例,足月儿 3 例。首次手术时间在早产

儿矫正胎龄足月后的 2-4 个月,足月儿生后 2-4 个月。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在第一次手术后 2-3 年

施行。首次手术方法:术前充分扩瞳。鼻上及颞下角膜缘前房穿刺口约 0.6mm,分别交替安置 23G
灌注及 23G 玻切头,切开前囊直径 6-7mm,吸出晶体软核及皮质,尽量将皮质吸干净至手术显微镜下

未见明显的皮质残留,10-0 尼龙线缝合角膜缘切口各一针,结膜下注射地塞米松 0.5mg,点必舒眼膏涂

眼,包盖。术后加强扩瞳､消炎。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方法:对无虹膜后粘连及瞳孔区透明者,直接植入

适宜的人工晶体于睫状沟;对瞳孔区后囊混浊者,用粘弹剂制作玻璃体前脱离,剪开后囊呈纵椭圆形透

明区约 4x5mm,不切除玻璃体,再植入人工晶体于睫状沟;对新生皮质长入瞳孔区者,吸出新生皮质,后
囊透明者,直接植入人工晶体,后囊浑浊者按前述方法处理。 
结果 首次手术所有患眼术后前房形成好,瞳孔区透明出院。术后 3-6 个月 19 眼中有 14 眼瞳孔活

跃,12 眼瞳孔区透明,后囊灰白纤维性混浊 5 眼伴虹膜不同程度后粘连,新生皮质长入瞳孔区 2 眼。

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时 19 眼中 10 眼瞳孔区仍保持透明,前后囊粘连紧密,新生皮质被包裹于前后囊之

间呈“面窝”状,后囊纤维性浑浊 8 眼,新生皮质长入瞳孔区 1 眼。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术后随诊观察

0.5-1 年,呈“面窝”状的晶体囊膜一直保持瞳孔区透明;后囊纤维性浑浊 6 眼术后瞳孔区保持透明,2 眼

失访;新生皮质长入瞳孔区 1 眼在术后半年新生皮质再次部分长入瞳孔区,经局部用药后新生皮质部

分吸收,瞳孔区裸露,术后 10 个月新生皮质再次长满瞳孔区,以 YAG 激光后囊切开,目前仍在观察

中。 
结论 先天性白内障首次手术以不撕除晶体后囊及不切除前段玻璃体为宜,术后发生的后发障可在二

期人工晶体植入时再行处理,此时仍以不破坏玻璃体结构为原则。本改良的先天性白内障手术方式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444 
 

可使大部分患儿保持瞳孔区透明而保持玻璃体结构的完整性,以减少日后可能的玻璃体视网膜疾

病。 
 
 
OR-0724 

儿童外伤性泪小管断裂的手术治疗 
 

李世莲 
湖北省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眼科 430016 

 
 
目的 评估显微镜下泪小管吻合术治疗儿童外伤性泪小管断裂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7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采用放大镜下泪小管断裂吻合术治疗的外伤性

泪小管断裂患儿 21 例(21 眼)。 
结果 21 例中男 16 例;女 5 例,上､下泪小管同时断裂 2 例,上泪小管断裂 7 例, 下泪小管断裂 12 例,平
均年龄 3 岁 (年龄范围 1~8 岁)。全部病例均治愈,治愈率为 1 0 0 %。术后随访 3 个月~12 个月,所
有病例术后均无泪溢､无疤痕､无眼睑畸形,无其他并发症发生。 

结论  显微镜下泪小管吻合术治疗儿童外伤性泪小管断裂操作直观､精细､效果好。 
 
 
OR-0725 

北京儿童医院先天性白内障患儿中发育迟缓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梁天蔚,张诚玥,吴倩,赵军阳,李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先天性白内障患儿中生长发育迟缓患儿的比例,相关因素,探索预防措施 
方法 2013.10~2016.10,诊断为先天性白内障患儿 99 例,其中双眼 76 例,单眼 23 例。手术年龄 1 月

~147.4 月,中位数 7.6 月,小于等于 12 月龄 63 例,12 月龄以上 36 例。男 59 例,女 40 例。采用

SPSS24 软件统计,分别按照单双眼和是否伴有全身发育迟缓分组,统计癫痫,脑缺氧,脑瘫,早产史,家
族史,母孕期病毒感染史的差别,性别､年龄的差别。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χ2)。 
结果 结果:1.是否伴随发育迟缓分组结果: 
   1)发育迟缓组男:女显著高于不伴发育迟缓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2)发育迟缓组早产史显著高于不伴发育迟缓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3)发育迟缓组脑缺氧､癫痫高于不伴发育迟缓组,有统计学差异 
   4)发育迟缓组脑瘫高于不伴发育迟缓组,但是无统计学差异 
   5)发育迟缓组家族史低于不伴发育迟缓组,但是无统计学差异 
   6)发育迟缓组 12 月龄以下患儿高于不伴发育迟缓组,但是无统计学差异 
   7)发育迟缓组母孕期感染史低于不伴发育迟缓组,但是无统计学差异  

2. 单双眼分组结果: 
0. 双眼组伴随发育迟缓显著多于单眼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0. 双眼组小于 12 月龄患儿显著多于单眼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0. 双眼的母孕期病毒感染史高于单眼组,有统计学差异; 
0. 双眼组早产儿高于单眼组,有统计学差异; 
0. 双眼组男:女高于单眼组,但是无统计学差异 
0. 双眼组家族史明显高于单眼组,但是统计学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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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双眼组脑缺氧､脑瘫､癫痫高于单眼组,但是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北京儿童医院住院的先天性白内障患儿中有 38.38%伴随发育迟缓,发育迟缓的患儿中早产儿､

脑缺氧､癫痫是高发因素,发病年龄小,影响双眼,对患儿的及家庭的生活影响很大。提醒儿科医生在

治疗全身疾病时注意眼部的检查,眼科医生在治疗先天性白内障时注意全身发育的问题,以便患儿得

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OR-0726 

二种手术方式治疗原发性先天性青光眼的效果比较 
 

梁天蔚,张诚玥,张燕,李程,吴倩,赵军阳,李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比较小梁切开术和小梁切开联合小梁切除术治疗原发性先天性青光眼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北京儿童医院原发性先天性青光眼,首次行手术治疗

32 例 53 眼。比较小梁切开术和小梁切开联合小梁切除术术后 6 个月,术后 1 年眼压及手术成功

率。 
结果  二组术后 6 月､术后 1 年平均眼压无统计学差异。术后平均眼压均较术前下降。手术成功率在

术后 6 个月时,无统计学差异,术后 1 年时,有统计学差异,小梁切开术高于联合手术。 
结论 原发性先天性青光眼首次手术时小梁切开术和联合手术均有效,远期效果小梁切开术好于小梁

切开联合切除术。 
 
 
OR-0727 

儿童眼病筛查以及广域数字化照相 1945 例分析 
 

刘丽丽,赵军阳,李莉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我院 retcam 儿童眼病检查的结果。 
方法 回顾性连续选择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在北京儿童医院因各种原因进行广域数字化

视网膜照相的患儿 1945 人,3890 眼,(2115 人次),所有患儿散瞳后视网膜照相(RetCam Ⅲ) 
结果 全部接受检查的患儿 1945 人,3890 眼中,共检查眼部异常 359 人(18.45%),602 眼(15.48%),包
括 36 种眼病,比例 大的五种疾病包括: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41 人,81 眼, 白化病眼底 38 人,76 眼, ,先
天性白内障 43 人,56 眼,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 27 人,54 眼,视神经发育不良 29 人,53 眼,
另外全身疾病眼底检查发现: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 2 人,4 眼,色素失禁症视网膜脱离 1 人,1 眼,黄斑

樱桃红点,黄斑皱襞,best 病,视网膜错构瘤,结核性视网膜炎,角膜结晶沉积,虹膜 lish 结节等。 
结论 筛查结果显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白内障､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是前三位儿童眼病

中发病率 高的可以治疗眼病之一。白化病眼底､视神经发育不良以及虹膜脉络膜缺损,先天性青光

眼是影响儿童视力发育的重要疾病,另外一些全身疾病有特征性的眼底表现,需要眼科医生认识并鉴

别,为全身疾病的诊治以及全身病眼病的诊治提供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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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28 

分析儿童眶周毛母质瘤的临床及病理特点 
 

陈延旭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1 

 
 
目的 分析儿童眶周毛母质瘤的临床及病理特点。 
方法 搜集 2012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入院诊断为“毛母质

瘤(眉弓或眼睑)”的患儿,共有 55 例。术后经病理检查确诊为毛母质瘤的有 46 例,排除 9 例。患儿术

前进行常规检验检查,排除禁忌后在气静复合全身麻醉下行手术切除。术后用 4%的甲醛溶液中固定

标本并送病理学检查。对确诊眶周毛母质瘤的儿童患者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 
结果 46 例患儿中男 18 例(39.1%),女 28 例(60.9%),男女比例约为 1:1.56;平均发病年龄 3.73 岁(8 个

月-14 岁);右眼 27 例(58.7%),左眼 19 例(41.3%)。46 例患儿均为单发性病变,无多部位受累。发病

部位眉弓 26 例(56.5%)､上睑 18 例(39.1%)､下睑 2 例(4.3%)。毛母质瘤生长速度较慢,病程 1 月-5
年不等。肿物活动度良好,边界清晰,触感偏硬,部分病例跟表皮粘连较紧,无明显压痛。肿物形状不一,
可呈椭圆状､不规则状,表面颜色可呈肤色､浅灰蓝色､淡黄白色等。伴感染者可以皮肤红肿痛等炎性

表现,本组研究伴感染患儿 4 例。46 例瘤体肉眼下外观完整者 32 例,直径 2mm-15mm。瘤体包膜完

整或部分完整,质地偏硬,切面呈灰白色,有砂砾感。部分瘤体与皮肤粘连紧密者切除的标本带有皮肤

组织。46 例在光镜下均可见典型细胞:影细胞细胞边界清楚,胞浆呈嗜酸性,胞核消失,淡染或不着色,
出现空影;另一种细胞为基底细胞样细胞,边界不清晰,胞浆少,胞核大,呈嗜碱性;介于二者之间的为过

渡细胞。46 例肿瘤中 36 例(78.3%)间质内有钙化灶(图 1),24 例(52.2%)可见多核巨细胞(图 1),25 例

(54.4%)有慢性炎症细胞浸润。所有病例经手术切除,术后无一例复发或恶变。 
  
结论  毛母质瘤在临床少见,发病率低,误诊率高,但具有典型的临床特征和病理特征。本研究表明发

病部位在眶周的儿童毛母质瘤患者并不少见,熟练掌握其临床特征及眶周常见肿瘤的鉴别诊断,有助

于提高诊断准确率。 
 
 
OR-0729 

常规检查发现早中期的视网膜母细胞瘤 
 

赵军阳,张诚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早期发现视网膜母细胞瘤是提高眼球保存率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既往的临床数据分析,找到发

现早中期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方法,提高早中期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现率。 
方法 回顾分析 2006 年至 2013 年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临床资料。统计不同年份早期和中期在当年所

有患眼的比例。定义:以 IIRC 分期为准,将 A 期定义为早期,B 期和 C 期定义为中期,D 期和 E 期定义

为晚期。 
结果 在所有患眼中,早中期发现比例从 8%(2006 年)提高到 19%(2013 年);其中,单眼的早中期发现

率从 0%(2006 年)提高到 3%(2013 年),双眼的早中期发现率从 17%(2006 年)提高到 36%(2013
年)。 
结论 随着眼科筛查工作的推广和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的重视,我国早中期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现比

率不断提高;不仅提高了眼球保存率,也提高了这些患儿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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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30 

早产儿与足月儿近视患者的相关生物测量的对照性研究 
 

陆斌,徐春思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为发现引起早产儿近视各因素的发生频度,分清主次原因,提出干预措施,解决以往研究中未明确

的观点,提出更为直接有效的具体的防治手段,取得实际的效果。 
方法 通过对 3-6 岁儿童近视患儿在阿托品化下的屈光检查进行晶星-900 的眼部参数(角膜曲率､眼

轴､前房深度､角膜及视网膜厚度)的测量,建立 Epidata3.1 数据库文件,分别对相同近视程度的早产儿

与足月儿进行角膜曲率､眼轴､前房深度､角膜及视网膜厚度的比较,并考虑与出生周龄和体重的相关

性。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别对相同近视程度的早产儿与足月儿进行角膜曲率､眼

轴､前房深度､角膜及视网膜厚度的比较,并考虑与出生周龄和体重的相关性。 
结果 在 3-6 岁儿童近视患儿,早产儿与足月儿未见差异,但角膜厚度及角膜曲率有一定差异。 
结论 早期发病的早产儿近视发育没有特殊的眼部生物测量学特点,但应关注早产儿角膜的发育变

化。 
 
 
OR-0731 

晶状体后圆锥的临床特征和疗效分析 
 

余涛,齐冬梅,谢晶,高丽霞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西南眼科医院 400038 

 
 
目的 研究晶状体后圆锥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 
方法 总结分析 2010.1 至 2017.1 在我院收治的 25 例晶体后圆锥病例。所有患者均行白内障针吸+
后囊膜切开+前段玻璃体切除+人工晶体植入术。术中所有操作都在前房灌注下进行。术后 2 周､3

月､6 月､12 月,以后每年复查 1 次,行视力､眼压､验光和眼底检查,根据验光结果配戴和更换眼镜(渐
变多焦),必要时行弱视治疗。 
结果 晶体后圆锥患儿 25 例 25 眼,均为单眼发病。手术时患儿年龄 5 岁到 11 岁,平均 7.0±1.5 岁;随
访时间 6 月到 84 月,平均 48.5±11.2 月。术中未出现并发症;术后早期前房炎症轻,瞳孔活动度好;迄
今尚未出现人工晶体脱位和偏中心､继发性青光眼､瞳孔变形､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术前患眼平均

佳矫正视力 0.23±0.16,至 后一次随访,术后平均 佳矫正视力:0.64±0.31。 
结论 晶状体后圆锥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晶状体形态异常性疾病。临床表现为晶状体后囊膜局限性

向玻璃体腔膨出,从而导致近视和不规则散光。并且,晶状体后囊膜圆锥可能发生破裂导致部分或整

个晶状体发生混浊。后圆锥可能位于后囊中央或偏中心。对于偏中心型小瞳下可能不容易发现。故

对于视力下降,明显散光伴屈光参差的患儿,应在散瞳后详细行裂隙灯检查,以免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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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32 

FEVR 患者的视网膜 OCTA 改变 
 

丁小燕,刘乘熙,谢子凡,占宗议,吕林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510060 

 
 
目的 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Familial Exudative Vitreoretinopathy,FEVR)患者的光学相干

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OCTA)上中心凹无血管区(Foveal 
Avascular Zone,FAZ)的改变及其发生率尚未被正式报道过,在此我们展示所观察到的 FEVR 患者的

FAZ 变化及相关病变。 
方法 我们搜集了 1 年来我院临床确诊为 FEVR 的 31 位患者的 OCTA 资料,共 48 只患眼的 OCTA
检查结果,将其按照 FAZ 的面积分为 FAZ 扩大组､FAZ 正常组､FAZ 缩小组,观察统计指标为患者中

心凹区内层视网膜是否退化完全及 FAZ 区是否有异常病变。 
结果 中心凹内层退化不全占总数的 56.3,%,其中,FAZ 面积缩小组中,中心凹内层退化不全患者占

92.9%;FAZ 面积正常组中,中心凹内层退化不全患者占 66.7%;FAZ 面积扩大组中,中心凹内层退化

不全患者占 12.5%,使用卡方检验 FAZ 分组之间内层是否退化完全有显著性差异(P<0.001);2 位患

者 FAZ 区域有血管通过,其中 1 位 FAZ 面积缩小,1 位 FAZ 面积正常;3 位患者 FAZ 边缘区域呈毛刷

样,2 位患者 FAZ 面积缩小,1 位患者 FAZ 面积扩大。 
结论 此前有研究发现在 FEVR 的患者中存在中心凹视网膜内层的退化不全,但此病变的发生率并未

有过报道,本研究首次统计了 FEVR 患者中心凹内层退化不全的发生率,并提示了 FAZ 面积的缩小和

中心凹内层未退化有关联。 
 
 
OR-0733 

23G 玻切系统在一岁以内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手术中 
的应用及疗效的初步分析 

 
姚家奇,陈志钧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后囊膜环形撕囊及前段玻璃体切割术,是预防婴幼儿白内障手术后囊膜混浊 有效的方法已成

为共识。本研究拟观察和分析 23G 玻切系统在一岁以内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手术中应用的安全性

及疗效。 
方法 实验组采用博士伦 Stellaris PC 23G 超声乳化玻璃体切割一体机切除前后囊,吸除晶状体皮质

和前段玻切(13 例,21 只眼),对照组白内障手术采用双腔注吸针头吸除白内障､前后囊膜环形撕囊及

前段玻璃体切割术(32 例,48 只眼),进行 6~8 个月随访,分析术中术后并发症､对视功能改善的效果

等。 
结果 所有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并发症,对照组:角膜水肿 1 例;实验组:无角膜水肿或其他并发

症。两组均未发现有青光眼､眼内炎。经治疗后所有患者视力有改善征象,表现为明显追光､追物或

者视力提高。实验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 23G 相对传统的 20G 玻切优势在于切口更小,切除效率更高,对于 1 期不植入人工晶体的情况

下,撕囊失败的补救,以及某些特殊类型的先天性白内障,23G 有着明显优势。本研究观察时间短,还
需进一步长时间､大样本的观察。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449 
 

OR-0734 

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致病基因 
及临床表现的相关性研究 

 
丁小燕,唐妙,孙立梅,袁敏而,吕林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510060 

 
 
目的 总结 135 名 FEVR 先证者的发病年龄及主要临床特征。 
方法 观察其中 50 名携带 FZD4､LRP5､TSPAN12 及 NDP 四个基因致病性突变先证者的基因型与

表型间关联。 
结果 综合考虑 FEVR 先证者的主要临床特征及发病年龄,提出新分型系统:第 I 型轻度 FEVR,多见于

儿童(>3 岁)或成人中,无临床表现,眼底检查仅见典型 FEVR 改变;第 II 型中度 FEVR,多见于儿童或

成人中,因视网膜新生血管继发玻璃体腔积血,或 RRD 的患者,双眼底不伴黄斑异位或视网膜皱襞;第
III 型重度 FEVR,婴幼儿期(≤3 岁)出现黄斑异位(IIIa)及视网膜皱襞(IIIb);第 IV 型极重度 FEVR,自出

生或婴幼儿期因玻璃体增殖导致牵引性全视网膜脱离而严重影响眼球发育的患者。135 名先证者

中,13 例为第 I 型 FEVR,31 例为第 II 型 FEVR,74 例为第 III 型 FEVR,其中 22 例为 IIIa 型而 52 例为

IIIb 型,余 17 例为第 IV 型 FEVR。新分型系统与 Trese 分期系统存在差异。50 名携带致病性突变的

先证者中,采用 Trese 分期,各组分布并无统计学差异(p=0.358)。而根据新分型办法,携带突变的先证

者主要为第 III 型。I 型中未见阳性突变,4 例 II 型中,FZD4 及 LRP5 突变各 2 例。6 名为第 IV 型,其
中 3 例为 TSPAN12 引起,2 例为 NDP 引起,一例为 LRP5 复合杂合突变。各型分布有明显统计学差

异(p=0.016)。 
结论 新分型办法中,临床无症状的第 I 型未见于四个基因突变阳性患者。除一例 LRP5 复合杂合突

变致严重表型外,携带 FZD4 及 LRP5 突变的患者导致 II 及 III 型 FEVR,以 III 型为主。携带

TSPAN12 及 NDP 突变先证者导致 III 及 IV 型 FEVR,以 IIIb 型以上为主。I 型至 IV 型,阳性率逐步

提高,目前已知基因突变主要可解释临床表型中等严重病例,而轻型及极重型先证者的致病基因尚未

知晓。 
 
 
OR-0735 

儿童眼外伤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娄斌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对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因眼外伤就诊的病例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找出规律,以
针对性地对民众进行健康宣传教育,预防眼外伤的发生。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诊治的 560 例眼外伤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均

符合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10)中的眼外伤的相关诊断标准,其中男 487 例(87%),女 73 例(13%),年
龄 8 月~14 岁。对包括性别､年龄､受伤眼别､受伤类型､致伤物及伤后处理等因素分别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选取的 560 例 560 眼患者中男 487 例(87%),女 73 例(13%)。各年龄段中以 4~6 岁人群比例

高,共 452 例(80.7%)。受伤类型主要为眼睑挫裂伤､眼球破裂伤为主,其中眼睑挫裂伤 502 例

(89.6%),眼球破裂伤 45 例(8%)。致伤物包括桌椅､剪刀､笔､气枪等。伤后处理,对于眼睑裂伤于门

诊局麻下清创缝合,合并泪小管断裂的全麻下行泪小管断裂吻合,眼球破裂者行急诊全麻下眼球破裂

修补,合并外伤性白内障者同时行白内障吸出,二期人工晶体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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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眼外伤是常见眼部问题之一,往往造成眼内各种组织的破坏,伤后早期即可出现眼球萎缩等一系

列退行性病变。绝大部分眼外伤是可以预防的,应针对眼外伤患者中性别､年龄､致伤原因等分布情

况,对重点儿童及其家长加强宣教,普及安全防护知识,健全和完善安全措施,预防眼外伤的发生。在学

校中加强对学生的预防教育,让学生意识到眼睛的重要性､眼睛的损伤给个人和家庭造成的重大负担,
重点预防体育活动中所致的眼外伤,若发生眼部损伤后,应及时向老师或父母报告,尽快就诊,为眼外伤

的及时治疗及伤后恢复争取 佳时间;针对学龄前儿童需要家长和幼儿园的密切配合,加强对幼儿的

看管与安全保护。就诊时间和自救措施直接关系到眼外伤的预后效果,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对民众

进行眼外伤后处理知识的普及教育,以 大限度减轻伤害后果,避免并发症和继发损坏。 
 
 
OR-0736 

康柏西普玻璃体腔注射治疗急进性后极部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疗效观察 

 
程湧,梁建宏 

北京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观察康柏西普玻璃体腔注射治疗急进性后极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AP-ROP)的疗效观察。 
方法 回顾性病例研究。通过眼底检查确诊的 AP-ROP 患儿 21 例 40 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9 例

18 只眼,女性 12 例 22 只眼。平均出生胎龄(28.30±1.79)周;平均出生体重(1 021.40±316.70)g。病

变位于Ⅰ区者 24 只眼;Ⅱ区者 16 只眼。所有患眼均接受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 0.025 ml(含康柏西

普 0.25 mg)治疗。随访过程中治疗 1 周无反应或病情加重者,玻璃体腔重复注射同样剂量的康柏西

普治疗或激光光凝治疗;病变进展至 4 期者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后 1､2､4､8､12､16､20､24 周进

行随访,观察眼前节和玻璃体腔是否有炎症反应,视网膜血管纡曲和新生血管是否减轻或消失､正常视

网膜血管是否向周边生长。 
结果 40 只眼中,行 1､2 次康柏西普玻璃体腔注射治疗者分别为 38､2 只眼。38 只眼中,注射后 24
周,36 只眼附加病变完全消退,纡曲扩张的视网膜血管走行正常,嵴以及视网膜前出血吸收,视网膜血

管发育至周边锯齿缘或已瘢痕化;占所有患眼的 90.00%。注射后 1 周,2 只眼病变进展至 4 期,发生

牵拉性视网膜脱离,行玻璃体切割手术;占全部患眼的 5.00%。行 2 次玻璃体腔注射的 2 只眼,病变嵴

及嵴上增生血管消退不明显,周边残留无血管区,给予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占全部患眼的 5.00%。所

有患眼未见与药物或治疗方式相关的角膜水肿､晶状体混浊､眼内炎､视网膜脱离等眼部并发症。 
结论 康柏西普玻璃体腔注射治疗 AP-ROP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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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37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evaluation of screening criteria in a Northeast China 

population 
 

Ma Xiang1, Shen Ling3,2,Cheng Xian 4, Diao Yunbo1 
1.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ain Medical University 

2.2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Maternity Hospital of Dalian 
3.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Children 's Hospital of Dalian 

4.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New Maternal and Child Hospital of Dalia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RO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factors and disease in premature newborns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Liaoning 
province (Northeast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1219 premature subjects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clinical data, and risk factors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gestational ages (GA) of the infants included in was≤37 weeks , and the birth 
weights was <2000 g. The incidence of ROP was 13.5% (156) in preterm infants: 56 had stage 1 
(35.9%), 42 had stage 2 (26.9%), 48 had stage 3 (30.7%), 7 had stage 4 (4.5%), 3 had stage 5 
(1.9%), and 11 had plus (+) disease (7.1%). The risk factors were detailed recorded associated 
with the ROP included GA, birth weight, gender, ventilation treatment, test-tube baby, oxygen 
support, natural labour or caesarean section,hypoxic encephalopathy, neonatal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pneumonia,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 maternal preeclampsia, 
blood transfusion, septicemia,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RDS) and asphyxia.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low birth gestational age, low birth weight, oxygen intake history, 
multiple births, ventilation treatment, BPD, maternal preeclampsia, blood transfusion history, 
septicemia, NEC, PDA, RDS and asphyxia were the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OP. 
 
 
OR-0738 

晚期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切除术 
后解剖和功能结果:一个眼科医生的经验 

 
马翔,向念,方思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评估晚期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FEVR)患者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术后的解剖和功能的

结果。 
方法 对 2010 年 3 月到 2017 年 5 月 9 例 10 眼晚期 FEVR 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随访时间至少 12
个月。评估指标主要是 终视力(VA)和解剖上的成功。 
结果 手术平均年龄为 10.1±6.5 岁(2 个月~18 岁)。平均随访时间为 58.4~75.1 个月。男女比例为

7:2。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平均次数是 1.5 次。在 后一次随访中,7(70%)只眼完全或部分视网膜复

位。术前平均视力(Snellen)为 20/4000(n = 8),而在其余 2 只眼视力(20%)被记录为“中心,稳固和维

持”。 后一次随访检查,平均视力为 20 / 330 (n = 7),而其余 3 只(30%)眼为光感。在 后一次随访

中,5 只眼(50%)视力改善,2 只眼(20%)视力稳定,3 只眼(30%)视网膜完全脱离,视力下降,未进展为青

光眼,无需眼球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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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晚期 FEVR 有加剧趋势,导致严重的并发症。这些病例都是具有挑战性的,需要特殊的考

虑。尽管手术与疾病相关的并发症仍然很高,但是手术干预对晚期 FEVR 保护视力可能有益。 
 
 
OR-0739 

玻璃体内注射雷珠单抗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疗效观察 
 

钱晶,程海霞,陈志钧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观察玻璃体内注射雷珠单抗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3 年至 2017 年 3 月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治疗的 33 例(65 眼)
阈值期或阈值前病变 1 型 ROP 患儿。所有患儿在确诊 48h 内行玻璃体内注射雷珠单抗

(0.25mg/0.025ml),术后 1d､1 个月内每周､3 个月内每两周､3 个月后每月复查至周边视网膜完全血

管化。如果病变复发则再次行雷珠单抗注射或采用激光光凝治疗。 
结果 33 例患儿平均出生孕周 29.0±1.9 周(25.9-33.9 周),平均出生体重 1312±427 g(780-3160 g),初
次注射时平均矫正胎龄 38.1±2.6 周(34.1-43.0 周),平均随访时间 6.8±3.1 月(2.0-14.0 月)。
96.9%(63/65 眼)初次注射雷珠单抗后病变消退明显,3.1%(2/65 眼)注射后病变无好转出现纤维增

殖,78.5%(51/65 眼)一次注射后病变消退未复发,18.5%(12/65 眼)病变复发,平均复发时间 7.9±2.8 周

(3.9-12.0 周),初次注射雷珠单抗后病变无好转的 2 眼予视网膜激光光凝,复发病例 4 眼进行二次注射

雷珠单抗,8 眼行视网膜激光光凝, 终所有病例 ROP 病变均消退。随访期间未见与治疗方式和药物

相关的眼部并发症和全身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玻璃体内注射雷珠单抗对 ROP 的治疗效果可靠,但 ROP 复发率高,复发时间短,因此需要延长

随访时间,增加随访次数。 
 
 
OR-0740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经雷珠单抗治疗后屈光状态变化研究 
 

孟庆娱,梁建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研究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经过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后患儿的屈光状态的变化。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3 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就诊,并接受玻璃体腔

注射雷珠单抗的 ROP 患儿的基本资料,并于首次治疗后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进行麻痹睫

状肌检影验光,并记录验光结果。 
结果 该试验共纳入 99 名 ROP 患儿共 198 只眼,患儿平均出生孕周为 29+1 周,平均出生体重

1242g。31 只眼为 AP-ROP 病变,9 只眼为 1 区病变,158 只眼为 2 区病变。患儿平均接受玻璃体腔

注射雷珠单抗次数为 1.4 次。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后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 ROP

患儿的平均等效球镜为分别为+1.87D､+1.09D､+0.48D､+0.08D。治疗后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

24 个月 ROP 患儿近视发生率(SE≥-0.50)分别为 15.24%､20.53%､28.1%､39.36%。 
结论 经过 2 年的观察,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 ROP 后,患儿的屈光状态有近视化的趋势,提示在

今后的随访中需注意患儿的屈光变化并加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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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41 

色素失禁症相关视网膜病变的临床特 
 

张自峰,李曼红,王雨生,王海燕,王静,王晓婕,樊静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全军眼科研究所 710032 

 
 
目的 色素失禁症是一种少见的累及皮肤､眼､中枢神经系统和牙齿的 X 连锁显性遗传性疾病。本研

究通过对色素失禁症患儿的眼部检查结果及治疗情况进行回顾研究,总结分析该少见疾病相关视网

膜病变的临床特征。 
方法 将 2013 年至 2016 年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进行诊治的 7 例色素失禁症患儿的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7 例色素失禁症患儿,均为女性,年龄 8 天~5 岁。躯干及四肢皮肤均表现为典型的色素失禁症皮

损。7 例患儿中 6 例合并视网膜病变,占 86%,其中 4 例(6 只眼)表现为周边视网膜病变无血管或无灌

注区,3 例(3 只眼)出现严重的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甚至眼球萎缩,3 例(3 只眼)表现为视网膜牵拉伴皱襞

形成,1 例(2 只眼)眼底视网膜未见明显异常。合并缺血性视网膜病变的患儿,经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

后眼底病变保持稳定。 
结论 本组资料中色素失禁症患儿合并的视网膜病变与国内外报道相似。对该少见病相关视网膜病

变临床特征的认知有利于眼部病变的诊断和早期治疗。 
 
 
OR-0742 

3716 例婴幼儿眼底检查结果分析 
 

李曼红,张自峰,王雨生,王晓婕,王静,樊静,苟凯丽,贺竹宁,刘小燕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对婴幼儿眼底检查结果的分析,探讨婴幼儿早期眼底检查的意义和方法。 
方法 对 2012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在我院通过广角数码儿童视网膜成像系统(RetCamⅡ)和间接检眼

镜进行眼底筛查的 3716 例婴幼儿(7432 只眼)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包括性别､出生孕周和体重､

矫正胎龄､出生史､家族史等基本资料,眼部病变,以及检查过程中眼部和全身并发症情况。 
结果 共有 3716 例婴幼儿(7432 只眼)完成眼底筛查,其中男性 2236 例,女性 1480 例。早产儿组

2639 例(5278 只眼),男性 1555 例(3110 只眼),女性 1084 例(2160 只眼),年龄 4-8 周,胎龄胎龄 26-
38.96 周,出身体重 800-2000g,非早产儿组 1077 例,男性 681 例(1362 只眼),女性 396 例(792 只眼),
年龄 4 周-6.8 岁,平均 2.12 岁。所有受检儿中共筛查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492 例,家族性渗出性玻璃

体视网膜病变 42 例,色素失禁症 3 例,白化病眼底 15 例,先天性白内障 35 例,先天性青光眼 33 例,视
网膜母细胞瘤 59 例,永存原始玻璃体增生症 16 例,视神经视盘发育不良 13 例,双眼视神经萎 23 例,
先天性脉络膜缺损 10 例,视网膜色素变性 12 例,牵牛花综合征 6 例,先天性黄斑发育异常 14 例,视网

膜毛细血管扩张症 13 例,Terson 综合征 7 例,先天性虹膜发育异常 12 例,视网膜出血 40 例,脉络膜

黑色素瘤 1 例,角膜白斑 10 例,Leber2 例,眼球萎缩 8 例。巨细胞病毒感染 1 例,视盘小凹 1 例。 
结论  婴幼儿眼病以先天性和遗传性疾病为主,发病早,危害重,早期筛查和及时治疗至关重要。

RetCamⅡ和间接检眼镜联合筛查可提高婴幼儿眼病的检出率,有利于婴幼儿眼病的早期发现､早期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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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43 

60 例儿童眼球穿通伤治疗结果分析 
 

李曼红,张自峰,胡丹,王雨生,田超伟,侯旭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对儿童眼球穿通伤的临床治疗结果分析,探讨其临床特征及手术救治的时机和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就诊的 60 例眼球穿通伤患

儿临床资料,对其病史特点､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经过和预后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共有 60 例患儿(60 只眼)就诊,其中男性 46 例,女性 14 例。右眼 35 例,左眼 25 例。年龄 小

2.67 岁, 大 12 岁,平均 6.89 岁,其中 10 岁以下 38 例,10-12 岁 22 例。就诊时间多为伤后 1 小时至

2 周。所有受伤患儿中铁丝扎伤 5 例､鞭炮炸伤 11 例､剪刀戳伤 5 例､缝衣针扎伤 5 例､注射器针头

扎伤 18 例､鸡啄伤 2 例､猫爪伤 1 例､摔伤 3 例､木棍戳伤 5 例､夹煤钳刺伤 1 例,狗咬伤 1 例,铅笔戳

伤 3 例。损伤的部位多为眼球前部的角膜和巩膜,伤后常伴有眼内容物脱出､外伤性白内障､球内异

物或眼内炎。所有患儿均在全麻下接受手术。共有 24 例 24 眼在全麻下行患眼清创缝合+前房成形

术。其中 6 例 6 眼合并球内金属异物致眼内炎均在全麻下行玻璃体切割+外伤障摘除+异物取出+硅
油注入手术。其中注射器扎伤 18 例 18 眼均发生外伤性眼内炎,14 例 14 眼在全麻下行玻璃体切割+
外伤障摘除+眼内注药+硅油注入术,4 例在全麻下行玻璃体腔注药术。术后随访 6-12 月,其中有 12
例患儿 12 眼行外伤障摘除+IOL 植入术。55 例患儿视力恢复光感-0.6,其中 3 眼视网膜脱离复发,2
例眼球萎缩。 
结论 儿童眼球穿通伤多为意外伤及误伤,严重损害患儿视力,甚至失明,应详细询问病史､仔细进行眼

部检查､结合眼部 B 超､眼眶 CT 等影像检查,尽早明确诊断,并及时手术治疗可保留视功能,防止眼球

萎缩;加强防护是预防儿童眼外伤的关键。 
 
 
OR-0744 

共同性外斜视术后眼位与近视漂移关系的研究 
 

杨素红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研究共同性外斜视术后眼位与近视漂移的关系 
方法 共同性外斜视手术患儿 1002 例,记录术前屈光状态及术后 1-2 周内眼位情况,将术后眼位分为

正位(远近无隐斜)､欠矫(远或近外隐斜或外显斜和远近均外隐斜或外显斜)､过矫(远或近内隐斜或内

显斜和远和近均内隐斜或内显斜)3 组,连续观察术后 3 月､6 月､1 年､2 年､3 年的眼位情况及屈光状

态的变化,比较 3 组间近视漂移情况 
结果 3 组中过矫组近视漂移 少,正位组次之,欠矫组近视漂移 多,过矫组与欠矫组近视漂移有显著

性统计学差异,与正位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过矫组与正位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共同性外斜视术后 1-2 周眼位过矫(内隐斜或内显斜)可能延缓近视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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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45 

视网膜母细胞瘤综合治疗的临床分析 
 

王海燕,王雨生,李曼红,汪春归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全军眼科研究所 710032 

 
 
目的 分析视网膜母细胞瘤( retinoblastoma, RB)的临床特点和综合治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12-2016.7 于我科临床诊为 RB 的患儿 26 例 31 眼(男 14 例,女 12 例),年龄 5
月~6 岁(平均 2.2 岁),眼内期 21 例 25 眼,眼内病变伴眼眶转移 4 例 5 眼,眼内病变伴眼眶和颅内转移

1 例 1 眼。其中眼内期按 ICRB 分期,A 期 2 眼,B 期 2 眼,C 期 1 眼,D 期 12 眼,E 期 8 眼。全身化疗

(CEV 方案)25 例 127 次,眼球摘除 10 例 10 眼(眼摘后化疗 9 眼 31 次),激光光凝/冷冻 9 眼 19 次,眼
动脉内化疗 4 例 11 次,放疗 2 例,椎管内化疗 1 例 4 次。 
结果 首发症状为白瞳 20 眼(64.5%),体检发现 2 眼,对侧眼白瞳检查时发现 4 眼,斜视 1 眼,眼红 2 眼,
眼突 2 眼。随访 1-3.5 年,眼内期保眼率 60%(A 期-C 期 100%,D 期 66.7%,E 期 12.5%)。死亡 2 例

(7.7%)。 
结论 RB 以白瞳就诊,初诊时大部分(80%,20/25)瘤体较大,或已有转移(19.4%,6/31)。RB 的个体化

综合治疗可以提高患儿的保眼率,早期病变保眼率高,但 E 期患儿的眼球摘除率仍然很高,早期发现和

及时有效治疗可改善患儿预后。 
 
 
OR-0746 

新生儿泪囊炎的早期治疗 
 

冯柯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索新生儿泪囊炎的早期治疗方法和疗效 
方法 对 21 例新生儿泪囊炎进行早期诊断,早期行反复冲洗后探通 
结果 21 例新生儿泪囊炎中 5 例一次冲洗通畅治愈,其余在行 5 到 7 次反复冲洗后行泪道探通治愈 
结论 新生儿泪囊炎应早期行泪道冲洗探通 
 
 
OR-0747 

Break-through bleeding in relation to pharmacokinetics of 
Factor VIII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severe hemophilia A 

 
成晓玲

1,Peijing LI2,Zhenping CHEN2, Ningning ZHANG2,Yingzi ZHEN2, Libo ZHAO1,Xiaoling WANG1,and Runhui 
WU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 Hematology Oncology Center,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As the pharmacokinetic (PK) of factor VIII (FVIII) is individualized in hemophilia A (HA) 
children, the result of PK will be the indicator of patients’ bleeding phenotype and instruction for 
their personalized replacement regime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K/factor level of FVIII and bleeding frequency in Chinese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severe (HA).  
Methods A total of 24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BCH) from February 
to October 2015, all of whom were given 50 IU/kg of FVIII concentrates after a 72-hour was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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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Samples’ activities (FVIII:C) were tested at five time points, using WinNonlin software for 
PK testing, and then the individual half-life(t1/2) and the time (h) of FVIII concentrations <1IU dL-1 
within a week during prophylaxi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1/2 of FVIII and ABR0/AJBR0 (baseline bleeding) was 
found (R2=0.75 and 0.62, P<0.001). Besides, ABR1 and AJBR1 during prophylactic treatment of 
hemophilia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ime (hours) of FVIII<1IU dL-1 in one week (R2=0.67 
and 0.52, P<0.001).  
Conclusions  t1/2 w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prevent bleeding in severe HA; shortening the 
time of FVIII<1 IU dL-1 according to t1/2 would reduce the bleeding during prophylaxi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severe HA. 
 
 
OR-0748 

培门冬酶和左旋门冬酰胺酶在中国治疗儿童 
初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荟萃分析 

 
陈慧,林晓霞,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进行 PEG-asp 和 L-asp 在中国治疗儿童初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安全性及药物经济

学方面的系统分析。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Pubmed 数据库､OVID 数据库,收集国内关于

培门冬酶(pegaspargase,PEG-asp)和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araginase, L-asp)治疗儿童初发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时间截止至 2017 年 3 月。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后,采用 RevMan5.3 软件 Meta 分析。 
结果 终纳入 5 篇文献,均为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共 544 例患者(PEG-asp 组 272 例,L-asp 组 272 
例)。①疗效比较的 Meta 分析结果:文献间异质性小,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表

明与 L-asp 组相比,PEG-asp 组在诱导缓解治疗中的完全缓解率 OR=0.85,95% CI=(0.55,1.34),P>0. 
05;总有效率 OR=1.35,95% CI=(0.63,2.9),P>0. 05;两组疗效相当。②不良反应方面的评估:由于各

篇文献对不良反应的统计方式不相同,故未进行 Meta 分析。但在各篇文献中,对比 PEG-asp 和 L-
asp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③药物经济学方面的评估:5 篇文献中有 3 篇文献对 PEG-
asp 组和 L-asp 组的住院天数和给药次数进行统计,结果均显示 PEG-asp 组的住院天数及给药次数

均较少。对 3 篇文献中两组的住院天数进行 Meta 分析,文献间异质性小,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
析,结果显示 PEG-asp 组比 L-asp 组住院时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MD:-6.60,95%CI:-7.99~-
5.22),提示 PEG-asp 组比 L-asp 组在药物经济学上占优势。 
结论 PEG-asp 与 L-asp 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诱导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相当,从药物经济学

的角度来看,PEG-asp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需要进一步药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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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49 

应用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法考察儿童疾病因素 
对环孢素药动学的影响 

 
汪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考察疾病因素对于环孢素 A(CsA)在儿童体内药动学的影响,促进个体化用药。 
方法 收集 150 例包括再生障碍性贫血(AA)､嗜血细胞综合症(HPS)和难治性肾病综合症(RNS)不同

病种患儿的 CsA 血药浓度数据和临床资料。采用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法考察疾病种类因素对于

CsA 药动学的影响。采用 Bayesian 大后验概率法获取并比较 CsA 在不同病种患者中药动学参数

的差异。用拟合优度(goodness-of-fit)､自举法(bootstrap)､直观预测检验法(VPC)､正态化预测分布

误差(NPDE)对 终模型的预测性能进行验证。 
结果 终模型药动学参数的群体典型值分别为:吸收速率常数(ka)1.22 h-1,吸收时滞时间(Tlag)0.45h,
表观分布容积(Vd)218.18 L,口服清除率(CL)14.45 L·h-1。拟合优度､自举验证､VPC 和 NPDE 结果

表明 终模型稳定,预测结果可靠。模型结构显示只有患者的体重和 AST 值是影响 CsA 清除率的显

著性因素。CsA 在 AA､HPS 和 RNS 患者中的药动学参数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本研究成功获取了 CsA 在儿童 AA､HPS 和 RNS 患者中的药动学参数,上述疾病因素不会显著

影响 CsA 在儿童体内的药动学过程。 
 
 
OR-0750 

革兰阳性球菌重症肺炎患儿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影响因素分析 
 

李媛媛,张光莉,田小银,马欢,唐琳,张祺煜,贾运涛,罗征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革兰阳性球菌重症肺炎患儿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 93 例革兰阳性球菌重症肺炎患儿的一般情况､生化检查结

果及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回顾分析患儿临床资料中与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相关的因素。 
结果 在万古霉素 40~60mg·/(kg·d)的给药方案下,93 例重症肺炎患儿浓度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为

10~20mg/L 者 26 例;<10mg/L 者 54 例;≥20mg/L 者 13 例。三组间谷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肾小球滤过率(GFR)､谷酰转肽酶(γ-GT)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其中 10~20mg/L 组的 AST 和 γ-GT 高,≥20mg/L 组 ALT 而 GFR 低。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

现,GFR 与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之间存在负线性相关关系(R²=0.039,P=0.032)。回归方程,万古霉素

血药谷浓度=16.732-0.223×GFR。GFR≥90 mL/(min·1.73m2)､60≤GFR≤89 mL/(min·1.73m2)､

30≤GFR≤59mL/(min·1.73m2)组患儿对应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中位数分别为 8.7mg/L､18.21mg/L､
6.5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革兰氏阳性球菌重症肺炎患儿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可能与 GFR 水平呈负相关,合并肾功能轻度

损害的革兰氏阳性球菌重症肺炎患儿更易达到万古霉素目标血药谷浓度值,临床上应以指南推荐的

较低剂量使用万古霉素,并注意密切监测其血药谷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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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51 

CFDA 发布的药物警戒快讯中儿童安全用药信息分析 
 

赵瑞玲
1,张占慧

2 
1.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2.山西医科大学药学院 
 

 
目的 分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网站发布的药物警戒快讯中儿童用药的信息,促进儿童临

床合理用药。 
方法 查询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CFDA)网站 2005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药

物警戒快讯》,提取其中有关儿童安全用药信息。 
结果 《药物警戒快讯》共发布了 52 期儿童药物警戒信息,占发布期数的 30.77%(52/169),涉及儿童

用药 68 种,其中发布频次高的药品有可待因､OTC 感冒咳嗽药､丙戊酸钠等。 
结论 需及时关注国际安全用药动态,结合中国实际,加强合理用药宣教和管理,减少儿童用药风险。 
 
 
OR-0752 

基于血药浓度监测结果的早产儿呼吸暂停 
甲基黄嘌呤药物治疗效果评价 

 
杨晓燕

1,蒋志美
1,马越

2,石晶
1,舒先孝

1,唐军
1,母得志

1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本研究以稳态血药浓度监测结果作为校正依据,消除因稳态血药浓度未达治疗剂量带来的影响

后,对枸橼酸咖啡因及氨茶碱用于早产儿呼吸暂停治疗(apnea of prematurity,AOP)的效果及安全性

进行比较,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因呼吸暂停静脉使用甲基黄嘌呤类药物干预

的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稳态血药浓度达到治疗窗者。按干预方案分组:氨茶碱组给予 5mg/kg
负荷剂量 8h 后维持(1~2mg/kg､Q8h)(均 20min 输入),稳态血药浓度为 5~15µg/ml。咖啡因组给予

20 mg/kg 枸橼酸咖啡因负荷(30min 输入)24h 后维持(5~10mg /kg Q24h､10min 输入),稳态血药浓

度为 10~20µg/ml。记录所有患儿的性别､孕周､出生体重､5min Apgar 评分､母分娩方式及用药前肝

肾功。主要结局指标包括死亡､呼吸暂停及呼吸支持情况。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早产儿视网膜病(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ROP)､住院时间及

干预药物使用时间。安全性指标包括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用药 24h 内高血糖及心率增快､惊厥

､消化系统症状､过敏反应及用药期间体重增长情况。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将

患儿稳态血药浓度达到治疗范围者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共纳入患儿 60 例(氨茶碱组及咖啡因组各 30 例)。两组患儿在性别､孕周､出生体重､分娩方式､

5min Apgar 评分､血肌酐水平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无一例患儿死亡。两组患儿用

药后发生呼吸暂停的总次数及发作时间分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儿对于呼吸支持的依赖

(有创通气及无创通气)的时长及因频繁呼吸暂停导致呼吸支持升级者所占的比例两组均相当

(p>0.05)。但咖啡因组患儿需要辅助用药(纳洛酮)者所占比例较少(p<0.05)。两组患儿的 BPD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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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P 发生率､住院总时长及干预药物使用的总时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儿的各

安全性指标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在消除了稳态血药浓度差异带来的影响外,咖啡因及氨茶碱用于 AOP 的治疗效果基本相当,但
咖啡因组的患儿需要其他辅助用药(纳洛酮)者较少。 
 
 
OR-0753 

Pediatric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Status in China since 
Last Decade 

 
lu jinmiao,Jing Li,Qin Li,Zhiping L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registered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of clinical 
trials involving children in China from January 2005 to December 2016.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upporting inform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linical trials. 
Method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linical trial registries included i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nd the data published by national test institutions in the 
website of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rom 2005 to 2016. 
Results As of December 2016, a total of 199 specialized departments could perform clinical trials 
of medicine for children in the 76 clinical tr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hese institutions include 80 specialized departments of 13 hospitals for children, 
and 119 specialized departments of 43 general hospitals. These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 in 25 
provinces in China, most of which are in the eastern region, such as Shanghai, Beijing, and 
Zhejiang. Pediatric pulmon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diatrics, and pediatric 
hematology departments were ranked as the top three department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number of the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for children in China reached an average growth rate of 
31%. The registration of clinical trials at home and abroad shows a positive effect if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positive policies to encourag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medicines 
for children. 
Conclusions The number of clinical trials for children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clinical trials for children in China is limited to 
certain regions and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is not balanced. The registration of children's clinical 
trial lacked sufficient policy guidance, whereas the number of registration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the future, governments should strengthen policy guidance for clinical trials and encourage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specialized departm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of 
children's GCP (Good Clinical Practice) center while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in medical 
resources and reducing the gap in children's clinical trial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OR-0754 

Antibiotic Utilization in Children’s Hospital: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ource and cost 

 
Li Xiaoxia,Jinmiao Lu,Zhiping L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he aims were to evaluate antibiotic consumption and cost in both out-patients and 
inpatient in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during 2016, to compare o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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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eral antibiotic percentages dispensed and the portions imported antibiotics and indigenous 
antibiotic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 was designed to calculate antibiotics 
consumption and cost during 2016 using the Anatomical Therapeutical Chemical 
Classification/Defined Daily Doses (ATC/DDDs). Aggregate data on antibiotic usage were 
indicated by defined daily doses (DDDs) per 1000 inhabitants per day (DID). The analyzed 
antibiotics belonged to the J01 group according to ATC/DD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more than 2.08 million DDDs were dispensed in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in 2016. One thousand inhabitants in the children’s hospital 
consumed 2.54 DDDs per day. The third-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34.71%)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consumed followed by Macrolides(22.72%) and the second-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18.58%), 86.04% of the consumed antibiotics were oral dosage forms, and others 
were parenteral dosage forms. The majority of consumption of antibiotic was dispensed by out-
patients (74.73%). Around half of the antibiotics consumed were made by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mainly produce oral antibiotics (76.93%). The total cost of 
antibiotic consumed was more than 101 million RMB. Tetracyclines(J01AA, ￥1543.44) were the 
most expensive per single DDD cost (DDDc) followed by carbapenem(J01DH, ￥737.47) and 
glycopeptide(J01XA, ￥504.44). Especially the imported antibiotic agents tigecycline for 
injection(￥1962) were the most expensive per single DDD cost(DDDc),  followed by linezolid for 
injection (￥898.06)and linezolid tablets(￥870.52). 
Conclusions the ATC/DDD methodology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study overall antibiotic 
usage in children. The majority consumption of antibiotic was dispensed by out-patient. The 
antibiotic consumption ratio was comparable to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antibiotic consumption, source and cost in children’s hospital in China. 
More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evaluate antibiotic rational use in children in China. 
 
 
OR-0755 

Efficacy of Lanqin oral liquid,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Hand-Foot-Mouth Disease: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control trial in a Chinese tertiary 

hospital 
 

Zhang Dangui1,Huang Liangping1,Lin Zehong1,Hong Chuzhu1,Zeng Jun2,Lin Chuangxing1,Lin Guangyu1,William 
Ba-Thein2 

1.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2.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he guidelin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Hand-Foot-Mouth Disease (HFMD) 
published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0 recommend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erb, Lanqin oral liquid,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HFMD cases. However, the recommendation was not based on high-quality evidenc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Lanqin oral liquid,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therapy, in treatment of mild HFMD. 
Methods All eligible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from May 2016 to May 2017 with admission 
diagnosis of mild HFMD in Pediatric department of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 third party was assigned to do the randomization and sent the tri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researcher for allocation. A total of 187 patients, aged 1-8 year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conventional therapy for 7 days, including antipyretic, fluid replac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electrolyte balance. Lanqin oral liquid was prescribed 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Du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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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ver (hour), clearance of rashes (day), duration of hospital stay (day), and risk of developing into 
severe cas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ere 103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84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or gender between the group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group had shorter duration of fever and shorter time for clearance of rashes 
(Mean±SD, 10.2±4.8 vs.11.1±6.6 for fever duration, and 5.68±1.4 vs.5.73±1.5 for clearance of 
rashes), but not significantly (Ps>0.05). The median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both groups was 4 
day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isk of developing into severe HFMD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No adverse effect of Lanqin oral liquid was observed during the trial. 
Conclusions Faster recovery (shorter duration of fever and clearance of rashes) in mild HFMD 
was observed with Lanqin oral liquid therapy in mild cases,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and clinically significant. Lanqin did not prevent development of mild to severe HFMD. 
More studies with larger sample size could provide better evidence of Lanqin's effect in mild 
HFMD. 
 
 
OR-0756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特比澳)治疗儿童原发性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马静瑶,吴润晖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评价 rhTPO 治疗儿童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从两项 rhTPO 上市后临床试验中选择年龄小于 18 岁的 ITP 患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从来自于 128 家医院的 1433 例应用 rhTPO 治疗 ITP 的患者资料中筛选出 18 岁以下来自全国

31 家医院的 87 例患者。其中男性 45 例,女性 40 例,2 例性别信息缺失。中位体重 47.0kg,中位年龄

12.0 岁,中位 ITP 病程 4.0 个月。其中 39 例患者(44.8%)为新诊断 ITP,21 例患者(24.1%)为持续性

ITP,27 例患者(31.0%)为慢性 ITP。rhTPO 中位用药次数 10.0 次;基线中位血小板计数为

10.40×109/L,给药后第 3 天､第 7 天､第 14 天和停药后第 14 天中位血小板计数分别达到

35.00×109/L､56.00×109/L､80.00×109/L 和 120.00×109/L。与治疗前相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第 7 天､第 14 天和停药后第 14 天,其总有效率(TRR)分别达到 57.5%､58.8%和

85.7%。治疗前 60.0%患者有皮肤/粘膜出血,治疗后第 14 天降至 6.1%,停药后第 14 天无患者出现

皮肤/粘膜出血。未观察到与 rhTPO 相关的不良事件。 
结论 rhTPO 单药或联合其他药物治疗儿童 ITP 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可帮助患者度过缓解前的

出血危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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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57 

The effectiveness of PK-tailored tertiaryprophylaxis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hemophilia A:a pilot study from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Li Peijing,Cheng Xiaoling,Chen Zhenpi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45 

 
 
Objective Hemophilia A (HA) is an X-linked inherited coagulation disorder; regular prophylaxis is 
the standard treatment method of severe HA. Pharmacokinetics (PK)-driven prophylaxis is a 
feasible treatment method but is expensiv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Pharmacokinetics-
tailored prophylaxis, using more frequent infusions and allowing the 30-hour-per-week duration 
for Factor VIII (FVIII) level <1% in PK driven prophylaxis, might be a more cost-effective method.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PK-tailored tertiary prophylaxis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HA, we launched 
a pilot study of 15 patients aged 5 to 16 years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BCH) from January 
2015 to May 2016. 
Methods The study period wa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In phase I, the original prophylaxis was 
used for 6 months (86.7% of patients in low-dose and 13.3% in moderate-dose prophylaxis 
regimens); phase II separated the study cohort into two groups: the PK-tailored group (the 
prophylaxis regimen was modified according to PK data for the next 6 months) and the 
maintenance group (patient continued with their original regimen for the next 6 months). The 
bleeding rate, infusion frequency, and factor consump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he PK-tailored group, the annual bleeding rate (ABR) of 8 cases was reduced from 
14.2 to4with the annual factor consumption increased from 1619 IUkg-1 to 2401.9 IUkg-1 and the 
infusion frequency increased from 104 times year-1 in phase I to 156 times year-1 in phase II 
(P<0.05), but witho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nnual jointbleeding rate (AJBR) 
(P>0.05). 
Conclusions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the ABR was higher in the PK-tailored group in phase I, 
but without difference in phase II. In conclusion, our pilot study showed that PK-tailored 
prophylaxis may be the more cost-effective individual prophylaxis in China, but requires further 
study. 
 
 
OR-0758 

CYP2C9*3 对布洛芬治疗早产儿合并动脉导管未闭的影响 
 

陈乡,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 CYP2C9*3 多态性对布洛芬治疗中国人群早产儿合并动脉导管未闭效果的影响 
方法 从 2014 年开始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102 例合并动脉导管未闭的早产儿;
记录患儿布洛芬治疗方案,通过心脏超声评估治疗前后动脉导管宽度变化,合并症,药物短期副反应,患
儿母亲孕期情况;采集患儿血液进行 CYP2C9*3 位点的 Sanger 测序;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014~2015 年共收集到 102 例早产儿合并动脉导管未闭。其中携带 AA 型有 98 例,AC 型有 3
例,1 例因样本原因未能获得测序结果。以疗程结束后 24 小时内关闭为布洛芬治疗有效标准判断有

效组 38 例,无效组 64 例。AA 型与 AC 型在合并症,药物短期副反应,患儿母亲孕期情况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布洛芬治疗有效组患儿中其母孕期诊断为胎盘异常(前置胎盘､胎盘粘连､胎盘早剥)
的比例为 26.32%,高于无效组 6.25%(p<0.01)。AC 型占有小组 5.36%,占无效组 1.59%,两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555)。有效组与无效组其余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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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CYP2C9*3 多态性对布洛芬治疗早产儿合并动脉导管未闭无明显影响。 
 
 
OR-0759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tacrolimu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Wang Xiaoqing,Han Ye,Chen Chaoyang,Ma Lingyue,Xiao Huijie,Zhou Ying,Cui Yimin,Wang Fang,Su Baige,Yao 

Yong,Ding Jie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Objectiv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tacrolimu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and to identify factors that explain 
variability. 
Methods Details of drug dosage histories, sampling times and whole blood trough concentrations 
were collected retrospectively from routine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data. The population data 
set was comprised of 96 concentrations from 96 patients admitted from 2011-2016. Population 
modeling using the non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 (NONMEM) program was sperformed on the 
population data set, using a one-compartment model with first-order absorption and elimination. 
Population average parameter estimates of clearance (CL) and volume of distribution (V) were 
sought. A number of clinical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were tested for their influence on these 
parameters.   
Results Age and body weight were the covariates that display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L 
and V according to the final regression model. The analysis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s: 
CL(L/h-1)=17.70*(weight/70)0.75*(age/8.30)-0.26, V=314*(weight/70). The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ies 
in CL was 31.10% and the residual variability was 0.91 ng/mL. Goodness-of-fit plots and 
bootstrap outcomes confirmed the relatively good stability and prediction capability of the model.  
Conclusions The first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model of tacrolimu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was developed. Age and body weight could partly explain the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the clearance and apparent volume of distribution of tacrolimus. The model could be 
used to accurately predict tacrolimus individual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and assist in dosage 
decision and adjustment. 
 
 
OR-0760 

应用儿童丙戊酸 PPK 模型探索肥胖癫痫儿童 
丙戊酸给药剂量的计算方法 

 
杨圣海

1,2,张仲斌
1,王颖慧

1,王云秀
1,姜德春

1,王丽
1,周颖

1,吴晔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肥胖患儿给药剂量如何计算存在争议。本研究应用本课题组已经建立的儿童丙戊酸

(Valproate,VPA)群体药代动力学(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PPK)模型探索肥胖癫痫儿童丙戊酸

的给药方法,为肥胖癫痫儿童 VPA 给药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0 年至 2017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应用 VPA 治疗的 644 例癫痫患儿的临

床资料,包括生物学资料､用药资料､稳态血药谷浓度的测定结果及同期生化指标。非肥胖癫痫患儿

525 例,肥胖癫痫患儿 119 例(轻度肥胖 56 例,中度肥胖 45 例,重度肥胖 18 例)。 非肥胖癫痫患儿中

375 例血药浓度在 50-100ug/ml 区间,肥胖患儿中 86 例血药浓度在参考范围,中重度肥胖患儿中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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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药浓度在参考范围。将患儿的标准身高体重或实际体重和实测 VPA 血药浓度代入建立的儿童

VPA PPK 模型中,分别推算出患儿的标准身高体重和实际体重需要达到实测血药浓度所需的每日剂

量。统计分析非肥胖组､肥胖组各自标准身高体重和实际体重推算的每日应用剂量与患儿实际每日

应用剂量比较,同时将肥胖组标准身高体重推算的每日应用剂量､实际体重推算的每日应用剂量､实
际每日应用剂量和非肥胖患儿实际每日应用剂量进行比较。非肥胖组组内和肥胖组组内 VPA 服用

剂量的比较采用单因素组内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1)525 例非肥胖患儿标准身高体重和实际体重 PPK 模型推算的 VPA 服用剂量分别为

23.11±7.62mg/kg.d 和 23.22±7.63mg/kg.d,分别与该组患儿实际服用剂量(23.10±7.52mg/kg.d)进行

比较,P 值均>0.05。(2)119 例肥胖患儿实际服用剂量为 19.60±6.4mg/kg.d,与 525 例非肥胖患儿实

际服用剂量(23.10±7.52mg/kg.d)进行比较, P 值<0.001。(3)119 例肥胖癫痫患儿标准身高体重和实

际体重 PPK 模型推算的 VPA 每日服用剂量均值分别为 23.87±9.29mg/kg.d 和 21.5±8.6mg/kg.d,分
别与实际服用剂量(19.60±6.4mg/kg.d)进行比较, P 值均< 0.01。(4)50 例血药浓度在参考范围内的

中重度肥胖患儿实际每日服用剂量､标准身高体重和实际体重 PPK 模型推算的服用剂量均值分别为

17.2±5.97mg/kg.d､24.25±6.54mg/kg.d 和 21.14±5.87mg/kg.d,与 375 例 VPA 血药浓度在 50-
100ug/ml 非肥胖患儿实际每日剂量(23.34±7.7mg/kg.d)进行比较,仅标准身高体重剂量两组间无显

著差异。 
结论 中重度肥胖癫痫患儿采用标准身高体重计算 VPA 的给药剂量与非肥胖组患儿的实际给药剂量

更为接近,提示中重度肥胖癫痫患儿确定 VPA 剂量时,采用标准身高体重计算剂量会更接近非肥胖癫

痫患儿经验给药剂量范围。 
 
 
OR-0761 

克拉屈滨在复发难治儿童白血病的应用 
 

林丹娜,余莉华,王小兰,巫一立,杨丽华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0 

 
 
目的 探讨克拉屈滨用于复发难治儿童白血病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本院使用克拉屈滨治疗的 4 例难治复发儿童白血病

的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 1.年龄及性别: 4 例病人年龄分布 8-11 岁,女性 1 例,男性 3 例。2.原发病情况:其中 2 例为急性

髓系白血病,均为原发耐药,分别为 DAE+MA 及 DA+AIE 方案化疗后形态学及流式细胞学均未缓

解。1 例为高危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CR/ABL 190+)治疗(VDLD+CAM 方案)后复发。1 例为慢性粒

细胞急淋变原发耐药(诱导化疗后未达到临床缓解)。3.克拉屈滨联合化疗方案:2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

患儿的化疗方案为 ARAC(200mg/m2,d1-7)+ DNR(60mg/m2,d1-3)+ 2-CdA(5mg/m2,d1-5);另外 2 例

(复发高危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及原发耐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淋变)化疗方案为

ARAC(100mg/m2,q12h,d1-7)+PEG-ASP (2500IU/m2,d2 )+ 2-CdA (8mg/m2,d1-3)+ G-CSF 
(5ug/kg,d1-2)。4.化疗副作用:  4 例患儿化疗期间无 1 例出现皮疹､腹痛､腹泻､恶心呕吐。1 例发生

2 级肝毒性(按不良反应 CTC 分级标准),表现为肝酶升高,不伴明显临床症状。4 例均发生 4 级血液

学毒性。粒细胞缺乏及严重粒细胞缺乏持续时间分别 11-20d(平均 14.5d)及 6-14d(平均 10d)。5.发
生感染的特点:化疗后感染发生率 75%(3/4)。3 例患儿感染表现均为发热伴消化道症状,主要为呕吐

､腹泻､腹痛,其中 1 例发生休克。病原学发现其中 1 例为腺病毒及轮状病毒消化道感染,1 例为血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另 1 例血､便培养无阳性结果。6.治疗效果:4 例病人在克拉屈滨联合化疗后均

取得临床缓解,化疗后第 22-32d(平均 28.5d)复查骨髓形态学及流式细胞学为完全缓解骨髓象,化疗

后第 20-31d(平均 26d)粒细胞绝对值恢复至 1*109/L 以上,化疗后第 17-32d(平均 25d)恢复至

100*109/L 以上。4 例平均在该疗程 1 月后进行后续巩固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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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克拉屈滨在复发难治儿童白血病的治疗中反应率高(100%),安全性良好。 
 
 
OR-0762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optimisation of 
cefathiamidine in children  

 
Chen Xingkai,Zhao Wei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Cefathiamidine, a first-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was approved by 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dults and children with infections due to susceptible 
bacteria. As the pediatric pharmacokinetic data is limited, our aim was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cefathiamidine in children and define the appropriate dose in order to 
optimize cefathiamidine treatment.  
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children treated with cefathiamidine and 
concentrations were quantified by HPLC-MS/MS.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NONMEM software.  
Results Fifty-four children (age range: 2.03 – 11.81 years) were included. Spars pharmacokinetic 
samples (n = 120) were available for analysis. A two-compartment model with first-order 
elimination showed the best fit with the data. A co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bodyweigh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efathiamidine pharmacokinetics. Monte Carlo simulation demonstrated that 
the currently used dosing regimen of 100 mg/kg/day twice daily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 risk of 
underdosing in pediatric patients. In order to reach the target 70% fT>MIC, 100 mg/kg/day four 
times daily is required against haemophilus influenza. 
Conclusions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cefathiamidine was evaluated in children. 
Evidence-based dosing regime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simulation.  
 
 
OR-0763 

雷帕霉素在治疗儿童 KHE 和 TA 等复杂性脉管畸形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王小兰,余莉华,林丹娜,巫一立,杨丽华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探讨应用雷帕霉素治疗卡波西样血管内皮瘤(Kaposiform hemangio-endothelioma,KHE)､丛状

血管瘤(tufted angioma,TA)等复杂性脉管畸形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共 12 例复杂性血管瘤或脉管畸形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 6 例,女
6 例,年龄从 2 个月到 5 岁,病变累及头颈部 7 例､背部 1 例､腹腔 1 例及四肢 3 例。12 例均曾经接受

普萘洛尔或糖皮质激素治疗,疗效欠佳。雷帕霉素目标血药浓度为 10-15ng/ml,每月监测血药浓度､

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生活质量､病灶改变及相关感染及合并症,以评估雷帕霉素的治疗效果

及毒副作用。 
结果 目前雷帕霉素疗程为 4-24 周,平均疗程为 10 周,CR 率 33.3%(4/12),CR+PR 率

91.7%(11/12)。经雷帕霉素治疗后,12 例患儿的症状或体征均得到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1 例颅内

血管瘤患儿磁共振提示病灶无改变,但抽搐症状无再发生,11 例患儿瘤体缩小,其中 4 例患儿瘤体完全

消失,仅遗留少量色素沉着,均未遗留器官功能障碍。药物使用过程中,仅 1 例患儿出现一过性粒细胞

减少,3 例患儿出现 AST 轻度升高,无治疗相关 2 级以上不良事件发生,无患儿退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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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雷帕霉素治疗 KHE 及 TA 等复杂性脉管畸形可显著降低致残､毁容率,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价

值,安全性良好,值得进一步推广。 
 
 
OR-0764 

泊沙康唑预防或挽救性治疗儿童白血病粒细胞 
缺乏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余莉华,林丹娜,王小兰,巫一立,杨丽华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 510282 

 
 
目的 探讨泊沙康唑在预防和挽救性治疗儿童白血病粒细胞缺乏期袭性真菌感染(IFI)的疗效和安全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5 月接受泊沙康唑预防或挽救性治疗 IFI 的 18 例患儿临床

资料。以每例患儿诱导化疗及巩固治疗中每个泊沙康唑疗程作为 1 个例次,共统计 55 例次。 
结果 患儿使用 小年龄 10 月龄,平均中位年龄 7 岁(10 月~14 岁),男女比例 13:5。AML:ALL 比例为

13:5。其中 40 例次为泊沙康唑一级预防,粒细胞缺乏持续时间为 4~46 天,中位数为 15 天;泊沙康唑

使用时间达 8-80 天。其中有 3 例次出现了突破性真菌感染,改用伏立康唑治疗仍然有效,未出现死亡

病例,预防有效率为 75%。6 例次为二级预防,均未出现深部真菌感染复燃,粒缺持续时间为 10~17d,
中位数为 14d,预防有效率为 100%。4 例接受挽救性治疗的患儿均为伏立康唑治疗和或卡泊芬净无

效或不耐受者,治疗有效率 100%。所有例次未出现口服泊沙康唑不耐受,无治疗相关 2 级以上肝肾

功能异常及 QT 间期延长。 
结论 泊沙康唑长时间服用和在低年龄儿童中使用中均未见不良反应,可安全有效预防或挽救性治疗

儿童白血病粒缺患儿侵袭性真菌感染。 
  
 
 
OR-0765 

Pharmacokinetic(PK) studies of FVIII in Chinese boys with 
severe hemophilia A 

 
Chen Zhenpi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45 
 

 
Objective Hemophilia A (HA) is an X-linked inherited coagulation disorder; regular prophylaxis is 
the standard treatment method of severe HA. Pharmacokinetics (PK)-driven prophylaxis is a 
feasible treatment method but is expensiv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Pharmacokinetics-
tailored prophylaxis, using more frequent infusions and allowing the 30-hour-per-week duration 
for Factor VIII (FVIII) level <1% in PK driven prophylaxis, might be a more cost-effective method.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PK-tailored tertiary prophylaxis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HA, we launched 
a pilot study of 15 patients aged 5 to 16 years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BCH) from January 
2015 to May 2016. 
Methods The study period wa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In phase I, the original prophylaxis was 
used for 6 months (86.7% of patients in low-dose and 13.3% in moderate-dose prophylaxis 
regimens); phase II separated the study cohort into two groups: the PK-tailored group (the 
prophylaxis regimen was modified according to PK data for the next 6 months) and the 
maintenance group (patient continued with their original regimen for the next 6 months). The 
bleeding rate, infusion frequency, and factor consump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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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In the PK-tailored group, the annual bleeding rate (ABR) of 8 cases was reduced from 
14.2 to4with the annual factor consumption increased from 1619 IUkg-1 to 2401.9 IUkg-1 and the 
infusion frequency increased from 104 times year-1 in phase I to 156 times year-1 in phase II 
(P<0.05), but witho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nnual jointbleeding rate (AJBR) 
(P>0.05). 
Conclusions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the ABR was higher in the PK-tailored group in phase I, 
but without difference in phase II. In conclusion, our pilot study showed that PK-tailored 
prophylaxis may be the more cost-effective individual prophylaxis in China, but requires further 
study. 
 
 
OR-0766 

临床医生关于药物临床研究的认知与态度调查报告 
 

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了解中国医生关于临床研究的认知情况及真实态度。 
方法 2016 年 6 月至 10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地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湖北省中

医院等 6 省市､11 家医院中,随机抽取 122 名参加过临床试验的医生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不署名的问卷调查方法,遵循自愿参与的原则,共发放问卷 122 份,回收 110 份,回收率 90.1%;有
效问卷 110 份,有效率 100%。 
结果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共调查了 110 名临床医生,专业涵盖心血管科､神经内科､儿科､消化科等多种临床科室,其中

来自大学附属医院 71 人(64.5%),专科医院 20 人(18.2%),其他医院 19 人(17.3%);所属医院是国家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 103 人(93.6%),三甲医院 103 人(93.6%);被调查医生中,男性 38 人(34.5%),女性 72
人(65.5%);年龄分布如图 1 所示, 40 岁以下人数占 67.3%。被调查对象中,仅有 65 人(57.3%)具有

GCP 培训证书。 
参加过的试验类型和意向试验类型 被调查医生中,参加过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占 74.5%,而参加过

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仅占 8.2%;参加过新药注册临床试验占 30.9%,参加过上市后临床研究占

39.1%,另有 18.2%医生参加过国家新药创制等课题性研究。  
临床研究经历 被调查对象中,参加过的临床研究中具有电子数据采集(EDC)的仅占 30.9%,而临床研

究中有 CRC 参与的为 55.5%。说明中国医生参加的临床研究中,EDC 系统､IVRS 系统和中心实验

室样本采集检验还比较少;CRC 的参与度不够,医生在临床研究中的工作量繁重。不愿意参与临床研

究的原因 80.0%的被调查医生由于“工作太忙,没时间参与”,其次是入组困难､付出与报酬不成比例､
担心参与临床研究有风险等。 
填写 CRF 是否及时 绝大多数(90.9%)被调查医生都能在受试者每次放访视后及时填写 CRF,但还存

在不及时的情况,原因如工作忙等;还需要加强对研究者的培训,要求研究者做到及时填写 CRF。 
临床研究数据是否应真实准确可溯源 95.5%的被调查医生认为研究数据应真实准确,另有 4.5%的被

调查医生认为由于录入错误差异或其它意外等结果,造成数据不可溯源,说明研究者能意识到试验数

据真实､准确､可溯源的重要性。 
结论 国内临床研究存在较多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是对临床研究的基本概念还不清楚,临床医

生在临床试验认知水平总体不高,试验设计水平明显滞后,对临床试验中 新的应用技术､ 新理念及

科学地报告试验结果等方面的知识较少。如何更好地进行临床研究管理,得到真实有效的数据,需要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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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67 

益生菌联合三联疗法根除小儿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 
 

张春霞,王继春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幽门螺杆菌在我国自然人群感染率达 54.76%。儿童作为 HP 的易感人群,有症状的儿童感染

HP 率达 29.2-53.2%。因而,根治小儿 HP 感染显得尤为重要,故本研究采用益生菌联合常规三联疗

法对 HP 患儿进行治疗,以探索益生菌在 Hp 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 经胃镜检查诊断为消化性溃疡､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患儿共

98 人,其中消化性溃疡 38 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60 人;男性 52 人,女性 46 人;年龄为 4-16 岁。快速

尿素酶试验､13C 尿素呼气试验两项检查均为阳性者。排除近 4 周使用过 H2 受体拮抗剂､抗生素､

PPI､铋剂､益生菌;对药物有过敏者以及近 6 月进行过抗 Hp 治疗者。 98 例患者按病种随机分为两

组,对照组予标准“三联”疗法,治疗组在“三联”疗法基础上加用益生菌,观察两组的幽门螺杆菌的根除

率。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 经胃镜检查诊断为消化性溃疡､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患儿共

98 人,其中消化性溃疡 38 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60 人;男性 52 人,女性 46 人;年龄为 4-16 岁。快速

尿素酶试验､13C 尿素呼气试验两项检查均为阳性者。排除近 4 周使用过 H2 受体拮抗剂､抗生素､

PPI､铋剂､益生菌;对药物有过敏者以及近 6 月进行过抗 Hp 治疗者。 98 例患者按病种随机分为两

组,对照组予标准“三联”疗法,治疗组在“三联”疗法基础上加用益生菌,观察两组的幽门螺杆菌的根除

率。 
结果 两组中消化性溃疡均为 19 例(38%),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患者均为 30 例(62%)。依据 Hp 根除评

定标准,治疗组根治 42 例 (85.7%),对照组根治 30 例(61.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按病种分析消性化溃疡患儿在治疗组根治 11 例 (84.2%),对照组根治 11 例(57.9%);慢性非萎缩性患

儿在治疗组根治 26 例 (86.7%),对照组根治 21 例(70%),各病种之间两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益生菌治疗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5.7% vs 61.2%) ,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 
结论 益生菌是指给予一定数量的､能够对宿主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的微生物,它可以调节肠道内菌

群平衡,从而上调机体的免疫功能,益生菌的菌株包括: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乳双岐杆菌､嗜酸

乳杆菌等。已有成人 HP 治疗研究提示益生菌联合三联疗法可以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且明显提高

HP 的根除率。本研究也显示,HP 感染患儿,益生菌联合常规疗法治疗组的根除率明显高于单纯常规

疗法的对照组。可能的原因为,益生菌通过抑制 HP 在胃黏膜的定植;减轻和抑制 HP 所致的炎症反

应,从而间接或直接的抑制 HP 的感染;且这种疗法治疗小儿 HP 感染,可以提高患儿的依从性和减少

治疗的不良反应发生。 
 
 
OR-0768 

基于 PK/PD 拟定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 
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方案探讨 

 
王刚,李思,何翠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基于 PK/PD 拟定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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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4 月病原学确诊为铜绿假单胞菌感染,且对头孢哌酮舒巴坦不耐药

的住院患儿 140 例,随机分为 2 组,延长时间组和常规给药组。 
结果 延长时间组疗效､总有效率､住院时间优于常规给药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相同剂量下, 采用延长给药时间方法,可使头孢哌酮舒巴坦的 fT﹥MIC 达到或超过给药间期

的 40%~50%,从而达到良好的疗效 
 
 
OR-0769 

我院临床药师参与 1291 例会诊病例分析 
 

何翠瑶,王刚,吴青,樊继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临床药参与疑难病例会诊的临床治疗实施情况,通过会诊性质及疗效分析医护人员对临床

药师的认可度,为临床药学工作持续改进制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临床药师 2016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4 月 30 日期间临床药师参与临床疑难病

例会诊的病例资料,从相关病历中所反应出临床药师会诊意见的医嘱执行情况,目标治疗后的临床疗

量化效评价及电话随访病人家属对临床药师和药学服务的认可程度;分别按临床会诊申请病区病区

的病种学科亚类､会诊目的､会诊性质(平急)､参与范围程度(单学科会诊､多学科会诊､全院会诊､全市

会诊)､病种分科分类等统计。 
结果 1291 例临床会诊中,按会诊平急性质分:普通平会诊 1256 例,占 97.29%;急会诊 35 例,占
2.71%;  按学科交叉程度及范围分:临床药学单科会诊 1132 例,87.698 占% ,多科及全院会诊 128 例,
占 9.91%;全市会诊 31 例,占 2.40%。会诊目的分析:抗感染 898 例次占 69.56%;基于 TDM 个化治

疗方案拟定 234 例次占 18.13%;协助诊疗 ADR 85 例次占 6.58%;协助医疗纠纷或潜在纠纷用药处

理 37 例次 占 2.87%;按药物治疗目的获得有明显疗效 1256 例次,有效率 97.29% 
结论 临床药师参与临床疑难病例会诊制是实施多学科诊疗的医疗制度,对临床安全有效合理用药取

得显著效果,得到临床医护人员都和患儿家长的广泛认同。 
 
 
OR-0770 

羟氯喹在乳汁中的含量及其对母乳喂养新生儿的影响 
 

张乐嘉,丁国芳,杜小丽,梅丹,刘容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对于妊娠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产妇在妊娠期和哺乳期用药一直存在争议,《2015 中国系统性

红斑狼疮患者围产期管理建议》指出可以应用羟氯喹治疗原发病,但在羟氯喹药品说明书上明确指

明羟氯喹可通过乳汁代谢,并且指出妊娠期及哺乳期禁用。本研究通过测定产后 42 天乳汁中羟氯喹

浓度,进而分析羟氯喹在乳汁中代谢动力学及婴儿应该被动摄入量。进而探讨羟氯喹在围产期应用

对于新生儿的安全性。 
方法  
1､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受试者服药前､服药后 2 小时､4 小时､8 小时､12 小时乳汁中羟氯喹的

浓度。 
2､ 利用 WinNonlin 计算羟氯喹在乳汁中的达峰时间及平均稳态浓度。 

3､ 计算羟氯喹在乳汁中的 24 小时分泌量以及婴儿被动摄入剂量。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470 
 

结果  
1､ 共 19 名产妇完成本试验,其中 7 例羟氯喹用法为 0.2g qd,另 12 例为 0.2g bid。 

2､ 对于给药方案为 0.2g bid 的产妇,其乳汁药物浓度的达峰时间为 4.8±3.56 小时,平均浓度为

1.69±0.9μg/ml,乳汁中 24 小时分泌量为 1.32±0.8mg,而婴儿被动摄入剂量为 0.33±0.2mg, 高被动

摄入剂量为 0.96mg/kg。 
3､ 对于给药方案为 0.2g,qd 的产妇,其乳汁的达峰时间为 6±4.1 小时,平均浓度为 0.58±0.1μg/ml,乳
汁中 24 小时分泌量为 0.44±0.14mg,而婴儿被动摄入剂量为 0.096±0.035mg, 高被动摄入剂量为

0.12mg/kg。 
结论  
1､ 羟氯喹可经乳汁分泌,且用法为 0.2g bid 的药物分泌量明显高于 0.2 qd 的药物分泌量。 

2､ 两种给药方案下婴儿被动摄入的药量均很小,但是对于 0.2g bid 给药方案,个别婴儿被动摄入的药

量可达儿童常规用量的 1/4。 
3､ 应避免在药物达峰时间哺乳。 

4､ 对于接受 0.2g bid 给药方案的患者,建议其分娩后监测羟氯喹的乳汁浓度,并对其新生儿监测药物

副作用。 
 
 
OR-0771 

交替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减少难治性发热和减轻发热儿童

不适感的疗效评价: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罗双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0188944 

 
 
目的 评价交替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相比单用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减少难治性发热和减轻

发热儿童不适感的疗效。 
方法 将 474 名到三级医院就诊的发热儿童(腋温 ≥38.5 °C,发热时间≤ 3 天)随机分为三组,分别接受

交替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 10mg/kg/次, 短用药时间间隔为 4 小时;布洛芬

10mg/kg/次, 短用药时间间隔为 6 小时;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之间的 短用药间隔是 2 小时;n = 
158)､单用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 10mg/kg/次, 短用药时间间隔为 4 小时;n = 158)､单用布洛

芬(布洛芬 10mg/kg/次, 短用药时间间隔为 6 小时;n = 158)治疗。服用第一剂退热药后,每 4 小时

进行 1 次 NCCPC 疼痛量表评分,每 2 小时监测一次腋温。 
结果 总共 471 名受试儿童纳入 ITT 分析。三组儿童的 24 小时平均 NCCPC 疼痛评分和平均体温没

有显著的临床差异,也没有统计学差异。尽管交替用药组发生难治性发热 4 小时和 6 小时儿童的比

例显著低于单用药组(4 h: 11.54% vs. 26.58% vs. 21.66%, respectively [p = 0.003]; 6 h: 3.85% vs. 
10.13% vs. 17.83%, respectively [p < 0.001]),交替用药组发生难治性发热 4 小时和 6 小时儿童的平

均 NCCPC 疼痛评分并不低于单用药组发生难治性发热 4 小时和 6 小时儿童的平均 NCCPC 疼痛

评分。三组发生持续高热的儿童数量也无差异。 
结论 交替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可减少发热儿童中难治性发热的发生率,但如果一个轮次的交

替用药治疗后仍不能减轻发热儿童的 NCCPC 疼痛评分,两个或更多轮次的交替用药治疗的临床疗

效和意义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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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72 

某儿童专科医院意外伤害就诊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刘洪,王爱红,徐南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了解因损伤､中毒和外因等伤害就诊患儿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儿童意外伤害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2 年-2016 年某儿童专科医院 HIS 系统数据库中主要诊断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编码

为 S00-T98 范围,属于因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就诊的门诊及住院患儿年龄､就诊时间､诊

断等基本信息,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分析伤害原因及其与年龄､发病时间､发病地区的关

系。 
结果 1. 某儿童专科医院 2012 年-2016 年因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就诊的患儿年门诊人

次分别为 9562､24432､26520､26643､28292,占总门诊人次构成比分别为 0.97%､2.39%､2.38%､

2.34%､2.35%,男女性别比例为 1.78:1,中位数年龄 2 岁 11 月。其中南昌地区 71.90%,外埠

28.10%。2. 某儿童专科医院 2012 年-2016 年因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住院患儿年出院

人次分别为 3483､3683､3787､3672､3576,占总出院人次构成比分别为 5.02%､4.97%､4.67%､

4.76%､4.39%,占住院疾病顺位排序第 6 位,男女性别比例为 1.82:1,中位数年龄 3 岁 2 月。其中南昌

地区 40.67%,外埠 59.33%。 3. 2012 年-2016 年门诊因意外伤害就诊患儿伤害原因顺位排序分别是

外伤(80.69%),异物(13.32%),其他未特指效应(包括捂热综合征､溺水､食物有害效应等)(2.51%),中毒

(1.89%),手术并发症(0.97%),损伤后遗症(0.53%),烧伤(0.09%)。4. 2012 年-2016 年因意外伤害住院

患儿伤害原因顺位排序分别是外伤(70.67%),异物(20.87%),其他未特指效应(包括捂热综合征､溺水､
食物有害效应等)(3.57%),中毒(3.34%),手术并发症(1.00%),损伤后遗症(0.45%),烧伤(0.10%)。5. 
2012 年-2016 年因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门诊就诊年龄构成比:<3 岁占比 49.44%,>3 岁-
≤6 岁占比 27.62%,>6 岁-≤9 岁占比 14.09%,>9 岁-≤12 岁占比 6.31%,>12 岁占比 2.55%,各年龄组

构成比比较卡方值=109225.66,P<0.01。6. 2012 年-2016 年因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住

院患儿年龄构成比:<3 岁占比 47.15%,>3 岁-≤6 岁占比 28.31%,>6 岁-≤9 岁占比 15.22%,>9 岁-≤12
岁占比 6.77%,>12 岁占比 2.55%,各年龄组构成比比较卡方值=14885.72,P<0.01。 
结论 意外伤害是影响本地区儿童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是意外伤害的高危人群,
外伤和异物是儿童意外伤害防治的重点。 
 
 
OR-0773 

Is combination of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Klebsiella pneumoniae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t wheezing in neonatal pneumonia? 
 

lu qi 
chongqing children hospital 400016 

 
 
Objective Detection of either virus or bacteria is associated with wheezing episodes in children, 
howev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virus and bacteria in full term neonates is 
limited.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virus and bacteria on pneumonia 
severity and recurrent whee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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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in neonates with pneumonia, who were 
admitted into our hospital in 2009-2015. 
Results We identified 606 cases: 341 were detected with RSV only, 265 were detected with both 
RSV and main bacteria. The leading four types of bacteria codetected with RSV included 
Escherichia coli,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aphylococcus aureus, Enterobacter cloacae. 
Neonates with codetection of RSV and any of the four bacteria were significantly likely to present 
enhanced symptoms of disease, higher inflammatory makers and abnormal chest X-ray 
manifestation (P<0.05). Increased risk of recurrent wheezing were found when neonates were 
codetected with RSV-Klebsiella pneumoniae or RSV-Staphylococcus aureus in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bacteria and RSV in the neonatal 
airway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seriou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resence of RSV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Klebsiella pneumoniae could be a potent activator of recurrent wheezing 
in early life. 
 
 
OR-0774 

妊娠合并癌症孕产妇和新生儿结局的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段娟
1,范悦玲

2 
1.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2.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3.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方法 本次多中心病例对照研究的对象为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新桥医院､大坪医院收治的孕产妇及其胎儿,记录妊娠合并癌症的发病情况,并在癌症确诊时按照 1:1
比例匹配对照,对比孕产妇和新生儿的近期和远期结局。对照组孕产妇无癌症,且和匹配产妇具有相

同的妊娠并发症和妊娠孕周。 
 
 
OR-0775 

不同连续血液净化模式对严重脓毒症 患儿的疗效分析 
 

张晨美
1,朱益飞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浙江省江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严重脓毒症患儿采用不同连续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模式治疗,
探讨不同 CBP 模式对严重脓毒症患儿疗效及预后的影响,为临床医师对严重脓毒症的患儿根据不同

治疗目的选择不同 CBP 模式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6 年 4 月收住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PICU 严重脓毒症患儿

53 例,随机分为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常规治疗组和连续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

(CVVHDF)+常规治疗组,确诊后 6 小时内即行 CVVH､CVVHDF 治疗,每日 24 小时,连续观察 72 小

时,比较治疗前后血常规(WBC)､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血清炎症细胞因子(IL-6､IL-10､

TNF-α)､肾功能(SCr､BUN)等指标变化,并比较两组患儿之间上述指标的变化和随访所有病例的 28
天病死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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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患儿炎症指标的对比:CVVH 组 WBC､CRP､PCT 在治疗 48h 与治疗前对比下降,有统计学

意义(P<0.05),CVVHDF 组血 WBC､CRP､PCT 治疗 72h 与治疗前对比下降,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72 h WBC､CRP､PCT,CVVH 组比 CVVHDF 组下降明显,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0.01)。(2) 患儿血清炎症细胞因子 CVVH 组血清 IL-6､IL-10､TNF-α 治疗 24h､48h 与治疗前对

比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72h 与治疗前对比明显下降,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 (3) 
患儿肾功能的对比:CVVH 组血清 SCr､BUN 治疗 24h､治疗 72h 与治疗前对比下降,有统计学意义

(P<0.05)(4)患儿 28 天病死率的比较:CVVH 组 28 天病死率为 17.4%,CVVHDF 组为 16.7%,两组病

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VVH､CVVHDF 模式是儿童严重脓毒症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对于炎症介质增高明显,但肾损

伤不明显的儿童严重脓毒症,选用 CVVH 模式治疗可能效果更好。对于儿童严重脓毒症合并急性肾

损伤,选用 CVVHDF 模式治疗可能效果更佳。 
 
 
OR-0776 

aEEG 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急性期监测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夏耀方
1,杨娟

1,田宝丽
2,刘翠青

1 
1.河北省儿童医院 
2.邯郸市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振幅整合脑电图(amplitude-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aEEG)在新生儿急性胆红

素脑病早期脑功能监测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血清总胆红素>300μmol/L 的患儿,参照《实用新生

儿学》第四版急性胆红素脑病的诊断标准将其分为 2 组,即 A 组(胆红素脑病组)和 B 组(高胆红素血

症组),对其行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监测,将其结果与血清胆红素峰值､头颅 MRI､BIND 评分及临床

表现进行分析比较,评价其对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急性期脑功能监测及预后评估中价值。 
结果 1. 两组患儿胎龄､出生体重､日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胆红素血症的主要病因是感染,占

53.8%(112/208)。2､两组患儿血清胆红素峰值水平､aEEG 异常率与 MRI 异常率比较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胆红素脑病组高于高胆红素血症组。3､胆红素脑病组分为警告期､痉挛期､恢复期,aEEG

结果分别为正常､轻度异常､重度异常;aEEG 结果与临床分期呈正相关(r=0.515  ,P=0.000)。4､

BIND 评分分为轻度(1-3 分)､中度(4-6 分)､重度(7-9 分);aEEG 结果与 BIND 评分呈正相关

(r=0.508  ,P=0.000)。5､MRI 结果分为正常､异常, aEEG 结果与 MRI 结果呈正相关

(r=0.668  ,P=0.000)。 
结论 aEEG 可以用于胆红素脑病急性期脑功能监测,并与胆红素脑病临床分期､BIND 评分分级､MRI
检查结果存在相关性,对临床预后也有一定的评估价值,预后情况有待于增加随访病例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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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77 

新生儿晚发型败血症高危因素评分表的制定与检验 
 

刘盼盼,武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研究本中心新生儿晚发型败血症(late-onset sepsis,LOS)的高危因素等临床特点,制定评分表,
探讨其对新生儿 LOS 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科 3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241 例确诊 LOS 新生儿

的临床资料并作为病例组,高危因素分析选择同期住院未并发败血症的 241 例新生儿作为对照组。

采用 SPSS17.0､WHONET5.6 软件分析处理数据。对新生儿高危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制定评分表,通
过 ROC 曲线评估其预测价值,利用诊断准确性(Youden 指数) 大的原则确立评分表的 佳诊断界

点,并与现行诊断标准进行一致性检验。 
结果 新生儿 LOS 单因素分析显示 GA≤34W､BW<1500g､禁食时间≥4d､无创辅助通气≥7d､PICC､

气管插管､CMV 感染､RDS､BPD､NEC､与新生儿 LOS 有关(P<0.05)。Logistic 回归显示,GA≤34W､

BW<1500g､无创辅助通气≥7d､PICC､气管插管､PICC 和 CMV 感染是 LOS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通过回归方程制定评分表,LOS 评分表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55(0.712-0.798),经检验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说明 LOS 评分表对于新生儿 LOS 有预测价值。LOS 评分表评分 3.0 分为分界点,当
评分为 3 分时特异度和敏感度为 52.3%和 88.4%,表明得分大于 3.5 分(≥3 分)作为预测新生儿 LOS
的临界点,对评分表≥3 分的 158 例患者进行判定,结果显示 100%的患者患新生儿 LOS。经一致性检

验,LOS 评分表预测新生儿 LOS 和新生儿败血症诊断标准结果一致性较高。 
结论 新生儿 LOS 评分表对新生儿 LOS 有预测价值。LOS 评分表预测新生儿 LOS 和新生儿败血症

诊断标准结果一致性较高。 
 
 
OR-0778 

重症手足口病治疗的多中心临床流行病学调查 
 

孙立波
1,陆国平

1,朱友荣
2,金丹群

3,黄秀莲
4,李秀勇

5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江西省儿童医院 
3.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4.临沂市人民医院 

5.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在手足口病高发地区进行多中心临床流行病调查,研究重症手足口病的治疗方案､治疗转归情况

､疾病负担。 
方法 成立多中心调查研究协作组,参加医院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江西省儿童医院,安徽省立儿

童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前瞻性收集重症危重症手足口病临床资料 
结果 2014 年 4 月到 2016 年 10 月间共收集重症危重症手足口患儿 226 例,男性 158 例(69.9%)。
156 例(70.9%)EV71 病毒阳性。2 期 128 例,3 期 98 例。221 例(97.8%)接受甘露醇降颅压治疗,84
例(37.2%)联合应用甘油果糖;198 例(87.6%)给予丙种球蛋白(IVIG)治疗;184 例(81.4%)给予抗病毒

药物治疗;145 例(64.2%)使用激素;150 例(66.4%)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其中 108 例(47.8%)使用米力

农,62 例(27.4%)使用酚妥拉明,34 例(15.0%)使用硝普钠。69 例(30.5%)给予无创 CPAP 治疗,91 例

(40.3%)行机械通气,PIP≥20cmH2O 53 例(61.6%),PEEP≥10cmH2O 33 例(36.2%),机械通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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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101.8(范围 8-597)小时。激素､IVIG､抗病毒药物没有明显降低 3 期危重患儿的病死率。死亡

或放弃后死亡 11 例(4.86%)。死亡原因均为呼吸衰竭及肺出血,循环衰竭。平均发病至死亡时间为

5.91±5.26(1-15)天。所有重症患儿住院时间 9.18±5.16(1-37)天。住院费用 1.91±1.26(0.51-11.8)万
元。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呼吸节律改变､CRT 时间>3 秒是重症手足口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 重症手足口病男性高发。重症患儿 EV71 感染率高。甘露醇､IVIG､抗病毒药物､激素､血管活

性药物､机械通气被广泛用于治疗重症手足口病。呼吸节律改变､CRT 时间>3 秒是重症手足口患儿

死亡的危险因素。 
 
 
OR-0779 

灾害学组——宫内炎症暴露影响新生大鼠肺组织 
ENaC 表达的作用机制 

 
陈许,程锐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宫内炎症暴露影响新生大鼠肺组织 ENaC 表达的机制,进一步研究特布他林对新生大鼠肺

组织 ENaC 的作用及相关机制。 
方法 孕 18 天健康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实验组和治疗组,每组 10 只。实验组与治疗组孕鼠均予

腹腔注射 0.7mg/kg LPS,对照组孕鼠予等量生理盐水。治疗组新生大鼠予连续雾化吸入特布他林

(2.5mg/ml)0.5h/d,观察各组孕鼠及新生大鼠临床表现,并于生后第 1､4､7 天分别收集三组新生大鼠

肺组织,行组织切片染色及提取肺 RNA 和蛋白质。光镜下观察新生大鼠肺组织病理; RT-PCR 法检

测新生大鼠肺组织 TNF-α､IL-1β､α-ENaC､β-ENaC､γ-ENaC､cAMP､PKA､CREB mRNA 水平的表

达变化;Western-Blot 法检测新生大鼠肺组织 α-ENaC､β-ENaC､γ-ENaC 蛋白水平的表达变化。 

结果 ①实验组孕鼠较对照组病态明显,活动减少､易激惹;实验组新生大鼠较对照组倦怠､呼吸促､体

表湿冷､活动较少;治疗组较实验组活动量增加､呼吸频率趋于正常,且临床表现随着新生大鼠日龄增

加而好转。②实验组新生大鼠较对照组肺组织病理可见肺泡腔变窄､肺泡塌陷,肺泡间质变厚,炎性细

胞增多;治疗组较实验组肺泡塌陷程度低,炎性细胞较少。③RT-PCR 结果显示:P1､P4､P7 实验组较

对照组新生大鼠肺 TNF-α､IL-1β mRNA 表达量显著增加,α-ENaC､β-ENaC､γ-ENaC､cAMP､PKA､

CREB mRNA 表达量显著减少;P4､P7 治疗组较实验组 TNF-α､IL-1β mRNA 表达量显著减少,α-

ENaC､β-ENaC､γ-ENaC､cAMP､PKA､CREB mRNA 表达量显著增加;P1 治疗组较实验组相关分子

mRNA 表达量无显著差异(P<0.05)。对相同日龄三组新生大鼠肺组织 mRNA 表达量进行相关性分

析,结果显示:TNF-α､IL-1β 与 α-ENaC､β-ENaC､γ-ENaC 的 mRNA 表达呈负相关;α-ENaC､β-ENaC

､γ-ENaC 与 cAMP､PKA､CREB 的 mRNA 表达呈正相关。随着实验组及治疗组新生大鼠日龄增加,

肺组织 TNF-α､IL-1β mRNA 表达量下降,而 α-ENaC､β-ENaC､γ-ENaC､cAMP､PKA､CREB mRNA

表达量增加。④Western-Blot 结果显示:P1､P4､P7 实验组较对照组新生大鼠肺组织 α-ENaC､β-

ENaC､γ-ENaC 蛋白表达显著降低;P4､P7 治疗组较实验组新生大鼠肺组织 α-ENaC､β-ENaC､γ-
ENaC 蛋白表达显著增高;P1 治疗组较实验组三种蛋白表达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宫内炎症暴露能够促进炎症介质分泌从而抑制新生大鼠肺组织中 ENaC 的表达,而特布他林能

够通过介导 cAMP-PKA-CREB 信号通路表达使 ENaC 表达增加,从而改善新生大鼠的肺液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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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80 

不同时间采用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早产儿 
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疗效比较 

 
谭伟,雷瑯嬛,姚丽平,韦秋芬,李燕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不同时间给予肺表面活性物质(PS),对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DS)治疗效果及结局差异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

60 例 RDS 早产儿为研究对象。根据 PS 使用时间,将患儿分为早期组(n=32,生后 2 h 内使用)和晚期

组(n=28,生后 2~12 h 使用)。统计学比较 2 组早产儿一般临床资料,PS 治疗前及治疗后 6 ､24､48 h
血气分析及肺氧合功能指标,治疗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本研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并与使用 PS 的患儿家属签署使用知情同意书 
结果 ①2 组早产儿男性患儿比例､胎龄､出生体重､产妇产前使用激素比例､呼吸评分､OI 值､胸部 X

射线摄片Ⅱ期及Ⅲ期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早期组早产儿 PS 治疗后 6､24､

48 h 的血气分析结果 pH 值､PaO2､及 PaCO2,以及肺氧合功能指标 a/APO2和 OI 值,均分别较本组早

产儿治疗前显著改善;除 PaCO2外,晚期组早产儿 PS 治疗后 6､24､48 h 的其余血气分析结果和肺氧

合功能指标,亦均分别较本组早产儿治疗前显著改善,并且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早

期组早产儿 PS 治疗后 6 ､24､48 h 的 pH 值､PaO2､PaCO2､a/APO2及 OI 值改善情况均优于晚期组相

应时间点,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早期组早产儿有创及无创机械通气时间､氧疗时间

及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晚期组早产儿,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⑤早期组早产儿支气管肺

发育不良(BPD)､颅内出血(ICH)及早产儿视网膜病(ROP)发生率较晚期组低,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生后 2 h 内应用 PS,能更好改善 RDS 早产儿的肺通气和氧合功能,减少治疗时间和并发症发生 
 
 
OR-0781 

两年度儿科急诊死亡病例临床特点分析比较 
 

朱艳辉,张成晔,廖琨,霍枫,王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比较北京儿童医院 2012 年和 2016 年急诊抢救无效死亡病例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 2012 年和 2016 年收治并经抢救无效死亡 241 例患儿的临床

资料及病例特点,比较患儿的性别､年龄､ 死亡原因,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两年度患儿临床资料

收集并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 χ2检验统计学方法,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012 年和 2016 经抢救后死亡的患儿分别为 122 例和 119 例。2012 年死亡病例死亡原因以先

天性疾病(53/122,43.44%)和感染性疾病(38/122,31.14%) 多,意外伤害 (17/122,13.93%)其次,血液

肿瘤疾病(14/122,11.47%) 少。按年龄分析死亡原因:1 岁以内患儿死亡原因主要为先天性疾病

49(49/90,54.44%);1 岁~3 岁患儿死亡原因主要为感染性疾病 8(8/13,61.53%);4 岁~6 岁患儿死亡原

因主要为意外伤害 6(6/10,60.00%);>6 岁患儿死亡原因主要为血液肿瘤疾病 7(7/9,77.77%)。2016
年死亡病例中死亡原因以先天性疾病(55/119,46.21%) 多,血液肿瘤疾病(47/119,39.49%)次之,感
染性疾病(11/119,9.24%)和意外伤害(6/119,5.04%) 少。按年龄分析死亡原因:1 岁以内患儿死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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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为先天性疾病 48(48/84,57.40%);1 岁~3 岁､4 岁~6 岁､>6 岁患儿主要死亡原因均为血液肿瘤

疾病,分别为 10(10/20,50.00%)､4(4/8,50.00%)､4(4/7,57.14%)。2012 年因血液肿瘤疾病死亡总人

数为 14 例,其中,0~1 岁､1 岁~3 岁､4 岁~6 岁､>6 岁分别为 1(1/14,7.14%)､2(2/14,14.28%)､

4(4/14,28.57%)､7(7/14,50.00%);2016 年因血液肿瘤疾病死亡总人数为 47 例,其中 0~1 岁､1 岁~3

岁､4 岁~6 岁､>6 岁分别为 29(29/47,61.70%)､10(10/47,21.27%)､4(4/47,8.51%)､4(4/47,8.51%)。 
2016 年和 2012 年死亡患儿比较,感染性疾病和意外伤害显著减少,血液肿瘤疾病显著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比较两年我院急诊抢救无效死亡病例发现,男性多于女性;死亡多为<1 岁者,以先天性疾病为主;
感染性疾病及意外伤害所致死亡比例明显下降;血液肿瘤疾病占比显著升高,且年龄有减小趋势。 
 
 
OR-0782 

ω- 3 鱼油脂肪乳对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保护 
 

唐成和,李艳艳,王梦斌,石计朋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探讨鱼油脂肪乳对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是否有保护作用。 
方法 用 108 只新生 7 天的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A)组､模型(B)组､治疗组(C)组,每组 36 只。建

立 HIBD 模型后,治疗组腹腔注射鱼油脂肪乳 10ml/kg,其它组注射等量的普通脂肪乳,观察各组新生

大鼠缺氧缺血后 24h､72h､7d 脑组织中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介素-6(IL-6)､血清中的神经元特

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的浓度及脑病理改变､24h 短期感觉运动反射评价和

7d 体重增长率等的影响。 
结果 ①对照组造模后行为异常较治疗组明显,假手术组未见行为异常表现;②治疗组短期神经功能评

分较假手术组差但较对照组好转;③对照组体重增长率明显慢于治疗组和假手组(p<0.05);④假手术

组 TNF-α､IL-6､NSE 表达较弱,与假手术组相比,治疗组 TNF-α､IL-6､NSE 表达明显增强(p<0.05)。

但较对照组减轻(p<0.05);⑤HE 染色可见假手术组各时间点脑组织结构层次清晰,核居中,偶可见少

量坏死细胞;对照组组可见细胞水肿,细胞间隙明显增宽,治疗组较对照组减轻。 
结论 鱼油脂肪乳能减轻缺氧缺血后的脑损伤,这种保护作用的机制可能与调控 TNF-α､IL-6 的表达有

关。 
 
 
OR-0783 

A case report of severely malnourished adolescent 
anorexia nervosa and literature review 

 
Li Lei,Zhang Zhiquan 

Dept. of Pediatrics,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diagnosis, therapy and prognosis of a case with 
severely malnourished adolescent anorexia nervosa and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s  Clinical data and laboratory tests were collected from a patient who was diagnosed 
with severely malnourished anorexia nervosa in November 2016 at Union Hospital, T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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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using ‘anorexia nervosa or 
severe malnutrition’ as keywords, literature was searched in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January 1990 to May 2017. 
Results An 11-year-old girl was sent to our hospital in November 2016, with complains of 
anorexia, progressive weight loss for 3 months, aggravated for 4 days. Over the previous 3 
months she had lost 17.5kg in weight (from 40kg to 22.5kg). During inpatient care, her lowest 
weight was 21.5kg and she was 157cm tall (BMI 8.7kg/m2). At admission, she presented with 
cachexia and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including myocardial damage, liver dysfunction, 
myelosuppression, vascular purpura, hypothyroidism, and electrolyte disturbances. She was 
treated with parenteral nutrition to enteral nutrition via a nasointestinal tube combined with 
antipsychotic drugs, growth hormone, thyroxine, erythropoietin and other supporting treatment 
and had 65 days of hospitalization. At discharge, she had recovered to oral feeding and her 
weight increased to 27kg. At 4 months follow-up her weight had increased to 40 kg (BMI 
16.2kg/m2). She feels well and has started attending regular school again. 
Conclusions A high mortality is considered in severely malnourished anorexia nervosa. Optimal 
nutrition intake combined with antipsychotic drugs, multiple growth hormones and family 
emotional support is a key to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and reduce the relapse. 
 
 
OR-0784 

新生儿 B 族溶血链球菌感染早发型与晚发型的临床研究 
 

苏锦珍
1,吴本清

1,陈幽
2,马丽亚

2,曾淑娟
3,丘惠娴

3, 高镝
4,付雪梅

4 
1.深圳市人民医院 

2.深圳市宝安妇幼保健院 
3.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4.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新生儿 B 族溶血链球菌(GBS)感染早发型和晚发型的临床表现及早发型 GBS 感染的危险

因素。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深圳市四家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宝安妇幼保健院､深

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新生儿 GBS 感染新生儿临床资料,出生 7d 内发病者为早发型,

出生 7d 后发病者为晚发型。采用 1:1 配对原则选取同期胎龄相同､体重相近的非 GBS 感染患儿为

早发型对照组。对早发型和晚发型患儿的临床表现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分析 GBS 的耐药性及早发型

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收集 110GBS 感染病例, 其中早发型 73 例,晚发型 37 例。对照组 73 例。早发型 GBS 感染

68.5%合并肺炎､69.9%合并败血症､21.9%合并脑膜炎; 晚发型 GBS 感染 97.3%合并败血症､ 

45.9%合并脑膜炎､40.5%合并肺炎。早发型和晚发型临床表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 。GBS
对青霉素的敏感率为 100%,万古霉素的敏感率为 99%,红霉素的耐药率为 82.5%,克林霉素耐药率为

84.5%。早 
发型 GBS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是经阴道分娩(OR= 2.776 , 95%CI:1.377-5.624,P=0.005 )。 
结论 新生儿 GBS 感染早发型以肺炎和败血症为主要表现, 晚发型以败血症和脑膜炎为主要表现,首
选青霉素治疗。经阴道分娩是新生儿 GBS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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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85 

输液港在新生儿脐静脉置管的应用 
 

李雪莲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输液港用于新生儿脐静脉置管输液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将 5 例输液港 4.8F 导管进行脐静脉插管,尾端接上输液港注射座,进行留置输液的观察。 
结果 输液港脐静脉置管过程顺利,导管输液通畅,无堵管､返血､感染等并发症产生。 
结论 输液港可以用于新生儿脐静脉置管。 
 
 
OR-0786 

新生儿普通病房不良事件筛查工具初探 
 

游雪琴,华子瑜,何华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制定适合中国新生儿病房的不良事件筛查工具并验证其可行性;记录可能的不良事件种类及其

比例,为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提供依据。 
方法 ①结合 Sharek PJ 等的《筛查工具在 nicu 不良事件测定的运用》及庄薇等的《应用德尔菲法

研制新生儿科不良事件的筛查工具》等文献形成初步筛查工具,通过经验丰富的新生儿科医护人员

讨论,形成包括皮肤完整性受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发热､抗生素使用､死亡､腹泻､转入 nicu､

惊厥､高血糖等筛查指标的新工具。②纳入 2015.7.30-2015.9.30 本院新生儿科(包含 nicu)的出院病

例,通过回顾性研究方法,记录纳入病例中出现的筛查指标数及不良事件数,记录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

(NCC MERP 分级法),计算各筛查指标的阳性预测值,评估筛查指标筛查不良事件的可操作性;筛除阳

性预测值低且可操作性差的筛查指标:电解质紊乱及碱中毒。③回顾性研究阶段发现部分患儿的资

料不能完全反映是否有不良事件的发生,使得定义这类不良事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本文采取了一个

月的实时观察研究来验证该筛查工具的可行性:纳入 2016.5.9-2016.6.9 在本院新生儿科(不包含

nicu)出现筛查指标的新生儿,每天实时追踪纳入患儿是否出现不良事件及严重程度,计算筛查指标的

阳性预测值,评估筛查工具的实用性。 
结果 回顾性研究期间纳入病例 782 例,随访 64 天,筛查指标总计 1172 例次(1.49 例/人),独立不良事

件 391 例次(0.50 例/人､6.12 例/天)。筛查指标发现的不良事件占 92.8%,筛查工具总的阳性预测值

为 0.34,其中普通组 0.38,nicu 组 0.27。阳性预测值较高的筛查指标有死亡(1)､腹泻(0.8)及转入

NICU(0.45), 
主要的不良事件有腹泻(122/391,31%)､电解质紊乱(49/391,13%)､环境温度不适宜(43/391,11%)及
医院感染(26/391,7%)。32%不良事件危害程度达到 F 级及以上(需要延长住院时间)。实时研究阶

段,发现筛查指标 420 例次,独立不良事件 251 例次。总的阳性预测值 0.61,高于回顾性研究阶段的

0.38,提示本文并未受主观影响夸大本工具的阳性预测值(实时研究较客观)。该阶段主要的不良事件

有腹泻(89/251,35%)､皮肤损伤(59/251,24%)､环境温度不适宜(36/251,14%)､停用药不当

(33/251,13%)。回顾性研究阶段普通组及实时研究阶段阳性预测值前几位的筛查指标均为腹泻

(0.8,0.81)､发热(0.48,0.60)及抗生素使用(0.39,0.74)。 
结论 本研究提示,本筛查工具对新生儿普通病房不良事件筛查具有较高的价值,需要加强护理,减少不

良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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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87 

IVIG 治疗新生儿溶血病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关系 
 

邓文欣,华子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静脉输注丙种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治疗是否引起新生儿溶血病

(hemolytic disease of newborn, HDN)患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 月 1 日确诊为 HDN 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倾向评分配

比法建立回顾性队列研究,根据是否使用 IVIG 分为 IVIG 组和非 IVIG 组,比较两组间 NEC 发生情

况。进一步以配比后病例建立病例对照研究,探讨溶血病新生儿发生 NEC 的危险因素。 
结果 1217 例 HDN 患儿纳入研究,其中 40 例合并 NEC,309 例使用 IVIG;进行 1:2 的倾向评分配比后,
共有 199 对匹配成功,其中 NEC 组 25 例,非 NEC 组 572 例。结果显示,倾向评分配比后,IVIG 治疗

并未增加溶血病新生儿 NEC 的发生率(4.5% (9/199) vs. 4.0% (16/398), P= 0.773)。单因素分析显

示,早产､低出生体重､多胎､胎膜早破､产前糖皮质激素､静脉营养､先天性心脏病､ 高胆红素值与

HDN 患儿发生 NEC 有关;二元 Logistic 回归显示,先天性心脏病是溶血病新生儿发生 NEC 的独立危

险因素(OR: 4.021, 95%CI: 1.286-12.578)。 
结论 IVIG 治疗不增加溶血病新生儿发生 NEC 的危险,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的 HDN 患儿更容易发生

NEC。 
 
 
OR-0788 

中法两家医院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分析对比 
 

余妮臻,何华云,华子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对比中法两家医院极低体重(VLBWI)儿的临床特点及转归。 
方法 筛选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出生,24 小时内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附属 Haute Pierre 医
院(S 院)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C 院)新生儿科并出院的 VLBWI 儿,分为三组,对其一般资料､

早产原因､并发症情况及死亡原因进行分析对比。 
结果 S 院 VLBWI 儿 236 例,男性 120 例,女性 116 例,出生胎龄(28.8±2.6)周,出生体重

(1046.4±264.2)g;C 院极低出生体重儿 215 例,男性 104 例,女性 111 例,出生时胎龄(30.9±2.7)周,出
生体重(1246.5±188.8)g。两院早产主要原因均为妊娠高血压综合征､胎膜早破(PROM)､多胎妊娠。

S 院在产前促肺成熟､产房使用表面活性物质(PS)均优于 C 院(P<0.05),S 院总 PS 使用次数高于 C
院(P<0.05)。两院动脉导管未闭(PDA)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但 S 院布洛芬治疗率高于 C 院

(P<0.05)。C 院肺动脉高压及肺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 S 院(P<0.05)。两院在血培养阳性败血症､早
产儿视网膜病(ROP)及脑室内出血(IVH)(≥II 级)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S 医院 VLBWI 治愈

好转率(92.80%)明显高于 C 医院(56.74%)(P<0.05),S 医院以感染性休克(35.29%)及严重颅内出血

(29.41%)为主要死亡原因,C 院则以肺出血(25.81%)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16.13%)。 
结论 两院都需要加强高危妊娠监测,减少极低出生体重儿的出生。我国产科需要提高产前激素治疗

率,强调新生儿科专科医生参与产房抢救,早期使用 PS 预防治疗 NRDS;早期筛查 PDA 及肺动脉高

压,积极治疗,提高 VLBWII 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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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89 

早产儿阑尾炎 10 例临床病例分析 
 

刘盼盼,武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早产儿阑尾炎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经手术及术后病理证实的早产儿阑尾炎病例资料,
对其临床特点､治疗及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早产儿阑尾炎患儿 10 例,均经手术及术后病理证实。临床表现为腹胀 9 例(9/10)､反应

差 8 例(8/10)､发热 4 例(4/10)､呕吐 3 例(3/10)､纳差或拒乳 3 例(3/10)､血便 2 例(2/10),频繁呼吸暂

停 1 例(1/10),胎粪排出延迟 1 例(1/10);查体腹部膨隆 9 例(9/10)､压痛阳性 6 例(6/10)､扪及右侧下腹

部包块 4 例(4/10)､腹壁发红 2 例(2/10),肠鸣音减弱 10 例。常规行血常规､CRP 等实验室检查,外周

血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升高 5 例,正常 5 例,CRP 升高 6 例;腹部超声检查阳性率高(88%),多可

见右下腹肠壁增厚,包裹性积液或肿物,腹部 X 线检查较少显示液平面及膈下游离气体(20%),腹部

CT 不作为常规检查。入院诊断:新生儿阑尾炎伴穿孔 4 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及新生儿阑尾炎

2 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2 例,消化道穿孔 1 例,新生儿阑尾炎 1 例。10 例均行手术治疗,病理

结果显示单纯性阑尾炎 4 例,化脓性阑尾炎 6 例,其中化脓性阑尾炎合并穿孔及阑尾周围炎 3 例,合并

穿孔 1 例。随访 6 个月,1 例并发切口感染,1 例于术后 3 个月行闭瘘术,余未见异常。9 例痊愈,1 例

死亡,死亡患儿胎龄小,起病急,病情危重,未及时手术治疗,术后第 2 天患儿病情恶化,死亡。 
结论 早产儿阑尾炎症状不典型,临床以腹胀､反应差､呕吐､拒乳､血便等为主要表现,需详细查体,结合

腹部彩超､血常规､腹部 X 线检查等进行全面评估,腹部超声检查对早产儿阑尾炎诊断价值较大。早

期及时诊断,积极手术治疗,加强营养支持,合理应用抗生素,可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OR-0790 

转化生长因子 TGF-β 信号调控弹性蛋白平衡 
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中的机制研究 

 
李晓梅,余本莉,韩文莉,郭春宝,刘朝云,张晗,邓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转化生长因子 TGF-β 中和抗体(1D11)作用下,慢性高氧致新生小鼠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肺

组织形态学改变,探讨 TGF-β 信号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中发挥

作用的具体途径及机制。 
方法 新生 24 小时内的 C57BL/6J 小鼠随机分 4 组:空气对照组,高氧组(即 BPD 组),高氧+PBS(PBS: 
Phosphate buffer saline,磷酸盐缓冲液,阴性对照剂)组,高氧+1D11(TGF-β 中和抗体)组,每组 12
只。高氧组､高氧+PBS 组､高氧+1D11 组 85%高氧暴露,空气对照组置于同一室内空气中。高氧

+1D11 组第 3-20d 给予 1D11 40μg/μl, 5μl/g 腹腔注射,每日 1 次,高氧+PBS 组给予等量的 PBS。于

第 14d､21d 收集肺组织,运用 HE 染色观察肺组织形态学改变,免疫组化技术观察弹性蛋白(Elastin)
在肺组织中的分布变化,ELISA 检测活性 TGF-β1 的含量,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检测 TGF-β1
､原弹性蛋白(tropoelastin)､Fibulin-5 和 Neutrophil elastase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 TGF-β1

､以及原弹性蛋白(tropoelastin)､Fibulin-5 和 Neutrophil elastase 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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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空气组比较,高氧组和高氧+PBS 组肺组织可见正常肺泡结构消失,肺泡融合,肺泡腔扩大,肺泡

间隔增厚;Elastin 表达增多,无序沉积于肺泡间隔;TGF-β1 活性增高;TGF-β1､Tropoelastin､Fibulin-5
和 Neutrophil elastase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较空气组均不同程度增加。而高氧+1D11 组较高氧

+PBS 组肺组织肺泡结构明显改善,肺泡数量增多,肺泡腔变小,肺间隔变薄;Elastin 表达减少,且主要

集中于次级脊处;TGF-β1 活性减低;TGF-β1､Tropoelastin､Fibulin-5 和 Neutrophil elastase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不同程度减少。 
结论 给予 TGF-β 中和抗体(1D11)后能够改善 BPD 小鼠肺组织的形态学结构､弹性蛋白在肺组织中

的表达分布,对高氧致新生鼠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抑制 TGF-β 信号通路过度激活

进而调控弹性蛋白平衡系统可能是 1D11 对高氧致新生鼠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产生保护作用的重要机

制之一。 
 
 
OR-0791 

改良 DAL-HX83/90 方案治疗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 
细胞增生症的疗效及预后因素 

 
周云,刘秋玲 

武警总医院 100039 
 

 
目的 分析研究改良 DAL-HX83/90 方案治疗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ocytosis,LCH)的疗效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警某三甲医院儿科 2003-07 至 2014-12 采用改良 DAL-HX83/90 方案初治的 34
例 LCH 患儿的病例及随访资料。应用 Kaplan-Meier 方法计算其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和
无事件生存率(event free survival,EFS),采用 Log-rank 检验及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分析 EFS 的影

响因素。 
结果 (1)诱导治疗有效率为 82.4%(28/34),化疗结束初治有效率为 88.2%(30/34)。(2)所有患儿均获

得有效随访,中位随访时间 48 个月(13~155 个月);患儿 1､3､5 年 OS 分别为 100.0%､97.1%､

93.7%,1､3､5 年 EFS 分别为 82.4%､70.3%､70.3%。全组复发率为 26.5%(9/34),中位复发时间 8 个

月(1~72 个月)。(3)单因素分析显示:多系统受累(X2=10.213,P=0.001)和 6 周诱导治疗无效

(X2=9.744,P=0.002)是影响 LCH 患儿 EFS 的因素;多因素分析表明多系统受累是影响 LCH 患儿

EFS 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9.933,P=0.037]。 
结论 改良 DAL-HX 83/90 方案对于单系统､无脏器功能受损 LCH 患儿疗效较好,不良反应少,可耐受,
但对于多系统脏器功能受损者复发率仍较高,疗效有待提高。多系统受累是影响 LCH 患儿 EFS 的独

立危险因素。 
 
 
OR-0792 

细径胃镜在儿童上消化道异物诊治中的应用观察 
 

洪少贤,陈競芳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分析细径胃镜在儿童上消化道异物诊治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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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在厦门市儿童医院进行上消化道异物诊治的患儿 40 例,将所有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用高清胃镜诊治,观察组采用细径胃镜诊治,比较两组患儿对胃镜检查的耐受性､不良反

应发生率及异物取出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呼吸､心率､血压及血氧饱和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观察组患儿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 20.00%,明显低于对照组 80.00%,差异显著(P <0.05);观察组患儿异物取出时间短于对

照组,异物取出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1)。 
结论 细径胃镜在婴幼儿上消化道异物诊治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提高患儿治疗依从性及对治疗

的耐受程度,治疗中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缩短了取物时间,提高了取物成功率,在临床应用中具有推

广价值。 
 
 
OR-0793 

电子支气管镜与胸部 CT 在儿童大叶性肺炎病变严重程度 
及预后判断中的价值 

 
魏兵,焦绪勇,李沫,张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比较儿童大叶性肺炎的 CT 及电子支气管镜征象,比较两者的符合率,评价两者对病变严重程度

及预后判断的价值。 
方法 对 34 例大叶性肺炎患儿的 CT 表现进行分析,并进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术,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送检细菌培养。 
结果 34 例患者 CT 有肺实变 26 例(均有支气管充气相) ,胸腔积液 8 例,肺不张 8 例,空洞 5 例, 支气

管扩张 4 例,肺气肿 3 例。2 个肺段受累 22 例。CT 发现支气管异常与支气管镜 的差异无显著意

义。 
结论  CT 联合支气管镜检查是大叶性肺炎诊断及鉴别诊断非常有用的方法,支气管肺泡灌洗可加快

炎症吸收。 
 
 
OR-0794 

发育不一致双胎近期预后的研究 
 

刘俊佐
1,吕小明

2,武辉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双胎体重差异与新生儿近期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新生儿科 2013-2015 年住院的 451 对双胎,根据它们的出

生体重差异范围分组,比较不同体重差异范围组的新生儿疾病发生率;根据每对双胎之间体重大小分

为重胎组和轻胎组,比较体重大小不同的两组在新生儿期疾病发生率。 
结果 本研究对象为 451 对双胎,其中女婴 452 例(50.1%)､男婴 450 例(49.9%);试管婴儿 144 对,所占

比例 31.9%,同时期第 1 次住院患儿 10182 例,其中试管婴儿 499 例,占比例为 4.9%,χ2= 
917.669,P=0.0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剖宫产分娩的婴儿为 625 例(69.3%)。本研究中早产儿

826 例,所占比例为 91.57%;低出生体重者共 799 例,所占比例为 89%。不同体重差异范围组的双胎,
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颅内出血､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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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DS)､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新生儿硬肿症的发病率有显著差异。双胎

之间轻胎组的新生儿贫血及动脉导管未闭(PDA)发病率较重胎组高,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不同体重差异范围亚组内, ≥30%亚组中新生儿贫血在轻胎组发病率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双胎常见疾病的前六位依次为 PDA､新生儿贫血､RDS､ICH,BPD､败血症。双胎 常见的前四位先

天性畸形依次为心血管畸形､手足畸形､消化系统畸形和泌尿生殖系统畸形,其中心血管畸形中 常

见的依次为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 

结论 1.双胎试管婴儿､剖宫产､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 

2.双胎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巨细胞病毒感染､颅内出血､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硬肿症的发病率与体重差异有关。 
3.双胎之间轻胎组 PDA 和新生儿贫血发病率高;在双胎体重差异范围≥30%的亚组中,新生儿贫血在

轻胎组发病率高。 
4.双胎常见疾病的前六位依次为 PDA､新生儿贫血､RDS､ICH,BPD､败血症。 

5.双胎 常见的前四种先天性畸形依次为心血管畸形､手足畸形､消化系统畸形和泌尿生殖系统畸

形。 
 
 
OR-0795 

重症肺炎患儿早期血糖波动对其预后评估价值的研究 
 

杜语慧,李静,刘成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入 ICU 患儿 72h 内不同血糖波动指标与重症肺炎患儿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 122 例重症肺

炎患儿,记录每例患儿的基础临床资料及入 PICU 72h 内血糖值,统计初始血糖( GLUadm )､血糖平均

值( GLUave )､高血糖发生率､低血糖发生率､高-低血糖变异度､血糖标准差( GLUsd )､血糖变异系数

( GLUcv )､平均血糖波动振幅 (MAGE)､血糖不稳定指数(GLI-1､GLI-2､GLI-3､GLI-3d)。 根据 28d
转归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比较 2 组基础临床资料及各血糖指标的差异;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 ROC 曲线)下面积( AUC )比较不同预后指标对患儿 28 天病死率的预测价值,并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2 组 PRISM-III 评分､PELOD-2 评分､GLI-3､ GLI-3d 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ROC 曲线分析显示 GLI-3､GLI-3d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88(P<0.01)[95% CI,0.564–

0.811] 和 0.677(P<0.01)[95% CI,0.557-0.798],PRISM-III 评分､PEIOD-2 评分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分别为 0.742(P<0.01)[95% CI,0.643–0.841] 和 0.704(P<0.01)[95% CI,0.590–0.817],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GLI-3､PRISM-III 评分(≥3 分)及 PEIOD-2 评分是重症肺炎患儿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 
结论 GLI-3 与死亡率有关,对于重症肺炎的患儿,GLI-3 比其它的血糖波动指标更有预测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485 
 

OR-0796 

儿童溺水救治分析 
 

裴亮,杨妮,文广富,杨雨航,许巍,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对 23 例溺水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探讨儿童溺水的有效救治方法。 
方法 对 200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ICU 收治的 23 例溺水儿童的临

床资料作回顾性分析。 
结果 23 例溺水患儿年龄分布 6 月~12 岁,现场心肺复苏 5 例,溺水后出现呼吸系统并发症 19 例,其中

呼吸衰竭机械通气治疗 6 例;神经系统并发症 7 例;23 例患儿经综合治疗痊愈 16 例,死亡 3 例,退院 4
例。 
结论 溺水患儿以学龄前儿童为主,溺水后立即行有效的心肺复苏,积极防治并发症如吸入性肺炎,脑水

肿等对患儿的预后至关重要。 
 
 
OR-0797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新生儿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疗效评估 
 

沈云琳,蔡成,龚小慧,裘刚,颜崇兵,陈一欢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观察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新生儿多脏器功能障

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的疗效。 
方法 2011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开展 CRRT 技术,救治住院治疗的新生儿 MODS 17 例,收集并分析该 17 例新生儿 MODS
的一般临床资料,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 CRRT 治疗,CRRT 模式为连续性静-静脉血液滤过透析

(continuous vein-vein hemodialysis filtration,CVVHDF),血流速 3~5ml/(kg *min),置换液剂量为血流

速的 10%-15%,相当于 20~30ml /(kg*h),透析液剂量为 15~25 ml /(min*m2)。观察 CVVHDF 治疗前

､治疗 6h､12h､24h､48h 及治疗结束时新生儿 MODS 的血压(BP),血 PH､K+､Na+､血尿素氮(BUN)､

血肌酐(Cr)､尿量､氧合指数(PaO2/FiO2)以及肾上腺素静脉维持剂量等指标变化,评估 CRRT 在新生

儿 MODS 救治中的效果。 
结果 17 例 MODS 新生儿中出生胎龄 33~41 周,入院日龄 2~28 天,出生体重 2.25~4.0 kg;原发疾病

依次为,新生儿重度窒息 7 例,新生儿败血症 5 例,先天性遗传代谢病 3 例,肝功能衰竭 1 例,创伤性窒

息 1 例;17 例均静脉置管顺利,转流时间 49~146h;血 BUN､K+､Cr 治疗 12h 明显下降,24h 达到正常

范围,尿量治疗 24h 出现增多,PaO2/FiO2治疗 6h 达到 200 mmHg,24h 大于 300 mmHg;肾上腺素静

脉维持量治疗 12h 可下调 50%,48h 可停用。17 例 CRRT 治疗新生儿 MODS 均显示有效。 
结论 CRRT 救治新生儿 MODS 的疗效显著,可为救治新生儿 MODS 提供一种有效治疗或辅助治疗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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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98 

芦山地震儿童疾病谱分析 
 

丁辉
1,丁辉

1 
1.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2.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 disease spectrum of children in Baoxing at early time 
after Lushan earthquake, and to provide basis information which will be useful for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edical resources of pediatrics in the medical relief after Lushan earthquake 
in similar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Methods A total of 220 case files wer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These files provid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pediatric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the mobile hospital established b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ogistical University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 in 
Baoxing from April 20, 2013 to April 30, 2013. The demographic data of all thes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disease spectrum were analyzed. 
Results Children’s ages differed. A total of 59 patients were neonates, infants, and toddlers 
(27%); 111 were school-aged children (50%) and 50 were adolescents (23%). Common diseases 
and injuries includ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dermatosis, and trauma, which were observed 10 
days after the earthquake. Trauma was mainly accidental injury. The morbidity ra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low. 
Conclusions Pediatrician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treatment and subsequent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uring earthquakes. 
 
 
OR-0799 

儿童脑损伤亚急性期重症康复治疗的探讨 
 

屈素清,李静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观察儿童脑损伤亚急性期重症康复治疗的疗效,探讨重症康复对脑损伤亚急性期介入的价值和

意义。 
方法 选取我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脑损伤后昏迷患儿 60 例,发病在 1 个月以内,GCS
评分<8 分,其中病毒性脑膜炎 12 例,化脓性脑膜炎 18 例,缺血缺氧性脑病 17 例,脑外伤 13 例。随机

将患儿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和高压氧治疗的基础上,床旁开始介入针对性

的重症康复,主要包括:(1)促醒治疗:脑循环､针灸､声､光､触觉､肌肉关节挤压刺激(2)气管切开患儿的

呼吸肌训练(3)吞咽困难的患儿进行口腔按摩,诱发吞咽反射(4)神经肌肉电刺激和生物反馈电刺激,预
防关节挛缩和肌肉萎缩(5)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辅具等,治疗的项目和强度根据患儿的病情逐步增

加。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和高压氧治疗,基础的被动活动和电疗。治疗 3 个月后采用改良的

Glasgow 意识障碍评分量表和 GMFM 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观察两组的昏迷时间和清醒率以及粗

大运动功能的对比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平均昏迷时间(13.8±8.3)天,对照组患儿平均昏迷时间(22.4±7.5)天,观察组患儿昏迷

时间较对照组昏迷时间明显缩短,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30 例中清醒 27 例患儿,清醒率是

90%,对照组 30 例中清醒 25 例患儿,清醒率是 83.3%,观察组清醒率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观察组患儿

平均 GMFM 总百分比(72.32±20.84)%,对照组患儿平均 GMFM 总百分比(54.43±15.89)%,观察组患

儿粗大运动能力较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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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脑损伤亚急性重症康复早期､及时､合理､针对性的介入,实现抢救—治疗—康复一体化的全

面医疗保障,减少了并发症和继发症的发生,对改善预后及缩短病程具有重要意义。 
;观察组 30 例中清醒 27 例患儿,清醒率是 90%,对照组 30 例中清醒 25 例患儿,清醒率是 83.3%,观察

组清醒率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观察组患儿平均 GMFM 总百分比(72.32±20.84)%,对照组患儿平均

GMFM 总百分比(54.43±15.89)%,观察组患儿粗大运动能力较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OR-0800 

儿童恙虫病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预测因素 
 

赵东英
1,张拥军

1,2,尹兆青
3,杨德凤

4,周全
5,赵静

4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市儿童环境卫生重点实验室 

3.云南省德宏州人民医院 
4.云南省龙陵县人民医院 
5.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恙虫病会造成人体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对恙虫病患儿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早期的识别将

有助于提供及时的临床治疗及减少死亡的发生 
方法 我们收集了来自中国云南省三家医院从 2010 年至 2015 年 449 例恙虫病患儿的临床资料,我们

采取统一标准对患儿离院时的器官功能障碍情况进行评估,后将其分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64
例,14.3%)与非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组(385 例,85.7%)。 
结果 多元回归分析提示影响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预后因素包括:皮疹(OR ¼ 3.3, p ¼ 0.037)､退

热治疗的时间窗(OR ¼ 1.2, p ¼ 0.035)､血红蛋白(OR ¼ 0.54, p ¼ 0.041)､血小板计数(OR ¼ 0.06, 

p < 0.001)､天冬氨酸转氨酶(AST,OR ¼ 4.7, p ¼ 0.011)以及总胆红素(OR ¼ 2.3, p ¼ 0.013)。 
结论 通过分析描述导致儿童恙虫病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危险因素,我们的研究将会给临床医生

在临床监测及预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提高提供重要的临床信息。 
 
 
OR-0801 

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陈瑜,刘铜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显示,每天有 2000 多名儿童死于非故意或意外伤害,世界

各地每年有数以千万计受伤儿童就医,往往留下终生残疾。 
在中国,每年有超过 50000 名儿童因伤害而死亡,即每天有近 150 名儿童因伤害而死亡。全球儿童安

全组织调查显示:意外伤害已成为中国 1-14 岁儿童的首要死因,占 1/3。 
中国有一群特殊儿童——留守儿童,2016 年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结果,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

有 902 万人。这部分儿童意外伤害的比例更高。 
2017 年 6 月,跟随湖北电视台到农村留守儿童学校进行公益活动,对该校 126 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小学生对于意外伤害预防和处理知识掌握情况。 
方法 对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并做培训前后的对比分析。 
结果 126 名学生,其中男生 72 名,女生 50 名。高年级(5,6 年级)44 名学生,中年级(3,4 年级)42 名学

生,低年级(1,2 年级)40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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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对常见的儿童意外伤害健康知识进行问卷,包括车祸,溺水,烫伤,摔伤和踩踏,中毒和电击伤基本

知识,调查形式为共 25 道选择题。结果显示高年级学生正确率为 19.8%,中年级正确率为 38%,低年

级正确率为 11.9%。其中对于溺水知识总体正确率 高为 31.7%,摔伤和踩踏的正确率 低,为
7.9%。以上数据说明留守儿童小学生非常需要意外伤害知识的普及。 
公益活动的内容是为学生介绍常见意外伤害的种类和防治要点,1 小时的健康教育让学生们大获裨益,
课后重新问卷做选择题,学生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正确率达 85%,学生们认为意外伤害健康教育是必

要的比例为 100%。 
结论 留守儿童对于意外伤害知识匮乏,容易引发悲剧,应该大力推进相关健康教育,从源头减少意外伤

害的发生,保障儿童健康。 
 
 
OR-0802 

27 例新生儿骨髓炎临床情况分析 
 

曾凌空,刘汉楚,张卫红 
武汉市儿童医院 100828 

 
 
目的 研究新生儿骨髓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0 到 2016 期间在武汉儿童医院诊断为骨髓炎的 27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

像学特征及治疗､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组 27 例,其中 18 例继发于败血症,9 例由邻近感染扩散而来;四肢长骨尤其是股骨､肱骨较常

受累,一例少见颅骨骨髓炎。8 例并发关节感染,受累关节为髋关节､膝关节;临床表现为肢体活动受限

及局部红肿;血或脓液､关节液培养出致病菌 18 例,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10 例,革兰阴性杆菌 8 例;所
有患儿均行抗生素治疗,4 例联合手术治疗,随访 15 例无后遗症发生。 
结论 新生儿骨髓炎临床表现不典型,感染指标高和新生儿疼痛评分结合可早期发现可能存在感染,B
超可早期发现病变,尽早进行病原学检查和影像学检查,早期､足量､足疗程敏感抗生素治疗可减少后

遗症的发生。 
 
 
OR-0803 

从 7.23 动车事故 后一名伤员救治成功简析挤压综合征 
 

石海矾
1,卢朝升

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目的 7.23 动车事故后我院收住一名 2 岁的挤压伤患儿,经各科综合治疗,取得很好疗效,现将救治经

过及挤压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及治疗做一简析。 
方法 患儿予碱化水化尿液,胰岛素-葡萄糖降血钾,补液､新鲜冰冻血浆､IVIG､白蛋白针支持,甘利欣针

护肝,654-2 针､银杏达莫针改善局部循环,抗感染。甲强龙针抗炎等治疗。并行左下肢清创,多次

VSD 更换术,创口引流。 
结果 入院后 7 日肾功能正常,12 日肝功能､肌红蛋白正常,16 日体温恢复正常,22 日左髋关节可拖动

左下肢运动,左膝关节有少许活动,运动范围增大。入院第 29 日转入康复治疗阶段。 
结论 挤压综合征是一个多系统的复杂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关键。应尽早予以快速足量补液治疗,
纠正低血容量,逆转病理生理,预防急性肾衰等并发症的发生。运送至医院后,综合内外科治疗,维持电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489 
 

解质平衡和恢复各器官组织特别是肾脏功能,积极防治感染,并及时进行外科处理,将能降低挤压综合

征死亡发生率。 
 
 
OR-0804 

联合检测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对早期诊断小儿脓

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的价值 
 

郭琳瑛,任晓旭,刘霜,崔小岱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血肌酐､血和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脂质相关运载蛋白(NGAL)在早期诊断脓毒症相

关急性肾损伤(AKI)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3-01 月~2015-12 月住首都儿科研究所 ICU 脓毒症患儿 71 例的临床资料,按急性肾损

伤网络(AKIN)对 AKI 的诊断,其中 AKI1､2 期各 20 例,3 期 11 例,脓毒症非 AKI 20 例,对比 AKI 组和

非 AKI 组患者入 ICU 即刻(0h)以及 24 小时后化验的血肌酐(Scr)以及血､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

脂质运载蛋白(NGAL),分别绘制 NGAL､血肌酐 r 诊断 AKI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并计算

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估其应用价值。 
结果 血肌酐在入院 0h､24h 对 AKI 诊断无良好预测价值,24h 血肌酐上升率达 0.17(血肌酐 24h 值-
血肌酐 0h 值)/(血肌酐 0h 值)时,预测 AKI 发生的 AUC 为 0.906(95%CI 0.827~0.986)。入 ICU 0h
血 NGAL 达 200ng/ml,预测 AKI 发生的 AUC 为 0.663(95%CI 0.518~0.808); 0h 尿 NGAL 达

60ng/ml,预测 AKI 发生的 AUC 0.61(95%CI 0.468~0.753)。24h 血 NGAL 达 253ng/ml,预测 AKI 发
生的 AUC 0.682(95%CI 0.538~0.826);尿 NGAL 达 63ng/ml,预测 AKI 发生的 AUC 为

0.818(95%CI0.717~0.919)。入 ICU 0h 联合检测血和尿 NGAL 的 AUC 为 0.695(95%CI 
0.559~0.830); 24h 时联合检测血和尿 NGAL 预测 AKI 发生 AUC 则为 0.862(95%CI 
0.769~0.956)。入 IUC 0h 联合检测血肌酐､血和尿 NGAL 预测 AKI 发生的 AUC 则为 0.777(95%CI 
0.645~0.910);24h 时预测 AKI 发生的 AUC 则为 0.884(95%CI 0.790~0.978)。24h 血肌酐上升率联

合 24h 时血､尿 NGAL 预测 AKI 发生的 AUC 为 0.963((95%CI 0.919~1.0)。 

结论 1. 肾损伤的生物标志物血､尿 NGAL 较 Scr 能更早地预示脓毒症患儿 AKI 的发生,其诊断价值

优于 Scr。2.入 ICU 后 0h 联合检测血和尿的 NGAL 可以早期发现 AKI,具有较好的诊断应用价值。

3.联合应用入 24 小时后血肌酐上升率以及血､尿 NGAL,较单纯依靠传统指标能更早预警 AKI 的发

生,有助于早期诊断 AKI。 
 
 
OR-0805 

552 例早产儿宫内感染临床分析 
 

梁艳苹,姜春明 
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 150000 

 
 
目的 近年来随着围产医学的发展及早产儿救治水平的提高,早产儿出生率逐年升高,然而其病死率仍

居高不下,这其中重要死亡原因之一就是宫内感染,且胎龄越小,宫内感染的发生率越高,宫内感染可导

致早产儿的多器官损伤,如脑白质损伤(可致脑瘫､听觉损害､认知功能障碍)､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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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早产儿视网膜病等严重不良后果。本课题回顾性分析诊断为宫内感染

的早产儿的高危因素,进行相关因素如早产儿胎龄､出生体重､母孕产情况､母孕期所罹患疾病､早产

儿不良结局等临床分析,探讨上述因素与早产儿宫内感染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该病的早期识别,早
期干预,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从而改善围产儿生存质量。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分析方法,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产科出生,并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早产儿 1458 例,根据其有无宫内感染,将其分为感染

组和非感染组,调查以下内容:胎龄､出生体重､分娩方式､羊水污染､宫内窘迫､胎膜早破､母年龄､母孕

期罹患疾病､早产儿不良结局等。 
结果 共收集符合条件早产儿病例 1458 例,其中发生宫内感染病例 552 例,占 37.86%。单因素分析

显示胎龄､出生体重､羊水污染程度､胎膜早破时间､宫内窘迫､母孕期罹患感染性疾病等因素有统计

学意义,而分娩方式､产妇年龄､产妇妊娠期合并高血压､妊娠期合并糖尿病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

析 logistic 回归显示:出生体重>2500g(OR=4.047, 95%CI:1.069,15.317),胎膜早破时间≥24 小时

(OR=1.634, 95%CI:1.216,2.196)､羊水Ⅱ°､Ⅲ°污染(OR=5.334, 95%CI:2.129,13.367/OR=3.848, 

95%CI:1.728,8.566)､母孕期罹患感染性疾病(OR=5.722, 95%CI:3.997,8.190)是早产儿宫内感染的

独立危险因素,而胎龄在 34-36+6周(OR=0.206, 95%CI:0.058,0.733)是早产儿宫内感染的保护性因

素。通过组间对比分析发现感染组发生早产儿脑损伤､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概率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胎龄小于 34 周的早产儿要警惕宫内感染的发生。产妇胎膜早破时间大于 24 小时,羊水污染程

度越重,早产儿发生宫内感染的可能性越大。产检时加强对孕妇孕期病史的询问,尤其重视其孕期罹

患感染性疾病的病史。对存在宫内感染的早产儿入院后及时完善相关检查,警惕呼吸窘迫综合征､早
产儿脑损伤发生的可能。 
 
 
OR-0806 

前列地尔联合西地那非治疗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的疗效观察 
 

张恩胜
1,黄磊

1,万振霞
1,王庆玲

1,李玉红
1,芦庆花

1,毛青青
1,姜春平

1,王军
2 

1.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山东省妇产医院 
2.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前列地尔联合西地那非,两药物联合应用治疗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患儿 120 例,两组再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60 例给予西地那非联

合高频振荡辅助通气同时给予血氧及血压监测,镇静,纠正酸中毒,维持电解质平衡,给予多巴胺等药物

以维持患儿体循环压力,抗感染治疗等常规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前列地尔治疗。两

组患者均治疗 3~6d 停药。检测治疗前后两组患儿血气指标: PaCO2(二氧化碳分压)､PaO2(血氧分

压)､OI(氧合指数)､pH(酸碱度)及 SaO2(氧饱和度);检测治疗前后两组患儿血压指标: SPAP(收缩期

肺动脉压)和 SBP(体循环收缩压)。记录并比较两组患儿氧疗､住院通气时间及住院费用。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显著有效率分别为 69. 5%和 52.3%,总有效率分别为 93. 2%和 85. 1%; 观
察组患儿治疗后 PaCO2､PaO2､OI､pH､SaO2､SPAP 和 SBP 分别为( 45. 33 ± 5. 22) mm Hg､( 63. 

92 ± 8. 75) mm Hg､( 17. 35 ± 2. 51) ､( 7. 38± 0. 09) ､( 95. 23 ± 3. 17) % ､( 28. 73 ± 6. 26) mm Hg 

及( 72. 85 ± 9. 07) mm Hg,其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患儿氧疗､住院时间均明显

短于对照组(P<0.05),住院费用较对照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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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患儿,早期联合应用前列地尔和西地那非,两药协同,可进一步改善肺

动脉高压,减轻肺动脉高压患儿的症状,能够有效改善患儿血气与血压指标,值得进行下一步临床研

究。 
 
 
OR-0807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used by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in Beijing, China, 2007-2016 
 

Ding Qin,Xie Zhengde,Zhu Yun,Shen Kunli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100045 

 
 

Objective To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used by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in,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eeze and different type of infection. 
Methods From March 2007 to February 2016,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LRTIs who presented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or were admitted to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r intensive care uni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were recruited. ALRTIs were defined as the presence of signs and symptoms 
of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nd lower respiratory signs.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or throat swab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in virus transport media from each patient. The respiratory viral agents, 
including PIV type1–4, IFV, RSV, HRV, EV, HCoV-229E, HCoV-NL63, HCoV-HKU1,and HCoV-
OC43 HMPV, HBoV and HAdV was determined by multiplex RT-PCR, single RT-PCR, or PCR 
assays. Clinical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recorded by careful analysis of patient medical files, 
using a predefined Microsoft Excel spreadsheet. Patients’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radiologic 
finding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In total, 111cases of ALRTIs patients were positive for single RSV, 26 cases were 
detected with single HRV and 46 cases co-infected with both RSV and HRV.  Children from 
single RSV group were younger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RSV-HRV:p=0.001,RSV-CO:p=0.005), 
both single RSV and co-infected groups needed more oxygen therapy compared to single HRV 
infected group. When come to the temperature, co-infected group had higher temperature than 
single RSV infected cases(p=0.004) and was more likely to causing respiratory failure
（p=0.019）.In terms of diagnosis, the rate of co-infection group be diagnosed with capillary 
bronchitis was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On the rate of wheez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only 
found between single HRV infection and co-infection groups (P=0.040), no difference between 
other groups. 
Conclusions Some parts of the clinical features were similar in the three groups, but there still 
h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mean age, body temperature, respiratory failure incidence and oxygen 
demand. Children who were infected with RSV were younger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both of 
single infection with RSV group and co-infection group needed more oxygen therapy. Children 
with simultaneous RSV and HRV infections were prone to higher temperature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Meanwhile, the dual infection of RSV and HRV cases were inclined to be continuous 
wheezing, but have no similar findings between oth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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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08 

Eti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Jiang Wujun,Hao Chuangli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mmon etiolog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cough, an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accessory examination in determining the etiology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school-age children newly referred with chronic cough (> 4 
weeks) were prospectively managed in accordance with an evidence-based cough algorithm 
between March 2012 and December 2013.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ssory examinations in determining the etiology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Results  For single reason: 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 (UACS) (31.4%), CVA (14.4%) and 
post-infectious cough (PIC) (10.2%) were the most common reasons for chronic cough in school-
age children. For multiple reasons: UACS +cough variant asthma (CVA) were most common in 
37 (31.4%) patients, Tic+UACS in 3 (2.5%)，gastroesophageal reflux cough +UACS in 3 (2.5%) 
and eosinophils bronchitis +UACS in 2 (1.7%). Sports-related and dry cough had a high 
sensitivity (94.1 and 82.4%, respectively), while night cough had a high specificity (85.4%) in 
diagnosing CVA. Pharyngeal positive signs and early morning cough had a high sensitivity 
(81.1% and 70.3%, respectively), while wet cough had a high specificity (78.6%) in diagnosing 
CVA. 
Conclusions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were UACS, 
CVA and PIC. Multiple reason should be consideration when single reason not be resolved. The 
cough features had a great value in distinguishing varied etiology of chronic cough in in school-
age children. 
 
 
OR-0809 

Etiologic spectrum and occurrence of coinfections in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wang yuqing, Wu Min ,Jiang Wujun , Hao Chuangli ,Ji Wei ,Zhang Xinxin ,Gu Wenjing ,Shao Xuejun 

Children's hospital Soochow University 10021433 
 
 

Objective Co-infections are common in childhood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 
However, their etiological pattern and clinical impact remains inconclusive. 
Methods Eight hundred forty-six consecutive children with CAP were evaluated prospectively for 
the presence of viral and bacterial pathogens.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were examined by 
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o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for viruses. PCR of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Mycoplasma pneumoniae (M. pneumoniae). Bacteria was detected in bloo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specimen, or pleural fluid by culture. 
Results Causative pathogen was identified in 70.1% (593 of 846) of the patients. The most 
commonly detected pathogens were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22.9%), human rhinovirus 
(HRV) (22.1%), M. pneumoniae (15.8%). Coinfection was identified in 34.6% (293 of 846) of the 
patients. The majority of these (209 [71.3%] of 293) were mixed viral-bacterial infections. Age <6 
months (odds ratio: 2.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2–3.3) and admission of PICU (odds ratio: 
12.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6–97.4) were associated with mix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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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mix infection had a higher rate of PICU admission. The high mix 
infection burden in childhood CAP underscores a need for the enhancement of sensitive, 
inexpensive, and rapid diagnostic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pneumonia pathogens. 
 
 
OR-0810 

Study of Hyperimmunoglobulin E Syndrome (HIES): A 
Report of Four Pediatric Patients in China 

 
fan huifeng,Huang Li,Yang Diyuan,Lu Gen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20 
 
 

Objective Hyper-IgE syndromes (HIES) are rare primary immunodeficiencies characterized by 
remarkably elevated IgE levels, recurrent bacterial infections (especially staphylococcal skin 
abscesses), chronic eczema and recurrent pulmonary infections.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spectrum of clinical and immunological features of China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IES.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medical records of 4 pediatric patients 4 patients who were 
confirmedwith HIES by NIH Score and/or geneticanalysis  at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were evaluated from May 2013 to September 2016. 
Results The most common feature of HIES are recurrent respiratory infection, eczematoid skin 
lesions to varying degrees, mucocutaneous infection，otitis media( P3 and P4)，and food 
allergies(P2) during the course of disease.All patients had at least one episode of pneumonia,3 
patients emerged cavitation with fungal infection on HRCT (P1, P3 and P4), including invasive 
Aspergillus (P3, P4) andP.marneffei (P1). The clearest manifestation was markedly elevated IgE 
of serum by repeated detection (4090-23600IU/ml).Eosinophilia (>0.52×10^9/L) was detected in 
the patients and the percentage of eosinophils varied from 0.54% to 1.92%.The high counts of 
CD3+4+ T cells and CD3+8+ T cells were identified in P4 and P2 respectively.P1 and P4 were 
shown as AD-HIES cases as heterozygous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STAT3 gene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patients suggest that fungi as the important pathogens for children with HIES 
needed more attentions. The important dilemma remains when a suspicion of HIES should be 
raised and further work-up should be initiated particularly in infants. 
  
 
OR-081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suppurative lung disease 
in Southwest China  

 
Tian Xiaoyin,Tang Lin,Zhang Qiyu,Wang Wei,Zhang Guangli,Xie Xiaohong,Geng Gang,Luo Jian,Luo Zhengxiu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Children’s Hospital，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Chronic suppurative lung disease (CSLD)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chronic wet cough 
in children, defined as a disease entity characterized by chronic cough with sputum production 
and recurrent low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which ha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bronchiectasis 
but lack of the typical radiographic change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SLD in our medical center so as to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of diagnostic 
clues and management of CSL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hart review was undertaken of 46 inpatients who presented with 
chronic wet cough, unresponsive to oral antibiotics, and without symptoms and signs of other 
diagno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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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46 chronic wet cough patients were enrolled retrospectively. All patients showed normal 
or nearly normal radiographic image, absent from bronchiectasis changes. The median age was 
10 (3-109) months, 26(56.6%) patients were younger than 12months old. The duration of cough 
was 14.70 (4.7-157) weeks，34（73.9%）patients combined with wheezing. All the 46 patients 
underwent the diagnostic bronchoscopy and presented with purulent bronchitis, airway 
abnormalities were identified in 22(47.8%) patients, 15 (32.6%)patients had airway 
malacia and 12 (26.1%) patients had airway stenosis,among whom 5(10.9%) patients 
were airway malacia coexisting with stenosis. Patients with airway abnorm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younger (7.0months vs 16.0months, P=0.000) than those without airway abnorma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s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showed a predominance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26.9%), followed by Escherichia coli (23.1%), Haemophilus influenza 
(19.2%), there was no multiple antibiotic resistant strains. The cellular differential counts of BALF 
all revealed neutrophilia. 46(100%) patients received intravenous antibiotics and airway clearance 
therapy, the average course was 14.45±4.89 (6-24) days, all got symptoms resolved. Children 
coexisting with airway malacia were more common in the group of longer antibiotic course (＞
14days) than that in the shorter course(≤14days) (47.6% vs 20%, P=0.047). The follow-up 
showed two patients deteriorated into bronchiectasis and 33(71.7%) patients reached clinical 
recovery. 
Conclusions CSLD is a syndrome with presence of chronic wet cough, which has a higher 
incidence in younger children who mostly coexist with wheezing. All the patients present 
with purulent bronchitis under bronchoscopy, and the cellular differential counts of BALF 
reveal neutrophilia. While unresponsive to oral antibiotics, we emphasize the use of intravenous 
antibiotics assisted with airway clearance therapy to eliminate the colonization of bacteria and 
reduce inflammation. For the patients with airway malacia, the course of intravenous antibiotic 
therapy could be prolonged appropriately. 
  
 
OR-0812 

SYK Down-regulated by microRNA 27b-3p in Pediatric 
Asthma Induced by Dust Mites 

 
DONG XIAOYAN1,2, Fang Yudan2, Cai Qin2, Lu Min1, Lu Quan1,Zhong Nanbert3 

1.Department of Pulmonary，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Shanghai Institute of Medical Genetics，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3.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for Basic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taten Island， NY 
 
 

Objective The PI3K-AKT pathway is known to regulate cytokines in dust mite-induced pediatric 
asthma.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steps involved are not clear.In order to clarify further 
the molecular steps,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of certain gene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miRNAs in the PI3K-AKT pathway, whichmight affect the resultant cytokine-secretion.  
Methods In-vivo and in-vitro ELISA,qRT-PCR and microarrays analys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We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some cytokines between 
the dust mite-induced asthma subjects and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transcript levels of the SYK 
and PI3Kgenes werehigher, while those of EGFRwere lower in the former group. A down-
expression of miRNA-27b-3p in the former group was found by microarray analysis. This was 
confirmed by qRT-PCR that found the miRNA-27b-3p transcripts that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SYK and EGFRwere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1) in the same group.This correlated 
with the finding that the transcripts of SYK and its downstream PI3K were decreased in miRNA-
27b-3p transfected HBE, but were increased in HBE transfected with the inhibitor.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themiRNAs in dust mite-
induced pediatric asthma may regulate their target gene SYK and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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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AKT pathwa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cytokines, leading to an asthma attack. 
These findings should add new insight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pediatric asthma 
 
 
OR-0813 

STARS knockout attenuates hypoxia-induced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by suppressing pulmonary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 proliferation 
 

shi Zhaoling,Sun Xi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Xijing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Objective STARS (STriated muscle Activator of Rho Signaling) is a sarcomeric protein, which 
expressed early in cardiac development and involved in pathological remodeling. Abundant 
evidence indicated that STARS could regulate cell proliferation, but it’s exact function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TARS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pulmonary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s (PASMC) and the potential effect on the progression of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stablished a PAH mouse model through chronic hypoxia exposure as 
reflected by the increased RVSP and RVHI. Western blot and RT-qPCR detected the increased 
STARS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in PAH mice. Next, we cultured the primary PASMC from PAH 
mice. 
Results After STARS overexpression in PASMC, STARS, SRF and Egr-1 were up-regulated 
significantly. The MTT assay revealed an increase in cell proliferation. Flow cytometry showed a 
marked inhibition of cell apoptosis. However, STARS silence in PASMC exerted opposite effects 
with STARS overexpression. SRF siRNA transfection blocked the effects of STARS 
overexpression in PASMC. In order to further confirm the role of STARS in PAH mice in vivo, we 
exposed STARS knockout mice to hypoxia and found lower RVSP and RVHI in knockout mice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not only suggest that STAR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H by increas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PASMC through activation of the SRF/Egr-1 pathway,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mechanism for hypoxia-induced PAH. In addition, STARS may represent a 
potential treatment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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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01 

Median effective dose of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sedation for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examination 

in postcardiac surgery and normal children: an up-and-
down sequential allocation trial  

 
Liu Yang1,2,3,Yu Qing1,2,3,Sun Mang1,2,3, Li shangyingying1,3,Zhang Jing1,2,3,Lei Yao1,Li Chaofeng1,Tu Shengfen1 

1.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2.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ritical Disorders. 

3.China Intern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base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ritical Disorders. 
 
 

Objective  Dexmedetomidine has been often used to perform sedation in pediatric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he drug demands may differ between postcardiac 
surgery and normal children to reach adequate depth of sedation to complete the 
echocardiography examination.We conducted a double-blind sequential allocation trial with a 
biased-coin up-and-down design on the use of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to determine the 50% 
effective dose (ED50) of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to achieve sedation for pediatric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examination both in postcardiac surgery and normal children to 
identify any dose-related adverse effects. 
Methods Outpatient children aged four months to three years underwent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under dexmedetomidine sedation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was administered with initial doses ranging from 2ug/kg, the ED50 was 
estimated from the up-and-down method of Dixon and Massey and probit regression. Other 
variables included sedation induction time, echocardiography examination time and wake-up time, 
vital signs, oxygen saturation, and recovery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ED50 of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sedation was 3.25μg/kg (95% CI, 2.72 to 3.78) for 
postcardiac surgery children, 1.88μg/kg (95% CI, 1.71 to 2.04) for normal children , 
respectively.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dation induction time and wake-up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dditionally, no significant adverse events were noted. 
Conclusions It was found that ED50 of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sedation for postcardiac 
surgery children was larger than normal children  to complete the echocardiography examination. 
 
 
PO-0002 

小儿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 3 例并文献复习 
 

张展,岳瑾琢,刘慧,朱洪煊,王爱珍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 3 例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 ALCAPA)患儿的超声心动图图像,并结合相关

文献复习,以提高本病的超声诊断符合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安市儿童医院超声心动图诊断为 ALCAPA,心血管造影确诊的 3 例患儿的超声心

动图特征､ 临床表现､ 心电图特点,结合相关文献复习,总结本病的诊断要点及鉴别诊断。 
结果 3 例患儿发病年龄为 2个月､ 3 个月和 1 岁,1 例误诊为扩张型心肌病,复查时纠正诊断,另 2 例

诊断明确。患儿临床表现为心功能不全;心电图存在异常 Q 波及 ST-T 改变;超声心动图左室扩大,收
缩功能减低,左冠状动脉至肺动脉可见逆向血流;右冠状动脉增粗;心肌内可见侧支循环。心导管造影

提示:主动脉根部造影,RCA 显影起源正常内径增粗;LCA 未显影;造影剂从 RCA 通过侧支血管进入

LCA,从 LCA 进入肺动脉内。总结超声心动图特征:⑴左室扩大, 左室收缩功能减低,室间隔和左室前

壁节段性室壁运动减低;⑵左室心内膜增厚,二尖瓣腱索､ 乳头肌纤维化,回声增强;⑶左冠窦无明确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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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主干开口,可见其肺动脉连接,CDFI 显示左冠状动脉至肺动脉逆向血流信号;⑷右冠状动脉

内径增粗;⑸室间隔及左室壁心肌内可见侧枝循环血流信号。 
结论 ALCAPA 婴幼儿期侧支循环尚不丰富,右冠状动脉增粗不明显,经验缺乏或扫查不仔细易造成小

婴儿的误诊､ 漏诊。本病还需与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 扩张型心肌病､ 冠状动脉瘘鉴别。通过总

结经验提高认识,可显著提高诊断符合率。超声心动图能清楚显示冠状动脉的起源､ 走行以及冠脉

和心肌血流情况,可作为 ALCAPA 的首选筛查方法。 
 
 
PO-0003 

超声评价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疗效 
 

程娟,陈亚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通过灰阶超声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探讨超声对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疗效

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6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神经外科住院接受经眼动脉灌注化疗的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

60 例(60 只眼),男 28 例,女 32 例,年龄 6 个月-7 岁。所有患儿分别于治疗前､ 1次化疗后､ 2 次化疗

后进行灰阶超声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使用 GE Voluson E8 超声诊断仪,11L-D 探头,频率

11MHZ。仪器设置 TI 0.1,MI 0.1。患儿取仰卧位､ 闭眼,探头置于眼睑表面进行横向､ 纵向多切面

扫查。测量肿瘤上下径及前后径,观察肿瘤的形态､ 内部回声和钙化､ 以及血流情况。根据钙化占

肿瘤体积的百分比分为少量钙化(<50%)和大量钙化(>50%)。依据 Alder 血流分级方法将肿瘤血流

分为 0 级(无血流)､ I 级(少量点状血流)､  II 级(可见一条主要血管)和 III 级(血管呈树枝状分布)。并

定义 0 级为无血流型(1 型)､ I 级和 II 级为少血流型(2 类型)､ III 级为血流丰富型(3 型)。 
结果 1､ 灰阶超声显示肿块治疗前后的大小:治疗前肿块的平均长径 16.87±1.82mm,平均厚径

14.05±2.41mm,治疗 1 次后肿块的平均长径 12.22±1.98mm,平均厚径 7.38±2.01mm,治疗 2 次后肿

块的平均长径 9.54±2.03mm,平均厚径 5.56±1.91mm,治疗后肿块的长径和厚径均明显缩小

(P<0.05)。 
2､ 灰阶超声显示肿块治疗前后的钙化情况:治疗前 97%肿块内有少量钙化(58/60),3%有大量钙化

(2/60);治疗 1 次后,67%有少量钙化者(40/60),33%有大量钙化(20/60);治疗 2 次后,30%有少量钙化

(18/60),70%有大量钙化(42/60)。治疗后肿块内钙化明显增多(P<0.01)。 
3､ 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肿块治疗前后的血流情况:治疗前 70%(42/60)肿瘤内血流为 3型､ 2 型

30%(18/60);1 次治疗后,由 3 型降为 2 型 30 个,2 型降为 1 型 10 个;治疗 2 次后,再有 3 个由 3 型降

为 2 型,17 个由 2 型降为 1 型。治疗前后肿瘤内血流呈逐渐减少趋势(P<0.05)。 
结论 灰阶超声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能准确测量小儿视网膜母细胞瘤大小及评估肿瘤内部钙化和

血流情况,超声检查可为临床提供眼动脉灌注化疗疗效的评估方法。 
 
 
PO-0004 

超声诊断脐尿管囊肿､ 腹股沟脾脏一例 
 

彭晓卫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脐尿管囊肿的超声诊断。 
脐尿管囊肿属于脐尿管畸形,位于脐下正中腹壁深处,介于腹横筋膜与腹膜之间,脐尿管两端闭合,而中

间未闭形成的一个腔隙。往往合并感染时出现症状,在超声检查时也容易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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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4 例经手术证实脐尿管囊肿患儿的超声图像分析,男 3 例,女 1 例;年龄分别为 2 岁､ 4 岁､ 5
岁､ 7 岁;检查仪器采用飞利浦 IU22,GE E9,检查使用高频及凸阵探头,患儿取仰卧位,常规检查腹腔

及双肾､ 膀胱。 
结果 4 个患儿检查时均有发热,腹痛,3 例视诊时脐下皮肤隆起,1 例剑突下至脐下皮肤均有红肿。4
例患儿 B 超检查所见脐下正中腹壁深部见囊性包块,包块随呼吸运动,囊腔内液体混浊,囊壁增厚,囊
腔内壁毛糙,囊壁可见血流信号(见图)。3 例患儿第一次超声检查诊断为脐尿管囊肿,1 例第一次检查

诊断为阑尾囊肿,第二次检查诊断为腹壁脓肿,第三次检查才诊断为脐尿管囊肿。4 例患儿感染控制

后均手术治疗,痊愈。 
结论 脐尿管残留属于脐尿管畸形,开放的脐尿管在膀胱与脐之间交通,伴有尿液从脐部排出,这种情况

在超声检查时比较好诊断,超声检查时膀胱上方与脐部可见一条管状结构,膀胱充盈时,用探头加压膀

胱,可见尿液向上流动。 
      脐尿管囊肿由于脐尿管两端闭合,而中间未闭形成的一个腔隙,无感染时,患儿没有症状,不会引起

家属的注意;当有感染时囊肿增大,脐部至耻骨上缘皮下可见包块,有压痛,本组 4 例患儿均属于这种情

况,其中一例引起广泛的蜂窝组织炎。 
      脐尿管囊肿容易误诊为阑尾脓肿､ 梅克尔憩室､ 卵巢囊肿､ 腹壁脓肿等疾病;本组有一例两次误

诊;分析其误诊原因,往往是检查医生对脐尿管畸形不了解而造成。 
      总之,超声医生对脐尿管畸形有清晰认识的情况下,脐尿管囊肿诊断正确率是比较高的脐尿管残

留属于脐尿管畸形,开放的脐尿管在膀胱与脐之间交通,伴有尿液从脐部排出,这种情况在超声检查时

比较好诊断,超声检查时膀胱上方与脐部可见一条管状结构,膀胱充盈时,用探头加压膀胱,可见尿液向

上流动。 
      脐尿管囊肿由于脐尿管两端闭合,而中间未闭形成的一个腔隙,无感染时,患儿没有症状,不会引起

家属的注意;当有感染时囊肿增大,脐部至耻骨上缘皮下可见包块,有压痛,本组 4 例患儿均属于这种情

况,其中一例引起广泛的蜂窝组织炎。 
      脐尿管囊肿容易误诊为阑尾脓肿､ 梅克尔憩室､ 卵巢囊肿､ 腹壁脓肿等疾病;本组有一例两次误

诊;分析其误诊原因,往往是检查医生对脐尿管畸形不了解而造成。 
      总之,超声医生对脐尿管畸形有清晰认识的情况下,脐尿管囊肿诊断正确率是比较高的。 
 
 
PO-0005 

应用组织多普勒技术评价活动期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患儿左室功能改变 

 
刘芳,张展 ,方玲,刘慧,王爱珍,刘百灵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应用超声心动图检查联合组织多普勒技术(TDI)评价活动期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患儿左室功

能改变。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3 月—2017 年 2 月在我院风湿免疫科确诊并进行住院治疗的活动期幼年

特发性关节炎且行心脏超声检查的患儿 25 例(男 9 例,年龄 10.45±4.36 岁,病程 48.24 ± 30.98 月);以
年龄及性别匹配的 30 例健康患儿作为对照组(男 10 例,年龄 11.55±3.54 岁)。测量左室舒张末期容

积(EDV)､ 收缩末期容积(ESV)､ 每搏量(SV)､ 短轴缩短率(FS)､ 射血分数(EF)､ 舒张早期二尖瓣

大前向血流速度(E)､ 舒张晚期二尖瓣 大前向血流速度(A)､ E/A比值､ 二尖瓣环舒张早期运动

速度(Ea)､ 二尖瓣环舒张晚期运动速度(Aa)､ Ea/Aa 比值。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病例组与对照

组间各参数差异,P<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二尖瓣舒张早期 E 峰速度减低(79.51 ± 16.09vs99.43 ± 23.66)cm/s,P 
<0.05;E/A 比值减低(1.07 ± 0.56vs 1.48 ± 0.16),P <0.05;组织多普勒参数 Ea 减低(15.76±3.24 vs 
17.91±3.29)cm/s,P <0.05,Aa 增高(13.84 ± 4.76vs9.78 ± 2.35)cm/s,P <0.05,Ea/Aa 比值减低(1.17 
± 0.64vs1.84 ± 0.21),P <0.05。其余参数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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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超声心动图检查联合 TDI 技术可发现活动期 JIA 患儿左心舒张功能改变,在检测活动期 JIA 患

儿左心功能异常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O-0006 

青春期前子宫卵巢超声正常参考值及 
对超声中枢性性早熟的诊断效力 

 
罗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Z 值主要作用为推定样本测值在总体正态分布人群中的位置,自提出以来,已广泛应用于很多关

键器官或组织的正常范围界定中。而青春前的子宫及卵巢正常大小在界定性早熟或者子宫发育不良

上尚未推行这一方法。本文意在探讨及建立正常 3-8 岁间女童子宫大小及卵巢大小正常参考测值并

提出相应公式。并分析其对中枢性性早熟(CPP)的诊断能力。 
方法 所有实验对象行超声检查时纪录子宫及卵巢三个 大经线。使用近似体积计算公式计算卵巢

及子宫体积。所有采集数据行正态分析检验。 
本文分对照组和实验组(即 CPP 组)。对照组病例选择我院行儿保的 3-8 岁女童,排除体重或身高不

在 95%区间内者､ 已初潮者,行激素筛查排除内分泌疾病者,并行骨龄摄片排除骨龄异常者。排除卵

巢或子宫上存在其他占位病变者。实验组选择我院确诊的 CPP 患儿,排除已治疗过或合并其他疾病

者,记录其第一次超声。 
对照组使用回归分析分析超声测值与身高(H)､ 体重(W)､ 年龄(age)､ BSA 及 BMI 的相关性。得到

相关度 高数据后,使用 Z 值公式得出正常儿童超声测值与生长发育指标计算公式。 
实验组使用测得数据减去对照组内公式计算出的相应正常测值,再值除以对照组内取得的该正常值

的 SD,得到 Z 值,命名为 Z2。对照组各个数据也使用该方法取得相应的 Z 值,命名为 Z1。两数值进行

ROC 分析,取得实验组的 佳诊断 Z 值。 
结果 对照组获得病例 112 例。年龄与 BSA及身高､ 体重均呈正相关,与 BMI 无明显相关性。3~7
岁间各相邻年龄阶段卵巢平均大小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卵巢体积与所有生长发育指数均无明显

线性关系。7 岁与 8 岁之间卵巢体积大小差异有意义;总结 3~7 岁小儿卵巢平均体积为

0.60cm3±0.24,八岁平均体积 0.76cm3±0.14。子宫前后径､ 长径､ 宽度及体积与各个指数的关系中

子宫长度和年龄的回归性 好,其次是子宫体积。据年龄(A)与子宫长径(Y)得出公

式,Y=1.064*A+10.789,SD=1.92,实际测得数值为 B,Z=[B-(1.064*A+10.789)]/SD。 
实验组获得病例 68 例。由于上述发现子宫长度与年龄相关度 佳,故而实验组仅使用该对指标进行

实验。使用 ROC 曲线发现子宫长度为 佳诊断方法,其 SD>2.5 为 佳诊断点。 
结论 3-8 岁小儿既往文献认为卵巢 7 岁前基本处于静止状态。而子宫长度与年龄相关性好,可作为

评价子宫发育程度的一个指标。本文使用 CPP 患者为实验组, 得出 佳诊断 Z 值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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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07 

儿童不同部位腹痛的超声影像表现 
 

刘杰,邹敏书,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腹痛患儿的疼痛部位与彩色多普勒超声影像学表现的相关性。 
方法 对本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7 月诊治的 91 例儿童腹痛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年龄

1~13 岁。 
结果 91 例腹痛患儿中,其中疼痛位于脐周 65 例(B 超显示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44 例,腹腔积液 3 例,肠
套叠 1 例,腹腔未见异常 17 例);疼痛部位不详 9 例(B 超显示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5 例,腹腔未见异常 1
例,腹腔胀气 3 例);左腹疼痛 12 例(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7 例,腹部无异常 3 例,肠管扩张 1 例,左肾输尿

管积水 1 例),右腹部疼痛 5 例(肠系膜淋巴结炎 3 例,腹部无异常 1 例,脂肪肝 1 例)。脐周疼痛占本组

急症病例中的 71%,肠系膜淋巴结炎占总病例的 64%。(结合国内淋巴结肿大标准,淋巴结>10mm 为

肿大)。 
结论 儿童腹痛病因复杂,虽然以脐周疼痛为临床表现的肠系膜淋巴结炎 常见,但仍需结合超声等相

关检查,才能尽快明确病因,达到治疗目的。 
 
 
PO-0008 

罕见眼牵牛花综合征超声表现及特征 
 

刘菊仙,杨裕佳,罗燕 
四川大学 610041 

 
 

目的 探讨小儿牵牛花综合征(Morning glory syndrome,MGS)患眼超声表现及特点。 
方法 2005~2016 年确诊为 MGS 并有完整高频超声眼部检查资料的 6 例患儿(7 只患眼)纳入研究,回
顾性分析其超声及临床表现。 
结果 6 例患儿(男 4,女 2)诊断时年龄 5~60 月,中位年龄 8.5 月。12 只眼中 7 只 MGS:伴视网膜脱离

2 例;伴永存原始玻璃体增生症(PHPV)及眼小 1 例,对侧眼白内障;仅伴 PHPV 1 例;双眼 MGS 1 例;无
合并眼病 MGS 1 例。二维超声表现:7 只 MGS 患眼视盘区呈局限性凹陷状,边界清楚,形态规则,与
玻璃体相通,深面突向眼球后极视神经走行方向,病灶 大深度为 4~15mm,平均(8.29±4.42)mm, 大

宽度为 4~11mm,平均(6.86±2.67)mm;凹陷内未见正常视神经回声;局部放大观察 5 个凹陷病灶底部

显示有弱回声充填;7 只患眼视神经轴末端与凹陷底部相距距离不一, 近者呈紧贴状态, 远者相距

约 4.5mm。彩色血流显像:7 例凹陷区周边血流信号(Adler,2~3 级)明显较凹陷内部血流(Adler,0~1
级)丰富。 
结论 MGS 眼易伴其他眼部病变。视盘区局限性凹陷区为该病典型超声表现特征。超声有助诊断

MGS,且还能进一步发现其他伴发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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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09 

小儿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超声表现与特点 
 

刘菊仙,罗燕,向波 
四川大学 610041 

 
 

目的 探讨小儿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PTP, 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r of the pancreas)的超声表

现特点。 
方法 根据我院超声､ 临床､ 病理数据库,收集 2007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我院所有具有完整上述资

料的年龄小于 18 岁的小儿胰腺肿瘤病例,回顾性地分析小儿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超声表现以及超

声诊断价值。 
结果 小儿胰腺肿瘤患儿共 23 例 24 个肿瘤病灶,其中实性假乳头状瘤患儿共 16 例(66.7%),皆为单发,
皆为女孩(100%)。平均年龄 15.06 ± 2.54 岁,肿瘤 大径大小 6.56 ± 2.68cm (2.6~11.6cm),纵径与

横径比 1.30±0.22(1.0 ~1.8),纵径与横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超声显示 81.3% (13/16) 
SPTP 边界清楚,81.3% (13/16) 形态规则,内部回声不均质 100%(16/16),囊性变约 87.5% (14/16),肿
瘤后方增强 87.5% (14/16),CDFI 提示 81.3% (13/16)肿瘤内为乏血供表现,无发现局部淋巴结长大

(100%),3 例(18.8%)伴有钙化,1 例伴有胰管扩张(6%)。4 例病灶超声造影(CEUS)具有动脉期周边环

状增强,实质期低增强,内部存在持续不增强区域。病理结果显示所有 16 例皆为良性,无恶性或恶性

潜能表现,病灶内显示不同程度的出血坏死。超声诊断 SPTP 敏感性 87.5%, 特异性 62.5%, 阳性预

测值 82.35%,阴性预测值 71.43%。 
结论 小儿 SPTP 是小儿胰腺肿瘤中 常见的肿瘤,良性多见,女孩多见是其临床特点,具有一定的超声

表现特点,超声二维､ CDFI､ CEUS 有助于 SPTP 诊断。 
 
 
PO-0010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儿童睾丸良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胡慧勇
1,陈亚青

2 
1.上海市儿童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儿童睾丸良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3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儿童睾丸肿瘤的超声声像图表现,依据病理诊断分为睾丸良

性肿瘤组和睾丸恶性肿组,分析比较良性肿瘤组和恶性肿瘤组肿瘤大小､ 形态､ 边界､ 回声性质､

是否伴钙化､ 液化区大小､ 以及彩色血流等声像图特征,以 Alder 血流分级法;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

析预测睾丸良恶性肿瘤的超声特征,并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睾丸肿瘤独立声像图特征对肿瘤

良恶性的诊断效能。 
结果  63 例儿童睾丸肿瘤中,良性睾丸肿瘤 42 例(66.67%),恶性睾丸肿瘤 21 例(33.33%)。良性肿瘤

组的肿瘤 大径小于恶性肿瘤组(17.5mm±7.5mm vs 29.0mm±12.2mm ,P<0.01)。在声像图特征方

面,良性肿瘤组肿瘤内部的钙化和大于 10mm 无回声区均多于恶性肿瘤组(P<0.05);良性肿瘤组的血

流分级低于恶性肿瘤组(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血流分级为预测睾丸肿瘤良恶性的独立因素,当
以 Alder 分级≥ 2 为良恶性诊断阈值,则血流分级对睾丸肿瘤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5.2%,78.6%。 
结论  儿童睾丸良恶性肿瘤的超声声像图表现存在一定差异,彩色血流分级为预测睾丸良恶性肿瘤的

独立因素,彩色多普勒超声有望成为儿童睾丸肿瘤良恶性的鉴别的重要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502 
 

PO-0011 

不同分娩方式新生儿肺部超声的表现 
 

武荣,徐霞,马丽,王淑敏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 017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肺部超声表现,比较顺产和剖腹产新生儿肺部超声的不同。 
方法 收集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产科 2016 年 12 月 01 日—2017 年 01 月 30 日足月顺产和剖腹产正

常新生儿,分别于产后 1天､ 2天､ 3 天…至肺部超声表现正常,行新生儿肺部超声检查。收集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顺产和剖腹产新生儿 B 线阳性率分别为 23%､ 90%,卡方检验 P=0.000,认为顺产和剖腹产新

生儿 B 线阳性率不同有统计学意义。顺产新生儿 B 线消失时间为 2.18±1.535 天,剖腹产新生儿 B 线

消失时间为 3.52±1.705 天,t 检验,t=-4.324,P=0.000,P<0.001,认为顺产和剖腹产新生儿 B 线消失时

间不同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剖腹产新生儿 B 线阳性率高于顺产新生儿,剖腹产新生儿 B 线消失时间长于顺产新生儿。不同

分娩方式新生儿肺部超声表现不同。 
 
 
PO-0012 

Shone's 综合征的超声心动图诊断价值分析 
 

张玉奇,陈丽君,张志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分析 Shone’s 综合征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图像特征,评价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对 Shone’s 综合

征的诊断价值,分析超声心动图漏误诊的原因,旨在提高超声心动图技术对 Shone’s 综合征诊断的准

确性。 
方法 35 例经心外科手术明确为 Shone’s 综合征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对其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进行回

顾性分析。 
结果 Shone’s 综合征畸形主要包括二尖瓣瓣上环(31 例)､ 二尖瓣狭窄(30 例)､ 主动脉缩窄(26 例)､
主动脉瓣狭窄(27 例)､ 主动脉瓣下狭窄(16 例)､ 主动脉瓣上狭窄(6 例)。35 例患者中 22 例(62.86%)
合并其他心血管系统畸形, 常见的合并畸形有肺动脉高压(21 例)､ 动脉导管未闭(12 例)､ 房间隔

缺损或卵圆孔未闭(9 例)､ 室间隔缺损(8 例)､ 左侧上腔静脉残存(4 例)､ 单支左冠状动脉(1 例)､ 三
房心(1 例)。35 例患儿中,超声诊断符合 26 例(占 74.29%);超声漏､ 误诊 9 例(占 25.71%),其中 4 例

漏诊二尖瓣上环､ 2例漏诊降落伞样二尖瓣､ 1例漏诊主动脉瓣下狭窄､ 1 例漏诊主动脉二叶瓣畸

形､ 1 例漏诊主动脉缩窄。 
结论 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可以较准确地诊断 Shone’s 综合征的各种组合畸形,但容易漏诊,必要时

可行 MRI 检查。 
 
 
PO-0013 

超声心动图诊断先天性三尖瓣口无功能一例 
 

刘小芳,刘庆华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对先天性三尖瓣口无功能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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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PHILIPS iE Elite 心脏超声诊断仪小儿心脏进行检查评价。 
结果 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右房右室内径增大,三尖瓣瓣环位置正常,心尖四腔心切面及右室流入道切

面均未探及明显三尖瓣瓣叶､ 腱索及乳头肌结构,于大动脉短轴切面可探及部分类似瓣叶结构。彩

色多普勒显示三尖瓣口大量往返血流及卵圆孔处双向过隔血流。 
结论 超声心动图对先天性三尖瓣口无功能具有重要诊断价值。 
 
 
PO-0014 

小儿先天性心室憩室超声诊断 
 

岳瑾琢
1,张展

2 
1.西安市安琪儿医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超声心动图评估小儿先天性心室憩室的诊断价值。 
方法 2013 年至 2014 年 两名女性就诊患儿,年龄分别 3､ 12 岁,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分别发现左心室

及右心室憩室结构。使用 Philip 公司 IE33 超声仪,扇扫探头频率 8-5MHz､ 5-1MHz。 
结果 3 岁患儿无明显不适,家长主诉出生时心脏超声提示卵圆孔未闭,要求复查。超声心动图检查示

左心室二尖瓣后瓣环与左心室下壁之间局部室壁变薄,形成憩室,向后向上突入左心房,形态似花瓣状,
收缩期增大,舒张期变小;壁连续完整,无肌组织结构呈高回声,厚约 2mm,壁呈矛盾运动; 短轴切面显

示二尖瓣环后内方与憩室壁粘连 ,瓣环受憩室挤压向左侧移位,瓣叶支撑尚好,启闭正常。彩色血流显

示憩室内血流与左心室交通,未发现其他心脏畸形。超声心动图提示先天性左心室纤维性憩室。 
12 岁患儿腹胀､ 腹水少量,CT 诊断前纵隔畸胎瘤,临床要求穿刺活检。超声检查淤血肝,肝静脉及下

腔静脉扩张;纵隔包块为有舒缩功能的心脏结构,随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右心室游离壁近心尖部两

处室壁向外膨出,形成两个憩室,相距约 10mm,憩室壁略薄,含心肌组织,与心室腔同步收缩舒张;左心

室形态改变,心尖圆顿,局部心包回声增强,脏壁层粘连,心室壁舒张受限。彩色血流显示憩室内血流与

右室交通。超声心动图提示先天性右室肌性憩室(多发),合并缩窄性心包炎可能。 
结论 超声心动图可以准确评估和诊断小儿先天性憩室,判断憩室的组织学类型。 
 
 
PO-0015 

高频超声在结肠息肉中的诊断价值及漏误诊分析 
 

花立春,周昕,朱善良,陈俊,唐颖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高频超声对于小儿结肠息肉的诊断价值,分析漏误诊的原因,旨在提高高频超声对于儿童结

肠息肉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选取 78 例经手术或结直肠镜病理证实的结肠息肉病例,回顾性分析其超声图像特点并着重分析

其漏误诊原因。 
结果 78 例结肠息肉患儿,76 例为幼年特发性结肠息肉(JPS),2 例为黑斑息肉,部位以乙状结肠居多,
超声诊断正确率 89.74%(70/78 例),超声图像共同特征为肠腔内的稍低回声结节,边界清晰,幼年性息

肉内可见网眼状细小无回声囊,黑斑息肉可呈稍高或等回声结节,内可见辐射状低回声,无囊性区,两种

类型息肉均可见蒂连接于肠腔,可见蒂内丰富柱状血流延伸至结节内部后分支呈树枝样,呈“蒲公英”
征。漏诊 6 例(7.69%),其中 2 例合并肠套叠仅诊断出肠套叠,4 例提示正常。误诊 2 例(2.56%),1 例

误诊为淋巴结,另 1 例误诊为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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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频超声对于儿童结肠息肉有较高的检出率,且无创､ 易重复､ 特异性高,但对于肠道气体较多

､ 患儿体脂厚､ 息肉位置深在的病变漏诊率高,应多角度多切面,必要时结合凸阵探头或生理盐水灌

肠法扫查,提高准确率。 
 
 
PO-0016 

The analysis of misdiagnosis and underdiagno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echocardiographic performance of the 

anomalous origin of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contralateral sinus  

 
Ma Rongchuan,Jin Mei,Yang Sheng,Deng Ying,Zhang Xingyuan,Wang Xianmin 

Chengdu Women&Children's Central Hospital 610091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chocardiagraphic performance of the patients with the anomalous origin 
of left coronary artery(LCA) from right Valsava sinus(RVS) and abnormal route. And to improve 
the prevalence of this disease by modifying the screening method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echocardiagraphic screening method and diagnosis of two patients with 
the anomalous origin of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right Valsava sinus and abnormal route, and 
refer to literature to summarize the echocardiagraphic feature. 
Results 1.There was no left coronary artery trunk and branches originating from left Valsava 
sinus(LVS). The left main coronary artery originated from RVS, and had a steep-angled course 
between aorta and pulmonary artery. This disease was confirmed by multislicel spiral CT. 2.There 
was no coronary artery origin from LVS. The LCA was origin from RVS by multiple screening 
views and with the course on the anterior wall of right ventricle, then toward the left of heart. Color 
Doppler could perform in the anomalous course segment of this coronary artery. This was 
confirmed by surgical operation for the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onclusions It was under diagnosis easily when patients with the anomalous origin of coronary 
artery from contralateral Valsava sinus performed echocardiagraphy. The prevalence could be 
improved by modifying the screening methods. It was help to lower the risk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PO-0017 

先天性右心房畸形的超声心动图诊断 
 

吴力军
1,2,张玉奇

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分析先天性右心房畸形(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of the right atrium,CMRA)的彩色多普勒超

声心动图图像特征,评价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对 CMRA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 例经心外科手术诊断为 CMRA 患者的超声心动图检查资料。 
结果 CMRA 声像图特征为右心房或右心耳明显扩张,右心房壁及冠状静脉窦管腔憩室形成。本组原

发性右心房扩张 4 例､ 右心房憩室 3例､ 原发性右心耳扩张 2例､ 冠状静脉窦憩室 2 例。本组单纯

性 CMRA 1 例,合并其他心血管系统畸形 10 例,其中卵圆孔未闭 8例､ 房间隔缺损 3例､ 三尖瓣发

育小 2 例､ 三尖瓣中度反流 1 例。11 例患儿中,超声诊断符合 8 例(72.7%);误诊 3 例(27.3%),其中 1
例原发性右心房扩张误诊为三尖瓣下移畸形,1 例右心房憩室误诊为原发性右心耳扩张,1 例冠状静脉

窦憩室误诊为冠状静脉窦开口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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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可以比较准确地诊断先天性右心房畸形的各种病变,但容易误诊,需要与

三尖瓣下移畸形鉴别。 
 
 
PO-0018 

二维斑点追踪技术评价川崎病患者左室收缩功能的研究 
 

王海永,童明辉,吴婷婷,雷海燕,王佳冰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儿童医院 730030 

 
 

目的 运用二维斑点追踪技术(two dimensional speckle tracking imaging 2DSTI)评价川崎病患者不

同时期左室收缩期节段及整体峰值应变(strain S)及应变率(strain rate SR)变化,并分析左室 S 及 SR
与常规参数及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院急性期诊断为 KD 患者 50 例,进一步分为冠状动脉扩张(coronary artery dilation 
CAD)(n=18)及冠状动脉正常(coronary artery normal CAN)亚组(n=32),同期选取 40例年龄､ 性别

相配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运用常规超声心动图及 2DSTI技术分别于急性期､ 亚急性期及恢复期

获取常规参数及左室整体纵向应变(systolic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GLS)及应变率(systolic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rate GLSR)､ 整体环向应变(systolic 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 GCS)及应变率

(systolic 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 rate GCSR)､ 左室各节段纵向､ 环向 S 及 SR,并于急性期获

取实验室参数。1.比较分析:1)各时期整体 KD 患者各参数与正常对照组对比。2)整体 KD 患者不同

时期间各参数对比。3)急性期 CAD 组各参数与 CAN 组比较。2.相关性分析:左室 S 及 SR 与常规超

声心动图参数､ 实验室指标及 CAD 相关性。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急性期 KD患者左室质量指数､ 左冠状动脉､ 右冠状动脉均升高,GLS､ 基
底段纵向 S､ 中间段纵向 S､ GCS 及基底段环向 S 均减低;亚急性期 KD 患者 LVMI､ LCA 仍较

高,GLS 及中间段纵向 S 开始升高但仍较低,恢复期各参数间无明显差别。与 KD 患者急性期相

比:KD 患者亚急性期 LVMI 较低,GLS､ 基底段纵向 S､ GCS 及基底段环向 S 均升高;与 CAN 组相

比,CAD 组 C型反应蛋白､ 红细胞沉降率､ 白细胞､ 谷丙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均明显增高,余参

数均未见明显差异;急性期整体 KD 患者左室 GLS分别与左室质量指数､ C 反应蛋白呈负相关(r=-
0.795 P=0.000),(r=-0.67 P=0.041),未见左室 S 及 SR 与 CAD 相关。 
结论 2DSTI是一项简单､ 能精确评估 KD 患者左室心肌功能的新方法,其能在常规超声心动图测得

左室收缩功能正常情况早期发现患者左室心肌收缩功能异常,对辅助临床早期诊断该类疾病､ 远期

随访及降低冠状动脉损伤发生率有一定应用价值。 
 
 
PO-0019 

左心耳瘤 2 例并文献复习 
 

李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左心耳瘤是一种罕见的心脏病变。通过分享我院诊断经历及回顾文献资料,提高临床及超声医

师对本病的认识,以达到尽早诊断及治疗的目的。 
方法 病例 1,女,4 岁,因“呼吸道感染”就诊,胸片发现心脏增大,超声心动图:左室侧壁与壁层心包间可见

一大小约 45.0mm×21.3mm 无回声区,与左心耳相通。病例 2,女,4 个月,外院胸片及超声心动图检查

提示心脏增大,心功能减低,诊断心肌病。我院超声心动图:左房室呈球型重度增大,左心耳呈瘤样扩张,
大小约 21.7mm×48.6mm,与心包腔无明显交通。左室射血分数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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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左心耳瘤多为先天性,绝大多数在儿童时期由于瘤体小,没有症状,在偶然检查中发现。瘤体扩大

到一定程度出现有症状,大多成年,通常表现为心悸,胸痛,运动后呼吸困难,中风等。瘤体巨大囊壁薄,
可出现自发性或外伤性破裂。由于存在上述潜在风险,一旦确诊,即使没有症状也应尽早手术治疗。 
结论 超声心动图是诊断左心耳瘤安全､ 有效的首选方法:成人左心耳的正常长度在 2~3cm,当左心耳

长度超过 3cm 被认为“瘤样扩张”;儿童不同年龄的正常值不同,超过左心房的 1/2 视为异常。掌握本

病的超声诊断要点,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可使患者得到及时治疗。 
 
 
PO-0020 

超声心动图对小儿冠状动脉瘘的应用价值 
 

刘丹,陈娇,郭楠,朱琦,华益民,罗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冠状动脉瘘(coronary arterial fistulae, CAF)是指冠状动脉与心腔或其他血管之间存在异常交通,
血液从冠状动脉经瘘管分流到有关心腔和血管。大多数属于较少见的先天性畸形,检出率为 0.1%-
0.2%,占全部先心病患者的 0.005%-0.07%[1]。本文回顾性分析近 7 年来我院经超声心动图诊断冠状

动脉瘘并行心导管检查的患儿,旨在评价超声心动图对于小儿冠状动脉瘘诊断与疗效评估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本文回顾性纳入从 2011 年 1 月至今我院经超声心动图诊断的冠状动脉瘘患儿 20 例,所有患儿

均行心导管检查,川崎病冠状动脉扩张合并冠状动脉瘘的患儿不纳入本研究中。本文应用 Philips 
iE33 及 GE Vivid 7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 2-10MHz,常规采集超声心动图所需切面及数

据测量,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相配合,在大动脉短轴非标准切面观察有无异常扩张冠状动脉,观察其

管径､ 走形､ 管腔内有无异常回声充填､ 管腔内血流显像､ 瘘入部位､ 瘘口及分流血流频谱。分析

患儿的超声图像特征并与心导管检查结果相对照。 
结果 20 例患儿中,超声心动图诊断左冠状动脉-左室瘘 1 例,左冠状动脉-肺动脉瘘 2 例,左冠状动脉-
右房瘘 3 例,左冠状动脉-右室瘘 4 例,右冠状动脉-右房瘘 2 例,右冠状动脉-右室瘘 7 例,右冠状动脉-
右室瘘合并左冠状动脉-肺动脉瘘 1 例。心导管结果提示 18 例患儿诊断与超声心动图一致,符合率

90%,其中 16 例患儿成功行冠状动脉瘘封堵治疗。另外 1 例合并冠状动脉异常起源的患儿心导管检

查未提示冠状动脉瘘,另外 1 例合并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及重度二尖瓣反流的患儿心导管检查提

示为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16 例经介入封堵的患儿术后 1月､ 3 月及 6 月复查超声心动图,
均未见封堵器移位､ 残余分流､ 血栓形成等异常情况。 
结论  超声心动图由于其具有无创､ 安全､ 经济,且能同时观察到心腔的大小､ 功能､ 室壁的运动和

冠状动脉的走形､ 瘘口的位置､ 血流等优点,成为临床的首选检查。在合并其他心内畸形时需多切

面扫查尽量避免漏诊及误诊。综上,超声心动图在小儿冠状动脉瘘的诊断､ 治疗方案选择和疗效评

估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PO-0021 

高频超声在血友病关节中的应用价值 
 

杨胜
1,金梅

1,李晓静
1,2,周敏

1,张星园
1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2.成都市新世纪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确诊血友病关节超声检查结果,评价高频超声在儿童血友病性骨关节中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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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 一般资料: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4 月在我院确诊血友病患儿 34 例进行重要关节超声检查进

行回顾性分析。血友病诊断标准参照文献。患儿年龄 1 岁 4 月—16 岁,平均年龄 6 岁 3 月,其中重型

11 例,中间型 23 例,受检关节中膝关节 102 个,踝关节 74 个,肘关节 32 个。 
2:方法: 
仪器:飞利浦 CX50 及飞利浦 IU-ELITE 彩色诊断仪。探头型号:高频矩阵探头,频率:3—12MHz。 
扫查切面:纵切面､ 横切面､ 冠状切面 
观察项目:(1)积液/积血;(2)纤维隔膜;(3)滑膜增厚;(4)增厚滑膜内血流情况;(5)软骨改变;(6)骨质改变

情况; 
结果 滑膜增厚 172 个关节,关节腔积液 8 个关节(2 例为肘关节,其余均为膝关节髌上囊积液),增厚滑

膜内血流丰富 4 个关节,纤维隔膜 2 个关节,含铁血黄素沉着 170 个关节(2 例滑膜增厚小于 2.5mm,
含铁血黄素不易辨认),软骨变薄 2 个关节,骨质受损 2 个关节,骨囊肿 2 个关节,关节无明显异常改变

36 个。 
结论 部分靶关节由于出血量少,仅凭肉眼及查体无法评判,容易漏诊,反复的出血易引起关节功能障碍,
延误患儿 佳治疗时间。只有通过相关影像学检查来弥补,MRI 为评价血友病性骨关节病变的影像

学金标准。但 MRI 成像时间较长,要求患儿在安静状态下检查,不能摆动,且费用昂贵。常规 X-ray 对

成骨的骨性病变及关节间隙改变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对软组织病变难以进行评价;我们采用高频超声

对血友病性骨关节病变进行评价,可以清楚显示软组织病变情况,对于软骨及关节面外侧邻近骨质变

化可清楚显示,且能对滑膜血供进行评估,判断关节病变处于急性期还是静止期。对于评价血友病关

节病变程度,目前国内使用的为 Head-Us 量表和 Melechiorre 量表,二者相结合分析,可更全面评判血

友病关节软组织､ 软骨及骨质受损程度。超声可实时动态监测病情变化,及时准确地评估患儿关节

病变情况,协助临床制定 佳治疗方案,改善血友病患儿生活质量。 
 
 
PO-0022 

1800 例小儿呕吐性疾病的腹部超声诊断结果分析 
 

王婷,刘百灵,杨礼,张展,李娜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超声对临床以“呕吐”为主要表现的患儿进行常规肝胆胰脾､ 泌尿系､ 及胃肠道进行探查,总结

小儿腹部呕吐性各类疾病的超声特点及表现,揭示小儿呕吐性疾病超声诊断的有效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9 月期间以呕吐来我院就诊的患儿 1800 例,年龄 0-14 岁。使用 PHILIP IU22
及 HDI 5500 超声诊断仪,C5-8 凸阵探头,L5-12 高频探头,常规检查对患儿肝胆胰脾及胃肠道。 
结果  超声共检出正常结果 415 例,阑尾炎 370 例,其中单纯性阑尾炎 95 例,化脓性阑尾炎 104 例,阑
尾周围脓肿 117 例,坏疽性阑尾炎伴穿孔 11 例,阑尾周围脓肿合并麦克尔憩室 43 例;肠套叠 340 例,
肠套叠合并麦克尔憩室 7 例;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331 例;肠梗阻 124 例,肠胀气 120 例,先天性肠

旋转不良 18 例;胰腺炎 17 例,其中急性胰腺炎 14 例,坏死性胰腺炎 3 例;肠闭锁 14 例,小肠闭锁 9 例,
结肠闭锁 5 例;肠道蛔虫 13 例;胆道结石 9 例,胆囊结石 6 例,胆总管结石 3 例;十二指肠膜式狭窄 7 例;
十二指肠压迫综合征 5 例;胆总管囊肿破裂 4 例;输尿管结石 3 例;环状胰腺 2 例;胆道蛔虫 2 例;腹内

疝 2 例。其中漏诊 6 例,分别为胆总管囊肿破裂 4 例,阑尾周围脓肿伴麦克尔憩室 2 例;误诊 2 例,为
先天性肠旋转不良。以上所有病例均由临床及手术证实。 
结论 通过 1800 例呕吐性疾病的腹部超声检查,及时发现和诊断了小儿肝胆胰脾､ 泌尿系､ 及胃肠

道以呕吐就诊的常见病､ 多发病及较少见疾病,并得出各类疾病的超声特征,为临床提供给了可靠的

诊断依据及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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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23 

女童胃肠间质瘤误诊为卵巢肿瘤 1 例及文献复习 
 

罗红,严霞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胃肠间质瘤( GISTs) 是胃肠道 常见的间叶性肿瘤,由未分化或多能分化的梭形细胞和或上皮

样细胞构成,患病率约为 0.001% ~0.002%。GISTs 约 70%发生于胃,其中胃体:胃窦:贲门为

2:1:1;20%发生于小肠, 发生率空肠>回肠>十二指肠;<10%发生于大肠,且发生率直肠>结肠;少部分

发生于胃肠道外,如肠系膜､ 网膜､ 腹膜后间隙和盆腔,其发病年龄以中老年为主,在儿童较少见,本研

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和总结 1 例女童盆腔胃肠间质瘤的临床资料及影像学图像特点,探讨其影像特点

及误诊原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和总结 1例女童盆腔胃肠间质瘤的临床资料､ 超声及 CT 图像特点。 
结果 临床特点:青春期女童,因生长发育检查发现盆腔包块半年,直径约 6cm,无腹痛腹胀､ 阴道流血

及胃肠道症状;妇科相关肿瘤标记物 CA125､ CA199､ CEA､ AFP 及 HCG 均为正常值;专科查体示

盆腔偏左实性包块,质硬,边界清楚,活动。超声图像特点:盆腔偏左查见大小约 7.8cmx5.1cmx6.6cm
的实性弱回声,边界尚清,周边及其内有血流,RI:0.79;子宫体前后径 1.5cm,内膜呈线状;右卵巢查见,左
卵巢未显示;盆腹腔未见积液。CT 图像特点:盆腔左侧子宫左上方见实性肿块,密度不均 ,形态较规

则,边界清楚,增强后不均 强化,周边强化较明显,增强后似可见左卵巢血管蒂征,肿块与子宫间有粗

大血管交通,血管似稍扭曲;未见腹膜增厚;腹主动脉旁及左髂总淋巴结稍大。结合超声及 CT,术前考

虑左卵巢肿瘤可能性大。术后病检:乙状结肠间质瘤。 
结论 GISTs 是常见的黏膜下肿瘤,术前诊断困难, 终诊断要依靠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需免疫组化。

GISTs 超声表现以腹部实性不均质低回声肿物为主,CDFI 肿块血流呈点状,线状或分枝状。本文患

儿为青春期女童,因生长发育检查发现包块,缺乏妇科常见临床症状,肿瘤因位置低,位于盆腔,左卵巢

未显示,故误诊为卵巢肿瘤。文献报道,影像学检查如超声､ CT 极易将低位胃肠间质瘤误诊为附件肿

瘤,其原因为�GISIs 较大､ 与子宫相邻且与肿瘤同侧的卵巢显示不清,‚GIST 为少见病,发病率低,妇
儿影像医生对外科源性肿物如 GISTs 认识不足。当缺乏妇科症状且超声显示盆腔实性肿物者,应尽

可能追肿物与踪子宫､ 附件的关系,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于肿瘤血管蒂征的显示有利于肿瘤准确定位,
除了考虑或排除妇科疾病时,还要想到胃肠间质瘤等外科性疾病。 
 
 
PO-0024 

新生儿先天性左心室憩室 1 例长期随访及文献复习 
 

刘雪芹,王瑜丽,邱建星,王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新生儿孤立性先天性左心室憩室的诊断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早产儿孤立性先天性左心室憩室的临床表现､ 超声心动图､ 心脏核磁检查特

点及诊断以及 7 年余随访情况,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男,32 周早产儿,出生体重 1.7Kg,剖宫产出,出生无窒息,母患重度先兆子痫。患儿生后 1 天

诊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I-II 期),经治疗恢复。生后一周出现发作性口周发绀､ 凝视及肌张力增

高,ECG 示室性早搏及室性心动过速,左室起源,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左心室扩大,左心室收缩功能减低,
于左心室基底部下､ 后侧壁探及一局限性瘤样膨出,大小约 2.2X1.3X1.5cm,瘤体壁较正常左心室壁

稍薄,瘤壁与室壁运动同向,运动幅度减弱,膨出腔内血流与左心室血流同步,腔内血流畅通,无明显湍

流及慢血流信号,余心腔及大血管结构未见异常,诊断为孤立性先天性左心室憩室,予静脉利多卡因治

疗,患儿室性心动过速停止,2 周后室性心律失常消失。3.8 岁时 CT 冠状动脉造影无异常,心脏核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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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示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憩室壁无延迟强化。目前已随访 7 年余,患儿生长发育正常,室性心律失常

无复发,左心室憩室无扩大,左心室仍轻度扩大,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复习文献,不合并心脏结构畸形

及心外畸形的孤立性先天性左心室憩室可在胎儿期或新生儿期发现,多无症状,预后较好,但需与先天

性室壁瘤鉴别,后者常出现心力衰竭､ 心律失常､ 憩室穿孔､ 血栓形成等并发症,预后较差。 
结论 不合并心脏结构畸形及心外畸形的新生儿孤立性先天性左心室憩室预后较好,需注意与先天性

室壁瘤鉴别,后者预后差,需积极治疗。 
 
 
PO-0025 

超声心动图在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不同分型中 
的诊断价值 

 
郁怡,席丽丽,赵丽娇,孙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在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不同分型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03 年 8 月-至今在我院收治并明确诊断为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LCAPA)的患

者共 15 例,男 9 例,女 6 例, 年龄 2 个月~37 岁。其中 2 例合并房间隔缺损,1 例合并卵圆孔未闭,其余

均为单发 ALCAPA。超声检测与评价方法 采用 Philips SONOS 5500 或 iE33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
分别采用 S8 探头, 频率为 5~8MHz;S4 探头, 频率为 2~4MHz 或 S5 探头, 频率为 1~5MHz。所有患

者均常规进行经胸左心室长轴观､ 主动脉根部短轴观､ 主动脉短轴肺动脉长轴观､ 心尖四腔观､ 心

尖五腔观､ 胸骨旁左心室短轴观､ 剑突下四腔观和双房观､ 胸骨上窝大血管等标准切面观的超声检

查。全程图像记录,需要时反复脱机分析。 
结果 15 例患者经超声心动图检查后 13 例明确诊断, 1例患者超声心动图显示为左､ 右冠状动脉扩

张,当时未予确诊, 经心血管造影证实为 ALCAPA。另 1 例患者开始诊断为左冠状动脉-右室瘘,后再

行超声检查认为是 ALCAPA, 终经心血管造影确诊。15 例 ALCAPA 包括 10 例婴儿型,5 例成人

型。 
婴儿型 ALCAPA 的超声心动图表现:①左冠状动脉起源异常: 在左冠窦处未显示左冠状动脉开口, 而
在肺动脉壁上可见左冠状动脉开口。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肺动脉内有异常血流信号,脉冲多普勒超

声显示以舒张期为主或双期湍流频谱。②右冠状动脉起始段内径较正常增宽,走行纡曲。③左室乳

头肌回声均增强,以前外侧乳头肌回声增强更明显,并可见出现左室壁节段活动异常或整体收缩活动

减弱。④存在不同程度的二尖瓣反流,6 例为轻度反流,3 例为中度反流,1 例为重度反流伴二尖瓣脱

垂。⑤右冠状动脉内径与主动脉瓣环内径比值>0.12。⑥3 例患者室壁间可见侧支循环, 以室间隔处

明显,管径粗细不等。脉冲多普勒可测及低速连续性血流信号。⑦左室收缩功能降低, EF 值为(48.15 
±5.36)%。 
成人型 ALCAPA 与婴儿型的超声心动图表现不同之处:患者的左､ 右冠状动脉代偿性增粗,侧支循环

特别丰富,左冠状动脉由右冠状动脉经侧支供血,左室大小和收缩功能(60.32±6.28)%维持正常。5 例

患者存在轻微~轻度二尖瓣反流,右冠状动脉内径与主动脉瓣环内径比值>0.20。 
结论 超声超声心动图具有价廉､ 无创､ 安全､ 简便和可重复检查等优点,对 ALCAPA 具有较高的诊

断价值。婴儿型和成人型 ALCAPA 有明显的区别。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510 
 

PO-0026 

儿童肠淋巴瘤继发肠套叠的超声诊断价值 
 

张展,方玲,李娜,刘百灵,王爱珍,张延刚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通过总结儿童原发肠道淋巴瘤导致肠套叠的超声声像图特征,提高对其原发病的超声诊断符合

率。 
方法 选择西安市儿童医院 2014 年 1 月—2017 年 6 月行急诊超声检查提示 “肠淋巴瘤继发肠套叠”,
并经手术及病理确诊 “淋巴瘤”的 8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患儿年龄 2 岁~11 岁,中位年龄 4.5 岁;其
中男 3 例,女 5 例;患儿中 7 例为首发肠套叠,1 例为反复出现复套。 
结果 8 例患儿均行肠套叠切开复位术,术中见套叠头部存在异常包块予以切除,包块位于回盲部 6 例

､ 回肠 1 例,升结肠 1 例。术后病理提示:8 例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 Burkitt 淋巴瘤 7 例,弥漫性

大 B 细胞淋巴瘤 1 例。总结肠道淋巴瘤导致继发肠套叠的超声声像图特征:右侧腹可探及一混合回

声包块,纵断呈“套筒”征,横断呈“同心圆”征,此为肠套叠的特征性表现。在套叠肠管的头端见肠壁弥漫

性增厚 3 例,为浸润型肠淋巴瘤,超声表现为肠管管壁明显增厚,分界不清,呈低回声或极低回声,彩色

多普勒显示增厚的肠壁血流信号丰富;在套叠肠管的头端探及实性包块 5 例,为肿块型肠淋巴瘤,超声

表现为实性包块,边界清晰,内部呈低回声或极低回声,包块内无明显液性暗区及钙化斑,彩色血流显示

实质性包块内血流信号丰富。其中 1 例患儿为肠道多发淋巴瘤,该患儿反复多次出现肠套叠,超声探

及肠腔内 8-10 枚低回声实性结节,与术中所见相符。 
结论 对于 2 岁以上儿童的肠套叠需要仔细扫查,识别其肠道的原发病变。儿童肠淋巴瘤在超声声像

图上具有特征性表现,因此超声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病灶,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诊断参考,明显改善患儿

的预后。 
 
 
PO-0027 

小儿鳃裂瘘管的分型及超声诊断 
 

刘百灵,杨礼,王婷,朱洪煊,方玲,李娜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高频超声对小儿鳃裂瘘管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8 例经我院超声提示并经手术治疗的小儿鳃裂瘘管高频超声声像图特点及临床资

料,其中男性 16 例,女性 12 例。年龄 2 月~12 岁,其中,2 月~3 岁者 18 例,3 岁~12 岁者 10 例。位于

右侧耳后 2 例,颈部右侧 8 例,颈部左侧 17 例,双侧颈部 1 例。其中 16 例表现为颈部瘘孔伴透明液体

流出,8 例为颈部红肿,4 例为颈部触及无痛性肿块。 
结果 1. 手术病理结果 
   28 例中,第二鳃裂瘘管 20 例(占 71.4%),伴感染 14 例;第一鳃裂瘘管 3 例,第三或第四鳃裂瘘管 3
例(合并化脓性甲状腺炎),错构瘤 1 例,间叶组织恶性肿瘤 1 例。 
2. 超声表现 
28 例中, 6 例位于颈上部,其中 1 例腮腺内见混和回声肿块,3 例甲状腺及周围软组织感染伴脓肿形

成。22 例病变位于颈中下部,其中 16例可见大小不等囊性､ 混合性肿块,肿块 大 21×19mm, 小

5×4mm。18 例颈部外瘘口位于胸锁乳突肌前缘中下部,瘘孔纵切面可见管状回声向深面组织延伸,
管状结构内呈低回声 10 例,无回声 5 例,可见气体回声 1 例。 
3. 超声诊断符合率 78.6%,漏误诊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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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例右耳后第一鳃裂瘘管表现为不均质低回声结节误诊为淋巴结炎,1 例第一鳃裂瘘管累及右侧腮

腺误诊为腮腺局部化脓性炎症;1 例错构瘤及 1 例间叶组织恶性肿瘤均误诊为第二鳃裂瘘管;2 例第三

或第四鳃裂瘘管累及甲状腺反复感染,误诊为化脓性甲状腺炎。 
结论 高频超声可直观显示鳃裂瘘管的部位､ 大小､ 形态及内部回声,与周边组织的关系,以及进一步

追踪瘘口位置,能辅助诊断鳃裂瘘管的分型,可为手术时机及手术路径的选择提供帮助。 
 
 
PO-0028 

福建省 0-3 岁婴幼儿儿心量表筛查法的应用及 ROC 曲线评价 
 

欧萍,卢国斌,王艳霞,刘桂华,钱沁芳,杨式薇,李国凯,杨闽燕,余秋娟,黄珊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评估 0-3 岁婴幼儿儿心量表筛查法的应用效果。 
方法 分层随机选取 2015-2016 年就诊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保健科门诊 0-3 岁健康婴幼儿

609 例,以 Gesell 发育量表为金标准,对入选婴幼儿分别行 Gesell 发育量表诊断和儿心量表筛查法测

验。 
结果 在 609 例婴幼儿中,儿心量表筛查法评定阳性组为 247 例,Gesell 量表智能评定阳性组为 212
例。总样本及各月龄组小儿进行儿心量表筛查法评估结果的灵敏度分别为 91.0%､ 87.5%､ 92.6%
､ 95.7%､ 92.9%､ 88.0%､ 92.0%､ 92.9%､ 87.5%;假阴性率(FNR)分别为 9.0%､ 12.5%､ 7.4%
､ 4.3%､ 7.1%､ 12.0%､ 8.0%､ 7.1%､ 12.5%;Kappa 值分别为 0. 75､ 0. 68､ 0. 72､ 0. 77､ 0. 
76､ 0. 74､ 0. 68､ 0. 86､ 0. 75。ROC 曲线下面积(AUC)=0.827(P<0.01),95%置信区间(0.723 - 
0.931)。 
结论 应用 0-3 岁儿心量表筛查法操作较为便捷可靠,该法部分月龄段条目进一步优化后可在福建省

推广使用。 
 
 
PO-0029 

高原地区 2016 年藏族健康儿童生长发育现状 
 

德吉美朵,次旦卓嘎,索朗卓玛,次旦旺姆,金雪峰,王香莉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在拉萨地区(海拔 3690 米)进行 1860 例藏族儿童(3-4 岁)儿童生长发育前瞻性研究,掌握藏族

儿童的体格发育现状,为高原地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在西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海拔 3690 米),对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间进行 1860 例 3-4 岁

藏族健康儿童并进行了认真分折,同时除外患有疾病､ 其他民族的儿童。诊断标准:实用儿童保健学.
黎海芪。将研究对象 1860 例 3-4 岁藏族健康儿童结果纳入研究;测量体重､ 身高(长)､ 头围(顶臀长)
､ 坐高､ 4 项体格发育指标,按男女各分为 4 个年龄组。 
结果  儿童的体重､ 身高(长)､ 头围(顶臀长)､ 坐高､ 4 项体格发育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同
年龄组除 3 岁组男女间无统计学差异外 4 岁组头围和胸围男性大于女性;藏族男童体重､ 胸围,女童

体重､ 身长与 2005 年内陆九市城区数据比较 3 岁以后逐渐落后,藏族男童身高､ 坐高后逐渐落后,
藏族儿童头围男童 4 岁以后低于内陆儿童。藏族女童胸围 4 岁以后略低于内陆儿童。藏族男女童头

围明显高于 WHO 标准,女童 3 岁前 BMI 略高于 WHO 标准。 
结论 藏族儿童的体格发育符合自然发展规律,部分指标仍落后于内地儿童和 WHO 体格发育标准,提
示应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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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30 

小非编码 RNA miR-23b-5p 调控棕色脂肪细胞生热作用的研究 
 

尤梁惠,高尧,崔县伟,王星云,王兴,季晨博,郭锡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mRNA-23b-5p 是我们筛选寒冷刺激后小鼠棕色脂肪差异非编码 RNA 时发现的､ 低表达于刺

激后棕色脂肪组织的 miRNA。本研究进一步探讨 mRNA-23b-5p 对小鼠棕色脂肪细胞分化及生能

作用和机制。 
方法 通过 miRNA-seq 技术筛选出小鼠棕色脂肪组织寒冷刺激前后差异表达的 miRNAs;采用 qPCR
技术验证差异表达的 miRNAs在寒冷､ β3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CL-316,243 刺激前后的表达变化;
以原代分离的小鼠及人棕色脂肪前体细胞为细胞模型,经 1-甲基-3异丁基黄嘌呤加地塞米松､ 罗格

列酮､ 胰岛素､ 吲哚美辛､ T3 方案诱导分化为成熟脂肪细胞,给予 CL-316,243 和 cAMP 诱导剂毛

喉素进行产热刺激,qPCR 技术验证差异表达的 miRNAs 在棕色脂肪细胞生能前后的表达变化;构建

小鼠 miR-23b-5p 过表达的慢病毒载体感染小鼠棕色脂肪前体细胞,以空载病毒组作为对照,采用油

红 O 染色及甘油三酯检测定性定量地观察脂肪细胞分化状态;采用 qPCR 技术检测棕色脂肪细胞分

化､ 产热及线粒体拷贝数标志基因的表达变化;应用 seahorse 仪器检测细胞能量代谢水平(耗氧量)
的变化。 
结果 1. miRNA-23b-5p 在寒冷和 CL-316,243 刺激的棕色脂肪组织中表达水平显著降低;2. miRNA-
23b-5p 在 CL316,243 和毛喉素处理的小鼠棕色脂肪细胞中表达水平显著降低;3. miRNA-23b-5p 过

表达组甘油三酯､ 油红 O染色､ 分化相关基因(PPARγ, C/EBPβ, C/EBPα 和 FABP4)较对照组比,
无显著变化;4. miRNA-23b-5p 过表达组棕色化标志基因(Ucp-1,Dio2,Cidea 和 CytoC)､ 线粒体拷贝

数､ 细胞能量代谢水平(耗氧量)较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miR-23b-5p 在寒冷和 CL-316,243 刺激的小鼠棕色脂肪组织中表达显著下调,与药物刺激成熟

棕色脂肪细胞的结果一致;小鼠棕色脂肪前体细胞中过表达 miR-23b-5p 后对细胞成脂能力和分化标

志基因的表达无显著影响,但是可以显著抑制小鼠棕色脂肪细胞生热功能,提示 miRNA-23b-5p 基因

可作为肥胖防治的一个潜在靶标。 
 
 
PO-0031 

二甲双胍对人内脏白色脂肪细胞能量稳态的影响 
 

王星云,沈丹,李沄,王兴,崔县伟,季晨博,郭锡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0 

 
 

目的 二甲双胍作为二型糖尿病治疗的一线药物,具有有显著减轻体重的效果。虽然 HOME､
UKPDS 等大量 RCT 研究已证实这种减重作用对 T2DM人群､ 肥胖､ 超重以及正常体重人群均有
效。但目前二甲双胍对脂肪细胞能量代谢的影响及机制仍鲜有报道。本研究拟在体外水平探究二甲

双胍对人原代内脏白色脂肪细胞(human visceral white adipocyte cells, hWAC-v)能量平衡的影响。 
方法 分别以 0､ 0.5､ 1､ 2.5､ 5､ 7.5､ 10 mM 浓度二甲双胍处理成熟 hWAC-v 12､ 24､ 48 小时

后检测细胞活性､ 凋亡基因的表达以及甘油三酯含量。以 Seahorse 能量代谢仪,检测不同浓度二甲

双胍处理 24 小时后,对脂肪细胞 ATP生成量､ 有氧､ 无氧呼吸影响。同时,检测能量代谢相关基因

及蛋白水平表达量变化以及线粒体拷贝数。检测其对葡萄糖摄取的影响､ 检测胞内

NADP+/NADPH 含量,检测胞内磷酸戊糖､ 乳酸含量。进一步以 AICAR(1 mM)､ 二甲双胍(5 mM)
､ 去甲多吗啡(2 μM)､ 二甲双胍+去甲多吗啡､ AICAR+去甲多吗啡处理 hWAC-v 24 小时后,检测脂

肪细胞代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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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二甲双胍呈浓度依赖方式抑制 hWAC-v 胞内脂质的聚集,同时促进 hWAC-v 对葡萄糖的摄取。

二甲双胍可以促进基础状态下 hWAC-v 内 ATP 的生成,但抑制 大有氧呼吸能力,促进糖酵解及磷酸

戊糖途径;仅在较高浓度时(7.5､ 10 mM)促进细胞内乳酸的产生。在 hWAC-v,线粒体拷贝数､ 有氧

呼吸相关基因:mt-ND6､ mt-CytC､ UCP-1 等表达量均受二甲双胍抑制, ACC 及 HSL 的磷酸化水平

显著增高。AICAR 也表现出相似的效果,且这种效果可以被去甲多吗啡所抑制。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二甲双胍可以促进 hWAC-v 对葡萄糖的摄取,同时降低脂肪细胞内甘油三酯的含量,
且基础 ATP 生成量增多。提示,二甲双胍主要以低效率方式(磷酸戊糖途径)产生 ATP,利用摄入的葡

萄糖,当浓度较高时,因底物积累,促进乳酸的生成;且这种作用依赖于 AMPK 信号通路的激活。本研

究在能量平衡角度为肥胖的治疗提供了抑制能量摄取与促进能量消耗之外的新思路。 
 
 
PO-0032 

南京市 1-5 岁儿童下肢发育与步态问题的调查及分析 
 

宋骏
1,张敏

1,芮洪新
1,陈忆晴

1, 张光宝
1,吴茜

1,窦淑娟
1,解雅春

1,郭锡熔
1,2,童梅玲

1,池霞
1,2 

1.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医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 1-5 岁儿童下肢骨骼发育与步态问题之间的联系,为儿科临床医生诊断儿童步态问题､ 提

出早期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门诊体检的 741名儿童进行步态分析､ 同时进行股四头肌角(Q
角)､ 下肢踝距､ 下肢旋转成角的测量。 
结果 (1)不同年龄组儿童间的 Q 角和踝距数值均存在统计学差异(F=51.28､ 11.27,P 均<0.05)。
(2)1-5 岁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 Q 角持续增大,至四岁时达到峰值,随后 Q 角值减小,且 Q 角这种随年

龄的变化趋势无性别差异。(3)当儿童存在生理性膝外翻､ 扁平足､ 双足旋前､ 足内旋这些下肢发

育问题时,Q 角和踝距的值都普遍偏大,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5 岁儿童股四头肌角､ 下肢踝距存在动态变化过程,并呈现随年龄增长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
当 1-5 岁儿童存在生理性膝外翻､ 扁平足､ 双足旋前､ 足内旋这些下肢发育问题时,Q 角和踝距的值

都普遍偏大。 
 
 
PO-0033 

代谢紊乱及炎性因子分泌异常在肥胖儿童高血压中的作用 
 

尹春燕,肖延风,张美真,李敏,王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儿童期的血压水平不仅与成人后高血压的发生显著相关,更是早期独立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因素。尽管肥胖与高血压的发生密切相关,但不是所有的肥胖患者 终都会出现高血压。目前仍不

清楚肥胖患者发生高血压的原因,推测肥胖患者体内特定的代谢紊乱及低度炎症反应可能是引起高

血压的原因。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肥胖患儿体内代谢紊乱及炎性因子对血压的影响及其在高血压

中的作用。 
方法 以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8 月就诊于我院小儿内分泌门诊的 120 例肥胖儿童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 74 例,女 46 例,年龄 7-18 岁。入院后测量所有儿童身高,体重,腰围,BMI,并计算 SDS-BMI。入院

后休息 10 分后于安静状态下测量血压,连续测量 3 次,取平均值。所有儿童空腹 12 小时后于第二天

早晨留取空腹血 4ml,其中 2ml用来测量血糖､ 血脂全套。其余 2ml 离心后取上层血清,用酶联免疫

法检测血中胰岛素,Sfrp5,Wnt5a,hsCRP 和 TNF-α,并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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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高血压组肥胖儿童与非高血压组比较,HOMA-IR(胰岛素抵抗指数),TG(甘油三酯),TC(总胆固

醇),LDL(低密度脂蛋白)等指标显著升高,t 值分别为 3.41,4.27,3.85,6.23,P<0.05;Sfrp5 在肥胖高血压

儿童中显著降低,t 值为 6.38,P<0.05;而 Wnt5a,hsCRP 及 TNF-a 在肥胖高血压儿童中显著升高,t 值
分别为 5.82,2.98; P<0.05。相关分析显示:SDS-SBP 及 SDS-DBP 均与 BMI 及 SDS-BMI 显著相关, 
P<0.05;SDS-SBP 与胰岛素,TC,TG 及 HOMA-IR 等代谢指标显著相关,P<0.05;而 SDS-DBP 仅与胰

岛素及 TC 显著相关;而与 TG 及 HOMA-IR 无相关性,P>0.05;SDS-SBP 和 SDS-DBP 均与抗炎性因

子 Sfrp5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炎性因子 Wnt5a､ hsCRP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TNF-a 与 SDS-SBP
及 SDS-DBP 之间不具有相关性。多元线性回归显示胰岛素､ 腰围､ TC､ Sfrp5､ Wnt5a 及 hsCRP
与 SDS-SBP 显著相关;TC､ Sfrp5､ Wnt5a 及 hsCRP 与 SDS-DBP 显著相关。 
结论 TC,hsCRP,Wnt5a,Sfrp5 与肥胖儿童血压水平密切相关,在肥胖相关的高血压发病及进展中具

有重要作用 
 
 
PO-0034 

肥胖儿童的生活方式研究 
 

张安易
1,李生慧

2,马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研究我国学龄儿童中肥胖的发病率以及相关生活方式对肥胖发病的影响。 
方法 数据来源于 2005 年 11 月至 12 月在我国进行的一项学龄儿童睡眠相关问题的普查,根据我国

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随机选取 8 大城市进行普查。本文选取的生活方式相关方面主要包括

饮食方面,屏幕暴露,生活质量以及体育活动四大方面,并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结果 我国儿童肥胖的发病率大约为 10.2%,经过分析得出学龄儿童四大不良生活方式的未调整 OR
值(95%CI)分别为:饮食因素 1.125(0.955-1.327);长期的屏幕暴露 1.124(1.054-1.198);朋友少

1.128(1.080-1.177);常被家长责骂 1.081(1.031-1.134);常被老师责骂 1.126(1.065-1.190);较少的体

育运动 1.116(1.071-1.163)。其中朋友少,常被家长以及老师责骂作为生活质量低下的标准。饮食因

素对肥胖发病的影响无意义,所以在 终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未包括。 终模型中,各方面的 OR 值

(95%CI)分别为:长时间电视屏幕暴露 1.104(1.035-1.178),朋友很少 1.091(1.044-1.141),经常被家长

责骂 1.040(0.988-1.094),经常被老师责骂 1.099(1.036-1.166)和较少的体育运动 1.096(1.050-
1.143)。 
结论 在我国部分学龄儿童中存在的长时间屏幕暴露,生活质量低下以及较少的体育运动等不良的生

活方式与肥胖的发病有着很大的关系,家长应予以重视,减少肥胖儿童中这些不良生活方式的存在,对
未患肥胖的儿童也应避免出现这些情况。 
 
 
PO-0035 

从 PKA 信号通路的角度探讨母体慢性应激环境 
与后代青春期异常行为发生风险的关系 

 
胡柳,黄月君,李跃娃,林广裕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从 PKA 信号通路的角度探讨母体慢性应激环境与后代青春期异常行为发生风险的关系。 
方法 本项目组采用慢性应激母鼠模型与正常母鼠的后代进行对照研究,对两组母鼠的后代予以不良

刺激(强迫游泳试验),观察并记录子鼠在面对急性应激后的行为反应,同时检测子鼠血液生化(乳酸､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515 
 

pH 值､ 葡萄糖和 Ca2+)的改变,采用磁共振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检测子鼠

大脑海马氨基酸类神经递质的代谢情况,并用 western blot 检测 PKA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PKA､
CREB､ GluR)及代谢酶(PAG､ GAD､ GABA-T)的表达情况,然后对各个指标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1)母体孕前慢性应激所产子鼠在面对急性应激时,脑内谷氨酸(Glu)较正常组子鼠明显增加

[F(7,136)=26.44,p<0.001];(2)脑内积聚的 Glu 在谷氨酰胺合成酶(PAG)的作用下合成谷氨酰胺

(Gln)。应激组雄性子鼠右侧海马中的 PAG 未随着 Glu 的增加出现上调,破坏了 Glu/Gln 的平衡

[F(7,136)=3.41,p=0.002],因此,雄性子鼠在旷场试验中表现出焦虑样行为;(3)脑内的 Glu 还可通过谷

氨酸脱羧酶(GAD)生成 γ-氨基丁酸(GABA),而 GABA 又可通过 γ-氨基丁酸转氨酶(GABA-T)生成

Glu。面对急性应激时,应激组子鼠乳酸堆积[F(3,68)=9.59,p<0.001],pH 值较正常组子鼠下降

[F(3,68)=18.85,p<0.001],因此 GAD 活性比正常组子鼠升高[F(7,136)=155.08,p<0.001],而 GABA-T
活性较正常组子鼠降低[F(7,136)=140.28,p<0.001],导致 GABA 较正常组子鼠增加

[F(7,136)=52.64,p<0.001],这种改变在应激组雌性子鼠右侧海马明显,因此,应激组雌性子鼠在强迫游

泳中表现出抑郁样行为;(4)酸中毒会引起 Ca2+内流,血 Ca2+下降[F(3,68)=23.8,p<0.001],负反馈抑制

GluR[F(7,136)=60.82,p<0.001],使 p-PKA 减少[F(7,136)=61.76,p<0.001],引起 p-CREB 下降

[F(7,136)=45.9,p<0.001], 终导致 PKA 下游的神经蛋白表达下降。 
结论 母体孕前处于慢性应激环境可能会增加子代在青春期罹患急性应激所致行为异常的风险,且这

种影响存在“大脑半球偏侧化效应”和“性别差异”。本结果可拓展对急性应激所致儿童心理行为疾病

的认识,有利于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该类疾病。 
 
 
PO-0036 

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生长代谢的 1 年随访研究 
 

何必子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目的:回顾性研究极超低出生重儿生后 1 年的生长代谢情况。 
方法 我院 2009 年-2012 年收治的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符合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病例,根据胎龄与出

生体重的关系分为 SGA 组与 AGA 组,用 t 检验､ c2检验和非参数检验比较两组患儿体格生长情况

及血生化代谢指标。 
结果 纳入研究的早产儿共 88 例,SGA 组 53 例,AGA 组 35 例。SGA 组生长迟缓的出院时发生率按

体重､ 身长､ 头围分别 78.0%,75.5%和 35.5%,出院后生长迟缓呈下降趋势,随访至 12 个月仍有

31.6%未完成追赶生长;AGA 组在矫正 3 个月前生长迟缓发生率呈升高趋势,矫正 3 个月时生长迟缓

发生率按体重､ 身长和头围分别是 27.1%, 31.8%和 8.1%,随后逐渐下降。体重 Z 评分 SGA 与

AGA 存在显著差异(P<0.05),SGA 组的 Z 评分曲线始终在 AGA 组下方,但两者差距在矫正 6 个月前

呈缩小趋势。两组体格测量指标在矫正 3个月､ 矫正 6 个月和矫正 9 个月基本无显著性差异

(P>0.05),血生化代谢指标出院时和出院后比较,表现 PA､ Ca､ ALB 等明显改善,而 TBA 出院时 高,
出院后逐渐下降。 
结论 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生后体格生长变化快,且 SGA 儿与 AGA 儿生长轨迹存在差异,应注意加强随

访和营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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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37 

1893 例早产儿听力筛查及随访研究 
 

刘云亮,李燕芳,张沁铭,翁其珠,葛品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了解早产儿听力学特点,探索早产儿听力筛查和随访的方法。 
方法 对 1000例无高危因素足月儿､ 1021 例低危早产儿及 1872 例高危早产儿出院前 TEOAE 初

筛,42 天 TEOAE 及 AABR 复筛,未通过者在 3月龄､ 6 月龄内听力学诊断,即使通过者也在 3､ 6､ 9
､ 12 月龄采用 TEOAE 听力随访,随访未通过者进行听力学诊断。 
结果 各组不通过率情况:足月儿初筛未通过 87 例(8.7%),复筛未通过 11 例(1.1%),诊断未通过 2 例

(0.2%); 低危早产儿儿组初筛未通过 95(9.5%),复筛未通过 16(1.6%),诊断未通过 6 例(0.6%);高危儿

组初筛未通过 251(13.4%),复筛未通过 58(3.1%),诊断未通过 24 例(1.3%)。各组不通过率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各组 6 月龄时听力损失确诊情况:足月儿确诊 2 例感音神经性耳聋,一例双侧轻度感音

神经性耳聋,一例单侧极重度感音神经耳聋;低危早产儿组:确诊 2 例传导聋(中耳积液),4 例感音神经

性耳聋,其中 2 例为中度感音神经性耳聋,2 例为单侧轻度感音神经性耳聋;高危早产儿组:24 例中,有
6 例确诊传导聋(中耳积液),2 例考虑听神经病,4 例双侧轻度感音神经性耳聋,2 例双侧极重度感音神

经性耳聋,2 例双侧中度感音神经性耳聋,5 例单侧轻度感音神经聋,2 例单侧中度感音神经性耳聋,1
例单侧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各组听力随访情况:足月儿组未发现迟发性听力下降,低危早产儿组

发现 1 例初筛 TEOAE 通过,42 天 OAE随访未通过､ AABR 通过者,3 个月检查诊断为中耳积液,6 月

龄复查诊断听力正常。1 例 3 月龄确诊为单侧中度感音神经聋(ABR v 波阈值 60dBnHL),6月龄､ 12
月龄复查大致正常(ABR v 波阈值 30dBnHL);高危早产儿组发现 2例初筛､ 42 天筛查均 TEOAE 通

过,AABR 未通过,诊断为听神经病。1 例 6个月时随访未通过､ 诊断确诊为双侧中度感音神经聋(左
侧 40dBnHL,右侧 50dBnHL)。1 例 6 个月时听力随访不通过,诊断为重度感音神经聋(双侧

90dBnHL)。1 例初筛时未通过,42 天随诊 OAE､ AABR 均通过,3 个月随诊时 OAE 又不通过, 终 3
个月确诊为轻度传导聋(中耳积液),6 月龄时再诊断仍有积液,给予药物治疗。 
结论 早产儿听力障碍发病率高,且存在听力波动和听神经病及迟发性听力下降等情况,采用 OAE 联

合 AABR 对其筛查及随访极其重要。 
 
 
PO-0038 

孕母维生素 D 水平与婴幼儿神经发育影响的初步研究 
 

池美珠,朱琳,金芳芳,邵浩然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并研究孕母维生素 D 水平对婴幼儿神经发育的影响,为妇幼公共卫生维生素 D 缺乏防治措

施的制定提供依据,及早筛查､ 及早干预。 
方法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院孕检并分娩的孕母及其分娩的足月健康新生儿。孕母 25-
(OH)D<50nmol/L 维生素 D 缺乏为观察组(80 例),25-(OH)D>50nmol/L 为对照组(80 例),纳入孕母均

为>28 周的妊娠晚期。入选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在首次纳入时采集静脉血 3ml 进行 25-(OH)D
的测定;新生儿出生断脐后立即取脐静脉血 3ml 进行 25-(OH)D 的测定;各组随访至生后 6 个月,采用

Beylay 婴幼儿发展量表的智力发展指数(MDI)和精神运动发展指数(PDI)进行婴幼儿期智能发育评

估。 
结果 观察组脐血维生素 D 水平(40.86±17.59nmol/L)明显低于对照组(65.36±9.09nmol/L),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观察组 6 月龄婴幼儿智能发育评估 MDI､ PDI 都低于对照组,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517 
 

结论 孕母维生素 D 缺乏可不同程度地影响婴幼儿神经发育和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因此建立规范的孕

母产前检测血清 25-(OH)D 项目十分必要,同时要加强对孕母维生素 D 增补的宣教,对预防由于孕母

妊娠期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一系列危害婴幼儿健康的疾病和优生优育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我国婴幼

儿的生存质量,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 
 
 
PO-0039 

智力发育不平衡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任姣姣,金晨望,王红梅,佟佳音,岳婕,张锦妮,李强,帖利军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一种儿童期常见的神经

发育障碍性疾病。本研究旨在应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技术,对智力发育

不平衡(PIQ-VIQ≧15)与智力发育平衡(|PIQ-VIQ|<15)的 ADHD 儿童间脑白质发育进行比较,探讨脑

白质发育在儿童 ADH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招募并纳入符合 DSM-V 诊断标准的 6-14 岁初发 ADHD 儿童及健康儿童,在排除影像学因素后,
两组儿童按照性别､ 年龄相匹配, 终纳入研究的两组儿童均为 21 例。根据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测评结果将 ADHD 组分为:智力发育不平衡组(亚组 1),智力发育平衡组(亚组 2);健康对照组亦分为:
智力发育不平衡组(亚组 3),智力发育平衡组(亚组 4)。所有儿童均进行头颅结构及 DTI 扫描。根据

DTI 数据,选择智力相关的感兴趣区(胼胝体､ 双侧上纵束､ 双侧下纵束以及钩束),测量其部分各向异

性值(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和相对各向异性值(Relative Anisotropy, RA),并进行相关的统计学

分析。 
结果 ⑴ADHD 组儿童在胼胝体膝部､ 双侧上纵束､ 右侧下纵束以及左侧钩束的 FA 值和 RA 值均较

健康对照组儿童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⑵ADHD 组亚组 1儿童在胼胝体膝部､ 压部以

及左侧上纵束的 FA 值与 RA 值均较亚组 2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对照组亚组 3 儿童

仅在左侧上纵束的 RA 值较亚组 4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⑴ADHD儿童的胼胝体膝部､ 双侧上纵束､ 右侧下纵束及左侧钩束的脑白质发育异常,可做为

ADHD 儿童认知损害的生物学标志。⑵智力发育不平衡的 ADHD 儿童,其胼胝体膝部､ 压部,左侧上

纵束存在特异性的脑白质髓鞘发育异常。 
 
 
PO-0040 

早期不同喂养模式对脂肪组织中 Nrg4 表达的影响 
及其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    

 
杨帆

1,闵翠婷
1,陈冉

1,张琳
2,李晓南

1 
1.南京市儿童医院 

2.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神经调节蛋白 4(neuregulin,Nrg4)在脂肪组织中表达丰富,可激活肝细胞表面 ErbB4 受体,抑制

肝脏脂质合成。本研究探讨哺乳期喂养过度和断乳后不同膳食对大鼠不同部位脂肪组织中 Nrg4 分

泌的影响及其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关系。 
方法 应用经典大小窝组模型建立哺乳期过度喂养大鼠模型,即 SD 大鼠幼仔出生后 3 天,将雄性子鼠

随机分为哺乳期正常喂养组(Normal Litters, NLs,每只母鼠哺育 10 只仔鼠)和哺乳期营养过度组

(Small Litters SLs,每只母鼠哺育 3 只仔鼠)。断乳后,NL 组大鼠分别予正常膳食和高脂膳食(NL-H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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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 10 周,SL 组大鼠分别予正常膳食､ 鱼油膳食(SL-FOs)和高脂膳食(SL-HFs)喂养 10 周。于 13
周各组大鼠进行肝脏 B 超检查,并于 3 周及 13 周时检测各组大鼠 BAT 和不同部位(皮下､ 生殖周､
腹膜后)白色脂肪组织(white adipose tissue,WAT)中 Nrg4 mRNA 表达。 
结果 1､ 生后 3 周,SL 组大鼠体重即明显高于 NL 组并持续至 13 周(P<0.05);SL-FO 组干预后,体重

与 NL 组无差异(P>0.05);NL-HF 组体重至 13 周时与 SL 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SL-HF 组自 6 周

起体重均高于其余各组(P<0.05)。2､ 生后 13 周肝脏 B 超显示,NL 组肝脏无异常改变,SL 组呈现轻

度脂肪肝表现;鱼油膳食干预可逆转早期过度喂养引起的脂肪肝表现,高脂膳食导致 NL 组和 SL 组大

鼠出现脂肪肝,但后者脂肪肝更为明显和严重。3､ 生后 3 周,SL 组 BAT 中 Nrg4 mRNA 表达量明显

低于 NL 组,并持续至 13 周(P<0.05);鱼油干预后,SL-FO 组 BAT 中 Nrg4 mRNA 表达较 SL 组明显增

加(P>0.05);高脂膳食对 NL 组大鼠 BAT 中 Nrg4 表达无影响。4､ WAT 中 Nrg4 表达明显低于 BAT,
其中皮下､ 生殖周较高,腹膜后 低。生后 3 周,SL 组皮下 WAT 中 Nrg4 表达亦低于 NL 组,并持续

至 13 周(P<0.05),鱼油饮食干预可恢复,断乳后高脂饮食亦可降低大鼠皮下 WAT 中 Nrg4 表达

(P<0.05),与早期过度喂养无协同作用。早期不同喂养模式对生殖周和腹膜后 WAT 中 Nrg4 表达无

明显影响。 
结论 哺乳期和断乳后是脂肪组织 Nrg4 表达调控的关键期,早期过度喂养可抑制 BAT 和皮下 WAT
中 Nrg4 表达并持续至成年,与成年后 NAFLD 的发生密切相关,断乳后鱼油膳食可逆转早期过度喂养

引起的 BAT 和皮下 WAT 中 Nrg4 程序化改变,而哺乳期正常喂养则抵抗断乳后高脂膳食诱导的

BAT 中 Nrg4 表达改变,延缓 NAFLD 发生。 
 
 
PO-0041 

基于大数据的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随访管理模式探讨 
 

杨璞,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武汉大学儿童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 430071 

 
 

目的 探讨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随访管理模式对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种新的模式。 
方法 自 2015 年我院儿科保健为门诊和新生儿科 NICU 住院的患儿登记建档,采用北京 06 爱成长公

司提供的成长汇健康管理系统,其中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为干预组,进入低出生体重儿模块系统管

理。早产儿之外的为对照组,进入健康随访普通模块,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0-6 岁儿童管理服务规

范进行管理。干预组随访频度为出院后 1-2 周内首次随诊, CA6 个月内每月 1 次, CA7-12 个月内每

2 月 1 次,CA12-24 个月内每 3 个月 1 次,至少随访到 CA2 岁。对照组随访频度为 0月､ 1月､ 3 月

､ 6月､ 9月､ 12月､ 18 月(1.5 岁)､ 24 月(2 岁)､ 30 月(2.5 岁)､ 36 月(3 岁)､ 48 月(4 岁)､ 60 月

(5 岁)和 72 月(6 岁)。对比两组的随访率､ 疾病患病率､ 营养相关指标等的差异。 
结果 截止 2017 年 5 月,共有 1360 名儿童入册建档,其中干预组 353 名。随访率干预组为 53.85%,
对照组为 20.3%,两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疾病患病率方面,干预组为 13.5%,对照组为 43.1%,两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营养不良指标方面,两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伴有畸形出生的早产儿约

0.78%,生长追赶速率有自身特有轨迹,与足月儿显著不同。 
结论 1.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在随访依从性方面优于对照组;2.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组疾病患病率低

于对照组,可能是由于该组患儿多是早产出院后因体检而随访,而对照组多是因患病就诊而进行随

访;3.06 成长汇随访系统可以将患儿从出生即建立健康档案,医护人员可将其住院治疗期间的健康状

况､ 生长发育指标进行输入存档,家长则通过手机 APP 得到相关信息,由于早产儿住院期间与父母分

离,这种方式有利于缓解家长尤其是母亲的产后焦虑及抑郁,减轻家长的心理压力。4.患儿出院后或

就诊后,其父母在日常育儿过程中可以与专业人员进行问答互动,能够有效地解决患儿家长育儿过程

中的各种问题和担忧。5.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出院后的系统管理和随访可对其日后生长发育起到指

导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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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2 

边缘性维生素 A 缺乏促发阿尔茨海默病 
 

曾嘉颖
1,2,陈立

1,王喆
2,陈倩

1,范珍
1,蒋鸿鹏

1,吴伊丽
2,任兰

1,陈洁
1,李廷玉

1,宋伟宏
2,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目的 β 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 protein, Aβ)在脑组织中沉积形成老年斑,是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独特的病理特征。在中枢神经系统中,Aβ 主要经过 β-分泌酶和 γ-分泌酶连续切割 β 淀

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β precursor protein, APP)而产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维生素 A 缺乏

(vitamin A deficiency, VAD)与 AD 发病相关。随着社会和医疗水平的进步,VAD 的发生率有所下降,
而边缘性维生素 A 缺乏(marginal vitamin A deficiency, MVAD)则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孕妇和儿童

中,已成为常见的公共卫生营养问题。然而,维生素 A(vitamin A, VA)在 AD 患者早期脑发育中的作用

仍不清楚,MVAD 在 AD 发病中的作用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 MVAD 在 AD 发病中的作

用。 
方法 检测重庆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群的 VA 水平和认知功能。在 AD 转基因小鼠模型基础上建立

MVAD 模型,检测 AD 相关的病理和认知表型。通过体外实验,研究 VA 在 APP 代谢通路中的作用。 
结果 对重庆市 650 名老年人进行研究发现,MVAD 的发生率约为 VAD 的两倍;MVAD 和 VAD 的老

年人中,75%有认知记忆障碍;而 VA 正常的老年人中,仅 47%有认知记忆障碍;而且,认知障碍与低 VA
水平相关。动物研究结果显示,宫内 MVAD 促进 AD 小鼠 β 位 APP 剪切酶 1(beta-site APP 
cleaving enzyme 1, BACE1)介导的 Aβ 产生,从而增加老年斑的沉积,加重学习记忆功能障碍;生后早

期给予适当的 VA 补充可以减缓 MVAD 引起的学习记忆功能障碍。细胞实验表明,当视黄酸信号通

路受阻时,可能通过扰乱 Aβ 产生和清除的平衡,增加 Aβ 的沉积。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MVAD 加速 AD 的发病,补充 VA 可以改善认知功能障碍。这些结果提示,VA
补充可能成为 AD 防治的可能途径。 
 
 
PO-0043 

不同出生体重､ 不同胎龄早产儿出生时维生素 E和血脂､ 血红蛋

白的关系 
 

黄建琪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不同出生体重､ 不同胎龄早产儿出生时维生素 E､ 血脂和铁蛋白的关系。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的早产儿出生时进行维生素 E､ 铁蛋白､ 血红蛋白

的测定。用 t 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结果 (1)纳入研究的早产儿 75 例,34>~≥37 周(近足月早产儿组)46 例和<34 周早产儿组 29 例,
血维生素 E 分别为(0.605±0.087mg/dl)和(0.502±0.098mg/dl),总胆固醇(2.259±0.437 mmol/L)和
(1.99±0.386 mmol/L),甘油三酯(0.865±0.233 mmol/L)和(0.675±0.205 mmol/L),高密度脂蛋白

(0.775±0.180 mmol/L)和(0.724±0.159 mmol/L),低密度脂蛋白(1.065±0.236 mmol/L)和
(0.909±0.307 mmol/L);出生体重分为≥2 500-<4 000 g 组 24例､ ≥ 2000-<2 500 g 组 30 例和≥l 
500-<2000 g 组 21 例,血维生素 E 分别为(0.617±0.092 mg/dl)､ (0.589±0.079 mg/dl)和
0.470±0.087 mg/dl),总胆固醇(2.373±0.469 mmol/L)､ (2.187±0.291 mmol/L)､ (1.860±0.421 
mmol/L),甘油三酯(0.926±0.301 mmol/L)､ (0.816±0.135 mmol/L)､ (0.601±0.149 mmol/L),高密度

脂蛋白(0.803±0.192 mmol/L)､ (0.779±0.154 mmol/L)､ (0.668±0.148 mmol/L),低密度脂蛋白

(1.058±0.230 mmol/L)､ (1.056±0.204 mmol/L)､ (0.871±0.362 mmol/L),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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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各组血红蛋白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维生素 E 缺乏组和非维生素 E 缺乏

组出生时早产儿的出生胎龄和出生体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3)不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

重早产儿出生时维生素 E 缺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4 周早产儿组分别为 37.93%(11/29
例)和≥l 500-<2000 g 组 52.38%(11/21 例)。(4)各组维生素 E 和脂类的比值(VitE/CHO､ VitE/Tg､
VitE/HDL､ VitE/LDL)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出生时血维生素 E 随胎龄和出生体重增加而升高,体重越小早产儿出生时维生素 E 缺乏的可能

发生率增高,但维生素 E 缺乏的诊断标准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PO-0044 

儿童困难问卷(QCD)和邓达全天困难时间量表(D-DTODS) 在中

国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中的信效度分析 
 

郑毅
1,杜亚松

2,苏林雁
3,张岩磊

4,袁征
4,陈云

4,刘青青
4,张鑫

4,柯晓燕
5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3.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 
4.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5.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儿童困难问卷(Children With Difficulties,QCD)和邓达全天困难时间量表(Dundee Difficulty 
Times of the Day Scale, D-DTODS)是国际上广泛用于评估在全天 24 小时中特定时段儿童的日常

生活问题的调查问卷。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这两份问卷(中文版)在中国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ADHD)患者中的信效度。 
方法 本研究以 200 名符合入选条件,在北京､ 上海､ 南京､ 长沙四个研究中心精神科门诊就诊的 6-
18 岁 ADHD 患者为研究对象。患有双相障碍､ 精神分裂症､ 精神障碍和其他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

被排除在外。所有入选患者的家长/监护人被要求完成 QCD, D-DTODS,SNAP-IV 26 项教师与父母

评定量表(SNAP-IV)和 Weiss 功能缺陷量表(父母版)(WFIRS-P)四份问卷。Cronbach’s α 用来检验

QCD 和 D-DTODS 的信度,评估问卷的内部一致性。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用来

检验的 QCD 和 D-DTODS 总分与 SNAP-IV 总分和 WFIRS-P 平均分的相关性,评估问卷的同期校标

效度。 
结果 本研究对 200 例中国 ADHD 患者进行分析,患者平均年龄为 10.4 (±2.66)岁,其中 77.5%为男

性,49.0%为注意缺陷､ 多动和冲动的混合型。QCD 和 D-DTODS 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8 和

0.79。QCD 总分与 SNAP-IV 总分和 WFIRS-P 平均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7 和-0.57。 D-DTODS
总分与 SNAP-IV 总分和 WFIRS-P 平均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5 和 0.43。QCD 和 D-DTODS 与

SNAP-IV 和 WFIRS-P 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QCD 和 D-DTODS(中文版)在中国 ADHD 患者中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均适用于评估全天

24 小时中特定时段 ADHD 患者的日常生活行为。 
 
 
PO-0045 

一例青少年特发性骨质疏松症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韩笑,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一例特发性青少年骨质疏松的病例分析,掌握该疾病的诊断､ 治疗及预后等,并对相关文献

进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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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于本专业门诊就诊的一例典型青少年特发性骨质疏松症患儿,通过骨代谢､ 生化及影像学检查

初步诊断,经全外显子测序基因检测确诊,给予口服钙剂,维生素 D 制剂及阿伦磷酸钠治疗 3 年,患儿

预后良好。本文旨在分享此病例诊治经验,并实现对相关国内外文献复习,掌握该疾病特点,了解儿童

骨质疏松症的相关疾病。 
结果 该患儿治疗效果明显,预后良好,总结该疾病病例特点,积累经验。 
结论 青少年特发性骨质疏松(idiopathic juvenile osteoporosis, IJO)是原发性骨质疏松中 少见的骨

代谢疾病,多发生于青春期前儿童,以 7-12 岁居多,男女之间发病无差异,多数病例报告显示 IJO 无家

族遗传史,无明确的发病诱因。临床表现为很小的损伤可导致骨痛甚至骨折,腰椎多由压缩性骨折。

患者的临床表现越差,其预后越差,早期发现和确诊对 IJO 的预后十分关键。 
 
 
PO-0046 

孝感市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情况抽样调查 
 

陆敏,祝炼 
孝感市妇幼保健院 432100 

 
 

目的 了解孝感市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基本情况。   
方法 采取随机分层抽样方法抽取 2015 年全年孝感辖区内七个县市区各 3-4 所托幼机构及小学的 2-
6 岁农村儿童,随机分为留守儿童组及非留守儿童组,调查生长发育的基本资料。 
结果 (1)两组中 31-35､ 36-47､  60-71､ 72-82 周男童身高/身长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中各

年龄段男童体质量､ 头围､ Hb 值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中 31-35､ 36-47､ 48-59､ 72-82
周男童胸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中各年龄段女童身高/身长､ 体质量､ 胸围均无统计学差

异(P>0.05)。两组中 31-35, 48-59,60-71,72-82 周女童头围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中 36-47, 
48-59,60-71,72-82 周女童 Hb 值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2)留守儿童低体质量和生长迟缓的检

出率分别为 0.14%､ 4.29%,非留守儿童分别为 0.07%､ 4.5%,两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孝感市农村地区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尚可,低体重及生长迟缓检出率低,孝感市农村居民对儿童生

长发育较为重视。 
 
 
 
PO-0047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ternal pre-pregnancy 
body mass index,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and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Lin Yanfen1,Zhang Rongrong2,Luo Zhongcheng1,Cao Sirui3,Liu Zhiwei4,Huang Jun5,Xu Jian1 
1.Department of Children’s healthcare, MOE-Shanghai Key Lab of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92, China 
2.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92, China 
3.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n Arbor, 

Michigan 48109, USA 
4.The International Peace Maternity & Child Health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5.Minhang Maternal & Child Health Hospital, Shanghai 201100, China 

 
 

Objective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inappropriateness of the 2009 Institute-of-Medicine criteria to 
Chinese women, we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re-pregnancy body-mass-index 
(BMI), gestational-weight-gain (GWG) and breastfeeding-duration among Chinese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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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birth-cohort study included 225 mother-child pairs in Shanghai from 
2010 to 2012. Mothers were interviewed during mid-to-late pregnancy and at 24-36 months 
postpartum. Information on pre-pregnancy BMI/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was collected 
during pregnancy and at 24-36 months postpartum, respectively. Two-piecewis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e-pregnancy BMI, 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using a data-driven approach based on spline-smoothing fitting of the data. 
Results The mean±SD of pre-pregnancy BMI and GWG were (22.1±2.9) kg/m2 and (15.0±4.7) 
kilograms, respectively. Mothers being younger, working longer hours per day, and less time 
living with children per week were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duration (P<0.05). The "inverted-U"-
shaped and "flat-then-declining"-shaped associations between pre-pregnancy BMI, 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were observed, respectively. Adjusting for related confounders, the 
increases in pre-pregnancy BMI among women with BMI below 22.5 kg/m2 and above 22.5 kg/m2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P=0.044) and marginal decrease (P=0.077) in breastfeeding 
duration, respectively. One-kilogram increase in GWG was associated with 0.4-month decrease 
(95% CI: -0.7, -0.1) in breastfeeding duration when GWG was ≥ 17.5 kilograms, however, with 
no significant change when GWG was <17.5 kilograms.  
Conclusions Non-linear associ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pre-pregnancy BMI, 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Appropriate pre-pregnancy BMI (around 22.5 kg/m2) and GWG (< 17.5 
kilograms) were favorable to sustained breastfeeding. 
 
 
PO-0048 

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血清维生素 A､ D 含量与体液免疫的相关性 
 

徐亚利,李树军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检测复感患儿血清中维生素 A､ D 含量,同时观察二者与体液免疫的关系。 
方法 随机抽取自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童门诊或病房收治

的 40 名复感患儿作为病例组,选择 40 例同时期健康体检的儿童为对照组。对比两组维生素 A､ D
含量及体液免疫检测指标的差别,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病例组维生素 A 含量(0.88±0.22) ng/ml 较对照组(1.06±0.24)ng/ml 下降明显,此差异在统计学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P<0.05);两组维生素 D 含量分别为(21.10±8.57μmol/L､ 22.41±5.29μmol/L ),差
异无明显不同,但两组维生素 D 含量均值远远低于维生素 D 充足水平(30-100μmol/L);病例组患儿

IgA､ IgG 含量分别为( 0.72±0.31)g/L､ (7.67±3.03)g/L,显著低于对照组[( 1.05±0.35 )g/L､
(9.07±2.21)g/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间 IgM 含量的对比并无统计比较定见差别

( P>0.05);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80 例儿童血清维生素 A 与 IgA 存在正相关

(r=0.293,p=0.008),与 IgG､ IgM 无相关性,而维生素 D 与体液免疫指标间均无明显的相关性。 
t-kerning:1.0000pt;" >相关性。 
结论 维生素 AD 含量下降使儿童免疫力减弱,进而引发复感。因此,临床中治疗复感患儿不仅要注重

抗生素和免疫调节剂的应用,还需要检查维生素 AD 的含量,及时补充缺乏的维生素,可预防或减少复

感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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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9 

孕期鱼油 n-3 脂肪酸补充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李苹
1,尚熠

2,刘雅静
3,昌雪莲

1,姚红阳
1,樊超男

1,梁爱民
1,3,齐可民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朝阳区妇幼保健院 
3.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孕期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n-3 PUFAs)补充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方法 采用队列研究设计,以 2015 年 5 至 10 月北京两个区妇幼保健院建档的 1,516 名健康孕产妇及

其婴儿为对象。临产前,利用问卷调查获取孕产妇的年龄､ 身高､ 体重､ 孕期体重增加量､ 分娩方

式､ 孕周数､ 鱼类食用量及 DHA 补充等情况。根据孕期 DHA 的补充情况分为 DHA 补充组及非补

充组(对照组)。婴儿出生时记录出生体重､ 身长､ 头围､ BMI 等发育指标。然后,随访至婴儿 6 月龄,
监测生长发育指标;其间收集产后 1 至 3 个月的母乳,用于测定脂肪酸含量。 
结果 孕妇 DHA 补充率为 47.76%,其中孕早期和中期即开始补充的分别占 49.31%和 39.64%,而孕

晚期才进行 DHA 补充的占 11.05%。孕早期即开始 DHA 补充的孕妇母乳中 DHA 含量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06),而 DHA 补充始于孕中期和晚期未能提升母乳中的 DHA 含量(P>0.05)。孕期 DHA
补充组婴儿出生及 6 月龄时身长和头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而 BMI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进一步发现,孕早期和中期即开始 DHA 补充组婴儿出生及 6 月龄时身长和头围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及孕后期开始补充组(P<0.05),而 BMI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及孕后期补充组(P<0.01)。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孕期补 DHA 可影响婴儿出生及 6个月的身高､ 头围及 BMI 值;偏回归分析发

现,孕期 DHA 补充与婴儿出生以及 6 月龄的身长和头围均呈正相关关系(P<0.05),而与 BMI 呈负相

关关系(P<0.05) 
结论 孕期 DHA 补充可促进胎儿与出生后身长和头围发育,降低 BMI 值,并且补充越早效果越明显;这
有助于更好地保证婴儿生长发育､ 预防后期肥胖发生。 
 
 
PO-0050 

维生素 A 防治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系统评价 
 

陈丹丹,朱雪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系统评价维生素 A (Vitamin A, VitA)防治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以期为本病的临床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Cochrane 图书馆､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收集已发表的维生素 A 组和对照组

防治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同时采用主题词(MESH)和自由词

进行检索,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 2016 年 12 月。使用 Cochrane 手册对纳入研究的 RCT 进行方法质

量学评价,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有 4 篇 RCT 纳入,包括 209 例早产儿。与对照组比较,VitA 补充组 BPD 发生率明显降低 
[OR=0.53,95%CI (0.29-0.97),P=0.04],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发生率明显下降[OR=0.30,95%CI 
(0.11-0.80),P=0.02];而病死率､ 住院时间､ 氧疗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发生率､ 脑室内出血(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IVH)发生率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产儿生后补充 VitA 可显著减少 BPD､ ROP 的发生,因纳入研究样本量､ 各研究间异质性及

各种偏倚的存在,仍需要更多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来明确其疗效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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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51 

学龄前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患病率调查及听力学随访 
 

孟黎平,季慧,刘敏,许景,俞倩,叶诚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分泌性中耳炎在南京市的患病率,分析学龄前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听力学特征,
探讨有效开展听力筛查的方法,以利临床制定合理规范的治疗方案。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调查南京市直属幼儿园 2~6 岁儿童 7137 例,按年龄分为 2-4 岁组､

5-6 岁组。在幼儿园进行探测音为 226Hz 鼓室声导抗测试。对于声导抗为 B 型和 C 型者去医院进

一步电耳镜检查,复查声导抗,鼻咽部检查有无鼻及鼻窦炎､ 腺样体肥大､ 变应性鼻炎等情况。诊断

标准是鼓室图为 B 型或鼓室图为 C 型和耳镜检查有异常体征(鼓膜浑浊､ 内陷､ 桔黄色､ 可见液平

面或气泡影)。对病程超过一月的分泌性中耳炎患儿用畸变产物耳声发射和行为测听进行听力学随

访,半月复查 DPOAE 和行为测听,其中 2-4 岁组视觉强化测听或游戏测听,5-6 岁组纯音测听。 
结果 南京市部分学龄前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总患病率为 7.93%,其中 2-4 岁患病率为 9.47%;5-6 岁

患病率为 6.40%。不同年龄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病因有所差别,两组都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要病因,2-4
岁组尤以上呼吸道感染占主要病因,其次是变应性鼻炎。5-6 岁组腺样体肥大占 30.4%,较 2-4 岁组

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儿童分泌性中耳炎声导抗鼓室异常图形检出率 B 型为 79.3%､ C 型为

20.7%,2-4 岁年龄组较 5-6 岁组中耳异常发病率高。听力学随访分泌性中耳炎儿童 52 例,行为测听

听阈异常 32 例(61.5%),听力正常 20 例(38.5%),畸变产物耳声发射检查引出声发射 20 耳(19.3%),未
引出声发射 84 耳(80.7%)。随访三个月,听力恢复正常 40 例(76.9%),行为测听听阈异常 12 例

(23.1%),畸变产物耳声发射检查引出声发射 96 耳(92.3%),未引出声发射 8 耳(7.7%)。 
结论 分泌性中耳炎是学龄前儿童的常见病､ 多发病。利用声导抗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大规模中耳功

能筛查是早期发现分泌性中耳炎客观有效方法,利用畸变产物耳声发射和行为测听对学龄前儿童分

泌性中耳炎进行听力筛查可行性强,是学龄前儿童开展听力保健的重要措施。同时为制订适合我国

国情的､ 规范的儿童分泌性中耳炎诊疗方案提供依据。 
 
 
PO-0052 

补锌治疗对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生长及血锌浓度的影响 
——系统回顾及荟萃分析 

 
艾芮卡,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锌在细胞生长､ 分化和代谢中起重要作用。据估计世界上约有 17%的人口受到锌缺乏的影响,
儿童较为迅速的生长发育增加了锌缺乏的风险。关于补锌对儿童生长的影响已经开展了许多研究,
但是极少涉及到对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的影响。且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并且涉及到这种不一致性

的因素亦尚未明了。本文对已经报道的补锌对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生长及血清锌浓度影响的随机对

照试验(RCT)做了系统回顾和 meta 分析。研究对象包括纯母乳喂养､ 人工喂养及混合喂养的早产

儿和低出生体重儿。干预方法为在生后一月内开始使用并且持续不少于 8 周的锌盐片或口服糖浆补

充至少达到 1RDA(推荐膳食营养供给量)的锌 。 
方法 通过检索 412 项研究,通过入排标准筛选后,10 项随机对照实验被纳入,分析了补锌对儿童生长

及血锌浓度的影响。体重､ 身长､ 上臂围(MUAC)､ 头围､ 年龄体重 Z 评分(WAZ),年龄身长 Z 评分

(LAZ)和身长体重 Z 评分(WLZ)用以评价生长状况。通过固定影响模型计算加权平均效应量及 95%
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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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补锌在体重､ 身长､ 头围､ 上臂围(MUAC)增量方面有显著积极的影响,其效应量分别为

378.21 (95% CI: 269.79~486.63), 1.69 (95% CI 0.65~2.72], 0.55(95% CI 0.29~0.81), 0.45 (95% 
CI: 0.20~0.70)。但补锌对于年龄体重 Z 评分,年龄身长 Z 评分和身长体重 Z 评分等指标的影响则无

显著性[加权平均效应量分别为: 0.22(95%Cl: -0.08 ~0.53), - 0.03 (95% CI −0.87~0.82), 0.35(95% 
CI: −0.03~0.73)] 。补锌能够大量提高儿童血清浓度,效应量为 24.68 (95% CI: 19.24~30.11)。 
结论 在缺锌高风险人群如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中需考虑补充锌的干预措施。 
 
 
PO-0053 

维生素 A 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症状及降低血清 
五羟色胺水平的初步研究 

 
郭敏,朱江,杨亭,赖茜,刘晓,刘娟,陈洁,李廷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组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许多研

究表明由于 ASD儿童存在兴趣狭窄､ 重复刻板行为,往往导致其进食行为异常, 终导致多种营养素

的缺乏。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ASD 儿童血清维生素 A(vitamin A, VA)缺乏率高达 77.9%,VA 与

CARS 量表呈负相关关系。有文献报道,ASD 儿童外周血五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升高,
并且 5-HT 与其临床症状相关。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探讨 VA 补充是否能够改善 ASD 的临床

症状,降低外周 5-HT 水平。 
方法 纳入 33 名 ASD 儿童和 32名年龄､ 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对照儿童,对 33 名 ASD 儿童给予

200000IU VA 补充,6 月后随访。分别在补充前后对 ASD 儿童的临床症状进行评估,检测血清 VA､
5-HT 水平,检测外周血白细胞 RARα､ β､ γ 及 TPH1 基因表达水平。 
结果 ASD 儿童血清 VA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儿童,5-HT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儿童。VA 补充后

ASD 儿童血清 VA 水平升高,5-HT 水平下降,临床症状减轻。将 ASD 儿童按照症状严重程度进行分

组,结果发现严重 ASD 组血清 5-HT 水平明显高于轻-中度 ASD 组。ASD 儿童外周血白细胞 RARα
､ β､ γ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儿童,VA 补充后 RARα､ γ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ASD 儿童外

周血白细胞 TPH1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儿童,VA 补充后 TPH1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 
结论 VA 补充可有利于改善 ASD 儿童的营养和代谢水平,降低五羟色胺水平,减轻 ASD 儿童的症

状。因此 VA 补充是一种合理的辅助治疗方法,可以与其他治疗(如行为疗法,言语疗法等)相结合,帮
助改善 ASD 儿童的临床症状。 
 
 
PO-0054 

饮食和运动相结合的减重方案对肥胖儿童体成分和血压的影响 
 

黄荣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0 

 
 

目的 研究饮食和运动干预对肥胖儿童体成分和血压的影响,探索适合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减 
重方案。 
方法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保科就诊并诊断为肥胖的儿童 79 名,对其进行 3 个月饮食和

运动干预,干预前后分别测量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 血压,计算 BMI 指数,使用韩国产 Biospace 
InBody J20 型人体成分分析仪测量儿童的体脂和骨骼肌含量,采用 24 小时膳食回顾的营养评估方法

评估儿童近 3 天的饮食情况,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干预效果。 
结果 1)､ 入组 79 名肥胖儿童中,男童 60 人,女童 19 人,年龄为 10.3±2.2 岁,身高为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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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cm,BMI 为 26.4±5.0kg/m²,高血压 40 人。 
2)､ 饮食干预后,能量摄入量比例(99.8±24.5)%､ 蛋白质摄入量比例(114.2±37.523)%､ 脂肪摄入量

比例(121.0±34.6)%､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比例(86.5±24.6)分别降至(66.8±14.5)%､
(94.25±64.975)%､ (86.0±23.1)%､ (53.1±17.0)%(P<0.05)。 
3)､ 运动干预后,肥胖儿童每周运动次数由 2.3±1.9 增至 5.2±1.3,每次运动时间由 31.0 
    ±28.9 分钟增至 43.4±25.0 分钟,运动强度由轻度活动增至中等､ 高等强度活动。 
4)､ 在饮食和运动综合干预后,肥胖儿童的体质指数(BMI)(26.4±5.0)kg/m²､ 腰围(86.8 
   ±14.6)cm､ 臀围(91.1±11.1)cm､ 体脂质量(23.1±9.5)kg､ 体脂百分比(39.2±6.5)%､  
   腰围身高比 0.6±0.08 分别降至(24.9±4.3)kg/m²､ (83.5±11.9)cm､ (88.2±10.8)cm､  
   20.0±8.9)kg､ (35.3±6.3)%､ 0.57±0.06;身高(145.6±13.7)cm､ 骨骼肌含量(18.6 
   ±6.3)kg 分别增至(147.4±13.8)cm､ (18.9±6.2)kg。 
5)､ 干预后 8 人血压较干预前降低,27 人血压下降至正常。舒张压(70.7±10.5)mmHg､  
收缩压(110±16.1)mmHg 分别降至(66.3±8.7)mmHg､ (104.4±14.8)mmHg (P 
<0.05。) 
结论 饮食和运动相结合的干预可以显著降低肥胖儿童体脂含量,增加骨骼肌,并控制血压。 
 
 
PO-0055 

足月大于体重胎龄儿生后不同生长曲线对于儿童期结局的影响 
 

雷小平,赵冬莹,张军,张拥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大于体重胎龄儿(LGA)的发病率近年来逐渐上升。大于胎龄儿生后易并发各种代谢性疾病。目

前认为婴儿早期的生长发育与其远期结局密切相关。故本文旨在研究大于胎龄儿早期不同生长曲线

对其远期儿童健康是否存在影响。 
方法 数据来自美国围产协作项目。研究对象为足月单胎活产的大于胎龄儿共 3316 例,根据 LGA 婴

儿的生后不同生长曲线,分为无向下追赶组,中度向下追赶组,和明显向下追赶组。并用 logistics 回归

分析研究不同生长曲线与 7 岁时肥胖,生长受限,智商和高血压的关系。 
结果 与适于胎龄儿相比,无向下追赶组的 LGA 婴儿的肥胖(aOR:6.37,95%CI:5.24,7.73)和高血压

(aOR:1.67,95%CI :1.37,2.03)风险明显升高。同时与适于胎龄儿相比,明显向下追赶组的 LGA 的生

长受限(aOR:2.21,95%CI:1.66,2.95)和低 IQ(aOR:1.61,95%CI:1.04,2.49)的风险明显升高。另外,对
于中度向下追赶组的 LGA 婴儿与适于胎龄儿相比,其肥胖(aOR:0.78,95%CI:0.63,0.95),生长受限

(aOR:0.28,95%CI:0.17,0.46),低智商(aOR:0.66 ,95%CI:0.41,1.06)和高血压

(aOR:0.89,95%CI:0.77,1.04)均风险较低。 
结论 中度向下追赶组的 LGA 婴儿不增加儿童期的不良结局的风险。 
 
 
PO-0056 

儿童难治性哮喘药物基因型特点分析 
 

侯晓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儿童难治性哮喘药物基因型特点分析 
方法 采用原位杂交技术对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于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 12 例难治性哮喘患

儿进行药物基因检测,所测基因位点包括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受体基因 (GRHR1) 位点

rs242941､ 糖皮质激素诱导的转录基因(GLCCI1)位点 rs37972､ 高亲和力 IgEFc 受体基因(FC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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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 rs28364072 和 β2 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ADRB2)位点 rs2836407 等四个基因位点,每种基因位

点包含三种基因型 GG,GA 及 AA。其中 GRHR1 基因和 GLCCI1 基因与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治
疗后肺功能 FEV1 的改善有关,AA(野生型)型患者肺功能改善明显高于 GG(突变型)型患者,GA 型介

于两者之间;FCER2 基因与 IgE 抗体水平及哮喘恶化风险有关,AA 型 IgE 抗体水平及哮喘恶化风险

低于 GG 型,GA 型介于两者之间,ADRB2 与噻托溴铵的疗效显著相关,AA 型对噻托溴铵的反应性优

于 GG 型,GA 型介于两者之间。回顾性分析患者的年龄､ 性别､ 年龄､ 病程及 GRHR1､ GLCCI1
､ FCER2､ ADRB2 基因位点检测结果分布。 
结果 完成药物基因检测 12 例患儿中,男孩 11 例(91.7%),平均年龄 10.9 岁,平均哮喘病程 4.8
年;GRHR1 基因 rs242941 位点 GG 型 10 例(83.3%),GA 型及 AA 型各 1 例(8.3%);GLCCI1 基因

rs37972 位点 GG 型 2 例(16.7%),GA 型 7 例(58.3%),AA 型 3 例(25%);IgEFc 受体 FCER2 基因

rs28364072 位点 GG 型 3 例(25%),GA 型 4 例(33.3%),AA 型 5 例(41.7%); ADRB2 基因 rs2836407
位点 GG 型和 GA 型各 3 例(25%),AA 型 6 例(50%)。 
结论 儿童难治性哮喘的 GRHR1基因､ GLCCI1 基因突变型比例较高,药物基因型检测可为儿童难

治性哮喘的诊断提供新思路。 
 
 
PO-0057 

48 例 MECP2 基因检测和临床特征分析 
 

吕静雯,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甲基化 CpG 结合蛋白 2(MECP2)基因突变及患儿临床特点。 
方法 使用 Sanger 测序以及全外显子测序(WES)的方法对患儿及其父母 MECP2 基因的 4 个外显子

检测。 
结果 48 例患儿发现 MECP2 基因突变,分别来自我院 2014-2017年儿保科､ 神经内科和康复科的病

人。诊断为 Rett 综合征(38 例,79%)､ 精神发育迟缓(7 例,15%)和孤独症(3 例,6%)。共发现 25 个不

同的突变,其中 R106W 和 P376S 突变 多(分别为 20%),接下来依次是

R168X(16%),R294X(16%),R133C(12%)。同一突变表型差异很大。突变中发现已报道突变 22 个,
未报道突变 3 个,分别是 c.401C>A (p.S134Y)､ c.1042G>T (p.E348X) 和 c.1157del42bp 
(p.L386fs)。所有突变中,以错义突变为主(17 例,68%),无义突变(5 例,20%)。绝大多数的突变位于

Exon 4, 只有一个突变位于 Exon3。其中 7 个突变位于 MBD,3 个突变位于 ID,10 个突变位于

TRD,5 个突变位于 CTD。共 13 例进行了家系验证,确诊 10 例为 de novo 突变。 
结论 通过对突 MECP2 基因变的分析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帮助,基因检测有助于临床遗传咨

询。 
 
 
 
 
 
 
 
 
 
 
 
 
 
 
PO-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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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natal maternal stress in relation to the effects of 
prenatal lead exposure on toddler cognitive development 

 
Zhou Leilei,Xu Jian,Zhang Jinsong,Yan Chonghuai,Lin Yanfen,Jia Yinan,Hu Wenjing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th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MOE-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car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Pediatric Research, Shanghai 200092, China 20009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lead exposure during pregnancy on toddler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potential effect modification by maternal stres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prospective birth-cohort study in Shanghai from 2010 to 2012 and 
investigated 225 mother-infant pairs. The mothers were recruited in mid-to-late pregnancy and 
children were followed up until 24–36 months old. A self-administered Symptom Checklist-90-
Revised Scale (SCL-90- R) was used to assess maternal emotional stress during pregnancy. 
Maternal whole blood lead levels were measured during gestational weeks 28–36. The toddlers’ 
cognitive level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Gesell Development Scal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to explore the main effects of prenatal lead exposure on toddlers’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he modifying effects of maternal stress. Covariate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medical records. 
Results The mean maternal blood lead concentration was 3.30 (95%CI: 3.05, 3.57) mg/dL. After 
adjusting for relevant confounder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of maternal blood lead 
concentrations with toddlers' cognitive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all five domains of the Gesell 
scale (P > 0.05).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enatal maternal blood lead and stress was 
significant in the domains of adaptive behavior, language and social behavior. When stratified by 
maternal stress levels, compared with non-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P > 0.05) among low (P1-P75) 
prenatal stress group, adverse associations between maternal blood lead concentrations (log10-
transformed) and toddlers’ cognitive levels were observed among high (P75-P100) prenatal 
stress group in the domains of language (ß= -33.82, 95%CI: -60.04, -7.59), social behavior (ß= -
41.00, 95%CI: -63.11, -18.89) and adaptive behavior (ß= -17.93, 95%CI: -35.83, -0.03). 
Conclusions Prenatal maternal stress may exacerbate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prenatal 
exposure to lead on toddler cognitive development. 
 
 
PO-0059 

不同喂养方式对 6~12 月龄婴儿铁营养状况的影响 
 

王月娇
1,朱凤梅

2,晁爽
3,江霏

1 
1.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民医院 

2.江西省儿童医院 
3.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了解不同喂养方式下 6~12 月龄婴儿铁营养状况,为预防婴儿铁缺乏､ 科学指导婴幼儿辅食添

加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择 2016 年 2 月~2017 年 1 月在江西省儿童医院保健科门诊就诊的 150 名 6~12 月龄婴儿为

研究对象,按照喂养方式分为母乳喂养组(n=45)､ 混合喂养组(n=54)和人工喂养组(n=51),采集静脉

血测定 C 反应蛋白和各项铁营养状况指标,比较不同喂养方式婴儿各项铁营养状况指标水平及铁缺

乏､ 缺铁性贫血的发生率。 
结果  6~12 月龄母乳喂养婴儿血红蛋白(Hb)含量为(107.53±13.66)g/L,明显低于混合喂养及人工喂

养组婴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880 和 6.904,P<0.05);缺铁性贫血及铁缺乏发生率分别为 64.44%
和 17.78%,明显高于混合喂养及人工喂养组婴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母乳喂养组婴儿

平均红细胞体积(MCV)､ 平均血红蛋白量(MCH)､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均低于其他两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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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母乳喂养组婴儿血清铁(SI)为(10.67±3.71)μmol/L,血清铁蛋白(SF)的中

位数(95%CI 值)为 35.48(3.07~105.6)ng/mL,均低于混合喂养组及人工喂养组,除 SI 与人工喂养组相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t=1.413,P>0.05),其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而混合喂养组与

人工喂养组相比较,上述各指标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值均>0.05)。 
结论 6~12 月龄母乳喂养婴儿 Hb､ MCV､ MCH､ MCHC 均明显低于人工喂养及混合喂养婴儿,缺
铁性贫血和铁缺乏发生率高于人工喂养及混合喂养婴儿,提示母乳喂养是引起婴儿出现铁缺乏的高

危因素之一,需关注和改善 6~12 月龄母乳喂养婴儿的铁营养状况问题。 
 
 
PO-0060 

无菌鼠移植 CMPA 粪菌后菌群结构及肠道病理改变的研究 
 

郑爽
1,曾本华

2,魏泓
2,程茜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第三军医大学 
 
 

目的 将牛奶蛋白过敏婴儿和正常婴儿的粪便菌群分别移植给无菌小鼠,了解移植小鼠粪便菌群的维

持情况及肠道病理表现的差异。 
方法 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消化专科临床诊断为牛奶蛋白过敏(cow’ milk protein allergy, 
CMPA)且以胃肠道表现为主的婴儿粪便(I-CMPA 组),同时收集该院儿保科体检的､ 无胃肠道症状且

无过敏性疾病的正常婴儿粪便(I-NC 组),分别移植给无菌小鼠后为过敏移植小鼠组(M-CMPA 组)和正

常移植小鼠组(M-NC 组),两组移植小鼠均用婴儿配方奶粉喂养 14 天。用 Illumina 测序技术检测粪

便菌群的定植规律和变化情况､ HE 染色观察空肠组织的病理改变。 
结果  
(1)Illumina 测序结果分析显示,供体粪菌间的优势菌不同,且 I-CMPA 组菌属丰富度和多样性均较 I-
NC 组低。粪菌移植 14 天后,I-CMPA 组中的重要组分能在无菌小鼠肠道内较好维持;两组移植小鼠

的菌群结构差异明显,菌属水平主成分分析(PCA)图和层级聚类分析图中两组均能独立分开;(2)HE 染

色可见 M-CMPA 组较 M-NC 组出现明显的空肠绒毛上皮细胞局灶性脱落,绒毛连续性破坏和炎症细

胞浸润。 
结论 (1)无菌小鼠能较好地维持婴儿供体的粪菌结构;(2)移植牛奶蛋白过敏婴儿粪菌可使无菌小鼠肠

道出现病理改变。 
 
 
PO-0061 

中国 3-17 岁儿童血压参照标准的研制 
 

范晖
1,2,闫银坤

1,米杰
1,2 

1.首都儿科研究所 
2.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目的 2010 年发布的中国儿童血压标准(2010 标准)因没有考虑身高因素,实际应用中导致对极端身高

个体血压水平的错分。本研究目的首先是对 2010 标准进行更新,制定性别､ 年龄别和身高别的儿童

血压参照标准(新标准)。第二,在新标准基础上研发适合快速筛查的简化标准。 
方法 研制新标准时,参照人群同 2010 年标准,共纳入 106123 名儿童。血压测量采用水银血压计,以
Korotkoff 音第Ⅰ音为收缩压,第Ⅴ音为舒张压。采用位置､ 形状和范围的广义相加模型(GAMLSS),
计算不同性别､ 年龄别及身高别对应的第 50､ 90､ 95 和 99 百分位(P50､ P90､ P95和 P99)血压值,

终形成新标准。依据新标准分别采用表格法和公式法制定两种简化标准。首先基于一个横断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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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评价两种简化标准与新标准诊断儿童高血压的一致性及筛查效果;其次基于一个队列研究,评价两

种简化标准诊断的儿童高血压对成年期高血压和亚临床靶器官损害的预测价值。 
结果 与 2010 年标准相比,新标准明显降低了身高 P5对应收缩压-P95值,其中,男童降低 3-7 mm Hg,
女童降低 0-6 mm Hg;新标准明显抬高了身高 P95对应收缩压-P95值,其中,男童升高 2-6 mm Hg,女
童升高 0-4 mm Hg;新标准只降低了 3-13 岁男女身高 P5对应舒张压-P95值;新标准身高 P95对应舒

张压-P95值与 2010 年标准无明显差异。与表格法简化标准相比,公式法简化标准灵敏度更高(90.0% 
VS 87.6%)､ 特异度更高(95.7% VS 93.6%)､ 阳性预测值更高(81.7% VS 74.5%)､ 一致率更高
(94.7% VS 92.6%);阴性预测值两者接近(97.8% VS 97.3%)。两种简化标准对成年期高血压和亚临

床靶器官损害的预测价值未见差异。 
结论 新标准同时考虑了性别､ 年龄和身高因素,可更准确评估儿童血压水平。此外,公式法简化标准

可用于中国儿童高血压的快速筛查。 
 
 
PO-0062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遗传室 
 

王环环,沈理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报道 4 例 13q33-q34 微缺失的病人,分析探讨患儿基因组微缺失与临床表型的关系 
方法 应用常规 G 显带技术分析患儿外周血染色体,应用 aCGH 芯片(array-based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aCGH array)和 SNP 芯片技术(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array)
检测患儿的微小染色体改变 
结果 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显示患儿 1 和 2 的核型分别为 46, XY, 9qh+, 13qs;46, XX, der (13)。患

儿 3 显示为嵌合结构 46,XX,r(13) (p13q34) [43] /45,XX,-13[4]/46,XX,r(13;13) (p13q34; 
p13q34)[2]/47,XX,r(13) (p13q34)×2[1] 。芯片分析发现 4 名患儿在 13q33-q34 区域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微缺失。 
结论 基因型-表型相关性分析表明表型的严重程度与 13q33-q34 缺失片段大小没有直接的关联。低

比例(6/17)的病人具有先天性心脏病表明心脏疾病具有复杂的发病机制,13q33-q34 区域内的

EFNB2, LIG4 和 SOX1 可能是智力落后的候选基因,此外 LIG4 还可能是小头畸形的候选基因。 
 
 
PO-0063 

肥胖合并脂肪肝儿童维生素 D 水平分析与干预治疗 
 

戴锦泉
1,2,陈燕惠

2,陈珊
2,方昕

2 
1.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VitD 水平与单纯性肥胖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相互关系,并观察 VitD 治疗干预疗效。 
方法 (1)4~14 周岁肥胖儿童为研究对象,依据超声检测分为肥胖合并 NAFLD 组(n=47)､ 肥胖无脂肪
肝组(n=33);对照组为健康儿童 20 例。根据身体质量指数(BMI)评价肥胖程度;脂肪肝的诊断及分度

依据腹部彩超检查结果。比较三组儿童血清 VitD 水平,以及 VitD水平与糖脂代谢指标､ 胰岛素抵抗

指数(HOMA-IR)､ 丙氨酸转氨酶(ALT)､ 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 季节的相关性。(2)采用前瞻

性随机对照方法,分为 VitD 干预组 25 名和非干预组 22 名。干预组予 VitD 800 U/d,每日早餐后 1h
口服,非干预组不予干预,两组均予以饮食运动指导及健康教育,共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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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入组肥胖儿童血清 VitD 为 21.63±7.71 ng/ml,其中肥胖合并 NAFLD 组为 18.02±3.61 ng/ml;
肥胖无脂肪肝组为 22.34±8.41 ng/ml,对照组为 29.10±8.68 ng/ml。相关分析显示 VitD 水平与 BMI
呈负相关。 
(2)冬季体检的儿童其血清 VitD 水平平均值为 20.24±6.43 ng/ml,显著低于于夏季体检对象

(24.78±8.56 ng/ml,P<0.01)。BMI､ TG､ HOMA-IR 及体检季节为影响血清 VitD 水平的危险因素(β
分别为-1.22,6.16,-3.07,1.98)。 
(3)相关分析显示脂肪肝严重程度与 ALT､ Hs-CRP 呈正相关,与 VitD 水平呈负相关(P<0.01)。血清

VitD水平､ Hs-CRP 为脂肪肝分级的危险因素(β 值分别为 1.15,0.63)。 
(4)VitD 治疗干预脂肪肝有效率 53.84% ,非 VitD 干预组为 47.61%(c2=8.07,P<0.01);析因分析显示

干预后两组研究对象血清 VitD 水平较前升高,干预方式和干预时间对血清 VitD 水平和脂肪肝程度变

化有交互作用。 
结论 (1)单纯肥胖合并 NAFLD 患儿常合并血清 VitD水平下降､ 血脂代谢异常及胰岛素抵抗。 
(2)VitD 缺乏的患儿血脂代谢异常及胰岛素抵抗程度较严重,其中 BMI､ TG､ HOMA-IR 及体检季节

为影响血清 VitD 水平的危险因素;VitD 水平与脂肪肝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VitD水平､ Hs-CRP 为脂

肪肝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 
(3)VitD 干预可改善肥胖合并脂肪肝患儿的 BMI､ HOMA-IR､ VitD水平､ ALT 和 Hs-CRP,脂肪肝病

变程度也有改善。 
 
 
PO-0064 

2015 年南京市城区及郊区 7 岁以下 
儿童体格发育水平调查与分析 

 
杨蕾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本研究于 2015 年调查南京市城郊儿童的体格发育的水平,并以 2005 年数据为参照,提供南京

市城郊儿童的体格发育参考数据。 
方法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调查 2015 年南京市城区及郊区 7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状况,包括体重

､ 身高(长)､ 坐高(顶臀长)､ 头围､ 胸围 5 项指标,分男､ 女 22 个年龄组,各年龄组 100~200 人。将

数据进行统计,并与 2005 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2015 年南京市城区及郊区 3 岁以内的体重､ 身高和头围等指标之间无明显差异,分年龄段郊区

儿童的体格指标略高于城区儿童,3 岁以上的体格发育指标城区儿童均略高于郊区儿童,但差异不明

显。 
2015 年南京市 3 岁以内儿童的体重､ 身高和头围与 2005 年相比基本处于持平状态,4 岁以上儿童

的体格指标较 2005 年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增幅逐渐增大。2015 年南京市城

区､ 郊区之间体格水平的差距已较 2005 年差距明显缩小。 
结论 2015生长发育､ 营养状况均较 10 年前改善,城郊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说明在妇幼机构的指导下,
家长的育儿知识已逐渐普及,整体提高了儿童的营养状况。使儿童的体格发育水平增长呈现良好的

趋势。调查提示目前妇幼保健的工作在 3 岁以内的儿童中有显著的成效,今后需进一步将工作重点

向 3 岁以上儿童及家庭进行转移,实现城区及郊区儿童体格发育水平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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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65 

淄博市 7~17 岁中小学生 BMI 分布及超重肥胖状况 
 

赵仁兵,陈莉萍,夏顺刚,许波,解鹏飞,李玲艳,高芳芳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255029 

 
 

目的 了解淄博市城区 7~17 岁中小学生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分布以及超重､ 肥胖状
况。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在淄博市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6所中､ 小学 7~17 岁的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进行身高以及体重的测量,计算出 BMI 百分位数值。以中国 WGOC 标准,对淄博市少年儿

童 BMI 进行评价,并对超重､ 肥胖状况进行筛查。 
结果 与 WGOC 采用的以 BMIP85 和 P95 作为超重和肥胖筛查标准相比,淄博市男女孩 P85､ P95
值均有相对增高趋势;淄博市少年儿童超重和肥胖总检出率为 14.4%和 10.2%,其中男孩分别为

17.7%和 13.6%,女孩分别为 11.29%和 6.8%,男孩超重､ 肥胖检出率高于女孩(P﹤0.01)。 
结论 儿童青少年 BMI 分布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淄博市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 BMI 界值不同于 WGOC
所建立的标准,淄博市超重肥胖儿童日益增多,应引起足够重视并采取早期预防措施。 
 
 
PO-0066 

3 岁以下儿童精细动作发育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晓果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了解 3 岁以下儿童精细动作发育情况,探讨影响儿童精细动作发育的相关因素,为促进儿童精细

动作发育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4 年 5 月-11 月在全国东中西部 7 个城市的 7 家医院的儿童保健科进行保健的 
3 岁以下的健康儿童 4307 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儿童基本情况调查表调查儿童的基本

情况。神经心理发育测查采用首都儿科研究所编制的《0-6 岁儿童神经心理检查量表》进行测查,并
计算大运动､ 精细动作､ 适应能力､ 语言､ 社会行为 5 大能区的智龄和发育商。本研究主要对儿童

的精细动作发育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4307 名儿童精细动作发育商均值为 95.62±18.33,单因素分析显示儿童精细动作发育商的在性

别､ 地区,父母亲文化程度及主要抚养人这几个变量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儿童在月龄组

6~,12~,24~的智龄均数均低于实际月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儿童精细动作发育商的因

素而儿童性别､ 母亲文化程度和主要抚养人。 
结论 儿童家长在日常的养育过程中要加强儿童精细动作的培养,有意识的进行多种精细动作训练是

促进儿童精细动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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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67 

Pregnant woman in elder ag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prevalance of macrosomia and lower neonatal 

neurodevelopment 
 

jiao xianting1,Yu Xiaodan2,Wang Lei1,Chen Weiwei1 
1.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r 
 
 

Objective With the opening of two chil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pregnant woman in elder age 
have beening a challenge in China. By now,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elder mother on 
the neonatal growth and neurodevelopment.     
Methods  A multicenter study including 1432 mother-infant pairs was conducted from 2008 
through 2009 in Shanghai. Information on maternal age,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as collected by using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 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s 
NBNA was tested and birth weight was measured. Cord serum heavy metals were measured as 
confounders. Macrosomia was defined as birth weight≥4000g.  
Results The prevalance of macrosomia was 9.6%. After adjusting for potential confounders, 
maternal age was associated with both birth weight and the prevalance of macrosomia as linear 
relationship (birth weight: adjusted ß=14.22, 95% CI= 6.62-21.81, p<0.001; macrosomia: adjusted 
OR=1.09, 95% CI= 1.03-1.16, p<0.01). Additionally,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maternal age and NBNA score. The NBNA score decreased with maternal age above 35 
years old. Mother with age elder than 35 years old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 risk of macrosomia 
(adjusted OR=4.53, 95% CI= 1.83-11.21, p<0.01) and a lower NBNA score (adjusted ß=-0.55, 
95% CI=-1.07-0.03, p<0.05) 
Conclusions Advanced pregnant women, especially older than 35 years old, i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prevalence of macrosomia and lower NBNA score.  
 
 
PO-0068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d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and 
tibial speed of sound in 1-year-old children 

 
Wang Lei1,Yu Xiaodan1,Jiao Xianting2 

1.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tamin D levels at birth and skeletal development in infants 
is uncertai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d serum 25-
hydroxyvitamin D [25(OH)D] and bone status in 1-year-old children. 
Methods 387 mother and offspring pairs from a birth cohort in Shanghai were enrolled. Serum 
levels of 25(OH)D in cord blood were measured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analytical method. Tibial speed of sound (SoS) of 1-year-old children 
were determined by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Results We defined cord serum 25(OH)D < 20 ng/mL as low 25(OH)D and Z-score of SoS < 0 as 
low SoS. The mean level of cord blood 25(OH)D was 23.5 ng/ml with a high prevalence of low 
25(OH)D at birth (35.4%). The prevalence of low SoS was 74.3% in female children,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4% in male children (p<0.05). After adjusting for potential confounders, there was a 
tendency of low 25(OH)D being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low SoS [OR=1.90, 95% CI= (1.12, 
3.21), p<0.05]. In more detail, female infants with low 25(OH)D had a higher risk of low 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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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85, 95% CI= (1.11, 7.33), p<0.05] than that in male infants [OR=1.30, 95% CI= (0.65, 
2.58), p>0.05]. 
Conclusions Low cord serum 25(OH)D indicated a high probability of low SoS in infants, 
especially in girls. 
 
 
PO-0069 

Evaluation of Age-paced Weekly Parenting Text Message 
Program by eHCI 

 
Zhang Yunting1,Zhang Donglan2,Zhao Jin1,Jiang Fan1 

1.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University of Georgia 

 
 

Objective Early childhood is a time of great promise and rapid change, when the achitecture of 
the developing brain is most open to the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s and experiences. Enormous 
program evaluation reseach has demonstrated repeatedly that effective early childhoold services 
can improve life outcomes for children, produce important benefits for society, and generate 
positive returns on investments. However, most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programs are costly and 
only target a small group of families. Shanghai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of a recent birth peak 
with the new second child policy and increase in migrants. A cell phone education program was 
developed by Shanghai Education Committee launched in 2014. Parents can apply for this 
service for free and  receive weekly messages on nutruing skill targeted to the child’s week age. 
By October 2016 this program already have more than 560,000 users.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in 3-year-old Shanghai children and evalute the effect of this text 
message parening program.  
Methods This study i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Shanghai preschool 
children enrolled in 2015. 193 kindergartens with 20,896 3-year-old children was randomly 
selected with stratified cluster samping. Survey was conducted via online system with school 
registerd information. The investigation system was open for 2 weeks and 19,758 parents was 
reached by the survey. 19,239 parents consented and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among which 
43 parents chose paper version questionnaire due to limited access or skill to use online survey 
system. Response rate was 92.07%. Reverse probability sampling weight was calculated and 
used in all analysis to ensure representativeness. Early Human Capability Index (eHCI), which is 
a multidimensional population-based outcome indicator was used the measure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Both linear regression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as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ext message program on child development. 
Results 13% of parents reported of having subscribed for the text message program. For all 
parents who had not subscribed this service, 79% reported that they would have subscribed if 
they knew about it. Bost linear regression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finds significant 
asscociations between text message program and children’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numeracy/literacy skills after controlling all confounders. The effect size is similar with the effect 
size of public or private early education programs. Furthermore, with stratified analysis across 
different parent education level, we found that the effect is larger in children with parent have 
lower education level. 
Conclusions The evalu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ext message intervention improved numeracy 
and literacy,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hildren. And parents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 
benefits most from this program. This also suggest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gram in migrant 
children should be brought to more attention. Using cellphone as a media to conduct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ppears to be more cost effective and easier for quality control. In the futurel, 
implementing such programs in rural areas with necessary adaptations to local situations will give 
us more insights to such kinds of delivery strategy of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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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70 

长期无病生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神经认知功能 
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傅晓燕

1,2,谢晓恬
1 

1.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目的 探讨长期无病生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神经认知功能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长期无病生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 40 例为研究组,健康儿童 40 例为对照组。采用中国修

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持续性操作测验(CPT)及 Stroop 测试软件对两组儿童进行测评,比较

两组儿童的神经认知功能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长期无病生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 C-WICS 测验的总智商(FIQ)､ 言语智商(VIQ)､ 操作智
商(PIQ)量表分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 C-WISC 言语量表中的

知识､ 分类､ 词汇､ 数字广度分测验以及操作量表中的填图､ 图片排列､ 编码分测验均得分低于对

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长期无病生存白血病儿童 CPT 测试正确数低于对照组,
错误数及漏答数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Stroop 测试字色一致的正确数

､ 错误数､ 漏答数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异,字色矛盾及字色无关的正确数､ 错误数､ 漏答数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神经认知功能的相关因素分析,静脉注射甲氨喋呤的总剂量､ 危

险分级与智商降低相关,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诊断时年龄小与遗漏数､ 错误数得分高相关。性别

对操作智商有影响,女性与操作智商降低相关。 
结论 长期无病生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存在神经认知功能损害,其损害程度与化疗药物剂量､

诊断时的年龄､ 性别相关,需要持续监测和管理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PO-0071 

Effects of maternal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on catch-up 
growth in small-for-gestational-age children 

 
Huang Lihua 

Xin Hua Hospital Aff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on weight catch-up in 
small-for-gestational-age (SGA) children. 
Methods  Data were from the Collaborative Perinatal Project, a US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from 1959 – 1976, 56990 gravidas were recruited at the first prenatal visit and 
children were followed up until early childhood. SGA were defined as birthweight < 10 percentile 
based on sex- and gestational age- specific reference. Gestational weight gain(GWG) were 
calculated by final weight, prior to delivery, to minus weight measured at first prenatal visit. We 
divided SGA children into subgroups by GWG: inadequate GWG group, appropriate GWG group, 
and excessive GWG group. Physical growth at birth, 4 months, 1 year old, 4 years old and 7 
years old were recorded. Latent class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form catch-up growth patterns. 
Associations between GWG and weight catch-up patterns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1619 infants were SGA, counted for 9.5%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SGA children born 
into this study population had mean weights of 2453.26±247.91g at birth, a gestational age of 
39.3±1.2 weeks on the basic of last menstrual period. Boys counted for 49.60%. After adjusting 
for relevant confounders, compared with SGA children with appropriate GWG, SGA childre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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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dequate GWG (OR:3.279, 95%CI:1.862~5.777) we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no weight catch 
up pattern.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set as P < 0.05. 
Conclusions SGA children with inadequate GWG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no weight 
catch-up from birth to 7 years old.  
 
 
PO-0072 

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农村地区 6~23 月龄婴幼儿 
生长发育状况调查 

 
陈丽琴

1,李燕
2,李艳红

3 
1.昆明市儿童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 

3.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农村地区 6~23 月龄儿童生长发育状况,为促进儿童保健和营养管理

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云南省不同程度贫困地区 1273 名 6~23 月龄儿童进行体

格检查,同时对其看护人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研究对象中,儿童体重低下率为 3.55%,生长迟缓率为 9.25%,消瘦率为 2.14%,超重肥胖率为

2.37%。不同年龄组儿童生长迟缓率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50,P=0.007),以 6~月龄组儿童

生长迟缓率 低,为 5.81%;不同性别儿童生长迟缓率不同,男童的生长迟缓率高于女童,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7.754,P=0.005);不同贫困程度地区儿童生长迟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9.304,P=0.000),以重度贫困区 高,为 12.67%。 
结论 云南省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率以生长迟缓率 高,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加强

儿童家长的喂养指导,合理添加辅食,确保营养均衡,同时建议扩大贫困地区 6~23 月龄儿童营养包补

充范围。 
 
 
PO-0073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of Parent and Teacher 
Training for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Shanghai,China 
 

Wang yu,Jiang Lian,He Lin,Ma Shiwei,Cui Wenbin,Tian Yuan,Yu Guangju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40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of ADHD and teach the methods of behavior 
management to teachers and parents, and thus to improve the medication adherence and 
remission rate for children with ADHD. 
Methods In Jing 'an and Putuo district of Shanghai, a random stratified sampling of each layer 2 
primary school in large, medium and small school according to the scale, one as control group, 
another as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n all of students from one to three grade were screened 
with TSQ and PSQ. A total of 5326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he positive were informed by the 
investigator through telephone to be taken to the designated hospital by parents. Diagnosis 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DSM-5 diagnostic criteria. Using the SNAP-Ⅳscale for baseline 
assessment and function assessment after 6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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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Before training there were 45.4% teachers and 30.2% parents who thought that ADHD 
was a disease; after training there were 73.1% teachers and 59.3% parents (P <0.01). Before 
training there were 32.6% teachers and 20.2% parents who thought that ADHD need medication, 
after training there were 57.3% teachers and 41.5% parents(P<0.01).There were 68.7% students 
who continue medication for 6 months i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34.4% in control. After 6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remission rate was 59.6% i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31.1% in control (P<0.01).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edication adherence were parent training, teacher training, the 
family income, medical treatment charge of paymen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mission rate 
were teacher training , parent training, age, distance of medical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ine and education improves the knowledge of ADHD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and meanwhile improves medication adherence and remission rate 
significantly for children with ADHD. 
 
 
PO-0074 

泉州地区托幼机构儿童零食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林卫华
1,陈燕惠

2,王昆毅
3,黄柏青

1,蔡芸
1,洪金串

1 
1.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临床学院儿科 
3.泉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加工区办 

 
 

目的  了解泉州地区托幼机构儿童的零食行为状况及影响因素,为采取相应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泉州地区 1804 名托幼机构儿童进行零食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经
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有意义的影响因素。 
结果 泉州地区托幼机构儿童吃零食的儿童有 25.6%,喝饮料的儿童有 11.7%。父亲职业为个体经营

者或商业服务人员､ 家庭月总收入少于 2000 元和 5000 元~10000 元的儿童较常吃零食;年龄 2~5
岁,父亲文化大专及以上､ 父亲职业为公务员/医疗卫生/教育工作/其它专业技术人员的儿童较少喝饮

料。 
结论 儿童零食行为普遍存在,不同地区儿童零食行为状况不尽相同。年龄､ 父亲文化程度及职业､

家庭经济收入影响儿童零食行为。 
 
 
PO-0075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hyperten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community 

 
MENG Linghui1,LI Yongjing2,XI Shuhui2,MENG Linghui1,LI Yongjing1,XI Shuhui1 

1.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2.Tuanjieh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3.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4.Tuanjieh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Objective Blood pressure tends to track from childhood into adulthood. Primary prevention of 
hypertens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evention of hypertension. While preschool children mostly 
live in their community, so the improvement of primary prevention of children hypertension based 
on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model of 
hyperten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the community. 
Methods 3 kindergartens were selected with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in Tuanjiehu community 
in Beijing to be as the bases in this study. The base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all the pre-
school children in the kindergartens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term. BP was measured on 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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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additional visits in children with elevated BP at 15 days’ interval. ‘Hypertension’ was defined 
as ‘elevated BP’ on all three visits. Information on potential risk factors was collected using a self-
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completed by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in a quiet and tempered room initial visit. After give some advice to the parents on how 
to keep a ideal blood press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conclud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and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the blood pressure will be measured once a 
month in hypertensive children screened, once every three months in high normal children, once 
every half year in normal children. If the blood pressure had been evaluated as hypertension, the 
children will be advised to go to see the doctor to th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Results 492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 to 5 years were recruited to take part in this study. After 
the fist evaluation of blood pressure, blood pressures were diagnoses as hypertension in 12 
children, high normal in 26 children, all the else were normal.  8 in the 12 (66.7%) hypertensive 
children were evaluated as combined overweight, and 12 in the 26 (46.2%) high normal children 
were overweight. More than 40% in the hypertension and high normal children have hypertension 
family history. After one year monitoring, more than half of the disorder of blood pressure have 
got improvement. Only 1 child had taken the medicine treatment in the hospital and have come 
bake to the community to take the normal monitor again. 
Conclusions The intervention model of hypertension based on community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hyperten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PO-0076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ling Of Hb Increasing Among 
Nutritional Anemic Infants in Rural Areas Of North China: A 

Before-And-After Study With Concurrent Control 
 

Zhang Shuyi1,Yin Yan1,Liu Caifang2,Ma Yuxia3,Wang Fang1,Ji Chunhua1,Guan Hongyan1,Zhu Zonghan1,Zhang 
Ting1,Gao Jian4 

1.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2.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stitute of Zhao County, Hebei Province 

3.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4.Zhongshan Hospital 

 
 

Objective Intervention to nutritional anemic infants in initial stage of weaning wa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known or no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trend of Hb by grouped-based 
trajectory modelling among infants of 6-11 month age in a real life research. 
Methods this was before-and-after study with concurrent control, providing 12 months of monthly 
counseling on either infant feeding (n=136 pairs of mother and infant) or routine health care (n=87 
pairs) starting at 6-11 months of infant age during May of 2012 to Jun of 2013. All the infant 
received routine iron supplement (Fe element, 10 mg) for 3 to 5 months once enrolled. Hb of 
capillary blood samples was test by HemoCue 201 at 0, 3, 6, and 12months. 
Results We examined figure Hb of 223 infants with completed data and detected two subclasses, 
which varied significantly in their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ver time. The major class of 142 
individuals (63.6%), displayed higher Hb ((97.58±9.64) g/L) at baseline by a curve of second 
order, in that Hb increased faster in first 6 months and slowed down over time. The other class 
consisted of 82 individuals with lower Hb ((83.63±10.51) g/L) at baseline and a primary curve 
increase over ti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s on the increasing 
value of Hb was significant in each higher value subclasses, but not in each lower value 
subclasses. 
Conclusions Hb development in nutritional anemic infants has heterogenicity in that the higher 
value subclass is the major one. Feeding counseling could enforce and promote the effect of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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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 on Hb increasing. Infant anemia management should concern the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subclasses and considerate the treatment effect in both short- and long-term. 
 
 
PO-0077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can improve the expression of 
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in obese mice through inducing 

DNA promoter demethylation 
 

Lu Yuanyuan,Qi Kemin,Fan Chaonan,Liang Aimin,Fan Xiuqin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100045 

 
 

Objective Abnormal secretion of adipocytokines always goes with obesity and its associated 
complications. Leptin, 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are major adipokines secreted by white adipose 
tissues, and the results of our previous study have shown that SCFA can promote the adipokines 
above to normal. In study, we will investigate how SCFA adjusted adipokines expres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gene methyl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ge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five 3~4 week-old male C57BL/6J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and respectively fed 4 months with low-fat diet (C group, 30 mice), high-fat diet 
(HFD group, 45 mice), high-fat diets supplemented with 5%w/w acetate (HFD_A group, 15 mice), 
5%w/w propionate (HFD_P group, 15 mice), 5%w/w butyrate (HFD_B group, 15 mice) and the 
mixture of 3%w/w acetate, 1%w/w propionate, and 1%w/w butyrate respectively (HFD_SCFA 
group, 15 mice). In this process, the mice were weighed weekly; the diet intake was detected 
every two weeks. At the end of feeding, 15 mice in each group were anesthetized to obtain 
epididymal fat. The mRNA expression of adipocytokines (leptin, 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DNMTs 
(DNMT1､ DNMT3a､ DNMT3b) and MBD2 in adipose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RT-qPCR, DNA 
methylation of the selected site-specific CpG sites from these adipokines was determined by 
bisulfite sequencing. and the their promoter associated DNA methyltransferases (DNMTs) and 
the methyl CpG-binding domain protein 2 (MBD2) were determination by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Results Compared with C group (30.4 ± 3.38 g), there was a 50.86% increase on body weight in 
HFD group (45.86 ± 7.22 g)after 16 weeks feeding (P < 0.05), while the body weight of mice in 
HFD_A, HFD_P, HFD_B and HFD_SCFA were all higher than that in C group and lower than that 
in HFD group. And the body weight of mice in HFD_A group and HFD_SCFA group were most 
closely to those in the C group at the end. However, the intakes of food and energy in the groups 
of HFD _A, HFD _P, HFD _B, HFD _SCFA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FD group (P < 
0.05); The levels of mRNA expression of leptin and methylation-related enzymes (DNMTs and 
MBD2)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0.05), suggesting leptin resistance, while the mRNA 
expression of 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obese mice (P <0.05). 11 of 
the 16 CpG sites at the leptin promoter, 4 of the 6 CpG sites at adiponectin promoter and 5 of 16 
CpG sites at the resistin promot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FD-fed mi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mice (P<0.05). Corresponding DNMTs and MBD2 binding with this tree adipokines 
promoter regions were remarkably increased in HFD (P<0.05).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cetate, propionate, butyrate or their admixture could not only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leptin, and 
increase the 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significantly (P<0.05), but also could decreased the 
methylation rate of CpG sites at the this three adipocytokines promoter and the number of 
DNMTs and MBD2 binding with this tree adipokines promoter regions (P<0.05). 
Conclusions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can improve the expression of 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in 
obese mice through inducing DNA promoter demethylation,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of obesity and its complications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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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78 

MicroRNA-34a 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氧化应激反应中的作用研究 
 

刘洋
1,3,张小虎

2,3,杨凡
1,3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四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生殖医学联合实验室 

3.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romal/stem cells, MSCs)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研究

中,但 MSCs 移植后在氧化应激等环境中存活率低极大地影响了其移植效率。MicroRNA34a 与细胞

增殖凋亡密切相关,但是在 MSCs 氧化应激反应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拟探讨

microRNA34a 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氧化应激反应中存活与凋亡的作用。 
方法 人源性 MSCs 购自 Lonza,按实验室常规方法培养,流式细胞鉴定细胞表面标志物,三系分化鉴

定其多向分化潜能。梯度浓度过氧化氢作用 MSCs,Real-time PCR 检测 microRNA34a 的表达。脂

质体转染 microRNA34a 抑制剂以下调 microRNA34a 在 MSCs 的表达,MTS 实验及 Ki67 免疫荧光

染色检测细胞增殖存活情况,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增殖标志 Ki67 及抗凋亡相关

基因 Bcl-2 及 Survivin 的表达。 
结果 过氧化氢处理可显著升高 microRNA34a 在 MSCs 的表达,同时减少 MSCs 存活率,使 Ki67､
Bcl-2 及 Survivin 表达明显下降。转染 microRNA34a 抑制剂可显著减少过氧化氢引起的 MSCs 存

活率降低,显著升高 Ki67 和 Bcl-2 的基因表达,和 Bcl-2 及 Survivin 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论 抑制 microRNA34a 的表达可提高 MSCs 在过氧化氢引起的氧化应激反应中的存活能力,提示

microRNA34a 可能在过氧化氢引起的 MSCs 氧化应激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 
 
 
PO-0079 

1147 例新生儿听力及耳聋基因联合筛查结果分析 
 

何琴,鲁皓琳,向龙,唐艺玮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6 

 
 

目的 分析 1147 例新生儿听力及耳聋基因联合筛查结果分析,探讨耳聋基因联合筛查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 2016 年 6 月-2017 年 1 月出生的 1147 例新生儿行听力筛查的同时。取足跟末梢血提取基

因组 DNA,采用 15 项耳聋基因检测芯片共检测 4 个基因,15 个位点,其中:GJB2 基因 4 个位点,分别

为 35delG､ 176-191del 16､ 235delC､ 299-300delAT:GJB3 基因的 538 C>T 位点:SLC26A4 基因

8 个位点,分别为 2168 A>G､ IVS 7-2A>G､ 1174 A>T､ 1226 G>A､ 1229 C>T､ IVS15+5G>A､
1975 G>C､ 2027 T>A;线粒体 12SrRNA 检测 1494 C>T 和 1555 A>G 位点来进行检测,分析其结

果。 
结果 1147 例新生儿中 28 例(2.4%,28/1147)听力筛查未通过,听力复筛未听过 10 例

(0.87%,10/1147),经过听力学诊断 终确诊听力损失 2 例。1147 例新生儿中 43 例(3.7%,43/1147)
存在耳聋基因突变,其中 GJB2 突变阳性率 高,为 2.4%(27/1147);SLC26A4 基因突变为

1.4%(16/1147);GJB3 基因突变为 0.79%(9/1147);线粒体 12SrRNA 基因突变为

0.61%(7/1147);1147 例新生儿中 听力筛查与耳聋基因筛查均通过 1097 例,均未通 7 例,听力筛查通

过但耳聋基因未通过 41 例,听力筛查未通过但耳聋基因通过为 2 例。 
结论 新生儿听力与耳聋基因联合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部分听力筛查不能发现的耳聋高危新生儿,弥
补单纯新生儿听力筛查的不足。可对携带耳聋基因的听力障碍儿童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干预,
可以指导抗生素的应用以避免药性耳聋的发生,真正实现大幅度降低我国耳聋发病的目标。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541 
 

PO-0080 

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与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吴巧玲
1,龚春丹

3,赵正言
4,彭咏梅

2,3 
1.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3.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 

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慢性炎症反应被认为与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基于

体内炎症反应状态､ 且以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大样本研究较为缺乏。超敏 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是反应体内炎症状态的指标之一,本研究拟探明 hs-CRP 与

MS 各组分的相关性,为预防及降低儿童青少年 MS 发病率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上海市 26 所中小学 12000 例 8-17 岁儿童青少年,收集其体格资料､  
营养 /运动情况､  家庭情况及出生资料信息。发放体检知情同意书,对愿意参加体检者进行体格测量:
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 血压､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肝脏 B 超检查,及血液生化检测:总胆

固醇(TC)､ 甘油三酯(TG)､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hsCRP､
载脂蛋白 A1(APOA1)､ 载脂蛋白 B(APOB)､ 空腹血糖(GLU)､ 脂蛋白 a(Lpa)､ 糖化血红蛋白比值

(HbA1C%)､ 胰岛素及 C 肽。计算腰臀比､ 腰围 Z 分(Z-WC)及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将 hs-CRP≥1 定义为高 hs-CRP 组,hs-CRP<1 定义为低 hs-CRP 组。分析 hs-CRP 与 MS 各

关联指标的相关性,并比较不同 hs-CRP 水平组别儿童青少年 MS 各关联指标的差异。 
结果 共 539 名儿童青少年参与体检,其中高 hs-CRP 共有 88 人,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患病者 90
人。Hs-CRP水平与舒张压､ TG､ ALT､ AST､ C 肽及 IMT 成显著正相关,与 HDL-c､ APOB､ Lpa
成显著负相关(p<0.05)。组间比较显示,高 hs-CRP 组儿童青少年的 TG､ ALT､ AST､ HbA1C%､
胰岛素､ c 肽､ IMT､ 收缩压及舒张压均显著较高(p<0.05),而出生体重显著较低(p=0.025)。相关分

析及组间比较均未发现 hs-CRP 与腰围有相关性。NAFLD 患者的 hs-CRP 水平显著较高

(p=0.001)。 
结论 Hs-CRP 水平与儿童青少年 MS 及 NAFLD 的发生密切相关。Hs-CRP 水平的升高可导致儿童

青少年糖脂代谢紊乱及血压升高,而较高水平的 hs-CRP 与低出生体重有关。 
 
 
PO-0081 

5560 例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A､ E 水平的调查 
 

王美芬,王明英,张桢,段金涛,李娟,邓成俊,刘四香,方佳慧,徐苏琦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228 

 
 

目的 探讨昆明地区 5560 例儿童维生素 A､ E 水平的变化,为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水平提供可靠的依

据及营养指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昆明市儿童医院体检的 5560 例儿童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进行血浆维生素 A､ E 水平的测定 
结果 5560 例儿童中男性 2773 例,女性 2787 例,其中维生素 A 水平正常 4772 例,其中男性 2335 例,
女性 2437 例,占 85.83%;亚临床型维生素 A 缺乏 681 例(男性 354 例,女性 327 例)占 12.24%;临床

型维生素 A 缺乏 107 例,男性 64 例,女性 43 例,占 1.92%;维生素 E 水平测定,维生素 E 水平正常

4903 例,占 88.13%,维生素 E 水平下降 606 例,(男性 306 例,女性 300 例),占 10.90%,维生素 E 缺乏

51 例(男性 36 例,女性 15 例),占 0.92% 
结论 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A､ E 主要以维生素 A 缺乏及维生素 E 水平下降为主,进一步加强昆明地

区儿童维生素 A､ E 的营养指导,为昆明地区患儿营养状况和生长发育和远期并发症进行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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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2 

Insight from Analysis of Feeding Practices and Growth 
Outcomes among Tibetan Children less than 3 Years of 

Age: What, Why and How? 
 

Shi Huiqing,Yang Xiaodong,Chen Jinjin 
Shanghai Children Hospital 200026 

 
 

Objective To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of various forms of nutrition status under 3 years(≤35 
months)living at high residential altitudes in Tibet, identify the factors of feeding patterns 
connected with child nutritional outcomes as well as investigate determinants of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EBF) and complementary feeding (CF) practices of Tibetan mothers. 
Methods Data on child health and nutrition of 1434 Tibetan children aged less than 3 years were 
collected in Tibet with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 The outcomes of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 were defined as stunning, underweight and wasting by common age- and sex- 
cutoff value. A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caregivers of children for 
individual, maternal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ge-specific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construct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categories of undernutrition and feeding risk 
factors. Binary an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ng factors on feeding practice.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stunting, underweight and wasting was 18.0% , 49.2% and 25.4%, 
respectively. For infants younger than 4 months, 54.1% were being breastfed exclusively at the 
time of study while the rate for mothers who could conduct EBF for at least 4 complete months 
was only 10.4% among infants older than 4 month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infants (66.12%) in 
present study were introduced solids earlier than 4 months, while 11.63% of the caregivers 
started CF later than 7 months. Non-EBF appeared to be dangerous for children nutritional 
outcomes in 0-3.99 and 7-23.99 months group.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earlier introduction of solid foods prior to 4 months of age and wasting in 0-3.99months, 4-6.99 
months and underweight in 7-23.99 months. Late introduction of solids was risk factors for 
underweight and wasting in 7-23.99 months. Relationship could be seen between non-EBF and 
stunting, wasting in children aged older than 24 months in our survey. Delay introduction of CF 
keep a negative impact on stunting at 23-35.99 months group. In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optimal feeding practices, mothers who lived in rural areas (agricultural areas, 
pastoral areas; both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were more likely to provide non-EBF than 
counterparts in urban areas. Illiterate mothers were less prone to conduct non-EBF compared to 
others. In terms of CF, illiteracy and primipara were risk factors to start early solids introduction. 
Infants who lived in altitude lower than 4500m; whose family were not in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and who lived in agricultural areas were less likely to be introduced solids later than 
7 months. Primiparous, low education mothers (illiterate or primary level) or those living in 
pastoral areas tended to start CF late. 
Conclusions  The nutritional condition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Tibetan young children is poor,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suboptimal feeding patterns in this area.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mprove EBF and timely introduction of complementary as element of a crucial public health 
policy to diminish health threats and problems in Tibet, especially to primipara, mothers without 
education and groups living at high altitude (4500m-) in pastoral area with low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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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3 

青岛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分析 
 

李达,于海玲,莫晓菲,刘玉欣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了解青岛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变应原分布特征。 
方法 对 1498 例疑似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皮肤点刺试验(skin prick test SPT),测定致敏变应原,并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498 例患者中 SPT 总体阳性率为 56. 07%,阳性率相对较高的的变应原依次是粉尘螨(88. 
13%)､ 屋尘螨(84. 63%) ､ 猫毛(43. 89%)等;随着儿童年龄增加,变应原阳性率呈升高趋势;男女之间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粉尘螨､ 屋尘螨为青岛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主要吸入性变应原。 
 
 
PO-0084 

Association of leptin with disease severity and 
inflammation indicators in obese children with perennial 

allergic rhinitis 
 

Wen long liu,Luo Renzhong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510623 

 
 

Objective The prevalence of both obesity and allergic diseases in children has increased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However,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ergic rhinitis (AR) and 
obesity has varied in different studies. 
We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obesity on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AR and the possible 
key inflammation mediators during the progression of AR using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hildren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3,126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from 14 randomly selected secondary schools. 
The obesity indicators, symptom and medication scores,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nasal symptom score,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score and medication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obese children with perennial AR than in non-obese children with 
perennial 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erum leptin concen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TH2/17/Treg cytokines, eosinophil cationic protein, C-reactive protein, 
the count of white blood cells, the count of eosinophils, and different obesity indicators in patients 
with perennial AR. Regression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serum leptin levels correlates with the 
total nasal symptom score, VAS score and medication score in children with perennial AR.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s that obesity may exacerbate inflammation in the setting of AR and 
provides evidence to show that leptin is involved in Th2/17 inflammation and that the 
accumulation and activ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in obese children with AR is related to disease 
sev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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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5 

肾上腺素联合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治疗急性喉炎 
合并喉梗阻的观察及护理 

 
杨君,高艺文,魏杰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肾上腺素联合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治疗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的疗效观察及护理体会。 
方法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我院 60 例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患儿,根据随机数字法,将其分

为对照组(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和观察组(肾上腺素联合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治疗),每组各 30 例,
分析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症状及体征( 声音嘶哑､ 犬吠样咳嗽､ 喉鸣､ 吸气性呼吸困难等) 改善的情

况,总结护理体会。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声嘶(13.9±1.3h Vs 20.3±1.8h)､ 呼吸困难(3.2±1.1h Vs 5.7±1.3h)､ 喉鸣

音(11.5±1.4h Vs 17.7±1.6h)的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两组

都没有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肾上腺素联合布地奈德交替雾化吸入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急性喉炎合并喉梗阻患者的临床症状

及体征,同时给予正确有效的护理指导,具有起效快,较高的治疗安全性,缩短治疗时间,值得临床推

广。 
 
 
PO-0086 

北京地区儿童急性中耳炎与地区气象环境因素关系的研究 
——附 23076 例报告 

 
陆颖霞,梁洁琼,谷庆隆,于雪梅,闫雪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北京地区儿童急性中耳炎与气象环境因素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1-2013 年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每日耳鼻喉科门急诊就诊的急性中耳炎患

儿的相关信息,记录同期北京市每日的气象环境数据情况(平均气温､ 平均气压､ 平均风速､ 平均湿

度及 PM2.5),通过线性相关和逐步回归方法分析各每日气象和环境指标与儿童急性中耳炎发病的关

系。 
结果 2011-2013 年急性中耳炎就诊的患儿分别为 7589､ 8245､ 7242 例次,三年总体来看无明显差

异;每年就诊情况均在十二月达到高峰,二月 少,八月次之,夏季少于其他季节(P<0.05)。1 岁以内婴

幼儿急性中耳炎有一小高峰,在 3-4 岁达到峰值,此后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减少。在不同年龄段,均为男

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平均急性中耳炎就诊人次与平均气压､ 十天前 PM2.5 呈正相关(r=0.333､
0.093, P=0.000､ 0.002),与平均气温､ 平均湿度呈负相关(r=-0.327､ -0.195,P=0.000､ 0.000)。将

气象因素组合建立逐步回归模型,结果如下:Y=-189.195+ 0.212X1 -0.045X2 -0.14X3(X1代表平均气

压,X2代表平均湿度,X3代表平均气温)。 
结论 北京地区儿童急性中耳炎发病有明显季节性。气象因素同儿童急性中耳炎发病之间有一定的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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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7 

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治疗新生儿先天性喉囊肿的临床疗效随访 
 

高兴强,郭宇峰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探讨新生儿先天性喉囊肿囊肿诊断､ 低温等离子消融等手术方式及术后临床疗效随访。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4 年 7 月-2017 年 1 月 7 例先天性喉囊肿婴幼儿患者病历资料,诊断主要依

靠患儿病史､ 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及其他影像学检查,全部病例均在全麻下行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
术后对症治疗,术后进行密切的阶段性随访,并均行电子鼻咽喉镜检查,保存记录检查结果。 
结果 7 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完整切除喉囊肿,术后均未行气管切开等有创操作。随访 3 个月-2 年

时间内,仅 1 例在术后半年内复发。 
结论 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数作为一种新型的手术方式,具有术中出血少,损伤轻等特点,但是临床应用

时间较短,手术方式不统一,尚处于探索阶段,术后仍有复发可能,故术后仍需较长时期的密切随访。电

子鼻咽喉镜作为一种无创､ 便捷､ 准确的检查手段,可以用于新生儿上呼吸道梗阻疾病的诊断及术

后随访。 
 
 
PO-0088 

汉语普通话人工耳蜗植入儿童生活质量研究 
 

赵雅雯,刘海红,李颖,郑之芃,李靖,聂晓璐,倪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来源于家长观点的人工耳蜗植入(Cochlear Implant, CI)儿童生活质量情况,获取 CI 儿童生

活质量的标准值和变化趋势,探索相关因素(如年龄､ 开机时年龄､ 语训时间等)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作

用,为更全面评估 CI使用成效､ 改善 CI 儿童生活质量提供有效临床依据。 
方法 共 79 名 CI 儿童(平均年龄 39.30 ± 14.04 月,平均开机年龄 24.04 ± 12.15 月,平均 CI 使用时间

15.49 ± 5.05 月,平均语言训练时间 9.59 ± 6.42 月)参与本项研究,其中 51 名受试儿童(平均年龄

36.88 ± 15.96 月,平均开机年龄 25.67 ± 15.39 月,平均语言训练时间 7.82 ± 4.20 月)接受为期一年

的评估随访,评估时间节点为受试儿童开机时(0m)､ 1m､ 2m､ 3m､ 6m､ 12m。另 28 人接受横向

评估研究,评估时开机时间均大于等于 1 年。研究对受试儿童进行生活质量评估,评估材料为本课题

组前期经信度与效度验证的 CI 特异性量表“中文版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家长观点调查问卷”(Mandarin 
Parental Perspectives, M-PP)。M-PP 评估 8 个方面:交流､ 基本功能､ 自立能力､ 幸福感､ 社会关
系､ 教育､ 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和影响､ 对孩子的支持。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取
0.05 为显著性水平。 
结果 CI 开机时间一年后生活质量得分 高的维度是人工耳蜗的植入效果和影响(平均值 4.03±0.54),

低分值是交流维度(平均值为 3.42±0.67)。年龄与 3 个维度(交流､ 基本能力､ 教育)成正相关,语
训时间与 5 个维度(交流､ 自立能力､ 幸福感､ 社会关系､ 教育)成正相关,看护人与 3 个维度(交流

､ 基本能力､ 自立能力)成正相关。2 个维度(开机时年龄､ 性别)与生活质量结果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本研究显示家长对 CI 儿童生活质量维度评价良好,除外对 CI 儿童教育维度较为担忧。CI 使用

时间和语言训练显著影响儿童生活质量,CI 儿童生活质量随使用时间呈线性增长,尤其植入 3 个月后

儿童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语言训练对改善生活质量的交流､ 自立能力､ 幸福感､ 社会关系､ 教

育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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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89 

腺样体肥大和腺样体切除术对儿童嗅觉功能的影响 
 

潘宏光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腺样体肥大患儿的嗅觉情况,并比较腺样体切除术后患儿嗅觉和食欲的变化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我科住院行腺样体切除术并且符合研究条件的患者 44 名

(7 ~12 岁,平均 10.0±2.0 岁)进行 Sniffin’Sticks 法嗅觉测试,和嗅觉正常健康儿童(7~12 岁,平均

11.2±0.8 岁)的嗅觉功能进行比较。术后半年进行再次随访并进行 Sniffin’Sticks 法嗅觉测试。同时

在术前和随访时进行食欲 VAS 评分。 
结果  腺样体肥大患儿嗅觉功能(TDI 总分 32.4±3.5)明显下降,较正常同龄儿童(TDI 总分 37.3±2.8)低,
有统计学意义(P<0.01),腺样体切除术后患儿的嗅觉功能(TDI 总分 36.8 ±1.9)有明显的提高,患儿术

后食欲 VAS 评分(7.3±0.7)较术前(5.2±0.8)提高明显,且有统计学差异(P<0.01)。腺样体术前､ 术后

TDI 增值和患儿食欲 VAS 评分增值有明显的相关性(r=0.59,P<0.01)。 
结论 腺样体肥大患儿嗅觉功能和食欲出现下降,腺样体切除术能明显改善患儿的嗅觉和食欲。 
 
 
PO-0090 

儿童迟发性听力损失 32 例临床分析 
 

莫薇,周智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探讨新生儿听力筛查后的跟踪､ 随访对发现儿童迟发性听力损失的诊断作用。 
方法 儿童迟发性听力损失 32 例患儿经听力学评估检测确诊感应神经性聋,再行颞骨 CT 检查。 
结果 32 例患儿经听力学评估和颞骨 CT 检查,前庭导水管扩大 30 例(60 耳);IP-Ⅱ(Mondini 畸形)2 例

(4 耳)。 
结论 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的婴幼儿,仍有出现迟发性听力损失的风险,随着生长发育一旦出现语言发

育迟缓或对声音反应迟钝应及时复查听力,以便及时发现听力损失,采取及时干预和治疗。 
 
 
PO-0091 

屋尘螨抑制部分人群的支气管上皮细胞层转运硫酸沙丁胺醇 
 

曾清香
1,葛琪

3,付清玲
2,史剑波

2,刘文龙
1,罗仁忠

1,Brian G. Oliver3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Woolcock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目的 硫酸沙丁胺醇(SS)是 β2受体激动剂,广泛应用于缓解支气管哮喘的急性发作。屋尘螨(HDM)是
引起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主要变应原之一。本研究探讨了 HDM 对支气管上皮细胞层转运 SS 的

影响。 
方法 人原代支气管上皮细胞从肺气管分离后以气-液界面方式培养,使其分化为假复层黏膜纤毛上皮

细胞,分化后从培养室上部即细胞层表面用 50µg/ml HDM,5mM 三乙胺(TEA,阳离子转运蛋白的竞争

性抑制剂)或者 6mM EGTA(钙离子螯合剂,破坏细胞层完整性)刺激 1 小时,随后加入 SS(终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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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mM),根据不同时间点(共 4 小时)收集培养室底部的溶液,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出通过细胞层的

药物浓度,计算表观渗透率(Papp)。 后通过测试荧光素钠(flu-Na)的 Papp 评估细胞层的完整性。 
结果 EGTA 增加 flu-Na 的渗透,Papp 从 1.59×10-6 cm/s 增加到 1.35×10-5 cm/s(n=10,p<0.05),表明

该条件下培养的细胞层具有一定的屏障功能且可被 EGTA 破坏。约一半患者的支气管上皮细胞

中,TEA 抑制了 SS 通过上皮细胞层,Papp 从 6.95×10-7 cm/s (对照组) 减少为 3.99×10-7 cm/s (TEA
组,n=5, p<0.05),这一组细胞称之为 TEA 敏感 组。然而在另一半患者的细胞,TEA 未影响 SS 转
运。在 TEA 敏感组中,HDM 抑制了 SS 的转运,Papp 降低至 2.47×10-7 cm/s (HDM 组,n=6, p<0.05),
同时也抑制了 flu-Na 的转运,Papp 从 1.67×10-7 cm/s(对照组)降为 8.06×10-7 cm/s (HDM
组,n=4,p<0.05)。在非 TEA 敏感的细胞中,HDM 未影响 SS 和 flu-Na 的转运。 
结论 硫酸沙丁胺醇通过两种方式穿过支气管上皮层:细胞旁路途径和跨细胞途径。对阳离子转运蛋

白抑制剂 TEA 敏感的支气管上皮细胞,屋尘螨可抑制硫酸沙丁胺醇的转运,且可能通过抑制其细胞旁

路途径起作用。这表明在临床上部分患者暴露于某变应原后,硫酸沙丁胺醇穿过支气管上皮层的能

力可能受到影响从而降低药效,这也可能成为哮喘的另一种内表型。 
 
 
PO-0092 

湖南地区变应性鼻炎儿童的吸入性变应原特点分析 
 

李赟,黄敏,罗欣友,王敏,彭湘粤,陶礼华,赵斯君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调查湖南省儿童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患者的主要吸入变应原,为本地区 AR 儿童的诊

治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采用包括 13 种吸入性过敏原(屋尘螨､ 粉尘螨､ 动物皮毛､ 霉菌一､ 霉菌二､ 杂草(艾蒿､ 荨

麻､ 蒲公英､ 车前草)､ 禾本谷类(禾本科､ 大麦､ 燕麦､ 黑麦､ 小麦)､ 树木花粉一(榛属､ 杨属､

榆科､ 柳属)､ 树木花粉二(桦木､ 水青冈､ 栎属)､ 禾本草类(天鹅草､ 黑麦草､ 龙须草､ 牛尾草)､
蟑螂､ 乳胶､ 阴性对照､ 阳性对照)的阿罗格过敏原点刺试剂盒,对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本

科门诊拟诊为 AR 的湖南地区 2850 例患儿进行皮肤点刺试验(skin prick test,SPT),描述变应原的分

布特征。 
结果 测量风团的 长径和垂直径的长度,算出两者均值为风团直径,同样球的组胺阳性对照直径大小,
两者相比即为皮肤指数(skin index,SI)。风团直径与阴性对照相同,为阴性(-)。阳性结果:SI≤0.5 为

“+”,0.5<SI≤1.0 为“++”,1.0<SI≤2.0 为“+++”, SI>2.0 为“++++”。SPT 阳性结果为至少 1 种变应原阳

性。结果:变应原总体阳性率为 84.5%(2408/2850),其中粉尘螨､ 屋尘螨及杂草阳性率居于前三位,
分别是 56.6%(1613/2850),48.6%(1385/2850),5.5%(157/2850),其次为蟑螂 3.5%(100/2850),树木

花粉一 1.7%(48/2850)及杂草 1.0%(28/2850)。阳性患者单一变应原阳性者(9.8%),两种变应原阳性

者(37.5%),三种及以上变应原阳性者 例(52.7%)。 
结论 粉尘螨､ 屋尘螨､ 杂草是湖南地区儿童常见的吸入性变应原。 
 
 
PO-0093 

The Analysis of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in NICU 
Infants after They Fail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Wang Bing,Zou Bin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14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ABR) features of newborns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with hearing screening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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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test ABR in 212 NICU newborns born from July 2011 to September 2013 who failed 
the hearing screening, and 652 healthy newborns with no perinatal diseases.  
Results 1. 42.0% of healthy group’s wave V response thresholds were ≥30 dBnHL, and 54.2% 
of the NICU group’s wave V response thresholds were ≥30 dBnHL. The NICU group’s hearing 
abnormality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ealthy group. (P<0.05); 2. The NICU 
group’s auditory thresholds (39.27±22.18 dBnH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healthy group (22.06±7.47 dBnHL) (P<0.05); 3. The NICU group’s both-ear latency for waves I, III 
and V and  interpeak latency for waves I–V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of the healthy 
group (P<0.05), although the amplitudes for waves I, III and V and the V/I amplitude ratio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s NICU  group’s ABR wave forms vary without fixed rules. Waves I, III and V latency 
and waves I–V  interpeak latency of the NICU group were longer than those of the healthy group . 
In addition, the hearing loss extent of the NICU group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healthy group. 
ABR abnormality reflects auditory conduction pathway abnormality.  
 
 
PO-0094 

Blood lead, bone lead and child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disorder-like behavior 

 
XU JIAN1,Lin Yanfen1,Yan Chonghuai1, Geng Hongquan1, Shen Xiaoming1, Nie Linda H.2, Hu Howard3 

1.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USA 

3.Dalla Lan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 Canada 
 
 

Objective Mounting evidence showed that lead exposure increases the risk of child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Epidemiologic studies have typically used the blood-lead as 
a biomarker of lead exposure; blood-lead levels mostly reflect recent lead exposure.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ne-lead, a biomarker of cumulative 
exposure, and ADHD. Therefore, we aimed to compare the associations of bone-lead vs. blood-
lead levels with child ADHD symptoms and comorbidities. 
Methods A total of 164 children were enrolled during 2014-2015. The Vanderbilt-ADHD-
Diagnostic-Parent-Rating Scale (VADPR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hildren’s ADHD symptoms 
and comorbidities. Children’s blood and bone lead concentrations were assessed, the latter using 
a non-invasive K-x-ray-fluorescence technique. According to blood-lead levels, children were 
classified into high (blood-lead ≥10.0 μg/dL) and low (blood-lead <10.0 μg/dL) blood-lead groups. 
According to bone-lead levels, children were classified into high (bone-lead ≥2.66 μg/g) and low 
(bone-lead <2.66 μg/g) bone-lead groups. We associated blood/bone lead with VADPRS data 
using multi-variabl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Children in the high blood-lead and bone-lead groups both had higher 
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scores than the corresponding low groups, and children in the high bone-
lead group had higher oppositional-defiant-disorder (ODD) scores than the low group (P-values 
<0.05). After adjusting for relevant confounders, children in the high bone-lead group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ODD-behavior than the low group (OR=6.7, 95%CI: 1.2-36.5). However, no 
adjusted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blood-lead and any ADHD-domain score. 
Conclusions High levels of cumulative lead exposure in children may be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ODD-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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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95 

我国城乡 1-66 个月儿童发育差异分析 
 

卞晓燕
1,朱锡翔

2,SQUIRES Jane3,刘芳
4,岳虹霓

5,许汝钗
6,孙守兰

7,陈菁
8 

1.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 
2.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3.俄勒冈大学早期干预研究所,美国俄勒冈 尤金 
4.十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湖北 

5.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江苏 淮安 
6.保定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河北 保定 
7.中卫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宁夏 中卫 
8.鹰潭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江西 鹰潭 

 
 

目的  探讨我国城镇与乡村 1-66 个月儿童发育的差异及特点 
方法 资料来源于《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三版(中文版)》(ASQ-C)的全国常模样本,比较其中的城

､ 乡常模样本的 20 个 ASQ-C 月龄组的沟通(CM)､ 粗大动作(GM)､ 精细动作(FM)､ 解决问题(CG)
和个人-社会(PS)5 个能区共 100 对能区得分的平均值及 20 个月龄组量表总分的平均值。采用 SAS 
9.3 和 MS Excel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城镇样本 2236 人,乡村样本 2 216 人,每个 ASQ-C 月龄组的样本量均为 108-114 人。CM 有

19 个月龄组城镇较乡村高,其中 6 个月龄组有显著性差异;GM 有 18 个月龄组城镇较乡村高,其中 8
个月龄组有显著性差异;FM 有 18 个月龄组城镇较乡村高,其中 7 个月龄组差异有显著性;CG 所有月

龄组城镇都较乡村高,其中 11 个月龄组有显著性差异;PS 有 14 个月龄组城镇较乡村高,其中 3 个月

龄组有显著性差异。所有 20 个月龄组的量表总分,城镇都高于乡村,其中 11 个月龄组有显著性差异,
以 26 月龄后差异较集中而较大。 
结论  我国 1-66 个月儿童的发育存在城乡差异,乡村儿童各个能区的发育普遍比城镇儿童落后。为

促进我国乡村儿童的发育,推广 ASQ-C 这种将家长纳入发育筛查及早期教育的适宜技术,是简便可行

的措施。 
 
 
PO-0096 

沙盘游戏疗法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心理行为干预研究 
 

余文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沙盘游戏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 ADHD)的
心理行为干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随机纳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确诊为 ADHD 的 6-12 岁

的 8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ADHD 患儿之前未接受过药物治疗,儿童智力测验

(wechsierintelligence scale tor children.wlsc—CR)总智商≥80,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病史。80
例 ADHD 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40 例)与对照组(40 例),实验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每周 1 次共 6
个月的沙盘游戏心理治疗,对照组仅进行药物治疗。两组均予治疗前后采用 conners 父母症状问卷

(parentsymptom questionnire,PSQ)为测评工具,分别在实验前后对患儿进行疗效对照评定。在治疗

前后对患儿家长各进行一次半结构式的访谈。 
结果 1､ 研究组和对照组 ADHD 儿童治疗前后比较,实验组结果显示,治疗后 conners 量表各因子得

分都有减少,其中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问题､ 冲动--多动及多动指数因子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对照组结果显示,治疗后除品行障碍､ 焦虑､ 心身障碍之外的因子得分都有减少,其中

学习问题､ 多动--冲动及多动指数因子得分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2､ 治疗后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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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儿童 conners 父母量表的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 PSQ 因子得分,对两组治疗前后的 PSQ 因子得

分进行两组均值比较。结果显示,经过每周 1 次共 6 个月的沙盘心理治疗后,实验组 ADHD 儿童的

conners中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障碍､ 多动--冲动,焦虑及多动指数因子得分均小于对照组,其
中品行问题､ 心身障碍､ 焦虑得分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3､ 对患儿家长的半结构式

访谈前后对比有明显好转。 
结论 沙盘游戏心理治疗能够游戏改善 ADHD 患儿的多种症状。对 ADHD 患儿的身心治疗有积极作

用。 
 
 
PO-0097 

The effect of maternal vitamin D deficiency during 
pregnancy on body fat and adipogenesis in rat offspring 

 
Wen Juan, Hong Qin, Wang Xingyun, Zhu Lijun,Wu Tianqi , Ji Chenbo, Guo Xiro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21000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vitamin D deficiency on body fat and adipogenesis 
in offspring rats,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Methods We constructed a vitamin D deficient rat model and performed metabolic activity 
evaluation, body fat monitoring, biochemical analysis, adipogenesis assay, methylation 
microarray and RNA-seq for their offspring rat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during pregnancy on body fat and adipogenesis in offspring. 
Results  The weight of vitamin D deficient (VDD) offspring was gradu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CLT) offspring,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since 10 weeks old. When compared 
with CTL offspring, the 24h heat production, peak blood glucose, adipose tissue volume and 
blood lipid index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VDD offspring at 14 weeks old. Moreove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roliferation rate and number of lipid droplets for pre-adipocytes was also 
observed in VDD offspring group. DNA methylation profiling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CTL group, 
608 promoters and 204 CpG islands were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in the VDD group, involving 
305 genes. When combined the results of RNA-seq, 141 genes of the methylated gene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onclusions Vitamin D deficiency during pregnancy may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pre-adipocytes, which may associated with methylation alterations of genes, 
such as Vldlr and Hif1α, ultimately leading to offspring obesity. 
 
 
PO-0098 

孕中期红细胞叶酸水平与妊娠结局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谢开鹏,许鹏飞,付子毅,文娟,祝丽珺,崔县伟,尤梁惠,季晨博,郭锡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分析孕中期妊娠妇女的红细胞叶酸水平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方法 以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在本院就诊的孕中期妇女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为:单胎妊娠且孕

前无其他慢性疾病以及精神性疾病。采集外周血后检测其红细胞叶酸水平,收集孕妇的人口学资料,
建立队列并追踪至妊娠结局。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红细胞叶酸浓度与出生结局的关系,通过限制

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s, RCS)方法分析二者的剂量反应关系。针对阳性关联结果,进
一步通过 Meta 分析进行系统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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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中共有 2685 例资料完整的研究对象纳入分析,观察到的不良妊娠结局主要为妊娠糖尿

病(392 例,14.6%)。2685 例研究对象的红细胞叶酸浓度 1490.01 (1151.05- 1876.83) nmol/L,且妊

娠糖尿病孕妇红细胞叶酸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妊娠妇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554.03(1240.54-
1949.99) vs 1478.83(1124.60- 1865.71) nmol/L,P = 0.00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红细胞

叶酸浓度升高与妊娠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显著相关[RR =1.16 (1.03, 1.30), P = 0.012]。本研究中并未

发现孕中期红细胞叶酸水平与其他妊娠结局具有关联性。RCS 分析结果提示红细胞叶酸和妊娠糖

尿病之间呈曲线趋势(P 非线性=0.001)。Meta 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孕期叶酸水平升高时妊娠糖尿病的

危险因素[合并 OR= 1.212 (1.020-1.441), P = 0.029]。 
结论 孕中期红细胞叶酸水平升高是妊娠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PO-0099 

慢性氧化应激对棕色脂肪细胞分化及功能的影响 
 

崔县伟,张凡,尤梁惠,王兴,李沄,文娟,季晨博,郭锡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29 

 
 

目的 研究棕色脂肪年龄相关性的功能衰退与慢性氧化应激之间的关系。 
方法 比较不同年龄阶段(4周､ 8 周和 2 年)雄性 C57/B6 小鼠棕色脂肪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

(superoxide dismutase,SOD)以及棕色脂肪特异性基因(UCP-1､ PGC1α)的表达水平;在原代人棕色

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加入不同浓度(0.05､ 0.1､ 0.25mM)的过氧化氢(H2O2),观察脂滴的含量､ 棕色

脂肪分化相关基因的表达(PPAR γ, PRDM16, Cidea, C/EBPβ)､ 线粒体 DNA拷贝数､ 线粒体形态

以及产热相关基因(UCP-1,PGC1α,PPARα,Cytochrome C)的表达变化;使用维生素 C 预处理棕色脂

肪组织后再使用过氧化氢干预,检测对棕色脂肪分化及功能的影响。 
结果 不同年龄段小鼠棕色脂肪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以及棕色脂肪特异性基因的表达水平均随

年龄的增加而显著降低。此外,随着过氧化氢浓度的升高,棕色脂肪细胞中脂滴的含量逐渐减少,棕色

脂肪分化相关基因的表达也逐渐减弱,且线粒体 DNA 拷贝数,线粒体形态以及产热相关基因也发生了

明显的改变。 终,我们还发现使用抗氧化剂可以缓解对棕色脂肪的氧化损伤。 
结论 棕色脂肪年龄相关性的功能衰退可能是由于过量的 ROS 积聚在棕色脂肪组织中。 
 
 
PO-0100 

二甲双胍对内脏白色脂肪细胞作用的蛋白组学分析 
及活性多肽筛选 

 
高尧,王星云,尤梁惠,崔县伟,季晨博,郭锡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二甲双胍为治疗二型糖尿病的一线首选和全程用药,具有显著减轻体重的效果,其本身并不是治

疗儿童肥胖或超重的处方药物。脂肪细胞既是脂类沉积的主要场所也是糖脂代谢调控的主要器官。

本研究旨在从蛋白组学角度更深入了解二甲双胍对脂肪细胞的作用机制,筛选潜在具有减脂效果的

多肽。 
方法 以 5 mM 二甲双胍处理人成熟原代内脏白色脂肪细胞(Visceral white adipose tissue cell,v-
WAC),48 小时后,比较二甲双胍处理组(n=3)与未处理组(n=3)间脂质含量的差异。进而利用同位素

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fication,iTRAQ)法结合纳米液相

色谱串联质谱法(nano LC-MS, nano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比较两组

间的蛋白组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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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相对于对照组,二甲双胍作用 48 小时后,脂肪细胞的油红 O 染色深度明显降低,甘油三酯含量显

著降低(P < 0.05)。我们确定并定量了 656 条非冗余肽,其中有有统计学差异(变化倍数 ≥ 2,P < 
0.05)的多肽共计 281 条,86 条多肽表达量上调,195 条多肽表达量下调。进一步对这些差异性表达

的多肽及前体蛋白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细胞成分分析:这些多肽主要来源成分包括,细胞膜､ 过氧

化物酶､ 线粒体内膜及外膜､ 泛素连接酶等。分子功能分析:差异多肽及其前体蛋白的功能主要涉

及蛋白磷酸酶结合､ ATP 酶活性､ GTP 酶活性､ 脂质转运蛋白活性､ 泛素-蛋白连接酶活性等。生

物过程分析:差异性多肽及其前体蛋白的功能涉及胞内转运体活性调节､ 脂蛋白代谢､ 甘油三酯代

谢､ 胆固醇代谢､ 脂质运输､ GTP 酶活性调节､ 氧化应激反映､ 蛋白泛素化等。信号通路分析: 泛
酸和辅酶 A合成､ ATP 结合转运蛋白､ RNA降解､ 脂肪酸降解､ 甘油三酯代谢､ 过氧化物酶体､

泛素介导的蛋白水解等信号通路。进一步预测差异性表达多肽及前体蛋白涉及的上､ 下游调节调控

网络,发现其涉及的脂肪､ 糖类､ 核苷酸､ 氨基酸代谢,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根据上述生物

信息学分析预测结果､ 种属间保守性以及是否位于蛋白的结构域内;我们筛选出 30 条可能具有生物

活性的多肽。 
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二甲双胍对 WAT-v 减少脂质聚集的作用,并从蛋白组学水平发现了二甲双胍的作

用机制涉及糖､ 蛋白､ 脂代谢等多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二甲双胍的作用机制。除此之

外,本研究还筛选了可能有潜在生物学作用的多肽;为后续研发适宜于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及超重症治

疗的多肽类药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PO-0101 

Integrated analysis of dysregulated lncRNA expression in 
white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pang LIngxia,Shi Chunmei ,You Lianghui ,Cui Xianwei ,Ji Chenbo ,Guo Xiro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 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210004 

 
 

Objective LncRNA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a myriad of bi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cell 
differenti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screen out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during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s were detected in human white pre-adipocytes and mature 
adipocytes by high-throughput microarray technique, and the deregulated lncRNAs were 
screened and verified by real-time PCR with GO and KEGG Pathway analysis. RP11-463O9.5-
related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role of these lncRNAs during adipogenesis. 
Results In total, 2135 lncRNAs were up-regulated and 2938 were down-regulated. GO and 
Pathway analysis revealed these lncRNAs were associated with adipocyte function. Furthermore, 
RP11-463O9.5 was closely related to obesity with decreased expression during adipogenesis, 
and weakened white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with complicated mechanism. 
Conclusions This deregulation of lncRNA profile provides a novel insight into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with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ding and lncRNA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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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2 

阿立哌唑治疗儿童抽动症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杨春松,俞丹,张伶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系统评价阿立哌唑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 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CNKI),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检索文献的时间范围均设定为建库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同时查找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章清单,收集儿童应用阿立哌唑的 RCT 研究,非
RCT 研究,病例系列研究和病例报告。对初步筛选通过纳入标准的文献,由两名研究者分别独立阅读

文章题目与摘要,排除掉明显不是相关的和重复发表的文献,提取资料和数据到相同表格中,再对文献

质量进行评价。本研究中的数据资料采用 Stata12.0 统计学软件来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百

分率表示(%),对阿立哌唑治疗导致的 ADR 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两组资料发生率比较采用相对危险

度(Relative Risk ,RR)及 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以 P<0.05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单组资料采用单组率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系统评价显示 RCT 和非 RCT中阿立哌唑在总不良反应上的发生率低于氟哌啶醇､ 利培酮､

泰必利､ 硫必利,但仅有 RCT 研究中阿立哌唑组和氟哌啶醇组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系列

研究中发生率为 41.8%,95%CI 为(0.150,0.685)。在神经系统和精神症状不良反应发生率上,RCT 和

非 RCT中阿立哌唑也低于氟哌啶醇､ 利培酮､ 泰必利､ 硫必利,仅 RCT 研究中阿立哌唑实验组和

硫必利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系列研究中发生率为 37.0%,95%CI 为
(0.104.0.636)。消化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上,RCT 和非 RCT中阿立哌唑也低于氟哌啶醇､ 利培酮､

泰必利､ 硫必利,且只有 RCT 研究中阿立哌唑组和氟哌啶醇组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系列

研究中发生率为 22.5%,95%CI 为(0.101,0.349)。心血管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上,阿立哌唑组低于氟

哌啶醇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系列研究中发生率为 6.4%,95%CI 为(-0.006,0.134)。泌尿系统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上,阿立哌唑治疗组低于泰必利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系列研究中发生率为

12.5%,95%CI 为(-0.037,0.287).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上,阿立哌唑治疗组低于氟哌啶醇对照组和硫必

利对照组,但仅有阿立哌唑组和氟哌啶醇组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系列研究中发生率为

8.2%,95%CI 为(0.016,0.148)。 
结论 阿立哌唑安全性可能优于氟哌啶醇､ 利培酮､ 硫必利,主要不良反应在神经精神系统､ 消化系

统,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但由于受到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还有待高质量研究证实。 
 
 
PO-0103 

Quality Assessment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n Tic 
Disorders with AGREE II Instrument 

 
Yang Chunsong,Dan Yu,Lingli Zhang 

West China second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existing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CPGs) on 
the treatment of tic disorders (TDs) and summarize recommendations in these guidelines. 
Methods We searched for CPGs on the treatment of TDs in seven databases.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 Evaluation II (AGREE II) instrumen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these included CPGs. 
Results Five CPGs meeting our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included. The mean percentage of the 
domain scores were: scope and purpose 83.33% (95% CI, 77.78%–94.44%),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62.22% (95% CI, 38.89%–94.44%), rigour of development 47.08% (95% CI,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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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3%), clarity of presentation 87.78 % (95% CI, 72.22%–94.44%), applicability 56.67% (95% CI, 
33.33%–87.50%), editorial independence 46.67% (95% CI, 8.33%–91.67%). Large differences 
existed among these 5 CPGs concerning the categorization of evidence and recommendations, 
however the recommendations of drug therapy in five CPGs were basically the same, with some 
controversy in certain areas. 
erat? osoft Word 12">We searched for CPGs on the treatment of TDs in seven databases.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 Evaluation II (AGREE II) instrumen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these included CPGs. 
Conclusions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CPGs for TDs was acceptable for scope, purpose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and clarity of presentation. The developers of CPG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rigour of development, applicability and editorial independence. Future guideline 
developers should improve adherence to the AGREE II guidelines and high quality stud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TDs is needed. 
 
 
PO-0104 

中国抽动障碍西药治疗随机对照试验证据现状与趋势分析 
 

俞丹,杨春松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评价中国大陆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 TDs)西药治疗随机对照治疗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为未来国内临床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国内外 6 个数据库,纳入国内外发表的西药治疗 TDs 的 RCT,记录基线情况,采用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价工具对其进行质量评价。 
结果 共纳入 84 篇文献,总共 6562 例患者,其中男性 4640 例。19 年来发表的 RCTs 数量不多。纳入

研究中,仅 2.4%(2/84)研究进行了样本量计算,4.8%(4/84)为多中心研究,研究中心数 2-8 个。

29.8%(25/84)研究在教学医院完成;干预措施中,14.3%(12/84)为典型抗精神病药､ 45.2%(38/84)为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28.6%(24/84)为抗癫痫药,6.0%(5/84)为 α 受体激动剂。对照措施中,3.6%(3/84)
采用安慰剂对照,96.4%(81/84)采用阳性药物对照。20.3%(17/84)研究报告了正确的随机分配方法,
仅 3.6%(3/84)报告了完善的分配方案隐藏。7.1%(6/84)采用了正确的盲法。 
结论 近 19 年中国发表抽动障碍药物治疗 RCT 数量不多,其中非典型的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阿立

哌唑,喹硫平)和抗癫痫药物(托吡酯)是研究热点药物。 
研究样本量偏低,缺乏多中心研究,整体报告质量不理想,提高抽动障碍中治疗试验的设计与实施质量

需引起更多重视。 
 
 
PO-0105 

Pharmacological strategies to tic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Yu Dan,Yang Chunsong 

West China second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he comprehensive evidences to estimate the efficacy of all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for patients suffering TS from in all ages were unclear until now. 
Method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database of Medline,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The primary efficacy outcome scale was defined as the Yale Global Tic 
Severity Scale (YGTSS).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s (WMD) with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mean difference of each outcom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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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53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included.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in 
33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29 interventions) and 11 head-to-head trials (16 interventions). 
Overall, nearly all individual antipsychotic drugs yield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nefit effect 
compared to placebo, and atypical antipsychotic agents covered more efficacious agents and 
outcome scales than typical antipsychotic agents. Alpha-2 adrenergic agonist agents showed the 
pooled benefit effect as well. However, antipsychotics agents, especially typical antipsychotic 
ag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considerably severer side-effect than alpha-2 adrenergic agonist 
agents. Of no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ingDong Granule and 5-Ling Granule) all 
showed a positive effect in the scale of YGTSS (NingDong Granule: WMD=-7.100 ,95% CI, -
10.430- -3.770) ;5-Ling Granule: WMD=-11.300,95% CI, -14.208- -8.392) and glutamate 
modulators (D-serine, N-Acetylcysteine and riluzole) might not be working. 
Conclusions In summary, for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S treating with pharmacotherapies, alpha-
2 adrenergic agonist agents has the optimal weigh between efficacy and safety. However, the 
significant factor of limited trials and sample sizes discounted our findings. Further better studies 
are necessary to ascertain these results. 
 
 
PO-0106 

0-3 岁感觉信息处理量表的信效度及临床应用研究 
 

何彦璐
2,1,杨志勇

1,区嘉欣
2,王晶

2,池霞
1,童梅玲

1,许光旭
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引进 0-3 岁感觉信息处理量表,分析其信度和效度及门诊体检儿童的感觉信息处理能力。 
方法 以 378 名 0-3 岁门诊体检儿童为样本,由其主要带养人填写量表,评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并分析

样本的感觉信息处理能力。 
结果 量表 0-6 月和 7-36 月信度分别为 0.720 和 0.871,重测信度为 0.659。效度的 KMO 值分别为

0.646 和 0.772。门诊体检儿童各感觉系统的确定偏差检出率为 P2.4-P13.2,感觉反应阈值四个维度

确定偏差检出率为 P4.0-P11.7。 
结论 0-3 岁感觉信息处理能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且与英文原版量表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PO-0107 

生长缓慢的儿童颅内生殖细胞瘤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刘玥瑶,刘玉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生长缓慢的儿童颅内生殖细胞瘤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措施,以提高对该病的早期诊治能力。 
方法 分析我院收治的 1 例以生长缓慢为首发临床表现的儿童颅内生殖细胞瘤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

文献。 
结果 本例因生长缓慢 2 年,多饮多尿 1 年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后结合头颅 MRI､ 血及脑脊液 β-HCG
和诊断性放疗诊断为颅内生殖细胞瘤。行放射治疗后,瘤体明显缩小。现患儿病情稳定。 
结论 儿童颅内生殖细胞瘤诊断除需考虑年龄､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 影像学检查资料外,在无法进行

病理检查时可行诊断性放疗确诊,以做到早诊断､ 早治疗,减少患儿创伤,治疗上足量的广泛的放疗可

以达到很高的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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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8 

神经发育评估与早期发展 
 

陈文雄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神经内科 510623 

 
 

目的 神经发育评估的主要目的在于早期发现延迟的或异常的发育,为没有通过发育筛查的儿童提供

诊断性发育评估,及可能的病因学诊断。以便:(1)帮助儿童达到 大化的潜能;(2)提供及时的治疗或

干预(尤其对听力及视力损害);(3)为可能需要特殊需求帮助的儿童提供尽可能早的照顾及管理。 
方法 安静舒适的评估环境;尽可能保持常态的被评估者;以及专业评估者是神经发育评估应具备的三

要素。 
结果 掌握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 发育里程碑(技能领域:粗大运动､ 精细运动与视力､ 语言与听力､

社会适应性;中位数年龄与极限年龄)､ 发育流､ 发育监测与筛查､ 及发育多样性的概念是神经发育

评估的基础。神经发育评估始于综合病史获得,包括出生史､ 医学史､ 发育史､ 行为史､ 教育史､

社会史,及家族史;综合体格检查包括生长发育参数评估,一般体格检查,及神经学评估;观察与引出被

评估者相关发育技能与行为是评估过程中的一个挑战性组成部分。异常发育的诊断性诠释采用延迟

､ 偏离,及分离原则。 
结论 神经发育评估应该产生一个诊断性总结,一个病因学假设,以及一个早期转介与干预策略。 
 
 
PO-0109 

Acupuncture for Non-Verbal Autistic Children: A Small 
Case Series 

 
Chen Wen-Xiong1,Liu Gang2,Liu Hong-Sheng3,Huang Zhi-Fang1,Zeng Si-Hui3 

1.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rian Center,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Radiology,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Severe speech deficit is difficult to treat au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dysfunction mirror 
neuron system (MNS) is thought to be related to autism communication, social and emotion 
regulation. Hypothetically acupuncture may serve as an ideal intervention method to adjust the 
dysfunction MNS, via its corresponding acupoint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cupuncture for non-verbal autistic children. 
Methods Five non-verbal autistic children received acupuncture for 20 sessions over 4 weeks. 
Assessment tools were adopted pre- and post-acupuncture including Autism Treatment 
Evaluation Checklist (ATEC) for symptomatology, Gesell Development Diagnosis Scale (GDDS) 
for developmental quotient (DQ), Reynell Developmental Language Scale (RDLS) for language, 
Pediatric Evaluation Disability Inventory (PEDI) and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Improvement 
(CGI-I) scale for functional status. 
Results For ATEC, non-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Sociability” domain (p=0.05) was noted, 
whil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general DQ (P=0.018) was revealed regarding GDDS,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s of sub-domain of fine motor as well as adaptability. For RDL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omprehension or production domains, while 
nonsignificant improvement (P=0.052) in the self-care domain of PEDI was revealed. For CGI-I, 
much improvement was reported in 2 cases, on the “social relatedness and imitation” and “social 
relatedness and communication” domains respectively, while minimal improvement in other 2 
cases and no change in remaining 1 case were also stated. All children were compliant with all 
acupuncture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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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 short intensive course of acupuncture might improve some core features of non-
verbal autistic children. Further high quality trials are needed. 
 
 
PO-0110 

基于 fMRI 研究新生期反复操作性疼痛对大鼠脑功能的影响 
 

闵翠婷
1,陈梦莹

1,臧凤超
2,夏冬晴

1,沈玲玲
1,李晓南

1 
1.南京市儿童医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应用新生大鼠反复针刺性疼痛的动物模型,分别观察在静息状态和重复伤害性电刺激下成年大

鼠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的变化,探讨新生期反复操作性疼痛对大鼠脑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 SPF 级 SD 孕鼠,对新生雄性仔鼠随机分组,疼痛组(Pain 组,n=10)予以 28G 型细针针刺足

底,每六小时一次,四足轮流;对照组(Control 组, n=10)予以棉签行触觉刺激。造模时间持续至生后第

7 天。于第 13 周时应用 von Frey 法行机械敏感性检测;麻醉后运用 7.0T 磁共振扫描系统观察静息

状态下两组大鼠脑血氧水平依赖信号的改变;进一步应用经皮神经电刺激仪给予大鼠左前爪重复伤

害性电刺激(off-on-off-on-off-on-off,每次持续 10s,5mA),刺激同时行脑功能性成像扫描; 后采用统

计参数图 2 软件(SPM2)行图像分析。 
结果 1.第 13 周时,疼痛组大鼠左､ 右双足机械敏感性阈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 
2. 疼痛组大鼠和正常对照组相比,静息状态下 ALFF 减弱的脑区主要分布在小脑后叶(KE=37,t=5.67)
､ 海马(KE=80,t=7.07)､ 下丘脑结节部(KE=18,t=3.27)､ 中脑被盖(KE=29,t=4.76);而疼痛组大鼠在

杏仁核(KE=22,t=4.33)､ 小脑前叶(KE=15,t=4.08)､ 后扣带回皮质(KE=41,t=4.02)､ 背侧丘脑腹外

侧核(KE=35,t=3.67)､ 桥脑被盖(KE=23,t=3.96)等脑区 ALFF 明显高于对照组。 
3.相较于对照组,疼痛组大鼠在重复伤害性电刺激下杏仁核(KE=109,t=4.50)､ 后扣带回皮质

(KE=353,t=4.3571)､ 感觉皮层(KE=255,t=4.54)､ 小脑(KE=6085,t=4.18)､ 背侧丘脑腹外侧核

(KE=612,t=4.43)､ 海马(KE=645,t=4.12)､ 下丘脑视上部(KE=633,t=4.76)､ 结节部(KE=532,t=4.02)
､ 岛叶皮质(KE=110,t=4.07)､ 延髓(KE=100,t=4.09)､ 纹状体(KE=612,t=4.80)等脑区呈现过度激

活。 
结论 新生期反复操作性疼痛大鼠在静息状态和伤害性电刺激下异常的脑功能活动方式,可能与远期

痛觉过敏､ 神经心理行为的改变有关。 
 
 
PO-0111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胃肠问题检出情况初探 
 

李珂
1,2,江晓东

3,季忆婷
1,2,李斐

1,4 
1.教育部与上海市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保科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发育行为儿保科 
 
 

目的 探索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儿童中胃肠问题检出率及分布情况。 
方法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及上海新华医院发育行为儿科就诊的 3-8 岁

ASD 患儿 336 名。所有患儿均符合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DSM-5)诊断标准。由父母或照养人填写患儿一般资料包括出生年月､

性别及近 3 个月胃肠问题现况等。探索胃肠问题在此人群中的检出率及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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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 336 例 ASD 患儿中,胃肠问题阳性 85 例,胃肠问题总体检出率 25.3%。其中,便秘 59 例

(17.6%),呕吐 12 例(3.6%),腹泻 11 例(3.3%),腹痛 7 例(2.1%),腹胀 6 例(1.8%)。在 3-8 岁合并胃肠

问题的 ASD 儿童,不同年龄分布间胃肠问题检出率没有显著差异(X2=1.511,p=0.680),胃肠问题严重

度也没有显著差异(F=0.773,p=0.513)。 
结论 胃肠问题在 ASD 儿童中较常见,且在 3-8 岁年龄段持续存在,同时胃肠问题严重度并不随年龄

增长显著降低。提示 ASD 儿童中胃肠问题,尤其是便秘,需作为 ASD 儿童慢病管理的一部分,其评估

和治疗值得临床关注。 
 
 
PO-0112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胃肠问题与症状表现关联研究 
 

李珂
1,2,季忆婷

1,2,江晓东
3,李斐

1,4 
1.教育部与上海市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保科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发育行为儿保科 
 
 

目的 探索我国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儿童中胃肠问题(Gastrointestinal 
problems, GI problems)与 ASD 症状表现间的关联。 
方法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 3-8 岁 ASD 患儿 336 名。由父母或照养人填写患儿一般资料包括出

生年月､ 性别､ 既往食物过敏史､ 近 3 个月胃肠问题现况及本研究使用的社会心理学相关量表。分

析胃肠问题与 ASD 症状表现(重复刻板行为､ 感觉反应异常､ 情绪及行为问题)间的关联。 
结果 本研究 336 名 ASD 患儿中,胃肠问题阳性 85 例,检出率 25.3%。胃肠问题与感觉高反应性

[β(SE)=-0.041, P<0.05, Exp(β)=-0.959]､ 情绪问题[β(SE)=0.375, P<0.05, Exp(β)=1.456]显著相

关。 
结论 胃肠问题在我国 ASD 儿童中较常见,且与感觉高反应性和情绪问题显著相关,提示解决胃肠问

题可能对 ASD 儿童合并的感觉与情绪问题有缓解作用。 
 
 
PO-0113 

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捏力的研究 
 

王晶
1,洪琴

2,杨蕾
2,姜贝

1,徐蕖
1,区嘉欣

1,张青宇
1,李楠

1,童梅玲
2,郭锡熔

1,2,池霞
1,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通过对南京市城区 485 名儿童进行捏力分析,探讨 5~6 岁儿童捏力水平,以及调查捏力在性别､

年龄､ 左右手､ 生理手型方面的发育特征与规律。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使用捏力计对南京市主城区 485 名儿童进行捏力测试,并同时进行生理手型

的测量,分析捏力在年龄､ 性别､ 左右手､ 生理手型方面的发育特征与规律。 
结果 ①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三指捏力:男生始终大于同龄女生,左右手的差异不明显;男生右手三

指捏力每半年约增长 0.2~1.2 磅,男生左手三指捏力每半年约增长 0.1~1.2 磅;女生右手三指捏力每

半年约增长 0.5~0.6 磅,女生左手三指捏力每半年约增长 0.3~0.8 磅;②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指尖

捏力:男生始终大于同龄女生,左右手的差异不明显;男生右手指尖捏力每半年约增长 0.3~0.5 磅,男生

左手指尖捏力每半年约增长 0.1~0.5 磅;女生右手指尖捏力每半年约增长 0.3~0.4 磅,女生左手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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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力每半年约增长 0.1~0.4 磅;③获得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三指捏力､ 指尖捏力的 P5､ P25､

P75､ P95 百分位数参考值;④三指捏力､ 指尖捏力与生理手型有密切联系。 
结论 通过对儿童捏力的测量,初步了解南京市城区 5~6儿童捏力发育过程中的年龄､ 性别及双手之

间的发育特征及规律等,为进一步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PO-0114 

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握力的研究 
 

区嘉欣
1,洪琴

2,杨蕾
2,王晶

1,姜贝
1,徐蕖

1,张青宇
1,李楠

1,童梅玲
2,郭锡熔

1,2,池霞
1,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通过对南京市城区 485 名儿童进行握力分析,探讨 5~6 岁儿童握力水平,以及调查握力在性别､

年龄､ 左右手､ 生理手型方面的发育特征与规律。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使用捏力计对南京市主城区 485 名儿童进行握力测试,并同时进行生理手型

的测量,分析握力在年龄､ 性别､ 左右手､ 生理手型方面的发育特征与规律。 
结果 ①男生握力始终大于同龄女生,左右手的差异不明显;男生右手握力每半年约增长 1.7~3.8 磅,男
生左手握力每半年约增长 1.7~4.5 磅;女生右手握力每半年约增长 2.3~2.5 磅,女生左手握力每半年

约增长 1.5~3.2 磅;②得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握力的 P5､ P25､ P75､ P95 百分位数参考值;③握

力与生理手型有密切联系。 
结论 通过对儿童握力的测量,初步了解南京市城区 5~6儿童握力发育过程中的年龄､ 性别及双手之

间的发育特征及规律等,为进一步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PO-0115 

学龄前儿童学习行为问卷的编制和信效度研究 
 

徐蕖
1,洪琴

2,杨蕾
2,王晶

1,姜贝
1,区嘉欣

1,张青宇
1,李楠

1,童梅玲
2,郭锡熔

1,2,池霞
1,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编制学龄前儿童学习行为问卷,为评估学龄前儿童学习行为提供评估工具。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和咨询专家的基础上,形成初始问卷;在南京市城区抽取 369
名儿童家长进行预调查,通过项目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初始问卷进行项目筛选与修改形成正式

问卷。为了检验正式问卷的信效度,随机选取 450 名儿童家长对问卷进行测试,通过区分度分析､ 验

证性因子分析及信效度分析对问卷进行检验。 
结果 (1)学龄前儿童学习行为问卷包含 31 个项目条,分为 6 个因子,可解释变量的 54.318%,表示该问

卷整体模式的基本适配度较好;(2)问卷的结构效度显示

x2/df=2.175,IFI=0.883,CFI=0.882,RMSEA=0.053,各拟合指数在可接受范围,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问卷各维度与问卷总分均呈不同程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553-0.740,内容效度好;(3)问卷信度分析

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为 0.824,分半信度系数为 0.828 和 0.801,各维度信度系数在 0.7 以上,信度较

高。 
结论 构建学龄前儿童学习行为问卷具有较好的鉴别度和信效度,可作为评估学龄前儿童学习行为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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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6 

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手型特征研究 
 

张青宇
1,洪琴

2,杨蕾
2,王晶

1,姜贝
1,区嘉欣

1,徐蕖
1,李楠

1,池霞
1,2,郭锡熔

1,2,童梅玲
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对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的手型进行系统调查,并讨论手型发育在年龄和性别方面的特征,继而

得到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手型数据,为进一步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南京市主城区 485 名儿童进行手型的测量,包括全手长､ 中指长､ 手宽､

腕厚度的测量,并探讨手型在年龄和性别方面的发育特征。 
结果 ①南京市城区 5~6 岁男生手型:全手长每半年约增长 0.2~0.4cm,中指长每半年约增长

0.1~0.2cm,手宽每半年约增长 0.1~0.2cm;腕厚度在 5-6 岁间未见明显增长;②南京市城区 5~6 岁女

生手型:全手长每半年约增长 0.2~0.5cm,中指长每半年约增长 0.1~0.2cm,手宽每半年约增长

0.1~0.2cm;腕厚度在 5-6 岁间约增长 0.1cm;③南京市城区 5-6 岁儿童手型发育存在性别差异,男生

的全手长､ 中指长､ 腕厚度在 5 岁期间略大于女生,而手宽在 5-6 岁期间始终大于同龄女生。 
结论 通过对儿童手型的测量,初步了解南京市城区 5~6 儿童手型发育情况,以及在年龄､ 性别方面的

发育特征,为进一步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PO-0117 

南京市 4-10 岁儿童一分钟读数字能力调查与分析 
 

姜贝
1,洪琴

2,杨蕾
2,王晶

1,徐蕖
1,区嘉欣

1,张青宇
1,李楠

1,童梅玲
2,郭锡熔

1,2,池霞
1,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构建南京市 4-10 岁儿童一分钟读数字参照标准,为评价儿童阅读相关能力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南京市 285 名幼儿园和小学儿童为研究对象,调查 4-10 岁儿童的一

分钟读数字的速度与准确度。 
结果 获得 4-10 岁儿童一分钟读数字结果的均值､ 标准差,并建立了 4-10 岁儿童的一分钟读数字能

力的参照标准。 
结论 读数字能力是儿童阅读能力的一项重要参照指标,本研究结果可为评价儿童阅读能力提供参照

标准, 为临床医生和教育者识别潜在阅读困难的儿童提供依据。 
 
 
PO-0118 

An Investigation about handwriting ability among 5-6 years 
old preschoolers in Nanjing, China 

 
Jiang Bei1,Xu Qu1,Wang Jing1,Ou Jiaxin1,Zhang Qingyu1,Li Nan1,Yang Lei2,Guo Xirong1,2,Tong Meiling2,Hong 

Qin2,Chi Xia1,2 
1.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5-6 years old children's writing ability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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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479 kindergarten children(239 males and 240 females)in 
Nanjing aged 5-6 years old. We design a Chinese handwriting ability test(CHT) to investigate the 
handwriting ability and all subjects finished VMI subsequently. 
Results The Chinese handwriting ability test(CHT) results’ content validity, concurrent validity,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ere reasonable and satisfactory. Handwriting 
ability and handwriting speed increase between the ages of 5 and 6 years, and male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females. 
Conclusions This investigation will provide referred data of writing ability about 5-6 years old 
children in Nanjing, which will help teachers and pediatricians to know about preschoolers 
handwriting ability level, and provide timely intervention for weaker children, it may improve the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later years, support the important stages of child growth. 
 
 
PO-0119 

Improving the Early Screening Procedure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Children: Experience of a 

Community-Based Network in Shanghai 
 

Li Chunyang1,Zhu Guowei2,Feng Jingjing1,Xu Qiong1,Zhou Zhaoe2,Zhou Bingrui1,Hu Chunchun1,Liu Chunxue1,Li 
Huiping1,Wang Yi1,Yan Weili1,Xu Xiu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Xuhui distric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s 

 
 

Objective The current community-based study aimed at the early screening of toddlers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using a Chinese-validated version of the 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 (CHAT-23) and explored how to improve the screening procedure and management 
process. 
Methods From 2014 to 2016, the CHAT-23 was used to screen 17,185 children at pediatric well-
child visits in Shanghai, China. We established a trinary screening network and 2-tiered referral 
system for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is of ASD. A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survey was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2014 to explore methods for improving screening efficiency. 
We adopted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in 2015 and 2016 to improve screening efficiency: (1) 
disseminate ASD-related science knowledge to parents in the community, (2) provide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for staff in primary screening units, and (3) reframe the screening instrument. In 
addition, we analyzed the incidence of ASD in high-risk children, especially children with preterm 
birth. 
Results In total, 25 of the 17,185 children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ASD from 2014 to 2016. 
From 2014 to 2016, the screen-positive rate of primary screening increased from 1.43% to 2.22% 
and the referral rate to the second screening network increased from 46.48% to 79.78%. 
Moreover, the incidence of ASD in preterm birth children was approximately 0.71%, 5.92-fold 
higher than in children in the low-risk group.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with appropriate basic work support, the trinary screening network 
and 2-tiered referral system for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is of ASD is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way to carry out early screening for ASD during well-child care visits. High-risk children, 
especially with preterm birth, need more attention in screening for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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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20 

矮小儿童及家长心理状况分析 
 

熊菲,黄丽丽,杨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矮身材儿童及家长的心理状况,为进一步改善矮身材儿童治疗疗效提供心理指导依据。 
方法 采用 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艾森克个性问卷､ Spence儿童焦虑量表､ 儿童生存质

量测定量表体系､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家长用)问卷对 2016.9-2017.6 四川大学华西第

二医院生长发育门诊就诊的 30 例 7~11 岁确诊为矮身材的儿童进行心理问卷评估,同时采用 SAS 焦

虑自评量表对其父母进行心理状况调查。 
结果 本研究中男童 13 例,平均年龄为 9.46±2.08 岁,出生孕周为 38.19±0.81 周,出生体重为

3034.62±428.85g,入组身高 Z 积分为-2.66±0.55,体重 Z 积分为-1.83±0.68,母亲､ 父亲平均身高为

153.2±3.8cm､ 165.1±4.2cm;女童 17 例,平均年龄为 9.03±1.63 岁,出生孕周为 38.25±0.93 周,出生

体重为 3023.33±461.70g,入组身高 Z 积分为-2.24±0.44,体重 Z 积分为-1.49±0.61,母亲､ 父亲平均

身高为 155.5±5.0cm､ 166.7±5.2cm。艾森克个性问卷评估中精神质､ 内外向､ 神经质､ 掩饰程度

得分男､ 女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儿童生存质量测定量表体系中生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角色功能､ 总表分男､ 女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Spence 儿童焦虑量表中广泛

性焦虑､ 分离焦虑､ 躯体伤害恐惧､ 社交恐惧､ 恐慌障碍､ 强迫神经障碍､ 广泛性焦虑得分男､ 女

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Piers-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中 15 例儿童(50%)呈现出要求过

高,4 例(13.3%)呈现出社会适应不良,男童行为方面得分低于女童(9.46±3.46 vs 12.12±1.80,t=2.52,P 
<0.05),其余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与属性､ 焦虑方面､ 合群方面､ 幸福与满足及总分得分男､

女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既往研究中的正常对照组相比,焦虑因子得分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组,合群､ 幸福与满足因子得分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Achenbach 儿
童行为量表女童躯体诉述得分明显高于男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5,P <0.05),而男童社交退缩､

多动得分明显高于女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 3.79,P <0.05)。通过对父母的 SAS 焦虑自评量

表进行评估,总得分为 33.37±4.00,仅 1 人(1/30,3.33%)得分异常。 
结论 学龄期矮小儿童的自我意识水平普遍偏低,男童存在社交退缩现象,女童躯体症状明显。在对学

龄期矮小儿童在进行相关必要治疗的同时,其心理行为问题不可忽视,根据自身年龄､ 性别特点给予

矮小儿童相关的心理行为健康指导十分必要。 
 
 
PO-0121 

Aripiprazole for tic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ji yongjuan1,KUANG Guifang 1, ZHOU Changhong1, MA Jufei2 

1.Qingdao Women and Child Hospital 
2.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Centers in fujian province 

 
 

Objective Conduct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aripiprazole for 
TD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Reports of controlled, randomized trials (RCT) or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CCT) of 
aripiprazole for TD that were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 2002 to December 31, 2014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searching of various English and Chinese databases. The meta-analysis and 
grading quality of evidence were respectively conducted using RevMan 5.2 and GRADE profiler 
3.6. Pooled results and the publication bias were presented respectively by forest plots and 
funnel plots using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 (SMD) in scores for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relative risk (RR) for dichotomous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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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Nine studies with a total of 704 patients met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Pooled 
results from the six studies (total n=589) foun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ducing YGTSS total scores and improving tic symptoms compared with other effective drugs 
but superior to placebo in another study. The rates of drop-out and total adverse events in 
aripiprazole were lower than all control groups, extrapyramidal symptoms in aripiprazole were no 
remarkably imparity compared with tiapride or placebo but less than haloperidol. Two studies 
respectively reported aripiprazole may raise blood pressure and reduce the serum prolactin 
as well as put on weight. Howev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heterogeneity in the results between 
the studies (primarily based on the design types of study and the different medicine in controls), 
so the overall evidence was considered of ‘very low or low quality’. 
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highlights serious rareness in the valuable studies about 
aripiprazole for TD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urrent rarely well controlled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ripiprazole may be effective for tics and Tourette’s disorders in short-terms duration, but the 
quality of the evidence is low or very low. Larger, placebo controlled, randomized trial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prove this result. 
 
 
PO-0122 

中文修订版孤独症早期筛查工具 ASRS 量表在中国 2-5 岁 
儿童人群中孤独症筛查能力的评估 

 
周浩

1,李春培
1,罗学荣

2,武丽杰
6,邹小兵

3,黄颐
4,章岚

5,徐秀
1,严卫丽

1,王艺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二院 

3.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5.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哈尔滨医科大学 

 
 

目的 孤独症是儿童早期常见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早期筛查､ 诊断和干预对孤独症患儿预后至关重

要。目前绝大多数孤独症筛查工具主要适合于 4 岁以上儿童,缺乏适合于 2-5 岁儿童人群孤独症筛

查工具。孤独谱系评定量表(autism spectrum rating scale, ASRS)是新研发针对 2-5 岁和 6-18 岁两

个年龄段的孤独症筛查工具。前期多中心研究团队引进和修订了 6-18 岁 ASRS 量表。基于此,本研

究拟通过多中心调查,评估中文修订版 2-5 岁 ASRS 问卷早期孤独症筛查能力,为该问卷的应用和推

广提供依据。 
方法 孤独症卫生行业专项多中心协作组 6 家单位组成孤独症早期筛查工具本土化研究小组。项目

组从上海､ 长沙､ 哈尔滨､ 广州､ 成都五个城市选择了 17 个幼儿园和 5 个孤独症特教机构的 2-5
岁儿童人群进行本次调查。所有纳入研究对象的父母在签署知情同意后完成 ASRS 问卷的填写,专
人负责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待所有问卷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录入数据库。使用 Mplus7.0 软件进行

因子分析。根据因子分析结果,确定中文版 2-5 岁 ASRS 问卷的因子结构,计算中文修订版 ASRS 筛

查问卷各维度得分,分析条目之间的信度､ 区分效度,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计算曲线下面积,并
与未修订版 ASRS 问卷条目间的信度､ ROC 曲线下面积进行比较。 
结果 共有 1910 名幼儿园儿童和 192 名孤独症患儿参加了本次调查。删除缺失值后,共有 1751 份幼

儿园父母填写问卷和 167 份孤独症患儿父母填写问卷纳入 终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发现 2 因子模型

适合 2-5 岁中文版 ASRS 问卷,2 因子结构共包含 62 条条目,因子 1 为社交沟通(Social 
Communication, SC);因子 2 为异常行为(Unusual Behavior, UB)。各因子包含的条目与未修订版比

较:SC:21 vs 39;UB:41 vs 23。修订版筛查量表科隆巴赫系数 0.87-0.91,孤独症患儿各维度的评分

明显高于幼儿园人群的评分,Cohen’s D 值在 1.14-2.27 之间,说明修订版 ASRS 具有较好的条目间

信度和区分能力。中文修订版 ASRS 问卷 T 总分曲线下面积为 0.94(95%CI:0.92-0.96),未修订版

ASRS 问卷 T 总分曲线下面积为 0.84(95%CI:0.80-0.87),说明修订版 ASRS 具有更好的筛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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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60 分为切点值,修订版的灵敏度为 88.6% ,特异度为 83%;未修订版的灵敏度为 65.9%,特异度 
84.7%,结果提示:修订版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优于未修订版。 
结论 修订后的中文版 ASRS 问卷具有更好的条目间信度和区分效度,说明修订后的问卷更适合中文

背景下进行儿童孤独症的早期筛查,因此,该工具可作为常规的孤独症早期筛查工具进行推广和应

用。 
 
 
PO-0123 

应用 Conners 父母问卷对癫痫儿童行为问题的研究及相关分析 
 

刘芳,姚宝珍,牛萍,王世红,凌伟,王军陵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癫痫儿童行为问题状况及不同临床特征对行为问题的影响及相关分析。 
方法 应用 Conners 父母问卷对 50 例癫痫儿童和 52 例健康对照儿童进行行为问题分析,并根据不同

临床特征对癫痫儿童共患行为问题做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癫痫组行为问题检出率 34%,癫痫组 Conners 父母问卷的 6 个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和中国常

模(P <0. 05)。癫痫儿童中,9~11 岁组的学习问题得分 高,早产儿的焦虑因子得分高于非早产儿,剖
宫产儿的冲动-多动因子得分高于顺产儿,全面性发作组的品行问题因子得分高于局灶性发作组,病
程>2 年组的学习问题因子高于病程≤2 年组(P 均<0. 05)。首次发作年龄与品行问题因子得分呈负

相关,发作频率与焦虑､ 病程与学习问题､ 用药数量与品行问题的因子得分均呈正相关。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剖宫产､ 发作频率高､ 联合用药是影响癫痫患儿行为问题的危险因

素,OR(OR95%CI)分别为 7.278(1.159~45.697)､ 2.427(1.312~4.489)､ 20.170(1.076~378.003)。 
结论 癫痫儿童共患行为问题的发生率较高,且不同临床特征的癫痫患儿的行为问题各因子得分差异

显著,剖宫产､ 发作频率越高､ 联合用药是癫痫患儿共患行为问题的高危因素。 
 
 
PO-0124 

Hypoallergenic formula -fed cow’s milk allergy infants have 
a trend towards impaired growth and body fat 

accumulation 
 

Dong Ping,Feng Jingjing,Yan Dongyong,Lyu Yujing,Xu Xiu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Hypoallergenic formula -fed cow’s milk allergy infants have a trend towards impaired 
growth and body fat accumulation 
Methods 35 HF-fed CMA children ≤ 4 months from our hospital were recruited between 2014.1-
2015.9, the choosing of a HF (amino acid-based or extensively hydrolyzed formula) was 
determined by their doctor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1:1 matching, exclusive human milk 
(HM) or common cow-milk formula (CF) fed-healthy children at similar age were recruited as two 
controls. Dietary intake was collected by using a diet diary which was recorded by the parents 3 
days before each visit. We gave the children a routine physical examination till 1 year old and 
detected the body composition by using PEA POD Infant Body Composition System at 4 and 6 
months. 
Results 35 HF-fed CMA children ≤ 4 months from our hospital were recruited between 2014.1-
2015.9, the choosing of a HF (amino acid-based or extensively hydrolyzed formula) was 
determined by their doctor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1:1 matching, exclusive human milk 
(HM) or common cow-milk formula (CF) fed-healthy children at similar age were recruited as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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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s. Dietary intake was collected by using a diet diary which was recorded by the parents 3 
days before each visit. We gave the children a routine physical examination till 1 year old and 
detected the body composition by using PEA POD Infant Body Composition System at 4 and 6 
months.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ed that HF-fed CMA children have a trend towards both impaired 
growth and body fat accumulation. Further studies with a longer follow-up time of the 
anthropometrics and body composition, a better knowledge of the exact energy intake and the 
metabolism of these children are needed. 
 
 
PO-0125 

NSDHL-Containing Duplication at Xq28 in a Male Patient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case report 

 
Hu Chunchun1,Liu Chunxue1, Zhou Bingrui1,Sun Yunjun2,Li Chunyang1, Xu Qiong1,Xu Xiu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a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in which genetics 
plays a key etiological role. The gene encoding NAD(P)H steroid dehydrogenase- like protein 
(NSDHL) is expressed in developing cortical neurons and glia. Its mutation may result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or congenital hemidysplasia. 
Methods The patient underwent careful clinical observation, detailed examination, and 
comprehensive medical history recording.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the patient. The Agilent array-based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 (aCGH) microarray 
was employed to perform a genome-wide CNV scan. 
Results The presented 8-year-old patient fulfilled the criteria for ASD diagnosis. Array-CGH 
analysis identified a 260-kb duplication on chromosome Xq28 (151,868,909 – 152,129,300; 
GRCh 37/hg19) in the patient inherited from his mother.  His clinical features included defects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restricted interests, attention deficit, impulsive behavior and 
minor facial anomalies and showed abnormity in serum free fatty acids.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an ASD patient with a related NSDHL-containing 
duplication at Xq28. Further studies and case reports are required for genetic research to 
demonstrate that duplication as well as mutation can cause neurodevelopmental diseases. 
 
 
PO-0126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血浆免疫学特征及其与行为认知相关性研究 
 

胡纯纯,徐琼,周秉睿,李春阳,孙韵君,徐秀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究 ASD 儿童与正常对照组儿童血浆细胞因子的差异,探讨 ASD 儿童免疫异常与临床表型的

相关性。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实验组选取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保科诊断为 ASD,且符合入选标准的患

儿;对照组选取就读于上海市黄浦区某幼儿园及早教中心的正常儿童。研究方法:采用 Milliplex BMS
技术检测患儿及正常对照儿童血浆 10 种细胞因子的水平,比较二者差异;ASD 组临床资料收集和评

估:(1)采用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DOS)以及 Griffiths 精神发育量表(GMDS)进行临床症状和认知评

估;(2)采用专科病史记录单记录儿童临床症状,包括发育倒退情况,饮食情况,胃肠道症状,过敏情况,免
疫力以及睡眠情况。统计方法:采用 t 检验及秩和检验进行血浆免疫因子等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
用 Pearson 及 Spearman 相关分析探究 ASD 患儿临床评估结果与免疫因子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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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共入组 ASD 患儿 36 名,正常对照组儿童 24 名。1)免疫学分析结果显示: ASD 组儿童血

浆 TGFβ1 水平和 Eotaxin 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有显著升高(P<0.05;P<0.05)。ASD 组血浆 TNFa 及
VEGF-A 的表达水平也高于对照组,但尚未达到统计学显著差异(P= 0.17, 0.23)。2)ASD 组儿童的认

知评估结果显示:在 GMDS 发育评估的各能区中,ASD 儿童在听力语言能区的平均发育商 低,而运

动和表现能区的平均发育商相对较高。3)ASD 儿童的血浆免疫因子与认知行为指标的相关性研究显

示:ASD 组儿童的血浆 TGFβ1 与 GMDS 评估的总发育商存在负相关(P<0.01),与 ADOS 总分存在正

相关趋势。血浆其它免疫因子与 ASD 组儿童总 DQ 及 ADOS 总分不存在显著相关。完成临床相关

病史采集的 33 名 ASD 患儿中,有 8 例为倒退型(24.24%),其血浆 TGFβ1 水平较正常对照儿童升高

(P=0.03),与非倒退型 ASD 儿童相比有升高趋势。存在发育倒退的 ASD 儿童血浆 Fractalkine 水平

高于非倒退型(P=0.03),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存在升高趋势。 
结论 1)ASD 儿童可能存在免疫异常, TGFβ1､ Eotaxin 等血浆细胞因子的水平高于正常儿童。

2)TGFβ1 水平与 ASD 儿童的总 DQ 相关。它可能是 ASD 儿童神经认知发育的相关因子,TGFβ1 的

改变可能会导致认知及行为的损害。3)ASD 儿童存在临床异质性,伴随发育倒退的 ASD 儿童与非倒

退型儿童的部分免疫因子存在差异。 
 
 
PO-0127 

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对成年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康宇
1,2,3,张韵

4,冯子娟
1,2,3,刘明镜

1,2,3,李艳华
1,2,3,杨欢

1,2,3,王丹
1,2,3,郑玲玲

1,2,3,楼丹丹
1,2,3,程良平

1,2,3,陈春江
1,2,3,

周维涛
1,2,3,冯怡

1,2,3,李晓勇
1,2,3,段建中

1,2,3,喻梦娇
1,2,3,杨守

1,2,3,刘宇航
1,2,3,王鑫

5,邓波
5,刘成惠

5,姚秀卿
5,朱赤

5,
梁春蓉

5,曾晓龙
6,任思思

6,李群英
6,钟引

6,张勇
6,康军

6,晏勇
7,蒙华庆

8,钟朝晖
6,周卫辉

1,2,3,王延江
5,李廷玉

1,2,3,宋
伟宏

2,3,4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研所,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 
3.认知发育与学习记忆障碍转化医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4.加拿大 BC 省哥伦比亚大学 Townsend 阿尔兹海默症研究中心 
5.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神经内科 
6.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 

7.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8.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目的 既往研究报道,生命早期营养不良人群成年期罹患高血压､ 糖尿病､ 代谢综合征等疾病的风险

增高。本研究以社区人群为研究对象,研究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对成年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对重庆地区 6个区县的城市､ 农村 50 岁以上社区人群进行调查。使用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

(MMSE), 日常生活能力评估量表(ADL)和临床痴呆评估量表(CDR)评估调查对象认知功能,由神经内

科医生诊断标准做出痴呆或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诊断。按出生年份分为饥荒年前(1956-1958 年)
､ 饥荒年(1959-1961 年)和饥荒年后(1962-1964 年)三组。对比三组人群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患
病率和痴呆患病率的差异,并分析患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或痴呆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6790 名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分析。饥荒年前组 2532 人(平均年龄 56.48±1.23 岁),
饥荒年组 1252 人(平均年龄 53.42±1.13 岁),饥荒年后组 3006 人(平均年龄 50.50±1.20 岁)。饥荒年

组的 MCI 患病率与饥荒年前组的 MCI 患病率接近(4.15% VS. 3.64%, P>0.05),显著高于饥荒年组的

MCI 患病率(4.15% VS. 2.50%, P<0.05)。饥荒年组的痴呆患病率与饥荒年前组的痴呆患病率接近

(0.72% VS. 0.67%  P>0.05),显著高于饥荒年后组的痴呆患病率(0.72% VS. 0.27%, P<0.05)。MCI
患病率呈现女性高于男性(3.8% vs. 2.42%, P<0.05)､ 农村人群高于城市人群(4.55% vs. 1.59%, 
P<0.001)的趋势。农村人群痴呆患病率高于城市人群(0.69% vs. 0.27%, P<0.0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饥荒年出生人群成年期患 MCI 或痴呆的风险是饥荒年后出生人

群的 1.697 倍(95% CI 1.166-2.469);农村人群患 MCI 或痴呆的风险是城市人群的 2.321 倍(95 % CI 
1.646-3.273);相对于受教育时间>6 年者,未受教育者患 MCI 或痴呆的风险为 4.597 倍(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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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6.598),受教育 1~6 年者患 MCI 或痴呆的风险为 1.923 倍 (95% CI 1.343-2.754);饮酒者患

MCI 或痴呆的风险为 1.878 倍(95% CI 1.129-3.123);有头颅手术或外伤史者患 MCI 或痴呆的风险为

2.299 倍 (95% CI 1.538-3.438);脑卒中患者患 MCI 或痴呆的风险为 4.269 倍 (95% CI 2.28-7.996) ;
糖尿病患者患 MCI 或痴呆的风险为 1.727 倍 (95% CI 1.011-2.949)。 
结论 生命早期营养不良导致成年期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或痴呆的患病风险增高。农村人群､ 未受教

育或受教育程度低､ 饮酒､ 头颅手术或外伤史､ 脑卒中､ 糖尿病是患 MCI 或痴呆的危险因素。为

预防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需要早期识别和干预危险因素。 
 
 
PO-0128 

盐酸托莫西汀胶囊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 
 

刘海润,秦岭,李丹丹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盐酸托莫西汀胶囊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大脑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 
方法 选取接受盐酸托莫西汀胶囊治疗 42±7 天的 54 例 ADHD 儿童为 ADHD 组,同时选取 53 例健康

儿童为健康对照组。运用 Das-Naglieri 认知评估系统(DN:CAS)对 ADHD 组在治疗前､ 治疗后以及

健康对照组,分别进行大脑认知加工过程评估(即: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四个认知加工过

程)。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ADHD 组在治疗前及治疗后与健康对照组认

知加工过程的差异;运用配对 t 检验同时比较 ADHD 组在治疗前后认知加工过程的差异。 
结果 1.共有 54 例 ADHD 儿童接受盐酸托莫西汀胶囊治疗并在治疗前及治疗的 42±7 天进行

DN:CAS 认知过程评估,起始服药剂量为 0.5mg/kg 体重/d,一周后滴定至 1.2mg-1.4mg/kg 体重/d 并

维持治疗。 
2.54 例 ADHD 组年龄 6-13 岁,平均年龄 9.22±2.29 岁,其中男孩 44 例,女孩 10 例;健康对照组年龄

6-12 岁,平均年龄 8.73±1.53,其中男孩 46 例,女孩 7 例,两组在年龄和性别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1)ADHD 组在治疗前与健康对照组儿童 DN:CAS 测验中的计划分测验[(21.69±4.74)分比

(29.75±5.33)分,t=-8.274,p<0.01]､ 注意分测验[(24.09±5.51)分比(30.53±5.79)分,t=-5.888,p<0.01]
以及总分[(113.04±14.49)分比(129.69±17.05)分,t=-5.499,p<0.01]的量表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2)ADHD 组儿童治疗后与健康对照组儿童 DN:CAS 测验中的计划分测验[(25.07±4.77)分比

(29.75±5.33)分, t=-4.785,p<0.01]量表分比较,注意分测验[(26.33±6.01)分比(30.53±5.79)分,t=-
3.673,p<0.01]以及总分[(121.74±14.84)分比(129.69±17.05)分,t=-2.576,p<0.05]的量表分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3)ADHD 组儿童治疗前与治疗后 DN:CAS 测验中的计划分测验[(21.69±4.74)分比(25.07±4.77)
分,t=-3.704,p<0.01]､ 注意分测验[(24.09±5.51)分比(26.33±6.01)分,t=-2.018,p<0.05]以及总分

[(113.04±14.49)分比(121.74±14.84)分,t=-3.083,p<0.01]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盐酸托莫西汀胶囊治疗早期可以改善 ADHD 儿童的计划和注意功能缺陷以及整体认知加工能

力,但是经治疗 42±7 天后 ADHD 儿童的计划和注意功能以及总认知加工能力仍低于正常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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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29 

An analysis of hearing screening test results in 2291 
premature infants of Chinese population 

 
Huang Lili,Xiong Fei,Li Jinrong,Yang Fan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Birth Defects and Related Diseas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Sichu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610041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hearing screening program among preterm 
infants as well as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iling primary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Methods The retrospectively selected population included all preterm infants who had primary 
hearing screening in a neonatal ward from January 1st, 2013 to December 31st, 2015 at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The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NHS) 
procedure was performed in all preterm infants by automated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AABR). Infants who failed the primary hearing screening received a second screening at 42 days 
after birth. Infants who failed both tests were referred to a tertiary audiology center for diagnostic 
confirmation and management before 6 months of age. The final diagnosis for referred infants 
was obtained by telephone follow-up.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ilure to pass the primary 
hearing screen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for preterm infants. 
Results Among 2291 preterm infants recruited, 155 infants (6.8%) failed the primary hearing 
screening with an abnormal AABR. Of these 155 infants, 113 (72.9%) passed the secondary 
screening. At the end of the follow-up, 1 infant (0.04%) was diagnosed with hearing loss, 3 infants 
had delaye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40 infants were lost to follow up.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gestational age 32 weeks (Odds ratio [OR] =2.09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370-3.196), super hyperbilirubinemia (25 mg/dl) (OR = 3.560, 95% CI 1.009-
12.560),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OR = 1.971, 95% CI 1.188-3.265) were associated with failure to 
pass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failure to pass primary hearing screening among preterm infants 
was 6.8% in our study, and we found a relatively low prevalence of hearing loss (0.04%). Super 
hyperbilirubinemia, gestational age 32weeks,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wer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ilure of preterm infants to pass the primary hearing screening.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preterm infant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gestational age 32 weeks,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should 
be closely followed. 
 
 
PO-0130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in the Treatment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 A Pilot Study 

 
Li huiping1,Xu Qiong1,Liu Chunxue1,Zhou Binrui1,Qiu Zilong2,Xu Xiu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Neuroscience and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euroscience, Shanghai Institu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eiences 
 
 

Objective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are impairments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 o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 large part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is caused by 
genetic abnormality, such as Rett syndrome, MECP2 duplication syndrome, and Phelan-
McDermid syndrome (PMS). Currently no approved drug treatments are available specifically 
targeted to Rett symptom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is an effective and 
noninvasive therapy for various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TMS alleviates the stress respons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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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use model for Rett syndrome and prolongs the life span of these animals dramatically. We 
tested its efficacy i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was applied to the brain at 4-6 Hz, for 20 minutes per 
session, and 3-session per week. The treatment course was 6 months. There were 4 patients 
with Rett syndrome, 1 patient with MECP2 duplication syndrome, and 3 patients with PMS, aged 
from 2-4 years old. Safety of TMS was assessed by audiometry testing, and sleep 
electroencephalogram (SEEG) at baseline and end point of the study. Efficacy was assessed as 
a primary outcome by changes in the Griffith mental development scales (GMDS), 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s (PDMS), and Children’s sleep habits questionnaire (CSHQ). 
Result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was found to be safe, with no serious events due to 
adverse effec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auditory thresholds or in sleep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assessments. Patients with Rett syndrome exhibit regression of brain 
function. After 6 months’TMS treatment, locomotor sub-scale of GMDS showed mildly improved 
for patients with Rett syndrome. However, there was no therapeutic effect on eye and hand co-
ordination sub-scale.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DMS. For MECP2 duplication 
syndrome, the improvement was mainly in locomotor, too. Better yet, TMS had effects on both 
gross and fine motor for patients with PMS. It wa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MS lengthen the sleep 
time at night and relieved the 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Conclusions TMS can be potentially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Effects of clinical importance should be further assessed in larger controlled studies. 
 
 
PO-0131 

视黄酸核受体 α 通过 CREB 粘附蛋白影响非洲爪蟾胚胎脑 
和肠道神经发育的研究 

 
李程,侯娜丽,石宇,杨亭,谷燕,何慕兰,陈洁,李廷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维生素 A(Vitamin A, VA)是一种对神经系统形成和功能都非常重要的微量营养素,但孕妇和儿

童维生素 A 缺乏(Vitamin A deficiency, VAD)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我们前期的研究证明维生素

A 缺乏的母鼠子代生后早期脑内视黄酸核受体 a(Retinoic acid  receptor alpha ,RARa)降低导致

CREB 粘附蛋白(CREB-binding protein CBP)依赖的组蛋白乙酰化失衡抑制学习和记忆基因表达。

但 RARa 与 CBP 在胚胎神经发育过程有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二者在胚胎神

经发育阶段的关系和作用。方法:我们通过非洲爪蟾胚胎体内实验,采用原位杂交､ Real-Time PCR
､ Western-blotting 检测两者的表达特点,另一方面利用 Morpholino 敲减 RARa 或 CBP､ 免疫共沉
淀的方法探讨它们对胚胎神经发育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 
方法 我们通过非洲爪蟾胚胎体内实验,采用原位杂交､ Real-Time PCR､ Western-blotting 检测两者

的表达特点,另一方面利用 Morpholino 敲减 RARa 或 CBP､ 免疫共沉淀的方法探讨它们对胚胎神经

发育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 
结果 RARa 与 CBP 不仅在 stage 10 和 stage 18 均有高表达,而且在胚胎 stage 2-10的动物极､ 胚

孔周围以及 stage 18-26 时的脑和背侧神经管等空间位置上有共定位表达,免疫共沉淀实验显示二者

有相互作用。当通过 Morpholino 技术敲减胚胎 RARa 后,stage13､ 18 CBP mRNA 和蛋白表达水

平均有显著降低(P<0.05)。RARa- MO 或 CBP-MO 均可致 stage 18 前脑神经 marker Otx2 和中脑

En2 的表达水平明显减少,头部发育出现畸形。而 CBP mRNA rescue 后, RARa-MO 胚胎中的前中

脑 Otx2 和 En2 表达水平均显著增加,头部畸形大部分消失。同时我们还惊奇地发现,RARa-MO 或

CBP-MO 还可引起肠神经发育神经嵴 marker Sox10 表达水平减少, CBP mRNA rescue 不仅可促

进 RARa-MO 胚胎中 Sox10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而且可诱导 stage 41 胚胎中的肠道神经元表达更多

的 N-Tubulin。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570 
 

结论 胚胎发育过程中 RARa 与 CBP 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两者的相互作用不仅调控着中枢神经系

统的建立,而且影响着肠道神经系统的发育。 
 
 
PO-0132 

吉林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测 
 

董涵宇,贾飞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本研究拟对吉林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进行维生素 A 及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测,从而讨论营养因

素与 ASD 之间的关系,为揭示 ASD 的环境因素方面的病因提供依据。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发育行为儿科就诊并确诊的 2-6 岁的吉林省

内的 ASD 患儿 87 人作为研究组,以同期的吉林省各个县市的 2-6 岁幼儿园体检的儿童 488 人作为

对照组,ASD 组与对照组患儿均留取静脉血 3ml,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血清中

25(OH)D 及维生素 A 的水平,应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儿童相比,ASD 组患儿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01),而维生素 A
水平确无明显差别(P=0.789)。两组间维生素水平正常､ 可疑缺乏及缺乏的率之间进行卡方检验的

结果显示,两组间维生素 A 的各个水平之间的率比较没有明显差异(P=0.075),而两组间维生素 D 各

个水平之间率的比较则有明显的差异(P<0.001),正常组维生素 D 不足及缺乏的百分比均明显小于

ASD 组。ASD 组维生素 A 与维生素 D 的水平与 ABC 分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SD 组维生素 A
水平与 ABC 量表感觉区有相关性(P=0.037),维生素 D 水平与 ABC量表总分､ 躯体､ 自理､ 语言､

交往均有相关性(P 值分别为 0.000;0.000;0.007;0.020;0.014)。ASD 组维生素 A 与维生素 D 的水平

与 CARS 分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SD 组维生素 A 水平与 CRSA量表物品运用､ 视觉反应有相

关性(P 值分别为 0.004;0.045);维生素 D 水平与 CARS量表总分､ 模仿､ 非语言交流､ 整体印象能

区有相关性(P 值分别为 0.001;0.046;0.021;0.046)。ASD 组维生素 A 与维生素 D 的水平与 SRS 分

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SD 组维生素 A 水平与 SRS 量表未见相关性;维生素 D 水平与 SRS 量

表行为能区有相关性(P=0.005)。ASD 组维生素 A 与维生素 D 的水平与 ATEC 分数的相关性分析结

果显示,ASD 组维生素 A 水平与 ATEC 量表未见相关性;维生素 D 水平与 ATEC 量表社交能区有相

关性(P=0.014)。对维生素 A､ D 交互作用的析因设计方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维生素 D 的不足和充

足可以影响 ABC 及 CARS 的分数,而维生素 A 的水平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均未对 ABC 及 CARS 分数

产生影响。 
结论 吉林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维生素 D 水平较正常儿童比明显偏低,维生素 D 在孤独症谱系障碍

中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阐述;而维生素 A 水平没有明显差异,但与 ASD 症状间有一定的相关

性,故维生素 A 与孤独症谱系障碍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PO-0133 

上海市学龄儿童心理行为健康促进的医教结合模式研究 
 

张小林
1,2,章依文

1,2,马骏
1,2,吴增强

3,马珍珍
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环境与儿童健康教育部和上海市重点实验室 

3.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目的 通过本次试点研究旨在上海市建立一个医疗服务和学校卫生系统相结合的模式,以促进上海市

学龄儿童的心理行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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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的样本包括来自上海市四个区共 12 所小学的 4884 名儿童,年龄在 6-9 岁(8.10±1.19)。
首先采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DQ)进行筛查。筛查阳性的儿童由学校卫生系统受过培训的教师使用儿

童青少年简明国际神经精神简式访谈(MINI-KID)进行访谈评估。然后发育行为儿科医生对于 MINI-
KID 阳性者进行进一步个性化评估以作出诊断。对有心理行为问题,主要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的儿童的八周个性化干预是在学校完成的,发育行为儿科医生和治疗者进行监测。干预包括

团体游戏治疗､ 行为治疗､ 语言听辨干预､ 神经运动治疗和药物治疗。在干预结束后和三个月后用

中文版 SNAP-IV 评定量表､ 自尊量表､ SDQ 问卷､ 儿童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问卷(DCDQ)进行再

次评估。 
结果 SDQ 问卷筛查阳性率为 9.38%(458 / 4884),其中约 80%在品行问题､ 同伴交往问题和多动注

意不能问题表现为阳性。mini-kid 阳性为 18.85%(69/366, 92 名筛查阳性儿童没有参加访谈)。有

69 名儿童访谈评估为 ADHD 阳性预测者,其中 12 个共病焦虑障碍,7 个共病对立违抗障碍,5 个共病

抑郁障碍,4 个共患品行障碍和 2 个共患抽动障碍。69 名 mini-kid 阳性儿童中有 58 人接受发育行为

儿科医生的评估,46 人被诊断为 ADHD。通过学校卫生系统后 ADHD 的检出率为 79.31%(46/58)。
八周个体化综合干预显著改善 ADHD儿童的注意力不集中､ 多动､ 神经运动能力和自尊感

(p<0.05)。3 个月后显示同样的改善效果。 
结论 上海市医疗服务和学校卫生系统相结合的模式对于促进学龄儿童的心理行为健康是可行的､

有效的。ADHD 是小学儿童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病因。 
 
 
PO-0134 

瘦素对反复长程惊厥致脑损伤大鼠的神经行为发育 
的干预作用及机制探讨 

 
李丽丽,陈妮娜,李亚超,倪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探讨瘦素长程干预对反复长程惊厥致脑损伤大鼠的神经行为发育的作用及机制探讨 
方法 日龄 6 天(P6)的 Sprague-Dawley(SD)大鼠 40 只,随机(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四组,每组 10 只,即:
空白对照组(Control 组)､ 单纯瘦素组(Leptin 组)､ 单纯惊厥组(RS 组)和惊厥加瘦素组(RS+Leptin
组)。RS 组和 RS+Leptin 组大鼠使用三氟乙醚反复诱导惊厥发作,使惊厥持续 30min,每日一次,连续

7 天(P6-P12),建立新生期大鼠三氟乙醚惊厥模型。于 P13 时,Leptin 组和 RS+Leptin 组开始瘦素腹

腔注射(2mg/kg),连续 10 天。于 P23 和 P30 进行神经行为学测试 P27-P33 进行 Morris 水迷宫实

验。P34 时,分离大脑皮层及海马,采用免疫印记(Western blot)技术检测:锌离子通道蛋白:ZnT1､
ZIP7;质膜损伤标记蛋白:cPLA2;自噬信号通路相关蛋白:Beclin-1､ Bcl-2､ LC3Ⅱ/LC3Ⅰ､

Cathepsin E;记忆分子:CaMKⅡα 和 CaMKⅡβ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P23 和 P30 时,RS 组行为学评分较 Control 组明显降低(P<0.05),RS+Leptin 组较 RS 组明显

增加(P<0.05),趋于正常; 
2. RS 组水迷宫评分较 Control 组明显降低(P<0.05),RS+Leptin 组较 RS 组明显增加(P<0.05),趋于

正常; 
3. RS 组较 Control 组锌离子通道蛋白､ 自噬信号通路相关蛋白:Beclin-1､ LC3Ⅱ/LC3Ⅰ､

Cathepsin E 表达均明显增加(P<0.05),Bcl-2､ CaMKⅡα 表达明显减少(P<0.05);RS+Leptin 组较

RS 组锌离子通道蛋白､ 自噬信号通路相关蛋白:Beclin-1､ LC3Ⅱ/LC3Ⅰ､ Cathepsin E 表达均明显

减少(P<0.05),Bcl-2､ CaMKⅡα 表达明显增加(P<0.05),与 Control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趋于正

常; 
结论 1.瘦素长程干预能显著下调远期皮层和海马锌离子转运蛋白､ cPLA2 和自噬通路相关蛋白,上
调记忆相关分子表达从而减轻新生期反复长程惊厥所致神经行为､ 认知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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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研究表明瘦素可能通过 ZnTs/cPLA2/Atg 通路调节记忆分子 CaMKⅡα 表达,从而实现对新生期

惊厥性脑损伤的保护作用。 
 
 
PO-0135 

婴幼儿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早期发现 
 

段桂琴,姚梅玲,王亚哲,李正华,宋春兰,宋丽娟,杨艳艳,刘佳甜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婴幼儿期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儿的早期发现及识别方法 
方法 对来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正常体检的 1.5~3 周岁 1051 名婴幼儿,其中男童 530 名,女童 521
名,按年龄分为 1.5~2､ 2.0~2.5 岁､ 2.5~3 岁 3 个组别。用婴幼儿孤独症筛查表(CHAT)和 Gesell 发
育量表筛查出可疑儿童,进一步应用儿童孤独症家长评定量表(ABC)､ 儿童期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
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诊断依据进行确诊。 
结果 1051 名儿童中 11 名为 ASD 患儿,阳性率为 1.0%,与国内各地区报导结论相近。其中 1.5~2.0
岁 1 例,2.0~2.5 岁 3 例,2.5~3.0 岁 7 例;男孩 8 例,女孩 3 例。男孩发病率高于女孩,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9 例 ASD 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智力低下,落后主要表现在适应能力､ 语言及社交方面,而大动

作和精细动作发育基本达到正常年龄段发育水平。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落后程度越加明显突

出。 
结论 加强对 ASD 患儿的早期识别能力,使患儿得到早期发现､ 早期干预､ 早期康复。 
 
 
PO-0136 

CES 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开放性随机临床对照研究 
 

汪萍,简芳芳,王晨,王炎佳,寇倩,田梅,孙海婷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CES)治疗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疗效。 
方法 将门诊确诊为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 35 名患儿进行自身治疗前后对照.以精神疾病

诊断统计手册(DSM-Ⅳ)作为主要诊断指标. Conner’s 儿童行为问卷作为 ADHD 儿童严重度的基线.
同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作为次要指标.IVA-CPT 作为对控制力和注意力

的效果评价。 
结果 CES 治疗前后对照显示:(1)IVA-CPT 测验中控制力和注意力差异显著(P<0.01);(2)学习问题､

多动-冲动､ 多动指数差异显著(P<0.05);(3)品行及焦虑指数虽有改善,但不具统计学意义(P>0.01);(4)
焦虑､ 抑郁情绪前后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 CES 治疗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疗效良好,副作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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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37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对 ADHD 大鼠多巴胺能神经递质的影响 
 

郑小兰,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研究糖皮质激素受体激动剂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DEX)和抑制剂 RU486 对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大鼠模型行为学改变､ 不同脑区多巴胺能神经递质多巴胺(dopamine, DA)､ 去甲肾上腺素

(noradrenaline,NE)水平变化和多巴胺受体转运体(dopamine transporter,DAT)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 周龄(P21)雄性 SHR 及 WKY 大鼠各 30 只,各自随机分成 3 组,即 GR 激动剂(DEX 组)､
GR 抑制剂(RU486 组)､ 对照组(CON 组),检测在药物干预前后大鼠在开场实验､ Y 迷宫行为表现,
前额叶区､ 纹状体区多巴胺､ 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及脑内多巴胺转运体(DAT)表达情况。 
结果 行为实验结果显示:SHR 药物干预后,DEX 组穿越格子数和直立次数较干预前明显减少,差别有

统计学意义(P<0.05),SHR 和 WKY 药物干预后,DEX 组正确反应率明显高于干预前(P< 0.01)。脑区

神经递质含量结果显示:SHR 前额叶区和纹状体区药物干预后 DEX 组大鼠 DA 含量显著增高(P< 
0.001),RU486 组则显著降低(P< 0.05),而 CON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SHR 纹状体区

DEX 组 NE 含量显著升高,RU486 组显著降低(P<0.05),CON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

组织化学结果显示:SHR 前额叶区和纹状体区 DEX 组 DAT 表达明显少于 RU486 及 CON 组

(P<0.001)。  
结论 GR 激动剂可通过调节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调节前额叶及纹状体区 DAT 表达水平,提高脑内

DA､ NE 水平,从而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大鼠多动､ 注意缺陷行为。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对中枢

神经系统多巴胺能神经能递质的影响,可能参与 ADHD 的发病机制。 
 
 
PO-0138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维生素 D 水平及其与临床症状关系的研究 
 

徐宁安,钟燕,赵莎,成新宁,邓美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了解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s)儿童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25 
hydroxy vitamin D, 25(OH)D]水平及其与临床症状的关系,为儿童孤独症的病因及治疗提供线索和依

据。 
方法 选择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于本院确诊的孤独症患儿 60 例作为观察组,选择同期在本院

儿童保健科门诊体检正常的儿童 6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2 组儿童血清

25(OH)D 水平。根据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评定孤独症患儿

的疾病严重程度。比较两组间 25(OH)D 水平及其与 CARS 评分相关性,比较睡眠障碍及胃肠道紊乱

发生率及其与 25(OH)D 水平的关系。 
结果 观察组 25(OH)D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但其与 CARS 评分无显著相关性。观察组睡眠障碍及

胃肠功能紊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01),但两者发生率与 25(OH)D 水平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观察组 25(OH)D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但其与 ASD患儿疾病严重程度､ 睡眠障碍及胃肠功能

紊乱发生率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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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39 

营养不良儿童血清锌､ 铁､ 钙的变化及临床分析 
 

何毅,钟燕,丁大为,游诚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营养不良儿童血清锌､ 铁､ 钙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本院儿童保健所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诊治的 5806 例营养不良儿童设为观察组,同期

选取 5806 例健康体检儿童设为对照组,多因素 Logisti 回归分析营养不良儿童发病的影响因素,并测

定两组儿童的血清锌､ 铁､ 钙含量。 
结果 观察组(消瘦､ 发育迟缓和体重下降)血清锌､ 铁､ 钙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不同营养

不良类型､ 不同年龄段及不同性别儿童血清锌､ 铁､ 钙水平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

素 Logisti回归分析提示营养不良儿童的发病因素为家庭收入､ 喂养不当､ 父亲和母亲身高及血清

锌､ 钙､ 铁(P<0.05)。 
结论 儿童营养不良与血清锌､ 铁､ 钙水平较低有关,测定血清锌､ 铁､ 钙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PO-0140 

1980 例儿童 Gesell 量表智能发育分析 
 

李平,熊菲,伍晋辉,杨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610041 

 
 

目的 了解西南地区上级医院儿童保健门诊儿童智能发育迟缓 Gesell 发育量诊断现状。 
方法  选取 2014.1.1~2017.1.1 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保健门诊行 Gesell 智能发育评估的儿

童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儿童进行适应行为､ 大运动､ 精细动作､ 语言及个人-社交行为五个能区智

能评估,按北京市儿童保健所标准,DQ>75 为正常,DQ 75~55 分为轻度缺陷,DQ 54 ~40 分为中度缺

陷,DQ 39~25 分为重度缺陷。通过 SPSS 统计软件对测得的 DQ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总计 2178 例儿童进行 Gesell 智能发育评估,删除数据不完整者 终共纳入研究对象 1980 例,
其中男童比例较女童高出约 3.2 倍,分别为 1514 例(76.5%)和 466 例(23.5%)。进行 Gesell 智能发

育评估的就诊高峰年龄段主要分布于 12､ 24 及 36 月龄,分别占 2.7%､ 3.4%､ 4.5%,男童评估月龄

较女童偏晚(31.9±9.6 vs. 28.7±8.1,P<0.05),其中男､ 女童分别于 26､ 12 月龄评估率 高,分别为

5.2%､ 6.9%。Gesell 智能发育五个能区中语言 DQ 均值 低(53.9±4.7),其次为适应行为(64.8±6.1),
高为大运动能区(74.2±6.3),但均低于正常水平。此外,语言是儿童五能区中发育缺陷比率 高的能

区,约占 86.2%,且近 1/4 的儿童为重度和极重度缺陷。另外,适应行为､ 大运动､ 精细动作､ 个人-社
交行为的发育缺陷比率亦较高,分别为 68.7%､ 52.8%､ 57.4%､ 68%。通过比较男､ 女童各能区发

育水平差异,发现男童的适应行为､ 语言及个人-社交发育缺陷比率均较女童显著增高,且语言及个人

-社交行为 DQ 均值明显低于女童(P<0.05);而女童的大运动发育缺陷比率则明显高于男童,其 DQ 值

亦显著降低;精细动作发育缺陷在男､ 女童间无明显差异。然而,女童五个能区的极重度缺陷比率均

明显增高,约为男童的 2~3 倍。另外,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语言发育缺陷与适应行为､ 大运动､ 精细

动作及个人-社交行为大发育缺陷均呈显著正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73､ 0.68､ 0.69､
0.80(P<0.05)。 
结论 本研究发现男童行 Gesell 智能发育评估的比例远高于女童,且年龄晚于女童,提示早期对男童智

能发育缺陷的警惕性较差,后期男童因智能发育缺陷就诊比例高。另外,语言发育缺陷在儿童五个能

区中占比 高,程度 重,且男童语言发育缺陷相对女童更为严重。男童的适应行为及个人-社交发育

缺陷比例亦显著高于女童,且均随语言发育缺陷严重程度增加而显著增高。因此,对可疑语言发育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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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儿童尤其是男童进行早期智能发育评估及预防,并对存在的发育缺陷进行全面干预,是目前儿童

保健工作的重要任务,对未来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PO-0141 

Efficacy study for Family-Based Behavior-Cognition-
Relationship Intervention (BCRI)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China 
 

Chen Biyuan,Zou Xiaobing,Zou Yuanyuan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Child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Center. 510630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considered to be an early-onset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qualitative social interaction impairments and 
repetitive stereotyped behaviors/restricted interests. However, compelling evidence shows that 
promoting a structural early-intervention model may positively influence outcomes of ASD as well 
as reduce the burdens of lifetime care demands for society. BCRI intervention program aims to 
empower the parents to master appropriated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of BCRI early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nd provide positive affects to the clinical outcome for children with ASD. 
Methods 130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ASD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30 month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early BCRI group and CI group (community intervention). Both BCRI 
group and CI group participate in a two-day ASD seminar to receive basic knowledge about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in Phase-one. In Phase-two, BCRI group participate in a 24-halfday 
workshop to gain hands-on experience and one-on-one training from master trainers, then these 
family take another 11 months to implement BCRI intervention to their children in home settings, 
and CI group receives community service. Psycho-educational Profile-3rd Edition (PEP-3) 
assessment indexes were collected, and single and multiple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were 
perform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85 participants (53 in BCRI group, 32 in CI group) completed primary endpoint at one 
year after enrollmen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t-intervention improvements were found in BCRI 
group, which included Cognitive Verbal/Proverbial (CVP), Expressive Language (EL), and 
Receptive Language (RL) subsets in the Communication domain (p<0.05). By Comparison of 
pre- and post-intervention between BCRI and CI group,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were reported 
in combined score of Communication domain (CVP, EL, RL) plus Fine motor (FM) subset 
(p<0.05), and in combined score of Visual Motor Imitation (VMI) subset and FM subset (p<0.05). 
Conclusions It’s the initial large sampl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for family-based early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for ASD. We suggest that BCRI Intervention model have positive effects 
for children with ASD, to develop early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well as visual motor Imitation and 
fine motor skills. BCRI model emphasize the initial appliance of behavior management and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which following by structural teaching infrastructure with appropriate 
level of education. BCRI also emphasize to emerge ‘relationship elements’ as part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tervention throughout every step of BCRI model, to Improve social skills of children 
with ASD.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BCRI model is an effective early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method for child with ASD, and the feasibility to implement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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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42 

脑电功率作为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诊断标志物的研究 
 

周秉睿,徐琼,周渊峰,李春阳,胡纯纯,徐秀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对 ASD 幼儿和正常发育幼儿静息状态下脑电功率的对比研究,识别 ASD 早期诊断的脑电

生理生物标志物并探讨其应用价值。 
方法 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 ASD 组幼儿和正常发育组幼儿(18~36 月龄),在清醒静息状态下接受定量

脑电图(qEEG)检测,记录两组幼儿 qEEG 17 个导联 delta､ theta､ alpha､ beta 和 gamma 波的绝

对和相对功率。比较年龄､ 性别和家庭情况匹配的 ASD 组和正常对照组幼儿各 20 名的各波绝对和

相对功率,筛选出有差异的导联和频段,并以临床诊断作为参考,分别做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评价上述有差异指标对 ASD 的早期诊断价值,比较其灵

敏度和特异度,并使用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拟合出用于 ASD 早期诊断的应用模型。同时,应用线性回

归分析､ 相关分析等方法,在所有数据有效的 ASD 组幼儿(共 31 例)中探索脑电功率与 ASD 临床表

型严重程度及发育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1､ ASD 组幼儿中央区(C3､ Cz)､ 额叶(F3､ Fz､ F4)､ 左前颞和左中颞(F7､ T3)及左顶(P3)8
个导联的 beta 波相对功率(beta RP)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幼儿,其他各导联和频段脑电功率在两组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 
2､ 分别对上述 8 个导联 beta 波进行 ROC-AUC 分析,得到额叶三个导联(F3､ Fz､ F4)的 beta 波相

对功率的 AUC 均大于 0.7(P<0.05)。其中 F4 导联 beta 波相对功率的 AUC 值 高,为
0.827(P=0.006)。拟合上述 3 个脑电功率指标建立 ASD 在正常幼儿人群中早期筛查诊断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只有 F4 beta 波相对功率进入了回归方程。回归方程为:Logit P=-2.454+0.517*F4 beta 
RP。 
3､ ASD 幼儿的左额叶(F3)､ 左前颞叶(F7)的 beta 波相对功率与 GMDS-ER的手眼协调分量表､ 表

现分量表发育商和总发育商分别呈正相关关系(r>0.3,P<0.05),其他有差异导联的 beta 波相对功率均

与各能区发育水平和 ASD 严重程度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结论 1､ ASD 幼儿清醒脑电功率与正常发育幼儿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部分脑区 beta 波相对功

率升高,以左侧尤甚。 
2､ 额叶(F3､ Fz､ F4)beta 波相对功率可以作为早期诊断 ASD 的生物标志物,具有潜在的应用价

值。右额叶(F4)beta 波相对功率有望作为 ASD 早期诊断的独立指标。 
3､ 左额叶(F3)和左前颞叶(F7)beta 波相对功率可能可以作为 ASD 幼儿认知能力的预测指标。 
 
 
PO-0143 

不同药物治疗儿童 ADHD 疗效差异分析 
 

赵秋霞,范琼丽,朱琳,陈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与心理健康中心 400014 

 
 

目的 探讨不同药物治疗儿童 ADHD 症状缓解时机及功能改善情况。 
方法 分析 2014 年 06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我中心儿保门诊新确诊符合 DSM-V 诊断标准并予一线

药物治疗 2月以上､ IQ≥70 的 6-17 岁 ADHD 患儿在不同随访时间点(服药后 2､ 4､ 6 月)SNAP-IV
教师及家长问卷核心症状､ 功能损害评分变化。 
结果 145 例符合诊断标准的 6-17 岁 ADHD 患儿,共 135 例用药(93.1%)。根据排除标准排除 37 例,
共纳入 108 例。72 例患儿遵医嘱在 2 个月内完成药物滴定,其中 16例因严重胃肠道副作用､ 新发

睡眠问题等原因换药,换药率为 22.2%。共计 56 例患儿坚持单一药物治疗 6 月以上,分为单纯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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哌甲酯组(n=42)和单纯盐酸托莫西汀组(n=14)。哌甲酯组治疗后 2 月,教师及家长问卷症状评分较治

疗前均显著下降(P<0.05),家长问卷:注意缺陷 3.38±2.821vs.6.51±1.846,多动冲动

2.54±2.533vs.4.50±2.837;教师问卷:注意缺陷 4.39±3.190vs.6.33±2.153,多动冲动

3.11±2.979vs.4.45±2.917,且治疗后第 4､ 6 月症状评分仍维持低水平。家长问卷功能损害自 4 月开

始显著改善(P<0.05),2.57±1.385vs.1.56±1.688;教师问卷功能损害自 6 月开始显著改善

(P<0.05),1.38±2.022vs.2.78±1.858。托莫西汀组教师及家长问卷注意缺陷项评分在治疗后 6 月均

显著下降(P<0.05),家长问卷 5.00±2.828vs.6.07±2.433,教师问卷 2.50±2.380vs.6.21±2.045;功能损

害评分有所下降,但未见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盐酸哌甲酯､ 盐酸托莫西汀两种药物均能显著缓解患者核心症状,但缓解时间点有所差异。盐

酸哌甲酯症状改善早于盐酸托莫西汀,且在 6 月观察期内功能改善更显著。然而临床医生选择药物

时,多因为食欲不佳､ 特殊共患疾病等因素选择盐酸托莫西汀,因此我中心盐酸托莫西汀治疗对象疾

病严重程度､ 共患病等均高于盐酸哌甲酯组,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干扰。未来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 矫正患者共患疾病等因素对功能损害治疗差异进行研究。 
 
 
PO-0144 

密集运动训练治疗痉挛型偏瘫疗效观察 
 

李尉萌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密集运动训练治疗对于痉挛型脑瘫儿童的粗大运动功能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偏瘫型脑瘫患儿共计 49 名,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24 例仅接受传统手段进行康复治疗,试
验组 25 例在接受综合康复治疗的基础上配合密集运动训练康复治疗,对比他们在接受康复治疗前后

粗大运动功能评分的变化。 
结果 对照组患儿粗大运动功能评分(54.78±27.37)分,明显低于试验组患儿的(67.24 ±26.34)分,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密集运动训练康复治疗能够有效地促进偏瘫型脑性瘫痪患儿的行动能力的恢复,应当更加广泛

地应用于临床的康复治疗中。 
 
 
PO-0145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临床检出率及其共患病研究 
 

范琼丽
1,2,赵秋霞

1,朱琳
1,陈立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 6-16 岁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 ADHD)的临床检

出率及其共患病的状况。 
方法 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与心理健康中心就诊的 2426 例疑诊 ADHD
的 6-16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
VI)､ SNAP-Ⅳ评定量表(父母版及教师版)及医生访谈结果对 ADHD 进行诊断及分型,并根据 SNAP-

Ⅳ评定量表进行共患病筛查。同时对共患病与 ADHD分型､ 性别､ 年龄等因素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 
结果 2426 例疑诊 ADHD 的儿童中,SNAP-Ⅳ父母版和 SNAP-Ⅳ教师版分别有 1186 例(48.9%)和
910 例(43.4%)结果阳性,父母报告阳性率显著高于教师报告阳性率(48.9 vs 43.4%,p<0.001。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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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型(ADHD-I)检出率(父母 58.3%和教师 64.7%)高于多动冲动型(ADHD-HI)(父母 7.1%和教师

6.4%)及混合型(ADHD-C)(父母 34.6%和教师 28.9%)。男孩 ADHD 检出率高于女孩(p<0.05)。父母

问卷中 6-11 岁组与 12-16 岁组 ADHD 检出率无明显差异(p=0.249),而教师问卷中 6-11 岁组检出高

于 12-16 岁组(p=0.039)。根据父母 SNAP-Ⅳ评定量表共患病项目评估结果,586 例(49.4%)ADHD
儿童存在共患病,其中 6-11 岁 ADHD 儿童共患病发生率与 12-16 岁无统计学差异(p=0.145),ADHD
患儿中男女共患病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520)。586 例 ADHD 合并共患病儿童中,对立违抗性障

碍(ODD) 489 例(83.3%),品行障碍(CD) 127 例(21.7%),焦虑抑郁障碍(Anx-Dep)193 例(32.9%)。男

孩共患 ODD 及 CD 显著高于女孩(p=0.035 和 p=0.002),而男孩及女孩之间 Anx-Dep 发生率无统计

学差异(p=0.519)。Anx-Dep 共患率 12-16 岁组明显高于 6-11 岁组(p<0.001),而 12-16 岁组与 6-11
岁组 CD 及 ODD 的共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9 和 p=0.106)。ADHD 不同亚型之间比

较,ADHD-HI 型共患病的发生率 低(6.3%),ADHD-I 型共患病的发生率 高(50.3%)。ADHD 患儿共

患病的发生率与 ADHD分型､ 年龄､ 性别存在相关性。疑诊为 ADHD 的 1240 例但尚未达到诊断

标准的儿童其他心理行为障碍(ODD､ CD､ Anx-Dep)发生率为 24.5%。 
结论 父母组 ADHD 的报告率显著高于教师组。 ADHD 患儿中,ODD 共患率 高,应该重点防治。年

龄､ 性别､ ADHD 分型与共患病的发生有相关性。未达到 ADHD 诊断标准的疑诊儿童也有较高的

其他神经发育障碍/精神障碍发生率,临床上也应重视对此类儿童的干预。 
 
 
PO-0146 

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干预观察 
 

张玉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干预影响。 
方法 把 30 例高危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5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一对一作业治疗,观察组进

行小组模式作业治疗。每天 1 次,每次 30min,每周 5 天,治疗 3 个月后对两组患儿整体发育水平进行

观察。 
结果 3 个月后,两组患儿在精细运动能力都有所提高,但观察组在社交互动､ 语言､ 认知､ 适应行为

等方面发育优于对照组。 
结论 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和传统的一对一作业治疗均能提高高危儿的精细运动能力,但是小组模式作

业治疗能够明显促进高危儿在社交互动､ 语言､ 适应行为等方面的发育。 
 
 
PO-0147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Smoking during Pregnancy 
an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Offspr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uang Lan,Wang Yan,Zhang Li,ZhenG Zhen,Zhu Tingting,Qu Yi,Mu Dezhi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smoking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HD in offspring. 
Methods  PubMed, OVID-EMBASE, and OVID-Cochrane Library were searched from inception 
to May in 2017 for cohort or case-control studies. The key words used for search were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s hyperactivity” or “ADHD”) and “maternal” or “prenatal” or “pregnancy”) and 
(“smoking” or “smoke” or “tobacco” or “nicotina”). We limited all results to studies on huma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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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in English. Two authors reviewed the titles and abstracts independently. Relevant 
articles were assessed further by reviewing the full texts. Studies were eligible for inclusion if they 
were: (1) with a cohort or case-control design; (2) repor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smoking during pregnancy and ADHD risk in offspring; and (3) those that provided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number of cases, odds ratios (ORs), hazard ratios (HRs), or risk ratios (R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Two investigators independently extracted data on definition of 
exposure and outcome, number of cases and total sample population, and potential confounders 
adjusted. Any dose-relationship data for smoking and ADHD risk were also extracted. 
Results The search yielded 15 cohort studies and 5 case-control studies with 50,044 cases and 
2,129,610 participants. Smoking during pregnancy increased the risk of ADHD in offspring (odds 
ratio [OR], 1.60; 95% CI, 1.45-1.76), comparing mothers who smoked during pregnancy with 
those who did not. The risk of ADHD was greater for children whose mothers were heavy 
smokers (OR, 1.75; 95% CI, 1.51-2.02) than for those mothers were light smokers (OR, 1.54; 
95% CI, 1.40-1.70). 
Conclusions Maternal smoking during pregnancy is associated with ADHD in offspring. More 
high-quality studies that adjust fully for potential confounding factors especially genetic or other 
family factors are needed to establish whether the association with smoking is causal 
 
 
PO-0148 

CES—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治疗效果观察 
 

简芳芳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 CES—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50 例符合第五版 DSM-Ⅴ诊断 ADHD 患儿用 CES 治疗,并选用有关神经心理测量表对其进

行测评,主要为 ADHD 评定量表-IV(父母版),CONNERS 父母问卷-简版 
结果  50 例 ADHD 儿童注意涣散﹥7,多动冲动﹥7,高于正常值 4,所有患儿经一个疗程治疗前后进行

比较,多动冲动､ 注意涣散均有所下降。两种量表分别对治疗 8 次,16 次进行评估。分值有明显的降

低 P(0.05),经 CES 治疗后 ADHD 患儿的注意力集中,多动症状明显减少 
结论 经 CES治疗后注意力､ 多动症状有不同的改善。以一个疗程逐渐减少治疗次数为宜,效果明显 
 
 
PO-0149 

以家庭为中心的心理教育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父母育儿 自我效能感

及情绪的影响 
 

周雅婷,尹华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评价以家庭为中心的心理教育干预(FFPT)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父母育儿自我效能感及

焦虑抑郁情绪的效果。 
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选择我院孤独症训练中心首次参与康复训练的 ASD 儿童的父亲或母亲实施

FFPT,于干预前､ 干预后及一个月后随访时采用育儿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Tool to measure 
parental self-efficacy, TOPSE),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干预效果进行测评。 
结果 1. ASD 患儿父(母)育儿自效能感各维度得分及总均分在干预前､ 后及一个月后随访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 1) 
 表 1  ASD 儿童父母 TOPSE得分在干预前､ 后及一个月后随访的比较     (`x±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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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干预前(n=64) 干预后(n=64) 随访(n=64) F P 
     情感 7.01±1.01 7.22±0.76 7.42±0.82 5.435 0.007*2 
     玩耍 6.89±1.69 7.44±1.26 7.56±1.29 7.577 0.001*1,*2 
     共情 6.94±1.52 7.33±1.24 7.48±1.24 5.300 0.007*1,*2 
    控制力 5.64±1.46 6.23±1.19 6.32±1.34 8.863 0.000*1,*2 
自律/规则制定 5.62±1.67 6.45±1.46 6.71±1.34 15.393 0.000*1,*2 
     压力 6.03±1.05 6.38±1.15 6.55±0.98 5.500 0.005*1,*2 
   自我接纳 6.81±0.98 7.12±0.86 7.17±1.07 4.106 0.019*1,*2 
     学习 7.46±1.26 7.75±1.00 7.96±0.86 5.014 0.010*2 
    总均分 6.55±0.95 6.99±0.76 7.15±0.81 17.574 0.000*1,*2 
注:LSD 事后检验:*1:干预前<干预后;*2:干预前<随访。 
2. 干预后及一个月后随访患儿父(母)焦虑､ 抑郁症状阳性检出率显著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 2) 
表 2  FFPT 对 ASD 儿童父母焦虑抑郁阳性检出率的影响       [n(%)]  

注:*1: 干预

前､ 后比较; 
*2:干预前

､ 一个月

后随访比

较。 
结论 FFPT 可提高 ASD 患儿父母的育儿自我效能感,改善父母焦虑抑郁情绪。 
 
 
PO-0150 

Regional brain chemical alterations between verbal and 
non-verbal autistic Children: a 1H-MRS study 

 
Chen Wen-Xiong1,Hong-Sheng Liu2,Zhi-Fang Huang1,Si-Hui Zeng2,Li Huang2,Qian-Qian Wu2,Zhen-qing 

Liu2,Yuan-Yuan Gao1,Ke-Lu Zheng1 
1.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rian Center,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Language deficit is one of most difficult to treat autistic features; around 25% autistic 
patients remain non-verbal; the pathophysiology of non-verbal is unclear. In vivo investigated 
cellular neurochemicals with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imaging (1H-MRS) in the 
brain regions associated with language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Methods The autistic children aged between 2~14 years old were recruit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cerebral N-acetyl-aspartate (NAA), creatine (Cr), choline (Cho), were determined by 3 T 1H-
MRS examinations in 91 non-verbal (NV) and 75 verbal (V) autistic children at the inferior frontal 
cortex (IFC), superior temporal cortex, cerebellum, and hippocampus respectively. The binar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dopted. 
Results The higher level of NAA/Cr ratio at the right IFC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non-verbal (2.51[1.17-5.38]; p=0.018), whereas the lower levels of Cr (0.60[0.41-0.88]; p=0.01) 
and Cho (0.73 [0.56-0.97]; p=0.027) at the right IFC, Cho/Cr ratio (0.46 [0.23-0.90]; p=0.023; 
70/91 [NV] versus 54/75 [V]) at the left cerebellum, and NAA (0.70 [0.52-0.93]; p=0.015; 53/91 
[NV] versus 37/75 [V]) and Cr (0.48 [0.27-0.85]; p=0.011; 53/91 [NV] versus 37/75 [V]) at the right 
hippocampus were related to decrease risk of non-verbal, after adjusting the confounding factors 
including age, gender, gestational age, birth weight, developmental quotient /intellectual quotient, 
severity of autism, maternal education and paternal education. 

项目    干预前 
   阳性检出率 (n=64) 

干预后 
阳性检出率 (n=64) 

一个月后随访 
阳性检出率(n=64)  P1

*1 P2
*2 

焦虑        18(28.1)     10(15.6)     9(14.1)  0.039 0.049 
抑郁        30(46.9)     19(29.7)     18(28.1)  0.035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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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mong autistic children, some regional chemical alter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non-verbal feature.   
 
 
PO-0151 

不消退型先天性血管瘤血管造影特征分析及其临床意义探讨 
 

谭小云,张靖,周少毅,申刚,夏杰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分析不消退型先天性血管瘤的血管造影特征,推测其不自行消退或治疗失败原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0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在我科被诊断为不消退型先天性血管瘤 14 例

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 14 例患儿均在我科接受过介入治疗,分析其血管造影特征,并与普通婴幼儿血

管瘤血管造影特征进行比较。 
结果 14 例不消退型血管瘤患儿,年龄 2~15 岁,平均 8.1±4.4 岁,14 例血管造影特征均不同于普通婴

幼儿血管瘤,10 例血管造影表现为明显“肿瘤样染色”,进一步超选择动脉造影可见病灶微动静脉瘘存

在,回流静脉粗大并提前显影,造影剂廓清迅速,尝试经供血动脉注入平阳霉素碘油乳剂,药物难于沉积

在病灶内(我们称之为 I 型表现)。10 例患儿先后共行 1~3 次动脉栓塞术,随访半年以上,病灶未见缩

小,其中 2 例病灶甚至还较前有所增大。4 例血管造影表现为“淡薄染色”或动脉造影未见明确肿瘤染

色,局部经皮穿刺病灶造影可见“树枝样”回流静脉显影,尝试经皮穿刺病灶注入平阳霉素碘油乳剂,药
物很容易进入粗大回流静脉,难于沉积在病灶内(我们称之为 II 型表现)。4 例患儿先后共行 1~3 次局

部硬化治疗,随访半年以上,病灶未见缩小。 
结论 超选择动脉造影显示不消退型先天性血管瘤血管造影特征不同于普通婴幼儿血管瘤,不消退型

先天性血管瘤造影通常表现为“微动静脉瘘优势型(I 型)”或“静脉优势型(II 型)”,因为微动静脉畸形或

静脉畸形的存在或许是导致不消退型先天性血管瘤不消退或药物及栓塞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 
 
 
PO-0152 

经眼动脉灌注化疗二线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的长期随访疗效观察 
 

姜华,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长期随访经眼动脉灌注化疗(IAC)作为二线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RB)的患儿,评估其临床疗效及

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至 2016 年我科收治的 34 例(42 只患眼)经全身静脉化疗后的视网膜母细

胞瘤患儿行 IAC 治疗的临床资料,长期随访并评估 IAC 术后保眼率和并发症。 
结果 患儿 IAC 次数 2~9 次,平均 4 次。经过 IAC 术后,40 只患眼的肿瘤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2 只患

眼行 2 次 IAC 术后瘤体无变化,有效率 95%。32 只眼肿瘤 后钙化或形成瘢痕,总体保眼率为

76.2%,其中 B期､ C期､ D期､ E 期保眼率分别为 100%､ 33%､ 84%､ 50%,其余 10 只患眼行眼

球摘除术,其中 IAC 术后瘤体无缩小 2 例,IAC 术后肿瘤复发 3 例,眼底出血 3例､ 眼球萎缩 1例､ 广
泛玻璃体种植 1 例。术后不良反应包括眼睑肿胀､ 眼底出血､ 眼球萎缩､ 骨髓抑制(I-IV 度)。 
结论 IAC 二线治疗 RB 患儿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但 IAC 术后依然有复发,短期随访的保眼率

的统计有失偏颇,有必要进行至少超过 1 年的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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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53 

经眼动脉灌注化疗视网膜母细胞瘤在低体重患儿治疗中的价值 
 

姜华,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术治疗低体重患儿(低于 6Kg)的视网膜母细胞瘤(Retinoblatoma, RB)的
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0 例低体重 RB 患儿行经眼动脉灌注化

疗术(Transcatheter Ophthalmic Arterial Chemotherapy, TOAC)的临床资料,其中双眼 4 例,单眼 6
例;男性 6 例,女性 4 例。共 14 只患眼,行 TOAC 术 36 次,平均每例行 3.6 次。随访时间 2~28 月,平
均随访 13.6 月。 
结果 28 次眼动脉插管中,27 次成功插至眼动脉,技术成功率为 96.4%。术后 12 只眼(12/14,85.7%)
稳定;其余 2 只眼(2/14,14.3%)复发或行眼摘。 
结论 经导管眼动脉灌注化疗术治疗低体重的 RB 患儿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远期疗效有待继续

观察。 
 
 
PO-0154 

胸部 CT 在儿童乳房肿块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杨秀军,李婷婷,段修华,樊红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胸部 CT 对儿童乳房及乳旁肿块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 16 岁以内临床及手术病理证实的乳房区域肿块患者的胸部 CT 资料,包括 28
例增强 CT源影像和冠､ 矢状面 MPR 与 3D 后处理图像,4 例同时有胸部 MRI 影像资料。 
结果 CT 检出了所有 30 例 37 枚长径 9mm-80mm(平均 34.5mm)的肿块,敏感性为 100%;定性诊断

准确的 29 枚肿块,准确性为 78.38%(29/37)。肿瘤胸腔侵犯､ 肋骨及肺内转移和腋下淋巴结肿大､

动脉导管未闭与肺先天性囊腺瘤样畸形､ 先心病术后改变均同时准确显示,CT 揭示淋巴管瘤囊性分

隔及囊液性质不如 MRI 好。 
结论 胸部 CT 对儿童乳房肿块的诊断与甄别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 
 
 
PO-0155 

儿童髓母细胞瘤不典型影像学表现分析 
 

干芸根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不典型髓母细胞瘤的影像表现,以提高本病术前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3 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髓母细胞瘤,影像学表现不典型者 13 例。男 9 例,女 4 例,
年龄 1 岁 3 月-11 岁 5 月,平均 6.7 岁。13 例均行 MRI 平扫及增强,同时行 CT 检查 9 例,其中 5 例同

时行增强。临床主要表现: 头痛､ 呕吐等颅内压增高症状 6 例,头痛､ 头晕､ 行走不稳､ 共济失调等

小脑症状 5 例, 颈部疼痛､ 强直 2 例。 
结果 (1)肿瘤部位不典型者 5 例,左､ 右侧小脑半球分别为 3 例和 1 例,位于桥小脑角区 1 例。(2)较
大囊变影 2 例,表现为囊实性肿瘤,囊变影较大,实性部位强化明显,囊性部分无明显强化。(3)钙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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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例 CT 表现为少量斑片状高密度影,1 例呈斑点状。MRI 呈短 T1 短 T2 信号 1 例,等 T1 短 T2 信

号 2 例,等 T1 稍长 T2 信号 1 例。(4)增强表现不典型者 4 例,1 例表现为轻度强化,1 例无增强,2 例肿

瘤局部明显强化。13 例中,仅表现 1 种不典型征象者 11 例,同时有 2 种不典型征象者 2 例。 
结论 髓母细胞瘤的不典型可表现为肿瘤部位不典型､ 囊变影较大､ 钙化等,增强可呈肿瘤局部明显

强化､ 轻度强化､ 甚至无增强。对于不典型髓母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者,在鉴别诊断时考虑髓母细

胞瘤,提高该病术前诊断正确率。 
 
 
PO-0156 

Diagnostic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initial acute leukaemia from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in children 
 

Xu L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eatures of bone marrow in the 
lower extremities and present diagnostic value of MRI in differentiating initial acute leukaemia 
from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JIA) in children presented with lower extremities pain. 
Methods Clinical data and MRI from patients referred for lower extremities pain in 2014-2016 
was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irty-thre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who underwent MRI 
examination before any treatment. 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1.5 Tesla whole-body 
scanner (Achiva, Philips Medical Systems, the Netherlands) using a 16-channel phased-array 
Torso coil. Three main MRI sequences which included T1W, T2W and SPAIR (Spectral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were performed and bilateral knee joints scanning were 
requested. The MRI features of bone marrow were assessed by the signal intensity, 
morphological features. 
Results The age range of total 33 patients (twenty boys and thirteen girls) was from 6 to 16 
years-old, median age was 11 years-old. Fifteen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initial acute 
leukaemia and eighteen patients were JIA clinically. Abnormal signal intensity of bone marrow in 
bilateral bones of lower extremities were demonstrated in all 15 patients with initial acute 
leukaemia patients. Among them, 8/15 patients showed diffuse homogeneous low signal intensity 
on T1W images and high signal intensity on SPAIR images; 5/15 patients showed diffuse 
heterogeneous patchy iso- or low signal intensity on T1W images and high signal intensity on 
SPAIR images; 2/15 patients had normal results of MRI. In 18 patients with JIA , 15 patients 
showed ill-defined patchy areas in the metaphysis and epiphysis with low signal intensity on T1W 
images and high signal intensity on SPAIR images; other 3 cases of JIA patients had normal 
results of MRI.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acute leukaemia and JIA were 86.7% and 83.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MRI show diffuse abnormal signal intensity on bilateral lower extrem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cute leukaemia. MRI may serve as a noninvasive method to help discrimination of 
acute leukaemia from JIA in children presenting with lower extremities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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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57 

Diagnostic value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Ouyang Rongzhen,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for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leven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cardiac mass by 
echocardiography were recommended to perform cardiac MRI from September 2006 to August 
2016. Fifty patients (34 boys and 16 girls) who underwent both cardiac MRI, echocardiography 
and had histopathologic results or confirmed based on clinical diagnosi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Patient age ranged from 0.2 months to 183.2 months and the median age was 44.7 
months (3.7y). All MRI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a 1.5 T clinical MRI system. A cine 
balanced steady-state free procession (b-SSFP) imaging, T1and T2 weighted imaging, first-pass 
perfusion (resting) imaging, post gadolinium T1W and late gadolinium-enhanced imaging were 
included in the scanning protoco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diac masses were reviewed, and the 
location of cardiac mass was identified. The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accuracy between 
echocardiography and cardiac MR using Chi-square was made. 
Results Thirty-two cases(32/50) were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ic results and in which twenty-
three cases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by cardiac MRI, eighteen cases(18/50) were diagnosed 
based on clinical evidence and in which fourteen cases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by cardiac MRI. 
Benign tumors accounted for 86%(43/50) and malignant tumor accounted for 14%(7/50). Cardiac 
mass could be located in any part of heart (chamber, wall and epicardium) and most cardiac 
masses located in the ventricles and outflow tracts. Accurate rate of echocardiography for cardiac 
mass is 100% (but no characteristic diagnosis except myxoma). Accurate rate of 
echocardiography for mass characteristics is 6% (3/50) and accurate rate of CMR for mass 
characteristics is 74% (37/50). CMR provid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ccuracy of pathologic 
diagnoses compared to echocardiography (p <0.01). 
Conclusions CMR imaging is becoming a major imaging modality for assessment of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and can provide the tissu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higher accuracy for 
diagnosis of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PO-0158 

The Value of MSCT assessment of Abernethy Malformation 
in Children 

 
Guo Chen,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monstrate the MSCT manifestations of Abernethy 
malformation and its diagnostic significant value. 
Methods Eleven pediatric cases of Abernethy malformation were admitted to center between 
July 2011 and September 2016. All the 11 patients (six male and five female) re-ceived MSCT 
and DSA. The patient ages ranged from 3 and 14 years, with an average of 8 years and 6 months. 
The clinical records of the patients were thoroughly analyzed. MSCT angiography was performed 
on a 16-row CT scanner (Lightspeed 16,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or 64-row CT 
scanner (GE Discovery CT 750 HD, Waukesha,WI). CT raw data were transferred to an 
Advantage Windows 4.2 or 4.6 workstation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Waukesha,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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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 and multiplanar reformation (MPR) were the primary methods 
of visualization for evaluation. 
Results Three cases were type Ib Abernethy malformation and eight cases were type II 
Abernethy malformation.Two cases of type II Abernethy malformation were misdiagnosed to type 
Ib Abernethy malformation in MSCT. Among the eleven patients, nine presented with single 
vessel shunt between portal vein and IVC, one with shunt between splenic vein and right iliac 
vein, one with shunt between splenic vein and left iliac vein. Other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se 
patients includes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pulmonary hypertension, diffuse pulmonary 
arteriovenous fistula,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hepatic nodules, elevated blood ammonia, hepatic 
encephalopathy. 
Conclusions MSCT can exactly diagnose type II Abernethy malformation and show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portacaval shunt. Sometimes it is hard to make the certain diagnosis between 
Abernethy type Ib and II in MSCT, then DSA will help while necessary. 
 
 
PO-0159 

Radiological manifestations of cystic fibrosis in a pediatric 
cluster with respiratory involvement in China 

 
sun ya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radiographic features of CF in a cluster of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involvement and raise radiologists’ awareness of the diagnosis of CF in Chinese and patients with 
Chinese origin. To supplement the genotypic spectrum of CF in Chinese. 
Methods We enrolled three Chinese children with suspected CF, screened the coding region of 
the CFTR gene for each patient and analysed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presentations. 
Results All the three children presented with repeated pulmonary infection and sinusitis. The 
common findings of chest CT are bronchiectasis, bronchial wall thichening and mucous plugging 
which manifests as nodular opacities, cylindrical lucencies and/or tree-in-bud sign. Flattening of 
the diaphragm on chest radiograph reveals air trapping from small airways obstruction. Paranal 
CT scan shows frontal sinus agenesis and opacification of the maxilloethmoid sinus with sticky 
secretion. In total, we identified five different mutations in the patients, including two novel 
mutations (c.1117-1G>C, c.579+1-579+2insACAT). None of the mutations is common in 
Caucasians. 
Conclusions CF in Chinese may be underestimated. The radiographic findings of respiratory 
tract are characteristic and important diagnostic clues, which can prompt the consideration of CF 
as an underlying cause. Besides, the mutations of CF identified in Chinese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aucasians. 
 
 
PO-0160 

小儿肠道病毒 71 型感染手足口病合并神经系统受累的 MRI 分析 
 

严志汉,刘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肠道病毒 7l (EV71)相关手足口病(HFMD)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临床及 MRI 特征并进

行 MRI 随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5 例伴有神经系统损害的 EV71 感染 HFMD 患儿临床､ 病程中及随访时 MRI 资
料,并总结其临床､ MRI 及随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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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5 例中,6 例合并无菌性脑膜炎,临床存在脑膜炎症状及体征,5 例 MRI 表现为硬膜下腔增宽和/
或脑室扩大。24 例合并脑干脑炎,其中Ⅰ级 12 例表现为肌阵挛合并震颤和/或共济失调,Ⅱ级 4 例表

现为肌阵挛及颅神经受累,Ⅲ级 8 例表现为中枢受累后心肺衰竭。其 MRI 主要表现为脑干背侧异常

长 T1 长 T2 信号,可伴有小脑齿状核､ 尾状核及豆状核受累。随访时,临床表现较轻者脑干病灶多吸

收消失,重者多吸收变小而软化。9 例合并急性弛缓性瘫痪,相应肢体肌力下降､ 肌张力减弱､ 腱反

射减弱或消失。MRI 表现为脊髓前角区长 T1 长 T2 信号灶。随访时脊髓病灶多吸收好转。 
结论 MRI 是评价 EV71 感染 HFMD 神经系统损害及观察预后的有效影像手段,影像表现具有相对特

异性,损害部位常位于脑干背侧､ 脊髓前角。经积极治疗后,随访时患儿神经系统病灶多明显吸收。 
 
 
PO-0161 

3D-MRCP 和常规 MRI 对胆道闭锁诊断价值的分析 
 

陈春霞,吴典明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3D-MRCP 和常规 MRI 对婴儿胆道闭锁的诊断价值。 
方法 12 例经手术证实为胆道闭锁患儿的病历资料,对比分析 3D-MRCP 和常规 MRI征象､ 术中所

见与术中胆道造影及病理检查结果。 
结果 3D-MRCP 见肝外胆管未显影 10 例;胆总管扩张,余肝外胆管未显影 1 例;胆总管囊肿 1 例。常

规 MRI 见肝门区门静脉周围异常信号 12 例;肝门部三角形 T2WI 高信号影 11 例。胆囊细小呈条､

索状 11 例;胆囊显影欠佳 1 例。 
结论 胆道闭锁在病理上表现为一种硬化性胆管炎,侵犯肝内胆管系统,常呈节段性,可发生在肝门部和

肝内胆管,发生炎症的胆管可完全或部分梗阻。 
1､ 3D-MRCP:胆道闭锁在 3D-MRCP 经多方位观察未见完整的肝外胆道,本组 11 例胆道闭锁的 3D-
MRCP 征象有 10 例未见肝外胆道,1 例仅见扩张的胆总管。所以,3D-MRCP 多方位观察未见完整的

肝外胆道,应高度怀疑胆道闭锁。 
2､ 胆囊发育不良或不显示:本组 12 例胆道闭锁患儿,MRI 及 3D-MRCP 见胆囊细小呈索､ 条状 11
例,胆囊显示欠清 1 例;经手术证实胆囊萎缩 11 例,胆囊炎症水肿 1 例。所以,胆囊发育不良对胆道闭

锁也具有诊断意义。 
3､ 门静脉周围情况:肝门区门静脉周围异常信号 12 例,回顾性分析见肝门部三角形异常 T2WI 高信

号 11 例,所以,当出现肝门区门静脉周围异常信号,结合 3D-MRCP 未见完整的肝外胆道系统也应怀

疑存在胆道闭锁的可能。 
4､ 肝右叶增大为主:本组胆道闭锁病例根据 3D-MRCP 上未见完整的肝外胆道系统及 MRI 上肝门区

门静脉异常信号､ 胆囊小等表现,术前诊断率为 91.67%。 
     MRI 3D-MRCP 是目前临床应用 常见的水成像技术,可多方位展示胆道全貌。在胆道闭锁术前

行 3D-MPCR 和常规 MRI 检查对疾病诊断有一定指导意义。 
 
 
PO-0162 

围产期动脉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分析 
 

张苗,李航,彭芸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 39 例围产期动脉缺血性脑卒中(PAIS)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并探讨 MRI 在 PAIS 中的

诊断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587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新生儿科确诊的 39 例临床及头颅 MRI 资料,总
结其临床特征及影像学资料,对其病因､ 首发表现及影像学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 39 例患儿中,早产儿 2 例;明确宫内窘迫史者 7 例,化脓性脑膜炎者 3 例;男女比为 1.29:1。于生

后即刻至 15 日发病,其中 3 日之内发病者占 82%。惊厥是 PAIS 常见的首发症状,占 71.8%,以四

肢抽动为主,主要表现为一侧肢体抖动。18 例行凝血功能检查中,15 例提示存在高凝状态。MR 检查

于发病后 2-23 日进行,PAIS 常表现为单发(89.7%),以累及大脑中动脉多见(74.4%),左侧多见

(74.4%)。MRI 常规检查发现 33 支 MCA 受累中,浅部梗死 20 处,深部梗死者 7 处,混合梗死者 6
处。DWI 可见早期显示继发性缺血损伤,其中内囊后肢､ 大脑脚等皮质脊髓束受累者 16 例,以两者

同时受累多见;胼胝体压部受累者 10 例;丘脑枕受累者 2 例。T1WI 表现为病变区呈等或低信号,于病

程第 5 天以后,17 例还出现边缘或脑回样 T1WI 高信号;T2WI 均呈高信号,皮层及皮层下受累者还表

现为灰白质分界欠清;DWI 于早期均表现为病变区弥散受限,随着病程的延长,DWI 高信号范围由外周

到中心逐渐缩小,有时呈现“花斑样”改变。28 例行 MRA 检查中,血管狭窄者 7 例,闭塞者 1 例,分支增

粗､ 增多者 4 例。 
结论 PAIS 病因尚不清,大都存在高凝状态。常规 MRI 检查可以明确 PAIS的部位､ 范围,DWI 敏感

性高,可早期发现继发性缺血性损伤。 
 
 
PO-0163 

各向同性容积扫描增强技术对儿童化脓性脑膜炎的诊断价值 
 

郜英子,彭芸,程华,吕艳秋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比较 T1 加权的各向同性容积扫描 (CUBE) 增强技术和常规 T2-FLAIR 增强序列对化脓性

脑膜炎脑膜增厚的显示能力,探讨 CUBE T1WI 增强序列对化脓性脑膜炎脑膜增厚显示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对我院自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35 例临床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的患儿行磁共振头

颅扫描。男 16 例,女 19 例,年龄 2 个月-2 岁(中位年龄 8 个月)。采用 GE Discovery MR 750 3.0T 
扫描仪,所有患儿均行常规平扫及增强扫描,增强后对 CUBE T1WI 序列和 T2-FLAIR 序列进行随机

先后采集。硬脑膜增厚表现为硬脑膜增厚强化或连续线样强化。柔脑膜增厚表现为脑表面沿脑沟､

脑池弥漫性或局灶性的脑回样或线样强化。以 T2-FLAIR 增强为标准,评价 CUBE T1WI 增强序列对

硬脑膜增厚和柔脑膜增厚的显示率,采用卡方检验,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T2-FLAIR 增强与 CUBE T1WI 增强对硬脑膜病变显示上,T2-FLAIR 增强序列可显示 35 例中的

28 例硬脑膜强化, CUBE T1WI 增强序列则可全部显示 35 例硬脑膜强化,显示率 100%;T2-FLAIR 增

强序列有 7 例未显示病变,而 CUBE T1WI 增强序列在这 7 例中可显示单侧或双侧颞极脑膜连续强

化;两者在硬脑膜病变显示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CUBE T1WI 增强与 T2-FLAIR 增强

对软脑膜病变显示上,T2-FLAIR 增强序列可显示 35 例中的 16 例软脑膜强化,显示率为

45.7%;CUBE T1WI 增强序列除可显示上述 16 例软脑膜强化外,还可多显示 4 例软脑膜强化,显示率

为 57.1%,但两者在柔脑膜显示上相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与病例数少有关。 
结论 CUBE T1WI 增强序列在显示儿童化脓性脑膜炎所致的脑膜增厚上,较 T2-FLAIR 增强序列更为

敏感。因此当怀疑儿童化脓性脑膜炎时,CUBE T1WI 增强序列可代替 T2-FLAIR 增强序列成为发现

脑膜增厚的首选扫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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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64 

儿童胰腺母细胞瘤影像学征象及临床应用 
 

杨梅,袁新宇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胰腺母细胞瘤的 CT､ 超声及 MRI 影像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9 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胰腺母细胞瘤患儿

影像学资料,包括位置､ 大小､ 形态､ 被膜､ 是否均质､ 有无钙化､ 有无胆道梗阻､ 有无周围脏器

浸润､ 有无腹水､ 有无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并与术中情况进行对照。 
结果 女 5 例,男 4 例,年龄 2 月-13 岁(中位年龄 5.1 岁)。6 例肿瘤位于胰头部,3 例肿瘤位于胰腺颈体

部,其中 3 例(3/6)位于胰腺头部肿瘤出现胆道梗阻征象;肿瘤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大部分边界清晰,包
膜完整,平均直径 46mm;肿瘤以实性为主,也可呈囊性､ 囊实性,5 例肿瘤有包膜结构;5 例肿瘤有钙

化。1 例转移淋巴结,包绕腹腔血管,侧枝循环形成;3 例肿瘤侵犯周围组织; 2 例有少量腹腔积液。 
结论 胰腺母细胞瘤典型表现为起源于胰腺的类圆形边界清晰､ 有包膜的实性肿块,可伴有钙化,内可

见囊性坏死,也可表现为均 囊性占位;表现为侵袭性生长时,形态不规则,无被膜结构或被膜不完整,
侵犯胆管及周围组织,引起胆道梗阻;浸润局部血管､ 周围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转移淋巴结包绕腹

腔血管,侧枝循环形成。超声检查在显示肿瘤的包膜结构时比 CT 略有优势。 
 
 
PO-0165 

婴儿促纤维增生型肿瘤的影像与病理特征 
 

温洋
1,2,彭芸

1,2,段晓岷
1,2,尹光恒

1,2,洪天宇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婴儿促纤维增生型肿瘤(desmoplastic infantile tumor,DIT)的影像与病理特征,提高对该病

的认识。 
方法 收集有头颅影像学检查,且术后病理证实的 DIT 病例 6 例,其中婴儿促纤维增生型星形细胞瘤

(desmoplastic infantile astrocytoma,DIA) 2 例,婴儿促纤维增生型神经节细胞胶质瘤(desmoplastic 
infantile ganglioglioma,DIG) 4 例,分析总结其影像学表现､ 病理特点。 
结果 6 例 DIT,男 4 例,女 2 例;年龄 2 月~19 月,中位年龄 8.5 月。肿瘤均为单发,均位于大脑半球,其
中位于左颞叶 2 例,左额颞叶 1 例,左额颞顶枕叶 1 例;右额叶 1 例,右额颞顶叶 1 例。瘤体较大,长径

5.6cm~13.7cm,平均 9.1cm。肿瘤均表现为囊实性肿块,囊性部分较大,信号密度与脑脊液接近,其内

均见有纤细分隔;实性部分相对较小､ 位置表浅,与邻近脑膜接触,以稍高密度､ 等灰质信号为主,信号

不均 ,未见扩散受限。增强扫描实性部分显著强化,均见邻近柔脑膜受累,3 例有邻近硬脑膜粘连。

大体标本:肿瘤均为囊实性,囊液淡黄色清亮;实性部分灰白色､ 质韧,血运中等。镜检:瘤组织见纤维

母细胞和丰富的胶原纤维,星形细胞样瘤细胞,4 例其间见肿瘤性神经节细胞。免疫组化:GFAP､ S-
100 蛋白及 Vimentin 均阳性;4 例 SYN 阳性,2 例 NF 阳性。 
结论 DIT 多见于 2 岁以下小儿,表现为大脑半球较大的囊实性占位,实质部分较小,位置表浅与脑膜接

触,信号不均 ､ 以等灰质为主,扩散不受限,明显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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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66 

螺旋 CT 在小儿梅克尔憩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唐文伟
1,柴雪娥

2,田忠甫
2,朱佳

2,王瑞珠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CT 在小儿梅克尔憩室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本组 3 例梅克尔憩室患儿,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 4 岁 5 岁和 9 岁。因腹痛 1~3 天,其中 1 例出

现便血而入院, 2 例进行腹部平扫检查,其中 1 例进行腹部平扫及增强扫描检查,采用 PHILIPS 公司

的 16 Brilliance CT 作横断面扫描,层厚 3mm,层距 2mm,螺距 1,扫描范围自膈面至耻骨联合,未口服

肠道对比剂。 
结果 3 例患儿腹部 CT 显示:中下腹局部肠管聚集,肠周围脂肪密度增高,呈水肿渗出性改变,局部肠壁

增厚,其中 1 例可见气腹,1 例炎性渗出延续至腹壁脐周。3 例阑尾以及周围未见炎性改变。3 例均经

外科手术以及 99mTc 腹部放射性核素扫描证实为梅克尔憩室伴炎症,其中 1 例憩室穿孔。 
结论 梅克尔憩室(Meckel's diverticulum)是一种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卵黄管退化

不全所形成的回肠远端憩室,绝大多数位于距回盲部 10~100cm 的末端系膜缘对侧的回肠壁上,男女

比例约为 3:1,绝大多数终生无症状,只有出现并发症才有临床症状。临床症状主要由各种并发症而

引起,主要表现为腹痛,呕吐,发热,腹部压痛等,以往常用的辅助检查方法主要有钡餐及钡灌肠检查､

99mTc腹部放射性核素扫描､ 选择性肠系膜上动脉造影,B 超,其中 99mTc 腹部放射性核素扫描目

前被认为是一种安全,有效,快速的诊断方法,尤其对无痛性便血者,但是也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而

CT 以往主要运用于梅克尔憩室的排他鉴别诊断。本组 3 例病例病变均位于中下腹回肠末端,为炎性

改变,在除外其他疾病的基础上,可以提示梅克尔憩室伴炎症,并被临床所证实。因此,螺旋 CT 可以在

梅克尔憩室的诊断中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PO-0167 

血液病儿童化疗后肺真菌感染的 CT 表现 
 

闫淯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血液病儿童化疗后肺真菌感染的 CT 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血液科收治的化疗后真菌感染儿童 62 例。分为

确诊组 7例､ 临床诊断组 27例､ 拟诊组 28 例。分别对 G/GM 试验结果､ 死亡例数､ 致密影､ 伴

或不伴有晕征､ 空腔病变､ 气体新月征､ 磨玻璃密度影､ 小结节､ 树芽征等项目进行总结。组间比

较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 
结果 62 例患儿均处于骨髓抑制状态,均以发热咳嗽为首发症状。三组间 G/GM 试验阳性率､ G 试验

结果>200pg/ml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真菌感染的主要影像征象为肺内结节

33.9%(21/62)､ 致密影 30.7%(19/62)及磨玻璃密度影 30.7%(19/62)。结节均位于胸膜下,不伴晕征

的占 71.4%(15/21)。 
结论 血液病儿童化疗肺真菌感染的主要表现为可不伴有晕征的血行播散小结节､ 致密影及磨玻璃

密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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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68 

儿童梨状窝瘘 CT 及 MRI 表现 
 

高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梨状窝窦(CPSF)的多层螺旋 CT(MSCT)及 MRI 影像学特征。 
方法 对我院经手术证实的 10 例儿童梨状窝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其多层螺旋 CT 及 MRI 影像特点: 
结果 女 6 例,男 4 例,年龄 18 天---14 岁。MSCT 平扫加增强检查 2 例,MRI 平扫加增强 8 例。全部

发生于左侧颈部,10例均可见左侧梨状窝不同程度变浅､ 变窄。MSCT 检查 2 例为左侧颈部不规则

囊性包块,囊壁均 增厚并强化,下极平甲状腺左叶下级水平,胸锁乳突肌肉周围脂肪间隙消失,局部软

组织增厚。其中 1 例囊性病变突出于左侧锁骨上窝。8 例经 MRI 检查,均表现为左侧颈部不同范围

软组织感染,均累及左侧胸锁乳突肌前方及内侧,T2WI 表现为边界不规则的高信号并增强后 T1WI 像
上明显强化,均可见累及环甲关节,显示左侧梨状窝处周围软组织增厚并强化,局部咽缩肌内可见细条

状强化,病变下级不超过甲状腺下级水平,3 例累及甲状腺左叶,表现为不均 强化及体积增大,1 例于

甲状腺内形成脓肿。 
结论 儿童 MSCI 及 MRI 提示左侧颈部感染,累及环甲关节时,应考虑梨状窝瘘的诊断。 
 
 
PO-0169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childre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 
 

Liu YUE1, Wang Shengpei2,3,4, Li Wenfeng1, Li Hongbin6,Tai Jun 6, Zhang Jishui7, Fan Yang8, Tian Jinghong7, He 
Huiguang2,3,4, Peng Yun1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2.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for Complex Systems,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Research Center for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4.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Brain Science and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5.Department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ntelligent syste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6.Otolaryng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7.Neurology departmen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8. MR Research China, GE Healthcare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VBM to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re are gray matter 
volume changes in untreated OSAS children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HC).In 
addition, to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assess the impact of OSAS-related variables, 
including apnea–hypopnea index (AHI), obstructive apnea index (OAI), hypopnea index 
( HI ),intelligence quotient (ID) and attention on GMV. 
Methods Eleven participants with OSAS (1 females, mean age = 5.18, SD = 2.23, range, 3-10) 
and 10 healthy controls (5 females, mean age = 7.30, SD = 2.21, range, 4-9) were scanned in a 
3.0 T GE Discovery MR750 MRI scanner. A high resolution T1-weighted structural image was 
scanned for every subject. VBM analysis of T1-weigtehd image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VBM8 
toolbox in SPM8. To estimate cortical volume changes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a series of 
one-tail two sample t-test were used. 
Resul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DR corrected p< 0.005) cortical volume changes were found 
and shown in Figure 1. Decreased grey matter volume in right supramarginal gyrus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nd Increased grey matter volume were found in right Rectus gyrus and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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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idum between OSAS patients and HC.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cortical regions was listed in 
Table 1.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 between GMV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Conclusions In terms of VBM changes in GMV, there is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OSAS children 
patients and HC.  But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 between GMV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so we 
need further study and include more children patients to find the correlation GMV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PO-0170 

Alteration of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in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revealed by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Yang Shuangfeng1, Wang Shengpei2,3,4, Liu YUE1, Li Wenfeng1, Li Hongbin6, Tai Jun6, Zhang Jishui7, Fan Yang8, 
Cheng Hua1, He Huiguang2,3,4, Peng Yun1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2.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for Complex Systems,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Research Center for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4.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Brain Science and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5. Department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ntelligent syste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6.Otolaryng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7.Neurology departmen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8.MR Research China, GE Healthcare 
 
 

Objectiv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OSAS) in adults has beendemonstrated tobe 
associated with brain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hange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hanges in regional synchronization of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and spontaneous fluctuations in 
children with OSAS.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children with OSA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CN) using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alysis and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based o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R-fMRI). 
Methods Materials and Methods 
R-fMRI protocol 
Elevenchildrenwith OSAS(1 females, mean age = 5.18, SD = 2.23,) and ten healthy controls (5 
females, mean age = 7.30, SD = 2.21)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scannedin a 
3.0T GE Discovery MR750 scanner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For each subject, R-fMRI and 
structural T1 images were acquired.In addition, clinical parameters including information of 
disease, whether taking medicine, intelli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of sleep were recorded. 
fMRI preprocessing 
The preprocessing procedure using DPARSF and SPM8 toolboxes included removing the first 10 
volumes, slice-timing correction, reoriented realigning and normalizing to the MNI space. Then 
smoothing (Gaussian kernel, 6mmFWHM) and band-pass filtering (0.01-0.08Hz) were optional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processing. In addition, the linear trend and24 movement parameters 
resulting from rigid body correction for head motion were removed. 
fMRI processing  
Two measures which are related to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f R-fMRI datawere obtained 
including ReHoand ALFF.1,2 

Two sample t-test with one tail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group-level difference. In addition, age, 
sex, disease course and whether or not taking medicine related to asleep were regressed out to 
reduce their effects. The significance threshold was p<0.001, topological FDR corre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parameters and ReHo or ALFF values of brain 
regions which have significant between group difference, the mean ReHo and ALFF values were 
extractedand correlated withthose clinic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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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controls, the value of ReHoon left cerebellum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ig.1 and Table 1). In addition, the values of ALFF on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values on left cerebellum and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s (Fig.2 and Table 2).Besides,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ean ReHo of ROI and AHI, MOS and Ratio were found in patient 
group(Fig.3).And correlation between mean ReHoand OAI, HI, sleep efficiency, or arousal index 
was not significant.At la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an ALFF values and those clinical 
parameters was also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Children with OSAS showed significant functional alterations inthe cerebellum and 
temporal gyrus. The ReHo and ALFF methods are useful noninvasivetools for detection of early 
changes ofbrain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OSAS.  
 
 
PO-0171 

SWI 序列在新生儿脑出血中得应用 
 

王志伟,王更辉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 SWI 序列在新生儿脑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确诊的 62 例新生儿颅脑出血的病例,病例扫描序列

包含轴位 T1WI､ T2WI､ T2Flair,矢状位 T1WI,DWI 序列及 SWI 序列,均包含全脑。统计分析各序列

发现出血病变及病变范围。 
结果 T1WI 序列发现室管膜下出血病变 27 例,脑室系统内血肿 42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43 例,脑实质

出血 13 例;T2WI 序列发现室管膜下出血病变 31 例,脑室系统内血肿 45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37 例,脑
实质出血 13 例;SWI 序列发现室管膜下出血病变 37 例,脑室系统内血肿 45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39
例,脑实质出血 13 例;其中脑室系统内血肿病变范围较常规序列范围增加,脑实质出血范围较常规序

列大,而且其中 3 例病变周围见小畸形血管影。 
结论 SWI 序列在新生儿颅脑出血的诊断较常规序列更加明确,判断范围更加准确。 
 
 
PO-0172 

学龄儿童腹部 CT 检查中能谱扫描模式可行性探讨: 
与常规扫描的比较 

 
辛海燕,袁新宇,闫育淳,孙海林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能谱扫描模式在学龄儿童腹部 CT 检查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3 月-2015 年 5 月于我院行腹部螺旋 CT 平扫和能谱 CT 增强扫描的学龄前儿童

45 例,年龄 6-13 岁,平均(9.3±2.3)岁,男 28 例,女 17 例。螺旋 CT 平扫管电压 120 kVp,自动毫安技术,
噪声指数 9HU;能谱 CT 增强扫描管电压 80､ 140kVp 瞬时切换,管电流 260mA,转速 0.7s/周,重组

70keV 单能量图像。比较螺旋 CT 和能谱 CT 的辐射剂量(CTDI 和 ED);分析体重与 CTDI 相关性;测
量肝门层面､ 肾动脉层面､ 肾下极层面左右两侧竖脊肌 CT 值标准差,取平均值即为图像噪声,比较

螺旋 CT 和能谱 CT肝门层面､ 肾动脉层面､ 肾下极层面的图像噪声。 
结果 常规螺旋平扫和能谱增强扫描 CTDI 和 ED 分别为(6.95±3.46) mGy､ 6.48 mGy;(4.49±2.82) 
mSv､ (4.03±0.75) mS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大于 0.05)。螺旋扫描 CTDI 与患儿体重相关(r 值
为 0.831)。肝门层面､ 肾动脉层面､ 肾下极层面螺旋 CT 的图像噪声分别为(18.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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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2.05)､ (18.41±2.82)HU;能谱 CT70keV 单能量图像噪声分别为(18.26±3.49)､ (17.14±3.34)
､ (17.00±3.53)HU。肝门层面､ 肾动脉层面图像噪声无统计学差异(t 值分别为 0.719､ 1.046,P 值

均大于 0.05);肾下极层面能谱 CT70keV 单能量图像噪声低于螺旋 CT 的图像噪声(t 值为 2.107,P 值

为 0.038)。 
结论 对于学龄儿童能谱扫描模式的辐射剂量与常规螺旋扫描相当,70keV 单能量图像质量较常规螺

旋扫描图像稍好。能谱扫描模式可应用于学龄儿童腹部 CT 检查。 
 
 
PO-0173 

Assessment of brain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using amide proton transfer weighted 

(APTw) MRI 
 

Tang Xiaolu,Zhang Hong,Kang Huiying,Hu Di,Peng Y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100045 
 
 

Objective The aim of our work is to explore the brain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DD) using APTw MRI. 
Methods Pediatric neurologists evaluated the children with DD according to Gessell test (The 
scores lowered 75). There was no any specific etiology. 30 cases of DD patients with delayed 
myelination in MRI (10 girls, 20 boys; age range: 1 to 8 months; median age: 4 months). 30 age-
matched normal children were adopted. All DD and normal subjects were imaged on a 3Tesla 
Philips MR system. APTw MR imaging data were acquired at multiple frequency offsets: from -6 
to 6 ppm. The saturation time and power were 800 ms and 2 μT respectively. Three transverse 
slices of the head, including pons, basal ganglia and centrum semiovale (CS) were acquired for 
APTw imaging. 10 ROIs were measured: pons, middle cerebellar peduncle (MCP), genu of 
corpus callosum (GOCC), splenium of corpus callosum (SOCC), frontal white matter (FWM), 
occipital white matter (OWM), head of caudate nucleus (HOCN), putamen, thalamus and CS. 
Results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 MTR values of DD control show obviously lower levels in all 
regions, yielding significant positive differences (p=0.004~0.033) . APTw values of DD control 
show higher levels than normal control in all regions. Although no clearly 
differences  (p=0.086~0.267) are exhibited in the caudate, the putamen, and the thalamus, the 
other structures exhibited obviously differences (p=0.004~0.04 for the pons, the corpus callosum, 
the frontal and occipital white matter, as well as the centrum semiovale) for APTw values 
between children with DD and normal group. 
Conclusions For children with delayed myelination in MRI, MTR and APTw can quantify the 
mobile cytosolic endogenous mobile protein and peptides in molecular level, providing new way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al delay. The value remained to be explored for 
children with DD and normal myelination in MRI. 
 
 
PO-0174 

儿童及青少年戈谢病治疗随访中的肝脾脏体积 
及脂质含量定量测定分析研究 

 
陶晓娟,彭芸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运用 MRI 及 CT 技术分析儿童及青少年戈谢病患者治疗中的肝脾脏体积及脂质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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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戈谢病患者 39 例(男 25 例,女 14 例),年龄 9-32 岁,平均年龄 18.5±6.0 岁。患者间隔 1.5 年分

别接受腹部磁共振和 CT 检查。所有患者均接受酶替代治疗中,平均治疗时间 9.9 年(7-18 年)。其中

12 例患者已行脾脏切除。应用配对 t 检验检测间隔 1.5 年前后肝脾脂质含量和肝脾脏体积的变化。 
结果 39 个肝脏体积值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为 695.70~3142.40ml､  220.38~2834.40ml,平均值分别

为(1345.41±470.98)ml､ (1312.82±424.22) ml,校正的体积值分别为 14.95~46.21 ml/kg､
2.62~39.37 ml/kg,平均校正体积值分别为(27.71±7.70)ml/kg､ (24.59±7.31)ml/kg。28 个脾脏体积

值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为 136.0~1796.50ml､ 187.81~2656.83ml,平均值分别为(581.26±362.33)ml
､ (547.01±466.92)ml,校正的体积值分别为 2.57~59.88 ml/kg､ 3.13~66.42ml/kg,平均校正体积值

分别为(13.22±11.03)ml/kg､ (10.84±11.61)ml/kg。治疗 1.5 年后肝脾脏体积缩小,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39 个肝脏脂质含量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为 4.63%~10.09%､ 1.91%~6.24%,平均值分

别为(5.92±1.13)%､ (3.61±1.15)%。 28 个脾脏脂质含量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为 4.78%~15.39%､
1.94%~5.73%,平均值分别为(6.51±2.03)%､ (3.63±1.08)%。治疗 1.5 年后肝脾脏脂质含量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戈谢病患者治疗 1.5 年后肝脾脏脂质含量降低,肝脾脏体积减小,说明戈谢病患者酶替代疗法有

效,MRI 及 CT 检查能准确完成肝脾脏体积测量及脂质含量测定,并能用来监测戈谢病患者的病情及

治疗效果。 
 
 
PO-0175 

儿童支气管粘液表皮样癌的 CT 表现 
 

刘志敏,宋蕾,于彤,高军,王蓓,胡迪,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支气管粘液表皮样癌的 CT 表现,以提高对其影像认识及诊断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1 例支气管粘液表皮样癌的 CT影像､ 临床和病理资料。 
结果 11例中主要临床表现有咳嗽､ 咯痰､ 发热､ 胸闷､ 气促､ 胸痛和咯血。11 例均为低级别分

型。肿瘤发生于气管 2 例,主支气管 2 例,叶支气管 6 例,段支气管 1 例。直径约 1~3cm。肿瘤呈无

腔外浸润的宽基底类圆形结节 5 例,腔内外类圆形肿块状 5 例,腔内外条柱状 1 例。11 例均进行了

CT 平扫及 CT 增强扫描,平扫肿瘤均接近或等于肌肉组织密度,6 例肿瘤内有钙化;11 例增强扫描肿

瘤均呈明显强化,其中 9 例显示支气管动脉供血。11 例中 10 例存在气管阻塞性肺改变。 
结论 儿童支气管粘液表皮样癌多为低度恶性,好发于叶支气管,CT 上多表现为边界清晰的气管腔内

软组织密度占位,部分肿瘤可有钙化,强化明显,大部份可显示支气管动脉供血。 
 
 
PO-0176 

婴幼儿腹部巨大囊性病变 CT 诊断分析 
 

严琳,吴永彦,吴征平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探究和讨论婴幼儿腹部巨大囊性病变 CT 表现及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6 月---2017 年 5 月间经过手术病理证实的腹部囊性病变患儿 35 例,
分析病变部位､ 大小､ 形态､ 密度､ 分隔及囊壁厚度､ 强化情况及与周围脏器关系等要素。 
结果 28 例中,胆总管囊肿 6 例,肠重复畸形 5 例,肠系膜囊肿 4 例,重度肾积水 4 例,先天性巨大输尿管

积水 4 例,大网膜囊肿 3 例,卵巢囊肿 1 例,囊性畸胎瘤 1 例。各种囊性病变具有一定的发病部位和特

征性 CT 表现。 
结论 CT 检查是儿童腹部囊性病变定位定性诊断的主要影像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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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77 

半肢骨骺发育异常的影像学表现 
 

梁琼鹤,管红梅,杨明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回顾性复习及分析半肢骨骺发育异常的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10 例半肢骨骺发育异常患儿,男 7 例,女 3 例,年龄 2~13 岁,临床表现为关节周围硬性肿块等,对
其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①分型:局限型 6 例,经典型 3 例,全身型 1 例。②发病部位:发生于膝关节 3 例,踝关节 2 例,足

部关节 2 例,腕关节 1 例,膝关节及踝关节 1 例,髋关节､ 膝关节及踝关节 1 例。③合并畸形:4 例合并

膝外翻,1 例合并踝内翻,1 例合并双下肢不等长,1 例合并脚趾弯曲。④影像表现:9 例 X 线和/或 CT
表现为骨骺旁钙化､ 骨化影,2 例与固有骨骺无融合,5 例有融合,2 例与骨骺及干骺端均有融合,4 例

骨骺偏侧增大,1 例全侧增大,2 例骨骺及干骺端均有增大;1 例表现为跟骨和骰骨变形,骰骨和第四第

五跖骨近端旁多发不规则骨化影,第五近远节趾骨骨骺增生,脚趾弯曲。3 例 MRI 表现为骨骺旁骨软

骨信号,2 例与固有骨骺间无软骨间隙,1 例有软骨间隙。 
结论 半肢骨骺发育异常的影像表现较具特征性,表现为骨骺旁骨软骨结构,可与固有骨骺发生/不发生

融合,偶可累及干骺端,干骺端增宽。 
 
 
PO-0178 

儿童局限型脂肪母细胞瘤临床特征及 CT 表现 
 

易文毕,金科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局限型脂肪母细胞瘤的临床表现､ CT 影像学特征及预后。 
方法 对 35例局限型脂肪母细胞瘤患儿进行临床资料､ CT 表现和随访结果进行分析。男 19 例,女
16 例;年龄范围 1 月~10 岁 1 月,平均年龄 2 岁 3 月。 
结果 肿块发生部位为四肢 11 例,躯干 16 例,头颈部 6 例,骶尾部 1 例,阴囊 1 例。在 CT 上,全部病灶

边界较清晰,主要表现为不均 脂肪样密度影,瘤体中间有分割,部分病例含结节状或团块状软组织密

度影,增强扫描病灶不均 强化。 
结论 儿童局限型脂肪母细胞瘤多发生于浅表部位,以躯干､ 四肢为主,也可见于颈部､ 骶尾部及阴囊

等部位。病灶的 CT 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CT 检查有助于局限型脂肪母细胞瘤的诊断､ 术前评

估及预后的判断。 
 
 
PO-0179 

MR 对于先天性漏斗胸患儿术前评估的应用 
 

易文毕,金科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利用磁共振对先天性漏斗胸患儿进行术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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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选取我院心胸外科先天性漏斗胸患儿 28 例,术前利用磁共振 radial vibe序列､ T2 haste 序

列行胸部检查,T2-TRUFI free-breathing 序列行心脏检查及胸部 CT 检查,测量胸骨凹陷深度､ Haller
指数､ 心脏旋转角以及心功能,比较 MR 及 CT 测值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 胸骨凹陷深度相关指数 0.91,Haller 指数 0.89,心脏旋转角 0.88,P 均小于 0.05,MR 与 CT 测值

结果相关性均较好,t 检验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患儿射血分数､ 左室收缩末期容积均在正常范围内,
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减小。 
结论 MR 图像与 CT 图像对评价漏斗胸患儿一致性好,同时 MR 还可评价先天性漏斗胸患儿心功能,
有助于患儿术前评。 
 
 
PO-0180 

儿童膝关节盘状半月板分型及损伤的 MRI 诊断表现分析 
 

徐慧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对膝关节盘状半月板分型及损伤的 MRI 诊断表现进行评价分析,为今后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工作

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我院收治的临床拟诊为膝关节盘状半月板及其周围组织损伤患者 25 例,对
其采取 MRI 技术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与关节镜检查结果进行对比,评价 MRI 检查对膝关节盘状

半月板的诊断价值。 
结果 本组 25 例患者 膝关节经 MRI 检查证实膝关节半月板Ⅰ级损伤 12 个,Ⅱ级损伤 7 个,Ⅲ级损伤 
6 个。本组患者经关节镜检查后发现,MRI 检查符合率高达 100%。 
结论 经 MRI 检查对膝关节盘状半月板分型及损伤进行诊断的临床价值显著,准确性高,值得推广。 
 
 
PO-0181 

重症手足口病转为危重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王小燕,邓慧玲 ,朱欣欣,谢燕,王军,袁娟,刘瑞清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2 

 
 

目的 探讨儿童手足口病(hand,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重症发展为危重症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西安市儿童医院感染二科收治的 200 例重症及危

重症 HFMD 患儿的临床资料(重症组 150 例,危重症组 50 例),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两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结果的差异,探讨重症 HFMD 进展为危重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发病年龄大多﹤5 岁,尤其是 3 岁以下婴幼儿居多(重型组占 75%,危重型组占 90%),两组

均以男孩为主,男女比例分别为 2.26∶1 及 9.00∶1 。肠道病毒 7 1 型是重症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

重症和危重症病例绝大多数有发热和皮疹,神经系统症状以肢体抖动､ 肢体无力､ 嗜睡､ 呕吐､ 抽

搐多见,危重症病例除了上述症状外,\出现呼吸､ 循环系统受累严重表现。单因素分析提示心率增快

､ 呼吸急促､ 白细胞升高､ 血糖升高､ 持续高热､ 肢体无力/抖动､ 精神萎靡､ 皮疹不典型､ 末梢

循环不良､ C反应蛋白升高､ 肺部啰音､ EV71 阳性为重症 HFMD 进展为危重症的危险因素,而多

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心率增快､ 肺部啰音､ 末梢循环不良是发生危重型病例的独立危

险因素。 
结论 心率增快､ 肺部啰音､ 末梢循环不良与重症手足口病进展为危重症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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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82 

183 例儿童 EB 病毒感染临床分析 
 

吕晓娟,汤卫红,王惠庭,沈道江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1201 

 
 

目的 研究 EB 病毒感染后临床表现及不同年龄组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差异。 
方法 通过对 183 例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不同年龄组间检查结果的比较,分
析 EB 病毒感染后的对机体损坏及不同年龄组间结果的差异。 
结果  EBV 感染的高峰是幼儿期和学龄前期,EB 病毒感染后有 52%儿童外周血涂片异型淋巴细

胞>10%并伴有肝功能损害,EB 病毒感染后 52.5%儿童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CMV-IgM 阳性)。1-3
岁组儿童 EB 病毒感染表现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后肝功能损害低于其他年龄组,但该年龄组的儿

童更易合并 CMV 感染 
结论 EB 病毒是儿童常见感染病毒,部分潜伏感染,超过 50%的儿童临床表现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

症,并出现肝功能损害,且容易合并 CMV 感染。 
 
 
PO-0183 

儿童结核性脑膜炎 53 例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谷芬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归纳结核性脑膜炎患儿的流行病学特点和临床特征,探讨 TBM 患儿早期诊断依据。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收治的 53 名确诊 TBM 患儿及对照

组 76 名非 TBM 患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TBM 组男 29 例,女 24 例,中位年龄(2.08±1.27)岁。非 TBM 组男 41 例,女 35 例,中位年龄

(4.86±2.15)岁。TBM 组 TB接触史､ 体重减轻､ 行为改变明显高于非 TB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5)。TBM 组 CSF-PRO､ CSF-TB培养､ TST､ T-SPOT.TB､ 胸部 X 线异常明显高于非 TB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TBM 组 CSF-GLU 明显低于非 TB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TB接触史､ 体重减轻､ 行为异常､ 胸部 X 线异常可能为小儿 TBM 早期诊断的线索。T-
SPOT.TB 在儿童 TBM 早期诊断价值高于 TST 及 CSF-TB 培养,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PO-0184 

血清维生素 A 对手足口病病情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邓慧玲,张玉凤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VA 浓度的变化及与其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分析患儿 VA 营养状态与血

清 IFN-α 及 EV71-IgM 抗体水平的相关性,探讨 VA 水平对儿童抗病毒免疫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西安市儿童医院感染 2 科收治的 410 例 HFMD 患儿为研

究对象,同时选取与患儿年龄和性别一致的 150 例非感染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1.采用 1 周饮食回

顾法调查平均每日膳食 VA 摄入水平,并结合临床病情进行分析;2.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清 VA
水平;3.ELISA 法测定血清 IFN-α 及 EV71-IgM 抗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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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88.5%的患儿每日膳食 VA 摄入量低于推荐摄入量,其中<1 岁年龄组患儿膳食 VA 摄入不足

情况 严重(276.3±112.3ug 视黄醇当量/天),仅为推荐摄入量的 58.3%。2.410 例手足口病患儿中,血
清 VA 平均水平为 0.78±0.25umol/L,其中 162 例(39.5%)血清 VA <0.70umol/L。重症患儿血清 VA
水平(0.69±0.27umol/L)低于普通型患儿(0.78±0.25umol/L), P<0.05。VA 缺乏组的患儿重症发生率

(41.4%)显著高于 VA 正常组(26.6%),P<0.05。3.与健康组相比,患儿的血清 IFN-α 浓度显著升高,且
VA 正常组患儿血清 IFN-α 浓度(109.42±40.51 pg/mL)显著高于 VA 缺乏组患儿(59.17±21.73pg/mL), 
P<0.05。重症患儿的血清 IFN-α(65.19±24.35 pg/mL)浓度低于普通型患儿(90.27±31.59 pg/mL), 
P<0.05。4. VA 正常组患儿血清 EV71-IgM 抗体检出率(67.1%)明显高于 VA< 0.7 umol/L 组 VA 缺

乏组(54.2%), P<0.05。 
结论 1.HFMD 患儿普遍存在膳食 VA 摄入不足;2.HFMD 患儿中 VA 缺乏的发生率增高,血清 VA 总体

水平降低;在 VA 缺乏的 HFMD 患儿中重症发生率增高;3.VA 缺乏症的 HFMD 患儿血清 IFN-α 浓度

降低,血清 EV71-IgM 的阳性率降低,提示 VA 营养不足可能导致了儿童抗 HFMD 的免疫力降低。 
 
 
PO-0185 

142 例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分析 
 

马卓娅,郑跃杰,刘萍,王文建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临床中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 142 例百日咳

婴幼儿进行呼吸道病原学分析。 
结果 117 例进行了痰培养。培养结果显示正常菌群 33 例;阳性 84 例,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33 株,金黄

色葡萄球菌 12 株,大肠埃希菌 9 株,鲍曼不动杆菌､ 副流感嗜血杆菌各 7 株,流感嗜血杆菌 4 株,肺炎

链球菌､ 产气肠杆菌､ 表皮葡萄球菌各 3 株,溶血葡萄球菌､ 弗氏柠檬酸杆菌､ 卡他莫拉菌各 1
株。24例患儿合并肺炎支原体､ 巨细胞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 EB 病毒。142 例患儿中有 40 例

患儿诊断合并肺炎,其中<=3 月组和 3-6 月组除感染百日咳杆菌外,合并的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以肺炎

克雷伯杆菌较为多见,6-36 月组合并的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较为常见。 
结论 百日咳患儿较易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且以肺炎克雷伯菌多见。百日咳合并肺炎患儿中,小于

6 月组以合并肺炎克雷伯菌为主,6-36 月组以合并肺炎支原体为主。 
 
 
PO-0186 

四川中江县儿童鼻咽部肺炎链球菌调查显示 
非 PCV13 血清型流行 

 
刘莹

1,文德年
2,史伟

1,曾绍琦
3,曾海玲

2,唐萍
2,黄小刚

3,姚开虎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中江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3.中江县人民医院儿科 

 
 

目的 了解中江县医院呼吸道感染儿童鼻咽部肺炎链球菌的定植状况及分离株的血清型分布和耐药

性。 
方法 采集 2015 年 1~12 月儿科住院的呼吸道感染 1 月龄~14 岁儿童的鼻咽拭子并分离肺炎链球

菌。用荚膜肿胀试验检测血清型。采用 E-test 法或纸片扩散法检测青霉素等 16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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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全年共采集到 1082 例鼻咽拭子,分离出肺炎链球菌 199 株,携带率为 18.4%(199/1082)。常见

血清型为 19F(14.6%)､ 19A(10.6%)､ 34(10.1%)､ 6A(9.0%)､ 23F(7.5%)和 6B 型(7.5%)。13 价结

合疫苗(PCV13)覆盖率仅为 54.8%。检测的 99 株菌对胃肠外青霉素敏感,但对口服青霉素敏感率仅

为 9.1%。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敏感率为 97%。红霉素和阿奇霉素耐药率均为 100%。检测的菌株对

头孢曲松､ 万古霉素､ 左氧氟沙星､ 利奈唑胺均敏感。 
结论 中江县呼吸道感染患儿鼻咽部常有肺炎链球菌定植,近一半的分离株属于非 PCV13 血清型。分

离株对口服青霉素､ 红霉素等耐药率高,但对胃肠外青霉素､ 头孢曲松､ 万古霉素等普遍敏感。 
 
 
PO-0187 

南京地区儿童沙门菌感染血清型与分子型研究(青委) 
 

郭红梅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本文旨在应用多位点序列分型技术(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和液相芯片法(Luminex 
xMAP)探讨 2014 年 7 月-2015 年 10 月南京市儿童医院沙门菌感染患儿的血清型和分子分型,分析

其相互关系。并对不同型别沙门菌的临床特征及其耐药情况进行分析。 
方法 收集南京市儿童医院 2014 年 7 月-2015 年 10 月粪便培养沙门菌阳性患儿的菌株共 43 株,采
用血清凝集法进行血清型分型,并记录其临床基本信息。采用细菌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沙门菌基因

组 DNA,43 株采用 MLST 分型技术即 PCR 扩增其七对管家基因(thrA､ purE､ sucA､ hisD､ aroC
､ hemD､ dnaN)DNA,通过脉冲场凝胶电泳查看其条带,将 PCR 结果测序, 后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
其中 27 株应用沙门菌诊断血清通过 Luminex200 检测仪进行液相芯片法检测其血清型。 
结果 常规血清凝集法中 43 株沙门菌只有 5 株(11.63%)沙门菌明确分型,分别为肠炎沙门菌 3 株,亚
利桑那沙门菌 1 株,猪霍乱沙门菌 1 株;液相芯片法中 27 株沙门菌中 14 株(32.56%)沙门菌明确分型,
分别为肠炎沙门菌 4 株,和鼠伤寒沙门菌 3 株,斯坦利沙门菌和德比沙门菌各 2 株,伦敦沙门菌､ 圣地

亚哥沙门菌和黄金海岸沙门菌各 1 株;而 MLST 分型方法中 43 株(100%)沙门菌均明确分出分子

型,ST11､ ST34､ ST155､ ST19 和 ST29 分别为 14株､ 10株､ 3株､ 2株､ 2 株。ST13､ ST20
､ ST24､ ST40､ ST42､ ST46､ ST157､ ST358､ ST543､ ST1690､ ST1750､ ST1780 各 1 株。

血清型肠炎沙门菌对应 ST11 和 ST46,鼠伤寒沙门菌对应 ST34 和 ST19;斯坦利沙门菌对应 ST29,
德尔比沙门菌对应 ST40 和 ST543,伦敦沙门菌对应 ST155,圣地亚哥沙门菌对应 ST20,黄金海岸沙

门菌对应 ST358,猪霍乱沙门菌对应 ST155,亚利桑那沙门菌对应 ST34。 
结论 MLST分子分型方法较液相芯片法､ 血清凝集法分型方法更好,能快速有效的鉴定出每一株沙

门菌,且能反应沙门菌菌株间的亲缘关系,为沙门菌流调及临床诊治提供依据。MLST 分子分型与

xMAP 血清型分型之间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两者结合更利于临床流行病学调查。 
 
 
PO-0188 

miRNA-146a 对乙型肝炎病毒生活周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赵敏,张祯祯,刘泉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微小 RNA-146a(microRNA-146a,miR-146a)对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生活

周期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利用 miRNA 芯片比较两种细胞中 HepG2 和 HepG2.2.15 两种细胞中的 miRNAs 表达差异,选
择感兴趣的差异表达的 miRNAs 进行 RT-PCR 验证。分别升高和降低 HepG2.2.15 细胞中 miR-
146a 水平,PCR 检测 HBV DNA 拷贝数,ELISA 法和 western blot 检测其蛋白水平。双荧光素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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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验证 miR-146a 与其潜在靶基因硫酸肝素 3 氧磺基转移酶(HS3ST3B1)的相互作用关系。上调

HepG2.2.15 细胞中 miR-146a 表达水平,RT-PCR 检测 HS3ST3B1 mRNA水平､ western blot 检测

HS3ST3B1 蛋白水平。 
结果 MiRNA 芯片共发现 72 条 miRNAs 在 HepG2 和 HepG2.2.15 两种细胞中表达有差异,RT-PCR
结果显示 miR-146a 在 HepG2.2.15 细胞中表达明显上调(P<0.05)。在 HepG2.2.15 细胞中过表达

miR-146a 后,HBV DNA 拷贝数与蛋白表达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在 HepG2.2.15 细胞

中低表达 miR-146a 后,HBV DNA 拷贝数与蛋白表达水平均较对照组相应地降低(P<0.05)。生物信

息学分析发现,硫酸肝素 3 氧磺基转移酶(HS3ST3B1)是 miR-146a 的潜在靶点。双荧光素酶报告系

统显示,miR-146a 可下调 HS3ST3B1 基因荧光值(P<0.05)。上调 HepG2.2.15 细胞中 miR-146a 水

平后,RT-PCR 检测显示实验组 HS3ST3B1 mRNA 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实验组 HS3ST3B1 蛋白水

平较对照组明显下调。 
结论 本研究证实 miR-146a 能影响 HBV 生活周期,其机制可能为 miR-146a 作用于 HBV 抑制因子

HS3ST3B1 3′UTR 在转录后水平降低其水平从而影响 HBV 生活周期。 
 
 
PO-0189 

儿童铜绿假单胞菌脓毒症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金淑娟,刘泉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铜绿假单胞菌(PA)脓毒症的临床特征､ 预后的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0 年 01 月到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46 例 PA 脓毒症患儿,按预后分为死亡

组与存活组,分析其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等资料,对可能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46 例 PA 脓毒症患儿中,男 29 例(63%,29/46),女 17 例(37%,17/46)。年龄在 6 小时-14 岁 5
月,其中年龄 1 岁以内占 73.9%(34/46)。PA 院内感染占 58.7%(27/46),76.1%(35/46)有 ICU 治疗史

并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 23.9%(11/46)行血液滤过､ 13%(6/46)行深静脉置管､ 6.5%(3/46)使用糖

皮质激素､ 2.2%(1/46)有烧伤史。(2)PA 脓毒症临床特征多种多样, 常见感染部位为呼吸道

56.5%(26/46),其次为消化道 32.6%(15/46)､ 皮肤 6.5%(3/46)等。导致呼吸系统功能障碍

76.1%(35/46),凝血功能障碍 54.3%(25/46)､ 肝功能障碍 56.5%(26/46)､ 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54.3%(25/46)､ 感染性休克 30.4%(14/46)､ 肾功能障碍 19.6%(9/46)。有 6.5%(3/46)患儿皮肤损害

表现为坏疽性脓疱疹。(3)死亡的患儿占 34.8%(16/46),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预后不良相关的因素

有基础疾病､ 凝血功能障碍､ 器官功能障碍数目､ 1h 后抗菌治疗(P 均<0.05)。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预后不良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器官功能障碍数目(OR=3.470;95%CI=1.222-
9.855,P=0.020)､ 1h 后抗菌治疗(OR =16.302;95%CI=1.923-138.229,P=0.010)。 
结论 儿童铜绿假单胞菌脓毒症多见于院内感染,好发于婴幼儿,尤其 1 岁以内。有类固醇激素治疗､

使用呼吸机､ 有创操作､ 烧伤患儿易感 PA。其临床表现不典型,大部分为高热, 常见呼吸道感染,
其次可见于消化道及皮肤感染等;并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尤其是呼吸功能障碍。PA 脓毒症预后不良

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器官功能障碍数目､ 1h 后抗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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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0 

PCR/16sRNA 联合通用引物测序法检测化脓性脑膜炎病原菌 
 

陈文娟,周云芳,曹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比较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临床考虑中枢感染的 43 例患儿的脑脊液

培养及 PCR/16sRNA 联合核苷酸测序法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方法 43 例患儿的脑脊液标本均同时进行培养及 PCR/16sRNA 联合核苷酸测序。 
结果 脑脊液培养的灵敏度为 21.7%,特异度为 100%;PCR/16sRNA 联合核苷酸测序法的灵敏度为

69.5%,特异度为 95%;其中二者的灵敏度具显著性差异。PCR/16sRNA 联合核苷酸测序可检出脑脊

液培养阴性的病原体。 
结论 PCR/16sRNA 联合核苷酸测序具灵敏度高､ 可检出脑脊液培养阴性的病原体､ 受抗菌药物影

响小等特点,可为临床早期提供化脓性脑膜炎的病原学依据,降低致死率及致残率。 
 
 
PO-0191 

儿童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 38 例分析 
 

罗丽娟,曹清,周云芳,王希华,王薇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通过对我院接诊的儿童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HNL)患儿进行总结分析,探讨其诊断及治疗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0 年 6 月-2015 年 5 月期间于我院诊断 HNL 的 38 例患儿的临床及病理学资

料。 
结果 我院 HNL 儿童患者中≥6 岁占 78.94%,男女比例为 1.4:1,临床表现主要为:淋巴结肿大(100%)
､ 发热(68.24%)､ 白细胞降低(52.63%)及淋巴细胞比例上升(84.21%)。全部患儿进行淋巴结切除活

检均符合 HNL。部分患儿(31.58%)自发缓解,部分患儿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 糖皮质激素及丙种球

蛋白治疗,治疗效果满意。暂未见复发及并发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结论 HNL 有一定的临床特征,但缺乏特异性,明确诊断需依靠淋巴结活检,HNL是一类良性､ 自限性

疾病,有一定的自发缓解率,激素､ 非甾体抗炎药及丙种球蛋白治疗效果满意,需长期随访。 
 
 
PO-0192 

儿童百日咳发病特点及诊断中联合呼吸道病毒检测 
的临床意义分析 

 
黄辉

1,邓莉
1,肖飞

2,伏瑾
2,邓洁

3,王芳
3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实验中心 

3.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 
 
 

目的 分析儿童百日咳的发病特点及诊断中联合呼吸道病毒检测的必要性,提高临床医生对儿童百日

咳的认识,及早完善病原学诊断并规范治疗。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感染门诊及住院

的 195 例疑似百日咳患儿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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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95 例疑似百日咳患儿均完成呼吸道分泌物博德特百日咳杆菌核酸检测,其中 172 例同时完成

呼吸道 7 种病毒抗原[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腺病毒(ADV)､ 流感病毒 A(INFA)､ 流感病毒 B(INFB)
､ 副流感病毒Ⅰ型(PIVⅠ)､ 副流感病毒Ⅱ型(PIVⅡ)､ 副流感病毒Ⅲ型(PIVⅢ)]直接免疫荧光检测。

(1)百日咳核酸检测阳性 80 例(阳性率 41.0%),男 47 例,女 33 例,年龄从 1 月龄至 10 岁,全部病例均

有阵发性咳嗽(100%),伴痉挛性咳嗽 50 例(62.5%),咳嗽后呕吐 9 例(11.2%),咳嗽后青紫 22 例

(27.5%),咳嗽后吸气性吼声 13 例(16.2%),伴呼吸困难 4 例(5%),肺部 X 光片诊断为肺炎 18 例

(22.5%),并发百日咳脑病 1 例(1.2%);(2)完成呼吸道病毒检测的 172 例中病毒病原阳性 69 例(检出

阳性率 40.1%),其中 RSV 阳性 32 例(18.6%),PIVⅢ阳性 29 例(16.8%);(3)80 例百日咳核酸检测阳性

病例中,66 例完成了呼吸道病毒检测,阳性 9 例(9/66,13.6%),其中 7 例为 PIVⅢ混合感染,临床表现为

咳嗽后青紫 6 例,呼吸困难 2 例,肺部 X 光片诊断为肺炎 3 例,临床症状较普通百日咳患儿表现突

出;(4)以确诊病原为分组依据,单纯百日咳组 57 例,RSV 感染组 32 例,单纯 PIVⅢ感染组 22 例,单纯

百日咳组痉挛性咳嗽､ 吸气性吼声较其他两组发生率高,发热及喘息发生率较低,RSV 感染组呼吸困

难较其他两组发生率高,(χ2 分别为 12.850､ 4.013､ 4.596､ 4.932､ 10.946､ 10.611､ 18.536､
15.945､ 15.654､ 9.487,P 均<0.05)。 
结论 儿童百日咳并不少见,主要以未接种或未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小婴儿为主, 常见的临床表现为

阵发性痉挛性咳嗽,年龄越小临床症状越重,合并 PIVⅢ感染可加重百日咳临床表现,早期行呼吸道分

泌物博德特百日咳杆菌核酸检测有助于诊断百日咳,RSV 及 PIVⅢ是类百日咳综合征患儿的主要病

原,同时行呼吸道病毒检测有利于鉴别诊断,指导用药。 
 
 
PO-0193 

高海拔地区儿童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性分析 
 

龚宗容,舒敏,万朝敏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高海拔地区在校健康儿童鼻前庭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及药物敏感情况。 
方法 收集中国西南阿坝州地区部分中小学健康儿童鼻前庭拭子, 培养并分离金葡菌, 同时应用纸片

扩散法进行青霉素､  红霉素､  克林霉素､  头孢西丁及万古霉素药敏试验,用 PCR 方法进行耐药基

因 mecA 和 PVL 毒力基因检测。 
结果 从 314 份标本中分离出金葡菌 16 例,阳性率为 5.10%,青霉素耐药率高达 100%,耐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MRSA)占 18.8%,未发现耐万古霉素的金葡菌。mecA 耐药基因和 PVL 毒力基因阳性

率分别为 18.8%(3/16)和 62.5%(10/16)。 
结论 中国西南高海拔地区在校健康儿童鼻前庭金葡菌携带率较高且对常用抗生素具有较高耐药

率。 
 
 
PO-0194 

2008-2016 年浙江省永嘉县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及病原分布分析 
 

吴南海 
永嘉县人民医院 325100 

 
 

目的 通过对 2008-2016 年浙江省永嘉县手足口病报告数据及病原分布进行分析,剖析该地区手足口

病流行病学特征,探索符合当地特点的有效防控措施,为预防保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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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病例资料导入 Excel 2003 和 SPSS 10.0 统计软件及 DPS12.01 版数据处理系统,并运用圆

形分布法进一步研究疾病的时间分布特征,利用部分相对数指标和统计图表并应用描述流行病学分

析方法对手足口病发病的时间､ 年龄及性别等人群分布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 2008-2016 年累计报告手足口病病例 27815 例,呈持续高水平流行状态;发病时间呈双峰变化,
以夏季及秋季为多,呈一定的季节性;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发病病例年龄基本集中于 1-5 岁学龄前期

儿童,尤以 1-3 岁组发病 集中;各年份检出病原除 2011 年 EV71 占优势(59.62%)外,近几年均以其

他肠道病毒为主, 近的 15､ 16 年 EV71 病毒在检出病原中已经下降到 10%以下。 
结论 2008-2016 年永嘉县手足口病总体流行趋势呈持续高水平流行状态;高发年龄段 1-5 岁学龄前

儿童主要集中于托幼机构,因此托幼机构必然是手足口病防控的重点场所;EV71 在检出病原中构成

比的下降有利于重症病例的防控。 
 
 
PO-0195 

慢性咳嗽儿童百日咳感染状况分析 
 

吴丹遐
1,陈强

1,申昆玲
2,李岚

1 
1.江西省儿童医院 
2.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百日咳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咳嗽病程较长,往往持续 2-3 个月。百日咳杆

菌是感染后咳嗽的常见病原,是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之一。然而,在百日咳疫苗覆盖率高的国家,百日

咳常常被忽视,尤其在慢性咳嗽的致病因素中的地位被低估。本研究旨在探讨慢性咳嗽患儿百日咳

的感染状况。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89 例(1 月-11 岁)慢性咳嗽患儿,收集并分析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及疫苗接种情

况。取单份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百日咳抗体(Anti-PT IgG)水平检测。 
结果 89 例慢性咳嗽患儿均在近 12 个月未接种百白破疫苗,有 14 例患儿在近 12 个月有感染百日咳

的血清学依据(anti-PT IgG ≥ 62.5IU/ml),其中有 3 例在起病初期伴有发热,2 例伴有痉挛性咳嗽,14
例均有阵发性咳嗽,6 例伴有咳嗽后呕吐,1 例伴有紫绀,4 例有咳痰症状,4 例伴有气喘,2 例以夜间咳

嗽明显。 
结论 百日咳在慢性咳嗽病因分析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本研究强调了在慢性咳嗽的病因分析当中

应当重视百日咳感染。 
 
 
PO-0196 

Report of newly clinical situation and treatment of scarlet 
fever infection in China 

 
Li Jian,Lin Aiwei,Xu Daoyan,Hu Wei,Nie Xiuzhen,Liu Liyan,Wang Shaoning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Qilu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22 
 
 

Objective To show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scarlet 
fever of Shandong area, China, in recently.  
Methods 918 cases of scarlet fever (aged 1.5 to 12 years) were extract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a general physical examination, blood analysis, and extende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including 
WBC, NEUT, CRP, ALT, AST, CK-MB and ASO.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patients doing penicillin 
skin test, if the skin test negative, giving penicillin 10 thousands U/kg plus amoxicillin 40-80 mg/kg, 
intravenous drip Bid, after 7 days treatment, and then to oral amoxicillin clavulanic acid potassium 
treatment for three days. If allergic to penicillin, then doing cephalosporins skin test, if the skin 
test negative, giving cefotiam 80 mg/kg intravenous drip Bid, plus reduning injection 0.5ml/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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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venous drip Qd for 7 days, then giving oral cefixime 3 mg/kg Bid for 3 days. If allergic to 
penicillin and cephalosporin antibiotics, then giving erythromycin 10 mg/kg intravenous drip Bid, 
plus reduning injection 0.5ml/kg intravenous drip Qd, or azithromycin 10 mg/kg plus reduning 
injection 0.5ml/kg, intravenous drip Qd for 7-14 days. After treatment for 7 or 14 days, then review 
of WBC, NEUT, CRP, ALT, AST, CK-MB, ASO, and Urinalysis.  
Results 918 scarlet fever children (570 males, 62.1%, and 348 females, 37.9%) . 274 cases 
(29.8%) in January to march, 309 cases (33.7%) in April to June, 139 cases (15.1%) in July to 
September, 196 cases (21.4%) in October to December. GABHS antigen positive counts 655 
cases (71.4%), GABHS antigen negative counts 263 cases (28.6%). 817 cases (88.9%) of tonsil 
swollen. Between GABHS antig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 found that in age, duration of 
fever, complications of bronchitis and pneumonia, tonsil swollen and neutrophil cou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gender, no tonsil swollen, 
WBC counts, CRP, ALT, AST, CK-MB, and ASO. There are 504 cases were giving penicillin plus 
amoxicillin, 98 cases were given cefotiam plus reduning, 39 cases were given azithromycin plus 
reduning, and 14 cases were given erthromycin plus reduning intravenous drip in GABHS antigen 
positive group; while in GABHS antigen negative group, 203 cases were given penicillin plus 
amoxicillin, 39 cases were given cefotiam plus reduning, 16 cases were given azithromycin plus 
reduning, 5 cases were given erthromycin plus reduning intravenous drip. After 7 days treatment, 
in GABHS antigen positive group in different antibacterial agents,the WBC counts, Neutrophil 
counts, CRP, AST were observ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but in ALT, CK-MB and ASO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ile in GABHS antigen negative group in different antibacterial agent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WBC counts, Neutrophil counts, CRP, ALT and ASO, 
nevertheless, in AST and CK-MB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AST show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in GABHS antigen positive group, but no cases were more than 2 times 
(upper limit 40U/L); in GABHS antigen negative group, ALT and ASO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but also no cases were more than 2 times in ALT(upper limit 40U/L), and no any 
cases were more than 500U/L in ASO. After 7 days treatmen, in giving penicillin + amoxicillin 
case, then that giving oral amoxicillin clavulanic acid potassium 3 days; in giving cefotiam + 
reduning cases, then that giving oral cephalosporin antibiotic. After 5 days treatmen, in giving 
azithromycin+reduning cases, stop azithromycin intravenous drip for 3 days, and reduning 
continuing, then continue giving azithromycin+reduning intravenous drip for 3 days; in giving 
erythromycin+reduning, continuing intravenous drip until 10-14 days. In treatment 10-14 day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all cases basic recovered to normal. In 14 days, all cases doing urine 
examination, no abnormal was founded. Long-term observation without complications such as 
nephritis, arthritis and heart disease, however, 29 cases oncame scarlet fever 2 times in half year.  
Conclusions From these cases, we suggest that scarlet fever should be correct diagnosis, 
treatment in time, and choose effective antibiotics(penicillin plus amoxicillin should be better). 
Choose antibiotics plus reduning in cases that allergic to penicillin, which may have better effect 
in treatment of scarlet fever. 
 
PO-0197 

EB 病毒载量在 248 例住院过敏性紫癜患儿中的检析 
 

付朝波,丁臻博,赵亚玲,肖群问,刘梅,黄永坤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了解过敏性紫癜发病特点､ 临床表现,分析过敏性紫癜与 EB 病毒感染的关系,为以后临床诊断

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用回顾性的方法,收集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住院诊断为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资料

和 EB 病毒载量测定的结果,根据临床特点把患儿分为单纯型､ 腹型､ 肾型､ 关节型､ 混合型,对发

病年龄及性别､ 住院天数､ 发病季节､ EB 病毒载量进行统计分析,并深入分析 EBV-DNA 载量与临

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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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248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中,男性 147 例(59.3%),女性 101 例(40.7%)。年龄为 2~16 岁,平均

年龄 8.89±2.89 岁,1 岁到 3 岁 4 例,3 岁到 6 岁 58 例,7 岁至 10 岁 107 例,≥11 岁 79 例。发病季节,
春季(2-4 月)76 例(30.6%),夏季(5-7 月)36 例(14.5%),秋季(8-10 月)56 例(22.6%),冬季(11 月-1 月)79
例(32.3%),不同季节 EBV 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春冬季明显高于秋季。 其中单纯型 35 例

(14.1%),腹型 37 例(14.9%),肾型 74 例(29.8%),关节型 36 例(14.5%),混合型 66 例(26.7%)。EB 病

毒阳性共 105 例,阳性率 42%。病毒载量范围为 4.08×102-8.6×105拷贝/ml,其中≤9.5×102拷贝/ml
的有 24 人(22.9%),10×102-9.6×103拷贝/ml 的有 56 人(53.3%),10×103-9.9×104拷贝/ml 的有 22 人

(21.0%),10×104-8.6×105拷贝/ml 的有 3 人(2.8%),病毒载量介于 1 千至 1 万拷贝/ml 所占比例

大。相对应地,EB 病毒感染单纯型 14 例(13.3%),腹型 16 例(15.2%),肾型 28 例(26.6%),关节型 17
例(16.2%),混合型 30 例(28.7%),各类型间 EB 病毒感染阳性率无显著差异。HSP 住院天数 3~43 天,
平均住院天数 10.91±6.64 天。EB 病毒阳性患儿的住院天数(17.12 天)明显高于阴性患儿(12.96
天)。 
结论 过敏性紫癜患儿 EB 病毒检出的阳性比较高,以春､ 冬季为主, EB 病毒感染可致患儿住院时间

延长。 
 
 
PO-0198 

1 例 G-CSF 治疗 CARD9 缺陷的系统性念珠菌病 
患儿的案例分析 

 
杜白露,曹清,沈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CARD9 基因缺陷是一种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的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以反复真菌感染以及 Th17
细胞缺乏为特征。由于 card9 基因缺陷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具有致死性,因而早期且有效的治疗

十分关键,但目前并没有针对此类情况可用的临床治疗指南。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可通过增

强中性粒细胞杀菌活性影响固有免疫反应,本文探讨 G-CSF 对治疗 CARD9 缺陷的系统性念珠菌病

的临床作用。 
方法 通过 1 例 CARD9 缺陷的系统性念珠菌病患儿案例,分析讨论 G-CSF 对治疗因免疫缺陷引起的

深部念珠菌病的治疗方法。我院收治一名 10 岁的中国浙江男孩,发现嗜酸细胞增高 1 年余。入院后

我们发现患儿口腔粘膜可见白色膜状物,伴发热､ 呕吐,腹部 CT 可见肝内门脉周围见低密度影,头颅

MRI 发现脑内多发异常信号,G 实验 839pg/ml,脑脊液培养出白色念珠菌,确诊为侵袭性念珠菌感

染。予静脉抗真菌治疗后症状有所好转,头颅 MRI 较入院改善,但腹部 CT 检查结果无明显好转。免

疫功能检测发现该患儿 CD4+Th17 淋巴细胞数目明显减少,IL-17 分泌异常;对其进行全外显子组基

因测序,结果显示该患儿 CARD9 基因存在纯合突变 c.820dupG。随后,我们开始对患儿予以 G-CSF
联合抗真菌药物大扶康､ 氟胞嘧啶口服治疗。 
结果 以 G-CSF 联合抗真菌药物大扶康､ 氟胞嘧啶口服治疗,1 个月后患儿各项免疫指标恢复正常,2
个月后患儿达到完全的临床治愈。 
结论 这是中国首例儿童侵袭性念珠菌感染中发现 card9 基因缺陷的案例。我们所采用的 G-CSF 联

合抗真菌药对治疗因免疫缺陷尤其是 card9 基因缺陷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显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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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9 

Severe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Brain Abscess: Case 
Report 

 
Sun Jing 

Qilu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22 
 
 

Objective Respiratory failure, heart failure, circulatory disorders and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are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severe pneumonia in children clinically,but brain abscess is rare 
which is difficult to find and potentially lethal,requiring high-dose antibiotic therapy. This article will 
report a case about severe pneumonia with brain abscess. 
Methods - 
Results A boy who was 1-year-old presented with cough,wheeze and fever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on Jan 22nd 2016, Lung computed tomography revealed mediastinum, subcutaneous 
emphysema and fluid pneumothorax. Sputum and blood culture were negative. Severe 
pneumonia was diagnosed by clinical symptoms,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After 19 days of antibiotic therapy, invasive ventilation and supportive treatment, the 
patient's body temperature decreased normally, symptoms and physical signs were relieved, 
inflammatory indexes were all normal, lung computed tomography revealed lesion area was 
absorbed partly. But the patient’s body temperature rose again, and got rash from head to foot. 
Therefore, we cut all antibiotics off. It’s beyond our expectation that the patient had a convulsive 
attack.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examination demonstrated normal and CSF culture was 
negative. Brai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MRI) revealed multiple abscesses were formed in 
the brain. Then on the basis of anti-allergy treatment, we added antibiotic therapy for 4 weeks, 
abscesses were decreased mostly. 
Conclusions  
CONCLUSION: We suspected that the brain abscesses might originate from the pneumonia via 
hematogenous spread. It takes 3-4 weeks to form capsule of brain abscess. For the patients 
suffered from severe pneumonia whose duration is more than 3 weeks, brain imaging 
examination should be taken. The awareness of brain abscess form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prompt treatment. 
 
 
PO-0200 

Echovirus 18 Encephalitis/Meningitis in Children in Hebei 
province, China, 2015 

 
Chen Xiangpeng1,Guo Jiayun1,Li Jingjie2,Li Qiuping1,Ai Junhong1,Sun Suzhen2,Xie Zhengde1 

1.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Children’s Hospital of Hebei Province 

 
 

Objective Echovirus18 (E18) was a significant causative agent of viral encephalitis 
(VE)/meningitis (VM) in children, however, little E18 epidemiological data is available in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cs of E18 in VE/VM in children of Hebei 
province in China. 
Methods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from children with encephalitis /meningitis at Children’s 
Hospital of Hebei Province during 2015 were collected for enteroviruses testing by real-time PCR. 
Partial VP1 genes from EVs were amplified with degenerate primers. Enteroviruses genotyping 
was done by sequencing the partial VP1 genes and performing BLAST analysis. The complete 
VP1 gene sequences of E18 were obtained by further amplification and sequencing with E18 
VP1-specific primers. Phylogenet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omplete E18 VP1 gene 
sequences by using Bayesi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Sampling Trees. Potential recomb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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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18 strain was conducted on the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by scanning with the Simplot 
program. 
Results Total of 268 pediatric cases (190 male and 78 female) were enrolled into this study. The 
total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viruses was 64.9%, enteroviruses accounted for 51.1%, followed by 
HSV1 (19.5%), VZV (10.9%), HSV2 (6.3%), EBV (4.6%), CMV (4.0%) and HHV6 (3.4%). E18 
was the most predominant among the genotyped enteroviruses, accounting for 74.4%, followed 
by E30, E6, and so on. E18 strai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enotypes (A, B and, C)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high confidence values (posterior value >99%). The mean genetic distance 
between genotype A and B was 0.208, A and C was 0.245, and B and C was 0.218. Genotype C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ubgenotypes (C1 and C2), with the support of high confidence 
values and a mean genetic distance of 0.138 between the subtypes. All isolates from Hebei 
province in 2015 clustered into the C2 subtype. For the VP1 region, there were 18 amino acid 
substitutions between the prototype strain and the strains in this study. On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was located at residue 84 (R→N) in the BC loop. Two obvious crossing sites in the 
5’UTR and 2A regions suggested that a potential recombination occurred in E18. 
Conclusions EVs were the main causative agents for VE/VM in children of Hebei province in 
2015. Echovirus18 became the leading etiological pathogen of VE/VM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It 
was a new potential multiple-recombinant strain, which need further study. 
 
 
PO-0201 

儿重症医学科围手术期院内感染临床资料分析 
 

谢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了解儿重症医学科(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围手术期患儿院内感染特点,病原菌分布

及药物敏感情况,为儿科围手术期院内感染患儿合理选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3 月~2016 年 12 月 PICU 278 例院内感染患儿临床资料,对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

况进行分析。 
结果 278 例患儿共获得病原菌 809 株。革兰阴性菌､ 革兰阳性菌和真菌感染分别占 58.34%､
31.15%和 10.51%。革兰阴性菌中以鲍曼不动杆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和大肠埃希菌 为多见,革兰

阳性菌中以肠球菌属多见。碳青霉烯类和 β-内酰胺酶类抗菌药物的复合制剂对革兰阴性菌耐药率较

低,糖肽类和利奈唑胺对所有革兰阳性菌均敏感。 
结论 围手术期患儿为院内感染易患人群,麻醉､ 手术及有创操作均增加感染发生率,因此规范围手术

期抗菌药物预防应用､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和消毒隔离､ 早期肠内营养是控制院内感染的重要措施,
加强病区院内感染临床数据监测为抗生素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PO-0202 

儿童 cicu 感染目标监测 
 

韩萍,陈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对儿童心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CICU)进行感染目标性监测,以降低 CICU 医院感染发生率。 
方法 采用前瞻性监测的方法,对 2015-2016 年入住 CICU 手术患儿资料进行统计与分析。 
结果 共监测 7782 例患儿,发生医院感染 152 例,170 例次,感染率 1.95%,例次感染率 2.2%,日感染率

2.36‰;中央深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12 例,发生率为 0.28‰;导尿管相关泌尿道感染 25 例,发生

率为 1.60‰,呼吸机相关肺炎 28 例,发生率为 1.71‰;手术部位感染 13 例,其他医院感染 7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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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 CICU 进行持续性感染目标检测能够及时获取医院感染的信息吗,了解动态变化,以便及时制

定预防控制方案,以减少 CICU 内医院感染的发生。 
 
 
PO-0203 

阿昔洛韦治疗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00 例临床对比研究 
 

周高枫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对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发热持续时间､ 住院时间的对比,观察其是否与阿昔洛韦抗

病毒治疗有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 100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

是否使用阿昔洛韦治疗,分为治疗组(50 例)､ 和对照组(50 例)。并对两组不同年龄段､ 不同发热峰

值的发热持续时间及住院时间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两组患儿发热持续时间及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发热持续时间及住院时间,与是否给予阿昔洛韦抗病毒治疗无相关

性。 
 
 
PO-0204 

EV71 感染激发患儿全身炎性反应的研究 
 

柯江维,冉飞,陈强,段荣,朱庆雄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 EV71 感染手足口病患儿全身炎性指标的变化,为探讨手足口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一定的理

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到 2016 年 10 月在我院的住院 EV71 感染患儿 109 例及正常对照组儿童

27 例,采集外周血样本,仪器法检测炎性指标 CRP､ SAA､ NEUT､ LYMPH､ PLT､ NLR､ PLR 及

细胞因子 TNF-α､ IL-6､ IL-8､ IL-10 的水平,ELISA 检测血清细胞因子 IFN-γ 水平,分析其与疾病的

相关性。 
结果     EV71 患儿炎性指标及细胞因子对照组比较呈升高趋势,其中重症组和危重组的 CRP 含量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普通组(P<0.01);三组患儿 SAA､ LYMPH､ PLT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危重

组患儿 NEUT､ NLR､ PLR 显著高于其他三组(P<0.001);各组患儿的 IFN-γ､ TNF-α､ IL-10 水平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与对照组儿童血清 IL-6 ､ IL-8 水平相比,普通组无差异(P>0.05),而重症组

和危重组均显著升高(P<0.001)。 
?? 
结论 EV71 感染患儿存在炎性指标及细胞因子水平的异常变化,表明 EV71 病毒感染可能激发了患儿

的全身炎症反应,这可能是 EV71 易引起重症手足口病的病例机制。 
Roman" >PLT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危重组患儿 NEUT､ NLR､ PLR 显著高于其他三组

(P<0.001);各组患儿的 IFN-γ､ TNF-α､ IL-10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与对照组儿童血清

IL-6 ､ IL-8 水平相比,普通组无差异(P>0.05),而重症组和危重组均显著升高(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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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05 

EV71 感染患儿 IL-21 的表达及其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冉飞,柯江维, 段荣, 陈强,朱庆雄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 EV71 感染手足口病患儿 IL-21 的表达及其与细胞因子 IFN-γ､ TNF-α､ IL-6､ IL-8､ IL-
10 的相关性,为探讨手足口病的发病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到 2016 年 10 月在我院的住院 EV71 感染患儿 109 例,及正常对照组儿童

27 例,采集外周血样本,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 IL-21､ IFN-γ 水平,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

测血清细胞因子 TNF-α､ IL-6､ IL-8､ IL-10 的水平,探讨其与疾病的相关性。 
结果    各组 EV71 感染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IL-21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P<0.01),且随疾病的加重

而升高;病例组患儿的 IFN-γ､ TNF-α､ IL-10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与对照组儿童血清 IL-
6 ､ IL-8 水平相比,除普通组无差异(P>0.05),重症组和危重组均显著升高(P<0.001);相关性研究发现

IL-21 的水平变化与促炎因子 IFN-γ､ TNF-α､ IL-6､ IL-8 呈正相关(P<0.05),而与抗炎因子 IL-10 水

平变化呈负相关(P<0.05)。 
结论   IL-21 可能作为一种炎性细胞因子,参与 EV71 感染的免疫调节和炎症反应,对手足口病的发生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PO-0206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32 
Cases of Pediatric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eningitis  

 
Zhang yun,Ding Mingjie 

Qilu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22 
 
 

Objective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eningitis (SPM) could result in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children.We aimed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omplications,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prognosis in pediatric SPM cases.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e analyzed the epidemiolog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clinical outcomes, and prognosis in pediatric SPM cases from Qilu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Results We identified 32 (18 female, 14 male) children, aged 4 months to 9 years (mean, 2.03 
years) with SPM. All patients were from rural areas, and most cases (81.25%) occurred in spring 
and winter. Severe or fatal cases were those involving low temperature, leukopenia, or low 
platelet counts. Common complications were anemia, hypoalbuminemia, and septicemia (21, 19, 
and 17 cases, respectively). Multi-drug resistance and complications made treatment challenging. 
9 patients were cured, 17 experienced varying degrees of sequelae (e.g., language retardation, 
motor dysfunction, hydrocephalus,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6 died in the acute phas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ortality were changes in the pupils, bulging anterior fontanelle, brain 
hyponatremia, altered mental status, Glasgow Coma Scale (GCS) <9, and vomiting without 
abdominal pain.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was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Conclusions  In our study, severe cases commonly involved low temperature, leukopenia, or low 
platelet counts. Complications and multi-sequelae were common.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ortality 
were increas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GCS <9, and age less than 2 years;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was MODS. Multi-drug resistance and severe complications led to challenges i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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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07 

百日咳杆菌相关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 
 

徐勇胜,宁静,张珠莱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以毛细支气管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百日咳病例特征。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间在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收治的以“毛细支气管

炎”住院的婴儿百日咳博德特菌感染病例,通过与非百日咳杆菌所致毛细支气管炎病例进行比较,分析

其临床特征､ 影像学特点､ 实验室特征以及转归情况。 
结果 本组百日咳杆菌感染病例共 26 例,男 15 例,女 11 例,年龄 40 天~11 个月。与非百日咳感染病

例比较,百日咳感染所致毛细支气管炎病例出现痉挛性咳嗽､ 咳后呕吐､ 呼吸暂停､ 淋巴细胞增多

症明显增多,住院时间明显延长,但临床症状评分减低,喘息持续时间较短。随访发现,百日咳感染患儿

呼吸道症状复发次数高于非百日咳感染患儿。 
结论 百日咳杆菌感染的毛细支气管炎患者临床症状不典型,易被忽视,呼吸道症状持续时间长,易于反

复发作。 
 
 
PO-0208 

Risk Factors for Carbapenem-Resistant K. Pneumoniae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in 

Children 
 

Zhang Ye,Dong Fang,Liu Ga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00 

 
 

Objective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caused by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 rate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nd are hard to treat.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at highest risk is very importan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rtality of K. pneumoniae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and identify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RKP BSI among pediatric patie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4,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hina. Risk factors for CRKP BSI and for K. 
pneumoniae BSI-related death were evaluated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ith BSI caused by K. 
pneumoniae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database. Data on demographic, 
microbi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erapy and outcome were collected from medical 
records. 
Results A total of 138 patients with K. pneumoniae BSI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54 patients with 
CRKP BSI and 84 patients with carbapenem-susceptible K. pneumoniae (CSKP) BSI. Most of the 
BSIs (114; 82.6%) were health care associated, while the rest of cases (24; 17.4%) were 
community-acquired.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odds ratio (OR):4.712, 95% CI: [2.181-10.180], 
P=0.000) and previous cephalosporins administration (OR: 3.427, 95% CI: [1.513-7.766], 
P=0.003)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KP BSI. 28-day mortality of K. 
pneumoniae BSI was 8.7%. Mechanical ventilation (odds ratio (OR): 9.502, 95% CI: [2.098-
43.033], P=0.003), presentation of septic shock (odds ratio (OR): 6.418, 95% CI: [1.342-30.686], 
P=0.020), and isolation of CRKP (odds ratio (OR): 9.171, 95% CI: [1.546-54.416], P=0.015)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28-day mortality of K. pneumoniae BSI.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and previous cephalosporins 
administra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KP BSI, and patients’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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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were independent mortality predictor.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RKP BSI in 
the pediatric population. 
 
 
PO-0209 

儿童百日咳与类百日咳综合症的临床特点分析 
 

王宇清,王琨,郝创利,季伟,陶会,武敏,顾文婧,邵雪君,陶云珍,徐俊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0021433 

 
 

目的 探讨儿童百日咳与类百日咳综合症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58 例疑似百日咳患儿的呼吸

道分泌物,应用 Real-time PCR 检测百日咳杆菌双目标基因。 
结果 入组患儿 58 例,PCR 检测阳性患儿 27 例,阳性率 46.6%;未接种百日咳疫苗的有 19 例

(70.4%)。≤ 3 月龄组阳性患儿有 9 例(33.3%);> 3 个月龄组阳性患儿有 18 例(66.7%);百日咳患儿

中以阵发性痉咳(85.2%)､ 面色涨红(85.2%)和阵发性青紫(22.2%)为主要表现;≤3 个月组和>3 个月

组百日咳患儿的临床表现比较无明显差异;27 例百日咳患儿中,9 例(33%)混合有其他病原感染,单纯

百日咳组与百日咳混合其他病原感染组的临床表现比较无明显差异;31 例 PCR 阴性患儿中,10 例检

出肺炎支原体感染,4 例检出人鼻病毒感染,2 例检出副流感 3 病毒感染。百日咳组的白细胞､ 淋巴细

胞计数,住院时间明显高于类百日咳组,痉挛样咳嗽､ 鸡鸣样回声､ 面色涨红､ 咳后呕吐､ 阵发性青

紫､ 并发症及肺部体征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未接种百白破疫苗的婴儿博德特百日咳杆菌感染率较高,> 3 个月龄组百日咳杆菌感染并不少见,
≤3 个月组和>3 个月组患儿的临床表现无明显差别;肺炎支原体､ 人鼻病毒和副流感病毒 3 是引起

类百日咳的主要病原,单纯从临床表现不能区别百日咳与类百日咳。 
 
 
PO-0210 

婴儿 HBV 血清学标志物 HBsAb､ HBeAb､ HBcAb 阳性且

HBV DNA 阳性分析 
 

彭小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婴儿 HBV 血清学标志物 HBsAb､ HBeAb､ HBcAb 阳性且 HBV DNA 阳性分析为临床工作提

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4-2016 于我院行 HBV 血清学标志物检测 HBsAb､ HBeAb､ HBcAb阳性､ HBV 
DNA 阳性且年龄小于 6 月的 78 例婴儿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78 例 HBsAb､ HBeAb､ HBcAb 阳性婴儿行 HBV DNA 检测,有 2 例母亲为乙肝病毒感染婴儿

HBV DNA 检测阳性(2/78),其中 1 例婴儿随访至 1 岁 4 月时 HBV DNA 检测已为阴性 
结论  部分 HBV 感染母亲所生婴儿母婴阻断后 HBsAg 阴性且 HBsAb 阳性,但 HBV DNA 检测阳性,
提示免疫阻断后仍可能存在 OBI,建议对 HBV 感染母亲所生婴儿免疫阻断后除 HBV 血清学标志物

外,若有条件者,还应行 HBV DNA 检查,对 HBsAg 阴性但 HBV DNA 阳性婴儿,应定期随访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612 
 

PO-0211 

婴儿 HBV 血清学标志物 HBsAb､ HBeAb､ HBcAb 
阳性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彭小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婴儿 HBV 血清标志物 HBsAb､ HBeAb､ HBcAb 阳性模式影响因素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4-2016 于我院行 HBV 血清学标志物检测三抗阳性且年龄小于 6 月的 5968 例婴儿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5968 例 HBsAb､ HBeAb､ HBcAb 阳性婴儿中,以新生儿 为常见,所占比例为

69.1%(4121/5968),后随着年龄增长,出现三抗阳性模式人数呈减少趋势.2.HBV 感染母亲的婴儿与非

HBV 感染母亲的婴儿 HBsAb､ HBeAb､ HBcAb 测定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0.05)。
3.721 例 HBV 感染母亲的婴儿 HBsAb､ HBeAb､ HBcAb 阳性影响因素多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
亲乙肝病毒感染携带状态对婴儿 HBsAb 测定值存在显著性负相关,以母亲乙肝大三阳者为参照,母亲

HBsAg(+)者与 HBsAb 的回归系数 β 为-0.249(P=0.001<0.05),母亲乙肝小三阳者与 HBsAb 的回归

系数 β 为-0.406(P<0.001),说明与母亲乙肝大三阳者比,母亲乙肝小三阳､ HBsAg(+)者的 HBsAb 测

定值更低。其他变量对 HBsAb 的测定值影响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婴儿年龄对 HBeAb 测定值存在

显著性正相关(β=0.195,P<0.001),年龄越大,HBeAb 测定值越高。另外,母亲乙肝病毒感染携带状态

对 HBeAb 测定值存在显著性负相关,以母亲乙肝大三阳者为参照,母亲 HBsAg(+)者与 HBeAb 的回

归系数 β 为-0.377(P<0.001),母亲乙肝小三阳者与 HBeAb 的回归系数 β 为-0.448(P<0.001),说明与

母亲乙肝大三阳者比,母亲乙肝小三阳､ HBsAg(+)者的 HBeAb 测定值更低。其他变量对 HBeAb 的

影响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婴儿年龄对 HBcAb 测定值存在显著性负相关(β=-0.377,P<0.001),婴儿年

龄越大,HBcAb 测定值越低。母亲年龄与 HBcAb 测定值存在显著性正相关(β=0.098,P=0.011<0.05),
母亲年龄越大,HBcAb 测定值越高。另外,以母亲乙肝大三阳者为参照,母亲 HBsAg(+)者与 HBcAb
存在显著负相关(β=-0.204,P=0.004<0.05),母亲乙肝小三阳对 HBcAb 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与母亲乙肝大三阳者相比,母亲 HBsAg(+)者的 HBcAb 测定值更低。其他变量对 HBcAb 的影响均没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所有三抗阳性受检婴儿中,以新生儿 为常见,后随着年龄增长,出现三抗阳性模式人数呈减少

趋势 2.HBV 感染母亲的婴儿 HBsAb 浓度比非 HBV 感染母亲的婴儿低,HBeAb､ HBcAb 浓度比非

HBV 感染母亲的婴儿高 3.母孕期乙肝病毒感染携带状态可影响婴儿 HBsAb､ HBeAb､ HBcAb 浓

度,且随着年龄的增长,HBeAb､ HBcAb 浓度逐渐下降 
 
 
PO-0212 

慢性 HBV 感染患儿血清 preS1-Ag､ HBVM 
及 HBV-DNA 相关性分析 

 
何美林,许红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preS1-Ag 在儿童慢性 HBV 感染中与 HBV血清学标志物､ HBV-DNA 之间的关系,提供临

床诊断价值。 
方法 对 646 份慢性 HBV 感染患儿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HBV 血清标志物和 
PreS1-Ag, 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检测 HBV-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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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646 份 HBVM 异常的血清学标本中,646 份血清标本中 preS1-Ag､ HBV-DNA 总阳性率分别为

80.49%､ 77.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1,P<0.01);HBeAg(+)组 preS1-Ag､ HBV-DNA 阳性率

明显高于 HBeAg(-)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reS1-Ag:χ2=53.86,P<0.01,HBV-
DNA:χ2=206.9,P<0.01)。HBeAg 特异性及灵敏性均高于 preS1-Ag,HBV-DNA 载量增高,preS1-Ag
､ HBeAg 阳性率随之升高,HBeAg 在 HBV-DNA 高载量时较 preS1-Ag 更灵敏。HBV-DNA 载量与

性别无关,HBeAg 阳性组 preS1-Ag 阳性患儿 HBV-DNA 载量均值较 preS1-Ag 阴性组高

(P<0.01);HBeAg 阴性组,preS1-Ag 阳性组 HBV-DNA 载量均值与 HBeAg 阴性组无差别(P>0.05)。
preS1-Ag 阳性组男性 HBV-DNA 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P<0.01),preS1-Ag 阴性组男女性 HBV-DNA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联合检测 preS1-Ag､ HBV 血清学标志物及 HBV-DNA 在反映 HBV复制､ 评估病毒转归及治

疗疗效方面有重要作用。 
 
 
PO-0213 

沈阳地区手足口病流行病学与气象关系探讨 
 

程超,李玖军,林业鑫,郑笑十,潘佳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0 

 
 

目的 总结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沈阳地区手足口病患儿临床资料并结合沈阳市同期气

象学资料,探讨手足口病发病与气象学因素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 7093 例手足口

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沈阳市同期气象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Pearson’s 或 Spearman 秩合

检验探讨气温､ 风速､ 湿度､ 降水量等因素与手足口病发病率的关系。 
结果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共有 7093 例诊断手足口病患儿收

住院进行治疗,2010 年及 2013 年间发病例数大于 1000 例,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 1.54:1,且每年发病

均为男多于女。约有 76.56%(5431/7093)的患儿小于等于 3 岁。每年 7 月至 8 月间发病率 高,约
为 59%。我院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有 1296 例患儿进行了手足口病病原学检查。

62.73%(813/1296)的患儿为至少一种手足口相关病原体阳性,其中非 EV71 非 CoxA16 型肠道病毒

阳性率 高,约为 63.1%(513/813)。从 2009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月平均气温为 9.8(-
2.95,20.37)℃,湿度为(66.00±10.56)%,总降雨量为 88.1(31.68,216)mm,风速度为

2.2(1.9,2.58)m/s。总手足口病例数与所有的气象因素有显著相关性,其中平均温度与总手足口例数

及各型手足口病例数均相关。因为气象因素之间相互影响,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后平均气温和降雨量

及湿度与手足口病活动性相  关。 
结论 手足口病每年发病率均有不同,男女比例及每月发病率却相差无几,对此资料进行分析:平均温度

､ 平均湿度､ 总降水量与手足口病成正相关,而风速则成负相关,平均温度与总手足口例数及各型手

足口病例数均成正相关;我们可以根据手足口病与气象因素关系建立模型,根据模型进行手足口病预

测,做到早期监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614 
 

PO-0214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与肠杆菌科细菌血流及下

呼吸道感染/定植的临床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殷丽军,王传清,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ICU)内血流及下呼吸道脑膜败血伊丽莎白菌(EME)与肠杆菌科细菌感

染/定植的临床特征并对其耐药性进行分析比较,为减少相关病原菌的医院感染发生及合理使用抗生

素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研究方法,对我院 2016.1 月-2016.12 月 ICU 病区血流及下呼吸道检出的 EME
与肠杆菌科细菌感染/定植病例的临床特征及耐药性进行分析。 
结果 2016 年我院共收治 ICU 患者 1595 例,血流及下呼吸道共分离到 52 株 EME,其中院内感染 16
例(院感率 1.00%),定植 36 例(定植率 2.26%)。共分离到肠杆菌科细菌 28 株,其中院内感染 13 例(院
感率 0.82%),定植 15 例(定植率 0.94%)。EME 血流及下呼吸道医院感染/定植率(3.26%)明显高于

肠杆菌科细菌(1.76%)(P<0.05)。EME 感染患儿气管插管比例高于肠杆菌科细菌(P<0.05)。 EME
气管插管及联合抗生素使用比例均超过 90%,合并先天缺陷比例高达 42%。两组患儿 3 代及以上头

孢以及激素细胞毒药物使用比例均超过 50%。EME 对头孢哌酮/舒巴坦､ 氨基糖苷类､ 复方新诺明

耐药率低于 20%,对阿莫西林棒酸耐药率 41.2%,对包括头孢类､ 碳青霉烯类等其他抗菌药物耐药率

均超过 90%。肠杆菌科细菌对阿米卡星､ 磷霉素及替加环素敏感性 高(>90%),对碳青霉烯类耐药

率在 30%左右。EME 耐药形式较肠杆菌科细菌更加严峻。 
结论 EME 血流及下呼吸道医院感染/定植率高于肠杆菌科细菌,且耐药形式更加严峻。 
 
 
PO-0215 

极早早产儿新生儿败血症临床特征及病原学分析 
 

樊盼盼,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调查 4 年间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极早早产儿(VPI)败血症的流行病学､ 危险因素;分析 VPI
败血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指标､ 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 治疗转归,为临床提供诊疗依据。 
方法 搜集 2013~2016 年本院 NICU 收治的 389 例极早早产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有无发生败血症分

为败血症组及对照组,其中败血症组包括早发型败血症组(EOS)及晚发型败血症组(LOS)。根据有无

发生早发型败血症(EOS)分为 EOS 组及对照组 E。采用 SPSS 及 Graphpad Prism5 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1. 我院 NICU VPI 中败血症发病率 56.8%,其中 EOS 203 例(52.2%),LOS 46 例(11.8%)。败血

症组平均胎龄与平均出生体重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胎膜早破及宫内感染发生率,出生时窒息的比例亦

明显高于对照组。败血症组患儿有创性机械通气的及中心静脉置管的比例,合并新生儿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比例及平均住院天数高于对照组。2. EOS 组血 WBC 及 ANC､ CRP 及 PCT 水平著高于对

照组 E,生后 24h 内血 ALB 及 GLB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E。3. EOS 组与 LOS 组相比,男女比例､

平均胎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S 组患儿的平均出生体重显著低于 EOS 组(P<0.05=。围产期因素

中,EOS 组孕母胎膜早破>18h 的比例(41.4%)显著高于 LOS 组(21.7%),LOS 组孕母患妊娠期高血压

的比例(36.9%)显著高于 EOS 组(22.6%)(P<0.05=。两组患儿血 WBC 异常率无显著性差异,发生中

性粒细胞减少及血小板下降的比例相比较,LOS 组均高于 EOS 组。EOS 组 PCT 升高的比例明显高

于 LOS 组,而 CRP 升高率差异不显著。LOS 组合并 NEC 比例及平均住院天数显著高于 EOS 组。 
4.患儿血培养阳性率 26.2%,其中 EOS 组 18.7%, LOS 组 43.5%。G+菌对青霉素类普遍耐药,对红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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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克林霉素､ 庆大霉素大部分耐药,对万古､ 利奈唑胺均敏感。G—菌对氨苄西亦普遍耐药,对二三

代头孢菌素部分耐药。未检出对亚胺培南､ 美罗培南､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耐药的 G-菌株。 
结论 我院极早早产儿败血症发病率 56.8%,病死率 6.3%,明显高于足月。小胎龄､ 低体重､ 胎膜早

破､ 宫内感染､ 围产期窒息均为高危因素。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血培养阳性率低(26.2%),主要依靠

非特异性指标诊断。G—菌仍是 NICU 内的主要病原菌,其中以铜绿假单胞菌及肺炎克雷伯菌 多

见,G+菌以 CNS 及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对青霉素､ 红霉素､ 第二三代头孢类抗生素､ 复方新诺明

等耐药;LOS 患儿更易合并真菌感染,对氟康唑敏感性较高。 
 
 
PO-0216 

外周血细胞 microRNA 表达与婴儿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相关性 
 

王寿懿,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 430071 

 
 

目的 有少量的数据显示,microRNA 参与 RNA 病毒感染后的炎症反应。 
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婴儿血中特异性 miRNA 的分布特征。采用

microRNA 微阵列杂交和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外周血 microRNA 差异表达。发现 RSV 婴儿

外周血中特异性 microRNA 的差异分布。 
结果 mir-106b-5p,mir-20b-5p 和 miR-342-3p 表达上调,而 mir-320e,mir-320d,mir-877-5p,mir-122-
5p 和 mir-92b-5p 下调这些感染的婴儿。信号调节通路分析表明,这些调节因子 miRNA 主要参与炎

症(Wnt､ 转化生长因子 β 和胰岛素信号通路)和免疫应答通路(T 细胞､ B 细胞受体信号通路和

FcεRI 信号通路)。 
结论 提示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表现出明显的 microRNA 指纹,可引起婴幼儿的炎症反应 
 
 
PO-0217 

2010-2016 年温州某三甲医院儿童感染门诊疾病谱变迁 
 

钟佩佩,陈益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婴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了解近年来温州地区儿童传染病的疾病谱及流行病学变迁,为儿童传染病防控提供决策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1016 年在我院儿童感染科门诊就诊的病例。 
结果 2010 年-2016 年共有 278756 例患儿在儿童感染科门诊就诊,儿童感染门诊总量总体呈下降趋

势,每年就诊比例占全院门急诊总数的 1.95-4.42%。就诊病种前 5位分别为手足口病､ 肠炎､ 水痘

､ 流行性腮腺､ 乙肝病毒血症。手足口病 2014 年 4､ 5､ 6 及 9､ 10 月双峰流行,余每年的 4 月-7
月单峰流行。肠炎 2010 年 8-11 月和 2013 年 10､ 11 月有就诊高峰,其余年份均全年散发流行。流

行性腮腺炎在 2010､ 2011 年 6､ 7 月份有发病高峰,2010 年 12 月份有发病小高峰,2012 年起明显

减少并有逐年递减趋势。水痘每年的 5-7月､ 11 月-次年 1 月有发病高峰,7 年来就诊人数无明显上

升､ 下降。2010-2016 年间,乙肝病毒血症患儿总数除 2015 年出现小幅反跳外,大致呈现下降趋势,
就诊高峰主要集中在每年 2 月及 7､ 8 月份,每年各月份基本均有因乙肝就诊患儿,没有明显的流行。

除 2011 年出现流行外,麻疹病例总体呈下降趋势。每年均有猩红热病例散发出现。细菌性痢疾､ 风

疹､ 流行性脑膜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例均少见。 
结论 尽管温州地区儿童传染病发病有所下降,但所占比例仍高,不能放松警惕,近年来儿童传染病主要

以手足口病､ 肠炎为主,传统的传染病减少,应加强对手足口病､ 肠炎的防控。麻疹仍未消除,应加强

麻疹疫苗的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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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18 

广州地区儿童病毒性脑炎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杨峰霞,谭丽梅,叶家卫,房春晓,徐翼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分析广州地区 2014-2016 年儿童病毒性脑炎病原学特征及临床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至 2016 年住院 112 例儿童病毒性脑炎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

合酶链反应( real-time PCR)检测脑脊液病毒核酸,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脑脊液病原抗体 IgM,分析病

原学和流行病学特点。 
结果 112 例病毒性脑炎患儿脑脊液病毒和(或)抗体检出病原体 45 例,阳性率 40.2%。脑脊液中共检

出 9 种病毒,分别为肠道病毒 35.6%(16/45);单纯疱疹病毒 26.7%(12/45);巨细胞病毒

11.1%(5/45),EB 病毒 8.9%(4/45),腺病毒､ 乙脑病毒 6.7%(3/45),流感病毒 4.4%(2/45), 少的为呼

吸道合胞病毒 2.2%(1/45)。本组病毒性脑炎夏秋季节高发,6 个月~10 岁的儿童易感,男童感染率高

于女童。 
结论 广州地区 2014-2016 年儿童病毒性脑炎的主要病原体是肠道病毒和疱疹病毒,肠道病毒脑炎主

要发生在夏季,且多发生于年龄小的儿童;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多见于大龄儿童。 
 
 
PO-0219 

中医药制剂治疗重型手足口病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曾凡森,房春晓,叶家卫,谭丽梅,徐翼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中医药治疗重型手足口病的有效性､ 安全性和经济学评价,降低重型手足口病并发症发生

中的作用,降低重型手足口病转为危重型方面的作用。 
方法 按照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设计的中央随机系统随机方案设计将诊断为手足病

重症儿童随机分为 3 组,分别为西医治疗组(A 组)41例､ 热毒宁组(B 组)42例､ 中药配方颗粒剂组(C
组)37 例,三组均给予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0 年版》的治疗方法,干预时间为 7-10 天,随访

5 天,比较三组治愈率､ 并发症发生率､ 危重症转化率､ 病死率､ 退热时间､ 症状消失时间､ 住院时

间､ 不良反应的差异,利用 SPSS 进行 t 及 Z 检验。 
结果 热毒宁组具有退热速度快,且不反弹的优点,在皮疹消退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优于其他两组

(P<0.05), 三组在并发症发生率､ 危重症转化率､ 病死数､ 不良反应事件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热毒宁能快速缓解重症手足口病的发热症状,抑制 EV71 病毒,促进皮疹消退,缩短住院时间,减
少激素用量,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推荐作为重型手足口病抗病毒治疗用药。 
 
 
PO-0220 

儿童登革热病例临床特征分析 
 

房春晓,徐翼,谭丽梅,叶家卫,罗丹,杨峰霞,曾凡森 
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 2014 年广州市儿童登革热住院患者的临床特点,提高临床医师对儿童登革热的认识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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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4 年 8~12 月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感染科收治的 78 例儿童登革热住院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78 例患儿的年龄在 27d~14 岁,平均 5.64 岁,男 50 例(64.1%),女 28 例(35.9%)。流行地区有聚

集趋势,主要集中在白云区､ 海珠区､ 越秀区。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100%)､ 皮疹(82.05%)､ 肌痛/
乏力(28.21%)､ 鼻衄(10.26%)等,未见腹泻､ 黄疸。主要体征中淋巴结肿大(19.23%)､ 肝大(10.26%)
､ 脾大少见(3.85%)。实验室检查提示白细胞减少(80.77%)和血小板减少(82.05%),ALT 升高占

30.77%,AST 升高占 42.31%,凝血功能 APTT 延长明显,占 57.69%,低钾血症少见,占 7.69%。病原

学检查提示 66 例患儿检出登革病毒核酸,阳性率 89.19%,见于病程 1~10d,平均 4.45d;48 例患儿登

革病毒 IgM 阳性,阳性率 81.36%,开始出现阳性的时间 早为病程第 1d,平均 5.35d。病毒核酸分型

表明,此次流行主要为登革病毒Ⅰ型。临床分型均为典型登革热。 
结论 2014 年广州市流行的儿童登革热为登革病毒Ⅰ型所致。以发热､ 皮疹､ 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

､ 凝血障碍､ 肝功能损害等为主要临床特点,未出现典型登革出血热及登革休克综合征,预后良好。 
 
 
PO-0221 

手足口病伴发惊厥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谭丽梅,房春晓,杨峰霞,张芬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伴发惊厥患儿临床特征及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 1:1 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随机选取 2015 年 1-12 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

123 例伴发惊厥的手足口病住院患儿作为观察组,123 例无惊厥发生的手足口病住院患儿作为对照

组。采用 Logistic 回归对其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探讨手足口病患儿发生惊厥的危险因素及

其关联强度。 
结果 1. 单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观察组组与对照组的配对 t 检验结果显示:观察组血氨

(t=4.98, ρ<0.01)高于对照组,血浆 Ca2+(t=-4.92,ρ<0.01)和血浆 Mg2+(t=-2.32, ρ=0.02)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浆 Ca2+<1.25 mmol/L 组发生惊厥的风险显著高于血浆

Ca2+1.25~1.30 mmol/L 组(OR=0.41; 95% CI = 0.36 ~ 0.51)和血浆 Ca2+ > 1.30 mmo l/L 血 Ca2+组

(OR = 0.23, 95%  CI = 0.18 ~ 0.30 );血浆 Mg2+ < 0.7 mmol/L 组发生惊厥的风险显著高于血浆

Mg2+0.70 ~ 1.00 mmol/L 组( OR = 0.012 ,95% CI = 0.001 ~ 0.117 )和 血浆 Mg2+> 1.00 mmol/L 血
浆 Mg2+组( OR = 0.003 ,95% CI = 0.000 ~ 0.066 ); 
结论 血浆 Ca2+和血浆 Mg2+是手足口病患儿惊厥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浆 Ca2+和血浆 Mg2+浓度

越低,手足口病患儿发生惊厥的风险越高。 
 
 
PO-0222 

广州地区 2015 年手足口病病原学流行特征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谭丽梅,房春晓,杨峰霞,张芬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 2015 年广州地区儿童手足口病病原基因型变化趋势。 
方法 选取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5 年住院 143 例手足口病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实时荧光逆

转录 PCR 检测肛拭子/咽拭子标本中肠道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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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 2015 年 143 例手足口病患儿肠道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分型,共鉴别出 6 种肠道病毒基因型。

其中,CVA6 占 56.1%,其次是 CVA10 占 20.3%,CVA2 占 2.7%,CVA8 占 2.0%。 混合感染占 3.4%,
分别是 CVA6 和 CVA10 混合感染 1 例,CVA6 和 CVA16 混合感染 3 例,CVA10 和 CVA16 混合感染

1 例。 
结论 EV71 与 CVA16 从优势株逐渐转为非优势株,CVA6 是目前手足口病主要流行病原。同时并存

多种肠道病毒基因型共流行趋势。 
 
 
PO-0223 

广州地区 415 例重症手足口病临床特点分析 
 

叶家卫,徐翼,谭丽梅,罗丹,房春晓,杨峰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分析广州地区重症手足口病临床特点,为早期诊断,及时干预,降低病死率提供参考。 
方法 对我院 2008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收治的 415 例手足口病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预后进行回

顾性分析,总结重症手足口病的临床特征及降低病死率的方法。 
结果 发病年龄 3 岁以下为多,病情进展快,重症患儿常有高热不退;精神差､ 呕吐､ 易惊､ 肢体抖动､

无力;呼吸､ 心率增快;末梢循环不良;高血压;外周血白细胞计数高;血糖高;有上述表现应及早采取综

合抢救。 
结论 及早识别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高危因素､ 早期及时采取综合抢救是降低病死率､ 减少后遗症

､ 改善患儿预后的关键。 
 
 
PO-0224 

临床路径在手足口病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叶家卫,谭丽梅,罗丹,房春晓,徐翼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临床路径在手足口病中应用对临床效果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12 月手足口病病人资料,随机选取实施临床路径组及和同期未实施临

床路径组各 100 例。临床路径组采用临床路径实施诊疗护理方法,非临床路径组按传统的医疗护理

方法。对两组患者的住院天数､ 住院费用､ 医疗护理服务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临床路径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 平均住院费用较非临床路径组显著下降(P < 0.01),医疗护理

服务满意度均明显高于非临床路径组(P < 0.01)。 
结论 临床路径在手足口病诊疗工作的应用可明显缩短住院天数,降低医疗费用,使能够得到规范化､

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治疗,提升医疗护理服务满意度,提高工作效率。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619 
 

PO-0225 

细小病毒 B19 非结构蛋白(NS1)编码基因重组质粒的构建及鉴定 
 

郑君文,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 430071 

 
 

目的 通过人工修饰化学合成法合成寡聚核苷酸拼接目的基因序列,构建细小病毒 B19 非结构蛋白

NS1 与红色荧光蛋白融合蛋白真核表达载体,并在小鼠 CD71+Ter119+红系祖细胞转染,建立瞬时和

持续表达模型。 
方法 细胞和菌株。免疫磁珠法分离小鼠骨髓造血干细胞(c-Kit+),加入促红祖细胞分化的细胞因子诱

导 c-Kit+细胞向红祖细胞分化并体外培养扩增;根据 Genbank 提供的 DNA 基因序列细小病毒 B19 
NS1 中的 CDS 片段基因序列(GeneID: 1489597)进行分析,检查基因内部有无特别复杂二级结构和

重复序列,经测序核对后,进行单链 oligo 的设计及合成; PCR 将合成的 oligo 拼接成完整的基因序列;
亚克隆到 pCMV-RFP-C-HA 表达载体用于细小病毒 B19 非结构蛋白 NS1 编码基因重组子的构建;
感受态细胞 Trans5α 用于重组质粒转化和扩增备用。 2､ 酶切和琼脂糖用于质粒的转化和电泳分

析,Anti-HA tag 抗体以及荧光二抗检测。 
结果 重组质粒 pNS1 在转染后可见目的基因表达,目的基因片段大小为 380bp。重组质粒 pNS1 转

染后可见目的蛋白表达,相对蛋白分子量为 38KD。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融合蛋白的表达,随时间

延长,荧光表达增强。 
结论 表达重组融合蛋白的细胞,红色荧光主要分布在胞核内,胞浆内缺乏。 
 
 
PO-0226 

新生儿登革热病例临床特点分析 
 

谭丽梅,曾凡森,房春晓,叶家卫,罗丹,杨峰霞,徐翼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新生儿登革热病例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特征。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8 例新生儿登革热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8 例新生儿登革热病例登革病毒Ⅰ型 7 例,II 型 1 例;发热 7 例(87.5%),黄疸 5 例(82.5%),皮疹 4
例(50%),部分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7 例(87.5%),血小板减小 7 例(87.5%),乳酸脱氢酶 LDH 升高 6 例

(75%),乳酸升高 6 例(75%),AST 升高 3 例(37.5%)。 
结论 新生儿登革热临床表现以发热､ 凝血系统障碍为主。临床症状较轻,缺乏特异性,预后良好。母

婴传播可能是感染登革病毒传染途径之一,母婴垂直传播病例多在 1 周内出现临床症状。 
 
 
PO-0227 

EV71 感染的手足口病合并脑炎患儿脑脊液趋化因子 
表达与临床意义 

 
李淑娴,刘金玲,陈志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研究脑脊液中趋化因子的表达与手足口病临床病理的关系,为指导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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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2 年 4 月-2012 年 8 月医院收治的手足口病患儿急性期(发病 72 小时内)大便或咽拭子

标本,常规处理标本,采用实时荧光 RT-PCR 法,采用肠道病毒 71 型(EV71)特异性引物扩增检测病毒

RNA。采用流式微球阵列分析术(CBA)检测 EV71 感染合并神经系统症状手足口病患儿(分为脑炎组

和热性惊厥组)脑脊液趋化因子白细胞介素-8(IL-8)､ 正常 T 细胞表达分泌的活性调节蛋白(RANTES)
､ IFN-γ 诱导的单核因子(MIG)､ 单核细胞趋化因子-1(MCP-1)､ 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的表达

水平。 
结果 共 121 例 EV71 感染合并神经系统症状手足口病患儿纳入本研究,其中脑炎组患儿 99 例,热性

惊厥组患儿 22 例;男 73 例,女 48 例,年龄 4 月-7 岁,平均年龄 2.4 岁。脑炎组与热惊组患儿的年龄､

性别､ 外周血白细胞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入院前热程､ 总热程､ 住院总天数,脑炎组均高

于热惊组(p<0.05)。脑脊液蛋白含量随病情加重而升高,脑炎组高于热惊组(p<0.01)。脑炎组手足口

病患儿中所有检测的趋化因子水平均高于热惊组患儿(p 均<0.01)。 
结论 趋化因子参与了 EV71 感染后的炎症反应和免疫损伤过程,检测趋化因子对检测疾病进展和预

测疾病预后有重要作用。 
 
 
PO-0228 

复方磺胺甲噁唑治疗 12 例百日咳的临床体会 
 

齐利峰,麦玉真,邓继岿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究复方磺胺甲噁唑对于百日咳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给予复方磺胺甲噁唑治

疗的百日咳病人 12 例,对临床资料及治疗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12 例患儿,男 9例､ 女 3 例。3 月龄以下:7 例;3 月及 3 月玲以上:5 例。12 例患儿中有 9 例未

接种百日咳疫苗,1 例部分接种,2 例接种完全。所有患儿经百日咳 PCR 检查确诊为百日咳,PCR 拷

贝数波动于 5.12×103-1.08×106之间。12 例患儿在入院前或入院后均给予了足疗程大环内酯抗生素

治疗。患儿的痉挛性咳嗽在给予复方磺胺甲噁唑口服(剂量为 48mg/kg/day,分 2 次口服,疗程 3 至 8
天)后均有明显缓解。8 例在 3 天及 3 天以内明显缓解,4 例在 3 天以上缓解,所有 12 例患儿痉挛性咳

嗽在 5 天缓解。在予复方磺胺甲噁唑治疗 3 天,8 例复查百日咳 PCR 有 7 例拷贝数下降。在治疗结

束后,10 例患儿中有 9 例百日咳 PCR 检查为阴性。12 例病例中 11 例无不良反应,1 例有肝功能受

损。 
结论 复方磺胺甲噁唑虽然是百日咳治疗的二线用药,但是对于痉挛性咳嗽的缓解,以及百日咳的 PCR
拷贝数下降有明显疗效,不良反应较少。对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临床症状缓解不明显的百日咳

患儿,复方磺胺甲噁唑可以选择,但是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的数据论证。 
 
 
PO-0229 

Viral pathogens among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Shanghai children medical center,  China: 

surveillance, 2016-2017 
 

Cao Qing1,Tang Minyu1,Li Jin1,Tao Yue1,Mo Xi1,Cao Qing1,Tang Minyu1,Li Jin1,Tao Yue,Mo Xi1 
1.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ARIs), with viral pathogens as the major contributors, are 
the most common illnesses worldwide, and increase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mo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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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The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elderly people with ARIs need to be identified 
for disease intervention.  
Methods From Octerber 1st, 2016 through March 1st, 2017, respiratory specimens from children 
with ARI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settings in Shanghai children medical 
center.Each specimen was tested via 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for target viral 
and atypical etiologies including influenza, human rhinovirus (HRV), human para-influenza virus 
(PIV), adenovirus (ADV),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human metapneumovirus (hMPV), 
human coronavirus (hCoVs) ,human bocavirus (hBoV),Bordetella pertussis(BP), Chlamydia 
pneumoniae(CP) and Mycoplasma pneumoniae(MP). 
Results A total of 200 patients with ARI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112 (56%) males, and the 
median age was 5 years old. 184 (92%) patients were tested positive for any one of the eight 
viruses and atypical etiologies , including 130 single infections and 54 co-infections.RSV was the 
predominant virus (34.24%, 63/184), detected from 20.63% (13/63) of the outpatients and 
79.37% (50/63) of the inpatients. Influenza infections presented annual seasonal peaks during 
winter. Compared with non-influenza patients, those with influenza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fever, 
cough, sore throat and fatigu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dentified influenza as the leading viral pathogen among BMT with ARIs. 
An influenza vaccination strategy needs to be advocated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PO-0230 

过敏性紫癜高 IgG 血症与链球菌感染的关系分析 
 

林强,李晓忠,孔小行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研究过敏性紫癜患儿高 IgG 血症与溶血性链球菌的关系。 
方法 回顾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过敏性紫癜患儿,血
IgG>20g/L 者为高 IgG 组,另外随机选取血 IgG<20g/L 的过敏性紫癜患儿为对照组,比较分析两组患

儿 ASO(链球菌溶素 O)的阳性率,以及肾脏损害发生率､ 补体 C3､ C4 的差异。 
结果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共 2011 人因过敏性紫癜在我院住院治疗,血 IgG 高于 20g/L 者 53
人,其中 1 人因过敏性紫癜发病前两周因川崎病输注丙种球蛋白而未纳入研究, 终高 IgG 组纳入 52
人,其中男 25 人,女 27 人,平均年龄 7.71±2.45 岁。对照组 50 人,男 23 人,女 27 人,平均年龄

7.76±2.87 岁。高 IgG 组 ASO 阳性率 82.69%,对照组 ASO 阳性率 24%,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01)。高 IgG 组的 ASO 绝对值 869.64±529.30IU/ml,对照组 140.42±193.13 IU/ml, 两组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P<0.001)。高 IgG 组中,C3 及 C4 同时降低者 18 人,单纯 C4 降低者 10 人,其余 24 人

补体水平正常。对照组患儿补体均正常。高 IgG 组补体 C3 平均 0.99±0.38g/L,对照组补体 C3 平均

1.21±0.17g/L,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6)。高 IgG 组补体 C4 平均 0.16±0.14g/L,对照组 C4
平均 0.35±0.11g/L,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1)。高 IgG 组与对照组肾脏损害的发生率分别为

21.15%和 14.00%,无统计学差异(P=0.343)。两组患儿,发生肾脏损害者均为一过性蛋白尿或镜下血

尿,且均在 2-3 周内恢复正常。随访 1.62±0.85 年,无后遗症。 
结论 过敏性紫癜患儿高 IgG 血症可能与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有密切关联,且容易合并低补体血症,但过

敏性紫癜高 IgG 血症不影响肾脏损害的发生率,不影响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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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31 

单核细胞亚群及 T 淋巴细胞在鼻病毒感染性 
肺炎患儿中的作用研究 

 
赵明奇,连广琬,刘晓敏,陈翊,唐盈,朱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鼻病毒(RHV)感染所致的支气管肺炎患儿外周血单核细胞及 T 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的意义。 
方法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的支气管肺炎患儿,采集就诊或住院当天的咽拭

子或鼻腔抽洗液等标本,应用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急性期病原学情况,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腺病毒(ADV)､ 流感病毒(IFV)､ 副流感病毒(PIV)､ 鼻病毒(RHV)､ 人偏肺病毒(hMPV)､ 人博卡病
毒(HBoV)､ 巨细胞病毒(CMV)､ 肠道病毒(EV)､ EB 病毒(EBV)､ 单纯疱疹病毒(HSV)。选取 20 例

单一 RHV 感染患儿,及同期我院保健门诊就诊健康儿童 20 例。留取就诊或住院当天的肝素抗凝血

标本 2ml,行流式细胞术分析其外周血单核细胞 CD14++CD16-亚群(Mo1)､ CD14++CD16+亚群

(Mo2)及 CD14+CD6++亚群(Mo3)的表达,以及 CD3+(T)､ CD3+CD4+(Th)和 CD3+CD8+(Ts)细胞

比例。 
结果 20 例 RHV 病毒性肺炎患儿,男 14 例,女 6 例,年龄 1 月-6 岁,均符合病毒性肺炎诊断标准,其中

轻症 15 例,重症 5 例。20 例健康儿童,男 12 例,女 8 例,年龄 3 月-8 岁。与健康组相比,RHV 组患儿

经典型单核细胞 Mo1 比例明显降低,中间型单核细胞 Mo2 比例明显升高;重症患儿较轻症患儿 Mo2
细胞比例增高更为显著;非典型单核细胞 Mo3 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另外,RHV 患儿的外周血 T 细

胞及 Th 细胞与健康组相比明显下降,Ts 细胞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 RHV 病毒性肺炎患儿外周血单核细胞趋向于 Mo2 亚群变化,尤其在重症患儿更为明显;结合 T
细胞亚群联合监测可了解机体抗病毒免疫应答情况,并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患儿。 
 
 
PO-0232 

疱疹性咽峡炎患儿 C-反应蛋白与心肌酶谱变化的临床意义 
 

付遥垚,邹敏书,聂国明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疱疹性咽峡炎患儿 C-反应蛋白与心肌酶谱变化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疱疹性咽峡炎患儿 100 例,作为实验组,同时选择 50 例健康体检儿童作作为对照组,检测两

组患儿 C-反应蛋白与心肌酶谱(AST､ LDH､ CK､ CK-MB)的水平。 
结果 实验组组患儿 CRP 升高 62 例(62.0% ),对照组则为 4 例(8% ),实验组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P<0. 01)。实验组患儿心肌酶谱异常 82 例(82% ),其中 AST 异常 52% ､ CK38% ､ CK-MB21% ,
对照组患儿心肌酶谱异常 6 例(12% ),其中 AST 异常 10% ､ LDH 异常 23%､ CK 异常 8%､ CK-
MB 异常 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1)。 
结论 疱疹性咽峡炎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 C-反应蛋白升高及心肌受损;C-反应蛋白与心肌酶谱检测重

要性在疱疹性咽峡炎患儿中不容忽视,对该病应常规行 C-反应蛋白与心肌酶谱检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623 
 

PO-0233 

儿童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脑膜炎 6 例临床研究 
 

羡一心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总结儿童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LM)脑膜炎的临床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 例 LM 脑膜炎患儿的临床特点､ 治疗方案。  
结果 LM 脑膜炎多发生于免疫功能受损的人,通过摄入受污染的食物获得感染,经典的临床症状为发

热､ 头痛､ 颈强直和精神状态改变,治疗上三代头孢不敏感,有效的抗生素为氨苄青霉素､ 美罗培南

､ 复方新诺明。  
结论 对于脑膜炎患者,经验性传统用药疗效不佳时,应考虑 LM 脑膜炎可能,联合有效覆盖李斯特菌的

抗生素 
 
 
PO-0234 

TLR2､ TLR9 及 CD19､ CD23 在儿童传染性 
单核细胞增多症中的表达及意义 

 
母发光, 王强 ,郑佳,房俊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27 

 
 

目的 了解 IM 患儿不同时期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LR2､ TLR9 mRNA 和 CD19 ､ CD23 的表达情况

及其变化规律,以探讨其在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分析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 30 例确诊为 IM 患儿的临床

资料。新诊断 IM 的 30 例患儿为 IM 急性期组。其中 26 例(失访 4 例)经治疗临床症状体征消失,病
程满 1 个月为 IM 恢复期组。24 例同期常规体检健康的儿童为对照组。采用 SYBRGreen I 实时荧

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LR2 mRNA､ TLR9 mRNA 的表达。采用流式细胞术检

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B 细胞 CD19+和永生 B 细胞 CD19+CD23+的阳性表达率。 
结果 (1)IM患儿急性期､ 恢复期及对照组 CD19+及 CD19+CD23+表达阳性率比较:急性期表达阳性

率低于恢复期 (P<0.05);急性期和恢复期表达阳性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2)急性期､ 恢复期及
对照组 TLR2mRNA､ TLR9mRNA 相对表达水平的比较:急性期表达水平高于恢复期 (P<0.05);急性

期和恢复期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TLR2､ TLR9,CD19+CD23+､  CD19+在 IM 不同时期通过对免疫细胞的调节可能参与了 IM 发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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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35 

Serotype distributi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ttern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serogroup 6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Chinese children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PCV13  

 
Shi Wei,Yao Kaihu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45 
 
 

Objective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 an important pathogen in infectious diseases worldwide, 
and serogroup 6 S. pneumoniae strains is very popular in China. The study was  
to detectthe serotype distributi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ttern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serogroup 6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Chinese children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PCV13. 
Metho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erotype distributi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ttern and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215 serogroup 6 S. pneumoniae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 China during 2013-2016. Serotyp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Quellung reaction with 
antisera. Antibiotic resistance against 11 antimicrobials was tested using the E-test method or 
disc diffusion. The sequence types (STs) were assigned with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Data analysis was acquired with the WHONET 5.6 software. 
Results The percentage of serotype 6A, 6B, 6C and 6D among the 215 serogroup 6 strains were 
50.7% (109/215), 36.3% (78/215), 12.6% (27/215) and 0.5% (1/215) respectively. All of the 
strains were susceptible to levofloxacin and resistant to erythromycin. No isolate was resistant 
against parenteral penicillin, but the intermediate and resistant rate reached 72.6% (156/215) and 
5.1% (11/215) based on the oral breakpoint. Sixty-seven STs were detec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ith 14 were newly assigned. The most common clonal complexs (CCs) were CC3173 (26.5%, 
57/215), CC9789 (13.5%, 29/215), CC90 (13.0%, 28/215) and CC902 (8.8%, 19/215), and the 
nonsusceptibility rate of these four CCs against penicillin and cefuroxime (penicillin: 98.2%, 100%, 
100%, 100%; cefuroxime: 98.2%, 100%, 96.4%, 94.7%) were higher than the overall level of 
serogroup 6 isolates (penicillin:22.3%; cefuroxime: 29.8%). 
Conclusions 6A is the most common serotype of serogroup 6 S. pneumoniae strains. Different 
CCs/STs express diverse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ttern. 
 
 
PO-0236 

两家县级医院 178 株卡他莫拉菌分离株的抗生素敏感性分析 
及 β-内酰胺酶监测 

 
史伟

1,文德年
2,陈长会

3,姚开虎
1 

1.北京儿童医院 
2.中江县人民医院 
3.酉阳县人民医院 

 
 

目的 卡他莫拉菌是引起感染性疾病的重要病原菌。目前尚无判定该菌抗生素敏感性的统一标准,不
同地区使用的监测方法及判定标准不一致,致使来自不同研究的结果无法进行比较。该研究主要了

解两家县级医院呼吸道感染儿童鼻咽部卡他莫拉菌的携带情况及分离株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方法 采集 2015 年全年中江县人民医院和酉阳县人民医院儿科住院呼吸道感染患儿鼻咽拭子并分离

卡他莫拉菌,采用 E-test 法和纸片扩散法检测分离菌株对 11 种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结合欧洲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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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敏感性判定(EUCAST)､ 美国临床实验室国家标准委员会(CLSI)和英国抗微生物化疗学会

(BSAC)三种判读标准解读检测结果。用头孢硝噻吩纸片法检测分离株是否产 β-内酰胺酶。 
结果  共分离到卡他莫拉菌 178 株,两家医院的分离率分别为 7.12%(中江,77/1082) 和 9.58% (酉
阳,101/1054)。所有菌株对卡他莫拉菌敏感。CLSI 和 BSAC 中没有规定该菌对美罗培南的敏感性

判定折点,根据 EUCAST 标准,菌株对美罗培南的敏感率为 100%。无论使用哪种判定标准,两家医院

分离株对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的不敏感率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中江县医院的分离株较酉阳县医院

分离株更敏感 (Fisher, P<0.05)。根据 CLSI 判定标准,菌株对红霉素的不敏感率为 70.8%,其中中江

县医院分离株为 79.2%,酉阳县医院分离株为 64.3%;根据 EUCAST 和/或 BSAC 判定标准,菌株对红

霉素的不敏感率达到 92.1% ,中江县医院分离株和酉阳县医院分离株不敏感率分别为 90.9%和

93.1%。β-内酰胺酶阳性率为 99.4% (177/178), 两家医院产酶率分别为 99.0% (中江)和 100%(酉
阳)。 
结论 几乎所有分离株均产 β-内酰胺酶。菌株对氨苄西林和红霉素的敏感性较差,对三代､ 四代头孢

菌素及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的敏感率较高。依据不同判定标准对卡他莫拉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敏

感性进行判定,其结果表现出较大差异。 
 
 
PO-0237 

气管导管内壁清理术对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 
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郭松领,左泽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索使用气管导管内壁清理术是否能有效降低 VAP 的发生率。 
方法 采用前瞻性､ 随机对照､ 单盲设计,对 2016 年 1 至 2017 年 1 月入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重症医学科的机械通气 48 小时以上的患儿,采取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三组各 108 例:对照组､ 试

验 1 组(气管导管内壁清理术一天一次)､ 试验 2 组(气管导管内壁清理术一天两次),按照 2013 版中

华重症医学会发布的 VAP 的临床诊断标准,统计各组 VAP的发生率､ 气管导管的堵管率､ 机械通

气时间､ 住 PICU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 
结果 总计 324 例纳入研究,对照组发生 35 例 VAP(32.41%),实验 1 组发生 24 例(22.22%),实验 2 组

发生 13 例(12.03%),组间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5)。堵管情况,对照组发生 9 例堵管

(8.33%),实验组均无堵管发生,组间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1),而机械通气时间､ 住 PICU 时

间以及住院时间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气管导管内壁清理术可有效降低 VAP 的发生率,并显著降低气管导管的堵管率。 
 
 
PO-0238 

儿童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 1 例并文献复习 
 

钱婧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通过对 1 例儿童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CA-MRSA)感染病例以及分子生物

学特征的分析,增强对 MRSA 社区获得性感染的认识。 
方法 我们对 2016 年 6 月 24 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病房收治的 1 例感染 CA-
MRSA 患儿的病例特点进行分析,并从该患儿血､ 痰､ 胸腔积液标本分离 3 株 MRSA 菌株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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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外药物敏感试验。应用 PCR 方法对分离株行多位点基因分型(MLST)､ 甲氧西林耐药性决定基

因(SCCmec),杀白细胞素基因(PVL)进行检测。 
结果 患者男,2 岁,因败血症､ 软组织蜂窝织炎､ 气胸入院,病程中出现 MRSA 败血症,继之出现重症

肺炎､ 脓气胸､ 化脓性关节炎,经积极抗感染治疗好转出院。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显示,该 MRSA 菌株

除对 B-内酰胺类抗生素及大环内酯类均耐药,对其他抗生素均敏感。分离的 3 株 MRSA 均属于

ST59-MRSA—SCCmec V 型,PVL 基因阳性。 
结论 儿童 CA—MRSA 分离株对非 β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有较高的耐药率,并且多重耐药率和耐药谱

与菌株克隆有关。 
 
 
PO-0239 

血清 25-(OH)D3 水平与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严重程度 
及免疫功能相关性研究 

 
钱婧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不同严重程度肺炎的患儿的 25-羟维生素 D3[25-(OH)D3]､ 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水平,探
讨血清 25-(OH)D3 水平与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严重程度及免疫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175 例社区获得性肺

炎患者作为病例组,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分为重症肺炎组 87 例,轻症肺炎组 88 例。同期采用随机数字

法收集在本院保健科进行健康体检的 10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测定三组儿童的血清 25-
(OH)D3 水平,同时检测所有肺炎组患儿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比例､ CRP､ PCT､ 体
液免疫(IgA､ IgG､ IgM),细胞免疫(CD4､ CD8､ CD19､ CD16/56)水平,并分析血清 25-(OH)D3 水

平与炎性细胞及免疫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三组间血清 25-(OH)D3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值 76.95,P<0.05),轻重症肺炎组之间白细胞

计数､ CRP､ PCT､ IgG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25-(OH) D3 水

平与白细胞总数､ CRP 及 PCT 呈负相关(分别=-0.307､ -0.175､ -0.163,P 均 <0.05),而与 IgG 呈正

相关(r=0.181,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25-(OH)D3 和 IgG 水平是儿童重症社区

获得性肺炎的高危因素。 
结论 血清 25-(OH)D3 与 IgG 水平与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情严重程度关系密切,重症肺炎患儿血清

25-(OH)D3 与 IgG 水平明显低于轻症肺炎组,检测患儿的血清 25-(OH)D3 和 IgG 水平对于疾病的早

期评估有重要的意义。 
 
 
PO-0240 

162 例小儿鼠伤寒沙门菌肠炎临床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杜敏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19 

 
 

目的 回顾性分析小儿鼠伤寒沙门菌肠炎的临床特点及耐药情况,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2016 年我院收治的 162 例鼠伤寒沙门菌肠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及药敏数据,总
结其临床特点及耐药情况。 
结果 共 162 例患儿大便分离培养出鼠伤寒沙门菌,占同期大便分离沙门菌属的 68.64%,是沙门菌属

的主要致病血清型,有 116 例(71.60%)有不洁饮食史。本组患儿男 109 例(67.3%),女 53 例(32.7%),
中位年龄 1.12(0.25,5.0)岁,以婴儿为主(60.49%),夏季为发病高峰(58.64%)。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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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0%)､ 大便含粘液及血(90.74%),里急后重 (62.96%)､ 大便次数增多以 5-10 次为主

(76.54%)。实验室检查可发现大便含不同程度的白细胞(95.06%)､ 红细胞(88.27%)及脓细胞

(58.64%),多伴血 C 反应蛋白增高(65.43%)及白细胞计数增高(62.96%)。 162 株鼠伤寒沙门菌对抗

生素的耐药率由低到高依次为: 头孢曲松(12.96%)､ 环丙沙星(14.81%)､ 头孢噻肟(17.28%)､ 复方
新诺明(35.80%)､ 氨苄西林(81.48%)。有 18 株(11.11%)对 3 种以上抗生素耐药,7 株(4.32%)对所

有抗生素均敏感。     
结论 鼠伤寒沙门菌是沙门菌属的主要致病血清型,鼠伤寒沙门菌肠炎好发于 1 岁以内的婴儿,夏季为

发病高峰。本地区鼠伤寒沙门菌有耐药株及多重耐药株,对氨苄西林高度耐药,对三代头孢及含酶抑

制剂的三代头孢较敏感。 
 
 
PO-0241 

先天性梅毒并发巨细胞病毒感染病例的观察及分析 
 

何树新,张慧敏,王彩英,庞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0015 

 
 

目的 对照先天性梅毒及先天性梅毒并发巨细胞病毒感染的病例,总结各自病情严重程度,探讨先天性

梅毒容易并发巨细胞病毒感染可能的原因。 
方法 统计我科自 2013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住院的先天性梅毒患儿 128 例,根据有无合并巨细胞病

毒感染分为单纯先天性梅毒患儿(113 例)和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梅毒患儿(15 例)两组。比较他们

的一般情况､ 肝功受损严重程度及持续时间,有无血液系统受累及肺部病变。 
结果 两组病人的一般情况,如性别､ 发病年龄无统计学差异。15 例并发巨细胞病毒的病人中,2-12
周的 9 例,占 60.0%,与常见巨细胞病毒感染年龄相符。113 例单纯梅毒患儿未出现肝功能损害的有

57(50.4%)人,出现肝功能损害的有 56(49.6%)人,合并 CMV 感染的 15 例梅毒患儿未出现肝功能损

害有 3(20%)人,出现肝功能损害的有 12(80%)人。单纯梅毒患儿组 ALT 升高的占

31%(25/113),AST 升高的占 46%(51/113),胆红素升高的占 27%(30/113),低蛋白血症的占

75%(85/113)。合并 CMV 感染的梅毒患儿组 ALT 升高的占 67%(10/15),AST 升高的占 73%(11/15),
胆红素升高的占 33%(5/15),低蛋白血症的占 100%(15/15)。两组转氨酶升高的程度 P<0.05,有统计

学意义。两组肝功能转归的时间 0.05<P<0.1。单纯梅毒患儿组出现血液系统改变的有 59(46%)例,
存在肺部病变的有 26(23%)例;合并 CMV 感染的梅毒患儿组出现血液系统改变的有 11(73%)例,存
在肺部病变的有 4(27%)例。  
结论 1.先天性梅毒患儿易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考虑与二者都易致免疫缺陷,且有相似的传播途径有

关。2.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先天性梅毒患儿肝功能损害更重,且不易转归。其中,以转氨酶的改变

为显著,部分亦可加重低白蛋白血症及淤胆。3.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先天性梅毒患儿比单纯先天

性梅毒患儿更易累及血液系统,主要表现为贫血及血小板的减少。 
 
 
PO-0242 

苏州地区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病毒病原学特征分析 
 

石婷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了解苏州地区引起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的常见呼吸

道病毒及呼吸道病毒的好发年龄和季节分布及临床特点,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早期防控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因肺炎(除外院内感染､ 胎传感染､

先天因素､ 非感染因素引起的肺炎)住院且进行痰检患儿共 22825 例,患儿入院当天采用无菌负压吸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628 
 

引法采集新鲜痰液,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 7 种常见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流感病毒 A､  B 型 (influenza virus type A and B, Inf - A 和 Inf-B) ,副流感病

毒 l､ 2､ 3 型(parainfluenza virus type 1~3,Pinf1~3) ,腺病毒(adenovirus, ADV) ,聚合酶链反应法检

测博卡病毒(human bocavirus, HBoV),并以病历回顾调查表的方式对病人一般情况､ 临床､ 实验室

检查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2010 年至 2014 年在 22825 例 CAP 患儿中病毒检出 6314 例,总检出率为 27.66%。(2)不
同病毒存在不同的流行季节。(3)单纯呼吸道合胞病毒､ 博卡病毒､ 副流感病毒 3 感染引起的 CAP
好发于 2 岁以下儿童,其中呼吸道合胞病毒以 3 月内婴儿 多见,博卡病毒好发于 6~24 月婴幼儿,副
流感病毒 3 以 6~12 月婴儿 多见。(4) 单纯呼吸道合胞病毒､ 博卡病毒､ 副流感病毒 3 感染临床

表现对比分析发现,发热症状博卡病毒组(55.61%)>副流感病毒 3 组(44.19%)>呼吸道合胞病毒组

(30.32%);喘息､ 气促及肺部呼气相喘鸣音症状组间比较,呼吸道合胞病毒组发生率高于博卡病毒组

､ 副流感病毒 3 组;副流感病毒 3 组肺部湿罗音(39.09%)发生率低于博卡病毒组(48.72%)､ 呼吸道
合胞病毒组(54.15%);外周血检查博卡病毒组血常规､ 中性百分比､ C 反应蛋白均值高于呼吸道合

胞病毒组､ 副流感病毒 3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苏州地区引起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常见病毒为呼吸道合胞病毒､ 其次为博卡病毒､ 副流感病

毒 3,不同病毒有不同的流行季节､ 年龄分布､ 临床及外周血特点,通过了解不同病毒的年龄､ 季节

分布及其临床外周血特点,为临床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 
 
 
PO-0243 

手足口病合并面神经麻痹 1 例报道 
 

石婷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进一步了解手足口病引起的神经系统并发症 
方法 患儿,男,5 岁,以“手足皮疹十天,口角歪斜一天”为主诉入院。患儿十天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手足

掌背部及双膝部红色皮疹,无发热,至当地医院诊断手足口病,予“头孢类及清热解毒”治疗三天,患儿皮

疹渐结痂,昨日患儿出现吐字不清,口角歪斜,来我院门诊拟“手足口病､ 右侧面神经麻痹”收住入院。

患儿既往体健,G1P1,足月剖腹产,生长发育正常,按时接种疫苗。入院查体:T36.4℃,P80 次/分,R20
次/分,BP96/66mmHg,Wt20Kg,神志清楚,精神良好,手足掌侧及背侧及双膝部可见数目不定的红色斑

丘疹及疱疹,泡壁厚,疱疹周围有红晕,部分疱疹已结痂。全身浅表淋巴结不肿大,眼结膜无充血,眼球

活动正常,无斜视,无震颤,双侧瞳孔等圆等大,对光反射存在。咽部充血,扁桃体 II°肿大,颈软,呼吸平稳,
两肺呼吸音粗,未及啰音。心率 80 次/分,心音有力,节律齐。腹软,肝脾肋下未及。神经专科检查:颈
无抵抗,右侧额纹消失,右侧闭眼不能,鼻唇沟变浅,双侧面部感觉存在,无眼球震颤,伸舌居中,口角向左

侧歪斜,吹口哨时可见右侧漏气,无吞咽困难及声嘶,四肢肌力､ 肌张力正常,双膝腱反射存在,神经系

统病理征未引出。入院诊断:1:手足口病 2:右侧面神经麻痹。入院后血常规:WBC5.61X10^9/L､
L51.3%､ HB120g/l､ PLT236X10^9/L。脑脊液白细胞､ 生化基本正常,电解质正常,PPD 阴性,结核

抗体阴性,胸片未见异常,生化全套､ 血沉､ 体液免疫､ 细胞免疫未见异常,血､ 脑脊液未检出

COX16､ EV71 病毒,血片分类:异性淋巴细胞 5%,头颅 MRI:部分空泡蝶鞍。入院后予喜炎平清热解

毒,神经节苷酯营养,地塞米松抗炎减轻水肿等治疗一周,患儿手足膝皮疹大部分干结,口角仍歪斜,复
查血涂片正常,出院后地塞米松逐次减量,半年后随访患儿面瘫缓解。 
结果 患儿手足口病恢复期出现面神经瘫痪 
结论 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具有嗜神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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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44 

2015-2016 年宜昌城区儿童 EB 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谢利波,刘敏,王敏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3 

 
 

目的 了解宜昌城区儿童 EB 病毒(EBV)感染状况,为 EBV 相 
关疾病的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统计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儿科住院患儿 EBV 抗体谱检测结果

539 例,并对结果进行多角度分析 
结果 共检出抗体阳性 302 例,总阳性率 56.03%。其中 VCA-IgM 阳性 76 例(14.10%),VCA-IgG 阳性

193 例(35.81%),EBNA-IgG 阳性 195 例(36.18%),EA-D-IgG 阳性 96 例(17.81%)。不同年龄组抗体

总阳性率及不同抗体阳性率均显示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与抗体阳性率呈正相关,年龄

越大,阳性率越高。不同季节阳性率比较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冬季的 VCA-IgM 阳性率

低,夏季 高。总抗体阳性率前五位病种分别为发热待查､ 上呼吸道感染､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 肝功能异常和急性扁桃体炎,而 VCA-IgM 阳性率 高的前五位病种分别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 淋巴结炎､ 扁桃体炎,肺炎和支气管炎。不同病种 EBV 相关抗体的总阳性率及各种抗体的阳性率

之间结果均显示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宜昌城区的夏季,以发热,淋巴结肿大及扁桃体炎为主要临床症状的 3 岁以上患儿,应高度警惕

EB 病毒感染的可能。 
 
 
PO-0245 

急诊患儿抗生素应用与炎性指标､ 用药原因的联合分析 
 

吴越,陈泽彬,张交生,魏红,邓继岿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调查急诊就诊患儿抗生素使用谱,分析抗生素应用与炎性指标､ 用药原因的对应关系。 
方法 收集一个 24小时急诊给予抗生素处方的所有患儿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抗生素名称､ 用药途径

､ 诊断､ 外周血白细胞､ 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分析抗生素

应用的原因及抗生素谱的分布。 
结果 在调查日 2016 年 12 月 10 日急诊就诊人数共 656 人,213 例给予抗生素治疗,抗生素使用率为

32.5%。使用抗生素的人群中,94.4%(201/213)为单用一类抗生素,5.6%(12/213)联合两类抗生素。

用药途径:静脉为 40.8%(87/213),口服为 59.2%(126/213)。静脉抗生素处方前三位:二代头孢菌素､

大环内酯类､ 青霉素类;口服抗生素处方前三位:大环内酯类､ 三代头孢菌素､ 二代头孢菌素。

70.0%(132/213)行外周血白细胞及 hsCRP 检测,其中 63.6%(84/132)有白细胞升高,36.4%(48/132)
白细胞正常;39.4%(52/132)CRP 升高,60.6%(80/132)正常;27.3%(36/132)白细胞与 CRP 均升高。

抗生素给药原因主要有:急性支气管炎(32.4%,69/213)､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30.0%,64/213)､ 急性支
气管肺炎(10.3%,22/213)､ 急性喘息性支气管炎(8.9%,19/213)､ 急性胃肠道感染(7.0%,15/213)。
同时伴白细胞升高的比例分别为:急性支气管炎(33.3%,23/69)､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43.8%,28/64)､
急性支气管肺炎(50%,11/22)､ 急性喘息性支气管炎(42.1%,8/19)､ 急性胃肠道感染(20%,3/15)。 
结论 急诊患儿使用抗生素的主要原因是呼吸道感染。抗生素种类以头孢菌素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为主。经验性使用抗生素可根据临床诊断及炎性指标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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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46 

2007-2013 年杭州地区儿童细菌性痢疾菌型与耐药性演变 
 

祁正红,许如菊,赵仕勇,蒋茂莹,厉小玉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调查 2007 年 12 月—2010 年 12 月(第一组)及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0 月(第二组)本地区儿

童细菌性痢疾菌谱及耐药情况演变,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指导。 
方法 分析近 7 年共 103 例细菌性痢疾患儿志贺菌血清型及对常用抗菌药的耐药情况变化。 
结果 检出福氏志贺菌感染 80 株,宋内志贺菌感染 21 株,鲍氏志贺菌 2 株。志贺菌属对氨苄西林､ 复

方新诺明､ 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严重;对头孢噻肟､ 氨曲南､ 环丙沙星耐药有增高趋势,需要警惕,对
头孢吡肟的耐药率略有下降,对亚胺培南､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比较高。检出菌株普遍存在多

重耐药,尤其是第二组三重以上耐药明显高于第一组。 
结论 福氏志贺菌是本地区的优势菌群;第一组与第二组对比耐药率变化差异不大,但三重以上耐药率

第二组比第一组有明显增高,志贺菌属对常用抗生素存在严重多重耐药现象,定期监测本地区病原菌

药敏情况,为临床科学选用抗生素及提高治疗效果提供依据。 
 
 
PO-0247 

长春地区儿童甲型流感流行情况 
 

马岩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分析长春地区儿童甲型流感的流行特点。 
方法 采集 2016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在长春市儿童医院门诊的疑似流感现症病人的咽部拭子标本,应
用免疫胶体金的方法对标本进行甲型流感病毒检测。 
结果 甲型流感病毒总阳性率为 31.1%(2412/7758)。其中男童感染率为 32.8%,高于女童

29.1%(χ2=12.125,P=0.000)。感染高峰时间为 1-4 月,检出 2364 例,占 98%(2364/2412),感染率为

34.8%(2364/6791),明显高于其他月份(χ2=352.01,P<0.0001)。感染年龄 1 月-17 岁,2-4 岁为高发年

龄。症状以持续高热为主。 
结论 1.2017 年长春地区儿童流行甲型流感。2.1-4 月为发病高峰。3.男童感染率高于女童。4.感染

年龄 1 月-17 岁,2-4 岁为高发年龄段。 
 
 
PO-0248 

儿童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韩书珍,俞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科 201102 

 
 

目的 探讨儿童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streptococcal toxic shock syndrome,STSS)的临床特征､

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 1 例儿童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患儿的临床

资料。应用中文数据库(维普､ 万方､ 及 CNKI)及 Pubmed 数据库,分别以“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

征”,“儿童”和“streptococcal toxic shock syndrome”“children”“case report”作为关键词和检索词,共同

检索由 1996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5 月 1 日的文献,对文献病例资料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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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女,11 岁,因“右大腿血管瘤 10 余年,发热､ 右腿肿痛 3 天伴抽搐 1 次”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入住我院 PICU。入院时血压 115/45mmHg,右侧下肢根部可见皮肤红肿,局部皮温升高,右下肢肿

痛明显,不能抬离床面。人院后给予多次扩容及去甲肾上腺素等血管活性药物应用,3 次连续性血液

净化(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美罗培南､ 万古霉素联合奥硝唑抗感染,甲强

龙抗炎及白蛋白､ 静脉丙种球蛋白､ 悬浮红细胞等对症支持治疗;期间右侧大腿脓肿两次穿刺液培

养结果均为 A 组化脓性链球菌,对青霉素､ 头孢丙烯､ 头孢曲松､ 万古霉素､ 左氧氟沙星敏感。10
天后患儿病情稳定转入我科(感染科),根据上述培养药敏的结果,抗生素降级为头孢曲松联合青霉素

治疗 1 周好转出院,出院后继续口服抗生素头孢丙烯 2 周,患儿可下地行走。文献检索出 5 篇中文文

献,报道 6 例患儿,均有发热､ 皮疹,并快速进展出现休克表现,其中 4 例伴有呼吸衰竭,给予呼吸机支

持;3 例死亡,其中 2 例在入院 24 小时内死亡;英文文献 27 篇,共 38 例患者,其中 10 例咽炎,8 例皮肤

软组织感染,7 例化脓性关节炎,4 例坏死性筋膜炎,3 例水痘,3 例腹膜炎,2 例川崎病,2 例横纹肌溶解,2
例蜂窝织炎,1 例化脓性肌炎,1 例新生儿大疱性脓庖病,1 例脑干功能障碍,1 例胰腺炎,1 例淋巴组织

细胞增生症。38 例病例中,22 例存活,死亡 16 例。 
结论 STSS 是一种少见的严重感染综合征,早期表现无特异性,多迅速进展为休克及多脏器功能衰竭,
严重威胁患儿生命。儿科医师应提高对该病的警惕性,早期识别､ 及时诊断､ 充分治疗是改善预后

的关键。 
 
 
PO-0249 

孕妇及新生儿血清中抗百日咳抗体水平的检测 
 

孟庆红
1,罗洁

1,杨帆
1,申英杰

2,李莉
2,李丽君

1,史伟
1,王亚娟

1,姚开虎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 

 
 

目的 调查我国孕妇及新生儿血清中抗百日咳抗体水平。 
方法 随机选取北京地区 286 例孕妇及 221 例新生儿作为检测对象,其中孕妇在孕 35 周留取外周血

标本,新生儿在出生时留取脐带血,分离血清后通过 ELISA 检测抗百日咳毒素特异性 IgG 抗体。 
结果 74.1% (212/286)的孕妇及 66.5% (147/221)的新生儿血清中的抗百日咳抗体在检测线以下(<5 
IU/ml)。即使可检测出百日咳抗体,绝大多数孕妇(79.7%, 59/74)及新生儿(73.0%, 54/74)的抗体水平

处于 5-<20 IU/ml 之间。当采用 40 IU/ml 作为保护作用的界值时,98.3% (281/286) 的孕妇及 95.9% 
(202/211)的新生儿的抗体水平在保护线以下。仅 5 例孕妇的抗体处于保护线以上,其中 2 例抗体水

平高于≥100 IU/ml,提示近期百日咳感染。 
结论 我国孕妇及新生儿普遍缺乏抗百日咳抗体而对百日咳易感。因此,在我国对孕妇或育龄妇女进

行百日咳加强免疫是十分必要的。 
 
 
PO-0250 

降钙素原､ C 反应蛋白､ 乳酸脱氢酶在儿童恶性实体瘤 
合并感染及肿瘤进展中的诊断价值 

 
李凡,张伟令,胡慧敏,张谊,黄东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176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  C 反应蛋白(CRP)､ 乳酸脱氢酶(LDH)在儿童恶性实体瘤合并感染

及肿瘤进展患儿中的变化规律及其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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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儿科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恶性实体瘤患儿

152 例,分为感染组 34例､ 对照组(非感染组)118 例,为进一步分析将对照组按肿瘤有无进展分为稳

定期组 74例､ 进展期组 44 例,检测所有患儿的血清 PCT､ CRP､ LDH,对比各组患儿血清 PCT､
CRP 和 LDH 的水平,并对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感染组患儿血清 PCT､ CRP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诊断感染时,PCT 曲线下面积为

0.997(95%可信区间 0.992~1.000),CRP 曲线下面积为 0.935(95%可信区间 0.895~0.974),当 PCT
的截断值为 0.51ng/ml 时,其敏感度为 73.5%,特异度为 100%,当 CRP 的截断值为 10.17mg/L 时,其
敏感度为 91.2%,特异度为 73.7%。与稳定期组患儿相比,进展期组患儿血清 PCT､ CRP､ LDH 明

显升高(P<0.05)。判断肿瘤进展时,PCT 曲线下面积为 0.692(95%可信区间 0.590~0.795),CRP 曲

线下面积为 0.840(95%可信区间 0.768~0.912),LDH 曲线下面积为 0.908(95%可信区间

0.853~0.963),当 PCT 的截断值为 0.094ng/ml 时,其敏感度为 70.5%,特异度为 70.3%,当 CRP 的截

断值为 2.2mg/L 时,其敏感度为 75.0%,特异度为 73.0%,当 LDH 的截断值为 300.50U/L 时,其敏感度

为 77.3%,特异度为 82.4%。相关分析显示,患儿 PCT､ CRP､ LDH 水平均与肿瘤进展呈正相关

(PCT:r=0.322,P=0.000;CRP:r=0.570,P=0.000;LDH:r=0.684,P=0.000),其中 LDH 与肿瘤进展相关

性 高,PCT 与肿瘤进展相关性 低。 
结论 血清 PCT､ CRP､ LDH 均为诊断恶性实体瘤患儿合并感染的重要指标,PCT 在诊断感染时优

于 CRP,且受肿瘤因素的影响明显小于 CRP。LDH､ CRP 在判断肿瘤是否进展方面相较于 PCT 有

明显优势。联合检测 PCT､ CRP 与 LDH 在鉴别儿童恶性实体瘤合并感染及肿瘤进展中具有较高的

诊断价值。 
 
 
PO-0251 

Etiology and Epidemiology of Children with Diarrhea in 
Shanghai  

 
Chang Hailing,Zeng Me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etiology, epidemiology and risk factors of childhood 
diarrhea in Shanghai. 
Methods A total of 2075 outpatient children with diarrhea from 2014 to 2016 and 680 children 
without diarrhea in 2014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Stool samples of both group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potential enteric pathogens include rotavirus, norovirus, diarrheagenic Escherichia coli, 
nontyphoidal Salmonella (NTS), campylobacter, Shigella, Pathogenic vibrio, Yersinia 
enterocolitica were identified and typed from 2014 to 2016. Sapovirus, astrovirus and adenovirus 
were also detection in 2015 and 2016. 
Results Of 2075 enrolled children with diarrhea, enteric pathogens identified in 1167 (56.2%) 
cases. The pathogens identified in diarrheal children were rotavirus (18.3%), diarrheagenic 
Escherichia coli (12.2%), norovirus (2.9%), NTS (9.3%), Campylobacter (4.6%), astrovirus (4.1%), 
sapovirus (3.2%), adenovirus (4.5%) and Shigella (0.2%). Enteric pathogens detected in 20.6% of 
controls. Those pathogens identified in controls were diarrheagenic Escherichia coli (13.1%), 
norovirus (4.7%), NTS (1.9%), rotavirus (1.3%) and Campylobacter (1.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ontrolling adjusted for age suggest rotavirus, Campylobacter, NTS, and 
norovirus have pathogenic association with diarrhea, while several types of diarrheagenic 
Escherichia coli have no association with diarrhea. Contact with a diarrheal patient was a risk 
factor for rotavirus and Campylobacter infection. Good hand hygiene can help to reduce the risks 
for developing rotavirus, norovirus and NTS diarrhea. 
Conclusions Enteric pathogens infection is common in children in Shanghai and measures 
should be done to control children’s diarr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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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52 

2012-2015 年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诺如毒流行病学特点 
及其基因型别研究 

 
卢丽娟,钟华清,徐梦华,苏犁云,徐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的基因型别､ 流行季节及年龄分布,以了解本地区腹

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的动态变化特征。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前来就诊的门诊腹泻婴幼儿(年
龄≤5 岁)粪便标本 650 份,采用 RT-PCR(Reverse transcription-PCR)或 PCR 检测粪便标本中的轮

状病毒､ 诺如病毒､ 札如病毒､ 星状病毒及腺病毒,采用基因测序和进化树分析的方法确定诺如病

毒的基因型。 
结果 2012-2015 年诺如病毒的总检出率为 16.3% (106/650)。诺如病毒感染的腹泻婴幼儿中,单独

感染者占 90.6%(96/106)。2012-2015 年间诺如病毒流行型别以 GII.4 型 (52.8%)为主,其次为

GII.12 型(18.9%)。且 GII.4 亚型中,除在 2012 年检出 2006a､ 2006b 和 Sydney 2012 三种亚型的

流行外,其他年份仅出现 Sydney-2012 亚型的流行。GII.12 型在四年间呈现隔年流行的特点(2012
年: 6.9%;2013 年:29.2%;2014 年:5.3%;2015 年:29.4%)。同时,在 2015 年检出了

GII.17(14.7%,5/34)的流行。此外,不同年份还检出 GII.12､ GII.7 等型别的少量流行。 
结论 上海地区近几年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流行型别多样,但仍以 GII.4 型为主,又以 GII.4-Sydney 
2012 亚型为主。不同年份诺如病毒病毒流行型别又有差异且极易出现“新”型别的流行。因此,实时

监控诺如病毒的流行情况,对于诺如病毒疫苗的研制及婴幼儿诺如病毒性腹泻的防控措施的制定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PO-0253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IN SHANGHAI, CHINA, 2010-2016 

 
Li Jingjing1,Pan Hao2,Wang Xiangshi1,Ge Yanling1,Cai Jiehao1,Li Yuefang1,Xia Aimei1,Wang Zhonglin1,Hu 

Jiayu2,Zeng Mei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bjective The continuous surveillance of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tiology of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s (HFMD) is important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rapeutic and prophylactic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This study aimed to monitor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FMD and prevalent serotypes of enteroviruses causing the outbreaks of HFMD in Shanghai 
during 2010~2016. 
Methods The citywide surveillance data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FMD outbreaks in Shanghai. 
Results From 2010 to 2016, a total of 337,041 HFMD cases were notified and 1,716 (0.51%) 
were severe. The attack rates of HFMD in Shanghai were 1.62~2.82/1000 in the entire population 
and 37.23~66.54/1000 in children < 5 years old. In terms of proportion of HFMD and severe 
cases in the specific population, mal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children <5 years accounted for 
59.33%~61.48% and 62.26%~73.77%, 45.34%~62.40% and 72.01%~85.71%, 
and79.16%~86.08% and 82.86%~94.89%, respectively. HFMD peaked from April and July. The 
detection rates of EV71 and Coxsachievirus A16 (CA16) were 73.08%~100% and 0%~2.90% in 
severe HFMD cases, 19.64%~48.74% and 2.02%~23.69% in uncomplicated inpati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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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40.08% and 8.36%~33.39% in mild community cases, respectively. The CA6 and CA10 
in mild community cases in 2015~2016 accounted for 40.51%~45.11% and 1.64~2.5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annual HFMD outbreak occurred in Shanghai during 2010~2016. Children <5 
years old, migrant children and male were the major susceptible population. EV71 and CA16 
were the predominant pathogens of HFMD during 2010~2014 and CA6 was predominantly 
prevalent in 2015~2016. EV71 remained the major pathogen responsible for severe HFMD. 
 
 
PO-0254 

PREVALENCE OF ENTEROVIRUS SEROTYPES IN 
CHILDREN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 

HERPANGINA AND ENCEPHALITIS/MENINGITIS IN 
SHANGHAI, 2014~2016 

 
Li Jingjing,Wang Xiangshi,Ge Yanling,Li Yuefang,Xia Aimei,Wang Zhinglin,Zeng Me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Human enteroviruses can cause a broad spectrum of diseases in children. It is 
anticipated that enterovirus 71 (EV71) infection will be prevented by EV71 vaccine currently 
available. This study aimed to the prevalence of EV71 and other enterovirus serotypes in children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 (HFMD), herpangina and encephalitis/meningitis in Shanghai 
during 2014~2016. 
Methods We collected samples from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FMD, herpangina and 
encephalitis/meningitis during 2014 ~2016. The nested RT-PCR and sequencing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enteroviruses serotypes. 
Results From 2014 to 2016, 1141 stool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with HFMD, 111 throat swab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with herpangina, 56 cerebrospinal fluid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with 
viral encephalitis/meningitis were taken, respectively. Among HFMD patients, 14 enterovirus 
serotyp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coxsachievirus A6 (CA6,39.26%), EV71(38.83%), 
CA16(14.11%),CA10(4.29%), CA4(1.75%), CA2(0.79%), CA9(0.26%), E18(0.26%), 
CA12(0.08%), CA18(0.08%), CA17(0.08%), coxsachievirus B1 (CB1,0.08%), echovirus 30(E30, 
0.08%), E3(0.08%). Among 191 HFMD-associated encephalitis/meningitis cases, 7 enteroviruses 
serotyp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EV71(79.69%), CA6(10.94%), CA16(5.73%),CA2(1.56%), 
CA10(1.04%), CA4(0.05%), E30(0.05%). Among herpangina patients, 8 serotyp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CA6 (28.83%), CA10(22.52%), CA2(21.62%), CA16(10.81%), CA5(8.11%), 
CA4(6.31%), CA9(0.90%) and CA12(0.90%). Enterovirus was positive in 23 (41.07%) 
cerebrospinal fluid specimens from viral encephalitis/meningitis and 8 serotyp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E30(34.78%), E9(13.04%), CA6(13.04%), CA2(13.04%), CA9(8.69%), E6(8.69%), 
CA10(4.35%), and CB3(4.35%). All cases survived. 
Conclusions A great diversity of enterovirus serotypes circulated in Shanghainese. EV71 was 
associated with HFMD and severe HFMD and non-EV71 enteroviruses were responsible for 
herpangina and viral encephalitis/meningitis. Overall, CA6, CA10, CA2, CA16 were the common 
serotypes causing HFMD, herpangina and viral encephalitis/meningitis. E30 and E9 were 
frequent serotype responsible for encephalitis/mening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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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55 

Clinical epidemiology,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molecular tracing of nontyphoidal Salmonella enteric 

infections in children 
 

Wei Zhongqiu1,Chang Hailing1,Li Yuefang1,Wang Zhonglin1,Xu Xuebin2,Zeng Mei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epidemiology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nontyphoidal 
Salmonella enteric infections in children, and trace the possible infectious source. 
Methods Salmonella isolates were serotyped and tested fo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using Kirby-Bauer method. PCR and sequencing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ESBL/AmpC-
producing genes and quinolone resistant determining region gene mutation. The predominant 
serovars were analyzed by pulsed-field gel-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the enrolled 3143 children with probable bacterial diarrhea during 2012-2014, NTS 
was identified in 738 (23.5%) and 41 serovas were identified with Salmonella Enteritidis and 
Typhimurium representing 42.6% and 28.2% of isolates, respectively. The common symptoms 
included fever (57.5%) and blood-in-stool (31.1%). NTS isolates exhibited the high-level 
resis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antibiotics. Resistance to the third-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amoxicillin-clavulanate and ciprofloxacin was detected in 7.5%~10.0%, 6.7%, and 1.1% of 
isolates, respectively. Of 45 ciprofloxacin-resistant strains, gyrA, parC, gyrB and parE locus 
mutation were identified with gyrA D87N mutation detected in 26. Of the 64 ESBL/AmpC-
producing strains, 55 were CTX-M positive, 40 TEM positive, 5 DHA positive, 2 CMY positive and 
2 SHV positive. The 54 (36.5%) of 148 Salmonella Typhimurium strains shared more than 85.1% 
similarity in banding patterns to the isolates from poultry meat , and water, and 97 (97.0%) of 100 
Salmonella Enteritidis strains showed patterns more than 84.6% similar to isolates from poultry 
meat and fish, turtles, water and environment. 
Conclusions  Nontyphoidal salmonella was the common pathogen causing bacterial diarrhea in 
Shanghainese children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was serious. Food of animal origin was 
potentially a major source of nontyphoidal salmonella infections. 
 
 
PO-0256 

小于 8 月龄麻疹患儿临床特征分析 
 

吴婷婷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对实验室确诊的小于 8 月龄婴儿麻疹发病特点进行分析,为进一步防控婴儿麻疹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感染门诊就诊的疑似麻疹患

儿设计统一表格采集临床资料,取静脉血用 ELISA 方法检测麻疹病毒 IgM 抗体,对经实验室确诊､ 临

床资料完整的 110 例小于 8 月龄婴儿麻疹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①110 例婴儿麻疹年龄分布以 6—8 月龄为主;男婴 64 例,女婴 46 例, 3 至 5 月为发病高峰月份; 

②患儿母亲中有明确疫苗接种史 23 例(23/110,20.9%),接种史不详 59 例(58/110,52.7%),明确未接

种疫苗 29 例(29/110,26.4%),曾患麻疹 2 例。 
③所有病例均有发热及皮疹表现,中高热 101 例(91.8%),热后 2 至 4 天出疹 69 例(62.7%),典型麻疹

粘膜斑 77 例(70%),卡他症状 109 例(99%),出现呼吸道系统合并症 80 例(72.7%); 
④以检测麻疹抗体 IgM 阳性为确诊时间,本组病例平均确诊时间 4.3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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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于 8 月龄婴儿麻疹临床表现多较典型,易发生呼吸系统并发症,危害性大;患病婴儿母亲的麻

疹自然感染率低､麻疹疫苗接种率低,是小于 8 月龄婴儿麻疹发病率增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麻疹抗体

IgM 检测阳性并不适于麻疹早期诊断;提高育龄妇女麻疹疫苗接种率､ 寻找更早期的麻疹确诊方法提

高早期诊断率是防控和消除麻疹的有效措施。 
 
 
PO-0257 

溺水后多器官曼氏裂头蚴病一例 
 

杨子浩,叶盛,陈振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曼氏裂头蚴病,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常见寄生的组织有眼､ 皮下､ 脑部,而内脏少见。 
方法 我们报道一例因溺水后造成脑及肺部同时受累的病例,该病例脑内肺内病灶广泛,虽经积极抗寄

生虫治疗,但 终因颅内病灶严重引起脑疝､ 脑功能衰竭。 
结果 该病例 终因颅内病灶严重引起脑疝､ 脑功能衰竭。 
结论 对于曼氏裂头蚴病,除手术摘除外,尽早抗寄生虫治疗。特别当脑部出现多发性病灶时,应及时采

取综合治疗,避免脑疝发生。 
 
 
PO-0258 

HCMV 潜伏相关因子 UL138 通过 MRP1 的免疫调控作用 
 

陶然,李伟,李华美,刘丽芳,尚世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人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是先天性感染 常见的病原体,其潜伏-激活的

感染特性在先天性感染发病中起关键作用。 近研究发现在 HCMV 潜伏感染的细胞中,病毒潜伏相

关因子 UL138 能够通过溶酶体的功能抑制宿主细胞表面多药耐药相关蛋白 1(Multidrug resistance-
associated protein 1, MRP1)的表达水平。MRP1 除作为耐药蛋白外,还可以促进趋化因子 CCL19
依赖的树突细胞向淋巴结的定向转移,进而调节机体的免疫识别功能。本研究旨在探索 UL138 在

HCMV 潜伏感染状态下通过 MRP1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在前期构建的 HCMV 潜伏感染细胞模型基础上,将 HCMV 潜伏感染细胞与初始 T 细胞共培养,
通过转染 UL138 过表达载体或 UL138 干扰载体上调或下调 UL138 的表达水平,采用 CCK8 检测 T
细胞的增殖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 CD4+/CD8+细胞比值,荧光定量 PCR 检测 T 细胞 IL-6､ IL-10､
IL-4､ TNF-α､ CCL19 的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潜伏感染细胞 MRP1､ CCR7､ IE 的表达,ELISA
检测培养上清中 LTC4､ CysLTs 的水平,比较上述指标在 UL138 表达水平调控前后的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⑴ UL138 过表达组 T 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减弱(p<0.01),UL138 干扰组 T 细胞

的增殖能力显著增强(p<0.01);⑵ UL138 过表达组 T 细胞 CD4+/CD8+比值显著降低

(p<0.01),UL138 干扰组 T 细胞 CD4+/CD8+比值显著升高(p<0.01);⑶ UL138 过表达组 T 细胞 IL-6
､ TNF-α 和 CCL19 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1),IL-10 和 IL-4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1),而
UL138 干扰组 T 细胞 IL-6､ TNF-α 和 CCL19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1),IL-10 和 IL-4 的表达水

平显著降低(p<0.01);⑷ UL138 过表达组潜伏感染细胞 MRP1､ CCR7､ IE 蛋白表达水平降

低,UL138 干扰组潜伏感染细胞 MRP1､ CCR7､ IE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⑸ UL138 过表达组细胞培养

上清中 LTC4､ CysLTs 含量显著降低(p<0.01),UL138 干扰组细胞培养上清中 LTC4､ CysLTs 含量

显著升高(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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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CMV 潜伏相关因子 UL138 通过负向调控 MRP1-CCR7-CCL19 通路,抑制 T 细胞的增殖能力

和免疫功能,从而促进病毒的潜伏感染。 
 
 
PO-0259 

儿童肺吸虫感染 5 例诊治分析 
 

詹飞 
襄樊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分析儿童肺吸虫病的临床表现, 影像特点,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 2010-2017 年在我科确诊的 5 例肺吸虫患儿,分析其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诊疗

情况,并结合文献复习 
结果 5 例患儿均来自农村,均有食用不熟吓蟹史,以发热咳嗽起病,均为多浆膜腔积液,表现为不同程度

的胸腔积液､ 腹腔积液,2 例合并肝脾肿大,5 例均有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增高,1 例血清 IgE 检测明显高

于正常,5 例肺吸虫血清抗体均阳性。CT5 例均有炎症渗出及胸腔积液,3 例可见轨道征,1 例可见空

洞并结节,4 例给予吡喹酮后痊愈,1 例合并支原体感染给予阿奇霉素治疗后痊愈 
结论 儿童肺吸虫病临床表现复杂,农村患儿多有不洁饮食及疫水接触史,结合患儿临床表现､ 血嗜酸

粒细胞增多､ 肺吸虫抗体阳性等检查以明确诊断,早期治疗,同时还需注意其他合并感染可能以免误

诊。 
 
 
PO-0260 

人巨细胞病毒 UL133 基因型对婴幼儿肝功能损伤的研究 
 

温正旺,陈敏,陈洁,石海矾,蔡晓红,陈益平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索 HCMV(人巨细胞病毒)UL133 基因型对婴幼儿肝功能损伤的分子机制。 
方法 搜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感染科住院且确诊为巨细胞病毒肝炎的患儿,一共 68
例,年龄 2 岁以内,作为实验组,在我院门诊体检肝功能正常且确诊为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患儿 66 例作

为对照组.每位患儿抽取 3ml 的血液和留取 10ml 的尿液,首先筛查基因型,然后检测各组与肝功能损

伤相关的分子蛋白含量,即 caspase-3 和 caspase-6。 
结果 实验组中 UL133 基因型的阳性率为 64 例,对照组则为 2 例,且 caspase-3 和 caspase-6 的表达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含有 UL133 基因型的巨细胞病毒感染婴幼儿后,可能通过诱导 casepase-3 和 caspase-6 的表

达上升,导致了婴幼儿肝功能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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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61 

PD-1/PD-L1､ CTLA-4､ TIGIT 表达水平对 IM 和 EBV-HLH 
早期识别的临床价值 

 
黄小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1 
 
 

目的 探索 PD-1/PD-L1､ CTLA-4､ TIGIT 的表达水平对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及 EB 病毒感染相关

性嗜血细胞综合征早期识别的临床价值。 
方法 1.研究对象: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9月湖南省儿童医院收治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多症､ EBV-
HLH 患儿,与来院体检的健康儿童对照,按年龄､ 性别匹配。 (1)纳入标准:①年龄 18 岁以下;②符合

EBV 感染 IM 和 HLH 的诊断标准;③不具有慢性疾病和有免疫缺陷病或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

者;④征得患儿家长或监护人同意。 (2)传单的诊断标准:参照儿童非肿瘤性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原则建议[11],为初诊患儿,既往无 EB 病毒感染史。 (3)EBV-HLH 的诊断标准:符合 HLH-
2004 诊断标准[12],并且同时具有 EBV 感染证据,除外其他原因继发 HLH 者。 (4)排除标准:合并其

他疾病及其他器官基础疾病者;不合作者。 2.采血时期:抽取健康体检儿童､ IM､ EBV-HLH 患儿入

院时､ 病情变化时以及疾病好转时静脉血进行相关指标检测。 
3.检测指标: (1)外周血 CD4+T､ CD8+T 及 NK 细胞表面 PD-1､ PD-L1､ CTLA-4､ TIGIT 检测:分别

抽取入院健康体检儿童､ IM 和 EBV-HLH 患儿的静脉血 2ml,用 EDTA*K2 抗凝管,迅速混 ,取
100μL,分别加入 CD3､ CD8､ CD56､ PD-1､ PD-L1､ CTLA-4､ TIGIT 抗体,涡旋,加入 2mlPBS 离

心 2 次,每管加入 300μLPBS 溶液,上流式细胞仪检测。 (2)EBV-DNA 荧光定量检测:采用荧光定量

聚合酶链反应系统检测。 (3)EB 病毒抗体检测:静脉抽血 2 mL,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 EBV 四种抗体,
包括:VCA-IgM､ VCA-IgG､ EA-IgG 和 EBNA-IgG。 (4)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CD4+､ CD8+､ NK 细胞表面抗原等。 (5)血常规:包括白细胞､ 血红蛋白､ 淋巴细胞比值及异淋比

值。 (6)其他:外周血甘油三酯或纤维蛋白原等 4.制作临床观察表 5.收集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13.0 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相关性分析应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已完成 20 个 IM患儿､ 2 例 EBV-HLH 患儿及 10 名健康体检儿童的血液标本收集及相关指标

的检测。目前从实验数据中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1.PD-1､ PD-L1､ CTLA -4､ TIGIT 在 IM 入院时升高,治疗后复查有下降。 
2.PD-1､ PD-L1､ CTLA -4､ TIGIT 在 EBV-HLH 入院时明显升高,治疗后复查有下降。 
3.PD-1､ PD-L1､  CTLA-4､ TIGIT 在 EBV-HLH 中比 IM 患儿升高更显著 
结论 预测 PD-1､ PD-L1､  CTLA-4､ TIGIT 可作为区别 IM 和 EBV-HLH 早期识别的指标 
 
 
PO-0262 

2016 年浙大儿院 125 株百日咳鲍德特菌体外耐药模式研究 
 

华春珍,汪洪姣,陶孝芬,李建平,米芋枚,王高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百日咳鲍德特菌是儿童百日咳的病原菌,该菌体外培养未常规开展,临床对该菌感染的治疗仅限

于经验用药。本研究的目的的了解百日咳鲍德特菌的体外耐药模式,为儿童百日咳的病原治疗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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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临床诊断为“百日咳综合征”的患儿常规采集鼻咽拭子培养,细菌的鉴定

根据典型菌落特点､ 革兰染色､ 触酶试验和氧化酶试验初筛后,以百日咳和副百日咳血清凝集试验

鉴定并经质谱分析验证。药敏试验采用 Etest 法。 
结果 研究年限内 125 名患儿百日咳培养阳性,阳性率 29.4%。患儿年龄范围 24d~9y7m,中位数年龄

4m。66.4%的患儿问 6 个月以下婴儿。96%患儿均有阵发性痉挛性咳嗽, WBC 明显增高且以淋巴

细胞为主占 44.8%。菌株对红霉素､ 阿奇霉素和克林霉素的 MIC50和 MIC90均>256μg/ml,73.6%的

菌株为 MIC>256μg/ml 的高水平耐药株。对氨苄西林､ 头孢呋辛､ 头孢曲松､ 头孢哌酮舒巴坦和甲

氧苄啶-磺胺甲基异噁唑的 MIC90分别为 0.25μg/ml､ 8 μg/ml､  0.19μg/ml､ 0.047μg/ml 和
0.5μg/ml。80%患者经敏感抗生素治疗 10-15 天好转,20%病情反复。 
结论 体外试验百日咳鲍德特菌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率高,部分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对该菌有较好

抗菌活性,其体内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PO-0263 

Evaluation of BinaxNOW®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tigen test on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purulent meningitis 
 

谢永平,华春珍,汪洪姣,沈珏,李建平,王高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Purulent meningitis is a common invasive pneumococcal disease in children. In today’s 
routine diagnostics, cerebrospinal fluid culture (CSFC)is the standar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pneumococcal meningitis. However,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bacterium cultivation is time 
consuming, and previous antibiotics lower the positivity rate of cultiv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to evaluate a rapid identification, BinaxNOW®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tigen test 
on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purulent meningitis. 
结果 One hundred and eighty-four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111 from male, aged from1d 
to13y8m, median was 2.1m) were collected during 2015-2016. Based on cultivation, 52(28.3%, 
including 15 strains of Escherichia coli ) were positive and pneumococci were identified in 10 
samples (5.4%). However, pneumococcal antigen were found in 33 (17.9%) samples, 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and 100% and 99.3%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of BinaxNOW®  
antigen tes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ultivation method (sensitivity was 31.3%). 
结论 BinaxNOW®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tigen test is a rapid identification method with 
high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diagnosis rate of pneumococcal 
meningitis. 
 
 
PO-0264 

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小儿治疗百日咳的疗效观察 
 

刘芙蓉,罗如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析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小儿百日咳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3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9 月本院救治的百日咳患儿 61 例,按随机法分作两组:对照组

31 例,给予常规治疗;实验组 30 例,在常规基础上配以鼻气道持续正压通气治疗。观察两组 终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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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痉咳消失时间和憋气消失时间:实验组患儿分别为(8.363±0.824)d､ (8.288±0.558)d,对照组患

儿分别为(11.802±1.187)d､ (11.738±1.781)d,实验组两项时间指标皆要低于对照组指标,均满足

P<0.01,故此,差异带有显著性,存在统计意义;喷嚏危象并发症和肺部并发症:实验组为 1 例(3.333%)
､ 2 例(6.667%),对照组为 7 例(22.581%)､ 9 例(29.032%),成组对比后,均存在实验组多于对照组和

P>0.05,故此差异显著､ 存在统计意义;实验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100%(30/30),对照组临床治疗总

有效率为 87.097%(27/31),有效率对比后,实验组明显要高于对照组,同时卡方检验后 P<0.05､ 差异
显著,存在统计意义 
结论 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对百日咳疾病的治疗成效更为明显,因此可在临床

上进行推广。 
 
 
PO-0265 

儿童肺吸虫病 1174 例临床分析 
 

胡杨红,詹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分析总结儿童肺吸虫病的临床特征和治疗效果,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肺吸虫病的认识,减少误

诊率,为肺吸虫病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确诊的 1174 例肺吸虫

病患者,并且统计其流行病学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表现及治疗方法。 
结果 儿童肺吸虫病以男性为主。82.00%的儿童发病年龄在 3-10 岁之间。72.06%的患儿有明确的

流行病学史,以生食溪蟹或饮用溪水 常见。肺吸虫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胸肺型(34.41%) 为常见,
其次为混合型(33.65%)､ 脑型(13.54%)､ 皮肤型(13.03%)､ 腹型(2.13%)。肺吸虫病的影像学表现

多样,85.65%的胸片､ 97.91%的胸部 CT 异常。仅 2.54%活组织检查见虫体或虫卵,但 74.91%可见

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有 68.73%的儿童在院外被误诊。总共 1164 例患者给予吡喹酮驱虫治疗,大部

分患者治愈或好转带药出院,2 例患儿死亡。 
结论 肺吸虫病患者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诊断时应当充分结合流行病学史､ 临床表现及辅

助检查。确诊后应予吡喹酮驱虫治疗,必要时手术治疗。绝大多数患儿预后好,少数可遗留严重后遗

症甚至死亡。 
 
 
PO-0266 

655 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分析 
 

李联侨,洪少贤,陈競芳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厦门地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特点及细菌耐药情况,为本地区的临床治疗提供依

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厦门市儿童医院住院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 1746 例临床资料,
包括病原学构成及细菌耐药情况､ 临床表现､ 纤维支气管镜､ 影像特点､ 辅助检查等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1.1746 例患儿中病原学检查阳性 655 例(37.5%),主要以婴幼儿为主,发病季节以秋冬多见。2.
本组病例细菌感染 253 例(38.6%),病毒感染 169 例(25.8%),肺炎支原体/衣原体/嗜肺军团菌感染 97
例(14.8%);混合感染 65 例(9.9%);细菌感染 多的为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流感嗜血杆菌

､ 卡他莫拉菌;病毒感染 多见为 RSV､ 流感､ 副流感;非典型菌 多为肺炎支原体､ 沙眼衣原

体;MP 多见于 3 岁以上患儿与 3 岁以下患儿对比有显著差异(X2=58.03,p<0.01);两种病原体混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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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多见年龄小于 6 个月的患儿与 1 岁以上患儿比较有显著差异(X2=87.1,p<0.01)。3.检出肺炎链球

菌 87 株中,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PRSP)45 株,对红霉素､ 克林霉素全部耐药,对万古霉素均敏感。

检出产超广谱一内酰胺酶(ESBLs)菌株 22 株,其中大肠埃希氏 13 株,肺炎克雷伯杆菌 9 株,对氨苄西

林､ 头孢类抗生素全部耐药,其中 1 株对美洛培南耐药,对亚胺培南全部敏感。4.降钙素原及 CRP 的

检测有助于鉴别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的 CAP。 
结论 厦门地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多见于婴幼儿为主,细菌以肺炎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病
毒感染为 RSV､ 流感､ 副流感为主,RSV､ 及混合感染者多见于 6 个月以下婴幼儿降钙素原及 CRP
的检测有助于鉴别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的 CAP;了解本地区 CAP 病原体特点及降钙素原及 C-反应

蛋白检测有助于避免滥用抗生素。 
 
 
PO-0267 

黄石地区新生儿梅毒流行病学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陈文超,许云波 
黄石市团城山医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435000 

 
 

目的 了解黄石地区新生儿梅毒分布情况,分析该地区新生儿梅毒危险因素,为新生儿梅毒预防提供参

考数据,以期降低本地区新生儿梅毒发生率。 
方法 以黄石地区 2012 年 3 月-2016 年 3 月 6 家妇产医院接诊生产的孕妇及新生儿为研究对象,以孕

妇围产期梅毒感染情况､ 新生儿梅毒感染情况为主要调查内容,整理统计相关数据资料,分析黄石地

区新生儿梅毒 4 年期间的发病率。将新生儿产妇按照新生儿是否为梅毒患儿分组,新生儿梅毒患儿

设为梅毒感染组,新生儿未感染梅毒患儿为梅毒未感染组,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产妇的临床相关指

标, 分析影响新生儿感染梅毒的相关因素,再将判定为影响新生儿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对新生儿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近四年 6所妇产医院工接诊､ 建档､ 生产产妇 38856 例孕娩出的新生儿 39600 例,新生儿出生

后 28d 内确诊为梅毒感染者 408 例,新生儿梅毒发病率 1.03%,不同年份新生儿梅毒发病率比较,随
着时间的推移,新生儿梅毒发病率呈上升之势,但不同年份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新生儿

梅毒感染组合未感染组产妇的相关资料比较发现:新生儿梅毒感染组与未感染组产妇的相关资料比

较发现:产妇妊娠期梅毒感染､ 检测时孕周､ 孕前保健检查､ 孕前梅毒感染史､ 梅毒感染孕妇规范

治疗为新生儿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对新生儿梅毒感染相关因素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产妇妊娠期感染梅毒､ 检测时孕周>14周､ 孕前未进行保健检查､ 有孕前梅毒感染史､ 梅

毒感染孕妇未规范治疗是新生儿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 新生儿梅毒感染 重要的临床工作是预防,做好育龄女性围妊娠期的性传播疾病健康宣教､ 健

全妊娠女性各项梅毒感染的核查工作,强化梅毒感染妊娠女性的跟踪治疗应引起相关妇产医院的重

视,以期降低新生儿梅毒的发病率,提高人口素质。 
 
 
PO-0268 

重症手足口病细胞免疫功能变化的 meta 分析 
 

利幸芝,吴曙粤,曹棨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2 

 
 

目的 评价重症手足口病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为病情进展的判断及揭示发病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系统评价方法,检索中英文数据库,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估,然后提取数据进

行 meta 分析。把研究分成 3 组:重症组､ 普通组､ 正常组,对 3 组的细胞免疫功能改变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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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重症组与普通组  CD3+细胞:(MD)=-9.30,95%CI:-14.17~-4.42;P<0.05。 CD4+细
胞:(MD)=-6.15,95%CI:-9.27~-3.03; P=0.0001,P<0.05。CD8+细胞:(MD)=-2.13,95%CI:-3.92~-0.34; 
P=0.02,P<0.05。CD4+细胞/CD8+细胞:(MD)=-0.20,95%CI:-0.27~-0.14; P<0.00001,P<0.05。NK
细胞:(MD)=-1.81,95%CI:-4.59~-0.98; P=0.2,P>0.05。B 淋巴细胞:(MD)=2.83,95%CI:-0.34~5.99; 
P=0.08,P>0.05。2､ 重症组与正常组  CD3+细胞:(MD)=-16.09,95%CI:-20.62~-11.56; 
P<0.00001,P<0.05。 CD4+细胞:(MD)=-11.10,95%CI:-13.68~-8.52; P<0.00001,P<0.05。CD8+细
胞:(MD)=-3.43,95%CI:-5.52~-1.33; P=0.001,P<0.05。CD4+细胞/CD8+细胞:(MD)=-0.47,95%CI:-
0.63~-0.31; P<0.00001,P<0.05。NK 细胞:(MD)=-1.73,95%CI:-5.87~2.42;P=0.41,P>0.05。B 淋巴

细胞:(MD)=12.65,95%CI:9.68~15.63; P<0.00001,P<0.05。3､ 普通组与正常组 CD3+细胞:(MD)=-
10.10,95%CI:-12.72~-7.47; P<0.00001,P<0.05。 CD4+细胞:(MD)=-5.08,95%CI:-6.42~-3.75; 
P<0.00001,P<0.05。CD8+细胞:(MD)=-1.57,95%CI:-2.93~-0.21; P=0.02,P<0.05。CD4+细胞

/CD8+细胞:(MD)=-0.15,95%CI:-0.27~-0.03;P=0.02,P<0.05。NK 细胞:(MD)=-0.43,95%CI:-
2.63~1.78;P=0.7,P>0.05。B 淋巴细胞:(MD)=10.06,95%CI:7~13.11; P<0.00001,P<0.05。 
结论 手足口病患儿的 CD3+细胞､ CD4+细胞 ､ CD8+细胞､ CD4+细胞/CD8+细胞与手足口病的病

情有关,病情越重下降得越明显。提示监测患儿细胞免疫功能对手足口病的诊治及病情的判断具有

积极的临床意义。 
 
 
PO-0269 

儿科分离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子特征和生物膜形成能力研究 
 

杨鑫,钱素云,姚开虎,王丽娟,刘颖超,董方,宋文琪,甄景慧,周为,许宏,郑红艳,李文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生物膜能形成一层牢固的物理和化学屏障,使金黄色葡萄球菌耐受宿主的免疫防御､ 营养限制

､ 热应激和抗生素治疗的压力。本研究旨在探索儿科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分离株的分子特征和生物

膜形成能力。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于北京儿童医院收集金黄色葡萄球菌,采用头孢西丁纸片法鉴定甲氧

西林耐药金黄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检测 mecA 基因进一步确认为 MRSA,对所有菌株进行多位点序

列分型(MLST)和 agr 分型,对 MRSA 菌株进行葡萄球菌染色体 mec 盒(SCCmec)基因分型,并对生物

膜形成能力和生物膜形成相关基因进行了监测。 
结果 研究期间收集 209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其中 MRSA 100 株 (47.8%) 。ST59-SCCmec Ⅳ-t437 
(62%)是 MRSA 的主要流行克隆。MSSA 检测率前五的克隆为 ST22-t309 (13.8%), ST398-t571 
(11.0%), ST5-t002 (8.3%), ST25-t078 (6.4%), ST188-t189 (5.5%) 。85%的 MRSA 和 53.2%的

MSSA 表现为较强强生物膜形成。88.7%的 MRSA ST59-SCCmec Ⅳ-t437 (62%) 可形成较强生物

膜,且该流行克隆的生物膜形成能力显著强于其他 MRSA 菌株。MSSA ST188-t189 克隆的生物膜

形成能力显著高于 ST22-t309 (P=0.0070)和 ST398-t571 克隆(P=0.0114)。ST59-SCCmec Ⅳ-t437 
克隆 12 种生物膜形成基因的检出情况为 icaA (100%)､ icaD (98.4%)､ fnbpA (100%)､ fnbpB (0)
､ clfA (100%)､ clfB (100%)､ cna (1.6%)､ bbp (0)､  ebpS (82.3%)､ sdrC (79.0%)､ sdrD (4.8%)
､ sdrE (96.8%)。 
结论 中国儿科 MRSA 分离株表现出强烈的同源性,具有较强生物膜形成能力的 ST59-SCCmec Ⅳ-
t437 是主要的流行克隆。相反,MSSA 分离株遗传背景多样,半数 MSSA 也表现出较强的生物膜形成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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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0 

儿科厌氧菌培养瓶应用价值探讨 
 

刘冰
1,董方

2,刘钢
1 

1.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 
2.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细菌室 

 
 

目的 了解儿科临床增加厌氧血培养瓶送检阳性菌种情况和对病原菌检出率的影响,总结仅厌氧瓶培

养阳性人群特点。 
方法 对北京儿童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共 6314 瓶厌氧瓶血培养结果进行回顾性统计分

析。 
结果 同时送检需氧瓶和厌氧瓶的检出率达 6.9%,仅送检需氧瓶检出率为 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于致病菌,仅厌氧瓶阳性组(厌氧瓶阳性需氧瓶阴性)与其余阳性组(需氧瓶阳性厌氧瓶阴

性和双瓶同时阳性)在肠杆菌科阳性方面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儿科临床中血流感染病人,如果考虑肠杆菌科细菌感染可能,可同时送检厌氧瓶。 
 
 
PO-0271 

24 例重症手足口病死亡病例临床分析 
 

杜曾庆,罗云娇,甘泉,杜丽江,刘阳,马薇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重症手足口病(HFMD)的临床特点､ 治疗､ 病死率､ 死亡原因及病原学。我科 2008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住院 HFMD 10737 例,其中重症病例 7657 例(71.31%),对其中重症病例 24 例

(0.31%)死亡进行临床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方法 1)本组病例中 23 例危重型均出现高血压,除早期(2009 年及 2010 年对高血压的认识不足)危重

型 5例神经源性肺水肿肺出血病例､ 1 例重型病例及 2例分别在入院时､ 入院 10 小时突然肺出血

死亡,未给予降压治疗外,其余 16例给予药物治疗､ 控制高血压。2013 年前的 11 例给予酚妥拉明

4-20ug/kg.min 微量泵持续泵入,同时加用米力农,3 例酚妥拉明用至 20ug/kg.min 高血压未能控制改

用硝普钠 2-5ug/kg.min。2014 年后 5 例选用硝普钠 2-8ug/kg.min 微量泵持续泵入。2)全部病例入

院后收入我科监护病房,20 例入院后-10 小时内,平均 6.47 小时内给予呼吸机辅助机械通气抢救治

疗。根据病情呼吸机辅助治疗参数 PEEP 分别选用 5-12cmH2O。3)20%甘露醇 5-8ml/kg 半小时内

快速静滴,q4~6 h,加用速尿静注及人血白蛋白治疗。4)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 14 例选用 0.5g/kg。 
结果 1 例重型病例入院后 12 小时夜间突然死亡,系吐奶窒息死亡,教训惨痛。23 例 HFMD 病例病情

凶险均在入院时或入院后很快发展到第 4 期(心肺功能衰竭期),除 1 例肺出血家长拒绝呼吸机辅助机

械通气治疗､ 2例分别在入院时､ 入院 10 小时内肺出血死亡,未上呼吸机治疗外。20 例上了呼吸机,
其中 18例为神经源性肺水肿､ 肺出血,2例为呼吸､ 循环衰竭,虽经积极抢救, 终抢救无效死亡。本

组病例死亡时间 1-24 小时,平均 16 小时。 
结论 HFMD 重症病例危重型,病情危重,需要紧急救治。EV71 是引起危重型手足口病及死亡 主要

的病原。临床医师要加强对 HFMD 的学习,很好掌握 HFMD 各期病情变化及救治措施。当 HFMD
患儿出现高热,呕吐､ 易惊､ 肢体抖动､ 低头困难,说明病情进入第 2 期(并发脑炎),需要住院治疗。

在第 2 期基础上,当 HFMD患出现呼吸､ 心率增快,下肢凉(往往提示血压升高)提示病情进入第 3 期

(心肺衰竭前期),在治疗脑炎同时,积极给予治疗､ 控制高血压可明显减少静脉丙种球蛋白及机械通

气的应用,是 大限度降低危重型 HFMD 病死率及致残率的关键。 
-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18例为神经源性肺水肿､ 肺出血,2
例为呼吸､ 循环衰竭,虽经积极抢救, 终抢救无效死亡。本组病例死亡时间 1-24 小时,平均 16 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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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2 

婴儿无乳链球菌感染的临床分布､ 耐药性及机制研究 
 

张交生,董意妹,张蕾,王和平,邓继岿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研究婴儿无乳链球菌感染的临床分布､ 耐药性及红霉素耐药机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收治的无乳链球菌感染患儿资料,总
结无乳链球菌的临床分布､ 耐药性,对保存菌株进行红霉素耐药基因 ermA､ ermB､ ermC､ mefA､
mreA 的检测。 
结果 共 72 例患儿,男 42 例,女 30 例,发病年龄为出生 1 小时~4 月,其中新生儿科 48 例(66.7%)。早

发感染 9 例(12.5%),晚发感染 63 例(87.5%)。败血症 27 例(37.5%),化脓性脑膜炎 26 例(36.1%),肺
炎 11 例(15.3%),化脓性关节炎 5 例(6.9%),泌尿系感染 2 例(2.8%),鞘膜积液伴感染 1 例(1.4%)。青

霉素､ 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敏感率为 100%。红霉素､ 克林霉素耐药率在 2013 年前为 43.9%､
75.6%,2014 年后为 80.6%､ 77.4%。红霉素耐药菌株中耐药基因 ermB 的阳性率为 92%(23/25),敏
感菌株中未发现 ermB,所有菌株中均未发现 ermA､ ermC､ mefA､ mreA 耐药基因。 
结论 婴儿无乳链球菌感染菌株对青霉素､ 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 100%敏感;红霉素､ 克林霉素耐药

率高,且逐年上升;红霉素耐药主要由基因 ermB 介导。 
 
 
PO-0273 

Diagnostic value of plasma an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 EBV-DNA load in children 

primary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M) 
 

Hu Bin,Sun Ming,Huang Y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361003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pstein–Barr virus (EBV)-DNA in 
plasma an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MBC) in primary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M). 
Methods 67 cases of primary IM patients and 75 health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from April 2015 to March 2016. The plasma and PBMC EBV-DNA load and EBV-related 
antibodies (including EBV-CA-IgM, EBV-CA-IgG, and EBV-EA-IgG)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ELISA, respectively. Th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level and counts of lymphocytes 
were detected by the HITACHI 7600 biochemical autoanalyzers and sysmex N9000 complete 
automatic hemanalysis instrument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median of plasma and PBMC EBV-DNA load (380 and 2.51 × 105 IU/mL, 
respectivel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s (P < 0.01). Plasma EBV-DNA load 
shown that AU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0.908, 83.6%, and 94.7%, respectively. Those of 
the PBMC samples were 0.944 of AUC, 89.6% of sensitivity, and 82.7% of specificity, 
respectively. However, combination of plasma and PBMC EBV-DNA load could clearly increase 
AUC (0.967), sensitivity (98.3%), and specificity (99.0%). In IM group, the plasma and PBMC 
EBV-DNA load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abnormal lymphocytes ratio (P <0.01)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level (P <0.05), but weren’t correlated with sex, age, counts of 
lymphocytes, EBV-CA-IgM (+). Analysis of EBV-CA-IgG (+) and EBV-CA-IgM (-) indexes 
indicated that the plasma and PBMC EBV-DNA loading values in the I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s (P <0.001) regardless of EBV-NA-IgG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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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ombination detection of plasma and PBMC EBV-DNA load has a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diagnosis of primary IM. The EBV-DNA loading valu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IM, therefore, could be a better diagnostic indicator than EBV-CA-IgM (+) in 
the early stage of IM. 
 
 
PO-0274 

致死性婴儿社区获得性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临床分析 
 

段袁园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暴发起病的婴儿致死性社区获得性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以期提高对该

病的早期认识及诊治能力 
方法 对 2013-2016 年安徽省儿童医院收治的 4 例暴发起病的婴儿社区获得性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

及影像学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4 例患儿中男 3 例,女 1 例,年龄均<1 岁,均为温暖季节发病,4 例血培

养及气道分泌物培养均为铜绿假单胞胞菌。 
结果 4例均有发热､ 轻微咳嗽,48小时内迅速进展表现为呼吸困难､ 肺出血､ 脓毒性休克,血常规检

查 4例均示白细胞下降､ CRP>100mg/l,降钙素原升高,3 例有血小板减低,例 1 和例 2 均未能选择敏

感抗生素,入院后数小时内死亡,例 3 和例 4 入院后即选择敏感抗生素,但例 3 入院后 2 天仍因难以控

制的肺炎､ 肺出血死亡,例 4 住院 36 天好转出院 
结论  对于温暖季节急性发病,年龄小于 1 岁,表现为发热､ 咳嗽､ 迅速进展的呼吸困难､ 肺出血､ 脓

毒性休克,且白细胞下降,CRP 显著增高､ 血小板减低者,降钙素原升高,应高度怀疑铜绿假单胞菌感

染,及时进行细菌培养､ 合理抗感染和支持治疗是预后的关键因素。 
 
 
PO-0275 

90 例 2 岁以下百日咳疑似病人病原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吕芳芳,张海邻,施林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了解 2 岁以下百日咳疑似病人的病原学及临床特征。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6 月收住的 2 岁以下百日咳疑似病例 90 例,收集鼻咽分泌

物及临床资料。PCR 法检测百日咳鲍特菌,阳性为百日咳组,阴性为百日咳综合征组,检测其他 13 种

呼吸道病原及细菌培养。采用 SPSS19.0 对比分析两组病人病原学及临床特征。 
结果 百日咳 35 例,百日咳综合征 55 例。百日咳组检出其他病原 1 种 16例､ 2 种 13例､ 3 种 4 例,
百日咳综合征组检出呼吸道病毒病原 1 种 16例､ 2 种 31例､ 3 种 5例､ 4 种 1 例。百日咳组检出

InfA22例､ HRV16例､ HPIV 5例､ HRSV3例､ MP1 例,偶有检出其他病毒;百日咳综合征组检出

InfA44例､ HRV25例､ HPIV12例､ HRSV6例､ MP1例､ Ch2 例及其他病毒。两组对比,阵发性

发绀及夜间咳嗽为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百日咳组白细胞计数较百日咳综合征组高

(P<0.05)。 
结论 本地区 2 岁以下百日咳疑似病人中除百日咳外,InfA､ HRV､ HPIV 等病毒是常见病原,细菌少

见。百日咳疑似病例若有阵发性发绀､ 咳嗽夜间为主且白细胞升高明显,百日咳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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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6 

手足口病患儿血清白细胞介素-6､ C 反应蛋白 
及血管内皮素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 

 
刘志群,罗如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患儿血管内皮素(ET-1)､ C 反应蛋白(CRP)､ 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变化的临床

意义。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手足口病患儿 120 例。根据患儿临床特征,
分为普通组 38例､ 重症组 60 例与危重症组 22 例。观察并对比三组患儿心率､ 血白细胞计数､ 血

糖､ 血清 ET-1､ 血清 CRP､ IL-6 水平变化。 
结果 危重症组患儿比较普通组和重症组年龄偏小､ 血糖偏高､ 心率偏快(P<0.05)。危重症组患儿血

白细胞计数高于普通组(P<0.05);重症组患儿心率､ 血白细胞计数､ 血糖均较普通组显著升高

(P<0.05)。普通组和重症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 ET-1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危重症组

血清 ET-1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普通组和重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症组患儿入

院 1d､ 3d､ 7d 时 CRP､ IL-6 因子与普通型相比水平明显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危重症组患

儿与入院 1d､ 3d､ 7d 时 CRP､ IL-6 因子水平明显高于普通型和重症型,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检测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ET-1､ CRP､ IL-6 水平,有助于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对患儿预后有一

定价值。 
 
 
PO-0277 

人细小病毒 B19 和 EB 病毒感染与患儿急性白血病的相关性分析 
 

许东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我国西北地区急性白血病患儿人细小病毒 B19 (HPVB19) 和 EB 病毒(EBV)感染情况,探讨

HPV B19 和 EBV 感染与急性白血病的关系。 
方法 使用德国 DRG 公司和北京贝尔生物工程公司 ELISA 试剂盒检测 146 例急性白血病患儿血清

中 HPV B19-IgG､ HPV B19-IgM､ EBV-IgG 和 EBV-IgM,组间差异行卡方检验分析。 
结果 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121 例,HPVB19-IgG 阳性率 40.49%(49/121),HPV B19-IgM 阳性率为

10.74%(13/121),EBV-IgG 阳性率为 33.88%(41/121),EBV-IgM 阳性率 7.43%(9/121);急性非淋巴细

胞性白血病 25 例,HPV B19 IgG 阳性率 36.00%(9/25),HPV B19-IgM 阳性率为 20.00%(5/25),EBV-
IgG 阳性率 20.00%(5/25),EBV-IgM 阳性率 24.00%(6/25);对照组 HPV B19-IgG 阳性率

6.67%(2/30),HPV B19-IgM 检测均为阴性,EBV-IgG 阳性率 13.34% (4/30),EBV-IgM 检测均为阴性;
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西北地区部分急性白血病患儿存在 HPV B19 和或 EBV 感染,治疗过程中除了考虑化疗带来的

不良反应,还需排除 HPV B19 和或 EBV 感染,从而指导正确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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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8 

苏州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特点分析 
 

周卫芳,孙旦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苏州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为临床治疗提供相帮助。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肺炎支原体肺

炎患儿 200 例选为实验组(MPP 组),同时期健康儿童 27 例作为对照组(NC 组)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 
结果 1.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常见的临床症状有咳嗽(192 例,96%)､ 发热(144 例,72%)､ 肺部啰音

(143 例,71.5%)､ 喘息(50 例,25%)和鼻塞流涕(46 例,23%),此外少数患儿可出现紫绀(4 例,2%)､ 气
促(7 例,3.5%)､ 呼吸和哺喂困难(4 例,2%)以及胃肠道症状(9 例,4.5%)。影像学检查显示大部分患儿

可见肺部病变(147 例,73.5%)。3 岁以下患儿易见喘息､ 鼻塞流涕和肺部啰音症状。1 岁以上患儿

更易见发热,发热时间也较长。2.MPP 组患儿 WBC､ Neut､ PLT､ CRP 水平均显著高于 NC 组儿

童(P<0.05)。MPP 组患儿 LDH､ HBDH､ CKMB 升高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
MPP 组患儿 IgM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患儿水平。CD3+､ CD8+和 CD16+CD56+水平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水平, CD19+和 CD19+CD23+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水平。 
结论 本地区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咳嗽和发热,少数患儿可见肺外损伤。发热､ 肺

部啰音､ 喘息和鼻塞流涕不同年龄段患儿中发生率有显著性差异。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存在明显的

体液和细胞免疫功能紊乱。主要体现为细胞免疫功能减弱､ 体液免疫功能增强。 
 
 
PO-0279 

百日咳实验室诊断的研究进展 
 

李丽君,姚开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为临床建立相关方法和评估结果提供参考,以促进百日咳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监测工作。 
 
方法 对百日咳实验室诊断标准中涉及的有关检测方法及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结果  非特异的血常规检测尽管诊断价值不大,但对于无热或低热咳嗽､ 考虑初次百日咳感染者,白细

胞总数和淋巴细胞计数增加是重要的提示线索。而裂隙淋巴细胞的出现或增多对诊断百日咳的价值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百日咳鲍特菌的实验室检查中目前的金标准仍是细菌培养,其特异度为 100%,
随着各种 PCR 方法的建立和使用,其优势突出,临床使用较细菌培养越来越广。细菌分离培养和

PCR 诊断百日咳的 佳时间在患病的 3-4 周内。此后,适于采用血清学诊断方法。 
结论  实验室诊断百日咳不能只依赖于一种检测方法,而应根据临床情况,综合使用不同检测方法检测

百日咳鲍特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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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0 

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临床特征及 T 细胞亚群分析 
 

张坤龙,王宁玲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的临床特征和 T 细胞亚群变化规律,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0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59 例 IM 患儿的临床资料,比较患儿初诊及治

疗后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测指标。 
结果 初诊患儿临床表现以发热(93.2%)､ 淋巴结肿大(62.7%)和咽峡炎(52.5%)多见;实验室检查以外

周血 WBC>10×109/L(84.7%)､ 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10%(81.3%)和 ALT 升高(52.5%)多见;与初诊

时比较,治疗后淋巴结肿大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P >0.05),其他项目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T 细胞亚群初诊患儿 DNT 细胞､ CD3+T 细胞､ CD3+CD8+T 细胞百分比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CD3+CD4+T 细胞百分比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治疗后患儿 DNT 细胞､ CD3+T 细胞

､ CD3+CD4+T 细胞､ CD3+CD8+T 细胞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IM 起病时症状多样,治疗后临床特征和各项实验室检查指标均显著好转,但淋巴结肿大恢复较

慢;IM 患儿存在明显的免疫失衡,监测患儿不同时期临床特点及 T 细胞亚群变化,能够为 IM 患儿临床

免疫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PO-0281 

儿童急性肝功能衰竭 12 例临床诊治及预后危险因素分析 
 

兰帝仕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2 

 
 

目的 研究儿童急性肝功能衰竭的诊治及预后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近 5 年我院儿科收治的 12例急性肝功能衰竭患儿的病因､ 临床特点､ 诊断､ 治

疗及影响其死亡危险因素。 
结果 12 例急性肝功能衰竭患儿中,明确病因的 8 例,其中,败血症感染 2 例,CMV 感染 2 例,服用对乙

酰氨基酚中毒 2 例,毒菇中毒 2 例;不明原因 4 例。8 例病因明确的患儿中感染性疾病与非感染性疾

病各占 4 例,4 例原因不明的病人中 3 例存在炎症反应征象,考虑与感染有关。患儿 常见临床症状

为精神疲乏､ 食欲不振､ 恶心呕吐､ 短期内黄疸进行性加重,严重者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12 例病

人 ALT 和 AST 均有显著升高,血清 TBIL>171umol/L,且每日上升值>17.1umol/L,血清白蛋白下降。

7 例死亡病人均出现胆酶分离现象,AST 增高更显著,AST/ALT<1。所有病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凝血

功能障碍,PTA≤40%,INR≥1.5;6 例 DIC 病人 PTA≤20%,INR≥2.6;出现 2 级以上肝性脑病的症状

有 6 例。患儿均采取抗感染､ 退黄､ 保肝､ 维持内环境稳定和水电平衡以及其他对症支持等综合治

疗,积极输注血浆,冷沉淀因子,血小板等。有肝性脑病症状的患儿予甘露醇静脉滴注减轻脑水肿,出现 
DIC 的患儿,静脉滴注小剂量低分子肝素。7 例病人来院时病情危重,进展快,治疗无效死亡,2 例病人

好转出院,3 例病人完全治愈,未留下任何后遗症。2 例危重病人采取了连续性血液滤过透析治疗,
终存活。年龄越小,死亡率也越高。7 例死亡患儿均存在严重出血倾向,其中 6 例出现 2 级以上肝性

脑病,严重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结论 ①肝功能衰竭时出现黄疸､ 肝性脑病､ 出血､ 肝肾综合征､ 心血管功能障碍､ 水电解质代谢

紊乱和继发感染等诸多征象,然而以黄疸､ 肝性脑病､ 凝血障碍与出血为三大主要征象。②改良 AL 
F 诊断标准:在有证据显示存在急性肝损伤的儿童患者,出现肝性脑病伴凝血功能异常( INR ≥1. 5) 
或仅有更为严重的凝血功能异常( INR ≥2.0 );③儿童肝衰竭病情进展快,病死率高,目前国内外正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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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肝移植和人工肝技术来救治 ALF 患儿,肝移植的开展使儿童肝衰竭的病死率有了大幅度降低,目前

人工肝技术也日趋成熟,可做为肝衰竭治疗的重要手段;④本研究显示:年龄､ PTA､ 肝性脑病是儿童

ALF 死亡的 重要危险因素。 
 
 
PO-0282 

婴儿慢性肉芽肿病合并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脓毒症 1 例分析 
 

欧佳琏,单庆文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婴儿慢性肉芽肿病合并洋葱伯克霍尔德菌脓毒症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血培养为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的慢性肉芽肿病婴儿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 
结果 患儿并发剥脱性皮炎,反复感染,虽根据药敏结果多次更换抗菌素,但抗感染及对症治疗效果欠

佳。 
结论 婴儿慢性肉芽肿病因免疫功能差易导致发生反复､ 难治性严重感染,预后不佳。 
 
 
PO-0283 

viral etiology in children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田健美,孔小行,石婷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we aimed to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viral epidemiology in children with CAP in this 
area by comparing season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piratory viruses from patients at this 
hospital. 
方法 We collected 22,825 nasopharyngeal secretion samples from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CAP 
who were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4. We tested these samples for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influenza A and B (Inf-A and Inf-B), parainfluenza virus 1 to 3 
(Pinf1–3), and adenovirus (ADV) by direct fluorescent antibody tests and for human bocavirus 
(HBoV)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he population profiles 
and respiratory pathogen histories of the CAP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by chart 
review with a standard questionnaire. 
结果 Of the 22,825 nasopharyngeal secretion samples, 6,314 (27.66%) had evidence of virus 
infection. Respiratory viruses cause CAP at a high rate in children under 1 year of age (66.7%). 
The peak rate of respiratory virus detection occurs in winter. RSV, HBoV and Pinf3 are the most 
common viral pathogens of CAP in children in Soochow area.The epidemic season of RSV was 
winter and autumn, that of HBoV was summer and autumn, and that of Pinf3 was summer. 
结论 In the Soochow area,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childhood CAP is due to viruses. the 
predominant viral pathogens vary by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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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4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心肺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及治疗体会 
 

马永涛,赵虹,许惠敏,李玉萍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心肺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108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分析法,分析患儿

合并心肺功能衰竭的影响因素,观察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 
结果 本组 108 例患儿,合并组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EV71感染､ 呼吸急促､ 意识障碍､ 肌钙蛋白增

高所占比重高于未合并组,差异显著;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可知,血流动力学改变､ EV71 感染

､ 呼吸急促为独立危险因素。三联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并发症发生率､ 病死率均优于二联组,差异

显著;三联组的平均住院时间､ 心肌酶恢复时间､ 呼吸机撤机时间､ 治疗满意度均优于二联组,差异

显著。 
结论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心肺功能衰竭主要与血流动力学改变､ EV71感染､ 呼吸急促有关,通
过三联药物治疗,保证了治疗效果,延长了患者生存时间,改善了患者预后,满足了其治疗需求,值得推

广。 
 
 
PO-0285 

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危险因素分析 
 

周莉,李小象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病例组为 162 例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对照组为 245 例手足口病轻症病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出重症手足口病的危险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年龄<3 岁､ 持续发热､ 精神差､ 呕吐､ 抽搐､ 皮疹较少､ 易惊､ EV71 感

染､ 血糖升高是重症手足口病的危险因素(P<0.05)。Logistic 回归显示持续发热､ 呕吐､ 皮疹较少

､ 易惊､ EV71 感染是手足口病重症的独立相关因素,具有早期预警作用。 
结论 对手足口病重症的危险因素早期监测,及时治疗,避免病情进一步进展。 
 
 
PO-0286 

一例金黄色葡萄球菌脓毒症合并右下肢深静脉血栓病例报告 
 

王秋鹏,李蕾,张志泉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金黄色葡萄球菌脓毒症合并右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临床表现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脓毒症合并右下肢深静脉血栓患儿的临床特征及

诊疗经过。 
结果 患儿,男性,8 岁,2017.3.9 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下肢轻微疼痛,3.10 右下肢疼痛明显加剧伴肿胀,双
下肢静脉彩超提示右侧股静脉､ 股浅静脉血栓形成,以“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收治入院。11/3 患儿

突然出现高热伴胸闷､ 气促,完善肺部 CT 提示双肺下叶见大片状密实影,双肺弥漫多发不规则结节

影､ 团片影,伴空洞形成,血培养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确诊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脓毒症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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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给予抗感染､ 激素､ 人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同时给予小剂量肝素抗凝治

疗,4.28 患儿体温正常,无咳嗽,右下肢肿胀较前消退,复查 3 次血培养阴性,肺部 CT 示感染吸收,下肢

静脉彩超提示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侧支血流丰富,考虑血栓已机化,侧支循环建立,病情好转出院。

随访一个月后患儿可下床活动,局部疼痛消失,右下肢肿胀好转。 
结论 我们曾接诊过数例重症感染起病后下肢血脉形成血栓的病人,然而本例病人却是以“右下肢血栓

所致疼痛”起病,而后才表现出感染症状,这一点较为特殊,我们将持续随访该患儿的病情变化;在该患

儿的治疗中除常规抗感染治疗外,不建议溶栓治疗,尽早给予长时程的抗凝治疗是降低全身广泛栓塞

风险､ 改善预后的关键。 
 
 
PO-0287 

   胰岛素对脓毒症大鼠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陈亦婷,王桃,张炬兴,黄景达,曾其毅 
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探讨胰岛素对脓毒症大鼠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及机制,分析解偶联蛋白 2(UCP2)可能发挥的作

用。 
方法 70 只 SPF 级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ontrol 组,n=15)､ 脂多糖组(LPS 组,n=35)､
胰岛素组(LPS+INS 组,n=20)。通过腹腔注射脂多糖 LPS 15 mg/kg 建立脓毒症大鼠模型。胰岛素

组在造模前 30 min 予皮下注射长效胰岛素 1 U/kg,脂多糖组皮下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正常对照组未做

任何处理。完善造模后 24h 血流动力学检测,每组处死 6 只大鼠,观察左心室组织病理改变及线粒体

超微形态学改变;检测血清乳酸脱氢酶(LDH)､ 肌钙蛋白(c Tn-T)和心肌 ATP 水平;提取心肌线粒体测

定线粒体膜电位(MMP)､ 活性氧(ROS)､ 丙二醛(MDA)､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通过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检测 UCP2 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与 Control 组相比,LPS 组及 LPS+INS 大鼠 LVSP 及 LV±dp/dt max 明显降低,而 LVEDP 则

明显升高(P 值均<0.05);与 LPS 组相比,LPS+INS 组 LVSP 及 LV±dp/dt max 明显升高,LVEDP 明显

下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2)与 Control 组相比,LPS 组和 LPS+INS 组血清 LDH､ cTn-T
水平明显升高(P <0.05);与 LPS 组相比,LPS+INS 组 LDH 和 cTn-T 水平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值均<0.05)。(3)与 Control 组相比,LPS 组与 LPS+INS 组心肌线粒体 ROS､ MDA 水平明显

升高,而 SOD 活力明显下降(P 值均<0.05);与 LPS 组相比,LPS+INS 组心肌线粒体 ROS 和 MDA 水

平下降,而 SOD 活力回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与 Control 组相比,LPS 组与 LPS+INS
组心肌组织 ATP 水平和线粒体膜电位(MMP)明显下降(P 均<0.05);与 LPS 组相比,LPS+INS 组心肌

ATP 水平及线粒体膜电位(MMP)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与 Control 组相

比,LPS 组和 LPS+INS 组大鼠左心室组织 HE 染色及线粒体超微结构可见明显异常病理改

变,LPS+INS 组大鼠心肌病理改变及线粒体超微结构改变较 LPS 组减轻。(6)与 Control 组相比,LPS
组和 LPS+INS 组 UCP2 蛋白水平明显升高(P<0.05);LPS+INS 组 UCP2 蛋白水平明显高于 LPS 组

(P<0.05) 
结论 胰岛素可减轻脓毒症大鼠心肌线粒体氧化应激,保护心肌线粒体,发挥对脓毒症大鼠心肌组织的

保护作用。胰岛素上调 UCP2 表达,减少线粒体 ROS 生成可能是其保护心肌线粒体,改善脓毒症大

鼠心肌功能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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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8 

热毒净治疗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成药性研究 
 

周耀铃
1,崔红

2,杨爱君
2,杨丽君

2,丁瑛雪
1 

1.中西医结合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观察热毒净治疗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症和/或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疗效及其安全性。 
方法 将 2013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友谊医院儿科病房收治的传染性单核细胞症和/
或 EB 病毒感染的患儿共 129 例纳入研究。按照是否应用热毒净口服液分为两组:热毒净组和非热

毒净组,热毒净组 99 例,非热毒净组 30 例。观察两组:临床症状(发热)､ 体征(皮疹､ 淋巴结肿大､ 咽

峡炎､ 肝脏肿大､ 脾脏肿大)及化验检查指标(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比例､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外周

血淋巴细胞比例､ 肝功能､ 外周血 T 细胞亚群 CD4+､ CD8+及 CD4/CD8 值､ 外周血 EBV-DNA 值)
､ 不良反应情况(血常规､ 大小便常规､ 心电图､ 心肌酶､ 肝肾功､ 胃肠道反应)。比较两组临床疗

效及其安全性,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 129 例,热毒净组 99 例,显效 46 例(46.5%),有效 48 例(48.5%),无效 5 例

(5.1%);非热毒净组 30 例,显效 6 例(20.0%),有效 16 例(53.3%),无效 8 例(8.1%)。热毒净组和非热

毒净组总疗效有显著性差异(P<0.05)。热毒净组热退时间､ 咽峡炎消失时间､ 颈部淋巴结肿大消退

时间､ 肝脾肿大消退时间与非热毒净组有显著差异(P<0.05)。热毒净组治疗后的外周血异型淋巴细

胞比例､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外周血淋巴细胞比例化验指标与非热毒净组治疗后的指标无显著差异

(P>0.05);热毒净组治疗后肝功能､ 外周血 T 细胞亚群 CD4+､ CD8+及 CD4/CD8 值与非热毒净组

治疗后的指标有显著差异(P<0.05);热毒净组治疗后外周血 EBV-DNA 转阴与非热毒净组治疗后转阴

有显著差异(P<0.05)。不良反应监测:两组患儿一般查体､ 化验室检查结果(血､ 尿､ 便､ 心肝肾功

能､ 心电图)均未出现明显异常改变。 
结论 热毒净口服液能够提高儿童 EB 病毒感染治疗的效果,安全性较高,可进一步推广。 
 
 
PO-0289 

儿童面部蜂窝织炎相关因素分析 
 

叶万定,何时军,郑炜琨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研究儿童面部蜂窝织炎相关临床因素对病情评估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本院住院治疗的社区获得性面部蜂窝织炎儿童患者 49
例。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分析总病程/住院日/发热天数与年龄､ 高体温､ 白细胞(WBC)数､
C 反应蛋白(CRP)值､ 静脉抗菌药起用时间等指标的相关性;采用 t 检验分析病程早期抗菌药选择(普
通抗菌药或高级抗菌药)对总病程､ 住院日及发热天数的影响;以发热天数为因变量(Y),年龄(X1)､
高体温(X2)､ WBC 数(X3)､ CRP 值(X4)､ 静脉抗菌药起用时间(X5)为自变量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1)发热天数与 高体温､ CRP 值､ 静脉抗菌药起用时间呈正相关性

(r=0.755,P=0.000;r=0.455,P=0.001;r=0.351,P=0.014),与年龄呈负相关性(r=-0.304,P=0.034),与
WBC 数无显著相关性(r=0.094,P=0.522);住院日与 CRP 值具有正相关性(r=0.442,P=0.001),与其他

指标无显著相关;总病程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均不具统计学意义。2)早期使用普通抗菌药或使用高级

抗菌药,其总病程､ 住院日及发热天数不存在明显差异性。3)发热天数(Y)与 高体温(X2)及静脉抗

菌药起用时间(X5)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回归方程为:Y=-84.2+2.204X2+0.762 X5。 
结论 发热天数与年龄､ 高体温､ CRP 值､ 静脉抗菌药起用时间具有相关性,其中与年龄负相关,与
其它正相关,即该四项指标对病情评估具有临床意义;早期使用抗菌药可缩短病程,而使用普通抗菌药

和使用高级抗菌药,其疗效无明显差异; 高体温､ 静脉抗菌药起用时间对发热病程具有预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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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0 

Etiology and clinical traits of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in Beijing from 2010 to 2014 

 
Meng Yixing1,Deng Li1,Liu Shun'ai2,Cheng Jun3 

1.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Beijing 
2.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Beijing 

3.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 Beijing D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d the etiology of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 and the clinical 
features caused by different enteroviruses . 
Methods RNA extracted from the throat swabs were used to practice Real-time PCR to detect 
types firstly. Reverse transcription and PCR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me the viral types further, 
and to draw evolutionary trees.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different 
enterovirus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Enterovirus 71 (EV71) was the leading virus, but Coxsackievirus-A6 (CV-A6) broke out 
in 2013. The genotype of EV71 (genotype C4a), CV-A10 (genotype C), and CV-A16 
(subgenotypes B1a and B1b) didn’t change. But CV-A6 changed in 2013 (A2 to A1). EV71 
infected patients were severer than others on fever,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and glucose level. 
CV-A10 was the second to EV71 to combine CNS damage, and to develop severely. The CV-A6, 
and CV-A10 infected patients manifested elevated neutrophil counts 
and 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easier. 
Conclusions The etiology of HFMD changes over time. There was an outbreak of CV-A6 , and a 
subgenotype change of CV-A6 in 2013. EV71 was the main virus of HFMD and caused severe 
HFMD easier. The bad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CV-A10 also deserved our attention. 
 
 
PO-0291 

Genotyping of measles virus among  63 measles patients 
in Shenzhen  City 

 
Lei Min 

Shenzhen Children Hospital 518026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otypes 
of measles virus isolated from  63  patients with measles in Shenzhen City between 2016 and 
2017. 
Methods Reverse transcription -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 RT - PCR) was used to examine 
throat swab samples of measles patients  with  positive   measles IgM  antibody. A 499 - 
nucleotide fragment at the COOH end of measles virus N gene were amplified and purified for 
sequencing. MEGA 5.03was used for genetic analysis. 
Results Among the 63 measles cases,the number of genotyped cases were 63,respectively. RT - 
PCR revealed a total of 35 positive strains .and all of the strains were subtype H1a. Gene 
sequenc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irulent strains contain two main transmission  chains ,with 
an average nucleotide mutation of 0% - 2.0% ( 0 - 10 bp of nucleotide difference) . 
The  variance  between the  35 virulent strains and the  Chin93-2 /H1a  reference strain ranged 
between 1.36%  to  1.93%  ( 7 - 10 bp of nucleotide difference) ,and that between the virulent 
strains and the S191 vaccine strain was  6.98%  to  7.75% ( 36 - 40 bp of nucleotide difference) . 
Conclusions Subtype H1a is the dominant virulent strain of measles virus in  Shenzhen  in 
recent years,and the strains were  minor  in genetic variation and highly homolog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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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2 

小儿 X-连锁高免疫球蛋白 M 血症病例分析 
 

刘华杰,张婷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总结小儿 X-连锁高免疫球蛋白 M 血症(X-linked hyper IgM syndrome, XHIM)的临床特点,探讨

诊治要点,减少误诊。 
方法 对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感染科收治的 1 例 XHIM患儿的临床特点､ 基因诊断及治疗过程进行

分析。 
结果 患儿男,2012 年 1 月 28 日出生,生后反复皮肤､ 口腔溃疡､ 肛周蜂窝织炎,伴右膝关节活动受限,
多次我院及外院就诊血常规结果提示患儿血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偏低,维持 11%-30%之间,绝对

值多低于正常值,IgG 和 IgA 减少,IgM 升高,CD19+B 细胞升高,三次均在不同部位不同时间的脓液培

养呈铜绿假单胞菌,予抗感染及丙种球蛋白静脉滴注后好转。送检免疫 Panel 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患

儿 CD40LG 基因的一个半合变异 c.776T>C(p.L259P),患儿母亲相应的基因检测提示为杂合状态,父
亲正常,确诊 XHIM。本病例检测到的基因突变为新发突变可能。患儿目前定期丙种球蛋白替代治疗

中,暂未出现感染性疾病。 
结论 XHIM 是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以反复感染为特征,可伴有中性粒细胞数量减少,基因诊断是确诊金

标准。 
 
 
PO-0293 

儿童结核病的诊断及其耐药治疗进展 
 

陈善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目前儿童结核病的诊断､ 及其耐药治疗的现状及进展,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使用检索词“child”“tuberculosis”“diagnosis”“drug-resistant ”“treatment”和“儿童”“结核病”“诊
断”“耐药”“治疗”等在 Pubmed､ Web of science 和万方数据､ 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并
结合临床诊治经验,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免疫诊断试验可能会提高敏感性,但这些检测不能完全判定结核感染,有些缺乏特异性。同样结

核病(TB)也是治疗 困难的传染病之一,是世界各地传染病导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其中多药耐药

(MDR-TB)和广泛耐药结核病(XDR-TB)患病数正在增加,而它们的特点是死亡率高。 
结论 儿童结核病较成人结核病复杂,其诊断依靠多种检测手段综合判断,目前较既往拥有更多诊断方

法,同时耐药结核病治疗目前大都是基于专家对儿科文献和成人指南审查推断的数据讨论得出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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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4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nhances poly I:C-induced 
interferon-λ1 production and inhibits HCV replication in 

hepatocytes 
 

zhang ting1,Wang Yizhong1,Jieliang Li2,Wang Xu2,Ho Wenzhe2 
1.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Temple University Lewis Katz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GCG) on poly I:C-triggered 
intracellular innate immunity against HCV in hepatocytes. 
Methods A cell culture model of HCV infection was generated by infecting a hepatoma cell line, 
Huh7, with HCV JFH-1 (JFH-1-Huh7).  HMW poly I:C and EGCG were used to stimulate the JFH-
1-Huh7 cells.  Real-time 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intracellular mRNA and of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HCV RNA.  ELISA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terferon (IFN)-λ1 
protein level in the cell culture supernatant.  Immunostaining was used to examine HCV core 
protein expression in Huh7 cells. 
Results Our recent study showed that HCV replication could impair poly I:C-triggered intracellular 
innate immune responses in hepatocyte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showed that EGCG treat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oly I:C-induced expression of toll-like receptor 3 (TLR3), retinoic 
acid-inducible gene I (RIG-I), and IFN-λ1 in JFH-1-Huh7 cells.  In addition, supplementation with 
EGCG increased the poly I:C-mediated antiviral activity in JFH-1-Huh7 cells at the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HCV RNA and protein level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mechanisms showed 
that EGCG treat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oly I:C-induced expression of IFN-
regulatory factor 9 (IRF-9) and several antiviral IFN-stimulated genes (ISGs), including ISG-15, 
ISG-56, myxovirus resistance A (MxA) and 2'-5'-oligoadenylate synthetase 1 (OAS-1), which are 
the key antiviral elements in the IFN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Our observations provide experimental evidence that EGCG has the ability to 
enhance poly I:C-induced intracellular antiviral innate immunity against HCV replication in 
hepatocytes.  
 
 
PO-0295 

EB 病毒感染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CD8+T 和 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变化 

 
李双杰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EB 病毒感染者外周单个核细胞(PBMC)中 CD8+T 细胞和 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

变化。 
方法 通过细胞表面标记和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技术,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 EB 病毒感染者 PBMC 中

CD8+T 细胞和 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表达。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EB 病毒既往感染患儿 CD8+T 细胞和 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表达无

差别(P>0.05),EB 病毒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EBV-HLH)急性期患儿､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
急性期患儿体内 CD8+T 细胞和 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表达水平逐渐升高(P<0.05),CD8+T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表达在 EBV-HLH 和 IM 恢复期患儿中明显低于急性期患儿(P<0.05),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表达在 IM 恢复期患儿中无明显变化(P>0.05),而在 EBV-HLH 恢复期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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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明显升高(P<0.05)。IM 肝损伤组中,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表达明显升高(P<0.05),而
CD8+T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的表达无明显变化(P>0.05)。 
结论 CD8+T 细胞和 NK 细胞穿孔素和颗粒酶 B 在 EBV-HLH 和 IM 的发病中起着一定作用,NK 细胞

穿孔素和颗粒酶 B 高表达是造成 IM 肝损伤的原因。 
 
 
PO-0296 

降钙素原在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患儿中监测的意义 
 

储金华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在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患儿中的价值。 
方法 对 2015-10―2017-01 我院儿童血液病区 236 例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患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根据病原学､ 影像学及症状将其分为无明显感染灶组(A 组)､ 临床诊断组(B 组)､ 脓毒症组(C 组),分
别比较不同组间患者 PCT 及 hs-CRP 水平的差异,以及脓毒症组中 G-感染与 G+感染的 PCT 及 hs-
CRP 水平。 
结果  PCT 在 A 组与 B 组之间无差异(p=0.034>0.017);B 与 C 之间无差异(p=0.075>0.017);A 与 C
之间有差异(p=0.001<0.017)。hs-CRP 在 A 组与 B 组之间无差异(p=0.693>0.017);B 与 C 之间有差

异(p=0.008<0.017);A 与 C 之间有差异(p=0.002<0.017)。 
结论  PCT 在感染性疾病中敏感性优于 hs-CRP,在系统性疾病中明显升高,与疾病严重度相关。 
 
 
PO-0297 

学龄前期儿童肺结核治疗前后的 CT 变化分析及临床意义 
 

宋斌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 430023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学龄前期儿童肺结核治疗前后一月时差的 CT 资料,总结学龄前期儿童肺结核

的 CT 动态变化特征,以求进一步提高儿童肺结核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 选取 1~5 岁小儿肺结核病例 612 例,其中粟粒型肺结核 76 例,非粟粒型肺结核(排除结核性胸膜

炎)536 例,正规抗结核治疗前后一月复查肺部 CT 进行对比。 
结果  612 例学龄前期儿童肺结核正规抗结核治疗后,76 例粟粒结节 47 例(61.84%)完全吸收,25 例

(32.89%)残留少许腺泡结节影像,为基本吸收;3 例(3.95%)大部吸收;1 例(1.32%)小部吸收。524 例

非粟粒型肺结核完全吸收 44 例,占比 8.21%,57 例(10.63%)残留少许腺泡结节影像,为基本吸收;296
例(55.22%)大部吸收,小部吸收 97(18.10%),42 例(7.84%)略微吸收和无明显吸收。 
结论 学龄前期儿童肺结核早期诊断､ 及时治疗下粟粒性肺结核均吸收较好,非粟粒性肺结核大部及

完全吸收的比例也高达 73.48%。分析原因,学龄前婴幼儿肺结核以急性或亚急性病程为主,与成人

肺结核主要为慢性病程､ 浸润性病灶为主不同,学龄前儿童肺结核以粟粒性病灶､ 腺泡结节､ 小叶

和段性实变､ 大叶实变及肺不张､ 支气管气象为主,经过临床抗结核､ 激素抗炎等积极治疗一月后,
其病变吸收好转的前后 CT 变化,极为类似急性肺炎的治疗转归。临床医务工作者需对儿童肺结核的

特点有足够的认识,以避免误诊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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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8 

儿童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分析 
 

张艺,杨一华 
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儿童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肺炎支原体(MRMP)肺炎逐年增多,我们通过检测痰液肺炎支原体

核酸及耐药突变点,分析儿童 MRMP 的临床特点,为临床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 我院儿科病房自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08 月住院的 MP 肺炎患儿共 182 例,所有患儿均行血

常规､ 生化､ 胸片或肺部 CT､ 血 MP 抗体 IgM 及痰液 MP-PCR 检查,记录每个患儿发热持续时间

､ 住院时间､ 肺部病变范围､ 有无肺外并发症､ 糖皮质激素使用与否､ 是否行支气管肺泡灌洗､ C
反应蛋白(CRP)､ 乳酸脱氢酶(LDH),所有患儿用红霉素或阿奇霉素治疗 1~2 疗程。所有患儿均符合

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断标准,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结合 Taqman 荧光探针技术检测痰液样本中肺

炎支原体核酸及耐药突变位点,应用计数资料 x2 检验作统计学分析,比较 MRMP 肺炎和大环内酯抗

生素敏感肺炎支原体(MSMP)肺炎的临床特点。 
结果 182 例 MP 肺炎患儿中,检测到 MRMP 共 113 例,阳性率 62.1%,MSMP 69 例,阳性率 37.9%。

其中 A2063G 突变 99 例,A2063T 突变 10 例,A2064G 突变 4 例,主要为 A2063G 突变。113 例

MRMP 肺炎中,发热(体温>38℃)时间大于 7d 的 85 例,占 75.2%;住院时间>7 天的病例共 78 例,占
69.0%;有肺外并发症的 69 例,占 61.1%,肺部病变≥2 个肺叶的病例 58 例,占 51.3%;应用糖皮质激

素治疗病例 55 例,占 48.7%;CRP>40mg/L 共 47 例,占 41.6%;行支气管肺泡灌洗 68 例,占
60.2%;IVIG 治疗病例 45 例,占 39.8%,LDH>400U/L 共 46 例,占 40.7%。将 MRMP 与 MSMP 临床

表现及化验室检查相对比,发热持续时间､ 住院时间延长,合并肺外并发症､ 2个以上肺叶的病变､

CRP 高于 40mg/L 的比例较高,应用糖皮质激素､ 支气管镜肺泡灌洗､ 静脉用丙种球蛋白的比例增

高,但 LDH 增高两组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MRMP 发病率高于 MSMP,对于发热持续时间长,合并肺外并发症､ 病变范围广､ CRP 中度以

上增高的 MP 肺炎要考虑 MRMP 的可能,应用小剂量糖皮质激素､ 纤支镜肺泡灌洗､ IVIG 是可选用

治疗 MRMP 的方法。 
 
 
PO-0299 

92 例危重型手足口病机械通气临床诊治分析 
 

杜曾庆,罗云娇,甘泉,杜丽江,刘阳,马薇 
昆明市儿童医院 620034 

 
 

目的 探讨 我科 2008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住院 10737 例病例中危重型 3364(31.33%)例。对呼吸

机辅助机械通气(机械通气)治疗 92例的临床资料､ 临床特征､ 病原学及其救治效果进行分析,为临

床诊断､ 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本组病例均出现高血压,早期 11 例未给予降压治疗外,其余 81例给予治疗､ 控制高血压,本组

均有双下肢凉､ 其中 17 例下肢出现大理石花纹酷似休克表现,未给予抗休克治疗。2013 年前的 47
例给予酚妥拉明 4-20ug/kg.min 微量泵持续泵入,同时加用米力农,根据血压调整酚妥拉明剂量,9 例

高血压未能控制改用硝普钠 2-5ug/kg.min。2014 年后 34 例选用硝普钠 2-8ug/kg.min 微量泵持续

泵入。2015年､ 2016 年分别机械通气抢救治疗 7例､ 2 例。全部病例入院后收入我科监护病房,入
院后-18 小时内,平均 6.82 小时内给予机械通气抢救治疗。根据病情 PEEP 分别选用 5-
12cmH2O 。20%甘露醇 5-8ml/kg 半小时内快速静滴,q4~6 h,加用速尿静注及人血白蛋白治疗。常

规给予 1-2 联抗生素防治肺部感染。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 84 例患儿,全部病例常规应用抗生素及激

素。伴有下肢瘫痪 7 例患儿出院时继续强的松片口服维持治疗,随访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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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92 例患儿经过积极抢救治疗及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31 例神经源性肺水肿､ 肺出血病例中 18
例抢救无效死亡,病死率达 58.06 %,早期未给予降压治疗的 11 例,死亡 5 例;11 例治愈;2 例好转出

院。呼吸､ 循环衰竭 61 例中治愈 57 例;2 例好转自动出院;2 例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病例年龄 小

为 2 月 13 天,年龄 大的 1 例为 8 岁 10 月。本组病例≤3 岁 80 例,占 86.96 %。7 例双下肢瘫痪好

转出院,其中 6 例随访治疗 1 月内瘫痪完全恢复;1 例失访。除 20 例死亡(病死率 21.74%)及 4 例好

转自动出院外,68 例患儿热退天数为 2-5 天,平均为 3.45 天,机械通气时间为 3-6.5 天,平均 4.27 天,
住院时间为 9-20 天,平均 13.42 天。 
结论 小儿感染 EV71,发病年龄小,进展快,临床要引起重视。危重型 HFMD出现呼吸衰竭､ 循环衰竭

､ 神经源性肺水肿､ 脑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危重型早期识别及治疗至关重要。在 HFMD 的诊治

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危重型患儿的临床表现,及时给予抢救治疗。第 2 期 HFMD 应该住院治疗,一般

能治愈。HFMD 病情从第 2 期发展到第 3 期多在 1 天以内,当病情进入第 3 期时,应争分夺秒就地积

极进行救治,必要时通过远程会诊,请省巿 HFMD 专家给予诊治意见。第 3 期发展到第 4 期有时仅为

数小时,更需要积极采取救治措施,及时干预处理,避免错过 佳的抢救时机。早期诊断､ 治疗 HFMD
危重型病例显得非常重要。重视及尽早诊断危重型 HFMD,及时治疗､ 控制高血压可明显减少静脉

丙种球蛋白及机械通气的应用,是 大限度降低危重型 HFMD 病死率及致率的关键。 
 
 
PO-0300 

2016 年上海杨浦区表现为面部皮疹的手足口病流行病学 
及病原学调查 

 
李华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20000 
 
 

目的 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的儿童传染病。它以患者的口腔,手和脚的皮疹为主要特点,但面部和口腔

周围的皮疹经常在以前的报告和描述中被忽视。先前的研究已经阐述了手足口病面部皮疹与病原体

的类型和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但缺乏一个较大样本的数据。本研究前瞻性地收集了 2016 年杨

浦区手足口病患儿的病原和临床特征,探讨面部皮疹的早期表现与病原体种类的关系,分析神经系统

受累和严重病例的危险性。 
方法 我们前瞻性收集了 2016 杨浦区手足口病患儿的病史资料,包括其一般资料以及临床体征,并随

机抽取 10%例患者的咽拭子或肛拭子,采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病原菌。根据患者有无面

部皮疹,将其分为两组。 
结果 共采集了手足口病 11430 例,其中有面部皮疹的 1134 例。有面部皮疹的患者在秋季和冬季似

乎更为普遍,且更容易发生在 1 岁以下儿童(22.3%)或 3 岁以上(42.9%),但他们的症状较轻。在面部

皮疹组 EV71 感染所占比例明显低于无面部皮疹组(2.6% vs 26.7%),而柯萨奇病毒 A6 感染率则显

著更高(46.5% vs 16.2%)。 
结论 早期出现面部皮疹的手足口病患者,病情往往不严重。其病原体更多是 CVA6,而 EV71 则少

见。这为临床医生早期判断病情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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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01 

长链非编码 RNA 在肠道病毒 71 型重症手足口病中的相关研究 
 

何宜,刘成军,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借助 LncRNA 芯片技术分析 EV71 型重症 HFMD 外周血基因表达图谱,筛选与危重型 HFMD
相关的 LncRNA,初步预测其可能调控的发病过程及靶基因,为更早识别危重型 HFMD 并研究其致病

机制提供参考。 
方法 纳入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 例 EV71 型重症 HFMD,利用

LncRNA 芯片分析危重型与重型 HFMD 外周血 LncRNA 和 mRNA 表达谱,采用 RT-PCR 检测芯片

可信程度。同时借助生物信息学手段,对差异 mRNA 行 GO 分析和 KEGG 分析,并预测危重型

HFMD 相关 LncRNA 可能的靶基因及调控的发病过程。 
结果 构建了 EV71 型重症 HFMD 外周血 LncRNA 和 mRNA 的表达谱,其中差异 LncRNA 共 1949
个,差异 mRNA 共 1422 个。GO 分析发现差异 mRNA主要涉及免疫反应､ 免疫防御､ 核酸代谢､

与蛋白及分子相互结合等,同时 KEGG 分析揭示其可能参与 p53信号通路､ NOD 样受体信号通路

､ 破骨细胞分化等信号通路。经 LncRNA 靶基因预测发现,SLPI 与危重型 HFMD 密切相关,由此推

测与之关联的 LncRNA NR_038337 可能调控危重型 HFMD 的发病过程,这为探索危重型 HFMD 的

致病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结论 EV71 型重症 HFMD 外周血中存在差异表达的 LncRNA 及 mRNA,深入分析危重型 HFMD 相

关的 LncRNA 及其靶基因对早期诊断及改善治疗结局有重要意义。 
 
 
PO-0302 

Human Adenovirus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mong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 Shenzhen, China 

 
Zhang Jiaosheng,Zhou Gaofeng,Wang Heping,Deng Jikui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The data of epidemiology, clinical features, inflammation markers, managements of 
children with adenovirus respiratory inf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y is ra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llect the data from children with adenovirus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dmitted in hospital 
in Southern China. 
Methods 179 children with adenovirus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onfirmed by nasopharyngeal 
swab 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ntigen admitted to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Southern 
China , from December 5, 2009 to July 13, 2013. 79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pneumonia by 
radiology. The underlying conditions, epidemiology, clinical presentations, types of adenovirus, 
managements and outcomes of these childre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commonest presentation was cough(n=179,100%), followed by fever (n=165, 
92.2%), wheezing (n=48, 26.8%) and tachypnea (n=31, 17.3%). Among 179, Leucocytosis 
(WBC > 10×109/L) in 101(56.4%) and increased level of C-reactive protein in 102(57%) were 
investigated. Adenovirus 3(30.7%) and adenovirus 7(18.4%) were the predominant types. 
168(93.9%) patients received antibiotic therapy. 178(99.4%) among all of patients were improved 
and one(0.6%) was dead. 1(0.6%) developed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and 1 was diagnosed as 
mild lung fibrosis by radiology. 
Conclusions Changes of inflammation markers including total white blood cell count, C-reactive 
protein were similar to bacterial infections. Antibiotic use in high proportion was in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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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03 

三种不同方法在肺炎支原体感染诊断中的比较和意义 
 

李静宜,李丹,郭东星,田秀君,栗绍刚,吴赵勇,辛德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被动凝集法检测(MYCO II)､ 酶联免疫法检测 MP-IgM 抗体方法和与 MP-IgG 抗体与金标准培

养法进行比较。 评估这几种方法在 MP 感染中的辅助诊断价值,摸索 MYCO II 辅助临床诊断的阳性

判定标准。 
方法 被动凝集法检测(MYCO II)､ 酶联免疫法检测 MP-IgM 抗体方法分别检测临床诊断 MPP 患儿

急性期血清,结果与金标准培养法进行比较。 
结果 与金标准培养法相比,IgM 方法的阳性率为 54.4%,与培养法的 43.8%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灵敏度 76%,特异度为 62.5%,约登指数为 0.385。IgG 方法的阳性率为 21.1%,与培养法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特异度较高为 81.3%,但灵敏度仅为 24%,约登指数仅为 0.053。MYCO II 不同阳性诊

断标准≥1:40,≥1:80,≥1:160,≥1:320,≥1:640 的阳性率分别为

68.4%,68.4%,63.2%,54.3%,43.8%。与培养比较,≥1:40,≥1:80,≥1:160 的阳性率有统计学差异,≥
1:320,≥1:640 与培养法比较无统计学差异。随阳性判定抗体标准的提高,敏感度逐渐下降,分别为

76%,76%,72%,72%,60%。而特异性逐渐增高,分别 37.5%,37.5%,43.8%,59.4%,68.8%。约登指数

逐渐升高,而在≥1:320 达到高峰为 0.314,≥1:640 下降至 0.288。≥1:320 与 IgM 一致性比较,γ 为

0.788,一致性高;而其他阳性判定标准与 IgM 一致性比较 γ 值均低于 0.7。 
结论 各种方法与培养法比较,IgM法的特异度､ 敏感度均较好。IgG 法敏感度低,不适于儿童 MP 感

染诊断。MYCO II 法中≥1:320 作为阳性判定标准特异性敏感度均较好,约登指数高于其他诊断标准,
且与 IgM 比较一致性高。 
 
 
PO-0304 

Pathogenic Effects of B19 VP1u Protein on Fetal Heart 
Development 

 
Nie xiaojing1,Zhang Guocheng2, Xu Dongliang2,Sun Xin 2,Zhang Xuehong2,Li Xiaoqing2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Fuzhou 350025, China 
2.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Xijing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athogenic effects of B19 VP1u protein on heart development and its 
probable mechanisms. 
Methods B19 VP1u protein was injected into mice at different gestational age, then the cardiac 
tissue specimens of fetal mice were harvested.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cardiac cells were 
observed by light microscope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Cell apoptosis and surface biomarker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UNEL and in situ hybridization techniques. 
Results There were 23 pregnant mice and no fetal abortion in VP1u protein group, VP1u protein 
mAb intervention group or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experiment. Heart weight and the number of 
descendants in each group were analyzed by variance, which show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ith 
P >0.05. Widened myocardial cell gaps, transparent or pale cytoplasm and cardiac steatosis were 
detected by light microscope in the groups of VP1u protein group and VP1u protein mAb 
intervention group. Mitochondria with vacuolation gathered in the widened gaps between 
myocardial cells, and cardiac cell apoptosi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ques, while there was no abnormalities in control group, so did NF-κB
､ PKC-α and PDGF-β in fetal heart tissues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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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B19 VP1u protein has no effects on fetal abortion and fetal heart malformation, but 
is associated with cardiac edema of fetal mouse. 
 
 
PO-0305 

Detection of measles  antibody IgG  level among part of 
healthy infants  and children in Shenzhen 2016-2017  

 
Lei Min 

Shenzhen Children Hospital 518026 
 
 

Objective To know the immunity  against  measles  among healthy infants and children in 
Shenzhen  by the detection of their measles  antibody IgG level, and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s 
and evidences  for making   measles control and vaccination strategy  scientifically . 
Methods In  2016-2017, with  random sampling surveys , 800 individuals in the population 
accepted health checking in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were selected , and their serum 
measles  antibody IgG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ELISA quantitive assay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age group.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of measles antibody  was 81.5 %, 
GMT(Geometric mean titer )  was  86.3IU/ml .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positive rate of measles antibody between gender (P >0.05),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positive rate and GMTs of measles antibody, among age(P <0 .01).The positive 
rates and GMTs of the group  less than 8 months  and  the group  exceed 10 years are relatively 
lower than others . 
Conclusions The measles  antibody level is high in the 
healthy  population of infants and children in  Shenzhen   , so the probability  of  measles 
outbreak  is very small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immunity against  measles  in very young  infants 
and older children deserves further attention and enhancement. 
 
 
PO-0306 

手足口病的快检项目 EV71､ COX A-16 结果观察 
 

赵秋芬,吴晓晴,苏凌,王军,李念 
北京首儿李桥儿童医院 101304 

 
 

目的 每年的 5-10 月是手足口发病的高峰期,采用手指全血联合检测 EV71-IgM抗体､ COXA16-IgM
抗体,能尽早识别手足口病发病的类型,可以为及时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方法 应用(胶体金法)肠道病毒 71 型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柯萨奇病毒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对手足口

病进行快检. 
结果 2016 年全 3738 例检测对象结果统计:EV-71 阳性率在 22.3%,COX-A16 阳性率在 10.9%,双重

感染阳性率在 4.02%, 
结论 2016 年 6 月--9月､ 为手足口病高发期,双重感染者是以 8 月--11 月为居多。仍然以 EV-71 型

为主,COX-A16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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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07 

手足口病患儿不同肠道病毒感染临床特点简析 
 

周占青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对临床确诊的手足口病患儿进行分析,结合实验室的检测,总结分析手足口病的皮疹特形态点及

临床症状。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我院住院的手足口病患儿 100 例,根据化验室结果检测分为

肠道病毒 71(EV71)感染组其他肠道病毒感染者,两组例数分别为 65例､ 35 例,比较 2 组的皮疹形态

特点､ 发热情况､ 主要实验室指标及并发症发生率情况。 
结果 1.EV71 感染组皮疹形态特点以梭行疹(80%)为主,其次为粟粒疹(54%),其中 25 例患儿皮疹形

态中同时合并梭行疹及粟粒疹,3 例患儿皮疹形态为大疱疹样;其他肠道病毒感染组:皮疹形态特点以

疱疹为主(80%)。EV71 组患儿所占比例均比其他肠道病毒感染组高(P<0.05);2.2 组患儿均有发

热,EV71 感染组:热峰较高,热程较长(P<0.05);3.2 组血白细胞计数､ 生化指标中心肌酶项 CK-MB､
乳酸脱氢酶比较无显著差异性(P>0.05),但其实验室各值总体以 EV71 感染组升高为主;4.2 组并发症

中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发生率以 EV71 感染组较高(P<0.05)。 
结论 EV71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皮疹特点以粟粒疹､ 梭行疹为主,热峰较高､ 热程较长,根据这些临

床特点能协助临床医师对手足口病的病情进行初步判断,对潜在危重症进行鉴别。 
 
 
PO-0308 

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危险因素分析 
 

周莉,李小象 
周莉 475000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病例组为 162 例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对照组为 245 例手足口病轻症病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出重症手足口病的危险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年龄<3 岁､ 持续发热､ 精神差､ 呕吐､ 抽搐､ 皮疹较少､ 易惊､ EV71 感

染､ 血糖升高是重症手足口病的危险因素(P<0.05)。Logistic 回归显示持续发热､ 呕吐､ 皮疹较少

､ 易惊､ EV71 感染是手足口病重症的独立相关因素,具有早期预警作用。 
结论 对手足口病重症的危险因素早期监测,及时治疗,避免病情进一步进展。 
 
 
PO-0309 

LPS 诱导小鼠 ALI 线粒体动力学及细胞凋亡的动态变化 
 

彭慧云,王曼知 
长沙市中心医院 410011 

 
 

目的 观察在 LPS 诱导小鼠急性肝损伤不同时期的线粒体动力学､ 线粒体功能及细胞凋亡的动态变

化。 
方法 将 60 只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 6 组:正常组､ 模型 1小时组､ 模型 3小时组､ 模型 6 小时组

､ 模型 12 小时组及 24 小时组,每组 10 只,采用 LPS 30mg/kg 腹腔注射造模,LPS 注射相应时间后,
留取血清标本,检测 ALT､ AST 水平;观察肝脏的大体形态;HE 染色,进行肝组织病理程度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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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法检测肝组织的 ATP 产量,MRCCI 及 Cyt-c 含量;采用 Real-Time PCR 检测肝组织 Drp1､
Mfn2､ Bcl-2､ Bax､ Caspase-3 mRNA 的表达。 
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3 小时组小鼠血清 ALT､ AST 水平明显升高(p<0.01);线粒体 ATP 和 MRCCI 有
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Cyt-c 明显增高(p<0.01);肝细胞损伤的病理指数明显升高。与正常

组比较,6 小时组小鼠血清 ALT､ AST 水平(p<0.01)明显升高;线粒体 ATP 和 MRCCI 明显下降

(p<0.05), Cyt-cx 明显增高(p<0.01);肝细胞损伤的病理指数明显升高(p<0.05)。与 6 小时组比较,12
小时组小鼠血清 ALT､ AST 水平明显下降(p<0.01);线粒体 ATP 和 MRCCI 明显上升(p<0.05), Cyt-c
明显减少(p<0.01);肝细胞损伤的病理指数明显下降(p<0.05)。与 6 小时组比较,24 小时组小鼠血清

ALT､ AST 水平明显下降(p<0.05);线粒体 ATP 和 MRCCI 明显上升(p<0.05), Cyt-c 明显减少

(p<0.01);肝细胞损伤的病理指数明显下降(p<0.05)。(2)与正常组比较,3 小时组小鼠肝组织

Drp1 mRNA 有所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小鼠肝组织 Mfn2 mRNA､ Bcl-2 mRNA 明显下降

(p<0.01);而 Bax mRNA 和 Caspase3 mRNA(0.77±0.52 vs 0.52±0.11 和 0.56±0.22 
vs 0.49±0.06,p>0.05)有所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Drp1 表达增加和 Mfn2 表达减少等线粒体动力学失衡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和促发细胞线粒体

凋亡途径可能是小鼠 ALI 的发病机制之一。 
 
 
PO-0310 

新生儿手足口病临床特点及免疫功能探讨 
 

徐姗姗,黄丽素,李华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新生儿手足口病临床特点､ 预后及免疫功能 
方法 收集 32 例新生儿及家中年长儿手足口病患者,另选取健康婴幼儿 32 例作为对照组,用流式细胞

仪检测外周血 T 细胞亚群(CD3+､ CD4+､ CD8+淋巴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NK,CD16+,CD56+),用免

疫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 IgM､ IgG､ IgA 水平,用 ELISA 方法分别检测血清细胞因子 IL-1β､ IL-6､
IL-2R､ IL-8､ IL-10､ TNF-a 水平。 
结果 新生儿病例组的临床合并症少,皮疹部位不典型。所有新生儿及年长儿病例均为柯萨奇病毒 A6
感染。新生儿及年长儿病例组 CD8+相对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新生儿病例的 IgG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新生儿病例的 IL-1β､ IL-6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年长儿病例的 IL-
1β､ IL-6 及 IL-10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首次报道了新生儿手足口病的临床特点,皮疹部位不典型,合并症轻,预后好。免疫因素可能是其

主要致病原因。 
 
 
PO-0311 

婴儿脊柱结核误诊致死亡一例分析 
 

童文佳,金丹群,许愿愿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婴儿脊柱结核的临床特点及误诊致死亡的原因分析。 
方法 分析 1例婴儿脊柱结核的 初表现､ 诊疗经过､ 文献复习及误诊原因分析  
结果 12 个月男婴,入院前 9 个月龄因腰椎后突畸形诊断“腰椎先天性发育畸形”予支具固定。因“抽搐

5 小时”入院。两次痰涂片及胃液抗酸染色找 TB 菌均阴性,脑脊液常规:有核细胞计数 254×106/L,分
叶核细胞比例 5.8%,单叶核细胞比例 94.2%,蛋白定量 2.6g/L,葡萄糖 1.6mmol/L,氯化物 106 
mmol/L。CSF 脑脊液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PPD 阴性。影像学检查:全腹部 CT 提示:L2 椎体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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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破坏,向后凸向椎管内,局部脊柱后突畸形,､ ;左侧腰大肌增粗,内见散在分布的沙石样及点片状钙

化影。脾脏､ 右肾盂内及中下腹肠管､ 肠间隙均可见点片状致密影,考虑椎体结核､ 腹腔结核;头颅

MRI:双侧脑室旁､ 基底节区､ 左侧大脑半球皮层及皮层下､ 脑干､ 双侧视束广泛异常信号;双侧脑

室扩大,脑沟增深;胸部 CT 检查提示:两肺条片状高密度影,左上肺为著,左肺门增大,纵膈､ 左肺门见

散在点片状､ 团片状钙化。提示胸内淋巴结结核､ 钙化,干酪性肺炎 。患儿入院后给与抗结核治疗,
但病情仍继续恶化,于入院 35 天因脑疝死亡。 
结论 婴儿脊柱结核极为罕见,所有出现脊椎溶骨性破坏､ 脊柱后凸畸形的婴儿,即使无发热､ 咳嗽等

症状也应行胸部 CT､ 腹部 B 超及脑脊液检查,以排除身体其它部位的感染灶,尤其是要了解是否合

并结核性脑膜炎。本例患儿病程长达 3 个月,多次就诊均发生误诊, 终发展到结核性脑膜炎而死亡,
临床教训极为深刻,加强对婴儿脊柱结核的早期认识至关重要。 
 
 
PO-0312 

左卡尼汀对柯萨奇 A16 型病毒感染手足口病血 NT-BNP 和 BNP
异常的影响 

 
李鹏,宋春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左卡尼汀对柯萨奇病 A16 型毒感染后手足口病的血清 BNP 和 NT-BNP 异常的影响,以及

其可能的心肌保护作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我院治疗的柯萨奇病毒 A16 型感染后血 NT-BNP 和 BNP
异常的手足口病 68 例,随机分为左卡尼汀组(左卡组)和基础治疗组(对照组),观察各组血 NT-BNP､
BNP､ AST､ LDH､ CK-MB 等指标变化,同时观察每日心率变化､ 治疗后心电图变化以及重症转化

率等指标,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治疗前,两组患儿性别､ 年龄､ 病程､ 心率､ 心肌酶谱､ BNP､ NT-BNP 等指标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②治疗 3d 后,左卡组患儿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左卡组与对照组比较 NT-BNP 和 BNP､
AST､ CK-MB 下降明显,在心电图恢复率､ 心率恢复正常时间方面,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均 P<0.05);
在临床痊愈率､ 重症转化率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均 P>0.05);③治疗 7d 后左卡组患儿痊愈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左卡组与对照组比较 CK-MB､ NT-BNP 和 BNP 下降明显,心率恢复明显下降,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均 P<0.05);在重症转化率､ 心电图恢复率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均 P>0.05); 
结论 柯萨奇 A16 病毒感染后血 NT-BNP 和 BNP 异常 HFMD 患儿应用左卡尼汀心肌保护治疗,可显

著改善 BNP､ NT-BNP指标､ 心肌酶谱､ 心电图恢复率及缩短心率恢复时间,提高有效率及痊愈率,
改善患儿预后。 
 
 
PO-0313 

维生素 D 水平在手足口病患儿发生惊厥中的临床意义 
 

曲美玲,邸顺祥,全國红,夏治群,王巧丽 
哈尔滨儿童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婴幼儿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手足口病患儿发生惊厥的相关性及对重症手足口病早期识别

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分析 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在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因手足口病伴发热惊厥的六岁以内患儿的

资料,收集 57 例患儿为病例组,另选取 57例同时间､ 同年龄段无惊厥的手足口病患儿,以及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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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龄段 57 例来我院体检的健康婴幼儿做对照组,通过检测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比较三组间的维生

素 D 水平与手足口病及手足口病并发惊厥的相关性。 
结果 维生素 D 水平健康组与手足口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与手足口病并发惊厥患儿维生素 D
差异有十分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降低,可增加手足口病的发病率。同时惊厥是早期识别重症手足口病的重要

体征,而手足口病并发惊厥患儿血清维生素 D 明显降低,从而推断,维生素 D 水平的监测,对于手足口

病合并惊厥发作密切相系,也对重症手足口病早发现提供临床参考意义!维生素 D 对于免疫系统的调

节作用已经得到共识。对于手足口病患儿尤其高热患儿,给予早期补充维生素 D 对于并发热惊厥的

影响统计学意义及手足口病的免疫治疗,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探讨。 
 
 
PO-0314 

乙肝疫苗接种后儿童抗体水平变化规律分析 
 

岳晓媚,葛聪聪,赵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接种乙肝疫苗是目前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Hepatitis B Virus, HBV) 有效的方法,乙肝疫苗

接种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我国一般人群 HBV 感染率。此研究旨在分析 1-16 岁住院儿童婴幼儿期

乙肝疫苗接种后抗体水平随年龄增长变化规律,评估接种加强针的必要性。 
方法 根据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对 93,326 名 1-16 岁住院儿童乙肝标志物包括

乙肝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HBsAb),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和乙肝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HBcAb)的检查结果,分析 anti-HBs 滴度变化规

律及 HBsAg 和 HBcAb 的携带率。 
结果 93326 名 1-16 岁住院儿童中 HBsAg 和 HBcAb 携带率分别为 0.48% 和 4.05%。保护性抗体

水平比例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 岁年龄组血清保护率 高(90.31%),8 岁年龄组 低

(45.29%);所有年龄组儿童保护性抗体水平比例在 45.29% - 63.33%之间除 1-3 岁年龄组外

(90.31%,83.95% 和 71.82%);绝大部分年龄组中高等抗体反应者比例在 5.03%-10.56%之间;所有年

龄组中没有发生血清转换的比例在 3.33%-25.79%之间;男女之间抗体水平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有明确再接种史儿童抗体几何平均滴度(Geometric Mean Titers , GMT)显著高于不清楚

是否有再接种及无再接种史儿童,前者与后两者相比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01),不清楚是否

有再接种史儿童 GMT 也显著高于无再接种史儿童抗体水平(p<0.05)。 
结论 我们通过大样本连续年龄段对出生后在婴幼儿期完成初次免疫接种的儿童调查研究发现 1-16
岁儿童总体抗体保护率为 67.10%,1-8 岁年龄组儿童中保护性抗体水平比例从 90.31% 下降至 
45.29%,而 9-15 岁年龄组中其抗体阳性率又从 45.46%上升至 63.33%,高等抗体水平者比例在大部

分年龄组中保持相对稳定,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下降或上升。接种加强针会增加抗体浓度,对没有发生

抗体血清转换者建议再接种加强针,尤其是这些在学校住宿或者家庭成员中有 HBsAg 携带者的儿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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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15 

评估血清 N 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 
及降钙素原(PCT)在小儿脓毒症中的应用价值 

 
朱庆玲,邸顺祥,徐志英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本文通过对小儿脓毒症患者血清 N 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及降钙素原(PCT) 升高的相

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NT-proBNP)及 PCT 对小儿脓毒症早期诊断及病情严重程度评估的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选取住院接受治疗的 102 例感染性疾病患儿,根据病情分为

脓毒症组 60 例和非脓毒症组 42 例,对两组患儿 血清 中 的(NT-proBNP)和 PCT 进 行 测 定 并 进 
行 分 析 对 比。探讨(NT-proBNP)及 PCT 对小儿脓毒症的早期诊断及病情严重程度评估。 
结果 脓 毒 症 组 患 儿 的(NT-proBNP)和 PCT 水平均显著性高于非脓毒症组(P<0.05);脓毒症组患

儿中严重脓毒症组患儿的(NT-proBNP)和 PCT 水平均显著性高于非严重组(P<0.05);非严重组患儿

的(NT-proBNP)和 PCT 水平均显著性高于非脓毒症(P<0.05)。 
结论 血清 NT-pro BNP 和 PCT 水平对脓毒血症患者的早期诊断及病情严重的预测评估具有重要的

临床应用价值。 
 
 
PO-0316 

首例儿童人感染 H5N6 禽流感 
 

刘静,刘芙蓉,廖亦男,李双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全国首例儿童人感染 H5N6禽流感的临床特征､ 实验室检查及治疗方法 
方法 病例回顾分析 
结果 人感染 H5N6 禽流感(human infected with H5N6 avian influenza)是由甲型流感病毒 H5N6 亚

型引起,主要传染源是禽类,导致人感染的风险较低。目前我国报告确诊为 H5N6 禽流感的病例不多,
但致死亡率高,本例是全国首次报告的儿童病例。H5N6 禽流感的临床表现和其它禽流感类似,早期

表现有头晕､ 咽痛､ 乏力､ 全身酸痛等流感样症状,典型表现为发热､ 咳嗽症状,起病 5-7 天出现气

促､ 呼吸困难等重症肺炎表现,可迅速出现呼吸衰竭､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胸腔积液､ 休克等多种并发症。 
结论 人感染 H5N6 禽流感临床需注意与其他亚型禽流感､ 季节性流感(含甲型 H1N1 流感)､ 细菌性

肺炎､ 腺病毒肺炎等鉴别。对于疑似患儿,应详细询问流行病学接触史,尽早行相关检查,以明确诊断,
早期使用抗流感病毒药物可缩短病程和减少并发症。目前奥司他韦是治疗 H5N6 禽流感安全有效的

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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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17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的病原诊断 
及治疗的影响 

 
刘虹 

厦门市妇幼保健医院 361003 
 
 

目的 研究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病原诊断及治疗的意义 
方法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住我院儿科病房的巨细胞病毒感染合并肺炎患儿(<6 月),共 30
例,行肺泡灌洗术,对灌洗液巨细胞病毒-DNA 阳性病例随机分为 2 组:A 组:对症治疗;B 组:更昔洛韦+
对症治疗,同时观察 2 组病人的临床疗效。 
结果 (1) 30 例病例中肺泡灌洗液阳性病例为 27 例,阳性率达 90%,巨细胞病毒 DNA 拷贝数介于

1.19E+04 至 5.95E+06 之间。(2)B 组与 A 组患儿相比在总咳嗽时间､ 喘息､ 呼吸困难缓解时间､

肺部体征消失时间､ 肺部 X 吸收时间及治疗转归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可明确肺炎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肺部病原并指导治疗,提高治疗的有效率 
 
 
PO-0318 

High doses of recombinant mannan-binding lectin inhibit 
the binding of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with cells 

expressing DC-SIGN. 
 

Chen Yinghu,Yu Lei,Wang Caiyun,Zhang Li 
Chli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3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high doses of recombinant MBL 
(rMBL) can inhibit capture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by DC-SIGN expressing cells an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DC-SIGN in this process. 
Methods 1.Reagents and kits;2.Cell culture, differentiation, and virus 
propagation;3.Immunoprecipitation of DC-SIGN and virus overlay protein blot assay 
(VOPBA);4.Purified MBL;5.Confocal detection;6.Flow cytometry;7.Ethics statemen;8.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1.Identification of DC-SIGN as one of the binding proteins between DCs and influenza 
A(H1N1)pdm09   
    The HA1 protein of influenza A(H1N1)pdm09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lane loaded with 
proteins precipitated by anti-DC-SIGN, but not in IgG coated beads (Fig. 1). When the blot was 
stripped, DCSIGN could only be detected in the lane that showed positive detection of the HA1 
protein and its posi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HA1 
protein (Fig. 1).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CSIGN is one of the proteins on DCs, which 
mediates the binding between DCs and influenza A (H1N1)pdm09 virus. 
2.Inhibition of binding between DCs and influenza A (H1N1)pdm09 virus by MBL    
    Compared to untreated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high doses (i.e.5 lg/mL, 10 lg/mL) of 
hMBL/rMBL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binding of DCs with virus (P < 0.001), 
while low doses (i.e. 1 lg/mL) of hMBL/rMBL did no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hibition between 5 and 10 lg/mL of hMBL/rMBL.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high doses of 
hMBL/rMBL can inhibit the binding of DCs with influenza A(H1N1) pdm09 virus an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rMBL and hMBL. 
3.Effect of anti-DC-SIGN antibody on the binding of influenza A(H1N1)pdm09 with 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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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negative control slides, the red fluorescence of CD209-PE without any green 
fluorescence can be seen. In slides with virus and DCs (positive group), the green fluorescence 
of A(H1N1) pdm09-CFSE can be seen, which demonstrates the binding of the virus. When DCs 
were incubated with CD209-PE antibody and subsequently incubated with influenza viruses, viral 
binding was reduced. Green MFI of the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bound to DCs was also 
analyzed. Green MFI from the anti-CD209 antibody slid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from 
the slides with DCs alone (P < 0.001). 
4.Binding of DC-SIGN+ THP-1 cells with influenza A (H1N1)pdm09, and inhibition of this binding 
by MBL and anti-DC-SIGN antibodies 
   Compared to untreated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high doses of hMBL/rMBL (e.g. 5 and 
10 lg/mL)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virus binding to DC-SIGN+ THP-1 cells 
(P < 0.001), while lower doses (i.e. 1 lg/mL) of hMBL/rMBL did not. A larger amount of 
hMBL/rMBL (i.e., 1 lg/mL, 5 lg/mL, 10 lg/mL)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inhibition of 
virus binding to DC-SIGN+ THP-1 cells (Fig. 5B) (P < 0.001). Further, both rMBL and hMBL 
showed the same inhibitory capacity. These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binds to THP-1 cells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DC-
SIGN, and which is inhibited by MBL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Further, both rMBL and hMBL 
showed a comparable inhibitory effect. 
Conclusions The pandemic influenza A (H1N1)pdm09 virus continues to be a threat to human 
health. Low doses of mannan-binding lectin (MBL) (< 1 µg/mL) were shown not to protect against 
influenza A(H1N1)pdm09 infection. However, the effect of high doses of MBL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Dendritic cell-specific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3 grabbing non-integrin (DC-
SIGN) has been proposed as an alternative receptor for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of DC-SIGN on DCs as well as on acute monocytic leukemia 
cell line, THP-1. High doses of recombinant or human MBL inhibited binding of influenza 
A(H1N1)pdm09 to both these cell types in the presence of complement derived from bovine 
serum. Further, anti-DC-SIGN monoclonal antibody inhibited binding of influenza A(H1N1)pdm09 
to both DC-SIGN-expressing DCs and THP-1 cell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high doses of 
MBL can inhibit binding of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to DC-SIGN-expressing cells in the 
presence of complem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DC-SIGN may be an alternative receptor for 
influenza A(H1N1)pdm09 virus. 
 
 
PO-0319 

   重组人干扰素 a-2b 喷雾剂治疗疱疹性咽峡炎的临床疗效研究 
 

姚婷新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评价重组人干扰素 a-2b 喷雾剂对疱疹性咽峡炎患儿的疗效和安全性,为儿科合理用药提供科学

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 对照､ 多中心的设计方法,将 3 家医院疱疹性咽峡炎患儿分为 2 组。对照组采用利

巴韦林和对症治疗,治疗组采用重组人干扰素 a2-b 喷雾剂和对症治疗,比较 2 组患儿疗效。 
结果 2015 年 9 至 12 月共 122 例患儿入组,与对照组比较,重组人干扰素 a-2b 可显著缩短疱疹性咽

峡炎患儿热程[治疗组(2.73±0.94)d,对照组(3.67±1.03)d,P<0.05]､ 口腔疱疹消退时间时间[治疗组

(3.27±1.01)d,对照组(3.90±1.15)d,P<0.05],咽部疱疹消退时间时间[治疗组(3.70±0.98)d,对照组

(4.57±1.30)d,P<0.05],恢复进食时间[治疗组(2.90±0.71)d,对照组(3.87±0.89)d, 
P<o.05]。对治疗组用药期间心率､ 呼吸､ 血常规､ 血生化的观察和检查均未见不良反应.P﹥
0.05。 
结论 重组干扰素 a2-b 可用于治疗疱疹性咽峡炎,能显著改善疱疹性咽峡炎患儿的热程和疱疹消失及

进食时间,且未发现不良反应,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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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20 

降钙素原及 C-反应蛋白联合检测在 PICU 感染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王涛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通过对重症肺炎患儿血清降钙素原(procaicltonin,PCT)和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水平进行动态监测阐明联合应用 PCT 及 CRP 检测在感染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 PICU 收治重症肺炎患

儿 86 例,其中确诊病毒性肺炎组 59 例,确诊细菌性肺炎组 27 例,对照组 20 例(同期住院的非感染患

儿)。感染组在入院时,入院后 12h､ 24h､ 3d,对照组在入院时,3d 分别采集血清,采用酶联荧光分析

法定量测定 PCT､ 免疫比浊法测定 CRP 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 PCT､ CRP 含量在确诊病毒性肺炎组入院时正常,细菌性肺炎组在入院时,入院

后 12h､ 24h,显著增高(P﹤0.01)。在确诊病毒性肺炎组和细菌性肺炎组,PCT 于入院后 12h､ 24h
､ 3d 数值[分别为(0.05±0.51)ng/ml (1.15±1.21)ng/ml (3.10±2.1)ng/ml 和(33.00±25.56)ng/ml 
(25.00±10.57)ng/ml (0.82±0.44)ng/ml], CRP 于入院后 12h､ 24h､ 3d 数值[分别为(0.08±0.29)mg/L 
(0.08±0.89)mg/L(18.08±5.39)mg/L 和(116.00±25.56) mg/L (45.00±10.57) mg/L 
(20.31±19.34)mg/L]。 
结论 在感染早期时,病毒性肺炎 PCT 和 CRP 均正常,3 天后均升高;细菌性肺炎感染控制后 3d PCT
和 CRP 接近正常,联合检测 PCT 及 CRP可提高检测的敏感度､ 准确度;病毒性肺炎抗生素使用需警

惕;PCT 较 CRP 更敏感。 
 
 
PO-0321 

mir-155 对 HBV 复制及 PTEN 表达的影响的体内研究 
 

谢聪,任广立,许蔓春,张卫云,张速林,蔡启茵,林永敏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 510405 

 
 

目的 构建 mmu-mir-155 真核过表达载体 pmR-155,探究其在 HBV 转基因小鼠中对 HBV 复制及

PTEN 基因的表达调控作用。 
方法 PCR 扩增 mmu-mir-155 的前体基因片段(pre-mmu-mir-155),双酶切后连接到 pmR-mCherry
载体上,通过菌落 PCR､ 双酶切和测序验证重组载体的准确性;将重组载体采用高压尾静脉法注入

HBV 转基因小鼠体内作为实验组,同时设空载体组(注入 pmR-mCherry 空质粒组),空白组(注入

PBS),7d 后 qPCR 检测各组细胞 mir-155 表达情况,14d 采用 ELISA 法检测 IFN-γ 表达量;1 月后

qPCR 检测肝内 SOCS1､ PTEN 基因 mRNA 表达量及 Western blot 检测肝内 SOCS1､ PTEN､
HBX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经菌落 PCR､ 双酶切和测序证实,pre-mmu-mir-155 基因片段插入 pmR-mCherry 载体中;注入

质粒 7d 后,实验组表达 mir-155 明显升高(P<0.01);注入质粒 14d 后,实验组 IFN-γ 表达量较空白组升

高;注入质粒 30d 后,实验组肝内 SOCS1､ PTEN mRNA 及蛋白量表达下降,同时 HBX 表达量下

降。 
结论 成功构建 mmu-mir-155 真核过表达载体 pmR-155,该重组载体可稳定表达 mmu-mir-155;mir-
155 可以通过下调 SOCS1 表达,进而促进 IFN-γ 的表达,增强 HBV 转基因小鼠的抗 HBV 的能力。

与此同时,mir-155 的下调 PTEN 的表达,有潜在的促进肝癌发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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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22 

华南地区儿科常见传染病与气候的关系 
 

陈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探讨华南地区儿科常见传染病与气候的关系 
方法  属于现况调查,资料来源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5 年及 2016 年的传染病报告。 
结果 华南地区儿科常见传染病依次为手足口病､ 流感､ 轮状病毒肠炎､ 水痘。 手足口病列第一位,
终年发生,近两年年例数都在 20000 例以上。华南地区手足口病高发于夏秋季节(5 到 10 月),流感高

发于春季(3,4 月),轮状病毒肠炎(11 月到 3 月)及水痘(11 月到 1 月)高发于冬春季节。2015 年手足口

病例较多(高发季节为 28602 例),2016 年流感病例较多(高发季节为 3242 例)。探及气候原因,广州

2015 年汛期迟,夏秋季温度高,2016 年春温度较低。因此华南地区手足口病的发生与其夏秋湿热气

候相关,而流感的发生与其春季湿冷气候相关,轮状病毒肠炎,水痘的发生与其冬春干冷气候相关。华

南地区儿科常见传染病与气候的关系可用于指导华南地区儿科常见传染病的临床的防治及季节性的

预防､ 宣教。 
结论 华南地区手足口病的发生与夏秋湿热气候相关,流感的发生与春季湿冷气候相关,轮状病毒肠炎,
水痘的发生与冬春干冷气候相关。   
 
 
PO-0323 

2015 年杭州市幼托健康儿童 EV71 及 CA16 隐性感染状况调查 
 

宋闻,赵仕勇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了解杭州市幼托健康儿童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既往隐性感染状况,
为手足口病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杭州市某幼儿园健康儿童体检外周血清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测
定血 EV71-IgG 及 CoxA16-IgG,了解杭州市幼托健康儿童既往 HFMD 隐性感染情况。 
结果 共调查 362 名儿童,年龄在 3.34 到 6.66 岁,中位年龄 5.23 岁,其中男性 199 名,女性 163
名;EV71 IgG 抗体阳性率 26.24%,CoxA16 IgG 抗体阳性率 92.54%,CoxA16-IgG 阳性率明显高于

EV71-Ig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9.872,P<0.05),,各抗体 OD 值及阳性率在不同性别中的分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年龄不同分为四组,分别为 3-4 岁,4-5 岁,5-6 岁,6 岁以上,各抗体 OD
值及阳性率在不同年龄组间的分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杭州市健康幼托儿童既往感染 CoxA16 比例较高,而 EV71 感染率要明显低于 CoxA16,为手足

口病防控及疫苗接种提高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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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24 

702 例新生儿败血症回顾研究 
 

颜斯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新生儿败血症是新生儿对感染的全身炎症反应,是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中 为凶险的一类,严重危

害患儿生命健康。导致新生儿败血症的病原菌因不同地域､ 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早期诊断较

为困难,血培养菌种鉴定及药敏试验耗时较长,容易延误诊断和 佳治疗时机。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这 10 年间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702 例新

生儿败血症的临床资料,统计分析新生儿败血症的常见危险因素､ 临床表现､ 常见合并症､ 血培养

常见病原菌及其耐药性。 
结果 702 例新生儿中:①早产儿 174 例,占 24.79%,平均胎龄 33.48 周,平均出生体重 1912.37g,平均

发病时间 4.59 天;②足月儿 528 例,占 75.21%,平均胎龄 38.31 周,平均出生体重 3303.21g,平均发病

时间 12.34 天。 
早产､ 低出生体重､ 胎膜早破､ 胎儿窘迫为新生儿败血症常见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纳入的所有新生儿败血症病例中, 常见的临床表现是黄疸､ 喂养困难､ 活动减少或嗜睡。 
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细菌血培养阳性率达 34.05%,其中革兰阳性菌占 74.27%､ 革兰阴性菌

24.27%､ 真菌占 1.46% 。G+菌中排在前三位的是:表皮葡萄球菌､ 溶血性葡萄球菌､ 肠球菌,G-菌
以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为主。 
在 702 例新生儿败血症中,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 220 例,晚发型新生儿败血症 482 例。其中早发型败

血症患儿共培养出菌株 290 株,血培养阳性率为 65.91%。晚发型败血症患儿中共培养出菌株 181
株,血培养阳性率仅为 18.78%。 
早发型败血症中共检出革兰氏阳性菌 254 株,革兰氏阴性菌 36 株,其中表皮葡萄球菌检出率 高,为
178 株。而晚发型败血症中共检出革兰氏阳性菌 101 株,革兰氏阴性菌 80 株,其中大肠埃希菌检出率

高,为 55 株。 
大部分 G+菌对于苯唑西林､ 青霉素､ 头孢唑啉耐药。其中,表皮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敏感率高,溶血

性葡萄球菌对利奈唑胺､ 莫西沙星､ 万古霉素耐药率低。 
大部分 G-菌对氨苄西林､ 头孢唑啉耐药。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对庆大霉素､ 氨苄西林/舒巴坦､ 头孢

哌酮/舒巴坦､ 亚胺培南､ 左氧氟沙星敏感率高。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头孢哌哃/舒巴

坦､ 亚胺培南耐药率低。 
结论 新生儿败血症 常见临床表现为黄疸､ 喂养困难､ 活动减少或嗜睡。 
新生儿败血症培养出的病原菌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 
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 常见的病原菌为表皮葡萄球菌(G+菌),而晚发型 常见的病原菌为大肠埃希

菌(G-菌)。 
革兰氏阳性菌对苯唑西林､ 青霉素､ 头孢唑啉等耐药率较高,利奈唑胺､ 万古霉素高度敏感;革兰氏

阴性菌对氨苄西林､ 头孢唑啉等耐药率较高,对庆大霉素､ 亚胺培南等敏感。 
 
 
PO-0325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心肺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及治疗体会 
 

马永涛,赵虹,许惠敏,李玉萍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心肺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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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108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分析法,分析患儿

合并心肺功能衰竭的影响因素,观察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 
结果 本组 108 例患儿,合并组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EV71感染､ 呼吸急促､ 意识障碍､ 肌钙蛋白增

高所占比重高于未合并组,差异显著;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可知,血流动力学改变､ EV71 感染

､ 呼吸急促为独立危险因素。三联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并发症发生率､ 病死率均优于二联组,差异

显著;三联组的平均住院时间､ 心肌酶恢复时间､ 呼吸机撤机时间､ 治疗满意度均优于二联组,差异

显著。 
结论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合并心肺功能衰竭主要与血流动力学改变､ EV71感染､ 呼吸急促有关,通
过三联药物治疗,保证了治疗效果,延长了患者生存时间,改善了患者预后,满足了其治疗需求,值得推

广。 
 
 
PO-0326 

High prevalence of GII norovirus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acute diarrhea, in Beijing 

 
Jia Liping,Zhang You,Liu Liying,Dong Huijin,Zhao Linqing,Qian Yuan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100020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ddress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ovirus and acute diarrhea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cluding hospital-acquired infection (HAI) and community-acquired 
infection (CAI) in a children's hospital in Beijing. 
Methods 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norovirus in stool specimen, followed by sequence 
analysis for PCR products.The genotype of the detected norovirus was first determined by the 
web-based norovirus typing tool v.1.0,then MEGA version 5.0 was used for phylogenetic analysis. 
Sequence alignments were performed with Clustal W and the phylogenetic tree was inferred 
using the neighbor-joining method.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SPSS software version 
19.0. Chi-square (X2) tests were carried out and relationship wer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when 
the adjusted p value was less than 0.05. 
Results From 2010 to 2013, a total of 1248 specimens, including 661 from the HAI group and 
587 from the CAI group were tested for norovirus. Norovirus were detected in 380 of 1248 (30.4%) 
diarrheal specimens. The positive rate for norovirus detection was higher in children within HAI 
group than CAI group (35.3%, 232/661 vs. 25.6%, 148/587),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X2=14.35, P<0.05). For age distribution, the highest positivity rates of norovirus were in age of 0-
5 months for HAI group and 12-23 months for CAI group. In the study, 262 amplicons of the VP1 
region from norovirus-positive specimens were sequenced, which showed GII.3 and GII.4 
norovirus were the most common genotypes detected in 50.0% (n=131) and 48.9% (n=128) of 
the positive specimens, respectively. Regarding the wards distribution, GII.3 norovirus was mainly 
detected in ward for neonatal diseases (36/85 in HAI group; 19/46 in CAI group), GII.4 norovirus 
was mainly detected in ward for respiratory and digestive diseases (21/85 in HAI group; 15/33 in 
CAI group). 
Conclusions The data elaborated the importance of norovirus in hospital associated infectious 
diarrhea. The prevalence of norovirus is higher from HAI group than CAI group, and the norovirus 
from the patients in CAI group could be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in HAI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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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27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MRP8, MRP14 and MRP8/14 
in pediatric acute appendicitis and its diagnostic value 

 
Li Yiping,Bai Zhenjiang,Yu Shenglin,Fang Fang,Zhou Huiting,Li Yanhong,Pan Jian,Wang Ji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0 
 
 

Objective Acute appendicitis (AA) is a localized infectious-inflammatory condition, which can lead 
to severe complications such as peritonitis and abdominal sepsis. Myeloid related protein (MRP) 
8, MRP14, and MRP8/14 are sensitive markers to detect local inflammation. However, it is 
unknown whether MRP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pediatric appendicitis. In this study, 
we deter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RP8, MRP14, and MRP8/14 levels and 
path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A in children. 
Methods 72 (52 male and 20 femal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AA and underwent appendectomy 
in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from June 2013 to January 2015 were enrolled, 
while 52 (44 male and 9 female) children who were scheduled for elective surgery of inguinal 
hernia repair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MRP8, MRP14, MRP8/14, IL-6 
and TNF-aain plasma samples were measured by ELISA. 
Results (1) The levels of MRP8, MRP14, MRP8/14 and IL-6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A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01). No difference in TNF-a level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groups. 
(2) In AA group, MRP8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RP14 (P < 0.001) and MRP8/14 (P < 
0.001), but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MRP14 and MRP8/14. Moreover, MRP8/14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DH (P < 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latelet count (P < 0.001). 
(3) The levels of MRP8 and MRP14 were higher in children with complicated appendicitis (P < 
0.05). For the prediction of complicated AA,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0.79 (95% CI 
0.66-0.92; P=0.003) for MRP8 with a cut-off value of 118.6 ng/mL (75.81% sensitivity and 80.0% 
specificity). The AUC for MRP14 was 0.74 (95% CI 0.62-0.86; P=0.014) with a cut-off value of 
24.7 ng/mL (sensitivity 54.84% and specificity 100%).  
Conclusions MRP8, MRP14, MRP8/14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A children, and their 
expression levels relate well with the degree of tissue injury. MRP8 and MRP14 could be useful 
markers for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omplicated and uncomplicated appendicitis in children. 
 
 
PO-0328 

儿童社区获得铜绿假单胞菌侵袭性感染的临床特征及抗生素应用 
 

董意妹,张交生,马伟科,魏雪梅,雷旻,邓继岿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总结儿童社区获得铜绿假单胞菌侵袭性感染的临床特征药敏结果､ 抗生素､ 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深圳儿童医院 2010 年~2013 年社区获得性侵袭性绿脓杆菌感染的 20 例患儿。 
结果 男 14 例,女 6 例;年龄范围为:2 月~1 岁 6 月,<1 岁 13 例,其中<6 月 9 例,>1 岁 7 例。病程小于

1 周者 15 例。均有发热､ 反应差､ 精神萎靡。以呼吸道表现起病者 9 例,消化道起病者 2 例,抽搐 1
例,皮肤软组织感染 1 例,中耳炎 1 例,其余起病时仅有发热表现。伴呼吸困难者 14 例,腹胀 11 例,腹
泻 4 例,昏迷 7 例,抽搐 2 例,呕吐 2 例,局部红肿热痛 6 例,消化道出血 5 例,皮肤坏疽性深脓疱 5 例,肺
湿罗音 10 例,肝大 16 例､ 脾大 4 例,脓胸 7 例,气胸 3 例。并发消化道穿孔 3 例,弥漫性腹膜炎 3 例,
肺脓肿 2 例,肺出血 5 例。血 WBC0.5~15.4×109/L,9 例降低､ 1 例升高。C-反应蛋白

(CRP):11~159mg/L,>50mg/L 者 16 例。18 例行降钙素原检查均升高,范围为:0.81~91.47ng/ml,其
中>50 ng/ml 7 例。20 个病例培养获得 32 菌株,25 株菌行药敏鉴定,头孢他定､ 头孢吡肟､ 亚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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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美罗培南､ 庆大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敏感率(23/25)92%(耐药的两株菌为同一病例),氧氟沙星､
环丙沙星敏感率 100%,氨苄西林､ 头孢唑林､ 头孢克洛､ 头孢曲松等青霉素及头孢菌素均耐药。治

愈 11 例,死亡 9 例。 
结论 该病早期诊断难､ 病情进展快､ 并发症多､ 死亡率高､ 预后差。发热､ 精神差､ 白细胞不高

､ CRP､ 降钙素原升高者,经验性应用抗生素时需覆盖该菌。 
 
 
PO-0329 

纳米银负载扎那米韦抑制 H1N1 流感病毒诱导的细胞凋亡 
 

林正方,朱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近年来,纳米银的抗病毒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运用抗病毒药物扎那米韦对纳米银颗粒进

行表面修饰,合成纳米银-扎那米韦复合物,探讨其抗 H1N1 流感病毒的活性。 
方法 通过透射电镜､ 粒度､ 电位对纳米银-扎那米韦复合物进行表征;运用香豆素-6 标记纳米复合物

观察其在 MDCK 细胞内的定位;MDCK 细胞感染 H1N1 病毒并经纳米复合物处理后,对神经氨酸酶活

性､ 细胞周期､ DNA片段化､ 活性氧的产生及相关信号通路进行检测。 
结果 纳米银-扎那米韦复合物尺寸在 2-3 nm,具有较高电位,利于进入细胞,在胞内定位于溶酶体,进而

释放至细胞质中发挥生物效应。感染 H1N1 病毒的 MDCK 细胞经纳米银-扎那米韦复合物处理后,与
未处理组相比,细胞病变效应减弱,细胞存活率增高,神经氨酸酶活性降低,细胞凋亡减少,DNA 片段化

减弱,活性氧产生减少,p53 及 p38 蛋白磷酸化减少。 
结论 纳米银负载扎那米韦能有效抑制 H1N1 流感病毒诱导的细胞凋亡。 
 
 
PO-0330 

水痘-带状疱疹患儿血清 VZV-DNA 的研究 
 

李迟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了解水痘-带状疱疹患儿血清 VZV-DNA 情况。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 PCR 技术对疑似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或处于感染恢复期的患儿进行血清

VZV-DNA 的检测,并结合患儿的临床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完成对 65 例患儿(使用免疫抑制治疗 7 例,未使用免疫抑制

治疗 58 例)共 83 人次的血清 VZV-DNA 检测。以临床诊断水痘或带状疱疹且处于活动期为金标

志,45 例患儿血清 VZV-DNA 阳性,20 例患儿(9 例临床诊断排除水痘或带状疱疹,5 例处于感染恢复

期, 6 例临床诊断水痘或带状疱疹且处于活动期)血清 VZV-DNA 阴性。实时荧光 PCR 技术检测血清

VZV-DNA 的灵敏性为 88.2%(45/51),特异性为 100%(14/14),准确度为 90.8%,约登指数为 88.2%。

当设定检测窗口为出疹 7-10 天时,参与检测的免疫抑制和免疫正常患儿分别为 4 例和 8 例,其阳性结

果均为 4 例,阳性率分别为 100%和 50%。当设定检测窗口为阿昔洛韦治疗 7-10 天时,参与检测的仅

有免疫抑制患儿 3 例,其阳性结果为 2 例,阳性率为 66.7%。本研究中有 3 例新生儿水痘,在检测窗口

为出疹 2-3 天时各进行血清 VZV-DNA 检测 1 次,结果均为阴性。 
结论 实时荧光 PCR 技术检测血清 VZV-DNA具有敏感性高､ 特异性强和准确度高的特点,但对新生

儿水痘的诊断价值有限。免疫抑制患儿的病毒血症时间明显延长,7-10 天的抗病毒治疗可能达不到

清除其血清 VZV-DNA 的目的,应适当延长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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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31 

脂筏在人偏肺病毒入胞中的作用 
 

何浩,杨晖,陈素花,赵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究脂筏是否参与了人偏肺病毒入胞的过程,通过对脂筏的研究进一步了解 hMPV 入胞过程。 
方法 hMPV 接种病毒后在培养基中加入霍乱毒素亚单位(CTB)同时作用 6HBE 细胞,分别在感染后

的 0 min､ 30 min､ 60 min､ 120 min 固定细胞,用带红色荧光的抗体标记 hMPV 融合蛋白(F 蛋白),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CTB 与 hMPV 在不同时间点的位置关系;分别用 1 mg/ml､ 5 mg/ml､ 7.5 
mg/ml MβCD 和 10 μg/ml, 20 μg/ml, 30 μg/ml Nystatin 处理 16HBE 细胞后感染 hMPV,感染 24 h
后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不同处理组 hMPV 滴度。将 50 μg/ml､ 100 μg/ml 外源性胆固醇加入 5 
mg/ml MβCD 处理后的 16HBE 细胞,接毒后 24 h 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hMPV 滴度。 
结果 hMPV 在进入宿主细胞时与脂筏标记物霍乱毒素亚单位存在共定位,并且随着时间的增加,共定

位点逐渐增加;hMPV 伴随着 CTB 逐渐向胞核方向移。MβCD 处理后,随着药物浓度的逐渐升高

hMPV 滴度分别降低了 81%､ 90%和 98%; Nystatin 处理后,随着药物浓度的逐渐升高 hMPV 滴度

分别降低了 44%､ 63%和 89%。向 5 mg/ml MβCD 处理后的 16HBE 细胞中加入外源性胆固醇,当
胆固醇浓度达到 100 μg/ml 时,hMPV 感染显著升高;添加外源性胆固醇后 hMPV 滴度时药物处理组

的 4 倍。 
结论 本实验证明了脂筏参与了人偏肺病毒胞吞过程并在胞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PO-0332 

河北省儿童病毒性脑炎及脑膜炎患者埃可病毒 30 型 
分离株 VP1 基因特征分析 

 
郭佳运

1,陈祥鹏
1,李静洁

2,孙素珍
2,谢正德

1 
1.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河北省儿童医院 
 
 

目的 对河北省儿童病毒性脑炎/脑膜炎患者中埃可病毒 30 型(Echovirus 30, ECHO30)分离株的基因

特征及与国内外其他流行株的进化关系进行阐明。 
方法 对河北省 2013~2015 年间采集的 492 份儿童病毒性脑炎/脑膜炎病例脑脊液标本应用肠道病

毒通用试剂盒进行鉴定;获得的 157 份阳性标本进行毒株分离,提取分离株病毒核酸,使用通用引物扩

增毒株 VP1 区基因序列,并对序列进行测定。通过基因 Blast 比对,确定病毒种型;使用 BioEdit 软件

进行序列对比分析,获得核苷酸､ 氨基酸同源性及抗原位点突变情况;使用 Mega 生物软件采用邻接

法(Neighbor-joining)､ 大似然法(Maximum-likelihood)构建 ECHO30 VP1 基因亲缘性关系树,进
行亲缘性分析。 
结果 共获得 18 株 ECHO30 临床分离株;基于 VP1 基因亲缘性进化分析,ECHO30 分为 A~H8 个基

因型,我国 ECHO30 流行株属于 D､ E､ G 和 H 基因型,本研究中河北省分离株均属 H 基因亚型。河

北省 ECHO30 病毒分离株之间的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较高,分别为 93.3%~100%和

98.2%~100%;与原型株(Bastianni)的同源性较低,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分别 80.9%~81.1%和

91.4%~92.4%。其中,3 株与 2010 年广东省流行株 50-1-2/GD/CHN/2010(KM034804.1)同源性

高,核苷酸与氨基酸同源性分别为 97.3%~97.4%与 99.3%~99.4%;7 株与浙江省 2013 年流行株

ZJ/RA-72/13(KP985769)同源性 高,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分别为 97.6%~98.2%和

98.6%~100%;8 株与 2014 年浙江省流行株 ZJ/JH-Hu/14(KP985774.1)同源性 高,核苷酸同源性为

98.7%~99.2%,氨基酸同源性为 98.6%~98.9%。同时发现河北省 E30 VP1 与原型株 Bastianni 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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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氨基酸位点存在多个突变:V54I/T, F56Y, T80A, D87E, N132T, R133T, G157S, P258Q, G277D, 
L290T/A。 
结论  2013-2015 年间引起河北省儿童病毒性脑炎/脑膜炎的 ECHO30 病毒流行株主要为 H 基因型,
同时存在多个传播链。 
 
 
PO-0333 

儿童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病例报道及文献总结 
 

张茜茜,窦珍珍,郭欣,董方,刘钢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儿童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临床特征与治疗现状。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儿童医院 2016 年 12 月住院的 1 例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患儿的病史和临

床资料,并在 PubMed 上对已发表的儿童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病例进行了文献检索和回顾总

结。 
结果 诊断为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的患儿为 2 月男婴,急性起病,以发热､ 呻吟为首发症状。血炎

性指标升高,脑脊液常规提示白细胞 5352×10^6/L;脑脊液生化提示蛋白 1729mg/L,氯化物 
110.2mmol/L,糖 3.43mmol/L。脑脊液､ 血培养均提示解没食子酸链球菌生长。应用拉氧头孢联合

阿莫西林舒巴坦抗感染治疗,同时应用地塞米松减轻炎症反应。入院第 18 天,患儿连续 2 次复查腰穿

脑脊液常规恢复正常(2 次腰穿间隔为 7 天),好转出院。通过关键词“streptococcus gallolyticus and 
meningitis”,在 PUBMED 数据库中检索到 12 例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的病例报道,其中 11 例为

儿童,1 例为成人。分析 11 例儿童期发病临床特征:患儿发病年龄中位数 11 天(2 天-5 周)。首发症状

为发热的患儿为 7 例,同时可伴随易激惹､ 纳差､ 嗜睡､ 呼吸急促或烦躁等症状;首发症状为意识改

变,四肢肌张力亢进,前囟隆起,骨缝分离的为 1 例;首发症状仅为呼吸急促,嗜睡的为 1 例;首发症状为

抽搐 2 例。病程中出现抽搐的为 1 例。有 2 例患儿应用头孢噻肟和庆大霉素进行治疗,7 例患儿应用

氨苄西林联合三代头孢(头孢曲松,头孢噻肟)､ 2 例患儿应用氨苄西林联合帕尼培南/倍他米隆进行治

疗。所有患儿抗感染治疗后均好转出院,但有 3 例出现后遗症:脑积水､ 脑室内出血和双侧额叶硬膜

下血肿等。11 例病例中有 9 例对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进行了 16S RNA 测序来进行亚种的鉴定,均显

示为解没食子酸链球菌巴氏亚种。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总结,解没食子酸链球菌归属于牛链球菌,属
D 组链球菌。可分为 3 个亚种: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解没食子酸亚种､ 解没食子酸链球菌巴氏亚种和

解没食子酸链球菌马斯顿亚种。其中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解没食子酸亚种主要引起结肠恶性病变和心

内膜炎等疾病;解没食子酸链球菌巴氏亚种可引起新生儿脑膜炎或败血症。 
结论 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在儿童中主要见于新生儿,临床表现同其他病原所致化脓性脑膜炎无

明显差异。目前并没有解没食子酸链球菌脑膜炎的标准疗法,可根据药敏试验指导用药。常引起脑

膜炎的解没食子酸链球菌为巴氏亚种。 
 
 
PO-0334 

新型隐球菌感染的大鼠模型中脑脊液的检测方法比较 
 

刘华
1,2,贺湘玲

1,陈铁强
2,田鑫

1,游亚兰
1 

1.湖南省人民医院 
2.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在新型隐球菌感染的大鼠模型中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FQ-PCR)检测体系､ 墨汁染色检测大鼠脑脊液,比较 2 种检测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临床应

用新型隐球菌 FQ-PCR 检测提供实验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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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60 只雄性 Sprague-Dawley(SD)大鼠,随机分为 4 组,A 组和 C 组大鼠实验第一天一次性腹

腔注射环磷酰胺(150mg/kg),B 组和 D 组腹腔注射等量 1ml 生理盐水;实验第 6 天大鼠全部处死,无菌

操作下,收集 4 组大鼠的脑脊液,-20℃保存待测;提取大鼠脑脊液标本的 DNA,用 FQ-PCR 方法对四

组大鼠脑脊液进行检测,并同时进行墨汁染色,比较 2 种不同方法检测的结果 
结果 新型隐球菌 FQ-PCR 检测体系可检测出脑脊液标本中的病原体,高于墨汁染色阳性检出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新型 FQ- PCR 体系能检测到大鼠脑脊液中病原菌,可用于临床检测脑脊液中是否存在新型隐球

菌感染。 
 
 
PO-0335 

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继发医院细菌感染的临床特点 
及病原学分析 

 
王涛,乔莉娜,华益民,周开宇,李庆曦,石晓青,罗秋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M)是 EB 病毒感染所致的急性感染性疾病,
临床症状及体征多变。确诊患儿往往给予抗病毒及对症支持治疗,不常规使用抗生素。但在临床诊

疗过程中,我们发现,IM 患儿易继发医院细菌感染,从而导致病程延长,住院费用增加。本研究分析继

发医院细菌感染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和病原菌特征,以期在避免滥用抗生素的同时,及时发现继

发细菌感染和需要抗生素治疗的患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诊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儿童

IM,按病程中是否继发医院细菌感染分为继发感染组和未继发感染组,分析 IM 继发细菌感染的临床

特点､ 实验室检查､ 病原学特征。 
结果 共纳入 IM 儿童 216 例,其中未继发感染组 177 例(81.9%),继发感染组 39 例(18.1%)。未继发

感染组患儿年龄为(4.7±3.2)岁,继发感染组为(7.0±3.8)岁,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继

发感染组包括细菌感染性扁桃体炎 17 例,支气管肺炎 11 例,中耳炎 5 例,颈细菌性淋巴结炎 3 例,眼
周蜂窝织炎 2 例,脓毒症 1 例; 继发感染组 3 例并鹅口疮。继发感染组细菌感染率明显高于同期医院

感染发生率(p<0.01) 。继发感染组患儿均使用抗生素有效,致病细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与患儿入院

时检出菌种一致。212 例(98.1%)IM 患儿变异淋巴细胞升高,变异淋巴细胞与是否继发医院细菌感染

无相关性(p>0.05) 。IM 患儿入院时 C 反应蛋白(CRP)水平为(17.3±11.4)mg/L,2 组相比无显著差异

(p>0.05)。继发感染组儿童 CD3+､ CD8+明显升高(p<0.01),CD4+､ CD4+/CD8+明显降低

(p<0.01) 。 
结论 IM 患儿易于继发细菌感染,以细菌感染性扁桃体炎､ 支气管肺炎 常见,可能与 EBV 感染后腭

扁桃体黏膜保护屏障受损､ 机体免疫状态抑制相关。继发感染者致病菌可能是腭扁桃体部定植菌下

移播散所致。入院时变异淋巴细胞比例､ CRP 不能作为预测是否发生细菌感染的标志,但同一个病

人 CRP 的动态变化可提示细菌感染和病情转归。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678 
 

PO-0336 

Salvage Therapy of Critically Ill Children with Complicated 
Infections after Surgery: Safety Profile and Efficacy of 

Tigecycline 
 

tan linhua,Song Ying,Shu Qiang,Ye Jing,Wu Xiujing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1 

 
 

Objective Emergence of multidrug-resistant (MDR) and extensive-drug resistant (XDR)bacteria 
has forced physicians to use off-label antimicrobial agents such as tigecycline. We present our 
experience on salvage use of tigecycl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ns caused by MDR/XDR 
bacteria in critically ill children after surgery.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non-interventional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igecycline in 
critically ill children either as single agent or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ntimicrobial agents in a 
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of a tertiary hospital from June 2012 to May 2016. 
Results A total of 22 children (13 males) with a median age of 0.6 years (IQR, 0.5-4 yr ) and a 
median weight of 7.3 kg (IQR, 5.1-12.5 kg) received tigecycline for ≥ 3 days as treatment for 
complicated infections after surgery from June 2012 to May 2016. They had a median PRISM III 
score and SOFA score of 9 (IQR, 6-13) and 5 (IQR, 3-9) at ICU admission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a high severity-of-illness of the patients.The median ICU stay and hospital stay duration were 56 
days (IQR, 38-61 d)and 78 days (IQR, 61-94 d) respectively.All patients received tigecycline 
(initial dose 1.5mg/kg and then 1.2mg/kg every 12 h) for a median duration of 17 days (IQR, 12-
20 d). Tigecycline therapy was prescribed as empirical treatment, culture-directed prescription 
and failure with a previous antibiotic treatment in 9% (n=2), 91% (n=20) and 100% (n=22) of the 
patients respectively. Only 2 patients (9%) received tigecycline for approved indications (cSSSI 
n=1; 4.5%, cIAI n=1; 4.5%). Twenty patients (91%) received tigecycline for “off label” indications 
(type II n=15; 68%, type III n=5; 23%). The most frequent “off label” indication was nosocomial 
pneumonia (n=5, 68%). Tigecycline was administered as monotherapy in 4 cases (18 %) while 
concurrent antibiotics were used in 18 cases (82%).A total of 48 pathogenic microbial strainswere 
isolated in 20 patients. Among all isolates, 13 pathogens were multi-drug resistant, 34 pathogens 
were entensively-drug resistant, and 1 pathogen was pan-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ii 
were the most prevalent pathogens (37 isolates, 77%), followed by Pseudomonas spp (9 isolates, 
19%),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producing Enterobacter cloacae (1 isolate, 2%) and 
carbapenem-resistantEscherichia coli (1 isolate, 2%).Clinical success was reported in 86% (19/22) 
of the patients. Three patients (14%) were failed to treatment, including 2 cases of bacteremia 
and 1 case ofmeningitis. The mortality rate in our cohort was 18% (4/22 patients). Only 1 death 
was considered to be attributed to infection itself.No serious adverse events of tigecycline were 
detected in our patients. 
Conclusions Tigecycline achieved favorable clinical success rat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after 
surgery with high severity of illness and a high prevalence of multidrug-resistant pathogens and 
showed a good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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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37 

α7nAChR 在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肺损伤的作用 
及 GTS-21 干预研究 

 
范宸颖

1,杨云华
1,李双杰

2 
1.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 α7nAChR 与炎症因子 IL-1β､ IL-18､ HMGB1 在脂多糖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模型中的动

态表达,研究 α7nAChR 激动剂 GTS-21 对脂多糖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模型的保护作用,探索 GTS-21
在急性肺损伤中的抗炎作用机制,为治疗急性肺损伤提供新策略。 
方法 (1)将 50 只雄性 C57BL/6 小鼠随机分成 5 组:正常对照组､ 急性肺损伤 3小时组､ 急性肺损伤

6小时组､ 急性肺损伤 12小时组､ 急性肺损伤 24 小时组,模型组采用 LPS 30mg/kg 腹腔注射造模,
正常对照组腹腔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造模后于各时点处死存活小鼠,检测小鼠肺脏病理､ 左肺湿/干
比重,肺组织 浆中 IL-18､ IL-1β､ HMGB1､ α7nAChR mRNA 表达水平。(2)63 只小鼠随机分成 4
组:正常对照组,急性肺损伤模型组,GTS-21 对照组,GTS-21 干预组,GTS-21 干预组再分为 3小时､ 6
小时､ 12小时､ 24 小时 4 个亚组。正常对照组与急性肺损伤模型组处理同上,GTS-21 对照组在腹

腔注射 PBS 液前 30 分钟腹腔注射 3mg/kg 的 GTS-21(不注射 LPS),LPS+GTS-21 组在 LPS 注射

前 30 分钟腹腔注射 3 mg/kg 的 GTS-21,前三组均造模后 6h 处死小鼠,GTS-21 干预组各亚组分别

在 LPS 腹腔注射后 3小时､ 6小时､ 12小时､ 24 小时处死小鼠,检测指标同上。 
结果 (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急性肺损伤组肺脏 W/D 比重明显增高;肺脏病理变化明显加重,IL-1β､
IL-18 水平明显增高,且均在 6 小时达高峰,HMGB1 水平亦明显升高,在 12 小时达高峰,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急性肺损伤组肺组织 浆中 α7nAChR mRNA 表达呈逐渐降低趋

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与正常对照组比较,GTS-21 对照组小鼠的肺 W/D 比重及肺脏病理评分

及 IL-1β､ IL-18､ HMGB1 水平及 α7nAChR mRNA 的表达的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3)与急性肺损伤组比较,GTS-21 干预组的肺组织的 α7nAChR mRNA 表达明显增高(P<0.05)。(4)
与急性肺损伤组相对应时间点比较,GTS-21 干预组的肺 W/D 比重明显改善,肺组织病理评分明显降

低,  IL-1β､ IL-18､ HMGB1 水平明显降低,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α7nAChR 在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肺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2)GTS-21 通过增强 α7nAChR 的

表达,降低炎症因子 IL-1β､ IL-18､ HMGB1 水平,对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肺损伤起保护作用。 
 
 
PO-0338 

α7nAChR 在脂多糖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作用机制 
 

范宸颖
1,杨云华

1,李双杰
2 

1.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 α7nAChR 与炎症因子 IL-1β､ IL-18､ HMGB1 在脂多糖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模型中的动

态表达,研究 α7nAChR 在脂多糖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模型的作用。 
方法 将 50 只 C57BL/6 小鼠随机分成 5 组:正常对照组､ 急性肺损伤 3小时组､ 急性肺损伤 6 小时

组､ 急性肺损伤 12小时组､ 急性肺损伤 24 小时组,每组 10 只。正常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

水,1 小时后断颈法处死小鼠;余组采用 30mg/kg 的 LPS 腹腔注射造模并在 LPS 注射相应时间后处

死存活小鼠。每组选取 8 个标本留取肺组织检测小鼠左肺的湿/干(W/D)比重;HE 染色,光镜下观察肺

脏病理变化;运用 ELISA 分别检测右肺组织 浆中的 IL-1β､ IL-18､ HMGB1 水平表达;采用 Real-
Time PCR 检测肺组织 α7nAChR mRNA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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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急性肺损伤组肺脏 W/D 比重明显增高(3h:4.49±0.16 vs 4.06 ± 
0.11,6h:5.57±0.18 vs 4.06±0.11,12h: 5.32±0.14 vs 4.06±0.11,24h: 5.25±0.20 vs 4.06±0.11,均
p<0.01);肺脏病理变化明显加重;IL-1β 水平明显升高(3h: 2875.28±169.95 vs 555.73±132.89,6h: 
3136.51±130.56 vs 555.73±132.89,12h: 2475.36±190.50 vs 555.73±132.89,24h: 256.83±413.40 
vs 555.73±132.89,均 p<0.01);IL-18 水平明显升高(3h: 176.72±20.86 vs 
144.92±21.43,6h:200.96±21.16 vs 144.92±21.43,12h:183.82±7.76 vs 
144.92±21.43,24h:159.59±16.09 vs 144.92±21.43,p<0.05);HMGB1 水平亦明显升高(3h: 
3.99±0.82 vs 1.88±0.73,6h: 5.9±1.33 vs 1.88±0.73, 12h: 7.85±0.65 vs 1.88±0.73,24h: 6.49±0.51 
vs 1.88±0.73,p<0.01);肺脏 W/D比重､ 肺脏病理评分､ 肺组织 浆中 IL-1β､ IL-18 的水平在 6 小时

达高峰,HMGB1 在 12 小时达高峰,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急性肺

损伤组肺组织 浆中 α7nAChR mRNA 表达呈逐渐降低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h:1.57±0.16 
vs 2.06±0.29,6h:0.79±0.13 vs 2.06±0.29,12h:0.65±0.12 vs 2.06±0.29,24h:0.19±0.04 vs 
2.06±0.29,p<0.01)。 
结论 α7nAChR 可降低炎症因子表达,在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肺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 
 
 
PO-0339 

不同年龄段儿童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临床､ 病理特征的研究 
 

康桢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各年龄段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儿的临床､ 病理特征,指导诊疗 
方法 纳入 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 6月湖南省儿童医院肝病中心确诊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资料完

整的患儿 66 例,根据年龄,分为<6 岁,6~12 岁,<12 岁 3 组,比较各组间血清谷丙转氨酶(ALT)､ 谷草
转氨酶(AST)､ Ⅲ型胶原蛋白(PCⅢ)､ 层粘连蛋白(LN)､ 透明质酸酶(HA)､ Ⅳ型胶原蛋白(Ⅳc)､
HBV-DNA 载量､ 肝组织炎症及纤维化程度､ 乙肝五项的差异。 
结果 3 个年龄段 ALT､ AST､ PCⅢ､ LN ､ HA ､ Ⅳc 的比较,两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HBV-DNA 载量水平两组间比较,(P =0.0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为>6 岁(34 例)与<6
岁(32 例)进行两组比较,乙肝五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7,P<0.05),肝组织炎症分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01,P<0.05)。 
结论 CHB 感染患儿,随年龄增大,HBV-DNA 载量水平有下降,肝组织炎症活动加重,乙肝血清学指标

有转换,肝纤维化程度无明显加重,对于指导儿童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治具有重要作用。 
 
 
PO-0340 

今年春季麻风疫苗接种后发生发热出疹性疾病的临床新发现 
 

曲美玲,邸顺祥,夏志群 
哈尔滨儿童医院 150001 

 
 

目的 调查麻风疫苗接种后发生发热出疹性疾病的情况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6 月哈尔滨市儿童医院传染科就诊的发热出疹性疾病并在两周内首次注射过

麻风疫苗的患儿进行统计和调研。患儿年龄 8 月~14 月,男 114 例,女 85 例 
结果 这些患儿在麻风疫苗注射后的的 24 小时内~12 天,有不同程度的发热,多数在 5~10 天!出现的

发热伴不同程度的皮疹。同时有一个新发现,统计首次注射疫苗的 199 例发热出疹性疾病的患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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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5 例患儿在注射麻风疫苗接种后 4~7 天,患儿引起幼儿急疹,病程同普通幼儿急疹。继后在麻风

疫苗接种后的 9~12 天再次发热伴皮疹! 
结论 麻风疫苗首次接种后可引起发热出疹性疾病,其发生与疫苗首次注射有关。疫苗接种后引起幼

儿急疹发生以及第二次的发热出疹疾病有没有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从病毒基因角度研究确认。 
 
 
PO-0341 

Curcumin and curcuminoids attenuate RIP3-related cell 
death in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induced injury via up-

regulating SIRT1 expression 
 

Yu Lu,Lin Li,Li Haiyan,Wen Shunhang,Zhang Hailin,Li Changcho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27 

 
 

Objective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role of curcumin and curcuminoids 
therapeutic in vitro model of S.pneumoniae pneumonia, 
and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curcumin and curcuminoids(Y20,6B) on mediating the inflammation 
and RIP3-related cell death through regulating SIRT1 expression. 
Methods CCK8-tset was used to measure cells survival rates cultured with S.pneumoniae while 
pre-treated with drugs or not at 0h, 3h, 6h, 9h, 12h. The SP infec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in 
vitro,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qRT-PCR)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transcriptional level of IL-
10, TNF-α, IL-1β mRNA transcriptional level at 3h, 6h, 9h in control groups, infection groups, Cur 
treated groups, Y20 treated groups and 6B treated groups,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protein level of IL-10, TNF-α, IL-1β at different time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pNF-κB, RIP3, pRIP3, MLKL, 
pMLKL, caspase3 and cleaved-caspase3 at 3h, 6h, 9h. 
Results Alleviation of inflammation was evidenced by reduced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
α), interleukin-1(IL-1), increased interleukin-10(IL-10) in cell culture fluid(p<0.05). It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inhibition 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MLKL), 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3(RIP3), caspase3 expression and activation but up-regulating sirtuin1(SIRT1) expression. As in 
vitro S.pneumoniae infection experiment, Cur and Y20, 6B increased cell survival rate challenged 
with S.pneumoniae while compared with the groups stimulated with S.pneumoniae only(p<0.01) 
especially at 9h and 12h.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n appropriate dose of Cur and 
Y20, 6B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inflammation and inhibit RIP3-MLKL-related cell death induced 
by S.pneumoniae might via up-regulating SIRT1 expression. 
 
 
PO-0342 

苏州地区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 
及实验室检查分析 

 
丁莹,周卫芳,李玉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苏州地区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为临床治疗提供帮

助。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难治性肺炎支原

体肺炎儿童 108 例为实验组(RMPP 组),同时期非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344 例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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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MPP 组)。回顾性分析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与非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NRMPP)的
病史资料､ 实验室检查,寻找差异性指标。 
结果 1.RMPP 患病年龄为(62.55±35.05)月,NMPP 组患病年龄为(35.78±27.38)月,NRMPP 组患儿的

年龄小于 RMPP 组患儿(P<0.01)。而两组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P>0.05)。 
2.与 NRMPP 组相比,RMPP 组患儿在咳嗽症状､ 肺部体征表现更明显,而在喘息症状上发生率低,且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RMPP 组的持续发热时间平均为(9.18±3.55)天,NRMPP 组的发

热持续时间为(3.39±2.47)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RMPP 组的平均住院天数为(11.04±2.72)
天,NRMPP 组的平均住院天数为(5.97±0.99)天,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与 NRMPP 组相比,RMPP 组患儿血常规中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更高,淋巴细胞绝对值偏

低,CRP､ 肌酸激酶偏高,免疫系统中 IgA､ IgG､ IgM 升高,CD3+､ CD3+CD4+､ CD4+/CD8+､
CD3-CD19+､ CD3-CD(16+56+)+､ CD19+CD23+均下降(P<0.01)。 
结论 1.RMPP 患儿易发生于大年龄儿童,易出现咳嗽､ 肺部罗音,热程长,心肌受损发生率高,住院时

间长。 
2.RMPP患儿更易出现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及 CRP 升高,炎症反应更明显,且免疫功能紊乱。 
 
 
PO-0343 

HMGB1 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诊断价值 
 

丁莹,周卫芳,储矗,李玉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研究 HMGB1 在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机体的表达,探讨 HMGB1 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诊

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4 例 RMPP 组､ 34 例 NRMPP 组及 24 例健康体检儿童外周血样本,采用 ELISA 法检测

TNF-α､ IL-6,RT-qPCR 法检测 HMGB1 的表达量以及回顾性分析其实验室检查,利用 ROC 曲线分

析两组差异指标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结果  
1.RMPP 组外周血 WBC 计数､ 中性粒细胞绝对数､ CRP 高于 NRMPP 组,淋巴细胞计数低于

NRMPP 组(P<0.05)。RMPP 组的 LDH､ GGT 高于 NRMPP(P<0.05)。而在 ALT､ AST､ CK､
CKMB､ α-HBDH 上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RMPP 组患儿的 IgA､ IgG､ IgM 高于 NRMPP 组患

儿(P<0.05)。RMPP 组患儿的淋巴细胞亚群中 CD3+､ CD4+､ CD4+/CD8+､ CD3-CD(16+56+)+
､ CD19+CD23+绝对值低于 NRMPP 组(P<0.05)。 
2.MPP 患儿(34 例 NRMPP 组+24 例 RMPP 组患儿)的 TNF-α 值､ IL-6 值､ HMGB1 值明显高于

NC 组(P<0.05)。TNF-α､ IL-6 值在 NRMPP 组与 NC 组相比､ RMPP 组与 NRMPP 组相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HMGB1 值中位数在 RMPP 组患儿为 7.44×10-3,NRMPP 组患儿为 4.35×10-

3,HMGB1 值在 NRMPP 组与 NC 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RMPP 组与 NC 组､ NRMPP 组相比

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17 种差异表达指标的 ROC 曲线分析发现:外周血 HMGBl 的表达:以 5.25×10-3为切点,对诊断

RMPP 的敏感度为 83.3%,特异度为 82.4%;中性粒细胞绝对数:以 6.278x109/L 为切点,对诊断

RMPP 的敏感度为 87.5%,特异度为 94.1%。 
结论 HMGB1 参与了 RMPP 的发生发展过程,可能可用于早期鉴别 RM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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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4 

RSV 感染幼龄大鼠后肺组织 TSLP 及其下游因子的动态分析 
 

黄燕,崔振泽,马丁柳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通过研究不同时间点 RSV 感染幼龄大鼠后肺组织 TSLP､ GATA-3 转录因子及血清中 IL-4､
IL-13 的变化,动态分析 TSLP 及其下游相关因子的表达水平。 
方法 将 60 只健康 wistar 大鼠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正常组､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模型组,
每组 30 只。在乙醚麻醉下,经模型组大鼠鼻腔接种 RSV Long 株病毒液,每日 1 次,连续 3 天,建立病

毒感染模型。分别于模型建立后第 3､ 5､ 7 天,观察并记录两组大鼠的一般状态,采用 RT-PCR 和

ELISA 动态分析 RSV mRNA､ TSLP 及其下游因子的表达水平。 
结果 (1)与正常组大鼠相比,模型组一般状态较差并且进行性加重;(2)RSV 感染后,模型组大鼠病毒载

量于实验第 5 天达高峰;(3)与正常组大鼠相比,模型组 TSLP 在各个时间点均处于较高水平,并且于第

5天､ 7 天有显著差异(P<0.05);(4)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 GATA3 的表达在每个时间点均处于较

高水平,并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在第 5 天表达水平达高峰。(5)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

IL-4､ IL-13 表达均处于较高水平,且随实验进行其表达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 
结论 RSV 感染大鼠可通过上调 TSLP､ GATA3 转录因子和 IL-4､ IL-13 的表达,引起 Th2 细胞优势

免疫应答的持续动态变化。 
 
 
PO-0345 

广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人博卡病毒流行病学分析 
 

蔡勇,陈德晖,刘文宽,王群,陈小雯,周荣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95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ARI)住院儿童人博卡病毒(human 
bocavirus,HBoV)的流行情况。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住院 ARI 患儿 1168 例为

观察对象。取鼻咽拭子标本,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人博卡病毒(HBoV)､ 腺病毒

(adenovirus,ADV)､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 甲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infA)､ 乙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B,infB)､ 副流感病毒 1､ 2､ 3､ 4(parainfluenza1､ 2､ 3､ 4,PIV1
､ 2､ 3､ 4)､ 肠道病毒(enterovirus,EV)､ 冠状病毒(coronavirus,CoV)､ 人类偏肺病毒(human 
metapneumovirus,HMPV)､ 鼻病毒(rhinovirus,RHV)。 
结果 总病毒检出率 42.6%(497/1168),HBoV 检出率 2.5%(29/1168)。HBoV 与其他病毒混合感染检

出率 44.8%(13/29),以混合 RSV 常见(46.2%,6/13)。不同年龄段患儿 HBoV 检出率分别为≤0.5
岁 1.9%,>0.5 岁且≤1 岁 4.2%,>1 岁且≤3 岁 3.1%,>3 岁且≤6 岁 0.6%,>6 岁 0%,不同年龄段患儿

HBoV 检出率存在差异( =10.073,P=0.039)。不同季节 HBoV 检出率分别为春季(3-5 月)0.9%,夏
季(6-8 月)1.9%,秋季(9-11 月)4.3%,冬季(12-2 月)2.8%,不同季节检出率无明显差异

( =6.91,P=0.075)。 
结论 HBoV 是广州地区 ARI 住院患儿的病原之一,常与其他病毒混合感染,其中与混合 RSV 多

见,0.5~3 岁儿童是感染重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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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6 

植物乳杆菌素 PlnEF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机制研究 
 

胡金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是人类的主要致病菌,可引起许多严重感染。近年来其耐药性的不断

发展已成为金葡菌治疗的重大难题。细菌素作为一种区别于抗生素和防腐剂的新型抗微生物物质,
已被广泛应用于动物和食品工业,但仍未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前期研究中,我们发现益生菌培菲康

可以明显减轻金葡菌引起的感染,并发现从中分离的植物乳杆菌 CMCC-P0002 培养上清液对部分临

床分离的金葡菌(包括耐药菌)具有明显抗菌作用。本文主要研究该植物乳杆菌培养上清液中的抗菌

物质并探究其抗菌机制。 
方法 通过改变植物乳杆菌培养上清液的 PH 值以及高温､ 过氧化氢酶处理等确定该上清液中抗菌物

质的活性;利用全基因组测序和基因敲除手段确定该抗菌物质在抗菌过程中的作用,并从金葡菌遗传

和表型差异入手来阐释其抗菌机制。 
结果 研究表明该植物乳杆菌培养上清液中的抗菌物质是细菌素,全基因组测序发现该植物乳杆菌表

达植物乳杆菌素 PlnEF,我们正在构建 PlnEF 敲除菌株从而确定 PlnEF 对金葡菌的抗菌作用,并从金

葡菌遗传和表型差异入手来阐释 PlnEF 的抗菌机制。 
结论 通过分泌植物乳杆菌素 PlnEF,植物乳杆菌 CMCC-P0002 可以抑制许多病原菌,包括金葡菌。

该研究将为金葡菌感染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方案,同时有助于细菌素在临床治疗中的应

用和推广。 
 
 
PO-0347 

儿童中疑似肠道病毒相关疾病的病毒病原特征分析 
 

于方圆,宋秦伟,朱汝南,邓洁,贾立平,钱渊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分析北京地区 2010-2016 年引起儿童肠道病毒相关疾病的病原谱变化及其各型别的流行趋

势。 
方法 收集 2010-2016 年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门诊疑似肠道病毒相关疾病患儿的咽

拭子标本。采用实时荧光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肠道病毒(EV)通用型,肠道病毒 71 型(EV71)和柯

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CVA16)。通过 RT-PCR 方法对 EV(通用型)阳性而 EV71 和 CVA16 阴性标本

进行柯萨奇病毒 A 组 6 型(CVA6)和柯萨奇病毒 A 组 10 型(CVA10)VP1 序列扩增测序确定型别。对

未分型标本进行 EV5’UTR 序列扩增和测序以鉴定型别。通过 DNAStar 和 MEGA6.0 软件对部分

CVA6 和 CVA10 阳性标本进行全长 VP1 区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和进化树分析。 
结果 研究期间共收集到咽拭子标本 2703 例, EV 阳性标本 1992 例(73.7%),其中 EV71 516 例

(25.9%),CVA16 658 例(33.0%),EV71 和 CVA16 共感染 1 例(0.05%),CVA6 600 例(30.1%),CVA10 
122 例(6.1%),其他型别 EV 95 例(4.8%,包括 A 组 63 例,B 组 30 例,C 组 2 例)。2010-2012 年,EV 阳

性标本中 CVA16 和 EV71 所占比例 高;然而 2013 年 CVA6 代替 CVA16 和 EV71 成为主导病原,
所占比例达 60.71%,远远高于 CVA16(23.21%)和 EV71(12.50%);2014 年,EV 分型仍以 CVA16 和

EV71 为主;2015 和 2016 年均以 CVA6 所占比例 高(2015 年 68.24%,2016 年 38.62%)。自 2014
年以来,EV 的检出类型逐渐增多,除 EV-A 组成员,EV-B 组成员的检出率也有所增加。EV 多在 4-8
月出现流行高峰,但因各年份病原谱的变化,流行季节稍有不同,CVA6 在 10-11 月份会出现小的流行

高峰。EV 阳性标本中的男女性别比为 1.5:1,多以 5 岁以下儿童多见。CVA6 与 EV71 和 CVA16 相

比,更易感染年龄偏小的儿童。全长 VP1 区序列分析显示,2010-2016 年北京地区 CVA6 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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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A10 株与原型株的核苷酸序列差异分别为 18.7%-22.3%和 27.3%-29.3%,北京地区 CVA6 株之

间的核苷酸差异为 0.1%-13.3%(2010-2011 年为 1.7%-4.7%,2013-2016 年为 0.1%-9.6%),CVA10
株之间的核苷酸差异为 0.2%-6.4%。 
结论   2010-2016 年间北京儿童中疑似 EV 感染的病例中 EV 病原谱发生了明显变化,除 EV71 和

CVA16 外,CVA6 也成为主要病原体之一;北京地区流行的 CVA6 株和 CVA10 株与中国其他地区之

间没有明显地域差异性。 
 
 
PO-0348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感染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1 例 
 

吴水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甲型 H1N1流感病毒感染多数进展为肺气漏､ 呼吸衰竭､ MODS,合并血液系统疾病的报道极

少。本文对一例甲型 H1N1 病毒感染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进行报道。 
方法 该患儿既往无其他基础疾病,表现为发热､ 咳嗽､ 气促､ 精神差,病程六天,病程第五天出现白细

胞下降,胸部 CT 示两肺炎症,深部痰液及血液 H1N1 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该患儿伴有白细胞､ 血红

蛋白减少,骨髓细胞检查示可见噬血细胞,铁蛋白､ 甘油三酯升高,NK 细胞活性下降。 
结果 予 nCPAP 辅助通气,头孢哌酮舒巴坦联合阿奇霉素,奥司他韦,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丙种球蛋

白,甲泼尼龙等药物治疗,用药二天后呼吸困难加重,摄胸片提示两侧肺透亮度减低,予气管插管呼吸机

辅助通气,病程第八天体温降至正常,治疗十天后复查胸片 CT 示肺部炎症明显好转,治疗两周后好转

出院。 
结论 该文提示甲型 H1N1 感染可在正常儿童诱发感染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及时骨髓细胞学检查

有助于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及评估预后 
 
 
PO-0349 

44 例危重型伴高血压手足口病的临床诊治及病原学分析 
 

罗云娇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21 

 
 

目的 总结我科 2015 年 6 月收治住院重症手足口病病例 225 例中危重型 44 例临床资料,分析临床特

征､ 病原学及其救治效果。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6 月收治住院的 44 例危重型手足口病(HFMD)患儿,均给予脱水､ 降颅内压､

短期应用激素､ 抗病毒常规治疗。在神经系统受累的基础上均出现下肢凉,高血压,呼吸､ 心率增快
等临床表现。血压均≥110∕70mmHg,其中严重高血压 8 例。全部病例均给予积极降血压治疗。2
例呼吸衰竭患儿应用机械辅助通气治疗。 
结果 经积极治疗,全部临床治愈出院。呼吸机辅助治疗 2 例,出院随访半年,生长､ 发育及智力正常。

本组退热时间 0.5-5 天,平均退热时间 1.65 天。住院时间为 5-17 天,平均住院天数 7.27 天。44 例做

粪便 RT-PCR 检查:阳性 35 例;阴性 9 例。 
结论 目前 HFMD己成为儿科 常见､ 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重要肠道传染病,危重型 HFMD 病原以

EV71 为主。本组病例均出现高血压,高血压严重程度与肺水肿成正比。本组病例在治疗脑炎的同时

积极治疗､ 控制高血压,全部治愈了出院。明显减少了机械通气的应用及静脉丙种球蛋白使用病例

数及剂量,缩短了住院时间(平均入院时间 7.27 天),明显降低医疗成本,取得了满意疗效。重视及尽早

发现､ 及时治疗控制高血压是抢救危重型 HFMD 重要措施之一,早期发现､ 诊断､ 救治危重型

HFMD 患儿,及时治疗控制高血压,是 大限度降低危重型 HFMD病死率､ 致残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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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50 

西宁地区 EB 病毒感染患儿不同标本 检测 EBV-DNA 的临床价值 
 

西宁地区 EB 病毒感染患儿不同标本 检测 EBV-DNA 的临床价值,马慧英 
青海红十字医院 810000 

 
 

目的 应用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同时检测西宁地区疑似 EBV感染患儿血浆标本､ 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 咽拭子标本中的 EBV-DNA,并将三者的检测结果相比较,探讨不同标本在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意

义。 
方法 应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328例患儿血浆标本､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咽拭子标本中的

EBV-DNA。 
结果 124 例 EBV-DNA 阳性标本中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血浆中的阳性率,咽拭子

样本中 EBV-DNA 阳性率明显高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阳性率,在 EBV 感染患儿在早期诊断中选取

正确的标本对临床的及时诊断及及时用药有更重要的临床价值。 
结论 在 EBV 感染患儿在早期诊断与检测过程中选取正确的标本对临床的及时诊断及及时用药有更

重要的临床价值。 
 
 
PO-0351 

利用 FilmArray 平台快速检测肺炎支原体 
 

李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评价 Filmarray 检测方法对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诊断效果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因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鼻咽拭子或痰标本,通过

Filmarray 平台检测肺炎支原体,对阳性标本采用 PCR 法及血清学方法验证。 
结果 2.1 3 种 MP 检测方法的对比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共收集我院急诊病区及呼吸科因呼

吸道感染住院患儿 360 例,39 例 FilmArray 检测肺炎支原体阳性,阳性患儿中有 39 例(100%)PCR 检

测 MP 阳性,32 例(82.05%)MP-Ab 检测阳性。3 种检测方法所需时间分别为 Filmarray 检测

1.2h,PCR 检测 4h,MP-Ab 检测 3.5h。 
2.2 不同年龄组支原体肺炎患儿的混合病毒感染情况  FilmArray 检测肺炎支原体阳性 39 例患儿中,
有 22 例(47.8%)合并呼吸道病毒感染。不同年龄组 MPP 患儿混合病毒感染情况见表 1,其中 0~2 岁

组(9 例,75%)出现合并病毒感染的比例高于 3~6 岁组( 8 例,53.33%)及 7~16 岁组(5 例,26.32%),P
值<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FilmArray 检测到 MP 合并病毒感染种类 
21 例 MP 混合感染患儿中合并病毒的种类包括腺病毒､ 副流感病毒 3､ 冠状病毒 OC43､ 乙型流感
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 人鼻病毒/肠病毒及甲型流感病毒 H3 
结论  FilmArray 检测是一种快速､ 灵敏的检测方法,对肺炎支原体早期诊断及混合病毒感染的诊断

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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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52 

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 inhibitor C646 reduces 
inflammation and inhibits antibacterial defenses of 

macrophages 
 

Li Yiping,Li Gang,Fang Fang,Li Zhiheng,Zhou Huiting,Pan Jian,Li Yanhong,Feng X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0 

 
 

Objective C646 is a newly discovered competitive p300/CREB-binding protein-specific inhibitor. 
Studies have shown its potential antitumor activity, but the effect on host defenses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immunomodulatory and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C646 on 
mouse macrophages in vitro. The effect of C646 on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real-time PCR. The effect of C646 on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pathway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The effect of C646 on the binding of LPS to macrophages, 
phagocytic receptor expression, and the ability of bacterial uptake and phagocytosis was 
monitor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effect of C646 on phagosomal maturation was observed by 
confocal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The effect of C646 on macrophage bactericidal ability was 
detected by in vitro assay. 
Results (1)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NF-a, MCP-1 and IL-6 in macrophages were inhibited by 
C646. The levels of CD14 and TLR4/MD2 were inhibited, but no obvious effect was found in the 
binding ability of LPS to macrophages. C646 also inhibits JNK, ERK1/2, and p65 phosphorylation, 
but not p38 phosphorylation. 
(2)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FcγRIII/II and CR3 on macrophages were decreased by C646,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evel of FcγRI. C646 can also significantly inhibit macrophage uptake 
and phagocytosis of E. coli, and block its phagosome-lysosome fusion. Moreover, macrophage 
bactericidal activity was reduced by C646. 
Conclusions Macrophage-mediat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the control of bacterial 
pathogens could be impaired by C646. Further study is needed before C646 used in cancer 
therapy. 
 
 
PO-0353 

儿童慢性乙型肝炎聚乙二醇干扰素抗病毒治疗的临床分析 
 

胡姚,叶颖子,叶丽静,王晓红,俞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观察儿童慢性乙型肝炎应用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α)抗病毒治疗的疗效,为临床探索儿童

慢性乙肝的理想抗病毒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科 2012 年 07 月-2017 年 04 月收治的儿童慢性乙肝应用 Peg-IFN-
α 进行抗病毒治疗并随访的 15 例病例,采集抗病毒治疗前后及治疗过程中的血常规､ 肝肾功能､ 乙

肝两对半､ HBV-DNA 载量､ 肝脏组织病理学､ 甲状腺功能等资料,回顾性分析儿童慢性乙型肝炎应

用 Peg-IFN-α 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  
(1)一般资料:15 例患儿中,男 10 例,女 5 例,均无明显临床症状;开始抗病毒治疗时平均年龄

8.24+3.11 岁;平均抗病毒治疗时间为 48 周;患儿平均随访时间为 90 周。(2)患儿在抗病毒治疗前

ALT 水平为 178 U/L,除 3 例患儿 ALT 在停药后 12 周复常,余 12 例患儿 ALT 复常平均时间在治疗

20 周时。(3)患儿在抗病毒治疗前 HBV-DNA 载量水平为 2.94×107 IU/mL。除 1 例患儿 HBV-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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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持续阳性,余 14 例患儿 HBV-DNA 载量低于检测下限平均时间在治疗 24 周时。(4)11 例

HBeAg 阳性患儿中有 9 例(81.8%)发生了 HBeAg 血清学转换且持续转换,发生 HBeAg 血清学转换

的平均时间在治疗 20 周。(5)1 例患儿在治疗 20 周时发生 HBsAg 血清学转换且持续转换的。(6)在
治疗过程中,患儿仅在治疗初期出现低热､ 流涕等流感样症状,血常规未见异常或仅出现一过性粒细

胞下降,甲状腺功能(T3､ T4､ FT3､ FT4 和 TSH)亦未见异常。 
结论 儿童慢性乙型肝炎病毒载量高,应用聚乙二醇干扰素抗病毒治疗 48 周,HBeAg 血清学转换率高,
耐受性好。 
 
 
PO-0354 

儿童医院多重耐药菌耐药情况分析 
 

李伟杰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28 

 
 

目的 了解本院多重耐药菌(MDROs)的分布情况及耐药情况,为本院医院感染控制和临床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5 年 6 月住院患儿细菌感染的临床分离菌株,依据 2011 年 CLSL 标准的

常规鉴定和纸片扩散法,测定菌株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采用 WHONET 5.5 软件对收集到的细菌监测

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检测出病原菌 1330 株,其中 MDROs130 株;检出前三位的 MDROs 为 ESBLs 阳性大肠埃希

菌 76 株(58.5%)､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32 株(24.6%)､ ESBLs 阳性克雷伯氏菌 22
株(16.9%);检出 MDROs前三位的科室依次是新生儿科､ PICU､ 综合内科;MDR-GP 对克林霉素､

红霉素､ 及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MDR-GN 对头孢三代､ 常用抗革兰氏阴性菌的青霉素

类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 
结论  本院 MDROs 的医院感染的防控重点在收治感染性疾病的内科。本院 MDROs 革兰氏阴性菌

对红霉素､ 克林霉素,耐药率高于成人医院[1],儿童感染的 MRSA 的检出率低于成人医院,耐药率相

似。 
 
 
PO-0355 

上海部分地区门诊就诊儿童原发性 EB 病毒感染临床特征 
 

沈军,曹凌峰,施鹏,俞蕙,朱启镕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描绘本地区儿童原发性 EB 病毒感染临床特征,为临床诊治策略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9-2017.3 期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科门诊就诊 210 例原发性 EB 病

毒感染儿童临床特征(年龄､ 性别､ 发热､ 扁桃体渗出､ 眼睑水肿､ 颈部淋巴结肿大､ 皮疹)和常规

实验室项目(血常规､ 血涂片､ 肝功能)及 EB 病毒实验室检测(血清学抗体､ 亲和力､ DNA)､ B 超检

查。 
结果 本地区儿童原发性 EB 病毒感染平均年龄 4.3 岁,性别无明显差异性;原发性感染就诊儿童中发

热､ 扁桃体渗出､ 眼睑水肿､ 颈部淋巴结肿大､ 皮疹的患儿分别为 91.9%､ 48.6%､ 40.5､ 100%
､ 2%。64.8%的患儿血常规白细胞升高,72.9%的患儿出现异常淋巴细胞,但血红素和血小板无明显

影响。45.6%的患儿存在转氨酶升高,95.8%的患儿在 35 天内恢复正常。86.5%的患儿 EBV-VCA-
IgM 阳性,EBV-VCA-IgG､ EBV-EA-IgG､ EBV-NA-IgG 阳性率分别为 83.8%､ 29.7%和 0,EBV-
VCA-IgG 均为低亲和力。B 超 37.8%的患儿存在 B 超肝脾及腹腔淋巴结影像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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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海地区儿童原发性 EB 病毒感染年龄相对较小,临床症状多有疾病淋巴结肿大伴发热。转氨

酶升高多见,但建议在 35 天后复查,血清学方法是首选检测方法。 
 
 
PO-0356 

手足口病合并 EB 病毒感染 1 例报道 
 

胡伟,林爱伟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讨论手足口病合并严重肝损害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病历摘要:患儿,男,11 月 28 天,因“皮疹 1 天”收住院。病史中伴口腔疱疹,流口水､ 吞咽时哭闹,
无发热及惊厥,无肢体抖动及易惊。既往身体健康。查体:双手､ 双足､ 臀部皮肤可见散在红色皮疹,
咽充血,可见疱疹,颈软,双肺呼吸音粗糙,心率 110 次/分,律齐,心音有力,腹平软,肝脾未触及。入院时

查血常规:WBC17.48×109/L,RBC4.83×1012/L,HGB130g/L,PLT 213×109/L,L63.9%,N26.7%,CRP
为 8mg/l,EV71-IgM:阳性。入院诊断手足口病。 
结果 治疗经过:给予利巴韦林抗病毒,喜炎平清热解毒治疗。予核黄素磷酸钠､ 维生素 C 支持治疗。

生化示:谷草转氨酶:137U/L,谷丙转氨酶:204U/L,提示肝功损害,咽拭子 EV71 病毒检测:阳性。肝胆

B超示提示肝､ 胆､ 胰､ 脾声像图未见异常。住院治疗 5 天,仍反复发热,体温 高 38.5℃,皮疹减轻,
无神经系统症状､ 体征,复查血常规示 WBC:10.75×109/L,L:75.60%,N:21.60%,EB-DNA 检

测:2.43×104copy/ml,加用阿糖腺苷抗病毒;体温渐降至正常,住院治疗 11 天复查肝功示谷草转氨

酶:54U/L,谷丙转氨酶:72U/L, EB-DNA 检测:4.13×103copy/ml。带药出院。 
结论 讨论: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具有传染性的出疹性疾病,主要的病原体为 EV71 和

CA16。临床以口腔疱疹或溃疡以及手､ 足等部位皮疹为特征表现。可并发脑膜炎､ 脑炎､ 脊髓炎

､ 脑脊髓炎,少数患儿并发重型脑干脑炎和神经源性肺水肿。临床如遇到合并严重肝损害的患儿,需
注意是否合并有其他嗜肝病毒感染。 
 
 
PO-0357 

2016-2017 年北京市产妇及新生儿百日咳抗体流行病学调查 
 

李驰
1,米荣

1,崔小岱
1,伏瑾

1,张宝元
1,马官福

1,肖飞
1,李驰

1,米荣
1,崔小岱

1,伏瑾
1,张宝元,马官福

1,肖飞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百日咳是百日咳杆菌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近十余年来年长儿及成人百日咳报道日渐增多,认为

他们是婴幼儿百日咳的主要传染源,婴儿感染百日咳后病情严重,合并症发生率高,死亡率高,切断婴儿

传染源是避免婴儿感染百日咳的重要措施,而了解特异性百日咳抗体水平可以反映个体及人群百日

咳免疫状态,本项研究目的为了解北京市常住人口中产妇静脉血及新生儿脐带血血清特异性百日咳

IgG,百日咳毒素 IgG 抗体水平。 
方法 随机选取北京市三家妇幼保健院产妇 385 例及其分娩的 388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

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百日咳患病史及含百日咳成分疫苗接种史､ 采集产静脉血妇､ 新

生儿脐带血 3ml,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百日咳毒素免疫球蛋白 G 及百日咳特异性抗体 IgG。 
结果 ELISA 法检测百日咳杆菌抗体､ 百日咳毒素-IgG。百日咳杆菌抗体滴度≥50IU/mL 为阳性,40 
IU/mL≤百日咳杆菌抗体滴度<50IU/mL 为可疑,百日咳杆菌抗体滴度<40 IU/mL 为阴性;百日咳毒素-
IgG 滴度≥100 IU/mL 为阳性,40 IU/mL≤百日咳毒素-IgG<100 IU/mL 为可疑,百日咳毒素-IgG 小宇

40 IU/mL 为阴性。共收集到 385 对配对的脐带血-母血标本,其中 3 例产妇分娩双胎,故总计 38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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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带血,388 例新生儿脐带血标本中,百日咳杆菌抗体 IgG 阳性率为 15.7%(61/388),百日咳毒素 IgG
阳性率为 0.26%(1/388),385 例产妇静脉血标本中,百日咳杆菌抗体 IgG 阳性率 9.9%,百日咳毒素抗

体 IgG 为 0.26%。百日咳杆菌抗体 IgG 母血及脐带血均阳性 35 例,母血及脐带血均可疑者为 5 例,
母血阳性同时脐带血可疑 2 例,母血可疑阳性同时脐带血阳性 9 例。可能与孕晚期免疫球蛋白 IgG
自母体到胎儿的主动转运相关。 
结论 产妇与新生儿百日咳特异性抗体有良好的相关性,孕母百日咳抗体可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本次

调查显示北京市产妇新生儿人群百日咳抗体阳性率 15.7%,表明北京市孕产妇及新生儿对百日咳普

遍缺乏免疫力,属于易感人群,提高成人及孕产妇的百日咳免疫保护水平可通过加强免疫接种实现,从
而通过蚕茧保护策略,避免新生儿及小婴儿感染百日咳。 
 
 
PO-0358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脑电图､ 心肌酶､ 免疫球蛋白联合检测 
的临床意义 

 
王洁,孙浩淼 

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0 
 
 

目的 探讨脑电图异常率､ 心肌酶指标及免疫球蛋白水平在重症手足口病(HFMD)诊断中的价值及临

床意义。 
方法 将我院 92 例 HFMD 患儿按照病情严重程度的不同分为轻症组(44 例)和重症组(48 例),检测比

较两组患儿的脑电图异常率､ 血清磷酸肌酸激酶(CKP)､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α-羟丁酸脱氢

酶(α-HBDH)和乳酸脱氢酶(LDH)及免疫球蛋白即免疫球蛋白 G(IgG)､ 免疫球蛋白 A(IgA)和免疫球

蛋白 M(IgM)水平。 
结果 重症组患儿血清心肌酶指标 CKP､ CK-MB､ α-HBDH 和 LDH 含量及免疫球蛋白中 IgG 水平

与 IgA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IgM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重症组患儿脑电图总异

常率 100%明显高于轻症组的 18.1%,差异显著(χ2=5.653,P<0.05)。 
结论 脑电图异常率､ 心肌酶指标及免疫球蛋白水平是诊断重症 HFMD 的重要依据,对判断病情变化

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PO-0359 

炎性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与西安地区柯萨奇病毒 A 组 6 型 
手足口病患儿的相关性研究 

 
邓慧玲,刘瑞清,张玉凤,王军,徐鹏飞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炎性细胞因子 TNF-α 基因 rs1800629位点､ IL-1β 基因 rs16944 位点和 IL-6 基因

rs1800796 位点多态性与西安地区柯萨奇病毒 A 组 6 型手足口病(CA6 HFMD)患儿遗传易感性的关

系。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西安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收治的 130 例 CA6 HFMD 患儿为研

究对象,选取同时期西安地区 201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采集静脉血标本提取基因组 DNA,通过多重荧

光 PCR 技术对 331 例样本的 TNF-α 基因 rs1800629位点､ IL-1β 基因 rs16944 位点和 IL-6 基因

rs1800796 位点进行基因分型与分析。 
结果 CA6 HFMD 组与健康对照组 TNF-α 基因 rs1800629 位点携带 GG基因型､ GA基因型､ AA
基因型､ GA+AA 基因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 G 和 A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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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CA6 HFMD 组与健康对照组 IL-1β 基因 rs16944 位点携带 AA基因型､ GA基因型､ GG
基因型､ GA+GG 基因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 A 和 G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CA6 HFMD 组与健康对照组 IL-6 基因 rs1800796 位点携带 CC基因型､ GC 基因型

､ GG基因型､ GC+GG 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 C 和 G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TNF-α 基因 rs1800629位点､ IL-1β 基因 rs16944 位点和 IL-6 基因 rs1800796 位点多态性与

西安地区柯萨奇病毒 A 组 6 型手足口病患儿的遗传易感性无明显相关。 
 
 
PO-0360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的相关研究 
 

张玉凤,邓慧玲,刘宇阳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观察不同严重程度手足口病患儿血浆二胺氧化酶(DAO)､  D-乳酸和细菌内毒素的变化,探索重

症手足口病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的改变以及上述指标对提示肠粘膜屏障受损的敏感性。 
方法 选取西安市儿童医院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 170 例重症手足口病住院患儿为重症病例组,
随机选择同期入院的 200 例普通型手足口病患儿为普通病例组,同期儿保科体检的 150 例健康儿童

为健康对照组,采集健康儿童及两组患儿入院次日的静脉血标本,采用改良基质偶氮显色法检测血液

中内毒素､ 改良邻联茴香胺试剂法检测血液中二胺氧化酶,酶学分光光度计检测血液中 D-乳酸水

平。采用 SPSS18.0 软件对三组儿童的内毒素,二胺氧化酶,D—乳酸的含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重症病例组患儿血液中 D-乳酸水平(29.94±6.52mg/L)较普通病例组患儿(26.31±5.55mg/L)明
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785,P=0.044)。D-乳酸在普通病例组(26.31±5.55mg/L)与健康对照

组(25.59±5.18 mg/L)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85,P>0.05) 。内毒素 ( 1.26±0.49U/L vs 
1.17±0.43U/L vs 1.12±0.45U/L)､  二 胺 氧 化 酶 ( 3.53±1.75U/L vs 3.31±1.06U/L vs 
3.28±1.23U/L) 三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551,P>0.05)。 
结论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存在肠道通透性增加､ 肠粘膜屏障功能受损。D-乳酸在肠粘膜屏障损伤早

期明显升高,相对于二胺氧化酶和内毒素,D-乳酸是肠粘膜屏障功能受损的敏感指标。 
 
 
PO-0361 

降钙素原和 CRP 在鉴别新生儿血流感染菌种中的价值 
 

莫丽亚,邓永超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和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对鉴别新生

儿血流感染菌种类型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于新生儿科病房住院的血培养结果为单一细菌且同时

检测血清 PCT､ CRP 水平的病例 168 例,选择同期因外科疾病住院的非感染性疾病新生儿 42 例为

对照组。比较 PCT､ CRP水平在真菌､ 革兰阳性(G+)菌､ 革兰阴性(G-)菌血流感染新生儿及对照

组之间的差异,同时根据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判断 PCT 的诊断性能。 
结果 168 例新生儿血流感染患者中真菌 32例､ G+菌 76例､ G-菌 60 例及对照组 42 例,四组 PCT
水平中位数分别为 0.57､ 0.21､ 3.69 ng/ml 和 0.11 ng/ml ,进行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四组 CRP 水平中位数分别为 17.5､ 0.99､ 18.23 mg/L 和 0.62 mg/L,两两比较发现除真菌

组与 G-菌组､ G+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根据

ROC 曲线,当界值定为 0.275ng/ml 时,PCT 鉴别细菌感染性疾病与非感染性疾病的灵敏度､ 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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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71.6%､ 83.3%;当界值定为 0.505 ng /ml 时,PCT 鉴别真菌与 G+菌的灵敏度､ 特异性分别

为 75.0%､ 70.1%;当界值定为 0.615ng/ml 时,PCT 鉴别 G-菌与 G+菌的灵敏度､ 特异性分别为

82.0%､ 75.8%;当界值定为 1.665ng/ml 时,PCT 鉴别 G-菌与真菌的灵敏度､ 特异性分别为 70.0%
､ 81.2%。 
结论 CRP 作为鉴别新生儿血流感染的病原体菌种的应用价值有限;血清 PCT 水平对鉴别真菌与 G+
菌､ G-菌与 G+菌及 G-菌与真菌所致的新生儿血流感染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O-0362 

4099 例住院患儿抗菌药物应用调查分析 
 

郎新玲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518101 

 
 

目的 了解我院(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住院患儿抗菌药物应用情况,评价其应用合理性,为合理用

药提供参考。 
方法  调查半年内出院归档病历 4099 份,了解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按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原则进行考

察。 
结果 在 4099 份病历中使用抗菌药物的有 1696 份,抗菌药物使用率 41.38%,使用抗菌素的患儿中单

一用药者 1250 例,占 73.7%,二联用药者 421 例,占 24.82%,三联用药者 21 例,占 1.24%,四联用药者

4 例,占 0.24%。197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中 114 例未用抗菌素,占 57.88%,83 例使用抗菌素占

42.12%。使用的抗菌药物以大环内酯类､ 头孢类和青霉素类为主,分别占 52.17%,30.43%和

17.39%。住院患儿全部送检病原菌,检出阳性率为 45.2%,其中痰培养阳性率为 35.2%,下呼吸道检

出细菌排名为流感嗜血杆菌 41%,肺炎链球菌 39%,卡他布兰汉氏菌 17%,金黄色葡萄球菌 1.3%,铜
绿假单胞菌 0.8%。肺泡灌洗液阳性率为 27.7%,肺泡灌洗液细菌排名为流感嗜血杆菌 42%,肺炎链

球菌 31%,铜绿假单胞菌 7%。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为 4%。 
结论  我院抗菌药物使用基本符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规定。抗菌药物选择依据是疾病的

可能病原､ 严重度､ 病程､ 患儿年龄､ 之前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当地细菌耐药的流行病学资料和患

儿肝肾功能状况等。根据抗菌药物-机体-致病菌三者关系,择优选取 适宜的有效而安全的抗菌药

物。要兼顾个体特点。经验选择抗菌药物要考虑能覆盖社区获得性肺炎 常见病原菌。但是我院抗

菌药物使用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PO-0363 

贵州省 17 例手足口病肠道病毒 71 型分离株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灾害学组) 
 

陈寿珊,苟恩进,宋惠玲,李青,顾胜利,韩允,汤正珍,李颖,黄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563000 

 
 

目的 分析贵州地区 17 株肠道病毒 71 型(Enterovirus 71,EV71)分离株的基因特征及遗传进化情况,
探讨本地区 EV71 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收集 2013-2015 年贵州省各地区手足口病住院患儿咽拭子样本,提取其病毒核酸,利用逆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分段扩增其全基因组

后进行测序,测序结果利用 DNAMAN8.0 软件进行编辑及拼接,然后将病毒基因组序列分别与基因库

中其它 EV71 基因组序列进行 Blastn 比对,应用 MEGA5.2 软件中的 Neighbor-Joining 法构建系统

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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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成功分离扩增出 17 株 EV71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其基因组全长均为 7405 bp,编码 2193
个氨基酸。毒株间存在的 12 处氨基酸位点差异将 17 株分离株划分为 10 种氨基酸序列,不同序列与

临床类型尚未表现出规律性和相关性。17 株 EV71 分离株间 VP1区､ 5' 非翻译区( 5' untranslated 
region,5'UTR)及 3’非翻译区( 3' untranslated region,3'UTR)核苷酸同源性均较高,其全基因组与 A､
B､ C 基因型及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Coxsakievirus A 16,CA16)代表株进行同源性比较显示其与

EV71 C4a 亚型代表株同源性 高,为 95.3%-98.1%,,与 CA16 代表株同源性 低。17 株分离株基于

全基因组､ VP1 区及 5’UTR 核苷酸序列构建的遗传进化树显示 17 株分离株自成一簇,与 C4a 亚型

代表株聚在同一大分支上,不同区域构建的进化树亲缘关系远近存在差异。 
结论 2013-2015 年贵州地区流行的 EV71 毒株基因型为 C4a 亚型,与国内其它地区流行的 EV71 基

因型一致,暂未出现抗原转变及新亚型毒株输入,但存在着碱基及氨基酸改变,需动态监测;17 株 EV71
分离株氨基酸序列差异与疾病严重程度尚未表现出相关性。 
 
 
PO-0364 

鼠伤寒沙门氏菌毒力对耐药表型的影响 
 

朱春晖,朱庆雄,陈庆法,吴春雪,王文杏,刘晓艳,赖华毅,陈强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毒力基因表达改变对鼠伤寒沙门氏菌耐药表型的影响 
方法 同源重组法制备鼠伤寒沙门菌 spvB.spvC 基因共同缺陷株。在 GeneBank 数据库中查出鼠伤

寒沙门菌毒力基因 spv 序列(包括 spvABCD),给 spvB､ spvC 设计两对特异性引物,并在引物的 5’末
端加上酶切位点,PCR 法扩增 spvB 基因上游及 spvC 基因下游的核苷酸片段后,连接至自杀质粒

pCVD442(pCVD442-ΔspvB.spvC)。再将 pCVD442-ΔspvB.spvC 入感受态细菌 SM10 λpir 内,按接

合转移法使 pCVD442-ΔspvB.spvC 导入野生型鼠伤寒沙门菌 211(spvB+.spvC+)中,随后蔗糖诱导

同源重组。用 PCR 扩增来观察重组情况,将稳定的完全重组株认为是 spvB.spvC 基因共同缺陷变

异株,并送基因测序鉴定。以低拷贝克隆载体 pACYC-184 为基础,根据 GenBank 数据库中公布的

eGFP 基因序列,上游增加 Trc Promoter 启动子,下游增加 rrnB ribosomal 终止子,两端位点上､ 下游
序列设计相应酶切位点,采用多重 PCR 的方法合成 pACYC184-eGFP 载体,并依次调取及克隆

aphA-hok-parDE 基因和 spv 基因,构建得到 pACYC184-eGFP-HOK 载体､ pACYC184-spvB-
eGFP-HOK 载体 pACYC184-spvC-eGFP-HOK 载体,分别电转化入对应的鼠伤寒沙门氏菌 spv 基因

缺陷变异株得到相应的回补株,检测基因缺陷变异株､ 回补株及野生菌株酸性环境下的生存能力,腹
腔注射 BALB/c 小鼠观察观察小鼠感染中毒症状,并检测菌株间耐药性的差异及 acrAB 表达的差异 
结果 1.酸性条件下 spvB.spvC 基因共同缺陷变异株生存能力明显降低(p<0.05); 
2.回补株及野生菌株感染小鼠中毒症状较 spvB.spvC 基因共同缺陷变异株感染组严重,肝脏坏死明

显,脾窦明显扩张充血; 
3.与野生型菌株及回补株相比,spv基因缺陷变异株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头孢噻肟､ 头孢西丁､ 四

环素､ 氯霉素及环丙沙星的 MIC 值下降 2-8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v 基因缺陷变异株

AcrA 蛋白水平低于野生菌株及回补株(p<0.05)。 
结论 spvB.spvC 基因共同缺陷鼠伤寒沙门氏菌毒力明显降低,毒力基因 spv 下调能改变沙门氏菌的

耐药表型,这可能是通过影响 AcrA 的表达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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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65 

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Measles in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16 

 
wang yanrong 

Shenzhen Third People Hospital 51802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pidemiological tre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of measles from 2010 to 2016. 
Methods 1890 measles diagnosed in Shenzhen Third Peopl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6.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bout 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vaccination, and treatment outcome.  
Results Totally 1890 cases of measles were diagnosed in our hospital. The morbidity of measles 
increased during 2013-2015. Measles mostly occurred in June and July. 39.0% cases had not 
been vaccinated. The other patients had vaccination once. No patient had vaccination twice. Most 
of the patients had clinic visit before the onset of measles. 209 patients were younger than 6 
months among which half patients’ mother had been vaccinated. 421 patients were older than 18 
years. 2 newborns with measles accounted for their mother’s infection. 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the typical manifestations such as persistent fever, rash, tears, 
photophobia, rough oral mucosa and Koplik’s spot. Pertussis-like symptom occurred in 10 
patients younger than 3 years old. 70.8%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complications such as 
bronchopneumonia or pneumonia. Liver dysfunction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in adult measles. 
All patients were cured.  
Conclusions The number of measles patients increases in infants younger than 8 months old, so 
it is urgent to suggest that vaccination might be given to those younger than the designated age 
of vaccination. The infants measles presented a greater morbidity of pulmonary infection,and the 
adults characterized with more liver damage, whic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O-0366 

小儿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临床特点 
 

周凯,吴鹏,胡静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儿童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临床特点及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结果,为防控相关感

染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医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确诊为大肠埃希菌感染的 82 例患儿临床资料,分
析阳性菌株的血清分型与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结果 82 例患儿中,男性新生儿占 63.4%,年龄 30 d 以下患儿有 54 例,占 54.8%;发病患儿主要来源于

新生儿科,占 53.6%。临床特征方面,50 例伴有发热,外周 WBC>10×109/L 占 64.6%,其中 14 例外周

血 WBC 高达(20~40)×109/L,且以中性粒细胞增高为主;诊断上以血流感染､ 化脓性脑膜炎､ 支气管

肺炎及腹泻病多见。20.7%患儿存在血液肿瘤病。血清型分布,共获得 12 种血清型,以 O142K86､
O126K71､ O44K74､ O127K63､ O55K59 为前 5 位,其中 O142K86(24.4%)血清型 多见,有 3 株

未获得分型。药敏试验结果显示,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株对 10 种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超过了

30%,其中对氨苄西林和头孢唑林的耐药率均超过了 70%,分别达到了 76.8%和 70.7%;临床分离株

对头孢亚胺培南和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为敏感,敏感染率均达到了 97.6%。 
结论 该医院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发病以新生儿及存在血液病等基础病患儿发病率高,易侵犯中枢神

经系统而诱发化脓性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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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67 

甲氧西林耐药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 
血流感染的病例对照研究 

 
夏永强,董琳,李嫦嫦,李海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对比分析儿童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
血流感染(BSI)的临床特征及细菌药敏试验结果,探讨 MRSA-BSI 的危险因素及对临床转归的影响。 
方法 以 200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血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SA)阳性､ 根据临床资料及辅助

检查排除污染的患儿为研究对象。 
结果 确诊 SA-BSI 161 例,男 118 例,女 43 例,年龄 1 小时-16 岁,中位年龄数 26 天,其中≤28 天 84
例(52.2%),>28 天-l 岁 35 例(21.7%),>1-3 岁 9 例(5.6%),3-6 岁 7 例(4.3%),>6 岁 26 例(16.1%)。84
例(52.2%)来自新生儿科,其次为儿童重症监护室 21 例(13.0%)和外科 13 例(8.0%)。MRSA-BSI 63 
例(39.1%),MSSA-BSI 98 例(60.9%)。≤28 天与>28 天患儿中 MRSA-BSI 分别为 26 例(41.2%)
和 37 例(58.7%),(X2=4.932,P<0.05)。93 例(57.8%)有基础疾病,33 例(20.5%)检出 SA 前接受过侵

入性操作,MRSA-BSI 组与 MSSA-BSI 组比较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58.7%和 57.1%,27.0%和

16.3%,均 P<0.05)。161 例中合并皮肤软组织感染 53 例(32.9%),化脓性肺炎 52 例(32.3%),化脓性

骨关节炎 16 例(9.9%),化脓性脑膜炎 14 例(8.7%),其中 MSSA-BSI 组皮肤软组织感染(38 例,38.8%)
多于 MRSA 感染组(15 例,23.8%)(X2=3.89,P<0.05)。48 例入院前 1 月内使用过抗菌药物,其中

MRSA-BSI 组 27 例(42.9%),MSSA-BSI 组 21 例(21.4%),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MRSA 感染的独立

危险因素为入院前 1 月内使用抗菌药物(OR=2.274,P<0.05)。MRSA 对头孢唑林､ 头孢曲松､ 红霉

素､ 克林霉素､ 庆大霉素､ 复方新诺明､ 氯霉素､ 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100%､ 100%､
88.5%､ 63.9%､ 27.8%､ 24.6%､ 20.8%､ 17.5%,均显著高于 MSSA(均 P<0.05),MRSA 和 MSSA
对利福平､ 左氧氟沙星的敏感率均超过 90%,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全部敏感。死亡 18 例,其中

MRSA-BSI 组 7 例(11.1%),MSSA-BSI 组 11 例(11.2%),两组病死率的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MRSA-BSI 组和 MSSA-BSI 组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 27.3 天和 19.2 天(Z=-2.395,P<0.05)。 
结论  MRSA-BSI 多见于>28 天儿童。入院前 1 月内使用抗菌药物是 MRSA-BSI 的独立危险因素。

MRSA 对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率高于 MSSA,MRSA-BSI 导致住院时间延长,但病死率与 MSSA-BSI
相当。 
 
 
PO-0368 

甲氧西林耐药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 
血流感染的病例对照研究 

 
夏永强,董琳,李嫦嫦,李海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对比分析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血流

感染(BSI)的流行病学及细菌药敏试验,探讨 MRSA-BSI 的危险因素及对临床转归的影响。 
方法 以 2004 年 1 月-2016 年 12月收治的血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 根据临床资料及辅助检查

排除污染的患儿为研究对象。住院 48 小时内血培养阳性者为社区获得性 BSI(CA-BSI),住院超过 48
小时阳性者为医院获得性 BSI (HA-BSI)。 
结果 确诊 SA-BSI 161 例,男 118 例,女 43 例,年龄 1 小时-16 岁,中位年龄数 26 天,其中≤28 天 84
例,>28 天-1 岁 35 例,>1-3 岁 9 例,3-6 岁 7 例,>6 岁 26 例。84 例来自新生儿科,其次为儿童重症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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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室 21 例和外科 13 例。CA-BSI 103 例,HA-BSI 58 例。63 例 MRSA-BSI 中 CA-MRSA 28 例,HA-
MRSA 35 例;98 例 MSSA-BSI 中 CA-MSSA 75 例,HA-MSSA 23 例,HA-BSI 与 CA-BSI 中 MRSA
占比分别为 60.3%和 27.2%(P<0.01)。≤28 天与>28 天患儿中 MRSA-BSI 分别为 26 例(41.2%)
和 37 例(58.7%)(P<0.05)。93 例有基础疾病,33 例检出 SA 前接受过侵入性操作,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58.7%和 57.1%,27.0%和 16.3%)。161 例中合并皮肤软组织感染 53 例(32.9%),化脓性肺

炎 52 例(32.3%),化脓性骨关节炎 16 例(9.9%),化脓性脑膜炎 14 例(8.7%),其中 MSSA-BSI 组皮肤

软组织感染(38 例,38.8%)多于 MRSA 感染组(15 例,23.8%)(P<0.05)。48 例入院前 1 月内使用过抗

菌药物,其中 MRSA-BSI 组 27 例(42.9%),MSSA-BSI 组 21 例(21.4%),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MRSA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入院前 1 月内使用抗菌药物(OR=2.274,P<0.05)。MRSA 对头孢唑林､ 头孢

曲松､ 红霉素､ 克林霉素､ 庆大霉素､ 复方新诺明､ 氯霉素､ 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100%､
100%､ 88.5%､ 63.9%､ 27.8%､ 24.6%､ 20.8%､ 17.5%,均显著高于 MSSA(均 P<0.05),MRSA
和 MSSA 对利福平､ 左氧氟沙星的敏感率均超过 90%,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全部敏感。死亡 18
例,其中 MRSA-BSI 组 7 例(11.1%),MSSA-BSI 组 11 例(11.2%),两组病死率的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

义。MRSA-BSI 组和 MSSA-BSI 组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 27.3 天和 19.2 天(P<0.05)。 
结论 MRSA-BSI 多见于>28 天儿童,主要导致 HA-BSI,入院前 1 月内使用抗菌药物是 MRSA-BSI 的
独立危险因素。MRSA-BSI 导致住院时间延长,但病死率与 MSSA-BSI 相当。  
 
 
PO-0369 

北京地区婴幼儿腹泻中 G2 型轮状病毒 VP7 基因 
在近十年内的分子变异和进化 

 
董慧瑾,钱渊,张又,金凤华,邓莉,刘立颖,贾立平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了解近 10 年(2008-2017)北京地区流行的 G2 型 RV 的主要抗原编码基因 VP7 的分子变异和

进化 
方法 随机选取 15 例 2008-2017 年间婴幼儿腹泻中流行的 G2 型 RVs 进行 VP7 基因测序,对所获得

的序列使用 CLUSTAL W 软件进行序列比对､ Mega 6.0 软件进行种系进化分析。 
结果 15 例 G2 型 RV 毒株的 VP7 基因彼此间核苷酸同源性高,为 95.8%-99.5%;但同 T79 的核苷酸

同源性为 92.1%-93.3%,变异相对大。15 例 G2 型 RV 毒株的 VP7 基因均位于世界上广泛流行的进

化树支Ⅳ,其中有 1 例(来自 2016 年) 位于亚支 IVa-3,其余 14 例同国内大部分 2000 年以后的 G2 型

RVs 位于亚支 IVa-1;同 T79 的进化距离远,同国内广西新近出现的变异 G2 型 RVs(进化树支Ⅵ)进化

距离也远。在 G2 型 RV VP7 基因的 4 个关键抗原表位(氨基酸位点 87-96-213-242)处,14 例近 10
年的 G2 型 RV 毒株(亚支 IVa-1)呈现 T-N-D-S 组合,而 1 例(IVa-3)呈现 T-N-D-N 组合,均不同于早期

北京地方株 T79 及其所在进化支(Ⅱ)病毒的关键抗原表位组合 A-D-S-S。 
结论 近十年北京流行的 G2 型 RVs 都位于进化树支Ⅳ内,同早期鉴定的北京地方株 T79 进化距离远,
分子变异大;而 T79 和疫苗株进化关系密切,近十年 G2 型 RVs 的变异和进化对疫苗应用的影响需要

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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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0 

手足口病合并神经系统损伤 77 例的危险因素分析 
 

徐志英,邸顺祥,潘洋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观察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实验室指标,探讨引起手足口病合并神经系统损伤的危险

因素。 
方法 对 2015 年 6-8 于我市手足口病定点医院住院治疗的 77例确诊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治疗､ 预后与转归等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77 例患儿年龄 6 个月~10 岁,3 岁以内发病 54 例,占 70.12%。白细胞总数在

(5.31~27.21)×109/L,随机血糖值 3.2~27.8mmol/L,42 例出现嗜睡症状;66 例有肢体抖动;11 例有抽

搐;8 例有呕吐;20 例患儿有走路不稳;8例有肺水肿合并肺水肿､ 肺出血 4例､ 脑干脑炎 2例､ 循环

功能不良 2 例。 
结论 白细胞计数､ 高血糖水平､ 肢体抖动时间等是重症手足口病的危险因素。 
 
 
PO-0371 

Influenza and other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s among 
outpatient children with influenza-like illness in Shanghai, 

China  
 

Cai Jiehao,Wang Xiangshi,Zhuang Shihao,Wang Zhonglin,Zeng Mei,Chang Hail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10220 

 
 

Objectiv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s the most common illness in childhood worldwide. Most of 
influenza-like illness (ILI) is associated with influenza virus and other respiratory viruses.We 
carried out a prospective surveillance of influenza among outpatient children visiting hospital 
for ILI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December 2016. 
Methods Nasal/throat swabs were collected from 1288 children with ILI at a largest 
tertiary teaching children hospital in Shanghai from January 2015 and December 2016. Influenza 
viruses, including A/H1N1-pdm09, A/H3N2, B/Yamagata and B/Victoria were tested by real-time 
PCR. The other six respiratory viruses including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parainfluenza 
virus (PIV1-3), enterovirus (EV) and adenovirus (ADV) were also detected by multiplex real-time 
PCR. 
Results Among 1288 enrolled cases aged 1 month-14 years (80.7% <5 years), influenza A and B 
viruses were detected in 215 (16.7%) and 158 (12.3%) of ILI patients, respectively. A/H3N2 
viruses were detected in 52 cases in January-October 2015 with a small outbreak 
occurring in July-August and A/H1N1-pdm09 replaced A/H3N2 since November 2015 and were 
detected in 70 cases with a large outbreak occurring in January 2016. Influenza B was prevalent 
year-round and peaked from January to May each year with the detection rates of 21.8%–29.2%. 
All of the influenza B viruses belonged to the B/Yamagata lineage in 2015 and changed 
to B/Victoria lineage in 2016. Besides Influenza, EV, RSV, PIV-3, ADV, PIV-1 and PIV-2, 
were detected in 12%, 8.8%, 7%, 4.1%, 3.2% and 0.1% of childre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fluenza virus remained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 casing ILI in outpatient 
children in Shanghai. A/H1N1-pdm09 re-emerged and caused outbreak in Shanghai in 2015-
2016 season. Influenza vaccin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children in Shanghai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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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2 

广州地区人巨细胞病毒临床低传代株 UL141 基因的序列特征 
 

谭琪琪,王波,胡兢晶,苏海浩,伍苑宾,郭梦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妇儿医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511442 

 
 

目的 研究广州地区人巨细胞病毒临床低传代株 UL141 基因的序列特征。 
方法 收集广州地区被证实为临床 HCMV 感染的新生儿尿液标本,从中分离低传代临床病毒株,应用

多重 PCR 方法鉴定,对其进行 HCMV UL141基因全序列扩增､ 克隆､ 鉴定､ 测序,并在 GenBank
搜索 HCMV UL141 同源序列,行序列分析。 
结果 成功从感染新生儿尿液中分离 HCMV 临床病毒株(D3),UL141 基因存在 UL141a 及 UL141b 两

处开放阅读框架(ORF),经鉴定后呈报 GenBank 并被收录,序列号分别为:DQ180372､ DQ180371。
分析显示 HCMV 临床低传代 D3 病毒株的 UL141 基因全长 1277 bp,编码蛋白由 338 个氨基酸残基

组成,UL141a 及 UL141b ORF 分别为 315 bp､ 1017 bp,其 DNA 序列比较保守,存在 46 处位点变异,
变异皆为碱基替换,无插入或缺失。 HCMV UL141 编码蛋白翻译后修饰位点在所有分离株中均比较

保守;所有分离株 UL141 蛋白的等电点均在 8.36-8.68 之间。 
结论 广州地区人巨细胞病毒临床低传代分离株 UL141 基因及其编码的氨基酸序列是比较保守的,但
仍存在一定的多态性,为进一步揭示 ULl41 蛋白的功能及 HCMV 感染的致病机制奠定了基础。 
 
 
PO-0373 

上海地区儿童流感病毒及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病学研究 
及快速检测方法评价 

 
蔡洁皓,王相诗,庄士豪,王中林,曾玫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10220 

 
 

目的 儿童呼吸道疾病是儿科门诊 主要的病种。现已证实 95%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和大部分下呼

吸道感染细菌由体外的病原体引起,病毒为其主要病原体。目前抗生素的滥用在儿童呼吸道感染治

疗中仍较为严重,主要原因还是缺乏准确有效的病原学检测,因此病原学的快速诊断对指导临床治疗

､ 减少抗菌药物滥用至关重要。我们通过连续 30 个月的监测,旨在研究上海地区上呼吸道感染儿童

中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流行规律,临床特征,并对快速抗原检测方法进行评价。 
方法 我们以患急性发热性呼吸道感染在我院门急诊就诊的上海地区患者为监测对象,采集患者鼻/咽
拭子/鼻咽吸取物, 每月入选 50 例病例,提取病毒核酸,对标本进行流感病毒(FluA 及 FluB)及呼吸道

合胞病毒(RSV)快速抗原检测,并同时应用逆转录-巢式聚合酶链反应(RT-巢式 PCR)进行核酸检测。

统计学分析快速抗原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及特异性。 
结果 本研究 1554 例患儿中有 Flu A(246, 15.85%),Flu B(161, 10.38%),RSV 检出为 128 例

(8.27%)。甲型流感在每年夏季(7 月-9 月)及冬季(12 月-次年 2 月)形成流行高峰。乙型流感则在 1-4
月份形成爆发流行。RSV 全年散发,在冬春季节也会形成持续时间长的流行(10 月-次年 4 月)。病毒

检出率在≤3 岁组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60 ,P<0.01)。快速检测方面,RSV
两种方法间高度一致,KAPPA 值为 0.8005,阳性符合率为 74.2%,阴性符合率为 99.4%。乙型流感次

之,Kappa 值=0.707。阳性符合率为 64%,阴性符合率为 98%。甲型流感 KAPPA 值 0.6881。阳性

符合率为 60.5%,阴性符合率为 98%。 
结论 本研究显示上海地区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流行季节性并不固定,和既往报道 RSV 常在冬春季

爆发有所差异。流感病毒方面,流行规律显示上海地区常规秋冬季开始当年流感疫苗的接种可能滞

后于当年流感的暴发流行,不能及时保护易感儿童。对检测方法的评价显示虽然 PCR 方法检测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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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但快速抗原检测方法具有快速､ 高效､ 操作方便等特点。统计学显示 RSV 的快速检测方法敏感

度和特异度均较高,具有很好的阳性预测及阴性预测价值,其次为乙型流感及甲型流感。 
 
 
PO-0374 

重视儿童嗜肺军团菌肺炎的临床规范化诊治 
 

张国成 
1.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儿童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儿科 
 
 

目的 探索儿童嗜肺军团菌肺炎的临床规范化诊治 
方法 查阅国内外关于嗜肺军团菌肺炎的相关文献,针对国内儿童嗜肺军团菌的感染率､ 发病率及流

行趋势,儿童嗜肺军团菌肺炎的临床特点,如何早期发现儿童嗜肺军团菌感染和进行规范化的治疗,进
行讨论。 
结果  1. 我国及其它许多国家已将军团病列为需要重点防治的一种传染病,但在儿科,其感染率､ 流
行规律等仍不十分明确,需要深入研究; 
 2. 儿童嗜肺军团菌肺炎的临床特点是不特异､ 不典型,进展快,重症病死率高; 
 3. 确诊嗜肺军团菌肺炎必须结合患儿病史､ 临床症状和细菌及其抗原成分检测等; 
 4. 目前,尚无儿童嗜肺军团菌肺炎治疗的指南。需要我们针对儿童嗜肺军团菌肺炎治疗药物及疗程

丶重症的治疗措施,深入研究。 
结论 儿童嗜肺军团菌肺炎的诊治需要进一步规范化,有必要制定指南或专家共识。 
 
 
PO-0375 

不同危重程度手足口病患儿抗炎因子与促炎因子在体内的表达 
 

王美芬,杜丽江,罗云娇,甘泉,杜曾庆,符甜,王明英,段金涛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228 

 
 

目的 调查不同时期手足口病(HFMD)患儿抗炎因子(IL-13､ IL-10､  IL-4)与促炎因子(TNF-a､ IL-6)
的水平变化,为 HFMD 患儿感染后的免疫反应发生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2016 年 7 月我院感染科确诊的纳入研究对象的不同时期 HFMD 患儿的血清

进行 IL-13､ IL-10､  IL-4､ TNF-a､ IL-6 的水平进行测定,以同性别､ 同年龄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
比较不同时期 HFMD 患儿与对照组健康儿童细胞因子做比较 
结果 I 期 HFMD51例､ II 期 HFMD74例､ III 期 43 例,健康组 34 例,细胞因子 IL-13 在 I期､ II期､
III 期的含量分别为 182.439±117.808 pg/ml､ 214.839±113.998 pg/ml､ 224.756±119.950 pg/ml;健
康组的水平 106.908±51.423 pg/ml;IL-10 在 I期､ II期､ III 期的含量分 147.108±81.185 pg/ml､
163.268±74.001 pg/ml､ 167.962±76.123 pg/ml;健康组含量 19.253±9.432 pg/ml; IL-4 在 I期､ II
期､ III 期的含量分别为 291.508±176.235 pg/ml､ 332.759±160.767 pg/ml;345.919±160.249 pg/ml;
健康组含量 27.972±14.271 pg/ml; TNF-a 在 I期､ II期､ III 期含量分别为 14.484±9.967 pg/ml､
10.116±4.065 pg/ml;9.364±5.351 pg/ml;健康组水平 13.266±4.472 pg/ml;IL-6 在 I期､ II期､ III 期
的含量分别为 29.729±101.13 pg/ml､ 8.144±17.267 pg/ml､ 14.871±44.313 pg/ml,健康组的水平

2.526±2.648 pg/ml,在不同时期病例组抗炎因子 IL-13､ IL-10､ IL-4 水平高于健康组,病例组不同时

期 HFMD 抗炎因子水平与健康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促炎因子 TNF-a 在不同时期与健康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IL-6 在不同时期与健康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不同时期 HFMD 与健康儿童抗炎因子与促炎因子有差异性,与有免疫反应的参与,不同时期

HFMD 的免疫反应强度不同,随着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抗炎作用增强;促炎作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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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6 

儿童纵膈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李沫,魏兵,岳小哲,王雪娜,马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是一种少见的间叶性肿瘤,由于临床及影像学表现侵袭性占位性病变,组织

形态变化多样,加之认识模糊和检查方法不当,极易误诊而导致不当治疗。现对本院收治的 1 例儿童

纵隔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病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以提高临床医生对儿童炎性

肌纤维母细胞瘤的认识。 
方法 进行病例总结分析,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PO-0377 

先天性环状缩窄带综合征合并先天性鱼鳞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陈培填,余少玲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00 

 
 

目的 先天性环状缩窄带综合征其发病率不高,通过报道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减少误诊率及

致残率。 
方法 总结 2016 年 7 月 01 日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1 例先天性环状缩窄带

综合征合并先天性鱼鳞病的临床特点,与检索到的文献与本例病例进行分析,并采血送外院行遗传代

谢病基因检测。 
结果 先天性环状缩窄带综合征发病率低,尚未有合并先天性鱼鳞病病例报道,遗传代谢病基因检测结

果示寻常性鱼鳞病相关基因 FLG 存在一处杂合突变,突变信息为 c.4163G>A chr1:152283199 
p.R1388Q,家系验证结果显示此杂合突变来自于其母。同时先天性糖基化异常 IM 型相关基因

DOLK 存在两处杂合突变,突变信息为 c.1559C>T chr9:131708024 p.T5201､ c.655C>T 
chr9:131708928 p.Q219X,家系验证结果显示此双杂合突变分别来自于其父母,为复合杂合突变。 
结论 先天性环状缩窄带综合征发病率低,目前尚未有合并先天性鱼鳞病病例报道,本病通过其临床表

现及特征性体征,多可诊断,治疗以手术为主,手术方式为松解挛缩带及 z 形皮瓣交错缝合。 
 
 
PO-0378 

儿童甲基丙二酸血症肾脏损害临床分析 
 

刘喆,王文红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总结了肾脏损害突出的甲基丙二酸血症(MMA)患儿的临床特点,为提高对该疾病的诊断､ 治疗

的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天津市儿童医院肾脏科以肾脏损害为首发或突出表现的

MMA 患儿为研究对象,采集患儿的一般情况､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  基因检查结

果､  治疗和预后的数据。 
结果 3 例患儿均为女性,发病年龄 5 个月-5 岁,均为 MMA 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均存在血尿､

蛋白尿､ 高血压,2 例存在氮质血症,其中 1 例表现为溶血尿毒综合征。肾外系统表现为语言发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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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贫血､ 心力衰竭等。3 例患儿确诊后均给予维生素 B12､ 左卡尼汀等治疗。所有患儿经治疗尿

甲基丙二酸浓度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精神状态和肾功能均明显好转。 
结论 MMA 可合并较严重肾脏损害,部分患儿以肾脏损害为首发症状,早期诊断和治疗能使病情得到

及时､  有效控制,并明显改善预后。 
 
 
PO-0379 

De novo mutation of IGF2, a gene within the Sillver-Russell 
locus, causes growth retardation 

 
Liu Deyun,Liu Deguo 

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The Secon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601 
 
 

Objective To date, there is only one report about SRS caused by IGF2 point mutation, indicating 
the value of IGF2 mutation for SRS occurrence. In another study, however, the same authors 
argue that IGF2 mutation analysis is not indicated in sporadic SRS cases .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 a sporadic case of SRS with de novo mutation in IGF2 from China. We consider that 
IGF2 mutation should be clinically concerned about.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Medical Ethics Committee i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parents of the patient. The 
family pedigree is shown in Fig. 1A. Exon sequencing of clinical Mendelian inheritance related 
gene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molecular pathogenesis.The same site of the parents was 
wild type, arguing that the mutation was de novo. Sanger sequencing confirmed the candidate 
mutation (Fig. 1B). 
Results  Structural analysis was then performed to establish strong linkag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our inference. Online IGF2 apo structure (PDB 1IGL) and IGF2 in complex form (PDB 
2V5P, 3KR3) were applied. As illustrated in Fig. 3, the first α helix of IGF2 is fundamental to the 
complex formation. The apo structure showed that the “10G” site is adjacent to the first amino of 
the first α helix while locates on the first site of first α Helix in the complex. This structural change 
indicates that “10G”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GF2. 
Conclusions Our patient is a sporadic case with de novo mutation in IGF2 and we recommend 
that IGF2 mut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etiological identification. 
 
 
PO-0380 

歌舞伎综合征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孙芳
1,刘叠

1,朱敏
2,敖博

1,王云峰
1,周忠蜀

1 
1.中日友好医院 

2.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中医医院 
 
 

目的 报道歌舞伎综合症病例一例并文献复习 
方法 我科 2015 年 11 月收治 1 例呼吸道感染的 3 岁女性患儿,查体发现患儿有特殊容貌(见下图),进
一步询问病史及完善相关检查。患儿表现特殊面容,眼睑向外侧延长､ 眼内眦赘皮､ 下眼睑外侧 1/3
轻度外翻,弓形眉伴外侧 1/2 眉毛稀疏,短鼻梁,鼻尖扁平,下唇凹陷,招风耳,腭盖高拱,牙齿排列不齐。

四肢肌张力不高,全身自主活动不多。患儿为足月剖宫产,出生体重 2800g,出生时羊水胎粪污染,5 分

钟 Apgar 评分 6 分。因新生儿吸入性肺炎入住 NICU,查头颅 B 超未见异常。3 个月发现生长发育迟

滞,竖头不稳,追视追听差,智测示 DQ56。曾行 NGF､ 运动训练､ 针灸等治疗,运动功能有所改善,追
视改善,能主动抓握。1 岁时仍坐不稳,翻身困难。1 岁时发现听力损伤,分泌性中耳炎,行双鼓膜切开

置管术。术前做心电图检查发现轻度 T 波改变。心脏超声检查示主动脉瓣二叶畸形,二尖瓣狭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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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瓣轻度返流。2 岁 7 个月会走,步行姿势欠佳。智力语言发育落后,主动语言少。2 岁 8 个月视频脑

电图检查提示左侧前额､ 额导联可见中高幅棘波,3-4Hz 棘慢波散见。患儿生后无抽搐。曾就诊北京

多家医院,多次查血常规､ 肝肾功､ 血氨､ 乳酸､ 血尿筛查､ 头颅核磁未见明显异常,一直未明确诊

断。患儿一直进行特殊教育､ 语言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 家庭康复训练､ PT 训练等。 
结果 综合考虑诊断患儿为歌舞伎面谱综合征,即 Kabuki 综合征(KS)。遗憾的是本例患儿家长拒绝遗

传学检查。歌舞伎面谱综合征 1981 年第一次同时被 Niikawa 等和 Kuroki 等两组日本研究人员报道

了一组特殊外貌,骨骼发育异常,皮肤纹理异常,身材矮小和听力障碍等共同特征的患者,因为这些患者

的外貌特点与日本传统歌舞伎演员的装扮相似,即特征性的下眼睑外翻等,故 Niikawa 等命名其为

Kabuki 化妆综合征,又有学者称其为 Niikawa-Kuroki 综合征,即文献中常见 Kabuki 综合征。临床上

可表现为生长发育迟滞､ 智力障碍､ 特殊颅面五官,皮肤纹理异常,先天性心脏病,骨骼异常,内分泌､
神经､ 免疫､ 血液､ 消化､ 生殖泌尿等系统异常。2009 年 3 月重庆儿童医院报道了我国首例 KS
患儿。KS 现阶段的治疗主要是针对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严重面部､ 眼部畸形及内分泌､ 皮肤病

等方面疾病。其他心血管､ 泌尿生殖等系统的治疗包括畸形矫治､ 器官移植等,远期效果尚不确

定。 
结论 目前仅认识到 KS 是一种遗传综合征,其疾病的发生､ 发展､ 转归都不清楚。KS 患者的临床表

现在新生儿阶段不明显,这给早期诊断 KS 带来了困难。现阶段诊断 KS 并无有意义的生化指标和影

像学标准,其分子诊断也不还不成熟。目前唯一明确的 KS 分子遗传学突变基因是 MLL2 基因,是常

染色体显性遗传。明确诊断 KS 需要有经验的临床医生细致观察,尤其各临床专科结合,综合评估,避
免漏诊误治。 
 
 
PO-0381 

1 例典型的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基因诊断及文献复习 
 

俞莎
1,吴冰冰

1,2,周文浩
1,2,王慧君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的临床和遗传学特点 
方法 患儿男,4 月,生后发育迟缓,特殊面容,指趾异常。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结合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分子诊断中心建立的数据分析流程,进行测序数据分析,并采用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结

合测序结果进行基因型与表型的分析,并对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 全外显子组测序,结合测序数据分析和 Sanger 测序验证,明确 CREBBP 基因 31 号外显子存在

一处移码突变:c.5837dupC,p.Pro1947ThrfsTer19),本例确诊为典型的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 
结论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主要表现为特殊面容,指､ 趾畸形,发育迟缓,智力障碍等,CREBBP 基

因是主要致病基因。全外显子组测序可快速有效辅助临床明确诊断。 
 
 
PO-0382 

 Parkes-weber 综合征综合征的介入综合治疗 
 

蒋贻洲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 Parkes-weber 综合征综合征的介入综合治疗的疗效及其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9 月我科 25 例 Parkes-weber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其

中累及左下肢 11 例,累及右下肢 10 例,累及左上肢 2 例,累及右上肢 1 例,同时累及右上肢及右下肢 1
例。患侧肢体同时行经导管动脉硬化栓塞术及影像引导经皮硬化术,动脉栓塞药物为平阳霉素+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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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地塞米松+造影剂,经皮硬化药物为聚多卡醇泡沫硬化剂､ 无水酒精､ 组织胶及弹簧圈,如仅有患

肢动脉增粗增多现象只行经导管动脉硬化栓塞术。患者初诊时每隔 1 个月行介入治疗 1 次,共 3
次。以后定期复查,每半年至 1 年再行介入治疗。介入术后观察患肢运动情况､ 肤温度变化及与对

侧肢体长度､ 周长等差异变化。 
结果 25 例患儿共行介入治疗 112 次,其中经导管动脉硬化栓塞术 112 次,经皮硬化术 89 次。介入术

后随访 17~80 个月。随访至今,25 例患儿病情均有不同程度缓解,肢体皮肤温度下降 0.6℃~1.4℃。

术后不良反应:患肢肿胀 47 例(47/112,41.96%),一过性运动障碍 22 例(22/112,19.64%),局部皮肤破

溃 6 例次(6/112,5.36%)。未发生患肢畸形及心肺脑疾病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  Parkes-weber 综合征综合征行介入综合治疗安全可靠､ 疗效确切。 
 
 
PO-0383 

硬化治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儿童静脉畸形合并局灶性血管 
内凝血的临床疗效分析 

 
李海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分析儿童静脉畸形合并局灶性血管内凝血(Localis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LIC)的临床表

现及发病机制,探讨相关的临床处理方法及疗效,研究硬化治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儿童静脉畸形合

并局灶性血管内凝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 312 例静脉畸形患儿,根据凝血功能及 D 二聚体

表现符合局灶性血管内凝血的病例 72 例,分析静脉畸形类型､ 数目以及大小跟 LIC 的相关性,探讨

LIC 的治疗方法及临床疗效。 
结果 (1)72 例患儿,其中男 40 名,女 32 名,平均年龄 6 岁。随访时间为 6~48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

24 月。(2)临床症状表现为瘤体肿胀 38 例(52.8%)､ 患处疼痛 51 例(70.8%),实验室检查 D 二聚体升

高 68 例(94.4%),纤维蛋白原降低 32 例(44.4%)。(3)静脉畸形采用 PUIG 分型,其中 II 型 28 例

(38.9%),III 型 34 例(47.2%)。病灶多于两个的 48 例(66.7%),瘤体单一直径超过 5cm 的 51 例

(70.8%)(4)有效 61 例(84.7%),其中治愈 47 例(65.2%),部分缓解 12 例(16.7%);治疗无效 3 例

(4.1%)。(5)并发症其中水疱 8 例(11.1%),局部皮肤溃疡 4 例(5.5%)。未见严重并发症 
结论 硬化治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儿童静脉畸形合并局灶性血管内凝血安全有效的方法。 
 
 
PO-0384 

1 例新生儿型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I 缺乏症 CPS1 基因的突变分析 
 

张海燕,庄元华,张开慧,刘毅,盖中涛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Ⅰ缺乏症(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I deficiency,CPS 1D)是由于先

天性氨甲酰磷酸合成酶缺陷引发的以高氨血症为特征的遗传代谢性疾病,是先天性尿素循环障碍的

一种,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该病多在新生儿期发病,发病率为 1/50000-1/300000。氨甲酰磷酸合

成酶 I 缺乏症主要有两种类型:致死的新生儿发病型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I 缺乏症和不太严重的迟发型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I 缺乏症。本研究旨在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明确 1 例新生儿型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I 缺乏症患儿的遗传学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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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一例疑似新生儿型氨甲酰磷酸合成酶Ⅰ缺乏症患儿进行临床检查和遗传学分析,采集患儿及

家系的外周血,利用试剂盒提取 DNA。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患儿 CPS1 基因进行外显子捕获检测,
对突变位点进行 Sanger 测序验证;用生物学软件对新突变进行致病性分析。 
结果 (1)患儿,女,3 天,出生后 1 天开始发热,惊厥 2 次,发应差,呼吸微弱,全身皮肤青紫,指端发绀,四肢

凉。无拥抱反射,握持反射,觅食反射和吸吮反射。实验室检查发现血浆血氨､ 谷草转氨酶､ 总胆红

素､ 间接胆红素等有不同程度升高。(2)患儿携带 CPS1 基因的复合杂合突变,共有 2 个突变位点

(c.1631C>T(p.T544M)和 c.1981G>T(p.G661C))。(3)经 Sanger 验证 c.1631C>T(p.T544M)来自于

父亲,为 HGMD 报道的已知致病突变。(4)c.1981G>T(p.G661C)遗传自母亲,为未经报道的新突变。

但有文献报道该氨基酸位点发生其它突变(p.G661R)具有致病性,为较强致病证据。经 SIFT､
Polyphen-2 和 MutationTaste 软件预测显示突变具有致病性为强烈致病证据,且该突变 小等位基

因频率为 N/A,为较强的致病证据。该突变相关的疾病与患者的临床表型高度吻合,为支持的致病证

据,此突变为疑似致病突变。 
结论 CPS1 基因突变可能是该例新生儿发病型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I 缺乏症的遗传学病因,新发现突变

扩展了 CPS1 基因的突变谱。 
 
 
PO-0385 

一例自身免疫性间质性肺､ 关节及肾病儿童 COPA 基因新突变 
 

马燕燕,林爱伟,张开慧,盖中涛,刘毅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自身免疫性间质性肺､ 关节及肾病是一种新确定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

表现为间质性肺疾病､ 炎症性关节炎､ 免疫复合物介导的肾脏疾病。本研究旨在分析一例反复肺炎

患儿的临床表现､ 发病原因并明确诊断。 
方法 对 2016 年 11月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感染科接诊的一例肺炎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采集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应用新一代测序技术结合目标区域捕获技术,对患儿基

因组进行外显子捕获检测,对突变位点进行患儿及其父母的 Sanger 测序验证。 
结果 (1)患儿主要临床表现:患儿就诊年龄为 15 个月,诊断为肺炎,疱疹性咽峡炎,中耳炎,鼻窦炎。曾

于 13天､ 4个月､ 6个月､ 8 个月时反复肺炎,6 个月和 8 个月时反复腹泻和鹅口疮。辅助检查 C 反

应蛋白 55.40mg/L,免疫球蛋白均减低,食物特异性 IgG大豆､ 牛奶均 1+。(2)该患儿 COPA 基因编

码区 25 号外显子有 1 个杂合突变:c.2625_2627del(缺失),导致氨基酸改变 p.875_876del(缺失)。该

变异不属于多态性位点,在人群中发生频率极低,在 HGMD 专业版数据库中未见报道。根据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2015 年指南分析确认该变异为疑似致病性变异。(3)经家系

验证分析,患儿父亲和母亲该位点均无变异,此变异为自发突变。 
结论 (1)COPA 基因的杂合突变可能是该患儿的发病原因,新生突变 c.2625_2627del 扩展了 COPA
基因的突变谱(2)该患儿年龄尚小,临床表现不典型,新一代测序技术可以辅助临床对该病进行快速准

确的基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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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86 

血浆置换联合连续性血液透析加滤过治疗 
蝮蛇咬伤危重型 1 例报告 

 
裴亮,文广富,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了解蝮蛇咬伤的致病特点,总结血浆置换联合连续性血液透析加滤过方法治疗蝮蛇咬伤危重型

治疗的经验。 
方法 对 1 例蝮蛇咬伤危重型儿童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1 例 3 岁男童因蝮蛇咬伤后导致休克,多脏器功能受累,联合应用血浆置换联合连续性静静脉血

液透析加滤过治疗,结合内科综合治疗,历时 18d 治愈出院。 1 年后随访,患儿体健,无后遗症。 
结论 蝮蛇咬伤属临床危重症,联合血液净化治疗可有效清除内外源性有害物质,降低病死率。 
 
 
PO-0387 

国内首例 cblD 型甲基丙酸血症患儿基因突变分析 
 

王朝
1,2,张玉琴

1,张书红
1,张春花

3,孟英韬
1,2,王丹

1,林书祥
1,2,舒剑波

1,2 
1.天津市儿童医院 

2.天津市儿科研究所 
3.日本国际松本生命科学研究所 

 
 

目的 甲基丙二酸血症(Methylmalonic Acidemia, MMA)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由甲

基丙二酰辅酶 A 变位酶缺陷或钴铵素代谢障碍引起,依据致病基因 MMA 可分为多型:MUT､ cblA､
cblB､ cblC､ cblD 和 cblF 等。其中以 cblC 型 为常见。国内迄今已报道的 MMA 患儿有数百例,但
未见 clbD 型患儿,即由 MMADHC 基因突变引起的 MMA。我们对国内首个 cblD 型 MMA 家系进行

突变分析,为该病诊疗及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患者尿液和血液进行质谱检测,结合其他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签署知情同意书,采集患者及父

母外周静脉血,提取基因组 DNA。根据临床分型,应用 PCR 方法扩增相应致病基因全部外显子编码

区及两侧内含子区域。所有扩增产物,均进行直接测序并与参考序列进行比对。针对新突变计划采

用多种生物信息学工具分析新突变对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影响,预测新突变的致病性,以判断其与疾

病的关系。使用 DNAMAN 软件对人类和其它种属同一蛋白质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分析新突

变位点保守性。 
结果 患儿,男,5 岁 1 个月,因呕吐和呕血就诊。患儿为第九胎第五产,足月顺产。患儿 2 个月抬头,3
个月翻身,6 个月时可独坐,1 岁行走说话。父母体健,非近亲婚配,否认有遗传病家族史。体格检查:营
养中等,发育良好,颅面无畸形,视听反应正常,神经反射正常,四肢肌力及肌张力正常,心肺检查无异

常。辅助检查:B 超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血气分析:PH 7.13,PCO2 13mmHg,BEb -22.7mmol/L。
既往史:出生时代谢病检查示短链酰基肉碱 C3 的浓度高于正常;出生后 2 月余复查示短链酰基肉碱

C3 的浓度及 C3/C2 和 C3/C16 比值明显高于正常,与丙酸血症､ 甲基丙二酸血症或维生素 B12 缺乏

有关。本次遗传代谢病血尿筛结果提示甲基丙二酸血症。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4.9uM 。患者

MMADHC 基因第 3 外显子发生 c.22-23delAG  (p.R8SfsX22)纯合改变,这一缺失突变使 MMADHC
第 8 密码子之后的所有密码子发生改变,并使翻译提前终止于第 29 个密码子,患者父母 MMADHC 基

因携带相同的杂合突变。此外对患者 MUT､ MMAA 和 MMAB 基因进行检测,未见致病性突变。 
结论 MMADHC 基因 c.22-23delAG (p.R8SfsX22)纯合突变是该家系患儿的致病原因,该突变尚未见

报道。我们通过基因分析确诊了我国首例由 MMADHC 基因突变引起的 MMA 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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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88 

食道闭锁患儿基因变异的初探 
 

柯江维,钟龙青,黄金狮,陶强,万颢,段荣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索食道闭锁患儿存在的基因变异,为进一步研究食道闭锁致病机制提供前期基础。 
方法 收集我院新生儿外科住院的食道闭锁患儿 10 例,在进行手术治疗食道闭锁时取食道组织标本,
提取 DNA,运用高通量全外显子组测序研究患儿的基因变异,并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基因变异的

临床意义。 
结果 10 例样本进行深度测序分析,获得了高质量的测序数据,有效读取序列占比 85.36%,且其中

97%的有效序列能与参考基因进行比对,比对分析共获得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为 520541,其中

149622 个位点发生 SNV,包括同义突变､ 非同义突变､ 终止密码子获得､ 终止密码子缺失､ 插入移

码突变､ 非插入移码突变､ 未知突变等。同时获得 598 个拷贝数变异基因。功能聚类分析发现本研

究的突变基因与细胞生物学密切相关。 
结论 本研究获得的优质测序数据是分析研究 EA 致病基因及其生物学功能的良好基础。 
 
 
PO-0389 

反复贫血､ 血小板减少､ 便血､ 肠穿孔 1 例 
 

李华,唐运萍,徐俊杰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研究白塞氏肠病与白血病累及肠道的临床特征,探讨血液系统疾病累及消化道时的临床诊断思

路。 
方法 报道血液系统改变合并肠道病例 1 例,并进行临床分析。 
结果 血液系统改变合并肠道损害患儿, 终确诊白血病(M5)。 
结论 当血液系统改变伴有肠道损害时,要注意与肿瘤性疾病相鉴别。白血病合并肠道损害,往往提示

预后不良。 
 
 
PO-0390 

肺奴卡菌病 2 例并文献复习 
 

赵璀莲,农光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 例肺奴卡菌病(Pulmonary Nocardios,PN)的危险因素､ 临床表现､ 诊断､ 治疗

以及转归,复习文献,旨在提高对肺奴卡菌病的认识,从而及时治疗,降低死亡率 
方法 总结､ 分析病例的基础疾病､ 免疫功能状态､ 临床表现､ 肺部影像学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其

治疗过程和效果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1)病例资料:2 例确诊的肺奴卡菌病例中,1 例为幼儿,1 例为成年患者。1 例因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1 例为长期营养不良,并有低白蛋白血症。临床表现均有发热､ 咳嗽,肺部 
CT 表现均表现为两肺多发斑片､ 团块实变影并胸腔积液。2 例患者均为联合甲氧苄氨嘧啶和磺胺

甲恶唑的复方制剂( TMP-SMX) 治疗。预后: 第一例患者病情好转后门诊定期复诊,病情好转。第二

例患者家属放弃治疗。(2)文献复习:PN 多发生于合并有基础疾病以及免疫功能受损的患者,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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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免疫功能正常者,发热､ 咳嗽､ 咳黄痰是其 常见的症状,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主要有肺实变､

结节､ 空洞､ 胸腔积液。推荐以甲氧苄氨嘧啶和磺胺甲噁唑的复方制剂(TMP-SMX)为基础的联合

用药。总体预后取决于患者并存的基础疾病､ 是否及时治疗､ 疾病是否播散以及患者年龄。 
结论 (1)肺奴卡菌病是儿童罕见而严重的感染。(2)临床特征和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确诊需靠呼吸

道标本细菌分离､ 培养及鉴定。(3)经验性治疗为 TMP-SMX 的单一或联合其它抗菌素治疗,预后与

诊断及治疗是否及时､ 是否有严重基础疾病､ 中枢神经系统是否受累以及是否老年患者有关。(4)
初步证实儿童 PN在危险因素､ 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改变上与成人无异。 
 
 
PO-0391 

先天性糖基化紊乱一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虞雄鹰,曾兴颖,章静静,查剑,易招师,钟建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了解先天性糖基化紊乱临床表现,提高对其的诊治能力; 
方法 回顾分析经基因确诊的 1 例先天性糖基化紊乱 IIm 型(Congenital disorder of glycosylation 
type II ,CDG2M)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复习国内外同类报道文献资料; 
结果 患儿,男,3 个月开始频繁发作性抽搐发作,表现为无明显诱因突发性全身强直阵挛性发作,持续约

1-3 分钟不等,每日 1-5 次不等,出生时无明显窒息史,既往运动发育落后,4 个月不能抬头,小头畸形,无
特殊面貌,经全外显子二代基因测序发现为母源性的 SCL35A2(chX) c.617_c.620 delAAGG 
P.Q206RFs*45 移码突变。复习文献在 OMIM,HGMD,Clinvar 等数据未见同样报道,2013 年 Ng 等

报道 3 例 CDG2M 患儿,其中 2 例男性 SLC35A2 基因半合子突变,1 例女孩为杂合突变携带者,另
外, Kodera 等报道 1 例 8 岁女童表现为早发性癫痫脑病,为 SLC35A2 基因的 2bp 缺

失,(c.433delTA),而本病例为为半合子的 4bp 的缺失,同样表现为癫痫性脑病。 
结论 先天性糖基化紊乱 IIm 型是一种较为罕见的 X 连锁显性遗传性疾病或体细胞(OMIM 300896),
呈体细胞嵌合状态,基因定位于 Xp11.23-p11.2,与 Wiskott-Aldrich 综合征定位相同,可以发育落后,癫
痫性脑病等为临床表型,癫痫发作常起病较早,因此对于早发性癫痫脑病应注意基因学检查。 
 
 
PO-0392 

周期性发热 1 个家系的临床表型/基因型及其免疫机制初步研究 
 

李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对广东省普宁 1 个周期性发热家系患者的临床及炎症状态进行分析,明确其临床及基因诊断,并
初步分析该家系患者临床表型异质性的可能因素,加深对此类疾病的认知。 
方法 1､ 研究对象为 1 个来自于广东普宁的周期性发热家系。该家系共 3 代,包括 4 例女性患者,3
例男性患者,先证者及其他 6 例家系患者均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诊治。 
2､ 走访家系患者家庭,详细询问发病情况､ 进行全身体格检查,并绘制家系遗传系谱图。 
3､ 采集家系患者及部分成员共 12 人的外周血各 5ml 抗凝后低温保存,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和
二代测序技术进行基因检测,并做出基因型诊断。 
4､ 通过体外细胞培养､ 流式细胞术及 ELISA 方法检测该家系患者的 CD4+T 细胞､ CD8+T 细胞､

B 细胞､ 单核细胞和 NK 细胞水平及 TNFR 受体表达情况,为进一步治疗提供方向。 
5､ 收集家系 7 名患者及 1 名健康成员的粪便标本,提取粪便基因组 DNA,扩增其 16S rDNA 的 V4 区,
应用 Illumina Miseq 平台测序,研究患者肠道菌群的结构特征,并探讨其与该家系存在表型异质性的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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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明确诊断了 1 个 TRAPS 家系,为国内报道的首个该疾病的家系。 
2､ 该家系患者均以周期性发热为主要临床特点,有关节痛､ 肌痛､ 多浆膜炎､ 眶周水肿和迁徙性皮

疹[1],伴有发作期急性炎症反应物升高和白细胞升高。发病者之间存在表型异质性。该家系每代均有

发病,男女均可受累。发病年龄为 6 月龄~30 岁,中位年龄为 2 岁。男性中位发病年龄为 5 岁,女性中

位发病年龄为 1 岁。第 1 代发病年龄为 58 岁,第 2 代中位发病年龄为 30 岁,第 3 代中位发病年龄为

1 岁。7 名发病者 TRAPS 临床诊断评分[2]为 48~73 分。 
3､ 对家系中 12 名成员进行了基因检测,发现先证者存在 TNFRSF1A 点突变,位于外显子

3:c.295T>A,p.C99S,家系中其余 6 人也检测到同一位点突变。 
4､ 家系患者血浆中 TNFR1 水平较正常对照下降,TNFR2 无明显差异;患者 NK 细胞水平下降,T 细

胞､ B 细胞､ 单核细胞无明显差异。 
5､ 发病者的肠道菌群结构分布存在差异,瘤胃球菌科､ 柔嫩梭菌属丰度较正常对照下降;先证者及其

表姐､ 表妹的 γ-变形菌､ 芽孢杆菌纲丰度升高,假丁酸弧菌､ Blautia 菌属丰度下降。这可能与发病

者之间存在表型异质性有关。 
结论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周期性发热综合征(TRAPS)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自身炎症性疾病,该家

系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周期性发热､ 关节痛､ 肌痛､ 多浆膜炎､ 眶周水肿和迁徙性皮疹等。基因检

测发现家系中有 7 人存在 TNFRSF1A 同一位点突变。突变后细胞膜上可溶性 TNFR1 脱落障碍导

致 TNFR1 持续激活从而引起发病。该家系发病者之间存在表型异质性,肠道菌群结构异常可能参与

发病。 
 
 
PO-0393 

GM1 神经节苷脂贮积症家系 GLB1 基因的 2 个新突变 
 

高敏,张开慧,律玉强,周娜,李志毅,刘毅,盖中涛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GMl 神经节苷脂贮积病是一种具有临床及遗传异质性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溶酶体病,多于婴

儿期或儿童期起病,临床表现包括智力运动发育迟缓伴倒退､ 肝脾大､ 眼底樱桃红斑､ 粗陋面容､

多发性成骨不良,头颅磁共振成像(MRI)可见髓鞘化落后,患儿酸性半乳糖苷酶(GLB)活性明显降低。

GLB1 基因突变可引起 β-半乳糖苷酶酶活性的降低或者失活,使 GM1神经节苷脂､ 粘多糖分解不足

沉积在机体内,导致 GMl 神经节苷脂累积病或黏多糖病ⅣB 型。基因检测与临床特征想结合有助于

该疾病的准确诊断。对 1 例怀疑因遗传代谢病引起的发育倒退的患儿进行高通量测序基因检测,用
以辅助诊断并明确其遗传学病因。 
方法 采集患儿的临床资料,抽取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静脉血样,应用二代目标区域捕获测序技术对患

儿进行遗传代谢病相关基因的检测,对可疑突变位点进行患儿及其母亲的 Sanger 测序验证,对新发

现的位点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结合患者临床表型对候选致病位点进行致病

性分析,明确其致病性。 
结果 女,1 岁 3 月,因发育倒退入住我院,患儿自幼发育落后,3 月会抬头,7 月会翻身,不会坐,不认人,双
下肢经常性呈伸直状态,肌张力略高,全身未见畸形。4 月前无明显诱因发现发育进行性倒退,表现为

抬头不稳,不会翻身,抓物双手不能握拳,近 1 周出现嗜睡,精神萎靡,每日约 20 小时睡眠。全身皮肤正

常,肝脏､ 脾脏､ 未触及。脊柱外观无畸形。血常规､ 免疫球蛋白､ 遗传代谢病检测未见异常未见

异常。头颅 MR:双侧大脑半球髓质及内囊后肢呈长 T2 信号影,FLAIR 呈高信号。双侧颞叶深部可见

斑点状长 T2 信号影。肌电图:双下肢未见明显神经源性及肌源性损害。基因检测示患儿 GLB1 基因

存在 c.2006-2007insT 和 c.475-476 insGGTCC,为新发现的突变。查阅文献该病目前报道了 18 个

基因突变,其中 10 个为我国首次报道,占 55.55%,在我国已报道的 GLB1 基因突变中,我国新发现的

突变占比较高,提示我国可能与国外的基因突变频谱有所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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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LB1 基因的 c.2006-2007insT 和 c.475-476 insGGTCC 复合杂合突变可能是本例患儿的致病

原因,该基因突变引起 GM1 神经节苷脂贮积症,进而导致患儿发育倒退的症状。c.2006-2007insT 和

c.475-476 insGGTCC 均为未报道过的突变,不仅丰富了 GMl 神经节苷脂累积病致病基因突变谱,而
且可促进我国 GMl 神经节苷脂累积病致病基因突变谱的建立。 
 
 
PO-0394 

一例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性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的遗传学分析 

 
律玉强,张开慧,高敏,周娜,薛宁,盖中涛,刘毅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作为一种儿科常见的内分泌疾病,早期发现与适当有效的治疗对于预

防患儿因 CH 致智力障碍和生长发育落后至关重要。本研究对一例疑为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性先天

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儿进行相关致病性基因检测,为临床诊断和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方法 对患儿进行临床检查,提取患儿基因组 DNA。采用目标序列捕获测序技术,首先构建 DNA 文库,
利用目标序列设计探针,通过捕获技术捕获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性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相关基

因如 DUOX2基因､ TG基因､ TPO 基因和 NIS 基因等 14 个基因,富集的目的基因片段在

Hiseq2000 测序仪上进行高通量测序。根据目标序列捕获测序的结果设计引物,针对研究对象样本

进行突变基因的 Sanger 直接测序,并对其父母进行验证,分析测序结果。 
结果 患儿甲状腺弥漫性病变,肿大。甲状腺功能检查: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3.06pmol/L(4.5~10.5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4):<5.15pmol/L(13.9~26.1pmol/L),促甲状腺

激素(TSH):>100.00uIU/ml(1.36~8.8uIU/ml),提示甲状腺功能减低。垂体 MRI:垂体前叶增生。提示

为急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给予左旋甲状腺素(LT4)替代治疗,治疗有效。患儿无家族遗传病史,否认近

亲结婚,母孕期健康。基因检测显示患儿 DUOX2 基因存在 c.2654G>T(p.R885L)和 c.943G>T(无义

突变)杂合突变,c.2654G>T(p.R885L)为 HGMD 报道的疑似致病性突变(与其他突变以复合杂合形式

存在),有文献报道该氨基酸位点发生的其他突变(p.R885Q)具有致病性,且突变位点致病性预测软件

预测为有害,理论上具有致病性;而 c.943G>T(p.G315X) 杂合突变,目前未见文献报道,但该突变为无

义突变,会导致蛋白多肽链合成提前终止,影响蛋白结构和功能,理论上具有致病性。经 Sanger 测序

验证,患儿母亲携带 DUOX2 基因 c.2654G>T(p.R885L)杂合突变,父亲携带 DUOX2 基因

c.943G>T(无义突变)杂合突变。 
结论  DUOX2 基因 c.2654G>T 和 c.943G>T 突变可能是这例疑为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性先天性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患儿的致病原因。c.943G>T 为一个的新的致病基因位点,丰富了 DUOX2 的致病基

因库。大多数情况下 TCH 的致病原因并不明确,早发现且通过基因检测来判断是否由基因突变引起

对于患儿治疗方案选择以及判断预后至关重要。 
 
 
PO-0395 

儿童结节性硬化症伴胰岛素瘤 
 

黄婷婷,姚宝珍,牛萍,张海菊,凌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探讨结节性硬化症(TSC)的诊断､ 不同系统受累的临床表现及常见合并的神经内分泌肿瘤。 
方法 报道一例 TSC患者的病史､ 临床表现及神经影像学资料,并对总结 TSC的诊断标准､ 临床表

现及并发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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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因反复低血糖症状而就诊,体格检查可见数十个色素脱失斑,头颅 CT 及 MRI 显示双侧皮层

及侧脑室旁多发结节,脑电图示左侧后半球散发尖波或棘波,腹部 CT 显示胰体部肿块, 终确诊为

TSC 合并胰岛素瘤。 
结论 TSC 是一种神经皮肤综合征,主要累及皮肤及神经系统,其典型三联征为癫痫､ 智能减退､ 面部

血管纤维瘤,但临床上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者罕见,其硬化性结节可以累及全身多脏器和组织。反复低

血糖发作的患儿应警惕 TSC 合并胰岛素瘤的可能。 
 
 
PO-0396 

X-连锁粒细胞减少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李文言
1,3,唐雪梅

1,2,蒋利萍
1,3,张宇

1,2,张志勇
1,2,赵晓东

1,2,3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 
3.儿童感染免疫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 X-连锁粒细胞减少症(XLN)临床特点及免疫学特征,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6 月收治的 1 例 XLN患儿的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查､ 基因诊断结果进行分析,
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 男,1 岁 1 月龄,发病年龄 1 月龄,诊断年龄 2 月龄,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病史及播散性卡介苗

病史,中性粒细胞数量持续降低,粒细胞成熟障碍,同时伴单核细胞减少､ NK 细胞减少和 CD4/CD8 倒

置,免疫球蛋白水平正常,偶有血小板数量减少,血小板体积基本正常。基因检测发现 WAS 基因

I294T 突变。经抗感染､ 抗结核及腋下淋巴结切除治疗病情好转,未用 G-CSF 治疗。以“X-linked 
neutropenia”或“X-linked congenital neutropenia”为关键词检索 PuMed 数据库,共 18 例 XLN 患者,
包括四种错义突变类型( L270P､ I294T､ I276S 和 S272P)。16 例中性粒细胞数量减少(0.01×109/L 
~1.0×109/L),2 例中性粒细胞正常。12 例有单核细胞数量减少,5 例正常,1 例不详。15 例 NK 细胞减

少,3 例不详。4 例 B 细胞减少,9 例正常,5 例不详。6 例 CD4/CD8 倒置,9 例正常,3 例不详。8 例血

小板正常,9 例血小板稍低于正常,1 例不详。4 例血小板体积增大,13 例正常,1 例不详。5 例接受 G-
CSF 治疗有效,5 例未接受 G-CSF 治疗。2 例诊断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1 例诊断急性髓细胞性白血

病。其中 6 例致病基因携带者有 X 染色体失活而无临床症状。 
结论 自幼反复感染伴持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及单核细胞和 NK 细胞减少的患者,需警惕 XLN,基因诊

断是确诊依据。 
 
 
PO-0397 

1 例黏多糖贮积症患儿的个案护理 
 

娄欣霞,耿香菊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总结黏多糖贮积症(Mucopolysaccharidoses,MPS)患儿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收治的 1 例黏多糖贮积症的患儿护理方法进行总结和分析。 
结果 经过精心的治疗和护理,患儿家长心理得到安慰,患儿下肢肌体僵硬症状消失,营养状况得到了改

善,住院期间没发生感染､ 压疮､ 红臀､ 皮肤溃烂等并发症,患儿安全出院。 
结论 根据患儿的情况进行对家长个性化心理疏导,加强感染､ 压疮及皮肤完整性的预防及监测,注意

营养状况评估和营养支持,促进黏多糖贮积症患儿家长积极配合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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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98 

新生儿先天性结核一例并文献复习 
 

林丽霞,柳秋菊,张红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目的 为提高临床医师对非常罕见,而且缺乏特异性表现的新生儿先天性结核的认识,减少对该病的误

诊､ 漏诊。 
方法 分析我院 1 例先天性结核患儿临床特点和辅助检查的资料,结合以往该病的相关文献报道,总结

此病的临床诊治方法。 
结果 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32 篇,其中个案报道 26 篇,资料较完整的文献共 22 篇,包括 24 例患儿。本

例及文献报道共 25 例患儿平均发病日龄(17.16±11.42)天;母亲围产期存在明确结核病史 19 例

(76%),患儿发热 21 例(84%),咳嗽 15 例(60%),肝脾大 19 例(76%),血沉增快 3 例(37.5%);胸部 x 线

阳性改变 24 例(96%);接受抗结核治疗 16 例(64%);死亡 14 例,病死率 56%。 
结论 先天性结核在新生儿中罕见,临床无特异性表现,而且病情进展快,病死率高。所以必须提高对先

天性结核的认识,力求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并改善患儿预后。 
 
 
PO-0399 

两例 Kabuki 综合征临床报道 
 

李洁玲,曹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及总结 2 例 Kabuki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征,并分析其基因诊断结果。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全科病房收治的 2 例 Kabuki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基因检测

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2例患儿均有特殊面容､ 发热惊厥表现,其基因报告均提示 KMT2D(或 MLL2)基因突变,但临床

表型仍有差异。 
结论 通过临床表现考虑 Kabuki 综合征可能的患儿,可进行基因检测明确诊断。 
 
 
PO-0400 

糖原累积病Ⅵ型和Ⅸa型的临床､ 病理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刘杰
1,张梅红

1,龚敬宇
1,王建设

1,2 
1.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探讨糖原累积病Ⅵ､ Ⅸa型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肝脏病理和基因突变的特点。 

方法  对 7 例确诊为糖原累积病患儿(Ⅵ型 3 例,Ⅸa 型 4 例)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肝脏病理表

现和基因突变进行分析。 
结果 所有患儿均有肝大和转氨酶升高,生长迟缓､ 低血糖､ 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发生率不高;糖原累积

病患儿肝脏病理检查均可见糖原凝聚,Ⅵ型患儿肝脏病理有肝硬化征象;3 例糖原累积病Ⅵ型检出 6

种基因突变,4 例糖原累积病Ⅸa 型检出 4 种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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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肝大伴转氨酶升高的患儿需警惕糖原累积病;基因检测应作为诊断糖原累积病的首选方法;肝脏

病理检查需作为该病远期监测的一项手段。 
 
PO-0401 

代谢病筛查技术在 92 例发育落后儿中应用的临床分析 
 

陈丽晔,任春阳,吕智海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对发育落后儿进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分析遗传物质异常在此类人群中的异常率,指导临床治疗

及分析预后 
方法 通过干血滤纸片串联质谱检测技术及尿液气相色谱/质谱检测技术进行检测代谢病,核型分析检

测染色体病。 
结果 针对 2016 年 92 例 37 天-7 岁之间的发育落后儿童进行遗传代谢病筛查。完善 54 例染色体核

型分析,47 例正常,其中 7 例异常。异常率达 12.96%。通过干血滤纸片串联质谱检测技术及尿液气

相色谱/质谱检测技术进行检查,其中 38 例未见异常,11 例异常。异常率达 28.205%。 
结论  
发育落后儿童中遗传物质异常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精准检查不仅为进一步明确发病机制提供

重要依据,而且使诊断水平从临床水平､ 生化水平,深入基因分子水平,为遗传病的确诊和分型提供依

据。 
 
 
PO-0402 

新生儿 49,XXXXY 综合征一例 
 

陈丽洁,王光丽,田葆冬,唐英,庾冬兰,周勇,朱春江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目的 探讨 Klinefelter 综合征中罕见类型 49,XXXXY 患儿的临床特征。 
方法 常规体检､ 心脏彩超､ 头颅核磁共振､ 脑干诱发电位､ G 显带法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 多

重连接探针扩增(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快速检测染色体等检查,
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特殊外貌:小头畸形､ 眼距增宽明显､ 外眦上斜､ 鼻梁低平､ 高腭弓､ 下颌小､ 耳位低､

右耳前有一赘生物,左侧通贯掌,口腔上牙床有 1cm 大小缺如,小阴茎。心脏超声示房间隔 2 个缺损

分别为 3.4mm 及 7mm,右耳听通路障碍(右听阈 60dBnHL)。常规染色体核型及 MLPA 结果均为

49,XXXXY。 
结论 49,XXXXY 为 Klinefelter 综合征中症状 严重的特殊类型,具有特殊外貌､ 多发先天畸形､ 智

力低下､ 精神发育迟滞､ 性腺发育不良等特点,MLPA 及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均可确诊。相比常规

的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MLPA 技术更快速､ 经济､ 准确,在检测染色体非整倍体改变及部分结构异

常中具有明显的临床实用意义。早期诊断及时应用睾酮替代疗法可提高患儿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及

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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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03 

罕见腹股沟斜疝伴子宫及单侧卵巢嵌顿 1 例 
 

刘菊仙,文晓蓉,向波 
四川大学 610041 

 
 

目的 患儿,女,2 月,因右侧腹股沟肿块伴哭闹不适 16 小时就诊。查体右侧腹股沟区查见一大小约

5x5x4cm 的质硬团块, 较固定,哭闹腹压增加时,团块大小无明显变化。随即行超声检查及腹､ 盆腔

超声检查明确诊断。 
方法 超声检查仪为 Phlip 型,HDI5000,12MHz 的线阵高频超声探头及 7.5MHz 低频凸阵探头。 ??腹
压增加时,团块大小无明显变化。随即行超声检查及腹､ 盆腔超声检查明确诊断。 
结果 高频超声检查显示:右侧腹股沟区中份皮下组织内查见一大小约 5.0×4.0×3.5cm 的团块,团块与

腹腔相通,团块内见子宫样结构,呈“梨状”弱回声团块,其边界清楚,形态规则,长径约 3.0cm, 大前后

径 1.0cm,左右径约 1.8cm,线状稍强回声的子宫内膜样结构清晰可见;子宫旁紧邻大小约 2.0×1.0cm
的卵巢样回声,内可见数个大小约 2.0-7.0mm 的小卵泡样结构,呈边界清楚,形态规则,壁薄的无回声

结节,内未见血流信号;子宫､ 卵巢周围可见少许不规则线状无回声区。彩色血流显像:子宫肌壁内见

少许点线状血流信号,卵巢内血流信号不明显。低频超声腹盆部检查显示:膀胱后方未见子宫及右侧

卵巢样回声。超声诊断提示:右侧腹股沟斜疝伴子宫及右侧卵巢嵌顿。临床行手法复位失败,遂行急

诊手术治疗。术中见:右侧鞘状突未闭形成疝囊,疝囊内见子宫及右侧卵巢,稍水肿,颜色红润正常,未
见淤血､  坏死,回纳子宫与卵巢入腹腔内后行右侧疝囊高位结扎术。术中所见与超声诊断结果一致,
患儿术后痊愈出院,随访 1 年未见复发。 
结论 超声检查能明确诊断小儿腹股沟斜疝,并能进一步明确女婴有无生殖器管疝入,利于临床及时治

疗。 
 
 
PO-0404 

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在两例矮小合并皮肤色素沉着 
患儿遗传检测中的应用 

 
罗仕玉,李奇霏,付春云,胡旭昀,李红豆,桂宝恒,覃再隆,王 锦,易 赏,谢波波,阳 奇,罗静思,陈少科,沈亦平,范 歆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对两例矮小合并皮肤色素沉着患儿进行候选致病基因检测,以明确诊

断并提供适宜的遗传咨询。 
方法 知情同意后,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 DNA 进行全外显子组捕获测序;测序数据经生物信息学

分析(TGex､ dbNSFP)､ 临床症状对比､ 候选变异位点验证等, 后根据 ACMG/AMP 指南对候选变

异进行分类。 
结果 病例一:先证者,女,足月顺产,宫内发育迟缓,出生体重 2 kg;就诊年龄 5.5 岁,身高 89.3cm(-5.65 
SD),体重 9.5 kg。体格检查:头顶发稀疏､ 八角眉､ 眼裂小､ 鼻梁平､ 眼距宽､ 小下颌;四肢有明显

色素沉着,皮肤如橡皮状。父母非近亲结婚,无家族史。先证者经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检测到

RECQL4 基因复合杂合变异:c.1724_1725delAC(p.H575fs*7)/c.691G>A(p.G231S),符合

Rothmund-Thomson 综合征(RTS)临床诊断;一代测序验证提示这两个变异来自父母,并分别被归类

为可能致病性和临床意义不明。RTS 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主要表现有婴儿期面部皮疹以及其他多

种临床特征,包括身材矮小､ 头发稀疏､ 无眉､ 青少年白内障､ 骨骼异常､ 早衰等;此外,由于 RTS
患者具有骨肉瘤､ 淋巴瘤及皮肤癌易发倾向,因此对于身材矮小但生长激素水平正常的患者,一般不

建议进行生长激素补充治疗。病例二:先证者,男,出生身长 49 cm､ 体重 2.5 kg;就诊年龄 7.5 岁,身
高 94.2 cm(-6 SD),体重 11.5 kg。体格检查:矮小,小头畸形,眼裂小,畏光,头､ 面部､ 手､ 足等(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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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部分皮肤干燥､ 色素沉着;智力发育落后,脑部 MRI提示大脑白质髓鞘异常､ 胼胝体发育不良。

父母非近亲结婚,有一正常姐姐,另有一去世同胞亦有类似表现。先证者全外分析检测到 ERCC2 基

因 c.710A>G (p.His237Arg) 纯合变异,符合光敏性毛发低硫营养不良(TTD1)诊断;该变异被归类为临

床意义不明,其父母与姐姐均为杂合携带者。TTD1 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其诊断特点是低硫性脆发,
此外其临床症状还包括皮肤､ 神经及生长发育异常等,但尚未有 TTD1 患者癌症易发倾向的相关报

道。 
结论 全外显子测序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筛查出罕见病的候选致病基因变异,有利于临床医师积极干

预患者潜在并发症､ 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并且能够提供给患儿和家庭更为精确的遗传咨询与对症治

疗策略。 
 
 
PO-0405 

神经纤维瘤合并癫痫一家系基因检测报告 
 

董志巧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病例报道 
方法 收集病历材料 
结果     先证者:XXX,男,生日 2014 年 8 月 5 日,G1P1,足月顺产,无窒息史,出生后 15 天左右发现皮

肤出现不典型色素斑,逐渐加重,未与治疗。12 个月会说话,14 个月会走路,生长发育正常,智力正常。

患儿于 1 岁 9 个月(2016 年 5 月 6 日),开始出现抽搐,视频脑电图(2016.5.3)结果示:右侧局限性异常

(在做脑电图过程中出现抽搐持续状态 50 分钟),血尿代谢筛查无异常。诊断为“症状性癫痫,神经纤维

瘤”。 
    先证者父亲: 
    先证者弟弟: 
家系调查: 家系中 5 代 26 人,无近亲结婚者。其中Ⅲ女性可疑患病,去世之前有抽搐现象,Ⅳ､ V 共 3
名患者,余成员无类似病史( 图 1) 。 
    基因检测,分别对神经纤维瘤及癫痫全面版进行了检测,结果如下:NF1 基因 c.1721+3A>G(编码区

第 1721+3 号核苷酸由腺嘌呤变异为鸟嘌呤),导致氨基酸改变 plicing(剪接突变)。该变异不属于多

态性位点,在人群中发生频率极低。先证者和其父亲均为杂合变异,其母亲及弟弟无异变;癫痫全面版

检测到 3 个突变,分别是 CTNNA3 基因 c.1625G>T(编码区第 1625 号核苷酸由鸟嘌呤变异为胸腺嘧

啶),导致氨基酸改变 p.G542V(第 542 号氨基酸由甘氨酸变异为缬氨酸),为错义突变;DAO 基因

c.160C>A(编码区第 160 号核苷酸由胞嘧啶变异为腺嘌呤),导致氨基酸改变.P54T(第 54 号氨基酸由

脯氨酸变异为苏氨酸),为错义突变;DEPDC5 基因.1053_1058del(缺失),导致氨基酸改变

p.351_353del(缺失)。该变异不属于多态性位点,在人群中发生频率极低。在 HGMD 专业版数据库

中未见报道。先证者和其父亲及弟弟均为杂合变异,其母亲无异变(具体情况见图 2､ 图 3)。 
 
结论    讨论  1 型神经纤维瘤病(neurofibromatosistype1,NF1)又称 VonRecklinghausen 病,为起源

于神经嵴细胞分化异常而导致的多系统损害的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错构瘤病,外显率为 100%,
患病率为 1/3000~1/3500,其中 30%~50%的病例为自发突变所致,是人类突变率 高的疾病之一[1]。

根据其临床表现和基因定位的不同,可分为 8 个类型。其中Ⅰ型纤维瘤病占神经纤维瘤病的 
90%,NF1 患者神经纤维瘤的形成与 NF1 基因蛋白的表达缺失有关[2]。 
    本组父子 3 人同患此病(见图 4-7),以皮肤牛奶咖啡斑､ 多发性神经纤维瘤为主要表现。根据 
1988 年美国国家卫生协会提出的 NF1 诊断标准,诊断为 NF1。先证者同时伴发癫痫,基因检测异常,
是伴发还是并发疾病尚不能明确,临床亦未见报道。本病一级亲属患病,其后代有 50% 的概率患病,
故早期的基因诊断及遗传咨询对本病的预防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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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06 

Reye 综合征尸检报告分析 
 

董志巧,程书卿,边红恩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50002 

 
 

目的 病例报道 
方法 收集病例资料 
结果  患儿 XXX,女,3 岁 5 个月,以“发热 2 天”就诊。2 天前注射“A+C 群流脑疫苗”后开始发热,热达峰

39℃,在私人诊所灌肠治疗,具体用药不详,体温降至正常。约半天后再次发热,随来我院治疗。查体:T 

37.8℃,神清,精神可,咽红,扁桃体 II°,心肺未见异常,腹部触诊无异常,神经系统检查无异常。血常

规:WBC 6.44×109/L,N 57.1%,L 31.8%,Hb116g/L, PLT 121×109/L,CRP4.0mg/L。先后在我院就诊

3 次,其间呕吐 3 次,非喷射状,少量胃内容物。第 3 次就诊时,发热､ 呕吐加重,呕吐咖啡色样液体。

查体:T:37.3℃,P:110 次/分,R:25 次/分,神清,精神差,全身皮肤未见黄染､ 皮疹及出血点。颈软,心肺

未见异常,腹稍胀。上肢肌张力高。病理反射未引出。就诊期间患儿小便 1 次,气味特别刺激难闻。

很快出现抽搐。立即给予纠正低血糖､ 止痉､ 补液等治疗。血糖恢复正常,抽搐停止,生命体征稳定,
转专科医院治疗。转运途中病情稳定。 
入专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检查结果血氨 752.0 mmol/L,乳酸 11.8 mmol/L,AST 4389.6 mmol/L,ALT 
5674.0 mmol/L,胆红素 182 mmol/L,其中结合胆红素 90 mmol/L,凝血酶原时间:血液不凝,无法检

测。血糖低至测不出。随之出现高热,抽搐,消化道出血等症状,经积极抢救约 7 个小时无效死亡。 
结论 尸检法医病理学诊断:(1)瑞氏综合征:脑淤血,脑水肿,肝细胞脂肪变性,肾小管上皮细胞膜脂肪变

性,肝功能异常､ 高血氨､ 低血糖､ 凝血功能障碍､ 代谢紊乱;(2)急性心肌缺血坏死,心肌间质淤血､

水肿,心肌外膜､ 内膜散在点状出血;(3)急性肺淤血､ 肺水肿､ 肺出血。胸壁散在点状出血;(4)脾脏

未见异常;(5)肾小管内颗粒管型,右侧肾门间质出血;(6)胃壁未见异常;(7)肠壁浆膜面散在点片状出

血;(8)肾上腺外膜层急性出血,髓质淤血;(9)胰腺自溶。尸检排除患儿先天发育畸形,支持瑞氏综合征

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而导致死亡。 
 
 
PO-0407 

Neonatal-onset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I 
deficiency: a case report. 

 
YANG Xiaoyan1,2,SHI Jing1,2,SHU Xianxiao1,XIA Bin1,2,TANG Jun1,MU Dezhi1,2 

1.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Obstetric & Gynaecologic and Pediatric Diseases and Birth Defect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I deficiency (CPS1D) was rare and hard to 
diagnose due to its atypical symptoms. Bra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ere typically 
unavailable in other reports because most patients died before diagnosis was confirmed. 
Furthermore, a new mutation, had not been described previously, was founded. 
Methods Clinical data and result of genetic detection of one neonate with CPS 1 D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is is a case of neonatal-onset CPS1D with nonspecific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deteriorating rapidly. Poor feeding, low activity and tachypnoea were observed, with rapid 
progression on day 2 after birth. Severe systematic infection was considered first. However, blood 
culture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examination were negative. Symptoms were relief temporarily. 
Then seizure and tachypnoea re-appeared as intravenous amino acids were provide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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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indicated severe hyperammonaemia (serum ammonia level >500 μmol/L). Brain MRI 
showed diffused white matter lesions. Finally, the diagnosis was confirmed by genetic analysis. 
Furthermore, a new mutation, had not been described previously, was founded. 
Conclusions Many CPS1D patients died before the diagnoses are confirmed due to its sudden 
onset, rapid deterioration, atypical symptoms, and low morbidity. Once hyperammonaemia is 
confirmed, blood and urea amino acid analysis in combination with genetic examinat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as early as possible, this approach would help establish diagnoses at an early 
stage and thus contribute to reducing mortality and improving prognosis. 
 
 
PO-0408 

儿童 Graves 病血清 T 细胞亚群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张改秀
1,胡东阳

2,张明衬
2,王蕾

1,王丽花
1,张晓盼

2 
1.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2.山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目的 分析 Graves 病初发患儿外周血 T 细胞亚群(CD4+､ CD8+､ CD4+/CD8+)变化特点;探讨

Graves 病初发患儿外周血 T 细胞亚群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03 月至 2016 年 12 月山西省儿童医院确诊的 GD 初发患儿 30 例为实验组,同时

期健康体检儿童 30 例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测定血清 CD4+､ CD8+､ CD4+/CD8+ T 细胞

的表达,同时测定两组 FT3､ FT4､ TSH､ TRAb､ TPOAb,并进行组间比较。对 GD 初发患儿 T 细

胞亚群及 TRAb､ TPOAb 与 FT3､ FT4､ TSH 的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GD 组患儿外周血 T 细胞亚群 CD4+ T 细胞(39.50±11.17%)､ CD4+/CD8+T 细胞

(2.25±0.93%)明显高于对照组(t=3.223,t=3.601,P 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D8+T 细胞

(19.33±5.74%)明显降低(t=2.403,P<0.05)。(2)GD 患儿外周血清 CD4+T 细胞与 FT3､ FT4､ TSH
无明显相关性(r=0.321,r=0.350,r=0.014,P 均>0.05)。CD8+T 细胞与 FT3､  FT4､ TSH 无明显相关

性(r=-0.315,r=-0.330,r=-0.156,P 均> 0.05)。CD4+/CD8+与 FT3､ FT4 呈正相关

(r=0.434,r=0.501,P 均< 0.05),与 TSH 无相关性(r=0.063,P> 0.05)。(3)TRAb 与 TPOAb 之间无相关

性(r=-0.023,P> 0.05)。TRAb 与 FT3､ FT4､ TSH 之间均无相关性(r=-0.159,r=-0.138,r=-0.160,P
均> 0.05),TPOAb 与 FT3､ FT4､ TSH 之间均无相关性(r=0.104,r=-0.067,r=-0.192,P 均> 0.05)。 
结论 (1)GD 的免疫异常主要表现为 CD4+T 细胞激活,CD8+T 细胞缺陷和 CD4+/CD8+比值增高。(2)
机体免疫状态与甲状腺功能密切相关: CD4+/CD8+与甲状腺功能呈正相关。(3)TRAb 与 TPOb 之

间,TRAb 与 FT3､ FT4､ TSH 之间,TPOAb 与 FT3､ FT4､ TSH 之间均无相关性。 
 
 
PO-0409 

一例染色体 3q 部分重复患儿的临床表型及遗传学分析 
 

杨颖,赵建刚,高晓鹏,张李钰,张艳敏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2 

 
 

目的 染色体异常是导致胎儿发育迟缓､ 智力低下､ 语言发育障碍､ 多发畸形和其他遗传性综合征

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分析 1 例临床表现面容异常如前额突出,连眉,鼻根宽,全身多毛,耳畸形,双手通

贯掌等,肌张力减低,先天性心脏病,及肺动脉高压患儿的遗传学病因。 
方法 采用 G 显带染色体核型技术分析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染色体,通过 Affymetrix 的染色体基因

芯片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患儿的染色体拷贝数变异,经数据库比对及文献

分析以明确异常重复区域的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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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父母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未见异常。患儿染色体核型为 46,XY,add(3)(p26)。CMA
检测发现患儿 3 号染色体 3q25.32q29 区段存在 39.9Mb 片段的重复,内含 IFT80, SLC2A2, 
TBL1XR1 等 158 个 OMIM 基因,该区段为新发现的异常重复区段,涉及 3q29 微重复综合征(3q29 
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疾病区域。 
结论 综合染色体核型及基因芯片的结果可推测该患儿染色体核型显示的 3p26 的增加区段很可能来

自于 3q25.32q29,且此重复区域可能与该患儿的异常面容,肌张力低下,先天性心脏病等表型相关。 
 
 
PO-0410 

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4 型一家系 SPAST 基因突变分析 
 

马均
1,王爽

2,姜洪波
1,黄艳智

1,刘颖
1,王玮

1,孙利炜
1 

1.长春市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目的 分析并确定一个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4 型(spastic paraplegia 4,SPG4)家系 SPAST 基因突变与

遗传学特征。 
方法 收集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临床资料 ,采用杂交捕获高通量测序方法进行 SPAST 基因突变检测,
确定基因突变位点,分析基因型与表型的关系。 
结果 本家系先证者临床符合 SPG4 诊断。测序结果显示先证者 SPAST 基因第 9 外显子 
c.1245+1G>A 杂合剪切位点突变,先证者的父亲､ 爷爷､ 大伯､ 堂兄为本位点的杂合改变。 
结论 本家系 SPG4 先证者为 SPAST 基因杂合剪切位点突变致病 ,遗传自同样表型的父亲。本研究

明确了本家系杂合基因突变与遗传特征,为准确的遗传咨询和进一步的产前诊断打下了基础。 
 
 
PO-0411 

Schinzel-Giedion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路通,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道国内第一 Schinzel-Giedion 综合征的患儿,从而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 2015 年 10 月首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内科,并 2016 年基因诊断明

确的 SETBP1 导致的 Schinzel 综合征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全外显子测序结果,并以“Schinzel-
Giedion syndrome”,“Schinzel-Giedion 综合征”等为关键词,检索 pubmed(建库至 2016 年 12
月),OMIM,万方数据库,CNKI 数据库,收集包括 23 例基因诊断明确的在内的 77 例已报道的

Schinzel-Giedion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以及基因突变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男,于 14 个月时因“发育落后”首诊于我科, 14 月龄时全身松软,尚不会爬,不会独坐,不能站

立,不认人。体格检查:头围 41.5cm(<3SD),眼球水平震颤,特殊面容;前额凸,眼距宽,面中部回缩,鼻孔

上翻,腭弓高,耳位低,小颌;肌张力低,隐睾,小手足,通贯手,脊柱凸。出生 34 天曾因“呼吸暂停”住院,当
时查曾有“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隐睾;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辅助检查:脑
电图显示两侧有较多尖慢波,棘慢波,多棘慢波,发放伴阵发,两后部明显。MRI 提示脑发育不良,脑干

背侧局灶性异常信号。心超未见异常;甲状腺功能正常;染色体核型及拷贝数变异未见异常。随访结

果:16 个月开始出现惊厥发作,开始服用丙戊酸钠口服液。22 月龄时惊厥控制不佳,VPA 调整剂量后

无发作,头围 43.8cm(<3SD),颈部及躯干松软明显。24 月龄行双侧睾丸下降术,27 月龄家系(父母+小
孩)的全外显子测序结果显示患儿携带 SETBP1:c.2602G>A(p.D868N)新生杂合错义突变。检索文

献结果,国内未见相关病例报道,国外已报道 76 例,其中 SETBP1 基因突变诊断明确为 2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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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chinzel-Giedion 综合征的主要特点为严重发育障碍,特殊面容,以及多种先天畸形。该患儿的

基因突变位点已经报道 5 例,而且可能是该病的热点突变。本例国内首次报道的并基因诊断明确的

Schinzel-Gizedion 综合征患者,并且该患儿为首次报道的使用丙戊酸治疗有效控制的癫痫发作的

SGS 患者。 
 
 
PO-0412 

Patent Foramen Ovale and Hydronephrosis in a Chinese 
Patient with Novel AHDC1 Mutation 

 
路通,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 character and mutation information of pateint with AHDC1 
mutation 
Methods We reported in retrospect a boy who was first send to neurology clinic of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at 16 months . The diagnosis of Xia-Gibbs syndrome was confirmed 
by Whole-exon sequencing (WES) which revealed a novel mutation in AHDC1. His clinical date 
and gene mutation was summarized combine with 14 cases retrieved from the literature. 
Results We describe a chinese patient with a novel deletion mutation in AHDC1 
(c.750_753delCCTC). In addition to the already describe findings in patients, this child also has 
PFO and hydronephrosis. This report aim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in patients with AHDC1 mutation, focusing on the PFO and hydronephrosis, since 
were the unique clinical features observed in this patient. 
Conclusions However, before similar cases being reported, it's still hard to say whether these 
two new phenotypes are common conditions related to the AHDC1 mutation. However, this infant 
was the youngest one ever report. Further functional expression still should be don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under the disruption of AHDC1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is mutation plays a role 
in the cause of the PFO and hydronephrosis. Common ECHO and abdomen ultrasonography 
examinations could be made to followed over time in this mutation. 
 
 
PO-0413 

以心脏杂音为突出表现的婴儿期 PMM2 基因突变所致 
先天性糖基化障碍 1 例并文献复习 

 
吴若豪,李栋方,罗向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 1 例以心脏杂音为突出表现的婴儿期 PMM2 基因突变所致的先天性糖基化障碍(PMM2-
CDG)患儿的临床表现及基因特点。 
方法 以 2016 年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临床诊断为 PMM2-CDG 的 1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整
理并分析其临床特点,利用基因测序法对其进行基因分析,并利用酶学分析法对其外周血白细胞

PMM2 活性进行测定分析,同时随访总结患儿病情转归。 
结果 该患儿为男性,初次就诊年龄为 8 个月,以持续出现胸骨左缘 2-3 肋间心脏杂音为突出表现,并伴

反复呼吸道感染及轻度精神运动发育迟缓(能扶坐,会 yi ya 发音)､ 血清心肌酶､ 转氨酶升高,抗凝血

酶 III 活性明显降低;体格检查除闻及明显心脏杂音外,还可见双眼内斜视伴垂直性眼震颤,双侧乳头内

陷;心脏彩超提示中央型房间隔缺损;头颅 MRI 提示小脑萎缩。基因分析发现患儿 PMM2 基因中同

时存在第 6 外显子 c.458_462delTAAGA p.(Ile153*)与第 5 外显子 c.395T>C p.(Ile132Thr)两个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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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变异,两个变异分别来自患儿父亲及母亲。酶学分析发现患儿外周血白细胞 PMM2 活性为

0.4nmol/min·mg protein(正常参考范围:1.9-3.0nmol/min·mg protein)。经规律护肝､ 营养心肌､ 抗

感染及康复治疗 1 年余后,患儿现 2 岁 1 月,心脏杂音仍可明显闻及,但呼吸道感染频次明显减少;双眼

内斜视伴垂直性眼震颤及双侧乳头内陷仍持续存在,能扶站､ 扶走,会叫“爸爸､ 妈妈”,能用简单词组

进行交流;实验室检查仅抗凝血酶 III 活性稍下降,肝酶及心肌酶均恢复正常;心脏彩超示房间隔缺损仍

持续存在,但缺口大小较前稍增大;头颅 MR 示小脑萎缩程度较前相仿。 
结论 PMM2-CDG 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糖代谢障碍病,婴儿期起病的 PMM2-CDG 又称为“婴儿期多

器官功能障碍型 PMM2-CDG”,根据是否只单纯累积神经系统器官可分为两大亚型,即“单纯神经系统

受累型”及“神经系统-多脏器受累型”,绝大数婴儿期 PMM2-CDG 属于后者,该亚型可影响全身几乎所

有脏器的功能,同时影响程度不一,导致相关的非神经系统并发症广泛多变,因此婴儿期 PMM2-CDG
的临床误诊､ 漏诊率均较高。本研究首次报道以心脏杂音为突出表现,合并房间隔缺损的 PMM2-
CDG 患儿,同时也首次报道了基因型为 p.(Ile153*)/ p.(Ile132Thr)的 PMM2-CDG 患儿,扩充了

PMM2-CDG 的临床表型及基因型,并加深了对婴儿期 PMM2-CDG 非神经系统并发症的认识。 
 
 
PO-0414 

尼曼-匹克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陈柳娟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1 

 
 

目的 分析尼曼-匹克病(NPD)的临床特征､ 诊断､ 治疗及转归。 
方法 对 2017 年 3 月就诊于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儿科的 1 例 NPD 患儿的临床诊疗过程及基因检测

结果进行总结,并以“尼曼-匹克病”“ Niemann-pick’S disease”“NPD”为检索词查询万方数据库,对检索

病例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患儿为 11 岁女孩,首发症状为肝脾肿大,骨髓细胞学检查及患儿和其父母血基因检测符合 NPD,
诊断明确。确诊后患儿家长放弃治疗自动出院。文献检索共搜集到 77 篇,报道 107 例确诊病例,加
上本例资料共 108 例进行合并分析。所有病例均经骨髓细胞学检查确诊,包括 28 例完成基因检测。

其中,56 例为男性,51 例为女性。首发症状包括肝脾肿大(49%,52/107),黄疸(9%,10/107),神经系统

发育异常(7%,8/107),发热(5%,5/107),以及腹痛､ 腹泻､ 咳嗽､ 等表现。 
结论 NPD 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累及多脏器及神经系统,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目
前国内关于本病的报道多是关于临床指征和实验室诊断,而有关基因突变检测的研究很少,充分认识

本病特点可有效避免延误诊断或漏诊。 
 
 
PO-0415 

46,XY, add(9)(p24)dup(2q35q37.3) with cryptorchidism  :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Wu Hanzhi,Lou Chao,Qiang Rong 

northwest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710061 
 
 

Objective  We report a rare karyotype of a boy with cryptorchidism, 46,XY, 
add(9)(p24)dup(2q35q37.3). 
Methods karyotype ,  Chromosome microarray analysis (CMA), Y chromosome microdeletion 
test  
Results This patient came to hospital because of cryptorchidism,  and we found this boy with 
weird face looking ,prominent nose and short fingers. Cytogenetic examination, Chrom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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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array analysis and Y chromosome microdeletion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genetic reasons 
for this patient, we found strange structure of chromosome 9 which is caused by duplication 
of  2q35q37.3(220,558,895-243,006,013) on it,   there are many genes on this chromosome 
fragment and may explain the abnormal phenotypes of this boy. 
Conclusions a rare case report about chromosome 9   
 
 
PO-0416 

胱氨酸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 
 

刘潇东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阐述目前对胱氨酸病发病机制与治疗的研究进展 
方法 分析总结了近些年国内法对于胱氨酸病发病机制与治疗的研究进展 
结果 胱氨酸病的发病机制不仅仅是胱氨酸的储积,同时还涉及了多个通道。 
结论 干细胞为治疗胱氨酸病带来了一线治愈曙光 
 
 
PO-0417 

10 例 Wilson 病患者的 ATP7B 基因突变的检测与分析 
 

陶静,邱钟燕,刘蕊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对 10 例临床初诊为 Wilson 病(WD)的患者进行基因诊断。 
方法 提取 10 例 WD 患者的外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分别扩增 ATP7B 基因的 21 个外

显子及其两翼序列后行 Sanger 测序;对新发现的变异进行致病性分析。 
结果 10 例患儿中 3 例为 ATP7B 基因的纯合突变,7 例为复合杂合突变。共检测出 ATP7B 基因的

17 个 9 种变异,分别为 c.2122-1G>T､ Y719X ､ R778L､ T888P､ G943D､ P992L､ I1148T､
N1270S 和 R1320S。其中,c.2122-1G>T 为国内外首次报道,经分析为致病性变异。 
结论 10 例患者都被明确诊断为 WD,基因检测结果为家系成员提供了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的实验室

依据。 
 
 
PO-0418 

One novel 2.43Kb deletion and one single nucleotide 
mutation of INSR gene in a Chinese neonate with Rabson-

Mendenhall syndrome 
 

Chen Xiang,Wenhao Zhou 
Childre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10000 

 
 

Objective Insulin receptor gene (INSR) is responsible for Donohue syndrome (DS) and Rabson-
Mendenhall syndrome (RMS). These two diseases are all characterized as insulin resistance. 
Methods A Chinese neonate suffering from glucose homeostasis, hyperinsulinemia, dry skin, 
heavy hair, elevated testosterone and growth retardation was recruited. 2742 inherited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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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panel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to search for candidate point mutations, small insertions 
or deletions and copy number variants.  
Results One pathogenic mutation (c.3355C>T, p.Arg1119Trp) and a novel 2.43Kb deletion 
(chr19:7150507-7152938) in INSR were found in this patient b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st 
using ClearSeq. The patient is diagnosed as RMS. Follow-up Sanger sequencing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confirm the variants. We, therefore, supposed these variants were candidate 
mutations of this family. 
Conclusions We report a novel 2.43Kb deletion in INSR gene and provide further proof to the 
power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rare disease diagnosis. 
 
 
PO-0419 

儿童 Costello 综合征 2 例临床及基因分析 
 

刘祖霖,梁立阳,孟哲,侯乐乐,张丽娜,欧辉,江转南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000 

 
 

目的  分析本院确诊 Costello 综合征 2 例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基因改变,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理解。 
方法 (1)分析 2 例 Costello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症状及实验室资料。(2)对 2 例患儿外周血 DNA 标本,
通过全外显子组及一代测序寻找及确定 Costello 综合征患者相关基因的突变位点,并通过 PCR 直接

测序技术检测患儿父母亲外周血样本。患儿父母表型正常,无明显 Costello 综合征表现。 
结果 (1)2 例患儿(1 男 1 女)临床表现相似:出生史无异常,出生后喂养困难,生长迟缓,精神运动发育显

著落后。(2)体格检查示:中至重度的生长落后(女:Ht<-3SD,Wt=-3SD,男:Ht<-3SD,Wt=-2SD),特殊丑

陋面容:相对巨颅､ 稀疏卷发､ 宽眼距､ 低耳位､ 鼻梁低平､ 厚唇,全身皮肤松弛､ 色素沉着､ 多角
质增生,褶皱及肢端明显,四肢､ 趾/指粗短。(3)血生化､ 糖脂及氨基酸代谢无异常,肝､ 脾､ 胰､ 泌

尿系､ 头颅､ 心血管影像学检查无异常;(4)韦氏智力评估提示智商极重度低下(女:言语 42､ 操作 43
､ 全量表 36,对应百分位分别为 0.1､ 0.1､ 0.1;男言语 45､ 操作 43､ 全量表 37,对应百分位分别为

0.1､ 0.1､ 0.1);(5)2 例患儿全外显子组测序均提示 HRAS 基因突变:exon2:c.34G>A;P(Gly12Ser),
其父母亲相应基因位点无突变。 
结论 (1)Costello 综合征临床表现为喂养困难､ 生长发育迟缓及特殊面容､ 智力低下,缺乏特异性,需
与粘多糖病､ Noonan 综合征等疾病相鉴别;(2)HRAS 基因 常见突变位点为 P(Gly12Ser),多为新

发突变,基因诊断是确诊 Costello 综合征的唯一手段。 
 
 
PO-0420 

脐血干细胞治疗白细胞粘附分子缺陷症 I 型患儿两例 
 

江文晋,钱晓文,翟晓文,王宏胜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道脐血干细胞移植成功治疗白细胞粘附分子缺陷症 I 型(LAD-I)患儿 2 例,提高临床医生对该

疾病的认识,分享脐血干细胞治疗该病的经验。 
方法 对 2 例确诊 LAD-I 的患儿行脐血干细胞移植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 
结果 病例 1,男性患儿,7 月余,生后半月起反复发热､ 腹泻病史,既往血常规白细胞及 CRP 明显升高,
新生儿期有脐炎,曾于外院行脐尿管脓肿切除+脐疝修补术。ITGB2 基因突变分析结果:纯合突变

(c817G>A)。2016 年 7 月 10 日因小肠低位肠梗阻,行肠粘连松解排列术+回肠切除术+空肠回肠吻

合术+回肠造口术。移植前检查,肺部 CT:右肺上叶不张,血培养:近平滑假丝酵母菌,肝功能异常,予抗

感染,保肝利胆,静脉营养等治疗。病例 2,女性患儿,29 月余,生后反复发热,有脐带脱落延迟､ 反复皮

肤､ 肛周感染病史,血常规白细胞及 CRP 明显升高,ITGB2 基因突变分析结果:杂合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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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94dupC c.850G>A)。移植前检查,肺部 CT:右肺少许炎症。2 例患儿分别配得 HLA 高分辨

8/10 及 9/10 相合脐血,有核细胞计数 11.26-20.62*10^7/kg,CD34+细胞计数 2.47-5.77*10^5/kg。2
例患儿均采用清髓预处理方案,用药包括氟达拉滨+白消安+环磷酰胺。GVHD 预防单用他克莫司,根
据病情酌情加减激素。粒细胞植活天数分别为 28 天及 13 天,血小板植活天数 55 天及 33 天。外周

血嵌合 STR 检测均大于 95%。30 天复查 ITGB2 基因均无突变。病例 1 患儿发生 III 度肝脏

aGVHD,经治疗后病情好转。142 天行肠造瘘关闭术,术后逐渐停用静脉营养。目前因肺部 cGVHD
住院治疗中。病例 2 患儿发生 II 度 aGVHD,目前住院治疗中病情平稳。 
结论 采用清髓预处理方案可使 LAD-I 患儿获得良好植入,脐血干细胞移植可作为治疗 LAD-I 患儿有

效手段。 
 
 
PO-0421 

1 例 4-羟基丁酸患者 ALDH5A1 基因突变分析 
 

张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100089 

 
 

目的 4 -羟基丁酸尿症又称琥珀酸半醛脱氢酶缺陷病,是由琥珀酸半醛脱氢酶缺乏所致,呈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4-羟基丁酸尿症致病基因为 ALDH5A1,位于 6p22,包含 11 个外显子。本研究对 1 例 4-羟
基丁酸尿症患者进 ALDH5A1 基因突变检测,探讨其发病机制。 
方法 收集该患者外周血,针对 ALDH5A1 基因 11 个外显子设计引物,对该基因所有编码区以及外显

子-内含子剪接位点进行测序分析。测序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在 Clinvar 数据库进行检索。 
结果 发现患者两处序列异常,分别是 ALDH5A1 基因外显子 4,c.617delT 和 c.637C>T 两处序列改

变。Clinvar 数据库检索未见报道,SNP 数据查询,上述位点未见报道,可排除多态性位点。生物信息

学分析表明 c.637C>T 为错义突变,编码氨基酸发生改变,p.Arg213Trp。 c.617delT 为移码突变,T 碱
基缺失导致编码氨基酸在 210 处提前终止。ALDH5A1 基因编码 549 个氨基酸,c.617delT 突变导致

编码氨基酸缩短。 
结论 发现两个新的 4-羟基丁酸尿症致病基因 ALDH5A1 突变位点。 
 
 
PO-0422 

X-连锁慢性肉芽肿患儿早期生物标记并文献复习 
 

应艳琴,陈少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 X-连锁慢性肉芽肿患儿血清生物标记在早期诊断中的预警和价值并文献复习。 
方法 总结我院自 2013 年-2017 年确诊的 12 例 X-连锁慢性肉芽肿患儿的血生化特点,同时文献复习

国内外报道的 X-连锁慢性肉芽肿病例,寻找早期特异性生化异常指标,为 X-连锁慢性肉芽肿的早期诊

断提供帮助。 
结果 所有患儿除反复发作的感染以外,常在急性感染发作期血生化呈如下特点:1. 血常规中 WBC 异

常增高>15×109/L, 中性粒细胞增高为主;轻至中度贫血。2. CRP 迅速显著升高,常>100mg/L。3. 免
疫球蛋白 IgG 异常增高>10g/L。 
结论 X-连锁慢性肉芽肿患儿早期急性感染期血生化呈典型的三联征,表现为血象高以中性为主,高
CPR､ 高 IgG 水平,可作为早期预警指标,以期早期确诊,早期治疗,避免反复感染引起的器官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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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23 

Townes-Brocks 综合征与慢性肾脏病——病例报道 
 

胡小涵,张玉桦,陈丽虹,胡云霞,何晓青,庄捷秋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对 Townes-Brocks 综合征的遗传学及临床特征进行简单阐述,探讨该综合征与慢性肾脏病之间

的联系。 
方法 我们报道一例在 3 岁时经过基因检测确诊为 Townes-Brocks 综合征的患儿。 
结果 该患儿在出生时即存在先天性肛门闭锁､ 双耳低平,耳廓卷曲､ 先天性心脏病､ 双肾偏小､ 先

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于我院新生儿科住院并接受肛门成形术。3 岁时发现生长迟缓(身高 87cm,小
于同年龄同性别 2SD),于我院儿童内分泌科住院治疗期间查尿常规发现尿蛋白 2+,红细胞计数

13.86/高倍。遂收住儿童肾内科进行检查,查肾功能示血尿素 12.21mmol/L,血尿酸 320μmol/L,血肌

酐 103.2μmol/L,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达约为 41-42ml/min;双肾动态 ECT 显示右肾 GFR 
15.19ml/min,左肾 GFR 12.7ml/min;腹部超声示双肾偏小伴皮质回声改变(左肾 44x24mm,右肾

48x21mm),诊断为慢性肾脏病 III 期,基因检测提示在患儿 SALL1 基因的突变热点区域中发生杂合无

义突变[c.889C>T(E2);p.297,Q>X(931)],确诊为 Townes-Brocks 综合征。 
结论 Townes-Brocks 综合征(TBS)是由位于 16q12.1 的 SALL1 基因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综合征,该病通常以直肠肛门畸形､ 手部畸形､ 耳畸形构成的三联畸形为主要特征,常伴其他多种器

官或组织异常。本例患儿的 SALL1 突变位于 SALL1 外显子 2 的突变热点区域内,即第 764 位核苷

酸(编码富谷氨酰胺相互作用结构域的 3’端)到第 1565 位核苷酸(编码多数氨基末端双锌指结构域区

的 3’端)之间,在此前报道过的 TBS 患例中没有出现过这一突变,因此这是一个新的导致 TBS 的

SALL1 突变位点。此前的小鼠实验证实 Sall1 对肾脏发育的重要作用及其对肾小管的保护作用,与
之相符的是,SALL1 突变导致的 TBS 常伴多种肾脏表现,现有的报道提示伴肾脏表现的 TBS 具有在

生命早期进展到慢性肾脏病甚至终末期肾病的风险,本例患儿在出生时即存在双肾偏小及肾功能不

全,3 岁时就已进展至慢性肾脏病 III 期,需高度警惕终末期肾病的早期发生,因此对于该患儿需要定期

监测其肾功能,采取适当的临床干预措施,延缓其进入终末期肾病的进程。此外,该患儿同时存在先天

性甲状腺功能低下､ 生长迟缓等内分泌异常,进一步证实 TBS 与内分泌疾病之间的潜在相关性。 
 
 
PO-0424 

18P21 杂合缺失致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伴智能发育落后一例 
 

翟丽娟,杜鹃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目的 报道 18p21 杂合缺失致婴儿胆汁淤积症伴智能发育落后 1 例,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报道 2014 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儿科收治的 1 例染色体 18p21 杂合缺失导致胆汁淤

积症合并智能发育落后的婴儿的临床表现､ 生化特征､ 基因分析结果及治疗和转归并结合文献分析 
结果 该患儿以胆汁淤积及智能发育落后为主要临床表现,结合临床及基因检测结果确诊为 18p21 杂

合缺失,其缺失区域内包含 ATP8B1 及 TCF4 基因,导致良性复发型肝内胆汁淤积症,并皮特-霍普金

斯综合征,UDCA 治疗对胆汁淤积有效,基因芯片技术较常规的外显子测序技术更易发现基因拷贝数

变异 
结论 该患儿以胆汁淤积及智能发育落后为主要临床表现,结合临床及基因检测结果确诊为 18p21 杂

合缺失,其缺失区域内包含 ATP8B1 及 TCF4 基因,导致良性复发型肝内胆汁淤积症,并皮特-霍普金

斯综合征,UDCA 治疗对胆汁淤积有效,基因芯片技术较常规的外显子测序技术更易发现基因拷贝数

变异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724 
 

PO-0425 

疑似 Schimke 免疫-骨发育不良两例暨文献复习 
 

王宗润,李莉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报告 2 例中国儿童高度怀疑 schimke 免疫-骨发育不良(SIOD)患儿,通过文献学习,了解此病的

常见症状及体征,指导临床诊断。 
方法 详细分析患儿的临床病例资料特点,结合文献复习,探讨本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思路。 
结果 本两例患儿临床上均有生长发育迟缓､ 智力发育落后､ 面部及头颅畸形､ 锯齿牙､ 大量蛋白

尿等表现,结合文献指导,考虑 SIOD 诊断可能,其中一例患儿已做基因分析,文献支持存在致病基因,
另一例患儿未完善基因学分析,但临床症状特点符合本病 
结论 SIOD 是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患儿存在细胞免疫缺陷､ 身材矮小､ 颈短､ 头颅前后径

略扁长､ 头小畸形､ 鼻梁稍低､ 牙齿稀疏､ 锯齿牙､ 脊柱侧弯､ 躯干及四肢散在雀斑表现,后期可

致肾脏损害出现大量蛋白尿及进行性肾衰竭,高血压､ 脑卒中也是病死原因之一,多数病理学类型为

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 
 
 
PO-0426 

脑健黄瘤病 1 例病例报告 
 

张婧,俞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0 

 
 

目的 脑健黄瘤病是 CYP27A1 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该病累及多系统,主要是由于胆

甾烷醇和胆固醇在脑､ 肝脏､ 肌腱以及其他组织沉积所致;其主要临床表现以婴儿胆汁淤积症､ 慢

性腹泻､ 神经系统症状等多见,生化检查结果为 γ-谷氨酰转肽酶(GGT)和总胆汁酸(TBA)正常或轻度

升高。该病的发病率约为 5/100000。儿童期多以难治性腹泻为常见临床表型。本研究报道 1 例以

黄疸起病的婴儿期确诊的脑健黄瘤病病例,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思路。 
方法 纳入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科以黄疸就诊住院的 31 例患

儿,纳入对象符合以下全部标准:(1)年龄<1 岁,(2)临床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发作的黄疸,生化检查结果为

肝内胆汁淤积症的患儿:TBA 升高,总胆红素(TBil)<85.5umol/L 时, 直接胆红素(DBil)>17.1 umol/L;或
TBil>85.5umol/L,DBil 占 TBil 的比例≥20%;(3)GGT<100U/L;(4)B超､ ECT 或磁共振成像显示肝外

胆管通畅,排除胆道闭锁､ 胆总管囊肿等梗阻性黄疸;(5)ABCB11 和 ATP8B1 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

采用 sanger 测序法 CYP27A1 基因进行一代测序,通过数据分析,对发现有意义突变的病例 DNA 采

用 Ion Torrent PGM 高通量测序平台对我院已包含的 40 个胆汁淤积相关基因进行二代测序,以排除

其他基因突变致病的可能;同时在父母或家系样本中进行验证。对新发现的突变运用 Mutation taster
､ SIFT 和 Polyphen-2 三个预测网站进行预测。 
结果 患儿,女,48 天,因“生后三天发现皮肤黄染 1 月余”入院,血常规无殊,凝血功能正常,肝功能详见表

1,血串联质谱结果提示苏氨酸和鸟氨酸水平偏高,余无明显异常;尿串联质谱分析提示尿柠檬酸显著

升高,伴琥珀酸略高,其余有机酸无明显异常。 
基因检测结果:患儿携带携带 ATP8B1 基因的 c.696T>C 和 c.811A>C 两个多态性位点,以及

CYP27A1 基因 c.1214G>GC,p.R405P 杂合错义突变,该突变为 HGMD 已报道的致病突变位点。确

诊为脑健黄瘤病。 
结论 CYP27A1 基因是遗传性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的致病基因之一,当患儿出现黄疸､ γ-谷氨酰转肽

酶正常或轻度升高､ 总胆汁酸正常或轻度升高时需考虑脑健黄瘤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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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27 

儿童气管腺样囊性癌一例并文献复习 
 

李莹,代继宏,吴春,朱静,田代印,耿刚,付文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加强儿科临床工作者对气管腺样囊性癌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了本中心诊治的一例 13 岁气管腺样囊性癌患儿的临床资料及治疗过程,并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 气管腺样囊性癌是原发于气管或支气管的低度恶性肿瘤,发病率低,多见于 40 岁以上的成年人,
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差异。其病因尚不明确。肿瘤呈无痛性生长,成人多起病隐匿。临床表现包括咳

嗽､ 呼吸困难等非特异性症状,成人易误诊为哮喘或慢性支气管炎,儿童患者尚需与气道内异物等鉴

别。胸部增强 CT 三维重建及支气管镜检查有助于明确诊断。由于 TACC 呈粘膜下浸润性生长,手
术切缘阳性率高,故手术切除联合术后放疗是目前推荐治疗方案,可显著提高术后无病生存率。对于

肿瘤过大者,气管镜下多种介入手段可迅速去除腔内肿瘤,改善患者通气情况,但无法清除气管壁以及

管外病变,故气管镜介入治疗后仍需联合放疗。 
结论 原发于气管的腺样囊性癌可在儿童期发病。在临床工作中,对于儿童患者的气道新生物,有条件

的单位可早期在气管镜下取组织活检明确诊断,有助于后续治疗方案的确定。 
 
 
PO-0428 

Evaluation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cerebrotendinous 
xanthomatosis associated end-stage liver disease 

 
xie xinbao1,Shen Conghuan2,Wang Zhengxin2,Wang Jianshe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Hua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ognosis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cerebrotendinousxanthomatosis 
(CTX) associated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to review the charts of a case with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cerebrotendinousxanthomatosis (CTX) associated end-stage liver diseas 
Results The 8-month girl was diagnosed as CTX through CYP27A1 mutation analysis. This 
patient developed jaundice from 1 month after birth and CDCA therapy is only effective for 
cholestanol control but not for liver dysfunction. At the age of 8-month, she received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which graft was donated by her father (left lateral lobe).Pathology report 
indicated cirrhosis. Liver function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 1 week after transplantation and 
maintained evenlyduring the 
1-year follow-up. No more CDCA therapy was needed. No newly formed xanthomas in the 
Achilles tendons or other regions was detected. Bone mineral density improved from Z=-2.9 to 
Z=-2.1. Although the patient’s motor function and social behavior were all 
normal, a 9-month development delay on the patient’s intellectual function was reported at 1-year 
after transplantation. 
Conclusions Liver transplantation could be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CTX patient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liver dysfunction. However, for patients already have developed neurological 
symptoms, wheth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could reverse the neurological damage still need mor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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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29 

ETFDH 错义突变对 MADD 细胞模型的氧化应激水平影响 
及相关机制 

 
曹金俊,邱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1)探讨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MADD)患者皮肤成纤维细胞及 ETFDH 突变质粒转染 
293T 细胞中线粒体活性氧(reactive oxygen92 species, ROS)和膜电位的水平及辅酶 Q10 和核黄素

的作用;(2)观察患者皮肤成纤维细胞超微结构的改变及辅酶 Q10 和核黄素的作用;(3)探讨 MADD 患
者氧化应激和代谢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改变。 
方法 采用患者成纤维细胞及 ETFDH 突变质粒(A76K､ G272R 和 F516V)转染 293T 细胞,将实验组

分为核黄素/辅酶 Q10 缺乏组(R-Q-)和核黄素/辅酶 Q10 添加组(R+Q+)。利用流式细胞术,使用 Mito 
SOX 染色检测细胞内线粒体 ROS 水平,JC-1 染色检测线粒体膜电位水平。透射电镜观察患者皮肤

成纤维细胞的超微结构。Realtime PCR 检测患者皮肤成纤维细胞中 3 种氧化应激和 5 种代谢相关

基因的表达。 
结果  两种细胞模型中线粒体 ROS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添加辅酶 Q10 和核黄素可明显降低升高的

ROS 水平。两种细胞模型中线粒体膜电位低于对照组,添加辅酶 Q10 和核黄素可使线粒体膜电位水

平升高。电镜下可观察到 30%-60%患者皮肤成纤维细胞存在空泡样结构, 细胞内同时存在内质网扩

张和线粒体肿胀变性,辅酶 Q10 和核黄素可改善受损的细胞超微结构。患者皮肤成纤维细胞中抗氧

化应激基因 GSTK1､ SOD3 表达下调,促氧化应激基因 VDAC3 表达上调,脂代谢通路中 FASN､
FADS2 和 FABP3 基因表达下调,糖酵解途径中 ENO1､ LDHA 表达上调。 
结论  ETFDH 错义突变可导致 MADD 细胞内的氧化应激水平明显增加, 添加辅酶 Q10 和核黄素可

降低升高的氧化应激水平。MADD 患者皮肤成纤维细胞中存在代谢重调, 脂代谢通路抑制和糖酵解

通路活跃。 
 
 
PO-0430 

迟发型鸟氨酸氨基甲酰转移酶缺乏症一例(病例报告) 
 

王烨,张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 提醒临床医师,当患者以胃肠-肝脏系统疾病就诊并伴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时,应常规行血氨检测,
并积极完善尿串联质谱､ 血氨基酸和有机酸浓度分析以及基因检测,应提高对遗传代谢性疾病的警

觉性。 
方法 病例报告 
结果 患儿男,12 岁,间断恶心､ 呕吐 1 周,意识障碍 18 小时。发病期进食大量“野猪肉”后间断出现恶

心､ 呕吐, 18 小时前患儿突然出现频繁呕吐,随后出现躁动､ 谵语,进入浅昏迷,刺激呈去大脑强直状

态。查血氨 276umol/L,给予降颅内压､ 降血氨､ 补充足够热卡,纠正凝血障碍等治疗,之后抽搐频繁

发作,复查血氨回报达 1094umol/L,行血液滤过后血氨很快降至 129umol/L,但昏迷继续加深,自主呼

吸完全消失,病情很快进入终末期,自动出院。根据遗传代谢筛查结果回报修正诊断:鸟氨酸氨基甲酰

转移酶缺乏症。 
结论 OTC 急性发作期,血氨迅速升高,应积极降血氨,控制脑水肿和降低颅内压。但迟发型 OTC 在血

氨急剧升高时,大部分病例都是致命的,幸存者往往遗留持续的认知障碍。肝移植或新兴的基因治疗

也许可以从根本上治愈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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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31 

利用外显子组测序发现 2 个多发性骨软骨瘤家系中 
EXT1 基因新的突变 

 
刘晓萍,徐宏文,周锦军,袁哲,何龙楷,黎艺强,唐亚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明确多发性骨软骨瘤发病的遗传机制。 
方法 收集 5 个多发性骨软骨瘤家系共 23 个成员,11 个患者,提取外周血 DNA,进行外显子测序,生物

信息学分析骨疣素 1(exostosin 1,EXT1)基因的变异情况;PCR 扩增筛选出的基因片段,Sanger 测序

进行验证。 
结果 外显子测序及 Sanger 测序验证结果显示,其中 1 男性患者与其母亲(正常)EXT1 基因 9 号外显

子存在一个新的杂合性突变(c.C1776G:p.Y592X),另 1 家系中女儿与母亲同时患病,两人 EXT1 基因

1 号外显子均存在一个新的杂合性突变(c.G600A:p.W200X)。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该两个突变位点

均导致 EXT1 基因编码终止。 
结论 本研究证实的 EXT1 新发突变扩充了多发性骨软骨瘤的基因型谱,有助于多发性骨软骨瘤的检

测和携带者的遗传咨询。 
 
 
PO-0432 

小头畸形骨发育不良原始侏儒症Ⅱ型 1 例及其基因突变分析 
 

王丽君,杜开先,贾天明,李林,张晓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小头畸形-骨发育不良-原始侏儒症Ⅱ型( Microcephalic or Majewski’s osteodysplastic 

primordial dwarfism type Ⅱ,MOPD Ⅱ)的临床及基因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MOPDⅡ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患儿,男,2 岁 6 月,因间断抽搐 1 年就诊,其中 2 次抽搐伴低血糖,生长发育迟缓,身高 82cm(<P3),
合并甲状腺功能低下､ 胰岛素水平下降,甲状腺彩超示侧叶体积小,垂体 MRI 示垂体发育偏小,高约

2.44mm,神经垂体异位到漏斗部。上腹部增强 CT､ 血筛､ 尿筛未见明显异常。基因检测结

果:PCNT 基因存在错义突变 c.3239C>A 及 c.6814C>G,为复合杂合突变,其父母均为杂合子。 
结论 MOPD Ⅱ临床罕见,表现具有异质性,确诊需结合临床表现及 PCNT 基因检测结果,该患儿突变

位点为新发突变,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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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33 

Application of whole exome sequencing to identify genetic 
causes of syndromic craniosynostosis. 

 
Xu Yufei1,2,Sun Shouqing3,Li Niu1,2,Yu Tingting1,2,Wang Xiumin4,Wang Jian1,2,Bao Nan3 

1.Department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Molecular Diagnostic Laboratory,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127, China 

2.Institute of Pediatric Translational Medicine,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127, PR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127, China 

4.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127, China 

 
 

Objective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causative genetic variants in 9 unrelated family pedigrees 
mainly manifested as syndromic craniosynostosis without pre-existing clinical diagnoses. 
Methods Relevant medical information of study subjects was reviewed.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in the probands and relevant variants were verified with Sanger 
sequencing and parental backgrou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pathogenicity through evolutionary conservation alignment, multi-predication, and variants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recommended by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 
Results The pedigrees’ mai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described and summarized. 
Sequencing revealed 9 variants in four different genes: TWIST1, FGFR2, IFT122 and SMC1A. 
Five (5) of the 9 varia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previously, while 4 variants including three 
missense mutations (c.628C>T, c.3385C>T in IFT122 gene, c.3581A>G in SMC1A gene) and a 
frameshift mutation (c.434dupA in TWIST1 gene) were novel or extremely rare and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ared the strategies of interpreting the genetic results, further to 
expand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We also confirmed that syndromic craniosynostoses do 
have the underlying causative genetic mechanism, and patients with syndromic synostosis should 
be recommended with associated genetic testing. 
 
 
PO-0434 

两例 CHARGE 综合征患儿基因突变分析 
 

李国强
1,李牛

1,胥雨菲
1,李娟

1,丁宇
1,沈亦平

1,2,王秀敏
1,王剑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波士顿儿童医院 

 
 

目的 对 2 例分别存在多发畸形和生长发育迟缓的患儿进行临床分子诊断,了解其遗传学致病原因。 
方法 应用靶向基因测序技术对 2 例患儿的外周血基因组 DNA 行高通量测序,测序结果采用

Ingenuity 变异分析软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同时对检出的致病性变异位点进行 Sanger 测序验

证。 
结果 高通量测序结果显示例 1 的 CHD7 基因第 36 外显子存在 c.7957C>T(p.Arg2653*)无义突变;
例 2 的 CHD7 基因第 2 外显子存在 c.718C>T (p.Gln240*)无义突变。Sanger 测序结果验证了两例

患儿 CHD7 基因突变,患儿父母均为检测到突变,患儿 CHD7 基因的突变均为新生突变(de novo)。 
结论 CHD7 基因突变是两例患儿的遗传学致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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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35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variants in the LHCGR 
gene identified in a subject with Leydig cell hypoplasia 

type 1  
 

Xu Yufei1,Chen Yulin1,Li Niu1,Hu Xuyun1,Li Guoqiang1,Ding Yu2,Li Juan2,Shen Yiping3,1,Wang Xiumin2,Wang 
Jian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Molecular Diagnostic Laboratory,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127, China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127, China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 MA 02115, USA 
 
 

Objective Leydig cell hypoplasia(LCH) is a rare disease and one of the causes of male disorder 
of sexual differentiation (DSD). Inactivating mutations in the luteinizing hormone/chorionic 
gonadotrophin receptor (LHCGR) gene account for the underlying LCH pathogenicity.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diagnosis, as well as highlight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a subject with LCH type 1. 
Methods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subject.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technology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pedigree using peripheral blood genomic DNA was 
performed, and the relevant mutations were verified with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We describe a 5-year-old social gender female subject presented with male 
pseudohermaphroditism, lateral inguinal hernia accompanied by abnormal hormone tests. The 
molecular test revealed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variants in the LHCGR gene, including a 
splice site mutation (c.681-1 G>A) and a frameshift variant (c.1582_1585del ATAT, p.Ile528*). 
Conclusions We identified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variants in the LHCGR gene, and 
expand the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 spectrum of LHCGR variants. 
 
 
PO-0436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2 型 2 例及文献复习 
 

彭小蓉
1,2,龚敬宇

1,王建设
1 

1.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 2 例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2 型(PFIC2)患者临床资料并文献复习,提高对该病

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 2 例同胞 PFIC2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肝脏组织病理学检查､ 肝病

基因检测和随访等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2 例患者为同胞姐弟,均于生后 3 天起病,以黄疸､ 瘙痒为主要临床特征,体格检查主要表现为皮

肤巩膜黄染､ 肝脾肿大。肝功能检查提示血清胆红素､ 转氨酶､ 胆汁酸等均升高,谷氨酰转肽酶

(GGT)水平均正常。病例 1 为姐姐,现 8 岁 7 月,黄疸于生后 3 月余消退,有反复瘙痒,随访肝功能提示

胆汁酸增高,口服熊去氧胆酸至 5 岁,无瘙痒,随访肝功正常,生长发育正常。病例 2 为弟弟,8 月 17 天,
黄疸呈持续性,肝功能检查提示血清胆红素､ 转氨酶､ 胆汁酸水平明显高于病例 1,1 月 2 天龄肝脏组

织病理提示肝细胞气球样变,部分融合成多核巨肝细胞,可见灶性坏死,肝细胞内胆汁淤积;基因检测提

示 ABCB11 基因 c.145C>T(p.Q49X)､ c.1510G>A(p.E504K)复合杂合突变,验证病例 1 为相同基因

突变。患儿 8 月龄感染后出现进行性肝功能衰竭,内科治疗效果不佳,现已配型,拟行肝移植治疗(母亲

供肝)。PFIC2 是 GGT 水平正常的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常见病因之一,国内外研究显示其临床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730 
 

型与基因型无确切相关性,某些类型基因突变的患者可能对熊去氧胆酸或胆汁转流术反应更好,预后

更佳。 
结论 进一步证实了 PFIC2 患者临床表型与基因型无确切相关性,同胞中也存在这种现象,预后悬殊,
其诊断及治疗应密切结合临床。 
 
 
PO-0437 

先天性软骨发育不良合并脑积水一例及文献复习 
 

江燕,安彩霞,郭玥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730000 

 
 

目的 通过临床实例复习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合并脑积水发病率及相关基因诊断。 
方法 通过复习新基因突变及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主要临床表现的理论文献,结合一例先天性软骨

发育不良合并脑积水患者儿的临床表征,讨论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的基因诊断及染色体畸变。 
结果 患儿头围明显大于同龄儿,且四肢短小,肌张力低,行股骨及髋关节拍片:双侧股骨增粗､ 缩短,远
端呈“镶嵌”状,骨皮质连续,双侧髂骨下端呈“三叉戟”状改变,皮质光滑连续。头颅核磁检查提示:头颅

形态如常,中线结构居中,额､ 颞部蛛网膜下腔增宽伴脑沟裂增多､ 加深,双侧大脑半球灰白质界限尚

可,脑实质内未见异常信号影,DWI 序列弥散不受限;左侧侧脑室体部宽约 2.4cm,右侧宽约 2.5cm,三
脑室宽约 1.1cm;四脑室形态如常;幕下小脑､ 脑干未见异常信号灶;扫描范围内全组副鼻窦粘膜略厚,
印象:幕上脑室扩张,梗阻性脑积水,导水管狭窄不除外。染色体畸变监测报告:9 号染色体 q33.1 处缺

失 1.02mb。基因诊断报告:患儿 FGFR3 基因监测到 1138G>A 突变。 
结论 1.软骨发育不全并发脑积水发病机制可能为:颅底部蝶骨､ 枕骨软骨黏液样变性,软骨内骨化障

碍,但膜内化骨不受影响,软骨细胞丧失正常排列和生长的功能,致使枕大孔变小所致;2.患儿 FGFR3
基因监测到 1138G>A 突变,符合文献软骨发育不全的基因突变,FGFR3 基因突变分析可应用于软骨

发育不全的基因诊断和对临床可疑患儿进行鉴别诊断;3.患儿染色体畸变监测报告:9 号染色体 q33.1
处缺失 1.02Mb,是否所有骨软骨发育不良患儿有该染色体片段缺失有待考证。 
 
 
PO-0438 

疑似 Schimke 免疫-骨发育不良两例暨文献复习  
 

王宗润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报告 2 例中国儿童高度怀疑 schimke 免疫-骨发育不良(SIOD)患儿,通过文献学习,了解此病的

常见症状及体征,指导临床诊断。 
方法 详细分析患儿的临床病例特点,结合文献学习,探讨本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思路。 
结果 本两例患儿临床上均存在细胞免疫缺陷､ 生长发育迟缓､ 身材矮小､ 智力发育落后､ 颈短､

头颅前后径略扁长､ 头小畸形､ 鼻梁稍低､ 牙齿稀疏､ 锯齿牙､ 鸡胸､ 桶装胸､ 腹部膨隆､ 脊柱侧

弯,大量蛋白尿等表现,其中一例患儿躯干及四肢散在雀斑表现,考虑 SIOD 诊断可能,其中一例患儿已

做基因分析,文献支持存在致病基因,另一例患儿未完善基因学分析,但临床症状特点结合文献学习符

合本病诊断。 
结论 SIOD 是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患儿后期可致肾脏损害出现大量蛋白尿,高血压､ 脑卒中

也是病死原因之一,后期多数病理学类型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逐渐发展为肾病综合征甚

至肾衰竭,是本病死亡的主要原因。近年的研究发现 Schimke 免疫一骨发育不良是因 SMARCAL l 
( SWI /SNF 蛋白家族一员,是一种新型的 DNA 破坏应答蛋白,复制应力应答蛋白)基因突变而导致的

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该基因在染色体重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SMARCAL l 在脑组织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731 
 

高度表达,可致脑组织学结构异常,在发育中可致神经元-神经胶质迁移的混乱,该基因在基因调控以及

DNA复制､ 重组过程中参与了 DNA 一核小体的重组。本病的致病基因已明确,但病理机制仍未明确,
且目前基因分析仍然仅用于科研层面,诊断仍然依靠于临床诊断,有近半数的患者 SMARCALl 基因无

法找到突变,故本病的诊断及基因学分析仍是临床难点。 
 
 
PO-0439 

 疑似 Crouzon 综合症病例报告暨文献复习  
 

王宗润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报告 1 例高度怀疑克鲁宗综合征(Crouzon syndrome)患儿,通过文献学习,了解本病的症状及体

征,指导临床诊治。    
方法 通过详细分析患儿临床资料特点,结合文献学习,探讨本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治疗思路。 
结果 本病临床表现为三角头, 顶骨高尖;眼窝浅,眼距增宽,双侧眼球突出,面中部发育不良,呈凹盘状,
鼻根部扁平塌陷,鼻高尖呈鹦鹉嘴样;上下牙呈反咬合,下颌骨前凸,牙列不齐,腭弓高尖,颈短,头颅核磁

可示结构性异常,部分患者可合并其他器官功能障碍,如呼吸暂停､ 颅内高压､ 自发性小脑扁桃体疝

和智力发育迟缓等,根据患儿临床特点及结合文献指导,考虑克鲁宗综合征可能。遗憾之处:患儿未完

善基因学分析。 
结论 Crouzon syndrome 又称遗传性家族性颅面骨发生不全,是颅缝早闭所致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病,该病基因定位于 10q25~q26 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2(FGFR-2)。发病率为活产儿的

1/25000 左右,约占先天性颅缝早闭症的 4.8%,该病临床上具有特殊体征,并涉及儿科,眼科,耳鼻喉科,
口腔科,放射科,整形外科多学科知识,常易误诊､ 漏诊,临床治疗方式为手术治疗,但创伤性大,并发症

多,难度高,青春期后骨骺发育还须再次手术,且国内开展此类手术少,不能从根本上治疗。孕早期通过

胎盘绒毛活检可检测出是否含有致病基因,但未来能否在胚胎发生期通过基因技术检测克鲁宗综合

征,仍是临床研究的重点。其遗传机制的研究及防治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PO-0440 

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 1 例报告 
 

李刚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分析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DIHS/DRESS)诊断及治疗方法。 
方法 报告 1例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患儿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诊断及治疗经过。 
结果 患儿,男,2 月。因化脓性脑膜炎予万古霉素治疗半月余,出现持续高热､ 全身皮疹､ 伴有肝功能

损害､ 大量胸腹水､ 血液系统损害等;停用万古霉素,加用丙球､ 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症状逐渐好转后

出院。 
结论 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是严重的全身性药物反应疾病,早期激素联合丙球应用可有效控制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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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1 

探讨门诊疑难病会诊的管理现状与改进 
 

沈国妹,徐慧,周利军,蔡雯雯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目前我院门诊疑难病会诊现状,探讨门诊疑难病会诊的改进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门诊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实施的共 277 例远程会诊;2017 年 2 月

至 5 月组织的 32 例疑难病罕见病多学科会诊的数据并总结经验。与国内外医院会诊状况进行比较,
提出门诊疑难病会诊的改进措施。展望了门诊疑难病会诊管理未来的发展。 
结果 门诊疑难病会诊逐年递增,并与国内外医院进行比较,提出门诊疑难病会诊的改进措施。展望门

诊疑难病会诊管理未来的发展。 
结论 门诊疑难病会诊管理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高患者满意度。 
 
 
PO-0442 

口服雷帕霉素对结节性硬化症患儿体格发育的影响及安全性研究 
 

陈健,邹丽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对长期服用雷帕霉素治疗的结节性硬化症儿童服药前后体格发育情况与正常儿童比较,以及对

服药前后生化指标､ 血常规进行比较及对药物副反应的观察,从而评价长期口服雷帕霉素对儿童体

格发育的影响及药物安全性。 
方法 收集自 2014 年 9 月到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结节性硬化症儿童,入组后给予雷帕霉

素治疗。测量用药前身高､ 体重､ 生化､ 血常规及随访治疗后 1年､ 2年后患儿身高､ 体重､ 生化
､ 血常规及药物副反应情况,分析雷帕霉素是否对其体格生长情况有影响及其安全性。 
结果 我们入组的 122 例 TSC 患儿中用药前身高在正常范围的占 90.16%,高于同年龄同性别正常儿

童`x+2SD 的占 7.38%,低于同年龄同性别正常儿童`x-2SD 的占 2.46%。应用雷帕霉素治疗 1 年后,
身高在正常范围的占 94.26%,>`x+2SD 的占 5.74%,无低于`x-2SD 的患儿;体重评价:用药前体重在

正常范围的占 93.44%,>`x+2SD 的占 6.56%,无低于`x-2SD 的患儿。应用雷帕霉素治疗 1 年后,体重

在正常范围的占 93.44%,>`x+2SD 的占 6.56%,无低于`x-2SD 的患儿;身体 称度评价:体块指数

(BMI):用药前 BMI 在正常范围的占 81.15%,>`x+2SD 的占总 17.21%,<`x-2SD 的占 1.64%。应用雷

帕霉素治疗 1 年后, BMI 在正常范围的占 81.15%,>`x+2SD 的占 16.39%,< `x-2SD 的占 2.46%。生

长速率评价:122 例入组患儿身高年生长速率在正常范围的占总人数的 89.34%。22 名 TSC 患儿用

药 1､ 2 年后自身前后对照年生长速率比较:其中 8 人年生长速率减慢,14 人年生长速率增加。应用

雷帕霉素治疗过程中我们观察到的药物副作用主要有脂质代谢异常:总胆固醇升高 8 人(5.46-
6.95mmo/L),占 6.56%;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 13 人(3.47-4.5 mmo/L),占 10.66%;高密度脂蛋白

增高 22 人(1.61-2.4mmol/L),占 18.03%;甘油三脂增高 1 人(1.82mmol/L),占 0.82%。其余副作用有

食欲减退､ 口腔溃疡､ 呼吸道感染､ 肝功能异常,无血小板减少症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 无

血糖异常及肾功能损害。 
结论 在 TSC儿童中长期应用雷帕霉素对身高､ 体重､ 体块指数､ 身高年增长速率均无影响,无骨髓

抑制､ 肾功能异常､ 血糖异常的发生。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应用雷帕霉素治疗后有脂质代谢异常的

副作用,其中主要以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为主,随着治疗时间

的延长无累积效应。其余的药物副反应多为一过性,对症治疗后可恢复正常,在婴幼儿中有一过性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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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损害,无持续肝功能损害的发生。在婴幼儿中应用雷帕霉素治疗,需密切监测肝功能､ 血脂及其

他副作用的发生。 
 
 
PO-0443 

鳃-耳-肾综合症疑难病例讨论 
 

罗娜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550001 

 
 

目的 探讨疑难病例一例 鳃-耳-肾综合症 
方法 通过对临床病例的分析,对鳃-耳-肾综合症进行学习 
结果 本病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出生儿中发病率为 1/4000 ,在深度聋儿中占 2 
2 %。临床有表现为听力下降､ 耳前瘘管､ 鳃裂发育异常､ 肾发育不良的患儿高度警惕本病,可进一

步完善基因检查以确诊 
结论 目前本病无特殊治疗方法。耳聋患儿可佩带助听器。耳前瘘管､ 鳃瘘管､ 窦道等可进行手术

切除术。肾脏轻度损害可不处理,肾畸形严重导致肾功能衰竭时可进行透析或肾移植 
 
 
PO-0444 

Cockayne 综合征合并肾病综合征临床及基因分析 
 

刘晓宇,汤泽中,陈志慧,姚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Cockayne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早老性疾病,其发病机制是由于遗传性核

苷切除修复机制功能失活,临床表现可累及多系统,主要表现为体格与神经系统生长发育迟缓合并皮

肤光敏感,肾脏受累者少有报道。我们对一例 Cockayne 综合征合并肾病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和基因

表现进行回顾和分析,总结 Cockayne 综合征与肾病综合征的关系。 
方法 回顾并收集患者的详细临床资料。采用二代测序法分析患儿的 ERCC8 和 ERCC6 基因。 
结果 患儿男,3 岁 11 月,表现为多系统受累。患儿 1 岁时开始出现体格､ 智力运动发育全面落后,进
步缓慢,无倒退。2 岁时化验发现转氨酶轻度升高,于感染或应用中药后可加重,去除诱因及保肝治疗

后好转。3 岁 8 月时化验发现大量蛋白尿(1.74g/24h,合 144mg/kg),并逐渐出现低蛋白血症(22.1g/L),
高胆固醇血症(5.83mmol/L)和浮肿,无血尿､ 补体正常,伴一过性肾功能轻度受损,血压轻度升高。追

问病史既往曾有夏季双颧部光敏感性皮疹,冬季好转。父母非近亲结婚,无家族史。查体示身高

90cm 低于同年龄同性别 1%,体重 13kg(3%-10%),头围 46cm,眼窝稍下陷,颧骨微突,心肺查体无特

殊,腹平软,肝脏剑突下 3cm,肋下 2cm,质硬,脾脏未及。四肢肌力正常,双上肢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肌

张力增高,生理反射可引出,病理征(—)。化验检查示尿蛋白电泳:白蛋白 84%,大分子蛋白 16%。感

染筛查,自身抗体均阴性。头颅影像学检查:2 岁 5 月龄时行头颅 CT 检查示双侧基底节对称性钙化

灶。头颅 MRI(3 岁 8 月)示全脑萎缩,双侧侧脑室旁异常信号。二代测序基因检测显示患儿 ERCC8
基因 c.394_398del 纯合突变,患儿父母均为杂合子。诊断:Cockayne 综合征;智力运动发育落后;肝
功能损伤;心肌损伤;肾病综合征。予口服足量激素 4 周,患儿浮肿消退,尿蛋白降至

0.32g/24h(24mg/kg),后加口服环孢素 6 周,患儿尿蛋白仍未转阴。目前仍在随访中,继续激素联合环

孢素治疗。 
结论 本患儿符合 Cockayne 综合征临床表现, 后经基因检测确诊,患儿肾脏表现为单纯型肾病综合

征,激素有部分效应,但不能完全转阴。Cockayne 综合征合并肾病综合征者比较少见,目前仅有个案

报道,肾脏病理显示局灶节段肾小球硬化。本患儿未行肾穿刺活检,需继续随访,若尿蛋白持续不转阴,
可考虑肾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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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5 

PLA2G6 基因纯合突变致婴儿神经轴索营养不良 1 例报告 
 

卢洪珠,方昕,陈荣,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提高对婴儿神经轴索营养不良临床特征和 PLA2G6 基因特点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婴儿神经轴索营养不良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儿,男,2 岁,主要临床表现为行走､ 语言倒退,肌张力减低,检查血清总铁结合力降低,血清铁

正常;生化检测发现谷草转氨酶(AST)和乳酸脱氢酶(LDH)升高,谷丙转氨酶､ 肌酸激酶未见异常;肌电

图检查示上下肢神经源性损害;心脏彩超､ ､ 视频脑电图､ 颅脑 MRI､ MRS 均未见明显异常;基因检

查结果提示患儿 PLA2G6 纯合突变(c.1077G>A),其父母该位点均为杂合子。 
结论     PLA2G6 基因突变导致婴儿神经轴索营养不良,临床特点主要为步态异常､ 语言和运动进行

性倒退,AST 和 LDH 升高,头颅 MRI 可未见异常,检测到突变的 PLA2G6 基因可确诊。 
 
 
PO-0446 

以颅内出血为首发表现的婴儿中枢神经系统曲霉感染 1 例 
 

王杨,李德渊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中枢神经系统曲霉感染死亡率高,预后差。早期诊断 CNS 曲霉感染极为困难。本文报道以颅内

出血为首发表现的婴儿 CNS 曲霉感染一例。 
方法 一名 11月女性婴儿以发热､ 呕吐起病,2 天后出现抽搐和意识障碍。入院后给予抗细菌感染治

疗无效。患儿的头颅 CT 提示颅内出血。7 天后,头颅 MRI 提示脑沟内多个环形强化结节,脑脊液

GM 试验阳性,肺泡灌洗液培养曲霉阳性。给予伏立康唑治疗后患儿病情明显好转,复查头颅 MRI 提
示环形强化结节体积缩小,数量减少。 
结果 本例患儿临床诊断 CNS 曲霉感染。 
结论 分子生物学检测结合神经影像学可提高 CNS 曲霉感染的诊断准确性。 
 
 
PO-0447 

Menkes 病 1 例 
 

刘芳,汤继宏,陈旭勤,李岩,张利亚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提高对 Menkes 病(MD) 的认识,以期早期诊断､ 干预及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 MD 患儿的临床资料,对 MD患儿的临床表现､ 血生化特征､ 影像学特征､ 基因

型､ 诊断及治疗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该男性患儿 2 个月 27 天以反复癫痫发作发病。G5P1(其母有习惯性流产病史),围产史､ 既往史

无特殊。查体:肤白,眼裂偏窄,高腭弓,头发短稀､ 色浅､ 卷曲,心肺腹等无特殊,四肢肌张力偏低,双侧

腱反射可引出,双侧巴氏征(+)。头颅 CT 无异常。头颅 MRI 平扫:烟雾病可能,伴双侧基底节偏急性梗

塞,小脑萎缩。全胸片示支气管肺炎。微量元素铜 2.0 umol/L(参考范围 5.0-24.0 umol/L),铜篮蛋白

(CER)0.04g/L(参考范围 0.20-0.60g/L)。动态脑电图(AEEG)可见右侧额区散在尖波､ 尖慢波发放。

头颅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左侧椎动脉颅内段走形迂曲,双侧大脑前､ 中､ 后动脉远端纤细。余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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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检查均无明显异常。临床诊断“症状性癫痫､ Menkes 病?､ 支气管肺炎”。入院后予镇静,抗感染

及神经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入院半月复查头颅 MRI 及 MRA 无明显变化,血铜 2.2 
umol/L,CER0.04g/L。北京迈基诺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癫痫基因 panel 二代测序:ATP7A 基因

chrX:77264579-77302087 区域疑似存在缺失,其母疑似存在杂合缺失。经 QPCR 验证,患者为半合

子缺失,其母为表型正常的杂合缺失。确诊:Menkes 病(经典型)。患儿从 6 个月 20 天开始定期去日

本皮下注射组胺铜并进行抗癫痫治疗,目前血铜基本能控制在正常范围,二联抗癫痫药物治疗,但抽搐

控制不良,每天发作 1~10 余次不等,多种发作形式,每次发作时间数秒至 2~3 分钟。现患儿已 11 个

月 2 天,智力运动发育相当于 3~4 个月水平。 
结论 MD 又称卷毛综合症,ATP7A 基因突变是主要致病原因,其临床表现与 ATP7A 基因突变类型相

关,表现为经典型､ 轻型以及极轻型(枕角综合症)。特别是经典型具有卷毛､ 神经系统退行性变､ 结

缔组织异常等特征性表现。婴儿早期以癫痫发作起病,头颅影像学提示脑血管异常时,要高度警惕本

病,结合患儿症状体征､ 血铜及铜篮蛋白等检测及时作出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基因检测可作为胎儿

产前诊断及患儿确诊依据。MD 呈 X-连锁隐形遗传,对 MD先证者的家庭进行携带者筛查､ 产前诊

断及遗传咨询,可有效减少患儿的出生,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组氨铜注射治疗,虽可维持血铜基本

正常,但临床效果有待大样本或长期随访观察。 
 
 
PO-0448 

以上矢状窦血栓为首发症状的 JAK2V617F 突变阳性儿童原发性

血小板减少症病例报道 
 

唐慧荷,代艳 
广西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总结一例以上矢状窦血栓为首发症状的 JAK2V617F 突变阳性儿童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临

床特点。 
方法 患儿女,7 岁,因“头痛 3 月”入院,头痛双侧颞部为主,较难忍受。脾脏肋下 4cm 可触及。血常

规:WBC13.75*109/L,NEUT8.91*109/L,Hb123g/L,Plt1090*109/L,CRP<5mg/L。凝血功能正常。腹

部 B 超提示脾大。心脏彩超未见异常。脑脊液常规､ 生化､ 培养未见异常。头颅 MRI+MRA+MRV
提示:上矢状窦显示不清,其分支显示稀疏,考虑重度狭窄､ 血栓形成可能。外周血形态学:血小板散在

或小簇易见,量偏多。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增生活跃。骨髓活检病理提示:三系细胞均可见,粒红比值

约 3:1,CD31 示巨核系明显增多,可见较多单个核的巨核细胞,各系未见明显成熟障碍,无原始细胞增

多,无明显纤维化及肉芽肿形成。免疫组化染色:CD31(+)､ CD34(+),MPO(+),E-cadherin(+)。骨髓

JAK2 基因 V617F 突变型阳性;W515L､ W515K 突变型阴性;CALR 基因 9 号外显子突变检测未见变

异。BCR/ABL1(P210､ P230 型)融合基因定性检测阴性。 
结果 予羟基脲联合干扰素､ 阿司匹林治疗后监测血小板(550~750)*109/L,患儿临床缓解,随访半年无

再发头痛及出血情况。 
结论  7 岁发病的 JAK2V617F 突变阳性儿童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较为罕见,治疗效果及远期预

后仍然需要长期随访观察。在儿童脑血管病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在无常见脑血管病危险因素,且发现

血液学异常情况下,应及时行相应血液系统疾病检查以寻找病因。在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的前提下,更
好地对脑血管病进行诊治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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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9 

Mondini 畸形并反复化脓性脑膜炎一例并文献学习 
 

黄宏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分院厦门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Carlo  Mondini 于 1791 年在对 1 例罹患先天性聋患儿死后的颞骨解剖时发现其内耳发育畸形,
证实其先天性聋的病因为内耳发育畸形。内耳畸形主要分骨迷路畸形(Michel 型)和膜迷路畸形

(Mondini 型),Michel 型是内耳发育畸形中 严重的一种,内耳完全未发育,某些颞骨岩部亦未发育。

Mondini 型则耳蜗底周已发育,但第 2 周及底周发育不全,耳蜗水管及内淋巴管前庭池可合并畸形,半
规管缺如或大小不一,以及两窗畸形,脑脊液经内耳畸形漏人中耳与外界相通[1]。 
方法 HRCT 的技术特征主要显示内耳骨迷路的细微结构,但无法显示内耳膜迷路的细微形态特征内

耳 MRI 的优势则在于显示内耳膜迷路的立体形态结构,可以为临床提供 HRCT 无法提供的影像学资

料 HRCT 对内耳骨性细微结构分辨率高。MRI 在分辨软组织细微结构方面独具优势。两者结合使

用可为临床提供更为完美的､ 有价值的影像学资料[3-5]。 
结果 左侧鼓室及部分乳突腔内见稍高密度影充填,鼓室后壁及部分外侧壁骨质略毛糙,余鼓室壁及听

小骨链未见明显骨质吸收或破坏征象。左侧耳蜗圈数减少,中圈､ 顶圈及外侧半规管融合,前庭扩大,
前庭导水管未见明显扩大,后半规管较对侧发育略小,上半规管形态､ 走行可。左侧鼓窦清晰。左侧

内听道未见明显扩大或狭窄征象。右侧乳突气化良好,鼓室､ 鼓窦入口､ 鼓窦未见扩大,骨质结构完

整,其内未见异常密度影,听小骨存在。耳蜗､ 半规管､ 前庭骨性结构完整。右侧内听道未见明显异

常。右颈静脉球位置较高,超过下鼓室于内听道底水平。1.左侧内耳畸形,考虑 Mondini 畸形;2.左侧

中耳炎症;3.右侧颈静脉球高位 
结论 Mondini 畸形可伴脑脊液耳鼻漏,或反复发作性中耳炎和(或)脑膜炎。伴有脑脊液耳鼻漏的患者

常表现为低头时有清水样液自鼻腔流出。反复发作性脑膜炎多发生在脑脊液耳鼻漏形成后。 
Mondini 畸形患者听觉障碍程度不甚严重者可以配戴助听器改善听力。极重度听觉障碍可以进行人

工耳蜗植入术。术前严格的听力学检查和影像学评估,严格地掌握适应证,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合并

脑脊液漏:脑脊液耳漏修补术; 
 
 
PO-0450 

Clinical Features of a Novel LIPA Gene Mutation : A Case 
Report of Wolman Disease 

 
Fang Weiyuan,Li Yuchuan,Zhang Xueyuan,Xie Xinbao,Lu Y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Deficiency of human lysosomal acid lipase (LAL) would result in the rare conditions of 
cholesteryl ester storage disease (CESD) and Wolman disease,both of which are autosomal 
recessive inheritance. We want to present the rare case of Wolman disease in an infant with a 
novel homozygous LIPA mut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LIPA gene mutation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PCR and direct sequencing in the 
proband and his parents. The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radiological and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we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 the case. 
Results The two-month-old boy was admitted to hospital with intractable diarrhea, with 
abdominal distention, massive hepatomegaly and splenomegaly. Severe anaemia was existed 
and the counts of white blood cells and platelets were normal. Biochemical tests showed slight 
coagulopathy, severe hypoalbuminemia, high levels of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 while the 
level of transaminases and bilirubin were not elevated. Imaging examination revealed adrenal 
calcifications when the level of cortisol was standard. The tissue collected from liver biops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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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of foamy histiocytes, however, there was no obvious foamy-cell change in bone marrow 
aspirate  Sequencing of LIPA gene (lysosomal acid lipase) revealed one previously unreported 
homozygous mutation in exon 4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f amino acid: c. 285G>T, p. W95C. His 
parents were carriers of the mutation and they were consanguineous marriage. At last, the infant 
was falling to thrive referring to abdominal distention, progressive vomiting, hepatosplenomegaly 
and electrolyte disorder even if we had confirmed the case before death. 
Conclusions We had confirmed a Wolman disease case with previously unreported homozygous 
mutation in LIPA Gene exon 4 with c. 285G>T, p. W95C by molecular analyses. With this 
mutation, typical clinical features of Wolman disease were manifested, including vomiting, 
diarrhea, hepatosplenomegaly, high level of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 and adrenal 
calcifications, while the liver function was normal. However, more detailed researches are 
necessary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is specific gene mutation.Nevertheless, our results call for 
attention of future Wolman studies to the new found mutation of LIPA Gene exon 4 with c. 
285G>T, p. W95C. 
 
 
PO-0451 

基因确诊儿童囊性纤维化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蔡勇,陈德晖,吴上志,徐青云,卢成瑜,王群,曾庆思,雷永霞,叶志英,刘文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95 

 
 

目的 报道 1 例汗氯试验及基因确诊的囊性纤维化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特点,提高临床医生对

儿童囊性纤维化的诊治水平。 
方法 总结我院收治的 1 例囊性纤维化患儿的临床资料及诊治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临床表现为反复呼吸道感染､ 鼻窦炎､ 营养不良;CT 表现为以双上肺为主的严重支气管扩

张;纤维支气管镜见气道多量黏稠分泌物。汗氯分别为 246mmol/L,238 mmol/L,两名正常对照汗氯

分别为 20 mmol/L,22 mmol/L。基因检测发现 2 个突变 c.1766+5G>T(Het)和 c.3197G>A(Het)。确

诊后规范治疗,患儿不需吸氧,营养状况改善,可正常上学。但患儿家长自行中断治疗 1 月余,导致病情

加重,出现严重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先后予亚胺培南西司它丁､ 阿米卡星､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头孢

他啶､ 左氧氟沙星､ 甲硝唑､ 替考拉宁､ 利奈唑胺抗感染治疗,感染控制。病程中出现严重二氧化

碳储留(二氧化碳分压 高达 169.5mmHg ),经祛痰､ 高渗盐水雾化､ 支气管镜吸痰､ 高频呼吸机辅

助通气等治疗好转,二氧化碳分压降至 50.2mmHg。病程中出现高血糖(血糖 高达 19.5mmol/L),经
小剂量胰岛素维持静滴血糖逐步回复正常。病程中出现腹痛,查血淀粉酶 270U/L,血脂肪酶 1598U/L,
尿淀粉酶 929U/L,胰腺 CT 提示符合急性胰腺炎(单纯性),确诊胰腺炎,予禁食､ 生长抑素等治疗后腹

痛缓解,胰酶基本回复正常。 
结论 囊性纤维化表现为反复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扩张､ 鼻窦炎､ 生长发育落后,汗氯试验阳性。囊

性纤维化患儿易合并铜绿假单胞菌感染。严重感染易出现气道严重黏液栓塞､ 严重二氧化碳储留,
纤支镜吸痰､ 高频呼吸机辅助通气是有效的治疗措施。囊性纤维化患儿可出现胰腺内分泌功能损害,
需密切检测血糖。囊性纤维化患儿出现腹痛应注意胰腺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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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2 

Manlan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刘晓燕
1,王立文

1,2 
1.首都医疗/爱育华妇儿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Malan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与诊断方法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对 2017 年 3 月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诊断并治疗的 1 例 Malan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辅助检

查及染色体微阵列检测结果进行报告,同时应用 Pubmed 数据库,以 “Malan syndrome” “Sotos-like 
syndrome”(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1 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及万方数据库

以“Malan 综合征”“Sotos 样综合征”“Sotos 综合征 2 型”为主题词进行检索(2010 年至 2017 年)。 
结果 患儿,男 2 岁,因“2 岁不能行走､ 说话,间断抽搐 6 个月”来诊,临床特征为发育迟缓､ 巨颅畸形伴

有惊厥､ 斜视。脑电图:背景节律偏慢,清醒期枕区为著弥漫性慢波发放。骨龄片:相当于 4-5 岁男儿

骨龄。智力测试结果提示发育商低下。染色体微阵列检查结果:患儿在 19p13.2 区域发生 709Kb 片

段缺失,涉及 NFIX 基因,该基因为 Malan 综合征致病基因。检索符合条件中文文献 1 篇,英文文献 5
篇,共计 30 余例,全世界散发。分析详细资料 23 例,临床表现可总结为中度产后过度生长､ 巨颅畸形

､ 中度发育迟滞和智力障碍。与 Sotos 综合征面部特征常有重叠:前额突出､ 前发迹线高､ 睑裂下

斜､ 下巴突出。眼部症状很常见:65%患者有斜视。本病常规生化检查､ 血尿代谢筛查､ 高分辨染

色体检查均可以正常,头颅 MRI 常无特异表现,心脏超声正常,骨龄常超前,确诊需要进行染色体微阵

列检查。目前无特殊治疗,以对症治疗为主。 
结论 Malan 综合征是一种新发基因突变导致的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具体发病机制尚不

清楚,对于临床表现与 Sotos 综合征相像而 NSD1 基因阴性的患儿,均应进行染色体微阵列 NFIX 基

因检查以明确诊断。 
 
 
PO-0453 

先天性肌强直 2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关静,杜开先,贾天明,李林,张晓莉,李曼曼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先天性肌强直的临床特征､ 遗传方式､ 诊断和治疗方法。 
方法 通过我科收治 2 例先天性肌强直病例的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合文献复习,回顾性分析先天性

肌强直的临床､ 肌电图及遗传学特点。 
结果 两例患者均符合先天性肌强直临床诊断,但遗传性检查并未发现 CLCN1 基因的 23 对外显子突

变。 
结论 先天性肌强直的诊断主要是结合年龄､ 临床及肌电图的特点。遗传学具有明显异质性,更多基

因突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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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4 

先天性血管瘤临床病理特点 
 

马靖,殷敏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目的 探讨小儿先天性血管瘤的临床病理学特点。 
方法 方法 收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近年来 19例先天性血管瘤的临床､ 病理及随访结果,应用 HE 染

色及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组织病理学特点。 
结果 结果 19 例患者中男 13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52.4 个月,中位年龄 48 个月。9 例位于四肢及躯

干,10 例在头面部,其中 1 例为多发病灶。病理大体标本为 0.4cm 到 7cm 的皮肤及皮下组织,皮肤表

面可见形状不规则灰红､ 暗红色实性肿块,表面平坦或局部隆起,部分病例中央出血及坏死。镜下肿

瘤组织由增生血管内皮细胞和血管周细胞组成的毛细血管排列成小叶。部分病例病变中央有退化区

域。小叶之间为丰富的纤维组织,部分有胶原变性,可见较粗大的引流血管。免疫组化结果显示,19 例

病例肿瘤细胞均表达 CD31､ CD34 和 WT1;GLUT1 和 D2-40 均阴性。所有病例手术切除治疗,随访

时间 1 到 24 个月,均无复发及转移。结论 先天性血管瘤是少见的小儿先天性良性血管肿瘤,有特征

性的临床病理特点及较特殊的组织学形态,对这一少见类型的血管瘤给以明确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对
临床治疗有很重要意义。 
结论 结论 先天性血管瘤是少见的小儿先天性良性血管肿瘤,有特征性的临床病理特点及较特殊的组

织学形态,对这一少见类型的血管瘤给以明确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对临床治疗有很重要意义。 
 
 
PO-0455 

Translocation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a child previously 
treated for infantile fibrosarcoma 

 
马靖,殷敏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We report a child who developed a TFE3/Xp11.2 translocation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when 
he was 3 years-3 month old, after previous treatment for infantile fibrosarcoma (IFS). He was 
detected to has a left axilla mass when he was 3 month old. The mass was tan and solid, 1.5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composed of sheets of spindle cells which was positive for vimentin and 
FN.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showed positive result in ETV6 gene 
rearrangements. The final diagnosis was IFS. After surgery and chemotherapy, he remained 
disease-free till 3 years later, he was detected to have a tumor in right kidney which was 
measured 2.5×2×1.5cm. The tumor composed clear-cell features which arranged in papillary and 
adenoid architecture. The tumor cells were positive for TFE3 and CK. The diagnosis was 
TFE3/Xp11.2 translocation RCC. Previous research has reported that the radio/chemotherapy for 
the first tumor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ranslocation RCC. In our report, the IFS 
is the first time to be included in the disease spectrum which can cause secondary translocation 
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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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6 

7 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缺失致婴儿生长发育迟缓一例报道 
 

宋婷,张婷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 1例不明原因生长发育迟缓､ 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 肌部室间隔缺损)､ 脑发育迟

缓等多器官系统发育异常患儿的临床表型和遗传学病因。 
方法 采用常规 G 显带技术对 2017 年 3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科收治的 1 例不明原因生长发育迟

缓､ 运动发育迟缓､ 脑发育迟缓､ 先天性心脏病等多器官系统发育异常的患儿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并分析其与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 
结果 患儿,女,11 月龄,主因“不明原因生长发育迟缓”就诊。检查:特殊面容,生长发育落后,运动发育落

后,脐疝,先天性心脏病,脑发育迟缓。患儿染色体核型为 46, XY, del(7), (q35),染色体核型分析发现

一条 7 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缺失。 
结论 生长发育迟缓为 7 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缺失 常见的临床表现,该例患儿不具有前脑无裂畸型及

骶骨发育不全等 7 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缺失少见的临床表现;本病例报告可为其临床诊断及与其他生

长发育迟缓相关疾病的鉴别诊断提供参考,为产前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PO-0457 

皮层或皮层下钙化对 TSC 病人癫痫控制的影响 
 

张梦娜,邹丽萍,庞领玉,高阳,马淑芳,黄露露,王杨阳,张桂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mTOR 抑制剂雷帕霉素被应用于治疗结节性硬化症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期临床试验证明其

对结节性硬化症患儿的皮肤病变､ 心脏横纹肌瘤､ 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SEGA)､ 面部血管
纤维瘤及癫痫发作均有一定效果。临床发现一部分服用雷帕霉素仍存在难治性癫痫的患儿 CT 存在

皮层或皮层下钙化,此项研究各种因素特别是皮层或皮层下钙化对结节性硬化症(TSC)病人癫痫控制

情况的影响。 
方法 入组 108 例口服雷帕霉素 1 年的 TSC 病人,统计钙化及其他因素对癫痫控制情况的影响并进行

多因素分析。同时对 33 例 CT 检查发现皮层或皮层下钙化的 TSC 病人进行亚层分析,观察其

EEG(脑电图)放电部位与钙化位置的关系对癫痫控制情况的影响。 
结果 108 例患者癫痫控制 53 例,癫痫耐药 55 例,其中 CT 发现皮层或皮层下钙化 33 例。单因素和

多因素回归提示皮层或皮层下钙化和使用多种 AEDs(抗癫痫药)是 TSC 病人长期使用雷帕霉素治疗

癫痫仍耐药的危险因素(P<0.05)。17 例皮层或皮层下钙化灶与 EEG 异常放电部位相一致的病人中

有 15 例(88.2%)患者的癫痫耐药,提示皮层或皮层下钙化灶与 EEG 异常放电部位一致的病人其癫痫

更容易为难治性癫痫(P<0.05)。 
结论 CT 对于评价 TSC 病人病情有一定作用,发现皮层或皮层下钙化的病人的癫痫更容易为药物难

治性癫痫。在这些病人中 EEG 放电位置与钙化位置相符合的病人雷帕霉素和 AEDs(抗癫痫药)控制

不佳,推荐外科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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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8 

一例粘脂质贮积症 III 型的临床特点及 GNPTAB 基因分析 
 

卢晓云,黎艺强,谭婷,徐劲松,李敬春,雍碧成,洪恺,蒋晓玲,唐亚平,徐宏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粘脂质贮积症 III 型是一组由编码溶酶体酶(N-乙酰基-1 磷酸转移酶, GlcNAc-PT)α 和 β 亚基的

GNPTAB 基因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本文探讨一例粘脂质贮积症 III 型患儿的临床表现

及 GNPTAB 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患儿进行粘多糖酶活性测定,并收集收集患儿､ 患儿父亲､ 患儿母亲血液,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
并对测序结果进行筛选其中与疾病相关的突变基因,并采用 PCR 一代测序法进行相关突变位点的验

证。 
结果 患儿,女,3 岁,面容丑陋,脊柱异常隆起,四肢关节僵硬,但智力与体格发育无明显异常。粘多糖酶

活性测定结果显示,排除患儿粘多糖病的可能。对外显子基因分析,确定发现的 GNPTAB 基因突变

p.R587P 为已知的致病突变。 
结论 GNPTAB(c.G1760C: p.R587P)突变,影响 N-乙酰基-1 磷酸转移酶部分活性,使该溶酶体酶不能

完全转入溶酶体而分泌到胞外, 终导致该疾病发生。粘脂质贮积症 III 型,其临床表现和骨骼变化与

粘多糖病 I(H)或 II 型相似,可结合 GNPTAB 基因突变进行分析,从分子水平进一步确诊。 
 
 
PO-0459 

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CTPV)的误诊原因及预防对策 
 

代艳,郑凯元,余雷,陆元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CTPV)的误诊原因及预防对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门静脉海绵样变性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CTPV 主要表现为呕血和或便血,脾肿大,血常规白细胞､ 血红蛋白､ 血小板均减少。可能误诊

为噬血细胞综合征､ 再生障碍性贫血､ 白血病､ 遗传代谢病､ 消化性溃疡､ 肝炎､ 肝硬化､ 美克尔

憩室。 
结论 各种引起门静脉阻塞的原因均可导致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主要以肝前型门静脉高压症,继发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门静脉高压性充血性胃病所致急性上消化道出血,脾大､ 脾亢为主要临床表

现。该病误诊率高,对本病认识不足,查体不仔细,过分看重化验检查是误诊的主要原因。仔细体格检

查,对肝脏形态无明显改变及 Child-Pugh 分级为 A 的门脉高压综合征,及时做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见

门脉结构呈海绵状改变可 大程度的避免误诊。CT､ MRI 及 DSA 可为诊断和治疗提供更重要的信

息。 
 
 
PO-0460 

小儿腹部促纤维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 4 例并临床特点探讨 
 

陈立健,尹强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小儿腹部促纤维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Abdominal desmoplastic small round cell tumor in 
children ADSRCT)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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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04-2014/06 期间收治的 4 例 ADSRCT 患者的诊疗经过及预后 
结果 本研究报道 4 例患者,临床表现均为腹痛腹胀和或腹部肿块,剖腹探查发现肿瘤已广泛侵犯,术后

病检证实为 ADSRCT。 
结论 腹部促纤维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是非常罕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小儿多见,临床表现无特异性,诊
断时已属病程晚期且预后差。 
 
 
PO-0461 

史-伦-奥三氏综合征一家系 
 

段佳丽,高超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该罕见病进行病例报道,发现和掌握疾病诊治过程中的特殊性,以及为进一步研究这类疾病提

供临床资料。 
方法 列出该病例在临床症状､ 体征､ 诊断方面的特殊性,以利对该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结果 发现 1 个 SLOS 家系并进行报道。 
结论 在精准医学时代,疾病分型已经不再仅由临床表型决定,基因型已成为重要决定因素,对于临床诊

断不清､ 有家族史的病例,很有进行基因检测的必要。 
 
 
PO-0462 

全外显子测序分析诊断 WNT1 基因突变导致 
的成骨不全综合征一例 

 
谭婷,刘远忠,黎艺强,袁哲,周锦军,荀福兴,周维政,蒋晓玲,唐亚平,徐宏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利用全外显子测序技术对反复性下肢骨折患儿家系进行基因筛查,以寻找致病基因。 
方法 患儿,女,6 岁,反复性下肢骨折。收集患儿､ 患儿父亲､ 患儿母亲血液,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并对

其进行 PCR 验证。对于原始测序数据,剔除整条 read 中 N 的比例大于 50%的 read,剔除碱基质量

值低于 5 的碱基比例大于 50%的 read,剔除 read 中包含 adapter 序列的 read。剔除 read 时,采取成

对剔除的方式。经过处理后,保留了~90%的 reads 以供后续分析。 
结果 测序结果显示,在基因编码区,常染色体隐形遗传模式突变基因 3 个(包括 WNT1 等),其中 WNT1
基因的突变位于第 3 个外显子,第 371 个碱基(由胞嘧啶变为胸腺嘧啶),第 124 位氨基酸由苏氨酸变

为蛋氨酸,此突变位点在成骨不全症中尚未见报道,为新发突变;复合突变基因 40 个;de novo 突变基

因 2 个。通过 genecards 等对相关突变基因的功能进行预测,结合临床症状,并通过文献证实,明确此

病例中 WNT1 基因突变所致成骨不全症的发生。 
结论    
成骨不全作为罕见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与常染色体隐形遗传两种遗传方式。

其中,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成骨不全患者在成骨不全患者中所占比例很少,但涉及的致病基因种类繁

多。WNT1 基因所编码的分泌性糖蛋白在胚胎发育以及肿瘤形成过程中期重要作用,且 WNT1 基因

突变干扰激活经典的 LRP5 介导的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与成骨细胞的矿化,皆提示 WNT1 基因

突变导致成骨不全可能的分子机制。基因组测序检查有助于此病例的诊断,对 WNT1 基因功能进一

步研究有助于阐明成骨不全的发病机制及探索可能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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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63 

先天性挛缩性蜘蛛指症伴 FBN2 基因新突变 1 例 
 

朱敏丽,姜娜,南燕,陈尚勤,林振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检测一个先天性挛缩性蜘蛛样指症家庭的致病突变。先天性挛缩性蜘蛛指症是一个极其罕见

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以关节挛缩､ 蜘蛛样指､ 脊柱侧弯､ 皱褶耳为特点。患者为新生儿,自出生

即发现全身多关节挛缩､ 弯曲不能伸直､ 皱褶耳。其母查体见体型修长,自诉小时亦有类似表现,12
岁时行矫正手术,目前四指关节稍弯曲,呈蜘蛛指样挛缩,肌力略低于正常。患儿父亲及哥哥均无异常

表现。初步诊断母子均为先天性挛缩性蜘蛛样指症患者。 
方法 收集该家庭 4 名成员血液样本,对该家庭的先证者进行原纤蛋白 2(the fibrillin 2, FBN2)外显子

组测序,然后采用直接测序法将其与该家庭正常成员样本做对照。 
结果 在患病母子外显子 Exon28 上均发现了一个 C.3680G>A(p.Cys1227Tyr)的错义突变,表型正常

的患儿父亲及哥哥未发现该突变。目前未见文献报道,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其致病可能性较高。 
结论 FBN2 基因上的一个新错义突变 C.3680G>A(p.Cys1227Tyr)可能是先天性挛缩性蜘蛛指症的

致病突变。 
 
 
PO-0464 

预见性医疗护理干预在先天性胫骨假关节围术期的应用体会 
 

谭炯,易银芝,谢鑑辉,梅海波,张妮,董林,吴丽霞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通过对 165 例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的联合手术治疗患儿的护理体会及改进措施,探讨行联合手术

技术治疗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的护理方法以提高护理质量,减轻患儿及家长的焦虑､ 恐惧,减少并发症,
提高患儿及家长的依从性,以 终达到提高手术成功率。 
方法 对于我科自 2014 年 5 月开始至 2017 年 5 月,采取经足踝髓内棒固定､ 自体髂骨移植和

Ilizarov 环形外固定器联合手术方法,治疗 165 例儿童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根据小儿手术的特殊性采

取相应的预见性医疗护理干预,进行疾病知识的宣教。术后除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外,还需严密观

察切口情况,做好外固定支架针道护理､ 切口疼痛､ 心理安抚,加强患者的术后营养支持治疗,提高机

体的免疫力。合理有效的术后功能锻炼,预防关节僵硬､ 肌肉萎缩､ 足下垂的发生。出院后健康教

育指导,随访方式的多样性管理,提高依从性质量。 
结果 142 例患儿在围术期期间无并发症发生,23例有营养不良､ 切口愈合不良,关节僵硬,肌肉萎缩,
等不良并发症发生。我们术前术后开展了对应的疾病知识护理宣教,多沟通,多交流,做好心理安抚,减
轻焦虑恐惧,主动配合医疗护理。165 例患儿均来医院复查,并加入我们的微信群交流,均有邮寄 x 线

片､ 电话随访,邮箱､ 微信咨询频繁。 
结论  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是一种罕见畸形,发生率占新生儿的 1/25-50 万,许多学者提出的手术治疗方

法均未达到理想效果。联合手术治疗患儿常常要经过多次手术,手术复杂,医护要求全面细致有效。

在围术期中,正确有效的术前准备及术后专科医疗护理､ 良好的心理指导､ 健康教育指导､ 多形式

随访管理。实行全程护理和全程康复理念,医护以精湛的医疗护理技术及高度的责任心,是提高手术

成功率､ 减少手术并发症及促进患者早日康复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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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65 

线粒体脑肌病并发高度传导阻滞一例 
 

王侃,徐建新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提高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对线粒体脑肌病的认识。 
方法 入院后立即予以心脏起搏器安装,同时通过基因检测技术明确诊断。 
结果 患儿入院后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基因检测结果提示存在线粒体基因组 96 个点突变+大片段缺

失。 
结论 以高度房室传导阻滞起病的患儿,需要警惕线粒体脑肌病,基因诊断可以辅助明确诊断。 
 
 
PO-0466 

NPC1 基因突变致小婴儿尼曼-匹克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王丹丹,程亚颖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目的 加强对尼曼-匹克病的认识,提高临床早期诊断能力。 
方法 报告 1 例我院收治的 1 月龄尼曼-匹克患儿的临床表现及诊断,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该患儿于新生儿期即发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黄疸､ 进行性肝脾肿大,全外显子二代测序提示

NPC1 基因突变。全外显子二代测序检测结果示①NPC1 Exon20 c.2972-2973delAC  p.(Gln991fs)
杂合,致病突变;NPC1Exon22 c. 3382-3399de118  p.(Gys1128-Met1133del)杂合,可疑致病突变;对
受检者 NPC1 基因 1-25号外显子､ NPC2 基因 1-4 号外显子和 SMPD1 基因 1-6 号外显子进行检

测,未发现外显子的缺失､ 重复。同时对父母系相关基因位点进行验证:父:受检者携带 Exon20 
c.2972-2973delAC  p.(Gln991fs)杂合,致病突变;母:受检者携带 Exon22 c.3382-
3399de118  p.(Gys1128-Met1133del)杂合,可疑致病突变。 
结论 尼曼-匹克病属罕见的先天性脂代谢紊乱性疾病,临床表现多样,婴幼儿至成人均可发病,小婴儿

症状不典型,常被漏诊或误诊,对临床疑似病例,需通过相关基因检测､ 骨髓检查､ 病理活检等方法确

诊。由于患儿年龄小,家属往往拒绝行骨髓穿刺､ 肝脾淋巴结活检等有创检查,故可行全外显子二代

测序技术行疾病筛查。 
 
 
PO-0467 

由 TRAPPC11基因突变导致肌营养不良合并血糖增高､ 脂肪肝

､ 高血压特殊的临床病例 
 

李西华,胡超平,赵蕾,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研究 1 例 TRAPPC11基因突变导儿童肌营养不良合并血糖升高､ 脂肪肝和高血压特殊临床病

例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方法: 该例患儿为 12 岁男性,中国汉族,出生于上海,父母无近亲关系。出生时顺产,12 个月不能

站立,16 个月会独走。4 岁时发现 CK､ AST 及 ALT 酶明显升高。体格检查提示:翼状肩､ 行走呈鸭

步伴 Gower 征阳性,腱反射消失。实验室检查发现: AST 236U/L,ALT 325U/L,CK 6900U/L,空腹血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745 
 

糖 9.0 mmol/l;认知功能正常;头颅 MRI 正常;B 超显示脂肪肝;血压 142/92 毫米汞柱;心电图显示正常;
心脏 B 超显示正常心脏结构和功能。肌电图显示肌源性损害;为明确诊断行肌肉活检和全外显子测

序。 
结果 结果:肱二头肌肌肉活检显示肌纤维变性､ 坏死和再生。相关抗体 Dystrophin(包括 R端､ C 端

和 N 端结构域),α､ β- Dystroglycans,α､ β､  γ 和 δ-sarcoglycans,synthrophin､ caveolin-3､  
merosin､ collagenVI 和 emerin 检测未见相关蛋白缺乏。 患者为 TRAPPC11 纯合突变 
c.2938G>A,是由于母源部分单亲二倍体引起。该错义突变在 2013 年 Bögershausen 等人及 Liang
等人报道为已知的致病突变位点,且经 Western blot 检测证实,患者肌肉组织中 TrappC11 蛋白表达

缺失。 
结论 结论:该患者临床表现符合肢带型肌营养不良,骨骼肌病理显示典型的肌营养不良样病理改变特

点,基因检测发现 TrappC11 基因存在纯合突变(c.2938G>A,母源部分单亲二倍体引起)。TRAPP 是

参与细胞内从内质网至高尔基体转运的一个蛋白复合体,该病例 终被诊断为 LGMD2S 合并血糖增

高､ 脂肪肝､ 高血压特殊临床表现与其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 
 
 
PO-0468 

儿童暴发性肝衰竭型肝豆状核变性 1 例及文献复习 
 

王侃,徐建新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分析儿童急性肝衰竭的可能病因。 
方法 通过肝炎系列､ 铜蓝蛋白､ 角膜 KF 环及基因检测等检测方法予以明确。 
结果 患者铜蓝蛋白低下,角膜存在 K-F 环,并检测出 13q14.3 区域的杂合缺失,结合 ATP7B 基因的测

序结果,受检者同时携带 ATP7B 基因杂合变异 c.2668G>A 及 2 号外显子的杂合缺失,确诊为以急性

肝衰竭为首发表现的肝豆状核变性病例。 
结论  
急性肝衰竭为首发表现的病例需要警惕肝豆状核变性可能。 
 
 
PO-0469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he fructose-1,6-
bisphosphatase gene cause status epilepticus 

 
Zhang YunJian,Wang Yi,Lu To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Fructose-1,6-bisphosphatase (FBPase) deficiency is an autosomal recessive inherited 
disorder caused by mutations of the fructose-1,6-bisphosphatase 1 (FBP1) gene and it may 
cause sudden unexpected infant death resulted from hypoglycemia and lactic acidosis. 
Methods We describe a male patient with typical FBPase deficiency who presented with status 
epilepticus and was mistreated with levetiracetam. 
Results Genetic analyses of the family members revealed that the proband had a compound 
heterozygote for the 704delC and 959dupG, which were inherited from his carrier parents. His 
father and mother had heterozygous 704delC and 959dupG mutations respectively, without any 
symptoms of hypoglycemia. After genetic diagnosis, the patient was proposed to avoid prolonged 
fasting and to use of fructose-free foods and finally withdrawn antiepileptic drugs. There had been 
no seizures during follow up and his language and motor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progressed.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746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report a new case of molecular diagnosis of FBPase deficiency 
and provide evidence that impaired FBPase activity may be caused by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he FBP1 gene. 
 
 
PO-0470 

抗 Ri 抗体阳性眼阵挛-肌阵挛综合征 1 例 
 

于涛,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科 1 例抗 Ri 抗体阳性眼阵挛-肌阵挛综合征,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认识。 
 
 
PO-0471 

无 PAFAH1B1 基因缺失的 Miller-Dieker 综合征 1 例 
 

滕紫藤,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对 Miller-Dieker 综合征的患儿进行头部影像学,脑电图及基因学相关辅助检查分析,进一步了解

Miller-Dieker 综合征部分基因缺失的表型。以更好的进行诊断及个体化治疗。 
方法 Miller-Dieker 综合征的患儿进行头部影像学,脑电图及基因学相关辅助检查分析。 
结果 本例患儿存在生长缓慢,骨化中心完善不全的症状。可能与长骨发育不全相关[5]的 BHLHA9 基

因相关;但患儿存在的性腺发育不良及激素水平低,为国际上未曾报道的 MDS 疾病表型。患儿缺失

的 PRPF8 基因目前报道均为与常染色体显性色素性视网膜炎相关,但患儿目前未出现此症状。 
结论 传统认为 PAFAH1B1 基因为 MDS 疾病的关键基因,存在此缺失患儿多早夭的观点需要改正,且
17p13.3 区段基因缺失可导致多种表型,临床上对于合并出现多个 MDS 典型表型的年长儿可行基因

检测,以更好的治疗和诊断预后。 
 
 
PO-0472 

L-2-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report of a Chinese boy 
presenting as  febrile seizure 

 
Zhang Min1,2,3,Guo Yi1,2,3,Jiang Li1,2,3 

1.Department of Neur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Disorders, Chongqing, China 400014 

2.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s, Chongqing, China 
3.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Transl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in Cognitive Department and Learning and 
Memory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and 

Disorders, Chongqing, China 
 
 

Objective L-2-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is a rare 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 with autosomal 
recessive inheritance, caused by the gene mutation of L-2-hydroxyglutarate dehydrogenase 
enzyme. Here we present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nd gene mutation of a boy with L-2-
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as to help the daignosis of L-2-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and to expand 
the mutation spectrum of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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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collected all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 little boy with L-2-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and did a 14-month follow-up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efficacy.   
Results (1) During L-2-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there can only be febrile seizure and suspected 
psychomotor retardation.(2) Both the c.1199G>A(p.G400D) in the exon 10 and 
c.1010G>T(p.G337V) in the exon 8, which have not been reported as a novel mutation 
before, are probably to be pathogenic.(3) Combination treatment of Vitamin B2 and L-carnitine 
can prevent deterioration of L-2-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Conclusions (1)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can be non-specific for the diagnosis of 2-
hydroxyglutaric aciduria, but increased 2-hydroxyglutaric acid in the urinary or blood organic acid 
screening, combined with symmetrical and extensive abnormal signals in the the brain MRI, can 
arouse suspicion of the diagnosis of L-2-HGA. And the gene test identifies the 
mutation.(2)Vitamin B2, L-carnitine, or 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 are especially efficient in mild 
phenotype of L-2-HGA, but for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henotype, there are still more to explore.  
 
 
PO-0473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并脑白质病变一例 
 

杨凤华,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 X 染色体隐性遗传性代谢缺陷病。 
 
 
 
PO-0474 

以肾病综合征为首发的儿童结节性硬化症病例报道及文献分析 
 

杨益梅,代艳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总结一例以肾病综合征为首发的儿童结节性硬化症患者临床特点。 
方法 患儿男,13 岁,因“咳嗽伴间断发热 13 天,双下肢水肿 12 天”入院,咳嗽发热,解泡沫尿,双下肢､ 眼
睑凹陷性水肿。面部鼻旁两侧呈蝶形分布的黄红色丘疹,直径 1-4mm,无融合;腰骶部可见微隆起的柔

软的表面凹凸不平的鲨鱼皮样斑块;躯干､ 双下肢皮肤可见散在大小不等的椭圆形的色素脱失斑,
大约 4.5cm×2cm。肝､ 脾､ 淋巴结未触及,肾区无叩痛,心､ 肺未见异常,NS(-)。尿蛋白 3+,血清白

蛋白 23.5g/L,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900mg/24h,补体 C3 1.62g/L,ASO 262IU/ml。泌尿系 B 超未见异

常。头颅 MRI:双侧脑室体部室管膜下多发结节及双侧额叶､ 枕叶及右侧颞叶皮层区多发异常信号

影。已行基因检查结果未回。家族中患者父亲有类似面部纤维瘤､ 色素脱失斑皮疹､ 趾甲周纤维

瘤。 
结果 予卧床休息,抗感染,护肾､ 抗凝等处理,患儿临床症状缓解,尿量正常,尿蛋白转阴,血清白蛋白升

高至 26g/L。随诊 1 月无再发水肿。 
结论 儿童结节性硬化症为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世界各地均有散发,可侵犯多系统､ 器官,大部

分以神经系统病变为首发症状,较少以肾病综合征为首发,易误诊为单纯性肾病,临床上对肾病综合征

临床表现患儿需积极寻找原发因素。该病治疗上以休息､ 抗感染､ 护肾治疗为主。需定期随访观察,
其有发展为肾血管平滑机瘤､ 多囊肾､ 肾脏肿瘤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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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75 

小儿塑形性支气管炎 1 例病史特点和文献分析 
 

杨益梅,代艳,温志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小儿塑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表现､ 肺部影像学､ 病理分析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以 1 例就诊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塑形性支气管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收集其

临床特点及实验室资料,门诊随诊出院后疗效。 
结果 本例塑形性支气管炎儿童以咳嗽､ 气喘为主要临床表现,胸部 X 线片为肺部感染､ 肺不张,病理

检查结果为大量退变的嗜酸性粒细胞。 
结论 本病在临床上罕见,对以咳嗽､ 气喘为主要表现的患者,且病程中可咳出条状物,若高度怀疑此病,
呼吸机及雾化平喘治疗症状改善不明显,需及时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支气管镜下或手术钳出治疗 
 
 
PO-0476 

Prader -Willi 综合征 1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吴琼,王华,于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观察并分析 1 例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分子遗传学基础,提高临床医

生对本病诊治的认识。 
方法 对 Prader-Willi 综合征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文献复习。  
结果 根据临床特点及分子遗传学检测,确诊该病儿为 Prader-Willi 综合征。 
结论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是一种邻近基因微缺失的综合征,其主要临床特征为肌张力低下､ 智

能减退､ 性腺发育不良和肥胖,其临床特征随年龄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PWS 不仅依据临床特征,还必

须进一步作细胞染色体分析和分子遗传学检查。应尽早发现,以期得到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 
 
 
PO-0477 

3 例幼年型皮肌炎的临床特点及诊断分析 
 

杨曼琼,谭钰嫔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幼年型皮肌炎目前在国内外文献中的病例报道不多。本文着重研究其临床特点及诊断分析,以
进一步认识该病。 
方法 儿童皮肌炎发病的高峰年龄大多为 5~15 岁,回顾性分析 3 例婴幼儿阶段发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总结其临床表现､ 血清肌酶学､ 肌电图､ 肌肉病理的特点。 
结果 该病主要临床表现有肌无力及各种皮疹､ 多脏器损害､ CK 等血清肌酶增高,肌电图呈肌源性损

害。 
结论 详细体格检查,注意重要辅助检查,充分结合临床表现,既要考虑该年龄段的多发病,也要想到发

病率较低的幼年型皮肌炎,早期诊断,减少误诊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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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78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一例 
 

曹庆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的临床特征和 ATM 的基因表达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 
结果 8 岁女孩,双上肢不自主抖动伴行走不稳 5 年就诊,查体:无法独立行走,皮肤粗糙,头发黄,面颊部

可见毛细血管扩张,眼球结膜可见毛细血管扩张,指鼻实验不准,昂伯氏征阳性,构音障碍,四肢肌力及

肌张力均有减低,膝腱反射及跟腱反射减弱。头部 MRI 可见小脑萎缩。基因检测有复合杂合改变。 
结论 AT 临床特点为儿童时期起病的进行性小脑性共济失调,皮肤､ 眼的毛细血管扩张,免疫缺陷导

致反复感染,发现新的复合杂合突变。 
 
 
PO-0479 

A Single Nucleotide Transitions in 5' Untranslated Region 
of TNFRSF11A Leading to Clinical Findings of 

Osteopetrosis Overlapping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in a 
Male Infant  

 
chen tianping,Qu Lijun,Wang Jian,Wang Min,Wang Chengjun,Xu Ze,Li Yan,Cheng Jie 

Anhui Provincial Children's Hospital & Affiliated Children 's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51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port was to review application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in the diagnosis of pediatric genetic diseases.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identified pathogenicity genes of Osteopetrosis and the candidate 
genes related to inherited platelet disorders(IPD) using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and DNA 
sequence analysis.Briefly, the sheared genomic DNA, sheared by sonication, was then 
hybridized with a NimbleGen probe capture array. The array covered about 400 genes including 
all the Thrombocytopenia and Osteopetrosis related genes from OMIM database 
(http://www.omim.org)(Joy Orient, China). The libraries were first tested for enrichment by qPCR 
and for size distribution and concentration using the Agilent Bioanalyzer 2100. The samples were 
then sequenced on an Illumina Hiseq2500. Raw image files were processed by the 
BclToFastq(Illumina)for base calling and the raw data generating. Sanger sequencing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mutation in WAS and TNFRSF11A gene of proband.  
Results We report clinical and molecular genetics investigations on an infant patient with 
persistent thrombocytopenia and prolonged fever. Considering his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typical radiological skeletal features, we analyzed the identified pathogenicity genes of 
Osteopetrosis and the candidate genes related to inherited platelet disorders(IPD)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and DNA sequence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patient had a de novo single nucleotide transitions in the 5' untranslated region of 
TNFRSF11A, c.-45A>G, lead to clinical findings of Osteopetrosis. Meanwhile, a hemizygous 
transition mutation in WAS gene, c.400G>A diagnosed the infant with WAS.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clinical report for the diagnosis of autosomal recessive 
Osteopetrosis and of X-linked recessive WAS in a singl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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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0 

Analysis of genetic mutations in a Chinese patient affected 
with Treacher-Collins Syndrome 

 
HUANG HUI,YU YANG,WU XIAN,DUAN JUNKAI,LI HONG,YI LIJUN,FU JINGJING,Guo Zhi'bin,Le Ping 

Jiangxi Provincial Children's Hospital 330006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ct potential mutation of TCOF1 gene in a Chinese 
family affected with Treacher Collins syndrome. 
Methods Patient with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arents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analysis 
included medical histories, clinical analysis, and genetic tests. The TCOF1 gene was sequenced 
to identify the pathogenic mut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CS by PCR and Sanger. 
Results A novel mutation c.2261ins G(p.E95X) of the TCOF1 gene was found in the patient, but 
not in his parents. The same mutations were not found among 100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s A novel TCOF1 c.2261ins G(p.E95X) mutation can be a cause of TCS in Chinese. 
We think that genetic studies to may assist in making TCS diagnosis and providing the consultant 
for their families.The novel mutations have enriched the mutation spectrum of the TCOF1 gene. 
 
 
PO-0481 

儿童 ENG 基因突变相关性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赵应月,聂意军,龙兴江 

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6 
 
 

目的 报告 1 例儿童 ENG 基因突变相关性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临床诊断过程,复习文献,
了解 ENG 基因突变与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关系。 
方法 总结､ 分析病例的临床､ 胸部及头颅影像学､ 基因检测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1)病例资料:患儿,女,3 岁 6 月,因头痛伴呕吐 2 天余入院,既往体检。入院查体:        生命征平

稳,神清,能交流,无贫血貌,口唇无紫绀,未见吸气性三凹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左侧肩

胛骨下缘可闻及 3/6 级收缩期杂音,未见杵状指(趾)。病原学检查阴性,多次血气分析提示低氧血症,2
次胸胸片示心影未见异常,左下肺可见密度增高影;腹部 B彩超､ 心脏彩超未见异常;颅脑 CT 血管造

影示 1.左侧枕叶动静脉畸形并脑出血(出血量约为 30ML)。2.顶部大脑镰右旁结节状明显强化影,脑
血管畸形可能;肺动脉 CT 血管造影示 1.考虑左肺下叶肺动静脉畸形。2.左肺上叶舌段少量炎症。血

管畸形基因检测提示 ENG 基因 c.1687delG 杂合突变。(2)复习文献:1 篇文章报道成人遗传性出血

性毛细血管扩张症Ⅰ型患者携带 ENG 基因 c.1687delG 突变,无相关儿童病例报告;遗传性出血性毛

细血管扩张症Ⅰ型多合并肺动静脉畸形､ 脑动静脉畸形的脏器血管畸形,但同时合并肺动静脉畸形

和脑动静脉畸形的病例少见。 
结论 (1)初步诊断 1 例与 ENG 基因 c.1687delG 突变相关性的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Ⅰ型病

例。(2)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Ⅰ型同时合并肺动静脉畸形和脑动静脉畸形的病例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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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2 

Sanger 测序､ CGH 芯片和荧光定量 PCR 技术联合检测 ATP7B
基因致病性变异 

 
许焱婷,任杰,沈梦婷,谭必姿,耿娟,郑昭璟 

杭州中翰金诺医学检验所 311188 
 
 

目的 肝豆状核变性(Wilson disease, WD)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98%的 WD 由

ATP7B 双等位基因点突变或小插入/缺失所致,极少数 WD 由 ATP7B 的拷贝数变异(CNV)所致。本

研究中先证者为一 8 岁女孩,主要临床表现为肝脏损害､ 角膜 K-F 环及血清铜蓝蛋白下降,临床特征

支持 WD,其父母及哥哥表型均正常。本研究旨在通过综合运用多种分子诊断方法明确该家系

ATP7B 基因的致病变异类型及来源,为疾病的诊断及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先证者､ 及其父母和哥哥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 Sanger 测序检测该家系四人

ATP7B 基因 21 个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的点突变及小片段插入/缺失,利用 Postnatal Research 
4x180K CGH 芯片(Agilent)检测先证者 ATP7B 基因的 CNV,并通过荧光定量 PCR 技术(quantitative 
PCR, qPCR)验证该家系中另外三人 ATP7B 基因的拷贝数情况。 
结果 ATP7B 基因 21 个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的测序结果显示,先证者仅携带一个已知致病性杂合变

异(c.2668G>A, p.V890M),该变异遗传自母亲。观察先证者家系 ATP7B 基因的测序结果后,发现母

亲还携带 5 个常见的 SNP 位点变异,包括 rs1801243G､  rs1801244C､ rs1061472G､ rs732774A
及 rs1801249C,5 个变异均为杂合状态。而父亲及哥哥也携带这 5 个变异,所不同的是其中两个变异

rs1801243G 及 rs1801244C 为纯合状态。先证者以上 5 个 SNP 均为野生型。通过 HapMap 数据

库的查询,发现这 5 个 SNP 属于中国北京汉族人群单倍型的标签 SNP。由此推测,先证者父亲及哥

哥可能存在 ATP7B 基因的微缺失,缺失区域包括 rs1801243 及 rs1801244。先证者高分辨 CGH 芯

片检测结果显示,先证者 ATP7B 基因存在大小约 4kb 的杂合缺失,包含 2､ 3 号外显子,正好覆盖

rs1801243 及 rs1801244。该 CNV 尚未见任何报道,人群数据库 DGV 中也没有收录。结合已有文

献报道,我们判断该变异为可能致病性变异。qPCR 技术验证结果表明,先证者父亲及哥哥 ATP7B 基

因 2､ 3 号外显子的拷贝数约为正常对照的 1/2,提示二人携带该片段的杂合性缺失;母亲结果无异

常。综上,先证者同时携带母源性致病性变异(c.2668G>A)和父源性致病性 CNV(2､ 3 号外显子缺

失),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的遗传模式;哥哥仅携带父源性 CNV。 
结论 本研究通过联合使用 Sanger 测序､ CGH 芯片及 qPCR 技术对先证者家系进行了 WD 的分子

诊断,同时发现了一个新的 ATP7B 基因致病性 CNV,丰富了 ATP7B 基因的突变谱。以上研究表明,
疾病表型-基因型关联分析及多种分子诊断技术的联合使用可有效提高遗传病/罕见病的诊断效率。 
 
 
PO-0483 

先天性结核 1 例诊治体会 
 

卢星辰,樊蕊,张志红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先天性结核的诊断与治疗,减少误诊､ 漏诊。 
方法 分享一例先天性结核的诊治过程。 
结果 先天性结核的临床表现不同于其他病原体感染,也不同于成人常见的结核感染。 
结论 先天性结核多由孕期全身播散性结核感染的母亲经胎盘垂直传播,也可因吞咽被感染的生殖器

污染的羊水引起,多于生后或生后 2 周起病,起病前五明显表现,起兵后肺部感染症状进展快,容易引起

呼吸衰竭,及时诊断及治疗可减少病死率。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752 
 

PO-0484 

儿童 ENG 基因突变相关性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 
扩张症 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赵应月,聂意军,龙兴江 

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6 
 
 

目的 报告 1 例儿童 ENG 基因突变相关性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临床诊断过程,复习文献,
了解 ENG 基因突变与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关系。 
方法 总结､ 分析病例的临床､ 胸部及头颅影像学､ 基因检测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1)病例资料:患儿,女,3 岁 6 月,因头痛伴呕吐 2 天余入院,既往体检。入院查体:        生命征平

稳,神清,能交流,无贫血貌,口唇无紫绀,未见吸气性三凹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左侧肩

胛骨下缘可闻及 3/6 级收缩期杂音,未见杵状指(趾)。病原学检查阴性,多次血气分析提示低氧血症,2
次胸胸片示心影未见异常,左下肺可见密度增高影;腹部 B彩超､ 心脏彩超未见异常;颅脑 CT 血管造

影示 1.左侧枕叶动静脉畸形并脑出血(出血量约为 30ML)。2.顶部大脑镰右旁结节状明显强化影,脑
血管畸形可能;肺动脉 CT 血管造影示 1.考虑左肺下叶肺动静脉畸形。2.左肺上叶舌段少量炎症。血

管畸形基因检测提示 ENG 基因 c.1687delG 杂合突变。(2)复习文献:1 篇文章报道成人遗传性出血

性毛细血管扩张症Ⅰ型患者携带 ENG 基因 c.1687delG 突变,无相关儿童病例报告;遗传性出血性毛

细血管扩张症Ⅰ型多合并肺动静脉畸形､ 脑动静脉畸形的脏器血管畸形,但同时合并肺动静脉畸形

和脑动静脉畸形的病例少见。 
结论 (1)初步诊断 1 例与 ENG 基因 c.1687delG 突变相关性的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Ⅰ型病

例。(2)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Ⅰ型同时合并肺动静脉畸形和脑动静脉畸形的病例少见。 
 
 
PO-0485 

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难治性喘息中的应 
 

孟燕妮,陈艳萍,李秀龙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对我院 125 例难治性喘息患儿行纤支镜检查,以积极寻求病因及探讨其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门诊和住院部因难治性喘息而行纤支镜检查的患儿的资料。 
结果 125 例患儿经纤支镜检查发现,呼吸道异常包括喉软骨软化 40例､ 会厌囊肿 4例､ 声门下不规

则瘢痕形成 3例､ 先天性喉蹼､ 声门闭合不全各 2例､ 声门下新生物 1 例。气管-支气管异常包括

气管软化 32例､ 气管上段乳头状瘤 1 例,气管和局部支气管狭窄 34 例,气管､ 支气管异物 23 例;气
管性支气管 3 例,支气管桥 2 例;气管食管瘘 1 例。纤支镜检查 常见的并发症是低氧血症､ 心率一

过性下降,9 例患儿出现术后发热。 
结论 纤支管镜检查可以发现呼吸道畸形,只要给予充分准备,支气管镜由操作熟练人员进行,纤支镜术

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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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6 

鼻内滴注 miR-410 减轻哮喘小鼠气道炎症机制研究 
 

金蓉,胡素娟,林荣军,刘小梅,路玲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0 

 
 

目的 探讨 miR-410 在哮喘小鼠气道炎症中的表达及作用。 
方法 选取 32 只 4-6 周的健康雌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 4 组,即正常对照组､ OVA 组､ OVA+ 
miR-410､ OVA+control-miR。用卵清白蛋白腹腔注射致敏大鼠,两周后用卵清白蛋白雾化吸入激

发。对照组以 PBS 代替卵清白蛋白腹腔注射。模型建立后,进行肺泡灌洗,分离肺组织。应用 Target 
Micro 软件预测 miR-410 靶基因位点。RT-PCR 法检测 miR-410 在各组肺组织内的表达。BALF 进

行总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计数。HE 染色观察肺部炎症细胞浸润情况。ELISA 法测定肺泡灌洗液中

IL-4､ IL-13､ IL-5 含量。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学 ANOVA 分析。 
结果 1.分子生物学软件计算发现,miR-410 与 IL-13､ IL-4 mRNA 存在靶向结合位点。2.哮喘模型组

与正常组肺组织 miR-410 表达水平:哮喘模型组小鼠肺组织 miR410 表达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3､
BALF 细胞计数:OVA 哮喘模型组较正常对照组 BALF 细胞总数､ 嗜酸性粒细胞数明显升高;OVA+ 
miR-410 组与 OVA 组相比,细胞总数､ 嗜酸性粒细胞数明显降低; OVA+control-miR 组与 OVA 组相

当。4､ 肺组织病理:OVA 哮喘模型组较正常对照组炎症细胞浸润明显;OVA+ miR-410 组与 OVA 组

相比,炎症细胞浸润有减轻; OVA+control-miR 组与 OVA 组相当。5. BALF 中 IL-13､ IL-4､ IL-5 含

量:OVA 哮喘模型组较正常对照组 BALF IL-13､ IL-4､ IL-5 明显升高;OVA+ miR-410 组与 OVA 组

相比, IL-13､ IL-4 含量明显降低,IL-5 含量未见明显改变;OVA+control-miR 组与 OVA 组 IL-13､ IL-4
､ IL-5 相当。 
结论 OVA 诱导的哮喘模型中,miR-410 表达水平降低;过表达 miR-410 可抑制 IL-13､ IL-4 表达减轻

哮喘模型气道炎症;提示 miR-410 可能抑制了哮喘的发病过程。 
 
 
PO-0487 

Antitussive effects of chocolate in mice and guinea pigs of 
chemical stimulation-induced cough 

 
Liu Yuesheng,Xiao Yanfe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04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ntitussiv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hocolate with the method of 
classical chemical stimulation-induced cough experiment in mice and guinea pigs. 
Methods  The mice cough model induced by ammonia water and sulfur dioxide was developed to 
evaluate the antitussive effect. Qualified mice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normal saline group, codeine group (25 mg·kg-1), chocolate high dose group 
(30g·kg-1), chocolate medium dose group(20g·kg-1) and chocolate low dose group (10g·kg-1). The 
number of cough in two minutes and the latent period of cough were recorded after the cough 
was induced. The guinea pigs cough model induced by citric acid was developed to evaluate the 
antitussive effect. Qualified guinea pig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normal saline group, codeine group (15mg·kg-1), chocolate high dose group 
(16g·kg-1), chocolate medium dose group (8g·kg-1) and chocolate low dose group (4g·kg-1). The 
number of cough in five minutes and the latent period of cough were recorded after the cough 
was induced to investigate the antitussive effects of chocolate. The contents of TNF-α, IL-6 in the 
serum were (respectively) measured by ELISA; after H-E staining, the path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lung tissue were observed with Light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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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saline group ,chocolate of medium and high dose can reduce 
the times of cough induced by ammonia water and sulfur dioxide in mice (P<0.05), and by citric 
acid in guinea pigs (P<0.01).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saline group ,chocolate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extending the latent period of cough induced by citric acid in guinea pigs (P<0.05). 
Chocolate at high dose could decrease the levels of TNF-α, IL-6 in the serum of mice (P<0.05). It 
was found that in chocolate treatment group reaction of lung tissue was improved in varying 
degrees. 
Conclusions Chocolate suppressed classical chemical stimulation-induced cough in mice and 
guinea pigs. And chocolate has to be taken in certain doses to produce the antitussive effect 
remarkably. This effect was accompanied by inhibiting inflammation in the lung tissue. 
 
 
PO-0488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used by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in Beijing, China, 2007-2016 
 

Ding Qin,Xie Zhengde,Zhu Yun,Shen Kunli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100045 

 
 

Objective To Comparison of clinical feature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used by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in,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eeze and different type of infection. 
Methods From March 2007 to February 2016,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LRTIs who presented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or were admitted to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r intensive care uni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were recruited. ALRTIs were defined as the presence of signs and symptoms 
of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nd lower respiratory signs.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or throat swab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in virus transport media from each patient. The respiratory viral agents, 
including PIV type1–4, IFV, RSV, HRV, EV, HCoV-229E, HCoV-NL63, HCoV-HKU1,and HCoV-
OC43 HMPV, HBoV and HAdV was determined by multiplex RT-PCR, single RT-PCR, or PCR 
assays. Clinical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recorded by careful analysis of patient medical files, 
using a predefined Microsoft Excel spreadsheet. Patients’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radiologic 
finding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In total, 111cases of ALRTIs patients were positive for single RSV, 26 cases were 
detected with single HRV and 46 cases co-infected with both RSV and HRV.  Children from 
single RSV group were younger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RSV-HRV:p=0.001,RSV-CO:p=0.005), 
both single RSV and co-infected groups needed more oxygen therapy compared to single HRV 
infected group. When come to the temperature, co-infected group had higher temperature than 
single RSV infected cases(p=0.004) and was more likely to causing respiratory 
failure(p=0.019).In terms of diagnosis, the rate of co-infection group be diagnosed with capillary 
bronchitis was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On the rate of wheez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only 
found between single HRV infection and co-infection groups (P=0.040), no difference between 
other groups. 
Conclusions Some parts of the clinical features were similar in the three groups, but there still 
h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mean age, body temperature, respiratory failure incidence and oxygen 
demand. Children who were infected with RSV were younger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both of 
single infection with RSV group and co-infection group needed more oxygen therapy. Children 
with simultaneous RSV and HRV infections were prone to higher temperature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Meanwhile, the dual infection of RSV and HRV cases were inclined to be continuous 
wheezing, but have no similar findings between oth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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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9 

Clinical analysis of retropharyngeal abscess in children. 
 

POONIT Neha Devi1,Li Fang1,Fan Chen1,Jing Lin1,Fang Fang Hong1,Xiao Hong Cai1, Zhi Jie LI1,Yang Yang 
ZHOU1, Li Ya CHEN1,Yi Yu CHEN1,Qiang Wei XIANG1,Hong Fang Mei2,Li Yan NI3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Zhejiang, PR China. 
3.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109 Xueyuan western Road, Wenzhou, Zhejiang 325027, PR China 
 
 

Objective To enhance the clinician’s awareness of retropharyngeal abscess (RPA) by discuss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management approach in the diagnosis of 
retropharyngeal absces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was conducted on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RPA during the 
period April 1999 to May 2016. Their demographics, presentations, radiology, etiology, 
bacteriology, hospital stay, complications, reasons for mis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A total of 34 children were admitted from April 1999 to May 2016. The majority of the 
children were below 3 years old (66.7%), and the misdiagnosis rate was up to 61.8%. The 
presenting symptoms included sore throat, neck stiffness, fever, odynophagia, neck swelling, 
stridor, hoarseness, new-onset snoring and dyspnea. Three-dimensional computed tomographic 
scan was preferred for radiological diagnosis.  Staphylococcus aureus was the most common 
organism found on culture (61%). Early surgical drainage, combined with systemic antibiotics 
treatment was the main effective method. 
Conclusions Three dimensional CT scan was the examination of choice for the diagnosis of 
retropharyngeal absces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should be followed-up by imaging in the 
absence of improvement within 24 to 48 hours. Antibiotics chosen should cover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s causing the RPA. It is easily misdiagnosed;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increase awareness of practitioners for a prompt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PO-0490 

苏州地区喘息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与临床特征相关性分析 
 

董贺婷,季伟,陈正荣,严永东,黄莉,王美娟,张新星,顾文婧,蒋吴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6 

 
 

目的 研究喘息性疾病患儿病原感染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为临床合理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连续五年间在我院呼吸科因急性呼吸道感染同时伴有喘息

(包括有喘息症状,或体格检查中肺部可闻及喘鸣音或哮鸣音)及完善痰多病原学检测的住院患儿临床

资料,分析喘息性疾病患儿病原感染与年龄､ 季节及住院天数的相关性 
结果 临床有喘息表现的 2824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72.5%在呼吸道分泌物中可检出病原微生物。其

中病毒感染为 49.36%,细菌感染为 31.83%,肺炎支原体感染为 11.86%。病毒感染引起喘息的年龄

群主要集中在<6 月及~1 岁组,细菌是引起喘息的第二位病原体,也是 1 岁以上喘息患儿第一位病原,
主要是 SP 感染,第三位病原体为 MP,感染率在 1 岁以上喘息患儿中随年龄增长有上升趋势,小年龄

组容易出现混合感染,3 岁以内多为细菌､ 病毒混合感染,3 岁以后出现多重细菌混合感染。不同年龄

喘息患儿病原感染在四季中是不同的,<6 月组春秋冬季 RSV 感染为主,夏季以 HRV 感染为主;~1 岁

组春秋冬季 RSV 感染为主,夏季 SP 感染为主;~3 岁组春夏季以 SP 感染为主,秋季以 MP 感染为主,
冬季以 RSV 感染为主;~5 岁组春季以 SP､ MP 感染为主,夏秋季 MP 检出率分别是 31.43%及

23.44%,冬季 SP 检出率是 41.67%;>5 岁组春季 HRV､ MP､ SP 检出率均为 18.18%,夏季 MP､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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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均为 20.83%,秋冬季 SP 检出率分别为 21.43%及 29.63%。各个病原感染率一年四季不

同,RSV 在冬季检出率 高,HRV 主要在夏季检出,HBoV 秋季检出率 高,MP 夏秋季检出率高,SP 冬

季检出率 高。平均住院天数在未检出病原体病例中为 7.39±2.36 天,检出单病原的为 7.88±2.57 天

､ 2 种病原的 7.95±2.41 天及≥3 种病原的 8.56±3.39 天。单纯细菌感染组平均住院天数为

7.50±2.44 天,单纯 MP 感染为 7.96±2.61 天,单纯病毒感染为 8.04±2.61 天。混合感染中,≥2 种细菌

混合感染为 7.57±2.27 天,≥2 种病毒混合感染组 8.70±2.97 天,细菌混合病毒 7.86±2.34 天,病毒､

细菌､ MP 混合感染 8.60±4.35 天 
结论 病毒､ 细菌及 MP 感染都可以导致儿童喘息性疾病,细菌特别是 SP 也是引起喘息的主要病原

之一。病毒感染引起 1 岁以内儿童喘息,细菌是引起 1 岁以上儿童喘息的第一位病原体,MP 在 1 岁

以上喘息患儿中检出率随年龄增长有上升趋势。RSV 在冬季检出率 高,HRV 主要在夏季检

出,HBoV 秋季检出率 高,MP 夏秋季检出率高,SP 冬季检出率 
高。平均住院天数长短与病原体检出有一定关系,需要住院治疗时间越长多重感染可能性越大,小

年龄组容易出现混合感染 
 
 
PO-0491 

三七总皂苷 R1 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 高反应性 
及粘液分泌的影响 

 
邹文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三七总皂苷 R1 对支气管哮喘小鼠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及气道粘液分泌的影响。 
方法 将 48 只三代以上脱敏饮食的 6 周龄雌性 C57bl/6小鼠随机分为阴性对照组､ 哮喘组､ 地塞米

松治疗组以及三七皂苷 R1(Panax Notoginseng Saponins R1,PNS)治疗组。哮喘组小鼠在第 0､ 14
天分别腹腔注射 0.2 mL 致敏液[20 μg OVA, 100 μL 生理盐水,100 μL Al(OH)3]致敏,在第 21~27 天

用 1.5%OVA 溶液雾化,对照组小鼠在同样时间给予同剂量的生理盐水,治疗组在第 25~27 天雾化前

0.5 h 分别腹腔注射 5 mg/kg 地塞米松溶液 0.2 mL 以及 15 mg/kg 三七总皂苷 R1 溶液。于末次雾

化后 24 h 内对每组 6 只小鼠进行有创肺功能检测气道阻力,其余 6 只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观察气道

炎症情况,HE 染色观察肺部病理改变,PAS 糖原染色观察气道黏液分泌情况,免疫组织化学法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肺组织中 TNF-α 蛋白表达情况,ELISA 检测血清 IgE 以及肺泡灌洗液中 IL-4,IL-
13,IL-10 和 INF-γ 含量。 
结果 PNS 治疗组与哮喘组相比气道炎症明显减轻,包括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总细胞数､ 嗜酸性粒细

胞数以及中性粒细胞数量均明显减少(P<0.05),肺组织中 TNF-α 蛋白表达也明显减少(P<0.05),而与

对照组和地塞米松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NS 治疗组气道通气阻力(Lung Resistance, LR)在发浓度

为 25 mg/mL 时较哮喘组明显降低(P<0.05),在激发浓度为 50 mg/mL 时较哮喘组也明显降低

(P<0.05)。PNS 治疗组气道粘液分泌较哮喘组相比也有明显减少(P<0.05)。PNS 治疗组血清中总

IgE 含量与哮喘组相比有明显差异(P<0.05),而与对照组和地塞米松治疗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NS 治疗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上清中 IL-4,IL-13,IL-10 含量与哮喘组相比均有明显减少,但 INF-γ 含

量无明显差异。 
结论 三七总皂苷 R1 可以有效的改善哮喘小鼠的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以及气道粘液的分泌,并从

一定程度上减轻哮喘过敏反应以及减少 TH2 细胞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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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92 

配体-腺苷 A2a 受体-PKC-KATP 通路在间歇性低氧致 
PC12 细胞损伤中的作用 

 
陈帆,陈利亚,方励,张依纯,林晶 

温州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OSAHS) 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对儿童的神经发育及功能

有着严重的影响。但 OSAHS 引起神经系统损伤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OSAHS 的主要生理病理机

制是间歇性低氧,在这种环境下,腺苷堆积并激活腺苷 A2a 受体,引起下游 PKC 和 KATP 表达量改变,
对细胞生理功能产生影响,然而关于这条通路在间歇低氧下与神经元损伤的相关研究较少。本实验

通过在体外构建的间歇性低氧细胞模型中激动腺苷 A2a 受体,探索 A2a-PKC-KATP 对神经元损伤的

影响。 
方法 PC12 细胞随机分为 8 组:A2a 激动剂组(CGS21680),A2a 抑制剂组(SCH58261),PKC 抑制剂

组(CHE),溶剂对照组(DMSO),间歇性低氧组(IH),持续低氧组(SH),空气模拟对照组(AC),正常对照组

(Control)。将 CGS21680 组,SCH58261 组,CHE 组,DMSO 组和 IH 组给予 5%氧气 60 分钟和 20%
氧气 30 分钟处理,循环 6 次,共 9 小时;SH 组细胞以 5%氧气处理 6 小时;AC 组细胞放置于空气模拟

氧舱内处理 9 小时;Control 组细胞正常培养 9 小时。造模结束后,光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并通过 MTT
法检测各组细胞存活率,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胞 PKC 以及 Caspase3 和 Cleaved-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量,采用 rt-qPCR 和细胞免疫荧光法检测细胞的 KATP 通道的两种亚基 Kir6.2
和 SUR1 的 mRNA 表达量。 
结果 CGS21680 组,SCH58261 组,CHE 组,DMSO 组,IH 组,SH 组细胞都有明显的损伤,Control 组和

AC 组细胞正常。MTT 实验结果显示 IH 组相比,CGS21680 组细胞活性下降,SCH58261 组和 CHE
组的细胞生存率升高,可证明体外模型成功。 与 IH 组相比,CGS21680 组的 PKC 和 Cleaved-
Caspase3 蛋白的表达量上调,SCH58261 组表达量下调,CHE 组的 PKC 表达下降(P<0.05)。与 IH
相比,CGS21680 组的 KATP 亚基 Kir6.2 mRNA 达量上调(P<0.05),而 SUR1 的表达无明显变化

(P>0.05),SCH58261 组和 CHE 组的 Kir6.2 和 SUR1 表达量均下调。 
结论 间歇性低氧 PC12 神经元的损伤机制是通过配体-腺苷 A2a 受体-PKC-KATP 通路

诱导的作用。 
 
 
PO-0493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人 β 防御素 3 水平检测及意义 
 

王秀芳,宋哲,胡文洁,宋丽,李伟霞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自 2001 年日本学者首次报道了 MP 耐药菌株以来,世界各地,如欧洲､ 美国､ 东南亚､ 韩国及

我国的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等地区也都有较高的 MP 耐药菌株感染率的发生,有研究显示北京

MP 耐药株感染率 高为 98%。本文从探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e,RMPP)患儿肺泡灌洗液(Bronchoc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 血浆中人 β 防御素

3(hβD-3)水平的变化及与血清 LDH 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意义,希望能够找到有效预测及治疗 RMPP 的

方法及药物。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确诊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MPP)行支

气管镜肺泡灌洗术的住院患儿 63 例( 男 33 例,女 30 例 ),63 例患儿均行静脉血 MP-IgM 等检测及痰

液､ 血液细菌培养;所有患儿在应用阿奇霉素治疗的同时,经患儿家属知情同意于 MPP 急性期(病程

<1 个月)行支气管镜检查及治疗,根据 RMPP 诊断标准将 MPP 分为 RMPP 组 28 例和普通 MPP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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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例,均留取 BALF､ 血液标本。记录患儿性别､ 发病年龄､ 发病时间,记录患儿血清 LDH 水平,用
ELISA 法测定 BALF､ 血浆中 hβD-3 水平。 
结果 RMPP 组 BALF 及血浆中 hβD-3 水平均低于普通 MPP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

血清 LDH 水平变化不同,RMPP 组较普通 MPP 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RMPP 组 BALF
及血浆 hβD-3 水平分别与血清 LDH 水平成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A=-0.868,rB=-0.918;MPP 组

BALF 及血浆 hβD-3 水平均与血清 LDH 水平无明显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rA=0.015,rB=0.045。 
结论 hβD-3 及 LDH 水平与 MPP 严重程度有关,RMPP 患儿 hβD-3水平降低､ LDH 水平升高。

hβD-3 水平降低可能与 RMPP 发病有关。提示我们可以提高 MPP 患儿气道局部 hβD-3 水平,来控

制原发感染,并减少合并感染的发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随着耐药 MP 菌株的出现,迫使人类要发现

新的能够替代抗生素的抗菌药物,hβD-3 可能是潜在的新型抗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活性药物分子。 
 
 
PO-0494 

肺炎支原体基因拷贝量与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相关性探讨 
 

曾丽娥
1,陈琅

2,周凤华
1,郑敬阳

1,陈琼华
1 

1.福建医科大学教学医院 泉州市儿童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省立临床医学院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PP)患儿肺泡灌洗液 DNA 拷贝

量与 MPP 病情严重程度及炎症指标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收住我院呼吸科病房,诊断为肺炎支原体肺炎并肺不张,同时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iud ,BALF)中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 ,MP)DNA 阳性,共 122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MP-DNA 拷贝量高低分为低拷贝量组

(<106拷贝/ml)､ 高拷贝量组(≥106拷贝/ml),回顾性分析,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病情轻重､ 实验室炎症

指标之间的差异。 
结果 与低拷贝量组相比,高拷贝量组总热程较长(P=0.011);胸腔积液的发病率显著升高(P=0.001);炎
症指标(中性粒细胞比例､ CRP､ PCT､ LDH)显著升高( P=0.000,0.003,0.031,0.000),淋巴细胞比例

明显降低(P=0.000)重症 MPP 组 BALF 中 MP-DNA 拷贝量明显高于普通 MPP 组(P=0.000)MPP 
BALF 中 MP-DNA 拷贝量与淋巴细胞百分比呈负相关(r=-0.234,P=0.01);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CRP､ PCT､ LDH 呈正相关(r=0.224,0.380,0.298,0.185,P=0.006,0.000,0.001,0.042). 
结论 BALF 中 MP-DNA 拷贝量有望作为判断病情轻重和疗效的指标。BALF 中 MP-DNA 拷贝量与

血清 CRP､ PCT､ LDH 呈正相关,与淋巴细胞百分比呈负相关。 
 
 
PO-0495 

Mutations in domain V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23S 
rRNA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features of M.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children 
 

deng huan,Jun Rui,Jiamin Zhang,Haiyan Gao,Hongxia Liu, Feng Liu,Deyu Zhao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0 

 
 

Objective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neumoniae) is a common agent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that could lead to refractory or persistent pneumonia.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relevance of mutations in domain V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M. pneumoniae) 23S r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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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sequenced the 23S rRNA domain V of M. pneumoniae strains collected from 
children with M. pneumoniae pneumonia.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data were also obtained, 
including gender, age, duration of fever, duration of fever after the start of macrolide therapy, M. 
pneumoniae DNA copy number at enrollment, leukocyte count, neutrophil count, and lymphocyte 
count, and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Results Of 276 strains, 255 (92.39 %) harbored the A2063G mutation, and 21 (7.61 %) were not 
mutate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duration of fever, duration of fever 
after the start of macrolide therapy, M. pneumoniae DNA copy number at enrollment, lymphocyte 
count, and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when patients were stratified based 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domain V mutations. Notably, M. pneumoniae DNA copy number at enrollment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nd non-refractory pneumonia, but the 
prevalence of domain V mutations was comparable.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92.39 % of clinical M. pneumoniae strains harbored mutations in 
23S rRNA domain V. However, these mutation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symptoms, 
laboratory results,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refractory pneumonia. Instead, M. pneumoniae DNA load may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refractory 
pneumonia. 
 
 
PO-0496 

Mycoplasma pneumoniae 23S rRNA A2063G mutation does 
not influence chest radiography features i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deng hu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0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mutation rate in children of A2063G in Mycoplasma pneumoniae (M. 
pneumoniae) 23S rRNA domain V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adiographic findings and A2063G 
mutation. 
Methods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diagnoses of M. pneumoniae pneumonia hospitalized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M. pneumoniae strains were collected; clinical and imaging data were also obtained. 
Results Of 211 subjects, 195 (92.42 %) harbored the A2063G mutation and 16 (7.58 %) didn’t 
exhibited the variant. Chest radiography was performed on all children prior to and following 
treatmen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identified in inflammation score, chest radiography 
inflammation absorption gra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r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telectasis, hydrothorax, or pleuritis) prior to treatment when children were stratified based 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the A2063G mutation.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92.42 % of clinical M. pneumoniae strains harbored the A2063G 
mutation in 23S rRNA domain V. However, no obvious chest radiographic features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A2063G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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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97 

2013-2015 年苏州地区婴儿下呼吸道合胞病毒与鼻病毒感染的临

床特征比较 
 

陈嘉韡,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分析苏州地区下呼吸道合胞病毒与鼻病毒感染婴儿每月龄及每月份的临床特征,为临床提供不

同月龄婴儿经验性病因诊断及治疗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 3 年间在我院就诊的 2206 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婴儿的鼻

咽部分泌物标本,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7 种常见的呼吸道病毒(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 A､ B
型以及副流感病毒 1､ 2､ 3 型),RT-PCR 法检测鼻病毒及偏肺病毒,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博卡病毒,
并对部分合胞病毒及鼻病毒感染患儿进行肺功能检测,收集患儿病史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2206 例下呼吸道感染婴儿,RSV 阳性检出率为 19.90%,其中单纯 RSV 感染 399 例,HRV 阳性

检出率为 14.14%,其中单纯 HRV 感染 250 例,RSV 检出率显著高于 HRV;单纯 RSV 感染喘息发生

率为 68.17%,明显多于单纯 HRV 感染的 42.80%;RSV 检出率以 11 月至第二年的 2 月为高,其中 12
月份为全年 高达 50%,6 月份检出率仅为 0.57%,而 HRV 检出率在 6､ 7 及 9 月份分别高达

22.86%､ 20.47%及 20.33%,以 12 月至第二年的 2 月检出率为较低,1 月份检出率仅为 4.68%,是全

年 低月份;28 天~1月龄组､ ~2月龄组､ ~3 月龄组及~4 月龄组患儿 RSV 检出率分别为 33.33%
､ 25.21%､ 23.46%及 23.81%,大于 4 月龄后检出率随年龄增长呈渐下降趋势,8 月龄组检出率仅为

10.96%。而 HRV 检出率,在 28 天~1 月龄组及 2 月龄组仅为 0.00%及 9.40%,大于 2 月龄后不同月

龄检出率基本波动在 13.22~16.77%之间。RSV 感染病例中重症发生率达 12.30%,HRV 感染病例

中重症发生率为 5.13%,重症 RSV 感染患儿临床常见表现为呼吸频率加快,而重症 HRV 感染患儿主

要出现多肺叶受累情况。RSV 感染后有 89.03%肺功能损害,HRV 感染后有 89.27%肺功能损

害,RSV 和 HRV 感染均可引起患儿肺功能损害。 
结论 RSV 及 HRV 是婴儿下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均可引起婴儿喘息,而且 RSV 感染后喘息发

生率明显高于 HRV 感染;RSV 流行季节主要在气候寒冷的冬季及早春,4 月龄以内的小婴儿更易

感;HRV 流行季节主要在 6月份､ 7 月份及 9 月份,大于 2 月龄后易发生 HRV 感染。婴儿下呼吸道

RSV 感染重症发生率明显多于 HRV 感染,重症 RSV 感染患儿临床常见表现为呼吸频率加快,而重症

HRV 感染患儿主要出现多肺叶受累情况;RSV 和 HRV 感染均可能引起患儿肺功能损害。 
 
 
PO-0498 

ICOSL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中的作用 
 

董贺婷,季伟,严永东,陈正荣,顾文婧,张新星,黄莉,王美娟,陈嘉韡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6 

 
 

目的 研究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外周血及 BALF 中 ICOSL(inducible co-stimulator ligand)的表达水平,
并分析其与其他细胞因子的相关性,探讨 ICOSL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中表达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于 2014 年 8 月~2016 年 7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并符合诊断标准的哮喘

患儿 32 例,同期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行下呼吸道异物取出术的 16 例患儿作为对照组。所有患

儿均采集住院后 24 小时内的外周血及入院后 BALF,收集临床资料。32 例哮喘患儿中根据 BALF 中

细胞分类情况以 NEU≥50%为中性粒细胞组(NA 组)12 例,其余为哮喘组(A 组)20 例。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ELISA)检测外周血及 BALF 中 ICOSL､ IFN-γ､ NE､ IL-8､ MMP9､ IL-4 的表达水平,分
析比较中性粒细胞组､ 哮喘组及对照组临床特征､ ICOSL 表达水平与 Th1､ Th2､ Th17 型细胞因

子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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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NA 组和 A 组有湿疹史或过敏原点刺､ 血过敏原阳性检出者均为 75%;NA 组平均住院天数

11.18±4.29 天长于 A 组的平均住院天数 7.55±4.45 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外周血中 NA 组

ICOSL､ NE､ IL-8 及 MMP9 明显高于 A 组及 C 组,A 组的 NE､ IL-8 浓度也明显高于 C 组,NA 组

IFN-r 明显低于 A 组和 C 组,NA 组及 A 组 IL-4 浓度明显高于 C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BALF 中 NA 组 ICOSL､ NE 及 MMP9 浓度明显高于 A 组和 C 组, A 组的 MMP9 浓度也明

显高于 C 组,A 组的 NE 浓度明显低于 C 组,NA 组 IFN-r 浓度明显低于 A 组和 C 组, NA 组的 IL-8 明

显高于 C 组,NA 组及 A 组 IL-4 浓度明显高于 C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外周血中 ICOSL
与 IL-8 水平升高和降低情况一致性较好(Kappa=0.780,P=0.016);BALF 中 ICOSL 与 IL-8 水平升高

和降低情况一致性较好(Kappa=0.769,P=0.018)。 
结论 中性粒细胞哮喘及非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体内都存在 Th1/Th2/Th17 的免疫失衡,但这种免疫

失衡在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体内表现的更为严重,临床治疗困难,需要住院治疗时间长。中性粒细胞

哮喘患儿外周血及 BALF 中 ICOSL 表达均较正常组升高,ICOSL 可能是通过调节 Th17 分泌 IL-17,
增强 IL-8 作用使中性粒细胞在气道内募集及 NE､ MMP9 明显增加,参与中性粒细胞哮喘的免疫炎

症发生发展。 
 
 
PO-0499 

ICOSL 抗体干预在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中作用的研究 
 

董贺婷,季伟,严永东,陈正荣,顾文婧,张新星,王美娟,黄莉,陈嘉韡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6 

 
 

目的 研究 ICOSL 抗体干预在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中的作用,探讨 ICOSL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中

免疫病理机制及 Th1/Th2/Th17 失衡中的地位。 
方法 将 SPF 级的 6 周龄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四组:正常组(CON 组)､ 中性粒细胞哮喘组(NEU 组)
､ ICOSL 抗体干预组(ICOSL 抗体组)和 IgG 抗体同型对照组(IgG 组)。NEU 组､ ICOSL 抗体组和

IgG 组予 OVA+LPS 致敏及激发,CON 组给同剂量 PBS 注射和激发。对 ICOSL 抗体组和 IgG 组予

腹腔注射 ICOSL 和 IgG 抗体。各组小鼠末次激发 24 小时内,采集外周血､ 肺泡灌洗液及肺组织。

流式法测外周血和肺组织中性粒细胞上 ICOSL 表达;BALF 计细胞总数及分类;BALF 及外周血细胞

因子 IFN-γ､ IL-6､ IL-13､ IL-17 检测。 
结果 CON 组小鼠激发后无行为学变化;NEU 组小鼠在第一次激发约 5 分钟后出现行为学变化,第五

次激发开始即出现明显的行为学变化; ICOSL 抗体组及 IgG 组小鼠在第三次激发开始出现行为学变

化,第七次激发行为学表现相对不明显。四组小鼠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上均有 ICOSL 表达,NEU 组阳

性率 高, ICOSL 抗体组 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四组小鼠肺组织中性粒细胞上

ICOSL 均有表达,但两两比较无统计学意义。BALF 中总细胞数 NEU 组 高,CON 组 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外周血 IL-6､ IL-13､ IL-17 浓度在 NEU 组 高,与 ICOSL 抗体组及 CON 组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ON 组 IFN-r 浓度高于 NEU 组､ ICOSL抗体组､ IgG 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BALF 中,IFN-r 在 CON 组 高,明显高于 NEU､ IgG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BALF 中 IL-6､ IL-13､ IL-17 浓度在 CON 组 低,NEU 组 高,ICOSL 抗体组经 ICOSL 抗

体干预后 IL-6､ IL-13､ IL-17 浓度较 NEU 组降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组织 HE
及 PAS 染色分析显示 NEU､ IgG 组炎症浸润明显,ICOSL 抗体组相对改善;ICOSL 免疫组化分

析,NEU､ IgG 组小鼠肺泡间质及气道周围 ICOSL 阳性表达细胞明显多于 ICOSL 抗体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激发前予 ICOSL 抗体干预后使哮喘发作行为学表现时间发生减缓,发
作症状减轻,直至对激发耐受;能减轻气道的炎性细胞浸润及粘液分泌;部分降低外周血及 BALF 中 
IL-6､ IL-13､ IL-17 水平及升高 IFN-γ 水平。表明阻断 ICOS/ICOSL 信号通路可部分阻断中性粒细

胞哮喘的发展历程,可望为哮喘的治疗提供新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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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00 

Pierre-Robin 综合征儿童临床特征及睡眠呼吸紊乱分析 
 

林晶,陈帆,方励,蔡慧琳,蔡晓红 
温州医学院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 Pierre-Robin 综合征(PRS)儿童的临床特征､ 睡眠紊乱,为合理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搜集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PRS 儿童 15 例,回顾性分析临床资料,总结临床

特点､ 合并症,通过门诊或电话随访转归。8 例在 3月龄､ 12 月龄进行睡眠问卷调查,1 例行多导睡

眠监测(PSG),分析睡眠紊乱情况。 
结果 (1)临床特点:15例儿童均有典型小下颌畸形､ 舌后坠及高腭弓,其中 3 例儿童伴腭裂。13 例有

呼吸困难,8 例合并肺部感染或吸入性肺炎,6 例有喂养困难。临床严重度分级,I 级 5 人,II 级 4 人,III
级 6 人。(2)合并症:9 例合并先天性心脏病,4 例合并贯通手,3 例合并听力损害,2 例合并肾脏集合系

统分离,2 例合并隐睾,2 例合并染色体异常,1 例合并外耳道畸形,1 例合并脐疝。(3)CT 表现:1 例儿童

完成多层螺旋 CT 颌面部平扫并三维重建。其特征为:下颌骨短小､ 内收,高腭弓,舌后坠伴气道狭窄,
测量第一颈椎前缘到舌骨大角的距离(ab)与第一颈椎前缘到硬腭后缘(ac)的距离之比,即 ab/ac <1。
(4)睡眠呼吸紊乱(SDB)表现:3 月龄 SDB 发生率为 100.00%,12 月龄 SDB 发生率为 71.40%。

(5)PSG:1 例儿童于 3 月龄时完成 PSG,结果示中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6)治疗:1
例儿童早期行下颌牵引成骨术,12 例儿童保守治疗。(7)转归:2 例儿童失访,5 例儿童死亡。8 例存活

儿童于 12 月龄平均体重(8.0±1.5)kg;平均身高(72±3.0)cm。 
结论 PRS 儿童是睡眠呼吸紊乱的高发人群。临床上需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根据临床严重度分级,选择

合适的时机和方法早期治疗,提高该类儿童的健康水平。 
 
 
PO-0501 

儿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胸部 CT 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 
 

段效军,陈艳萍,黄建宝,孟燕妮,杨敏,张喜,黄文雅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总结儿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IPFIs)患儿胸部 CT 表现特征,并探索 IPFIs 患儿胸部 CT 表

现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10月在本院呼吸内科､ 儿童重症
监护病房､ 血液内科住院患儿中符合 IPFIs 临床诊断的 97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胸部 CT 表

现分为 CT 特征性改变组和 CT 非特征性改变组,对入选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对照分析,应用非条件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明确 IPFIs 患儿 CT 特征性改变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CT 特征性改变组的≤3 岁婴幼儿､ 念珠菌､ 入住 ICU 的比例低于 CT 非特征性改变组

(P<0.05);CT 特征性改变组的>3 岁儿童､ 中性粒细胞减少､ 曲霉菌､ 中心静脉置管､ 血液系统恶性

肿瘤的比例高于 CT 非特征性改变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是

IPFIs 患儿 CT 特征性改变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当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儿出现发热､ 咳嗽等感染症状,胸部 CT 表现以特征性改变为主时,需警

惕曲霉菌感染,经验性抗真菌治疗要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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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02 

维生素 D 与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免疫功能的关系 
 

陈林
1,张琪

1,郭琳瑛
1,李伟

1,李红日
1,宋国维

1,崔小岱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索维生素 D 与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免疫功能､ 炎症

指标及住院时间的关系。 
方法 1. 研究对象:2011.01-2012.12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治疗 29 日龄-16 岁 CAP 儿童,于
住院 24 至 48 小时内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25(OH)D 水平,流式细胞法测定 CD3､ CD4､ CD8､
CD4/CD8､ CD19 及 CD16/56 水平,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血清 IgG､ IgA 及 IgM 水平,入院当日测定

感染指标 WBC､ CRP 及 PCT 水平,记录患儿住院时间; 
2. 分组:根据血 25(OH)D 水平,将患儿分为充足组､ 不足组､ 缺乏组､ 严重缺乏组; 
3. 明确不同组别 CAP 患儿免疫指标的差异,了解 25(OH)D 水平与差异免疫指标的关系; 
4. 分析不同组别炎症指标及住院时间的差异。 
结果 1. 共 367 例 CAP 儿童纳入研究,平均年龄为 3.5±3.3 岁,男 244 例,女 123 例; 
2. 充足组､ 不足组､ 缺乏组及严重缺乏组血清 25(OH)D 水平中位数(Q25,Q75)分别为:35.0(36.6, 
40.3)ng/ml､ 24.5(24.0, 25.1)ng/ml､  14.8(14.2, 15.2)ng/ml 及 7.0(6.3, 7.4)ng/ml。 
3. 充足组､ 不足组､ 缺乏组､ 严重缺乏组 CD19 分别为 25.5±11.7%､ 24.2±10.8%､ 22.3±12.3%
及 20.5±12.5%,组间总体差异显著,严重缺乏组 CD19 低于充足组,p<0.05;CD3 分别为 63.7±11.5%
､ 63.5±13.0%､ 66.6±12.5%及 66.7±15.7%,组间总体差异显著,严重缺乏组 CD3 高于充足组,p 均

<0.05;Th17 分别为 0.4±0.4%､ 0.4±0.3%､ 0.6±0.5%及 0.7±0.8l%,组间总体差异显著,严重缺乏组

和缺乏组 Th17 高于充足组,p 均<0.05;其余免疫指标在各组间无显著差异; 
4. 充足组､ 不足组､ 缺乏组及严重缺乏组血清 CRP 水平分别为:22.1±35.4mg/L､ 23.9±38.2mg/L
､ 37.9±56.2mg/L 和 50.6±71.0mg/L,PCT 分别为:0.6±0.9ng/ml､ 1.9±3.8ng/ml､ 1.6±3.6ng/ml､
8.8±33.9ng/ml,严重缺乏组 CRP。PCT 高于其他各组,p 均<0.05。 
5. 住院时间:严重缺乏组平均住院时间 12.5±7.2 天,充足组平均住院时间 9.4±5.6 天,两组之间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01)。 
结论 1.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组 CD19 低于充足组,Th17 高于充足组,维生素 D 缺乏组 CD3 高于充足组; 
2.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组 CRP､ PCT 高于其他组; 
3.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组住院时间较充足组长。 
 
 
PO-0503 

ORMDL3 和 HLA-DQ 基因多态性及交互作用在儿童肺炎支原体

感染相关哮喘中的研究 
 

谷亚星,王金荣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究 ORMDL3 与 HLA-DQ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在
儿童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MP)感染相关哮喘中的分布情况及基因-基因交互作用。 
方法 选取 MP 感染住院患儿 200 例,并随访观察一年,分为 MP-哮喘组和 MP-非哮喘组。对两组患儿

选取 ORMDL3 及 HLA-DQ 基因的 4 个 SNPs 位点进行全血基因组 DNA 抽提,采用 Fluidigm Juno 
96.96 Genotyping 集成流体通路系统进行基因分型。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广

义多因子降维法分析基因-基因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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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0 例 MP 感染住院患儿,失访 6 例, 后纳入研究 194 例,其中 MP-哮喘组(63 例)占
32.5%(63/194);MP-非哮喘组(131 例)。ORMDL3 基因 rs4794820 位点有 AG､ GG､ AA 3 种基因

型, MP-哮喘组的 GG 纯合子基因型和 G 等位基因频率明显高于 MP-非哮喘组两组间均以 AA 纯合

子基因型频率 低,但在 MP-非哮喘组明显高于 MP-哮喘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rs7216389 位点有 TT､ TC､ CC 3 种基因型,MP-哮喘组的 TT 纯合子基因型和 T 等位基

因频率明显高于 MP-非哮喘组,两组间均以 CC 纯合子基因型频率 低,但在 MP-非哮喘组明显高于

MP-哮喘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rs4794820 位点 GG基因型､ rs7216389 位点 TT 基因型

危险度分析发现,两基因型均为危险因素。HLA-DQA1 基因 rs9272346 位点存在 AG､ GG､ AA 3
种基因型,HLA-DQA2 rs7773955 位点存在 TT ､ TC､ CC 3 种基因型,但两位点的等位基因和基因

型频率在 MP-哮喘组和 MP-非哮喘组间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ORMDL3 与 HLA-DQA1
､ HLA-DQA2 基因在儿童 MP 感染相关哮喘中存在基因-基因交互作用(交叉验证一致性为 10/10,检
验准确度为 0.6617,符号检验 P=0.0107)。 
结论 1.MP 感染是儿童哮喘发生的重要外因。2.ORMDL3 基因 rs 4794820 位点 GG 基因

型,rs7216389 位点 TT 基因型是儿童 MP 感染后引发哮喘的重要内因。3.未发现 HLA-DQA1 
rs9272346 和 HLA-DQA2 rs7773955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在 MP-哮喘组与 MP-非哮喘组患儿之间

有分布差异。4.ORMDL3 与 HLA-DQA1､ HLA-DQA2 基因在儿童 MP 感染相关哮喘中存在基因-基
因交互作用,可能是儿童 MP 感染后进展为哮喘的内因。 
 
 
PO-0504 

B7-H3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表达及临床意义 
 

丁林,陈正荣,顾文婧,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通过检测 B7-H3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NA)急性发作时外周血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的
表达水平,比较 B7-H3 水平与 Th1､ Th2､ Th17 相关细胞因子和 BALF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
相关性,分析 B7-H3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儿童急性发作期气道中性粒细胞炎症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并符合儿童支气管哮喘

诊断标准的患儿 42 例为研究对象,哮喘患儿在入院 2~5d 内(急性期)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根据患

儿 BALF 中 NEU%是否>48%,分为中性粒细胞哮喘组(A 组)20 例和非中性粒细胞哮喘组(B 组)22 例,
并选取同期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因支气管异物,气管､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和畸形等非感染疾病

行支气管镜检查的儿童 16 例作为对照组(C 组)。所有患儿入院 24 小时内采集外周血,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实验(ELISA)检测所有患儿血浆和 BALF 上清中 B7-H3､ INF-γ､ IL-4､ IL-6､ IL-8､ IL-17､ 粒
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 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 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
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并分析 B7-H3 与这些细胞因子和 BALF 中 NEU%的相关性。 
结果 A 组血浆和 BALF 中 B7-H3､ IL-4､ IL-6､ IL-8､ IL-17､ GM-CSF､ MMP-9､ NE 水平均显著

高于 C 组(均 P<0.05);A 组血浆和 BALF 中 IL-6､ IL-8､ IL-17 和 MMP-9 水平均显著高于 B 组(均
P<0.05),A 组 BALF 中 B7-H3､ GM-CSF､ NE 水平高于 B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B 组

患儿血浆和 BALF 中 B7-H3､ IL-4､ IL-6､ IL-17､ GM-CSF 水平比 C 组均显著升高(均
P<0.05);IFN-g 水平在 B 组血浆和 BALF 中低于 A 组和 C 组(P<0.05)。A 组血浆和 BALF 中 B7-H3
水平与 IFN-g､ IL-6､ IL-8､ IL-17 及 MMP-9 水平呈正相关(均 r>0.3,P<0.05);A 组 BALF 中 B7-H3
水平与 GM-CSF､ NE 及 BALF 中 NEU%呈正相关(均 r>0.3,P<0.05);B 组血浆和 BALF 中 B7-H3 水

平与 IL-4 和 IL-17 水平呈正相关(均 r>0.3,P<0.05)。 
结论 NA 患儿急性期血浆和 BALF 中 B7-H3 及 Th17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较非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及

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而且 B7-H3 水平与 Th17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及 BALF 中 NEU 百分比呈正相关,
表明共刺激分子 B7-H3 在 NA 患儿可能通过上调 Th17 细胞免疫应答参与气道中性粒细胞炎症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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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及对肺组织的损伤,从而导致哮喘急性发作,以此推测 B7-H3 的异常表达通过正性调控 Th17
细胞功能参与 NA 气道炎症的免疫调控作用和发病机制。 
 
 
PO-0505 

哮喘易感基因 HLA-DQ､ ORMDL3 单核苷酸多态性 
在婴幼儿喘息中的研究 

 
王金荣

1,侯沛君
1,滑超

2,谷亚星
1,郭春艳

1,孙立锋
1,刘奉琴

1 
1.山东省立医院 

2.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哮喘易感基因 HLA-DQA1､ HLA-DQA2､ ORMDL3 单核苷酸多态性在婴幼儿喘息中的分

布规律,并分析上述哮喘易感基因间的交互作用,为哮喘的早期诊断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呼吸科住院及门诊就诊的喘息患儿

150 例,其中 API 阳性组喘息患儿 80 例,API 阴性组喘息患儿 70 例。无菌采集静脉血 3ml,采用天根

核酸提取仪进行基因组 DNA 提取,并通过 96.96 集成流体通路(IFC)Juno 系统对哮喘易感基因 HLA-
DQA1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 rs9272346､ HLA-DQA2 SNP 位点 rs7773955 以及 ORMDL3 
SNPs 位点 rs4794820､ rs7216389 基因型进行检测,比较 API 阳性组和 API 阴性组喘息患儿基因型

的分布差异,并通过广义多因子降维法(GMDR)探讨上述哮喘易感基因间的交互作用。 
结果 1. rs9272346 位点在两组间的基因型分布无统计学差异(P>0.05)。2.rs7773955 CC基因型､
rs4794820 AG基因型､ rs7216389 TC 基因型在 API 阳性组的分布频率明显高于 API 阴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rs7773955 TT基因型､ rs4794820 GG基因型､ rs7216389 TT 基因型在

API 阴性组的分布频率明显高于 API 阳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3.GMDR 分析显示有

统计学意义的 佳交互模型包括多态性位点 rs9272346､ rs7773955､ rs4794820､ rs72163895,该
模型的检测样本准确度为 0.6946,交叉验证一致性的结果为 10/10,应用 Logistic 分析显示上述四个

位点的联合作用模式为发生 API 阳性婴幼儿喘息的独立危险因素(OR=1.026,95%CI:1.006-
1.046,P=0.011)。 
结论 1.哮喘易感基因 HLA-DQA2 SNP 位点 rs7773955 CC基因型､ ORMDL3 SNPs 位点

rs4794820 AG 基因型以及 rs7216389 TC 基因型在 API 阳性组中分布频率明显增高,为婴幼儿喘息

发病的高危基因型;2.四个 SNPs 位点 rs9272346､ rs7773955､ rs4794820､ rs72163895 之间存在

正交互作用,协同增强了 API 阳性婴幼儿喘息的发病风险,提高了喘息患儿发展为持续性哮喘的危险

性。 
 
 
PO-0506 

2009 至 2016 年苏州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流行病学分析 
 

张新星,季伟,郝创利,顾文婧,陈正荣,严永东,王宇清,朱灿红,邵雪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分析苏州地区住院儿童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 A(influenza virus type A,IV-A)和流感病毒

B(influenza virus type B,IV-B)流行病学特征,为临床合理诊治及卫生行政部门制定防控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苏州地区 31446 例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痰标本,采用直接免

疫荧光法检测 IV-A 和 IV-B,分析 IV-A 和 IV-B 检出情况,各组阳性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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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1446 例患儿 IV-A 总检出率为 1.59%,男性患儿为 1.57%,女性患儿为 1.63%,男女患儿 IV-A
检出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c2=0.196,P=0.658);IV-B 总检出率为 0.49%,其中男性患儿为 0.56%,女性

患儿为 0.37%,男性患儿 IV-B 检出率高于女性患儿(c2=5.539,P=0.019)。~1 岁､ ~3 岁､ ~7 岁､ >7
岁 IV-A 检出率分别为 1.29%､  2.28%､ 1.50%､ 0.92%,~3 岁 IV-A 检出率 高,>7 岁检出率 低

(c2=41.821,P<0.001);~1 岁､ ~3 岁､ ~7 岁､ >7 岁 IV-B 检出率分别为 0.37%､ 0.42%､ 0.78%､
0.50%,~7 岁 IV-B 检出率 高,~1 岁检出率 低(c2=16.481,P=0.001)。春夏秋冬四季 IV-A 检出率分

别为 0.81%､ 1.07%､ 1.45%､ 3.20%,冬季患儿 IV-A 检出率 高,春季检出率 低

(c2=169.361,P<0.001);春夏秋冬四季 IV-B 检出率分别为 0.68%､ 0.10%､ 0.07%､ 1.15%,冬季患

儿 IV-B 检出率 高,夏秋季节检出率低(c2=128.430,P<0.001)。近 8 年 IV-A 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

及流行性,冬季 IV-A 检出整体相对较高,流行季节 2009 年秋季 IV-A 检出率高达 6.53%,而非流行季

节中 IV-A 检出基本保持在 1%以下水平;IV-B 具有明显的季节流行性,除 2011 年冬季 IV-B 有一次爆

发流行,其余季节均处于较低水平,甚至无 IV-B 检出。苏州地区近 8 年来 IV-A 年检出率处于波动水

平(0.64%~3.49%),2009 年达到 高峰,2015 年为 8 年来 低水平;而 IV-B 年检出率在

0%~1.40%,2012 年达到 高峰,2013 年无 IV-B 检出,其余年份 IV-B 检出率均在 0.5%上下浮动。 
结论 苏州地区流感病毒主要为 IV-A,近 8 年 IV-A 感染处于 0.64%~3.49%波动水平,具有明显的年份

及季节流行性,冬季感染率较高,幼儿 IV-A 感染率较高;IV-B 苏州地区整体检出率低,偶见暴发流行,学
龄前儿童及冬季检出率较高。 
 
 
PO-0507 

  白三烯 C4 合成酶 rs730012 位点多态性与儿童哮喘相关性研究 
 

廖世峨
1,3,祝华

2,娄未
1,赵松

3,于聪
1,4,魏兵

1 
1.沈阳军区总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锦州医科大学 
4.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 研究白三烯 C4 合成酶(LTC4S)基因 rs730012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儿童哮喘相关性,指导

哮喘早期预防､ 临床病情评估及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就诊的哮喘患儿 105 例为病例组,依据哮喘严重程度评

分(ASS)分为轻度､ 中度､ 重度 3 组,取 128 例非哮喘患儿为对照组,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及测序

法对所有纳入研究儿童 LTC4S rs730012 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分析该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哮喘患儿发

病､ 严重程度及临床特征相关性。 
结果  我们发现在哮喘组与非哮喘组间 LTC4S rs730012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但是携带 C 基因的患儿更易患中度哮喘(P<0.05),哮喘家族史少(P=0.020),呼气性一氧化氮

数值(FeNO)高(P=0.046),FEV1 预计值低(P=0.016),白三烯受体拮抗剂(LTRA)用药史少(P=0.045),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LTC4S rs730012 位点 SNP 与哮喘患儿是否发病无关,但与哮喘发病时严重程度及哮喘家族史

､ FeNO､ 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应用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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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08 

2012-2015 年广州地区儿童肺炎链球菌细菌耐药性分析 
 

江文辉,吴佩琼,赵丹洋,邓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分析广州地区儿童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SP))感染细菌耐药情况及变迁,为临

床抗炎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连续 4 年在我院住院分离培养肺炎链球菌培养 1792 例

阳性(标本包括扁桃体切除组织､ 痰液､ 血液､ 肺泡灌洗液､ 脑脊髓液､ 胸腔积液､ 骨髓液)的儿童

临床资料及药敏试验。 
结果 1792 例患儿其中男 1246 例(69.5%)),女 546 例(30.5%))。年龄 小 10 天, 大 166 个月,平均

年龄 28.5 个月。 其中诊断为无症状者(均为扁桃体摘除术患者)622 例(34.7%),上呼吸道感染 31 例

(1.7%),支气管炎 107 例(6.0%)),普通肺炎 730 例(40.7%),重症肺炎 174 例(9.7%),,其他包括脑炎､

脑脓肿等 128 例(7.1%)。1792 例分 SP 分离培养阳性者其中 2012 年 264 株(14.7%),2013 年 409
株(22.8%),2014 年 622 株(34.7%)),2015 年 497 株(27.7%)。结合临床资料诊断 SP 为定植菌 585
株(34.7%),社区获得性感染 1161 株(64.8%)),院内获得性感染 46 株(2.6%))。体外药敏分析结果显

示 2012-2015 年 SP 培养阳性中对红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96.7%､ 95.8%､ 97.8%及 96.8%,对青霉

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52.6%､ 54.0%､ 49.4%及 42.4%,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分别为 18.5%､ 14.023%､
25.9%级 25.0%,头孢曲松的耐药率分别为 28.0%､ 14.23%､ 27.0%及 25.4%,未检出出对万古霉素

及利奈唑胺耐药的 SP 菌株。 
结论 广州地区儿童肺炎链球菌的耐药现象普遍,红霉素对 SP 依然高度耐药,对青霉素的耐药率有下

降趋势,对头孢噻肟､ 头孢曲松的耐药率有上升趋势,对万古霉素及利奈唑胺高度敏感,临床应根据本

地区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应用抗生素。 
 
 
PO-0509 

Fc Gamma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s and the Risk of 
Childhood Asthma in China 

 
shao qi,He Yuting,Gan Cong,Ni Ping,Qiu Chen,Gu Haiyan,Bao Yuling,Tian M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isty 210008 
 
 

Objective The Fc gamma receptors (FcγRs), specific for immunoglobulin (Ig) G, which are 
multiple proteins coded by multiple genes, regulate multiple immune processes and link humoral 
immunity and cellular immunity. Variations in the sequences encoding FcγR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asthma, but no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ies have been performed 
for FcγR variant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Objec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ymorphisms of the Fc gamma receptor gene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to childhood asthma and the level of total IgE in peripheral blood. 
Methods We analyzed eight previously identified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rs1801274 of FcγRIIa; rs396991 of FcγRIIIa; rs1050501 of FcγRIIb and rs403016, rs447536, 
rs448740, rs428888 and rs2290834 of FcγRIIIb) by SNaPshot genotyping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of 165 pediatric asthma patients and 167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Polymorphisms rs403016, rs447536, rs448740, rs428888 and rs2290834 in FcγRIIIb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childhood asthma (P<0.05). The rs403016 G allele, 
rs428888 T allele and rs2290834 T allele appeared as likely pathogenic mutations, while 
rs447536 G allele and rs448740 T allele appeared to be protective alleles. Further, rs403016 
could be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childhood asthma within the studied SNPs (P<0.05).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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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C-G-C-C-T whose sequence was composed of the alleles in rs428888, rs447536, 
rs403016, rs2290834 and rs4487401 orderly appeared to be a protective 
haplotype (P<0.001, OR=0.592, 95% CI=0.434-0.807), while the T-A-G-T-C haplotype 
appeared deleterious (P<0.01, OR=1.569, 95% CI=1.133-2.172).There was no site have 
association with the level of total IgE(P>0.05). 
Conclusions FcγRIIIb SNPs rs403016, rs447536, rs448740, rs428888 and rs2290834 appear to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childhood asthma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PO-0510 

粤东地区儿童重症监护病房鼻病毒感染 
的临床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蔡晓莹,林广裕,林创兴,吴巧,吴家敏,陈洁玲,蔡灿鑫,陈俊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究 2013 年-2015 年粤东地区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中鼻病毒感染状况及分子生物学特征。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入住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呼吸

道感染患儿咽拭子 743 例,应用针对 5,UTR 和 VP4 /VP2 基因序列设计的引物行巢试 RT-PCR 法对

鼻病毒进行检测,阳性标本送测序,并对 VP4/VP2 衣壳蛋白编码区阳性标本行进化分析。 
结果 743 例标本中鼻病毒阳性 186 例,总阳性率为 25.03%,其中 A 型鼻病毒 97 例(52.15%),B 型鼻

病毒 16 例(8.60%),C 型鼻病毒 42 例(22.58%),未分型 31 例(16.67%)。A 型鼻病毒在 2013 年检出

高峰为春夏季(16.36%､ 14.63%)､ 2014 年为秋冬季(15.22%､ 12.66%)､ 2015 年为春秋季

(15.12%､ 16.95%);C 型鼻病毒在 2013 年(6.38%､ 7.35%)､ 2014 年(10.87%､ 7.59%)､ 2015 年

(8.47%､ 7.14%)检出高峰均为秋冬季。A 型鼻病毒组内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 69.5%~99.8%,B 型鼻

病毒组内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 74.3%~81.2%,C 型鼻病毒组内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 66.8%~99.8%,
不同基因型鼻病毒组间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 54.9%~67.0%。 
结论 C 型鼻病毒季节流行可能较 A 型鼻病毒明显;鼻病毒在粤东地区存在多个基因型和血清型共同

流行,A 型鼻病毒为优势流行基因型。不同基因型鼻病毒间具有较高的遗传性变异性。 
 
 
PO-0511 

低分子肝素辅助治疗 D-二聚体升高儿童支原体肺炎的疗效探究 
 

谭珊珊,曹玲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1.探讨低分子肝素辅助治疗 D-二聚体升高儿童支原体肺炎的疗效;2.总结 D-二聚体升高儿童支

原体肺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93 例 D-二聚体升高支原体肺炎患儿随机分成大剂量肝素组､ 小剂量肝素组和未用肝素组 3
组。3 组患者均给予积极抗感染及其他常规治疗,大剂量肝素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

100IU/kg,Q12h,治疗 5 天或 D-二聚体恢复正常;小剂量肝素组除基础治疗外给予皮下注射低分子量

肝素钙注射液 50IU/kg,Q12h,治疗 5 天或 D-二聚体恢复正常;未用肝素组仅给予抗感染及常规治

疗。三组患儿治疗前后进行临床症状､ 胸部影像学对比观察,比较三组患儿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观
察肝素治疗组不良反应。另随机选择 D-二聚体正常支原体肺炎患儿 31 例,与未用肝素组患儿比较

CRP､ ESR等炎症指标､ 临床症状､ 胸部影像学改变､ 住院天数及费用。 
结果 1. D-二聚体升高支原体肺炎患儿在 CRP､ ESR等炎症指标以及咳嗽好转时间､ 热退时间､ 住

院天数､ 住院费用､ 胸部影像学好转时间等方面均高于 D-二聚体正常支原体肺炎患儿(P<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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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治疗组咳嗽好转时间､ 住院天数､ 胸部影像学好转时间均低于未用肝素组(P<0.05),但肝素不同

剂量组之间并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肝素治疗组 D-二聚体及 FDP 均较未用肝素组降低程度更

明显(P<0.05)。 
结论 1.D-二聚体升高支原体肺炎患儿较 D-二聚体正常支原体肺炎患儿临床症状重,炎症指标高,肺部

影像学表现更为严重。2.低分子肝素辅助治疗 D-二聚体升高儿童支原体肺炎可明显改善临床症状,
促进肺部病变吸收,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短期应用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PO-0512 

儿童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 107 例临床分析 
 

张亚军,陶于洪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儿童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IPH)的临床特点并探讨诊治和预后。 
方法 对确诊 IPH 患儿 107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 37 例患儿随访。 
结果 107 例患儿均为散发病例,男 42 例,女 65 例。发病中位年龄 4.9 岁,确诊中位年龄 5.9 岁,发病到

确诊平均时间 10.46 月。确诊时临床表现:咳嗽 68 例(63.55%),面色苍白 64 例(59.81%),咯血 61 例

(57%),乏力 33 例(30.84%),发热 23 例(21.5%),气促 23 例(21.5%),肝脏肿大 13 例(12.15%),心脏杂

音 11 例(10.28%),肺部湿啰音 17 例(15.89%)。血红蛋白平均 74.51g/L,贫血 100 例(93.45%)。
73.83%患儿被误诊, 常见的误诊疾病是营养性缺铁性贫血。2 例放弃;激素治疗 105 例,治疗后 102
例缓解,2 例死亡。随访 37 例,平均随访时间 3.71 年,死亡 2 例,存活 35 例,11 例反复复发。 
结论 IPH 临床表现不具有特异性,误诊率高,糖皮质激素治疗可使部分患儿病情稳定,但是减量或停药

后复发率高。 
 
 
PO-0513 

New Mutations in The SLC7A7 Gene of Two Chinese 
Sisters with Lysi-nuric Protein Intolerance 

 
zhang gouging,Cao Ling 

The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he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100020 
 
 

Objective Lysinuric protein intolerance (LPI) is an inherited aminoaciduria with an autosomal 
recessive mode of inheritance.The first two cases of sisters being diagnosed with LPI in China is 
contained within this report. In our cases, there were two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he SLC7A7 
gene of the two sisters: deletion of c.1387: del C and IVS4+1C>T. 
Methods case review 
Results  One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inhaled rGM-CSF for 1.5 years at 5ug/kg two times a day. 
Her condition is improving with no side effects. 
Conclusions Inhaled rGM-CSF could be useful of LPI and with no side effects,that maybe the 
another choice of LPI pati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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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4 

苏州地区病毒病原在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致病性的变迁 
 

任吟莹,季伟,顾文婧,黄莉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了解苏州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的病原学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特点,为儿童呼吸道感染

预警及诊治提供询证医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连续 10 年因急性呼吸道感染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

科住院治疗的患儿病史及鼻咽分泌物,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7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肺炎支原体(MP)､ 肺炎衣原体(CP)及博卡病毒 (hBoV),RT-PCR 法检测鼻病毒(HRV)及偏肺

病毒(hMPV)等,并进行细菌培养。 
结果 21624 例住院患儿中,送检病例 17618 例,病毒检出阳性 5416 例(30.74%);10 年间,2011 年病毒

检出率 高为 44.25%。单一病毒感染共检出 3317 例(18.83%),其中,RSV 检出率占首位为

9.42%,Pinf 2 检出率 少为 0.05%。混合感染共检出 2099 例(11.91%),以病毒+细菌感染检出率

高为 7.86%。单纯病毒感染在<1 岁组检出率 高(22.82%),≥5 岁组检出率 低(7.81%),病毒感染

检出率随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四季病毒检出率依次为 18.28%､ 13.86%､ 15.91%､ 27.68%,冬季

检出率 高,夏季 低。以单一病毒感染病例为研究对象,诊断为毛细支气管炎的病毒检出率 高为

36.32%,大叶性肺炎诊断病毒检出率 低仅为 5.83%。 
结论 在对苏州地区住院儿童呼吸道病毒连续 10 年监测中,发现 RSV､ HRV､ HBoV､ Pinf 3 在该地

区儿童呼吸道感染中占重要地位。婴幼儿组为病毒检出高发年龄组,各病毒流行季节具有差异性及

特征性。 
 
 
PO-0515 

可溶性 B7-H1(sB7-H1)在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儿 
BALF 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任吟莹,季伟,陈正荣,黄莉,张新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研究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儿 BALF 中可溶性 B7-H1(sB7-H1)的表达水平,并分析与 Th1､ Th2
､ Th17 细胞及其相关因子间的相关性,探讨 sB7-H1 的异常表达在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发作中的临床

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1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治疗并符合诊断标准的

支气管哮喘患儿 26 例,均采集住院后支气管肺泡灌洗术中 BALF,依据肺泡灌洗液中性粒细胞计数分

为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组(A 组)及非中性粒细胞哮喘组(B 组),以同期住院行支气管异物取出术患儿 15
例为对照组(C 组),并采集术中 BALF。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BALF 中 sB7-H1､ IL-4
､ IL-6､ IFN-γ､ IL-17､ GM-CSF 的表达水平,分析 sB7-H1 与其他细胞因子的相关性。 
结果 中性粒细胞哮喘组患儿 BALF 中淋巴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高于非中性粒细胞哮喘组

(P 均<0.05),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低于非中性粒细胞哮喘组(P 均<0.05)。中性粒细胞哮喘组患儿

BALF 中 sB7H1､ IL-6､ IL-17､ GM-CSF 水平均显著高于非中性粒细胞组及正常对照组(P
均>0.05);非中性粒细胞哮喘组患儿 BALF 中 IL-4 水平高于中性粒细胞哮喘组及对照组

(P=0.014,P<0.001),IFN-γ 水平低于中性粒细胞哮喘组及正常对照组(P 均>0.05)。中性粒细胞哮喘

组 BALF 中 sB7-H1 的水平与 GM-CSF､ IL-6､ IFN-γ､ IL-17 呈正性显著相关

(r=0.879,P<0.001,r=0.718､ P=0.006,r=0.791､ P=0.001,r=0.726､ P=0.005),与 IL-4 水平无显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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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r=-0.349､ P=0.242,);中性粒细胞哮喘组 BALF 中 IL-17 的水平与 IL-6 及 GM-CSF 呈正性显著相

关(r=0.890,P<0.001,r=0.817,P=0.001),与 IL-4 水平无显著相关(r=-0.029､ P=0.924)。 
结论 中性粒细胞哮喘与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非中性粒细胞哮喘发生发展的免疫机制存在着部分差

异,中性粒细胞哮喘的发生发展可能主要与 sB7-H1､ IL-6､ IL-17 及 GM-CSF 表达水平升高的

Th17/IL-17 免疫失衡有关,而以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非中性粒细胞哮喘表现为 Th2 细胞的分泌亢进

及 Th1 细胞功能低下的 Th1/Th2 的免疫失衡。中性粒细胞哮喘患儿 BALF 中 sB7-H1 的水平与

Th17 型细胞因子 GM-CSF､ IL-6､ IL-17 呈正性显著相关,sB7-H1 通过 Th17 型细胞因子 IL-17 诱

导 IL-6 及 GM-CSF 的分泌,导致中性粒细胞炎症的发生,介导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发生。 
 
 
PO-0516 

B7-H1 抗体对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的作用研究 
 

任吟莹,季伟,陈正荣,黄莉,顾文婧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研究 B7-H1 抗体在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中的作用;探讨 B7-H1 在中性粒细胞哮喘的免疫机

制,特别是与 Th1､ Th2 及 Th17 细胞的关系。 
方法 采购 SPF 级 6-8 周雌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四组:中性粒细胞哮喘组(A 组)､ PBS 对照组(B
组)､ IgG 组(C 组)､ B7-H1 抗体组(D 组)。其中 A､ C､ D 组均在 0､ 7､ 14 天给予腹腔注射

OVA+LPS 致敏,从第 22 天起连续 8 天给予 OVA 半小时雾化吸入,此外,C 组及 D 组在 0､ 3､ 7､ 10
､ 14 天分别给予腹腔注射 IgG 及 B7-H1 抗体。B 组给予同剂量 PBS 注射和激发。各组小鼠于末次

激发 24 小时后麻醉处死,采集血浆。小鼠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进行细胞

总数计数及分类计数,采用细胞流式技术测定肺组织 B7-H1 表达情况;采用 ELISA 法测定小鼠血浆及

BALF 中 IL-4､ IL-6､ IL-17､ IFN-γ､ TNF-α､ C-GSF 的水平;小鼠肺组织行 HE染色､ PAS 染色及

B7-H1 免疫组化,观察肺组织炎性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情况､ 气道粘液分泌情况及肺组织 B7-
H1 表达情况。 
结果 A 组及 C 组小鼠 BALF 中总细胞数及中性粒细胞比例高于 B 组小鼠(P 均<0.05),加用 B7-H1 抗

体后,D 组小鼠 BALF 中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比例低于 A 组及 C 组(P 均<0.05),但仍高于 B 组小鼠

(P<0.05);A 组及 C 组小鼠肺组织中 B7-H1 阳性率及荧光强度均高于 B 组及 D 组(P 均<0.05);A 组及

C 组小鼠血浆及 BALF 中 IL-17､ IL-4､ TNF-α､ G-CSF 水平显著高于 B 组(P 均<0.05),但 A 组小鼠

血浆及 BALF 中 IFN-γ 水平则显著低于 B 组(P 均<0.05),A 组 BALF 中 IL-6 水平显著高于 B 组

(P<0.05),加用 B7-H1 抗体后,D 组血浆 IL-17､ IL-4､ TNF-α､ G-CSF 水平较 A 组和 C 组下降(P 均

<0.05),但高于 B 组(P<0.05)。D 组 BALF 中 IL-17､ IL-6 水平低于 A 组(P 均<0.05),且与 B 组无差

异,IL-4 及 TNF-α 水平较 B 组升高(P 均<0.05)且与 A 组及 C 组无显著差异(P 均>0.05),G-CSF 水平

低于 A 组,但高于 B 组(P 均<0.05);肺组织病理染色显示 B 组小鼠肺组织无明显炎性细胞浸润及粘液

分泌,A 组及 C 组小鼠肺组织及气道周围可见较多炎性细胞浸润,气道内可见红色酸性粘液分泌亢

进;D 组小鼠肺组织及气道周围炎性细胞浸润及粘液分泌较 A 组及 C 组减轻,但仍重于 B 组;免疫组

化显示 B 组小鼠肺组织中几乎无 B7-H1 表达,A 组及 C 组表达 高,D 组小鼠气道周围及肺泡间质间

质中可见少量 B7-H1 阳性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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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7 

Eti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Jiang Wujun,Hao Chuangli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mmon etiolog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cough, an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accessory examination in determining the etiology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school-age children newly referred with chronic cough (> 4 
weeks) were prospectively managed in accordance with an evidence-based cough algorithm 
between March 2012 and December 2013.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ssory examinations in determining the etiology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Results  For single reason: 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 (UACS) (31.4%), CVA (14.4%) and 
post-infectious cough (PIC) (10.2%) were the most common reasons for chronic cough in school-
age children. For multiple reasons: UACS +cough variant asthma (CVA) were most common in 
37 (31.4%) patients, Tic+UACS in 3 (2.5%),gastroesophageal reflux cough +UACS in 3 (2.5%) 
and eosinophils bronchitis +UACS in 2 (1.7%). Sports-related and dry cough had a high 
sensitivity (94.1 and 82.4%, respectively), while night cough had a high specificity (85.4%) in 
diagnosing CVA. Pharyngeal positive signs and early morning cough had a high sensitivity 
(81.1% and 70.3%, respectively), while wet cough had a high specificity (78.6%) in diagnosing 
CVA. 
Conclusions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chronic cough in school-age children were UACS, 
CVA and PIC. Multiple reason should be consideration when single reason not be resolved. The 
cough features had a great value in distinguishing varied etiology of chronic cough in in school-
age children. 
 
 
PO-0518 

Peak Expiratory Flow Among Healthy Children in China 
 

Hao Chuangli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Objective Guidelines of 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 recommend the use of peak expiratory 
flow in th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sthma. However, normal PEF values 
for Chinese children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To establish normal PEF values and 
develop predictive equations for Chinese children. 
Methods This wa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3169 healthy children aged 5–14 years from 
research centers in five cities of China: Guangzhou, Suzhou, Chengdu, Xi’an, and Beijing. We 
established pediatric reference values for peak expiratory flow using a mini peak flow meter. peak 
expiratory flow values recorded by the mini peak flow meter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btained 
using a spirometer 
Results Height was the biometric variable with greatest correlation to peak expiratory flow for 
both sex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e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boys was calculated as peak expiratory flow recorded by mini peak flow meter 
=4.39×height (cm) –300.48 (R2=0.76, P<0.001); for girls, this equation was peak expiratory flow 
=4.13×height (cm)–278.04 (R2=0.72, P<0.001).  
Conclusions We established normal peak expiratory flow values and developed predictive 
equations using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Chinese children aged 5–1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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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19 

呼吸道合胞病毒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随访 
 

王宇清,陈赛男,武敏,王琨,郝创利,季伟,严永东,邵雪君,徐俊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0021433 

 
 

目的 明确呼吸道合胞病毒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了解毛细支气管炎后反复咳喘的发生情况及其

危险因素; 
方法 对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的毛细支气管炎病例用直

接免疫荧光检测呼吸道常见 7 种病毒,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 流感病毒 A､ 流感病毒 B､ 副流感病
毒 1､ 副流感病毒 2､ 副流感病毒 3､ 腺病毒;PCR 检测人类偏肺病毒､ 人类博卡病毒和人鼻病毒､

肺炎支原体及细菌培养,对其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并门诊或电话随访。 
结果 89 例毛细支气管炎中 RSV 阳性 41 例(46.1%),RV 阳性 4 例(4.5%),MP 阳性 5 例(5.6%),hBoV
阳性 2 例(2.2%),阴性 37 例(41.6%);RSV 毛支炎的临床特征包括:平均年龄 2.7±1.5 月,95.1%患儿年

龄<6 月,53.7%为男性,63.4%患儿有湿疹史,4.9%有哮喘家族史,发生重症的比例 24.4%,总 IgE 为
13.06±28.16,过敏原检测阳性 84.8%(28 /33),吸氧比例 22%,全身激素使用比例 56.1%,平均住院天

数 7.78±1.67d,总病程为 14.51±4.80d;与非 RSV 毛支炎相比,年龄小,三凹征､ 重症的发生率及吸氧

的比例高。随访 1 个月,RSV 毛支炎组发生喘息的 5 例(12.2%),非 RSV 毛支炎组发生喘息的 7 例

(14.9%);随访 3 个月,两组各失访 1 例,其中 RSV 毛支炎组发生喘息的 9 例(22.5%),非 RSV 毛支炎

组发生喘息的 11 例(23.4%)。发生喘息组患儿中湿疹和牛奶蛋白过敏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喘息

组,RSV 组发生喘息的患儿年龄比非 RSV 组小,其余无明显差异。 
结论 RSV毛细支气管炎发生年龄小､ 重症发生率高;部分 RSV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会出现反复喘息,
但与非 RSV 组相比无明显差别,湿疹和牛奶蛋白过敏可能是毛支炎后发生反复喘息的因素之一。 
 
 
PO-0520 

Etiologic spectrum and occurrence of coinfections in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wang yuqing, Wu Min ,Jiang Wujun , Hao Chuangli ,Ji Wei ,Zhang Xinxin ,Gu Wenjing ,Shao Xuejun 

Children's hospital Soochow University 10021433 
 
 

Objective Co-infections are common in childhood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 
However, their etiological pattern and clinical impact remains inconclusive. 
Methods Eight hundred forty-six consecutive children with CAP were evaluated prospectively for 
the presence of viral and bacterial pathogens.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were examined by 
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o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for viruses. PCR of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Mycoplasma pneumoniae (M. pneumoniae). Bacteria was detected in bloo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specimen, or pleural fluid by culture. 
Results Causative pathogen was identified in 70.1% (593 of 846) of the patients. The most 
commonly detected pathogens were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22.9%), human rhinovirus 
(HRV) (22.1%), M. pneumoniae (15.8%). Coinfection was identified in 34.6% (293 of 846) of the 
patients. The majority of these (209 [71.3%] of 293) were mixed viral-bacterial infections. Age <6 
months (odds ratio: 2.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2–3.3) and admission of PICU (odds ratio: 
12.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6–97.4) were associated with mix infection.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mix infection had a higher rate of PICU admission. The high mix 
infection burden in childhood CAP underscores a need for the enhancement of sensitive, 
inexpensive, and rapid diagnostic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pneumonia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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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21 

Human rhinovirus coinfectio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wang yuqing,HAO Chuang-li,JI Wei,YAN Yong-dong,CHEN Zheng-rong,SUN Hui-ming,ZHANG Xin-xin,GU Wen-

jing,SHAO Xue-jun,XU Jun 
Children&#39;s hospital Soochow University 10021433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human rhinovirus co-infection in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pneumonia. to determine if there i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co-infection and the clinical 
severity of pneumoni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eber 2015, Eight hundred forty-six consecutive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pneumonia. were evaluated.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were tested for 
presence of hRV and 9 other respiratory viruses.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 were 
also performed to detect Mycoplasma pneumoniae. 
Results HRV was detected in 129 (15.2%) samples, in 66 of them as the single agent and in 74 
as coinfections, mostly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 55.4%). Wheezing was more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 with hRV-MP coinfections , and the duration of wheezing was 
longer in children with hRV-MP coinfections than in those with single hRV infectio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me parameters of disease severity, such as dyspnea,cyanosis, PICU admission 
and hospital day between single hRV infection and coinfections. 
Conclusions HRV was a common pathogen of pneumonia in children. hRV co-infection with MP 
is common, hRV-MP coinfec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likelihood of wheezing and 
longer duration of wheezing, but did not aggravate the severity. 
 
 
PO-0522 

早产儿喘息发作的危险因素分析 
 

杨敏静,农光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研究早产儿喘息发作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2 月至 2014 年 7 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胎龄≤32 周早产儿 32 例

(胎龄的平均数为 30+4±1 周,胎龄 28+1~32 周),男女比例为 1:1,随访 2.8-6.4 年(随访年龄的中位数为

4.75 年),将患儿分为喘息组(11 例)与非喘息组(21 例),对与早产儿喘息发作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组中早产儿喘息单因素分析显示家族过敏史(X2 4.234,P<0.05)与早产儿喘息发作存在

明显相关性,喘息组的早产儿在男性､ 剖宫产､ 极低出生体重及超低出生体重､ 人工喂养､ 个人过

敏史阳性的发生率高于非喘息组(见表 1),喘息组的早产儿在有创机械通气､ 被动吸烟的发生率低于

非喘息组(见表 1),两组在上述因素即性别､ 生产方式､ 出生体重､ 喂养方式､ 个人过敏史､ 有创机

械通气及被动吸烟(X2 0.014 ~ 2.694,P>0.05)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早产儿喘息发作与家族过敏史呈相关性,与当前国内的研究一致;本组研究中喘息组的男性比例

､ 剖宫产率､ 极低出生体重及超低出生体重､ 人工喂养率､ 个人过敏史阳性率均高于非喘息组,提
示上述因素有促使早产儿喘息发作的趋势,但两组在上述因素的比较中无统计学差异,在有创机械通

气､ 被动吸烟上亦无统计学差异,上述结果与当前国内的研究不一致,考虑系本组研究的样本量少所

致,需扩大样本量行进一步分析。 
 
 
 
                                       表 1 单因素早产儿喘息相关危险因素的 X2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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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喘息组(%) 非喘息组(%) X2     P 
性别     0.139 0.710 
  男 54.5 47.6     
  女 45.5 52.4     
生产方式     1.347 0.246 
  顺产 45.5 66.6     
  剖宫产 54.5 33.3     
出生体重     0.014 0.907 
  低出生体重 45.5 47.6     
  超/极低出生体重 54.5 52.4     
喂养方式     1.352 0.631 
  母乳喂养 27.3 19.0     
  人工喂养 45.5 33.3     
  混合喂养 27.2 47.6     
个人过敏史     2.694 0.142 
  有 63.6 33.3     
  无 36.4 66.6     
家族过敏史     4.234 0.040 
  有 54.5 19.0     
  无 45.5 81.0     
有创机械通气     0.014 0.907 
  有 45.5 47.6     
  无 54.5 52.4     
被动吸烟     2.694 0.101 
  有 36.4 66.6     
  无 63.6 33.3     

 
 
 
PO-0523 

X 连锁高 IgM 综合征伴肺泡蛋白沉积症一例 
 

李光璞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报告 1 例伴肺泡蛋白沉积症的 X 连锁高 IgM 综合征临床诊断过程,复习文献。 
方法 总结､分析病例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基因检测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病例资料:患儿男,11 月,主因“间断发热､咳喘 2 月,发现双手甲床青紫 17 天”入院。病初血常

规提示嗜酸细胞比例显著升高( 高至 32%);体液免疫提示 IgG､IgA 降低,IgM 升高;纤维支气管镜检

查:肺泡灌洗液呈白色米汤样悬浊液,PAS(+)。CD40L 基因突变分析示 c.300(E3)-303(E3)缺失

AAAC。给予抗感染､对症雾化､静点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后临床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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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D40L 基因突变分析示 c.300-303delAAAC 为新发现突变。本患儿伴有嗜酸性细胞增多症。

X 连锁高 IgM 综合征引起的肺泡性蛋白沉积症罕见。 
 
PO-0524 

Comparison of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used by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Suzhou 
 

A njumunnisa,Hao Chuangli 
Suzhoudaxuefushuertongyiyuan 215000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and to compare single infections and viral co-
infections of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Human Rhinovirus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 Suzhou.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2 to December 2015,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patients admitted with respiratory infection to the Pediatric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ingle RSV and HRV infections were selected and 
compared with mixed infections of RSV with HRV 
Results 1168 cases of RSV & RV infected patients were analyzed. Single infections (580 RSV 
and 558 HRV) were compared with 30 RSV-HRV mixed infections.  
1. Gender: From the total of 1168 patients ,the proportion of male: female subjects was 382:198 
in the single RSV infection groups; 346:212 in the single HRV infection group and 22:08 in the 
RSV-HRV co-infection group. 
2. Age: More number of patients were noticed in the age group less than or equal to 6 months of 
age. 359 patients with RSV single infection, 193 patients with HRV single infection and 16 
patients with RSV-HRV co-infection were less than or equal to 6 months of age, a total of 568 
patients accounting for 48.63 % of the 1168 patients observed were less than or equal to 6 
months of age. 
3. Season: From the 580 patients with RSVinfection; 324 cases, 55.8% were seen during winter; 
85 cases, 14.65% were seen during spring; 16 cases, 2.75% were seen during summer and 155 
cases, 26.72% were seen during autumn. While in the 558 patient with HRV infection 64 cases, 
11.46% were seen in winter; 148 cases, 26.52% were seen in spring; 167 cases, 29.9%were 
seen in summer and 179 cases, 32.07% were seen in autumn, And in the 30 patients with co-
infections of RSV + HRV 15 cases, 50.00% were seen in winter; 3 cases 10.00% were seen in 
spring; 1case, 3.33% was seen in summer and 11 cases, 36.6% were seen in autumn. 
4. Hospitalization: The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of patients with RSV, HRV and co-
infections of RSV + HRV infections was 8.17±2.60 days, 7.82±2.88 days and 8.26±3.34 days 
respectively. 
5. Clinical symptoms: From the 580 patients with RSVinfection in children; 99.4% had cough; 
65.86% had wheezing; 44.82% had nasal congestion; 34.13% had fever; 5.34% had dyspnea; 
3.44% had feeding difficulties and 8.79% had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While from the 558 
patients with HRV in children 96.95% had cough; 46.59% had wheezing; 40.86% had nasal 
congestion; 43.01% had fever; 3.04% had dyspnea; 2.86% had feeding difficulties and 9.31% 
had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In the 30 patients with co-infection of RSV + HRV ,98.00% had 
cough; 100% had wheezing; 33.30% had nasal congestion; 33.30% had fever; 3.30% had 
dyspnea; 3.125% had feeding difficulties and 20.00% had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mong the 
30 patients of RSV and HRVco-infection 4 severe cases,3.30%; had tachypnea but no patients 
were found to havecyanosis.  
6. Laboratory findings: In the 580 patients with RSVinfection, the mean peripheral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as 9.4±4.0x10^9/L, the mean percentage of granulocytes was 36.2±27.0%,mean 
platelets level was 385.7±118.0%, eosinophils was 4.8±13.8 x10^9/L and Creatine Kinase 
Myocardial Band (CKMB) was 22.6±22.1 ng/mL. While in the 558 patients with HRVinfection, the 
mean peripheral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as 12.2±6.4 x10^9/L, the mean percent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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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ulocytes was 45.0±21.3%, mean platelets level was 383.2±129.8%, eosinophils was 
13.2±27.3 x10^9/L and CKMB was 17.2±15.6 ng/mL. Finally for the 30 patients with co-infections 
of RSV and HRV, the mean peripheral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as 9.3±3.9x10^9/L the mean 
percentage of granulocytes was 35.7±15.8%, mean platelets level was 390.6±123.8%, 
eosinophils was 6.6±19.3 x10^9/L and CKMB was11.9±12.6ng/mL.  
7. In liver function test, mean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level of 580 patients with single 
RSV infection was 51.3±28.4 U/L and the mean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level was 
32.19±29.7 U/L. Where as, the mean AST level of 558 patients with HRV was 43.3±30.2 U/L and 
the mean ALT level was 27.8±53.0 U/L. Finally the mean AST level of 30 patients with RSV+ 
HRV infection was 43.9±13.3 U/L and the mean AST level was 28.0±16.2 U/L. 
8. CRP and T-lymphocytes: In our study, the mean C-reactive protein level of 580 patients with 
single RSV infection was 51.3±28.4 U/L, in 558 single HRV infections was 11.25±23.73 U/L and 
in 30 RSV+HRV co-infection was 6.36±12.78 U/L. The mean T-lymphocyte subset values were 
CD3+ [58.73±11.12], CD3+CD4+  [35.89±10.11], CD3-CD8+ [20.45±10.81], CD4/CD8 [2.03±1.06] 
and CD3-CD (16+56+)+[12.01±7.41] in single RSV infections, CD3+ [60.87±10.30], CD3+CD4+ 
[41.84±15.23], CD3-CD8+ [21.89±7.14], CD4/CD8 [2.07±4.37] and CD3-CD(16+56+)+ 
[12.01±7.41] in the single HRV infections and CD3+ [55.49±12.04], CD3+CD4+ [35.01±12.26], 
CD3-CD8+ [17.31±6.43], CD4/CD8 [2.41±1.43] and CD3-CD(16+56+)+[13.47±6.42] in the 
patients with RSV and HRV co-infections.In our stud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found in CD3+, CD3+CD4+, CD3-CD8+, CD4/CD8 and CD3-CD(16+56+)+.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CRP values because CRP is not so elevated in viral infections. 
9. In patients of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the chest CT scans were basically in accordance to the 
results of the chest X-rays 
10.From the 580 patients with single RSV infection, 558 patients with single HRV infection and 30 
patients with RSV+HRV co-infections; 477 cases, 81.30%; 431, 77.00% and 25, 83.30% had 
bronchial pneumonia; 11, 1.90%, 5, 0.90% and 0, 0 .00% had bronchiolitis; 13, 2.20%; 15, 2.70% 
and 0, 0.00% had bronchitis; 13, 2.1%, 379, 67.70% and 5, 16.70% had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Co-infections between RSV-HRV were not found to be very frequent. Overall viral 
co-infections do not present greater severity, but have mixed clinical features. No maj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dmission diagnosis, laboratory parameters, patient demographic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between the two viral causes of respiratory illness were found. No maj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viral co-infection was observed in comparison with 
single viral infection. No correlation between viral load and disease severity was observed.  
 
 
PO-0525 

95 例儿童肺恶性肿瘤临床特点分析 
 

李姣,舒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儿童肺恶性肿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5 例肺恶性肿瘤(原发性及继发性)患儿的年龄､ 性别､ 临床表现､ 肺部体征､ 胸

部影像学特点､ 主要诊断､ 治疗方法､ 预后等资料,了解其临床特点 
结果 共纳入 95 例患儿,年龄 4 月-17 岁 1 月,男 57 例,女 38 例。原发性肺恶性肿瘤 12 例,其中粘液

表皮样癌 3 例,肺母细胞瘤 6 例,肺类癌 1 例,横纹肌肉瘤 1 例,1 例未能明确恶性肿瘤种类;继发性肺

肿瘤 82 例,原发肿瘤主要为肝母细胞瘤 13 例,卵黄囊瘤 12 例,肾母细胞瘤 10 例,PNET/EWS(原始神

经外胚层肿瘤/尤文氏瘤) 9 例,骨肉瘤 7 例;1 例未能明确原发灶。 
结论 儿童肺恶性肿瘤罕见,以继发性肺恶性肿瘤为主,原发性肺恶性肿瘤以肺母细胞瘤为主;继发性肺

恶性肿瘤原发肿瘤种类繁多,常见的为肝母细胞瘤､ 卵黄囊瘤､ 肾母细胞瘤､ PNET/EWS､ 骨肉
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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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26 

儿童呼吸道人类博卡病毒混合感染的临床研究 
 

王宇清,何香萍,郝创利,季伟,严永东,陈正荣,蒋吴君,孙慧明,张新星,邵雪君,徐俊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0021433 

 
 

目的 了解儿童呼吸道人类博卡病毒混合感染的情况及混合感染后的临床特征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 8711 例因呼吸道感染住院的患

儿,取鼻咽分泌物应用聚合酶链反应法(实时 PCR)检测博卡病毒(hBoV)､ 鼻病毒(hRV),逆转录-聚合

酶链反应法(RT-PCR)检测人类偏肺病毒(hMPV),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 7 种常见病毒包括呼吸

道合胞病毒(RSV),流感病毒 A､ B 型(InfA､ B),副流感病毒 1､ 2､ 3 型(PinfⅠ､ Ⅱ､ Ⅲ),腺病毒

(ADV)。 
结果 8711 例标本中 hBoV 检出阳性 358 例(4.11%), hBoV 阳性患儿中 92 例(25.7%)存在混合感染,
其中常见混合的病原是 hRV41 例(11.45%)､ RSV30 例(8.38%)和 PinfⅢ9 例(2.51%)。与单纯

hBoV 相比,hBoV 混合感染患儿平均月龄小(20.3 月 vs 15.8 月,c2=2.22,P=0.027),入院前病程

长,(12.1d vs 9.5d,c2=-2.03,P=0.043),混合感染患儿喘息的发生率高(63% vs 
48.1%,c2=6.099,P=0.014),但气促､ 呼吸困难､ 紫绀及平均住院日两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均>0.05)。 
结论 hBoV 存在一定比例的混合感染,常见混合的病原是 hRV 和 RSV,混合感染患儿平均月龄小,入
院前病程长,喘息的发生率高,但混合感染并不加重病情。 
 
 
PO-0527 

支气管肺前肠畸形临床特征分析 
 

刘军,殷菊,刘秀云,胡英惠,马晓莉,张蕊,曾骐,徐保平,申昆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儿童支气管肺前肠畸形临床特征和诊治要点。 
方法 对 2006 年 1 月~2016 年 5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8 例支气管肺前肠畸形患

儿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检查､ 治疗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8 例中男 3 例,女 5 例;年龄 2 月龄~7 岁。 症状表现为咳嗽 6例､ 发热 4例､ 进食后呛咳 3 例

､ 气促 1 例､ 喘息 1例､ 呕吐 1例､ 呕血 1 例。肺部体征中肺部呼吸音减低 4例､ 痰鸣音 3例､ 呼
吸急促 2例､ 喘鸣音 1例､ 吸气性三凹征 1 例。上消化道造影显示对比剂于食管下段或胃经异常通

道进入隔离肺内。CT 检查准确显示隔离肺组织,提示呼吸道与消化道的异常通道。6 例患儿接受肺

切除并食管瘘修补术,手术后 症状好转出院。2 例患儿自动出院未接受手术治疗。 
结论 支气管肺前肠畸形发病年龄早,临床表现为反复呼吸道感染或进食后呛咳。胸部 CT 可以显示

肺隔离症及其与消化道相通情况。上消化道造影可以直接显示出支气管肺前肠畸形的异常通道,是
简单便捷的检查方法。外科行肺切除并食管瘘修补术是本病的治疗方法。 
 
 
 
PO-0528 

小儿牛黄清心散辅助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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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博,张海菊,姚宝珍,牛萍,凌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评价小儿牛黄清心散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6 月~6 岁的支气管肺炎患儿,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抗感染､ 止咳化痰､ 解痉平

喘､ 退热等综合治疗,治疗组则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小儿牛黄清心散,连服 7 d。观察记录并

比较两组患儿体温､ 咳嗽､ 喘息､ 干湿啰音等情况。 
结果 共纳入 313 例患儿,其中治疗组 171 例,对照组 142 例。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90.06%,对照组的有

效率为 81.69%,两组患儿的有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584,P=0.032)。治疗组退热时间､ 咳

嗽消失时间､ 喘息消失时间､ 啰音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小儿牛黄清心散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临床疗效肯定,安全性好。 
 
 
PO-0529 

肺功能检查及 FeNO 在儿童支气管哮喘规范化管理中的应用 
 

张惠琴,孙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评估肺功能检查与呼出气一氧化氮(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FeNO)检测在儿童支气管哮

喘规范化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在我院儿科哮喘门诊中初次诊断支气管哮喘患儿 254 例为哮喘组,按全球哮喘防治创议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GINA)方案给予规范化管理及治疗并于初始､ 3个月､ 6个月､ 9 个月

､ 12 个月定期检测患儿肺功能及 FeNO 水平。并以 62 例正常健康儿童为对照组,该组患儿仅测定

一次肺功能和 FeNO。 
结果 规范治疗 1 年中肺功能指标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 ､ 高呼气流速(peak expiratory flow,PEF)､ 大呼气 25%､ 50%及 75%的肺活

量的瞬间流速(25%､ 50%､ 75% maximal expiratory flow,MEF25､ MEF50､ MEF75)均逐渐升高

及 FeNO 水平逐渐降低,管理 1 年时与初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个月后 PEF､
FEV1 等大气道功能指标基本恢复,9 个月后 MEF25､ MEF50､ MEF75 等小气道功能指标基本恢复,
治疗 1 年时哮喘组大小气道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FeNO 水平仍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初始 FeNO 水平与肺功能的各项指标间均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肺功能与 FeNO 两项客观指标,互为补充,联合应用可有效提高规范化管理中哮喘的控制率。 
 
 
PO-0530 

儿童哮喘在母孕期及新生儿期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惠琴,孙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分析儿童哮喘在母孕期及新生儿期的危险因素,为预防和治疗哮喘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院诊断为哮喘 306 例(哮喘组)及同期正常儿童 250 例(对照

组)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资料包括母孕期和新生儿情况。 
结果 单因素分析时,哮喘组儿童与对照组在孕期使用抗生素､ 新生儿期使用抗生素､ 新生儿期服用

益生菌､ 胎龄<37周､ 剖宫产､ 出生体重<2500g､ 母乳喂养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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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孕期使用抗生素(OR=3.908,95%CI:1.277~11.962)､ 新生儿期使用抗
生素(OR=24.154,95%CI:7.864~74.183)､ ､ 胎龄<37 周(OR=8.535,95%CI:2.733~26.652)､ 剖宫

产(OR= 4.588,95%CI:2.887~7.291)､ 均为儿童哮喘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新生儿期服用益生菌

(OR=0.014,95%CI:0.004~0.046)､ 母乳喂养(OR=0.161,95%CI:0.103~0.253)为儿童哮喘的保护因

素。 
结论 生命早期微生物的结构及多样性变化与哮喘发生密切相关。孕期及新生儿期使用抗生素､ 新

生儿期未服用益生菌､ 胎龄<37周､ 剖宫产､ 奶粉喂养是儿童哮喘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以从孕期减

少使用抗生素､ 推荐阴道产､ 新生儿避免滥用抗生素､ 尽量母乳喂养､ 尽早添加益生菌等方面使患

儿菌群结构丰富且分布均衡,对儿童哮喘的起到一定的早期预防和治疗。 
 
 
PO-0531 

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儿童的下气道菌群特征分析 
 

鲍燕敏,陈杰华,马红玲,赵海霞,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 ,PBB)是导致儿童长期湿咳和反复喘息

的主要原因之一。 
方法 采用高通量测序分析 12 例 3 岁以下 PPB 患儿及 12 例支气管软化患儿的肺泡灌洗液的菌群特

征。 
结果 PPB 组儿童较气管软化组患儿的菌群多样性增高(P < 0.01 for Shannon and Simpson 
indexes)。PPB 组患儿肺泡灌洗液内发现有 25 种细菌种类定植,包括 Haemophilus (P = 0.004) 
和 Bacteroides (P = 6×10−5)。与气管软化组相比,PPB 组肺泡灌洗液内 Lactococcus (P = 1×10−6)
和 Lactobacillus (P = 2×10−5)数量明显减少。 
结论 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儿童下气道存在菌群紊乱,正常菌群明显减少,而致病菌数量相对增多,可
能是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发病机制之一。 
 
 
PO-0532 

深圳地区以胸腔积液为主要表现的 10 例 
儿童肺吸虫病临床误诊分析 

 
鲍燕敏,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总结深圳地区以胸腔积液为主要表现的儿童肺吸虫病的临床特征,分析误诊原因,提高临床诊治

水平。 
方法 回顾 2007 年至 2017 年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科确诊的 10 例以胸腔积液为主要表现的儿童肺

吸虫病,分析其临床表现及诊疗情况。 
结果 10 例患儿均来自肺吸虫疫源地,其中 9 例有明确进食溪蟹或蝲蛄史。临床表现为发热､ 干咳､

胸痛､ 腹痛,1 例无症状,3 例伴有多浆膜腔积液,1 例伴有皮下结节。10 例患儿均有外周血嗜酸性粒

细胞计数升高,肺吸虫血清抗体均阳性。胸部 CT 均提示胸腔积液,肺内以斑片影为主,可见有结节､

空洞及囊性影。在确诊前,被误诊为肺炎､ 肺结核､ 结核性心包炎､ 白血病。 
结论 深圳地区虽然是非疫源地,但来自疫源地的流动人口多,对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需考虑儿童肺吸

虫病的可能。为了避免误诊,应详细询问疫源地居住史,不洁饮食及疫水接触史,结合临床表现､ 血嗜

酸性粒细胞计数､ 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做到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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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33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15 例分析 
 

钱向明,余静秋 
绵阳市妇幼保健院 621000 

 
 

目的 探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MPP)合并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PARDS)的临床特点和肺表面

活性物质(PS)在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15 例 MPP 合并 PARDS 患儿使用 PS 前 1h
内和使用后 1h的血气指标､ 临床表现和转归预后。 
结果 15 例患儿 SaO2､ PaO2､ PaCO2､ pH 值 PS 治疗前 1h 内分别为(87.6±0.9)､ (51.53±7.6)､
(52.05±6.0)､ (7.27±0.10),治疗后 1h 分别为(93.1±0.8)､ (64.88±6.8)､ (39.83±4.8)､ (7.34±0.24),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血气指标明显改善,13 例(86.6%)呼吸窘迫明显缓解;治愈率､

上机时间､ 住院时间等疗效指标均优于相关报道。 
结论 早期使用外源性 PS 并综合施治,可明显改善 MPP 合并 PARDS 的血气指标和临床表现,缩短上

机时间､ 病情危重期和总疗程,减少不良预后。 
 
 
PO-0534 

鼻一氧化氮检测对儿童过敏性鼻炎诊断和管理的价值 
 

陈杰华,刘萍,董意妹,赵海霞,黄丽,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10240619 

 
 

目的 了解鼻一氧化氮(nNO)对儿童过敏性鼻炎的诊断和治疗后随访的价值 
方法 选择经症状和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确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 21 例为过敏性鼻炎(AR)组,无过敏

性疾病家族史的正常体检儿童 12 例为对照(NC)组。使用 Sunvou 呼出气 NO 测定系统,采用鼻被动

呼气+静音技术检测 nNO,分别测定 AR 和 NC 组 nNO 值。8 例患者给予鼻用激素治疗 2 周后复查,
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估疗效,复查对比治疗前后 nNO 值。使用 graphpad prism5.0 进行 t 检验

或配对 t 检验。 
结果 AR 组 nNO 显著高于 NC 组(869.3±173.2 vs 289.1±32.5, p=0.02)。8 例 AR 治疗后 VAS 显著

降低(治疗前 5.5±0.3 vs 治疗后 3.0±0.3,p<0.001),其中 6 例 AR 治疗前 nNO>500 ppb,治疗后降低

(治疗前 1141.0±239.9 vs 治疗后 588.7±81.4,p<0.05),1 例治疗前 nNO 461 与治疗前 431 相近;1 例

治疗前 nNO 55,降低,鼻用激素和抗生素治疗后上升至 605 
结论 儿童过敏性鼻炎较正常儿童的 nNO 水平升高,鼻用激素治疗后下降,nNO 检测对 AR 的诊断和

管理具有临床价值。一些 AR 病例 nNO 不高甚至降低,可能与合并鼻窦炎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PO-0535 

DYNAMIC OROPHARYNGEAL AND INTESTINE 
MICROBIOTA CHANGE OF BRONCHIOLITIS INFANT 

 
Hu qian,WEN FEIQIU,WANG WENJIAN,ZHENG YUE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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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We aimed to identify oropharyngeal and intestine airway microbiota and to determine 
their association with the likelihood of bronchiolitis in infants. 
Methods We collected oropharyngeal airway samples and fecal samples from 27 infants 
hospitalized with bronchiolitis. We concurrently enrolled 22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Total 
bacterial DNAs were extracted and submitted high throughout sequencing on the V3-V4 viable 
region of 16S rDNA. Tags and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 were then obtained and 
analysis of taxonomy, abundance, alpha diversity and beta diversity were performed. 
Results We collected oropharyngeal airway samples and fecal samples from 27 infants 
hospitalized with bronchiolitis. We concurrently enrolled 22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Total 
bacterial DNAs were extracted and submitted high throughout sequencing on the V3-V4 viable 
region of 16S rDNA. Tags and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 were then obtained and 
analysis of taxonomy, abundance, alpha diversity and beta diversity were performed. 
Conclusions oropharyngeal and fecal microbiota in infants with bronchioliti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with healthy infants. There were subtle dynamic microbiota changes in oropharynx and intestine 
during conventional therapy of bronchiolitis. 
 
 
PO-0536 

RSV 毛细支气管炎口咽部和肠道菌群变化的研究 
 

胡倩,文飞球,王文建,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 RSV 毛细支气管炎婴儿与健康婴儿之间肠道及口咽部微生物菌群的差异,动态观察微生物

菌群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 
方法 进行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收集因毛细支气管炎住院的患儿,选取其中单纯 RSV 感染患儿 27 例,
分别留取入院第 1天､ 第 3-4 天和第 7-8 天共 3 次口咽拭子及粪便标本,同期选取年龄匹配的健康对

照组 22 例的口咽拭子及粪便样本,共 199 份,提取细菌总 DNA,采用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细菌

16SrDNA 的 V3-V4 区测序并进行物种分类,丰度､ 多样性分析､ 差异菌群分析及临床相关性分析。 
结果 199 份样本共产生原始测序数据为 73,086.58Mbp,口咽部共产生 256 个 OTU,肠道共产生 130
个 OTU;肠道的优势菌门为厚壁菌门､ 拟杆菌门､ 变形菌门及放线菌门,口咽部为厚壁菌门､ 拟杆菌

门､ 变形菌门,其中 RSV毛细支气管炎组肠道变形菌门丰度､ 口咽部厚壁菌门丰度均较健康对照组

显著增加(42.14±30.72vs.24.34±15.83;84.79±14.92vs.56.92±24.54,P<0.05)。在属水平,两组的肠

道主要优势菌属均为阪岐肠杆菌属,主要差异菌属为肠球菌属 11.20±14.18vs.3.19±4.98(P<0.05);口
咽部主要优势菌属为链球菌属,主要差异菌属为韦永氏球菌属 8.40±9.44vs.7.80±6.60(P<0.05),克雷

伯菌属随着患儿临床症状好转有下降趋势,入院时与出院时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80±27.24vs.15.42±24.84(P<0.05)。肠道及口咽部微生物优势菌群在治疗过程中,未随临床症状

改善而明显改变。 
结论 健康婴儿及 RSV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肠道及口咽部含丰富微生物菌群;RSV 毛细支气管炎组与

健康对照组间肠道及口咽部菌群在门水平及属水平均存在差异;微生物菌群丰度组成和临床症状密

切相关,韦永氏球菌属丰度高的患儿临床症状轻,而克雷伯菌属及拟杆菌属丰度高的患儿临床症状

重;RSV 毛细支气管炎组微生物菌群不随临床症状改善而改变,可能是导致毛细支气管炎反复发作的

原因之一。 
 
 
PO-0537 

STAT3 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哮喘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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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芳芳,庄媛,毛晓燕,周太光,邹艳,刘春艳,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研究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两位点(rs2293152､ rs9579700)基因多态性与儿童支

气管哮喘易感性的关系,为寻找哮喘候选致病基因及疾病的早期预防奠定基础。 
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住院或门诊的 68 例哮喘患儿为哮喘组,选取同期 70 例儿保

科健康体检儿童为对照组,采用序列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反应(SSP-PCR)法检测 STAT3 基因内含子

11 rs2293152C/G 和内含子 23 rs957970C/T 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基因型

和等位基因在哮喘组与对照组间的分布差异。 
结果 STAT3 基因内含子 11 中 rs2293152 的 CC 基因型在哮喘组(24%)的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10%)(P=0.006);rs2293152C 等位基因在哮喘组(46%)的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34%)(P=0.013);
而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 STAT3 基因内含子 23 中 rs957970C/T 位点的分布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STAT3 基因内含子 11 rs2293152C/G 的多态性与泸州地区儿童哮喘的易感性相关,C 等位基

因可能是儿童哮喘的易感基因,而 STAT3 基因内含子 23 rs957970C/T 位点的多态性与泸州地区儿

童罹患哮喘无显著相关性。 
 
 
PO-0538 

2012-2016 年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患儿流感监测结果分析 
 

卢志威,王和平,郑跃杰,赵海霞,温智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81000 

 
 

目的 流行性感冒是引起儿童住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现行的对流感的监测工作主要集中在

门诊具有流感样表现的轻症患儿,缺乏重症和危重症住院流感患儿的资料,为此我们从 2012 年 1 月

份起对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下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了常规的流感监测。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因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感染住院患儿常规进行流感病毒检测。

对数据进行流行病学及季节性分析。 
结果 5 年共检测 28883 人次,流感阳性 1117 例,总检出率 3.87%。春夏秋冬季节的检出率分别为

4.76%､ 3.53%､ 2.28%､ 4.63%,2012､ 2013､ 2014､ 2015 及 2016 年 5 年的流感病毒的检出率

分别为 9.50%,2.47%,3.75%,2.62%及 4.84%。5 年的连续监测,出现 2 个流感病毒流行的高峰,分别

为 2012 年 3 月-8月､ 2016 年 3 月。流感病毒检出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在 4-6 岁组流感病毒阳性

检出率 高。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死亡 7 人,年龄 10 个月至 4 岁 4 月;男 4 例,女 3 例;3 例有

基础疾病,1 例为急性淋巴白血病化疗骨髓处于抑制期;1 例为家族性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坏死性脑病;1
例为肾病综合征,3 例合并有急性坏死性脑病;2 例没有基础疾病者均合并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引起

的严重脓毒症。 
结论 深圳地区流感高发期在春季,2009 年全世界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后,流感依然是引起儿童住

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引起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流感相关性急性坏死性脑病和继发严重的细菌感

染。 
 
PO-0539 

 142 例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分析 
 

马卓娅,郑跃杰,王文建,刘萍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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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临床中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 142 例百日咳

婴幼儿进行呼吸道病原学分析。采用气管插管结合负压吸引方法采集痰液标本,提取细菌 DNA 后,经
双重 PCR 方法检测百日咳杆菌。痰液标本接种于血平板､ 麦康凯平板及嗜血巧克力平板进行其他

病原的培养。部分呼吸道病毒采用 PCR 方法检测。 
结果 142 例百日咳杆菌 PCR 检测阳性患儿中,有 40 例患儿诊断合并肺炎,其中≤3 月龄组和 3-6 月

龄组除感染百日咳杆菌外,合并的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以肺炎克雷伯杆菌较为多见,6-19 月龄组合并的

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较为常见。117 例进行了痰培养。培养结果显示正常菌群 33 例;阳
性 84 例,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33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12 株,大肠埃希菌 9 株,鲍曼不动杆菌､ 副流感嗜

血杆菌各 7 株,流感嗜血杆菌 4 株,肺炎链球菌､ 产气肠杆菌､ 表皮葡萄球菌各 3 株,溶血葡萄球菌､
弗氏柠檬酸杆菌､ 卡他莫拉菌各 1 株。24例患儿合并肺炎支原体､ 巨细胞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

､ EB 病毒。 
结论  百日咳患儿较易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且以肺炎克雷伯菌多见。百日咳合并肺炎患儿中,小于

6 月龄组以合并肺炎克雷伯菌为主,6-19 月龄组以合并肺炎支原体为主。 
 
 
PO-0540 

肺炎支原体相关性儿童肺炎旁胸腔积液 67 例临床分析 
 

王文建,徐建强,胡倩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支原体相关性肺炎旁胸腔积液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深圳市儿童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67 例肺炎旁胸腔积液的肺炎

支原体感染患儿病例资料,对临床表现､ 影像学改变､ 治疗措施及转归进行分析。 
结果 纳入病例共 67 例,男 37 例,女 30 例;年龄 1 月~14 岁,中位数 5.42 岁。病程 短 5d, 长 12 天;
住院时间 短 5d, 长 25d,中位数 8d。临床表现发热伴咳嗽 58 例(86.6%),咳嗽 8 例,发热 1 例;影像

学胸腔积液少到中量 64 例(95.5%),大量 3 例;左侧积液 36 例,右侧 12 例,两侧均有 19 例;合并肺不

张 18 例,7 例诊断为难治性肺炎,合并坏死性肺炎 2例､ 塑性性支气管炎 1 例。采用红霉素抗感染

26 例,阿奇霉素 24 例,红霉素序贯阿奇霉素 17 例;辅助甲强龙静滴 7 例,丙种球蛋白 3 例,4 例辅助闭

式胸腔引流;65 例(97%)患儿胸腔积液均在治疗两周内吸收。 
结论 本组肺炎旁胸腔积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以发热咳嗽起病,积液量呈少到中量,大环类抗感染治疗

有利于改善病情,预后良好;少数难治病例可有坏死性肺炎､ 塑形性支气管炎形成,应注意识别。 
 
 
 
 
 
 
 
 
 
 
PO-0541 

不同年龄段小儿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后并发症的回顾性分析 
 

张彩凤,许丽珍,叶颖龙,胡肖银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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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小儿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后的并发症,及其发生率､ 发生时间､ 持续时间

以及与术程耗时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60 例患儿进行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后 24 小时出现的并发症进行观察记录。 
结果 260 例行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后的患儿共有 192 例(73.76%)出现术后并发症。其中,0~1 岁､

~3 岁､ ~6 岁､ ~14 岁组的发生率分别为 84.44% ､ 70.10%  ､ 58.06%､ 71.43%,χ2 
=10.063 ,P<0.05,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年龄组中,喉水肿或声音嘶哑的发生率

χ2  为 10.358,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0-1y 组的发生率 高(16.05%),~14y 组的发生率 低(0),
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其中 0~1 岁组中,各项并发症的发生率 χ2为

63.126,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发生率较高的是低氧血症､ 刺激性咳嗽､ 声音嘶哑或喉水肿;
其中~3 岁组中,各项并发症的发生率 χ2为 67.703,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发生率较高的是低

氧血症､ 发热､ 刺激性咳嗽;其中~6 岁组中,各项并发症的发生率 χ2为 41.971,P<0.05,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发生率较高的是低氧血症､ 发热､ 刺激性咳嗽;其中~14 岁组中,各项并发症的发生率 χ2为

49.449,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发生率较高的是低氧血症､ 发热､ 刺激性咳嗽。另外,不同年

龄组患儿的术程耗时分别为 8.57±2.68 min  ､ 8.76 ±2.22 min ､ 8.84 ± 4.65 min  ､ 9.45±2.52 
min,F = 0.966 ,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不同年龄组患儿的喉水肿或声音嘶哑的出现

时间平均值分别为 1.96±3.78(h) ､  1.90±0(h) ､ 0.69±0.76(h),F 值为 0.369,P>0.05,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持续时间平均值分别为 5.84±6.99(h) ､ 0.5±0(h)､ 4.68±6.94(h),F 值为 0.352,P>0.05,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肺泡灌洗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高于未进行肺泡灌洗;不同年龄段的并发症发生率不同,一岁以内

的发生率 高,容易出现声音嘶哑或喉水肿。 
 
 
PO-0542 

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临床诊断类型相关因素分析 
 

万彩红,陈强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反复呼吸道感染不同诊断类型的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分析,为早期识别反复呼吸道感染类型

及治疗､ 预防反复呼吸道感染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江西省儿童医院 2015 年 4 月~2016 年 6 月呼吸科门诊就诊的反复呼吸道感染患

儿 55 例进行分析,按照反复呼吸道感染判定条件分为七种诊断类型:反复上呼吸道感染(A 组),反复气

管支气管炎(B 组),反复肺炎(C 组),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反复气管支气管炎(D 组),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反
复肺炎(E 组),反复气管支气管炎/反复肺炎(F 组),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反复气管支气管炎/反复肺炎(G
组)。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了解患儿社会学人口特征,及生活习惯､ 家庭环境､ 入托情况､ 过敏情况､

家族过敏史､ 住院史､ 哮喘史､ 临床表现等对诊断类型的影响,并对相关检查结果及治疗情况､ 随

访情况记录分析,了解其与诊断类型的相关性。使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计数资料使用卡

方检验分析,其中 T<5 或者 n<40 使用 Fisher 精确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因素的相关性,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55 例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中,A 组,2 例;B 组,16 例;C 组,2 例;D 组,9 例;E 组,2 例;F 组,20
例;G 组,4 例;其中以 B 组(29.09%)､ D 组(16.36%)､ F 组(36.36%)为主。在不同诊断类型的复感患

儿中,性别(P=0.768)､ 年龄(P=0.72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复感的不同诊断类型相关影响因素的分

析中,其中早产(P=0.024)､ 喂养方式(P=0.021)以及喂养时间(P=0.006)对疾病的分型具有影响,而其

余调查因素对疾病的诊断类型无影响。临床表现方面,反复上感中,以咳嗽(23.63%)､ 流涕(38.18%)
､ 鼻塞(30.90%)为主;反复肺炎中,主要为其他症状(27.27%)､ 咳嗽(18.18%)､ 有痰和发热(18.18%),
反复气管支气管炎中,以咳嗽(63.64%)､ 有痰(63.64%)､ 发热(49.09%)为主。在检查结果中,其中

CD4 在 G 组､ D 组､ F 组间具有明显显著影响,而其余结果无影响。在治疗方面,抗生素治疗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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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91.49%,雾化治疗有效率达 93.10%。随访时间多集中在 1-2 月,而随访时间和好转情况之间不存

在相关性。 
结论  
1.早产､ 喂养方式和喂养时间对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不同诊断类型具有影响,而其他调查因素对其影响

不大。 
2.临床表现方面,咳嗽､ 发热､ 有痰在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反复气管支气管炎､ 反复肺炎中均占比较

大,为主要症状表现,需要及时治疗予以控制。 
3.治疗上,抗生素以及雾化治疗是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的有效方式,对于各种诊断类型治疗无明

显差异。药物､ 免疫增强都是病情好转的影响因素,对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反复气管支气管炎､ 反

复肺炎均有积极影响。 
 
 
PO-0543 

7562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衣原体 IgM 抗体的结果分析 
 

李秋红,许东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检测及分析患儿血清中肺炎衣原体 IgM 抗体,探讨患儿肺炎衣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应用 ELISA 原理定性检测患儿血清中的肺炎衣原体 IgM 抗体,采用 X2检验对不同性别､ 季节

及年龄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共检测患儿标本 7562 例,阳性例数为 465 例,总阳性率为 6.15%。其中男性患儿阳性率为

5.57%,女性患儿阳性率为 7.31%。2011 年-2016 年的阳性率分别为 4.71%､ 8.88%､ 13.96%､
4.95%､ 4.21%及 1.06%。春夏秋冬的阳性率分别为 3.64%､ 6.43%､ 7.62%及 7.22%。0-1 岁､ 1-
3 岁､ 3-6 岁及>6 岁患儿阳性率分别为 3.25%､ 6.35%､ 7.97%及 7.31% 
结论 女性患儿肺炎衣原体感染率高于男性患儿且比较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秋冬季节肺炎

衣原体感染率较高,春季与其余季节之间比较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但其余季节之间比较则

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0-1 岁的患儿阳性率 低,3 岁以上的患儿阳性率 高,0-1 岁与其余

年龄分组之间比较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1-3 岁与 1-6 岁年龄组之间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P<0.05),其余年龄组之间比较则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PO-0544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调控哮喘气道重塑机制研究 
 

贾宵宵,张维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调控哮喘气道平滑肌(ASMC)功能和参与哮喘气道重塑的机制。 
方法 建立大鼠哮喘模型,提取大鼠 ASMC。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哮喘组和正常组大鼠

ASMC 中 β-catenin､ GKS-3β､ c-Myc 和 CyclinD1 的蛋白表达。抑制哮喘组和对照组 ASMC 中 β-
连环蛋白(β-catenin)和转录辅助因子 p300/CBP 间的相互作用后,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和流式

细胞术检测 ASMC 的增殖率和周期变化。抑制 MAPK 信号通路活性后,Western blot 法检测 c-Myc
和 CyclinD1 的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建立大鼠哮喘模型,提取大鼠 ASMC。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哮喘组和正常组大鼠

ASMC 中 β-catenin､ GKS-3β､ c-Myc 和 CyclinD1 的蛋白表达。抑制哮喘组和对照组 ASMC 中 β-
连环蛋白(β-catenin)和转录辅助因子 p300/CBP 间的相互作用后,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和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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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术检测 ASMC 的增殖率和周期变化。抑制 MAPK 信号通路活性后,Western blot 法检测 c-Myc
和 CyclinD1 的蛋白表达变化。 
结论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 ASMC 中可能通过下调 c-Myc 和 CyclinD1的表达､ 与 MAPK 信号

通路相互作用以及调控 ASMC 的增殖和分化等途径,影响 ASMC 的功能,参与哮喘气道重塑。 
 
 
PO-0545 

转化生长因子-β1 对人支气管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及 Six1 基因表

达影响的研究 
 

李美香
1,曲政海

2,徐蕾
2,杨召川

2,张梦雪
2,郭沙沙

2 
1.菏泽市立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TGF-β1 对人支气管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及 Six1 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人支气管上皮细胞(16HBE),分为对照组､ A 组(TGF-β1 处理 24 小时)､ B 组(TGF-β1
处理 48 小时)､ C 组(TGF-β1 处理 72 小时)。采用倒置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形态的变化,Real-time 
PCR 检测细胞表型标志物及 Six1 基因 mRNA 表达的情况,Westernblotting 检测细胞表型标志物及

Six1 蛋白的表达变化。 
结果 1､ 倒置显微镜结果示: 对照组细胞呈单层,细胞间连接较为紧密;A 组细胞形态变化不明显;B 组

部分细胞出现肥大､ 拉长,细胞间连接紧密性下降;C 组细胞形态变化较为明显,呈梭行,同时细胞间隙

增大,丧失典型的铺路石样特征。2､ RT - PCR 检测结果示:对照组细胞可正常表达 E-钙黏素､ 波形

蛋白､ 纤维黏连蛋白､ α-肌动蛋白及 Six1 基因 mRNA;A 组 E-钙粘素､ α-肌动蛋白基因 mRNA 表

达量降低,Six1 基因 mRNA 表达量增高,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波形蛋白､ 纤维黏连蛋白基因 mRNA
表达量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 组其 E-钙粘素基因 mRNA 表达量明显减少,波形蛋白､ 纤维

黏连蛋白､ α-肌动蛋白及 Six1 基因 mRNA 表达量均显著增加,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C 组 E-钙粘素基因 mRNA 表达量显著减少,波形蛋白､ 纤维黏连蛋白､ α-肌动蛋白及 Six1 基因 
mRNA 表达量均明显增加,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 Westernblot 检测结果示:对照组

细胞能够正常表达 E-钙粘素､ α-肌动蛋白､ 纤维黏连蛋白､ 波形蛋白及 Six1 蛋白。与对照组相

比,A 组细胞中 E-钙粘素表达减少,α-肌动蛋白､ 纤维黏连蛋白及波形蛋白的表达量增高,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Six1 蛋白表达量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 组细胞中 E-钙粘素表达量明显减少,α-肌动蛋

白､ 纤维黏连蛋白､ 波形蛋白及 Six1 蛋白的表达量均显著增加,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C 组细胞中 E-钙粘素表达量显著减少,α-肌动蛋白､ 波形蛋白及 Six1 蛋白的表达量显著增加,纤
维黏连蛋白表达量明显增加,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随 TGF-β1 作用时间越长,Six1
蛋白表达越高,各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TGF-β1 可能通过上调 Six1 的表达诱导气道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从而参与哮喘气道重塑。 
 
 
 
 
 
 
 
 
PO-0546 

Impact of childhood wheezing on lung function level in 
adulthood: a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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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Huan1,2,3,Li Yuanyuan1,2,3,Tang Lin1,2,3,Peng Xin1,2,3,Jiang Lili1,2,3,Wan Jiao1,2,3,Suo Fengtao1,2,3,Zhang 
Guangli1,2,3,Luo Zhengxiu1,2,3 

1.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Disorders 
3.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s in Chongqing 

 
 

Objective We summarized informations from several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following 
children with or without wheezing into adulthood,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wheezing on 
adulthood lung function. 
Methods Medical literatures were searched in the medline, pubmed, science direct, web of 
science and embase databases up to 10 May 2016. The adulthood lung function was selected as 
primary outcome,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prevalence was selected 
as secondary outcome. The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Review Manager 5.2 and 
stata 12.0 software program. A random-effects model was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of lung function, and the relative risk (RR) of COPD. Subgroups were 
stratified according to atopic or infection related wheezing and lung function indexs (FEV1/FVC or 
FEV1%pred). 
Results Six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involving 1141 children with wheezing and 1005 children 
without wheezing were included. Meta-analysis shows childhood wheezing decreased adulthood 
lung function as compared with no wheezing subjects (pooled SMD = -0.36, 95%CI:-0.57~-0.16, 
P=0.0005), furthermore, childhood atopic wheezing reduced adulthood FEV1/FVC and 
FEV1%pred when compared with no wheezing subjects. In addition, childhood atopic wheezing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OPD prevalence (pooled RR = 5.31, 95% CI :1.03~27.27, 
P=0.05).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suggests that childhood wheezing may induce ongoing declined 
lung function into adulthood life, as well as an increased risk of COPD prevalence when 
accompany with atopy. 
 
 
PO-0547 

2009-2016 年深圳地区儿童坏死性肺炎临床分析 
 

陈杰华
1,郑跃杰

1,王姝
2,王文建

1,李志川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坏死性肺炎(NP)是肺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国外研究显示近年来儿童 NP 发病率上升趋势。本

研究探讨深圳地区儿童 NP 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 
方法 通过检索病案系统,参照入选和排除标准,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2 期间在深圳市儿

童医院住院的 NP 病例,截取临床资料,总结病例特征。 
结果 共诊断 41 例 NP,其中 2009-2012 年 11 例,2013-2016 年 30 例。3 例院内获得性,38 例社区获

得性。7 例基础疾病。男 25 例,女 16 例;中位年龄 1.25(0.75,3.10)岁。40 例发热,热峰 39.7±0.74,热
程 13.7±6.9 d;住院时间 21.1±11.1d。无血液系统基础疾病 38 例患者,6 例白细胞<5×109/L;23 例大

于 12×109/L,平均(28.9±15.00)×109/L。中性粒细胞比例 0.65±0.22。39 例 CRP 中,1 例<10mg/L;38
例>10mg/L,平均(113.7±66.2)mg/L。CRP 和住院天数呈正相关(r=0.57,P<0.001)。27 例合并胸膜

病变,其中 19 例胸腔积液,6 例液气胸,2 例支气管胸膜瘘。38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分别为 7 例金

黄色葡萄球菌,7 例铜绿假单胞菌,6 例肺炎链球菌,3 例肺炎支原体,1 例溶血嗜血杆菌,14 例病原未

明。在抗感染基础上,17 例行胸腔闭式引流,其中 3 例行脓肿切开引流术+纤维板剥离术。17 例收入

或转入 PICU 治疗,仅 4 例需要呼吸机辅助呼吸。40 例治疗后好转,1 例感染不能控制,转上级医院拟

行肺叶切除术。无死亡病例。随访肺部 CT 空洞病变吸收时间(2.5±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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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深圳地区儿童 NP 的发病率有上升趋势,铜绿假单胞菌也是重要病原。NP 临床发热时间长,炎
症指标高,肺部影像表现重,住院时间长,但经过抗感染和必要的胸腔引流,长期预后好,极少数需要呼

吸支持和胸腔外科手术。 
 
 
PO-0548 

铜绿假单胞菌与 G+球菌坏死性肺炎的对比研究 
 

陈杰华
1,郑跃杰

1,王姝
1,2,马红玲

1,王莉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铜绿假单胞菌是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少见病原,铜绿假单胞菌坏死性肺炎偶有报道。本研究探讨

铜绿假单胞菌坏死性肺炎的流行病学情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 通过检索病案系统,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2 期间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 NP 病

例,分析病原为铜绿假单胞菌的病例特征,并与病原为 G+球菌的病例比较临床特点。 
结果 41 例 NP 中 26 例明确病原,9 例铜绿假单胞菌(其中 7 例社区获得性),13 例 G+球菌(7 例金黄色

普通球菌,6 例肺炎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 NP 男 8 例,女 1 例;年龄 0.75(0.52, 1.9)岁。发热病程

16.2±2.3d,住院时间 27.3±2.8d。8 例(88.9%)入 PICU,3 例(33.3%)呼吸机辅助呼吸。外周血白细胞

(WBC)<6×109/L 7 例,C 反应蛋白 148.2±21.7 mg/L,PCT 120.7±85.5 pg/L。7 例合并胸膜病变,6 例

行胸腔闭式引流。治疗后 8 例好转,1 例感染不能控制转上级医院拟行肺叶切除术。肺部空洞吸收平

均时间 1.9±0.4 月。与 G+球菌 NP 对比,铜绿假单胞菌 NP 的入院 WBC 较低(8.87±4.74×109/L vs 
25.31±5.35×109/L,P<0.05),治疗后 CRP 恢复需要时间长(18.0±2.3d vs 10.2±1.5d P=0.01)。发热病

程､ 住院天数､ 入院 CRP､ PCT､ 合并胸膜病变和需要外科干预的比例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是 NP 的重要病原,临床表现和预后与 G+球菌 NP 相似,更常见 WBC降低､ CRP
持续升高。NP 的初始治疗抗生素需要覆盖铜绿假单胞菌。 
 
 
PO-0549 

肺表面活性物质基因相关的婴幼儿肺间质疾病前瞻性研究 
 

陈杰华,郑跃杰,马红玲,鲍燕敏,王和平 
深圳市儿童医院 10240619 

 
 

目的 探讨基因相关的婴幼儿肺间质疾病(ILD)发病情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深圳市儿童医院 2013 年 12 月-2016 年 11 月,临床和影像学符合 ILD 诊断,病因不明显的

病例,采用二代测序方法对肺表面活性物质代谢缺陷相关基因(SFTPB､ SFTPC､ ABCA3､ TTF1､
CSF2RA､ CSF2RB)进行全外显子测序,采用 Sanger 测序对突变进行验证。分析阳性病例的临床

资料。 
结果 51 例纳入研究,5 例阳性,其中 4 例 SFTPC 基因突变,1 例 ABCA3 基因突变,阳性率 9.8%。男 2
例,女 3 例,年龄 2 月-23 月。5 例均表现为慢性咳嗽,气促,缺氧,营养不良。肺部 CT 5 例均有弥漫性

磨玻璃影､ 肺小叶间隔增厚;4例区域性肺通气过度､ 囊状影。4 例口服泼尼松,2 例加羟氯喹。1 例

失访,2 例症状消失,1 例改善,1 例尚未改善。 
结论 我国婴幼儿 ILD 中肺表面活性物质代谢缺陷相关基因突变占 9.8%,SFTPC 突变较常见。

SFTPC,ABCA3 突变引起的 ILD 临床表现为慢性咳嗽､ 气促､ 缺氧,伴生长发育落后;肺部 CT 表现

磨玻璃影,伴区域性过度通气或囊状影;泼尼松和羟氯喹是主要药物,疗效和预后有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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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0 

三七总皂苷 R1 改善糖皮质激素抑制 
哮喘气道上皮损伤后修复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邹文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三七总皂苷 R1(PNS)对糖皮质激素抑制哮喘气道上皮损伤后修复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60 只 4-6 周 C57bl/c 雌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哮喘组,地塞米松组,三七组和三七加地塞米松

组。哮喘组小鼠在第 0,14 天分别滴鼻 20μg 尘螨提取物致敏,第 21 天开始隔天滴鼻连续激发五次。

对照组在给予同剂量的生理盐水,地塞米松组在 后三次滴鼻前半小时行腹腔注射 15mg/kg 地塞米

松溶液,三七组腹腔注射 15mg/kg 三七总皂苷 R1 溶液,三七加地塞米松组腹腔注射 15mg/kg 三七总

皂苷 R1 溶液和 15mg/kg 地塞米松溶液。末次滴鼻后 24h 内每组 6 只小鼠行有创肺功能检测小鼠

气道高反应性,其余 6 只行支气管肺泡灌洗观察气道炎症以及脱落上皮细胞情况,HE 染色观察肺部病

理情况以及气道上皮损伤情况,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肺部气道上皮细胞完整性以及气道上皮的增殖

凋亡情况,Western blot 法检测相关蛋白表达情况。利用慢病毒 shRNA 敲低小鼠体内 GR-β 再重复

以上实验。培养人支气管上皮细胞株(16HBE)分为 16HBE+PBS 组,16HBE+Dex 组,16HBE+PNS
组和 16HBE+Dex+PNS 组,利用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小室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细胞克隆检测细胞

的增殖能力,流式染色 Annexin V 和 Tunnel 实验检测细胞凋亡,Western blot 法检测相关基因蛋白表

达。利用小干扰 RNA 技术敲低 GR-β 再重复以上实验。利用免疫共沉淀,Co-IP 和荧光素酶报告基

因等技术证明 PNS 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 GR-α/GR-β 二聚体的形成从而影响下游基因的表达。

后通过纤维支气管镜技术刷取人支气管上皮细胞进行原代培养,用三七皂苷 R1 和 Dex 进行干预。 
结果 三七加地塞米松组小鼠气道脱落上皮细胞明显低于地塞米松组(p<0.05),气道上皮完整性明显

高于地塞米松组,小鼠肺部 GR-β,增殖相关蛋白高于地塞米松组,凋亡相关蛋白低于地塞米松组。敲

低小鼠体内 GR-β 后 PNS 不再起作用。16HBE+Dex+PNS 组细胞迁移侵袭以及增殖能力明显高于

16HBE+Dex 组(p<0.05),凋亡细胞明显低于 16HBE+Dex 组(p<0.05)。16HBE+Dex+PNS 组 GR-β
和增殖相关蛋白明显高于 16HBE+Dex 组,凋亡相关蛋白低于 16HBE+Dex 组。免疫共沉淀,Co-IP
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发现 PNS 可以促进 GR-α/GR-β 二聚体的形成,并能相互作用入核启动下

游的相关基因。siRNA 敲低 GR-β 后 PNS 作用明显减弱。纤维支气管镜取下原代人支气管上皮细

胞培养发现,PNS 和 Dex 干预后细胞迁移增殖能力明显增加,凋亡细胞减少,细胞中 GR-β 表达增

多。 
结论 三七总皂苷 R1 可以通过 GR-β 促进上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并抑制上皮细胞凋亡从而改善糖皮质

激素抑制哮喘气道上皮损伤后修复的作用 
 
 
PO-0551 

北京儿童医院住院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特点分析:2007-2015 
 

吴喜蓉,殷菊,刘秀云,秦强,郭琰,刘军,姚瑶,贺建新,王昊,陈兰勤,赵志鹏,徐保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了解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调查分析,通过大数据分析,共纳入 2007 年-2015 年,出院第一诊断为呼吸系统

疾病的 0-18 岁患儿 49356 例,采用构成比及卡方检验统计。 
结果 2007 年-2015 年,出院第一诊断为呼吸系统疾病患儿共有 49356 例,其中 61.2%(30304 例)为 5
岁以下儿童,感染性疾病占 76.5%(37752 例),非感染性疾病占 23.5%(11604 例)。在住院的感染性疾

病患儿中,支原体感染患儿有 9548 例(75.4%),病毒感染 869 例(6.9%)。在非感染性疾病中,睡眠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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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患儿 4407 例(37%),异物吸入 2266 例(19.5%),先天性解剖异常 1133 例(9.7%)。93.5%患儿预

后较好,0.2%患儿死亡,且死亡患儿 79.8%为 5 岁以下儿童。 
结论 儿童呼吸系统疾病是儿童住院的主要原因,其中感染性疾病占多数,尤其是支原体及病毒感染。

在非感染性疾病中,呼吸睡眠障碍及异物吸入占主要比例。5 岁以下儿童治疗效果较差。需更加关注

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 5 岁以下儿童。 
 
 
PO-0552 

早期低剂量 LPS 通过调节 GITR/GITRL 对小鼠哮喘 
模型的保护及机制研究 

 
丁凤霞,符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索早期低剂量 LPS 预处理发挥哮喘保护作用的机制。 
方法 建立早期低剂量 LPS 预处理 OVA 哮喘模型及普通 OVA 哮喘模型,经气管转染 GITRL 沉默或

过表达质粒,观察抑制或增强 DC 上 GITRL 对哮喘小鼠表型的影响及对小鼠 Treg､ Th1､ Th2 及

Th17 细胞数量及功能的改变。分离原代 DC 及 T 细胞,进行共培养,LPS 预处理或空白对照转染高表

达 GITRL 的 DNA 或 GITRL-siRNA 质粒,OVA 刺激后观察 Treg､ Th1､ Th2 及 Th17 细胞数量及其

功能,同时检测各个 T 细胞亚型凋亡水平。 
结果 早期(3d)低剂量(1ug)LPS 暴露可降低气道高反应性,肺部炎症及血清 IgE(P<0.05);后期(2w1ug 
LPS)及较高剂量 LPS(3d100ugLPS 或 2w100ug LPS)暴露对哮喘保护作用不明显,甚至会加重哮

喘。早期低剂量 LPS 预处理哮喘组(3d1ug LPS/OVA)较哮喘组(PBS/OVA)Treg 明显增多

(P<0.05),Th2 细胞及 Th17 细胞明显减少(P<0.05)。此外,3d1ug LPS/OVA 组肺组织 GITRL 表达较

PBS/OVA 明显减少(P<0.05),而在 3d1ugLPS/OVA 组上调 DC 细胞表面 GITRL 可通过增强 Treg 细

胞调节功能,同时促进 Th1,Th2 及 Th17 细胞凋亡,从而消除 LPS 对哮喘的保护(P<0.05)。 
结论 LPS 通过调节 DC 表面 GITRL 水平进而调控 Treg､ Th1､ Th2 及 Th17 细胞功能,产生保护哮

喘作用。 
 
 
PO-0553 

合肥市经开区 2010 年--2016 年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 
的流行病学分析  

 
王强,王宁玲,夏东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分析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儿童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 ,MP)感染的病原学流行

特点,指导本地区 MP感染的预防､ 临床诊断及治疗。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和被动凝集法检测患儿血清中 MP-IgM 抗体,根据发病年份､ 性别､ 年龄

段和季节的 MP 阳性率的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 18697 例患儿中,共检出呼吸道病原体阳性 4410 例,总阳性率 23.59%;2010 年--2016 年

中,2013 年 MP-IgM 抗体阳性率为 30.86%,为 7 年中 高,与其他年份(2010 年 9.78%､ 2011 年

14.02%,2012 年 25.68%､ 2014 年 25.45%､ 2015 年 20.59%､ 2016 年 25.80%)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男性患儿阳性率(20.91%)与女性患儿阳性率(27.3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年龄组

间 MP-IgM 抗体阳性率(婴儿组 8.12%,幼儿组 22.16%,学龄前组 33.09%,学龄组 37.06%)有显著差

异,婴儿组的 MP-lgM 抗体阳性率(8.12%) 低,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阳性率逐渐上升,学龄期组(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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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其余各年龄组,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MP 感染四季均可发病,四季发病基本相似,
但以冬季的阳性率(26.27%) 高,春季､ 夏季和秋季的 MP-IgM 抗体阳性率次之,分别为 21.04%､
22.33%和 24.12%,阳性率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X2=5.57  P >0.01)。 
结论 本地区儿童 MP 感染每 3-5 年感染率逐渐增高后达高峰,随后感染率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下降过

程中有波动,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在性别､ 年龄和季节上存在差异。 
 
 
PO-0554 

重症肺炎患儿血清降钙素原､ 炎症因子 
和凝血指标变化及临床意义 

 
徐春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重症肺炎患儿血清降钙素原､ 炎症因子和凝血指标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住院 24h 以上,符合支原体肺炎

诊断标准的 110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将肺炎入选病例分为普通肺炎组(65 例)､ 重症肺炎组(45 例)。
正常对照组 50 例。正常对照组在体检时测定血清降钙素原(PCT)､ 炎症因子(血 WBC､ CRP 和 IL-
6)和凝血指标(D-二聚体和可溶性 P-选择素)水平;病例组于入院治疗前､ 48h､ 72h 及出院前测定血

清 PCT､ IL-6､ CRP､ WBC､ D-二聚体和可溶性 P-选择素水平;数值变量以 x±s 表示,两组间数据

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血清 PCT 在正常对照组中不升高,在普通肺炎组中轻度升高,在重症肺炎组中明显升高;重症肺

炎组中的血清 PCT 水平明显高于普通肺炎组,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IL-6､ D-二聚体和可

溶性 P-选择素水平在正常对照组中不升高,在普通肺炎组及重症肺炎组中均明显升高,重症肺炎组高

于普通肺炎组,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5);CRP 水平亦随病情加重逐渐增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 WBC 在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连续监测重症肺炎组血清 PCT､ 可

溶性 P-选择素､ D-二聚体､ IL-6､ CRP 水平发现,在抗生素使用前血清 PCT 可快速上升,当治疗有

效时,血清 PCT 下降也快,而 IL-6､ CRP 水平在感染被控制后仍维持高水平,其下降速度慢于血清

PCT;细菌性重症肺炎组血清 PCT 与非细菌性重症肺炎组相比,有差异(P<0.05);可溶性 P-选择素和

D-二聚体水平与病情危重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 PCT､ CRP､ IL-6､ 可溶性 P-选择素和 D-二聚体与儿童重症肺炎的严重程度相关,连续监测肺

炎患儿 PCT､ IL-6､ CRP､ 可溶性 P-选择素和 D-二聚体水平对评估病情变化及判断预后有重要意

义。 
 
 
 
 
 
 
 
 
 
 
PO-0555 

Childhood recurrent pneumonia caused by endobronchial 
sutures 

 
Zan Yiheng,Liu Hanmin ,Zhong Lin,Qiu Li,Tao Qingfen,Chen Lina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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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Recurrent pneumonia is defined as more than 2 episodes of pneumonia in 1 year or 3 
or more episodes anytime in life. The morbidity is around 7% to 9% in such patients.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common underlying diseases of childhood recurrent pneumonia are congenital or 
acquired anatomical abnormalities of respiratory system, immune disorders,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 and so on. Endobronchial sutures are rarely 
considered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recurrent pneumonia in children. Here, we described 
a school-aged girl who suffered from recurrent pneumonia and endobronchial suture was found to 
be the underlying cause. In children with recurrent pneumonia, early referral for bronchoscopy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accurat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ethods   A 12 years old girl was admitted to West China 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with the complaints of recurrent fever and cough for more than 1 month. Her 
highest body temperature was 39.0℃.The episodes of fever was not accompanied by chills, rigor 
or rash. Her cough was occasional and dry at first, then became more frequent and productive. 
The patient also had occasional dizziness without chest pain, dyspnea or hemoptysis. She was 
treated in a local hospital with Amoxicillin and clavulanate potassium for 7 days, cefoperazone 
sodium and tazobactam and penicillin for 2 days. But her symptoms did not improve. Then she 
was referred to our hospital.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girl had encountered a car crash leading to 
fracture of her left ribs and mandible and rupture of the trachea 7 years ago. She received an 
operation to repair the broken trachea and lung. After that she had pneumonia almost every year.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the patient was afebrile, the respiratory rate was 20 breaths per minute, 
and oxygen saturation was 98% in ambient air. The breath sounds were harsh and neither rales 
nor wheezing were heard. Other physical examinations were unremarkable. 
The white-cell count was 10.3×109/ml, with 70.4% neutrophils; the hemoglobin and the platelet 
count were 108g/l and 384×109/ml respectively. The biochemical tests were normal. The serum 
test for Mycoplasma Pneumonia antibody was positive with the titer of 1:1280. Other pathogens 
including common respiratory viruses were not found. Chest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revealed 
stenosis or occlusion in the proximal end of left main bronchus, along with pleural effusion, 
consolidation and partial atelectasis in the lower lobe of the left lung. 
  After admission, the girl received bronchoscopy and surgical sutures were found in the left main 
bronchus. The sutures were then taken out by forceps. The mucosa of the left main bronchus 
was edematous accompanied by granulation formation, the diameter of the bronchus was 
reduced. Much purulent secretions were suctioned out and the culture of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reveale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he received Piperacillin/tazobactam with much 
improvement of her symptoms and was discharged later. 
Results Recurrent pneumonia is defined as more than two episodes of pneumonia in one year or 
three or more episodes in a lifetime, with radiographically documented clearing episodes. Careful 
collection of present illness, past medical history and selection of the appropriate accessory 
examination could yield the basic idea of diagnosis in children with recurrent pneumonia. CT scan 
and bronchoscopy were necessary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Congenital or acquired anatomical 
abnormalities of respiratory system, aspiration syndrome, immunodeficiency,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 are severe underlying causes of childhood recurrent 
pneumonia, which were usually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the first months of life.A case-control 
study revealed that wheezing, 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 postnasal drip, atopy/allergy and asthma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sposing factors of recurrent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children.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case reported in a child that suture was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recurrent pneumonia. The patient underwent trachea connection and lung 
repair operation after an accident of car crash. From then on she suffered from 1-2 episodes of 
pneumonia every year. This time her symptoms lasted for more than 1 month and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was not effective. Bronchoscopy revealed surgical sutures twisted with granulation in 
the left main bronchus. After the removal of sutures the patient had no episode of fever and her 
symptoms also rel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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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gical sutures causing recurrent pneumonia are rarely reported in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It 
was reported that endobronchial sutures resulted in chronic cough in 6 adults. Symptoms lasted 
for 2 to 6 years because endobronchial suture was not considered in earlier diagnostic 
evaluations. Persistent cough and the presence of intermittent hemoptysis in these patients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 of thoracic surgery led to bronchoscopy for further diagnosis. After 
lavage and suction, the endobronchial sutures were finally found. Sutures migrated from the 
stump of bronchus and located in peribronchial or endobronchial sites. And granulation tissue 
formed around the sites by inflammation response. Different types of sutures induce different 
inflammation responses. It is easier for bacteria to adhere over silk and polyglycolicacid sutures, 
and suture braiding also boost bacterial adherence over monofilaments. Both granulation tissue 
and inflammation response contributed to such symptoms as cough, hemoptysis and so on. 
Those 6 cases remind us that endobronchial sutur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thoracic surgery and persistent cough which is unresponsive to medical therapy. 
  Diagnosis of endobronchial suture could be achieved by bronchoscopy, and biopsy forceps are 
usually used to remove suture. Repeated bronchoscopy is necessary to document resolution of 
granulation tissue and to assure that no underlying pathology is obscured by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is case indicates that children with late and recurrent onset of 
pneumonia should be evaluated by bronchoscopy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find out underlying 
causes, which can reduce misdiagnosis and recurrence. 
 
 
PO-0556 

SFTPC 基因突变致婴儿间质性肺病 1 例及硫酸羟氯喹的疗效 
 

刘靖,祁媛媛,洪达,王立波,钱莉玲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告肺表面活性蛋白 C(SFTPC)基因突变致婴儿间质性肺病 1 例及国内首次使用硫酸羟氯喹

治疗该疾病的疗效,提高对该病诊断和治疗的认识。 
方法 总结 1 例 SFTPC基因突变致婴儿间质性肺病的临床特点､ 诊断过程和硫酸羟氯喹的疗效,并
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1 例患儿从新生儿期开始呼吸窘迫,持续无法离氧,影像学示肺部渗出,病原学检查均为阴性,常规

抗感染无效,否认肺部疾病家族史,经基因检测显示:SFTPC 基因外显子 4(Exon 4)检测到一处杂合错

义变异位点( c.T337C:p.Y113H),该位点尚未报导,父母验证未发现携带该变异位点。患儿出生后无

法离氧,13 月龄起予硫酸羟氯喹治疗,6 个月后可以完全离氧,呼吸窘迫､ 生长发育情况和胸部 CT 情

况明显改善。共检索到硫酸羟氯喹治疗 SFTPC 突变致儿童间质性肺病的文献 12 篇,均为国外文献,
病例共 51 例,包括本文 1 例,随访 0.3-15.8 年不等,其中 12 例单用硫酸羟氯喹治疗(包括本文 1 例),均
取得良好疗效(100%),均未提到药物副作用;39 例患儿为全身糖皮质激素合用硫酸羟氯喹治疗,其中

33 例(84.62%)有效,2 例(5.13%)无改善,4 例(10.26%)恶化(包括 1 例死亡)。 
结论 SFTPC 基因突变的婴儿间质性肺病需要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及早使用硫酸羟氯喹治疗可以改

善临床症状体征和生长发育情况,减少终末肺的发生。 
 
 
PO-0557 

经鼻高流量吸氧治疗毛细支气管炎 50 例疗效观察 
 

李磊,王军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7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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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经鼻高流量吸氧对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作用。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我院儿科住院的中度以上症毛细支气管炎的患儿 50 例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3 组:A 组普通鼻导管氧疗组(17 例);B 组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组(15 例),C
组高流量氧疗(HFNC)组(18 例),观察对比 3 组不同氧疗方式下,1 小时后患儿呼吸频率(RR),心率

(HR),血氧饱和度(SaO2),二氧化碳分压(PaCO2),24h 有效率,住院时间。 
结果 治疗 1 小时后, n CPAP 组及 HFNC 组的呼吸频率(RR)及心率(HR)均有明显下降,而普通氧疗

组 RR 及 HR 无明显改变,其中 n CPAP 组和 HFNC 组 HR 和 RR 的改变无统计学意义(P>0.05),普
通氧疗组与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 CPAP 组及 HFNC 组的 SaO2 均明显上升,两者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普通氧疗组的 SaO2 也有不同程度上升,但与前二者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n CPAP 组及 HFNC 组的 PaCO2 均有明显下降,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普通氧疗组的 PaCO2 无明显变化,与前二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4 小

时评估氧疗有效率,普通氧疗组 17 例中有效 6 例(35.3%),无效 11 例(64%)n CPAP 组氧疗组 15 例
中有效 12 例(80%),无效 3 例(20%),HFNC 组 18 中有效 15 例(93%),无效 3 例(16.7%),对比各组间

有效率,普通氧疗组与 HFNC 组比 χ2=13.237,差有统计学意义(P<0.05);普通氧疗组与 n CPAP 组比

χ2=12.441,差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HFNC 组与 n CPAP 组比 χ2=0.06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HFNC 组住院天数为 (7.5±2.1)d,n CPAP 组住院天数为 (8.1±2.01)d,普通氧疗组住院天数

(10.7±2.0)d,其中 HFNC 组及 n CPAP 组住院天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普通氧疗组住院

天数明显较前二者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FNC 在治疗中度以上毛细支气管炎中,能明显改善气体交换,氧疗有效率､ 住院天数均优于普

通氧疗,但与 n CPAP 比较无明显差异。 
 
 
PO-0558 

内皮祖细胞来源的外泌体提取方法探讨 
 

张小媚,钱莉玲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超高速离心法､ ExoQuick-TC(SBI)试剂盒法提取内皮祖细胞来源的外泌体的优缺点。 
方法 大鼠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用含 5%去外泌体血清､ VEGF 等生长因子的培养基培养 48h,收集

上清 200ml,分别用超高速离心法､ ExoQuick-TC(SBI)试剂盒法提取上清中外泌体,通过 BCA 蛋白

定量法､ 透射电子显微镜､ Nanosight 颗粒粒度分析仪和蛋白印迹技术检测外泌体总蛋白浓度､ 形

态结构､ 粒子浓度与粒径分布和标记蛋白 CD63､ CD9､ TSG101 表达情况,评估两种方法提取外泌

体的效率和质量。 
结果 两种提取方法中,试剂盒提取的外泌体总蛋白浓度(18.4μg/μl)是超高速离心法提取的(1.8μg/μl)
的 10 倍。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试剂盒提取的外泌呈双凹杯托状,有较多碎片,背景杂;超高速离心法提

取的外泌体呈双凹杯托状,立体感好,形态完整,背景干净。试剂盒提取的外泌体平均粒径

99.7+31.2nm,粒子浓度为 3.43×109个/ml;超高速离心法提取的外泌体平均粒径 181.3+61.2nm,粒子

浓度为 5.74×107个/ml。试剂盒提取的外泌体表达 CD63 蛋白,未检测到 CD9､ TSG101 蛋白;超高

速离心法提取的外泌体未能检测到 CD63､ CD9､ TSG101 蛋白。 
结论 试剂盒法提取的外泌体蛋白浓度高,粒子数多,平均粒径小,但有其它蛋白干扰,可能适用于稀缺

样本外泌体提取或者非蛋白研究;超高速离心法提取的外泌体蛋白浓度低,粒子数少,平均粒径较大,其
它蛋白干扰少,可能适用于大量样品的处理及蛋白组学方面研究。 
 
 
PO-0559 

以塑性型支气管炎为首发的特发性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796 
 

刘奉琴, 郭春艳,孙立锋,王金荣,陈星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特发性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在儿童的发病率极低,容易与其他社区获得性肺炎混淆,导致诊

断延误和过量使用抗生素延误。现报告我们收治一例 6 岁儿童病例。 
方法 6 岁男孩因发热咳嗽入院,抗生素治疗效果欠佳,肺部影像检查提示双肺浸润影,通过肺泡灌洗液

检查发现塑形痰栓堵塞右上叶支气管各段,肺泡灌洗液嗜酸粒细胞比例高达 92%及痰栓病理检查确

诊为急性嗜酸粒细胞性肺炎,见大量嗜酸粒细胞,追问病史有二手烟及新家具接触史,确诊为特发

性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 
结果 确诊后立即停用抗生素,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迅速好转,随访半年状态良好。 
结论 本例患儿既往无支气管哮喘和其他变应性疾病史,追问病史在发病前曾有装修换新家具及二手

烟吸入史,急性起病,出现发热､ 咳嗽,以干咳为主,查体右上肺呼吸音略低,胸片示大叶性肺炎,外周血

出现嗜酸性粒细胞迟发性增高,两次送检肺泡灌洗液中嗜酸性粒细胞均明显>25%,痰栓病理检查见大

量嗜酸性粒细胞,无明显感染原因及特应性疾病病史。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症状缓解,外周血嗜酸性

粒细胞迅速下降,患儿特发性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诊断明确。 
 
 
PO-0560 

经鼻持续正压通气优先策略治疗中 
-重度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 

 
高文杰,张中馥,贾系群,安淑华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探讨经鼻持续正压通气(nCPAP)优先策略治疗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我院呼吸一科收治的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的患儿

300 例。随机分为普通治疗组(对照组)和 nCPAP 治疗组各 150 例。比较两组治疗效果,即治疗前､

治疗后 12h､ 24h PaO2､ PCO2､ PaO2/FiO2､ 呼吸､ 心率等指标,以及患儿喘息､ 三凹征主要症
状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及气管插管率。 
结果 nCPAP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治疗 12h､ 24h PaO2､ PaO2/FiO2 升高,PCO2 降低,呼吸､ 心
率减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喘息､ 三凹征消失时间及平均住院天数明显缩短,气管插管率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鼻持续正压通气优先策略治疗中-重度毛细支气管炎疗效显著,可阻止病情进展,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气管插管率,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无创呼吸支持技术。 
 
 
 
 
 
PO-0561 

百日咳与类百日咳综合征临床特点比较 
 

张丽君,安淑华,田利远,高文杰,李金英,李权恒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比较儿童百日咳及类百日咳综合征临床特点及类百日咳病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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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一科收治的 138 例有百日咳样症状患

儿的病例资料,按咽拭子百日咳 PCR 是否阳性分为百日咳组(54 例)和类百日咳组(84 例),分析类百日

咳综合征病原,比较两组间的临床特点。 
结果 (1)有百日咳样症状的患儿中百日咳杆菌阳性检出率 39.1%(54/138);类百日咳综合征病原以病

毒为主,依次为鼻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 副流感病毒､ 肺炎支原体。(2)两组在年龄､ 性别､ 发热

､ 鸡鸣样尾音､ 喘息､ 阵发性青紫､ 住院时间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类百日咳综合征患儿

疫苗接种率高于百日咳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组间的临床特点。 
结论 百日咳与类百日咳患儿不能通过临床症状及血常规检测进行区分,需要进行病原检测。类百日

综合征患儿以病毒感染为主。未接种疫苗者百日咳发病率高。 
 
 
PO-0562 

细菌混合感染在儿童坏死性支原体肺炎中的作用分析 
 

李金英,张丽君,张曼,李权恒,安淑华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探讨细菌混合感染在儿童坏死性支原体肺炎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科自 2016 年 10 月起至 2017 年 2 月间所有住院治疗的坏死

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20 例,分析:1.肺坏死发生时间的中位数与外周血白细胞(WBC)峰值出现时间

的相关性;2.经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液(BALF)细胞组成;3.BALF 中支原体内部颗粒运动情况;4.抗
生素应用情况。 
结果 1.肺坏死发生时间的中位数与外周血 WBC 峰值出现的时间呈正相关性(r=0.783,P=0.000);2. 
BALF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占 87.3%(64.5,88.0);3. 20 例中的 14 例(70%)为支原体的少量白细胞内部

颗粒运动;4 例(20%)为偶见白细胞内部颗粒运动;2 例(10%)为大量白细胞内部颗粒运动。;4.坏死性

肺炎出现肺坏死后 13 例(65%)经加强抗菌治疗后病情好转。 
结论 肺坏死时间段由支原体本身的感染所起的作用可能较小,而继发的细菌感染在儿童坏死性支原

体肺炎中具有一定作用。 
 
 
PO-0563 

Efficacy of Long-term Nebulized Budesonide Treatment on 
Post Infectious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PIBO) in Children 

 
Zhang Xiaomei,Lu Aizhen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long-term nebulized 
budesonide treatment on post infectious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PIBO) in children. 
 
Methods We reviewed 30 cases of PIBO under follow-up treatment with nebulized budesonide 
for 12 months or till lung function was normal. Therapeutic response was evaluated by the 
symptom scores, lung function and chest radiological profile changes. Factors which may be 
associted with prognosis were also analyzied.  
Results All 30 cases occurred following moderate?severe pneumonia. Adenovirus and 
Mycoplasma pneumoniae were the most aetiological agents. High-resolution CT (HRCT) scan 
showed patchy ground?glass opacity in all patients, with typical mosaic pattern in 11 cases.  Lung 
function tests showed decrease in TPEF%TE(median 16.73±4.61) and VPEF%VE(median 
20.74±3.61) in all patients. Symptom scores were all improved greatly after th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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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ng function was also improved greatly with TPEF%TE(19.44±6.49) and VPEF%VE 
(22.79±4.78).  HRCT scan of 19 cases revealed images improved in 9 cases, didn’t change in 6 
cases and deteriorated in 4 cases. Age at diagnosis, gender, aetiology, typical mosaic pattern in 
CT and lung function at baseline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rognosis. 
Conclusions Nebulized budesonide is effective in relieving clinical symptom and improving the 
lung function of PIBO in children with no adversed events during 1 year follow-up, but has very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HRCT change. 
 
 
PO-0564 

软式支气管镜在儿童下呼吸道外源性异物治疗中的价值 
 

顾浩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评价软式支气管镜在儿童下呼吸道外源性异物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 2014 年-2016 年,三年期间上海市儿童医院收治的外源性支气管异物病例 147 例,
进行回顾性分析,将研究对象分为硬质支气管镜治疗组,软式支气管镜治疗组及手术治疗组,对硬质支

气管镜治疗组,软式支气管镜治疗组取出异物成功率进行卡方检验比较。 
结果 三年期间上海市儿童医院收治的外源性支气管异物病例 147 例,均由胸部 CT､ 胸透或呼吸内

镜诊断为支气管异物。147 例患儿中男性 104 例,女性 43 例, 小月龄 7 个月, 大月龄 156 个月,平
均月龄 23.704±22.223 个月。支气管异物种类以坚果类食物 为多见,147 例病例中常见的并发症

依次为支气管粘膜肉芽组织增生 88 例(59.86%),肺炎 56 例(38.1%),肺不张 15 例(10.2%),呼吸衰竭

14 例(9.52%),支气管扩张 4 例(2.72%)。141 例呼吸内镜取异物患者中,106 例(72.11%)患者接受软

式支气管镜术取异物,成功取出者 100 例(94.34%);35 例(23.81%)患者接受硬质支气管镜术取异物,
成功取出者 28 例(80%)。软式支气管镜取支气管异物成功率高于硬质支气管镜,有统计学差异

(p=0.018<0.05) 
结论 软式支气管镜与硬质支气管镜均为儿童外源性下呼吸道异物有效治疗手段,软式支气管镜取 异
物较硬质支气管镜取异物成功率更高。 
 
 
PO-0565 

吸入变应原 sIgE 在不同气道过敏性疾病儿童中的分布差异 
 

朱康,侯晓玲,高琦,王亚如,皇惠杰,任亦欣,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了解 3~14 岁北方地区气道过敏性疾病患儿吸入变应原血清特异性 IgE(specific IgE ,slgE)的分

布特征。 
方法  应用 UniCAP250 变应原定量 IgE 检测系统的荧光酶联免疫法,对 256 例气道过敏疾病患儿测

定 9 种常见吸入变应原的血清 slgE。9 种常见吸入变应原包括:链格孢(m6)､ 霉菌混合(mx2)､ 粉尘

螨(d2)､ 户尘螨(d1)､ 春季树木花粉混合(tx4)､ 秋季杂草花粉混合(wx5)､ 猫毛皮屑(e1)､ 狗毛皮屑

(e5)､ 蟑螂(i6),并将其分为 5 大类,即尘螨类(包括 d1 和 d2)､ 霉菌类(包括 m6 和 mx2)､ 宠物类(包
括 e1 和 e5)､ 蟑螂(i6)､ 花粉类(包括 tx4 和 wx5)。256 例患儿中男 162 例,女 94 例;平均年龄 5.9
岁。按照临床诊断分组为:变应性鼻炎组(以下简称“鼻炎组”)(37 例)､ 支气管哮喘组(以下简称“哮喘

组”)(82 例)和变应性鼻炎合并支气管哮喘组(以下简称“鼻炎哮喘组”)(137 例)。比较三组患儿 9 种吸

入变应原阳性检出率的分布差异,并在吸入变应原 sIgE 检出阳性患儿中分析三组患儿的致敏级别和

致敏种类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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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各吸入变应原血清 sIgE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m6 44.1%(113/256 例)､ mx2 44.1%(113/256 例)
､ d2 39.1%(100/256 例)､ d1 35.2%(90/256 例)､ tx4 30.1%(58/193 例)､ wx5 23.4%(61/256 例)､
e1 13.3%(34/256 例)､ e5 11.3%(29/256 例)､ i6 7.4%(18/256 例)。鼻炎哮喘组 m6 和 mx2 的血清

sIgE 的阳性检出率均高于哮喘组(Χ2=5.35､ 7.70,P 均<0.05)。鼻炎组 mx2 血清 sIgE 的阳性检出率

均高于哮喘组(Χ2=6.02 ,P<0.05)。三组患儿其余 7 种变应原血清 sIgE 的阳性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9 种变应原的致敏级别分布和致敏种类数在吸入变应原 sIgE 检出阳性的三组患儿中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北方地区气道过敏性疾病儿童 常见的吸入变应原是霉菌､ 尘螨､ 花粉;鼻炎和鼻炎合并哮喘

患儿的霉菌类血清 sIgE 的阳性检出率高于哮喘患儿。 不同气道过敏性疾病吸入变应原的致敏级别

分布和致敏种类数具有相似性。 
 
 
PO-0566 

维生素 D 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儿童肺炎的相关性研究 
 

赵丽霞,殷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与血清 25-OH-D3水平以及维生素 D 受体(VDR)基因 Fok1､ Bsm1 和 Taq1 三个

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收治的满 28 天到 1 岁的普通肺炎患

儿,同期同年龄的骨科多指(趾)患儿作为对照组。测定其血清 25-OH-D3浓度以及 VDR 基因 Fok 1､
Bsm 1 和 Taq 1 三个基因位点。 
结果 肺炎组和对照组的血清 25-OH-D3水平分别为 27.46±13.50 μg/L 和 42.79±12.77μg/L,肺炎组

和对照组间存在显著差异。肺炎组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发生率均较对照组高,均有统计学意义。

此外,VDR 基因 Fok1､ Bsm1 和 Taq1 三个基因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频率在肺炎组和对照组

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或不足可能与儿童肺炎的易感性及病情严重程度相关。VDR 基因 Fok1､ Bsm1
和 Taq1 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与儿童 ALRI 易感性和严重程度无关。 
 
 
PO-0567 

中国非获得性免疫缺陷病儿童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研究 
 

樊慧峰,陈晨,张东伟,杨迪元,黄莉,卢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目前马尔尼菲青霉菌主要感染患 HIV 的成人,儿童报道非常罕见,本研究的主要母的是探讨非获

得性免疫缺陷病儿童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的临床及实验室特征。 
方法 本研究总结了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1 年至 2015 年 10 例患儿的临床数据。 
结果 10 例患儿病程为 8 天-1 个月,所有患儿均有发热,肝大为 9 例,脾大为 8 例。2 例患儿表现出皮

肤损伤。住院期间危及生命的并发症主要为噬血细胞综合征(8/10),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8/10),弥散

性血管内凝血(DIC)(7/10),休克(6/10)。2 例患儿检测出免疫缺陷病,1 例为 IgG 缺乏,另一例为 CD4
及 CD8 计数明显下降。4 例患儿骨髓发现噬血现象。8 例患儿胸部影像学表现不典型。仅 2 例患儿

经抗真菌治疗后好转。其他患儿在入院后 1-17 天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和 DIC。 
结论 本研究发现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在非获得新免疫缺陷病的婴幼儿中致死率高,病情严重。儿科

医生应对该病保持警觉以便给予早期诊断及治疗。对于此类病人免疫方面的系统评估非常必要。对

于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的发病机理及合理治疗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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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68 

多中心､ 随机､ 开放性评价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治疗儿童流感疑

似病例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何春卉,刘纯义,邓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研究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治疗儿童流感疑似病例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采用多中心､ 随机､ 开放性研究。收集广东省 5 所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深圳市宝

安区妇幼保健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越秀区儿童医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7 月门诊收治的儿童流感疑似病例 229 例,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115 例,给
予愈酚伪麻口服溶液作为基础治疗,连续给药 5 d;试验组 114 例,给予基础治疗加上磷酸奥司他韦颗

粒剂,同样连续给药 5 d。观察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1)治疗前两组疑似病例在病情严重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试验组比对照组,在疾病

持续时间(h)【69.9(95%CI 65.3~91.5) 比 75.4(95%CI 63.8~91.7)】､ 发热持续时间【40.4 (95%CI 
31.5~53.4) 比 44.0(95%CI 33.2~50.0 ) 】上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均有所缩短。(2)229 例中有 73
例(31.9%)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治疗后试验组(42 例)比对照组(31 例),疾病持续时间缩短约 55 h,流感

症状持续时间缩短近 60 h;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热持续时间(h)【32.8 (95%CI 
24.0~47.0)】比【55.8(95%CI 43.6~78.3)】,虽缩短 23 h,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73 例

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病例中完成治疗方案的的患儿共 60 例,试验组(38 例)比对照组(22 例)发热持续时

间(h)【34.8 (95%CI 24.0~48.5)】比【53.3(95%CI 43.6~104.0)】缩短近 19 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4) 不良反应发生率:试验组(10 %)比对照组(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多

为消化道症状,多可自行缓解。 
结论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7 月广东省 5 所医院门诊收治的流感疑似病例中,在流感病毒阳性率

31.9%的情况下,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治疗的流感疑似病例的疾病持续时间､ 发热持续时间比未予磷

酸奥司他韦颗粒剂治疗病例虽统计学未达显著界值,但数值上均较其缩短。流感病毒阳性患儿中,接
受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治疗的较未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治疗的疾病持续时间则明显缩短;完成用

药疗程更有利于缓解发热;且不良反应小,应用安全。 
 
 
 
 
 
 
 
 
 
 
 
PO-0569 

接受屋尘螨脱敏治疗的哮喘儿童 2 年逐步减量并停用 
吸入糖皮质激素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分析 

 
何春卉,邓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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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糖皮质激素对于哮喘儿童生长的影响使得是否停用糖皮质激素的争论非常强烈。然而,对于停

用糖皮质激素的策略仍未明确。目的 接受 3 年皮下免疫脱敏治疗(SCIT)的哮喘儿童采用了一种 2
年停用糖皮质激素的方案。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此方案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进行分析 
方法  13 名过敏性哮喘儿童纳入研究。哮喘控制药物按照 GINA 指南给予。停用吸入用糖皮质激素

的指征:1 喷/天持续 6 个月症状控制良好,FEV1/FVC≥80%,已完成 24 个月皮下免疫脱敏治疗。结

束点为儿童哮喘对照试验(C-CAT),肺功能评估和乙酰胆碱气管激发试验。 
结果 共有 13 个儿童纳入研究。在 SCIT 前,患儿已接受了平均 10 个月(1-24 月)哮喘控制药物治

疗。在 24 个月(23-24.5 个月)的 SCIT 治疗后患儿停用药物。在停用糖皮质激素时,PD20 不同程度

改善 0.213mg(0.023-1.840mg)至 1.013mg(0.04-2.5mg)(p=0.095)。完成 SCIT 后,C-CAT 和

FEV1/FVC 均有明显改善。5 例阴性结果的患儿 PD20 持续改善(中位数 2.320mg,区间 0.300-
2.5mg)。所有患儿均未出现哮喘急性加重且未再给予哮喘控制药物。 
结论 本研究探讨接受屋尘螨脱敏治疗的过敏性哮喘儿童 2 年减量并停用吸入用糖皮质激素策略具

有可接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PO-0570 

儿童先天性支气管桥畸形临床与解剖形态分析 
 

曾森强,樊慧峰,张东伟,谢小斐,黄莉,卢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分析儿童支气管桥(bridging bronchus,BB)畸形的临床和解剖形态特征,探讨其诊断策略,治疗方

式及危险因素。 
方法 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 23 例 BB患儿的临床特征､ 影像改变､ 治疗方式及预后进

行总结和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1. 本组患儿男 15 例,女 8 例,发病年龄 0~4 岁(发病年龄中位数为 3.17 个月)。2. 临床表现主要

为咳嗽(23/23  100%)､ 反复喘息(20/23  87.0%)､ 发绀(8/23  34.8%)､ 喂养困难/体质量增长缓慢

(6/23  24.6%)等。3. 根据 Wells 法Ⅰ型 17 例, Ⅱ型 4 例,另 2 例为前支气管桥。Ⅰ型和Ⅱ型病例中

各有 2 例解剖形态结构不典型。4. 合并气管狭窄 21 例,以左主支气管起始部合并 BB 狭窄 为多见

(5 例),16 例行支气管镜检查示支气管软化 5 例。合并心血管畸形 16 例(复合畸形 11 例),其中以左肺

动脉吊带(SLPA) 常见(12 例)。5. 合并 12 例 SLPA 中 9 例行肺动脉吊带矫治术,手术年龄为 1 月

至 8 岁,余 2 例死亡,1 例失访。患儿术后 4~17 个月喘息等呼吸道症状逐步缓解或消失。 
结论 BB 通常伴支气管狭窄/软化以及心血管等其他器官畸形。临床症状严重度主要取决于是否合并

呼吸道狭窄/软化及其程度;需要联合多种影像检查才能做出完整的诊断评估。合并单纯 SLPA 患儿

手术效果良好。 
 
 
 
 
 
PO-0571 

74 例儿童肺动脉吊带的临床及预后分析 
 

张东伟,卢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肺动脉吊带可造成不同程度的气管和/或食管压迫。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评估我院确诊的肺动脉

吊带患儿的临床特征,诊断方法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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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的 74 例肺动脉吊带患

儿的临床资料。所有患儿均性心脏彩超,胸部 CT 及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结果  1. 本组患儿男 43 例,女 31 例,发病年龄 2 月-10 月(发病年龄中位数为 4 月)。2.74 例患儿主要

临床症状为喘息(52.35%),气促(18.91%),喉鸣(8.1%),营养不良(18.92%)等。特别的是有 16 例

(21.62%)患儿无呼吸道症状。58 例(78.38%)患儿发病年龄均在 6 个月前,70 例(94.59%)患儿发病年

龄在 1 岁前。心脏彩超的诊断率为 93.06%,CT 为 100%。46 例患儿接受了外科手术,其中 14 例仅

行肺动脉吊带再植入术,32 例行肺动脉吊带再植入术及矫正术,13 例(46.42%)未接受手术患儿死

亡。44 例术后患儿预后良好,另 2 例术后死亡。 
结论 肺动脉吊带引起的呼吸道症状主要为喘息,应引起儿科医生的警惕,首选的确诊方法为胸部 CT, 
目前手术方式主要为肺动脉吊带再植入术。 
 
 
PO-0572 

早产儿生后早期应用糖皮质激素预防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研究 
 

纪凤娟,殷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早期应用糖皮质激素预防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全面检索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万方医学网
及维普等数 据库,收集各数据库从建库至 2016 年 6 月有关早产儿早期应用糖皮质激素预防 BPD 的
文献,对符合纳入标准 的 16 项随机对照试验(RCT)应用 Review Manager 5.3 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16 项 RCT 共纳入 2962 例参与 者,其中试验组 1 486 例,对照组 1 476 例。Meta 分析结果显

示,早产儿早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有利于减少纠正 胎龄 36 周时 BPD 的发生率

(OR=0.73,95%CI:0.61~0.87,P=0.0004);但发生高血糖(OR=1.61,95%CI: 1.24~2.09,P=0.0003)､ 高
血压(OR=1.63,95%CI:1.11~2.38,P=0.01)､ 肠穿孔(OR=1.51,95%CI:1.12~2.04, P=0.007)的风险

增加。  
结论 目前尚不能推荐早产儿应用糖皮质激素预防 BPD,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优缺点,尤 其需注意高血

糖､ 高血压､ 肠穿孔等不良影响。  
 
 
 
 
 
 
 
 
 
 
 
 
PO-0573 

重症/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腹腔多发动脉血栓形成 1 例 
 

韩丽娜,王佳,韩晓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803 
 

目的 MP 感染导致血栓形成的相关报道并不多,但尸检报告显示肺炎支原体肺炎死亡病例中血栓形

成甚至栓塞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报告重症/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腹腔多发动脉血栓形成的

病例以提高对该病症的认识。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我院收治的 1 例重症/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腹腔多发动脉血栓

形成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女,10 岁,以“发热 9 天,咳嗽 8 天”为主诉入院,当地医院治疗 6 天无好转来我院就诊,查体:
右下肺呼吸音减弱。血常规:WBC 3.8×109/L,N 86.9%, PLT 162×109/L;CRP 137.0mg/L;MP-IgM 弱
阳性,MP-IgG 及 CP-IgG 阳性;胸部 CT:右肺下叶上段及上叶尖后段炎症伴实变,右侧少量胸腔积

液。予静点阿奇霉素､ 头孢曲松/他唑巴坦钠､ 甲泼尼龙治疗。住院第 3 天热退。住院第 5 天,患儿

出现呕吐,腹泻,剑突下疼痛,对症处理后症状缓解。住院第 7 天,患儿腹痛加重,剧烈难忍,完善蛋白 S 
56%,抗凝血酶 66%,抗心磷脂抗体 IgG:20PLIgG-U/ml,狼疮抗凝物:1.32,抗核抗体谱性质 阳性。腹

部增强 CT:肠系膜上动脉主干及腹腔干主干内多发栓子,脾脏多发梗死,部分小肠袢水肿､ 缺血,腹
水。溶栓治疗效果不佳,行剖腹探查､ 坏死肠切除肠吻合术,腹膜炎症状基本得到控制。予低分子肝

素钠联合华法林治疗。逐渐好转出院。 
结论 对于 MP 感染导致的重症/难治性大叶性肺炎或合并胸腔积液,持续高热不退者,要注意血栓形成

的可能,完善相关辅助检查,以免延误病情。 
 
 
PO-0574 

钬激光在婴幼儿重度中心气道狭窄内镜下治疗的应用 
 

张磊,殷勇,袁姝华,张静,张皓,潘春红,陈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婴幼儿气道发育不成熟,气道黏膜柔嫩导致中心气道狭窄(CAS)特别是 III 级以上的重度 CAS 往

往病情进展迅速,表现为发音障碍､ 明显的呼吸困难､ 紫绀､ 反复的呼吸暂停以及难治性的感染,容
易威胁生命。支气管镜下钬激光结合其他微创治疗技术治疗婴幼儿重度中心气道(CAS)狭窄,并探讨

这类新技术的疗效､ 治疗时机以及安全性。 
方法 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收治重度 CAS 患儿 14 例,以钬激光为主配合球

囊扩张和 CO2 冷冻等技术进行中心气道狭窄段复张治疗。 
结果 按婴幼儿重度 CAS 的成因分类,膜性狭窄 9 例,瘢痕狭窄 5 例;按 CAS 狭窄部位分,声门下狭窄

8 例,气管狭窄 5 例,左主支气管狭窄 1 例;按 CAS 严重程度分:III 级狭窄 11 例,IV 狭窄 3 例;通过内镜

下钬激光为主的综合微创治疗后,14 例婴幼儿重度 CAS 病例治愈病例 5 例(35.71%),有效病例 8 例

(57.14%),无效病例 1 例(7.14%)。其中膜性狭窄病例,效果治愈病例 5 例(55.56%),有效病例 3 例

(33.33%),无效病例 1 例(11.11%);瘢痕狭窄病例,全部治疗有效(100%)。所有病例术中､ 术后均未

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和并发症。 
结论 婴幼儿重度 CAS 的治疗分初始的狭窄的气道复张治疗和维持治疗防止再狭窄的出现两个方

面。钬激光治疗为核心配合球囊扩张和 CO2 冷冻对婴幼儿重度中心气道狭窄的膜性狭窄和瘢痕狭

窄治愈率和有效率高;结合钬激光为主的微创治疗､ 治疗复查时机的选择､ 术后糖皮质激素的局部

应用可保持 CAS 长期维持复张状态。婴幼儿重度 CAS 以良性病变为主,在满足适应症的情况下,应
用损伤小､ 操作精确的钬激光技术联合其他微创治疗手段作为微创的治疗方式早期解除严重的气道

阻塞增加通气面积,改善疾病的预后。 
 
 
PO-0575 

JCI 质量改进方法在提高儿童哮喘治疗依从性中的应用 
 

张磊,张敏,殷勇,张皓,钟文伟,张静,袁姝华,徐娟,张芬,周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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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JCI 标准是全世界公认的医疗质量和服务评价标准,代表了医院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我院医护､

后勤､ 管理人员在 JCI 标准的指导下,去达到“提高患者安全､ 促进持续质量改进”的目标,哮喘患儿治

疗的依从性影响了哮喘控制的结局,探讨运用 JCI 质量改进方法提高儿童哮喘治疗依从性的作用和

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儿童哮喘门诊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8 月分别使用吸入糖皮质激素(ICS)､ 口服孟鲁司特

钠(LTRA)以及 ICS+LTRA 联合患儿,3､ 6､ 12 个月的哮喘长期随访治疗的依从率,针对治疗依从率

低下的原因进行分析,依据 JCI 标准下质量改进法,制定目标值并实施相应改进措施来提高治疗依从

率,再针对“无意行为”和“有意行为”影响因素的改善,再汇总 2015 年 9 月到 2016 年 8 月儿童哮喘门

诊不同治疗方式的依从率提高情况。 
结果 JCI 质量改进方法后, ICS 治疗患儿 3､ 6 个月的治疗依从率 90.70%､ 82.56%;LTRA 治疗患儿

治疗依从率分别为 89.66%､ 68.97%;联合治疗患儿治疗依从率分别为 90%､ 75 %。 
结论 用 JCI 标准下的持续性质量改进的“PDCA 循环”去指导儿童哮喘长期随访治疗依从性的管理。

(1)加强既往改进前数据挖掘,从挖掘的数据中分层分析需要改进的重点数据,发现哮喘治疗依从性改

进措施在改善哮喘患儿 ICS 治疗中有显著的作用(2)计划布置改进策略中需要多方位的考量,包括问

卷收集､ 文献查找､ 质量改进小组的讨论,针对突出影响因素找出可行性高的改善计划;(3)实施过程

中加强质控,质控内容包括计划实施的进度及时性和完成率,以及实施计划医护人员的均质性和数据

采集的准确性;(4)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将此技术贯穿于计划的实施和实施后数据的获得和

检查。PDCA要做的就是找到原因､ 找到 佳改进方案并验证其效果,这是 JCI 质量改进的核心,同
过本研究证实该方法不失为专科单一慢性病管理一种值得推广的经验。 
 
 
PO-0576 

Study of Hyperimmunoglobulin E Syndrome (HIES): A 
Report of Four Pediatric Patients in China 

 
fan huifeng,Huang Li,Yang Diyuan,Lu Gen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20 
 
 

Objective Hyper-IgE syndromes (HIES) are rare primary immunodeficiencies characterized by 
remarkably elevated IgE levels, recurrent bacterial infections (especially staphylococcal skin 
abscesses), chronic eczema and recurrent pulmonary infections.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spectrum of clinical and immunological features of China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IES.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medical records of 4 pediatric patients 4 patients who were 
confirmedwith HIES by NIH Score and/or geneticanalysis  at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were evaluated from May 2013 to September 2016. 
Results The most common feature of HIES are recurrent respiratory infection, eczematoid skin 
lesions to varying degrees, mucocutaneous infection,otitis media( P3 and P4),and food 
allergies(P2) during the course of disease.All patients had at least one episode of pneumonia,3 
patients emerged cavitation with fungal infection on HRCT (P1, P3 and P4), including invasive 
Aspergillus (P3, P4) andP.marneffei (P1). The clearest manifestation was markedly elevated IgE 
of serum by repeated detection (4090-23600IU/ml).Eosinophilia (>0.52×10^9/L) was detected in 
the patients and the percentage of eosinophils varied from 0.54% to 1.92%.The high counts of 
CD3+4+ T cells and CD3+8+ T cells were identified in P4 and P2 respectively.P1 and P4 were 
shown as AD-HIES cases as heterozygous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STAT3 gen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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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patients suggest that fungi as the important pathogens for children with HIES 
needed more attentions. The important dilemma remains when a suspicion of HIES should be 
raised and further work-up should be initiated particularly in infants. 
 
 
PO-0577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suppurative lung disease 
in Southwest China  

 
Tian Xiaoyin,Tang Lin,Zhang Qiyu,Wang Wei,Zhang Guangli,Xie Xiaohong,Geng Gang,Luo Jian,Luo Zhengxiu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Children’s Hospital,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Chronic suppurative lung disease (CSLD)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chronic wet cough 
in children, defined as a disease entity characterized by chronic cough with sputum production 
and recurrent low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which ha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bronchiectasis 
but lack of the typical radiographic change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SLD in our medical center so as to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of diagnostic 
clues and management of CSL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hart review was undertaken of 46 inpatients who presented with 
chronic wet cough, unresponsive to oral antibiotics, and without symptoms and signs of other 
diagnosis . 
Results 46 chronic wet cough patients were enrolled retrospectively. All patients showed normal 
or nearly normal radiographic image, absent from bronchiectasis changes. The median age was 
10 (3-109) months, 26(56.6%) patients were younger than 12months old. The duration of cough 
was 14.70 (4.7-157) weeks,34(73.9%)patients combined with wheezing. All the 46 patients 
underwent the diagnostic bronchoscopy and presented with purulent bronchitis, airway 
abnormalities were identified in 22(47.8%) patients, 15 (32.6%)patients had airway 
malacia and 12 (26.1%) patients had airway stenosis,among whom 5(10.9%) patients 
were airway malacia coexisting with stenosis. Patients with airway abnorm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younger (7.0months vs 16.0months, P=0.000) than those without airway abnorma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s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showed a predominance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26.9%), followed by Escherichia coli (23.1%), Haemophilus influenza 
(19.2%), there was no multiple antibiotic resistant strains. The cellular differential counts of BALF 
all revealed neutrophilia. 46(100%) patients received intravenous antibiotics and airway clearance 
therapy, the average course was 14.45±4.89 (6-24) days, all got symptoms resolved. Children 
coexisting with airway malacia were more common in the group of longer antibiotic course 
(>14days) than that in the shorter course(≤14days) (47.6% vs 20%, P=0.047). The follow-up 
showed two patients deteriorated into bronchiectasis and 33(71.7%) patients reached clinical 
recovery. 
Conclusions CSLD is a syndrome with presence of chronic wet cough, which has a higher 
incidence in younger children who mostly coexist with wheezing. All the patients present 
with purulent bronchitis under bronchoscopy, and the cellular differential counts of BALF 
reveal neutrophilia. While unresponsive to oral antibiotics, we emphasize the use of intravenous 
antibiotics assisted with airway clearance therapy to eliminate the colonization of bacteria and 
reduce inflammation. For the patients with airway malacia, the course of intravenous antibiotic 
therapy could be prolonged appropriately. 
PO-0578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大叶性肺炎患儿肺通气功能的影响 
 

范文文,王文棣,王丽燕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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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对比大叶性肺炎患儿支气管肺泡灌洗术(BAL)前后肺通气功能变化,探讨 BAL 对肺功能的

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 例大叶性肺炎并行 BAL 的患儿为灌洗组,对比 BAL 前后的肺通气功能变化,并
以同期保守治疗的大叶性肺炎患儿 200 例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肺通气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胸部 CT 显示病变累及右肺多见(P>0.05)。灌洗组患儿局麻下行 BAL,镜下可见痰栓堵塞管腔,
予 37℃温生理盐水灌洗､ 负压吸引后管腔通气好转。肺通气功能指标 1 秒钟用力呼气容积(FEV1)
､ 用力肺活量(FVC)､ 呼气峰流速(PEF)､ 25%用力肺活量时的用力呼气流量(FEF25)､ 50%用力肺

活量时的用力呼气流量(FEF50)､ 75%用力肺活量时的用力呼气流量(FEF75)和 大呼气中期流速

(MMEF)。治疗前两组预测值､ 实测值分别相比,无统计学差异(x2=2.33,P>0.05)。两组治疗后各项

指标均有改善,反映大气道的指标 FEV1､ FVC､ PEF､ FEF25 治疗后实测值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x2=15.43,P<0.05),改善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 BAL 治疗可显著改善大叶性肺炎患儿的大气

道功能。反应小气道的指标 FEF50､ FEF75､ MMEF 治疗后较治疗前亦有改善,但两组相比,并无统

计学差异(x2=10.07,P>0.05),改善率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短期内 BAL 对小气道功能改善并

不显著。 
结论 大叶性肺炎患儿的肺通气功能有不同程度下降,大小气道均受损,BAL 可短期内显著改善大气道

功能,提供评估及随访依据,对小气道的改善情况有待进一步随访。 
 
 
PO-0579 

哮喘小鼠气道中性粒细胞､ 脱落上皮细胞和 Penh 的相关性 
 

牛超,王婷,邹文静,刘静月,张明香,应林燕,戴继宏,罗征秀,刘恩梅,邹琳,符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世界范围内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常见慢性病,其发病率在发达国家高达

15%-20%,在中国也有 2%-4%,现有的治疗并没有阻止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糖皮质激素是

目前防治哮喘的一线药物。虽然 GINA 致力于推广糖皮质激素为基础的哮喘治疗方案,但是近 20 年

哮喘急性发作和日常症状病例数仍增加了近 30%;此外,至少部分哮喘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并不能完

全缓解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慢性炎症,提示糖皮质激素治疗哮喘有其局限性。新近研究发现,糖皮质

激素可改变哮喘气道炎症细胞的比例,并可导致哮喘气道上皮损伤后的修复延迟。因此我们猜测,在
糖皮质激素治疗哮喘过程中,气道炎症细胞构成改变和气道上皮损伤可能参与气道高反应的产生,影
响糖皮质激素的治疗效果。本研究着重探讨气道炎症细胞､ 气道上皮细胞损伤和气道高反应性在糖

皮质激素治疗哮喘中的相关性。 
方法 32 只雌性 BALB/c 小鼠分为空白组和实验组(哮喘组､ 地塞米松小剂量组和大剂量组)。实验组

小鼠在第 0､ 7､ 14天予卵清蛋白､ 氢氧化铝混悬液致敏,第 21-30 天予卵清蛋白雾化激发,第 27-30
天分别予不同浓度的地塞米松(0,1 或 5 mg/kg)腹腔注射。空白组使用生理盐水干预作为对照。第

30 天完成雾化和腹腔注射后,检测各组小鼠的 Penh､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分类计数,然后进行相

关性分析。 
结果 地塞米松虽然减轻了哮喘小鼠的气道炎症,但难以缓解气道高反应性。地塞米松减少了支气管

肺泡灌洗液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比例和数量,但对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数量影响不明

显。Penh 50与气道中性粒细胞数量､ 脱落气道上皮细胞数量呈正相关,与嗜酸性粒细胞､ 淋巴细

胞､ 巨噬细胞的数量均无明显相关性。脱落气道上皮细胞数量与气道中性粒细胞数量呈正相关,与
气道嗜酸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 巨噬细胞的数量均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通过地塞米松干预哮喘小鼠,我们发现气道中性粒细胞浸润和气道上皮过度脱落可能参与了气

道高反应性的产生。气道嗜酸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 巨噬细胞数量与气道高反应无明显相关性;三
者与气道脱落上皮细胞亦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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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80 

支气管镜在儿童肺囊性纤维化病诊治中的应用及文献复习 
 

张磊,殷勇,张皓,钟文伟,张静,袁姝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囊性纤维化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可累及呼吸､ 消化和生殖等多系统,其临床表现主要为

慢性咳嗽､ 咯大量黏痰､ 反复发作的肺部感染､ 脂肪泻､ 生长发育迟缓和男性不育等。分析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通过临床､ 分子诊断的儿童肺囊性纤维化病例 4 例的临床特征,探讨支气管镜的检查､

灌洗治疗､ 组织活检在儿童肺囊性纤维化的应用意义。 
方法 报道中国儿童 4 例肺囊纤维化病例,临床症状特点､ 实验室指标､ 影像学特征以及基因分子检

测结果,这 4 例肺囊性纤维化均在病程的不同阶段接受 3-6次支气管镜检查､ 支气管肺泡灌洗培养

和治疗和粘膜纤毛电镜活检,回顾分析支气管镜诊断结果､ 以及治疗效果。并结合国内外文献,探讨

此类技术在儿童肺囊性纤维化病中应用的价值。 
结果 4例儿童肺囊腺纤维化的病例均是慢性肺炎反复急性发作､ 长期肺不张为临床特点,支气管镜

检查发现大量脓性粘液痰液,较难清除,均接受生理盐水灌洗治疗配合 CO2 冷冻和钳取异常坏死的分

泌物,保持气道通畅,灌洗液培养供 19 次,肺泡灌洗液结果为铜绿假单胞菌 17 次(89.47%)､ 金黄色葡
萄球菌 8 次(42.11%)､ 肺炎克雷伯菌 4 次(21.05%)､ 鲍曼不动杆菌和嗜麦芽假单胞菌各 1 例

(5.26%)均做药敏检查。支气管镜下粘膜纤毛活检 5 例次,均发现纤毛结构继发性破坏。 
结论     对于长期慢性肺炎反复急性发作､ 阶段性肺不张不易治愈､ 持续低氧血症杵状指､ 影像学

提示支气管扩张表现的患儿需要早期行支气管镜检查,明确病因并进行鉴别诊断,且可以早期明确感

染的病原,依据药敏结果对症因治疗。临床症状总结､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分析结合支气管镜直观

观察,再配合分子基因学精确诊断以及分型,制定个性化随访管理方案､ 使儿童肺囊性纤维化得到早

期确诊､ 早期干预､ 改善其预后。 
    支气管镜在儿童肺囊性纤维化随访中应称为常规的检查和治疗的手段,应用安全性佳。 
 
 
PO-0581 

幼年期肺炎链球菌肺炎对哮喘形成的影响 
 

陈云秀,田永露,田小银,彭欣,张祺煜,李媛媛,田琴琴,张光莉,董世访,罗征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幼年期肺炎链球菌肺炎(S. pneumoniae pneumonia,S.pp)对成年期哮喘形成的影响。 
方法     3 周龄雌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control)､ 幼年期肺炎链球菌肺炎组(Inf S.pp)､ 哮
喘组(OVA)､ 幼年期肺炎链球菌肺炎哮喘组(inf S.pp+OVA),鼻腔滴注 2*106 cfu/ ml 肺炎链球菌 25μl
建立肺炎链球菌肺炎模型,成年期用 OVA致敏､ 激发 BALB/c 小鼠建立哮喘模型, 后 1 次激发完成

24 小时内检测小鼠气道高反应性,HE 染色制作肺组织病理切片,观察组织病理变化,检测支气管肺泡

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中细胞总数､ 细胞分类计数及细胞因子水平,流式细胞

术检测小鼠肺组织中 CD4+T 细胞水平。 
结果 Inf S.pp+OVA 组气道反应性､ 肺组织炎症细胞侵润程度显著高于 control 组(P<0.001),Inf 
S.pp+OVA 组与 OVA 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Inf S.pp+OVA 组 BALF 细胞总数､ 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2.26429±0.33846 vs 1.11313±0.16306; 2.2959±0.352 6 vs 0.04119±0.007939;15.9451±2.7179 
vs 0.1729±0.05664,P<0.05),Inf S.pp+OVA 组与 OVA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Inf S.pp+OVA 组细胞因子 IL-5､ IL-13､ IL-17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438.4±30.68 vs 
304.2±9.776;66.02±6.373 vs 26.39±1.574,107.5±15.26 vs 41.58±7.831,P< 0.01),IFN-γ､ IL-10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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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降低(分别为 22.09±0.9957 vs 46.20±4.873;70.79±4.944 vs 35.47±4.321,P< 0.05)。Inf 
S.pp+OVA 组与 OVA 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Inf S.pp+OVA 组肺组织内 Th2､ Th17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0.6500±0.1432 vs 0.1455±0.02073;3.633±0.4394 vs 1.821±0.3110,P<0.05),Foxp3+ Treg 水平显

著降低(5.000±0.2400 vs 7.205±0.3085,P<0.01),Th1/Th2､ Treg/Th17 比例下降(分别为 
3.130±0.5383 vs 9.909±1.744;1.585±0.2069 vs 5.146±0.5449,P<0.01)。 Inf S.pp+OVA 组与 OVA
组间则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幼年期肺炎链球菌肺炎对成年期哮喘形成无显著影响。 
 
 
PO-0582 

儿童大叶性肺炎行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中分泌物的量 
与 D-二聚体的关系 

 
高密密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儿童大叶性肺炎行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中分泌物的量与 D-二聚体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研究我院儿科 52 例大叶性肺炎患儿行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中分泌物的量,与术前

D-二聚体值的高低的关系。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中分泌物的量分为大量(即大量条状分泌物)､ 少量
(即少量絮状分泌物或无明显分泌物附着);按照 D-二聚体的值分为正常值(≤0.232 μg/ml),轻度升高

(0.232μg/ml ~0.696μg/ml),明显增高(>0.696μg/ml)。应用 χ2检验,分析二者之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 D-二聚体明显增高时患儿镜下分泌物的量为大量时明显高于 D-二聚体正常时+轻度增高时

(P<0.05),有统计学差异。D-二聚体轻度升高时镜下分泌物的量的多少无明显差异。D-二聚体正常

时镜下明显无大量分泌物。 
结论 大叶性肺炎的患儿在 D-二聚体明显增高时预示着支气管镜下分泌物明显增多,需行支气管镜检

清理分泌物。 
 
 
PO-0583 

先天性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导致的隐源性咯血三例诊治分析 
 

吕芳芳,张海邻,施林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加强对先天性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导致的隐源性咯血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住的三例先天性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导致的隐源性咯血患儿的临床､ 实验

室及影像学资料并复习文献。 
结果 三例患儿均以咯血为首发临床表现,除合并轻微咳嗽外无其它典型临床症状;三例患儿均行胸部

CT､ 胸主动脉 CTA 及支气管镜检查,例 1 和例 2 胸部 CT 均提示肺内片状阴影,例 3 未见异常;例 1
胸主动脉 CTA 提示右侧支气管内异常结节影,例 2､ 3 未见异常;三例患儿支气管镜结果均未能明确

咯血原因; 后均通过主动脉及选择性支气管动脉造影确诊,并予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 
结论 年长儿童的隐源性咯血要警惕先天性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及时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明确

诊断并予治疗。 
 
 
PO-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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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哮喘患儿食物不耐受检测结果分析 
 

李文开,钟礼立,黄寒,梁沫,李云,郭纯,易红玲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儿童食物不耐受特异性总 IgG 检测在过敏性哮喘患儿中的临床意义,为降低食物不耐受的

发生提供科学喂养依据､ 降低哮喘的发生。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对 100 例过敏性哮喘患儿进行 14 种食物特异性 IgG 测定,分
析食物不耐受与儿童过敏性哮喘的关系。 
结果 100 例患儿中 14 种食物特异性 IgG 检出阳性率 86%(86/100),其 14 种食物不耐受率分布不同

(x2=7.36,P <0.05),其中以蛋清/蛋黄 IgG 检出阳性率 高,其次分别为牛奶､ 鳕鱼､ 虾等,而蘑菇阳

性率 低;100 例疾病表现形式中,轻度不耐受率 30% (30/100),中度不耐受率 22% (22/100),重度不

耐受率 34% (34/100);中､ 重度不耐受中,以湿疹所占比例 高 48.2% (27/56),其次慢性腹泻､ 腹痛

占 28.6%(16/56),其他 3 种过敏性疾病占 23.2%(13/56)。 
结论  过敏性哮喘与食物不耐受有关,多见于儿童,其病因隐匿,故检测食物特异性 IgG 可早期发现其

食物不耐受的情况,为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指导喂养提供依据,减少与食物不耐受相关的过敏性哮喘发

生,促进儿童生长发育。 
 
 
PO-0585 

屋尘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过敏性哮喘伴鼻炎肺功能 
及症状的影响分析 

 
陈实,廖锋,王灵,曾霞,吴少皎,陈冰 

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哮喘防治中心 570102 
 
 

目的 评估屋尘螨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SCIT)对儿童过敏性哮喘伴鼻炎肺功能及症状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对 144 例 4-17 岁过敏性哮喘伴鼻炎患儿进行 3 年 SCIT 治疗,评估所有患儿治疗前､ 治

疗 1､ 2､ 3 年后的肺功能 FEV1以及哮喘的日间､ 夜间症状和鼻炎的日间､ 夜间症状。 
结果 经过 3 年 SCIT 治疗,患儿肺功能 FEV1 显著升高(F=243.05, P<0.01),并随着疗程的延长得到

进一步的显著改善(P 均<0.01);与基线相比,SCIT 治疗 1年时哮喘的日间､ 夜间症状和鼻炎的夜间症

状评分显著降低(P 均<0.01);与治疗 1 年时相比,所有的症状评分在治疗 2 年时进一步的降低(P 均

<0.01);到治疗 3 年时,哮喘日间症状和鼻炎日间症状相比 2 年时进一步显著改善(P<0.05)。 
结论 3 年标准化屋尘螨 SCIT 治疗能逐步改善尘螨致敏哮喘伴鼻炎患儿的肺功能及哮喘和鼻炎症状,
疗效显著。 
 
 
 
 
 
 
PO-0586 

酪酸梭菌对 RSV 感染加重的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  
 

郭颖,张娟,曾明华,吴海霞,李秋红,孙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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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酪酸梭菌对 RSV 感染的哮喘小鼠模型气道的炎症反应的影响。 
方法 6-8 周龄雄性 BALB/c 小鼠 36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NC)､ 模型组(PC)､ 酪酸梭菌治疗组(LS),每
组 12 只。除对照组(NC)以外,其余各组均采用卵清蛋白腹腔注射致敏和雾化吸入激发,建立小鼠哮

喘模型,在哮喘模型建立后第二日用 RSV 隔日滴鼻,连续 3 次,复制急性病毒感染哮喘模型。对照组

(NC)采用生理盐水替代卵清蛋白和 RSV。酪酸梭菌组(LS)于 0-33 天给予酪酸梭菌灌喂,每日 1 次,
第 34 天计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白细胞数目;制作肺组织的病理切片,HE 染色后光镜下观

察肺组织病理变化;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BALF 与血清中细胞因子 IFN-γ､ BALF 中 IL-12､
IL-5 及血清中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 
结果 在肺组织 HE 染色中,空白组小鼠肺仅有少量炎性细胞浸润,肺泡壁完整,模型组小鼠肺组织炎性

细胞浸润明显增多,肺泡腔明显狭窄,肺泡壁断裂,酪酸梭菌治疗组小鼠肺组织炎症较模型组明显减轻,
炎症细胞浸润显著减少,偶见肺泡壁断裂及管腔狭窄。Masson 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小鼠气道周围

胶原纤维沉积较少;模型组小鼠气道周围胶原纤维明显增多;酪酸梭菌组小鼠气道周围胶原纤维沉积

减少。与对照组小鼠相比,模型组小鼠 BALF 中白细胞总数明显升高( P<0.01),主要表现为嗜酸性粒

细胞､ 中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的升高;酪酸梭菌治疗组小鼠 BALF中嗜酸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及

巨噬细胞明显降低( P<0.01);哮喘模型组小鼠血清和 BALF 中 IFN-γ､ IL-12 水平明显降低( P<0.01),
酪酸梭菌组 IFN-γ､ IL-12 可以明显升高 ( P<0.01)。哮喘模型组小鼠血清和 BALF 中嗜酸性粒细胞

趋化因子､ IL-5 水平明显升高( P<0.01),酪酸梭菌可以降低哮喘小鼠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与 IL-5 
水平。 
结论 口服酪酸梭菌可降低 RSV 感染的哮喘小鼠血清和 BALF 中炎细胞总数､ 改善肺部病理变化,在
一定程度上诱导 RSV 感染的哮喘小鼠分泌 Th1 细胞因子 IFN-γ､ IL-12 上调,降低嗜酸性粒细胞趋化

因子､ IL-5,减轻轻哮喘小鼠气道炎症,进一步推测酪酸梭菌作为一种常见的益生菌,对 RSV 感染的哮

喘疾病有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调节 Th1/Th2 细胞平衡,达到辅助防治哮喘的作用,但其临床应用及其

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PO-0587 

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 12 例临床诊断及口服普萘洛尔疗效分析 
 

丁小芳,钟礼立,张兵,林琳,黄寒,陈敏,魏桑子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通过支气管镜联合喉部影像诊断及口服普萘洛尔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收治的声门下血管

瘤患儿 12 例,经支气管镜联合喉部增强 CT 或磁共振确诊,年龄 1-8 月,男:女=1:5,其中 1 例Ⅲ度喉梗

阻患儿气管插管, 3 例Ⅱ度喉梗阻患儿 NCPAP。所有患儿给予口服普萘洛尔治疗。定期支气管镜复

诊随访。 
结果 口服普萘洛尔治疗 24-48小时后喉鸣､ 呼吸困难等症状均有改善。3 例Ⅱ度喉梗阻减轻为 I

度;1 例Ⅲ度喉梗阻患儿 3 d 后拔出气管插管,患儿喉鸣及呼吸困难明显好转。1 周后支气管镜下见瘤

体开始缩小,颜色变浅;口服普萘洛尔治疗 6 个月时 4 例瘤体完全消退,8 例瘤体明显减小。3 例伴有

皮肤血管瘤的患儿,其皮肤血管瘤较治疗前明显缩小,颜色变浅。10 例患儿服药 6~12 个月且年龄超

过 1 岁,症状进一步改善,支气管镜下声门下狭窄程度不超过 10%给予停药,其中 9 例患儿停药后病情

未出现反复,1 例停药患儿 6 月后复查瘤体较停药前稍有增大。其余 2 例患儿尚在治疗中。12 例患

儿服药过程中心电图､ 血压､ 血生化等检查均未出现明显异常,1 例患儿初次服药出现一过性血糖低,
予以补液及改变喂养方式后恢复正常。 
结论 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可通过支气管镜联合喉部影像进行确诊;支气管镜检查在疗效评估中亦起

重要作用;口服普萘洛尔疗效确定､ 副作用小､ 创伤小,可作为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治疗的主要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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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88 

北京地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病毒病原学研究 
 

唐玥,崔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了解北京地区全年 ALRTI住院儿童的病毒病原构成､ 季节流行特征及临床表现差异,为临床医

师在实际工作中针对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经验性诊断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儿科作为监测哨点,留取从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间因

ALRTI 住院治疗儿童鼻咽分泌物标本共 874 例(男性患儿 492 例,女性患儿 382 例)。应用直接免疫

荧光法检测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流感病毒甲/乙型(influenza virus 
type A/B, IFV A/IFVB)､ 副流感病毒 1-3 型(parainfluenza virus type 1-3, PIV1-3)及人腺病毒

(human adenovirus, HAdV),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人鼻病毒(human rhinovirus, HRV)､ 人偏
肺病毒(metapneumovirus, hMPV)及人博卡病毒(human bocavirus, HBoV),共七种 10 型呼吸道病

毒。通过回顾性病历查询采集患儿人口统计学､ 临床症状和相关辅助检查结果等信息。所有数据统

计分析均釆用 SPSS 16.0 软件处理。 
结果 1. 本研究呼吸道总病毒阳性检出率为 39.4%,在 2 岁以下患儿中阳性检出率为 55.4%。 
2. RSV 为导致 ALRTI 的首要病毒病原,其阳性检出率为 10.4%(91 例)。 
3. RSV､ IFV､ PIV 及 HBoV 感染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特征。 
4. RSV 与 PIV 感染风险与年龄有较高相关性,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 
5. 急性下呼吸道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发热､ 咳嗽､ 咳痰､ 喘息､ 呼吸困难;RSV 及 hMPV

易导致喘息,PIV 及 HRV 较易导致喘息;IFV 及 HAdV 所致 ALRTI 几乎均伴有中度以上发热。 
6. 单一病毒感染与复合病毒感染临床表现无显著差异。 
结论 1. 北京地区 2 岁以下 ALRTI 住院患儿中,呼吸道病毒阳性检出率为 55.4%,证实病毒性病原是

导致北京地区婴幼儿 ALRTI 的主要病原,其中 RSV 检出率 高,其次为 HRV。 
2. 不同呼吸道病毒流行季节､ 感染人群年龄及性别存在其各自特征,且部分呼吸道病毒感染存在其

临床特点。 
 
 
PO-0589 

干扰素(IFN)-λ1 在儿童呼吸道上皮细胞的表达水平 
与 RSV 感染后病情的关系 

 
陶美婷,钟礼立,刘淑萍,谢亚平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了解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n virus,RSV)感染后 IFN-λ1 的表达水平与患儿疾病

病情严重度的关系,探讨 IFN-λ1 在儿童 RSV 感染中的地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因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的鼻咽拭子标本,采用直接免疫荧

光法行 7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含 RSV)抗原检测,筛选出单纯 RSV 阳性患儿作为 RSV 感染组(n=95);
另收集同期门诊体检健康儿童鼻咽拭子标本,行 7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检查均为阴性的儿童作为健康

对照组(n=50)。对两组儿童咽拭子标本行荧光定量 PCR 检测 IFN-λ1 mRNA 水平。利用电子病历系

统获取 RSV 感染组各患儿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及临床相关资料,对 IFN-λ1 的表达水平与病情的关系

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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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RSV 感染组咽拭子中 IFN-λ1 mRNA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且 IFN-λ1 mRNA 水

平与 RSV 载量呈正相关(r=0.56,P<0.05)。2.IFN-λ1 的表达水平高低与 RSV 感染患儿喘息症状的持

续时间无明显关系(r=-0.285,P=0.238)。3.在相同拷贝数的 RSV 感染病例中,IFN-λ1 表达水平与患

儿住院天数呈负相关(RSV 载量为×104､ ×105､ ×106､ ×107组相关系数分别为-0.743､ -0.470､ -
0.601､ -0.635;P 值分别为 0.004､ 0.012､ 0.001､ 0.008)。 
结论 儿童 RSV 感染可诱导机体呼吸道上皮细胞中 IFN-λ1 的表达;机体也可能通过调节 IFN-λ1 的表

达间接影响 RSV 感染的疾病进程。       
 
 
PO-0590 

2016 年湖南地区儿童流感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陈浩峰,钟礼立,陶美婷,方佳,刘淑萍,唐艳姣,谢亚平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调查湖南地区儿童流感病毒感染的人群分布､ 临床特征,为流感的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2016 年 3 月~5 月湖南省 7 家三甲医院疑似流感感染病例作为研究对象,(湖南省人民医院､ 益
阳市妇幼保健院､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湘西自治州医院､ 邵阳市中心医院､ 娄底中心医院､ 湘潭

中心医院)收集临床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 流行病学暴露史､ 流感疫苗接种史､ 临床症状及实验室

资料。采集所有患儿鼻咽拭子;研究启动前 7 家医院相关人员集体培训鼻咽拭子操作,资料填写;标本

采集前征得患儿家属知情同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结果  1.研究期间共有 2715 例疑似流感患儿,其中流感病毒检出 1386 例(51%),甲型流感病毒检出

305 例(22.0%),乙型流感病毒检出 1077 例(77.7%),甲型流感合并乙型流感 4 例(0.3%)。男孩占

61.5%(853/1386),女孩占 38.5%(533/1386),χ2=38.344,P=0.000,男孩较女孩多。 
 2.小于 6 月龄(<6 月)的 52 例(检出率 20.7%),6 月龄到 1 岁(6 月~)患儿 83 例(检出率 20.9%),1~岁
患儿 196 例(检出率 44.6%),2~岁患儿 639 例(检出率 70.6%),6~12 岁患儿 416 例(检出率 57.3%)。
经统计学分析(P<0.05),提示各年龄分布有差异。 
 3.619 例(44.7%)儿童在发病前明确与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发热症状患者接触。144 例儿童曾接

种流感疫苗,其中 32 例流感病毒检测阳性。 
 4.所有流感检测阳性患儿均有发热,有咳嗽症状的甲流患儿 855 例(85.8%),乙流 853 例(82.5%);流
涕鼻塞甲流 152 例(51.2%),乙流 613 例(59.3%),咽痛甲流 49 例(16.5%),乙流 249 例(24.1%);喘息气

促甲流 7 例(2.4%),乙流 20 例(1.9%);发热惊厥甲流 11 例(3.7%),乙流 10 例(0.09%);呕吐腹泻甲流

21 例(7.1%,乙流 36 例(3.5%)。相对于乙型流感,甲流患儿中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计数更高

(P=0.010);进行 CRP 的患者有 434 例,其中甲流 91 例,<8mg/L 为 61 例,>8mg/L 为 30 例;乙流 343
例,<8mg/L 为 246 例,>8mg/L 为 97 例,二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1.流感病毒是湖南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之一。男孩较女孩易感染,2~12 岁儿童

多,其中 2~6 岁年龄段为主; 
 2.甲流较乙流症状更复杂,甲流患儿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升高更明显。 
 3.未接种流感疫苗较接种儿童更易感染流感。 
 
 
 
 
PO-0591 

长期吸入中低剂量糖皮质激素  
对轻中度哮喘患儿身高影响的研究 

 
钟礼立,刘淑萍,陈浩峰,陶美婷,唐艳姣,谢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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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4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长期吸入中低剂量吸入型糖皮质激素(ICS)对轻中度哮喘患儿身高的影响以及

ICS 长期治疗对于哮喘患儿病情控制的优越性,为指导哮喘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提高哮喘控制水平。 
方法  
  1.本研究为回顾性调查研究,共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儿童哮喘门诊就诊的 3~9.5
岁轻中度哮喘患儿 173 例,包括 ICS 长期治疗组 80 例,均规范吸入中低剂量 ICS≥1 年;ICS 非长期

治疗组 93 例,为接受中低剂量 ICS 治疗<1 年,或既往接受任何剂量任何剂型糖皮质激素累积不超过

2 个月/年;50 名同期在我院儿童保健科体检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入组时由专业人员测量获得入

组时身高､ 体重。本研究为减少年龄､ 性别､ 地区因素对身高的影响,将身高测量值校正为身高标

准差值(SDS)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2.由固定调查人员协助监护人完成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入组 1年前身高体重､ 父母身高体
重､ 运动状况､ 母亲学历､ 家庭收入､ 既往哮喘发作及控制情况､ 以及 ICS 使用疗程和剂量等情况

的调查问卷。 
 3.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Kruskal-Wallis H 检验分析三组研究对象间身高 SDS､ 生长速率的差异;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 ICS 长 
期治疗组各调查因素与身高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三组研究对象间入组身高 SDS 比较均无显著差异(0.05±0.98 vs 0.04±0.86 vs 
0.05±0.65,F=0.242,P=0.785)。ICS 长期治疗组患儿入组身高 SDS 与入组体重 SDS､ 家庭收入呈
正相关;生长速率与体重增长率､ 家庭收入及父亲身高呈正相关,与年龄呈负相关。 
2.ICS 长期治疗组生长速率低于 ICS 非长期治疗组(Z=-2.913,P=0.0.004),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

义的降低(Z=-1.748,P=0.080)。    
3.ICS 长期治疗组与 ICS 非长期治疗组哮喘年平均发作次数无明显差异(P=0.385),但前者因哮喘住

院次数及急诊就诊次数显著低于后者(P=0.000,P=0.040)。 
4.ICS 长期治疗组入组身高 SDS､ 生长速率与 ICS 疗程､ 剂量及吸入装置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1.长期规范吸入中低剂量 ICS 未发现对轻中度哮喘患儿的身高有明显影响,且有利于哮喘的控

制; 
2.哮喘儿童的身高增长与年龄､ 家庭､ 遗传和营养存在相关性,与 ICS 疗程､ 剂量及吸入装置无

关。 
 
 
PO-0592 

3､ 7 型腺病毒致中枢神经疾病差异及机制研究 
 

汤正珍
2,1,刘恩梅

2,任洛
2,臧娜

2,付杨喜
2,谢晓红

2,邓昱
2 

1.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3､ 7 型腺病毒致中枢神经疾病是否存差异及其机制研究 
方法 ①收集 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病房住院急性下呼吸

道感染患儿鼻咽分泌物,提取病毒 DNA,通过 PCR 方法确定腺病毒感染,并通过其基因测序､

GenBank 比对分型。 
②分离 3､ 7 型腺病毒,以相同滴度感染 A549 细胞,检测不同时间点的 TCID50 值,测定生长曲线。 

③建立 3､ 7 型腺病毒感染 BALB/c 小鼠动物模型,收取感染后第 3､ 5 和 7天血液､ 脑组织､ 颈部

迷走神经结等标本,脑组织､ 血浆提取 DNA 后 Q-PCR 检测病毒拷贝数,脑组织､ 神经结冰冻切片免

疫荧光定位,脑组织 浆 ELISA 检测 IL-1β､ IL-6､ TNF-α 等炎症介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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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共收集 4678 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鼻咽分泌物,在 281 例

(6.0%)腺病毒检测阳性患儿中 7 型腺病毒 129 例(45.90%),3 型腺病毒 122 例(43.41%); 29 例

(10.32%)腺病毒检测阳性患儿并发中毒性脑病,其中 7 型腺病毒 23 例(23/129,17.8%),3 型腺病毒 2
例(2/122,1.6%);②体外培养检测 3､ 7 型腺病毒生长曲线显示感染 12h 后 7 型腺病毒复制能力明显

高于 3 型。③动物实验显示虽血浆中未检出 3､ 7 型腺病毒,但 3 型腺病毒感染组脑组织可检测出低

载量的病毒复制,脑组织和颈部迷走神经结均可见病毒荧光表达,而 7 型腺病毒感染组在脑组织和颈

部迷走神经结中均未检测出病毒;7 型腺病毒感染组脑组织 浆中炎症介质 IL-1β､ IL-6､ TNF-α 明

显高于 3 型,3 型腺病毒感染组和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 7 型腺病毒感染致中毒性脑病高于 3 型;3 型腺病毒通过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致病毒性脑炎,7
型腺病毒通过释放炎症介质致中毒性脑病。临床诊疗中 7 型腺病毒感染致中毒性脑病应以阻断炎症

反应为主,而 3 型腺病毒感染致病毒性脑炎需拮抗病毒复制。 
 
 
PO-0593 

手足口病患儿 OAS1 基因的表达及意义 
 

吴柳松,陈艳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患儿病程发展变化中 2’-5’寡腺苷酸合成酶 1(2’-5’oligoadenylates 
synthesis,OAS1)基因表达的差异以及其对手足口病诊断和治疗的意义。 
方法 以 20 例健康体检儿童为对照,选择在我院住院治疗并确诊为手足口病 48 例及重症手足口病患

儿 29 例,全部通过病原学检测确定其病毒类型,分为正常对照组､ HFMD 组和重症 HFMD 组,采集外

周静脉血 2ml;带患儿康复出院后,再次采集外周血,设为康复组;提取 RNA 及 DNA,分别用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 OAS1 基因 mRNA 及蛋白的表达。 
结果 HFMD 组和重症 HFMD 组 OAS1 mRNA 及蛋白的表达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重症 HFMD 组 OAS1mRNA 及蛋白的表达均高于 HFMD 组,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康复组 OAS1 mRNA 及蛋白的表达均低于 HFMD 组和重症 HFM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略高于正常对照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OAS1 可能在手足口病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亦可作为手足口病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评估

指标之一,并可能为手足口病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PO-0594 

GLCCI1､ CRHR1 基因多态性对吸入型糖皮质 
激素治疗儿童哮喘疗效的影响 

 
丁颖,董晓艳,陆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了解 GLCCI1 基因的 rs37973 位点和 CRHR1 基因的 rs242941 位点的多态性分布,探讨其与

吸入型糖皮质激素(ICS)治疗儿童哮喘疗效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上海市儿童医院住院或门诊诊断为儿童哮喘的患儿共

116 例。检测所有受试儿童的 GLCCI1 基因的 rs37973 位点和 CRHR1 基因的 rs242941 位点。所

有患儿均给予 ICS 治疗。根据检测结果将患儿分组观察,记录所有儿童的性别､ 年龄,住院次数､ 发

作程度､ 按需使用 ß2受体激动剂天数､ 血清 IgE水平､ 外周血嗜酸细胞计数,以及 5 岁以上哮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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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以后的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FeNO)､ 肺功能, C-ACT 评分等临床资料,利用

统计学分析各组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比较不同基因分型之间的相关临床指标及治疗效果。 
结果 GLCCI1 基因 rs37973 位点的多态性表现型为 AA 型 27.6%,AG 型 45.7%,GG 型 26.7%,等位

基因 A 和 G 的分布频率为 50.4%和 49.6%;CRHR1 基因 rs242941 位点的多态性表现型为 GG 型

94.8%和 GT 型 5.2%,无 TT 型,等位基因 G 和 T 的分布频率为 97.4%和 2.6%。5 岁以上患儿的肺功

能､ FENO 和 C-ACT 评分经 ICS 治疗后均有明显改善,治疗前后的 FEV1､ FEV1/VCmax､ MEF50
､ MMEF､ C-ACT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患儿 GLCCI1 基因 rs37973 位点各基因型间的发病

程度､ 血清 IgE水平､ 血浆 EOS 计数､ 住院次数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 ß2 激动剂天数和

是否升级治疗方面各组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A 型组使用 ß2 激动剂的天数更少,升级治疗的人数比

例更低;经 ICS 治疗后,GLCCI1 基因 rs37973 位点各基因型 FEV1治疗前后的差值､ MMEF 和治疗

前后的差值､ C-ACT 评分差异(治疗 90 天和治疗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A 型组具有更好的

改善值。患儿 CRHR1 基因 rs242941 位点各基因型仅有 GG 型 110 例和 GT 型 6 例,无 TT 型,两组

患儿在发病程度､ 血清 IgE水平､ 血浆 EOS 计数､ 住院次数､ ß2 激动剂天数和是否升级治疗等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国汉族儿童存在 GLCCI1 基因的 rs37973 位点和 CRHR1 基因的 rs242941 位点的多态性,
但后者的变异率较低,对 ICS 治疗效果预测的意义较小。GLCCI1 基因的 rs37973 位点的多态性会

影响 ICS 治疗的反应性,该位点的变异可能导致哮喘患儿治疗后的肺功能改善率下降。 
 
 
PO-0595 

大剂量激素治疗难治性支原体安全性分析 
 

周淼,钟礼立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大剂量激素治疗难治性支原体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经呼吸科诊治的 45 例难治性支原体患儿的临床

特点及诊治转归。 
结果  
1. 难治性支原体患儿中男 22 例,女 23 例,平均年龄 5.34 岁(3 岁~13 岁)。合并胸腔积液 17 例,5 例

肺不张,合并细菌感染 1 例,合并病毒感染 1 例,平均住院时间 11.04 天(4 天~28 岁),均好转出院。 
2.院前已使用激素,40 例加用甲强龙进行治疗,其中 20mg/kg 4 例,10mg/kg 6 例,余均为 2mg/kg,平均

治疗时间 6.74 天(2 天~14 天)。4 例出现激素副作用,分别表现为高血糖､ 腹痛､ 呕吐､ 鹅口疮。其

中 2 例系使用 20mg/kg 剂量患儿,2 例系使用 2mg/kg 剂量患儿。出院后 7 例口服泼尼松龙继续治疗,
仅 1 例再入院。 
结论 大剂量激素治疗难治性支原体相对安全,加用激素治疗期间需监测患儿血糖､ 血压及电解质情

况,上药前需除外结核等特殊病原体感染 
 
 
 
 
 
 
 
 
PO-0596 

儿童肺炎旁胸腔积液病因分析及治疗 
 

陈敏,钟礼立,黄寒,林小娟,丁小芳,林琳,魏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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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旁胸腔积液病因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35 例肺炎旁胸腔积液

患儿的临床特点和诊治效果。 
结果 全组 35 例患儿其中支原体感染是肺炎旁胸腔积液患儿的主要病因,特别是 1~14 岁患儿;<5 岁

肺炎旁胸腔积液患儿的主要病因为细菌性感染;结核感染导致肺炎旁胸腔积液在 7~14 岁患儿中多见,
近年来, 肺炎旁胸腔积液的治疗策略有了许多新进展, 它包括早期诊断, 准确分期, 抗生素应用和附

加纤维蛋白溶解治疗以及胸腔穿刺和内科胸腔镜的应用等方法,全组患儿经有效抗感染､ 胸腔闭式

引流及内科胸腔镜治疗治疗效果好,无一例胸膜腔闭锁,无一例转外科开胸治疗。 
结论  肺炎旁胸腔积液是指与细菌性肺炎､ 肺脓肿和支气管扩张相关的胸腔积液,其中支原体感染是

肺炎旁胸腔积液患儿的主要病因,肺炎旁胸腔积液可分为单纯性胸腔积液､ 复杂性胸腔积液和脓胸,
若肺炎旁胸腔积液处理不及时, 在恢复期, 尤其是后两种, 可影响病程和肺功能。因此做到早期诊断

(及早进行诊断性穿刺),早期治疗(选用敏感抗生素,掌握胸腔置管引流指针),治疗足疗程,可以使得患

儿减少胸膜腔粘连的并发症,并使患儿肺组织完全复张,肺功能恢复。 
 
 
PO-0597 

口鼻呼出气一氧化氮在儿童支气管哮喘随访中的临床应用 
 

邬宇芬,张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研究口鼻呼出气一氧化氮及通气肺功能检查在儿童哮喘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探讨同时控制哮喘

和过敏性鼻炎症状的必要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呼吸哮喘门诊就诊的患儿共 345 例,包括初诊患儿及

随访患儿,均未进行五官科就诊及随访,另入组在我院儿保进行体检的健康儿童 227 例,所有入组儿童

同时完成口鼻呼出气 NO 检测及通气肺功能检查,比较其在儿童哮喘随访治疗中的作用。 
结果 急性发作组共 179 例,其中男 127 例,女 52 例,临床缓解组共 166 例,其中男 111 例,女 55 例,健
康对照组共 227 例,其中男 144 例,女 83 例。急性发作组其口呼出气一氧化氮平均值为

40.65±37.32ppb,临床缓解组的口呼出气一氧化氮的平均值为 25.62±23.25ppb,健康对照组的口呼

出气一氧化氮的平均值为 15.32±13.64ppb,三组间比较急性发作组的口呼出气一氧化氮值明显高于

其余两组,而健康对照组其值 低,有统计学差异(F=37.963,P<0.01);鼻呼出气一氧化氮(静音法)急性

发作组平均值为 467.23±255.22ppb,临床缓解组平均值为 493.87±206.14ppb,健康对照组平均值为

395.34±241.68ppb,三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F=3.133,P=0.045)。三组间秒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F=4.385,P=0.013),其中急性发作组的一秒率 低,平均值为 81.48±12.85%,健康对照组 高,平均

值为 84.92±8.59;反映小气道功能的 FEF50､ FEF75及 MMEF 三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

(F=6.788,5.011,6.781;P=0.001,0.007,0.001),其中急性发作组的各值 低,各平均值(%)分别为

76.26±26.12､ 65.38±28.74 和 74.51±27.14。 
结论 哮喘和变应性鼻炎同为呼吸道炎症性疾病,二者之间属于“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哮喘患儿在治疗

随访过程中应同时对鼻炎进行治疗和评估,以达到哮喘控制的目标。 
 
 
 
PO-0598 

PI3K/Akt/eNOS 信号通路在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发生中 
的作用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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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芳

1,张海锋
2,孙新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儿科 
2.第四军医大学教学实验中心 

 
 

目的 观察低氧性肺动脉高压(HPH)大鼠肺动脉 TRB3､ PPARγ 的表达及胰岛素 PI3K/Akt/eNOS 信

号通路中各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以及应用吡格列酮 (PIO)在不同时期对 HPH 大鼠进行干预后对其肺

动脉中上述蛋白表达水平变化,并初步探讨肺动脉胰岛素抵抗(IR)在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发生中的作用

及其机制。 
方法 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HPH 组(低氧组)､ HPH 1 周+PIO 组(低氧 1 周+PIO
组)､ HPH 3 周+PIO 组(低氧 3 周+PIO 组),每组 7 只。后三组大鼠以低压低氧法建立低氧性肺动脉

高压模型,每天低氧 8 小时,共 4 周。其中 HPH 1 周+PIO 组､ HPH 3 周+PIO 组大鼠分别于低氧 1
周后､ 低氧 3 周后开始每日低氧前给予 PIO 灌胃(PIO, 10mg/kg),共 1 周。模型构建成功后,分离各

组大鼠的肺动脉后 浆,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各组大鼠肺动脉中 TRB3､ PPARγ､ PI3K 调节

亚基 p85､ 总 Akt､ eNOS 和磷酸化 Akt､ eNOS 蛋白表达水平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HPH 组大鼠肺动脉 TRB3 表达水平增多而 PPARγ 的表达减少,其胰岛素信号相

关蛋白 PI3K-p85､ p-Akt､ p-eNOS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0.05);与 HPH 组相比,HPH 1 周+PIO 组

大鼠肺动脉 TRB3 表达减少,PPARγ 表达水平明显上升,PI3K-p85､ p-Akt､ p-eNOS 表达水平显著

增加(P<0.05);而 HPH 3 周+PIO 组大鼠肺动脉其上述蛋白表达水平变化则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HPH 条件下存在肺血管胰岛素抵抗,其机制可能与肺动脉 TRB3 表达增多及 PPARγ 表达减少

所诱导的胰岛素 PI3K/Akt/eNOS 信号通路受损有关,提示肺动脉胰岛素抵抗在 HPH 发生､ 发展中

起着重要作用。且早期应用 PIO 可减少肺动脉 TRB3 的表达,增加 PPARγ 的表达,部分修复受损的

胰岛素 PI3K/Akt/eNOS 信号通路,从而改善肺动脉的胰岛素敏感性,可显著降低肺动脉压力及部分逆

转肺血管的重塑。提示早期改善肺血管胰岛素的敏感性可能是有效防治 HPH 的新策略和新靶点。 
 
 
PO-0599 

吸入脂氧素 A4 类似物和脂氧素 A4 受体激动剂治疗 
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研究 

 
孔霞,吴升华,张莉,陈筱青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在小鼠哮喘模型中,脂氧素 A4(LXA4)类似物阻断气道高反应性和炎症。本

研究探讨 5(S),6(R)-LXA4甲基酯和 LXA4受体激动剂 BML-111 治疗儿童急性哮喘发作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方法 50 例哮喘急性发作儿童接受普米克(n=10)､ 万托林(n=10)､ 5(S),6(R)-LXA4甲基酯(n=10)､
BML-111(n=10)和生理盐水安慰剂(n=10)的雾化吸入治疗。吸入前后测定肺功能。在人体试验前,给
正常 BALb/c 小鼠吸入 5(S),6(R)-LXA4甲基酯､ BML-111,检测其急性毒性和安全性。 
结果 除了生理盐水组,其他组哮喘患儿在吸入雾化药物后均不同程度地改善了肺功能。吸入

5(S),6(R)-LXA4甲基酯､ BML-111 后的肺功能改善程度,优于普米克,但逊于万托林。在所有病人中,
未发现临床不良反应。所有安全性参数包括血常规､ 尿常规､ 粪便常规､ 心电图､ 肝肾功能,在研

究前后均在正常范围之内。小鼠吸入 5(S),6(R)-LXA4甲基酯､ BML-111 后的肝肾功能无异常改变,
光镜和电镜未发现气道上皮细胞和肺泡上皮细胞有异常改变。 
结论 本次初步研究证实了,吸入 5(S),6(R)-LXA4甲基酯和 BML-111 治疗儿童急性哮喘发作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提示了 LXA4类似物和 LXA4受体拮抗剂作为治疗哮喘的新药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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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00 

类百日咳综合症临床特征分析 
 

武银银,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分析类百日咳综合征的病因及临床特征,为临床合理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 236 例“肺炎合并类百日咳综合症”患儿的病例资料,按年龄

分组,分为 28 天~≤3 月组 102 例,~6 月龄组 76 例,~12 月龄组 36 例,>1 岁组 22 例,共四组。对各组

临床资料进行系统的回顾性对比分析研究。 
结果 五年来“肺炎合并类百日咳综合症”患病率为 2.3%,“肺炎合并类百日咳综合症”多发生在 6 个月

以下患儿,其中以 3-6 月 为常见(P<0.05)。“肺炎合并类百日咳综合症”多发生于女童(P<0.05)。夏

季“肺炎合并类百日咳综合症”发生率 高,其次为春季及秋季。各年龄组中喘息主要发生在>1 岁组

及 3-6 月组龄中(P<0.05),发热主要发生在大于 1 岁龄组(P<0.05),各组间肺部炎性改变､ 白细胞计

数､ CPR 及血小板升高比例及淋巴细胞增高比例有差异(P<0.05),肺部炎性病变情况女童较男童明

显(P<0.05),男女患儿住院天数不同,男童住院天数较女童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毒检出

率为 33.9%(80/236),病毒检出率在各年龄组中有差异(P<0.05),以~6 组检出率 高。细菌检出率为

33.5%(79/236),MP 检出率为 14%(33/236) 。鼻病毒､ 博卡病毒检出率在各年龄组中差有统计学意

义(P<0.05),肺炎链球菌及流感嗜血杆菌在不同年龄组间检出率不同,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支原体感染随着患儿年龄的增加检出率渐上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混合感

染在不同年龄组间有差异(P<0.05),以~12 月 高,达 41.7%,其中细菌合并支原体感染在各年龄组间

有差异(P<0.05),以>1 岁组 高,为 18.2%。 
结论 “肺炎合并类百日咳综合症”易发生于 6 月以下小婴儿,夏季发生率 高,不同年龄组间病原学检

出有差异,病毒是小年龄儿组的主要病原,而大年龄组则以细菌或支原体较为多见。 
 
 
PO-0601 

SYK Down-regulated by microRNA 27b-3p in Pediatric 
Asthma Induced by Dust Mites 

 
DONG XIAOYAN1,2, Fang Yudan2, Cai Qin2, Lu Min1, Lu Quan1,Zhong Nanbert3 

1.Department of Pulmonary,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Shanghai Institute of Medical Genetics,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3.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for Basic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taten Island, NY 
 
 

Objective The PI3K-AKT pathway is known to regulate cytokines in dust mite-induced pediatric 
asthma.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steps involved are not clear.In order to clarify further 
the molecular steps,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of certain gene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miRNAs in the PI3K-AKT pathway, whichmight affect the resultant cytokine-secretion.  
Methods In-vivo and in-vitro ELISA,qRT-PCR and microarrays analys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We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some cytokines between 
the dust mite-induced asthma subjects and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transcript levels of the SYK 
and PI3Kgenes werehigher, while those of EGFRwere lower in the former group. A down-
expression of miRNA-27b-3p in the former group was found by microarray analysis. This was 
confirmed by qRT-PCR that found the miRNA-27b-3p transcripts that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SYK and EGFRwere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1) in the same group.This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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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finding that the transcripts of SYK and its downstream PI3K were decreased in miRNA-
27b-3p transfected HBE, but were increased in HBE transfected with the inhibitor.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themiRNAs in dust mite-
induced pediatric asthma may regulate their target gene SYK and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PI3K-AKT pathwa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cytokines, leading to an asthma attack. 
These findings should add new insight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pediatric asthma 
 
 
PO-0602 

Four case reports of Chinese cystic fibrosis patien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徐娟,殷勇,张磊,张静,袁姝华,张皓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000 
 
 

Objective rosis (CF) is an extremely rare disease in Asians. Here, we report four Chinese 
children with CF and review the literature about Chinese CF patients. 
Methods The 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 (CFTR) gene testing was 
performed on four suspected patients for CF screening. We also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about 
Chinese CF patients from 1970s. The clinical data of all these CF patient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We diagnosed four CF patients who had mutations in the CFTR gene. We identified six 
different mutations in the four patients. The c.1766+5G>T, c.595C>T, c.2909G>A, and 
c.4056G>C had been reported already. The two splicing mutations of c.579+1_579+2insACAT 
and c.1117-1G>C were novel mutations. There have been 46 Chinese CF patients reported in 
literature from 1974 up to present (2016.12).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CF involved several 
systems. The most common symptom was recurrent pulmonary infections. Thirty-three different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c.1766 + 5G>T was the most common mutation among Chinese CF 
patients. Only one of these mutations (R553X) was in the Caucasian CF screening panel.  
Conclusion a high risk of misdiagnosis or delayed diagnosis of CF even in suspected cases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educate Chinese clinicians about the signs, symptoms, and diagnosis of 
cystic fibrosis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weat chloride test. 
 
 
PO-0603 

儿童 EB 病毒肺炎及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性肺炎 64 例临床分析 
 

袁小平 
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 215200 

 
 

目的 分析 EB 病毒性肺炎及 EB 病毒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MP)性肺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收治肺炎患儿,进行 RT-PCR 检测 EB 病毒 DNA,酶联免

疫吸附(ELISA)法检测 EB病毒特异性抗体､ 肺炎支原体抗体。并临床表现､ 并发症､ 实验室检查

等进行临床分析。 
结果 明确诊断 EB 病毒性肺炎 64 例,其中单纯 EB 病毒性肺炎组 30 例,EB 病毒合并 MP 性肺炎组

34 例。二组在血常规包括外周血异常淋巴细胞,肝功能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两组在发热天数､ 淋

巴结肿大､ 肝脾肿大､ 皮疹､ 喘息方面无统计学差异。EB+MP 肺炎组的平均年龄大于 EB 肺炎组

(P<0.05)。EB+MP 肺炎组较 EB 肺炎组更易出现重症病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EB+MP
肺炎组易出现肺大叶实变的病例(P<0.01)､ 心肌损害(P<0.05)及多种病原体的混合感染(P<0.01)。
EB+MP 肺炎组在住院天数上有长于 EB 肺炎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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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单纯 EB 病毒性肺炎更易发生于小年龄儿童。大年龄儿童 EB 病毒感染性肺炎极易合并 MP 感

染,临床易出现重症病例､ 多病原混合感染及心肌损害等并发症。 
 
 
PO-0604 

住院婴儿急性喘息性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特征与肺功能改变 
 

刘丽娟,钱莉玲,张晓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住院婴儿急性喘息性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特征,并了解其随后 1 年呼吸道疾病发生情况与

肺功能改变。 
方法 对我院住院治疗的≤1 岁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ALRIs)患儿进行回顾性调查,分为喘息组与非喘

息组,采集人口学特征､ 呼吸道病原､ 肺功能检测等信息。在出院后 6个月､ 1 年时进行随访,比较

其后续呼吸道疾病发生情况及肺功能改变。 
结果  1726 例 ALRIs 患儿中,471 例(27.3%)有喘息发作。55.6%的喘息组患儿报告有特应性疾病家

族史。喘息组患儿呼吸道病毒阳性率为 73.7%,其中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 68.6%,均显著高于非喘

息组。喘息组患儿肺功能检测达峰时间比(TPTEF/TE)､ 达峰容积比(VPTEF/VE)低于非喘息组,特别

是年龄≤6 个月的婴儿。6 个月后随访,喘息组患儿 TPTEF/TE､  VPTEF/VE 较前改善,但仍未达到

正常。喘息组患儿在发病后 1 年内,反复喘息发生率高于非喘息组(20.0% vs. 10.6%,P<0.001)。 
结论 婴儿喘息性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与特应性疾病家族史及呼吸道病毒感染有关。住院婴儿喘息性

ALRIs会引起短期内肺功能损伤､ 反复喘息发作。 
 
 
PO-0605 

RSV 病毒载量与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情相关性研究 
 

高钰,任洛,王鹂鹂,张瑶,莫诗,谢晓虹,胡兰,罗征秀,刘恩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是引起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ALRI) 常见的病原体,存在 A､ B 两个亚

型。目前对于 RSV 病毒载量与 ALRI 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性的研究报道存在争议,并且没有门诊病例

的相关研究,同时 RSV 感染住院患儿的病毒载量动态变化情况也较少有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评估

RSV 病毒载量与 RSV 感染的门诊及住院患儿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及研究住院治疗期间病毒载量

的动态变化。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 2 岁以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门诊患儿就诊时及住院患儿第 1
､ 2､ 3､ 5､ 7 天的鼻咽抽吸物样本(NPA),建立病例档案,通过呼吸道七种免疫荧光筛选 RSV 阳性

标本,再进行 RSV 分型及病毒载量检测,并对门诊患儿进行电话随访观察。 
结果 共收集急性下呼吸道感染门诊患儿 457 例,住院患儿 38 例。在门诊患儿中单一 RSV 阳性 275
例(60.2%),与 RSV 阴性相比,RSV 感染患儿发热(P<0.01)和喘息(P<0.001)的发生率较高。随机选取

114 例单纯 RSV 阳性 NPA 进行 RSV 基因分型和病毒复制水平检测后发现,RSV 病毒载量和 ALRI
病情严重度不相关(r2=0.0002,P>0.05)。与门诊患儿相比,住院患儿的年龄更小､ 男性患儿更常见､

病毒载量更高(P 均<0.001)。住院患儿的 NPA 标本进行病毒载量检测结果示 RSV 病毒载量随入院

时间延长而降低,入院第一天 RSV 病毒载量 高,显著高于入院第 2､ 3､ 5 和 7 天,且 RSV 病毒载量

和 ALRI 病情严重度具有相关性(r2=0.2787,P<0.001),临床评分随着病程的推移出现与 RSV 病毒载

量一致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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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SV 感染患儿更易出现发热和喘息症状,而小年龄和男性患儿更易患重症 RSV 感染。RSV 病

毒载量在患儿入院当天达到高峰,住院患儿 RSV 病毒载量和 ALRI 病情严重度具有相关性,RSV 病毒

载量越高,病情越重,住院天数及病程越长。 
 
 
PO-0606 

Antagonist of α-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receptor 
(CGRP8-37) enhanced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rats 
 

Fu Hongmin 
Kunming Children's Hospital, 650034 

 
 

Objective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CGRP) has been shown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biological functions. However, there is very little evidence on the value of CGRP in 
lipopolysaccharide (LPS)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LI/ARD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GRP in LPS-induced ALI in 
rats. 
Methods In the experiment,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ized into control, CGRP8-37, 
LPS groups and CGRP8-37+LPS groups. ALI model was prepared through retrograde injection of 
LPS (10mg/kg). At 6h and 12h, bronchoalveolar lavage was performed and used to assess total 
cell count and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interleukin-1β,-6, and -10 by enzyme-linked 
immuosorbent assay (ELISA). Lung tissue was collected for assessing wet-to-dry (W/D) ratio,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AQP-1 and -5 expressions in lung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stological injury, total cell count and W/D rati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 in CGRP8-37+LPStreated ra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LPS rats (all, p<0.001). Real-time RT-PCR analysis showed that AQP-1 and -5 expression 
in CGRP8-37+LPS rat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LPS rats (p=0.005 and p<0.001).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AQP-1 and AQP-5 protein levels at 12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CGRP8-
37+LPS rats.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thatCGRP antagonists, CGRP8-37 couldenhance ALI induced by LPS in a rat 
model, and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QP-1 and AQP-5 by affecting inflammatory 
cytokine.Thereby regulating endogenous CGRP maybe a potential treatment for ALI/ARDS. 
 
 
PO-0607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protects type II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from hyperoxia-induce DNA damage and 

cell death 
 

Fu Hongmin 
Children’s Hospital 650034 

 
 

Objective Hyperoxia therapy for acute lung injury (ALI) could unexpectedly lead to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oduction and deteriorate ALI.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CGRP) is 
a 37 amino acid neuropeptide and regulated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However, the role of 
CGRP in DNA damage during hyperoxia is uncle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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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GRP on DNA damage and cell death of 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II cells (AEC II) 
exposed to 60% oxygen. 
Methods AEC II were isolated from 19-20 d fetal rat lung and exposed to air or 60% oxygen with 
CGRP or CGRP8-37. The cells were evaluated with SP-C immunofluorescence and ROS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probing with DCFH-DA. Apoptosis rate and cell cycle of AEC II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apoptosis was determined by immunblot of actived caspase 3. The DNA 
damage was confirm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of H2AX using High-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ROS levels, apoptosis cell number and the expression 
of γH2AX were markedly increased in hyperoxia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air group. 
Reversely, ROS levels, apoptosis cell number and the expression of γH2AX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with a significant arrest of S and G2/M phases in CGRP/O2 group than in hyperoxia or 
CGRP8-37/O2 group. 
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at CGRP could protect lung epithelium cells against hyperoxic 
insult and up-regulation of CGRP is probably a potential approach to hyperoxic lung injury.   
 
 
PO-0608 

儿童喘息性疾病血清 IL-4､ IL-12､ IL-37､ 25-(OH)D 
水平变化及意义 

 
张译,徐青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比较≤3 岁初次喘息组､ ≤ 3 岁多次喘息组､ >3 岁多次喘息组及正常组儿童血清 IL-4
､ IL-12､ IL-37､ 25-(OH)D 水平,探究血清 IL-4､ IL-12､ IL-37､ 25-(OH)D 水平与儿童喘息性疾病

发生的关联,分析其和支气管哮喘发病机制之间的联系,为哮喘的早期预防､ 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患者 72 例,分为≤3 岁初次喘息组､ ≤ 3 岁多次喘息

组､ >3 岁多次喘息组,排除先天性心脏病､ 胃食管反流､ 支气管异物等引起的喘息,同时排除维生素

D 干预者,且近 2 周内未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类药物。对照组选取到我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进行

正常体检的儿童。采集外周静脉血并离心,取血清放入冰箱冻存。用于测定血清中 IL-4､ IL-12､ IL-
37､ 25-(OH)D 水平。并使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 
结果 各组血清 IL-4 水平比较显示:≤3 岁初次喘息组､ ≤ 3 岁多次喘息组及>3 岁多次喘息组血清 IL-
4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3 岁多次喘息组血清 IL-4 水平较≤3 岁初次

喘息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8);≤3 岁多次喘息组与>3 岁多次喘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各组血清 IL-12､ IL-37 水平比较结果显示:≤3 岁初次喘息组及≤3 岁多次喘息组､ >3
岁多次喘息组血清 IL-12､ IL-37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均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3 岁多次

喘息组血清 IL-12､ IL-37 水平较≤3 岁初次喘息组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3 岁多次喘

息组血清 IL-12､ IL-37 水平与>3 岁多次喘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血清 25-
(OH)D 水平比较显示:≤3 岁初次喘息组､ ≤ 3 岁多次喘息组及>3 岁多次喘息组血清 25-(OH)D 水平

较正常对照组均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3 岁多次喘息组血清 25-(OH)D 水平较≤3 岁多

次喘息组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3 岁初次喘息组与≤3 岁多次喘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血清 IL-37 水平与 IL-4 呈负相关,与 IL-12､ 25-(OH)D 呈正相关;血清 25-(OH)D 水

平与 IL-4 呈负相关,与 IL-12 呈正相关;IL-4 与 IL-12 呈负相关。 
结论 1 喘息组儿童血清 IL-4 水平升高,提示 Th2 细胞功能表达亢进,血清 IL-12､ IL-37 水平降低,提
示 Th1 细胞功能减低,说明喘息儿童体内存在 Th1/Th2 失衡。 
2 喘息组儿童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低下,与血清 IL-4 水平呈负相关,与 IL-12､ IL-37 水平呈正相关,可能

为喘息性疾病炎症的促发因素,在临床治疗中应注意予以补充。 
 
PO-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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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在哮喘儿童控制性药物调整的临床研究 
 

温志红
1,杨彩琼

1,王美春
1,黎重清

1,贺海兰
1,温志红

1,杨彩琼
1,王美春

1,黎重清,贺海兰
1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指导儿童支气管哮喘控制性药物调整的意义。 
方法 选取 60 例哮喘儿童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常规标准组(根据儿童哮喘控制水平分级调整药物治

疗方案)､ 联合标准组(依据儿童哮喘控制水平分级联合 FeNO 值调整药物治疗方案)。另设健康对照

组 30 例。所有哮喘儿童入组时均处于非急性发作期,给予吸入糖皮质激素(ICS)治疗。两组哮喘儿童

在治疗后 1､ 3､ 6､ 9､ 12个月进行急性发作情况､ 儿童哮喘控制测试(C-ACT)､ 第一秒用力呼气
容积(FEV1)和 大呼气中期流速(MMEF)评估及比较。 
结果 1.常规标准组哮喘儿童急性发作人数多于联合标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

4.72,P<0.05)。2.常规标准组､ 联合标准组哮喘儿童治疗后 C-ACT､ FEV1､ MMEF 比较:(1)整体比

较:联合标准组哮喘儿童 C-ACT､ FEV1､ MMEF 整体改善优于常规标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常规标准组､ 联合标准组两组哮喘儿童 C-ACT､ FEV1､ MMEF 均随治疗时间延长而上升,
联合标准组哮喘儿童的 C-ACT､ FEV1､ MMEF 上升幅度大于常规标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2)常规标准组､ 联合标准组哮喘儿童在随访各时间点 C-ACT､ FEV1､ MMEF 比较:常规

标准组､ 联合标准组哮喘儿童在治疗后 1､ 3､ 6 个月 C-ACT､ FEV1､ MMEF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均>0.05);治疗后 9､ 12 个月联合标准组哮喘儿童 C-ACT､ FEV1､ MMEF 均高于常规标准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儿童哮喘控制水平分级联合监测 FeNO 以指导控制性药物调整,从临床症状､ 肺功能､ 气道炎

症多角度全面评估哮喘儿童的病情,可避免过早降级治疗,减少哮喘急性发作,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PO-0610 

非急性发作期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与肺功能的相关研究 
 

杨彩琼,温志红,黎重清,王美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非急性发作期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与肺功能的关系。 
方法 选取 60 例 6-12 岁哮喘儿童为研究对象,另设健康对照组 30 例。所有哮喘儿童入组时均处于非

急性发作期,给予吸入糖皮质激素(ICS)+长效 β2受体激动剂(LABA)治疗前､ 治疗后 3､ 6､ 12 个月

分别检测 FeNO､ 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和 大呼气中期流速(MMEF),并分析 FeNO 水平与肺

功能的关联性。 
结果  1.哮喘儿童治疗前 FeNO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EV1､
MMEF 均低于健康对照组(P 均<0.05);FeNO 与 FEV1､ MMEF 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532､ -
0.497,P 均<0.05)。2.治疗后 3 个月 FeNO 与 FEV1､ MMEF 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483､ -0.458,P
均<0.05),治疗后 6个月､ 12 个月 FeNO 与 FEV1､ MMEF 均无相关性(P>0.05)。 
结论 1.非急性期哮喘儿童气道炎症持续存在,肺功能(大气道､ 小气道)异常。2. 哮喘儿童经规范化治

疗,临床症状及肺功能的改善往往早于气道炎症的控制,提示哮喘儿童长期抗炎治疗及规范化管理的

必要性。3. FeNO 水平与哮喘临床症状及肺功能并不一定完全平行,在儿童哮喘规范化管理的评估

中三者互为补充。 
 
 
 
PO-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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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潮气呼吸肺功能变化的研究 
 

楚喜田,陈霞静,杨丽娟,李强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目的 研究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潮气呼吸肺功能的特点,探讨潮气呼吸肺功能测定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

中的应用价值,为准确的诊断与合理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本院儿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的 60 例 2 月~3 岁喘息性疾病患儿进行潮气呼吸

肺功能测定,并与同期 45 例健康婴幼儿作为对照组进行比较,观察两组婴幼儿肺功能指标的变化。并

对哮喘预测指数(API)阳性的患儿行支气管舒张试验,了解舒张试验阳性率以及雾化吸沙丁胺醇后肺

功能指标的变化。 
结果 1.观察组患儿达峰时间比(TPTEF/TE)､ 达峰容积比(VPTEF/VE)､ 吸呼比(Ti/Te)､ 呼出 75% 
潮气量时呼气流速(TEF75%)低于对照组(P < 0.05);呼吸频率(RR)､ 25% 潮气量时呼气流速

(TEF25%)高于对照组(P < 0.05); 50% 潮气量时呼气流速(TEF50%)､ 每千克体重潮气量(TV/kg)及
潮气呼气峰流速(PTEF)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观察组患儿肺功能性质以阻塞性改变为主(82.76%),与对照组比较,阻塞越严重,TBFV 环呼气下降

支斜率越大,甚至出现向内凹陷; 
3. API 阳性组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率为 61.54%。API 阳性组雾化吸沙丁胺醇后肺功能指标

TPTEF/TE,VPEF/VE 较吸药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肺功能损害以阻塞性通气障碍为主。潮气呼吸肺功能测定对婴幼儿喘息性

疾病病情评估､ 治疗以及预后判断均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O-0612 

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患儿特应性状态特点分析 
 

董文芳,殷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难治性支原体肺炎(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RMPP)病例在儿童呼吸

道感染中呈逐年上升趋势。在一部分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中,激素治疗已基本达成共识。部分研究已

经证明特应性体质或哮喘是一些重症下气道疾病的高危因素。然而据我们所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

和特应性体质的关系研究还较少。在本文中,我们比较了普通的支原体肺炎和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患

儿的临床和实验室特点,评价了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高危因素。 
方法 我们纳入 212 例儿童,来自 2016.5-2017.5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呼吸科住院并诊断支原体感染

的儿童。分为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组和普通支原体肺炎组。所有病例均完成影像学和血清学检查。我

们分析了患儿的特点:年龄､ 性别､ 住院时间､ 发热时间､ 实验室检查､ 过敏性疾病家族史､ 过敏

性鼻炎史､ 哮喘史等。肺炎严重程度等。采用单因素､ 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t 检验等方法,采
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1.支原体肺炎的临床和实验室特点:所有 212 例患儿均诊断支原体肺炎,平均年龄 5 岁(IQR,3.0-
7.0).56 名患儿(31.1%)使用激素治疗。平均激素治疗天数为 5.4 天,90%难治性支原体肺炎均在激素

治疗 24 小时内无热。未观察到激素的不良反应。14 名患儿(6.6%)病初有低氧表现,需要吸氧,但无

患儿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71 名患儿(33.5%)为大叶性肺炎;141 名患儿(66.5%)为支气管肺炎;22 名

患儿(10.3%)表现有胸腔积液 。哮喘或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为 7.8%和 36.4%。总的特应性疾病发

生率为 21.6%.2.难治性与普通支原体肺炎患儿间比较: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有更高的 LDH 水平,更长

的住院时间;年龄､ 性别､ 白细胞计数､ 淋巴细胞计数､ CRP ､ IgE 等无明显差异检查上两组间无

明显差异。3.比较两组间疾病严重程度､ 特应性疾病相关性:我们比较了疾病的严重程度,过敏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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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史。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有更高的吸氧率和胸腔积液(11.5% VS 2.3%,P=0.015;34.6% VS 
6.8%,P<0.001);累积 2 叶大叶性肺炎比累及 1 叶的肺炎激素治疗率更高(P=0.002).特应性体质和哮

喘与难治性支原体肺炎需要激素治疗相关(aOR,3.83;95%CI,1.55-9.47;and aOR,5.40;95%CI,1.67-
17.45,)。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与过敏性鼻炎或过敏性皮炎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哮喘和特应性体质是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高危因素,在对大环类脂类抗感染治疗无效的患儿及

有哮喘及特应性体质患儿中,是可以考虑早期激素治疗的。 
 
 
PO-0613 

小儿慢性咳喘病与喉咽反流的关系 
 

吴谨准,曾会勤,侯凌云,戴晓珊,胡志凡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了解小儿慢性咳喘病中喉咽反流(LPR)的发生率,探讨小儿慢性咳喘病与 LPR 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 113 例慢性咳喘病患儿进行 24 小时 DX-PH 动态监测,对于检测阳性患儿在抗炎治疗的基础

上抗酸治疗 8-12 周,根据临床症状咳嗽评分及哮喘评分评估疗效。 
结果 113 例慢性咳喘病患儿 RYAN 评分高于正常值者 64 例(56.64%),64 例喉咽反流患儿中婴幼儿

患儿占 68.75%､ 学龄期患儿占 18.75%､ 学龄期儿童占 12.5%;113例慢性咳嗽､ 喘息患者其中男
性检出阳性率为 56.1%(46/82)女性检出阳性率为 58.1%(18/31),男女检出阳性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𝑥2=0.035,P=0.851);64 例喉咽返流患儿其中肺炎 38 例(69.1%)､ 慢性咳嗽 18 例(45%)､ 支气管哮
喘 8 例(44.4%),肺炎与慢性咳嗽(𝑥2  =5.554,P=0.018)､ 肺炎与支气管哮喘(𝑥2  =3.535,P=0.06)､ 慢

性咳嗽与支气管哮喘(𝑥2  =0.002,P=0.969)两两比较喉咽反流检出均无差异,在不同呼吸道疾病中喉

咽反流检出无差异(𝑥2  =6.769,P=0.034); 64 例喉咽反流的患儿,在抗炎治疗的基础上抗酸治疗,进行

随访观察评估疗效,64 例治疗患儿中 61 例治疗后随访咳嗽症状明显缓解,缓解率 95.3%。 
结论 LPR 与儿童慢性咳嗽喘关系密切,慢性咳嗽､ 喘息患儿中喉咽反流(LPR)的发生率较高。对于

呼吸道疾病的常规治疗无效的慢性咳嗽､ 喘息患儿要及时进行 DX-PH 动态监测,在抗炎的基础上抗

酸治疗后患儿咳嗽､ 喘息症状明显好转。提示在小儿慢性咳嗽､ 喘息性疾病中积极治疗 LPR 后能

够缩短治疗周期改善预后。 
 
 
PO-0614 

miR-3162-3p mimic 诱导 OVA 致敏小鼠炎症反应  
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冯海燕,谭建新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本实验在正常小鼠和 OVA 致敏模型小鼠上腹腔注射 miR-3162-3p mimic,探讨 miR-3162-3p 
mimic 在正常小鼠和致敏小鼠炎症反应的作用机制。 
方法 1. 采用 SPF 级 BALB/c 小鼠(20±2g),第 0,1,2 天注射药物,分为对照组､ 2mg/kg 组(miR-3162-
3p mimic 2mg/kg)､ 4mg/kg 组和 8mg/kg 组。qRT-PCR 技术检测肺组织 miR-3162-3p 的表达水

平,Western blotting 测 miR-3162-3p 靶蛋白 β-catenin 表达,HE 染色鉴定肺组织中炎症细胞浸润程

度,瑞氏染色对肺泡灌洗液(BALF)进行白细胞分类计数,ELISA 检测测肺组织炎症因子表达。 
2. 采用 SPF 级 BALB/c 小鼠(20 ±2g ),第 0,7,14 天进行 OVA 腹腔致敏,第 21,22,23 天进行腹腔注

射药物处理。分为对照组､ miR-3162-3p mimic 4mg/kg 组､ agomir NC 组。qRT-PCR､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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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tting､ ELISA 及肺泡灌洗液细胞分类等技术探讨 miR-3162-3p mimic 对致敏小鼠肺部炎症的影

响。 
结果 1.对未致敏小鼠腹腔注射 miR-3162-3p mimic 结果显示:①腹腔注射 miR-3162-3p mimic 浓度

越高,BALF 细胞总数相应地增高,但各组的细胞分类没有区别;②随着腹腔注射 miR-3162-3p mimic 
浓度的增高,肺组织 miR-3162-3p 的表达水平也相应增高,CTNNB1 及 β-catenin 的表达水平各组没

有区别;③ ELISA 结果显示:4mg/kg 和 8mg/kg 组肺 浆 IL-4 及 TGF-β1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及

2mg/kg 组增高,具有统计学差异;④肺组织病理切片 HE 染色显示:随着腹腔注射 miR-3162-3p mimic 
浓度增高,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也相应增高。 
2.对 OVA 致敏小鼠腹腔注射 miR-3162-3p mimic 结果显示:① mimic 组 miR-3162-3p 的表达较对

照组､ agomir NC 组明显增高,CTNNB1 及 β-catenin 的表达则降低;② mimic 组 BALF 细胞总数较

agomir NC 组及对照组明显增高,mimic 组细胞分类以中性粒细胞为主;③mimic 组肺 浆 IL-4 及

TGF-β1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及 agomir NC 组增高;④ mimic 组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及黏液栓表达水

平均较对照组､ agomir NC 组明显增高。 
结论 在 OVA 致敏基础上,miR-3162-3p mimic 可下调小鼠肺组织 β-catenin 蛋白表达水平并诱导肺

组织的炎症反应,而未致敏时,仅轻度诱发肺部炎症,提示 miR-3162-3p mimic 可通过 OVA 致敏而下

调 β-catenin 表达来诱导小鼠炎症反应。 
 
 
PO-0615 

STARS knockout attenuates hypoxia-induced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by suppressing pulmonary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 proliferation 
 

shi Zhaoling,Sun Xi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Xijing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Objective STARS (STriated muscle Activator of Rho Signaling) is a sarcomeric protein, which 
expressed early in cardiac development and involved in pathological remodeling. Abundant 
evidence indicated that STARS could regulate cell proliferation, but it’s exact function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TARS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pulmonary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s (PASMC) and the potential effect on the progression of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stablished a PAH mouse model through chronic hypoxia exposure as 
reflected by the increased RVSP and RVHI. Western blot and RT-qPCR detected the increased 
STARS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in PAH mice. Next, we cultured the primary PASMC from PAH 
mice. 
Results After STARS overexpression in PASMC, STARS, SRF and Egr-1 were up-regulated 
significantly. The MTT assay revealed an increase in cell proliferation. Flow cytometry showed a 
marked inhibition of cell apoptosis. However, STARS silence in PASMC exerted opposite effects 
with STARS overexpression. SRF siRNA transfection blocked the effects of STARS 
overexpression in PASMC. In order to further confirm the role of STARS in PAH mice in vivo, we 
exposed STARS knockout mice to hypoxia and found lower RVSP and RVHI in knockout mice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not only suggest that STAR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H by increas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PASMC through activation of the SRF/Egr-1 pathway,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mechanism for hypoxia-induced PAH. In addition, STARS may represent a 
potential treatment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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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6 

多次呼吸测试法在检测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中的作用初探 
 

邢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初步探讨多次呼吸测试法在检测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小儿呼吸门诊就诊的患儿,符合如

下条件:年龄≥1 岁且<16 岁､ 应用多呼吸测试法测定其 FeNO。分为两组:未诊断哮喘组和诊断哮喘

组。比较不同年龄时期诊断哮喘组和未诊断哮喘组两组患儿的 FeNO 值以及体重和身高别 FeNO
值的差异。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837 例患儿入组,男 475 例,女 362 例,男:女比例为 1.3 : 1。幼儿期､ 学龄前期､ 学龄期､ 青春

期患儿分别占 2.9%､ 64.4%､ 29.0%和 3.7%。幼儿期未诊断哮喘组和诊断哮喘组两组的 FeNO､
身高别 FeNO 及体重别 FeNO 分别是(5.19±5.07)ppb VS(11.43±6.66)ppb､ (0.05±0.05)ppb 
VS(0.12±0.07)ppb 及(0.33±0.30)ppb VS(0.79±0.47)ppb,统计量 t 值分别为-2.503､ -2.625 及-
2.899(P 均<0.05);学龄前期未诊断哮喘组和诊断哮喘组两组的 FeNO､ 身高别 FeNO 及体重别

FeNO 分别是(6.55±11.88)ppb VS(5.99±9.14)ppb､ (0.06±0.12)ppb VS(0.05±0.08)ppb 及

(0.39±0.82)ppb VS(0.31±0.50)ppb,统计量 t 值分别为 0.549､ 0.819 及 1.169(P 均>0.05);学龄期未

诊断哮喘组和诊断哮喘组两组的 FeNO､ 身高别 FeNO 及体重别 FeNO 分别是(6.06±10.28)ppb 
VS(10.46±25.04)ppb､ (0.05±0.08)ppb VS(0.08±0.19)ppb 及(0.25±0.41)ppb VS(0.40±0.84)ppb,统
计量 t 值分别为-1.902､ -1.788 及-1.791(P 值分别为 0.059､ 0.075 和 0.075);青春期未诊断哮喘组

和诊断哮喘组两组的 FeNO､ 身高别 FeNO 及体重别 FeNO 分别是(16.36±14.67)ppb 
VS(21.26±24.78)ppb､ (0.10±0.10)ppb VS(0.13±0.14)ppb 及(0.35±0.34)ppb VS(0.42±0.41)ppb,统
计量 t 值分别为-0.551､ -0.474 及-0.428(P 均>0.05)。 
结论 各年龄组诊断哮喘组经多呼吸测试法测定的 FeNO 均值均高于未诊断哮喘组,多呼吸测试法测

定 FeNO 无需患儿配合,仅需正常潮式呼吸即可,对于客观评估不同时期儿童的气道炎症状态具有较

高的辅助诊断价值。 
 
 
PO-0617 

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67 例临床分析 
 

唐艳姣,钟礼立,黄寒,林小娟,曾桂花,夏艳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呼吸科 410005 

 
 

目的 分析儿童感染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ronchiolitis obliterans,BO)的引起的常见病原学及其临床

特点､ 危险因素､ 影像学特点､ 纤维支气管镜下表现､ 治疗方法及治疗反应。 
方法 2011 年 6 月一 2016 年 4 月期间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病房诊断为 PIBO(感染性闭塞性细支气

管炎)的住院患儿 67 例。分析引发 PIBO 的常见病原学及 PIBO的临床特点､ 危险因素､ 影像学特

点､ 纤维支气管镜下表现､ 治疗方法及治疗反应。 
结果 67 例中男 49 例,女 18 例,发病年龄 3 个月一 9 岁。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持续喘息,反复咳嗽

､ 运动不耐受､ 气促､ 三凹征､ 痰鸣､ 肺部反复湿哕音､ 唇周紫绀。51 例(76%)病原学检测阳性,
腺病毒 36 例(70%),支原体 9 例(18%),呼吸道合胞病毒 1 例(2%),麻疹 1 例(2%),侵袭性曲霉菌 1 例

(2%),副流感病毒 1 例(2%),嗜酸性粒细胞肺炎 1 例(2%),液化沙雷菌 1 例(2%)。stevens-johnson 综

合征 1 例,原因不明为 15 例。所有病例的胸部高分辨 CT(HRCT)均有肺部空气潴留､ 肺灌注不良的
马赛克征,25 例有节段肺不张,9 例支气管扩张。33 例(49%)患儿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纤支镜镜下表

现为部分叶段支气管呈现完全闭锁､ 部分闭锁及其他表现(通气不畅等)。年龄少于 1 岁患儿行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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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者 9 例(27%),表现为完全闭锁 1 例(3%),部分闭锁为 2 例(6%),其他表现为 6 例(18%);年龄介于 1-
3 岁之间患儿行纤支镜患儿为 20 例(61%),完全闭锁为 3 例(9%),部分闭锁为 5 例(15%),其他表现为

12 例(37%);年龄大于 3 岁患儿行纤支镜者 4 例(12%),完全闭锁为 3 例(9%),部分闭锁为 0 例(0%),1
例为其他表现(3%)。所有患儿均使用布地奈德+复方异丙托溴铵雾化和口服孟鲁司特钠,63 例患儿

治疗后咳嗽､ 喘息的严重程度及发作频率有明显改善,4 例死亡(均没有早期进行支气管镜灌洗),一例

为家族性地中海热的患儿,其存在免疫力低下的基础情况, 后死于化脓性脑膜炎;一例为高 IgM 血症

的免疫缺陷 BO 患儿,该患儿死于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一例为腺病毒感染后 BO,另一例为 stevens-
johnson 综合征患儿,该 2 例患儿由于小气道闭塞引起大气道软化, 后导致二氧化碳明显潴留。 
结论 呼吸道感染是儿童 BO 发生的重要病因,尤其是腺病毒,临床以长期持续的喘息､ 咳嗽､ 活动不

耐受､ 气促､ 三凹征为主要表现,但缺乏特异性,HRCT提示的典型马赛克征､ 支气管扩张及节段肺

不张是诊断 BO 的重要征象。布地奈德+复方异丙托溴铵雾化及口服孟鲁司特钠可改善临床症状,但
需长期规律随访。 
 
 
PO-0618 

CLINICAL FEATURES, ETIOLOGY AND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 

 
Dong Lin,Li Changchang,Xia Yong qiang,Zhang Hailin,Ye Leping,Hu Xiaoguang,Zheng Yangm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27 
 
 

Objective 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 (PBB)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a major cause of 
chronic wet cough in children. We aim to further describe the clinical features, etiology and 
trea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PBB. 
Methods The hospitalized children who had over 4 weeks cough from June, 2014 to December, 
2016 were investigated retrospectively. We defined children as PBB (n=50) if having a chronic 
wet cough without signs of an alternative cause and responds to 2 weeks of appropriate 
antibiotics, positive bacterial culture and/(or) increase in neutrophils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Those did not fulfill the above criteria was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48). 
Results In the PBB group, there were 36 boys and fourteen girls. The median (IQR) age was 3.2 
(2.0-4.0) y and more than 58.0% cases were under 3y. Thirty children were accompanied by 
wheezing. Airway malacia were found in five cases. The average (IQR) of neutrophils in BALF 
was 0.63 (0.50-0.8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Serum IgG (801.5mg/dl; IQR,657.8-958.3,P<0.05) and CD16+56 (12.2%; IQR,8.9-
16.4,P<0.0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hildren with BALF from PBB 
group detected in 36 strain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the common pathogens were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n=19), Haemophilus influenzae (n=5) and Moraxella catarrhalis (n=4). All children 
received a total of 2-3 weeks course of antibiotics. The majority (n=48) received oral 
amoxycillin/clavulanic acid.  
Conclusions PBB occur mainly in younger children and often co-exist with wheezing.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 a leading pathogen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P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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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9 

2014 年-2017 年住院肺炎患者肺泡灌洗液病原学分析 
 

钟琳,丘力,陈莉娜,陶庆芬,陈婷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分析住院肺炎患者肺泡灌洗液的病原学结果,并与痰培养结果比较,了解肺炎病原学的变迁

情况并探讨各种标本采集方法和培养方法的可靠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月间因肺炎住院､ 并行支气管镜检查的患儿的肺泡灌洗

液和痰液病原学检查结果,观察 3 年间病原学的变迁情况,并比较痰培养和肺泡灌洗液培养的阳性率

和一致性。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c2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结果 共纳入患儿 1941 例,均在进行支气管镜检查前留取痰液行细菌培养,所有患儿的肺泡灌洗液均

送检细菌及真菌培养。肺泡灌洗液的培养总阳性率按年度依次为为 17.8%(78/473)､
23.1%(104/450)､ 24.6%(113/460),其中细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为 12.0%(61/473)､ 16.4%(74/450)
､ 19.0%(106/558)及 22.6%(104/460),真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5.1%(24/473)､ 7.3%(33/450)､
11.3%(63/558)及 6.7%(31/460)。痰培养的阳性率按年度依次为 6.1%､ 10%､ 4.1%及 4.3%。肺泡

灌洗液的培养阳性率高于痰液培养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原例数排序前三位依次为白色

假丝酵母菌､ 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克雷伯菌(2014 年),流感嗜血杆菌(β-内酰胺酶阳性)､ 白色假丝酵

母菌､ 副流感嗜血菌(β-内酰胺酶阳性)(2015 年),流感嗜血杆菌(β-内酰胺酶阳性)､ 白色假丝酵母菌

､ 肺炎克雷伯菌(ESBL 阴性)(2016 年)和流感嗜血杆菌(β-内酰胺酶阳性)､ 白色假丝酵母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2017 年)。真菌例数逐年增加。 
结论 肺泡灌洗液培养的阳性率显著高于痰培养阳性率,对于需要明确肺炎病原的患儿建议送肺泡灌

洗液的细菌培养,需要明确有无真菌感染时建议送肺泡灌洗液的真菌培养。流感嗜血杆菌是 常见

的细菌病原,白色假丝酵母菌是 常见的真菌病原。真菌阳性例数逐年增加,需要重视。 
 
 
PO-0620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 Th1/T h2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研究 
 

黄燕,崔振泽,孙同英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从 Th1/Th2 平衡角度探讨毛细支气管炎住院患儿血清中免疫细胞因子(IFN-γ､ IL-4､ IFN-γ/IL-
4､ IL-10､ IL-13､ IL-33､ IL-17)水平的变化,来阐明毛细支气管炎的发病机制,为预防其日后发展为

哮喘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采用前瞻性的研究方法,收集 2016 年 9 月到 2017 年 2 月于本院呼吸科住院的毛细支气管炎

患儿为毛细支气管炎组。同时选择同期体检健康同龄儿童为正常组,观察两组儿童免疫细胞因子的

指标变化。2.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对正常组患儿及毛细支气管炎组患儿血清 IFN-γ､ IL-4､
IFN-γ/IL-4､ IL-10､ IL-13､ IL-33､ IL-17 水平进行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毛细支气管炎组的 IL-4､ IL-10､ IL-13､ IL-33､ IL-17 水平升高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小儿毛细支气管炎发病与相关免疫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密切相关,机体处于 Th1/Th2 免疫失衡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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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1 

RSV 感染雌雄小鼠致急慢性气道炎症及 AHR 差异的研究 
 

莫诗,唐维,高磊琼,谢晓虹,任洛,刘恩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是婴幼儿 常见的呼吸道病毒病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及课题组前期结

果表明,男性 RSV 感染患病率及病情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女性,但引起性别间 RSV 患病率及病情严重

程度差异的机制尚不清楚。此研究从动物模型的角度出发,观察了 RSV 感染雌性小鼠及雄性小鼠后

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AHR)的差异,并探究骨桥蛋白(OPN)与此差异的关系。 
方法 6-8 周雌性及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 RSV 感染组及对照组,分别滴鼻给予 RSV A2 病毒液

或细胞培养上清,于感染后急性期(第 1､ 3､ 5､ 7 天)､ 后期(第 14､ 21､ 28 天)用全身体积描记法检

测小鼠肺功能,评估其气道高反应性;小鼠取左肺行 HE 染色后组织病理评分(Histopathological score, 
HPS);灌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并用 ELISA 方法检测 BALF 中

OPN 水平;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肺组织中 OPN 表达情况。 
结果 (1)RSV 感染组雄鼠及雌鼠 HPS 在感染急性期及后期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且在第 5､ 7
天 高(P<0.001),之后逐渐降低;第 5 天时,RSV 组雄鼠 HPS 显著高于雌鼠(P<0.001),其余时间点无

显著差别。(2)RSV 感染组雌鼠及雄鼠均引起明显的 AHR,雄鼠感染后第 1､ 3､ 5､ 7 天 AHR 高于

雌鼠并有统计学差异(P<0.01),且第 5 天差异达 大(P<0.001)。(3)雌鼠感染 RSV 后 BALF 中 OPN
水平从第 3､ 5 天开始升高,在第 7､ 21､ 28 天显著升高(2689±179.3 pg/mL､ 2645±57.1 pg/mL､
3103±151.5 pg/mL,P<0.01､ P<0.01､ P<0.001);雄鼠 BALF 中 OPN 水平在第 3､ 5､ 7 天显著升高

(3736±218.6 pg/mL､ 2803±375.6 pg/mL､ 3703±83.0 pg/mL,P<0.001､ P<0.001､ P<0.001),第
14､ 21､ 28 天恢复至近正常水平。(4)雌鼠 RSV 感染后肺组织的 OPN 水平在第 3､ 5､ 7 天升高,
第 14､ 21､ 28 天显著升高且有统计学差异(P<0.01);雄鼠肺组织 OPN 水平仅在第 3､ 5 天有升高趋

势。 
结论 RSV 感染后雄鼠气道炎症及气道高反应性均重于雌鼠,而症状持续时间短于雌鼠,提示 RSV 感

染因性别不同存在疾病严重度差异;RSV 感染后小鼠肺部 OPN 表达水平存在差异,与雌雄小鼠的疾

病严重度差异一致,提示 OPN 可能介导性别引起的 RSV 感染差异,可能成为提示病情严重程度的生

物学标志。 
 
 
PO-062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sthma Pharmacogenetic Loci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sthma, and Efficacy of 

Anti-asthma Medications in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zhu lili,Zhang Hailin,Bao Qiyu,Li Zhongshan,Zhang Weixi,Chong Lei,Li Haiyan,Wu Qiuping,Shao Youyou,Li 

Changcho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Objective  
1.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asthma pharmacogenetic loci (β2 receptor agonists, glucocorti
coids, leukotriene pathway and drug metabolism enzymes related polymorphisms) in children wit
h asthma and non-asthma children from South Zhejiang of China.  
2.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asthma pharmacogenetic loci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s
thma in children from South Zhejiang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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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asthma pharmacogenetic loci with efficacy of Budesonide/Fo
moterol 80/4.5 inhaler in children with asthma. 
Methods 1. Study Populations 
The participants were screened from August 2015 to April 2016 in outpatient of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ll patients diagnosed as asthma (201
6 edition) were eligible to the study, with the age less than 18 years old.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age without asthma were recruited from child health care at the same time.  
2.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selection and genotyping 
All SNPs were selected from human genomic database on internet and publications based on the
 criterias. A tatol of 55 SNPs in 38 genes on seventeen chromosom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blood cells using the QIAamp DNA Blood Mini Kit. Genotyping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Sequenom Mass Array platform.  
3.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History of asthma, anti-
asthma therapies, atopy, parental asthma, smoke exposure, domestic pe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o on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asthma group. TIgE in Peripheral blood, peripheral blood EOS%, L
TC4 and periostin levels in serum were measure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
1%) was observed mainly in this study.  
4.  Efficacy of Budesonide/Fomoterol inhaler 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Asthma 
Patients in BFC 80/4.5 inhaler therapy were followed up for 12 weeks. Lung function was measur
ed before and after 12 weeks of ICS/LABA inhaler therapy. Rescue therapy of ashtma (systemic 
corticosteriods, CS; short-
beta2 agonist, SABA), respiratory infection times, asthma related hospitalization rate, FEV1% cha
nges (ΔFEV1%= FEV1% before inhaler therapy-
 FEV1% after 12weeks of inhaler therapy) and effective rate (ΔFEV1%≥

10% numbers/total numbers×100%)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BFC 80/4.5.   
5.  Statistical analysis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18.0 software. The Hardy-
Weinberg equilibrium (HWE) was examined by Haploview 4.2, and P value > 0.001 was consider
ed as in HWE. Differences in genotype frequencies and minor allele frequencies were examined 
using the chi squared (χ2 ) test. A P-value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four hundred and twelve children with asthma in patient group, 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
two healthy children were enrolled in control group. The median age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was 7 y
ears old, and four hundred and thirty participants were male (63.8% in total). The age and sex we
re comparative between asthma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2.  SNPs distribution in two groups 
The frequency of AA genotype at the ORMDL3 rs2872507 locus and the frequency of TT genotyp
e at the ZNF432 rs3752120 locus in asthma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P=0.045). The frequency of minor allele G at the ADAM33 rs2280091 locus and the frequency of 
minor allele A at the ORMDL3 rs2872507 locus in asthma group was high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P=0.018). 
3.  SNPs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Differences in MAF of majority of the fifty-
five SNP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and the African as well as Americ
an and European population from the 1000genomic project (P<0.05). Bu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
es in MAF of above SNPs between this study and the Asian populations (Chinese Han population
 in Beijing and Japanese in Tokyo) from the 1000genomic project(P>0.05), except three SNPs (rs
2115819, rs2243250 and rs2872507) (P<0.01). 
4.  SNP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sthma 
There were three hundred and eight-
three patients at 5~14 years of age were enrolled in asthma group. Individuals with TT gen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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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NF432 rs3752120 had a higher rate of atopy than CC or CT genotypes (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genotypes of rs2872507 and rs3752120 on FEV1%, TIgE, EOS%,
 serum levels of LTC4 and periostin (P>0.05). 
5.  SNPs and the efficacy of BFC 80/4.5 inhaler   
Eight SNP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efficacy of asthma treated with BFC 80/4.5 inhal
er for 12 weeks. The rate of systemic corticosteriods in individuals with AA genotype on rs104271
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dividuals with G allele(χ2=4.812, P=0.035). ΔFEV1% of individual
s with TT genotype on rs2305089 was decreased, while ΔFEV1% of individuals with G allel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χ2=10.556, P=0.005). ΔFEV1% of individuals with CC genotype on rs2540
487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le ΔFEV1% of individuals with T allele was decreased(χ2=5.35
0, P=0.021). Both GG genotype on rs2712807 and GG genotype on rs28364072 markedly increa
sed the respiratory infection times of asthma treated with BFC 80/4.5 (P<0.05). The effective rate 
of individuals with AA genotype on rs320995 was higher than individuals with G allele(χ2=7.996, 
P=0.015). CC genotype on rs4980524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ate of rescue therapy while co
mpared to allele A carriers (χ2=11.105, P=0.021). Both the effective rate and ΔFEV1% of individu
als with CA genotype on rs73001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dividuals with AA genotype (χ2=
6.568,P=0.01).  
Conclusions  
1. AA genotype on ORMDL3 rs2872507 and TT genotype on ZNF432 rs3752120 
are risk genotypes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from South Zhejiang of China. G allele on ADAM33 rs
2280091 and A allele on ORMDL3 rs2872507 are risk alleles of childhood asthma in South Zhejia
ng of China. 
2.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jority asthma pharmacogenetic loci bet
ween populations from Africa, Europe, America in the 1000genomic project and South Zhejiang o
f China, which are similar with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in Beijing and Japanese in Tokyo, exc
ept minority of SNPs (rs2115819, rs2243250 and rs2872507).    
3. TT genotype on ZNF432 rs3752120 is a risk genotype of asthma with atopy in children from So
uth Zhejiang of China.  
4. rs1042713, rs2305089, rs2540487, rs2712807, rs28364072, rs320995, rs4980524 and rs7300
12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efficacy of Budesonide/Fomoterol 80/4.5 inhaler therapy in children wit
h asthma from South Zhejiang of China. 
 
 
PO-0623 

Rab5a 在 RSV 感染与复制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高磊琼,唐维,陈思思,谢军,任洛,臧娜,龙晓茹,谢晓虹,邓昱,刘恩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属于副粘病毒科的负义单链 RNA 病毒,是引

起婴幼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常见的病毒病原,目前对 RSV 的感染仍缺乏安全有效的疫苗及抗病毒

治疗方法。 病毒寄生于宿主细胞中,其编码的蛋白质有限,必须依赖宿主细胞提供的一些分子蛋白完

成整个复制周期,而这些与病毒感染复制相关的宿主蛋白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抗病毒治疗方法。课

题组前期通过蛋白质谱分析筛选出与 RSV 复制相关的宿主蛋白 Rab5a。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RSV
复制过程中是否需要 Rab5 蛋白的参与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在证实 RSV 感染 A549 细胞及 BALB/c 小鼠后 Rab5a 蛋白低表达的基础上,构建 Rab5a 过表

达及敲除质粒转染 A549 细胞后感染 RSV,在感染后不同时间点收取标本。qRT-PCR 检测病毒

RNA 的表达,WB 检测病毒编码的蛋白的表达,空斑实验检测病毒滴度,免疫荧光检测病毒的吸附､ 入

胞､ 入核情况及 imag J 计数相应病毒数目。 
结果 较对照组相比:(1)Rab5a 蛋白表达随 RSV 感染时间延长而降低;(2)沉默 Rab5a 后,病毒的滴度

､ mRNA表达水平､ 蛋白表达水平以及病毒的吸附､ 入胞及合胞形成能力降低(P< 0.01);(3)过表达

Rab5a 后,病毒的滴度有所增高,与病毒复制相关的 NS1/NS2､ G､ N､ P､ L 基因 mRNA 及蛋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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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增高(P< 0.05);(4)抑制 Rab5a 蛋白活性后,病毒的滴度､ 吸附､ 入胞及合胞形成能力显著降低(P< 
0.01)。 
结论  
 Rab5a活性蛋白通过影响病毒吸附､ 入胞､ 合胞形成等阶段参与 RSV 的感染与复制过程。 
 
 
PO-0624 

空气污染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相关性分析 
 

白燕,蔡晨,赵晨,刘伟,邬平,刘贤文,金润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空气质量指数(AQI)､ PM2.5､ PM10 对呼吸道病毒检出率的影响。 
方法 采用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方法回归分析武汉地区空气污染指数与同期呼吸道感染患儿病

毒检测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共收集到武汉地区 2650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鼻咽分泌物样本,记
录同期 AQI､ PM2.5､ PM10。结果显示每年 12 月到次年 3 月是武汉地区空气污染 重的时间段,
平均 AQI 为 110,PM2.5 为 100 ug/m3,PM10 为 110ug/m3。全年病毒总检出率为 17.7%,其中呼吸

道合胞病毒(RSV)检出率 39.7%,甲型流感病毒检出率为为 11.95%,乙型流感检出率为 7.2%。在空

气污染 重的 4 个月,病毒总检出率为 24.2%,其中 RSV 检出率为 54.7%,甲型流感病毒检出率为为

11%,乙型流感检出率为 21%。RSV 和乙型流感的检出率和 AQI､ PM2.5､ PM10 呈正相关。 
结论 空气污染导致呼吸道病毒感染率增高,其中 RSV 及副流感病毒感染与空气污染更为密切。 
 
 
PO-0625 

儿童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 15 例临床分析 
 

彭方,钟礼立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儿童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的分布特点及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患

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共有 15 例患儿检出存在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标本来源中,痰培养有 8 例,血培养 5 例,气管插

管尖端培养 2 例;其中 4 例菌株存在多重耐药;15 例感染的患儿中,男性患儿 10 例,女性患儿 5 例,年
龄分布在 5 日龄到 6 岁之间,1 岁以下的患儿占 73%;科室分布上有 10 例在 PICU/NICU,5 例在普通

病房;临床表现方面,除 1 例主要表现为 DIC 外,其他 14 例均存在有肺部感染,其中重症肺炎 10 例,有
7 例在治疗过程中行机械通气;基础疾病方面,存在严重先天性心脏病 2 例(1 例为先心术后),明确存在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 3 例(均为慢性肉芽肿病),高度怀疑存在免疫缺陷或遗传代谢病 3 例,气管狭窄 1
例,川崎病 1 例,早产儿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 例,严重唇腭裂 1 例,无确切基础疾病的 3 例;合并腺病

毒､ 金葡菌等其他病原菌的有 6 例;考虑为院内感染 6 例;此 15 例患儿的平均住院天数为 19.8 天,经
治疗后,11 例好转,4 例死亡。 
结论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为条件致病菌,发生在免疫功能低下的患儿,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应注意是否

存在基础疾病,此类患儿常预后较差,了解容易出现该菌感染的疾病谱有助于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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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6 

97 例冠状病毒感染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 
的临床特征分析 

 
肖霓光

1,张兵
1,段招军

2,钟礼立
1,谢志萍

2,高寒春
2,刘沁

1,谢乐云
1 

1.湖南省人民医院 
2.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病毒病所 

 
 

目的 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是全球儿童致死的重要病因,为了探讨人类非 SARS 冠状病毒(HCoV-HKU1
及 HCoV-NL63))与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关系。 
方法 采集 2007 年 9 月~2014 年 3 月长沙地区因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鼻咽抽吸物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NPA)样本 3919 份,运用 RT-PCR 扩增方法进行冠状病毒 HKU1 pol 基
因及冠状病毒 NL63 N 基因检测,对阳性扩增产物测序,将所测序列在 GenBank 中进行比较分析,并
且统计分析临床资料。 
结果 3919 份 NPA 样本中,检测冠状病毒 HKU1 阳性 64 份,阳性率为 1.63%(64/3919),其中男性患儿

检出阳性 41 例,女性患儿检出阳性 23 例,男女检出率无差异。冠状病毒 NL63 阳性 33 份,阳性率为

0.84%(33/3919),其中男性患儿检出阳性 23 例,女性患儿检出阳性 10 例,男女检出无差异。NL63 发

病以夏秋季为主,HKU1 以春秋季多发。发病年龄均以小婴儿为主,HKU1 在<36 月儿童中检出阳性

59 例(92.19%),NL63 在<36 月儿童中检出阳性 27 例(81.82%),单纯 HKU1 阳性检出 18 例,与其它病

毒的混合阳性检出 46 例(71.88%),单纯 NL63 阳性检出 5 例,与其它病毒的混合阳性检出 28 例

(84.85%),两者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临床症状差异没有显著性, 常见有咳嗽,咳痰,气喘等,可伴发消

化道症状,如腹泻,呕吐等。 
结论 NL63 和 HKU1 可能是湖南长沙地区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病因之一,发病率较低,病情以轻-中度

为多见,预后较好。 
 
 
PO-0627 

血清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对肺炎支原体肺炎儿童临床意义探讨 
 

张奕,刘长山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00211 

 
 

目的 探讨不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对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肺功能及临床特点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于我院儿科因肺炎住院治疗患儿共 436 例,根据急性期

及恢复期双份血清检测肺炎支原体抗体水平,并检测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分为 3 组,统计学方法

比较各组间肺功能､ 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及临床特点。 
结果 肺炎支原体肺炎组与对照组患儿相比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及呼出气一氧化氮

水平升高具有统计学差异。对照组肺炎患儿中无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升高者,肺炎

支原体肺炎患儿中高嗜酸性粒细胞组较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正常组血清 IgE 水平升高,且
肺功能 PEF 占预计值%降低。肺炎支原体患儿影像学表现肺部片状实变影较多,且嗜酸

性粒细胞升高组更易出现胸腔积液。肺功能及影像学改变与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

及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相关。 
结论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发病机制可能与嗜酸性粒细胞炎症反应相关,不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可能

影响肺炎支原体感染后肺功能及影像学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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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8 

儿童罕见支气管粘膜角化症 1 例报道 
 

胡晓红,王晨岑,季鲜丽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321300 

 
 

目的 呼吸道角化症是一种罕见疾病,国内外报道多见于喉､ 声门等上呼吸道部位,其中以喉角化症

常见,该病又名喉白斑,临床以声音嘶哑常见表现,下呼吸道角化症极其少见,检索文献国内目前报道

11 例,均为成人病例,国外尚未见报道。而儿童支气管粘膜角化症更为罕见,国内外文献检索均未见报

道。本文报告并分析了儿童支气管粘膜角化症的临床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早期诊断,减少误

诊。 
方法 详细报告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收治的 1例儿童支气管粘膜角化症患儿的临床资料､ 影像

学及病理检查结果,查阅了国内外关于呼吸道角化症的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本例儿童支气管粘膜角化症以受凉后呼吸道感染起病,短期内发展为重症肺炎､ 包裹性胸腔积

液､ 呼吸衰竭､ 脓毒血症,多次痰培养提示绿脓杆菌感染,胸片及胸部 CT 检查提示结核感染可能,自
身免疫功能检查正常,患儿本身未接种过任何疫苗,故临床容易误诊为支气管内膜结核,经过支气管镜

检查后,病理检查 后确诊为支气管粘膜角化症。 
结论 支气管粘膜角化症非常罕见,儿童发病国内外文献检索未见报道,对不明原因的社区获得性条件

致病菌感染病人应警惕此类疾病的可能,及时支气管镜检查有助于早期诊断。本病的发生机制尚不

十分清楚。或许是在致病因子的作用下,呼吸道粘膜上皮增生或鳞状上皮化生,继而发生过度角化。

其分子生物学机制可能与致病因子诱导角化细胞因子的过度表达有关 
 
 
PO-0629 

Effects of Recombinant Mycobacterium smegmatis on 
airway inflammation in Murine neutrophilic asthmatic 

model 
 

Chen L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intranasal inoculation with recombinant Mycobacterium 
smegmatis (rMS) on the airway inflammation of neutrophilic asthmatic mouse an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elative mechanism. 
Methods DO11.10 T-cell receptor transgenic mice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four groups 
including asthma, vaccine, and contol groups. Neutrophilic asthmat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via 
OVA challenge, rMS were administrated into mice before challenge. Anti-IL-17A autoantibody in 
sera, IL-6 and IL-17A in BALF were measured by ELISA, the proportion of neutrophil in BALF 
was measured by FCM, MPO activity in lung tissue was detected by colorimetry, and the mRNA 
expression of CXCL2 and CXCL5 was measured by realtime PCR. 
Results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neutrophil and the levels of IL-6, IL-17A in 
BALF from asthmatic mic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meanwhile the MPO activity and the 
expression of CXCL2 , CXCL5 in lung tissue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 titer of autoantibody of IL-17A in sera of mice vaccined with recombinant 
Mycobacterium smegmatis was detected . Compared to asthma group, neutrophils and IL-6, IL-
17A in BALF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meanwhile MPO activity and CXCL2,CXL5 mRNA 
ex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recombinant Mycobacterium smegmatis exhibits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in a mu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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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30 

姜黄素在哮喘小鼠 Nrf2 及 HO-1 的含量变化与表达方面的作用 
 

刘立云,韩晓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了解姜黄素在哮喘小鼠 Nrf2 及 HO-1 的含量变化与表达方面的作用。 
方法 对 45 只 Balb/c 小鼠随机分组,分为正常对照组,哮喘组及姜黄素干预哮喘小鼠。应用 OVA 溶

液建立哮喘小鼠模型;应用免疫荧光检测各组小鼠肺组织 Nrf2 及 HO-1 的表达;应用 Western blot 方
法检测各组小鼠肺组织 Nrf2 及 HO-1 的蛋白含量;应用 EMSA 方法测定各组小鼠肺组织 Nrf2 与

ARE 的结合活力。 
结果 免疫荧光检测显示姜黄素干预组肺组织较哮喘组及正常对照组 Nrf2 及 HO-1 的表达均增

高;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各组小鼠肺组织胞浆内 Nrf2 的蛋白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姜黄素干预

组肺组织胞核内 Nrf2 及 HO-1 蛋白含量较其余两组明显增高,有统计学意义(Nrf2,P<0.05; HO-
1,P<0.01)。姜黄素干预组小鼠肺组织 Nrf2-ARE 的结合活力明显高于哮喘组及对照组,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姜黄素可以增加哮喘小鼠体内 Nrf2 及 HO-1 的蛋白含量,增强 Nrf2 及 HO-1 的蛋白表达。 
 
 
PO-0631 

北京市城区哮喘儿童 6 年转归的随访研究 
 

田春雨,刘传合,沙莉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10 

 
 

目的 了解北京市城区儿童哮喘的转归及影响转归的因素。 
方法 以 2010 年在北京市城区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中筛选的 497 名确诊哮喘儿童作为调查对象,
电话随访其父母,获得其哮喘发作､ 看急诊､ 住院､ 管理诊治､ 伴发过敏性疾病及疾病控制状况的

有关信息数据,共完成问卷 366 份。 
结果 与 2010 年前比较,当前,哮喘儿童近 12月发作､ 看急诊率(19.1%､ 3.0%)较 6 年前

(57.1%,19.7%)显著下降(χ2值 125.91,P 值 0.000),(χ2值 53.352,P 值 0.000)。近 12 个月哮喘儿童

伴发过敏性鼻炎､ 特应性皮炎比例无明显变化(55.7%,20.2%)。2 年以上无发作的患儿占

75.4%(276 例)。2 年内仍有发作的患儿(即未缓解患儿)占 24.6%(90 例)。与 2 年以上无发作的患儿

比,2 年内有发作的患儿平均病程 9.2 年,伴发过敏性鼻炎比例为 67.8%,高于无发作患儿 51.8%(χ2值

7.013,P 值 0.008),尤其是轻度持续性鼻炎及中重度鼻炎(χ2值 5.126,P 值 0.024)(χ2值 22.474,P 值

0.000);伴发特应性皮炎比例为 30%,高于无发作患儿 17.0%(χ2值 7.079,P 值 0.008);伴发一级亲属

哮喘史比例为 68.9%,高于无发作患儿 54.7%(χ2值 5.608,P 值 0.018);曾经使用控制药物比例为

33.3%,高于无发作患儿 7.2%(χ2值 39.158,P 值 0.000)。对哮喘发病情况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发现中

重度鼻炎(P=0.000,Wal 值 19.936)是哮喘未缓解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发病情况和病程 COX 回归发

现 后 1 次发作年龄(P=0.002,Wal 值 9.914)及曾经使用控制药物(P=0.003,Wal 值 8.994)是其相关

因素。 
结论 北京市城区 0-14 岁哮喘儿童 6 年后,其近 12月哮喘发作､ 看急诊显著减少。近 2 年仍有发作

的患儿合并过敏性鼻炎､ 特应性皮炎､ 一级亲属哮喘史居多。哮喘长期发作的危险因素为中重度鼻

炎,未使用控制药物是病程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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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32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中人腺病毒感染的多中心研究 
 

段亚丽
1,朱云

1,谢正德
1,申昆玲

1,刘春艳
1,徐保平

1,李昌崇
2,尚云晓

3,符州
4,周云连

5,鲍一笑
6,邓力

7,陈爱欢
8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5.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6.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7.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8.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阐明我国不同地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中人腺病毒(HAdV)感染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了
解不同型别 HAdV 在儿童中的流行状况。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我国北方 6 家医院和南方的 6 家医院临床诊断为

CAP 的住院患儿,采集患儿的鼻咽抽吸物(NPAs)或咽拭子 1 份,应用 Luminex 公司的液相悬浮芯片

技术筛查 18 种呼吸道病毒(包括 RSV, HAdV, HBoV, HMPV 等)。对 HAdV 检测阳性标本的六邻体

蛋白､ 纤突蛋白､ 五邻体蛋白基因进行测序,通过 NCBI 数据库 BLAST 进行比对,确定其基因型。分

析 HAdV 阳性病例的年龄及季节特征。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 2647 例 CAP 患儿,检测出 HAdV 阳性标本 123 份,HAdV 总的阳性率为

4.65% (123/2647);北方 4.74% (48/1013)和南方 4.59% (75/1634)的 HAdV 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2)0-1 岁年龄组､ 1-3 岁年龄组､ 3-6 岁年龄组和>6 岁年龄组的 HAdV 阳性率分别

为 3.34% (28/838), 5.72% (47/822), 5.29% (30/567) 和 4.29% (18/420),不同年龄组的 HAdV 的阳

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在研究期间,只 2015 年为整年连续采集样本,且各季节病例入组相对合

理,因此对 2015 年资料进行季节分布特征分析。2015 年我国北方春季 HAdV 阳性率为

3.86%(8/207)､ 夏季为 4.95%(10/202)､ 秋季为 3.67%(9/245)和冬季为 8.00%(14/175),其中冬季阳

性率 高,但不同季节 HAdV 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南方春季 HAdV 阳性率为 6.18%(33/534)
､ 夏季为 4.53%(16/353)､ 秋季为 1.94%(4/206)和冬季为 3.13%(4/128),不同季节 HAdV 的阳性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123 份 HAdV 阳性标本经分型鉴定检出六种型别,包括 HAdV-1(n=11), 
HAdV-2(n=16), HAdV-3 (n=31), HAdV-4 (n=1), HAdV-5 (n=8)和 HAdV-7 (n=8),由于 HAdV 检测与

基因分型方法敏感性不同以及样本收集质量等原因,48 例样本未分型;其中,北方流行的优势型别为

HAdV-3 (29.63%,8/27)和 HAdV-7 (22.22%,6/27),而南方地区流行的优势型别为 HAdV-
3(47.92%,23/48)和 HAdV-2 (25.00%,12/48)。 
结论 腺病毒是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重要病毒病原,北方和南方的流行的优势型别不同,应进一步加

强儿童中腺病毒的监测,为儿童感染腺病毒的诊疗和防控提供帮助。 
 
 
PO-0633 

低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的长期治疗对于 
中国轻中度哮喘儿童身高的影响 

 
王一卉,鲍一笑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本研究以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哮喘协作组为平台,纳入中国儿童期轻中度哮喘患儿及

健康对照儿童,对其社会人口学特征､ 家庭情况､ 疾病控制､ ICS治疗､ 当前和既往身高体重状况等

进行调查,分析长期低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治疗对中国轻中度哮喘儿童身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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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为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哮喘协作组成员单位的多中心横断面调查研究,纳入

966 例年龄 3~9.5 岁的儿童纳入统计学分析,包括 ICS 长期治疗组 173 例,即曾经接受低剂量吸入性

糖皮质激素(ICS)治疗至少 1 年,并已停用 ICS 治疗至少 6 个月的轻中度哮喘儿童;非 ICS 长期治疗

组 415 例,即无 ICS 治疗史或曾经接受任何剂量 ICS 治疗不超过 2 月/年的轻中度哮喘儿童;以及健

康对照组 378 例。应用方差分析比较三组间身高标准差值(SDS)和生长速率的差异。应用配对 t 检
验比较 ICS 长期治疗组在不同观察时间点身高指标的差异。应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分析各人口､ 家庭

和临床特征与各身高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无论男童还是女童,ICS 长期治疗组､ 非 ICS 长期治疗组和健康对照组间的入组时身高 SDS
均无显著性差异。 
(2)ICS 长期治疗组在哮喘初次诊断时､ 入组 1年前､ 停止 ICS 治疗时和入组时测定的身高 SDS 平

均值,其中入组时的身高 SDS 较其停药时显著增高(P=0.026);不同 ICS 治疗总疗程下的入组时身高

SDS 平均值,显示疗程≥5 年者的身高 SDS 显著低于疗程≥1 且<3 年者和≥3 且<5 年者

(P=0.020,P=0.013)。 
(3)入组时身高 SDS与入组时体重､ 运动状况､ 家庭年收入和父母亲身高呈正相关,与 ICS 治疗总疗

程呈负相关;生长速率与体重增长速率呈正相关,与年龄､ 哮喘年发作次数､ 总住院次数以及 ICS 治

疗总疗程呈负相关,与 ICS平均日剂量､ 吸入装置等无相关性,入组时身高､ 身高 SDS 和生长速率

与组别无相关性。 
结论 经低剂量 ICS 治疗 1 年以上的哮喘儿童,在停药半年后的身高与健康儿童相一致。遗传､ 营养

､ 运动､ 家庭和疾病均为影响哮喘儿童生长的重要因素。低剂量 ICS 疗程可能与哮喘儿童生长相关,
应进一步开展前瞻性的临床研究。 
 
 
PO-0634 

联合降阶梯方案治疗婴幼儿喘息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刘海沛
1,鲍一笑

1,田野
1,曹兰芳

2,董蔚
3,倪世宏

4,陈虹
4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 
4.上海市宝山区仁和医院 

 
 

目的 观察联合降阶梯方案治疗婴幼儿喘息的有效性以及临床应用的安全性。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 开放､ 平行对照法试验,从 4 家中心选择轻中度急性发作期的喘息患儿 206 例,
其中试验组 106例､ 对照组 100 例。①试验组采用联合降阶梯方案:醋酸泼尼松片,0.5 mg/(kg·d),清
晨顿服,疗程 3 d;阿奇霉素干混悬剂,10 mg/(kg·d),1 次/d,疗程 3 d;妥洛特罗贴剂,0.5 mg/d,1 次/d,疗
程 7 d;氯雷他定糖浆,3 mg/d,1 次/d,疗程 14 d;孟鲁司特钠,4 mg/d,1 次/d,疗程 28 d。给药途径为口

服或外用。②对照组采用反映婴幼儿喘息急性发作期治疗现状的常规治疗方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1 
mg/(kg·d),1 次/d,疗程 3 d;头孢类抗生素,用药剂量参照说明书,疗程 3 d;口服氨溴特罗口服

液,2.5~7.5 ml/次,每 12 h 一次,疗程遵医嘱(药物连续服用不超过 7 d);前两者为静脉给药。观察治疗

前后症状体征积分和疾病疗效的改善情况,以及喘息反复情况､ 治疗费用､ 家属误工天数､ 家属对

治疗方案的接受度。 
结果 疗后 7 d 的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 对照组的症状体征积分和下降均值分别为 5.89､ 4.84,疾病

疗效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8.11 %､ 92.00 %,试验组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或

0.05)。疗后 28 d 的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 试验组的喘息反复发生率分别为 24.00 %､ 12.26 %,治
疗费用(元)中位数分别为 603.00､ 290.00,误工时间(天)中位数分别为 4､ 1,对照组高于试验组,组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0.01);试验组､ 对照组的方案接受度评分中位数分别为 2､ 1,试验

组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试验中无临床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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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联合降阶梯方案治疗婴幼儿喘息(轻中度急性发作期)疗效优于常规治疗方案,且减少喘息反复

发作风险,临床应用安全;联合降阶梯方案有利于降低治疗费用和误工天数､ 提升家属对治疗方案的

接受度,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经济效益。 
 
 
PO-0635 

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与支气管舒张试验相关性研究 
 

刘欣,冯雍,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水平与支气管舒张试验的相关性及其在哮喘患儿病情评

估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门诊就诊的

5~14 岁的哮喘患儿 161 例,根据过敏情况分为过敏组与非过敏组,所有入组患儿均进行 FeNO 及支

气管舒张试验测定,分析两组患儿 FeNO 水平与支气管舒张改善率的相关性。 
结果 (1)过敏组的哮喘患儿 FeNO 水平明显高于非过敏组(P=0.002)。(2)过敏组的哮喘患儿 FeNO
水平与支气管舒张的改善率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基础肺功能 FEV1%､ FEV1/FVC%､
FEF50%､ FEF25%､ FEF75/25%呈负相关(P<0.05),与 FVC%､ PEF%､ FEF75%无明显相关性

(P>0.05);(3)非过敏组的哮喘患儿 FeNO 水平与支气管舒张改善率及基础肺功能均无明显相关性

(P>0.05)。 
结论 对于存在过敏体质的哮喘患儿,FeNO 水平与支气管舒张试验结果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可作为该

类哮喘患儿预测气道可逆性及评估哮喘病情的一个良好的无创性指标。而对于无过敏体质的哮喘患

儿,FeNO 水平则不能有效反应气道可逆性变化。 
 
 
PO-0636 

中重度增殖体肥大伴有 OSAS 儿童手术治疗相关因素分析 
 

李淼,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中重度增殖体肥大伴有 OSAS 患儿手术治疗的相关指导因素。 
方法 收集 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于小儿呼吸内科门诊或住院患儿中诊断中重度增殖体肥大患

儿一般信息;回顾性分析这些患儿进行多导睡眠监测及 BMI 测定结果,对比手术患儿与非手术 OSAS
患儿的一般信息及多导睡眠监测参数中 AHI,OAI 及 LSO2差异;并对 OSAS 患儿的 AHI 与 BMI 相关

性进行分析。 
结果  行手术治疗与非手术治疗的 OSAS 患儿 AHI,OAI 及 LSO2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平
均血氧饱和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中重度 OSAS 患儿 AHI 指数与 BMI 呈正相关(P<0.05)。  
结论 行多导睡眠监测的 OSAS 患儿 AHI 及 LSO2测定对中重度 OSAS 患儿手术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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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37 

Neurokinin-1 receptor antagonist decreases [Ca2+]i in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s by reducing the reverse-mode 

Na+/Ca2+ exchanger current 
 

li miao,Shang Yunxiao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4 

 
 

Objective Airway smooth muscle (ASM) is involved in asthma airway inflamm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 neurokinin-1 receptor (NK-1R) antagonist (GR203040) 
on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 ([Ca2+]i)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were investigated in 
primary rat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 (ASMC) cultures. 
Methods ASMCs were identifi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Ca2+]i and cell contraction were 
measur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Patch clamp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assess sodium 
Na+–Ca2+ exchanger (NCX) currents in ASMCs. 
Results Substance P increased, and NK-1R antagonist decreased [Ca2+]i in ASMCs. Substance 
P improved ASMC contractions, but NK-1R antagonist did not relieved ASMC contractions. 
Substance P increased reverse-mode NCX currents in ASMCs, but the current density was lower 
than that with Ach treatment. NK-1R antagonist reduced reverse-mode NCX current activity in 
ASMCs, and the amplitude was similar to that with the reversed NCX inhibitor (KB-R7943). 
Conclusions NK-1R antagonist decreased [Ca2+]i in ASMCs by decreasing the reverse-mode 
NCX current, but it did not relax ASMC contraction. 
 
 
PO-0638 

Notch 信号通路在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表达及意义 
 

liaoyaru,严永东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分析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Notch 配体的表达水平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RT-PCR)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Notch 配体 Jagged1､ Jagged2､
DLL1 及 DLL4 的表达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血浆 IFN-γ､ IL-4 及 IL-17 的水

平。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 CD3+细胞､ CD3+CD4+细胞､ CD3+CD8+细胞及 CD3-
CD19+细胞等的表达水平 
结果 (1)MPP 组外周血 Notch 配体 DLL4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34),重症 MPP 组显著高于

轻症 MPP 组(P=0.031);(2)MPP 组患儿血浆 IFN-γ 和 IL-17 的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均<0.001),
而 IL-4 的水平则低于对照组(P=0.021);重症 MPP 组患儿血浆 IFN-γ 和 IL-17 的表达高于轻症 MPP
组(P=0.016 和 0.015),而 IL-4 在两组间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7)。(3)MPP 组外周血

CD3+细胞､ CD3+CD4+细胞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均<0.000),CD3+CD8+细胞､ CD3-CD19+细胞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30 和 0.000);重症 MPP 组外周血 CD3+细胞､ CD3+CD4+细胞水平低于

轻症组(P=0.039 和 0.044),CD3+CD8+细胞､ CD3-CD19+细胞水平高于轻症组(P=0.033 和

0.001)。(4)MPP 组患儿外周血中 Notch 配体 DLL4 的 mRNA 表达水平与血浆中 IFN-γ､ IL-17 的水

平呈正相关(r=0.285 和 0.349,P=0.008 和 0.001),与 IL-4 的水平无显著相关性(r=0.050,P=0.650)。
(5)MPP 组外周血 Notch 配体 DLL4 表达水平与 CD3+细胞表达呈负相关(r=-0.308,P=0.004),与
CD3+CD8+细胞､ CD3-CD19+细胞呈正相关(r=0.424 和 0.425,P 均<0.001),与 CD3+CD4+细胞无

显著相关性(r=-0.008,P=0.942) 
结论 MPP 组患儿 Notch 配体 DLL4 呈高表达,病情越重表达水平越高。Notch 配体 DLL4 的表达与

血浆 IFN-γ､ IL-17 及 CD3+细胞､ CD3+CD8+细胞和 CD3-CD19+细胞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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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39 

RSV 感染气道黏液高分泌的调控机制及罗格列酮的抑制作用 
 

丁洁,董琳,李嫦嫦,董翌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检测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PAR-γ)､ 叉头框蛋白 A2(FOXA2)､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及黏蛋白 5AC( MUC5AC)在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人支气管上皮(HBE)细胞后以及

PPAR-γ激动剂罗格列酮､ PPAR-γ 拮抗剂 GW9662 和 EGFR 抑制剂 AG1478 干预后的表达变化,
探讨 RSV 感染后气道黏液高分泌的调控机制及罗格列酮 RSV 感染气道黏液高分泌的抑制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 HBE 细胞,随机分为 6 组:A 组(10μmol/L AG1478+RSV 组)､ B 组(10μmol/L 罗格列

酮+RSV 组)､ C 组(10μmol/L GW9662+RSV 组)､ D 组(RSV 组)､ E 组(0.1%DMSO+细胞组)､ F 组

(细胞对照组),各组分别在感染后 12h､ 24h､ 48h 后收获细胞和上清液,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磷酸

化后 EGFR(p-EGFR)和 EGFR 蛋白比值;RT-PCR 检测 EGFR､ PPAR-γ､ FOXA2 mRNA 表达,酶
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上清液中 MUC5AC 蛋白水平。 
结果 细胞对照组 PPAR-γmRNA 和 EGFR mRNA 仅少量表达､ p-EGFR/EGFR 蛋白比值

低,MUC5AC 蛋白水平也呈 低,FOXA2 mRNA 呈高表达;与细胞对照组相比,RSV 组 PPAR-
γmRNA 和 EGFR mRNA表达明显升高､ p-EGFR/EGFR 蛋白比值显著增加,MUC5AC 蛋白水平明

显升高,且随时间增加而增加,于感染后 48h 达高峰;FOXA2mRNA 表达显著下降,差异均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均 P<0.05)。与 RSV 组相比,AG1478 干预组中各个时间点的 EGFR mRNA表达､ p-
EGFR/EGFR 蛋白比值,MUC5AC 蛋白水平均随时间的延长而明显下降,FOXA2 蛋白表达则明显升

高(均 P<0.05)。与 RSV 组相比,三个时间点中,罗格列酮干预组 PPAR-γmRNA 表达随时间增加而增

加,EGFR mRNA表达､ p-EGFR/EGFR 蛋白比值,MUC5AC 蛋白水平随时间增加而下降,FOXA2 
mRNA 表达随时间增加而升高(均 P<0.05)。与罗格列酮干预组相比,GW9662 组中三个时间点的

PPAR-γmRNA 表达随时间增加而降低,EGFR mRNA表达､ p-EGFR/EGFR 蛋白比值,MUC5AC 蛋

白水平随时间增加而升高(均 P<0.05),FOXA2 mRNA 表达随时间增加而下降(P<0.05)。 
结论 RSV 感染可通过上调 PPAR-γ､ EGFR-FOXA2 通路导致气道黏液高分泌;罗格列酮可通过负

调控 EGFR-FOXA2 通路抑制气道黏液高分泌,GW9662 可逆转罗格列酮对 EGFR-FOXA2 通路的负

调控作用,反向证实了罗格列酮的抑制气道黏液高分泌作用及机制。 
 
 
PO-0640 

Dx-pH 检测系统在小儿反复喘息性疾病中的初步应用 
 

庞夏玲,冯燕华,谭杰,覃敏,黄丽莲,杨晓祥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0 

 
 

目的 讨 Dx-pH 检测系统在小儿反复喘息性疾病中的初步应用,以了解咽喉反流与小儿喘息性疾病相

关性。 
方法 住院和门诊的 30 例反复喘息性疾病患儿为观察组,另择接受体检的健康儿童 30 例为对照组,均
行美国 DX-PH 系统检测,并进行反流体征评分量表(rRFS)和反流症状指数(reflux symptoms 
index,RSI)量表评分。记录两组站立及卧位时 Ryan指数､ LPR 发生率,分析量表评分与 Ryan 指数

的关系。 
结果 察组站立时 Ryan指数､ 卧位时 Ryan 指数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中 LPR 发生率高于

对照组(P<0.05);观察组中气道酸性反流发生率为 70.00%(14/20),高于气道碱性反流发生率

30.00%(6/20)(P<0.05)。Ryan 指数评分与 RSI 或和 RFS 量表评分结果不一致,如以 Ryan 指数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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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LPR 金标准,则量表评分准确度为 60.00%(18/30),特异度为 20.00%(2/10),敏感度为

80.00%(16/20)。 
结论 喉反流的发生与小儿喘息性疾病密切相关,以气道酸性反流较为常见,DX-PH 检测系统能准确检

测 LPR 反流事件,减少误诊。 
 
 
PO-0641 

Notch 信号通路在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严永东,廖亚茹,陈正荣,蒋吴君,王婷,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分析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MPP)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Notch 配体的表达水平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 85 例 MPP 患儿及 35
例择期手术患儿的外周血,采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RT-PCR)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Notch 配体

Jagged1､ Jagged2､ DLL1 及 DLL4 的表达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血浆 IFN-γ
､ IL-4 及 IL-17 的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 CD3+细胞､ CD3+CD4+细胞､

CD3+CD8+细胞及 CD3-CD19+细胞等的表达水平。分析 Notch 配体与血浆 IFN-γ､ IL-4 和 IL-17
及淋巴细胞亚群的相关性。 
结果 (1)MPP 组外周血 Notch 配体 DLL4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34),重症 MPP 组显著高于

轻症 MPP 组(P=0.031);(2)MPP 组患儿血浆 IFN-γ 和 IL-17 的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均<0.001),
而 IL-4 的水平则低于对照组(P=0.021);重症 MPP 组患儿血浆 IFN-γ 和 IL-17 的表达高于轻症 MPP
组(P=0.016 和 0.015),而 IL-4 在两组间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7)。(3)MPP 组外周血

CD3+细胞､ CD3+CD4+细胞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均<0.000),CD3+CD8+细胞､ CD3-CD19+细胞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30 和 0.000);重症 MPP 组外周血 CD3+细胞､ CD3+CD4+细胞水平低于

轻症组(P=0.039 和 0.044),CD3+CD8+细胞､ CD3-CD19+细胞水平高于轻症组(P=0.033 和

0.001)。(4)MPP 组患儿外周血中 Notch 配体 DLL4 的 mRNA 表达水平与血浆中 IFN-γ､ IL-17 的水

平呈正相关(r=0.285 和 0.349,P=0.008 和 0.001),与 IL-4 的水平无显著相关性(r=0.050,P=0.650)。
(5)MPP 组外周血 Notch 配体 DLL4 表达水平与 CD3+细胞表达呈负相关(r=-0.308,P=0.004),与
CD3+CD8+细胞､ CD3-CD19+细胞呈正相关(r=0.424 和 0.425,P 均<0.001),与 CD3+CD4+细胞无

显著相关性(r=-0.008,P=0.942)。 
结论 MPP 组患儿 Notch 配体 DLL4 呈高表达,病情越重表达水平越高。Notch 配体 DLL4 的表达与

血浆 IFN-γ､ IL-17 及 CD3+细胞､ CD3+CD8+细胞和 CD3-CD19+细胞有一定的相关性,提示 Notch
信号通路可能通过调控 Th1 及 Th17 细胞的分化和影响免疫细胞的功能,从而在 MPP 的免疫炎症机

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PO-0642 

Attenuation of acute lung injury by upregulating SP-B 
expression via pulmonary epithelial cell specific 

knockdown of NAMPT  
 

Wu Lei 
Changsha Central Hospital 410011 

 
 

Objective  Our preliminary study found that pulmonary epithelial cell specific knockdown of 
Nampt gene could attenuate LPS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ALI) in mice. Since pulm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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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thelial cell expressed SP-B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normal lung physiology and its 
downregulation was implicat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LI, we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apeutic effect of epithelial cell specific knockdown of Nampt on ALI is in part due to its 
upregulation of SP-B expression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a new NAMPT based therapeutic modality to ALI. 
Methods  Four groups of C57BL/6J male mice, 8-12 weeks old [1. wild type, 2. lung epithelial cell 
specific Nampt knockdown (NamptPE+/-) mice prepared in our lab by crossing Nampt gene exon2 
floxed mice with mice expressing Cre in lung Clara cells, 3. wild type mice + intratracheally 
delivered  Ad- SPC-Nampt-antisense scFv for 72 h,  4. wild type mice + intratracheally 
delivered  Ad- SPC-Nampt-scFv, an adenovirus based and SPC promoter driven anti-Nampt 
single chain variable fragment antibody, for 72 h] were intratracheally administered with LPS 
(2mg/kg) or PBS for 24 h before their bronchoalveolar lavage (BAL) and lung tissues were 
harvested for various assays. In vitro, A549 cells and H441 cells had been transfected with 
pCAGGS vector only, pCAGGS-NAMPT cDNA, pCAGGS NAMPT H247E, scRNA or 
NAMPTsiRNA or treated with pharmacological inhibitors for 48 h plus additional 6 h with or 
without LPS or TNFa treatment before their SP-B mRNA or protein levels were quantified. 
Results NamptPE+/- mice or mice receiving the Ad- SPC-Nampt-scFv treatment exhibited 
attenuated ALI (lung injury score: 4.10 ± 1.11 vs 7.20 ± 0.89, n=6 per group, p <0.01 or 5.71 ± 
1.23 vs 8.50 ± 1.12, n=5 per group, p <0.01, respec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BAL 
SP-B expressions over their controls. Down regulation of NAMPT expression by either NAMPT 
siRNA or FK866, a NAMPT enzymatic inhibitor,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SP-B at a basal level 
as well as rescued the TNF-α or LPS mediated inhibition of SP-B expression while 
overexpression of NAMPT inhibited SP-B expression in human A549 cells or H441 cells. 
NAMPTH247E like NAMPT wild type similarly inhibited SP-B expression. The JNK inhibitor 
abolishes NAMPT’s effect on SPB expression. 
Conclusions Lung epithelial cell-specific knockdown of Nampt gene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LPS induced ALI in part via its upregulation of SP-B expression through its 
nonenzymatic functions and JNK pathway. 
 
 
PO-0643 

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浆可溶性 B7-H3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严永东,于乐香,陈正荣,蒋吴君,王婷,黄莉,王美娟,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检测可溶性 B7-H3(sB7-H3)在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血浆中的表达,探讨其在 MPP 发病中

的作用及与病情轻重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 78 例 MPP 患儿的外

周血浆,分为急性期组和恢复期组,同时收集 40 例外科择期手术患儿的外周血浆作为对照组,采用

ELISA 的方法分别检测三组血浆中 sB7-H3､ 干扰素-γ(IFN-γ)及白细胞介素-4(IL-4)的表达水平,并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分析 sB7-H3 与 IFN-γ 及 IL-4 表达的关系。 
结果 MPP 患儿急性期血浆 sB7-H3 和 IFN-γ 的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7858.96±2898.39)ng/L 比

(4620.54±2286.18)ng/L;(2839.21±1150.84)ng/L 比(1540.60±872.20)ng/L,均 P<0.001 ],恢复期均

有不同程度降低,但仍高于对照组[(5910.60±2826.63) ng/L 比

(4620.54±2286.18)ng/L,P=0.007;(2328.42±1229.26)ng/L 比(1540.60±872.20)ng/L,P<0.001];重症

MPP 患儿急性期血浆 sB7-H3 和 IFN-γ 的表达水平均高于轻症患儿[(8871.42±3244.12) ng/L 比

(6793.22±2028.45)ng/L,P=0.002;(3145.63±1295.41)ng/L 比(2516.67±882.67)ng/L,P=0.039]; 急性

期 IL-4 的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614.30±201.88)ng/L 比(699.80±132.46)ng/L,P=0.018],恢复期无明

显升高[(686.86±142.47)ng/L 比(699.80±132.46)ng/L,P=0.621],且重症组和轻症组的水平无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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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613.32±198.39)ng/L 比(615.33±208.14)ng/L,P=0.988];sB7-H3 和 IFN-γ 的表达有一定的相关性

(r=0.753,P<0.001)。 
结论 sB7-H3､ IFN-γ 及 IL-4 均与 MPP 的发病有关,其中 sB7-H3 及 IFN-γ 与 MPP 病情轻重有关,重
症患儿急性期 sB7-H3 及 IFN-γ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轻症患儿。急性期 sB7-H3 与 IFN-γ 表达水平

呈正相关,提示 sB7-H3 可能通过促进 Th1 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促进 IFN-γ 生成,从而对机体造成免

疫损伤。 
 
 
PO-0644 

Multi-test II 点刺器在儿童的临床应用评价 
 

王亚如,皇惠杰,侯晓玲,朱康,关辉,苗青,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评价 multi-test II 在我国儿童过敏原皮肤检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纳入在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就诊并与当天完成户尘螨､ 粉

尘螨､ 链格孢､ 猫毛､ 狗毛和豚草共 6 种过敏原的体内试验和体外血清特异性 IgE 检测的 31 例患

者,体内方法为使用相同的过敏原点刺液分别用 multi-test II 和点刺针进行皮肤试验,将 multi-test II
皮肤试验结果分别与 Thermo Fisher 公司 Immuno CAP®系统血清特异性 IgE(specific IgE,sIgE)检
测及体内点刺针方式的皮肤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别以血清 sIgE 和点刺针结果为标准,multi-test II 皮
肤试验以风团直径≥“3mm”为阳性临界值,分别计算两者的一致率,用 VAS 尺来评估体内两种方

式患儿的疼痛程度。 
结果 以血清 sIgE 为标准,multi-test II 检测的户尘螨､ 粉尘螨､ 链格孢､ 猫毛､ 狗毛､ 豚草的一致率

分别 64.52%､ 67.74%､ 70.97%､ 83.87%､ 67.74%､ 70.97%,总体一致率为 70.97%。以体内点

刺针方式为标准,multi-test II 检测的户尘螨､ 粉尘螨､ 链格孢､ 猫毛､ 狗毛､ 豚草的一致率分别为

77.42%､ 67.74%､ 77.42%､ 80.65%､ 67.74%､ 67.74%,总体一致率为 73.66%。 使用 multi-test 
II 皮肤检测的 VAS 评分 3.84± 2.28 分,使用点刺针具皮肤试验的 VAS 评分为 4.23± 2.26 分,multi-
test II 对儿童的疼痛刺激更小。 
结论 使用 multi-test II 进行的皮肤检测在儿童过敏原检测中其一致率较高,具有良好的筛查和诊断意

义;其皮肤的舒适度高于点刺针技术,在儿童中适合广泛应用。 
 
 
PO-0645 

Association of T lymphocyte immune imbalance and IL-10 
gene polymorphism with the risk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in children with obesity 
 

su miaoshang1,Xu Li1,Xu Kang2,Zheng Jishan3,Li Changchong1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 respiratory Medicine,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Qingtian People's Hospital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Ningbo 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T lymphocyte immune imbalance 
and interleukin (IL)-10 gene polymorph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 in obese children. 
Methods One hundred obese children at high-risk and low-risk for OSA based upon a sleep 
questionnaire were selected. Peripheral blood T lymphocyte subsets were measur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plasma IFN-γ, IL-4 and IL-10 cytokines were detected by ELISA. The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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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OSA and the above variables were analyzed. IL-10 gene polymorphisms were analyzed 
by DNA sequencing. 
Results Ninety subjects completed all the tests. Forty-two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OSA by 
PSG. Compared with non-OSA children, the levels of CD4+ T cells, IFN-γ, and IL-4 were 
increased (P< 0.05) whereas the numbers of CD4+ CD25+ Treg and NKT cells, and the levels of 
IL-10 were reduced(P< 0.0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L-
10 level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OAHI (OR: 0.352, 95% CI: 0.286–0.540; P < 0.05).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IL-10 also had a strong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OSA after adjustment for 
confounding factors from Models 1 to 3. Correl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IL-10 levels ha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CD4+CD25+Treg (r = 0.628, P < 0.01). Furthermore, the IL-10/A-
1082G gene polymorphism correlated with OSA. 
Conclusions T lymphocyte immune imbalance was associated with OSA andIL-10 may play an 
important protective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OSA in obese children. 
 
 
PO-0646 

Preventative effect of OMZ-SPT on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and inflammation via nuclear 

factor-kappa B signaling in mice 
 

Wang Ting,Fu Zhou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Acute lung injury (ALI) is an early pathophysiologic change in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its management can be challenging. Omalizumab (Xolair™) is a 
recombinant DNA-derived, humanized antibody. 
Methods OMZ-SPT is a polypeptide on the heavy chain of omalizumab monoclonal antibody. 
Results Here, we found that intramuscular administration of OMZ-SP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urvival and attenuated lung inflammation in female C57BL/6 mice suffering from 
lipopolysaccharide (LPS)-induced ALI. W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OMZ-SPT can inhibit 
expression of th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interleukin-1β and interleukin-6 
by ELISA in mice suffering from LPS-induced ALI and a mouse macrophage line (RAW264.7 
cells). In addition, we showed that OMZ-SPT inhibited LPS-induced activation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signaling and total expression of NF-κB by western blotting.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OMZ-SPT could be a novel therapeutic choice for ALI. 
 
 
PO-0647 

孟鲁司特钠治疗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儿童毛细支气管炎 
的疗效及对炎症标志物的影响 

 
刘雪茹

1,王艳丽
1,陈和斌

1 
1.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2.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目的 观察和分析孟鲁司特钠治疗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儿童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及对炎症标志

物的影响,为制订合理的临床治疗方案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的 180 例 RSV 感染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90 例。对照组患儿于常规对症支持疗法基础上应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雾化吸入治疗,观察组患者于对照组疗法的基础上应用口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治疗。对两组患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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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 喘息改善时间､ 住院时间进行评价和比较。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7d 的血清半

胱氨酰白三烯(CysLTs)､ 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水平进行检测和比较。对两组患儿治疗 12
周内再次喘息发生率进行观察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 97.8%和 87.8%,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疗效分布

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的喘息改善时间､ 平均住院时间

均显著短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在治疗 7d 后的血清

CysLTs､ ECP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

儿治疗后 12 周内的再次喘息发生率分别为 17.8%和 34.4%。观察组患儿的再次喘息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常规对症支持疗法基础上加用孟鲁司特钠治疗 RSV 感染儿童毛细支气管炎,可显著提高治疗

效果,降低血清炎症标志物水平,缓解气道炎症反应,降低再次喘息的发生率。 
 
 
PO-0648 

支气管舒张试验对感染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临床评估作用 
 

程琪,尚云晓,陈丽,陈宁,冯雍,侯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感染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PIBO)多发生于 3 岁以下儿童,肺功能对评估 PIBO 病情以及预后有

着重要作用。以往观点认为 PIBO 对支气管扩张剂无反应,理所当然认为支气管舒张试验阴性。但实

际相反,阳性及阴性结果均可发生,且不少重度喘息 PIBO 患儿支气管舒张试验为阳性。这对 PIBO
临床有何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探讨。本文研究支气管舒张试验对 PIBO 临床严重程度､ 影像学征象及

预后评估。 
方法 收集盛京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临床诊断为 BO 并完善婴幼儿肺功能舒张试验检查

的 36 例患儿临床资料,根据结果分为两组,阳性及阴性组。对比两组间肺功能指标达峰时间比､ 达峰

容积比､ 顺应性､ 气道阻力､ 功能残气量之间差别;对比两组间临床症状(发热,呼吸频率,呼吸困难,
住院天数)之间差别;根据改良 Bhalla CT 评分系统对患儿 CT 进行评分,对比两组间肺部影像学征象

之间差别;并对患儿随访 1 年,1 年内因喘息住院次数统计,观察两组间差别,评价支气管舒张试验对

PIBO 预后。 
结果 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与阴性 PIBO 患儿比例为 10:26;小气道(达峰时间比及达峰容积比)在阳性

组下降较明显,潮气量及顺应性下降明显,以及功能残气量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阳性组临床症状较重,10 例均出现呼吸频率增快,三凹征,心率增快,其中有 1 例曾有机械通气史;而 26
例阴性组呼吸频率增快为 8 例,三凹征 8 例,心率增快 5/26,机械通气史 0/26。两组间住院天数阳性

组 18.5±5.8,阴性组 11.8±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IBO 肺部 CT 改变主要为气体潴留,支气管壁增厚,支气管扩张,粘液栓,肺部实变或不张,根据改良

Bhalla CT 评分系统对以上征象进行评分。阳性组气体潴留及支气管壁增厚,支气管扩张,粘液栓更

明显,涉及肺段多于阴性组,分值更高 20.5±5.2 vs 16.2±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完成 1 年内随访患有 28 例,其中阳性与阴性比例为 8:20,两组间一年内因喘息加重住院次数为

4.6±0.89 vs 2.56±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PIBO 急性期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患儿肺功能下降更明显,临床症状较重,改良 Bhalla CT 评分

值增高,且患病 1 年内住院次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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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49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and 
interleukin-8 enhance mouse airway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by increasing L-type Ca2+ channel expression 
 

ding shenggang1,Zhang Jie2,Shen Bing2 
1.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2.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prepared to use animal experiment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 of TNF-α 
and IL-8 on agonist-induced mouse trachea contraction, to verify the role of cytokin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PP furtherly 
Methods We used organ culture to incubate mice trachea of 18 hours with TNF-α or IL-8. Then 
we detected the changes of agonist-induced tracheal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reveal the effect of TNFα and IL-8 on VDCC-mediated Ca2+ influx in mouse 
tracheal smooth muscle, moreover,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VDCC protein and its effect on 
the tension of trachea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ound that: (1) TNF-α and IL-8 pre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mouse tracheal contraction induced by KCl and carbachol; (2) VDCC channel blockers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nhanced mice tracheal contraction pretreated by TNF-α and IL-8; 
(3) In Western blot, TNF-α and IL-8 pretreatment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VDCC 
in mice trachea.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flammatory cytokines can enhance tracheal smooth 
muscle response to contractile factors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VDCC, eventually which 
may cause bronchospasm and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The stud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role and mechanism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PP,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treatment, targets for drug screening and a new potential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clinical treatment. 
 
 
PO-0650 

经纤维支气管镜盐酸氨溴索灌洗治疗儿童难治性 
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疗效观察 

 
常光妮,张晗,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经纤维支气管镜灌洗盐酸氨溴索(沐舒坦)对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疗效比较。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病房住院的符

合 RMPP 临床诊断标准且需完善纤维支气管镜的患儿,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将 43 例患者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实验组 25 例,对照组 18 例,在常规药物治疗 RMPP 的基础上,2 组在病程 2-3 周行纤维支

气管镜检查,实验组在常规生理盐水灌洗的基础上应用沐舒坦灌洗病变部位,对照组应用常规生理盐

水灌洗病变部位。比较 2 组患者的住院天数､ 做镜后发热天数及咳嗽情况等一般临床表现,咳嗽症

状改善采用填写评分表方式,且 1 周后复查胸部 CT 及纤维支气管镜。比较 2 组的疗效差别。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性别､ 年龄､ 做镜前病程､ 发热天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做镜后实

验组较对照组咳嗽明显改善,做镜 1 周后,实验组较对照组胸部 CT 吸收情况及支气管镜下炎症吸收

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较对照组在做镜后发热天数及住院天数无显著差别

(p>0.05). 
结论 经纤维支气管镜沐舒坦灌洗治疗 RMPP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咳嗽情况,促进肺部炎症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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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51 

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肺泡灌洗液中 T 细胞亚群 
及细胞因子检测的意义 

 
栾海丽,张晗,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PP) 患儿肺泡灌洗液中 
IL-6､ MCP-1､ IFN-r 及 T 细胞亚群､ 的水平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36 例 MPP 患儿为研究对象,将 18 例难治性 MPP(RMPP)归为 RMPP 组,18 例普通 MPP 
(GMPP)归为 GMPP 组,以同期因支气管异物住院的患儿 16 例为对照组。分别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及流式细胞仪检测三组患儿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 中 IL-6､ MCP-1､ IFN-r 及 T 细胞

亚群水平。 
结果  1. 与对照组比较,RMPP 组及 MPP 组患儿肺炎急性期 BALF 中 CD3+､ CD8+ T 水平升高

(P<0.05); 2. 与对照组比较,RMPP 组急性期 BALF 中 IL-6 水平高显著升高(P<0.05),MPP 组急性期

BALF 中 IL-6 水平与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MPP 组及 MPP 组急性期 BALF 中 IL-6
水平高于恢复期(P<0.05);3. RMPP 组及 MPP 组急性期 BALF 中 IFN-r､ MCP-1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RMPP 组急性期及恢复期 BALF 中 IFN-r､ MCP-1 水平均高于 MPP 组。 
结论 MPP 感染后患儿存在细胞免疫调节及功能的紊乱;IL-6､ MCP-1 及 IFN-r 是重要的细胞因子,可
能参与了 MPP 的发病过程,并且 IFN-r 及 MCP-1 可以作为预测 MPP 难治性的重要指标。 
 
 
PO-0652 

171 例 3~6 岁上海杨浦区健康儿童的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值分析 
 

包军
1,干欣欣

1,鲍一笑
2,张建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检测具有无创､ 快速､ 简便､ 重复性好等优点,已成为儿童呼吸系统疾

病诊疗的重要检测手段。然而 FeNO 在幼龄儿童中的应用受到限制,其标准参考值及可能影响因素

尚不明确。本研究随机抽取上海杨浦区 5 所幼儿园 3~6 岁健康儿童 171 例,均进行问卷调查､ 体格

检查､ 身高体重测量,应用尚沃纳库伦 eNO 分析仪进行 FeNO 在线检测,旨在分析幼龄儿童 FeNO
检测值的影响因素。 
方法 入组健康儿童须符合如下标准:①年龄 3~6 岁,均为汉族;②能配合完成 FeNO 检测者;③近 2 周

内无发热､ 咳嗽等呼吸道感染史;④既往无喘息史和过敏性疾病史,包括哮喘､ 变应性鼻炎､ 湿疹､

特应性皮炎､ 食物､ 药物等过敏史;⑤近 4周内未曾使用过糖皮质激素､ 含硝基的血管扩张药物､ L-

精氨酸､ 白三烯调节剂;⑥体格检查无明显异常;⑦患儿的法定监护人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应用线性

回归分析法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对 FeNO 测定值与各临床特征的相关性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171 例健康儿童中男性 73 例,女性 98 例,其平均年龄为(5.23±0.828)岁,身高为

(112.63±7.012)cm,体重为(21.54±4.313)kg;其中 22 例(48.1%)儿童具有被动吸烟史;48 例(28.1%)儿
童的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具有哮喘､ 变应性鼻炎､ 湿疹､ 特应性皮炎或食物､ 药物等过敏史,包括 29
例的父母过敏史。171 例儿童的 FeNO 测定值平均为(13.29±8.291)(95%CI:12.03~14.54)ppb,其中

男童为(14.58±9.457)(95%CI:12.37~16.79)ppb,女童为(12.32±7.204)(95%CI:10.88~13.76)ppb,与
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 被动吸烟史及家族过敏史均无显著相关性(P 均>0.05)。143 例(83.6%)
儿童的 FeNO 值<20ppb,20 例(11.7%)为 20~35ppb,8 例(4.7%)>35ppb;在 FeNO 增高(即≥20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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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男童 17 例(23.3%),女童 11 例(11.2%),男童的发生几率显著高于女童

(OR=2.663,95%CI:1.125~6.306,P=0.026);FeNO增高的发生几率与年龄､ 身高､ 体重､ 被动吸烟

史及家族过敏史均无关(P 均>0.05)。 
结论 上海杨浦区 3~6 岁健康儿童 FeNO 测定值的分布符合 ATS 临床指南推荐的 12 岁以下儿童正

常参考值;FeNO 值增高可能与性别有关。 
 
 
PO-0653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鼻咽部肺炎链球菌荚膜血清型 
的分布特点及临床特征分析 

 
余漪漪

1,2,谢晓虹
1,任洛

1,刘恩梅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鼻咽部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S.pn)荚膜血清型分

布特点以及对肺炎病情严重程度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 5960 例患儿

临床资料,患儿入院 24 小时内均收集鼻咽抽吸物行 16 种病毒(或病毒亚型)PCR 检测及细菌培养,纳
入细菌培养仅为 S.pn 的 259 例为研究对象,通过连续多重 PCR 方法及测序明确 S.pn 荚膜血清型。

排除免疫功能缺陷､ 先天性心脏病及院内获得性肺炎病例。 
结果 1､ 配对资料(年龄､ 性别､ 病毒检出无统计学差异)比较鼻咽部 S.pn 培养阳性组 295 例和未检

出细菌组 293 例临床资料,S.pn 检出阳性组住院时间明显延长且血炎症指标明显升高,与未检出细菌

组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2､ 鼻咽部 S.pn 血清型分布居前五位分别为 19F(34.8%),6A/B(27.4%)､
19A(9.7%)､ 15B/C(9.2%)､ 23F(8.1%),其中直链型 S.pn 192 例(74.1%),支链型 S.pn 67 例(25.9%),
七价肺链球菌联合疫苗覆盖率 70.3%;3､ 鼻咽部 S.pn 荚膜分型为 6A/B 型组,住院时间普遍较短且

炎性指标升高不明显;鼻咽部 S.pn 荚膜分型为 15B/C 型组,住院时间长且重症肺炎比例高,与 6A/B
型 S.pn 组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4､ 配对资料(年龄､ 性别､ 病毒检出无统计学差异)比较直链型

S.pn 与支链型 S.pn 各 41 例临床资料,支链型 S.pn 组病程易迁延且重症肺炎病例数高,与直链型

S.pn 组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 
结论 鼻咽部 S.pn 荚膜血清型检测对评估 S.pn 肺炎有重要指导作用,尤其对重症或迁延性 S.pn 肺炎

患儿给予更精准的针对荚膜血清型的治疗可能是新的治疗方向。 
 
 
PO-0654 

反复喘息患儿外周血 CREB､ p300 基因 
表达水平测定的临床意义 

 
金蕊,陈筱青,胡毓华,周国平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儿童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CREB 是 CREB/ATF 家族成员之一,作为

转录因子,参与许多哮喘发病相关的基因的表达调控,包括 ORMDL3､ TNF-α､ MyD88 等。另有研

究发现,CREB 与哮喘的治疗也密切相关,在长期暴露于 β2 激动剂时,CREB 与 β2 受体的下调密切相

关。p300 是一种转录共激活剂,许多转录因子,包括 Ets-1､ CREB 等都可与 p300 形成转录复合物,
共同参与基因的表达调控。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CREB 可与 p300 形成转录复合物,共同参与哮喘

易感基因 ORMDL3 的表达调控,进而在哮喘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检测不同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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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反复喘息患儿体内 CREB 和 p300 基因的表达水平的改变,探讨二者在婴幼儿反复喘息中的作

用。 
方法 选取曾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就诊的小于 3 岁的反复喘息儿童急性发作期 25 例,其
中特应性体质喘息组(A 组,11 例,具有药物及食物过敏､ 变应性鼻炎､ 湿疹至少其中之一),非特应性

体质喘息组(B 组,14 例)。收集非过敏性正常对照组(C 组,24 例)和反复喘息组儿童的外周血。反复

喘息定义为喘息发作至少 3 次及以上。非过敏性正常对照组要求无呼吸道疾病且无任何过敏性疾病

病史,包括药物及食物过敏､ 变应性鼻炎､ 湿疹。使用 RT-PCR 法检测外周血 CREB 和 p300 基因 
mRNA 的表达水平,并进行各组病例临床特点分析。 
结果 1､ 三组儿童 CREB 基因表达水平比较: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反复喘息 A 组和 B 组外周血 CREB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明显增加(P<0.01),CREB 基因的表达水平在特应性喘息 A 组较非特应性喘息

B 组的表达水平增加,但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三组儿童 p300 基因表达水平比

较:反复喘息 A 组和 B 组外周血 p300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加(P<0.01),且特

应性喘息 A 组 p300 基因的表达水平较非特应性 B 组的表达水平也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本研究证实在反复喘息患儿体内 CREB 和 p300 的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高,且有特应

性体质的反复喘息患儿体内二者的表达水平较非特应性体质的患儿增加稍明显,说明 CREB 和 p300
可能与反复喘息的发病及特应性体质的发生密切相关。可为研究两者在反复喘息发病中的作用提供

了新的信息,为继续研究两者在反复喘息中的功能奠定一定的基础。 
 
 
PO-0655 

儿童肺炎链球菌性肺炎 CT 薄层重建影像表现及临床特点 
 

李伟,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链球菌性肺炎的 CT 薄层重建影像表现及其相关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住院治疗的 80 例肺炎链球菌性肺炎儿童 CT 薄层重建图像及相

关临床表现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痰培养呈肺炎链球菌阳性,临床确诊肺炎链球菌性肺炎的 80 例儿童病例中,按病理解剖分布分

为大叶性肺炎 31 例,支气管肺炎 29 例,间质性小气道改变 20 例。年龄分布分别为 3.2±1.2
岁,1.8±1.1,1.1±0.8 岁,临床上大部分有发热､ 白细胞增高和血 C-反应蛋白升高。CT 薄层重建表现

为肺节段性实变 31 例(38.8%),斑片影 28 例(35%)充气支气管影 22 例(27.5%),小叶中心结节 29 例

(36.3%),细支气管扩张 15 例(18.8%),支气管壁增厚 20 例(25.0%),网织影 20 例(25.0%),磨玻璃影

19 例(23.8%),树芽征 9 例(11.3%),合并胸腔积液 13 例(16.3%),合并纵隔或肺门淋巴结肿大 12 例

(15.0%),合并局限性肺气肿 23 例(22.8%)。 
结论 儿童肺炎链球菌性肺炎 CT 薄层重建可表现为大叶性肺炎､ 支气管肺炎以及间质性小气道病

变。3 岁以上儿童以大叶性肺炎多发,易并发胸腔积液和淋巴结肿大等肺外病变,2 岁以下儿童以支气

管肺炎多发,小气道病变在肺炎链球菌性肺炎中亦并不少见,不同类型的肺炎链球菌性肺炎临床特点

未见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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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56 

1025 例支气管哮喘儿童过敏原特点分析 
 

吕青青
1,金小红

1,李孟荣
2,李昌崇

2,张维溪
2 

1.浙江省台州医院 
2.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变态反应(过敏)与免疫科 

 
 

目的  分析温州地区支气管哮喘(哮喘)儿童皮肤点刺试验(skin prick test,SPT)的检测结果,了解温州

地区 8 年来过敏原分布变化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儿童哮喘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就诊的 1025 例哮

喘儿童的过敏原阳性检出率､ 尘螨 SPT阳性率的变化趋势､ 尘螨 SPT阳性反应程度与性别､ 年龄

､ 居住环境的相关性。 
结果 1.过敏原总阳性率 91.8%(941/1025),过敏原阳性排名前六位是屋尘螨 917 例(89.95%)､ 粉尘

螨 903 例(88.78%)､ 热带螨 424 例(41.36%)､ 猫毛 318 例(31.02%)､ 狗毛 272 例(26.53%)､ 蟑螂

227 例(22.14%)。对比 2000~2007 年温州地区哮喘儿童过敏原的研究结果,8 年以来总 SPT 阳性率

､ 屋尘螨阳性率和粉尘螨阳性率均呈明显上升。2.年龄组别(5~16 岁)(X1)屋尘螨 SPT 阳性率高于

小于 5 岁组(P < 0.01,OR =2.348);性别(X2)男女屋尘螨 SPT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P>0.05)､
OR=1.375(>1);居住环境(X3)郊区与城区相比,屋尘螨 SPT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P>0.05)､
OR=0.833(<1);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组别(X4)屋尘螨 SPT 阳性率高于哮喘儿童(P < 0.01)､
OR=4.088(>1)。年龄组别(5~16 岁)(X1)(P < 0.01)､ (OR =2.819 (>1),其粉尘螨的 SPT 阳性率高于

小于 5 岁组;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组别(X4)(P< 0.01)､ OR=4.916 (>1),其粉尘螨 SPT 阳性率高于哮

喘儿童;性别(X2)(P>0.05)､ OR=1.415 (>1),男女粉尘螨 SPT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居住环境

(X3)(P>0.05)､ OR=0.666(<1),郊区与城区相比,粉尘螨的 SPT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 
结论 1.屋尘螨､ 粉尘螨是温州地区 2008~2015 年哮喘儿童 常见的吸入性过敏原,对比 2000~2007
年的数据,8 年以来尘螨 SPT 阳性率较前升高,其中屋尘螨上升幅度超过粉尘螨,牛奶､ 猫狗毛 SPT
阳性率呈上升趋势。2.性别､ 居住环境与尘螨 SPT 阳性率无相关性,随年龄增长,哮喘合并过敏性鼻

炎患者的尘螨 SPT 阳性率明显增加。 
 
 
PO-0657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血小板参数及体液免疫水平的研究 
 

徐璐璐,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1.探讨外周血血小板参数的变化是否可以作为早期评估儿童肺炎,尤其是肺炎支原体肺炎病情

轻重的指标。    
 2.探讨重症肺炎儿童体液免疫的特点。 
方法 1.对 100 例轻度社区获得性肺炎(CAP)､ 100 例重度 CAP 以及 54 例对照组儿童急性期的血小

板参数进行了测定和比较,并对轻度社区获得性肺炎(CAP)和重度 CAP 急性期和病程中期的血小板

参数变化进行了测定和比较;并对重度支原体肺炎和重度非支原体肺炎的血小板参数进行了测定和

比较。 
2.对 100 例轻度 CAP 和 100 例重度 CAP 的血清免疫球蛋白 G(IGG)､ 免疫球蛋白 A(IGA)､ 免疫球
蛋白(IGM)进行了测定和比较。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在 CAP 急性期,轻度 CAP 的四项血小板参数(PLT､ PDW､ MPV､ PCT)均表

现出升高趋势,其中 PLT 及 PDW 差异有显著性(P<0.05);重度 CAP 的四项血小板参数同样表现出升

高趋势,但只有 PLT 两者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轻度 CAP 与重度 CAP 相比,在 CAP 急性期,轻
度 CAP 的四项血小板参数较重度 CAP 升高更明显,但只有 PDW 差异有显著性(P<0.05);在病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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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时,轻度 CAP 与重度 CAP 相比,均出现 PLT 升高,MPV 降低以及 PDW降低､ PCT 升高的表现,重
度 CAP 的 PLT 升高更明显,差异有显著性(P<0.05),同时,其 MPV 降低于同样更明显,差异有显著性

(P<0.05);重度支原体 CAP 与非肺炎支原体 CAP 急性期与病程中期相比,PLT､ MPV､ PCT､ PDW
前后变化无显著性差异(P>0.05)。 
2.轻度 CAP 的 IGM､ IGA 水平低于重度 CAP 患者,差异有显著性 (P<0.05),而 IGG 的水平高于重度

CAP 组,差异有显著性 (P<0.05)。 重度支原体 CAP 的 IGM 高于非肺炎支原体 CAP 组,差异有显著

性 (P<0.05),而 IGG､ IGA 水平两组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1.肺炎患儿血小板数量及功能会发生变化;动态监测外周血血小板参数,若出现外周血血小板计

数的明显升高,以及平均血小板体积的明显降低,可能提示患儿肺炎程度较重,可以作为指导治疗的实

用指标。 
2.重症肺炎患儿与轻度肺炎相比,血清中 IgA､ IgM 水平有明显升高。 
3.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可能表现出体液 IgM 水平的变化。 
 
 
PO-0658 

1025 例支气管哮喘儿童过敏原特点分析 
 

吕青青
2,1,金小红

1,李孟荣
2,李昌崇

2,张维溪
2 

1.浙江省台州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变态反应(过敏)与免疫科 

 
 

目的 分析温州地区支气管哮喘(哮喘)儿童皮肤点刺试验(skin prick test,SPT)的检测结果,了解温州地

区 8 年来过敏原分布变化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儿童哮喘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就诊的 1025 例哮

喘儿童的过敏原阳性检出率､ 尘螨 SPT阳性率的变化趋势､ 尘螨 SPT阳性反应程度与性别､ 年龄

､ 居住环境的相关性。 
结果 1.过敏原总阳性率 91.8%(941/1025),过敏原阳性排名前六位是屋尘螨 917 例(89.95%)､ 粉尘

螨 903 例(88.78%)､ 热带螨 424 例(41.36%)､ 猫毛 318 例(31.02%)､ 狗毛 272 例(26.53%)､ 蟑螂

227 例(22.14%)。对比 2000~2007 年温州地区哮喘儿童过敏原的研究结果,8 年以来总 SPT 阳性率

､ 屋尘螨阳性率和粉尘螨阳性率均呈明显上升。2.年龄组别(5~16 岁)(X1)屋尘螨 SPT 阳性率高于

小于 5 岁组(P < 0.01,OR =2.348);性别(X2)男女屋尘螨 SPT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P>0.05)､
OR=1.375(>1);居住环境(X3)郊区与城区相比,屋尘螨 SPT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P>0.05)､
OR=0.833(<1);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组别(X4)屋尘螨 SPT 阳性率高于哮喘儿童(P < 0.01)､
OR=4.088(>1)。年龄组别(5~16 岁)(X1)(P < 0.01)､ (OR =2.819 (>1),其粉尘螨的 SPT 阳性率高于

小于 5 岁组;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组别(X4)(P< 0.01)､ OR=4.916 (>1),其粉尘螨 SPT 阳性率高于哮

喘儿童;性别(X2)(P>0.05)､ OR=1.415 (>1),男女粉尘螨 SPT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居住环境

(X3)(P>0.05)､ OR=0.666(<1),郊区与城区相比,粉尘螨的 SPT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 
结论 1.屋尘螨､ 粉尘螨是温州地区 2008~2015 年哮喘儿童 常见的吸入性过敏原,对比 2000~2007
年的数据,8 年以来尘螨 SPT 阳性率较前升高,其中屋尘螨上升幅度超过粉尘螨,牛奶､ 猫狗毛 SPT
阳性率呈上升趋势。2.性别､ 居住环境与尘螨 SPT 阳性率无相关性,随年龄增长,哮喘合并过敏性鼻

炎患者的尘螨 SPT 阳性率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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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59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早期预测 
 

杨男,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比较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和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RMPP)患儿的临床､ 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特点,探讨早期识别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

客观指标,为临床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分析影像学表现为大叶性肺实变改变的 51 例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PP)和 52 例 RMPP 患儿的临床资料。所有患儿均检测血 WBC 计数､ 中性粒细胞百

分比､ C-反应蛋白(CRP)､ 降钙素原(PCT)､  乳酸脱氢酶(LDH)D-二聚体,评价肺内及肺外并发症的

发生情况,分别比较 RMPP 组和普通 MPP 组在上述指标有无差异。 
结果 RMPP 组患儿平均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更长,更易合并肺外并发症,外周血中炎性指标升高更明

显,更易出现胸腔积液及两个及以上肺叶同时受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

显示,发热时间(OR=2.511,95%CI 1.483~1.4.254)､ 血清 LDH 水平(OR=1.014,95%CI 1.002~1.025)
为 RMPP 的预测因素(P<0.05). ROC 曲线表明,LDH 临界值为 435U/L 时,曲线下面积 大为

0.904(95%CI 0.848~0.959),发热时间的临界值为 8.5 天时,曲线下面积 大为 0.906(95%CI 
0.849~0.963), 
结论 血清 LDH 和发热时间可能为早期预测 RMPP 重要指标。 
 
 
PO-0660 

肺炎链球菌诱导的 A549 细胞表达人 β 防御素 2 及机制研究 
 

林立,尚燕萍,温顺航,郭书真,张海邻,张维溪,李昌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观察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SP)诱导的人肺泡Ⅱ型上皮细胞来源肺腺癌细胞

系 A549 细胞人 β 防御素 2(human β denfensin 2,hBD2)的表达;探讨 TLR2､ MAPKs 信号分子在

SP 感染的 A549 细胞表达 hBD2 中的作用。 
方法 SP 以不同感染复数(MOI 分别为 0､ 1､ 20､ 50)和不同感染时间(分别为 0h､ 2h､ 4h､ 6h､
8h､ 12h､ 18h､ 24h)感染 A549 细胞,CCK-8 法检测细胞活力。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SP 感染的

A549 细胞 TLR2 表达。TLR2 功能性抗体(10 ug/ml)预处理细胞 1h,实验设对照组､ SP 组､ TLR2
抗体组､  TLR2 抗体+SP 组。10 μM U0126(MEK1/2 特异性抑制剂)､ 25 μM SP600125(JNK 特异

性抑制剂)､ 10 μM SB202190(p38 特异性抑制剂)预处理 A549 细胞 1h,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情

况。SP 感染 A549 细胞(MOI:20),分别于感染后 0h､ 0.5h､ 2h､ 4h 终止感染,Western Blot 检测细

胞磷酸化 MAPKs 水平。抑制实验设立对照组､ SP感染组､ U0126 组(10 μM)､ U0126 + SP 组､

SP600125 组(25μM)､ SP600125 + SP 组､ SB202190(10 μM) ､ SB202190 + SP 组,各抑制剂分

别预处理细胞 1h。实验中 hBD2 mRNA 水平(感染后 6h)采用 qRT-PCR 法检测,hBD2 蛋白表达(感
染后 12h)采用 ELISA 法检测。 
结果 SP 以不同时间感染 A549 细胞后,hBD2 mRNA 于感染后 4 h 开始上升 (P<0.01),8 h 达高峰, 
12 h 开始下降;hBD2 蛋白于感染后 4h 升高(P>0.05),6 h 显著上升(P<0.01),持续至 24 h。SP 以不

同 MOI 感染 A549 细胞,hBD2 mRNA 及蛋白随 MOI 增加表达增多。免疫组化显示,TLR2 在 SP 感
染的 A549 细胞胞膜呈棕黄色颗粒显著表达。TLR2 功能性抗体显著抑制 SP 诱导的 A549 细胞释

放 hBD2(P<0.01)。SP 感染的 A549 细胞 p-ERK1/2､ p-p38 均于感染后 0.5h 开始升高(P<0.01 或

P<0.05),2h 达高峰,4h 回复到基线水平。SP 感染 A549 细胞后未见 JNK  磷酸化活化。SP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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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126+SP 组､ SP600125+SP 组 hBD2 mRNA 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SB202190 预处

理抑制 SP 诱导的 hBD2 mRNA 表达(P<0.01)。 
结论 SP 以时间和感染复数依赖性方式诱导 A549  细胞表达 hBD2,hBD2 的表达和分泌可能是宿主

抵御病原菌入侵的 初防御反应。SP 诱导 A549 细胞表达和释放 hBD2 涉及 TLR2､ p38 MAPK 磷

酸化活化。 
 
 
PO-0661 

阿克苏地区小儿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吕海涛
1,顾曜芳

2,贾飞
2,郑吉善

1 
1.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2.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阿克苏地区小儿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情况,并分析病原菌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

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痰液标本所

分离的病原菌及细菌耐药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1198 例下呼吸道感染患儿送检痰标本中共分离出病原菌 469 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 284 株

(60.55%),革兰氏阳性菌 185 株(39.45%),分离率居前 5 位为铜绿假单胞菌 71 株(15.14%)､ 肺炎克
雷伯菌 67 株(14.29%)､ 大肠埃希菌 65 株(13.86%)､ 人葡萄球菌 50 株(10.66%)､ 金黄色葡萄球菌
42 株(8.96%),铜绿假单胞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 头孢曲松呈高度耐药,对头孢他啶及头孢吡肟呈低

度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及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 头孢曲松､ 头孢他啶､ 头孢吡肟呈高度耐

药,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呈低度耐药,人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G､ 头孢唑啉､ 头孢呋

辛､ 红霉素呈高度耐药,对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 替加环素呈低度耐药。 
结论 阿克苏地区小儿下呼吸道感染以革兰氏阴性菌感染多见,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情况较为严峻,监
测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状况对抗菌药物的合理选用有重要意义。 
 
 
PO-0662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经软式支气管镜灌洗治疗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 

 
郑敬阳,曾丽娥,陈琼华,林春燕,张谭,刘艳艳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观察经软式支气管镜灌洗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对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的疗

效比较。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泉州市儿童医院呼吸内科病房住院的符合 RMPP 临床诊断

标准且需要软式支气管镜灌洗的患儿,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将 66 例患儿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33 例,对照组 33 例,在常规药物治疗 RMPP 的基础上,实验组在常规生理盐水灌洗的基础上应用吸入

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灌洗病变部位,对照组应用常规生理盐水灌洗病变部位。比较 2 组灌洗治疗后

的咳嗽改善情况(咳嗽次数减少,程度减轻)､ 灌洗治疗后的发热天数､ 1 周后复查胸部 CT 恢复情况

､ 需要再次支气管镜盥洗治疗例数､ 总住院天数。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性别､ 年龄､ 做镜前病程､ 发热天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吸入用乙

酰半胱氨酸溶液灌洗后实验组较对照组咳嗽明显改善,发热天数低于对照组､ 1 周后复查胸部 CT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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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情况优于对照组､ 需要再次支气管镜盥洗治疗例数少于对照组,总住院天数少于对照组,以上各项

指标两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经软式支气管镜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灌洗治疗 RMPP 可以更有效通畅气道,加快肺部炎症

的恢复。 
 
 
PO-0663 

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并发缺血性脑卒中 
形成 1 例分析及并文献复习 

 
郑敬阳,曾丽娥,陈琼华,林春燕,张谭,刘艳艳,林印涛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并发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特点和诊断､ 治疗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并发缺血性脑卒中的病例资料。 
结果 患儿以呼吸道症状起病,在抗感染治疗的过程中出现缺血性脑卒中,颅脑 MRI 提示“左侧小脑半

球及桥脑脑梗死,右侧小脑半球､ 右侧丘脑腔隙性脑梗死;脑疝形成”,血 D-二聚体明显升高,经阿奇霉

素､ 甲基泼尼松龙､ 丙种球蛋白抑制炎症反应,低分子肝素抗凝,阿司匹林抗凝的综合治疗,患儿症状

､ 体征明显好转。 
结论 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血 D-二聚体明显升高需要警惕合并血栓形成甚至脑梗塞的可能性,应
尽早使用抗凝治疗。 
 
 
PO-0664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 of macrolide-resistant 
community-acquired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Childre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zhang tongqiang,Xu Yongsheng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Tianjin 10109079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macrolide-resistant community-acquired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PP). 
Methods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Tianjin  were included from June 2013 to October 2015. All children 
were taken swabs for DNA and drug-resistant gene detection on admission, and were divided into 
macrolide-resistant group (MR) and macrolide-sensitive (MS)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etection 
results. The clinical data and curative effect index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326 patients who were detected for the drug-resistant gene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285 
MR cases and 41 MS cases. All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with high fever and cough.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gender, age, the proportion of severe pneumonia, acute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 count, acute phase proportion of neutrophils and acute phase CRP 
valu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hest X-ray films of all cases showed lobar consolidation, 
mainly with unilateral lesion of right lung, but the proportion of bilateral lesions in MR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S group (P < 0.05). The total course and the fever time after using macrolide 
in M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MS group (P = 0.001). The total fever time 
and the total course in the group using macrolide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the group 
using other antibiotics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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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resistant rate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was 88.4%. The patients with MR-
MPP had higher risk for bilateral lesions,longer fever time and total course than the patients with 
MS-MPP. Early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crolide could shorten the course and fever time 
of patient with MS-MPP. 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the group using other antibiotics (P = 
0.001). 
 
 
PO-0665 

Role of TNFα-CD38/cADPR signaling pathway on the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of high fat diet induced 

overweight/obese mice   
 

chong lei,Yu Gang,Zhang Weixi,Zhang Hailin,Li Changcho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Objective Overweight/obesity exhibits an inner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AHR) and is a 
known risk factor for asthma.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were not well understood. A critical 
role of TNFα-CD38/cADPR signaling pathway has been demonstrated on the AHR of asthma. 
This study was therefore examin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TNFα-CD38/cADPR signaling pathway 
on the AHR of overweight/obese mice. 
Methods Male mice were randomly fed with low fat diet(LFD) or high fat diet(HFD) for 12 weeks. 
HE staining was performed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 cells were detect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airway inflammation. AHR was measured on a FlexiVent. CD38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s were detected. Intracellular calcium response to methacholine was 
examined with the incubation of TNFα.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T test or one-way ANOVA.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2 specific cytokines IL-5 and IL-13 were not increased in HFD 
group compared with LFD group(P<0.01), wherea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1 specific cytokine 
IFNγ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ALF in HFD group(P<0.01). HFD group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higher baseline airway resistance(Rn) and increasing rates of Rn responding to 
increasing doses of methacholine than LFD group(P<0.01). Expressions of CD38 protein and 
CD38 mRNA in lung tissues of HF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1). Preincubated 
with TNFα led to a higher CD38 expression in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s(ASMC) obtained from 
HFD group. The concentration of intracellular calciu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FD group compared with LF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the transfection of CD38 
siRNA(P<0.01). 
Conclusions There is a critical role of TNFα-CD38/cADPR signaling pathway on the AHR of 
overweight/obese mice and might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to treat difficult-to-control 
asthma in the overweight/obese. 
 
 
PO-0666 

肺炎支原体感染实验室诊断的临床价值评估 
 

王良玉
1,2,辛德莉

1,2,申昆玲
4,韩晓华

3,蔚然
1,2,韩丽娜

1,窦海伟
1,2,郭东星

1,2,李静宜
1,2,吴赵勇

1,2,李丹
1,2,田秀君

1,2,
栗绍刚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2.热带病防治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对肺炎支原体实验室诊断方法进行比较,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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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集 93例临床诊断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的咽拭子､ 双份血清及 349 例健康儿童的咽拭子

样本,以双份血清的 4 倍升高或降低为金标准,对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实验室诊断方法进行比较和评

估。 
结果 1､ 分离培养和荧光定量 pcr 检测健康儿童肺炎支原体携带率分别为 18.9%,0.6%。2､ 分离培
养检测 MP感染的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65%,100%;分子生物学检测 MP-DNA 和 MP-RNA 方法的

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93.33%,63.64%;85%,75%;血清学 ELISA 和被动凝集法检测急性期单份血

清的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78.7%,65.6%;71.7%,100%。3､ 检测 MP-DNA､ MP-RNA 分别结合被

动凝集法检测检测急性期单份学清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100%,63.6%;95%,75.8%。 
结论 1.肺炎支原体在健康儿童咽部有无症状携带现象。2､ 分离培养特异度高,敏感度略低,所需周

期较长,建议用于科学研究;分子生物学方法敏感度高,检测 MP-RNA 较 DNA 更能反映病原生存性,特
异度相对高。不能区分现症感染和健康携带,检测阳性,确诊 MP 感染仍需结合临床;采用血清学检测

方法检测急性期单份血清对 MP 感染的诊断有参考价值,本研究 ROC 曲线提示,单份血清诊断 MP 感

染的 佳界值仍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确定。3､ 检测 MP-RNA 结合被动凝集法检测的急性期单份血

清,敏感度特异度均较高,建议临床采用两者结合检测 MP 感染。 
 
 
PO-0667 

宫内缺氧所致大鼠生后肺泡发育不良的多代和跨代遗传研究 
 

廖正嫦
1,罗自强

2,岳少杰
1,王铭杰

1,余小河
1,曹传顶

1,霍惠仪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观察宫内缺氧 6 天对大鼠生后肺泡化发育的影响,及宫内缺氧所致生后肺发育不良能否具有多

代及跨代遗传现象。 
方法 孕 15 天 SD 大鼠缺氧处理(FiO2 0.095~0.115,8hr/天)6 天后待其自然分娩出为缺氧第 1 代

(F1);F1 雌鼠出生后不进行任何干预,成年时与正常雄鼠自然交配受孕分娩出为缺氧第 2 代(F2);F2
雌鼠出生后也不接受任何干预,成年时与正常雄鼠自然交配受孕分娩出为缺氧第 3 代(F3)。实验分组

为:空气对照组,缺氧第 1 代组,缺氧第 2 代组,缺氧第 3 代组 。各组大鼠于生后

1d,7d,21d,30d,60d,90d 测量体重､ 肺重､ 肺脏辐射状肺泡(RAC)计算､ 单位面积肺泡数(DPA)计数

､ 单个肺泡面积(APA)计数;生后 30 天,60 天,90 天检测肺功能;生后 30 天,60 天,90 天各组大鼠行肺

脏 CT 扫描进行肺容积测定。 
结果 1.宫内缺氧 6 天对缺氧第 1 代组子鼠生后肺发育的影响 
(1)宫内缺氧 6 天可使缺氧第 1 代组子鼠生后 21天内体重､ 肺湿重及生后 1 天时肺湿重/体重显著低

于空气对照组(p <0.01)。生后第 1 天 RAC 值､ DPA 降低(p<0.01),APA 增大(p<0.01),并持续至生

后 90 天。 
(2)宫内缺氧 6 天可使缺氧第 1 代组子鼠生后动态肺顺应性明显降低和 CT 肺容积显著增加(p<0.05),
肺阻力明显增高(p<0.01),并持续至生后 90 天。 
2.宫内缺氧 6 天对缺氧第 2 代组和第 3 代组子鼠生后肺发育的影响 
(1)缺氧第 2 代组和第 3 代组生后 7天内体重､ 肺湿重及 1 天时肺湿重/体重均显著低于空气对照组

(p<0.01);生后第 1 天 RAC 值､ DPA 显著降低(p<0.05),APA 显著增大(p<0.05),其变化持续至生后

90 天; 
(2)缺氧第 2 代组和第 3 代组生后 30 天时动态肺顺应性明显降低(p<0.05),气道阻力明显增高

(p<0.01),每分钟通气量降低(p<0.05)。缺氧第 2 代组生后 60 天内 CT 肺容积显著增加(p<0.05)。 
结论 1.宫内缺氧 6 天可致大鼠生后肺泡发育不良,并可持续至成年。 
2.宫内缺氧 6 天所致大鼠生后肺泡发育不良现象具有多代和跨代遗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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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68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综合征 1 例暨文献复习 

 
张悦,张海邻,安丹燕,李昌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婴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syndrome,BOS)的临床特点,提高大家对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 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的患儿临床资

料,并进行文献复习,探讨诊治特点。 
结果 患儿,女,5 岁,因“咳嗽､ 喘息､ 气促 20 余天”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入院,无发热。2013 年 1 月

12 日因“面色苍白 1 月余”确诊为“地中海贫血”,后多次住院输血治疗。10 月前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术后一直口服“甲泼尼龙片 15mg bid ,骁悉 0.25g qd,他克莫司 0.5g bid,伊曲康唑 2mlbid”,3 个月前

开始出现咳嗽,时轻时重。体检:体温 37.3℃(耳),心率 138 次/分,呼吸 36 次/分,血压 120/66mmHg,体
重 14 kg,柯氏貌,全身皮肤干燥,可见散在陈旧性褐色皮疹,神志清,精神一般,面色尚红润,双侧瞳孔等

大等圆 ,直径 3mm,呼吸稍促,无鼻翼扇动,三凹征(+),咽充血,双侧扁桃体 II°肿大,未见脓性分泌物,两
肺呼吸音粗,对称,呼气相延长,可闻及广泛呼气相哮鸣音及少许中小湿罗音,心音中,心律齐,未闻及明

显病理性杂音,双下肢肌力 III 级,双上肢肌力 IV 级,肌张力低,神经系统阴性,卡疤(+)。辅助检查:血常

规正常。血气分析提示 I 型呼吸衰竭。痰找呼吸道病毒抗原､ 不典型病原抗体､ 痰培养均阴性。血

真菌 G 试验和 GM 试验阴性。T 细胞亚群测定:(CD3) 58.03%,(CD4) 10.99%,(CD8) 
47.59%,CD4/CD8 比值 0.23,(CD16+56) 23.15%,(CD19) 16.53%。 凝血功能检查正常。肺功能检

查: 大通气量 VCmax 76%预计值,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0.52, FEV1 65%
预计值,提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颅脑 CT:脑萎缩;胸部 X 片:支气管炎;胸部 CT:两肺充气不均,散
在感染。入院后予吸氧,心电监护,舒普深针､ 威凡针抗感染,甲强龙针抗炎及对症支持治疗,但患儿喘

憋､ 呼吸窘迫进行性加重,入院第三天改面罩 10L/min 吸氧下呼吸费力,喘憋明显,有阵发性发绀,复查

血气分析,提示二氧化碳潴留较前加重,低氧明显,家长放弃治疗。患儿 后诊断:重症肺炎､ II 型呼吸

衰竭､ 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 β 型地中海贫血: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 脑萎缩。 
结论 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发生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早期通常无明显呼吸道症状,出现呼吸道症

状后病情进展快,预后差,肺功能检测可发现气流受限,协助早期诊断。 
 
 
PO-0669 

俯卧位联合机械排痰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中应用的护理体会 
 

余慧英,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在 ARDS 患儿使用机械通气时应用俯卧位通气联合机械排痰的临床护理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30 例 ARDS 患儿在接受机械通气治疗期间应用俯卧位通气联合机械排痰及其

相关护理措施,保证应用效果的同时做好护理并发症的防范措施。 
结果 经俯卧位通气联合机械排痰治疗后,30 例及机械通气患儿中 15 例好转,11 例有效,4 例无明显效

果,未出现 1 例护理并发症。 
结论 俯卧位通气联合机械排痰明显改善了机械通气患儿肺的氧合功能,促进肺部分泌物的排出,减少

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和肺不张等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 ARDS 患儿的救治成功率,对 ARDS 患儿进行

俯卧位通气联合机械排痰,明显的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值得在呼吸系统疾病患儿行机械通气治疗中

应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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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70 

以患儿-家庭为中心的护理人文关怀对 PICU 
住院患儿家属心理干预的研究方法  

 
陈锦秀, 叶天惠,余慧英,罗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以患儿-家庭为中心的护理(PFCC)人文关怀对 PICU 患儿家属心理干预的护理研究。 
方法 2014.12~2015.12 月,选择入住同一家医院 PICU 的两组患儿家属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家属

各 160 例。观察组分别在入住 PIUC 后 24h, 72h 和离开 PICU 前,对患儿家属进行自制问卷调查表

､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患儿家属进行调查,在患儿入住 PICU 期间,为患

儿和家属提供 PFCC 护理人文关怀措施。对照组患儿家属未进行调查,提供常规护理措施。 
结果 观察组的家属异常心理､ SCL-90 和 SAS 调查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在 PICU 实施 PFCC 护理人文关怀可显著降低 PICU 家属异常心理发生率,提高家属满意度,促
进患儿和家属心理健康。 
 
 
PO-0671 

 5 级分诊标准信息化管理在儿童急诊预检中的应用 
 

陶怡,谭利平*,谢红燕,李少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 5 级预检分诊标准在儿童急诊中的应用及探索其信息系统管理以促进临床工作质量与管

理效率。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12 月的急诊患者作为观察组(11045 例),选取 2015 年 10 月-12 月的急诊患

者作为对照组(10704 例),观察组使用急诊分诊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分诊系统或系统)进行急诊分诊,对
照组采用传统人工分诊方法进行急诊分诊,比较两组患者在分诊准确率,分诊时间,患者及医护人员满

意度等方面的应用效果。 
结果 护士与医生分诊级别比较,观察组 Kappa 值为 0.99,对照组 Kappa 值为 0.58;观察组的平均分

诊时间为 57.3±12.8 秒,对照组的平均分诊时间为 118.8±30.7 秒(P<0.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
察组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01),观察组的医护人员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急诊分诊信息系统能缩短提高分诊准确率,急诊分诊时间,降低工作量,提高医护人员及患者满

意度,值得在小儿急诊分诊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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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72 

舒适护理在提高小儿急性哮喘患儿生活质量 
和护理满意度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张静倪, 谢勇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834000 
 
 

目的 探讨舒适护理在提高小儿急性哮喘患儿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中的应用价值,为更好地对患儿

进行有效的临床护理提供借鉴 
方法 选择 100 例我院收治的小儿急性哮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干预,观察组患儿采用舒适护理模式;分析比较两组患儿

的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在环境､ 生理､ 心理､ 社会关系､ 精神支柱/宗教/个人信仰､ 独立性等六大领域评

分,生活质量总评分及护理满意度均明显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哮喘急性发作患儿采取舒适护理干预能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患儿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 
 
 
PO-0673 

改良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急诊预检分诊中的应用 
 

朱雪凤,王惠芬,朱海英,蹇英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研究儿童早期预警评分(PEWS)系统在儿内科急诊预检分诊中病情评估的价值及可行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12 月来我院急诊科儿童内科就诊 3~5 岁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 现场采集相关数

据,进行 PEWS 评分,以 72 小时内是否收住入院作为评定标准,寻求 PEWS 评分值与病情危重关联

度。 
结果 急诊就医的 3189 例患者中,存活 3175 例,死亡 14 例;存活组评分(2.1±0.3)明显低于死亡组

(10.4±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住 PICU 抢救 73 例患儿(包括 14 例死亡患儿)的评分值

均在 10 分以上。说明 PEWS 评分值越高,病情越危重,更需要入院观察或抢救;同时证实 PEWS 评

分在儿内科急诊预检分诊中对患儿病情危险程度具有较高的分辨能力。PEWS 评分 3-4 分与 5--7
分间存在差异 (X2=4.26,P =0.006)。 
结论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使用不同 PEWS 评分标准的对病情分辨能力更高,且方法简单､ 可操作性强,
实行二次评估,更能提高 PEWS 在急诊室预检分诊中的敏感度。 
 
 
PO-0674 

PICU 患儿家属不同时间点家庭需求的调查分析 
 

陆华,金琳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研究 PICU 患儿不同时间点家庭需求的改变,为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与家庭护理措施提供依

据。 
方法 使用 CCFNI 量表研究 PICU 患者家庭的需求,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儿中心 PICU 的 60 名

患儿家长进行 2 次问卷调查,使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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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入院第 1 天,家属首要 3 项需求为:保证患儿得到 佳的救治;清楚患者目前接受的治疗;希
望每天和医生进行交流;5 个不同维度的家庭需求,居首位的是保证和减少焦虑的需求(A),接着依次为

信息的需求(I)､ 亲近和探视的需求(P)､ 支持的需求(S)､ 舒适的需求(C)。入院 3-5 天后,家属首要 3
项需求转变为:希望每天和医生进行交流,每天都能得到患者病情的信息,感受到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关

心;5 个维度的排序基本不变。 
结论 减轻患者家属的焦虑情绪与及时有效的信息支持对满足 PICU 患者家庭需求至关重要。患儿入

住 PICU 当日,保证医疗人力物力的供给,提供全面有效的入院宣教是改善家属焦虑情绪､ 与家属建

立良好合作与信任关系的关键。 
 
 
PO-0675 

延伸护理服务在白血病患儿化疗间歇期 PICC 导管维护中的应用 
 

向明丽,麻彦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延伸护理服务在白血病患儿化疗间歇期 PICC 导管维护中的应用,并观察其效果 
方法 将符合条件的 112 名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6 例,接受常规出院指导;观察组 56 例,接受延

伸护理服务;比较两组患儿 PICC 导管并发症的发生率和两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化疗间歇期 PICC 导管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儿家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延伸护理服务可减少 PICC 导管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儿家属满意度,可在临床推广使用。 
 
 
PO-0676 

口服与灌肠给药方法在儿科病人镇静成功率的比较 
 

高利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儿童口服和灌肠两种不同给药方式与一次镇静成功率的关系 
方法 选取 120 名儿科病人,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采取口服给药的方法,实验组采取灌肠的方法 
结果 不同的给药方法与儿童一次镇静成功率相关, 
结论 灌肠的给药方法可以提高儿童一次镇静成功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O-0677 

互联网+儿童慢性肾脏疾病(CKD) 营养评价 
与管理模式的构建研究 

 
黎小芹,陈学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5 
 
 

目的 探索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平台的儿童 CKD 营养指导与管理的评价模式 
方法 目前已开展“重医儿院互联网+儿童慢性肾脏病(CKD)的健康管理及随访”项目,建立了儿童 CKD
电话随访系统以及健康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并充分利用诊疗平台,收集病人信息,提高儿童 CKD 高危

患者护理管理,建立了有效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但目前我国没有互联网+儿童慢性肾脏病(CKD)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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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评价与管理模式,这是儿童卫生事业的一个“盲区”。基于“重医儿院互联网+儿童慢性肾脏病(CKD)
的健康管理及随访”平台,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调查与评估儿童 CKD 营养状况,根据调查的内容,结合

基本情况表､ 生长曲线､ 饮食能量表等评估患者的生长发育是否达标,饮食结构是否合理。 
结果 基于互联网+儿童慢性肾脏病(CKD)的健康管理及随访”平台,对儿童 CKD 患者营养管理与指导,
线上:进行健康宣教､ 远程监督;线下:定期家庭随访､ 门诊随访,住院评估,从而构建评价与管理模

式。 
结论 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平台的儿童 CKD 营养指导与管理的评价模式,以达到节约临床资源,改
善儿童 CKD 不良营养状况,大幅度提高患儿生活质量并产生潜在的社会效益。 
 
 
PO-0678 

信息化应用在儿科医院急诊预检分诊中效果观察 
 

韩亚娟,尹丽娟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探讨信息化应用在儿科急诊预检分诊中的效果观察 
方法 将急诊病人实行四级五类急诊分诊标准,所有分诊相关内容信息化,并在医生电脑屏幕上显示,按
就诊级别用醒目的颜色区分。医生根据就诊级别的优先顺序就诊 
结果 出诊医生在诊室能清楚所有候诊患儿的分级,并按分级处置规范就诊,能及时筛查出优先诊疗对

象并及时处置,缩短危重患儿的等候时间,降低医疗风险。 
结论 急诊就诊患儿信息化管理,并使用不同颜色显示优先诊疗级别,能准确识别就诊级别,缩短危重病

人候诊时间,提高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 
 
 
PO-0679 

家庭护理干预对小儿白血病骨髓移植患者康复期的影响研究 
 

杨丽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究家庭护理干预对小儿白血病骨髓移植患者康复期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处于骨髓移植康复期的小儿白血病患

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均分成试验组以及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出院指导,试验组患者给予

详细的家庭护理干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营养状况､ 自我护理能力､ 患者的用药情况､ 白血病的

复发率以及患者的感染发生率等指标。 
结果 试验组患者的营养状况､ 自我护理能力､ 用药情况､ 以及护理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患

者,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试验组患者的感染发生率､ 复发率与对照组相比较明显较低,P<0.05,具
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小儿白血病患者给予家庭护理干预措施后,小儿白血病患者的营养状况､ 用药情况以及护理情

况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因此,家庭护理干预能够改善小儿白血病患者的预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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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80 

高危药物使用过程监控表在婴肝患儿输液渗漏中的使用价值分析 
 

苏雨霞,袁小晴,曹敏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高危药物使用过程监控表在婴肝患儿输液渗漏中的使用价值。 
方法 将 2015 年 4 月-2017 年 3 月本院肝病中心使用高危药的 846 例患儿纳入对比研究,将 2015 年

4 月~2016 年 2 月使用监控表之前的患儿做为对照组,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使用监控表之后的

患儿做为观察组,两组输注渗漏高危药各 4840 人次,比较两组病例渗漏的发生率､ 渗漏面积(面积=∏
/4×长径×短径)以及皮肤损伤情况。 
结果 观察组的渗漏发生率､ 渗漏面积､ 皮肤损伤发生率分别为 2.7%､ 3.4±2.7cm2､ 0.02%,对照组

分别为 6.2%､ 7.6±5.1cm2､ 0.17%,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意义

(=69.715,p<0.001;t=50.635,p=0.001;=5.449,p=0.019)。 
结论 高危药物使用过程监控表用于婴肝患儿的输液渗漏管理,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有效地较减少了高

危药输液渗漏及并发症的发生。 
 
 
PO-0681 

母婴分离新生儿病房母乳喂养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 
 

何华云,朱晓薇,敖莎,邓晓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了解重庆市 5 家三级甲等医院母婴分离新生儿病房母乳喂养现况,探讨影响母乳喂养的相关因

素,正确指导产后母乳喂养,提高母婴分离新生儿病房母乳喂养率。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重庆市 5 家三甲医院母婴分离新生儿病房母乳喂养情况进行调

查。其中综合性医院 3 所,儿童专科医院 1 所,妇幼保健院 1 所,用问卷的方式对 5 家医院新生儿病房

作母乳喂养情况调查。 
结果 5 家医院中,3 家综合性医院母婴分离病房未开展母乳喂养,两家医院母婴分离病房母乳喂养率

分别为 90%､ 27%,妇幼保健院母乳喂养率 高,其次为儿童医院。开展母乳喂养的两家医院,早产儿

母乳喂养率分别为 95%､ 41%,高于足月儿喂养率 86%､ 34%。 
结论 母婴分离病房母乳喂养率普遍较低,相关影响因素有制度不健全､ 医护人员意识不够､ 宣传不

到位､ 家长对母乳喂养采集和储存的知识缺乏了解。而通过创建爱婴医院､ 培训医护人员母乳喂养

意识､ 积极开展母乳喂养健康教育是保证母婴分离病房成功实施母乳喂养的关键。 
 
 
PO-0682 

无肝素生理盐水冲洗液在先天性心病患儿 
有创动脉血压管路冲洗中的应用 

 
刘春艳,冯波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无肝素生理盐水作为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患儿有创动脉血压监

测中管路冲管液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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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选取西安市儿童医院收治的 110 例行有创动脉血压监测的

CHD 手术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用无肝素生理盐水冲洗液

进行持续动脉管路加压冲洗,对照组按照常规护理使用 5u/ml 肝素生理盐水进行加压冲洗,两组均采

用微量注射泵,以 2ml/h 的速度持续输注。记录两组患儿动脉导管留置时间,监测凝血功能,观察导管

堵塞或不畅､ 动脉炎等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对两组患儿动脉导管留置时间进行比较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 术后 0h 和

48h,比较两组患者血液 PT､ APTT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48h 和 72h,实验组的 PT､
APTT 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实验组凝血功能优于对照组;两组导管堵塞/
不畅和动脉炎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血肿､ 出血的发生率均高于实验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无肝素生理盐水作为有创动脉血压管路的冲洗液,既能有效维持管路通畅性,又能降低肝素冲洗

液引起的出血等并发症,值得在 CHD 患儿有创动脉血压监测中推广应用。 
 
 
PO-0683 

康复护理联合心理评估在脑瘫患儿中的护理效果 
及对认知水平的影响研究 

 
李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康复护理联合心理评估在脑瘫患儿中的护理效果及对认知水平的影响。 
方法 取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8 月医院收治的脑瘫患儿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方法分为对照组(n=30)
和观察组(n=30)。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康复护理及心理评估,采用

医院自拟问卷调查表对 2 组家属疾病认知程度进行评估,比较 2 组护理效果及对认知水平的影响. 
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应人能力､ 应物能力､ 言语能力､ 精细动作及粗大动作 DQ 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护理后疾病认知､ 自我概念､ 自我护理能力及健康知识水平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护理后治疗恢复良好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后轻度残疾､ 中度残疾及

重度残疾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脑瘫患儿治疗过程中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康复护理及心理评估效果理想,能提高患儿家属认

知水平,值得推广应用 
 
 
PO-0684 

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在小婴儿中的护理应用 
 

罗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总结经眼动脉灌注化疗(IAC)治疗小婴儿(年龄≤6 个月)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RB)围手术期的护

理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 21 例(24 只患眼)小婴儿视网膜母细胞瘤

患儿行 IAC 治疗的临床资料。术前做好术前准备,术中熟练配合术者操作,术后做好局部护理和饮食

护理,做好出院指导等。 
结果 70 次眼动脉插管中,69 次成功插至眼动脉,技术成功率为 98.6%。患儿 IAC 次数 2~4 次,平均

3.3 次。术后,17 只眼肿瘤 后钙化或形成瘢痕,总体保眼率为 70.8%。术后不良反应包括眼睑肿胀

(8 例,33%)､ 眼动脉痉挛(1 例,4.2%)､ 骨髓抑制(9 例,37.5%,I-IV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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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质量的护理有利于提高疗效,降低围术期并发症,重视患儿的生活护理,加强饮食指导､ 疼痛的

护理,有利于患儿术后康复,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PO-0685 

“HIMSS”时代改变护理工作模式对介入科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刘佩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HIMSS”时代改变护理工作模式对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基于 HIMSS 7 级评审的标准构建规范化的医院信息系统､ 结构化数

据建设,简化护理操作优化流程,推进临床工作的无纸化､ 闭环管理等,改变了护理工作模式,并采用

Mueller/McCloskey 满意度量表(MMSS)对介入科 21 名临床一线护士的工作满意度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 落实 HIMSS 7 级标准工作后,改变了护士工作模式,护士工作满意度较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 
结论 HIMSS 7 级评审的标准推进了医院信息系统的全面改革,规范化结构化数据建设,优化护理工作

流程,实现无纸化临床工作,闭环管理保障了病人安全,护理工作模式实现了护理工作划时代的改变,促
进护士积极的工作状态,提升了护士工作满意度。 
 
 
PO-0686 

DSA 引导下经皮硬化术治疗先天性静脉畸形患儿的围手术期护

理 
 

刘佩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总结 DSA 引导下经皮硬化术治疗先天性静脉畸形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效果。 
方法 选择于 2009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介入科就诊的 2813 例先天

性静脉畸形患儿,实施 DSA 引导下经皮硬化术治疗,并配合规范的围手术期护理。 
结果 2813 例患儿手术均顺利进行,2802 例患儿于术后 1 周内出院。术后所有病例没有发生异位栓

塞､ 肢体坏死等严重的并发症。11 例患儿出现局部坏死,患儿经及时处理后转归良好,2~3 周内出

院。随访 3~12 个月患儿均恢复良好,患儿静脉畸形病灶逐渐改善,体表无明显瘢痕。 
结论 标准化的围手术期护理规范,同质化护理服务,优化护理流程,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儿治疗

的满意度,以家庭为中心的健康教育指导,加强饮食指导､ 关注疼痛的护理,有利于患儿术后康复,提高

患儿的生活质量。 
 
 
PO-0687 

住院患儿下肢深静脉血栓风险因素的探讨 
 

刘佩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住院患儿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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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06 至 2015 年 48 例患儿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的临床

病历资料。 
结果 通过 10 年数据的分析,探讨 48 例住院患儿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因素。若患儿住院期间出现

以下情况需高度警惕儿童下肢深静脉血栓可能:①男性;②年龄 3 岁以下;③住院天数为 1-7 天;④留置

静脉导管;⑤有手术经历;⑥有抢救经历;⑦使用高危药物(高浓度电解质､ 高浓度静脉营养液､ 血管活

性药物､ 抗生素､ 激素､ 栓塞剂或硬化剂);⑧凝血四项和 D-二聚体检验结果异常;⑨特殊专科(消化

科､ 介入科､ 普外科､ 肾内科和免疫科);⑩相关疾病诊断(感染和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结论 由于儿童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特殊性和危害性引起临床对该疾病的重视,探讨儿童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风险因素有利于临床早期发现高风险患者并及时干预,减少因 DVT 对患者健康的危害。 
 
 
PO-0688 

浅谈 SWOT 分析法在儿科护士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应用 
 

吴娟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由于儿科护士工作的特殊性,因此对于规范化培训护士的临床带教工作更应加倍重视,现采用

SWOT 分析法对我科目前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教学工作进行分析 ,明确当前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不断

改进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方法 通过 SOWT 分析法,了解到我科规范化培训护士在带教中将面临哪些优势､ 劣势､ 机遇及挑战,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体系,彻底颠覆“满堂灌”“填鸭式” 的教学模式, 借助移动互联技术及其

成果,结合知识建构主义理论,让启发式､ 探究式､ 讨论式､ 参与式教学方式得到广泛应用,从而实现

从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向方法学习和能力培养为主的教学转变,教学效果､ 教育质量将会显著提

升。  
结果 移动互联背景下的新型教学体系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系统”。1､ 教学支撑系统:现代信息

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是新型教学体系的技术支撑。 知识建构主义理论是新型教学体系的理

论支撑。2､ 教学保障系统:新型教学体系的保障系统也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可分为硬件保障和软件

保障。 硬件保障是以智慧教室为代表的现代化教学设施;软件保障系统是以网络教学平台为代表的

自主学习终端。3､ 教学运行系统:以教学支撑系统､ 教学保障系统为基础,在教学资源､ 教学模式､

课程设计､ 教学队伍､ 学习环境､ 实践教学､ 教学评价和教学管理等八大要素的支持下运行。 
结论 总结 SWOT 分析法在护士规范化教学中的运用。主要包括:分析护士规范化教学中存在的优势

､ 劣势､ 外部机遇和挑战;采取措施,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利用机遇,应对挑战。认为 SWOT 分析法可

以使临床教学工作进一步完善,从而提高培训成效。 
 
 
PO-0689 

孕期儿科护士职业防护现状与建议 
 

姜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根据孕期儿科护士的自身生理特点及其所处工作环境, 分析工作环境､ 工作负担､ 医药化学､

职业损伤等因素对孕期儿科护士身心健康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加强儿科护士孕期职业安全保

障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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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孕期儿科护士的自身生理特点及其所处工作环境, 分析工作环境､ 工作负担､ 医药化学､

职业损伤等因素对孕期儿科护士身心健康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加强儿科护士孕期职业安全保

障合理化建议。 
结果 根据孕期儿科护士的自身生理特点及其所处工作环境, 分析工作环境､ 工作负担､ 医药化学､

职业损伤等因素对孕期儿科护士身心健康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加强儿科护士孕期职业安全保

障合理化建议。 
结论 怀孕期间的女性属于易感人群,很多种情况都会影响孕妇自身健康及体内胎儿的生长和发育,比
如机体营养不良､ 不健康饮食､ 有害环境等等。在这个特殊的阶段, 女性的生理､ 心理都将面临巨

大的变化,孕期儿科护士因其特殊的工作环境及服务对象而使其在孕期女性群体中独具特性,关注孕

期儿科护士的孕期健康已成为当代护理管理者应该重视的问题。 
 
 
PO-0690 

改良叩背护理法联合振动排痰机辅助治疗 
小儿肺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吴琼,宋红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8 
 
 

目的 观察改良叩背护理法联合振动排痰机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130 例肺炎的患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5 例,两组均给予抗炎､ 抗病

毒､ 化痰平喘等常规治疗。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人工叩背排痰;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依据改良式叩背护理法使用机械振动排痰。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和治疗 7天后的血气指示､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 排痰情况､ 呼吸困难情况和舒适度。 
结果 两组比较,观察组排痰后的氧分压(PO2/mmHg)为(87.56±12.35),高于对照组

(78.57±10.34),t=2.053, P<0.05;二氧化碳分压(PCO2/mmHg)为(35.34±10.27)低于对照组

(38.48±10.25),t=-1.053,P<0.05;血氧饱合度(SaO2 /%)为(97.02±12.45),高于对照组

(93.45±13.83)t=2.109,P<0.01;肺部啰音消失时间(d)和住院时间(d)分别为(3.91±1.40)､ (7.12±1.83),
均少于对照组(5.77±1.35)､ (8.24±1.77),t=5.817､ 4.946,P<0.05;痰液黏稠程度好于对照组

χ2=5.823,P<0.05,呼吸困难指数为(2.52±0.42)小于对照组(3.38±0.45),t=2.553,P<0.05;观察组患儿

对机械排痰的接受度和舒适度显著高于对照,t=3.107,P<0.01。 
结论 振动排痰机联合改良叩背护理法辅助治疗小儿肺炎可有效解决患儿痰液积聚问题,改善肺部体

征,缩短病程,减轻患儿痛苦。 
 
 
PO-0691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疼痛 
及并发症在临床护理中的实际影响。 

 
杨英 

西安市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疼痛及并发症在临床护理中的实际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6 年 8 月 146 例在我科进行治疗的肱骨髁上骨折的患儿,均实行克氏针

手法复位内固定治疗,随机分为对照组 74 例,观察组 72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的护理,观察组在基础护

理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注重与患儿家长的沟通方式,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式;根据病情的需要进行疼

痛评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的缓解患儿的疼痛;在日常活护理动中教会家长进行护理观察,将该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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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与护理､ 功能锻炼的重要性及方法制作成多媒体定时播放,制作成健康宣传手册发放患儿家

长)。比较两组疼痛情况及并发症进行综合分析及研究。 
结果 观察组的疼痛得分､ 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十分明显。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方法,对小儿肱骨髁上疼痛及并发症能够实现十分有效的护理效果,值得临床

上的推广 
 
 
PO-0692 

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性护理对癫痫患儿用药依从性 
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研究 

 
史平

1,史平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探讨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性护理对癫痫患儿用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研究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收治并确诊为癫痫的患儿 17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85 例)
和对照组(85 例),对照组:常规治疗及护理模式,观察组:常规治疗基础上采取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

性护理模式。记录对比两组患儿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评分(包括感知能力,运动能力,沟通能力,心情状

态四个方面)。 
结果 护理后两组患儿依从率均比护理前提高(P<0.05),观察组依从率为 85.8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1.76%,提高程度更大(P<0.05);两组患儿感知能力､ 运动能力､ 沟通能力和心情状态等各项生活质

量评分均比护理前提高(P<0.05),且观察组提高程度更大(P<0.05)。 
结论 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性护理可提高患儿用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对癫痫患儿治疗起到积极

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0693 

儿科急诊分诊准确率的影响因素调查及对策研究 
 

姜美娟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调查儿科急诊分诊准确率的影响因素,对其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1 月儿科急诊收治的 2868 例患儿资料,进行回顾性调查,并分

析其分诊情况。 
结果 2868 例急诊患儿中,180 例患儿发生分诊失误,占 6.28%,其中患儿及家属因素有 103 例,占
57.22%;疾病因素有 45 例,占 25.00%;病源性因素有 32 例,占 17.78%。 
结论  
针对儿科急诊分诊失误的因素,探索解决的对策,更好地提高儿科急诊分诊准确率,降低儿科急诊患儿

死亡率,提高患儿及家属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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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4 

护理措施分类用于儿童心内科护理记录的映射分析 
 

孙霁雯,沈南平,吴怡蓓,顾凤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为了解儿童心内科护理记录中涵盖的所有护理措施,并分析其特质,了解标准化护理术语--护理

措施分类(Nursing Interventions Classification,NIC)的临床适用性。为了日后规范临床护理用语,促
进护理措施标准化术语的临床使用做铺垫。 
方法 选取某三级甲等儿童专科性医院心内科 2016.9.1-2016.11.31 的护理记录,采用映射法

(mapping)比对护理记录与 NIC 概念之间的匹配程度,匹配度分为完全匹配､ 部分匹配､ 不匹配。以

难度和耗时两个维度分析匹配所得标准化的护理措施的特质,难度和耗时均采用 NIC 中推荐的等级

划分和赋值法,难度以 Likert-3 级赋值,耗时以 Likert-5 级赋值。 
结果 4191 条独立的护理记录中总共映射得 71 条护理措施,涉及 7 个领域。其中,完全匹配的为

3046 条(95.33%)､ 部分匹配的为 142 条(4.44%)､ 不匹配的为 7 条(0.23%)。而护理措施的平均难

度为 1.77,平均耗时为 2.11。 
结论 护理措施分类能很好得用于描述儿童心内科的日常护理行为,适合作为我国的标准化语言。研

究结果可体现一定的专科特异性的护理措施,但仍有欠缺,护理管理者需要思考如何在护理记录较好

得还原临床专科性的护理措施。此外,进一步的研究可将本研究成果应用于人员工作绩效分析。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护理高原学科项目(Hlgy2016073qnhb);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临床管理优化

项目(SHDC2014615)  
 
 
PO-0695 

儿童心导管术日压疮评估时机的初步探讨 
 

孙霁雯,吴怡蓓,顾怡菁,谢君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为了探讨是否有较好的预测工具能够筛选出全麻下行心导管术患儿发生压疮的风险;为确定术

日压疮评估的时机。 
方法 2016.11-12 月 68例行心导管术的患儿于手术前､ 手术回来后即刻､ 手术回来后 2 小时三个时

间点同时进行 Braden-Q 和住院患者压疮危险评估表的评估。 
结果 两量表对于全麻手术的患儿在术后即刻评估均被纳入到高危组。术后 2h 的预测效果为 36.76-
44.12%,两量表的评价结果并不一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全麻下行心导管术的患儿在术后 2h 内可皆为纳入压疮的高风险人群,加强预防压疮的相关措

施。在术后按压 2h 后再进行压疮量表的评估,若为高风险则进行每班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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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6 

护理措施分类用于儿童肿瘤科护理记录的映射分析 
 

沈南平,孙霁雯,陆红,何梦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为了解儿童肿瘤科护理记录中涵盖的所有护理措施,并分析其特质,了解标准化护理术语--护理

措施分类的临床适用性。为了日后规范临床护理用语,促进护理措施标准化术语的临床使用做铺

垫。 
方法 选取某三级甲等儿童专科性医院血液科某病区(实体瘤为主)2016.9.1-2016.11.31 的护理记录,
采用映射法比对护理记录与护理措施分类概念之间的匹配程度。以难度和耗时两个维度分析匹配所

得标准化的护理措施的特质。 
结果 护理记录中完全匹配的为 3304 条(95.99%)､ 部分匹配的为 125 条(3.63%)､ 不匹配的为 13
条(0.38%)。总共映射得 87 条护理措施,其平均难度为 1.90,平均耗时为 2.15。与儿童肿瘤护理核心

措施相比,重叠的为 38 条。 
结论 护理措施分类能很好得用于描述儿童肿瘤(实体瘤为主)日常护理的行为,适合作为我国的标准

化语言。本次研究中仅捕捉到一半的儿童肿瘤护理核心措施,有必要在临床进一步大力推广护理信

息化,使得所有元素都能在 HIS 系统中捕捉。此外,进一步的研究可将本研究成果应用于人员工作绩

效分析。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护理高原学科项目(Hlgy2016073qnhb);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临床管理优化

项目(SHDC2014615) 
 
 
PO-0697 

Nursing care of a boy seriously infected with Steven–
Johnson syndrome after treatment with azithromycin: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许莉莉,朱月钮,俞静,邓梦妍,朱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Objective 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present an extremely rare case of pediatric Stevens–
Johnson syndrome (SJS) after treatment with azithromycin. 
Methods The methods is literature review. 
Results After anti-infection therapy, IVIG,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glucocorticoid treatment, 
symptomatic treatment and carefu nursing the patient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33 days 
after admission. 
Conclusions SJS is a life-threatening blistering disease. It often results from an allergy reaction 
response to a range of drugs. A lot of drugs, such as antibiotics, sulfonamides, pyrazolones, 
corticosteroids, barbiturates, and antiepileptics, are associated with SJS. The main nursing 
procedure including clearing up blisters and effusion, reducing skin ulceration of the mucosal area, 
keeping the skin clean, removing mucosal secretion and blood clots, taking related eye care, 
ensuring adequate intake of nutrition, keeping the body 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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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8 

儿科重症医学科程序化镇静时使用镇静评分表应用分析 
 

李园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儿科重症医学科患儿程序化镇静时使用镇静评分表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2017 年 4 月盛京医院第二小儿重症病房行机械通气并需要程序化镇静治

疗的患儿 60 例,年龄 1 个月到 14 周岁,平均年龄 6 岁,60 例患儿男孩 40 例,女孩 20 例。入院 PICU
疾病包括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心衰,创伤,休克等疾病.镇静的药物使用力月西。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试验组各 30 例。试验组使用镇静评分表,对照组未使用镇静评分表。比较两组患儿镇静深度,机械

通气的时间,PICU 住院时间,PICU 病死率,不良事件发生率(意外拔管,人机对抗,褥疮)谵妄发生率等

指标。结果  试验组镇静过度 10%,明显低于对照组 23.3%,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果 试验组镇静过度 10%,明显低于对照组 23.3%,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试验组谵妄发生率

10%,明显低于对照组 26.6%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实验组患儿在病死率,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

时间都交对照组减低,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重症患儿程序化镇静时使用镇静评分表不易导致过度镇静及谵妄状态,及减少机械通气时间和

住院时间,从而减少患儿的痛苦,达到理想的镇静效果,有必要在 PICU 镇静方案中使用。 
 
 
PO-0699 

麻醉面罩叩背法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儿肺炎护理模式中的应用 
 

贾晓慧,胡师东,张丽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麻醉面罩叩背法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儿肺炎护理模式中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小儿肺炎患者共 71 例,随机分为麻醉面罩叩背组及传统叩背组,比较分析两组患儿家长叩

背法掌握所需的时间,家长依从性､ 患儿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等。 
结果 相对与传统叩背法,麻醉面罩叩背法家长掌握的时间更短,更容易为家长所接受,并且住院时间更

短､ 花费更低。 
结论 麻醉面罩叩背法是一种更易为家长所接受,简单有效的护理方法,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中,
对于肺炎患儿的康复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推广应用于肺炎患儿的日常护理中。 
 
 
PO-0700 

外用冻干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对白血病儿童化疗性口腔溃疡的疗效研究 

 
吕志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外用冻干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艾夫吉夫)对白血病化疗患儿口腔溃疡的治疗效

果。 
方法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小儿血液病房因白血病入院化疗,且化疗期间出现口腔溃

疡的患儿 60 例,将 60 例患儿随机分为 2 组,研究组(30 例)采用艾夫吉夫局部用药,对照组(30 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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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大霉素注射液局部用药,比较两组间治疗有效率及治疗有效时的 早起效时间,并观察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3.3%,研究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两组治疗有效时的起效时间比较,研究组判断有效的平均时间为 2.5d,明显短于对照组

的 3.2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局部应用艾夫吉夫治疗化疗引起的白血病患儿口腔溃疡安全有效。 
 
 
PO-0701 

护理干预降低复杂先心术后患儿雾化治疗哭吵率的研究 
 

夏毓娴,管咏梅,邵慧君,吴倩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措施对于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患儿雾化吸入治疗哭吵率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6 年 6 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血管二病区复杂先心术后 40 例需雾化吸

入治疗的患儿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0 例。两组均给予护理常规和健

康宣教,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护理干预措施,措施包括缓解患儿抵触心理,分散患儿注意力及改善雾

化面罩进行渐进式诱导以降低患儿哭吵比例。观察两组患儿在雾化吸入中哭闹,中断治疗及完成情

况,比较两组雾化吸入时的哭吵率。 
结果 观察组复杂先心术后患儿雾化吸入治疗时的哭吵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针对复杂先心术后患儿不同阶段心理发展特点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手段可以降低其雾化吸入

时的哭吵率,避免因哭吵而诱发的并发症,进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PO-0702 

情景游戏(情景健康教育)介入心胸外科手术患儿 
术前焦虑的效果探索 

 
浦凯,庞芳,陈婷,杨彬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情景游戏(情景健康教育)介入对缓解手术患儿术前焦虑的效果 
方法 针对 32 例心胸外科手术患儿进行干预对照的实验研究,其中干预组 16 人,对照组 16 人。对照

组儿童给予日常的术前护理。干预组儿童除了日常的术前护理以外,采用术前情景游戏的干预,设计

符合儿童年龄的情景游戏项目,童趣化手术等待室环境,重视手术前的非语言交流与沟通,对儿童给予

情感支持。在儿童进入手术室后采用 MYAPS 评价儿童术前焦虑的程度,ICC 评价儿童麻醉配合程度 
结果 两组儿童 MYAPS(41.85<50.90)和 ICC(1<1.63)得分干预组明显低于对照组,术前负性情绪和

行为表现也少于对照组儿童 
结论 情景游戏(情景健康教育)对缓解心外手术儿童术前焦虑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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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03 

艾夫吉夫联合碳酸氢钠及浓替硝唑漱口防治白血病患儿 
骨髓抑制期口腔溃疡的效果观察 

 
宋丽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观察艾夫吉夫(外用动干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联合碳酸氢钠及浓替硝唑漱口防治白

血病患儿骨髓抑制期口腔溃疡发生率及治疗疗效,为临床护理提供依据。 
方法 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血液内科病房自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接收的

需住院化疗的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60 例患儿,将这些患儿按照临床危险度分型随机分为两组,
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碳酸氢钠及浓替硝唑交替漱口配合口腔护理,治疗组采用艾夫吉夫联合

碳酸氢钠及浓替硝唑交替漱口,统计 2 组患儿化疗后的骨髓抑制期口腔溃疡的发生率,口腔溃疡的分

级情况及溃疡愈合时间,对这 3 方面进行比较,共统计 3 个化疗骨髓抑制周期。 
结果 治疗组的口腔溃疡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间有统计学意义,在口腔溃疡的程度上,
治疗组均为Ⅰ度,而对照组则主要集中在Ⅱ,Ⅲ度,口腔溃疡愈合时间治疗组也比对照组短(P<0.01)两
组间年龄､ 性别､ 临床危险度分型等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艾夫吉夫联合碳酸氢钠及浓替硝唑漱口防治白血病患儿骨髓抑制期口腔溃疡有良好的辅助作

用,值得临床用推广。 
 
 
PO-0704 

PICO 循证护理查房提升专科护士核心能力中的效果研究 
 

刘美华,熊平平,彭剑雄,罗天女,刘花艳,朱丽辉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评价 PICO 循证护理模式提升专科护士核心能力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专科护士 36 人设为对照组,2016 年专科护士 38 人设为实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

护理查房,实验组采用 PICO 循证护理查房,通过比较护理质量评分､ 考试成绩､ 不良事件发生率､

满意度,对 2 组专科护士核心能力的提高效果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 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 考核成绩不良事件发生率､ 满意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ICO 循证护理查房有利于提高专科护士的核心能力,可在专科护士培训中推广应用 
 
 
PO-0705 

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齐红阳,徐建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讨论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护理中应用。 
方法 通过对患者病情的全面评估,结合其临床表现和症状,从生命体征的观察与护理､ 导管的护理､

肢体功能锻炼､ 心理护理及特殊用药的指导等方面对 12 例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患儿实施综

合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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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 例好转出院,1 例出院时肢体活动仍然受限,1 例家属要求退院,无一例死亡,无并发症的发生,
取得家属对护理工作的配合与肯定,患儿预后良好,达到了预期治疗效果。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对本病恢复有明显的效果,为患儿提供恰当准确的综合护理,是维持和促进患儿健

康的关键。 
 
 
PO-0706 

超声心动图用于定位婴幼儿 PICC 头端的效果分析 
 

丁燕红,张敏艳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2 

 
 

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用于婴幼儿 PICC 头端定位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 40 例需 PICC 置管的婴幼儿,在置管过程中依据超声心动图用于导管头端定位,使导管末端

达到 佳位置 
结果 超声心动图定位导管头端均位于上腔静脉中下 1/3,置管 佳长度的一次成功率为 100% 
结论 超声心动图能有效引导婴幼儿 PICC 导管头端定位,提高一次置管成功率,减轻患儿的痛苦,提高

患儿家长的满意度 
 
 
PO-0707 

小量多次冷流质饮食结合个性化护理对 OSAS 患儿的术后 
并发症及家长情绪影响 

 
陈淼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6 
 
 

目的 探究改良后个性化护理对 OSAS 患儿的术后并发症及家长情绪影响。 
方法 选取我科就诊明确诊断为 OSAS 的患儿 132 例随机分成改良组和对照组各 66 例,对照组采用

常规儿童外科围手术期护理策略干预,改良组采用针对 OSAS 围手术期患儿改良后的护理策略干预,
观察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情况(包括呼吸道梗阻､ 感染､ 伤口组织粘连､ 出血等),出院时进行家长满

意度调查。 
结果 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对比,改良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10.6%,具有明显差异(P<0.05);两组

患儿家长满意度调查结果对比,改良组较对照组满意度高 13.7%,具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采用改良后的个性化护理策略针对儿童 OSA 全面干预,不但能够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且对

控制家长情绪有积极意义。 
 
 
PO-0708 

改良设置电刀初始输出功率法应用于婴儿腹部 
皮肤血管瘤切除手术 

 
龚静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改良设置电刀初始输出功率法应用于婴儿腹部皮肤血管瘤切除术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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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同一术者完成的婴儿腹部皮肤血管瘤切除术 68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对照组和改良组各

34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电刀初始输出功率设置,改良组在测量皮下脂肪厚度后采取改良设置高频电

刀初始功率。比较两组患者高频电刀切割皮下脂肪时的切割效果､ 止血效果､ 功率调节次数。 
结果 将同一术者完成的婴儿腹部皮肤血管瘤切除术 68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对照组和改良组各

34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电刀初始输出功率设置,改良组在测量皮下脂肪厚度后采取改良设置高频电

刀初始功率。比较两组患者高频电刀切割皮下脂肪时的切割效果､ 止血效果､ 功率调节次数。 
结论 婴儿腹部皮肤血管瘤切除术前,改良设置电刀初始输出功率,可以减少调节次数,促进电外科安

全。 
 
 
PO-0709 

基于 SBAR 沟通模式的标准化交班在儿科 ICU 的应用实践 
 

刘彭,吴静,贾喻梅,王洁 
新疆乌鲁木齐儿童医院 830002 

 
 

目的 探讨基于 SBAR 沟通模式的标准化交班在儿科 ICU 的实施对护士交接班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通过对 SBAR 交班模式进行改良设计,并查阅文献及专家咨询,结合儿科 ICU 护理工作实际,制
定出适合儿科 ICU 护士使用的标准化交接指引单,并与传统交接班模式进行比较。 
结果 使用儿科 ICU 标准化交班模式后,护理交接班质量由 88.82±4.33 分提高至 91.52±2.65 分,护士

对患儿病情掌握程度由 95.92±5.35 分提高至 92.36±3.76 分,护士对护理交接班满意度部分条目显

著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结论 运用基于 SBAR 沟通模式的标准化交班指引卡,可以规范儿科 ICU 护理交班流程,有效减少交

班信息遗漏,提高儿科 ICU 护理交接班质量和责任护士对负责患儿的病情掌握情况及护士对交接班

的满意度,从而促进儿科 ICU 患者护理安全。 
 
 
PO-0710 

护理干预对小儿先天性肾积水围手术期康复的临床效果观察 
 

李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 200 例先天性肾积水患儿围手术期的护理过程,总结先天性肾积水围手术期的

护理经验和体会,提高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的综合护理水平。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小儿泌尿外科病房收治的患有先天性肾积水的患儿 200 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在年龄､ 体重､ 病情､ 营养及手术方式等方面均无差异,其中观察组

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方法,即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了术前､ 术后心理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
进行围手术期术后生理功能恢复的观察与研究。 
结果  200 例患儿均痊愈出院,但观察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更少,出院时间更短,生理功能恢复更快。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可提高先天性肾积水患儿术后生活质量,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并发症,并促进患

儿尽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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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1 

预见性护理在小儿脑室-腹腔分流术围手术期应用的研究 
 

黄间维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研究并探讨预见性护理在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围手术期的应用 
方法 将我院在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共收治的 60 例小儿脑积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

照单盲随机分配原则,将患儿分为两组,各 30 例。所有患儿均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在围手术期,对照

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预见性护理。比较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 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以及家

长满意度。 
结果 研究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其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明显减少(P<0.05),
且研究组患儿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小儿脑室-腹腔分流术的围手术期应用预见性护理,可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 缩短住院时间,减
少住院费用,提高患儿家长对护理服务的评价。 
 
 
PO-0712 

71 例 PICU 重症患儿眼部护理干预的研究和效果评价 
 

崔丹,李洁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不同眼部护理干预方法对重症患儿眼部护理方法的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4 月沈阳市儿童医院 PICU 收治的 71例机械通气､ 昏迷及使用深度
镇静眼睑闭合不全的患儿,根据数字表法分为随机分为实验组(n=35)和对照组(n=36),其中男 42 例,
女 29 例,年龄 1 月-10 岁,住院时间 3 天-32 天,疾病种类:化脓性脑膜炎 11 例,肺炎呼吸衰竭 19 例,感
染性休克 9 例,喉炎气管插管 3 例,昏迷 10 例(改良式 GCS 评分≤6 分),使用镇静剂 18 例,球结膜水

肿 1 例.两组患儿均排除眼睑病变､ 缺损､ 眼部及颜面部损伤以及角膜疾病或手术史,在性别､ 年龄

､ 住院时间､ 疾病性质等方面比较,P>0.05,差异无明显意义,具有可比性。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即
使用生理盐水进行眼部冲洗,红霉素眼膏涂眼,无菌生理盐水浸湿纱布覆盖;实验组使用预冲式导管冲

洗器(内含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双眼,红霉素眼膏涂眼,眼睑贴敷水胶体敷料。随时观察两组患儿眼部

并发症并记录,累计 72 小时计算眼部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两组患儿应用眼部护理方法后的舒适程

度。 
结果 实验组患儿眼部并发症例数 6 例,发生率为 17.1%;对照组常规方法发生眼部并发症例数为 17
例,发生率为 47.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儿舒适度大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使用预冲式导管器冲洗,红霉素眼膏涂眼后贴敷水胶体敷料的方法可以减少 PICU 重症患儿眼

部并发症的发生,避免生理盐水纱布蒸发干燥需要反复多次浸湿的操作,减少对患儿的刺激;增加患儿

舒适度。便于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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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3 

恶性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郭放,崔粼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恶性肿瘤患儿父母的疾病不确定感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 中文版疾病不确定感父母量表(PPUS)､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对 100 例恶性肿瘤患儿父母进行调查。 
结果 恶性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总分为(90.55±12.60)分,四个维度的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
不明确性(3.47±0.75)分,信息缺乏性(3.23±0.45)分,不可预测性(3.11±0.65)分,复杂性(2.99±0.47)
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 社会支持､ 积极应对是恶性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的主要

影响因素,共解释 32.9%的变异量。 
结论 护理人员应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高恶性肿瘤患儿父母对疾病的认知和应对能力,从而降低

其疾病不确定感。 
 
 
PO-0714 

人性化管理在提升儿科优质护理的作用分析 
 

孙娜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00 

 
 

目的 探究分析人性化管理在提升儿科优质护理服务中的作用。 
方法 分析了我院儿科在 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收治的 1240 例儿科患儿的临床资料,将本

组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620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患儿给予人性化护

理管理。观察比较两组患儿家长的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人性化管理能有效提高儿科优质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PO-0715 

微信管理对小儿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辛翠娟,李新菊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微信管理对小儿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择 2015 年 3 月~2016 年 2 月本科室收治的 200 例癫痫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各 100 例。对照组出院后专人管理常规建立随访登记本,按计划电话随访,于复诊时评估,
有问题时家属可打电话咨询。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微信管理,加入微信朋友圈,由 1 名资深的

专职护理人员建立微信公众平台, 通过微信定时发送癫痫相关护理内容,可通过朋友圈或单独个体的

不同方式进行,并且针对不同患者的特点,或者根据反馈意见由护理组长进行个体化的教育指导 ;在一

定时间内(周一~周五下午 15:00~16:00)可以给予解答。对患儿及家长跟踪随访一年统计治疗依从性 
结果  两组癫痫患儿出院随访一年中的治疗依从性比较,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微信管理能够提高小儿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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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6 

综合性护理干预在肠道病毒性脑炎患儿中的应用 
 

郝丽 
河南省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综合性护理干预在肠道病毒性脑炎患儿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肠道病毒性脑炎患儿 86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n=43)和观察组(n=43),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给予综

合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疗效､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及患儿家属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有效率 95.35%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 81.40%(χ2=4.07,P<0.05)。观察组患儿发热症

状明显改善时间(2.87±0.56)d 显著少于对照组(4.24±0.83)d(t=8.97,P<0.05);观察组患儿惊厥症状明

显改善时间(2.49±0.55)d 显著少于对照组(3.88±0.81)d(t=9.31,P<0.05);观察组患儿呕吐症状明显改

善时间(2.81±0.52)d 显著少于对照组(4.25±0.63)d(t=11.56,P<0.05);观察组患儿意识障碍症状明显

改善时间(2.54±0.49)d 显著少于对照组(4.39±0.61)d(t=15.50,P<0.05);观察组患儿肢体障碍症状明

显改善时间(5.26±0.71)d 显著少于对照组(7.05±0.83)d(t=10.75,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总满意度

97.67%显著高于对照组 86.05%(χ2=3.89,P<0.05)。 
结论 综合性护理干预能够促进肠道病毒性脑炎患儿恢复,提高疗效。 
 
 
PO-0717 

探究临床护理路径在小儿重度颅脑损伤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李娜,刘一鸣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究临床护理路径在小儿重度颅脑损伤护理中的应用价值,促使当前的临床护理质量得到整体

提高。 
方法 选取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小儿重度颅脑损伤患儿 3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配原则将其分为

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包含 15 例患儿。对照组患儿采取传统护理模式进行护理,实验组患儿

则按照临床护理路径模式进行护理,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的住院时间､ 抢救时间､ 并发症发生率以

及家长护理满意度。 
结果 经过护理后,实验组患儿在住院时间､ 抢救时间上均优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患儿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13.33%,家长的护理满意度为 93.33%;对照组患儿的并发症

发生率为 46.67%,家长的护理满意度为 60.00%,实验组各项数据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小儿重度颅脑损伤的护理工作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可以起到良好的护理效果,有利于缩短治

疗时间,以及降低患儿并发症发生风险,并可以显著地提升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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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8 

小儿毛细支气管炎胸部物理治疗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王玲,袁小平,张娟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了解胸部物理治疗对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 EMBASE､ PubMed､ Ovid､ PEDro､ CNKI 及中国万方数据库,搜集

关于毛细支气管炎胸部物理治疗的随机或半随机对照试验。两位研究者独立地对符合纳入标准的试

验进行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应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根据异质性结果选择相应的效

应模型分析 
结果 14 篇文献纳入研究,共 1643 例患者。被动呼气技术在心动过缓伴或不伴低氧血症的发生

(OR=1.02,95%CI(0.2,5.09),P=0.98(OR=3.63,95%CI 
(0.75,17.66),P=0.11),肌张力低下的发生(OR=5.12,95%CI(0.24,107.25),p=0.29)的疗效优于吸痰

法。传统胸部物理治疗可缩短患者憋喘时间(MD=-1.21,95%CI(-1.85,-0.58),p=0.0002),咳嗽时间

(MD=-0.91,95%CI(-1.36,-0.46),p=0.0001),肺部湿罗音消失时间(MD=-0.71,95%CI(-1.07,-
0.33),p=0.0002),X 线吸收时间(MD=-1.00,95%CI(-1.40,-0.60)p=0.00001),喘鸣音消失时间(MD=-
1.45,95%CI (-1.98,-0.92),p=0.00001),也能降低碳酸氢盐浓度(MD=-1.20,95%CI(-1.92,-
0.48),P=0.001),减少呕吐(OR=10.55,95%CI(1.34,83.06),P=0.0 等情况的发生。在对患者的基础生

命体征,住院时间,有效率,ICU 入院率等方面,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据现有研究尚不能对胸部物理治疗对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者的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做出完全

肯定的评价 
 
 
PO-0719 

Crouzon 综合征患儿围术期眼睑闭合不全的护理 
 

戴琳,顾莺,董晨彬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 Crouzon 综合征患儿围术期眼睑闭合不全的护理要点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我院诊断为 Crouzon 综合征并进行颅骨手术患儿的

临床资料,共 8 例,其中男性 6 例,女性 2 例。 
结果 8 例患儿围术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眼睑闭合不全,术后出现球结膜水肿的有 3 例,球结膜炎有 5
例,无角膜炎及角膜溃疡。对有所有患儿在术后睡眠时均采取主动的上下睑粘合,并使用可乐必妥及

人工泪液对症处理。球结膜水肿及炎症的患儿均治愈,所有患儿未出现视力障碍及角膜白斑等严重

并发症。 
结论 Crouzon 综合征患儿围术期眼睑闭合不全通过合理的对症治疗及悉心护理,可有效降低眼部严

重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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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20 

手法按摩在儿童血液病患者 PICC 正常拔管困难中的应用分析 
 

钟婷,唐冬燕,罗海玲,钱浩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观察手法按摩在儿童血液病患者 PICC 正常拔管困难中的作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儿科血液病区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发生的 12 例拔管困难,其中前 6
例通过采用常规护理措施无效后实施手术取管,后 6 例通过采用常规护理措施无效后经排除血栓及

导管异位情况,采用手法按摩拔管。 
结果 5 例拔管困难可以通过手法按摩成功拔管,拔出的导管表面均覆盖有散在白色纤维蛋白鞘。 
结论  拔管困难时在排除血栓及导管异位情况下采用我科首创的手法按摩可以使痉挛的血管舒张,使
导管与血管壁相连处松懈,并且通过一定的力度使可能存在于导管表面的纤维蛋白鞘剥离,可以提高

徒手拔管成功率,避免介入手术拔管及静脉切开手术拔管(P<0.05),减少有创方法带来的巨大创伤及

经济负担,减轻患儿的痛苦,保障医疗安全,提升护理水平。 
 
 
PO-0721 

建立儿科门诊微信公众平台在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赫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110004 

 
 

目的 用手机玩微信是时下很多人的一种流行时尚, 如何利用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对医院的形象进行

宣传和为患者群众提供在线咨询等便民服务,是当前很多医院关注的话题,本文旨在探讨建立儿科门

诊微信平台在科室护理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建立儿科门诊微信平台, 可以及时有效的传递信息,实现医患之间的资源共享。 
结果 微信平台建立了医护和患儿家属的互动,构建了医患之间的沟通平台,未来还将实现预约挂号､

检查结果及费用查询､ 缴费支付等便民服务。 
结论 建立儿科门诊微信平台提升了医院的品牌形象,在优质护理服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PO-0722 

快速进针法在小儿内踝大隐静脉留置针穿刺的运用 
 

李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运用快速进针法,提高小儿内踝大隐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率,为患儿减轻反复静脉穿刺的痛苦。 
方法 方法 600 例使用静脉留置针的儿科门诊患儿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320 例采取快速进针

法,选择内踝上方大隐静脉 凸显部位或能触摸到的 凸处为穿刺点,以≥45?角为进针角度,对照组

280 例采用传统穿刺法,选择内踝下方的大隐静脉可见部分或可触摸部分的 低点,以 15~30?角进针,
比较两组患儿内踝大隐静脉穿刺的成功率。 
结果 结果 实验组成功率为 93.12%,对照组成功率 84.29%(P<0.05)。结论 对于 8 个月~3 岁小儿内

踝大隐静脉留置针穿刺,快速进针法的成功率高于传统进针法,不但能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结论 还可以减轻患儿反复穿刺带来的疼痛感,使患儿家长对护理工作更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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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23 

连续性护理服务模式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中实施效果的研究 
 

张葆荣,赵晓霜,孙海瑞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评价连续性护理服务模式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中实施效果。 
方法 通过成立连续性护理服务小组,并以此为依托:以 PRISM 评分为依据建立 PICU 的出室标准,充
分评估患儿情况,勿将患儿过早搬出 PICU;优化转科流程,规范转科及交接班制度;做好在院期间护理

宣教;建立危重病人出院后的延续护理随访体系。 
结果 因护理因素导致的非计划性重返 PICU 及非计划性再入院发生率有所下降;护理不良事件发生

率有所下降;患者家属满意度有所提高。 
结论 连续性护理服务模式有效提升了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护理服务质量,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PO-0724 

口腔护理频次对预防 PICU 昏迷患儿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的效果观察 

 
郭明明,贺琳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观察比较不同口腔护理频次对 PICU 昏迷患儿 VAP 发生率的影响,探讨预防 VAP 的 佳

口腔护理频次。 
方法 将我院 PICU 进行经口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患儿 120 例,随机分为四组各 30 例,每组患儿进行

口腔护理的频次分别为 3次､ 4次､ 6次､ 8 次,记录各组患儿临床资料,对各组患儿的相关资料及

VAP 发生率进行比较。 
结果 6 次组及 8 次组患儿的 VAP 发生率明现低于 3 组和 4 次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8 次组患儿

的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较其余 3 组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经口气管插管的 PICU 昏迷患儿,可通过增加口腔护理频次来提高口腔清洁度,降低 VAP 的

发生率。每日 6 次口腔护理是适宜于 PICU 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患儿的口腔护理频次。 
 
 
PO-0725 

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呼吸道感染病情控制的效果分析 
 

郑新兰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62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呼吸道感染病情控制中的效果。 
方法 对我科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348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护理,随机分为 2 组各

17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措施,比较患儿病情控

制情况和家长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退热时间(45.7±1.4)h､ 症状消失时间(7.6±1.8)d,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住院

时间(14.3±2.1)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家长满意度为 96.6%,对照组患儿家

长满意度为 78.2%,比较有差异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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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综合护理干预,可有效控制病情,促进康复,提高患儿家长满意度,值得应

用。 
 
 
PO-0726 

自媒体健康宣教方式应用于 PICU 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刘盈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自媒体应用于 PICU 护理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PICU 收治的 11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字随机分组方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

以及对照组,每组 55 例,其中观察组采用 PICU 自媒体进行健康宣教,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健康宣教方

法,比较两组的宣教效果。 
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6.36%(53/55),对照组为 81.82%(45/5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X2=4.567,P<0.05,观察组中患儿家属对限制性探视的需求明显低于对照组,视频探视的需求明显

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 PICU 自媒体健康宣教方式应用于 PICU 患儿护理中能够充分满足患儿家长的探视需求,
提高其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0727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对重症患儿家属护理宣教的效果观察 
 

杨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应用微信公众平台对重症患儿家属实施以人文关怀为基础的护理宣教效果进行调查分析。 
方法 将入住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的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宣教的基础上,患儿家属关注 PICU 微信公众平台,并对护

理宣教内容､ 需求､ 效果等进行反馈,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宣教,比较 2 组护理宣教方式人文关怀

护理服务满意度及对限制性探视的需求。 
结果 观察组的人文关怀护理服务满意度为 96.36%(53/55),对照组为 81.82%(45/55),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X2=4.567,P<0.05)。观察组中患儿家属对限制性探视的需求为 16 例,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 35 例;对视频的需求观察组为 29 例,对照组为 11 例,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3.318､
12.878,P<0.05)。 
结论 此护理宣教方式能够满足患儿家属的人文关怀需求,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0728 

儿童重症监护室护士身体约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分析 
 

胡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描述儿童重症监护室护士关于身体约束的知识､ 态度和行为的调查情况,并探索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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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上海市某三甲儿童医院 PICU､ CCU 及 NICU 护士,进行儿童身体约束知识-行为-态度的问

卷调查。 
结果 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在儿童身体约束知识得分属较好水平(8.32±1.604,总分 11 分),护理人员对

于身体约束的使用呈中性态度(30.2±5.18 分,14-52 分),身体约束的行为得分较高(37.05±3.753,总分

14-42 分)。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等不同的护士在知识､ 态度､ 行为问卷中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p>0.05);是否接受过培训在知识､ 态度､ 行为问卷中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0.05)。身体约束知识

得分与态度得分呈负相关(r=-0.246,p<0.05),与行为得分呈正相关(r=-0.236,p<0.05);身体约束态度与

身体约束行为之间无相关关系(r=0.016,p>0.05)。 
结论 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身体约束知识水平处中等偏上水平,对身体约束呈中性态度,身体约束行为

较为得当。 
 
 
PO-0729 

不同方法呼吸道管理在机械通气患儿中的应用 
 

王珊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10 

 
 

目的  
探索使用密闭式吸痰(Closed tracheal suction system,CO)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机械通气患

儿中的应用及护理体会。 
方法 将对我院 PICU 2015 年 7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机械通气患儿中随机抽取 60 例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分别采用开放式吸痰(Open tracheal suction system,OS)和密闭式吸痰 CO,通
过将两组吸痰方法在吸痰过程中的患儿生命体征观察(心率 HR､ 血氧饱和度 SPO2.呼吸 R 的变化),
及吸痰过程中有无痰液飞溅出及痰痂形成等的比较,密闭式吸痰均优于开放式吸痰,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果 通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吸痰过程中患儿生命体征的变化及吸痰过程中有无痰液飞溅出及痰

痂形成等比较,密闭式吸痰更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结论 通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吸痰过程中患儿生命体征的变化及吸痰过程中有无痰液飞溅出及痰

痂形成等比较,密闭式吸痰更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PO-0730 

探讨浅静脉留置针在儿科门诊的应用 
 

安丽英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观察静脉留置针在儿科门诊的使用效果,解决儿科静脉穿刺困难,更好地保护患儿血管,将静脉留

置针应用于儿科门诊输液室,减轻患儿痛苦,减轻护士工作负荷,减少医患矛盾。 
方法 静脉留置针技术在临床上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在门诊应用的并不普遍,对于在我院门诊输液的

患儿,如有意向使用静脉留置针或穿刺难度大的患儿我们采用留置针穿刺,认真告知护理相关事项及

出现异常情况的处理,观察使用效果。 
结果 在我院门诊输液室使用静脉留置针的 185 名患儿中除 5 例留置时间不足 72 小时,10 例由于路

程因素穿刺后选择外院治疗无法统计,其余均达到预期效果,无一例并发症发生。 
结论 静脉留置针在儿科门诊应用效果良好,静脉穿刺成功率提高､外渗率降低,门诊护理工作的满意

率大幅提高,并极大的改善了门诊护理服务的质量,在患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医院服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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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31 

儿科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之基础培训策略与实施效果 
 

戚少丹,顾莺,金婕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讨儿科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基础培训策略及实施效果,完善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体系。 
方法 71 名新护士作为培训对象,对培训计划完成情况及培训效果进行考核,并进行讨论总结和满意度

调查。 
结果 整个岗前培训过程按计划顺利进行,课程总计为 168 学时,参加护士总数为 71 名,出席率为

99.9%。理论考核成绩平均分达 75.81±8.55 分,及格率为 95.78%,操作考核成绩平均分达

90.09±3.48 分,合格率为 100%。学员对集中培训阶段满意度总分为 4.56±0.69 分,其中对培训方式

满意度 高,平均分未 5 分,对上课时间安排的满意度 低,为 4.06±0.97 分,其余条目满意度得分接近,
均处于满意与非常满意之间。 
结论 儿科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基础培训阶段采用“小班化培训”､ “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结合分组

练习等方式能够显著提高新入职护士的理论成绩和操作能力,同时能够增加新入职护士对授课老师

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的满意度。 
 
 
PO-0732 

机械振动排痰机在重症肺炎患儿机械通气气道护理中的应用 
 

张晓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究机械振动排痰机对重症肺炎患儿在机械通气气道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我院收治的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抗感染､ 化痰

等综合治疗,并辅以翻身､ 叩背､ 体位引流等常规护理。而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传统的叩

背改为机械振动排痰。观察两组患儿的血气分析结果。 
结果 观察组排痰后的血气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而在治疗时间上来看,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机械振动排痰机能有效地将患儿肺部分泌物排除,使得患儿肺部通气良好。所以,机械振动排痰

机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PO-0733 

护理流程改进对减少危重患儿睡眠剥夺的效果研究 
 

金芸,张玉侠,顾莺,邱鹏玲,胡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0199330 

 
 

目的 通过对重症监护病房夜间护理流程进行改进,减少夜间医护人员的操作行为,从而减少患儿夜间

睡眠觉醒,为改善患儿夜间睡眠状况提供现实依据。 
方法 对重症监护病房夜间护理流程进行改进后,对入住 ICU 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15 例患儿于 19:00
至次日 8:00 采用配有视频摄像探头的 Nemus 床旁脑电图监测仪进行监测,记录分析患儿在夜间接

受的操作行为及造成的睡眠觉醒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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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夜间全部监测时间为 144 小时,共接受操作项目 16 项,共计 223 次,其中造成睡眠觉醒的操

作行为共 154 次,主要为约束､ 调整体位及测量生命体征等操作行为。夜间操作流程改进后患儿在

夜间接受操作总次数(P=0.001)及操作致觉醒次数(P=0.019)均较流程改进前降低,其中在调整体位

(P=0.021)､ 测量生命体征(P<0.001)及医护查体(P<0.001)方面操作行为的降低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夜间过多的操作导致患儿觉醒频繁,对医护人员开展促进患儿睡眠质量的培训和改进夜间护理

操作流程在确保患儿安全的同时可有效改善患儿夜间的睡眠剥夺。 
 
 
PO-0734 

北京市五家三甲医院儿科护士压力源､ 职业倦怠 
以及焦虑情绪的调查 

 
连冬梅

1,孙静
1,程蕾

1,薄海欣
1,陆朋伟

1,2,刘翱博
13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 
3.北京协和医学院 护理学院 

 
 

目的 探讨北京市三甲医院儿科护士压力源､ 职业倦怠以及抑郁情绪的现状,以及压力源与职业倦怠

､ 压力源与抑郁情绪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中国护士压力源量表､ 马氏职业倦怠量表-人类服务版(MBI-HSS)以及焦虑自评量表(SAS)
对北京市五家三甲医院 233 名儿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⑴压力源得分高的前两个维度为时间分配和工作量､ 患者护理;前两个条目为工资和其他福利

待遇低､ 担心工作中出现差错事故;职业倦怠三个维度中处于中度倦怠者均超过 50%;SAS 评分明显

高于全国常模(t=17.57,P=0.00),处于中重度焦虑的儿科护士超过总数的 10%。⑵除去时间分配与工

作量维度与个人成就感不相关,工作环境与资源与个人成就感相关外,护士工作压力源的各维度均与

职业倦怠的各维度呈明显相关。护士工作压力源越大,职业倦怠情况越加严重。此外,护士工作压力

源各维度均与焦虑情绪呈明显相关,护士工作压力源越大,焦虑情绪越严重。 
结论 儿科护士群体工作压力源得分较高,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要考虑儿科护理的特殊性,从政策､ 社
会､ 组织､ 个人等各方面对儿科护士进行干预,以降低儿科护士的压力源,从而减轻儿科护士的职业

倦怠水平,提升其心理健康,从而保证儿科护理质量,并使其有良好的远期发展。 
 
 
PO-0735 

综合性医院护士临床实践能力考核的组织与实施 
 

徐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护理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依据 2012 年原卫生

部印发了《关于实施医院护士岗位管理的指导意见》[1]和《2012 年推广优质护理服务工作方案》[2]

中指出,护士培训要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以岗位胜任能力为核心,突出专业内涵,注重实践能力,规范护

理人员行为,适应临床护理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护理人员能力素质,客观､ 全面､ 有效地评价高层

级护士的临床护理能力,提高护士的岗位技能,突出临床护士专业实践能力。 
方法 从前期考核组专家的筹备,考核方案的拟定､ 考核评分标准的制定､ 实施流程,具体做法到全院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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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横断面的临床实践能力考核,高层级护士对病情的掌握和综合能力得到了提高,从原先关注

的常规护理和 24 项护理技术规范上转变到对病人进行全面的评估和综合分析,学会了分析病人的首

优问题和潜在的护理风险。 
结论 通过加强对不同层级护士临床实践能力的组织与培训,逐步完善临床与非临床评价标准和相关

考评体系,来提高整体护理能力及专业水平。 
 
 
PO-0736 

 实习护生临床共情能力调查及分析 
 

何诗雯
1,丁向

1,2,熊华
2,郑冰雅

3,朱丽辉
1 

1.湖南中医药大学 
2.湖南省儿童医院 

3.长沙医学院 
 
 

目的 了解当前实习护生及临床护士共情能力现状,为有针对性的提升护生的共情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在本院实习的护生 230 人作为调查对象,利用杰斐逊共情量表作为研究工

具对护生共情能力进行调查。 
结果 护生共情能力总得分为(111.98±10.434)分,其中观点采样维度(54.37±5.930)分､ 情感护理

(40.63±4.807)分､ 换位思考(16.98±2.493)分;护生学制不同,是否为独生子,是否曾担任过(副)班长､

团支书,其直系亲属为医务工作者,其共情能力得分具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护生共情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仍需进一步加强护生共情能力培养,尤其是学历为专科､ 独生子､

未担任过班干部的护生。 
 
 
PO-0737 

移动护理医嘱待测执行提醒功能的优化 
 

温秀兰,林艳 ,孙黎,邓慧,何小倩,曾华,胡桂梅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通过移动护理医嘱待执行提醒功能优化,达到全面无纸化,信息互联互通。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12 月住院病区 6 个,2016 年 9 月住院病人 70 个为对照组, 2016 年 12 月住

院病人 70 个为观察组, 二组分别抽查 30 个护士使用手机/PDA 情况。比较 2 组医嘱待测执行提醒

医嘱分类､ 条目数､ 提醒床位数､ 护士使用手机/PDA 情况。 
结果 医嘱提醒显示条目数优化为护士所需提醒医嘱,显示条目数减少了,不需显示的条目数占 47.6%,
功能优化后二组比较,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护士使用手机/提醒功能概率 30%提升到

93.3%。 
结论  通过医嘱待执行提醒功能优化,完善的用机/PDA 端医嘱待执行提醒功能,达到全面无纸化,信息

互联互通,护理工作智能､ 高效､ 简约､ 连贯,保障护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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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38 

Teach-back 法在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江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Teach-back 法在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健康宣教中的效果。 
方法 方法  采用 Teach-back 法对 128 例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评价健康宣教过程中家

属对结核病知识的掌握情况。 
结果 结果  在护士首次向宣教对象宣教新知识或演示新技能后,也就是传统的健康宣教后,患者家属

完全理解的仅占 48.4-77.3 %,复述评价阶段后完全理解的为 14.8-37.5%､ 后一步后完全理解的

占 3.2-18 %。 
结论 结论  Teach-back 法能有效提高结核病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掌握程度,降低耐药结核､ 结核病

传播的发生,可推广使用 
 
 
PO-0739 

应用多元化沟通模式提升儿科健康教育品质 
 

孙献梅,任香娣,李凤霞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多元化沟通模式在儿科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以 2016 年 1~6 月入住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儿科病房的 300 例患儿为对照组,2016 年

7~12 月入住我院儿科病房的 300 例患儿为观察组。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应用多元化

沟通模式实施健康教育。 
结果 应用多元化沟通模式实施健康教育后,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性(99.3%)较对照组(93.3%)明显提

高,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99%)较对照组(95%)明显提

高,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儿家属健康教育知晓率(96%)较对照组(90.3%)明显提

高,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儿科应用多元化沟通模式实施健康教育能够提高患者疾病治疗的依从性,提高患儿家属对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提高患儿家属健康教育知晓率。 
 
 
PO-0740 

早产后母婴分离状态下父母首次家庭参与式护理前后的心理体验 
 

钱葛平,陆春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00 

 
 

目的 了解早产后母婴分离状态下父母首次家庭参与式护理前后的心理体验,为国内普遍开展家庭参

与式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对 32 名早产后母婴分离状态下首次家庭参与式护理的父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分别在护理前后

进行两次深入访谈,运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Colaizzi 资料分析原则对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提炼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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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几乎所有被访谈的父母亲首要需求是集中在孩子的疾病健康上,参与前大部分家长没有做好心

理准备,担忧焦虑,思念,感激,迫切需要得到护理人员的专业指导。参与后表现出和孩子“久别重逢”后
的喜悦感和拥有感;参与过程中紧张害怕,碰到挫折表现的失落感和负疚感,并想积极应对的心态。 
结论 提供父母进入病房参与早产儿的护理机会并及时提供信息支持是父母亲首要的护理需求;减轻

父母的焦虑是 重要的需求;专业指导和心理支持的需求;为人父母角色的建立和成长。 
早产后母婴分离状态下父母首次家庭参与式护理有着特殊的复杂的心理体验,参与前后的心理过程

其实就是一种学习与应对的过程,家长角色的成长发展过程。家庭参与式护理有助于缓解早产儿父

母的心理焦虑,帮助提高父母照顾早产儿的技能和信心。 
 
 
PO-0741 

游戏性治疗在儿童 1 型糖尿病宣教中的应用 
 

郑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游戏性治疗在儿童 1 型糖尿病宣教中的作用效果。 
方法 设计 1 型糖尿病宣教中的游戏性治疗项目,评估其可行性､ 趣味性和接受程度。对参与主持宣

教的护士进行培训。实施游戏性治疗项目。 
结果 游戏性治疗相比传统的宣教模式､ 方法在儿童 1 型糖尿病的宣教中效果更佳。对于患儿及家

长在出院后的家庭护理中更有实用性。 
结论 游戏性治疗在儿童 1 型糖尿病宣教中的作用效果好,值得推广。 
 
 
PO-0742 

应用前馈控制规范儿科病房输液流程的探讨 
 

王竑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应用前馈控制管理方法规范儿科病房输液流程的效果。 
方法 将 2013 年 7 月-12 月间 300 例腹泻病患儿视为常规组,即应用传统的输液工作流程;将 2014 年

1 月-6 月间 300 例腹泻病患儿视为干预组,应用前馈控制改变输液工作流程。比较两种程序护士所

用工时数的多少;由于输液问题引发的投诉､ 纠纷等家属不满意现象的例数;还有由于各种原因导致

配置后的药液不能按时为患儿输入而需重新配置药液的例数。 
结果 两种工作流程护士工时数的测定 P<0.01 有差异;应用传统工作流程由于输液问题引发的患儿

家长不满意有 68 例,应用前馈控制改进流程后家长不满意有 5 例,P<0.01 有差异;常规组药物重新配

置 42 例,干预组重新配置 2 例,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应用前馈控制管理手段规范儿科病房输液流程,能够提升患儿家长的满意度,减少药物重新配置

造成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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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43 

先天性大疱表皮松解症患儿直接照护者的照顾体验的质性研究 
 

陈劼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了解先天性大疱表皮松解症患儿直接照顾者的照顾患儿的内心体验,以期呼吁对这类罕见病儿

童及其家庭更多的关注,并提供需要的医疗及护理 
方法 采用访谈法､ 观察法和资料回顾法深入了解 8 例先天性大疱表皮松解症患儿直接照顾者的照

顾体验资料,将访谈录音整理为文字。接着采用类属分析法,带着研究问题反复阅读原始记录,不断加

深理解,将资料进行归类编码,引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语言以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的方式进行资料

的呈现。 终形成并提炼主题。 
结果 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 归纳得出 5 个主题:对疾病的心理变化;薄弱的社会认同感;照顾者的付出

与收获;对患儿未来的想法;对 EB 医疗护理知识的需求。 
结论 1.大疱表皮松解症患儿照顾者的 为关注的问题是 EB 患儿的发展,包括健康､ 教育和心理三个
方面。从照顾者关注的问题出发,探索照顾者需要的支持。2.照顾者较为突出的照顾体验就是情绪状

态的起伏,与患儿 EB 的类型和疾病的进展状态有关,而早期的心理干预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3.患
儿照顾者承受着 EB 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负担,包括经济负担､ 精神压力,且经济负担与地域差异有

相关关系。4.照顾者需要获得及时准确专业的医疗护理知识。5.照顾者需要发展多组织协调的支

持。包括基金会､ 关爱中心､ 同辈支持 6.照顾者需要强化社会支持,包括提高优质医疗护理资源可

及性;相关政策支持;强化社区支持功能。 
 
 
PO-0744 

真性大便失禁儿童的个体化肠道管理 
 

陈劼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索真性大便失禁患儿的个体化肠道管理方法。 
方法 以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 30 例真性大便失禁患儿,医护团队共同评估患儿及其家庭,实施包括灌

肠､ 排便日记､ 饮食指导､ 药物､ 全程信息提供与心理支持的个体化肠道管理措施,3 个月后评估干

预效果。 
结果 干预后,26 例(86.7%)每日无失禁污粪发生;排便功能评分优 21 例,良 9 例,劣 1 例;干预前后患儿

肛门功能评分及生活状态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结论 医生-护士-影像医生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实施个体化肠道管理,能有效改善真性大便失禁患儿的

排便功能和生活状态。 
 
 
PO-0745 

PBL 教学法在规范化培训护士小儿留置针静脉治疗培训中的应用 
 

翁莉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探讨 PBL 教学法在规范化培训护士小儿留置针静脉治疗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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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至 8 月间在我科轮转的规范化培训护士分成两组,1 月至 4 月间轮转的规范化培

训护士 17 名,按常规培训法进行培训,统一组织小儿留置针静脉治疗标准流程培训,以理论学习､ 示

教演练､ 检查提问､ 操作考核､ 重点人群重点关注等多元化的方式进行培训跟进,为常规培训组;5
月至 8 月间轮转的规范化培训护士 19 名,培训内容与常规培训组相同,通过“提出讨论主题-分析问题-
搜集信息资料-自学､ 讨论-确立解决方案-总结评价与反馈”等步骤将学生引入问题情境,在整个临床

教学过程中注重启发诱导学生形成并掌握自主学习能力,为 PBL 组。 
结果 实施 PBL 教学法后,规范化培训护士小儿留置针规范静脉治疗的合格率从 82.46%上升至

91.18%(P<0.01);相关的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以及患者满意度在培训前后均有明显的改善。 
结论 PBL 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规范化培训护士小儿留置针静脉治疗的规范性,提高患者满意度。 
 
 
PO-0746 

探讨静脉评估分级结合护理分层次管理模式 
在外周静脉输液中的应用效果 

 
张焕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目的 探讨静脉评估分级结合护理分层次管理模式在外周静脉输液中的应用效果。结果:观察组效果

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在外周静脉输液中采用静脉穿刺分层

管理提高了一次静脉穿刺成功率,也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2015 年 7 月 2200 例次的外周静脉输液患儿为对照组,2015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 2238 例次的外周静脉输液患者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模式静脉穿刺输液,观察组采用静

脉评估分级结合护理分层次管理模式穿刺输液,即根据患者局部静脉及全身情况进行外周静脉评估

分级,再由设定的有操作许可权限的各层级护理人员进行静脉穿刺输液,比较两组患者在一次静脉穿

刺成功率与满意度方面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在外周静脉输液中采用静脉穿刺分层管理提高了一次静脉穿刺成功率,也提高了患者的满意

度。 
 
 
PO-0747 

早期咀嚼口香糖对 7-14 岁穿孔性阑尾炎患儿术后 
胃肠功能恢复的研究 

 
蔡丹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术后早期咀嚼口香糖对 7-14 岁穿孔性阑尾炎患儿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我科 2016.01-12 随机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小儿 60 例,按手术顺序单双数随机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 2 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予阑尾炎术后常规护理,实验组予阑尾炎术后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术

后早期咀嚼口香糖。比较两组患儿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胃肠功能恢复情况,拔除胃肠减压管及腹腔

引流管的时间,第一次进食时间,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 
结果 试验组患儿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拔除胃肠减压管时间及第一次进食时间,均早于对照组,两组

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腹腔引流管拔管时间,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住院天数,住院费用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891 
 

结论 术后早期咀嚼口香糖可以促进对 7-14 岁穿孔性阑尾炎患儿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缩短拔除胃肠减

压管时间及第一次进食时间。 
 
 
PO-0748 

鼾症儿童的生活质量与认知功能的评估研究 
 

彭湘粤,赵斯君,周娟,黄敏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对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HS)进行生活质量和认知功能的评定研究,并观察对不

同年龄阶段的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确诊的 OSAHS 患儿 64 例,入选标准:根据患儿病史,通过

体格检查､ 专科检查､ 纤维鼻咽镜和(或)鼻咽侧位片检查及 PSG 检测。排除标准:智力障碍,精神类

疾病,心肺功能异常等。将其按年龄分成学龄前儿童组(2-6 岁)和学龄儿童组(6-14 岁),每组各 32
例,2~6 岁组中,男 16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在(3.5±0.3)岁;6-14 岁组中,男 14 例,女 18 例。生活质量

调查采用 OSA-18 量表评价儿童生活质量,量表包括睡眠障碍､ 身体症状､ 情绪不佳､ 白天功能状

态､ 对患儿监护人的影响程度等 5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3 或 4 个条目。记录症状出现的频繁程度

评分:绝对没有为 1 分,几乎没有为 2 分,很少为 3 分,有时为 4 分,常有为 5 分,多半有为 6 分,绝对有为

7 分,评分高表示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越严重。认知功能调查采用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评价学龄

儿童认知功能,按照量表标准方法进行评估。在言语智商,操作智商和全量表智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得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好。学龄前儿童使用卡锡幼儿智能量表中国修订版评估认知功能,该量表包括

言语分量表､ 操作分量表､ 数量分量表及记忆分量表四个分量表,一般智能水平由言语､ 操作､ 数

量三个分量表构成;得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好。两组 OSAS 年龄组儿童与正常年龄组儿童进行对比,全
面评估 OSAHS 儿童的生活质量和认知功能。 
结果 OSAHS 学龄前儿童及学龄儿童组 OSA-18 量表总评分均高于对应常模组,且差异显著

(P<0.05);OSAHS 学龄前儿童组语言,操作,数量,记忆及一般智力均低于常模组,且差异显著(P<0.05); 
US>0.05);OSAHS 学龄儿童组的言语智商,操作智商和全量表智商均低于常模组,且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OSAHS学龄前､ OSAHS 学龄儿童的生活质量均低于正常同龄儿,OSAHS学龄前､ OSAHS
学龄儿童认知功能也均低于正常同龄儿。 
 
 
PO-0749 

儿童急性胰腺炎实施早期肠内营养的意义分析 
 

姚卓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儿童急性胰腺炎早期实施肠内营养的意义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6 月--2017.3 月收治的 84 例急性胰腺炎患儿,依照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 42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营养支持疗法,观察组实施经鼻空肠管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疗法;比
较两组患儿的营养状态､ 住院天数､ 并发症､ 预后情况及满意度。 
结果 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感染率､ 转手术率明显降低(P<0.05);满意度较对照组提高; 
结论 儿童急性胰腺炎实施早期肠内营养安全有效,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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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0 

空氧混合仪配合单水封瓶氧疗用于重症肺炎的效果评价 
及护理体会 

 
吴优,贺晓春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610014 
 
 

目的  探讨空氧混合仪配合单腔水封瓶给氧用于婴幼儿重症肺炎的治疗效果,规范其护理方法,为临床

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回顾性研究方法, 排除肺动脉吊带､ 先心病､ 气管畸形等原发性病变,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入院诊断为重症肺炎的患儿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规范治疗,对照组给予一

般吸氧方式及常规护理,治疗组给予经鼻空氧混合仪加单水封瓶加温加湿给氧,采用集束化护理。 
结果 分析两组患儿的住院时间､ 费用､ 血气分析､ 生命体征､ 有创呼吸机上机率､ 经皮氧分压及

二氧化碳分压值等,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1)。 
结论 用空氧混合仪配合单水封瓶加温加湿给氧治疗重症肺炎的疗效显著,能够改善患儿的症状体征,
缩短住院时间,操作简便,经济实用,集束化护理方法有积极意义。 
 
 
PO-0751 

儿科门诊新护士专科规范化培训实施及体会 
 

骆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通过对儿科门诊新护士进行专科规范化培训,以提高新护士的服务能力,确保护理安全,提高患者

满意度。 
方法 对近 2年来儿科门诊新进护士进行系统､ 有计划､ 分阶段的专科培训,并将培训前后的效果进

行对比,结合患者满意度进行综合分析分析。 
结果 对儿科门诊新护士进行专科规范化培训实施后,儿科门诊新入科护士的理论和操作考试成绩较

培训前明显提高,儿科门诊护理缺陷及差错事故有所降低,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 
结论 结合儿科门诊的实际情况采取科学规范的培训和考核,对儿科门诊新护士进行专科规范化培训,
将每一个环节落到实处,使新护士得到了较全面的素质培养,促进了新护士的快速成长,提高了新护士

的服务能力,提高了新护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保证了护理安全,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PO-0752 

小儿哮喘主要照顾者的负担现状及护理知识需求调查 
 

李娜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调查小儿哮喘长期家庭照顾者的负担现状和对专业护理知识的需求,分析原因并寻求对策,
探讨解决方法,提高照顾者的护理质量。 
方法 采用原创的调查问卷对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入院后诊断为小儿哮喘并接受长期用

药治疗需要家庭照顾的 200 名患儿照顾者进行负担现状及对护理知识需求的调查,收集数据并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小儿哮喘的长期家庭照顾者压力大,对专业的护理知识有很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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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可通过加强宣教力度等方法为患儿照顾这提供支持和帮助,以提高小儿哮喘长期家庭照顾者的

护理质量。 
 
 
PO-0753 

近红外光谱技术评估 SpO2 监护所致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部位组

织血氧变化的临床研究 
 

郭洁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评估 PICU 小婴儿在 SpO2监护中所致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部位的组织氧合变化,为临床早期

SpO2监护所致的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提供预警并护理干预。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收治在 PICU 的 118 例小婴儿,结合小儿危重症评分及护理干预,应用近红外

光谱仪监测患儿 SpO2 监护所致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部位组织氧饱和度(rSO2)。 
结果 PICU 小婴儿 SpO2监护中易致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部位 rSO2随住院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P<0.05),小儿危重症评分越低 rSO2越低(P<0.05);发生 SpO2监护所致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的患儿,
随护理干预进程 rSO2逐渐回升,但仍低于未发生者。 
结论 局部组织受相关医疗器械的压迫,导致缺血缺氧､ 氧合作用改变是发生 SpO2监护所致医疗器

械相关性压疮的重要原因,近红外光谱法可应用于 PICU 小婴儿 SpO2监护所致医疗器械相关性压疮

部位的组织血氧监测和评估。 
 
 
PO-0754 

实施先心病患儿喂养方案的循证护理实践准备度评估 
 

黄苗
1,顾莺

1,周英凤
2,金芸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了解在心血管中心开展《先心病患儿喂养循证实践方案》的循证实践准备度,识别开展循证实

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的障碍因素,促进成功证据应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血管中心参与《先心病患儿喂养循证实践方

案》应用项目的所有临床护士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的《基本资料调查表》和《循证护理实践准备

度评估量表》(CREBNA)进行调查,计算总量表和分量表得分,并分析影响总量表得分的相关因素。 
结果 CREBNA 总量表得分为 136.93±13.59,达到满分的 87.7%,证据分量表得分为 52.28±6.15,组织

环境分量表得分为 41.88±3.75,促进因素分量表得分为 42.77±5.29,条目 29､ 条目 27､ 条目 12 得

分较低,分别为 3.51±0.98､ 3.75±1.15､ 3.89±1.0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量表总得分仅与职称有关

(p=0.014)。 
结论 当前实践中的循证护理实践准备度较好,在心血管中心开展《先心病患儿喂养循证实践方案》

可行,CREBNA 能够在证据应用前有效地评估循证实践的准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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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5 

影响新生儿监护室早产儿母乳捐赠的家庭因素调查 
 

刘婵,胡晓静,李丽玲,曹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我院新生儿监护室(NICU)母婴分离情况下开展早产儿母乳捐赠存在的困难以及相关因素,
为在 NICU中开展母乳捐赠､ 建立捐赠流程提供基本信息. 
方法 我院新生儿监护室开展母乳喂养的 60 例早产儿及家庭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是

否愿意捐赠母乳以及原因;如果捐赠母乳是否可 24 小时内及时送出,存储条件和流程是否知晓;母乳

不足时是否愿意接受捐赠母乳以及原因等. 
结果 发送 60 份调查表格,回收率 100%。其中, 91.67%的妈妈愿意捐赠母乳,75%的家庭可 24 小时

内及时送出捐赠母乳,86.67%的妈妈在母乳不足情况下愿意接受捐赠母乳,调查发现愿意捐赠母乳和

接受母乳捐赠的妈妈普遍文化程度较高,且家庭收入稳定。对于捐赠母乳的担心主要有以下几点,自
身母乳不足,不方便来医院进行捐赠前检验,万一以后的母乳量不够时没有储存的母乳给自己的宝宝

担心,担心对其他宝宝造成影响。接受捐赠母乳的担心主要有以下几点,是否有传染性疾病经乳汁途

径感染的危险,捐赠母乳是否符合自己孩子体质等,这部分父母普遍对于捐赠母乳的治疗价值知晓度

较低. 
结论 大部分的早产儿家庭愿意捐赠母乳以及接受捐赠母乳。影响早产儿母乳捐赠的家庭问题在于

母乳捐赠知识普及不够,从事捐赠母乳相关知识宣传的专业人员短缺,需要明确和优化母乳捐赠的流

程等问题. 
 
 
PO-0756 

护士职业心理健康和职业生活质量的研究 
 

邓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了解护士工作压力和生活质量的状况。 
方法 应用生活质量量表和护士工作量表,测评 280 名护士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质量。 
结果 “自我成就感”(PA)分值低于 Maslach 的样本均数,属中等区域;“情感耗竭”(EE),“去人格化倾

向”(DP)分值,均低于 Maslach 的样本均数,差异有显著性;生理领域分值低于常模,而社会领域和环境

领域的重要因素。 
结论 被测试护士心理适应较好,心理健康水平较高,但生理领域分值和自我成就感偏低,调节护士的工

作压力,提高自我成就感和生理领域的质量,是提高护士生活质量的关键。 
 
 
PO-0757 

新生儿营养风险筛查工具的临床验证研究 
 

尹华英,李语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课题组前期研究构建了新生儿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包括出生情况､ 体重变化､ 营养方式摄入､

疾病诊断 4 个维度及 32 项指标。本研究对筛查工具的信效度､ 灵敏度和特异度进行临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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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选择 2016 年 5 月至 7 月新生儿科病房住院且符合纳入标准的新生儿,收集记录

营养相关的数据,每日定时测量体重,使用新生儿营养风险筛查工具评分,于入院时和住院期间每周评

分一次。根据评分将营养风险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总分≥8 分为高风险,≥4 分且<8 分为中风险,≤
3 分为低风险。 
以患儿是否发生生长紊乱为效标,检验新生儿营养风险筛查工具信效度､ 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1.共纳入 338 例患儿,营养高风险 66例､ 中风险 166例､ 低风险 106 例。 
2.筛查工具的灵敏度为 85.11%､ 特异度为 91.07%(见表 1)。 
表 1 灵敏度和特异度检验结果  
  所有患儿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n=338) (n=66) (n=166) (n=106) 
真阳性(例) 40 40 0 0 
假阳性(例) 26 26 0 0 
真阴性(例) 265 0 159 106 
假阴性(例) 7 0 7 0 
灵敏度(%) 85.11 100 0 - 
特异度(%) 91.07 0 100 100 
阳性预测值(%) 60.61 60.61 - - 
阴性预测值(%) 97.43 - 95.78 100 
  
3.筛查工具信效度: 
3.1 效标效度:以患儿发生生长紊乱为效标,使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显著相关

(r=0.530,P=0.000);用区分法,分析无生长紊乱和发生生长紊乱的患儿营养风险 高得分的差异,通过

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比较,结果有统计学差异(Z=-9.732,P=0.000)。 
3.2 内容效度:维度Ⅰ~Ⅳ均与总分呈正相关(见表 2)。  
表 2 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   
    维度Ⅰ 维度Ⅱ 维度Ⅲ 维度Ⅳ 总分   

维度Ⅰ r 1 0.012 0.244* 0.173* 0.672*   
P - 0.824 0.000 0.001 0.000   

维度Ⅱ r 0.012 1 -0.062 -0.013 0.321*   
P 0.824 - 0.258 0.806 0.000   

维度Ⅲ r 0.244* -0.062 1 0.438* 0.735*   
P 0.000 0.258 - 0.000 0.000   

维度Ⅳ r 0.173* -0.013 0.438* 1 0.560*   
P 0.001 0.806 0.000 - 0.000   

总分 r 0.672* 0.321* 0.735* 0.560* 1   
P 0.000 0.000 0.000 0.000 -   

注:维度Ⅰ出生情况,维度Ⅱ体重变化,维度Ⅲ营养摄入方式､ 维度Ⅳ疾病诊断 ; 
    “*”表示 P<0.05,相关性显著 
3.3 评分者信度:其 Kappa 系数为 0.89,完成筛查的平均时间为(4.22±1.17)min。 
结论 新生儿营养风险筛查工具灵敏度､ 特异度和信效度较好,可作为营养风险的初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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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8 

浅谈 SWOT 分析法在儿科护士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应用 1 
 

吴娟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护士规范化培训是护士毕业后继续教育的重要阶段,是护理人才梯队培养的重要环节[1]。他是

在完成护理专业院校基础教育后,接受规范的护理专业化培训。如何培养和提高规范化培训护士的

业务素质,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已成为医院护理在职培训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方法 《儿科护理学》是一门专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护理人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不仅要求护士具

备特殊素质,有强烈的责任心,爱心,耐心,细心,信心,还需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技术操作能力,
同时还必须掌握较强的人际沟通技巧。正是由于儿科护士工作的特殊性,因此对于规范化培训护士

的临床带教工作更应加倍重视,现采用 SWOT 分析法对我科目前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教学工作进行

分析 ,明确当前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不断改进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结果 移动互联背景下的新型教学体系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系统”。1､ 教学支撑系统:现代信息

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是新型教学体系的技术支撑。 知识建构主义理论是新型教学体系的理

论支撑。2､ 教学保障系统:新型教学体系的保障系统也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可分为硬件保障和软件

保障。 硬件保障是以智慧教室为代表的现代化教学设施;软件保障系统是以网络教学平台为代表的

自主学习终端。3､ 教学运行系统:以教学支撑系统､ 教学保障系统为基础,在教学资源､ 教学模式､

课程设计､ 教学队伍､ 学习环境､ 实践教学､ 教学评价和教学管理等八大要素的支持下运行。 
结论 总结 SWOT 分析法在护士规范化教学中的运用。主要包括:分析护士规范化教学中存在的优势

､ 劣势､ 外部机遇和挑战;采取措施,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利用机遇,应对挑战。认为 SWOT 分析法可

以使临床教学工作进一步完善,从而提高培训成效。 
 
 
PO-0759 

照顾者对先心合并过敏患儿实施喂养的知信行研究 
 

罗雯懿
1,奚凯雯

2,徐卓明
1,孔英

1,吴倩月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先心病合并过敏患儿的围术期并发症较多,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此次研究根据知信行理论模式,
探讨照顾者的知信行水平,为后续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根据知信行理论自行设计过敏先心病患儿父母喂养相关知信行调查问卷,并对 151 位过敏的先

心病患儿及主要照顾者喂养知信行水平进行调查。 
结果 31.8%照顾者达到知识考核的 60%以上水平,达到态度和行为的 60%以上水平者分别为 88.7%
和 82.8%。知识,态度,行为呈正相关。 
影响照顾者知识的因素有患儿皮肤过敏症状(OR=4.299,95% CI:1.732~10.673)､ 照顾者的高中学

历(OR=0.040,95% CI:0.006~0.284)､ 照顾者的本科以上学历(OR=0.013,95% CI:0.019~0.625)以
及患儿生长发育迟缓(OR=4.916,95% CI:1.602~15.086);影响照顾者态度的因素有照顾者的年龄

(OR=0.943,95% CI:0.892~0.997)和患儿低体重(OR=0.150,95% CI:0.019~1.178);影响照顾者的行

为因素有消化道症状(OR=0.243,95% CI:0.069~0.857)､ 呼吸道症状(OR=0.192,95% 
CI:0.042~0.881)以及照顾者为父母(OR=5.143,95% CI:0.948~27.896)。 
结论 家庭主要照顾者喂养的知识､ 信念､ 行为间均存在正性相关关系,且受到照顾者以及过敏先心

病患儿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帮助下一步构建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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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60 

儿童皮肤瘙痒评估工具的建立与实施 
 

刘玉凤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瘙痒病人的客观的评估指标和规范的应对方法,以指导临床工作,减轻病人痛苦,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提高患儿及其家属的满意度。 
方法 将我院皮肤科病房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入院的皮肤病有瘙痒的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实验组在医嘱执行后予规范的瘙痒评估及应对方法,对照组予以常规处理,比较瘙痒并发症

发生率及病人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病人瘙痒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下降,病人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有明显的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儿童皮肤病患儿实施规范的瘙痒评估与对策能降低病人瘙痒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病人满意

度。 
 
 
PO-0761 

综合性康复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和生存质量的影响 
 

吴跃伟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综合性康复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和生存质量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的 144 例脑瘫患儿进行分析,随机将其分为常规护

理组(72 例)和综合康复组(72 例),并比较两组患儿生存质量和运动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护理前,综合康复组患儿其 GMFM-88､ 社交功能､ 情感功能和生理功能等评分与常规护理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综合康复组患儿其 GMFM､ 社交功能､ 情感功能和生理功
能等评分与常规护理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康复护理干预有助于改善患儿运动功能以及提高预后生存质量,该护理方式值得推广借

鉴。 
 
 
PO-0762 

生物共振治疗对过敏性紫癜患儿变应原检测和治疗的临床应用 
 

赵楠霜,刘文君,白永旗,雷小琴,苟琴,邵晓莉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 MORA-super 生物物理治疗仪在过敏性紫癜患儿变应原诊断和治疗的临床价值。 
方法 利用 MORA-super 生物物理治疗仪(MORA-super allergy therapy,德国 MED-Tronik 公司)自带

36 类共 1000 多种变应原样本,对 216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进行变应原检测,抽取检测阳性的 168 例患

儿半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88 例给予钙剂维生素 C 改善血管通透性,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等静脉输

液治疗,并给与盐酸西替利嗪糖浆口服,治疗组 80 例除常规治疗外加用 morasuper 生物物理治疗仪

进行脱敏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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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6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 168 例阳性,阳性率 88%,变应原检测前 6 位的是:小麦肤质,蛋黄,蛋白,
牛奶,花粉,海鲜等。实验组 80 例阳性痊愈率为:78.1%,总有效率:83.8%,复发率:16.2%,对照组 88 例
阳性者痊愈率:32.5%,总有效率:55.7%,复发率:44.3%, 
结论 利用 MORA-super 生物物理治疗仪检测变应原,能测出各种引起过敏性紫癜的变应原,种类多

､ 安全､ 无创,针对性脱敏治疗效果准确,方便､ 易 
操作,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O-0763 

营养风险评估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马新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营养风险是指现存或潜在的营养和代谢状况导致的疾病,或术后出现相关临床结局的机会,是出

现与营养因素有关的不良临床结局(如并发症)的风险。营养风险筛查 2002(NRS2002)是欧洲肠外肠

内营养学会(ESPEN)推荐使用的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的首选工具,已有研究证实了 NRS2002 适合

我国住院患者的营养风险筛查。本研究采用 NRS2002 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进行营养评估,并对其临

床结局进行分析,探讨营养风险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方法 每天收集并登记符合纳入标准的住院患者,记录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诊断.是否营养支持.预后等

一般资料。患者入院时进行评估,首先进行皮下脂肪和/或肌肉的减少和/或消瘦的脸主观临床评价,接
着询问有无高风险疾病.营养摄取与丢失.体重减轻/体重增长过缓。 
2.营养风险筛查 若评分为 0 分,则为低风险,无营养干预必要;若评分 1-3 分,则为中等风险,饮食上进

行营养干预,定期称体重,1 周后重新风险筛查;若评分 4-5 分,则为高风险,需通知营养医师进行营养风

险评估,进行个性化的营养建议和随访。 
结果 与临床结局相关的观察指标包括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198 例住院患者中,有高营

养风险的患者 57 例,发生率为 29%,高营养风险和中低营养风险患者的住院时间. 
结局: 
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相比,差异由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营养风险及发育不良筛查(STRONGkid)能够有效反映消化内科患者的营养状态,预测营养风险

的发生。本研究显示消化内科患者营养风险增加会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

死率。对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给于适当的营养支持后,可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和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2] 

。因此,应对消化内科有高营养风险患者加强营养支持,改善临床结局。 
 
 
PO-0764 

The Impact of Triage Nurse-ordered Diagnostic Studies on 
Pediatric Emergency Department Length of Stay 

 
Li Youwei,Lu Qunfeng,Du Hua,Zhang Jianping,Zhang Lingling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62 
 
 

Objective  With the increase in birthrate, it is a publicly known phenomenon th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ED) in any pediatric hospitals is crowded in every part. For the timely response to 
ever increasing demand to ease ED crowding, we have identified a need to revise the program of 
nurse-ordered tests, an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with three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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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e tests, namely blood, urine and stool, during which triage nurses ordered these laboratory 
routine tests relevant to pediatric patients’ symptoms. 
Methods Having reviewed the data of patients who registered in our ED between December 
2015 and April 2016 retrospectively, including those tests per the orders by triage nurses, and of 
the time they arrived and the time they had their final payments. We made a comparison of those, 
who stayed, on median, in our ED, with nurse-requested tests, to those without such tests. 
Results The review indicated the total number in the scope was 116,202, 65.4% with nurse-
requested tests while 34.6% without such tests. On median, the length of their stay with nurse-
requested tests was 229 minutes and without such test was 244 minutes, which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00).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program were associated with a reduction in ED treatment which 
achieved our purpose to improve high patient flow in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However this 
intervention needs further studies to develop the nurse-ordered diagnostic studies program with 
more different clinical conditions and tests including triage nurses training and guideline. 
 
 
PO-0765 

PICU 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的集束化管理体会 
 

王林娟,黄雀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探讨实施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管理的集束化防控措施在降低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发生率的成

效。 
方法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比较实施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管理的集束化防控措施前后多重耐药菌医

院感染发生率的变化,评价防控措施的效果。 
结果 2016 年 1-12 月份多重耐药菌感染率低于 2015 年多重耐药菌感染水平

( X²=6.530       P=0.011<0.05),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实施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管理的集束化防控措施可降低多重耐药医院感染的发生率,缩短 PICU
患者平均住院日,减少 PICU 患者平均住院费用。 
 
 
PO-0766 

心电定位在极低体重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探讨 
 

吴丽元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心电定位技术对极低体重儿 PICC 置管中精准定位导管尖端位置的意义。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7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且符合 PICC 置管指征的 116 例极低体重儿,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心电定位组各 58 例,分别采用单一置管完成后的 X 线定位及心电定位技术置入 PICC,
比较两组患者一次穿刺尖端到位率及导管相关性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心电定位组患者一次穿刺尖端到位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在导管相关性并发症发生

率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心电定位技术将置管操作和定位这两项操作集中在床旁一次完成,无需 X 线检查判断导管位置,
对提高极低体重儿 PICC置管成功率､ 减少并发症发生及尖端位置的动态监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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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67 

不同心理干预方法对癌症患儿负性情绪干预 
效果的网状 meta 分析 

 
张萍,莫霖,李霞,王紫娟,石林,王啟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心理干预方法在减轻恶性肿瘤患儿负性情绪方面的干预效果,明确其 优的心理

干预方法。 
方法   采用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Central of Registration Controlled Trials(CENTRAL)､ EMBASE
､ PubMed､ Web of Science､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维

普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中有关不同心理干预方法对癌症患儿负性情绪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研

究,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7 年 2 月。纳入比较不同心理干预方法对恶性肿瘤患儿负性情绪影响的

随机对照试验,由 2名评价人员按照标准独立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 评价文献质量。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网状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4 篇文献。网状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普通心理疗法相比,音乐疗法

(SMD=0.69,95%CI(0.17,1.21))､ 游戏疗(SMD=0.74,95%CI(0.45,1.03))､ 认知行为疗法

(SMD=4.32,95%CI(2.42,6.58))､ 心理健康教育疗法(SMD=0.63,95%CI(0.14,1.13))在减轻恶性肿瘤

患儿负性情绪方面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其它 6 种心理干预方法相比,认知行为疗法

在减轻恶性肿瘤患儿负性情绪方面的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与音乐疗法相比 SMD=-
3.63,95%CI(-5.60,-1.66);与游戏疗法相比 SMD=-3.58,95%CI (-5.51,-1. 66);与游戏结合音乐与阅读

的混合型疗法 SMD=-4.00,95%CI(-5.95,-2.05);与心理健康教育疗法相比 SMD=-3.69,95%CI(-
5.65,-1. 73);与普通心理疗法相比 SMD=-4.32,95%CI(-6.22,-2.42);与图书阅读疗法相比 SMD=-
4.60,95%CI(-6.58,-2.61)(p<0.05)。  
结论 7 种心理干预方法 SUCRA 值从低到高的排序依次为:认知行为疗法､ 游戏疗法､ 音乐疗法､

混合型疗法､ 心理健康教育疗法､ 普通心理疗法､ 图书阅读疗法,因此,认知行为疗法是减轻恶性肿

瘤患儿负性情绪的 优心理干预方法,能提高患儿依从性及心理应对能力,改善其远期生存质量。 
 
 
PO-0768 

不同教学方法对护生临床护理操作技能应用效果 
的网状 Meta 分析 

 
李霞,莫霖,张萍,王啟瑶,王紫娟,石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评价不同教学法对护理专业学生临床护理操作技能的应用效果,为提高护生临床护理操作技能

选择 优的教学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Springerlink､ Elservier､ Pubmed､ Mediline､
CNKI､ CBM､ VIP 和万方医学数据库,检索时限从建库至今(2016 年 12 月),纳入 38 篇文献,涉及 8
种教学法,合计 3246 名护生,并采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分析,评价采用不同教学方法对护生临床护

理操作技能的应用效果。 
结果 网状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模拟教学法､ TBL(team based learning)教学法､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法､ 循证教学和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根据累

积排序概率曲线下面积排序结果,不同教学法应用效果前 3位依次是循证教学法､ TBL 教学法和视

频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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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网状 meta 分析和累计排序概率图下面积结果,循证教学法是提高护生临床护理操作技能

的 优方法。 
 
 
PO-0769 

心电定位在极低体重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探讨 
 

吴丽元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心电定位技术对极低体重儿 PICC 置管中精准定位导管尖端位置的意义。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7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且符合 PICC 置管指征的 116 例极低体重儿,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心电定位组各 58 例,分别采用单一置管完成后的 X 线定位及心电定位技术置入 PICC,
比较两组患者一次穿刺尖端到位率及导管相关性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心电定位组患者一次穿刺尖端到位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在导管相关性并发症发生

率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心电定位技术将置管操作和定位这两项操作集中在床旁一次完成,无需 X 线检查判断导管位置,
对提高极低体重儿 PICC置管成功率､ 减少并发症发生及尖端位置的动态监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PO-0770 

探讨儿科静脉输液小组在儿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邢爱霞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儿科静脉输液小组在儿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方法 探讨儿科静脉输液小组在儿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与影响。方法:选取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到我院儿科进行静脉输液患儿 480 例,按照随机分配的方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240 例。其

中对照组患儿静脉输液采取常规护理,在儿科成立静脉输液小组,对实验组患儿进行系统化的护理风

险管理,将两组患儿在静脉输液过程中出现的不良事件､ 危险事件和家属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对照组组穿刺和医疗纠纷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实验组(P<0.05);实验组出现针头脱落和刺伤的发

生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05);对照组出现静脉炎､ 液体渗漏､ 发炎的情况显著高于实验组

(P<0.05)。 
结论 儿科静脉输液小组可有效降低静脉输液过程中不良事件､ 危险事件的发生率,提高患儿家属的

护理满意度。 
 
 
PO-0771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术后照顾体验的质性研究  
 

倪志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目的:本研究了解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照顾者在术后照顾期间内心深处的感受,以探索促进照顾者

心身健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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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为指导。对 11 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照顾者进行非结构性访谈,研
究者向受访者介绍自己及研究目的,征得对方同意后,与受访者者约定时间､ 地点与其访谈。访谈提

纲根据 2 例受访者预访谈后的结果修订而成。尽量鼓励照顾者用自己的语言发表看法,研究者只作

适时的追问。 
 资料收集方法:研究者与被访者联系,确定合适的访谈时间和地点,可以在病房或其家中。研究者向被

访谈者介绍自己及研究目的,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始访谈。每例个案访谈 45~50min ,全程用录音

笔录音。认真倾听,忠实记录访谈内容,并仔细观察访谈对象的情感变化。同时将研究对象表达的内

心体验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便更好地帮助研究者理解其想法。访谈结束后及时把访谈录音逐字逐句

记录下来,并给每位受谈者的访谈纪录编序建档。及时分析访谈记录,着眼于每位受访者访谈纪录原

始资料及问题答案,给予分类整理分析。采用 Colaizzi 的关于现象学资料的 7 步分析法。 
结果 研究结果凝练出 5 个关于照顾者感受的主题:心理负担过重,承受压力和痛苦,个人生活的影响,
不断适应角色,在照顾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在 5 个主要结构概念中共有 13 个次要概念。 
结论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照顾者在孩子患病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 医务人员应

充分理解他们,有计划的进行相关指导,提供手术相关信息,让照顾者了解手术的安全性,增强手术的信

心。不断加强人文关怀､ 情感支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照顾者一起共同制定患儿的照顾计划,
有效地降低应激强度来维护照顾者的身心健康。 在研究和关注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健康时,不应忽视

亲属照顾者所承受的负担及相关问题,应提供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来帮助他们。 
 
 
PO-0772 

新生儿三种 PICC 置管途径的使用分析 
 

王玥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目的 探讨新生儿经贵要静脉,颞浅静脉和腋静脉 PICC 置管的临床效果。 
方法 方法 根据静脉显露的清晰度和血管的充盈程度作为首选血管分别经贵要静脉,颞浅静脉和腋静

脉 PICC 置管,对三组患儿从一次穿刺成功率､ 穿刺用时,送管困难､ 置入过深,留置时间及并发症发

生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 结果 三种置管途径穿刺用时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腋静脉组穿刺用时较短,留置时间无统

计学差异(P>0.05)。三组之间一次穿刺成功､ 送管困难､ 置入过深､ 静脉炎､ 导管阻塞等变量的发

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渗血发生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0),腋静脉组渗血发生率 高 
结论 结论 三种途径置管各有利弊,护士根据患儿的血管条件､ 操作难度等进行综合评价,选择 佳的

穿刺途径,充分保证了患儿治疗的顺利进行。 
 
 
PO-0773 

小儿脑瘫康复护理干预中的引导式教育应用效果探究 
 

娄春燕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究引导式教育在小儿脑瘫康复护理干预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70 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经患儿家

长同意,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全部患儿分为常规组和引导组,给予常规组患儿常规康复护理,引导组则在

引导式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康复护理,对比两组患儿的残疾儿童综合功能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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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康复干预护理,两组患儿在言语功能､ 认知功能､ 运动功能,自理动作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

方面的评分,均显著提高,与干预前相比,差异鲜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干预后两组患儿的上

述指标评分进行对比,引导组患儿的评分显著高于常规组,差异鲜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引导式教育理念应用于小儿脑瘫的康复护理干预之中,可以显著改善患儿的综合功能,使护理

效果得到显著提升,就有较高的临床实践推广应用价值。 
 
 
PO-0774 

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在儿科急诊抢救室患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 
 

杜桦,张建萍,李有蔚,陆群峰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 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在儿科急诊抢救室患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10 月我院儿科急诊抢救室转出的患儿 118 例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进行

交接;选取 2016 年 11 月~12 月抢救室转出患儿 162 例作为观察组,采用根据 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
进行交接。比较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护理文件书写错误/遗漏率､ 医护人员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其中病情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文

件书写错误/遗漏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医护人员对交班内容全面性

､ 语言条理性､ 病情重点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儿科急诊抢救室患者转运中采用 SBAR 标准化沟通模式后,因沟通不畅发生的护理不良事件

减少;护理文书书写规范;参与交接的医护人员满意度提升,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PO-0775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认知行为干预对哮喘患儿家长焦虑抑郁状况的

影响 
 

杨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观察基于跨理论模型(TTM)的认知行为干预对哮喘患儿家长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 
方法 选取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哮喘患儿的家长 102 名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 51 名,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观察组采用基于 TTM 的认知行为干预。观察 2 组焦虑､

抑郁状况､ 应对方式和健康知识掌握程度。 
结果 干预后 2 组 SAS､ SDS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

后 2 组解决问题､ 合理化､ 自责､ 求助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疾病､ 饮食､ 运动､ 用药知识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基于 TTM 的认知行为干预能够有效缓解哮喘患儿家长焦虑抑郁状况,改变其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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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76 

儿科中心静脉导管移除的 佳证据应用 
 

傅唯佳,顾莺,金芸 ,张慧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00 

 
 

目的 建立切实有效的儿童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的培训方案,提高护士依据证据进行中心静脉维护的执

行力及相关知识知晓度,避免因导管移除不当导致的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遵循 JBI 循证护理中心的临床证据实践应用系统(JBI -PACES)的标准程序,包括证据应用前基

线审查､ 实践变革和证据应用后变革效果的再审查。在 JBI 在线临床治疗及护理证据网络

(C0nNECT+)数据库中获取中心静脉置管移除的相关证据并制定相应审查标准。分析每条证据应用

存在的障碍因素并拟定可获得的解决方法。采用现场观察和访谈的方法收集数据。以护士对每条审

查标准的执行率和中心静脉导管移除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评价证据应用的有效性。 
结果 证据应用前后各纳入 128 例次接受中心静脉留置的患儿,参与质量审查的护士共 30 例。第一

次质量审查后,基线审查中第 1 条体位的标准在证据应用前的 12.5%升至 75%;第 2 条查看血小板计

数在证据应用后护士执行率达到 33%;第 3 条 Valsalva 呼吸指导在证据应用后护士执行率达到

40%。第二次质量审查后,第 2 条查看血小板计数在证据应用后护士执行率达到 95%;第 3 条

Valsalva 呼吸指导在证据应用后护士执行率达到 93%。 
结论 儿科中心静脉置管移除 佳证据的临床应用,可规范护士移除中心静脉置管的护理行 为,并提高

临床护理质量 。 
 
 
PO-0777 

儿童重症医学科住院患儿家属 PTSD 发生率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调查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住院患儿家属急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PISD)的发生率并分析

其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入住武汉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PICU 患儿家属为研究对象,
对符合研究条件的家属 890 例进行 PTSD 调查和评估,观察患儿家属在患儿入住 PICU3 天后,离开

PICU 时和离开 PICU 后 6个月时的心理特点､ 情感体验､ 生活方式的改变､ 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变

等。 
结果 患儿入住 PICU 期间,患儿家属的异常心理发生率高达 93.6%,情绪改变发生率达 98.7%,患儿离

开 PICU 后家属的生活方式改变发生率为 67.9%,家庭成员关系或结构改变率为 32.1%,其中死亡患

儿家属的家庭结构改变率为 76.9%,患儿家属 PTSD 的发生率为 45.9%。 
结论 患儿入住 PICU,对家属造成强大的心理冲击和伤害,严重影响了家属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稳定,尤
其对家属以后的生活质量和生后方式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期待 PICU 医护工作人员在积极救治患儿的

同时,也要重视患儿家属的心理特点和需求,满足患儿家属的情感需要,保证家属的心理健康,避免家属

PTSD 的发生,杜绝医患矛盾或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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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78 

经股静脉置入 PICC 在婴幼儿中的应用研究 
 

周霞 
湖南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经股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在婴幼儿的临床应用及效果评价。 
方法 随机将 80 例经肘部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置管组列为对照组,80 例经股静脉穿刺的中心静

脉置管组为实验组, 记录置管成功率､ 操作时间､ 留管时间､ 液体流速及并发症。 
结果 实验组一次性置管成功率和总成功率高于对照组(P<O.05),有显著差异。两组平均操作时间差

异有显著意义 (P<0.01)。两组平均导管留置时间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比

较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PICC插管操作简捷､ 安全,但导管的应用受到肘部血管条件的限制。股静脉穿刺插管的应用范

围广泛,尤其婴幼儿血管条件差,依从性差,对于不能经上腔静脉途径置入 PICC 管时 (如肥胖儿,休克

､ 上腔静脉狭窄 ､ 烧伤､ 外伤等肘部血管穿刺部位皮肤过敏或异常等)等婴幼儿的应用方面有独到

之处。因此,经股静脉置入 PICC 管在婴幼儿的治疗中可以替代经肘部置入 PICC,为生命救治开通绿

色通道。在临床上可进行推广。 
 
 
PO-0779 

32 例神经导航仪下行儿童难治性癫痫术术后护理体会 
 

孟凡玲,童丹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在美敦力 S7 神经导航仪下行儿童难治性癫痫手术患儿的术后护理措施。  
方法 对 32 例难治性癫痫术后患儿的护理经验进行回顾性的分析 
结果 采用术后全面､ 连续､ 动态病情观察和护理措施后, 患儿均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 
结论 神经导航仪下行儿童难治性癫痫术,术后全面､ 连续､ 动态病情观察和护理,可以有效减少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 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提高患儿的生存质量。 
 
 
PO-0780 

国外儿童重症监护领域护理研究热点的聚类分析 
 

傅藏藏,诸纪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从文献分析角度把握国外儿童重症监护领域护理主要研究内容,为国内同行们的研究提供借

鉴。 
方法 采用双向聚类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检索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PubMed 数据库收录的

2014 年 3 月到 2017 年 3 月期间相关儿童重症监护领域护理研究方面的文献进行分析,并采用信息

分析可视化方法揭示学科研究热点。 
结果 2014 年 3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国外儿童重症监护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8 个方面,包括:
儿童意外烫伤的护理､ 院内感染在重症监护室的防控､ 围产期胎儿健康监测､ 危重症患儿的营养支

持､ 重症监护室患儿及家长的心理护理､ 重要脏器功能的监护､ 先天性心脏病围术期监护､ 血氧交

换类疾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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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聚类分析,近三年国外重症监护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儿童意外烫伤的护理､ 院内感染在重

症监护室的防控､ 危重症患儿的营养支持 3 个方面。 
 
 
PO-0781 

肢体语言沟通对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儿医嘱遵从 
性及护理质量的影响 

 
严金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观察分析肢体语言沟通对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儿医嘱遵从性及护理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于我院行腹腔镜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根治术患儿 92 例,采用数字

随机法,均分为观察组(n=46)与对照组(n=46),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此基础上给予

肢体语言沟通,对比两组患儿的医嘱遵从性､ 护理质量。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医嘱遵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5),护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
察组患儿护理后的收缩压､ 舒张压､ 心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的排气时间､ 进食时

间､ 下床活动时间､ 住院时间均显著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睡眠质量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肢体语言沟通能够显著提高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儿的医嘱遵从性及护理质量,降低应激性反应,
有利于患儿术后康复。 
 
 
PO-0782 

探讨浅静脉留置针在儿科门诊的应用 
 

安丽英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观察静脉留置针在儿科门诊的使用效果,解决儿科静脉穿刺困难,更好地保护患儿血管,将静脉留

置针应用于儿科门诊输液室,减轻患儿痛苦,减轻护士工作负荷,减少医患矛盾。 
方法 静脉留置针技术在临床上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在门诊应用的并不普遍,对于在我院门诊输液的

患儿,如有意向使用静脉留置针或穿刺难度大的患儿我们采用留置针穿刺,认真告知护理相关事项及

出现异常情况的处理,观察使用效果。 
结果 在我院门诊输液室使用静脉留置针的 185 名患儿中除 5 例留置时间不足 72 小时,10 例由于路

程因素穿刺后选择外院治疗无法统计,其余均达到预期效果,无一例并发症发生。 
结论 静脉留置针在儿科门诊应用效果良好,静脉穿刺成功率提高､ 外渗率降低,门诊护理工作的满意

率大幅提高,并极大的改善了门诊护理服务的质量,在患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医院服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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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83 

心肺复苏成功的患儿在心肺复苏不同时间点呼气末二氧化碳 
与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的相关性分析及护理干预 

 
马洁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研究心肺复苏成功的患儿在心肺复苏不同时间点呼气末二氧化碳与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的相

关性,并探讨其护理干预措施。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 -2016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心搏骤停患儿 92 例,全部实施心肺复苏治疗､ 呼

气末二氧化碳分压( PetCO2)监测及一医三护协作模式护理干预。依据复苏效果将其分成研究组及对

照组,自主循环恢复 42 例设为研究组,复苏未成功 50 例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儿复苏 5 min､ 10 
min､ 15 min､ 20 min､ 25 min 等时间点 PetCO2变化情况。依据存活时间,将研究组分为两组,其中

22 例患儿在 24h 内发生死亡设为 A 组,20 例存活大于 24h 患儿设为 B 组,比较分析两组患儿复苏 5 
min､ 10 min､ 15 min､ 20 min､ 25 min 等时间点 PetCO2变化情况。同时对 B 组患儿复苏 30 min
､ 1 h､ 6 h､ 12 h､ 24 h 的 PetCO2值与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 值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对照组患儿 PetCO2 先上升后下降,在 复苏 10 min 时达到 高,在复苏 25 min 时下降至 低;
研究组患儿 PetCO2 持续上升,在复苏 25 min 时达到 高。在复苏 10 min､ 15 min､ 20 min､ 25 
min 时,研究组患儿 PetCO2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A 组及 B 组患儿的 PetCO2 均持续上升,
在复苏 25 min 时达到 高;在复苏 10 min､ 15 min､ 20 min､ 25 min 时,B 组患儿 PetCO2 均明显

高于 A 组 (P﹤0.01)。 B 组心肺复苏成功患儿在复苏 30 min､ 1 h､ 6 h､ 12 h､ 24 h 的 PetCO2值

与 PaCO2 值有相关性( P<0.05)。 
结论  PetCO2与心肺复苏成功的患儿预后紧密相关,可用于 PaCO2 变化的判断,对心肺复苏预后的监

测具有重要价值。一医三护协作模式护理干预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有益于患儿心肺

复苏。 
 
 
PO-0784 

集束化护理对婴幼儿喘息治疗依从性 
及雾化吸入技巧掌握的影响 

 
孔竞,张凤琴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对婴幼儿喘息雾化治疗依从性及雾化吸入技巧掌握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2016 年 2 月 间曾在我院儿科喘息性支气管炎接受雾化治疗的患儿分别以

观察组(54 例)与对照组(54 例)表示这些患儿,对照组中患儿在治疗过程中行常规护理和健康教育;观
察组中患儿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在此基础上行集术化护理(优化雾化环境,改良雾化吸入方法:诱导式治

疗及睡眠式治疗)､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及雾化吸入技巧的掌握程度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中患儿服务态度､ 沟通能力､ 雾化环境和健康教育 4 部分的满意度得分分别为

(4.30±0.63),(4.44±0.54),(4.17±0.67),(4.37±0.56)分;对照组分别为

(3.92±0.72),(3.85±0.81),(3.80±0.83),(3.96±0.9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是

2.832,4.477,2.552,2.713;P<0.05)。治疗依从率为 94.4%,其雾化吸入技巧掌握率为 92.6%;对照组

中患儿治疗依从率为 75.9%,其雾化吸入技巧掌握率 77.8%,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 雾化吸入技巧掌

握率和护理满意度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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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集束化护理在提升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在雾化吸入治疗中可使患儿依从性方面效果明显;
且可促使患者准确掌握雾化吸入技巧;同时还可提升患儿家长对医务人员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PO-0785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方法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的治疗与缓解作用分析 

 
刘培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针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儿应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方法,并探究分析其对患儿的效果 
方法  选择 78 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均为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本院进行治疗的小儿

患者,将其以投掷法随机分成两组,其中应用以患者为中心护理方法的 39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另外应

用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方法的 39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对比分析护理后两组患儿的肺功能情况,症状缓解

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情况 
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 FEV1､ FEV1/FVC､ PEF 与 FVC 肺功能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增进护患和谐 
者为中心护理方法的 39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另外应用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方法的 39 例患者作为观察

组,对比分析护理后两组患儿的肺功能情况,症状缓解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情况 
结论 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儿应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方法可有效减少各症状的缓解时间,提高患

者及家属的满意度,定会在临床得到广泛的应用。 
 
 
PO-0786 

睡眠日对儿科 ICU 护理人员睡眠状况的影响 
 

黄实,叶天惠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睡眠日对儿科 ICU 护理人员睡眠状况的影响。 
方法 实施睡眠日 1 年前后,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对儿科 ICU 护理人员的睡眠状况进行评

估。 
结果 儿科 ICU 护理人员 PSQI 平均得分为 7.79±1.43 分,其中 60.73%的儿科 ICU 护理人员存在睡

眠问题,与中国常模相比,其整体睡眠质量显著较差。在 7 个因子分和总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1);与儿科普通病区护理人员比较,在睡眠时间和总分,睡眠质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及
(P <0.05);实施睡眠日前后儿科 I C U 护理人员 P S Q I 得分比较,除睡眠效率与干预前相比,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其余各因子得分均低于干预前,提示干预效果良好。 
结论 结论儿科 ICU 护理人员的睡眠状况值得关注,睡眠日对儿科 ICU 护理人员的睡眠质量明显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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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87 

集束化护理方案在预防儿童脑室引流管相关感染的护理探讨 
 

孟凡玲
1,童丹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预防儿童脑室外引流管感染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颅脑手术后脑室引流管患儿 182 例,对其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 
结果 经差异化护理后,对照组患者感染发生率为 8. 55 %,观察组感染发生率为 2. 37 %,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P <0. 05) 。 
结论 开颅手术后脑室引流管护理质量与手术疗效和患者的预后情况有直接联系,必须给予重视。集

束化护理对预防脑室外引流管感染的发生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值得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PO-0788 

鼻空肠置管在小儿胰腺炎肠内营养中的应用与护理 
 

易利纯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0 

 
 

目的 探讨在小儿重度胰腺炎早期治疗中使用鼻空肠置管进行肠内营养支持的应用效果和护理配

合。 
方法 对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 20 例重度胰腺炎患儿早期使用一次性鼻肠管,通过盲插或

胃镜引导下置入空肠进行肠内营养治疗,采用微电脑泵间歇输注肠内营养制剂。 
结果 20 例患儿,其中 2 例在置管 3d 内鼻肠管自行到达空肠,另外 18 例在胃镜帮助下到达空肠。肠

内营养支持 2 周左右,无一例脱管､ 食物反流､ 误吸､ 腹痛､ 腹胀､ 腹泻､ 呕吐､ 等并发症。 
结论 对鼻空肠置管进行正确的护理配合,是重度胰腺炎患儿使用鼻空肠置管进行肠内营养的重要保

证。鼻空肠置管简单易行,并发症少,既减轻了患儿痛苦,又缩短了疗程,使家庭经济负担减负。 肠管

自行到达空肠,另外 18 例在胃镜帮助下到达空肠。肠内营养支持 2 周左右,无一例脱管､ 食物反流､
误吸､ 腹痛､ 腹胀､ 腹泻､ 呕吐､ 等并发症。 
 
 
PO-0789 

过敏性直肠结肠炎患儿的个性化饮食指导 
 

易利纯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0 

 
 

目的 探讨过敏性直肠结肠炎(AP)患儿个性化饮食指导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入住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 AP 患儿的

临床资料。 
结果 96 例 AP 患儿中,所有患儿临床症状缓解(大便成形或糊状,日<3-5 次,镜检正常)出院,平均住院

时间(9.4±4.3)天;食物特异性 IgG 升高的总数由 155 种次下降到 92 种次,饮食指导前后比较有统计

学意义(X2=11.8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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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细致､ 有针对性的个性化饮食指导,是 AP 治疗的有效方法 ;mso-fareast-language:ZH-
CN;mso-bidi-language: AR-SA'>例 AP 患儿中,所有患儿临床症状缓解(大便成形或糊状,日<3-5 次,
镜检正常)出院,平均住院时间(9.4±4.3)天;食物特异性 IgG 升高的总数由 155 种次下降到 92 种次,饮
食指导前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X2=11.86,P<0.01)。 
 
 
PO-0790 

全人照护管理模式在改善青春期白血病儿童生存质量中 
的应用研究 

 
石林,莫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索全人照护管理模式在改善化疗期间青春期白血病儿童生存质量中的应用效果,改善预后,并
提高其生存质量。 
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选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97 例接受化疗治疗的青春期白血病儿童为

研究对象,在干预前采用课题组自行研制的《不同年龄阶段白血病儿童生存质量评价量表》,并结合

半结构式访谈对儿童的生存质量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制定以全人照护模式为框

架的干预方案,并在实施 3 个月后观察干预前后生存质量各项指标的变化。 
结果 干预前后患儿的生存质量总分及各领域得分均有显著提高(P<0.05),且干预前后的心理情感领

域与社会交往领域改善 明显;各维度干预前后除学校表现以外均有显著差异(P<0.05)。干预前后部

分条目,如学校活动中跟不上同龄人､ 因身体不适或必须去看病或住院而缺课､ 医疗保险,社会组织

捐赠在减轻家庭经济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全人照护管理模式能有效缓解化疗期间青春期白血病儿童的焦虑､ 抑郁情绪,并显著提高其生

存质量,帮助白血病儿童尽早回归社会。 
 
 
PO-0791 

婴儿先心病围术期肠内营养证据应用 
对护理人员知信行的影响研究 

 
顾莺

1,胡雁
1,2,金芸

1,张慧文
1,付唯佳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评价婴儿先天性心脏病(CHD)肠内营养(EN)证据应用过程对改善心脏专科医护人员知识､ 信念

､ 行为的有效性。 
方法 采用非同期前后对照研究设计,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30 日期间,对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脏

中心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护理人员 52 名,采用自制的《医护人员关于婴儿 CHD 肠内营养管理知识

､ 态度､ 行为问卷》进行对照组资料收集。该问卷共包括婴儿 CHD 肠内营养的相关证据 35 项;“知
识”的评价采用“非常熟悉､ 熟悉､ 了解､ 基本了解､ 不了解”五级评分;“态度”的评价采用“非常重要

､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很不重要”五级评分;“行为”的评价采用“完全做到､ 经常做到､ 有时做到､

偶尔做到､ 从未做到”五级评分。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进行肠内营养证据应用,包括组建循

证实践推进小组,以 i-PARIHS 为概念框架形成“婴儿先心病营养风险筛查及评估证据应用方案”､ “婴
儿 CHD 肠内营养方案制定证据应用方案”及“婴儿 CHD 肠内营养实施及监测证据应用方案”;每份方

案的应用及评价以 3 个月为一个周期,每半个月导入一个证据应用方案。2017 年 2 月对研究场所中

的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护理人员 48 名进行实验组的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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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证据应用前后两组护理人员在工作年资､ 学历､ 职称､ 岗位的构成无统计学差异。“知识”方面,
除“喂养不耐受的综合评估”以及“评估胃残余量的时机和频率”在证据应用前后,护理人员“熟悉/非常

熟悉”的比例分别从 80.8%和 82.7%均上升至 93.8%,差异不显著外,其余环节的 33 项证据,护理人员

“熟悉/非常熟悉”的比例显著增加(P=0.000-0.039);在“态度”方面,护理人员认为在实施肠内营养中“重
要/非常重要”的比例无明显增加的证据条目包括“实行包括疾病史在内的全面营养评估”(P=0.204)､
“多学科人员参与 EN 方案制定”(P=0.241)､ “EN 适应症与禁忌症”(P=0.096)､ “EN 目标能量设

定”(P=0.213)､ “合并胃食管返流者选择鼻肠管喂养”(P=0.396),其余 30 条证据护理人员认为“重要/
非常重要”的比例显著增加;护理人员认为能依据 35 项证据实施肠内营养时“经常/完全做到”的比例亦

显著增加(P<0.05)。 
结论 婴儿 CHD 肠内营养的证据应用可有效改善心脏专科护理人员关于肠内营养的知识､ 信念及行

为;但超出护理专业权责范畴的证据其重要性的认可仍未得到显著改善,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多学科

团队合作。 
 
 
PO-0792 

儿童心脏专科医护人员肠内营养临床实践体验的质性研究 
 

顾莺,王慧美,杨玉霞,张慧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描述综合性儿童医疗中心心脏专科医护人员在婴儿先天性心脏病(CHD)肠内营养管理实践中的

体验､ 行为及需求。 
方法 描述性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于 2015 年 2 月至 5 月在国内 4 所综合性儿童医疗中心选择工

作 5年以上的心脏专科护士､ 主治医师以上心脏专科医生､ 工作 3 年以上的心脏重症监护室医生进

行半结构式访谈。内容包括:①您认为肠内营养管理在婴儿 CHD 疾病治疗过程中有何意义?②您认

为婴儿 CHD 的肠内营养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在具体实施中分别是怎样考虑的?③您所在医院的肠内

营养管理如何实施的?您对该实践活动的总体评价是如何的?④您认为婴儿 CHD 肠内营养管理需要

哪些人参与?您在其中是何种角色?⑤您认为婴儿 CHD 肠内营养管理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有

哪些?样本量的确定遵循“信息饱和”原则。对访谈资料反复阅读,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码;将编码

后的观点进行归类,以归类的方式进行内容分析;根据不同类别提炼主题。 
结果 共纳入 4 所医院的 23 位心脏专科医护人员,年龄 26-56 岁,心脏专科医生 12 名,心脏专科护士

11 名,心脏专科工作年限 3-24 年。萃取出的主题共 5 个:①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现状的矛盾与冲

突;②谨慎的主观意识决定保守的实践行为;③肠内营养概念及关键环节的实践方式缺乏共识;④婴儿

CHD 肠内营养管理团队成员角色定位不清晰;⑤资源不足使实践行为受限。 
结论 医护人员在婴儿 CHD 患者肠内营养临床实践中,其观念与信念､ 知识与技能方面的欠缺,肠内

营养管理团队建设不健全,内外部环境中资源不足,导致该临床实践活动在其关键环节的决策上存在

误区､ 缺乏共识。改善个体､ 团队及内外部环境可能有助于促进婴儿 CHD 肠内营养的实施与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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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93 

阿什里德培训模式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 
 

吴丽芬,刘恋,罗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为提高儿科护理学教学质量,在理论教学中融入阿什里德培训模式的理念,探讨新的教学模式在

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级护理本科 56 名学生为对照组,采用 LBL 教学法进行教学。选择 2016 级护理本科

56 名学生为实验组,在常规教学中融入阿什里德培训模式的理念。学期末采用自编调查问卷进行调

查,并结合期末考试成绩进行分析,从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认可程度､ 期末试卷平均成绩等方面评价教

学效果。 
结果 实验组学生认为阿什里德培训模式更能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临床应用能力,总成绩及案例分析

类题目的平均成绩高于对照组。 
结论 阿什里德培训模式可以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临床分析问题的能力,可作为儿科护理学的有效

教学改革形式。 
 
 
PO-0794 

PICU 紧急抢救措施对邻床学龄期儿童心理影响分析 
 

段沈丽,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 PICU 紧急抢救措施对邻床学龄期儿童的心理影响。 
方法 方法 将 16 例邻床进行过紧急抢救的学龄期患儿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8 例。干预组在邻床患

儿进行紧急抢救(如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等)时,将学龄期患儿进行保护性隔离,置于单间,或者远离抢救

患儿,屏风遮挡。对照组在邻床患儿进行紧急抢救时未进行保护性隔离及任何遮挡。 
结果 结果 干预组学龄期患儿无任何心理及情绪异常的表现,对照组学龄期患儿表现出创伤应激后障

碍(如做恶梦,恐惧,焦虑,易受惊,难以入睡,睡眠障碍,易惊醒,注意力不集中等)。 
结论 结论 在患儿进行紧急抢救时对邻床学龄期患儿进行护理干预是必要的,是确保不会对学龄期患

儿造成心理影响的重要措施,保证学龄期患儿的心理健康。 
 
 
PO-0795 

上海市二､ 三级医疗机构儿科护理从业人员执业环境调查研究 
 

余卓文
1,张玉侠

1,陆红
2,陆群峰

3,俞群
4,张玉蓉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3.上海市儿童医院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调查上海市二､ 三级医疗机构儿科护理从业人员执业环境现况。 
方法 采用《护士执业环境量表》,选取上海市三级甲等儿科专科医院､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儿科､ 二

级甲等综合医院儿科及二､ 三级妇幼保健院儿科 1610 名儿科护理从业人员参与网络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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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护士执业环境量表》各维度得分排序由高到低分别为有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的基础､ 护理

管理者的能力及领导方式､ 医护合作､ 护士参与医院事物､ 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四类参研单位儿科

护士执业环境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各单位护理理念､ 制度､ 流程及领导力较完善,儿科护士参与医院事务管理较少､ 人力物力不

足,医护合作有待更紧密,MDT 建设需加强,儿科医联体为儿科护理质量同质化提供保障。管理者需

在更高的平台为儿科护理人员进行呼吁,稳定儿科护理队伍。 
 
 
PO-0796 

Pediatric Clinical Handover:  
a best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project. 

 
YU ZHUOWEN1,ZHANG YUXIA1,GU YING1,XU XIAOFENG1,McArthur Alexa2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evidence implementation project wa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regarding clinical handover in a pediatric setting and thereby enhance 
patient safety and service delivery. 
Methods Seven criteria identified by 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were used to conduct an audit in 
the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12 
nurses and 260 handover sessions were involved. The JBI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Evidence System and Getting Research into Practice audit tools for promoting change in health 
practice were used to ascertain compliance with the criteria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est practice. The program included three phases and was conducted over six months. 
Results There were improvements with compliance for each criterion. 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standardized documentation,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care plan handover and 
transfer of responsibility reached 100% compliance. Detailed observations of the patient 
improved from 93% to 98%, and there was an 18% improvement for relevant history handover. 
Conclusions This project has demonstrated that handover sessions could be more effective by 
translating evidence into practice through ongoing evidence-based audit. Nursing inter-shift 
handover requires the use of a highly valuable and important standardized tool. Further audits will 
need to be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ractice change,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ject. 
 
 
PO-0797 

改良婴幼儿重力喂养装置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的应用 
 

钟笑媚,胡婷,陈秀春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改良型婴幼儿重力喂养装置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便利取样法,对 2016 年 1 月~12 月入住我院心脏重症监护室(CICU)的 89 例先天性心脏病

术后患儿使用改良型婴幼儿重力喂养装置进行喂养,测量并比较患儿的入室和出室体重及前白蛋白,
观察患儿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评价该装置的应用效果。 
结果 89 例患儿中,呕吐发生率 5.60%,腹胀发生率 8.99%,消化道出血发生率 2.25%,无患儿出现腹泻

､ 便秘､ 胃潴留大于 3 倍等情况。患儿入室体重(5.16±1.97)kg,出室体重(5.05±1.89)kg,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患儿入室前白蛋白(146.22±39.81)mg/L,出室前白蛋白(170.98±47.70)mg/L,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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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对改良重力喂养装置耐受良好,可改善患儿的营养状况。 
 
 
PO-0798 

护士主导型疼痛干预措施在儿科病房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王颖雯,孔梅婧,朱妮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评价以护士为主导的疼痛干预措施在儿科患者接受创伤性操作过程中的效果评价。 
方法  
1.研究对象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血液科进行的创伤性操作案例,类别涉

及骨穿,腰穿,留置针穿刺置管,PICC 穿刺置管,其中 2016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7 日进行

的创伤性操作案例为对照组,纳入 39 例次;2016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 月 17 日的为实验组,纳
入 52 例次。入选标准:①患儿在本科室住院治疗;②接受骨穿､ 腰穿或 PICC 穿刺置管;③家长愿意

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患儿存在其他慢性疼痛;②家长有阅读和理解障碍;③患儿在 48 小时内使

用过镇静剂。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诊断上差异无显著意义。 
2.研究工具   
    根据患儿的年龄段,采用 3 种疼痛评估量表,2 月-3 岁,使用《FLACC 量表》;>3 岁,<7 岁使用

《Wong-Baker 量表》;大于 7 岁使用《视觉模拟评分》;评分为 0 分:无疼痛,1-3 分:轻度疼痛;4-6 分:
中度疼痛;7 分以上为重度疼痛。  
3.干预方法   
    对照组按照现行的创伤操作镇痛规范:于操作前 1 小时,在予擦欧总部位涂抹利多卡因乳膏。实验

组患儿在遵循现行规范的同时,向患儿和家长解释或演示即将进行的操作过程,病邀请家长进入检查

室陪伴患儿渡过整个操作过程;年龄< 1 岁,给予安慰奶嘴,鼓励家长携带患儿喜爱的玩偶/摇铃等在旁

逗引;年龄≥1 岁,询问家长,或患儿自诉平时喜好,可以播放喜爱的音乐,动画或电视剧集,鼓励家长,在
操作过程中,多和患儿聊天,谈论内容应为患儿平时感兴趣的话题。操作完成后,肯定患儿和家长的表

现,给予口头表扬和奖励贴纸。    
结果 在不同年龄阶段,实验组患儿的疼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陪伴过程中家长

认同的措施是轻轻按摩孩子的头部/小手,其次为一同听孩子喜爱的音乐,一同观看动画片和一同阅

读。 
结论 儿科患儿经历的操作性疼痛较为频繁。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对患儿疼痛给予重视并加以相应的

干预,以达到减轻､ 控制乃至消除疼痛的目的,是医务人员的职责。无论主动或是被动分散注意力的

方法都能有效地缓解患儿操作性疼痛,且更容易被家长接受。 多方法联合使用会发挥更好的效果。

对于面对如此多的选择.儿科护士做出 佳临床决策的关键在于发现患儿的喜好和性格,同时鼓励学

龄期及以上患儿参与决策的过程。 
 
 
PO-0799 

综合性儿童医院专科护士岗位胜任特征的分析研究 
 

王颖雯,顾莺,胡晓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对综合性儿童医院专科护士岗位胜任特征进行内容分析研究,明确儿科专科护士任职资格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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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 研究设计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采用工作日志法､ 问卷调查法对儿科专科护士岗位进行

岗位分析。 
2 研究对象    
2.1 工作日志法研究对象特征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专科护士,入选标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所

有专科护士。排除标准:病假,产假及外出进修,特殊岗位的专科护士。 
2.2 问卷调查部分研究对象特征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护理部主任､ 护士长､ 部分专科护士,临床

科室主任。入选标准:管理人员要求在儿科医院从事管理工作 3年及以上､ 专科护士要求符合聘任

标准。对本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性,且能够从不同的判断视角,提供比较全面的意见,愿意支持护理研

究。排除标准:病假,产假及外出进修,特殊岗位及不愿意接受调查者。 
3 研究工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专科护士工作日志》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专科护士岗位胜任特征调查问卷》 
结果 39 位被调查者中,有 20 位认为任职专科护士至少需要主管护师职称,19 位受访者认为护师职称

即可。专科护士和管理者所认为的胜任专科护士岗位应具备的能力较为一致,为临床实践能力,人际

交往能力,分析评估决策能力;对于应具备的态度方面,两方的排序前 5 位的条目大致相同,专科护士认

为首要的态度为诚实,而管理者认为主动学习,处事严谨和尊重他人更重要;对于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两
方均认为掌握临床实践知识重要,之后的排序上双方出入较明显,专科护士认为掌握临床工作技巧相

关知识更重要,但管理者认为掌握科研相关知识更重要。被调查者均表示作为专科护士应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通过分析归纳可得:在综合性儿童医院,专科护士的工作任务和职责包括 5 个方面内容:临床实践,
指导咨询,协调合作,专科管理,科研发展。 
 
结论 专科护士的岗位标准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专科护士和管理者在胜任岗位应具备的能力上观点

略有差异。通过过往经验的累积,使我院在儿科专科护士实践中形成了符合岗位特征的角色雏形,还
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规范专科护士的岗位职责和实践模式,进而推动专科护士队伍更好地发展。    
 
 
PO-0800 

案例教学法与歌曲式教学法相结合在 
儿科新职工理论培训中的应用 

 
曾丹,黄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索案例教学法与歌曲式教学法相结合在儿科新职工理论培训中 
的应用 
方法 将 2016 年 7 月新入职护士平均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实验组采用案

例教学法和歌曲式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法,比较两种方法的教学效果。  
结果 实验组的理论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新职工对案例教学法与歌曲式教学法相结合的教

学法有较高的满意度。 
结论 案例教学法与歌曲式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法提高了儿科新职工对儿科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有
利于他们对儿科临床护理适应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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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01 

不同胃肠道准备对尿道下裂患儿术后恢复的效果分析 
 

宁佩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探讨不同方法的胃肠道准备对尿道下裂患儿术后恢复的效果分析。 
方法 选取我科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尿道下裂手术患儿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

验组一､ 实验组二和对照组, 每组 20 例。对照组只进行常规术晨开塞露通便处理,实验组一选择具

有针对性的术前胃肠道准备护理措施,即术前 3 天软质饮食,术前 1 天流质饮食,并保持每日排便通畅,
手术前晚上､ 术晨给予开塞露通便,实验组二选择术前 1 天清洁洗肠,术晨开塞露通便的方法,观察两

组患儿术后首次排便时间､ 10 d 内排便次数､ 尿管拔除时间､ 切口愈合情况尿瘘发生率。 
结果 三组患儿术后首次排便时间､  10 d 内排便次数､  尿管拔除时间､ 切口愈合情况比较,实验组

均优于对照组 (P<0.05);患儿术后尿瘘发病率比较,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而两实验组的

相关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具有针对性的术前胃肠道准备护理措施,既能达到清洁洗肠的效果,又减少患儿的痛苦,易于家长

接受并配合,并能有效促进小儿先天性尿道下裂成形术的预后恢复,明显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患儿

痛苦,值得临床借鉴。 
 
 
PO-0802 

集束化管理下的臭氧水疗在特应性皮炎患儿中的应用 
 

周凡人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究集束化管理下的臭氧水疗在特应性皮炎患儿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随机选取本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收治的 128 例特应性皮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64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治疗组采取集束化管理下臭氧水疗,比
较两组患者的症状与皮损改善､ 临床疗效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治疗前在皮损面积､ 红斑丘疹､ 糜烂渗液等的体征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治疗后

两组的以上指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组､ 对照组在治疗前后在皮损面积､ 红斑丘疹､ 糜

烂渗液等体征指标经比较显示显著的差异性(P<0.05)。经 2 疗程的治疗,治疗组患儿经集束化护理干

预后总有效率(91.9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6.56%,P<0.05。在不良反应方面上两组经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的意义(χ2=2.32,P=0.112)。 
结论 通过集束化护理管理下臭氧水疗治疗特应性皮炎,效果显著,提高护理效果,值得广泛应用。 
 
 
PO-0803 

NICU 中母乳和配方奶的管理 
 

李琳琳,孙静,连冬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充足均衡的营养是保证 NICU 患儿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 也是决定新生儿特别是早产儿存活及

生存质量的关键。NICU 肠内营养主要通过喂养母乳和配方奶实现。强化母乳喂养是国内外公认的

早产儿肠内营养的 佳选择。除了母乳强化剂,早产儿母乳的个体强化还会按需在母乳中加入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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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粉等营养物质。配方奶分为奶粉､ 水奶;普通足月儿配方奶､ 早产儿配方奶､ 早产儿出院后配方

奶､ 适度水解奶粉､ 深度水解奶粉､ 氨基酸奶粉等特殊奶粉。营养新理念､ 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需要

相应的先进管理方法与之对应。目的:本文旨在介绍我科强化母乳和各种配方奶配置､ 储存的管理

实践经验。 
方法 制定配奶和肠内营养标准化流程,即,医生每日制定个体化肠内营养方案,配奶护士依据医嘱每日

为患儿分装或配置相应的母乳或配方奶,严格核对奶液种类和奶量,母乳需核对母亲姓名和吸乳时间,
并按时间先后分装。并精确称量母乳强化剂或蛋白质粉。责任护士负责接收､ 储存母乳,每次喂养

前再次核对医嘱喂养奶液种类和奶量,优先喂母乳,喂母乳前加入母乳强化剂,并轻轻摇 ,如有初乳按

医嘱给予患儿初乳口腔护理;配置配方奶粉注意配方奶奶种类和奶量的准确无误,采用 40 度凉开水,
及奶粉自带小勺配置,无菌操作。 
结果 5 年来,我院 NICU 未发生母乳或配方奶相关性感染。 
结论 规范母乳喂养和配方奶的管理,可确保 NICU 住院患儿肠内营养的安全,值得在全国范围推广。  
 
 
PO-0804 

儿科护士运用 PDA 进行健康教育成效的调查研究 
 

朱小莉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健康教育是儿科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健康教育可以增进患儿及家属的健康知识､ 改

变其健康行为､ 促进患儿康复。PDA 作为护理工作中的“移动护士站”,是目前为临床医务人员打造

的移动设备,可随身携带､ 随时随地对患儿进行管理,给护理工作的有效完成带来很多帮助。通过调

查研究,儿科护士运用 PDA 进行健康教育能大幅度提升患儿及家属健康教育知识的熟悉掌握度､ 提

升护士尤其是低年资护士实施健康教育的意愿和能力,从而达到促进患儿康复的目的。 
方法 (1)选取 20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期间的住院患儿 221 名为研究对象,对照组 106 例,实验组

115 例,两组在年龄､ 性别､ 疾病类型､ 住院时间､ 家属知识水平上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无显著性

(P>0.05),具有可比性。通过对住院患儿及家属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对健康教育知识的熟悉掌握程

度。(2)选取在我院儿科工作的不同层级的注册护士 65 名,采用自制调查表,以发放问卷的形式,了解

不同层级儿科护士对两种健康教育方式的评价。 
结果 (1) 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研究发现,使用 PDA 进行健康教育,患儿及家属对健康教育知识的熟

悉掌握程度实验组达到 64.3%､ 对照组 36.7%,因此,使用 PDA 进行健康教育的患儿及家属其健康

教育的熟悉掌握度更高。(2)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低年资护士运用 PDA 进行健康教育的评价明显高

于高年资护士,这可能与低年资护士知识储备不足､ 工作经验欠缺､ 缺乏与患儿及家属的沟通技巧

等有关。然而 PDA 健康教育可满足 N0-N2 层级儿科护士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因此,低年资护士使

用 PDA 进行健康教育的意愿明显高于高年资护士。 
结论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对儿科护士的需求越来越大,儿科护士年轻化已迫在眉睫。由于儿科护士

受专业及人文科学知识､ 交流方法､ 沟通技巧等知识储备不足的影响,导致儿科健康教育远远满足

不了患者及家属的需求。儿科健康教育是儿科护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通过运用 PDA 进行健康教育,
可明显提高护士实施健康教育的意愿和水平,使患儿及家属对健康教育知识的熟悉掌握程度较传统

健康教育方式提高 27.6%,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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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05 

对热性惊厥患儿不同发热时期给予个性化退热护理的效果研究 
 

杨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对热性惊厥患儿不同发热时期给予个性化退热护理,从退热时间､ 热性惊厥复发率及患儿

家属的焦虑情绪等方面的效果研究。 
方法 2017 年 2 月开始,给予在我院第二小儿神经内科以热性惊厥住院的患儿采取不同发热时期的个

性化退热护理。干预后 4 个月与干预前 4 个月,从退热时间､ 热性惊厥复发率及患儿家属的焦虑情

绪等方面进行数据对比。 
结果 干预后的退热时间明显缩短;干预后患儿住院期间再次发生抽搐的频率为 12%,干预前为 28%,
干预后明显低于干预前;干预后家长的焦虑评分､ 疾病不确定感评分较干预前均明显降低。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热性惊厥患儿不同发热时期给予个性化退热护理可缩短退热时间､ 降低热性惊厥复发率并减少患

儿家属的焦虑情绪,使患儿家属能够正确有效的护理发热患儿,减少热性惊厥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提
高患儿生活质量。 
 
 
PO-0806 

海岛地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长母乳喂养知信行调查 
 

王金雅,方杏香､ 丁梦贞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 316000 

 
 

目的 探讨舟山地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患儿家长对母乳喂养认知､ 认同和行动力,为提高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住院患儿母乳喂养率的干预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到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的 400 名患儿

的直系亲属进行问卷调查,采集数据,利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 
结果  ①400 名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长母乳喂养知信行问卷总分为(16.18±4.62)分,各维度均值

由高到低分别为:母乳喂养的认知(11.58±2.11)分､ 住院期间继续母乳喂养困难原因(5.78±2.43)分､
住院患儿继续母乳喂养的认同度和行动力(1.88±0.96)分。②对数据进行 F 检验结果显示:居住地距

离医院越近､ 家庭收入越高､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患儿家属对患儿住院期间坚持母乳喂养的认知度､

认同度和行动力越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海岛地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患儿家长对母乳喂养已有普遍认知,但对患儿住院期间仍应坚

持母乳喂养的认同度和行动力仍显不足,要提高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患儿母乳喂养率需要继续加

强母乳喂养好处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强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对母乳喂养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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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07 

医护一体责任制对小儿哮喘急性期患者预后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柳娜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对小儿哮喘急性期儿童病患者采用医护一体责任制的方式进行诊疗,研究对患儿预后及生活质

量造成的影响。 
方法 选择本院儿童哮喘处在急性时期发作的 88 名儿童病患随机划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对照组里

面的患儿接受医院提供的常规诊疗及护理措施;实验组接受医院提供的医护一体责任制诊疗及护理

措施。 
结果 诊疗与实施护理的过程里实验组儿童病患对医师及护士所得满意人数跟对照组进行比较要高;
诊疗医生对于护士护理辅助所得满意人数实验组也要比对照组高;护士对其自身在护理工作方面的

满意人数实验组同样要比对照组高。诊疗结束后 1 年时间里,实验组儿童病患再次出现哮喘的次数

､ 急性期急诊及收治入院次数都要比对照组少。诊疗结束 1 年后生活质量评比,实验组在各组得分

上都要比对照组高一些。 
结论 对于小儿哮喘急性期儿童病患采用医护一体化责任制诊疗及护理模式,能够获得更好的预后,同
时可以提升儿童病患的生活质量。 
 
 
PO-0808 

The effects of a high-energy formula on weight gain and 
gastrointestinal tolerance in postoperative infa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Zhang Huiwen,Gu Ying,Mi Yaping,Jin Yun,Fu Weijia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eeding a high-calorie formula given to infa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after surgery increased calorie intake with fewer side effects on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however, impacts on weight gain and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were 
unclear. The objective of our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a high-energy formula (HF) on 
weight gain and gastrointestinal tolerance in postoperative infants with CHD.  
Methods A double-blin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conducted on infants <1.0 year old 
who underwent cardiac surgery in the cardiac intensive care unit at the Tertiary Children’s 
Hospital,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No.399, Wanyuan. Sixty-four infants were 
enrolled, five of whom were excluded because of death, formula change, relocation to another 
hospital, or parent request. Children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wo groups as follows: an 
intervention group who received a high-energy formula (HF: 100 kcal/100 mL) or a control group 
who received a standard formula (SF: 67 kcal/100 mL) for 7.0 d during a stabilized postoperative 
period. The two primary outcome measures were weight gain and gastrointestinal intolerance. 
The Student t-test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differences in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the Fisher’s 
exact tes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in categorical outcom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fants who received HF (n = 30) showed greater weight gain than those who received 
SF (n = 29) (-0.09 ± 0.18 kg/7.0 d versus -0.30 ± 0.22 kg/7.0 d, respectively; P < .0001). The 
evalu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intolerance showed that the intervention group had several side 
effects, such as abdominal tympany (n = 1), gastric retention (n = 2), and diarrhea (n = 1),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problem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920 
 

Conclusions Postoperative infants with CHD fed HF gained more weight; however, they also 
had more gastrointestinal problems than those fed SF. 
 
 
PO-0809 

近红外光谱技术对高原地区缺氧性疾病婴儿 
脑组织氧合的评价探讨 

 
格桑央金,强久卓玛,扇敏娜,李春燕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探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高原地区缺氧性疾病婴儿脑组织脑氧合的评价,为临床客观､ 量化的评

价脑损伤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近红外光谱技术,测定西藏拉萨地区缺氧性疾病(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重症肺炎､ 高原

性心脏病)婴儿的脑组织氧饱和度(regional oxygen saturation,rSO2),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给予患

儿吸低流量 2L/min 的氧,观察吸氧前后脑氧合的改变。 
结果 1. 所有患儿血气分析中的动脉氧分压及血氧饱和度与脑组织 rSO2一致性好(P<0.05);2.疾病患

儿脑组织氧饱和度为(47.21±6)%,低于对照组的(56.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儿吸氧后

还原血红蛋白下降,氧合血红蛋白上升,脑 rSO2上升,且脑 rSO2的增加幅度大于正常对照组(11% vs 
5%),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脑 rSO2(45.9±6)%,吸氧后

(63.4±9)%;重症肺炎患儿脑 rSO2为(46.8±5)%,吸氧后为(55.9±5)%;高原型心脏病患儿脑 rSO2为

(46.2±3)%,吸氧后为(54.5±2)%;三种疾病患儿吸氧前后脑 rSO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高原地区缺氧性疾病婴儿脑 rSO2明显低于正常对照;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吸氧后脑

rSO2改善程度明显大于重症肺炎及高原性心脏病者。 
 
 
PO-0810 

新生儿科护士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林琴,林颖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了解新生儿科护士工作满意度的现状,并探讨与其的影响因素,以期采取对策 ,从而提高护士对

工作满意度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3 家三级甲等医院的 100 名新生儿科护士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问卷采用

Zung焦虑自评量表､ 抑郁量表(CES-D)､ 护士职业态度量表､ 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 
结果 调查对象的焦虑自评､ 抑郁自评均高于标准值(p<0.05);新生儿护士的职业态度和工作满意度

均低于标准值(p<0.05),护士职业态度､ 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 
结论 新生儿科护士职业态度､ 心理健康和护士工作满意度存在一定关系,通过提高护士的心理健康

水平的措施,改善护士的职业态度和护士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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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11 

自身免疫性脑炎患儿持续鼻饲喂养的家庭照护 
 

王莹,李尔珍,侯丽娜,张晓丽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自身免疫性脑炎(自免脑炎)患儿家庭鼻饲胃管管理目前没有具体的报道,通过目前阐述的国内

外家庭护理模式及成人家庭胃管护理研究,总结分析自身免疫性脑炎患儿持续鼻饲喂养家庭照护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方法 通过对自身免疫性脑炎患儿家长的健康宣教及自我效能感量表评价,帮助患儿家庭人员掌握持

续鼻饲喂养的家庭管理,积极与患儿家属沟通,针对鼻饲操作的困难环节进行重点的培训练习,通过专

业的技术讲解,手把手的练习,提升自我效能感,建立患儿家长完成家庭鼻饲喂养的信心,实行安全的家

庭照护。 
结果 事实证明实施家庭照护可以满足患儿本身的需要,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身心放松,更利于疾病

的康复。同时实行家庭照护不仅可以缓解目前我国儿科医疗资源匮乏,减少患儿住院时间,还可避免

因长期住院造成的院内感染及并发症,并且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医药费用的支出。 
结论 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细化持续鼻饲喂养家庭照护的内容,制定系统的健康宣教内容及家庭照护

追踪与评价,形成完善的持续鼻饲喂养的家庭照护服务体系。 
 
 
PO-0812 

河南省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防控的阶段性分析 
 

布桂钱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调查泌尿道置管相关因素对对导尿管相关性尿路感染的影响 
方法 采用目标性监测,对贵州省参加《医院感染防控建设项目》的医院中在 ICU 中住院并且泌尿道

插管大于 2 天的 330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者住院时间和泌尿道置管时间是发生 CAUTI 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严格遵守泌尿道插管防控措施可有效控制导尿管相关性尿路感染的发生。 
 
 
PO-0813 

32 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术后肺动脉分支 
狭窄介入术围手术期护理 

 
刘超,严秋萍,刘利香,余佳媛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总结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 32 例经皮血管支架置入治疗复杂先心病外科术后肺动

脉分支狭窄的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方法  术前正确评估患儿生长发育､ 呼吸状态､ 活动耐量,经皮血氧饱和度等并完善心脏超声､ 心脏

CT,6 分钟步行等相关检查;术后密切观察生命体征,预防支架移位､ 支架栓塞､ 心律失常等严重并发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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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32 例患者介入治疗均获得成功,其中 4 例术后出现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1 例不完全性

右束支传导阻滞,1 例术中出现低血压并呼吸抑制,1 例 3 个月后因消化道出血再次入院,经及时发现

治疗后均好转出院,余无严重并发症出现。 
结论 护士术前仔细评估,完善相关检查;术后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要有预见性的判断,重点观察,及时

发现,今早地处理及治疗。 
 
 
PO-0814 

莱宁格跨文化护理理论对儿童急诊护理工作的影响 
 

郭洁,马向莉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在儿童急诊护理工作中,采用莱宁格跨文化护理理论的临床护理效果。 
方法 针对急诊患儿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采用莱宁格跨文化护理理论,从宗教信仰､ 语言沟通､ 意外

伤害的健康指导提供适合患儿及家属的个性化临床护理。 
结果 采用莱宁格跨文化护理理论针对急诊患儿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通过相应的护理措施影响患儿

及家属的心理和行为,使患儿家庭正确认识疾病､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进行各

种诊疗护理工作。 
结论 儿童急诊护理工作是一门跨文化照顾的专业领域,护理人员应针对患儿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采

取相对应的护理措施,提供适合患儿及家属的多层次､ 多体系､ 高水平､ 全方位的优质护理服务,不
断提高儿童急诊护理质量,进而使急诊乃至整个医院的护理团队得到良好持续发展。 
 
 
PO-0815 

延续性护理在急性肾损伤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宋尚川,徐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急性肾损伤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儿科 2014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南京地区 32 例急性肾损伤的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父母在南京的,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有手机微信的),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常规护理组

与延续护理组各 16 例,常规护理组给予常规护理方案,延续护理组给予出院时建立患儿档案,7 天电话

回访､ 医生随访､ 生活随访､ 建立延续护理中心等延续护理方案,比较其临床效果。 
结果 对两组患儿及家长满意度,患儿家长的自我护理能力及感染发生率进行比较,延续护理组均好于

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急性肾损伤患儿采用延续性护理效果显著,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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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16 

小儿病毒性脑炎的护理干预方式及施行价值评析 
 

汪慧利 
1.河南省儿童医院 

2.景钰 
 
 

目的 分析小儿病毒性脑炎的护理干预方式及施行价值。 
方法 将 2015 年 4 月-2017 年 2 月 80 例小儿病毒性脑炎患儿作研究对象并随机分组。常规护理干

预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方法,全面护理干预组采用环境护理､ 发热护理､ 昏迷护理､ 瘫痪护理等全

面护理干预方法。比较两组病毒性脑炎治疗总有效率;体温恢复至正常时间､ 意识恢复正常时间､

头痛消除时间､ 出院时间;干预前后患儿 C反应蛋白水平､ 脑脊液水平;家长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 
结果 全面护理干预组病毒性脑炎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常规护理干预组,P<0.05;全面护理干预组体温恢

复至正常时间､ 意识恢复正常时间､ 头痛消除时间､ 出院时间短于常规护理干预组,P<0.05;干预前

两组 C反应蛋白水平､ 脑脊液水平相近,P>0.05;出院时全面护理干预组 C反应蛋白水平､ 脑脊液水

平优于常规护理干预组,P<0.05。全面护理干预组患儿家长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高于常规护理干预

组,P<0.05。 
结论 小儿病毒性脑炎采取全面护理干预方式施行价值高,可有效促进患儿临床症状消退,促使意识恢

复正常,改善机体炎症水平和脑脊液水平,缩短住院时间,改善预后,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值得

借鉴。 
 
 
PO-0817 

小儿哮喘雾化治疗应用全程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李令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观察小儿哮喘雾化治疗应用全程护理干预的效果,以提升临床护理质量。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哮喘患儿 100 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成常规护理组与全程护理组各 50
例,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临床效果。 
结果 对照组依从率为 72.0%,观察组为 88.0%,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满意率

为 90.0%,观察组为 100%,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哮喘雾化治疗应用全程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与应用。 
 
 
PO-0818 

小儿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采用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的护理 
 

贺慧敏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分析小儿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采用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的护理重点。 
方法 抽取我科 2015 年的 8 月~2017 年的 3 月所诊治的 59 例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患儿,所有患儿

均接受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并予以悉心护理。 
结果 本组患儿监测成功率达 98.31%;。本组患儿接受护理后的 SDS､ SAS 评分明显低于接受护理

前,两组对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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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重视小儿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采用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的护理工作,能提高监测成功率,确保

监测结果准确,并让患儿满意,让其父母更加满意。 
 
 
PO-0819 

护理干预对小儿心脏介入术后按压穿刺点的效果观察 
 

龙慧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在小儿心脏介入手术中应用穿刺点按压护理干预的效果。 
方法 选取近一年来在医院接受心脏介入手术治疗的 90 例心脏病患儿作为这次分析对象,入选对象根

据给予的护理方法进行分组,其中对照组(N=45)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N=45)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比较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研究组患儿的穿刺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比对照组短;对穿刺部位护理掌握率高､ 穿刺后并发症发

生率低。 
结论 在小儿心脏介入手术中应用穿刺点按压护理干预,明显缩短穿刺时间,降低穿刺后并发症发生率,
值得进一步推广。 
 
 
PO-0820 

儿科常见有创操作的疼痛评估方法和疼痛等级研究 
 

彭瑛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儿科常见有创操作的疼痛评估和疼痛程度等级。 
方法 随机抽取需要接受有创操作的儿童患者 100 例。用 Wong- Baker 量表和 FLACC 量表进行评

分。 
结果 操作时和操作后主观疼痛程度显著不同,有统计学意义 P<0.05,操作后腹腔穿刺(3.21±1.23)､
腰椎穿刺(3.68±1.51)､ 骨髓穿刺(4.11±1.66)主观疼痛程度依次增加;操作时和操作后客观疼痛程度

显著不同,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有创操作后腹腔穿刺(1.11±1.13)､ 腰椎穿刺(1.99±1.21)､ 骨髓穿

刺(2.12±1.36)客观疼痛程度依次增加。年龄大于 6 岁的儿童三项操作的主客观评分明显低于小于 6
岁的儿童评分(P<0.01)。 
结论 儿科有创操作可导致较明显的疼痛反应,可用 Wong- Baker 量表和 FLACC 量表对患儿做出疼

痛等级评估。 
 
 
PO-0821 

浅析儿科 ICU 进修生及实习生手卫生依从性现状 
 

伍桂平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剖析我院儿科 ICU 进修生和实习生手卫生依从性相对上班医护人员低的相关因素,探索提高儿

科 ICU 进修生､ 实生手卫生依从性的有效途径,提高手卫生依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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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新进我院儿科 ICU的进修生､ 实习生采取入科手卫生理论知识

和操作的培训考核,并对带教老师实行教育培训,同时,院感监控小组对进修生､ 实习生采取随机抽查,
将抽查结果纳入带教老师的绩效考核。 
结果 通过加强对进修生､ 实习生的医院感染相关知识及手卫生培训,提高进修生､ 实习生对医院感

染的认识度,改变其手卫生知识结构,提高儿科 ICU 进修生及实习生的手卫生依从率。 
结论 手卫生的规范化培训在儿科 ICU 进修生和实习生带教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通过加强手卫生的

规范化培训,增强进修生､ 实习生对手卫生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手卫生的依从性是儿科 ICU 医院感染

管理中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PO-0822 

音乐疗法在机械通气患儿中护理应用研究 
 

陈娜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在机械通气患儿中的护理应用效果。 
方法 选自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我院住院需进行机械通气的患儿 20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各 100 例。两组在正常治疗的前提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添加音乐疗法护理。观察两组机械通气患儿进行音乐疗法期间使用咪达唑仑的剂量和使频率,以
及患儿心率､ 收缩压的变化情况。 
结果 对照组患儿无论是镇静剂剂量还是使用人数均明显高于观察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儿治疗前心率､ 收缩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治疗后两组间差异有明显变化,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在机械通气患儿中采用音乐疗法效果良好,安全可靠,无不良反应,实用性强,有利于患儿心理健

康以及后续治疗的进行,建议在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PO-0823 

机械振动排痰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应用价值分析与护理 
 

孔丹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目的:机械振动排痰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应用价值分析与护理。 
方法 方法:选择本院 2015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小儿肺炎患者 120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小儿肺炎患者采用人工叩击排痰联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实施机械振动排痰联

合综合护理干预。对比 2 组小儿肺炎患者各项指标情况。  
结果 结果:观察组小儿肺炎患者排痰量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小儿肺炎患者临床疗效指

标数据与对照组对比,观察组处于优势(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96.67%与对照组对比,明显

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结论:针对机械振动排痰辅助治疗的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能有效促进患者排痰,加快小儿肺炎

患者康复,并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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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24 

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的康复护理与施行价值评析 
 

孔丹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研究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的康复护理与施行价值。 
方法 本次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重症病毒性脑

炎患儿,将 52 例患儿计算机随机分为 2 组,26 例/组。其中,一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对照组),另一组在

此基础上采用康复护理(观察组)。对比两组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 运动功能评

分和住院时间。 
结果 组间对比临床症状改善时间､ 运动功能评分和住院时间,明显是观察组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更

占优势(P<0.05)。 
?儿实施常规护理(对照组),另一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康复护理(观察组)。对比两组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

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 运动功能评分和住院时间。 
结论 对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实施康复护理有利于其临床症状的改善和运动功能的提高,具有较高的

可行性。 
分和住院时间。 
 
 
PO-0825 

小儿腋静脉穿刺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观察及护理分析 
 

张衡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小儿腋静脉穿刺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观察及护理。 
方法 选择我院自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重症监护病房患儿 70 例,所有患者入院后

均接受腋静脉穿刺和针对性护理措施, 后对护理效果进行总结和统计。 
结果 行腋静脉穿刺的重症监护病房患儿实施护理措施后一次穿刺成功的患儿 50 例,比例 71.4%,二
次穿刺成功的患儿 15 例,比例 21.4%,三次穿刺成功的患儿 3 例,比例 4.3%,穿刺失败的患儿 2 例,比
例 2.9%。 
结论 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腋静脉穿刺,并配合护理措施可以使穿刺成功率进行提升,留置时间

进行延长,可在临床上进一步实践。 
 
 
PO-0826 

重症监护室护理中人文关怀的应用效果研究 
 

张婷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研究人文关怀在重症监护室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院于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间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患者 70 例进行随机分组,两组患

者各 35 例。应用常规护理措施的为常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之上应用优质的为研究组。对两个组患

者护理效果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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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护理后,两组患者抑郁､ 焦虑等各项指标均得到显著改善,但研究组患者改善情况要比常规

更佳,组间结果比较存在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症监护室护理中人文关怀的应用效果十分突出,可帮助患者改善焦虑､ 抑郁负面情绪,值得推

广。 
 
 
PO-0827 

儿科 ICU 病房应用镇静护理的价值评析 
 

靳玲云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关于镇静护理在儿科 ICU 病房的应用价值与评析。 
方法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 2013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 PICU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 PICU 患儿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镇静护理。观察指

标为患儿接受护理干预后第 5天､ 第 10天､ 第 15 天的睡眠状况和清醒状态,并对其采用镇静评分

表(Ram-say)进行评分。 
结果 对照组患儿第 5 天 Ram-say 评分为 3.1±0.5 分,第 10 天 Ram-say 评分为 3.5±0.6,第 15 天

Ram-say 评分为 4.8±0.4 分;观察组患儿第 5 天 Ram-say 评分为 4.1±0.3 分,第 10 天 Ram-say 评分

为 4.8±0.3,第 15 天 Ram-say 评分为 5.1±0.4 分。观察组患儿的 Ram-say 评分优于对照组。 
结论 患儿在重症监护室中接受镇静护理有助于其迅速安静,使其更好的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PO-0828 

小儿 ICU 感染患儿护理风险与应对方式研究 
 

张倩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小儿 ICU 感染患儿护理风险与应对方式进行观察与探讨。 
方法 将 2013 年 6 月到 2014 年 6 月期间未实施护理风险应对措施之前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

ICU 患儿作为对照组,将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7 月期间实施护理风险应对措施之后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 100 例 ICU 患儿作为研究组,分析 ICU 感染患儿护理风险及两组 ICU 患儿的感染情况。 
结果 ICU感染患儿存在医务人员的无菌意识薄弱､ 过度使用抗生素､ 护理工作人员的护理操作技

术不足､ 实施侵入性操作､ 监护仪器故障等护理风险,研究组患儿的感染率(8.00%)与对照组患儿

(34.00%)相比,P<0.05,组间差异明显。 
结论 分析 ICU 感染患儿护理风险,并给予一定的应对措施效果较好。 
 
 
PO-0829 

银离子敷料在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外渗中致局部皮肤溃疡的护理 
 

汪慧利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银离子敷料在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外渗中致局部皮肤溃疡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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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象为我院重症监护室 1 例静注人免疫球蛋白(IVIG)外渗后的患儿。在输注 IVIG 后出现液体

外渗致皮肤坏死溃疡,采用 0.9%生理盐水清洗创面后,局部用银离子敷料覆盖等护理救治措施。 
结果 患儿在 4 周内创口痊愈,局部无疤痕及色素沉着。 
结论 银离子敷料在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外渗中致局部皮肤溃疡,疗效好,可有效促进表皮坏死溃疡面的

愈合,减少溃疡面的渗出液,减少创面局部感染,改善创面局部微环境,对促进创面愈合和防治感染有显

著作用,疗效快､ 安全性高､ 减轻患儿痛苦,使患儿感觉舒适,没有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O-0830 

六例儿童体外膜肺氧合支持的护理 
 

吴冬梅 
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总结 6 例儿童患者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的护理

经验。 
方法  ECMO运行期间严密监测心率､ 心律､ 血压等各项生命体征､ 凝血功能和尿量,重视各类并发

症如出血､ 感染等的观察和护理,并严格实施体外循环管路的管理。 
结果 除一例患者死亡外,其余五例患者均治愈出院,且未发生严重并发症。 
结论 对危重患者及时进行 ECMO 治疗可为患者争取充分的心肺休息时间,加强护理能预防或及时发

现并处理相关并发症,对保证 ECMO 持续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PO-083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 
照顾负荷及需求调查与分析 

 
董菲菲,陆群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了解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儿童患者居家照顾者照顾负担及需求现状,探讨相关影

响因素,为改善照顾者照顾行为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使用 “照顾负荷量表”和“照顾者照顾知识需求问卷”,对上海市儿童医院耳鼻喉

头颈外科 450 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居家照顾者进行调查。 
结果 照顾负荷总分为 37.78±15.56 分。负荷 重的前五项依次是:睡眠受影响(11.9)､ 休闲活动减少

(10.5)､ 生活习惯被打乱(9.6)､ 压力增大(9.4)､ 处于紧张状态(8.2)。患儿年龄越小,照顾者为女性以

及照顾者自身健康状况,均会增加照顾者的照顾负荷。照顾者对患儿术后疼痛干预､ 疾病饮食及用

药指导方面的需求 为强烈。 
结论 护理管理者需结合患儿主要照顾者的需求制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居家照顾者

的照顾方案,以提高照顾水平,降低照顾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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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32 

儿童泌尿生殖系统异物 48 例护理体会和预防 
 

范咏,万嫣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泌尿生殖道异物患儿的护理经验,制定详细的健康教育提高家庭及学校的安全教育,增强监

护人及教育者的预防意识。 
方法 回顾我科 1992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泌尿生殖系统异物患儿临床资料。共 48 例患儿

(男 18 例,女 30 例),平均年龄 7.3 岁。异物位于膀胱 7 例,阴道 30 例,尿道 9 例,阴茎根部皮下 1 例,阴
囊内 1 例。异物种类多样,进入方式以患儿自行置入 常见(44 例,91.7%),部分为反复置入(6
例,12.5%),存留时间 短半天, 长 1 年以上。术后护理方式以心理护理为主,并制作浅显易懂的家

庭安全手册及针对家庭成员的个体宣教,以提高患儿及监护人的防范意识。 
结果 所有患儿均完整取出异物,治愈出院,在院期间做好患儿及家庭成员的安全教育可以减少再次入

院率。 
结论 家长严密观察､ 及时就诊､ 及时手术､ 周密护理是治愈此疾病的关键。增加对患儿和家庭成

员的健康教育,以加强对儿童的看护和教育,并正确引导儿童的好奇心,可以预防儿童泌尿生殖道异物

的发生。 
 
 
PO-0833 

不同肠内营养方式的护理对酮症酸中毒合并 
急性胰腺炎患儿的影响 

 
班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院区 110021 
 
 

目的 探讨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不同肠内营养方式的护理对其的影响. 
方法 将 20 例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10 例和对照组 10 例,观察组采用营

养液由肠内营养泵泵入的方式,对照组采用传统鼻饲法. 
结果 观察组发生的各种并发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使用肠内营养泵的营养支持方式优于传统的鼻饲方法,适合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的

营养支持,且更为安全有效,节约劳动成本. 
 
 
PO-0834 

OSCE 在儿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郑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在护生教育中,应用 OSCE(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的方法,全面精准地评价实习护士的儿科临床

护理的综合能力。 
方法 采用 OSCE 方式制定儿科临床护理相关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对 2012 级和 2013 级护理专业

本科学生共 120 名实习护士出科前进行考核。 
结果 在参加 OSCE 考核的护士中,对【4】

进行考核。将 2016年､ 2017 年在儿科实习生考核结果相

比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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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 OSCE 考核能力方面形成完整的儿科实习考核方式,促进儿科护理教学工作的评估和改进。 
 
 
PO-0835 

分级模式在儿科急诊危重患儿院内转运实施的效果评价 
 

梁娟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构建并实施危重患儿分级转运模式,评价该模式的实施效果,为儿科急诊危重患儿的院内转运提

供安全的转运模式。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16 年 1-6 月从儿科急诊抢救室转运的 83 例危重患儿设为对照

组,2016 年 7-12 月的 85 例危重患儿设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转运,观察组实施分级转运模

式,转运前通过转运评估对患儿病情进行分级,分为 1-4 级,转运人员､ 转运仪器设备和药品根据病情

进行分级准备。 
结果 观察组危重患儿院内转运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患儿家属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转运过程中与病情､ 转送医护人员､ 药品及仪器和转运工具因素相关的

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

医护人员护理服务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实施分级转运模式减少了转运不良事件的发生,缩短了转运时间,保证了危重症患者的转运安

全。  
 
 
PO-0836 

品管圈在降低 NCPAP 所致早产儿鼻损伤发生率中的应用 
 

梁英福,黄芳,全健,林春波,莫民英,张秋芸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降低早产儿 NCPAP 致鼻损伤发生率中的应用。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根据现状设定目标值,分析早产儿使用 NCPAP 致鼻损伤的因素,找出真因,
制订并实施对策。 
结果 通过品管圈活动,早产儿使用 NCPAP 致鼻损伤的发生率由 27.45%降至 7.62%,圈成员综合素

质自我评价提高。 
结论 品管圈活动能够提高预防早产儿鼻损伤的护理质量合格率和护士的综合素质,有利于护理质量

的持续改进。 
 
 
PO-0837 

振动排痰机对吉兰-巴雷综合征机械通气患儿的应用 
 

拜欢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振动排痰机对振动排痰机对吉兰-巴雷综合征机械通气患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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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32 例吉兰巴雷综合征行机械通气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17､ 15 例。对照组采用手

工拍背促进排痰,实验组采用振动排痰机治疗。比较两种方法排痰效果,并观察 PaO2､ PaCO2､
SaO2 等指标的变化。 
结果 使用振动排痰机排痰后动脉血气参数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振动排痰机治疗可有效排除吉兰巴雷综合征机械通气患儿呼吸道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改善

通气,缓解病情,减少并发症,增加患者舒适,保证机械通气治疗效果,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胸部物理治疗

手段。 
 
 
PO-0838 

住院患儿跌落发生率的监测与分析  
 

胡晓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监测患儿跌落的发生率,与国际上报道的国家阈值进行比较,并分析发生跌落患儿的特点。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对上海市某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通过信息化护理指标上报体系进行跌落病

例的总结,分析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患儿跌落发生率并与国际上的患儿跌落发生率进行对

比。 
结果 儿科住院患儿的跌落发生率为 0.34/1000 患儿日,发生率远低于国际上的发生率 0.77/1000 患

儿日。儿科住院患儿跌落主要发生于男童,81.6%的跌落是发生坠床,发生的时间集中于中班,全部为

无损伤或轻度损伤,76.3%的患儿是有家长陪伴在侧的,与国际报道相似。 
结论 住院患儿跌落损伤并不严重,发生率远低于国外。对于患儿,监测损伤的严重程度非常重要,是跌

落预防质量的敏感指标。 
 
 
PO-0839 

NICU 患儿家长的心理问题调查分析与护理干预 
 

熊月娥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患儿家长的常见心理问题并评价护理干预对其存在的心理问题的干

预效果 
方法 对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患儿家长进行简单随机取样,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调查,调
查患儿家长是否有心理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并制定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对比分析干预前后患儿家长

心理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本组 80名重症监护患儿家长均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抑郁､ 恐惧､ 偏执､ 敌对､ 冲动等心理问

题,通过实施护理干预后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显著改善 
结论 实施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危重症患儿家长的各种心理问题,能够加快患儿的康复进程,提倡临

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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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40 

Prevention of neonatal unplanned extubations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 best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projec 
 

Hu Xiaoj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o implement evidence-based best practice and assess the effects of these strategies 
at minimizing unplanned extubation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n a large tertiary children’s 
hospital.  
Methods Evidence based audit criteria were used to conduct an audit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The program included three phases 
and was conducted from May 2016 to October 2016. 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Evidence System and Getting Research into Practice audit tools for 
promoting change in health practice were used to ascertain compliance with the criteria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est practic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audit, the follow-up audit results demonstrated increased 
compliance rates for securement procedures, position and security documentation.The 
standardized care practice documentation increased from 0 to 100%; the compliance of standard 
care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increased from 0 to 54.9%; and the compliance rates for staff 
education increased from 66.7% to 100%.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lso achieved the 
benchmark of < 1UE/100 intubation days. 
Conclusions This implementation project achiev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establishing 
evidence-based prevention of unplanned extubations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of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China. Standardizing the procedures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refining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process. 
 
 
PO-0841 

三甲儿童医院护理人员参与继续教育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任小瑜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皆在了解儿科护士继续教育现状,为促进儿科护士继续教育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西安市儿童甲医院 179 名护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情况的调查分析。 
结果 179 名研究对象中,98.3%的护理人员参与继续教育的目的是完成继续教育学分,途径主要是科

室培训和网络远程教育,75.4%的儿科护士认为在过去 1 年接受的继续教育内容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意

义的内容低于 50%;儿科护士在获取继续教育学分方面存在着代刷学分､ 网课不听只答题及网课他

人代答题等问题;90.5% 的护理人员认为影响参与继续教育的因素是学习与工作冲突;护理人员对继

续教育的内容需求主要集中在对新理论､ 新技术､ 专业知识及护理科研方面。 
结论 儿科护士继续教育存在着被动性,继续教育课程内容缺少实用性､ 针对性､ 创新性,应提高儿科

护士对继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灵活继续教育的形式､ 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扩大知识领域,激发护理人

员参与继续教育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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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42 

预见性护理对 ICU 多发伤患儿疼痛与焦虑的效果研究 
 

魏莉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预见性护理干预对 ICU 多发伤患儿疼痛与焦虑的影响。 
方法 选择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科收治的严重多发伤患儿 72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6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预见性护理服务,比较两

组患儿的疼痛､ 焦虑评分及满意度。 
结果 治疗组在护理后的焦虑与疼痛方面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的护理满意率为 97.2%,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预见性护理能够有效缓解 ICU 多发伤患儿的焦虑与疼痛症状,提高护理满意度。 
 
 
PO-0843 

镇静护理在儿科 ICU 病房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何晓玲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分析和研究镇静护理在儿科 ICU 病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儿科 ICU 病房患儿 91 例,按护理方法不同将其分为两组:观察

组 46 例与对照组 45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镇静护理干

预,将两组患儿护理效果进行对比。 
结果 两组患儿镇静评分､ 呼吸机使用时间相比较,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 P<0.05。 
3 月—2017 年 3 月儿科 ICU 病房患儿 91 例,按护理方法不同将其分为两组:观察组 46 例与对照组

45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镇静护理干预,将两组患儿护理

效果进行对比。 
结论 将镇静护理干预应用于儿科 ICU 病房患儿治疗中,能够减少镇静与镇痛药物使用剂量,缩短患儿

机械辅助通气时间,对改善患儿预后及减轻患儿家长经济与精神负担均有重要作用。 
t-family:宋体;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年 3 月儿科 ICU 病房患儿 91 例,按
护理方法不同将其分为两组:观察组 46 例与对照组 45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

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镇静护理干预,将两组患儿护理效果进行对比。 
 
 
PO-0844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接受睡眠教育现状及需求调查 
 

吴玉梅,石彩晓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调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接受睡眠教育现状和需求情况,为进一步开展睡眠教育提供明确､

合理的指引。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NICU 护士接受睡眠教育现状及需求”调查问卷,对 177 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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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参与调查的 NICU 护士在学校期间均未接受过专门的睡眠课程,其在校期间获取的睡眠知识主

要通过《基础护理学》中的“休息与活动”一章;在继续教育过程中,81.6%的护士表明未接受过任何形

式的睡眠教育培训,工作后睡眠知识主要来源于网络媒体;74.58%的 NICU 护士表示希望进一步获得

更多的睡眠相关知识,睡眠知识需求主要为睡眠环境管理､ 睡眠影响因素､ 睡眠评估方法。 
结论 睡眠教育现状并不理想,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的睡眠学习需求较高,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应重

视对睡眠知识教育,以期改善睡眠教育现状,满足护士的睡眠知识需求。 
 
 
PO-0845 

小儿喘息性疾病居家雾化相关知识认知情况分析 
 

李爱求
1,2,陈丽君

1,2,陆群峰
1,秦添

1,2,李田田
1,2,顾浩翔

1,2,吴蓓蓉
1,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患儿家长对喘息性疾病的认知情况及居家雾化治疗的需求,构建有针对性健康教育手册,更
好的监测和管理喘息性疾病患儿。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 问卷法调查上海交大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雾化中心中门诊治疗的,以及因喘息

性疾病出院随访,需继续雾化治疗的患儿家长共 151 例,评估分析患儿家长对喘息性疾病知识的了解

情况及指导雾化操作的需求情况。 
结果 151 例问卷中,43.7%的患儿家长愿意接受居家雾化(以下称接受组),其中“避免交叉感染”成为首

选相关因素。56.3%的患儿家长则不愿意接受居家雾化(以下称拒绝组),其中“担心加药错误”成为首

选相关因素。利用卡方检验和秩和检验得知,两组数据在“是否知道哭闹对治疗有影响”､ “家中接触

动物频次”､ “家长中断雾化频率”“居家环境”等相关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相关系数显示,
家庭环境优越的较倾向于选择居家雾化;现场操作演示和发放相关宣传册被认为是指导居家雾化操

作的有效方式。 
结论 患儿家长对相关疾病知识虽有一定了解,但仍有一些家长并不清楚日常护理知识。通过获知家

长希望接受的操作指导途径,建立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使他们更好地避免日常诱发因素,提高喘息性

患儿居家雾化的依从性,从而提高喘息性疾病病人生活生存质量。 
 
 
PO-0846 

多部门合作改善白血病患儿家属人文关怀满意度的效果研究 
 

何娇,吴丽芬,刘义兰,胡德英,刘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多部门合作改善白血病患儿家属人文关怀满意度的效果。 
方法 选择住院已被确诊为白血病并接受正规治疗的 50 例患儿家属作为关怀满意度调查对象,通过多

部门合作及协调,帮助解决白血病患儿家庭关注的饮食､ 环境､ 保洁､ 经济等问题或困难,比较干预

前后白血病患儿家属的对关怀护理满意度及对各部门的满意度。 
结果 实施后患儿家属对关怀护理满意度均积极给予认可(P<0.01),对各部门的满意度也明显提高。 
结论 多部门合作改善工作,不仅深化了优质护理服务工作,而且明显提高了患者的关怀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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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47 

番泻叶和聚乙二醇 4000 散应用于儿童肠道准备的效果比较研究 
 

毛蔚,刘佳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比较番泻叶和聚乙二醇 4000 散两种肠道清洁药物用于儿童普外科肠道手术前的肠道准备效

果。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纳入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普外科行肠道手术的 56 例患

儿进行研究,采用根据便利抽样法将所有病例分为口服番泻叶为 A 组(26 例)和口服聚乙二醇 4000 散

为 B 组(30 例)。比较两组患儿对两种肠道清洁药物服用后肠道准备的清洁度､ 清洁范围及护士清洁

灌肠耗时等指标。 
结果 两组术前肠道清洁程度及清洁范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口服番泻叶组护士灌

肠时所消耗的时间明显少于口服聚乙二醇 4000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根据患儿的年龄大小､ 配合程度,手术方式及肠道清洁要求等选择选择合适的肠道清洁药物。 
 
 
PO-0848 

以“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为契机 , 提升儿童重症优质护

理品质的效果观察 
 

贺琳晰,杨芳,赵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实践方法,并对其效果进行观察分析。 
方法 采取持续护理质量改进管理,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实施前随机选取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期

间入住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患儿 100 例;实施后随机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期间入住儿科重

症监护病房患儿 100 例。通过(1)建设现代化､ 信息化的 PICU:引进移动护士站,护士移动手持终端

(PDA),实现监护仪与电子记录联网,在医院推进优质护理服务的带领下,病房将时间还给护士,将护士

还给患儿;(2)创建微信公众平台:针对重症患儿家属的专业护理知识宣教,利用关键词自动回复､ 发送

图文消息､ 模块链接等功能,拉近护患距离,实施人文关怀;(3)启用双通道视频音频探视系统:应用国

内领先的双通道视频音频对讲系统,实现患儿与患儿家属“面对面”沟通;(4)实践以工作量为基础的绩

效分配改革:病房在护理部垂直管理模式下,开展科学绩效考核,实施以工作量为基础的护理绩效工资

的分配改革,使责任护士薪酬分配依据护理工作数量､ 质量､ 风险系数等,同时研发信息化统计工具,
实现责任护士护理工作量当班结算,电脑自动审核,统计生成当月护理工作量,体现重症护士能力与价

值,实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5)优化流程,保证护理安全:在 5S 管理基础上,病房设计简易人体解剖平

面图,将患儿皮肤护理问题实时登记,班班交接;设计重症监护患者信息表,对患儿基本信息､ 家长及主

治医生特殊交代､ 患儿带入玩具及物品等进行登记,避免交接班遗漏,减少护理纠纷;(6)开展危重患儿

临终关怀:对临终患儿实施合理有效的镇静镇痛,进行专业的镇静镇痛护理评估,以减轻镇静镇痛药物

的体内蓄积,缓解危重患儿的焦虑和痛苦;成立镇静镇痛护理小组,使用 Ramsay 镇静评分表及 CPOT
镇痛评分表对危重患儿实施双人镇静镇痛评估,允许家长为患儿提供灵性照护等方面实施优质护理,
比较采取持续护理质量改进管理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实践前后,在住院患儿家长满意度､ 护士自身

满意度､ 医生对护士满意度､ 护理质量､ 投诉率的差异。 
结果 实施后的在住院患儿家属满意度､ 护士自身满意度､ 医生对护士满意度均显著优于实施前,投
诉率低于实施前,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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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持续护理质量改进管理,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实施有针对性的优质护理

改进措施,能够明显提高住院患儿家长满意度,降低患儿家长投诉率,提高护士自身满意度､ 医生对护

士满意度,调动护士工作积极性,使护理质量全面提升,效果显著,值得借鉴推广。 
 
 
PO-0849 

基于 Peplau 人际关系理论的 出院准备计划在Ⅰ型糖尿病患儿中

的应用及效果分析 
 

黄红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 Peplau 人际关系模式下的出院准备计划对Ⅰ型糖尿病患儿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7 月~2016 年 7 月某三甲医院小儿内分泌科住院的符合纳入标准的Ⅰ型糖尿病患

儿 78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9 人。观察组实施基于

Peplau 人际关系理论的出院准备计划,对照组仅为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儿入院第 2天､ 出院时､

出院后 1个月､ 出院后 6个月的糖化血红蛋白合格率､ 患儿主要照护者的糖尿病知识认知水平､ 再

住院率的差异,比较观察组不同时间点糖化血红蛋白合格率。 
结果 出院后 6 个月观察组患儿的糖化血红蛋白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不同时间点(出院前 1天､ 出院后 1个月､ 出院后 6 个月)间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与出院前比较,出院后 1 个月和 6 个月两组患者的相关知识认知水平的得分数均显著升高,且同一时

间点观察组得分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同时间点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

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知识的得分与时间有交互作用;两组间再住院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 Peplau 人际关系理论的出院准备计划能满足Ⅰ型糖尿病患儿的临床需求,能明显改善患儿

及家长的知识行为认知水平,提高远期血糖控制水平,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故值得推广和借鉴。 
 
 
PO-0850 

健康教育临床路径表在介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 
的临床应用研究 

 
肖志容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应用健康教育临床路径表对介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提高患儿的舒

适度,减轻患儿及家属的恐惧及不安,提高患者家属对医护工作的满意度,提高患儿家属对健康知识的

掌握度,促进患儿康复。 
方法 将随机选取的 112 例介入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家属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6 例,对照

组采用常规的健康教育方式,除进行出入院的教育外,住院期间还进行术前及术后当天的随机教育,观
察组按照临床路径表进行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儿住院期间家属对疾病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调

查患者家属对医护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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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家属对疾病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②行健康教育临床路径表后对医护工作的满意度: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健康教育临床路径表对介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使家属更易于理

解与掌握疾病相关知识,更有利于其接受治疗､ 减轻患儿及家属的恐惧及不安,提高了病人家属对医

护工作的满意度,在临床中非常实用,非常有指导意义。 
 
 
PO-0851 

背心式机械排痰法与机械联合人工排痰法 
在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效果分析 

 
倪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 450052 
 
 

目的 比较背心式机械排痰法与机械联合人工排痰两种方法对小儿重症肺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化法将机械通气的重症肺炎患儿分为对照组 10 人(背心式机械排痰)及观察组 16 人

(机械联合人工排痰),两组患儿均接受常规的雾化吸痰､ 抗感染､ 平喘解痉､ 止咳化痰等对症治疗,
通过胸部 X 线摄片､ 肺部听诊,比较两组肺炎好转的天数､ 啰音消失的天数及机械通气的天数。本

次研究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 SPSS 17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

验,P<0.05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胸部 X 线片示好转的天数､ 胸部听诊啰音消失的天数[2]､ 机械通气的天数与对照

组相比有差别(P<0.05),对比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总体均数均小于对照组,故观察组的治疗效果

优于对照组。 
结论 背心式机械排痰联合人工排痰可以 大可能的利于痰液和支气管分泌物排出,减轻患儿阻塞,缩
短患儿机械通气时间,加快患儿恢复,从而可以减少住院时间,可进一步减少患儿花费,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 
 
 
PO-0852 

“水胶体敷贴+桥式固定法”预防儿童留置针压疮 
和脱管的应用研究 

 
陈作秀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众所周知,儿童儿童的静脉穿刺较困难,且哭闹好动､  不配合,穿刺较困难。而静脉

留置针在临床上广泛使用做为头皮针的替代品,目前已在儿科护理工作中广泛应用。 留
置针置管成功后,为防止其自 行拔针或玩耍时意外拉出留置针,固定留置针的敷贴外围

常用弹力绷带缠绕,常常导致与针翼接触的部位发生压疮和留置针脱管发生,增加患儿的

痛苦,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因此,于 2017 年 1 月开始采用水胶体敷料+桥式固定法

预防儿童留置针压疮和脱管发生的研究。 
方法 选择我科 2017 年 1 月—5 月住院 5-7 天的患儿 200 例,年龄 1 至 3 岁, 其中支气管肺炎 70 例,
肺炎 114 例,其他 16 例 将这 200 例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00 例。观察组中男 70 例,女
30 例;头部留置 58 例,上肢留置 42 例。 对照组男 65 例, 女 35 例;头部留置 54 例,上肢留置 46 例,两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938 
 

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0.05), 具有可比性。观察组:做好穿刺用物准备,选 择好血管,固定

好患儿,常规消毒皮肤严格无菌操作,充分待干后再穿刺,穿刺成功后,完成送管,连接好肝素帽,采用桥

式固定法:先把导管位置放好,取 8cmX1cm 水胶体贴膜直接贴于针翼上,用手轻轻提导管,使导管稍离

皮肤,另一手轻轻沿着针翼走向捏贴膜,使贴膜形成“桥式”与针翼紧密结合,再将两边贴膜抚平再严格

执行无张力贴 8cmX5CM 水胶体敷贴。弹性绷带包扎,松紧应适宜,并注明留置 时间。对家长做好留

置针注意事项的健 康宣教,加强巡视。对照组:严格无菌操作下进行静脉留置针,在穿刺成功后,完成

送管,连接好肝素帽,用凯旋输液贴垫于针翼下方,余固定方法同观察组。每天输液前打开弹性绷带观

察留置针周围局部皮肤,尤其是针翼下皮肤情况,套管有无滑出血管,严格做好观察记录,执行交接班制

度。 
结果 1 两组静脉留置针局部皮肤压疮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 2 例,发生率 2%,明显低于对照

组的 8 例,发生率 8%。2.两组患儿留置针脱管发生率比较,观察组:脱管 1 例,部分脱管 1
例,发生率 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1 例,发生率 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用输液贴垫于直型留置针针翼下方预防压疮和脱管,经临床观察,效果不显著。而

水胶体敷料由特殊材料制成,其密闭的半透膜可以保持局部低氧张力,改善局部组织的微

循环,并联合桥式固定法固定针翼减少了皮肤与留置针针翼的摩擦达到了预防压疮和脱

管的目的。总之,通过用水胶体敷料联合桥式固定法能有效避免了小儿直型留置针压疮

和脱管的发生,大大减轻了患儿痛苦, 减少了护理并发症, 延 长了留置时间,从而提高了

护理工作质 量家属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PO-0853 

腭裂婴儿期家属照护体验及需求的质性研究 
 

黄娟,陈吉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究婴儿期腭裂患儿家属的照护体验及需求,为临床医护人员制定以家庭护理为中心的护理和

延续护理提供依据,减轻腭裂患儿家庭照护负担。 
方法 通过目的采样,选取 12 例≤1 岁的单纯腭裂(不合并其他疾病)患儿家属作为研究对象,应用质性

研究,对我院口腔科腭裂患儿家属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以现象学 Giorgy 资料分析法对资料进行阅读､

编码､ 归类､ 提炼､ 反省､ 验证､ 结构化描述。 
结果 通过对资料的分析整理,婴儿期腭裂患儿家属照护体验及需求可归纳为 5 个方面:1､ 对专业照

护知识的需求:①缺乏了解照护知识的途径②缺乏特殊喂养的知识③缺乏发生呛咳后紧急处理的知

识④缺乏术后伤口护理及语音功能训练的知识;2､ 对社会支持的需求:①对家庭支持系统的需求②对

医护人员专业指导的需求③对社会提供资金帮扶的需求;3､ 对腭裂手术及后续治疗的强烈担忧:①对

腭裂手术效果的高度期望②对腭裂语音的担忧③对可能需行腭咽成形术的担忧;4､ 对患儿未来的不

确定感:①关心患儿生长发育②关心患儿未来心理健康③关心患儿将来社会功能;5､ 父母角色失

调:①角色行为冲突②角色中断。 
结论 腭裂患儿出生后缺乏专业的护理指导,家属存在很大照顾负担和多重心理压力,医护人员需要评

估患儿家属照护能力及身心状态,制定个性化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照护计划及出院后的延续护理,减轻

腭裂患儿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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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54 

儿童疼痛管理短期培训课程设计及实施效果 
 

花芸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00 

 
 

目的 设计儿童疼痛管理短期培训课程并评价实施效果,为构建儿科护士疼痛管理的规范课程提供参

考。 
方法 根据大样本调查结果,设计 16 学时儿童疼痛培训课程,运用情景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等培训方

法对 45 名儿科护士开展多学科合作教育。比较培训前后儿科护士的疼痛管理知识和态度。 
结果 93.3%的护士认为掌握疼痛相关知识非常必要。培训后疼痛知识总评分和四个维度评分显著高

于培训前,且儿科护士使用 Wong Baker 面部表情和 FLACC 量表的频率显著增加(均 P<0.01)。 
结论 儿科护士疼痛知识需求度高,多学科师资参与的短期课程培训可有效促进其对疼痛管理知识的

掌握,改善对疼痛管理的态度。 
 
 
PO-0855 

基于 HIMSS7 级的母乳喂养闭环管理程序的设计与应用 
 

孙黎
1,余欣

1,周艳
1,郭晓萍

1,王晓杰
1,李明龙

2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的 对母婴分离的新生儿母乳喂养流程进行优化和信息化,使母婴分离的新生儿母乳喂养更加规范

和标准化。 
方法 根据 HIMSS7 级和爱婴医院的要求,结合新生儿病房实际工作情况,构建母乳喂养闭环管理信息

系统,利用条形码､ PDA 等信息技术,对母乳的采集､ 收集､ 入库､ 消毒､ 出库､ 喂养等全程追溯,信
息充分共享,全程条码化管理。 
结果 提高了母乳喂养的工作效率,提升了服务满意度。 
结论 母乳喂养闭环管理信息系统使母婴分离的新生儿母乳喂养更加规范和标准化,能够有效提高母

乳喂养的工作效率,同时提升了服务满意度,进而提高了医疗安全水平,为医院科学管理提供了有利保

障。  
 
 
PO-0856 

护理信息技术帮助护士实现静脉输液的闭环管理 
 

孙黎,潘玉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静脉输液信息化管理。 
方法 在静脉输液的医师开具医嘱､ 配置中心药物配置､ 运输流转､ 护士核对执行､ 巡视或暂停､

结束等整个过程中,利用护理信息技术对各个环节进行监控,确保静脉输液的准确无误。 
结果 真正实现静脉输液规范化､ 科学化､ 精细化的管理,保证病人的安全。 
结论 信息化管理能够实现输液规范化､ 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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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57 

降噪雾化器在早产儿氧气雾化吸入中的应用 
 

何丽,奚敏,肖静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 探讨自制降噪雾化器在早产儿氧气雾化吸入降低噪音提供的效果 
方法 使用台湾泰仕高精度 TES1350A 噪音测试仪,测量在氧气雾化环境下,NICU 暖箱内分别使用降

噪雾化器和原装雾化器在早产儿耳边的噪音情况。研究对象为 NICU 中在暖箱内氧气雾化吸入的早

产儿 60 例,分为降噪雾化器组和原装雾化器组,比较两组早产儿氧气雾化吸入过程中耳边的噪音､

早产儿心率变化值。 
结果 降噪雾化器组和原装雾化器组在早产儿耳边的噪音分别为(64.32±0.17) dB 和(81.79±0.48) dB,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降噪雾化器组心率变化值显著低于原装雾化器组

( P<0.05) 。 
结论  降噪雾化器有明显降噪作用,氧气雾化吸入过程中早产儿在相对低噪音环境下,能减缓心率波动,
促进疾病的恢复。 
 
 
PO-0858 

基于 KPI 体系的儿科门诊哮喘用药指导效果探讨 
 

杨云,康冰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将 KPI 应用到护理质量控制中,制定哮喘用药指导 KPI,提高用药指导合格率。 
方法 结合科室实际,建立哮喘用药指导关键指标,制定指标细则后科室组织全体护理人员学习,统一､

规范讲解内容及考核标准,从使用方法､ 维护保养､ 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考核,科室护理质控组与护

理部督导,通过自查与督查方式,考核护士哮喘药物指导合格率,每月抽查月健康咨询量的 5%,月度考

核结果于次月 5 日前上报护理部。 
结果 实施关键指标监测后,采用 spss19.0 对实施监测前后 6 个月平均合格率进行分析,儿科门诊哮

喘用药指导合格率较前有明显提高(P<0.05)。 
结论 科学合理的设计 KPI,并不断改进完善,可以提高医院护理质量,提升患者家属满意度,推动科室

及医院的发展。 
 
 
PO-0859 

康奈尔笔记法在儿科门诊护理教学中的探索 
 

郑阳,刘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索康奈尔笔记法在儿科门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实践。  
方法 通过介绍护理笔记的重要性与局限性,探索康奈尔笔记法的实施步骤在记录护理笔记的优越性,
从而推广康奈尔笔记法的应用。 
结果 康奈尔笔记法不是简单地要求护生在课堂上记笔记,而是强调从课内到课外将 5R 步骤逐步落

实,对应完成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的记录､ 理解､ 记忆､ 思考､ 联想､ 应用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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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儿科护理教学过程中,将这种笔记方式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不但能正确处理好听讲､ 笔记和

思考的关系,还能有效的加强护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并且有助于培养护生临床思维能力,
调动临床思维的积极性,因此康奈尔笔记法在儿科护理临床代教中值得推广使用。 
 
 
PO-0860 

全景式案例教学法在儿科新护士核心能力培养中的探索    
 

朱慧云,易永红,黄实,叶天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索全景式案例教学法在儿科新护士核心能力培养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将 80 名儿科新护士按随机数字表达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采用全景式案例

教学法进行系统全面的护士核心能力的培养;对照组按照儿科新护士培训计划落实新护士的培训。 
结果 护士 1 年规范化培训结束,两组新护士的护士核心能力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全景式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儿科新护士的核心能力,提高了新护士的护理工作满意度,有利于

在新护士培训中推广使用。 
 
 
PO-0861 

母婴分离住院早产儿出院后母乳喂养情况调查 
 

季福婷,张玉侠,陆春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调查住院早产儿住院期间及出院后三个月内母亲泌乳及母乳喂养情况,了解新生儿病房内

开展积极母乳宣教对患儿出院后母乳喂养率的影响,为今后住院早产儿母乳喂养的推广提供依据。 
方法 对 899 例早产儿在入院之初即了解患儿家属(父母)的母乳喂养意愿,对家属进行母乳健康指导,
指导内容包括母乳的采集､ 储存､ 运输以及应用,鼓励母亲在患儿住院期间规律泵奶。患儿出院后

一个月及三个月时分别进行电话随访,了解患儿母乳喂养状况,及时解答家属相关疑问,鼓励母亲继续

母乳喂养。观察指标包括入院 24h 内家属母乳喂养意愿及是否运送母乳来院。出院后 1 个月及 3 个

月时的母乳喂养率以及影响母乳喂养的原因。 
结果 早产儿住院期间母乳喂养率 18.8%,出院后一个月及三个月后的纯母乳喂养率分别为 35.7%和

25.2%,混合母乳喂养率分别为 34.9%和 30.4%,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影响住院早产儿出院后纯

母乳喂养率的主要原因包括:母乳分泌不足､ 母亲工作需要､ 母亲及患儿疾病等。 
 
结论 虽然住院早产儿家属有较高的母乳喂养意识,但是母乳喂养知识并不全面,出院后远期纯母乳喂

养率较低。住院早产儿出院后纯母乳喂养需要延续性护理支持,以提高住院早产儿出院后纯母乳喂

养率,更好地促进早产儿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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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62 

16 例儿童过敏性结肠炎行粪菌移植的护理 
 

刘丹,朱慧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二科 430030 

 
 

目的 指导责任护士更好地落实过敏性结肠炎行粪菌移植的护理 
方法 选择 16 例过敏性结肠炎患儿落实全程护理 
结果 落实患儿的护理评估,加强健康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有效出院随访,对预防粪菌移植的并发症的

发生至关重要。 
结论 落实患儿的护理评估,加强健康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有效出院随访,对预防粪菌移植的并发症的

发生至关重要。 
 
 
PO-0863 

843 例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营养风险筛查分析 
 

邹瑜,李素芳,付勤,周少明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调查消化内科住院患儿消化系统疾病的高营养风险状况。 
方法 采用新型儿科营养风险筛查表对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消化内科住院患儿进行营养风险

筛查,纳入标准为>1 月-15 岁消化系统疾病患儿,入院 48 小时内完成筛查,评分≥4 分为高营养风险

标准。分析小儿消化系统疾病的高营养风险发生率及年龄分布特点。 
结果 843 例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中高营养风险患儿占 13.8%,其中导致高营养风险前几位疾病分

别为厌食 66.7%,营养不良 60.7%,克罗恩病 60%,生长发育迟缓症 50%,慢性腹泻 42.8%,各疾病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发现存在营养风险(营养风险筛查评分为 2-3 分)患儿占 37.8%。高

营养风险患儿年龄分布存在差异,婴儿期(<1 岁)发生率 高为 47.2%,其次为>6 岁儿童发生率为

2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营养风险患儿性别比例为男:女(0.88:1)。 
结论 通过此研究,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高营养风险发生率较低,存在营养风险患儿比例较高,能客观

反映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儿普遍存在营养风险,可能发生营养不良的风险,对重点疾病住院患儿应在

入院时评估营养状况,48-72 小时再评估,同时进行营养干预和管理。  
 
 
PO-0864 

川崎病患儿家长心理状态调查分析及护理对策 
 

李亚红
1,蒋文慧

2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 

 
 

目的 通过调查川崎病患儿家长焦虑及抑郁情况,了解家长心理状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于本院心血管内科收住的 55 例川崎病患儿家作为研究对象,
对 55 例患儿家长采用 SAS/SDS 量表进行焦虑抑郁的评估,并对不同性别､ 文化程度､ 年龄､ 经济

收入与付费方式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55 例患儿家长的焦虑略高于国内常模,抑郁情况比较严重,与国内常模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不同性别､ 文化程度､ 年龄､ 经济收入与付费方式等因素无明显差异,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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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结论 川崎病患儿家长的抑郁表现明显,护理人员需要在治疗护理患儿的同时做好家长的心理疏导和

疾病相关知识指导。 
 
 
PO-0865 

护理服务剧本在提高新生儿监护室优质护理服务质量的效果观察 
 

阎洁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应用护理服务剧本在提高新生儿监护室护理服务质量,家属健康教育知晓率及满意度､ 满

意率的效果 
方法 将我院新生儿监护室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住院患儿家属健康教育知晓率及满意度调查

设为对照组,2015 年 5 月起,科室组织护士培训,进行护理服务关键环节的剧本制作及演练,统一护理

服务及健康教育内容的标准,通过学习剧本规范护理服务流程, 实施考评标准与互动学习相结合, 使
护士熟练掌握专科护理服务技能及与家属沟通技巧及方法。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不断进

行学习及演练,共完成 4 期护理服务剧本的制作及排演,护理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结果 通过护理护服务剧本的开展,全科护理人员举止文明大方,主动服务意识强, 体现了护理服务的

专业化和规范化。对照组每月平均健康教育知晓率为 91%,满意度为 92.3%,实验组(2015 年 5 月-
2016 年 4 月)每月平均健康教育知晓率为 93.4%,护理服务满意度为 97.6%。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健康教育知晓率为 98.6%,护理服务满意度为 100%。实验期间住院患儿家属教育水平,家庭

收入及年龄,均为统计学差异。 
结论 护理服务剧本的开展使得护理工作标准化､  人性化和精细化, 做到真正重视患儿家属的需要和

感受 。运用护理服务剧本通过对护士有计划的培训, 把常规的问题规范化, 让护士加深印象,从感性

的角度认识到哪些行为是不规范的,避免常见服务态度方面的问题出现, 培养专科护士护理服务技巧

和沟通技能, 从而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减少患者投诉,护理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正确体现了优质护理服

务内涵建设。 
 
 
PO-0866 

  睡眠剥夺法在小儿肺功能检查的镇静效果观察 
 

郑霞丽,覃霞,何娴英,杨琨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睡眠剥夺法配合水合氯醛的镇静､ 催眠效果,及提高婴幼儿肺功能检查一次性成功率的影

响。 
方法 随机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 2 月-1 岁年龄段的 200 例需进行肺功能检

查的患儿。将 200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200 例(方法:短时间睡眠剥夺,口服水合氯醛)和对照

组 200 例(方法:口服水合氯醛),比较两组患儿的睡眠持续时间､ 有效镇静时间以及肺功能检查成功

率的情况。 
结果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儿的平均睡眠持续时间(30min)均短于对照组(45min),有效镇静的睡眠

时间(1.5h)均长于对照组(1h),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行肺功能检查成功率为

92.5%,显著高于观察组的 7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睡眠剥夺法联合口服水合氯醛对小儿有较好的镇静催眠作用,可以帮助患儿尽快入睡,达到顺利

完成肺功能检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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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67 

182 例小儿误服原因分析及抢救护理措施 
 

王惠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探讨小儿误服的常见原因､ 种类及救治护理措施。 
方法 选择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救治的 182 例误服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82 例误服患儿经积极救治,其中 180 例急诊治愈离院,2 例收住院治疗。 
结论 对误服患儿采取及时有效的救治方法及护理措施,可以达到有效治愈的效果。另外,家长应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包括加强对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看护,重视家用药品､ 不安全物品的管理,放置于小儿

拿不到的地方等,就能够减少或避免中毒悲剧的发生。 
 
 
PO-0868 

扁平化模式在儿科综合病房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和效果 
 

李顺芬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扁平化模式在儿科综合病房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改变临床护士排班模式,把护士分层管理和责任包干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具有不同层级护士组成

的若干个并行的护理责任小组,每名患者有相对固定的护士对其全面负责 
结果 实施扁平化模式 2 年来,儿科综合病房的护理质量合格率､ 患者满意度及陪护率与实施前相比,
均有显著提高(均 P<0.05)。 
结论 扁平化模式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减少了护理管理中间环节,加快了信息沟通和传递速度,提高了

工作效率,促进了给患者提供连续､ 全程护理服务的落实。  
 
 
PO-0869 

PBL 教学法的培训模式在儿科低年资护士综合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朱大梅,郝丽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 PBL 教学法在儿科低年资护士综合技能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自 2016 年入职的 24 名低年资护士,采用 PBL 理念,以“设问-讨论-总结”的教学模

式进行培训。  
结果 在应用 PBL 教学模式后,24 名低年资护士的理论和技能考核成绩,较应用前均得到提高,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BL 教学模式在培养护士综合能力方面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PBL 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入,启发

护士思考,促使其主动寻找答案,助于其形成循证思维模式,也有助于低年资护士知识体系和操作能力

的提高,能够更高质量的解决临床护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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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70 

水胶体敷料防治 ICU 患儿气管插管皮肤损伤的效果观察 
 

葛燕军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比较分析水胶体敷料防治患儿气管插管皮肤损伤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1 月收治的 132 例患儿气管插管皮肤损伤患者,按照简单随机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为 66 例,对照组用 3M 的加压固定胶带固定气管插管,治疗组先要用水胶体敷

料对患儿脸颊进行保护,然后再用 3M 的加压固定胶带固定气管插管。比较分析两组的气管插管固定

效果､ 脸部受损情况及气管插管所用的护理时间。 
结果 两组在气管插管固定效果上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患儿气管插管固定时采用水胶体敷料对患儿脸颊进行保护有着很好的效果,并且操作简单,经
济实惠,能更好的防治患儿气管插管皮肤损伤发生,减轻患儿的痛苦,提高护理质量,材料的透明度也对

护理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值得在临床中应用推广。 
 
 
PO-0871 

思维导图在胆道闭锁患儿家长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屈文倩,唐文娟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设计胆道闭锁相关知识思维导图,探讨其在胆道闭锁患儿家长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在上海某儿童医院住院的 37 名胆道闭锁患儿家长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对照实验,将 37 例胆道闭锁患儿家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干预组 18 例和对照组 19 例,
对照组按临床路径实施口头健康教育,干预组应用思维导图进行健康教育。 内容包括疾病基本知识

､ 治疗知识､ 术后护理知识､ 术后并发症预防及处理知识。干预后,采用 Feetham 家庭功能量表

(Feetham family functioning survey ,FFFS)､ 患儿家长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评估,比较两组患儿恢复

情况､ 家庭功能和家长满意度。 
结果 干预组患儿的再入院率低于对照组(P<0.05),早期胆管炎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患儿 BMI
指数､ 后期家庭功能和家长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健康教育思维导图能够有效的提高胆道闭锁患儿家长的健康教育满意度和家庭功能,促进患儿

恢复。 
 
 
PO-0872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和儿童发展认知理论的家属健康教育干预措施

对预防住院患儿跌倒坠床的效果评价 
 

张帅,徐敏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和儿童认知理论的家属健康教育干预措施在减少患者跌倒/坠床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一 2015 年 7 月住院患儿跌倒/坠床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提出改进措

施并予以实施,再调查 2015 年 8 月-2016 年 2 月住院患儿的跌倒坠床发生率,对 2 者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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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实施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和儿童认知理论的家属健康教育活动干预后,跌倒坠床发生率由干

预前的 0.12‰降低至 0.04‰,前后差异明显(p<0.05) 
结论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和儿童认知理论的家属健康教育干预措施可明显降低了住院患儿跌倒/坠床

的发生率,值得儿童医院临床推广 
 
 
PO-0873 

小儿术前禁食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的效果分析 
 

蒋璐杏,刘少红,汤应龙,漆萍萍,王欣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小儿术前禁食施实个体化健康教育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术前禁食患儿 300 例,根据不同护理方式将其均等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0
例,观察组实施常规护理加个体化健康教育,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干预后的临床效

果。 
结果 对照组患儿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39.3%,观察组患儿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4.0%,观察组明

显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儿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中,对照组的

满意度为 82.0%,观察组的满意度为 94.0%,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小儿术前禁食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的临床效果显著,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示

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与应用。 
 
 
PO-0874 

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质性研究 
 

朱杉,叶天惠,无,无,无,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情况,发掘照顾者潜在的积极能量,为制订护理干预对策

提供依据。 
方法 运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法,选取 14 名白血病患儿的主要照顾者进行深入访谈,使用

Colaizzi 七步法来分析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情况。 
结果 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有 5 个主题:认知的变化,与他人关系的变化,对子女教育的促

进,对养老及二孩政策的关注与思考,人生哲学的变化。 
结论 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除了存在负性体验外,也存在创伤后成长等积极表现,临床护理人员应从

成长的角度出发,积极发掘照顾者的潜在力量,这将有利于照顾者以更加健康的身心状态投入到照顾

患儿的生活中,提高其照顾质量, 终提高二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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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75 

负压封闭引流治疗小儿骨科感染创面的护理效果观察分析 
 

吴丽霞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6 

 
 

目的 分析负压封闭引流治疗小儿骨科感染创面的护理效果。方法:抽选 2014 年 3 月~2015 年 5 月

在我院接受相关治疗的 100 例小儿骨科感染创面患儿,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组患者人数为 50 例。对照组在负压封闭引流治疗后给予常规护理;在治疗后,观察组患儿在对

照组护理基础上给予感染性创面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方法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创伤治疗技术,该技术适用于烧伤创面､ 外科手术感染

､ 开放性骨折外加软组织缺损以及皮肤创伤等方面的治疗。相关报道表明,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可有

效的应用于小儿骨科感染创面治疗过程中,而且采用负压封闭引流治疗小儿骨科感染创面,可有效减

少抗生素的使用,加快创面的恢复､ 预防创口交叉感染以及缩短治疗时间,其优势显著[1]。本研究就

此对 100 例小儿骨科感染创面患儿进行相应的实验。现将其结果报道如下: 
结果 结果:观察组患儿的总有效率(88.00%)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6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结论:在负压封闭引流治疗期小儿骨科感染创面间给予感染性创面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可提高

患儿的治愈率,促进创伤切面的预后。 
 
 
PO-0876 

小儿危重评分配置护理资源在 PICU 患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许丹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研讨小儿危重评分配置护理资源在 PICU 患儿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用随机抽签方式,从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危重症(PICU)患儿中,抽取 80 例纳入

到讨论中,用随机数字法分 2 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接受传统责任制护理模式,研究组接受小儿危重

评分配置护理资源,观察两组患儿护理状况,并对比,如护理满意度､ 并发症､ MOSF 发生率､ 入院

PICU 时间､ 多器官衰竭等。 
结果 对比小儿危重评分状况,入院时､ 入院 1d 时其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入院 3d､ 7d 时,
小儿危重评分状况,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两组患儿并发症､ 住 PICU 时间､ MSOF
发生率､ 功能衰竭气管数等,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对比满意度评分,研究组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危重症评分配置护理资源可按照其实际病情有效指导护理工作,改善其预后,进而提升满意

度,值得应用和推广。 
 
 
PO-0877 

移动护理设备创新护理查房模式的开展 
 

邓慧 
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介绍一种新模式的护理查房,探讨护理信息化对护理查房模式改变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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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介绍我科室使用移动护理设备用于护理查房的经验,对该模式的护理查房进行详细的解释

和经验推广。 
结果 移动护理设备用于护理查房从多方面便利了护理人员,能为患者提供更人性化的查房服务。 
结论 随着医疗机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移动护理设备用于护理查房值得推广和继续改进。 
 
 
PO-0878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焦虑､ 抑郁､ 应对方式 
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廖新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调查先天性心脏病术前患儿父母焦虑､ 抑郁､ 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现状,分析患儿父母焦虑､

抑郁､ 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探讨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2017 年 5 月期间住院的 236 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

般情况问卷､ 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 简单应对方式问卷(SCSQ)､ 简明健康状

况调查表(SF-36)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SPSS21.0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 Pearson相关分析､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确定影响患儿父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结果 1､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焦虑情绪得分为 38.48±8.97 分,高于国内常模;抑郁情绪得分为

42.36±10.86 分,高于国内常模。 
2､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积极应对得分为 1.62±0.54 分,低于国内常模;消极应对得分为 1.68±0.62,
高于国内常模。 
3､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生活质量总分为 67.13±17.70 分,低于国内常模。各维度得分:生理功能

85.59±13.14分､ 生理职能 63.14±40.37 分､ 躯体疼痛 77.11±19.43分､ 活力 62.27±20.10分､ 社
会功能 70.39±23.19分､ 情感职能 55.93±41.00分､ 精神健康 58.72±18.86分､ 总体健康

63.89±20.70 分,其中,总体健康与国内常模无明显差异,其余维度均低于国内常模。 
4､ 焦虑与生活质量总分呈负相关,与除了躯体疼痛维度之外的各维度呈负相关;抑郁与生活质量总分

及分维度呈负相关;积极应对与生活质量总分呈正相关,与除了躯体疼痛维度之外的各维度呈正相关;
消极应对与生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呈负相关。 
5､ 以生活质量为因变量,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焦虑､ 抑郁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消极

应对､ 焦虑､ 抑郁共同解释生活质量的 63.8%,说明消极应对､ 焦虑､ 抑郁情绪是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父母生活质量的重要预测因素和影响因素。通过逐步分析发现,第一步,消极应对即可解释先天性

心脏病父母生活质量的 52.3%,逐步增加焦虑和抑郁变量后,解释的增量为 11.5%,说明真正影响生活

质量的关键因素是消极应对。 
结论 1､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生活质量处于较低水平,普遍存在焦虑､ 抑郁情绪,多采用消极方式

方式。 2､ 焦虑､ 抑郁､ 消极应对是影响患儿父母生活质量水平的主要因素,特别是消极应对。3､
医护人员应加强对患儿父母的关注,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引导父母避免消极应对方式,减少不良生

活方式,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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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79 

全程健康教育应用于白血病患儿 PICC 置管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周理华,周正雄,周琼,黄淑娟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1 

 
 

目的 探讨全程健康教育在白血病患儿 PICC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在我科化疗的白血病患儿 120 例进行 PICC 置管,每组 60 例;
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指导,研究组采用系统性全程的健康教育模式,比较两组患儿的置管效果､ 患儿

及家属依从性以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结果 置管效果分别为研究组的局部感染率为 0､ 并发症为 1.3%,低于对照组局部感染率为 3%､ 并
发症为 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5);研究组平均留置时间达(215±5.5)d,高于对照组平均留置时间

达(171±4.8)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5)。研究组患儿及家属的依从性达到 94.6%,显著高于对照组

依从性 4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5)。患儿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研究组达 94.7%,高于对

照组满意度 7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5)。 
结论 对白血病 PICC 置管患儿实施全程健康教育干预可通过患儿及家属的依从性,从而提高 PICC
置管效果,使患儿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得到提高,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PO-0880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不同体位呼吸机雾化吸入效果观察 
 

刘莉莉,陈清秀,刘文静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 ARDS 患儿不同体位实施呼吸机雾化吸入的治疗效果,观察两种疗法在稀释痰液,提高血氧

饱和度等指标中的作用,同时为 ARDS 患儿实施俯卧位呼吸机雾化吸入治疗标准操作流程及护理方

案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60 例入住南京儿童医院 PICU 病房经鼻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 ARDS 患儿为研究对象。将

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患儿 24小时痰液粘稠度､ 雾化吸入后第 1-7 天血氧饱和度

､ P/F 比值及机械通气总时长之间的差异。 
结果 实验组患儿痰液稀释程度优于对照组;两组在患儿血氧饱和度(SPO2)､ P/F 比值等方面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患儿机械通气总时间短于对照组。 
结论 俯卧位呼吸机雾化吸入治疗方式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氧合指数,纠正低氧血症,同时可以稀释痰液,
改善痰液粘稠度,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方式。 
 
 
PO-0881 

 1 型糖尿病儿童照顾者胰岛素笔注射现状及影响因素 
 

汪红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调查 1 型糖尿病儿童照顾者胰岛素笔注射技能现状,探讨胰岛素笔注射技能与血糖控制的关系,
分析影响胰岛素笔规范注射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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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选取于 2015 年 6 月到 2015 年 12 月在某三甲医院儿科门诊和住

院部就诊的 210 例Ⅰ型糖尿病儿童的照顾者。调查工具是自行设计的胰岛素笔规范化注射问卷和注

射者一般资料调查表。 
结果 糖尿病儿童患者的照顾者年龄一般在 21~30 岁之间(64.29%),主要为父母(87.14%),大部分为

女性(75.24%)。儿童照顾者的胰岛素笔注射技术得分为满分的有 32 位,总体得分为 15(10 , 19),每
道题的正确率在 50%~70%之间;照顾者胰岛素笔规范化注射问卷得分越高,患儿的血糖控制效果越

好;患儿的年龄和性别､ 照顾者的性别､ 学历和收入是影响其胰岛素注射笔使用规范化的主要因

素。 
结论 1 型糖尿病儿童照顾者胰岛素笔注射规范化水平不高,护理人员应加强相应的注射知识教育提

高注射技能。 
 
 
PO-0882 

患者安全目标管理在儿童支气管镜术中的临床应用 
 

林琳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以患者为中心”运用患者安全目标管理优化现有儿童支气管镜术流程,保障医疗安全,提升优质

服务。 
方法 分析了 2015 年-2016 年我院儿童支气管镜术实施过程中的潜在安全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遵
循患者安全目标管理,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并使其制度化､ 流程化。 
结果 经过对现有流程的优化和改进,落实“患者安全目标”,并实现诊疗全程无缝对接服务。 
结论 在儿童支气管镜术中实施患者安全目标管理,可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疾病治疗效果满意

度,从而促进医患关系的沟通,增进医患关系的构建。 
 
 
PO-0883 

探讨综合性护理降低 ICU 小儿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效果 
 

王启梅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研讨综合性护理降低 lCU 小儿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临床效果。 
方法 用随机抽签方式,从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 ICU 小儿气管插管患儿,抽取

80 例纳入到讨论中,分组讨论以便区分护理方式,40 例对照组和 40 例研究组,观察护理状况,并对比

分析。 
结果 研究组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 2.5%低于对照组 15% 
结论 临床可将综合性护理应用到 ICU 小儿气管插管中,非计划拔可能管性合并发生发生率均得到降

低,确保患儿治疗安全,提升患儿家属满意度,建立并维持护患关系的和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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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84 

不同有创动脉血压监测的冲洗液方法应用于儿童的临床效果 
 

王元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对比不同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冲洗液方法在儿童临床中的效果及对血栓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儿科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儿科收治的 100 例危重患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

分为两组,观察组 50 例患儿采用肝素盐水冲洗管路,对照组 50 例患儿采用生理盐水冲洗管路,对比其

管路堵塞发生率及 PT､ APTT 值。 
结果 在有创动脉血压监测下,观察组患儿采用肝素盐水冲洗管路后 12h､ 24h､ 36h､ 48h 发生的管

路堵塞率低于采用生理盐水冲洗管路的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治疗后

的 PT 为(18.01±0.23)s､ APTT 为(31.12±1.89)均高于对照组患儿的(10.62±1.31)s､ (26.31±3.12)s,
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有创动脉血压监测中采用肝素盐水冲洗管路的护理方法,可以降低患儿管路堵塞发生率,降低血

栓形成率,改善患儿凝血功能,值得临床应用。 
 
 
PO-0885 

分层护士培训在儿科护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张想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分层护士管理,使其尽快提高儿科护士理论和专业技能水平,提高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 
方法  构建儿科护士能级分层培训模式,按 N0､ N1､ N2､ N3､ N4 不同的个人发展等级对 2014 年

8 月医院全体 103 名护士实施培训,对改进培训模式前后护士的理论及操作考核成绩､ 护士满意度进

行比较 
结果  改进培训模式后护士的理论考核成绩､ 操作成绩､ 护士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培训前 
结论 有针对性的分层培训,为不同层级的儿科护士提供合适的培训支持,满足护理人员知识需求,提升

护士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提高护士满意度。 
 
 
PO-0886 

预见性护理干预对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感染预防的研究 
 

胡仁辉,曹小红,胡圆圆,肖嫔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究预见性护理干预对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感染预防的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我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收治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儿童 64 例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每组 32 例。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予

以预见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对比分析两组儿童的治疗的总有效率､ 感染发生情

况和家属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是 87.1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2.90%;观察组感染的发生率为

9.6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30.65%;观察组护理的总满意率为 93.55%,对照组为 62.90%。在以上方

面的比较中,观察组的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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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施行预见性护理,能够有效地预防感染的发生,对促进患儿的疾病康复与

改善预后具重大意义 
 
 
PO-0887 

过渡病房在早产儿开展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中的应用 
 

朱惠仙,佘雅娥,徐莉莉 
浙江省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目的 探讨过渡病房在早产儿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因各种疾病收住 NICU 科的 130 例早产儿作为本次调查对

象,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5 例,对照组早产儿实施常规的出院计划和指导,观察组早产儿在

出院前由 NICU 转入过渡家庭病房进行“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直至家属掌握相关知识与照护技

术后准许出院。比较两组早产儿出院后的体格发育,以及随访率､ 早产儿护理问题发生率､ 早产儿

再次入院率､ 家庭照护者和护理人员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进行调查､ 统计和比较。 
结果  观察组早产儿出院后的体格发育达标率､ 门诊随访率明显提高,早产儿护理问题发生率､ 早产

儿再次入院率明显降低,家庭照护者和护理人员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结论  过渡病房在早产儿由医院到家庭的转变过程中,对改善早产儿的预后,减少并发症,提高生存质

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PO-0888 

应用关键指标在预防管路滑脱闭环式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熊晓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有效提升预防管路滑脱护理管理质量,减少管路滑脱发生率。 
方法 我院护理部质量与安全委员会,从 2016 年开始,在原有“以病人为中心”护理质量督导组的基础上,
完善护理质量闭环管理组织架构及工作流程,增设护理品管改善追踪组,提取预防管路滑脱管理的关

键过程指标,借用信息化平台,从责任护士风险预警评估､ 高危科室/人群筛选､ 信息上报与追踪改善

､ 标准化维持共 4 个环节,实现管路滑脱动态评估､ 实时上报､ 持续追踪､ 常态维持的闭环管理,做
到预防管路滑脱质量管理动态､ 全程､ 持续的管理模式,有效保障患者安全,减少管路滑脱事件发

生。 
1.风险预警评估  我院制定了《预防管路滑脱安全指引》,包括管路滑脱高危因素评估､ 预防管路滑

脱集束化护理策略及实施细则､ 预防管路滑脱关键监测指标(含 5 个过程指标和 1 个结果指标)､ 预

防管路滑脱质量标准､ 管路固定图谱,规范临床护士工作。责任护士从患者入院带入管路时､ 入院

后新置入管路时以及管路滑脱相关高危因素发生改变时,根据《预防管路滑脱高危因素评估表》,使
用 IPAD 床旁实时评估患者。并从系统自动推送的预防管路滑脱集束化护理措施中,根据患者实际情

况进行勾选,形成预防管路滑脱护理计划并执行。护士长通过护理管理平台,对责任护士评估出的管

路滑脱高危患者实行点查,在护理查房中重点督查评估是否准确,措施是否落实,加强指导并改进。总

护士长与护理部通过相应权限的开放,实行相应督查和指导,必要时组织专家组会诊。 
2.高危科室/人群筛选  护理部通过护理管理平台,对全院管路滑脱高危科室､ 患者实行安全监管。 
3.信息上报与追踪改善  病区主动上报管路滑脱事件,要求在 24 小时内完成初步原因讨论。经护理

部审核通过后,组织品管追踪组专家､ 片区总护士长按 RCA 方法,于 24 小时内完成现场还原。追踪

组专家结合临床实践与相应指南､ 规范等针对事件本身提出有循证依据且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病

区完成对整个事件的 RCA 分析,并按照专家给予的指导意见在 72 小时内,逐步落实改进措施。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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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长 1 个月督促改进措施的落实。每季度护理部护理不良事件讨论会后,安全管理委员会反馈补充

的讨论意见,总护士长 1 个月内完成再次追踪反馈。 
4.标准化维持  护理部结合全院季度质量管理控制结果,对病区不良事件改进进行再次效果追踪,查看

标准化维持效果。同时结合质控督查及专项督查,全方位对管路滑脱风险事件进行管理。通过后台

调取质控数据,从大数据中进行原因分析和改进,保证管路滑脱管理标准化。 
结果 比较 2015 年与 2016 年预防管路滑脱关键指标监测结合闭环管理运行前后,管路滑脱每千床位

数发生率同比下降 30.69%,预防管路滑脱质量监测关键指标落实率稳步提升。 
结论 在闭环式管理模式中充分运用关键指标实现了管路滑脱动态评估､ 实时上报､ 持续追踪､ 现

场确认,做到预防管路滑脱质量管理动态､ 全程､ 持续的管理,可有效降低管路滑脱的发生,提升管理

效能。 
 
 
PO-0889 

护理干预对机械通气患儿发生枕部压疮的影响价值分析 
 

张丹丹,陈魁玲 
郑州儿童医院医院东区医院儿科 PICU 450053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机械通气患儿发生枕部压疮的影响价值。 
方法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将本院收治的机械通气患儿 94 例作为研究资料,随机分组

后,对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共 47 例,对观察组患儿采用优质护理干预措施,共 47 例,对两组

患儿护理后枕部压疮发生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儿护理后枕部压疮发生率为 2.13%显著低于对照组 14.89%,P<0.05.。 
结论 对机械通气患儿采用优质护理干预利于降低患儿枕部压疮发生率,保证患儿的安全,具有重要的

临床价值。 
 
 
PO-0890 

Plastic bags to prevent hypothermia 
 

Hu Xiaojing 
Children‘&#39;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Hypothermia remains a significant problem among very low birth weight (VLBW) 
infants. Occlusive polyethylene plastic bags used immediately after birth to reduce hypothermia 
have been proven to be effective for preterm infants.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placing VLBW infants in plastic bags during transport reduces hypothermia. 
Methods Study inf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 standard thermoregulation protocol or to a 
standard thermoregulation protocol with placement of the torso and lower extremities inside a 
polyethylene plastic bag during transport.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s were axillary 
temp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transport and the occurrences of moderate hypothermia upo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dmission. 
Results A total of 108 VLBW infants recruited into the current study randomized to the plastic 
bag (n=54) group or to standard group (n=54) had similar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VLBW infants 
in the plastic bag group had a lower rate of moderate hypothermia (3.7% vs 27.8%; risk ratio, 
0.100; confidence interval, 0.022-0.463; P=0.001) and higher axillary temperatures 
(36.40±0.38°C vs 35.92±0.85°C; P=0.001) upon NICU admission in comparison to infants 
receiving standard care. 
Conclusions Placing VLBW infants in polyethylene plastic bags during transport reduces the 
occurrence of hypothermia, especially moderate hypother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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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91 

新生儿患者日常身体评估框架的构建研究 
 

蒋小平,许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了解我国目前新生儿科护士对患者实施身体评估的现状,构建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新生儿患者

日常身体评估框架,为规范实施护理评估提供依据。了解我国目前新生儿科护士对患者实施身体评

估的现状,构建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新生儿患者日常身体评估框架,为规范实施护理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 访谈新生儿科护士,并参考国内外护士常用的身体评估技能,自行编制新生儿科护士 34 项身体

评估技能调查问卷。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对国内 7 个省的 513 名新生儿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依据

调查结果显示的条目重要性排序,编制新生儿科护士日常身体评估框架。 
结果 34 项身体评估技能中,实施频次排在前三位的是测量体温､ 测量血氧饱和度和测量呼吸;重要性

评分排在前 5位的依次是测量体温､ 测量血氧饱和度､ 测量呼吸､ 观察排便和视诊皮肤完整性。初

步构建的新生儿科患者日常身体评估框架共 21 个条目,包括测量体温､ 测量呼吸､ 听诊心率､ 测量

血压､ 测量血氧饱和度､ 评估疼痛､ 视诊皮肤颜色､ 视诊皮肤完整性等。 
结论 我国新生儿科护士对患者实施身体评估的差异性较大,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初步构建的新生儿科

患者日常身体评估框架,可以为我国护士规范实施护理评估提供指引。 
 
 
PO-0892 

重症监护室患儿的护理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研究 
 

刘春丽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针对对重症监护室患者的护理所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防范措施。 
方法 选择我院重症监护室患儿 100 例来分析在护理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措施,首先将这 100 例

重症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其次,对其中 50 例重症患儿实施常规护理方式作为对照组,对另外 50 例重症

患儿实施常规护理方式的同时再加以危险因素防范护理措施,视为实验组, 后根据两组重症监护室

患儿的危险事件发生率､ 存活率及患儿家属的满意度进行比较并分析。 
结果 探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不良时间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且患儿家属对观察组的护理满意

度(94%)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4%)。 
结论 对于重症监护室患儿的护理中存在的危险因素采取防范措施加以护理相对于常规护理可以保

证患儿在护理期间的安全性,减少危险事件的发生,让其家属更满意。 
 
 
PO-0893 

医护共管模式在儿科危重患儿院内转运的效果分析 
 

曾烈梅,肖志田,杨俊香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医护共管模式在急诊危重患儿院内转运中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6 月至 12 月我院急诊科转运至 PICU､ NICU､ 手术室的 202 例危重患儿

作为对照组;将 2017 年 1 月至 5 月的 196 例危重患儿作为观察组。两组患儿在性别､ 年龄､ 病种等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患儿经过急诊科一系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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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处理后,由护士进行评估,决定转运用物,转运后与对方护士进行交接;观察组实行医护共管模式,转
运前由医护共同进行病情评估,确定需携带的转运设备､ 设品,转运前与接收科室做好充分的沟通,转
运人员由具备主治以上医师和护师以上职称,经急诊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组成,转运过程中医生主要

负责患儿的气道管理,护士负责患儿通路及体位管理,转送至接收科室后与接收科室医生､ 护士共同

交接,所有参与交接与转运的医护人员均需在转运交接单上共同签名并输入工号。对两组患儿的转

运不良事件发生率,转运时间,反馈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采用医护共管模式,危重患儿转运的不良事件(危重患儿病情变化､ 物品设备准备不全,物
品设备突发故障､ 脱管等)发生率 2.6%,远低于对照组的 10.2%,观察组平均转运时间(从准备至交接

完毕)6 分钟,短于对照组的 15 分钟,观察组病房反馈满意度 95.1%,高于对照组的 86.3%。两组比较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观察组采用医护共管模式,危重患儿转运的不良事件(危重患儿病情变化､ 物品设备准备不全,物
品设备突发故障､ 脱管等)发生率 2.6%,远低于对照组的 10.2%,观察组平均转运时间(从准备至交接

完毕)6 分钟,短于对照组的 15 分钟,观察组病房反馈满意度 95.1%,高于对照组的 86.3%。两组比较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PO-0894 

四级制分诊标准对提高儿科急诊分诊准确率的影响 
 

宋林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 

 
 

目的 制定儿科四级分诊标准来提高儿科急诊分诊的准确率,保障患儿的安全。 
方法 把从 2016.1-6 月儿科急诊就诊人数 30115 例患儿,设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分诊方式分诊;从
2017.1-6 月儿科急诊就诊人数 32125 例患儿,设为观察组,按四级分诊标准分诊,对两组患儿分诊准

确率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分诊准确率为 99.3%,高于对照组的 95%.提升了 4.6%. 
结论 四级制分诊标准简明扼要,分级明确,能提高分诊准确率,保障了患儿的安全。 
 
 
PO-0895 

情景模拟演练结合翻转课堂在提高急诊年轻护士 
抢救能力中的应用 

 
赵丽

1,赵丽
1 

1.南京市儿童医院 
2.南京市儿童医院 

 
 

目的 构建情景模拟演练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培训模式,以提高低年资护士急救能力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2016 年 6 月间在本院急诊病区工作或轮转的 27 名年轻护士(专科工作年限

≤3 年),进行情景模拟演练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培训,成立教学团队,编写情景模拟教学资料,包括:抢
救情景模拟案例､ 抢救流程图､ 专科操作视频及考核标准,以翻转课堂的形式进行情景模拟案例培

训。与 2014 年 7 月~2015 年 6 月间在本院急诊病区工作或轮转的 24 名常规教学查房形式培训的

护士比较,比较两组护士急诊专科理论知识､ 临床操作技能､ 综合抢救能力及两组年轻护士对培训

方式的满意度 
结果 两组年轻护士经过 6 个月培训后,试验组急诊专科理论知识(95.33±4.15)､ 临床操作技能

(96.46±2.98)及综合抢救能力(93.56±2.43)评分,高于对照组急诊专科理论知识(90.65±7.15)､ 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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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89.32±6.58)及综合抢救能力(87.34±5.22)评分,对各自培训满意度调查结果试验组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情景模拟演练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培训模式,能有效提高年轻护士急诊专科知识及综合抢

救能力,年轻护士对情景模拟演练结合翻转课堂培训模式满意。 
 
 
PO-0896 

儿科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 
 

李霞,莫霖,张萍,王啟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建立系统､ 规范的儿科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s, MNS)研究生临床能

力培养质量管理体系,提高临床能力培养质量管理水平,保证其临床能力培养质量。 
方法 根据儿科 MNS 研究生培养目标,借鉴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 ISO9000 国际质量管理理论基本理

念､ 方法,建立儿科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质量管理体系。 
结果 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儿科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质量管理体系,包括学校研究生院一(临床)学
院研究生处一护理教研室一导师､ 科室四级质量管理体系。 
结论 建立儿科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质量管理体系,是保证其临床能力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通
过该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探索了儿科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的基本模式,促进了儿科 MNS 研究生

临床能力培养科学化､ 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和保证其临床能力培养质量。 
 
 
PO-0897 

早期康复护理对病毒性脑炎患儿运动功能障碍恢复的影响 
 

宋燕燕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病毒性脑炎患儿予以早期康复护理对其运动功能障碍恢复的影响。 
方法 资料选择我院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诊治的 97 例病毒性脑炎患儿予以回顾性分析,依据对

其给予的护理方案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40 例)与研究组(57 例),前者给予常规护理,后者给予早期康

复护理,比较两组临床症状缓解及运动功能障碍恢复情况。 
结果 研究组各症状缓解时间均比对照组短(P<0.05);两组护理后较护理前 FMA 评分均提高,且研究

组提高幅度比对照组大(P<0.05)。 
结论 病毒性脑炎患儿行早期康复护理,可有效缩短症状缓解时间,并促进其运动功能恢复,具推广应用

价值。 
 
 
PO-0898 

注射性臀肌挛缩症患儿的康复护理 
 

宋燕燕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注射性臀肌挛缩症患儿的康复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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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选取 2015 年 6 月-2016 年 7 月本院收治的 80 例注射性臀肌挛缩症患儿临床资料加以分

析,因护理方式不同可分成两组,对照组患儿( 35 例)行常规性护理,而研究组患儿(45 例)行康复护理,
比较两组护理效果与家属满意度。 
效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5,19(16):106-109. 
[4]许晓琳,孙玉敏,李琛,等.病毒性脑炎患儿临床特点脑电分析及治疗护理[J].中国农村卫

生,2016,13(17):70-71. 
[5]安春梅.早期康复护理在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吞咽障碍中的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2016,22(05):98-
99. 
结果 研究组护理效果与家属满意度较对照组优(P<0.05)。 
结论 注射性臀肌挛缩症患儿行康复护理可提高家属满意度与护理效果,值得推广､ 研究。 
 
 
PO-0899 

标准化护理方案在手术室管理中的应用 
 

刘慧芳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00 

 
 

目的 探讨手术室管理中标准化护理方案的应用效果和价值 
方法 针对我院手术室护理人员进行研究,研究时间为 2015 年 5 月到 2016 年 4 月,其中 2015 年 5 月

到 2015 年 10 月采用传统的手术室护理模式进行处理,而 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 4 月则采用标准

化护理方案,分析研究两种不同护理模式应用在护士知识掌握情况､ 医师满意度､ 器械准备完整率

以及器械核对时间方面的差异。 
结果 2015 年 5 月到 2015 年 10 月共进行手术 582 例,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 4 月共进行手术 602
例,针对上述研究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者间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其中护士知识掌握情况､

医师满意度､ 器械准备完整率后者均明显高于前者,而在器械核对时间方面后者也明显短于前者 
结论 在手术室管理中应用标准化护理方案具备着较为理想的应用价值,其能够提升护士对于相关知

识的掌握程度,并且在医师满意度､ 器械准备完成率以及器械核对时间等方面均明显优于前者,值得

进行推广应用。 
 
 
PO-0900 

危重症儿童远程转运的护理体会 
 

张学清,杨图宏,资晓玲,龙莹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危重症儿童远程转运的护理措施和要点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我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接收的 60 例远程转运的危重症患儿的临

床资料和护理要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 转运距离:小于 20km,6 例;大于 20km 小于 100km,51 例;大于 100km,3 例;2､ 患儿年龄:小
于 1 岁,5 例;大于 1 岁 55 例;3､ 转运过程中 5 例出现躁动不安;2 例出现发热;1 例出现血压下降;2 例

出现呕吐;60 例患儿成功转运到我院,入住儿童重症医学科。 
结论 转运前详细了解病史,充分准备救护物品,确定转运方案,转运前评估病情,进行预见性护理,与转

出医院妥善交接,转运途中持续监测并记录生命体征,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确保患儿镇静,维持有效静脉

通路,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意外伤害,都是危重症患儿远程转运的重要步骤;到达接收医院,配合接受

病区交接并施救也是赢得救治时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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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01 

规范化护理床边交接班在护士岗位能力培养中的效果评价 
 

林小燕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通过规范化的护理床边交接班,促进护士岗位能力培养,提高护理质量,提高儿科病人满意度。 
方法 强化儿科病区交接班制度,制定《交接班规范》病区护士统一培训,设计《护士床边交接班》表

格,从交接班的时间､ 人员､ 工具､ 方式和语言五个方面规范护理床边交接班,比较护士岗位能力､

对患儿病情掌握程度及家属的满意度。 
结果 护士床边综合评估能力提高,责任心加强,护理质量提高,责任护士对患儿的病情掌握率由

64.5%提高至 87%,病人满意度由 93%提高至 96.1%。 
结论 规范化护理床边交接班有效提升护士岗位能力。 
 
 
PO-0902 

关于护士不戴燕尾帽的合理性研究分析  
 

田园园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护士戴与不戴燕尾帽对医院感染控制的影响,以及对护士身心健康的影响.方便护士更好的

为患者提供服务 
方法 以郑州市儿童医院 2014 年 3 月-2016 年 5 月 90 名护士为研究对象.,有机的分为两组,45 名女

生,为实验组,不佩戴帽子。另 45 名女生,为对照组.佩戴帽子两组在年龄,工作年限,学历无明显差异.
对护士的发型有了统一的要求:头发不过肩,不能披发,长发须盘起.比较两组对无菌操作的影响和对护

士身心健康的影响 
结果 试验组在无菌技术操作以及医院感染控制方面取得较好,而且减少了护士的脱发,保持了发型,有
利于护士的身心健康.减少护士差错事故的发生,提高了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  
结论 护士不戴帽子对临床工作有极大的帮助,更有利于护士的身心健康。 
 
 
PO-0903 

重症监护室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因素与对策 
 

李瑞霞,梁媛,王希萌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究对重症监护室发生呼吸器械相关性肺炎(VAP)影响因素和解决对策。 
方法 择取我院于 2013 年 3 月到 2014 年 10 月收治的患者 100 例,将其以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分组

研究,即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50 例。实验组为发生呼吸器械相关性肺炎患者,对照组为未发生呼

吸器械相关性肺炎患者,分析重症监护室发生呼吸器械的相关性肺炎(VAP)影响因素,分别为器械通

气时间､ 联合抗生素使用､ 深静脉置管针刺､ 胃管留置因素､ 使用激素药物以及意识功能障碍。 
结果 实验组观察结果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经过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中的六大因素为直接导致相关性

肺炎(VAP)的影响因素。P<0.05,两组差异于统计学而言有意义。 
结论 相关性肺炎(VAP)的产生可能与诸多因素相关,因此,需要加强对于重症监护室患者予以针对性

的解决对策才能够降低相关性肺炎(VAP)的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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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04 

泡沫硬化剂治疗小儿静脉畸形的护理体会 
 

刘景 
1.郑州市儿童医院 
2.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DSA 引导下泡沫硬化治疗儿童静脉畸形患者的临床护理方法。 
方法 对 10 例采用 DSA 引导下泡沫硬化治疗儿童静脉畸形的患者术前进行常规准备和精心护理,术
后采取常规护理和不良反应观察与护理。 
结果 本组患者术前术后经积极的护理干预､ 术中密切配合,均获得满意疗效。 
结论 好术前充分的心理护理,术中术后精心及时的监护观察,正确的健康指导,对静脉畸形患者的康复

具有重要作用。 
 
 
PO-0905 

在新护士急救技能模拟培训中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探讨 
 

付勤,王海霞,肖志田,吕元红,徐雅南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儿科新护士急救技能模拟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6 名新入职护士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53 人。培训内容按护理部制定

的新护士急救技能培训方案统一进行。内容包括婴幼儿及儿童 CPR､ 吸氧､ 吸痰､ 复苏气囊､ 除

颤仪､ 心电监护仪的使用等。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以集中授课､ 示教､ 自主练习为主,实验组

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培训。课前一周通过 QQ群､ 微信群等平台发放与课程有关的 PPT､
教学视频,新护士自主学习课件､ 观看视频,书写学习笔记。在授课时以小组形式进行讨论,每组 5-8
人,新护士分组讨论､ 发言,老师解答疑难问题,总结自主学习阶段存在的问题,强调技能操作的重点､

难点。理论授课后教师进行现场示教,新护士分组练习,老师对其操作方法予以指导,直至新护士熟练

掌握。全部单项技能培训完成后,老师以典型案例导入临床场景模拟实践课程,通过案例真实再现急

救场景,新护士根据患儿突发状况选择实施一项或多项急救技能,使其体验到临床实践中身临其境的

抢救氛围,培养新护士应对突发危急重症的抢救能力。每次模拟训练结束后带教老师进行引导性反

馈,与新护士交流模拟过程中的感受,对重点知识进行再提炼,并要求新护士填写学习反馈表,内容涵盖

总结经验､ 找出不足､ 提出改进措施 3 方面。经过为期半年培训后,对两组理论､ 技能考核､ 教学

效果评价､ 应急演练综合能力进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组理论知识､ 技能考核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组教学效果评价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应急演练综合能力评价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结论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新护士急救技能模拟培训中取得了满意效果,激发了新护士自主学习的热

情,达到对临床急救知识“吸收内化”的目的,提升了新护士上岗后对患儿突发状况的急救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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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06 

儿童医院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聚集性病例分析 
 

韩永慧,陈丽琴,李伟杰,李亚玲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调查儿童医院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聚集性病例发生情况,分析发生的原因,探讨临床护理措

施。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4 月到 10 月 PICU 患儿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资料,分析感染的途径及护

理操作的风险因素。 
结果 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PICU 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可能来源于呼吸盒的污染和医务人员未严格执

行手卫生有关。经过对呼吸盒采取灭菌和严格的消毒措施使感染得到有效的控制。 
结论 引起儿童医院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的原因复杂,在护理操作中应严格遵循无菌操作技术和消毒

隔离技术规范。 
 
 
PO-0907 

家庭管理干预对 0-6 岁癫痫患儿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 
和躯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赵小平

1,赵小平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评价家庭管理干预对 0-6 岁癫痫患儿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与躯体健康状况的干预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 106 例癫痫患儿,神经内一科的患儿设为对照组,接受病房常规治

疗､ 护理和健康教育;神经内二科的患儿设为实验组,除接受病房常规治疗､ 护理和健康教育外,由研

究者按计划实施家庭管理干预,两组患儿均于干预前(入院诊断为癫痫 24 小时内)､ 干预后(出院后 3
个月回院复查时)评价患儿抗癫痫药物的血药浓度和躯体健康状况。 
结果 两组患儿干预前抗癫痫药物的血药浓度和躯体健康状况,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实验组患儿的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11,P=0.040);但躯体健康状况比较,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71,P=0.615)。对

照组干预前后组内比较,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600,P=0.148);实验组干预前后组内比

较,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416,P=0.040)。 
结论 家庭管理干预可以有效地维持癫痫患儿的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但对癫痫患儿的躯体状况是否

有作用,尚不能证明,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PO-0908 

早期肠内营养在儿童胰腺炎中的临床应用及护理 
 

陈晓飞,陈洁,范美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总结早期肠内营养在儿童胰腺炎患儿中的临床应用及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本院共收治 52 例胰腺炎患儿,采取早期肠内营养 52 人,
采用鼻空肠管喂养 19 例,采用鼻胃管喂养 22 例,口服 1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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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管饲病人中有 30 人在出院前改经口进食,另有 11 人带管出院,通过定期消化科､ 肠内营养管道

门诊随访,病情好转后拔管转经口进食,患者对早期肠内营养耐受良好,其中 5 例发生腹胀,4 例发生轻

度腹泻,1 例胃管发生意外拔管,其余患者无腹胀､ 腹泻､ 恶心､ 呕吐等肠内营养并发症发生。 
结论 胰腺炎患儿早期肠内营养的应用,有利于改善患儿营养状况,利于疾病恢复。 
 
 
PO-0909 

早期康复护理用于小儿脑性瘫痪的临床观察 
 

方芳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早期康复护理用于小儿脑性瘫痪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 
方法 将 90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儿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所有患儿均在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接受治疗,患儿家长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次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配患儿,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患儿各为 45 例,其中,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均采用一般护理,同时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

儿应用早期康复护理方法,评价观察组､ 对照组的护理效果,评价指标包括治疗有效率和护理满意

度。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在治疗有效率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家长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对照组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用于小儿脑性瘫痪的临床效果较理想,能有效促进患儿恢复,值得推广应用。 
 
 
PO-0910 

三通管联合一次性头皮针在小儿桡动脉采血应用效果评价 
 

刘贵霞,朱美云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探讨三通管联合一次性头皮针在小儿桡动脉采血应用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 192 例住院患儿 384 例次血气分析标本采集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使用常规 BD
动脉采血针经桡动脉采集血气分析标本方法;实验组使用三通管联合一次性头皮针,两处接口分别接

肝素化注射器及普通注射器,经桡动脉采集生化血标本后,再使用肝素化注射器抽取血气分析标本方

法。 
结果 实验组采集的动脉血气分析标本中 PO275.94±1.66(mmHg),PCO246.58±2.46(mmHg);对照组

PO2为 75.86±1.58(mmHg),PCO247.11±2.56(mmHg),两组无明显差异性(P>0.05)。实验组采血器

材费用较对照组降低 61%。 
结论 使用三通管联合头皮针在采集动脉血气分析标本同时能一次性采集该患儿足量生化血标本,减
少反复穿刺引起并发症,减轻患儿痛苦,提高护理工作效率;三通管有效隔绝空气,简便安全,提高了血

气标本合格率,减少了职业暴露发生率。另外采血器材成本低,降低了住院患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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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11 

129 例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患儿父母亲或监护人 
90 项症状清单检测分析 

 
谢鑑辉,梅海波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摘要:目的:了解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患儿父母亲或监护人的精神卫生状况,分析影响其心理健康的

因素。 
方法 方法:按便捷抽样方式抽取在我院住院手术治疗来自来国 29 个省市的 129 个先天性胫骨假关

节患儿家庭采用 90 项症状清单(SCL-90)自评问卷测试,同时填写一般情况表进行评定。 
结果 结果:患儿父母或监护人 90 项症状平均得分为 1.56 分,高于全国常模 1.44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而强迫､ 抑郁､ 焦虑､ 恐怖､ 精神病性等五个维度的得分也高于全国常模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低学历的群体在躯体化､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恐怖､ 偏执及精神病性等方面的得

分更高,较低收入者在人际关系敏感与抑郁维度得分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论: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患儿父母亲或监护人心理健康值得关注,医护人员应加以重视,对重点关

注的低学历父母亲或监护人的应特别加强心理辅导,不断提升低学历父母亲或监护人的心理健康素

质。 
 
 
PO-0912 

 系统化管理对提高新入职护士工作质量的作用分析 
 

李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系统化护士管理在新入职护士工作质量中的作用。方法 利用调查问卷法,将临床常用的护

理操作规范进行技术分类,依此制定教学方案,与传统培训方法进行对比。 
方法 利用调查问卷法,将临床常用的护理操作规范进行技术分类,依此制定教学方案,与传统培训方法

进行对比。 
结果 通过临床技术操作考核,观察组的考核成绩和科室满意的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护理技术的分级分类,在对新手护士的培训上有着很好的效果,使护理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

护理常识,达到护理管理要求和和操作标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PO-0913 

护士心理回报满足感与离职意愿､ 职业压力 的相关性研究 
 

陈红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了解福州市护士的心理回报满意感现状,并分析其与离职意愿以及职业压力之间的相关性,为稳

定临床护理队伍提供科学的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内科､ 外科､ 其他科室护士 125 人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中文版 PreSS
调查心理回报满足感､ 离职意愿量表､ 压力源量表调查研究对象的相关情况,并采用 Pearson 相关

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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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福州市护士心理回报满足感未达到满意水平,来自护士长方面的心理回报满足感越高,离职意愿

Ⅱ(寻找其他工作的动机)越低,来自医生方面的心理回报满足感越高,离职意愿Ⅰ(辞去目前工作的可

能性)越小。 
结论 提高护士的心理回报满足感水平有利于降低其离职意愿。除了物质激励外,护理管理者还应关

注如何提高护士心理回报满足感,针对不同个人特征的护士,采用情感激励等精神激励方法,提高护士

心理健康水平和工作满意度,从而有效的减少护士的流失率。 
 
 
PO-0914 

沃德康喷剂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患儿 
口腔溃疡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麻彦,向明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沃德康喷剂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期间口腔溃疡的应用效果,为医护人员口腔溃

疡的护理方法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60 例化疗后发生口腔溃疡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30 例,采用

沃德康喷剂进行口腔护理;对照组 30 例,接受常规口腔护理;观察两组患儿口腔溃疡愈合情况､ 愈合

时间､ 疼痛减缓时间､ 进食改善时间及患儿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口腔溃疡愈合总有效率为 93.3%,高于对照组 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
察组口腔溃疡愈合时间(4.70±1.78)､ 疼痛缓解时间(3.00±0.98)和进食改善时间(3.53±0.90)均低于

对照组(8.27±3.07､ 6.37±2.65､ 6.57±1.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患儿满意度高达

90%,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沃德康喷剂可有效治疗白血病患儿化疗期口腔溃疡,减轻患儿痛苦,可在临床推广使用。 
 
 
PO-0915 

生酮饮食患儿及家长依从性分析 
 

盛桂梅,朱应红,叶水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为了更全面系统了解 KD 患儿及家庭状况,建立有效的沟通,制定一对一管理策略,提高 KD 的依

从性。 
    生酮饮食(KD)是一种脂肪高比例､ 碳水化合物低比例和蛋白质足够生长发育需要的饮食方案,可
用于治疗小儿难治性癫痫。这种饮食治疗模拟饥饿状态时身体内生化代谢情况:脂肪分解产生酮体,
酮体对惊厥有抑制作用[1]。 
    KD 的依从性是指患儿及其家庭严格按照医生规定的配餐比例制作生酮饮食食品或使用 KD 成品

食品,严格限制脂肪､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量,而不随意更改配餐比例,随意减量或者停用 KD。KD
能否坚持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儿及其家长的依从性[2]。但是该方法打破传统饮食习惯,治疗过

程繁琐复杂,在 KD 治疗过程中贵在长期坚持,成功的关键就是提高患儿及家长的依从性 [4]。 
方法 自行设计生酮饮食调查问卷, 选取对象为 2015 年 8 月以后进入观察组的 52 个家庭,被调查者

均为患儿直系亲属,父亲或母亲。调查时间为住院进行 KD 一周,出院之前进行,充分保证调查资料的

完整客观。本次调查包括患儿基本资料､ 家庭了解 KD的途径､ 对治疗的期望､ 治疗的信心､ 希望

获得的帮助､ 难以坚持的因素､ 让人费心的问题､ 不能坚持的原因､ 生酮食品方面的建议等方面

的问题。父母对问卷内容不理解者由研究者给予面对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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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调查发现 57.7%的家庭了解 KD 的途径是通过医生介绍的;50.0%的家庭期望通过 KD 治疗提

高认知功能以后生活能够自理,36.5%的家庭期望是完全无发作;61.5%的家庭对 KD 治疗信心很

大,30.8%的家庭认为是走投无路的选择;76.9%的家庭希望医生､ 护士､ 营养师在 KD 方面给予出院

后的指导和回访;50%的家庭认为 KD 难以坚持的是 KD 难吃､ 太油腻了､ 孩子拒食;40.4%的家庭

认为 KD 让人费心的是酮体波动太大,不好把握;在 KD 不能坚持的原因方面,55.8%的家庭是因为

发作无减少;在 KD 产品方面,30.8%的家庭认为太贵了,55.8%的家庭对配餐没意见,在访谈中发现这

部分家庭大多处于被动接受。2 生酮饮食依从性影响因素在不同居住地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在不

同家庭经济状况之间差距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KD的疗效､ 酮体的控制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 患者了解 KD的途径､ 对 KD 治疗的信心和期

望值､ 以及配餐口味是影响 KD 依从性的主要因素;城市和农村家庭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均

存在差异,在 KD 依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家庭经济收入是决定 KD 依从性的另一个影响因素,家庭收

入越高,越希望得到更加规范准确的治疗,对治疗的信心和期望值也就越大。 
 
 
PO-0916 

婴儿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肠内营养支持的回顾性分析 
 

郑思敏,顾莺,张慧文,顾银芳,黄苗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00 

 
 

目的 描述婴儿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术后能量摄入及喂养现状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血管中心

接受治疗且满足纳入标准的婴儿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研究工具为研究人员基于文献资料与专家意见

自主设计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营养支持调查表》。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49 例患儿,患儿平均月龄为 2.0(0.9~4.0)m,出生体重为

3700.0(3000.0~4875.0)g,术前体重为 4400.0(3470.0~5500.0)g。先心术后患儿启动肠内营养时间

为 72.0(48.0~95.3)h。患儿术后 1~7 天能量摄入分别为 46.0(35.9~60.3)kcal/(kg*d)､
40.5(33.8~48.8)kcal/(kg*d)､ 42.5(35.2~48.9 kcal/(kg*d))､ 45.8(37.3~55.4)kcal/(kg*d)､
47.9(40.7~60.1)kcal/(kg*d)､ 55.0(45.2~68.0)kcal/(kg*d)和 56.8(46.5~70.0)kcal/(kg*d)。术后肠内

营养支持期间,共 45 名患儿发生喂养中断,喂养过程中 9 名患儿发生胃肠道不良反应。监护室滞留期

间,仅有 28.9%患儿体重增长,40.3%患儿体重下降,30.8%患儿体重无改变。 
结论 婴儿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术后较少出现喂养不耐受现象,能量摄入逐步增加,但术后早期能量摄入

仍旧偏低且患儿体重不增,患儿肠内营养启动时间较晚,因此医护人员仍需积极探索合理的营养支持

方式改善患儿营养状态。 
 
 
PO-0917 

拐形可注水穿刺针单孔腹腔镜小儿腹股沟疝修补术的手术配合 
 

薛菲,张鹏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对使用拐形可注水穿刺针进行单孔腹腔镜手术治疗小儿疝修补术前准备､ 术中配合的效果进

行观察。 
方法 选取于 2013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拐形可注水穿刺针行 SILS-TEP 术治疗的

患儿 306 例,巡回护士充分做好术前准备及护理,术中妥善改变体位,观察气腹压力;器械护士熟悉手

术过程,熟练配合医生使用拐形可注水穿刺针,保证手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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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患儿均由自制拐形可注水穿刺针行 SILS-TEP 术成功,平均手术时间 15-25min;双侧 25-
40min,均无复发及其他并发症。 
结论 拐形可注水穿刺针单孔腹腔镜小儿腹股沟疝修补术的临床使用效果十分理想,丰富的护理配合

经验是手术成功的重要保障。 
 
 
PO-0918 

2 例应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治疗新生儿胎粪吸入的护理体会 
 

金爱丽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应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治疗新生儿胎粪

吸入的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 2 例应用 ECMO 技术治疗重症新生儿胎粪吸入的过程,讨论新生儿在 ECMO 治疗期

间的护理重点,总结相关的护理经验。 
结果  2 例新生儿,其中 1 例男性,另 1 例为女性,足月产,出生体重为 3.8-4kg,生后即出现呼吸困难,经
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 高频振荡辅助通气及一氧化氮吸入等治疗后效果欠佳,后由我院专业 ECMO
团队启动 VA-ECMO 治疗,缺氧得到改善。首先,ECMO治疗期间我们通过严密观察新生儿的意识､

瞳孔､ 前囟的变化及监测 ACT 来避免新生儿颅内出血的发生,整个过程无一例出现颅内出血现象。

其次,2 例新生儿在 ECMO治疗期间均出现流量下降､ 血压低､ 血容量不足,给予调整体位,扩容及血

管活性药物维持后症状得到改善。针对新生儿皮肤特点及 ECMO 治疗的特殊体位要求,我们使用液

体敷料加泡沫敷料联合使用来降低医源性皮肤损伤的风险,2 例新生儿在整个 ECMO 治疗期间未发

生皮肤损伤。2 例新生儿 ECMO 总治疗时间为 243 小时,肺部炎症吸收好转后成功撤离。 
结论  通过我们严密的监测及相关的专科护理措施能够有效降低新生儿 ECMO 并发症的发生,提高

新生儿 ECMO 的成功率。 
 
 
PO-0919 

4R 危机管理理论在降低小儿泌尿外科术后非计划拔管发生率中

的应用 
 

王爱萍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小儿泌尿外科术后非计划拔管发生原因,探讨 4R 危机管理理论在小儿泌尿外科术后非计

划拔管中的应用效果,进一步优化护理操作流程,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的 300 例小儿泌尿外科术后患儿作为对照组,2067 年 6 月——
2017 年 12 月的 320 例小儿泌尿外科术后患儿作为观察组,从缩减､ 预备､ 反应､ 恢复 4 个阶段对

小儿泌尿外科术后非计划脱管进行分析,提出各阶段的应对策略,从而降低非计划拔管发生率。 
结果 4R 危机理论为解决临床护理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降低小儿泌尿外科术后非计划拔管发生率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结论 4R 危机理论为解决临床护理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降低小儿泌尿外科术后非计划拔管发生率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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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20 

多种血管路径置入 PICC 的临床应用 及现状研究 
 

毕云萍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是指经外周静脉(贵要静脉､ 肘正中静脉､ 头静脉)置入中

心静脉导管,使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下段或上腔静脉与右心房交界处的置管术[1]。由于技术操作

易于掌握､ 使用安全､ 留置时间长､ 能减轻患者反复穿刺的痛苦,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静脉治疗。为

了更好的将 PICC 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保障置管及用管安全､ 提升操作技术,本文就多种血管路径

置入 PICC 进行探讨和分析,总结了 PICC 的临床应用及方法,为进一步研究及提升 PICC 置入技术提

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部分患者上肢不适合进行穿刺､ 穿刺失败或送管困难导致导管不能从外

周静脉置入的情况,从 10 条穿刺路径探讨 PCC 置入路径的可行性。 
结果 各种途径都存在优缺点,上臂置管对患者的生活､ 肢体的活动影响 小,患者在进行屈伸肘关节

的活动时不受到限制,肢体活动对导管影响 小,易护理,并发症也较少;肘部及肘部以下置管不仅影响

患者进行屈伸肘关节的活动,同时频繁的屈伸肘关节也会增加导管及血管的摩擦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响;颈部置管的患者并发症少,但是导管留置在颈部影响患者颈部活动,夏季时颈部暴露易影响个人形

象及美观,给患者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及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股静脉置管由于置管位置较低,易发生水

肿,穿刺点临近会阴部及局部温度适宜微生物生长,易导致导管相关行感染,一般很少使用,同时也会造

成患者的行动不便。而颈内静脉､ 锁骨下静脉､ 股静脉､ 腋静脉､ 肱静脉等置管均需技术能力强､

有操作资质的人员才能进行置管。 
结论 PICC操作简单､ 留置时间长､ 适用广泛,作为中､ 长期的静脉治疗的一种手段已被广泛。随着

治疗需要的提高,操作者的穿刺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及不断更新,穿刺的部位也由肘下至肘上,在传统途

径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路径。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适宜的血管路径置入 PICC 导管即

保证了穿刺成功率､ 减轻患者反复穿刺的痛苦,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了便利的治疗途径。无论是置管

方法的选择还是路径的选择,都要把保障病人的安全､ 减少并发症､ 提高舒适度放在首位。护理人

员也要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做好新技术的推广,使安全的静脉治疗得到普及。 
 
 
PO-0921 

白血病化疗患儿在 DSA 下剪管解除 PICC 拔管困难的护理体会 
 

黄海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总结 1 例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化疗患儿 PICC 导管拔除困难的护理经验。 
方法 患儿 2015 年 12 月 14 日置入巴德 3Fr 的三向瓣膜单腔 PICC 导管,2016 年 8 月 22 日化疗疗

程基本结束,按医嘱予拔除 PICC 时出现拔管困难,经常规处理无效,启动多学科会诊(MDT)后经由介

入科医生在 DSA 引导下,在 PICC 导管于皮下弹性达到 大限度时剪管,使残余导管与病人共生,从
而解除导管拔管困难。术后加强伤口护理､ 做好并发症病情观察以及抗感染和对症支持治疗。 
结果 患儿拔管后顺利出院,至今随访 9 月余,无不适。 
结论 发生 PICC 导管拔管困难时,要充分发挥团队作用,发挥多学科合作,借助资源,查找并明确原因,
做到有的放矢。发生导管嵌入血管粘连导致的拔管困难,是静脉切开取出还是剪管让导管与病人共

生,必须由临床富有经验的医师进行充分的评估和充分的知情同意告知,平衡利弊才做出决定,不可盲

目效仿。秉行的原则是:两害相遇,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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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22 

基于信息化的短距沟通在儿童白血病出院患者延续护理中 
的应用效果评价 

 
刘洋,马琳玉,莫霖,张崇敏,钟达慧,张力,申雪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延续护理在儿童白血病出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照组采用的为传统的延续护理模式,干预组在此基础上依托微信平台,建立网络化管理的延续

护理,并在干预后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感染发生情况,患者生命质量及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 
结果  干预组的患者的感染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且干预组的生命质量各领域得分及生

命质量总得分､ 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将基于信息化的短距沟通应用于白血病儿童的延续护理,能够帮助发现白血病儿童潜在的健康

问题,尽早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有效减少白血病出院患者感染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同时通

过医护患的有效沟通,有助于提高白血病儿童和家属的满意度。 
 
 
PO-0923 

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合并脑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的护理 
 

黄海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探讨并总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合并脑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PRES)的临床表现､ 治疗方法

和护理措施。 
方法 对 93 例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患者中发生 PRES的临床表现､ 治疗､ 护理及转归等进行分析

总结。 
结果 5 例(5.38%)患者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合并 PRES,年龄 3~10 岁。5 例中除 1 例诊断为 X-连
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接受非亲缘脐血+亲缘 HLA 半相合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外,其余 4 例均为重

型地中海贫血患者,1 例接受亲缘全相合骨髓移植,另 3 例行非亲缘全相合外周血干细胞移植。5 例患

者的临床症状为血压高､ 头痛､ 意识障碍､ 抽搐和偏盲等,MR 显示以大脑后动脉供血区为主的白质

内对称性多发血管源性脑水肿。发生 PRES 的患者立即予甘露醇快滴降压,安定或鲁米那镇静,控制

液体出入量,环孢素或激素停用或减量等对症处理。护理上严密观察生命体征的变化,尤其是血压的

波动。准确用药,监测药物的作用及不良反应。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患儿抽搐引起的误吸和受伤。

严格记录出入量,做好病属的心理疏导。5 例患者病情均得以缓解,无后遗症发生。 
结论 PRES 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少见但不容忽视的并发症。临床上早期识别,及早发现,及时正确

处理非常重要,这样才可降低病死率,得到较佳的预后。 
 
 
PO-0924 

基于血管成像仪在儿科静脉穿刺中的应用研究 
 

刘玲,洪啊美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100 

 
 

目的 观察血管成像仪在肥胖儿童外周静脉穿刺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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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我科收治的 0-1 岁且因肥胖､ 疾病影响等导致外周静脉差的

91 例患儿,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43)和观察组(n=48),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穿刺法,观察组

采用在血管成像仪引导下进行静脉穿刺,比较两组穿刺时间､ 一次成功率,并对家属进行满意度调

查。 
结果 观察组平均穿刺时间 1.9±0.8min,一次成功率 93.75%;对照组平均穿刺时间 4.9±1.2min,一次成

功率 69.77%,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家属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应用血管成像仪可提高儿科静脉一次穿刺成功率,缩短穿刺时间,降低护士穿刺难度,减轻患儿痛

苦,从而提高家属满意度,减少护患纠纷。 
 
 
PO-0925 

指尖垂直敲击法对小儿头皮静脉充盈度及穿刺成功率的影响 
 

张燕 
江苏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210011 

 
 

目的 观察指尖垂直敲击法对小儿头皮静脉充盈度及穿刺成功率的影响 
方法 :将 352 例次 0~3 周岁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165 例次)､ 观察组(187 例次)。对照组采用采用拇

指推针法穿刺,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穿刺前应用指尖连续垂直敲击目标血管 3~5 次后按照对照

组方法完成穿刺。观察患儿静脉充盈度､ 疼痛程度及护士穿刺成功率及。 
结果 观察组患儿应用指尖垂直敲击法后静脉充盈度､ 穿刺成功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穿刺过程中患儿疼痛程度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指尖垂直敲击法操作简便实用,有效增加患儿头皮静脉充盈度,从而提高穿刺成功率,穿刺过程中

患儿疼痛程度较低,患儿及其家长亦易于接受,值得推广并应用于临床。 
 
 
PO-0926 

实施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对牛奶蛋白激发试验患儿的效果研究 
 

杨珂莹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对牛奶蛋白过敏( CMPA)婴幼儿进行食物激发试验( OFC)诊治中实施医护一体化系统管理

的效果。探讨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对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饮食干预的重要意义。 
方法 选取消化科门诊大便稀烂､ 超过 5 次/d､ 怀疑牛奶蛋白过敏患儿､ 排除肠道致病细菌和病毒感

染的 1 月-1 岁 3 月龄婴幼 50 例。高度怀疑 CMPA 患儿需回避牛奶蛋白 2 ~ 4 周后入院行食物激发

试验。采用无乳糖配方粉(雀巢 110),据专职医生护士对诊治的参与度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 各
25 例。实验组由医生和护士形成相对固定得诊疗团队,以医护小组的形式为病人提供治疗,护理,康
复一体化得责任制整体医疗服务;对照组按儿科常规护理,分析比较两组患儿的过敏观察发现时间[6]
及家长满意度,医从行,复诊率。 
结果 对照组患儿过敏观察发现时间及家长满意度,低于实验组 (P<0.0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实验组医从行,复诊率后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该组观察患儿

有 2 例出现速发过敏表现如呕吐,腹泻,所有患儿均未出现严重过敏综合症,过敏性休克。 
结论 对牛奶蛋白过敏婴幼儿进行食物激发试验实施医护一体化系统管理 , 可以更快发现过敏反应及

缩短采取措施时间,提升病人家长满意度 ,医从行,复诊率。合理饮食干预能有效改善症状,降低营养

不良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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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27 

自制羽绒垫在骨科牵引患儿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杨志平,陈昭维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3 

 
 

目的 目的 探讨自制羽绒垫在儿童骨科牵引患儿中的应用及其效果,总结有效的临床护理经验。 
方法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06 月本院儿骨科行牵引治疗的患儿 50 例为研究对象,2016
年 12 月到 2017 年 1 月收集的患儿数据为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2017 年 2 月到 6 月收集的

患儿数据为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应用自制羽绒垫保护皮肤,对比两组的压疮发生率及压

疮程度。 
结果 结果 观察组的压疮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压疮程度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结论 自制羽绒垫可显著降低患儿牵引处皮肤压疮的程度,减少压疮的发生,值得小儿骨科临床广

泛推广应用。 
 
 
PO-0928 

人本位与物本位管理模式应用于 
小儿骨科病房 80 后护士的管理体会 

 
王敏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了解 80 后的新一代护士个性特点,选择适合她们性格特点的管理模式,使其适应小儿骨科繁琐

的护理工作,更好地发挥工作潜能,愉快的接受各种工作任务,进一步做好优质护理服务,达到提高服务

质量,提升满意度,以更好地适应新医改政策。 
方法 笔者应用“人本位与物本位”管理方法对本科室占比为 85.8%的 80 后护士进行管理。 
结果 在 2016 年之前未取得任何荣誉的情况下于 2016 年度医院护理工作评比中获得“优质护理服务

先进科室”称号;在医院季度卫生检查中始终保持在前 3 名;无投诉纠纷发生。科室在 2016 年度同比

2015 年业务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在成本支出方面却同比下降了 7.2 
结论 应用“人本位与物本位”管理模式对 80 后护士进行管理,提高了护士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

了其责任心与责任感;更好的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使科室整体形象､ 满意度提升;同时能够相对节约

成本等。为进一步适应新医改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PO-0929 

小儿持续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影响因素的分析 
 

刘培培,李莉,戴明红,李冬梅,夏艳,陈娟娟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安徽省肿瘤医院 233000 

 
 

目的 探讨有创动脉血压持续监测中影响血压值的因素,减少护理人员测量误差及工作量,为判断病情

及临床治疗提供准确的血压数据。 
方法 将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5 月行有创动脉血压监测的 198 例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分四组观察

延长管内的回血量､ 压力传感器与右心房(静脉静力学轴)的相对位置､ 穿刺侧动脉端肢体高度以及

校零频次对血压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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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5 分钟内当延长管内的回血量发生变化时,患儿收缩压及舒张压无明显变化;相对静脉静力学轴,
压力传感器每增高 13.6cm,收缩压及舒张压则降低 10mmHg,反之,则增高;当压力传感器与静脉静力

学轴水平一致时,穿刺侧动脉端肢体升高,收缩压及舒张压未发生变化,穿刺侧动脉肢体降低,收缩压不

变,则舒张压升高;当有创监护仪监测导联持续应用且测压管道一直保持密闭时,收缩压及舒张压在系

统校零与不校零的测量数值一致。当测压管道发生与大气接触如抽血､ 更换肝素帽的活动后,收缩

压及舒张压在系统校零与不校零的测量数值会有所改变。 
结论 15 分钟内,延长管内一定的回血量对动脉内血压值无影响。为确保有创桡动脉血压监测的准确

性,要保持传感器与右心房在同一水平线上,桡动脉穿刺端肢体的抬高与动脉内血压值无影响,桡动脉

穿刺端肢体降低,舒张压升高则因为肢体下垂,血液回流不畅所致。每次抽血､ 更换肝素帽前后给予

系统校零,不需 4 小时进行一次校零。 
 
 
PO-0930 

血液系统疾病患儿 PICC 穿刺点渗血的相关因素分析 
 

吴萍,许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了解恶性血液系统患儿的 PICC 导管留置期间穿刺点渗血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分析,为制定

预防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选取我科初次行 PICC 置管的患儿为研究对象,从置管当天开始追

踪至 2017 年 3 月,记录患儿的一般情况及置管信息,统计分析穿刺点渗血发生率以及相关因素。 
结果 共纳入 125 例患儿,持续性渗血的发生率为 71.2%,血小板计数是持续性渗血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 共纳入 125 例患儿,持续性渗血的发生率为 71.2%,血小板计数是持续性渗血的保护性因素。 
 
 
PO-0931 

多中心研究护理干预对婴幼儿 Graf Ⅱa 型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转归影响 

 
李慧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研究护理干预对婴幼儿 GrafⅡa 型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转归影响。 
方法 采用多中心､ 前瞻性､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纳入中国 7 个城市 7 家儿童医院自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10 月 146 例 GrafⅡa 型 DDH 患儿的资料,分为观察组(Pavlik 挽具干预)和对照组(家庭襁

褓干预),通过门诊､ 网络､ 电话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健康教育指导。随访 6 个月,观察两组患

儿临 nchazu床表现､ 诊治经过､ 影像结果､ 转归时间等。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干预方式

对 GrafⅡa 型 DDH 患儿的转归影响。 
结果 观察组(Pavlik 挽具干预)髋关节转归正常平均 35±20d,对照组(家庭襁褓干预)髋关节转归正常

平均 55±22d,其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F=10.328,P=0.0001<0.01),两组病例后期临床随访均未出现

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和双下肢外展挛缩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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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rafⅡa 型 DDH 患儿使用 Pavlik 挽具和家庭襁褓干预方式均能治愈,前者治愈时间短,方法简

单､ 疗效确切,值得推广。“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健康教育指导可减少或避免佩戴 Pavlik 挽具所致的

并发症。 
 
 
PO-0932 

口腔护理结合手法按摩在儿童吞咽功能障碍患儿中的应用 
 

胡晔,苏珍辉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口腔护理结合手法按摩的方法,对脑病后患儿吞咽障碍患儿面部肌紧张的缓解及张口度和

口腔感觉功能的改善。 
方法 脑病后患儿并发吞咽功能障碍患儿 32 例,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常规进行吞咽功

能训练的基础上,对照组按一般口腔护理法,试验组采用冷生理盐水结合手法按摩进行口腔护理,观察

两组患儿口腔清洁度､ 张口度､ 口腔感觉功能及吞咽障碍改变的程度。 
结果 试验组和对照组对治疗后的口腔感觉功能均有改善,试验组 6例､ 对照组 10 例吞咽功能痊愈。

对照组吞咽能力提高 1-2 级的 4 例,2 例无明显变化。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口腔清洁度,张口度均有改

善。 
结论 采用此方法能有效缓解面部咬肌､ 咀嚼肌紧张,改善口腔感觉功能,提高摄食吞咽能力。 
 
 
PO-0933 

上海市某三级儿童专科医院护士离职原因分析及对策 
 

田红叶,李有蔚,陆群峰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了解近 3 年儿童专科医院护理人员离职状况及原因,并提出稳定儿科护理队伍的对策,为进一步

优化儿科护理人力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对上海市某三级儿童专科医院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护理人员离职情况进

行调查和分析。 
结果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护理人员离职率分别为 4.92%､ 5.13%､ 5.28%。其中离职护士所

在科室主要为工作压力大和危重症的科室､ 技术职称普遍集中在初级护士､ 文化程度集中在专科。 
结论 近年来儿科护士离职率逐年上升,建议通过完善儿科护理人力资源管理,开展低年资护士导师制

管理模式,实施岗位能级管理和绩效考核等方法,以促进护理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PO-0934 

早产儿行初乳口腔护理的效果研究 
 

王晓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研究行初乳口腔护理对早产儿喂养状况的影响。 
方法 随机将我院出生入住 NICU 的胎龄小于 32 周的早产儿 70 例,实验组(n=35)和对照组(n=35)。
实验组使用生母冷藏初乳进行口腔护理,1 次/3h,0.2 ml/次,持续 7 d。对照组使用生理盐水进行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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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其余干预措施一致。收集并记录两组患儿住院期间喂养状况,包括:胃潴留次数;达到全胃肠道营

养的胎龄;胎龄 36 周时的体重;母乳喂养率;NCE 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儿胃潴留次数,达到全胃肠道营养的胎龄,母乳喂养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初乳口腔护理可以改善可以改善胎龄小于 32 周的早产儿喂养状况,减少胃潴留的发生,缩短患

儿达到全胃肠道营养的胎龄,促进母乳喂养。 
 
 
PO-0935 

刺激性康复护理对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促醒作用的观察 
 

李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刺激性康复护理对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的促醒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自 2012 年 1 月到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儿进行康复

护理,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采取刺激性康复护理方法,观察两组患者的

PVS 评分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 PVS 总体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刺激性康复护理对脑外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有显著的促醒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PO-0936 

llizarov 外固定架骨搬运术治疗小儿胫骨感染性节段骨缺损 
的术后护理疗效  

 
裴红霞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应用 llizarov 外固定架骨搬运技术治疗小儿胫骨感染性节段骨缺损的术后护理方法和策略,
为骨缺损患儿提供优质护理,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8 月-2016 年 2 月期间,我科共收治 22 例胫骨缺损患儿,男 15 例,女 7 例,年
龄 4.5 岁-13 岁,平均 9.8 岁。22 例患儿均采取 llizarov 环形外固定架骨搬运技术治疗胫骨缺损进行

骨搬运手术,术前给予充分的心理护理及常规检查,手术在全麻或硬腰麻醉下进行,手术经过顺利。术

后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并给予伤口观察,疼痛的护理,密切观察患肢末梢血运,感觉及活动情况,常规抗

感染治疗,定期进行 X 片复査,了解骨缺损的长度及骨折对位情况,以按时按量､ 宁慢勿快的原则进行

骨搬移,做好外固定架的管理,调整外固定架,外固定架延长初期,皮肤､ 肌肉､ 神经的张力小,后期的

张力逐渐变大。术后一周开始延长 1mm/d,调节 1 次/6h,搬运速度为 0.25-1mm/d,分 2-4 次完成,搬
运速度根据患儿的骨质情况决定。嘱患儿家属不可随意自行调节,定期检查外固定架螺丝有无松动,
钢针是否弯曲､ 滑脱影响成骨效果,在搬运过程中所有患儿均出现轻度酸胀或疼痛等症状,告知患儿

家属属于正常现象。并给予精心的心理护理､ 切口护理､ 钉道护理､ 观察末梢血运,每天行踝关节

及各足趾活动锻炼,踝关节跖屈背伸及股四头肌功能锻炼,每日训练 3 次,每次 15-20 分钟,循序渐进,
在进行锻炼过程中应随时了解患儿锻炼后的反应以感到不疲劳为准,术后患儿全部获得随访,随访时

间 10-36 个月,平均 23 个月 
结果 22 例患儿经过术后 10-16 个月的外固定治疗,骨缺损接触并全部愈合,骨延长区骨生长满意,切
口 I 期愈合,术后胫骨延长 3.8-9.5cm,平均外固定指数 19.5d/cm,依据 Paley 的评定标准进行骨愈合

评定,优为 19 例,良为 3 例;功能评定优为 18 例,良为 4 例,骨搬运全部愈合。1 例出现 2 处针道感染,
引流换药后治愈,无神经血管损伤,无关节感染,窦道和骨外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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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 llizarov 环形外固定架骨搬运治疗小儿胫骨感染性节段骨缺损,成功重建肢体长度,术前术

后做好心理护理,术后严密观察,严谨搬移措施,及时观察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能够使医生在整个

固定期间控制骨搬运的速度,获得 佳的疗效,减少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搬运骨的生长,达到理想的效果 
 
 
PO-0937 

冰四氢叶酸钙漱口液加退热贴预防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所致 
口腔黏膜炎的效果观察 

 
周正雄,周琼,周理华,黄淑娟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冰甲酰四氢叶酸钙 (calcium folinic,CF)漱口液加退热贴在预防大剂量甲氨蝶呤

(methotrexate,MTX)化疗所致口腔黏膜炎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132 例接受 MTX 化疗的儿科肿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72 例,对照组 60 例。观察组采用冰

CF 漱口液进行漱口及退热贴贴于颊部降温。对照组采用常温 CF 漱口液进行漱口,比较两组患者口

腔黏膜炎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发生口腔黏膜炎 12 例(16.67%),分别为 1 级 7 例,2 级 5 例,无 3 级及以上程度黏膜炎发

生;对照组发生口腔黏膜炎 25 例(41.67%),分别为 1 级 12 例,2 级 10 例,3 级及以上程度黏膜炎 2
例。两组比较,观察组在减少口腔黏膜炎发生比率(P<0.05)和降低口腔黏膜炎的严重程度方面均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使用大剂量 MTX 化疗患者采用冰甲酰四氢叶酸钙漱口液加退热贴冷敷颊部,可有效降低口腔

黏膜炎发生率及减少严重口腔黏膜炎的发生 
 
 
PO-0938 

探讨儿科护理安全管理路径在新护士 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朱静露,曾冰英,黄美娜,高清华 
福州市儿童医院 350000 

 
 

目的 探讨儿科护理安全管理路径在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方法 方法:将儿科护理安全内容制成护理路径(CNP),自 2016 年在试点科室应用新护士培训中,分观

察组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新护士的工作能力､ 培训效果､ 新护士对培训的满意度及

护理不安全事件发生率。 
结果 结果:观察组应用儿科安全管理路径于规范化培训中的新护士对护理安全认知､ 临床综合考核

成绩及新护士对临床带教满意度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将儿科安全管理路径应用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中,达到提升新护士护理安全认知意识､ 规范

新护士操作,促进临床教学质量及教学双方的积极性,更好地提高新护士对培训效果的满意度,从而提

高工作效率减少护理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在保障护理质量安全的同时更好地完成儿科护士规范化

培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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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39 

儿科腹腔镜Ⅲ､ Ⅳ类手术后留置导尿时间的研究 
 

洪惠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缩短儿科腹腔镜Ⅲ､ Ⅳ类手术后留置导尿时间。降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制订早期拔管的标准流程;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制订新入科人员培训计划并实施;术前指导床上

排尿;制作健康教育手册及宣传展板。 
结果 术后 24h 拔除尿管病人排尿早､ 尿路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并且明显降低患儿哭吵时间,提
高患儿术后舒适度,缩短留置导尿时间有利于小儿腹腔镜手术术后恢复。 
结论 重视手术后患者导尿管的拔除时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PO-0940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危险因素及集束预防干预策略 
 

黄兰清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感染危险因素,介绍了如何实施集束预防干预策略以预防 CVC-RI 的
发生,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参阅资料 
结果 通过 8 方面的集束化防控措施进行干预可有效减少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的发生率 
结论 随着中心静脉置管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CVC-RI 的发生也日益增加,对于临床医疗护理人员而

言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若希望能在临床实施 CLB,部门内的团队包括护士及医生应该持续接受相关

教育及培训,并严格依从 CLB 中所有的要求,执行每一项措施,这些是保障集束干预策略成功的重要

因素。 
 
 
PO-0941 

情景教学联合问题导向教学在儿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张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情景教学联合问题导向教学在儿科护理带教中的运用效果。 
方法 择 2016 年 7 月-12 月在我院儿科实习的护生共 65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护

生分为观察组(n=33)和对照组(n=32)。对照组采用常规带教模式,观察组采用情景教学联合问题导向

教学。在实习结束后,采用我院与委托实习院校合作编制的实习成效考核试卷对护生理论知识和操

作技能进行考核。同时使用《儿科护生实习效果评价问卷》评估护生学习兴趣､ 沟通能力､ 解决问

题能力､ 协作能力等,并采用《带教满意度测评问卷》比较护生对带教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理论考核成绩与对照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t=2.076,P<0.05)。观察组实践考核成绩

显著高于对照组(t=5.176,P<0.05)。观察组学习兴趣､ 沟通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和协作能力评分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t=4.177､ 3.878､ 4.832､ 4.076,P<0.05)。观察组带教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X2=4.17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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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相比于常规带教,在儿科护理带教中采用情景教学联合问题导向教学,可以获得更好的带教效果,
提升护生对带教的满意度,值得各大医院在带教中推广运用。 
 
 
PO-0942 

小儿肠造口护理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的效果观察 
 

潘娜
1,吕文竹

1,贺云艳
1 

1.贵州省人民医院 
2.贵州省人民医院 
3.贵州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小儿肠造口护理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的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5 月到 2017 年 5 月于本院实施肠造口治疗的例小儿患者作为分析对象,将其按照入

院顺序纳入研究组与参照组 (n=16)。 
结果 研究组患儿造口袋更换时间 与造口袋更换间隔时间均优于参照组患儿,组间差异比较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儿家长临床护理满意率为 96.97%,参照组患儿家长的临床护理满意率为

81.82%,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 0.05)。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小儿肠造口护理中应用的价值较高,能够优化患儿的造口袋更换时

间及间隔时间,提升患儿及其家长的临床护理满意度,有助于和谐护患关系的构建。 
 
 
PO-0943 

HHHFNC 与 CPAP 治疗小儿 ARF 的护理观察 
 

李成承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加温湿化经鼻导管高流量通气(Heated Humidified High Flow Nasal Cannula,HHHFNC)
与持续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 对急性呼吸衰竭(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ARF)患儿继发呼吸系统感染发生率､ 呼吸道损伤发生率､ 鼻腔粘膜损伤发生率､ 舒适度情

况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0 例我院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2016 年 01 月-2016 年 12 月住急性呼吸衰竭患儿为对

象,按住院号末位奇偶数分组,分为 HHHFNC 组 20 例,CPAP 组 20 例,两组均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对

比分析两组患儿继发呼吸系统感染发生率､ 呼吸道损伤发生率､ 鼻腔粘膜损伤发生率､ 舒适度情

况。 
结果 经过常规综合呼吸道护理,HHHFNC 组在继发呼吸道感染发生率､ 呼吸道损伤､ 舒适度等方面

优于 CPAP 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鼻腔粘膜损伤方面两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 HHFNC 治疗小儿呼吸衰竭较 CPAP 可降低患儿继发呼吸道感染发生率､ 减少呼吸道损

伤发生率､ 提高患儿舒适度,但两者对鼻粘膜损伤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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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44 

小儿泌尿外科留置导尿管非计划 性拔管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兰平,任瑜,陈艳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小儿泌尿外科留置导尿管非计划性拔管的原因 
方法 通过对我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泌尿外科 11 例留置导尿患儿非计划拔管原因的进行

分析 
结果 发现留置导尿患儿发生非计划性拔管与年龄,精神状态,管道因素,医护人员操作不规范,缺乏护

患沟通,未妥善固定及适当约束有关。 
结论 对患儿及监护者应做好解释工作,严格执行操作规范,合理选择并妥善固定,适当约束,合理使用

镇静剂,大大降低意外拔管的发生率。 
 
 
PO-0945 

阶段目标教学法结合导师责任制 
在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新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张玲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阶段目标教学法结合导师责任制在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新护士培训中的作用。 
方法 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耳鼻喉科新护士 14 名作为对照组,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耳

鼻喉科新护士 14 名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导师责任制带教法带教,观察组在导师责任制基础

上增加阶段目标教学法带教。 
结果 观察组在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综合素质以及对带教工作的满意度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阶段目标教学法结合导师责任制在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新护士培训中能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新护

士的理论水平､ 操作水平､ 综合素质,并提升对带教工作的满意度。 
 
 
PO-0946 

心理干预对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影响的 meta 分析 
 

张萍,莫霖,李霞,王啟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明确心理干预是否对癌症患者免疫功能产生影响,进一步明确情绪特异性免疫指标。 
方法 采用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Central of Registration Controlled Trials､ EMBASE､ PubMed､
Web of Science､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和万方数据库中有关心理

干预对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7 年 6 月。由 2 名评价人员

按照标准独立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 评价文献质量。用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

析。 
结果 纳入 32 个研究,23 个涉及 T 细胞,14 个涉及 NK 细胞,11 个涉及免疫因子,3 个涉及免疫球蛋

白。心理干预后癌症患者 T 淋巴细胞中的 CD3+､ CD4+､ CD4+/CD8+,固有免疫中的 NK 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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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IL-2､ IL-4､ IFN-r,免疫球蛋白 lgA､ lgG 等含量升高,CD8+､ IL-1 含量降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但 IL-6､ IL-10､ TFN-α､ lgG 含量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心理干预可以通过刺激 T 细胞､ NK 细胞､ 部分免疫因子､ 免疫球蛋白含量增加,提高癌症患

者免疫功能,且 CD3+､ CD4+､ CD4+ /CD8+､  NK 细胞､ IL-2､ IL-4､ IFN-r､ lgA､ lgG､ CD8+､ IL-
1 是癌症患者情绪特异性免疫指标。医务人员应重视癌症患者心理健康,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
提高其免疫力,改善其远期生存质量。 
 
 
PO-0947 

 62 例不完全川崎病患儿的护理体会 
 

孙金霞,陈晶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根据儿童不完全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的临床特点,探讨了早期发现护理问题,制定护理

措施,从而总结护理经验等对于患儿早日恢复健康的重要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我院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62 例临床未达到川崎病全部诊

断标准的住院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患儿给予高热､ 皮肤黏膜､ 用药等对症专项护理,并及时

做好健康教育。 
结果 经过精心护理 95%发热患儿体温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70%皮肤黏膜受损的患儿症状得

到了缓解,60 %的患儿平均住院日由原来 16 日下降至 13 日,住院费用下降了 7%。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由 2010 年的 78%上升至 2012 年的 90%。 
结论 加强患儿的病情观察,有助于早日康复。 
 
 
PO-0948 

胎儿诊断先天性膈疝产后-围手术期的护理 
 

蔡玉桃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讨论胎儿诊断先天性膈疝产后-围手术期的护理,完善新生儿膈疝的护理流程,提高患儿的手术成

功率及存活率。 
方法 总结 22 例在我院出生,产前诊断为先天性膈疝患儿,出生后及围手术期的护理经验。 
结果 3 例患儿病情危重,在娩出后 48 小时内死亡(未手术),1 例患儿(早产､ 未手术)家人放弃治疗。

其余 18 例通过手术治疗,治愈出院,住院时间 30±18 天。 
结论 建立适当的产后-围手术期的诊疗技术及护理流程,能使患儿娩出后立即接受正确的处理,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提高患儿的手术成功率及存活率。 
 
 
PO-0949 

生长曲线图在先天性巨结肠患儿术后体格发育评价中的应用 
 

张芳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1 

 
 

目的 分析先天性巨结肠患儿手术前后体格生长趋势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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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抽取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施行巨结肠根治术患儿 126 例,随访出

生至术后 2 年体重身高,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2006 年版儿童生长发育标准进行等级评价,绘制生长曲

线图,与患儿性别､ 0-6个月的喂养方式､ 切肠长度､ 手术年龄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26 例先天性巨结肠患儿出生时体重>+2SD3.85%,<-2SD 无;术后 2 年体重或 BMI
值>+2SD19.23%,<-2SD3.85%;出生至术后 2 年生长曲线趋势 46.15%往上､ 38.46%往下､

15.38%不变,切肠长度与生长曲线趋势呈负相关(双侧 P 值=0.036),手术年龄与生长曲线趋势呈负相

关(双侧 P 值=0.039),性别与喂养方式与生长曲线趋势无相关性; 
结论 体格发育,切肠越多或手术年龄越大越需要接受营养指导。 
 
 
PO-0950 

25 例低体重儿童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护理体会 
 

梁志敏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索儿童外周血干细胞的采集,特别是体重在 13kg 以下的小儿外周血干细胞的安全采集。 
方法 使用德国费森尤斯公司 COM.TEC 连续离心式血细胞分离机进行采集造血干细胞。2013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共 25 例体重在 13Kg 以下的儿童,进行 31 次采集造血干细胞,①在采集的前 1d,根

据患者的情况,选择性行锁骨下静脉､ 或颈内静脉穿刺,置入一条 CVC 导管;②采集造血干细胞前予

红细胞悬液预冲分离管道;③在分离过程中,ACD/全血的比例保持在 1∶11~1∶12 之间;④儿童 
PBSC 采集一般循环量为全身血容量的 2~3 倍, 大不能超过 4 倍。 
结果 除 3 例采集 2 次外,其余的经 1 次造血干细胞采集,均收集到足够的 MNC 和 CD34 细胞,达到外

周血干细胞移植的要求。 
结论 使用本方法能安全有效地采集低体重儿童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满足移植的需要。 
 
 
PO-0951 

PICU 护士气道吸引循证护理实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文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调查与分析 PICU 护士气道吸引循证护理认知和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2016 年 6 月至 12 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自行设计的问卷对 123 名江苏省南京市､ 苏州市､

徐州市三家三级甲等医院 PICU 护士进行调查。 
结果 PICU 护士气道吸引循证护理认知得分为(6.66±1.366)分,其中得分 低的 3 项内容为吸痰管管

径选择､ 操作前是否滴注生理盐水､ 深或浅度吸引选择;循证护理行为得分为(9.45±1.798)分,其中

得分 低的 3 项内容为气囊注气与测压､ 适当约束患儿､ 抬高床头 30-45 度;影响护士气道吸引循

证护理实践的前 2 名因素均为工作因素,包括护理人员紧缺､ 临床操作中易遗忘循证护理实践内容;
一般人口学资料中工作年限和 PICU 工作年限是 PICU 护士气道吸引循证护理行为得分的主要预测

因子,其解释量为 9.4%。 
结论 PICU 护士气道吸引循证护理认知水平有待提高､ 循证护理行为需进一步强化,而加强 PICU 专

科护士队伍建设､ 优化护理人力资源管理则有助于提升 PICU 护士气道吸引的循证护理实践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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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52 

危重风险评估表及风险标示在儿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实践 
 

刘腊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为了在临床工作中及早发现危重患儿的病情变化,预防危重患儿临床护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并

发症及患儿安全方面的风险,降低其发生率,为患儿提供安全､ 有效､ 有质量的优质护理服务。 
方法 制定危重风险评估表,并对危重患儿病情变化､ 并发症､ 患者安全､ 心理因素这四个方面可能

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 并在危重患儿床头卡上进行风险标示。 
结果 在儿科临床工作使用中能够清晰､ 准确地反映危重患儿病情及存在的风险,方便责任护士操作

与记录,提醒责任护士危重患儿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指导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也方便护理管理人员的督

导检查,保证危重患儿安全,及早预防不安全的隐患。 
结论 危重风险评估表能提高责任护士风险意识,提高新入职护士危重相关知识的掌握率。 
 
 
PO-0953 

 儿童生活质量普通适用核心量表中文版 
在儿童气管切开术后的信效度分析 

 
王文超,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简体中文版儿童生活质量量表普通核心适用核心量表 4.0(The Pedia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Measurement Methods,PedsQL4.0)代评式量表在气管切开儿童中的信度和效度 
方法 选取上海市某三甲儿童医院 2011 年-2014 年间行气管切开 56 名 2-18 岁的儿童的家长和上海

市某三甲儿童医院家中有健康儿童的职工 47 名进行中文版 PedsQL4.0 调查,用 Cronbach’sα 系数

表示量表的信度,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Mann-Whitney U 检验､ 相关性分析检验其效度 
结果 中文版 PedsQL4.0家长代评量表全量表､ 生理领域､ 心理社会领域的 Cronbach’sα 分别为

0.960､ 0.939 和 0.929,表明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 5 个公因子,与量表结构基本

一致,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 82.75%;气管切开术后儿童的各方面得分均低于正常儿童,差别有统计学

意义(P<0.01);除个别条目外,各个条目与所属部分均有较强的相关关系(r>0.5,P<0.01);四个部分之间

及四个部分与总表之间得分有较强相关性(r>0.5,P<0.01) 
结论 中文版 PedsQL4.0 普通适用家长代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 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可适用气管气管切开术后患儿的生活质量的评估,尤其是父母代评量表;本次

调查由于样本量较少,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局限性,有待于大样本研究的进一步进行。 
 
 
PO-0954 

NICU 早产儿斜头畸形的体位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樊小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分析早产儿在 NICU 住院期间影响斜头畸形的体位相关的危险因素。 
方法 根据 Argenta 的斜头畸形四部观察法及分级诊断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满足出生胎龄(32-36w)､ 出生体重(1200-2000g)､ 住院时间(14-28d)､ NICU 出院的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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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早产儿进行斜头畸形筛查,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对病史资料､ 护理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将单因素分

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资料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 122 例早产儿中斜头畸形患儿 33 例,发生率 2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使用暖箱､ 机械通气

､ 无创辅助通气､ 存在头偏好､ 肠造瘘､ 鼻导管吸氧与斜头畸形的发生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头偏好､ 使用无创辅助通气､ 机械通气､ 肠造口是影响

斜头畸形的体位相关危险因素。 
结论  NICU 早产儿存在以上相关因素时,需提高体位更换意识,及时采取相应护理措施积极预防斜头

畸形的发生。 
 
 
PO-0955 

不同氧流量对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时患儿血氧饱和度的影响 
 

陈守平 
1.贵州省人民医院 
2.贵阳中医学院 

 
 

目的 探讨不同给氧流量对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患儿血氧饱和度的影响。 
方法 采取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我科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 90 例行儿童电子支气管镜检查

患儿随机分成 3 组,每组各 30 例。A 组 1L/分(氧浓度 25%)､ B 组 2L/分(氧浓度 29%)､ C 组 3L/分
(氧浓度 33%),按不同的给氧流量统一使用单侧鼻导管吸氧的方式进行给氧。A 组分别与 B 组､ C
组,B 组与 C 组进行操作中血氧饱和度的变化的比较。检查前与医生一起充分了解患儿的病情､ 病

变部位､ 阳性检查结果､ 术前患儿准备情况､ 术前检查仪器设备消毒情况及完好率;术中认真观察

患儿血氧饱和度的变化､ 密切沟通､ 紧密配合,保证患儿安全､ 顺利完成检查;术后做好患儿的病情

观察及护理,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医生进行处理。 
结果 90 例行儿童电子支气管镜检查的患儿中,A 组与 B 组患儿在检查中都较 C 组易出现血氧饱和度

下降(低于 90%),患儿出现面色､ 口唇青紫的情况发生,A 组与 B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 组与 C 组,B 组与 C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5)。 
结论 儿童支气管镜检查是一项比较危险,难度较大的侵入性操作,需严格把握适应症和禁忌症,掌握好

检查时的吸氧流量,保证吸氧浓度,可减少操作过程中患儿缺氧情况的发生,保证患儿安全,减少不良事

件的发生,是保证儿童支气管镜检查顺利进行的关键。 
 
 
PO-0956 

腹腔镜治疗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手术 
并发症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叶蕾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总结腹腔镜治疗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手术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及护理对策。 
方法 对我院 106 例行腹腔镜幽门环肌切开术的新生儿及小婴儿手术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护理要点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发生手术并发症 16 例,其中粘膜穿孔 2 例,腹腔内出血 1 例,穿刺孔感染 1 例,幽门分离不全致术

后反复呕吐 1 例,高碳酸血症 2 例,皮下气肿 1 例,低体温 8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无戳孔疝及腹腔内

脏器损伤。经细致观察及精心护理,并发症明显改善,术后 3~7 天均痊愈出院,无一例发生护理并发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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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并发症的早期发现和及时护理干预是腹腔镜手术患儿顺利康复出院的重要保障。 
 
 
PO-0957 

手术室护理人员关怀能力质性分析 
 

周琳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为进一步提升手术室护理人员人文关怀能力,现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对手术室护理人员关怀能力

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建议。 
方法 2015 年采用方便抽样法于手术室抽取 15 名一线工作护理人员,采用质性分析中的现象学研究

方法与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将手术室护理人员的关怀能力与国外常模进行比较。 
结果 手术室护理人员充分肯定了护理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同时其各维度总分为(176.74±17.92)分,其
理解､ 鼓励､ 耐心三个维度的评分均明显高于国外常模组评分(P<0.05);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处处体现

着护理人文关怀,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结论 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应强化手术室护理人员关怀能力培养,优化手术室人力资源配置,以保障为

患者提供全程的人文关怀,实现手术室优质护理服务。 
 
 
PO-0958 

肝素盐水封管液浓度在化疗患儿静脉输液港维护效果的探讨 
 

雷永红
1,杨巧玲

1,崔妙玲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化疗患儿静脉输液港植入术后两种浓度肝素盐水液封管效果的观察对比。 
方法 2015 年 12 月 8 日—2017 年 6 月 12 日在我院儿科血液病区诱导治疗缓解后急性白血病患儿

60 例行颈内静脉输液港植入术,并进行输液港植入术后 2 种不同浓度肝素盐水封管效果对比分析。

2015 年 12 月 8 日至 2016 年 9 月 9 日为 A 组,2016 年 9 月 9 日至 2017 年 6 月 12 日为 B 组。A 组

肝素盐水封管液浓度为 100U/ml,B 组为 50U/ml,两组均采用正压封管法。观察两组患儿静脉输液港

的封管效果。 
结果 两组患儿静脉输液港堵管率无明显差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化疗患儿静脉输液港肝素封管液浓度可以采用 50U/ml,减少肝素用量对急性白血病患儿化疗期

间凝血功能的影响。 
 
 
PO-0959 

Pierre Robin 序列征患儿两种留置胃管方法的对比研究 
 

郑欣,马蕾,眭婕,刘金芝,王媛媛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比较两种留置胃管方法应用于 Pierre Robin 序列征气道狭窄患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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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0 年至 2016 年我科治疗的需鼻饲的 Pierre Robin 序列征患儿 107 例,将其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插胃管方法,观察组采用改良后的插胃管方法。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

一次性置管成功率､ 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平均置管时间。 
结果 两组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一次性置管成功率分别为 75%与 35% ,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呛咳

11.3%与 44.4%､ 窒息 7.5%与 27.7%､ 恶心､ 呕吐 7.5%与 31.4%､ 出血 3.7%与 7.4%､ 胃管盘

曲 9.4%与 29.6%,平均置管时间分别为 4 分钟与 12 分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改良置管法可以提高置管的一次性成功率,缩短置管时间,减少患者在置管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

生。 
 
 
PO-0960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联合同伴教育 
对肿瘤儿童院外 PICC 置管维护的效果观察 

 
任万华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索针对肿瘤儿童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联合同伴教育对 PICC 置管患儿维护中的应用

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12 月需长期维护 PICC 置管的 6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

模式联合同伴教育,比较两组患儿家长对不同教育方式的接受程度､ 患儿 PICC 置管并发症以及导管

维护依从性情况。 
结果 相对于传统健康教育方式,观察组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联合同伴教育方式更易于被 
PICC 置管患儿家长接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3. 1,P <0. 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16. 7%,低
于对照组的 80. 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25. 87,P <0. 001)。对照组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为

23.3%,高于观察组的 3.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4. 50,P < 0. 05)。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联合同伴教育是 PICC 置管肿瘤儿童家长易于接受的健康教育模式,
而且能降低患儿 PICC 置管并发症和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率。 
 
 
PO-0961 

78 例新生儿水痘分析 
 

王佳丽,夏爱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新生儿水痘的临床表现､ 诊断及预后。 
方法 对我院 2010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4 月 1 日住院的 78 例新生儿水痘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78 例新生儿水痘患儿均具有典型的皮疹,其中 93%有明确的接触史。78 例均病愈出院。78 例

中, 21 例出现继发皮肤感染,13 例并发心肌损害,1 例并发血小板减少,4 例并发水痘肺炎,2 例并发重

症肺炎需要行呼吸机助治疗。 
结论 新生儿水痘的病死率较高,特别是合并并发症者,应给予严格隔离,加强对症护理。新生儿水痘重

在预防,降低人群对疫苗的突破感染率,提高育龄妇女的免疫水平可降低新生儿水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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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62 

不同方式喂养对婴幼儿早期抵抗力产生的影响研究 
 

陈娟,胡玉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究纯母乳喂养､ 混合喂养和人工喂养三种不同的喂养方式对婴幼儿早期抵抗力产生的影响. 
方法 选取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病房接诊的 150 例年龄为 6 个月的足月顺产婴幼儿,随机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Ⅰ组､ 对照Ⅱ组各 50 例,实验组采取纯母乳方式喂养,对照Ⅰ组采取混合方式喂养,对照Ⅱ组

采取人工方式喂养,对比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婴幼儿患呼吸道或消化道疾病的频率及初次患病的年

龄､ 第 6 个月婴幼儿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及患病时补体异常占比。 
结果 实验组初次患呼吸道或消化道疾病年龄和第 6 个月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 6 个月内患此类疾病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纯母乳方式喂养可以增加婴幼儿早期抵抗力,减少疾病的发生,应大力提倡母乳喂养。 
 
 
PO-0963 

危重患儿输液外渗原因分析及护理干预 
 

叶彬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危重患儿静脉输液所致药物渗漏的主观及客观原因,尝试建立防治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的护

理干预模式。 
方法 通过对 41 例危重患儿药物外渗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制定相应的护理对策与防治措施, 大限

度的降低输液所致药物渗漏的发生､ 减少后遗症 
结果 41 例危重患儿静脉滴注过程中外渗,其中 27 例(65.85%) 患儿因异常哭闹､ 牵拉引起;5 例
(12.19 %) 因药物引起, 4 例(9.75 %) 因血管选择不当引起。3 例(7.31 %) 因穿刺､ 部位固定或方法

不当引起。2 例(4.87 %) 因拔针按压方法不正确引起。渗漏多发生在输液开始 120 min 后 
结论 需改良常规穿刺､ 固定方法,有计划地合理使用静脉,加强输液过程巡视,以减少小儿静脉输液渗

漏的发生。 
 
 
PO-0964 

中医按摩法与中医敷脐治疗小儿厌食症的护理干预效果研究 
 

芦莹莹 
芜湖市中医医院 241000 

 
 

目的 目的:剖析中医按摩与中医敷脐联合治疗方案在小儿厌食症中的护理干预效果。 
方法 方法:选择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4 月本科接诊的厌食症患儿 72 例,以抽签的形式将之随机等

分成实验和对照两组。其中对照组实施中医按摩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中医敷脐疗法。观察

两组护理干预后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比较治疗总有效率等指标。 
结果 结果:实验组干预后的中医症候评分明显比对照组降低,组间差异显著(P<0.05)。实验组疗效的

总有效率为 94.44%,明显比对照组的 77.78%升高,组间差异显著(P<0.05)。 
结论 结论:采取中医按摩+中医敷脐治疗方案,对厌食症患儿进行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其临床症状,提
高病情控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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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65 

前馈控制用于白血病患儿 PICC 护理中风险管理的研究 
 

李力,刘秋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降低白血病患儿 PICC 护理中风险问题的有效方法。 
方法 对照组(50 例 PICC 置管儿童)采用传统护理经验管理,实验组(50 例 PICC 置管儿童)采用前馈

控制进行风险管理,找出导致风险问题的原因,提出预防与解决方案。 
结果 实验组 PICC 堵管,导管相关性感染,置管部位皮损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5) 
结论 将前馈控制用于白血病患儿 PICC 护理风险管理中,可有效降低 PICC 堵管,导管相关性感染和

置管部位皮损的发生。 
 
 
PO-0966 

基于病房爱心学校的护理干预法在儿童血液科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杨艳林,李力,舒美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基于病房爱心学校的护理干预工作方法在儿童血液科护理白血病患儿工作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入院确诊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00 例,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在住院期间行规律疗程时,分别给予不同的护理干预方法,患儿出院时由专人负责发放调查表,对比

两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 住院适应性,家长的经济压力､ 焦虑情绪及家长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结果 疗程结束时,观察组患儿家长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患儿的治疗依从性､ 住院适应能力显著高

于对照组;观察组患儿家长的焦虑情绪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1)。 
结论 开办病房爱心学校 ,团结社会力量,能提高白血病患儿及家长治疗依从性､ 住院心理适应性､ 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能降低患儿家长面对白血病的焦虑情绪。 
 
 
PO-0967 

个性化延续护理模式在小儿癫痫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刘双云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对个性化延续护理模式在小儿癫痫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 
方法 选取本院 1 年内收治的 70 例癫痫患儿作为对照组和观察组研究对象,对照组患儿予以常规护理,
观察组患儿予以个性化延续护理模式,对比分析两组患儿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

况,以及两组患儿及其家长那个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结果 本次研究中,研究组患儿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组间对比存在显著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儿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31.43%,观察组患儿则为 8.57%,对照组明显要高

于观察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儿及其家长的护理满意度为 65.71%,观察组为

94.29%,对照组明显低于观察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对小儿癫痫进行治疗,采用个性化延续护理模式能够有效的提升癫痫病患儿的生活质量,且
能够降低患儿的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儿及其家长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应用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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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68 

优质护理对小儿难治性癫痫生酮饮食(KD)治疗效果､ 不良反应发

生率､ 诊疗依从性的影响研究 
 

梁檬
1,梁檬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和探讨优质护理对小儿难治性癫痫生酮饮食治疗的影响和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我院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收治的难治性癫痫患儿 8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 44 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行优质护理,对比和分析两组患儿临

床护理情况､ 不良反应发生率和诊疗依从性等。 
结果 观察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86.3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6.82%,不良反应发生率 9.09%低于

对照组的 27.27%且治疗 12 个月内对生酮饮食治疗的依从性较好。 
结论 小儿难治性癫痫生酮饮食治疗期间辅以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地提高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和

对诊疗的依从性,降低临床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推广价值。 
 
 
PO-0969 

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应用于婴幼儿期肿瘤患儿的护理体会 
 

王瑛玮,徐桂芝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在婴幼儿期肿瘤患儿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 7 例采用静脉输液港的患儿的护理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婴幼儿期带港患儿的护理方法 
结果 7 例带港患儿只有一例出现并发症,积极处理后,按期取港,其余 6 例有 5 例化疗结束,预期取港,1
例正常使用中。 
结论 对于配合能力差的婴幼儿期,采用双人穿刺,洗必泰皮肤消毒(2 个月以下婴儿慎用)､ 康惠尔透

明贴､ 正压接头､ 加强宣教､ 专业护士操作等有效措施,可以减少患儿哭闹,减少静脉输液港并发症

的发生,减轻患儿痛苦,为临床工作提供借鉴。 
 
 
PO-0970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重度皮肤损伤的护理 
 

李娇,周雪梅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Ⅳ度皮肤损伤的护理质量。 

方法 回顾并分析在我科室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Ⅳ度皮肤损伤的 2 例病

患的护理经验。 
结果 患儿皮肤全部愈合 
结论 2 例病患经过我们精心专业的护理及及时恰当的治疗,住院治疗时间 50-70 天,表皮全部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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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71 

早产儿入室低体温的影响因素分析 
 

常敏,尚文,孔燕,于桂玲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 37 周的活产儿。早产儿体温中枢发育不成熟,体温过低时可导致代

谢紊乱及循环､ 呼吸､ 神经及泌尿等各系统损伤,如低血糖､ 酸中毒､ 感染､ 硬肿症及重要器官功

能损害等不良后果,当体温<32%时,病死率高达 20%~50%,因此,出生后低体温是与是早产儿发病率

和死亡率息息相关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文献报道,有 44%和 51%的早产儿在出生后 5 min 及收入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时时存在低体温。虽然近几年医护人员对早产儿低体温问题逐渐重视,但 NICU 早产

儿入室低体温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体温管理仍是早产儿管理中的首要任务。本研究旨在探讨

早产儿入室低体温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护理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6 月在青岛是妇女儿童医院产科出生后并收治 NICU 的早产儿 246 例纳入

调查。入选标准:(1)胎龄<37 周;(2) 出生后 2 h 内转入 NICU 治疗,资料完整。排除标准:产后即刻死

亡及先天性无肛早产儿。对 246 例入选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常规以肛温探头测量肛

温为入室体温,插入长度为 3cm,测温时间 3 min。低体温判断标准:肛温<36℃即为低体温,<28℃为

重度,28~<32℃为中度,32~<36℃为轻度。观察指标:(1)产妇一般资料:年龄､ 孕次､ 产次､ 多胎､ 产

前使用激素､ 分娩方式等。(2)早产儿临床特征:胎龄､ 出生体重､ 性别､ 新生儿窒息､ 是否气管插

管､ 是否诊断为 NRDS。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SD)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比较的 t 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两组比较根据条件应用卡方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早产儿入室体温低于 36℃的发生率为 32.11%。 
(2)低体温组与非低体温组相比,早产儿产妇产前未使用激素､ 剖宫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
明早产儿低体温与产妇产前未使用激素､ 剖宫产相关; 
(3)低体温组与非低体温组相比,早产儿胎龄､ 出生体重､ 多胎､ 窒息史､ 气管插管及诊断 NRDS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早产儿低体温与胎龄､ 出生体重､ 多胎､ 窒息史､ 气管插管及

NRDS 相关。 
(4)母亲的年龄､ 孕次､ 产次､ 早产儿性别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早产儿入室低体温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且存在交互作用。主要与产前未使用激素､ 剖宫产

､ 胎龄､ 出生体重､ 气管插管､ 窒息史､ 患有 NRDS 有关。 
 
 
PO-0972 

中重度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家庭功能分析 
 

张锦婷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研究中重度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家庭功能 
方法 采用应用一般资料问卷､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进行调查 
结果 FAD 均分为(2.58±0.26),输血次数与 FAD 呈负相关(P<0.05 或 P<0.01)。问题解决､ 沟通可以

解释 FAD 93%的变异 
结论 地中海贫血家庭功能减弱,临床医师应重视改善患儿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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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73 

抚触护理在小儿眼科全麻围手术期的应用观察分析 
 

方波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0 

 
 

目的 研究和探索抚触护理在小儿眼科全麻围手术期的施行效果和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我院 2013 年 12 月到 2015 年 12 月接收的小儿眼科全麻手术患者 140 例,随机分为使用

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儿 70 例,使用抚触护理的观察组患儿 70 例,对比和分析两组患儿临床护理依从

性情况和情绪波动情况等。 
结果 (1)观察组患儿依从性好 25 例,依从性一般 29 例,依从性差 16 例,对临床治疗总依从性为

77.14%;对照组患儿依从性好 15 例,依从性一般 26 例,依从性差 29 例,对临床治疗总依从性为

58.57%,且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观察组患儿安静 37 例,轻微躁动 23 例,极度躁动 10 例,
躁动率为 47.14%;对照组患儿安静 22 例,轻微躁动 29 例,极度躁动 19 例,躁动率为 68.57%,且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比具有临床参考价值。 
结论 抚触护理的施行,能够提高眼科全麻手术患儿围手术期对治疗的依从性,减少由于躁动等不良情

绪造成的临床不良事件,提高整体治疗效果,具有推广价值。 
 
 
PO-0974 

眼科儿童黑暗恐惧程度的社会影响因素初探 
 

董翠兰,何芝香,杨 娟,李芳华,陈瑜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眼科患儿手术后黑暗恐惧程度的社会学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对 604 例眼科全麻手术患儿围术期黑暗恐惧程度进行评估分析社会学因

素对患儿黑暗恐惧的影响。 
结果 604 例患儿在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黑暗恐惧现象,表现为哭闹不安､ 抓掉眼部敷料等。年龄,家
属文化程度不同及照看家属不同,患儿的黑暗恐惧程度不同。在不同年龄组患儿中 5-10 岁年龄组表

现明显。大学文化程度父母的患儿黑暗恐惧程度较其它组低,父母照看的患儿,黑暗恐惧程度要低。 
结论 社会学因素会影响眼科围术期患儿黑暗恐惧程度,其中儿童年龄､ 父母文化程度及照看家属是

主要的影响因素。 
 
 
PO-0975 

腹部康复操在婴幼儿腹部术后床上康复锻炼中的应用价值 
 

王小端,张晓玲,于桂玲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腹部康复操在婴幼儿腹部术后床上康复锻炼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在我院实施腹部手术的婴幼儿 648 例,单日手术为对照组､ 双

日手术为实验组,对照组患儿护士采用传统健康宣教模式,实验组患儿护士指导和帮助患儿家属对婴

幼儿进行床上康复操锻炼,内容如下:1.顺时针按摩:护士掌根贴住肚脐,掌心按在腹部,下沉大约 1 厘

米,然后以掌根为中心,手掌顺时针画弧,手术切口处应避开或减轻用力,按摩强度以患儿能耐受为宜,
按摩手法由轻到重,再由重到轻,切忌粗暴。2.腹部小震荡:患儿躺在床上,护士用双手握住臀部,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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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部大约 3~5 厘米,停顿 3 秒,然后放开,目的就是要通过震荡来调整脏腑,促进胃肠动力和新陈代

谢。注意孩子的臀部切忌抬得过高,否则可能会造成脊柱和髋关节损伤 3.翻身运动:患儿平躺,护士将

患儿双手交叉放于胸前,一手握住患儿手臂,另一手置于后背,左右翻动患儿约 90°。4.捏脊疗法:患儿

趴在床上,护士提起患儿腰部皮肤,缓慢向上滑动,从腰部到背部,再到颈部。即捏脊动作,主要是刺激

督脉,并按摩整个脊柱旁边的夹脊穴,以调整脏腑功能。脊柱两边的是神经,通过物理按摩,有助于促进

神经递质的释放,改善胃肠功能。收集术后首次排气时间､ 腹胀情况(患儿耐受)､ 住院时间,计量资

料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c2检验,运用 SPSS 16.0 进行统计处理,分析两组患儿术后恢

复差别。 
结果 在 648 例患儿中,对照组 317例､ 实验组 331 例;对照组术后首次排气时间为 23.80±5.45(h)､
实验组为 20.16±4.89(h),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住院时间为 11.89±5.57(天)､ 实验组为

9.85±5.10(天),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腹胀发生率为 66.6%(211/317)､ 实验组为

26.1%(89/341),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腹部康复操应用于婴幼儿腹部术后床上康复锻炼,可以促进患儿术后康复,缩短住院日,值得临床

推广。 
 
 
PO-0976 

球拍式肢体约束在小儿非计划性拔除胃管中的应用 
 

夏艳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目的 目的 探讨球拍式肢体约束法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ne Care Unit, PICU)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9 月,本科室收治的留置胃管的患儿 4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20 例,采用

一般约束带约束肢体。对照组 20 例,应用球拍式约束法。比较两组患儿使用约束带方法､ 非计划性

拔管的发生率。 
结果 结果 观察组患儿发生非计划性胃管拔除率明显低与对照组。两组比较 P<0.05,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留置胃管的患儿 4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20 例,采用一般约束带约束肢体。对照组 20 例,应用球拍式

约束法。比较两组患儿使用约束带方法､ 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率。 
结论 结论 球拍式肢体约束法,能有效降低小儿非计划性胃管拔除率,增加舒适度。减轻患儿痛苦,减
少护理工作量。采用一般约束带约束肢体。对照组 20 例,应用球拍式约束法。比较两组患儿使用约

束带方法､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率。 
 
 
PO-0977 

新生儿不同部位经皮血氧饱和度与动脉血氧饱和度的对比分析 
 

姚新美 
浙江省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3145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不同部位经皮血氧饱和度与血气分析中动脉血氧饱和度的差异,寻求 合适的监测

部位 
方法 采用同期标准对照的方法,对 100例新生儿分别在手掌､ 前臂､ 足背､ 前额四个部位监测经皮

血氧饱和度(SpO2),并与桡动脉血血气分析中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值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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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足背､ 前额部位测得的血氧饱和度值均低于 SaO2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手掌､ 前臂

所测得的 SpO2值与血气分析中 SaO2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手掌､ 前臂测得的 SpO2与血气分析中 SaO2值 接近,是经皮监测血氧饱和度的首选部位。 
 
 
PO-0978 

优质护理指导下 16 例胸腔镜治疗先天性膈疝围手术期的护理 
 

黄紫君
1,黄紫君

1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探讨围绕以病人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指导下胸腔镜治疗先天性膈疝围手术期的护理方法 
方法 总结 2015-6 至 2016-12 我科收治的 16 例经胸腔镜治疗先天性膈疝的患儿,在以病人为中心的

优质护理服务指导下的围手术期护理方法,术前关注保暖与舒适,胃肠减压,呼吸道的管理,循环的监护,
以及家属的心理需求;术后通过加强气道管理,引流管的护理,关注疼痛与舒适,提供合理静脉营养及喂

养支持,心理指导,采取个性化的出院健康教育及出院随访方案。 
结果 经过一系列以病人为中心术前术后护理,16 例患儿均顺利过度手术,术后撤机顺利,没有出现脱

管,呼吸困难,均康复出院,术后随访 1~10 个月,均生长发育良好。 
结论 在优质护理指导下,围绕以病人为中心,为胸腔镜手术治疗新生儿先天性膈疝的患儿提供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术前术后护理服务,既关注和满足了患儿疾病的护理需求和家属的心理需求,也为手术的

成功和预后提供了重要护理支持。 
 
 
PO-0979 

儿童血液肿瘤护士报告照护质量及临床工作环境的相关性研究 
 

何梦雪,陆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作为多部门协调者和全天候床边照护者,护士在医院照护质量的监测和报告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护士报告的照护质量指其主观感知到的照护质量。L. Aiken 开展全美护士照护和病人安全调查

项目(简称 L.Aiken 项目)时,发现护士报告照护质量“卓越”的比例越高,该机构病死率､ 急救失败率越

低､ 患者满意度越高。护士报告照护质量可成为医院照护质量的有效指标之一。血液肿瘤患儿因病

情危重､ 治疗复杂､ 病程长､ 预后差,故儿童血液肿瘤护士长期处在高强度､ 高风险的工作环境

中。大量证据显示,具有较佳护士临床工作环境的医院往往拥有较好的结局,包括护士报告的照护质

量。而我国儿童血液肿瘤护士临床工作环境､ 护士报告照护质量及其相关关系的研究暂无报道。本

研究旨在探索儿童血液肿瘤护士报告照护质量及临床工作环境现状,并探讨二者的相关性,为专科护

理质量及人力管理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17 年 4 月~5 月对全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委会护理学组 29 个会

员单位的所有儿童血液肿瘤护士进行问卷调查。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护士的人口学资料,包括

年龄､ 性别､ 护龄､ 科龄等。使用 L. Aiken 项目中的护士报告照护质量问题收集护士对照护质量的

感知结果。使用护理工作环境量表(PES)调查护理专业工作环境,其中文版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内容效度为 0.94。使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及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共调查 606 名护士,均为女性,年龄 29.8±5.9 岁,护龄 7.9±6.5 年,科龄 6.22±5.5 年。护师或以下

512 人(94.5%);本科或以上 378 人(62.4%)。 
经常认为“护理质量堪称卓越”､ “患儿及家庭在出院时已掌握了足够的自护能力”､ “护理质量去年退

步了”的护士比例分别为 45.5%､ 53.1%､ 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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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的护理临床工作质量为 31 分~120 分,均值为 85.6±12.2 分。各维度依均值高低排序,为“高质

量护理服务的基础”､ “护理管理者的能力及领导方式”､ “医护合作”､  “护士参与医院事务”､ “充足的

人力和物力”。 
护士报告的各个照护质量和临床工作环境的各维度和总分均呈显著相关(r 的绝对值为 0.143~0.454,
均 P<0.01)。 
结论 1. 儿童血液肿瘤护士报告的照护质量尚可,但在支持患儿及家长自护能力方面稍显不足。作为

慢性病,血液肿瘤疾病的患儿和家长的自护能力与居家照护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相关。应得到临床

护理人员及护理管理者的关注。 
2. 儿童血液肿瘤护士对“护理患者所需要的人力及支持设备”感到 不满意。护理人员缺乏､ 护患比

失衡､ 硬件设备缺乏是影响护理临床工作环境的重要因素。 
3. 儿童血液肿瘤护士报告照护质量及临床工作环境呈显著相关关系。未来护理管理者可从护士临床

工作环境着手,提升护理质量,深化专业内涵。 
 
 
PO-0980 

降低从 PICU 转至普通病房患儿护患纠纷的护理探讨 
 

商建萍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呼吸科 430070 

 
 

目的 探讨降低从 PICU 患儿转到普通病房患儿避免护患纠纷的护理体会 
方法 将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共接收从 PICU 转入至普通病房的 154 例患儿作为对照组,进行

常规的接待､ 治疗和护理。另将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共接收从 PICU 转入至普通病房的

174 例患儿作为观察组。对观察组的患儿找出容易引起的护患纠纷原因,重视护理细节,并采取各种

护理干预。 
结果   做出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后,病人的满意度提高了 13.1%,投诉率下降了 4.7%,无 1 例护患纠

纷的发生。 
结论  护士对 PICU 转入的患儿家属住院期间进行各种护理干预,能有效的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提高

病人的满意度。 
 
 
PO-0981 

个体化护理用于氧气驱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辅助治疗 
小儿肺炎伴有喘息临床价值 

 
马燕 

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个体化护理用于氧气驱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辅助治疗小儿肺炎伴有喘息临床价值。 
方法 按照入院顺序抽取我院自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小儿肺炎伴喘息患者 80 例,随机

分为观察组(n=40)和对照组(n=40)。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护

理。对比两组的治疗及护理效果以､ 护理满意度。 
结果 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75%)比较,观察组的(95%)较高;与对照组的住院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啰音消失时间以及退热时间比较,观察组的较短,差异显著(P<0.05)。 
结论 氧气驱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的小儿肺炎患者进行个性化护理,有效的提高了护理满意度,促
进了患者病情的恢复,缩短了治疗时间,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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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82 

新生儿经头部置入 PICC 的临床应用 
 

廖青霞,陈利东,龚冬明,杜超凤 
南宁市第二 人民医院 530031 

 
 

目的 新生儿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在临床中已广泛应用,并为新生儿的治疗与能量供应开辟

了一条生命通道,PICC 首选上肢静脉,但由于新生儿血管管径细､ 血管壁薄容易穿破或由于皮下组织

水肿,使血管不易显露。 
方法 是对我院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03 月经上肢静脉穿刺失败的患儿予头皮颞浅静脉置入中心

静脉导管 21 例进行精心护理并观察临床效果。 
结果 19 例导管到达理想位置,其中 16 例到达上腔静脉,3 例到达右心房。2 例到达锁骨下静脉, 短

留置 7 天, 长留置时间达 42 天,未发生非计划性导管。 
 
结论 经头皮颞浅置入中心静脉导管为新生儿 PICC 置管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可做为 PICC 的第二

选择。 
 
 
PO-0983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对预防小儿哮喘复发的效果研究 
 

马雪琴 
海宁市人民医院 314400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对预防尘螨引起的小儿哮喘复发的效果 
方法 将 60 例哮喘按时间先后分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30 例,对照组按常规进行健康教育,干预组患儿在

常规健康教育基础上,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包括建立患儿脱敏治疗档案;进行多途径健康教

育;开展助理式服务;书写哮喘日志;建立互助式教育团队等。36 个月后,评定两组患儿哮喘治疗后复

发状况的效果,并用自行设计的表格对两组哮喘患儿及家长的知识掌握率､ 满意度､ 复发率进行比

较。 
结果 30 例干预组患儿经过 30-36 月的全程综合性护理干预后,临床控制 20 例,占 66.7%,总有效率为

93.3%;对照组临床控制 9 例,占 30.3%,总有效率为 73.3%。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X2=9.06,P<0.05);哮喘干预组与对照组知识掌握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X2=4.007,P<0.05);哮喘干预

组与对照组满意度比较有显著性差异(X2=4.007,P<0.05);哮喘干预组与对照组复发率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X2=4.176,P<0.05)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能提高哮喘治疗的有效率,让哮喘患儿及其家长,对哮喘防治有一个正

确､ 全面的认识和良好的依从性,减少支气管哮喘发作,有效预防哮喘患儿的复发,提高了患儿的生命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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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84 

心理护理干预对 PICU 患儿分离性焦虑的的影响 
 

吴恋,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分离性焦虑是患儿与其依恋对象分离时表现出过度焦虑的现象,PICU 住院患儿因为治疗需要与

父母分离,对陌生环境的不熟悉,对治疗和护理的恐惧等原因极易产生焦虑情绪,影响治疗效果。探讨

运用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对 PICU 患儿分离性焦虑的影响。 
方法 方法 50 例学龄前期患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各 25 例。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护理,干
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再加强心理护理。一周后使用焦虑自评量表评定两组患儿分离性焦虑的状

况。 
结果 结果 干预组较对照组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 对产生分离性焦虑的 PICU 患儿给予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显著缓解焦虑症状,使患儿尽快适

应医院环境,配合治疗,加速恢复健康。 
 
 
PO-0985 

情景模拟教学在儿童重症护理适任培训中的应用与探索 
 

张雯澜,陆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研究临床场景模拟教学方法,探讨其在儿科 ICU 重症护理适任培训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今后发展

临床护理教育提供借鉴。 
方法 横断面研究,抽取本院急诊与 PICU 医护共 50 人,组队分批参与由 8 位导师共同设计的 9 次医

护联合场景模拟教学。导师使用统一的评分表着重评估学员的技能型能力与非技能型能力,并将其

与病例的危重度评分及团队平均工作年限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 9 次模拟教学案例的难易程度及学员工作年限无统计学差异。多元逐步回归结果显示技能型能

力得分仅与非技能型能力得分呈正相关关系(R=0.882),而与模拟案例的危重度､ 医护人员工作年限

均无相关关系。 
结论 儿科危重症的救护质量除了与急救流程､ 技能的掌握程度有关以外,还与急救团队的领导决策

､ 沟通､ 合作､ 知识共享等非技能型能力息息相关。场景模拟教学的优势在于除能比较真实地反应

学员对急救技能的掌握层度,同时也有效地训练提升医护人员的非技能型能力。而高质量的案例设

计与高素质的导师也是提高场景模拟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PO-0986 

新生儿桡动脉采血后止血方案的制订和临床应用  
 

滕燕萍,倪琴琴,巫永娟,徐凌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 浙江省妇女医院) 310006 

 
 

目的 通过制订《新生儿桡动脉采血止血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规范护士桡动脉采血后止血方

法,提高按压止血效率,减少采血后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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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运用文献检索､ 问卷调查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就拔针后按压材料､ 面积､ 时间及力度问

题制订《方案》,并对护士进行培训,采用一次止血成功率､ 掌部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降低率､ 皮
肤穿刺点失血率､ 皮下出血率对《方案》进行效果评价 
结果 应用《方案》后新生儿一次止血成功率由 69.89%上升至 97.80%､ 掌部 SpO2降低率由

18.28%下降至 9.45%､ 皮肤穿刺点失血率由 35.48%下降至 6.59%､ 皮下出血率由 33.33%下降至

9.89%。 
结论 《方案》有较好的规范临床操作的作用。 
 
 
PO-0987 

综合保暖护理对预防小儿手术低体温的临床效果 
 

肖晓兰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综合保暖护理对预防小儿手术低体温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外科二区接收手术治疗患儿 70 例,随机分成常规护理组

与综合护理组各 35 例,常规护理组对患儿实施常规的护理;综合护理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综合保暖护理;
比较两组患儿围手术期口腔温度变化及术后恢复指标变化情况。 
结果 综合护理组患儿在围手术期(术前､ 中､ 后)体温恒定,而常规护理组患儿在腹腔冲洗后出现体

温下降;综合护理组患儿在麻醉清醒时间､ 肛门排气时间､ 自行排尿时间､ 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常

规护理组,两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在小儿手术中,实施综合保暖护理措施能够有效预防围手术期低体温发生,促进患儿术后苏醒和

恢复,缩短留院时间。 
 
 
PO-0988 

人文教学模式对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与效果 
 

马彩霞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培养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方法与效果。 
方法 以 2014 年 6 月—2016 年 4 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某病区实习的两届护生 110 名作为研究对象,
本病区在传统临床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增加经过精心设计的人文教学小课堂对实习护生进行特色人文

教学,在入科前对护生进行关怀能力量表(CAI)自我测评,入科一周后由带教老师和患者进行护生人文

关怀满意度和护生整体素质满意度评价,出科前护生采用关怀能力量表再次自我测评,由带教老师和

患者再次进行护生人文关怀满意和护生整体素质满意评价,比较人文教学前后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及满意度情况。 
结果  人文教学后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和理解､ 勇气､ 耐心维度得分均高于教学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护生的整体素质及人文满意度得分均明显提高。 
结论  临床实习中加强对实习护生人文教学可培养护生人文关怀能力,提高护生整体素质,提高患者满

意度,提升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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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89 

儿科门急诊实施预约输液的对比研究 
 

刘春婷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研究和解决缩短儿童门诊患儿及家属排队等候输液时间较长的方法。 
方法 为输液 2 天以上的患儿提供预约服务,制定预约输液服务方案､ 张贴温馨提示､ 制定流程､ 制

定预约输液卡并实施,对实施预约服务前后患者等待时间､ 服务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预约输液治疗组的患者等待时间要短于未预约输液组(`R 未预约组=1876.15,`R 预约组

=2356.03,Z=-13.62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实行预约输液服务,能有效地缩短患儿等待输液的时间,有效分流了病人,减轻了高峰期护士的压

力,改善了输液秩序,保证了护理安全,提高了患儿家属满意度,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O-0990 

探讨研究影响儿科 PICU 病房夜间护理安全因素及干预措施 
 

梁珊珊,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研究影响儿科 PICU 病房夜间护理安全因素并制定相关护理干预措施。 
方法 通过统计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儿科 PICU 病房夜间发生的各种护理不良事件和护

理差错,分析其发生原因,并制定相关护理干预措施。 
结果 儿科 PICU 病房夜间发生的护理不良事件形式多样,其发生原因和护理人员自身因素(自律性低,
执行护理规章制度不严格,护理技术水平不足,工作压力过大等),管理因素(病房管理,护理人力资源不

足,低年护士比例过大),患儿因素(病情危急,病情变化快,情绪不稳定,意识障碍,沟通障碍等)等有关。 
结论 护理管理人员及护理人员应在儿科 PICU 病房的夜间护理安全问题上给予更多重视,不断改进

护理措施,加大护理管理工作,降低护理不良事情和护理差错的发生率,提升患儿医疗,落实护理安全。 
 
 
PO-0991 

情景模拟在儿科护理临床实习中的研究和应用 
 

房夏玲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评价情景模拟教学在儿科护理临床实习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 2015 年本科护理专业实习学生 126 名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采取以老师为中心,讲授为主,提问回答为辅的教学模式,实验组采用以学生为中心,情景模拟的教学模

式,实习结束前测评两组学生的儿科护理临床实习成绩及对两种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出科考试平均分比对照组高出 9.81 分,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结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1);在临床实践能力､ 学习兴趣､ 等方面的评价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情景模拟教学模式对学生能力的全面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效提高了儿科护理临床实习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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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92 

儿童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全程护理 
 

代晴晴,周雪梅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为儿童在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中提供全程护理,减少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术前准备充足,向家属解释造血干细胞采集术的过程,家属及患儿积极配合,为患儿建立合适的静

脉通路;术中严密观察;术后回访,进行健康教育。 
结果 患儿均能成功进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部分发生不同程度的口唇及四肢麻木,经对症处理后

好转,未发生低钙性抽搐及其他并发症。 
结论 全程护理可有效的缓解患儿及家属的紧张情绪,并对成功采集足够的造血干细胞,预防和治疗不

良反应及并发症起到促进作用。 
 
 
PO-0993 

延伸性护理服务在儿童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患儿中的应用 
 

施萍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起搏器植入术后的患儿属于一个慢病管理过程,需要长期给与关注,建立一个符合生物—心理—
社会模式要需求的健康教育途径是非常必要的。患儿出院后利用电话,短信或微信随访的方式,对儿

童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患儿进行延续性护理服务,旨在答疑解惑,提高患儿及家长对起搏器工作状态的

了解,提升按时随访率,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方法 由两名高年资护士,随机抽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行永久性起搏器植入的 40 名患

儿作为对照组;2016 年 1—2016 年 12 月期间行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患儿 31 名作为干预组。对照组给

予一次电话随访;干预组在初次入院时就建立个人档案,并于术后 1 个月,3个月､ 6 个月,以后每年对

患儿及家长进行电话,短信,微信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患儿的伤口管理,患侧肢体活动度､ 术后生活注

意事项的知晓率､ 术后定期按时随访率和起搏器电池余量知晓率五项内容。 
结果 现代人对陌生电话存在戒备心理,对照组的随访电话容易被阻止,失访率为 18%,干预组因在住

院期间就已经完成宣教和告知,故失访率为零;伤口情况:对照组因囊袋感染重置起搏器 2 例,干预组有

一例电话随访发现伤口异常,及时住院处理后感染控制,无需重置起搏器;患侧肢体活动度:术后三个月

仍极度限制患侧肢体活动度的有 7 人,占 17.5%,干预组 1 人,占 3.2%;术后生活注意事项的知晓率实

验组为 87.5%,干预组 100%;术后定期按时随访率:按时随访率=患儿手术后实际随访的次数÷应随访

次数。正常的起搏器植入术后随访频次为术后 3 个月,6 个月,每年一次,当起搏器电池快耗尽时,应缩

短随访时间。实验组为 79.7%,其中一例患儿起搏器植入六年中未进行任何的随访和程控,存在严重

安全隐患,电话随访时告知其马上回院进行门诊随访,一周后家长来电告知已经完成随访和起搏器程

控。干预组 94%随访率;起搏器电池余量知晓率:实验组为 80%,干预组 100%。 
结论 1. 延续性护理服务,将一次性的住院过程转变为个案追踪过程,可促进儿童起搏器植入患儿病情

的康复。2.患儿及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 康复知识均得到提高,自我保健意识显著增强,牢固掌握起

搏器自我保护技能,生活中不健康生活方式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显著提高生活质量。3. 延伸性护理

服务提高了患儿及家长对起搏器工作状态的认知程度,降低了起搏器术后的风险性。4. 是一种开放

式､ 延伸式的健康教育形式,深化了优质护理的内涵,使患儿及家长对医护人员保持良好的信任感及

亲切感,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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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94 

护理风险教学查房在患儿安全管理目标中的应用 
 

李荣,任小瑜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将护理专业风险管理引入教学查房对患儿安全目标管理的效果。 
方法 在原有常规护理查房的基础上,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5 月开展由全院各护理专业小组共同参与,
引入护理风险管理的护理教学查房模式,使用自行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及统计分析,对比两种查房在护

士对教学查房满意度､ 患儿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以及护理不良事件安全目标管理三方面实施效

果,通过对照研究,比较两种护理教学查房的效果。 
结果 专业小组参与并引入护理风险管理的教学查房,促进了护士对教学查房的满意度､ 患儿家长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及护理安全目标管理,统计数据均较之前明显提高( P 均< 0.05) 
结论 有专业小组参与并引入护理风险管理的教学查房形式,能够提高护士专业知识内涵,提高护患服

务满意度,促进患儿安全管理目标的实行,保障患儿安全,提高查房效果。 
:仿宋_GB2312;color:rgb(0,0,0);font-style:italic;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P
均< 0.05) 
 
 
PO-0995 

PDCA 模式在护理不良事件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李荣,李亚红,齐爱华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 PDCA 管理模式对在护理不良事件上报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使用 PDCA 管理工具对护理不良事件上报进行持续质量管理,将 2015 年作为对照组,2016 年

为观察组,采用前后对照法,对 2015 年与 2016年医院护理不良事件上报例数､ 主动上报情况､ 两组

不良事件分级程度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观察组不良事件上报总例数､ 护士主动上报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无后果事件及隐

患事件上报例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加(P<0.05)。 
结论 PDCA 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不良事件上报率及护士上报不良事件的主动性,提高大家的风险

防范意识。同时增加无后果事件及隐患事件的上报率,便于管理者及时发现并关注护理隐患,主动采

取干预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事件上报例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加(P<0.05)。 
 
 
PO-0996 

PDCA 循环管理在儿科 ICU 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中的应用 
 

姚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运用 PDCA 循环探索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预防及对策 
方法 分析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原因,采取计划､ 执行､ 检查､ 处理的流程实施质量改进 
结果 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从 15.29%降低到 3.27%。 
结论 将 PDCA 循环运用于气管插管病人的管理中,有效降低了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率,保证了患儿

的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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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97 

手足口病伴发惊厥患儿的临床特征和护理干预 
 

黄笑笑,赵仕勇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伴发惊厥患儿的临床特征及护理干预,观察其护理效果。 
方法 对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9 月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住院病人临床诊断手足口病并发惊厥 57
例,采集患儿咽拭子样本并进行 PCR-荧光探针检测肠道病毒,收集临床资料并进行护理干预,观察治

疗转归。 
结果 57 例患儿,女 14 例,男 43 例;年龄:<12 月 1 例(10 个月),1~2 岁 22 例;2~3 岁 24 例,>3 岁 10 例,

大 5 岁。26 例有热性惊厥史。肠道病毒通用型 45 例,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 3 例,肠道病毒

71(EV71)2 例,阴性 7 例。57 病例均在 24 小时内发生,1 病例在发热 5 天时发生,51 例发生 1 次,6 例

发生 2 次。头颅 CT 均正常,EEG8 例异常。检查脑脊液常规 34 例基本正常。所有患儿均在 1 周内

痊愈。 
结论 手足口病伴发惊厥的患儿病原学以肠道病毒通用型或非 EV71 感染为主,经综合治疗和早期护

理干预,预后良好。 
 
 
PO-0998 

综合护理干预在儿科呼吸衰竭重症监护中的护理价值 
 

黎天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对综合护理在儿科呼吸衰竭重症监护中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 
方法 择取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05 月我院收治的 114 例呼吸衰竭患儿进行研究,随机将其分成研

究组(57 例)和对比组(57 例),其中 57 例对比组患儿在临床治疗中辅助给予一般护理措施,57 例研究

组患儿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辅助给予综合护理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对两组患儿的护理满意

度进行综合比较 
结果 研究组患儿的总满意例数为 55 例,总满意率达到了 96.49%,而对比组患儿的总满意例数为 45
例,总满意率仅为 78.94%,两组患儿的护理满意度数据对比差异明显(P<0.05)。 
结论 临床中通过采用综合护理方法对呼吸衰竭患儿进行护理之后,可以取得更好的护理效果,有助于

患儿尽早恢复。 
 
 
PO-0999 

改良鼻胃管固定法在小儿神经消化内科患儿中的效果观察 
 

杨静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改良鼻胃管固定方法在婴幼儿鼻胃管固定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按随机数字表发将 110 例留置鼻胃管患儿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对照组在常规留置鼻

胃管后使用 3M 胶布固定鼻胃管予鼻梁处,使用透明敷贴固定鼻胃管予脸颊处;观察组在常规留置鼻

胃管后先使用 3M 胶布将胃管固定予鼻梁处,再用一根胶布横贴予鼻翼上,脸颊处则利用亲水性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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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皮)及 3M 透明敷贴固定。比较两组鼻胃管留置时间､ 脱管率､ 面部皮肤异常､ 鼻部发生压

疮。 
结果  两组鼻胃管留置时间､ 脱管率､ 面部皮肤异常､ 鼻部发生压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新型改良鼻胃管固定法能延长留置时间,降低脱管率､ 减少面部皮肤发生异常及鼻部压疮,提高

患儿及家属满意度,实施优质护理,保护患儿安全。 
 
 
PO-1000 

“护士经理制”模式在儿科病房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范萌萌,宋恩艳,钱秀玲,毛培红,王晓东 
潍坊市潍城区妇幼保健站 261011 

 
 

目的 探讨“护士经理制”模式在儿科病房管理中的应用方法及效果。 
方法 制定护士经理的工作模式,深入病房一线,查找临床护理质量缺陷和不足,在儿科病区工作时能够

了解护士的工作情况,发现患儿及家属的需求,对临床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现场解决,及时制定并实

施改进措施,巩固改进质量,提高基础护理､ 护理文书､ 危重患儿护理､ 健康宣教等及患者对护理工

作的满意度。 
结果 实施“护士经理制”模式后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实施前(P<0.05 )。 
结论 实施“护士经理制”模式,提高护理质量,增进医患沟通,有利于互换和谐 
 
 
PO-1001 

工作坊模式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导管固定培训中的应用 
 

张元元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运用工作坊模式对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人员进行导管固定的培训。提高儿童重症监护

病房导管固定的合格率,降低导管固定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 
方法 2016 年 2 月对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15 名护理人员应用工作坊模式进行各类导管固定方法的培

训。了解培训对象对工作坊教学模式的满意度情况及培训前后各类导管固定合格率和导管固定相关

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培训对象对工作坊教学模式的满意度高;培训后氧疗导管､ 肠内营养导管､ 静脉输液导管固定

合格率显著高于培训前(P<0.01),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引流导管固定合格率明显高于培训前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导管固定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培训前(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应用工作坊培训模式既能提高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各类导管固定的规范性､ 同质性,又能降低导

管固定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不但培训效果显著,而且深受护理人员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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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2 

拉萨地区 40 例藏族小儿急性喉炎的急救方法及护理体会 
 

达娃措姆,格桑央金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 850000 

 
 

目的 探讨拉萨地区藏族小儿急性喉炎急救方法及护理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儿科留观室在 2016 年 8 月~2016 年 12 月间收治的 40 例急性喉炎的患儿的

临床资料,分析出小儿急性喉炎急救方法及护理体会。结果:通过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静脉注射或肌

肉注射､ 雾化吸入,根据外周血象酌情使用抗生素,吸氧,心理护理及呼吸道管理等有效手段,40 例患

儿的病情均得到有效的控制。治疗期间没有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通过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静脉注射或肌肉注射､ 雾化吸入,根据外周血象酌情使用抗生素,吸氧,
心理护理及呼吸道管理等有效手段,40 例患儿的病情均得到有效的控制。治疗期间没有不良反应和

并发症的发生。 
结论 通过准确无误的用药,病情观察､ 心理护理､ 吸氧､ 呼吸道处理及雾化等护理措施,能够有效的

治疗小儿急性喉炎,迅速解除小儿的喉梗阻症状,缓解患儿病情,改善小儿急性喉炎的预后的效果,达到

了痊愈的效果。 
 
 
PO-1003 

应用 RetcamⅡ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的护理配合 
 

胡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应用 RetcamⅡ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的护理配合,为 RetcamⅡ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

查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医院生产 500 例应用 RetcamⅡ进行视网膜病变筛查的早产儿

作为此次研究对象,给予患儿应用 RetcamⅡ进行视网膜病变筛查,并进行相应的护理配合,和护理效

果。 
结果 所有患儿在视网膜病变筛查过程中工作进展顺利,没有 1 例患者发生意外,胎龄≧28 周的视网膜

病变率明显低于胎龄<28 周,体重≧1kg 的患者视网膜病变率明显低于体重<1kg,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的应用 RetcamⅡ技术,同时应用护理配合,对早产儿视网膜筛查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PO-1004 

家庭协同护理对学龄前儿童龋齿治疗依从性及应激行为的影响 
 

张逸倩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3 

 
 

目的 探讨家庭协同护理对学龄前儿童龋齿治疗依从性及应激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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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龋齿患儿 150 例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
观察组 75 例,对照组 75 例,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接受家庭协同护理,对两组患儿治

疗依从性､ 应激行为､ 家属满意度进行观察。 
结果 观察组患儿治疗依从率为 81.33%,明显高于对照组 60.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儿干预前心率､ 平均动脉压等生理应激反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心率､ 平均

动脉压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哭闹时间明显较对照组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率为 94.67%,对照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率为 76.0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家庭协同护理可提高学龄前儿童龋齿治疗依从性,也能改善患儿应激行为,提高家属满意率,值得

临床推广。 
 
 
PO-1005 

以 ECMO 团队建设为例,浅谈护理人力资源库实效性运作 
 

陈嘉玲,邹欢,居敏洁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结合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团队的建设需求,在分析医

院建设护理人力资源库的基础上,重点介绍 ECMO 团队的中护理人力资源库建设与管理的有效途径,
旨在提高 ECMO 团队中护理类人才的配置效率,更好的服务于 ECMO 团队开展的医疗护理工作,降
低医疗风险,提高 ECMO 医疗团队的运行效率。 
方法 2 ECMO 团队建设中护理人力资源库的有效建设策略 
2.1 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做到以人文本 
2.2 加强管理办“法”的创新,提升人力资源库运行效率 
2.3 科学配置“机”“料”资源,奠定人力资源库建设的物质基础 
2.4 优化制度环境,有效控制护理风险 
结果 护理工作作为医院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各个科室和医疗服务工作都密切相关。尤其是

对于 ECM0 等技术性比较复杂的医疗工作而言,护理工作体系的实效性运作,直关系到 ECMO 团队

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因此,护理人力资源库的建设,可以有效提高医院 ECMO 团队的医疗救护服务效

率,这就要求医院在平时要根据 ECMO 团队的建设需要,对相关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与考核,密
切 ECMO 团队中医生与护理人员之间的联系,通过演习､ 保障､ 救护等实际运行工作,提高护理人员

的专项素质,进而确保 ECMO 团队中护理人员工作的实效性。 
结论 护理人力资源库的建设,可以有效提高医院 ECMO 团队的医疗救护服务效率 
 
 
PO-1006 

基于血管预防性保护的无痛穿刺的实践研究 
 

黄湘晖,李婉婷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探讨基于血管预防性保护的无痛管理在儿童静脉通路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3月就诊于我院内外科病房脑膜炎､ 川崎病､ 肠道术后手术需使

用丙种球蛋白､ 甘露醇､ 静脉高营养的患儿共 176 例,分为三组。观察 1 组和观察 2 组均在静脉穿

刺前涂抹利多卡因软膏,用水胶体覆盖后,1 组 15min 后穿刺,2 组 30min 后穿刺。对照组则在静脉穿

刺前涂抹利多卡因软膏,用敷贴覆盖,观察三组患儿穿刺过程的疼痛评分､ 家长的满意度情况､ 一次

穿刺成功率､ 静脉炎的发生率及留置针的留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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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疼痛评分方面观察 1 组､ 观察 2 组低于对照组;家长满意度方面,观察 1 组的家长满意度

高。静脉炎发生率方面,观察 1 组和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低于对照组。留置针留置时间方面观

察 1 组和 2 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高于对照组。 
结论 实施预防性血管保护的无痛管理,可以缩短表面麻醉的起效时间,提高穿刺的效率,提高家长满意

度,降低静脉炎的发生率,是静脉通路管理的有效手段。 
 
 
PO-1007 

改良识别标识提高患儿的佩戴率和护士查对方式的 
正确率的效果研究 

 
汪蓉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610051 
 
 

目的 使用改良的患儿身份识别标识,提高患儿身份识别标识的佩戴率,提高护士查对方式正确率,从而

确保护理安全。 
方法 采用观察法,以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 个月至 3 岁住院的患儿和同期儿科护士作为

研究对象。 选取用常规手写腕带信息内容戴于手腕或脚踝上的住院患儿和同期儿科护士设为对照

组。以用改良后电脑系统导出的患儿身份信息,放入可拉伸的卡套内,戴于患儿胸前或肩部､ 任何显

眼处的住院患儿和同期儿科护士设为观察组。观察改良前后患儿身份识别标识的佩戴率和护士查对

方式正确率。 
结果 改良后患儿身份识别标识较常规腕带佩戴率从 50.17%提高到 89.44%,护士查对方式正确率从

71.33%提高到 99.65%。 
结论 使用改良后患儿身份识别标识,能有效的提高身份识别标识患儿的佩戴率､ 护士查对方式正确

率,确保护理安全。 
 
 
PO-1008 

大隐静脉穿刺在拉萨地区 518 例婴儿门诊静脉采血中的应用 
 

格桑央金,强久卓玛,次仁央拉,王建萍,小巴桑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提高婴幼儿采血成功率,提高门诊护理工作效率。 
方法 选择 518 例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予以大隐静脉采血,对照组常规用股静脉采

血,观察两组患儿穿刺成功率､ 陪护家长接受程度及穿刺的不良反应。 
结果 观察组采血成功率为 91.1.%,对照组穿刺成功率为 86.4%;观察组患儿陪护者对穿刺采血的接

受程度观察组大于对照组;穿刺后观察组采血无不良后果,对照组 1 例在采血处出现淤青。 
结论 大隐静脉采长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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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9 

俯卧位通气结合体位引流在 PICU 机械辅助通气患儿的护理体会 
 

曾蕾蕾,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了解俯卧位通气结合体位引流对机械辅助通气患儿的肺部功能恢复情况。 
方法 由责任护士为机械辅助通气患儿交替实行俯卧位通气和体位引流,观察患儿的肺内分泌物引流

及氧合情况。 
结果 俯卧位通气结合体位引流比单纯进行体位引流患儿的情况相比,前者有利于患儿痰液的排出,且
机械辅助通气时间较后者短,利于肺部功能的恢复。 
结论 在 PICU 机械辅助通气患儿的护理工作中,体位安置对于严重肺部感染的患儿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俯卧位通气结合体位引流可增加功能残气量,改善膈肌运动方式和位置,有利于肺内分泌物的

引流;同时能减少纵隔和心脏对肺的压迫;改善胸壁和肺组织的顺应性,进而实现患儿氧合情况的改善,
终达到恢复肺部功能以及早日脱机的目的。 

 
 
PO-1010 

以核心能力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在儿童呼吸专科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刘玉琳,王倩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20 

 
 

目的 探讨以核心能力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在儿童呼吸专科护士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以核心能力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为培训框架,参考文静等构建的儿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界定儿童呼吸专科护士核心能力,并以此为导向设置培训课程,对 66 名护士进行培训,以自评和他评

相结合评价培训效果和满意度。 
结果 66 名学员全部圆满完成了儿童呼吸专科护士的专业课程与临床实践,获得由市卫计委颁发的

“重庆市儿童呼吸专科护士资格证书”,97%的学员对培训的课程设置表示非常满意,认为课程设置科

学､ 严谨､ 全面､ 实用,有利于专科护士能力的发展。 
结论 以核心能力为主导的儿童呼吸专科护士培养模式,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激发学员的学习热

情, 促进教学中的互动,保证教学质量,达到预期目的。能实施基于科学的精细护理的儿童呼吸专科护

士是时代和现实的迫切需求,本次探索可为其他专科护理人才培训提供参考。 
 
 
PO-1011 

Development of a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anagement 
programme for individual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a Delphi study 
 

杨艳华, 陈颖颖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Objective To develop a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anagement programme (CRMP) based on the 
Omaha System for individual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  
Methods The CRMP development process us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Omaha System. 
The CRMP content combined AHA/ACC guideline and medical practi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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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The two-round Delphi method consisted of four phases enables the researcher to 
utilise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27 recognised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cardiology 
Results The returning rat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round mailing interview of  Delphi method 
were 100% and 92.60%,respectively. The authority coefficient of the experts was 0.96 and the 
experts' opinion reached a high consensus(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0.19).The 
final CRMP includes 13 core element indicators, 37 assessment indicators ,37 intervention 
indicators and 5 follow-up time indicators. 
Conclusions  The high rates of consensus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viewed experts perceive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ursing-oriented intervention as feasible, and as a 
valuable alternative to face-to-face program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PO-1012 

 PSBH 在提高儿科某病区护士健康教有效率的应用 
 

郑小芬,周成,王闰平,张春梅 
温医大附属第二医院 325001 

 
 

目的 探讨 PSBH 思维模式能否提高儿科某病区护士健康教育的有效率。 
方法 运用 PSBH 思维模式形成儿科某病区护士健康教育有效率低为原因问题的解决方案。选择

2016 年 3 月-6 月份某科室在院病人 1,2 组为观察组,3.4 组为研究组,每组病员数均为 20 人。观察组

给予常规健康教育,研究组采用程序化针对性教育,比较家长对疾病知识､ 检查配合､ 安全防范措施

､ 用药知识及出院指导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满意度和护理事件的发生率。 
结果 研究组家长对疾病知识､ 治疗检查､ 用药知识､ 出院指导等知晓率､ 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 
结论 落实程序化的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家长健康教育的知晓率,提高护士的健康教育有效率,改善病

人满意度。 
 
 
PO-1013 

317 护-护士宣教助手在提高儿科患者满意度中的应用 
 

冷继群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目的 通过使用 317 护-护士宣教助手 APP 对患儿家属进行疾病健康知识宣教,以提高儿科住院患者

的满意度。 
方法 将 2017 年 4 月-6 月进入儿科住院的 450 名患儿家属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即应用

317 护-护士宣教助手 APP 进行宣教,对照组应用传统宣教方式(自制的健康宣教手册､ 面对面的宣

教等)。 
结果 得出 317 护-护士宣教助手宣教的满意度与传统宣教的满意度相比,实验组对提高患者满意度效

果显著(P<0.05)。 
结论 317 护-护士宣教助手 APP 在临床的应用,具有较为显著的效果,使用方便,节约人力,患儿家属较

易接受,对提高住院患者满意度有积极的作用,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04 
 

 
PO-1014 

PICC 置管前备皮对减少更换敷贴时皮肤损伤的作用研究  
 

孙辉,范娟,张先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PICC 具备留置时间长,避免频繁穿刺,减少药物对血管壁的损伤等优点,在早产儿的救治中被广

泛应用。由于早产儿毳毛多､ 皮肤薄嫩的特殊性,在 PICC 维护过程中,更换敷贴容易导致早产儿皮

肤损伤。本研究拟探讨置管前备皮对更换早产儿 PICC敷贴时皮肤破损､ 患儿所受疼痛刺激的影响,
同时探讨置管前备皮对 PICC 穿刺口感染发生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0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因病情需要行 PICC 置管的早产儿。本研

究纳入条件为:(1)出生孕周<37 周且出生体重<2500g;(2)穿刺血管为贵要静脉;(3)一次穿刺成功;(4)
除外感染性疾病及局部皮肤损害。使用 PICC 时间<7 天的研究对象被排除。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

字表法被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在行 PICC 置管前行局部备皮剃毛处理,对照组按照常规

流程行 PICC 置管。后期 PICC 维护均由 3 人组成的团队遵循 A-C-L(Assess-Clear-Lock)程序进行

导管维护。比较两组间更换敷贴时皮肤破损的发生率,同时比较患儿疼痛刺激评分,更换敷贴时间及

两组间 PICC 穿刺处皮肤感染的发生率。 
结果 本研究满足纳入条件的研究对象共 560 例,其中 25 例使用 PICC 时间<7 天被排除, 终共有

535 例进入研究,其中干预组 267 例,对照组 268 例。更换 PICC 敷贴时,干预组及对照组分别有 4 例

及 28 例发生皮肤损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1.49% vs 12.73%,χ2=19.050,p<0.001)。两组均可见

孕周越小,发生皮肤破损的机会越高,且孕周≤32 周的早产儿,两组间皮肤损伤有统计学差异,孕周>32
周的各组间皮肤损伤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儿在更换敷贴时的疼痛评分干预组患儿在各孕周组间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01)。同时,在各孕周组,干预组单次更换敷贴时间较对照组有显著意义的缩短

(P<0.001)。干预组穿刺部位皮肤感染率为 1.12%(3/267),对照组为 1.49%(4/268),两者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χ2=0.141,p=1.000)。 
结论 PICC 置管前备皮能显著减少更换敷贴时对患儿皮肤造成的撕脱损伤,减轻患儿疼痛,并缩短更

换敷贴时间。 
 
 
PO-1015 

应用临床护理宣教路径及多学科共同参与  
---提高儿科家属术后宣教执行率 

 
周永玲,郝英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300457 
 
 

目的 我科通过逐步完善科室的健康宣教工作,达到提高患儿家属对术后宣教的知晓执行效果, 终达

到提升健康宣教的质量､ 保障住院患儿安全的目的。健康教育工作的多部门､ 多学科共同参与能有

效提升多学科团队之间的协作与沟通,并提升护士自身业务素养､ 提高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

力。 
方法 首先成立饮食管理路径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医疗团队:2 名住院医师负责;护理团队:护士长 1 名,
护师 2 名,病房护士 4 名;营养团队;营养师 2 名;形成多团队合作小组,制定相应的临床护理宣教路

径。 
具体改进措施: 
1､ 患儿手术后第一天,由护士组织患儿家属进行集体宣教,评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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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患儿从病房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后,责任护士对家属进行宣教效果的评价后根据情况再次进行宣

教。 
3､ 医护团队共同给予制定喂养计划单,并给予监督指导。 
4､ 对于喂养困难､ 营养要求高需患儿,医护及营养科团队共同合作给予营养处方。 
5､ 患儿病情恢复期间,出入量及喂养计划需及时根据病情做出调整。 
6､ 出院前一天,护士评价患儿家属对于术后宣教的整体执行情况,以保证家属出院后延续对患儿的护

理。 
7､ 为了促进临床宣教路径更好实施,多学科健康宣教团队开展了多项工作辅助宣教工作。 
结果 通过护理宣教路径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家属对术后宣教的知晓执行率,术后宣教知晓执行率由

62.2%提升至 83.9%,通过临床宣教路径的实施及多学科合作模式的建立,使患儿家属学会了护理术

后患儿的方法,使患儿得到了更好的照顾,解除了家属的焦虑情绪,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住院天数,
使患儿早日出院。加强了护士的专业知识,提升了护士的综合素养,提高健康宣教质量,提升护理服务

质量。开展良好的医院健康教育工作是社会发展和医学进步的产物,提高医院自身声望,提高患者满

意度,从而对医院产生综合效益。另外多学科团队成员的合作精神､ 积极性､ 协调能力､ 自信心､

思考能力､ 个人素养､ 责任心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结论 通过临床护理宣教路径的应用及多学科共同参与健康宣教活动,不仅使我们患儿家属对术后宣

教知晓执行率大幅提高,也加强我院临床多学科之间的合作､ 沟通。促进了儿科以家庭为中心的医

疗护理管理模式,提高医院健康宣教的质量,提升了护理人员的整体素养,适应医院发展的需要。 
 
 
PO-1016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在评估深部组织损伤期压疮中的应用 
 

黄丽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观察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对评估深部组织损伤期压疮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 92 例患者同时用常规评估法和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扫描法分别对有疼痛感的受压部位进行评

估,对照组采用询问､ 观察和检查等常规方法进行评估;观察组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全面扫查压疮

可疑区域,根据可疑区域组织回声､ 边界､ 弹性评分､ 血流分布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应用超声检查可发现临床观察难以察觉的深部组织损害,提高对深部组织损伤期压疮评估准确

性。 
结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可明显提高深部组织损伤期压疮评估准确性,指导临床对压疮尽早进行干预,促
进深部软组织损伤的愈合,缩短住院疗程,减轻患者痛苦,节约住院费用,使压疮对患者的影响降到 低,
显著提高患者满意度。 
 
 
PO-1017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patient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in ICU 

 
Peng Yuge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in ICU,so as to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Family-centered care”. 
Methods Using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to select twelve children with CHD in ICU,and a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parents of them.The conversation was record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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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ed into text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Data were analyzed based on Colaizzi-
phenomenotogical research method in seven steps. 
Result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par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themes including:heavy 
psychological burden(as follows:sadness and not accept､ remorse and guilt､ nervous and fear､
anxious and self-abased).Ambivalently coping(active treatment and resigned､ hope and 
uncertainty､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voiding visitation､ heavy economic burden and refused 
assistance),social dysfunction(Multi-role conflict､ overload care tasks､ compensatory 
strategy),demands for social support(helplessness and communication demand,information 
support,financial support). 
Conclusion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centered care model,understand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HD in ICU to help caregivers take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s and develop the better system of ICU management,which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al stress of parents ,so to improving the nursing. 
 
 
PO-1018 

儿科病区设置专职健康教育护士对护士满意度的影响 
 

谭盛蓉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提高儿科健康教育的效果。 
方法 设置儿科病区专职健康教育护士,及时评价责任护士的健康教育的效果,对特殊情况和重点人群

进行再次宣教,采取口头宣教,书面材料,墙报,开设病区健康小课堂集中宣教,协助编写新的健康教育

和选出资料,观看录像,示范指导,家属座谈会等多样化健康教育形式。 
结果 设置专职健康教育护士后,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采用传统的方法有明显提高。 
结论 设置儿科专职健康教育护士,优化儿科护理服务流程,对提高患儿家属的满意度不失为一个有效

探索。 
 
 
PO-1019 

教育干预对小儿肾病综合征自我护理能力和治疗效果的影响 
 

张洁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教育干预对小儿肾病综合征自我护理能力和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我院收治的小儿肾病综合征患者 68 例,给予对照组患儿常

规肾病综合征护理措施,实验组患儿在对照组护理方案基础上施加教育干预。采用欧洲肾病综合征

自我护理行为量表对患儿自我护理能力进行评价,对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并分析。 
结果 经过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儿治疗有效率(94.1%)显著高于对照组(76.5%),P<0.05;护理干预前

肾病综合征自我护理行为量表得分两组得分无统计学差异,实验组患儿量表得分降低效果明显, 
P<0.05。 
结论 针对小儿肾病综合征患者治疗过程中采用健康教育进行干预,明显提高了患儿自我护理能力,提
升了疾病治疗效果,对于缩短肾病综合征患儿的治疗时间,提高肾病综合征患儿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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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0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术后护理问题及干预措施 
 

黄晶晶,林剑平 
福建省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小儿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术后护理问题及预防处理措施。 
方法 对我科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先天性髋关节术后患儿的护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我科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术后患儿能够顺利度过术后前期(术后 1-7 天) 
结论 通过严密的病情观察,对症治疗,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能够避免患儿术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PO-1021 

重庆市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项目的效果评价研究 
 

范娟,张先红,胡丽君,刘艳,申玉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重庆市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项目自 2014 年开始,每年一期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举

办。迄今为止,已对 179 名来自全国 8 省份 87 家医院的学员进行培训。本研究旨在了解该培训项目

在提高学员的专业能力及自身职业发展中的作用,及在提高所在单位新生儿专科护理能力中的作用,
为客观评价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项目的培训效果提供客观依据,并为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课程设置

､ 授课方式等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调查 179 名新生儿专科护士学员培训前后理论考试及专项技能测试成绩,并通过问卷调

查了解学员对自身专业能力提升的评价以及科室领导对学员的评价。问卷调查包括学员问卷(问卷

一)及护士长/主任问卷(问卷二),问卷一调查内容包括学员在专业理论及专业技能提升上的自评､ 开

展新项目操作或新技术､ 职称晋升､ 论文书写等情况,问卷二调查内容包括科室护士长/主任对学员

工作能力的评价,对学员在提升科室新生儿专科护理能力中所起的作用的评价,及对改善培训项目的

意见及建议。 
结果 179 名学员培训前理论考试成绩为 77.84±6.53 分,基础护理技能 76.32±5.55 分,新生儿重症护

理技能 51.12±3.74 分,新生儿外科护理技能 43.25±3.46 分,培训后理论考试成绩为 90.15±6.68 分,
基础护理技能评分 85.23±5.39 分,新生儿重症护理技能评分 71.99±5.41 分,新生儿外科护理技能

56.31±4.41 分,培训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前期预调查问卷一的

Cronbach’s  =0.83,内容效度为 0.802,问卷二的 Cronbach’s α=0.85, 内容效度为 0.842。共发放问

卷 179 套,有效回收问卷 156 套,有效回收率为 87.15%。150 名(96.15%)学员认为通过专科护士培

训,在临床实践中自身的专业能力得到了提升,有 19 名(12.18%)学员回到单位后开展了新项目操作,
其中 多的是无创通气技术,同时,33 名(21.15%)学员在培训后一年内开始进行医学研究并发表研究

论文。在问卷二中,152 名被调查者(97.44%)认为学员的临床工作能力得到了提高,其中 102 名

(65.38%)学员以模范性作用提升了科室整体的新生儿护理能力,155 名被调查者(99.36%)对专科培

训的安排表示满意,其中 46 名被调查者(29.49%%)希望在学员毕业后提供持续的再教育机制。 
结论 重庆市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项目能够整体提高新生儿专科护士的专业能力,并在后期的临床工

作中提升学员的实践工作能力,带动所在科室的护理能力的整体提升。该培训项目需建立培训后长

效再教育机制,以利于学员后期的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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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2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艾司洛尔治疗前后 LDH､ CK､ CK-MB､ NE
变化及意义 

 
卢燕,谭利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经过艾司洛尔治疗前后 LDH､ CK､ CK-MB､ NE 等心肌酶相关指标的

变化。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至我院进行重症手足口病治疗的急性期患儿共计 136 例,随机

分为普通治疗组与艾司洛尔组,随机选择同期至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0.5-5 岁健康婴幼儿 68 例做为

对照组。普通治疗组给予患儿常规的抗病毒､ 降低颅内压､ 保护心肌细胞等对症治疗。艾司洛尔组

患儿在普通治疗组的治疗方案基础上给予艾司洛尔治疗。所有患儿采集入院当天以及治疗 3d 后静

脉血采血,检查患儿的心肌酶各项指标。采集对照组儿童静脉血做上述指标检测。观察患儿与健康

儿童的上述指标差异,观察普通治疗组与艾司洛尔组治疗前后上述指标差异。 
结果 与同年龄段的健康儿童相比,患儿的 LDH､ CK､ CK-MB､ NE 等指标明显偏高,且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经过 3d 的治疗,普通治疗组以及艾司洛尔组患儿的心肌酶指标较入院时均有显著下

降,与入院时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艾司洛尔组指标下降的更为明显,且具有组间差异

(P<0.05)。 
结论 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临床治疗方案中使用艾司洛尔能够缓解患儿的心肌损伤,对患儿病情向

好方向的转归起到了积极作用。 
 
 
PO-1023 

发热程度对儿童细菌性血流感染预后的影响 
 

张涛,李玖军,刘春峰,张智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研究入院 48h 内患儿的发热程度对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细菌性血流感染患儿预后的影

响。 
方法 回顾性统计了 2008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间入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ICU 所有诊断

为脓毒症的病例资料,筛选出符合细菌性血流感染患儿的病例资料,根据其入院 48h 内 高体温将其

分为 5 组:<36.5℃组,36.5℃~组(正常对照),37.5℃~组,38.5℃~组和 39.5℃~组。比较 5 组病死率有

无差异。 
结果 符合细菌性血流感染的病例共 213 例,其中<36.5℃组 5 例,36.5℃~组 44 例,37.5℃~组 73

例,38.5℃~组 69 例,39.5℃~组 22 例。213 例患儿中,死亡 48 例。5 组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31),其中<36.5℃组及 39.5℃~组病死率显著高于 36.5℃~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两组

(37.5℃~组和 38.5℃~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细菌性血流感染患儿入院 48h 内 高体温低于 36.5℃或高于 39.5℃者病死率会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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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4 

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儿科急诊留观中的应用研究 
 

张佳燕,张玉侠,顾莺,胡菲,施姝澎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儿童早期预警评分(pediatric early warning score,PEWS)在我国儿科急诊留观患儿中应用

的可行性,为在我国儿科急诊环境中将其作为早期识别高危患儿的工具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急诊观察室的患儿。分别对 PEWS 评分 0-2 分与

PEWS 评分≥3分患儿在年龄､ 疾病诊断､ 留观时间､ 去向等方面进行分析,寻求 PEWS 评分在不

同系统疾病间与病情危重程度的关联度。 
结果 共纳入 3274 例患儿,以呼吸(35.42%)､ 血液(17.19%)､ 神经(13.41%)､ 消化(10.42%)系统疾

病诊断居多; 1276 例患儿 PEWS ≥3 分,1872 例患儿 PEWS 0~2 分,分别在总人数的 40.53%､
59.47%;PEWS≥3 与 PEWS 0~2的患儿在性别分布､ 留观时间上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在年龄､ 去

向(包括出观､ 住院､ 收入儿童重症监护室)有明显差异(P<0.001);在收治入 PICU 205 例患儿中,178
例患儿 PEWS ≥3 分,27 例为 0~2 分;PEWS≥3 分的患儿以呼吸系统(49.37%)多见,PEWS 0~2 分

以呼吸(25.91%)､ 血液(22.76%)､ 消化(13.35%)系统多见。 
结论 PEWS 评分系统操作方法简单､ 可行性高。此外,PEWS≥3 提示患儿病情的危重度有进一步

进展,应该加强病情监测与处理。该工具在不同系统疾病之间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可作为在儿科急诊

观察室中用于早期识别危重患儿的有效评估工具,值得推广。 
 
 
PO-1025 

血浆 NT-proBNP 和 PCT 水平 
对早期诊断川崎病冠脉损害的价值 

 
范江花,段蔚,罗海燕,杨龙贵,陶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急性期川崎病(KD)患儿血浆 N 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和降钙素原水平(PCT)的变化,
探讨 NT-proBNP 和 PCT 对早期预测冠状动脉损害(CAL)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湖南省儿童医院急救中心收治的 99 例 KD 患儿

为研究对象,其中 TKD 患儿 67 例,IKD 患儿 32 例。据心脏彩超检查的结果将 KD 患儿分为 KD-CAL
组 52 例,KD-无 CAL(nCAL)组 47 例。选择同期同年龄段本院健康体检儿童 28 例做为对照组,测定

血浆 NT-proBNP 和 PCT 水平,同时检测血常规､ CRP､ ESR､ 白蛋白､ ALT､ AST 血钠水平。比

较川崎病患儿血浆 NT-proBNP 及 PCT 水平的变化,并对血浆 NT-proBNP 及 PCT 水平进行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获得预测 CAL 的 佳临界值。 
结果 1.急性期血浆 NT-proBNP 水平和 PCT 水平分别为(1711.78±649.69)ng/L､
(1.506±1.431)ng/ml,明显高于对照组为(346.23±138.35)ng/L､ (0.081±0.131)ng/ml,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0)。2. KD-CAL 组血浆 NT-proBNP 水平(2607.66±757.58)ng/L 明显高于 KD-
nCAL 组(650.00±53.953) ng/L (t=2.294,P=0.028);KD-CAL 组血浆 PCT 水平(1.96±1.594)ng/ml 明
显高于 KD-nCAL 组(0.97±0.987) ng/ml (t=2.935,P=0.005),均有统计学意义。3. 血浆 NT-proBNP
和 PCT 水平预测 KD 患儿冠状动脉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50 和 0.721,当 BNP>=565 ng/L
时为 佳界值,判断 KD患儿是否存在冠状动脉损害的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87.5%,66.7%;当
PCT>=1 ng/ml 时为 佳界值,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68.8%,70.4%。 
结论 NT-proBNP 及 PCT 水平升高在早期诊断川崎病及预测冠状动脉损害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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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6 

176 例儿童口服中毒的急救处理及健康教育 
 

王荣花,陈宁,房夏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儿童口服中毒的急救处理方法,并为家属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指导。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本院儿科抢救室收治的 176 例急性口服中毒患儿的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总结中毒患儿洗胃､ 灌肠､ 催吐､ 利尿及血液灌流等急救措施的抢救治疗经验,并
对其中毒种类及相关原因进行归纳分析。 
结果 176 例中毒患儿中,男孩 91 例(51.71%),女孩 85 例(48.29%)。所有患儿经洗胃､ 解毒及血液灌

流等急救处理后,临床治愈 170 例(96.59%),好转 6 例(3.41%)。 
结论 急性口服中毒涉及儿童各年龄段,以 1-3 岁患儿 多,为 109 例(61.93%);中毒后洗胃､ 灌肠及

血液灌流等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是抢救成功的关键。儿童中毒重在预防,应采取多样化的宣传方式,
向家长普及口服中毒的相关健康知识及院前急救常识,重视儿童日常看护,加强对家庭一般药物､ 农

药以及其它非食用性用物的监管;对青春期儿童,应家校联合共同做好其心理疏导,减少儿童自杀式服

毒事件,保障儿童健康成长。 
 
 
PO-1027 

经改良洗胃器在小儿中毒洗胃中的临床应用 
 

谢伦艳,张玉,袁娇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经改良洗胃器在小儿中毒洗胃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11 月收治的 106 例中毒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将其分成

两组,每组 53 例。其中观察组采取经改良洗胃器洗胃,对照组采取传统注射器洗胃法洗胃,对比两组

患儿洗胃时间以及洗胃过程中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进液时间､ 出液时间､ 每升洗胃液洗胃时间､ 洗胃总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

(P<0.01);观察组患儿胃黏膜损伤､ 灌洗液返流､ 患儿哭闹不合作发生率分别为 5.66%､ 3.77%､
9.43%,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 
结论 经改良洗胃器应用于小儿中毒洗胃中可有效缩短洗胃时间,减少洗胃液用量,降低不良反应发生

率,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PO-1028 

血清前白蛋白､ 降钙素原及 C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在 
评估脓毒症患儿病情中的价值 

 
熊梓宏,张国英,周芹,任兴琼,张宁,廖霓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血清前白蛋白､ 降钙素原及 C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在评估脓毒症患儿病情中的价值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入住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的
123 例脓毒症患儿,在入院 24h 内取外周静脉血分别检测 PA､ PCT 及 CRP 水平,同时将患儿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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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程度､ 是否需要机械通气治疗及预后情况,分别为脓毒症､ 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 3 组,比较

组间 PA､ PCT 及 CRP 水平的差异。 
结果 在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的患儿中,PA 水平较脓毒症组患儿水平显著降低,而 PCT､ CRP 水

平显著高于脓毒症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在小儿危重评分(PCIS)比较 P<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且病死率 χ2检验亦存在显著差异(χ2 =9.36,P=0.024);机械通气组和死亡组患儿 PA
水平较非机械通气组和存活组患儿水平显著降低,而 PCT､ CRP 水平显著高于费机械通气组和存活

组,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患儿 PA､ PCT 及 CRP 水平联合检测对脓毒症患儿的诊断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且能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患儿的病情严重程度。 
 
 
PO-1029 

has-miR-4516 与脓毒症患儿低密度脂蛋白受体蛋白 10 mRNA
表达的关系 

 
黎帆

1,2,张琪
1,崔小岱

1,宋国维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北京协和医学院 

 
 

目的 前期研究发现脓毒症患儿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低于健康儿童,本研究拟探索调节儿童脓毒症低密

度脂蛋白受体蛋白 10(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lated protein10,LRP10)表达相关联的 miRNA 及其

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4 例脓毒症患儿(脓毒症患儿)及 3 名健康受检者(健康对照组)外周血,应用 LC Scinences 
mircoRNA 及 mRNA 表达芯片技术对 2 组 miRNA 及 mRNA 表达进行差异性筛选。扩大样本,应用

qRT-PCR 方式对表达存在差异的 miRNA 及 LRP10 表达情况进行验证。通过 TargetScan 和

miRanda 软件分析与 LRP10 的 mRNA 表达相关联的 miRNA,并进行靶基因预测及对基因功能(GO)
和基因组通路(KEGG)进行分析,并评估其临床意义。 
结果 芯片实验结果显示脓毒症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LRP10 mRNA 表达下调;共有 22 个 miRNA 存

在表达差异,其表达上调 miRNA 共 9 个,表达下调的 miRNA 共 13 个。扩大样本验证:证实脓毒症组

LRP10 mRNA 表达量下调;脓毒症组 has-miR-4532､ has-mR-4516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表达量上调

(P<0.05);has-let-7g-5p,has-miR-1273g-3p,has-9miR-199a-3p 表达量下调(P<0.05)。靶基因预测

结果显示 has-miR4516 与 LRP10 mRNA 的表达调控相关。 
结论 has-miR-4516 可能通过调控 LRP10 mRNA 表达,影响脓毒症患儿低密度脂蛋白的脂质代谢。 
 
 
PO-1030 

危重患儿分别采用枸橼酸及肝素抗凝行 CRRT 治疗的应用比较 
 

黄琦,黄小泰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 535099 

 
 

目的 对比危重患儿分别采用枸橼酸和肝素抗凝行 CRRT 治疗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方法 对钦州市妇幼保健院 PICU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 32 名采用 CRRT 治疗的危重患儿

进行回顾性分析,分为枸橼酸组和肝素组,通过对比两组滤器寿命､ 出血情况以及并发症情况等来比

较其安全性及可行性。 
结果 枸橼酸组的滤器使用寿命更长,不易诱发出血倾向,对凝血功能影响小,未见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危重患儿行 CRRT 治疗,推荐首选枸橼酸抗凝,并可以在 PICU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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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31 

脓毒症患儿 25(OH)D水平及与预后､ 免疫功能的关系 
 

韦丹
1, 杨志勇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脓毒症患儿 25(OH)D 水平及其与

预后､ 免疫功能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8 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ICU 住院脓毒症患儿 116 例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其血清 25(OH)D 水平,比较 25(OH)D充足组､ 不足组及缺乏

组的临床资料及 28d 病死率。采用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影响患儿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 (1)116 例患儿中,25(OH)D 水平充足组 29 例(25%),不足组 35 例(30.1%),缺乏组 52 例

(44.8%)。进入 PICU28d 共有 28 例(24.1%)患儿死亡。(2)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25(OH)D 水平较高(RR=0.979, 95%CI=0.963-0.995)是影响预后的保护因素,第三代小儿死亡危险评

分(pediatric risk of mortality Ⅲ,PRISM Ⅲ )水平较高(RR=1.127, 95%CI= 1.061-1.197)是影响预后

的独立危险因素;(3)充足组､ 不足组及缺乏组进入 PICU28d 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25.39d､ 23.80d
､ 20.60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6.148,P=0.046);(4)不同 25(OH)D 水平组患儿免疫球蛋白(IgG､
IgA､ IgM)及 T 细胞亚群(CD4+T､ CD8+T ､ CD4+T /CD8+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本组脓毒症患儿存在较高 25(OH)D 缺乏发生率。2.脓毒症患儿 25(OH)D 水平的降低与免疫

球蛋白及 T 细胞亚群变化无明显关系。3.25(OH)D 水平与脓毒症患儿的预后密切相关; 较高

25(OH)D 水平是脓毒症患儿预后的保护因素; PRISM Ⅲ评分高是预后不佳独立危险因素。 
 
 
PO-1032 

儿童脓毒症左室收缩功能障碍临床研究 
 

李娟珍,王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了解我院 PICU 脓毒症左室收缩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心脏超声､ cTnI､ NT-proBNP 等评估儿童

脓毒症左室收缩功能障碍的临床价值,脓毒症左室收缩功能障碍对血流动力学､ 器官功能及预后的

影响。 
方法 收集 2015.12~2016.12 收住我院 PICU 的脓毒症患儿。入 PICU 后于 1､ 2､ 3､ 7､ 10d 行超

声心动图检查,记录相关参数(LVEF､ LVFS､ SVI､ CI､ LVEDVI､ LVESVI),同时采集血标本,检测

cTnI､ NT-proBNP,及反映器官功能和炎症的指标。记录 28d 预后。根据 LVEF,将严重脓毒症患儿

分为心肌抑制组和非心肌抑制组;根据 28 天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 
结果  ①共纳入 76 例。其中严重脓毒症 43 例,心肌抑制 24 例。组间年龄､ 性别､ 基础疾病､ 感染

部位､ 病原体､ 6h 内机械通气､ 28d 预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d1､ d2､ d3,心肌抑制

组 LVEF､ LVFS 低于非心肌抑制组,LVESVI､ NT-proBNP 高于非心肌抑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心肌损伤标志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第 7 天 NT-proBNP 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第 10 天,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心肌抑

制组器官功能障碍数目多于非心肌抑制组, TBIL 组间各时间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r 组间各时间点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INR(d1､ d2)､ PLT(d1､ 2､ 3､ 7)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NR(d13､ d7､
d10)APTT､ PLT(d10)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④28d 存活组(27 例)､ 死亡组(16 例),组间年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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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基础疾病､ 感染部位､ 病原体､ 心肌抑制､ 各时间点 LVEF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⑤心肌抑制

组与非心肌抑制组 28d 生存率分别为 62.5%､ 63.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组间机械通气时间

､ PICU 时间､ 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严重脓毒症患儿左室收缩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55.81%,常发生于疾病早期,具有可逆性。严重脓

毒症患儿左室收缩功能障碍者 28 天病死率为 37.5%,不影响严重脓毒症患儿 28 天预后。心脏超声

､ NT-proBNP 可用于脓毒症患儿左室收缩功能障碍评估。脓毒症左室收缩功能障碍者器官功能障

碍数目多于非左室收缩功能障碍者。 
 
 
PO-1033 

儿童脓毒症 Rab11 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刘纯义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518100 

 
 

目的 探讨 Rab11 在儿童脓毒症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儿童脓毒症发生与发展的关系。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儿科 PICU 收治的脓毒症患儿 40 例作为实验组,每例均于脓毒症的初期､ 极期以

及恢复期分别抽取静脉血 2ml,随机选取 40 例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对照组,2 组患儿的血液标本均采用

Westernblot 技术,测定血液中白细胞 Rab11 的表达水平;将脓毒症患儿 3 个不同时期血液标本中白

细 Rab11 的表达水平进行比较,并与健康对照组儿童血液中白细胞 Rab11 的表达水平进行比较。 
结果 儿童脓毒症患儿在初期､ 极期血液标本中白细胞 Rab11 的表达水平相对于正常健康对照组,分
别为 0.54 倍和 0.23 倍,表明脓毒症患儿在初期､ 极期 Rab11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健康对照组,具
有统计学差异(P < 0.05),而恢复期 Rab11 的表达水平与正常健康对照组比较为 0.91 倍,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P > 0.05);儿童脓毒症患儿在初期､ 极期血液标本中白细胞的 Rab11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恢复

期,在极期达到低谷;重症肺炎,支气管扩张并肺部感染,胆道感染,尿路感染,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与重症

肠道病毒感染脓毒症极期组间比较血清中 Rab11 相对蛋白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结论 Rab11 表达水平在儿童脓毒症的发病和病情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作为儿童脓毒症早期诊

断和病情严重程度的预测指标。 
 
 
PO-1034 

22 例溺水儿童临床研究及急救体会 
 

刘素云,罗勤,易爱兰 
萍乡市人民医院 337055 

 
 

目的 探讨溺水儿童发病情况､ 临床表现及救治方法,以提高溺水儿童救治成功率。 
方法 对我院近 5 年收入院救治的 22 例溺水儿童临床资料作回顾性分析。 
结果 22 例患儿平均年龄 4.2 岁,其中 5 岁以下儿童 16 例(占 72.7%),男性 13 例(占 59.1%),女性 9 例

(占 40.9%),大多数发生在夏季(占 59.1%),溺水时间在十秒至十分钟不等。15 例在现场进行了清理

呼吸道的处理,5 例进行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14 例痊愈出院,5 例治疗 1-2 天后好转自动出院,2
例转上级医院继续治疗,1 例死亡。 
结论 加强意外伤害的预防宣教和基本急救知识的普及,建立完善的转运机制是减少溺水发生率､ 提

高复苏成功率､ 降低伤残率的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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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35 

2015 年江西省医疗机构儿童重症专业现状调查 
 

徐南平
1, 陈丽萍

1,陈晓
2,阳斌 3,李兵飞 4, 吴俭 2,李国林

5,饶小平
1,谭玮

6,吴英
17,林敏

1 
1.江西省儿童医院 
2.南昌大学一附院 
3.九江市儿童医院 

4.赣州市妇幼保健院 
5.南昌大学二附院 

6.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7.南昌市三医院 

 
 

目的 为了解江西省各医疗机构儿童重症专业现状,加强儿童重症体系的建设和儿童重症专业质量控

制管理,开展 2015 年全省儿童重症专业现状与质控体系建设调查。 
方法 调查对象是全省设有儿科急诊/PICU/NICU 的医疗机构。调查内容选自国家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正式发布和国内权威指南,见《江西省医疗机构儿童重症专业现状调查表》;调查方式采取函件和电

子表格形式进行调查。 
结果 我省 90.9% NICU 成立质量控制小组,63.6%PICU 成立质量控制小组;45.5% NICU/PICU 与医

院急诊合并管理;27.3%(6 家)是独立设置的 NICU/PICU;11 家医院中仅有 6 家医院开展儿童院前转

运。NICU/ PICU 医疗服务:可提供连续血液净化(1 家)､ 有创循环监测(1 家)､ 颅内血肿清除术(2 家)
､ 心排出量(3 家)､ 床边脑电监护(3 家);而遗传代谢病筛查诊断､ 肺表面活性物质应用､ 机械通气较

普及。不同医院 ICU 收治急危重症患儿数量差异较大 20-3188 人次/年;不同医院 ICU 病床使用率

(%)差异较大 44.19-125 %;已建立的医疗质量与安全监控项目有危急值报告系统(11 家开展)､ 不良

事件报告系统(10 家开展)､ 临床路径管理系统(9 家开展)､ 单病种管理系统(5 家开展);呼吸机相关肺

炎发生率(5 家开展)､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1 家开展)。 
结论 我省不同医院的 NICU/PICU 设置､ 规模､ 运行模式有差异,先进诊疗抢救设备多集中在省级医

院和专科医院,NICU 技术设备条件好于 PICU。儿童院前转运相对滞后;基层医院使用效率明显低于

省市级医院;不同级别医院的 ICU 设置应根据不同区域､ 不同需求(远､ 近期需求和应急需求)来合理

配备 ICU 资源。建议对于需求量较小的综合医院是否可以建设儿科综合 ICU(NICU+PICU);不同级

别的医院质控体系建设有差异,可能与危重病人的分布有关,但一些质量与安全指标监控数据的提取

汇总有待规范和完善。  
 
 
PO-1036 

Mushroom poisoning in children: a five-years review 
 

Qiu Li,Deng Ying 
The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WCSUH- SCU) 610041 

 
 

Objective Mushroom poisoning is a global problem and can be a source of majo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Children can easily suffer from mushroom ingestion inadvertentl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eatures of pediatric patients due to 
mushroom poisoning. 
Methods It was a retrospective and observational study of cases exposure to mushroom 
poisoning, repor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in The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and Wan Yuan Central Hospital between June 2011 and July 2016. The 
patient’s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eatur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58 patients aged between 1.22-16.71 years old were studied, 24 were females (41%), 
and 34were males (59%). Thirty seven (63.79%) patients had consumed the mushrooms in 
summer. The most frequent complaints were nausea and vomiting (98.28%). The onse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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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hroom toxicity symptoms was divided into early-onset (< 6 hours after ingestion) and late–
onset groups (6 - 24 hours). The incidence of life-threatening cases was higher in the late–onset 
group than early-onset group (88.9% v 12.2%, P<0.0001). Thre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mushroom poisoning died due to fatal hepatic failure, one patient died due to cardiac arrest 
(myocardial toxicit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BC, hemoglobin (Hb), total bilirubin 
and number of involved organs between the death group and survival group (14.9*109 vs. 
11.8*109, P=0.002; 111 vs. 132, p=0.001; 125 vs. 8.5, P=0.0001; 4.5 vs. 1, P<0.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Parents and children must be educated not to eat unknown mushrooms. Life-
threatening poisoning cases are often encountered in patients with late-onset mushroom toxicity 
symptoms. When children emerge nausea and vomiting during rainy season, doctors 
should maintain keen vigilance on mushroom poisoning. Acute liver failure is the main cause, but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myocardial toxicity.  
 
 
PO-1037 

中国 53 家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连续血液净化技术应用现况调查 
 

杨雪,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了解自 2012 年以来 5 年间连续性血液净化(CBP)技术在全国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的发展 
方法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在 2012 年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更新调查问卷后,对全国 28 个

省(直辖市)39 个城市代表我国儿童危重症救治水平的 55 家儿童专科医院或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儿科,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 CBP 应用现况调查,与 2012 年的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对比,了解 5 年内

CBP 在全国范围内的进展及目前应用现状 
结果 收到 53 份回复的问卷, 51 家医院已开展了 CBP 技术,其中 49 家由 PICU 独立完成,2 家医院由

肾内科协助完成。CBP 实施中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模式应用 多达 2842 例(占 36.3%),其后依

次为连续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有 2443 例(31.2%),杂合 CRRT(即 CRRT 合并 TPE 或 HP)有 877
例(11.2%),高容量血液滤过有 722 例(9.2%)等。 
结论 与 2012 年相比,近 5 年来 CBP 技术在全国儿科重症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及全面的推广,实施

过程更专业化､ 系统化。但仍有一些偏远地区尚未开展 CRRT 技术,CBP 实施模式的选择过于单一

等问题。 
 
 
PO-1038 

盐酸溴已新联合酚妥拉明对重症肺炎患儿的 
感染症状的控制效果影响 

 
邹莹波,黄波 

遵义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563002 
 
 

目的 酚妥拉明联合盐酸溴已新对重症肺炎患儿的感染症状的控制效果影响。 
方法 选择从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3 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重症肺炎患儿 118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

象。根据简单数字随机表法为患儿分组,主要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各含 59 例,两组均给予患儿常规

的保暖措施和抗病毒及抗生素类药物治疗,对于伴有心力衰竭者予以洋地黄类药物进行治疗。对照

组予以盐酸溴己新,观察组在此基础之上予以酚妥拉明注射液,治疗 5d 后评价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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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的显效率是 52.54%,总有效率是 96.61%,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3.90%及 84.75%,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咳嗽消失时间､ 哮鸣音消失时间､ 湿罗音消失时间､ 退热时间

､ 胸部阴影吸收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患儿

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是 15.25%,与对照组的 11.86%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

后的 IgA､ IgG 及 IgM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利用酚妥拉明以及盐酸溴己新治疗重症肺炎患儿,具有较好的疗效,有利于更好地控制患儿的感

染症状,值得推广。 
 
 
PO-1039 

重度肺炎患儿血清 Clara 细胞分泌蛋白 16 和 
肺表面活性蛋白 D 水平测定及诊断价值 

 
乔俊英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肺炎患儿血清 Clara 细胞分泌蛋白 16(CC16)､ 肺表面活性蛋白 D(SP-D)等因子浓度水平

变化,及其对于重度肺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收治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 81 例,分为

重度肺炎机械通气组(21 例)､ 重度肺炎非机械通气组(30 例)与轻度肺炎组(30 例),对照组为同期体

检健康儿童(20 例),采用 ELISA 法检测四组患儿血清 CC16､ TNF-α､ IL-6､ SP-D 的浓度水平,运用

ROC 曲线分析评价 CC16､ TNF-α､ IL-6､ SP-D 对于诊断重度肺炎的临床价值,并确定其诊断临界

值､ 敏感性及特异性;同时记录机械通气患儿肺动态顺应性(Cdyn)､ 气道阻力(Raw)､ 气道峰压(PIP)
､ 呼吸做功(WOB)等呼吸力学参数,分析 CC16 浓度水平与 TNF-α､ IL-6､ SP-D 浓度水平及呼吸力

学参数间的相关性。  
结果 肺炎组患儿血清中 CC16 浓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重度肺炎组低于轻度肺炎组,机械通气组低于

非机械通气组(P 均<0.05);肺炎组患儿血清中 TNF-α､ IL-6､ SP-D 浓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重度肺炎

组高于轻度肺炎组,机械通气组高于非机械通气组。与撤机前相比,重度肺炎机械通气 1h 时血清中

CC16 浓度明显降低,机械通气 72h 时更低;而重度肺炎机械通气 1h 时血清中 TNF-α､ IL-6､ SP-D
明显升高, 机械通气 72h 时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撤机前相比,重度肺炎机械通气

72h 时, Cdyn 值明显下降,机械通气 1h 时更低;而重度肺炎机械通气 72h 时 Raw､ PIP､ WOB 值明

显升高,机械通气 1h 时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CC16 浓度水平与 TNF-α､ IL-6､
SP-D 均呈负相关性(r=-0.714,-0.728,-0.676, P 值均<0.05),与 Cdyn 呈正相关性

(r=0.431,P=0.001)。ROC 曲线中,CC16､ TNF-α､ IL-6､ SP-D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5 ､ 0.704､  
0.832､ 0.825,P 均<0.05); 佳诊断截点分别为 14.62 ug/L ､ 57.34 ng/L､ 61.39 ng/L ､ 72.43 ug/L;
诊断重度肺炎敏感性分别为:87.741%､ 91.827%､ 89.672% ､ 78.422%;特异性分别为:86.214% ､
59.449% ､ 63.119% ､ 77.263%。  
结论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血清 CC16､ SP-D 等浓度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机械通气患儿 CC16
浓度水平与 Cdyn 呈正相关关系;CC16 对于重度肺炎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17 
 

PO-1040 

脓毒性肺损伤大鼠水通道蛋白 1､ 5 的表达以及丹参的干预作用 
 

陈国兵,吴谨准,朱碧溱,颜卫源,施惠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ICU 361003 

 
 

目的 探讨水通道蛋白 1､ 5(AQP1､ AQP5)在脓毒性肺损伤大鼠中的表达变化以及丹参注射液的保

护作用机制。 
方法 SPF 级 2 月龄雄性 Wistar 大鼠 72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NC)､ 脂多糖组(LPS) ､ 丹参注射液组

(SM),每组 24 只 ;通过尾静脉注射脂多糖(LPS)制备幼鼠急性肺损伤(ALI)模型,NC 组注射等量生理

盐水,SM 组注射复方丹参注射液。各组大鼠于造模成功后 2h､ 6h､ 12h､ 24h 处死,采集标本。行

肺脏 HE 染色形态学观察,测定肺湿/干重比(W/D)､ 肺通透指数,ELISA 检测血清 TNF-a ､ MIP-
1a(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1a)水平;同时采用 Western-blot､ 免疫组化和 Real- Time PCR 方法对肺水通

道蛋白 AQP1､ AQP5 蛋白及其 mRNA 含量变化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LPS 组 TNF-α､ MIP-1α 在 2h､ 6h､ 12h 点均有显著性升高(P<0.05),至
24h 点逐渐恢复正常(P>0.05);与 LPS 组比较,TNF-α､ MIP-1α 在丹参干预组随时间点的延长逐渐下

降,24h 点下降 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HE 染色显示:LPS 注射后 2h 出现肺泡上皮细胞肿胀,
肺泡和间质水肿,炎性细胞浸润,以 12h 明显,至 24h 有所恢复;而丹参组干预后肺损伤病理减轻。

经 LPS 处理各组大鼠肺 W/D比､ 肺泡灌洗(BALF)蛋白含量､ 肺通透指数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

(P 均<0.05),12h 时间点达峰值;与 LPS 组比较,丹参组上述指标随时间点的延长逐渐下降,均有显著

性差异(P<0.05)。与此同时,LPS 组各时间点肺 AQP1 及 AQP5 mRNA 表达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下

调(P<0.01),但随时间点的延长,表达逐渐恢复,但仍较对照组明显减低。与 LPS 组比较,丹参干预组

AQP1 表达随时间点的延长逐渐上调,但直至 12h 时间点上调值才超过 LPS 组(P<0.05);而 AQP5 表

达随时间点的延长稍有上调,但所有时间点 AQP5 的表达没有超过 LPS 组。 
结论 LPS 能诱导大鼠脓毒性肺损伤,丹参注射液干预后肺损伤减轻,随时间点的延长肺损伤减轻越明

显;与 LPS 组比较,AQP1 在 12h 表达开始显著,而 AQP5 上调不明显。提示丹参注射液对肺损伤具

有保护作用,其保护作用机制可能与丹参上调 AQP1 的表达有关,与 AQP5 无明显相关。 
 
 
PO-1041 

Legumain regulates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neuroblastoma by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zhang min,Zhu Xiaodo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ffiliated Xinhua Hospital 10028166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ysteine proteases-legumain on tumor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neuroblastoma,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effect of legumain and its active asparagine 
endopeptidase activity on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 of neuroblastoma. 
Methods Different forms of legumain including its proenzyme and active asparagine 
endopeptidase(AEP) forms were all identified in neuroblastoma cell lines and NB tumor samples. 
Its blood serum concentration in children with NB was also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healthy 
children by ELISA.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cadherin and active AEP was also identified by 
Western-blot analysis. Based on the diverse expression of legumain in NB cells above, plasmid 
with legumain gene ovexpression in SK-N-BE2 or gene knockdown by SiRNA in SH-SY5Y and 
IMR32 was also carried to prove effect of legumain on EMT of NB. Besides, whether its effect 
was based on its AEP activity was also identified by in vitro experiment of activate mature 
legumain and specific inhibitor experiment on NB tumor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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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Legumain can be detected in all three NB tumor cells mainly distributed in cellular 
plasma and tumor stroma, blood serum concentration of legumain showed higher level in NB 
patients than in healthy control. Changes in legumain can influence NB metastasis. Effect of 
legumain on tumor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NB was mediated by EMT which was confirmed by 
examining EMT markers like N-caherin, E-cadherin, slug, vimentin after overexpression or 
knockdown of legumain. Besides effect of legumain on EMT by its AEP activity was proved by 
intervention experiment of recombinant human AEP and AEP specific inhibitor on NB tumor cell. 
Conclusions Legumain can promote tumor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neuroblastoma by the way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neuroblastoma is 
regulated by active mature legumain-AEP, which can be inhibited by specific asparagine 
endopeptidase inhibitor. 
 
 
PO-1042 

左卡尼汀对柯萨奇 A16 型病毒感染后手足口病的心肌保护作用 
 

王群思,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左卡尼汀对柯萨奇病毒 A16 型感染后手足口病(HFMD)的心肌保护作用及机制。 
方法 60 例柯萨奇病毒 A16 型感染后心肌酶异常的 HFMD 患儿随机分为左卡尼汀组(左卡组)和 1,6-
二磷酸果糖治疗组(果糖组),每组 30 例,在抗病毒､ 退热等治疗基础上分别给予左卡尼汀及果糖二磷

酸钠治疗,并以同期体检的健康儿童 30 例为对照组。比较各组治疗前后心肌酶谱､ 丙二醛(MDA)､
超氧化物岐化酶(SOD)､ 细胞凋亡因子 sFas 和 sFasL 等指标的变化。 
结果 两组 HFMD 患儿治疗有效性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果糖组 1 例进展为危重型,左卡

组无一例进展为危重型。治疗前,左卡组和果糖组心肌酶谱各指标､ MDA､ sFas､ sFasL 水平高于

对照组(P<0.05),SOD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间心肌酶各指标､ MDA､ SOD､ sFas､
sFasL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左卡组和果糖组的心肌酶谱各指标,以及 MDA､ sFas
､ sFasL 浓度均下降(P<0.05),SOD 水平增高(P<0.05);治疗后除果糖组的 CK 高于对照组和左卡组,
其余心肌酶指标及 MDA､ sFas､ sFasl 在两组间及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SOD 水平与 AST､ LDH､ CK､ CKMB 呈负相关(r 分别为-0.437,-0.364,-0.397,-
0.519,P<0.05),MDA 水平与 LDH､ CKMB 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382,0.411,P<0.05)。 
结论 左卡尼汀对儿童柯萨奇病毒 A16 型感染后手足口病有较好的心肌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清除

氧自由基和抑制心肌细胞凋亡有关。 
 
 
PO-1043 

右美托咪定与咪达唑仑对危重症机械通气患者 
镇静效果的比较研究 

 
顾雪,成怡冰,宋春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右美托咪定和咪达唑仑用于重症监护室(ICU)危重症机械通气(MV)患者的镇静效果及安全

性评价。 
方法 选择 ICU 行呼吸机辅助通气患者 86 例,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咪达唑仑(43 例)和右美托咪定

(43 例)镇静治疗,两组均常规给予芬太尼持续静脉泵入镇痛,根据 Prince-Henry 镇痛评分调整芬太尼

剂量,使疼痛评分维持在 1~2 分;根据 Ramsay 镇静分级调整镇静药剂量,使镇静深度评分控制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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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连续监测记录自主呼吸频率､ 心率､ 血压､ 呼吸､ 脉搏血氧饱和度,并进行血气分析。观察记录

两组药物用量,MV 时间,以及低血压､ 心动过缓､ 谵妄､ 恶心等副作用发生率。 
结果  右美托咪定与咪达唑仑均能使患者达到镇静及镇痛目标评分,右美托咪定组更易唤醒并保持安

静。与咪达唑仑组比较,右美托咪定组芬太尼用量(ug/kg·h)明显减少(0.27 土 0.16 比 0.71 士

0.21,P<0.01),MV 时间(h)明显缩短(7.31 士 6.29 比 11.54 土 8.76,P<0.01),低血压发生率(25.15%比

13.22%)和心动过缓发生率(24.61%比 11.20%)明显升高(均 P<0.05),谵妄发生率明显降低(4.12%比

32.13%,P<0.01),恶心发生率降低(10.80%比 13.22%,P>0.05)。 
结论 右美托咪定用于危重症机械通气患者镇静效果满意,易唤醒,谵妄发生率低,可缩短 MV 时间,减
少芬太尼用量约 50%,是一种较为理想的 1CU 镇静剂。但要加强用药期间的监测,防治低血压和心

动过缓。 
 
 
PO-1044 

天津地区 2012-2017 年燃煤取暖所致儿童 
一氧化碳中毒流行病学分析 

 
张进华,杨正,王淑凤,李崇巍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分析天津地区 2012-2017 年燃煤取暖导致儿童急性一氧化碳中毒(ACOP)的流行病学特征,为
ACOP 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2012 年 6 月 1 日-2017 年 5 月 31 日天津市儿童医院高压氧(HBO)科收治 ACOP 患儿的性

别､ 年龄､ 所在地域､ 中毒时间､ 陪护人中毒情况､ HBO 开始治疗时间等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5 年间共收治 ACOP 患儿 381 例,其中因燃煤取暖所致 322 例(84.51%)。男孩 181 例(56.21%),
女孩 141 例(43.79%)。年龄 22 天-15 岁,平均 4.2±3.3 岁,其中≤1 岁 73 例(22.67%),1-3 岁 85 例

(26.40%),3-6 岁 91 例(28.26%),>6 岁 73 例(22.67%)。天津主城 6 区 37 例(11.49%),近郊 5 区 166
例(51.55%),天津远郊 5 区 119 例(36.96%)。集中供热期内 281 例(87.27%),供热期外 41 例

(12.73%)。供热期外中毒≤1 岁者占 29.27%(12/41),高于供热期内≤1 岁患儿比例 21.71%(61/28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夜间发生 280 例(86.96%),合并其他家庭成员发病 272 例(84.47%),
家庭成员中毒合计 489 人。出现症状 6 小时内开始 HBO 治疗 141 例(43.79%),平均每人接受 HBO
治疗 6.1 次。 
结论 在 ACOP高发的重点地区､ 季节和人群中实施宣传和预警,普及 ACOP 相关常识,推广一氧化

碳报警器使用,推进集中供暖基础设施建设,可减少 ACOP 的发生。 
 
 
PO-1045 

儿童香豆素类鼠药中毒剂量评估方案的建立及应用 
 

叶丽,王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儿童鼠药中毒剂量,包括香豆素类,确定极难。建立合理､ 准确的评估系统,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分析 2008-2016 年我院收治的 65 例香豆素类鼠药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和 Delphi 法选取有价值的指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根据服毒剂量/服毒原因､ 临床表

现､ 实验室检查､ 洗胃时间和次数､ 血液净化次数制定中毒剂量评分方案。分大量中毒(>24 分)､
中量(15-24 分)､ 少量(<15 分)三等级,分析不同各等级特点,并评估该方案早期识别出血风险､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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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维生素 K1治疗的价值。17 例患儿无明确毒物接触史,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合法检测静脉血确

诊。 
结果 儿童香豆素类鼠药中毒主要分布在<6 岁(67.69%)和大于 10 岁(20.00%)两个年龄段。大量､

中量､ 少量中毒组分别有 29 例(44.61%)､ 8 例(12.31%)､ 28 例(43.08%),中毒剂量评分分别是

29.28±2.84､ 20.75±2.60､ 10.64±2.31(P<0.05)。大量中毒患儿(n=29)年龄分布较广,多没有确切服

毒史(58.62%)或为故意自杀(17.24%),服毒剂量大,就诊时间晚,首诊误诊率高(86.21%),多未洗胃

(93.10%),均有严重出血表现,24/29 例合并贫血。中量中毒患儿(n=8)出血症状较大量中毒患儿轻,仅
2/8 例合并贫血。而少量中毒患儿(n=28)多小于 6 岁(92.86%),均为误服,服毒剂量多较少,24 小时内

就诊并洗胃,没有误诊,没有明显的出血表现。少量中毒组中有 4 例患儿服毒剂量大(0.5-6mL 鼠药原

液),均在 24 小时内洗胃和/或 48 小时内行血液净化,仅有 1 例镜下血尿,其余患儿均无出血表现。误

服患儿(n=40)多<6 岁(85.00%),服用毒饵(57.50%);故意服毒自杀患儿(n=8)多>10 岁(87.50%),服用

原液(100%)。共有 27 例患儿首诊误诊,主要集中在自杀隐瞒病史的患儿(6/27)和无明确毒物接触史

的患儿(16/27),还有部分误服患儿家长未意识到服用鼠药严重性,未及时提供病史而导致误诊

(5/27)。48 小时评分≥ 15 分的患儿与评分< 15 分的患儿相比,更容易发生出血表现(p=0.000)。评

分≥ 15 分的患儿与评分< 15 分的患儿相比,长期使用维生素 K1 治疗(≥1 月)的机率也更高

(p=0.000)。 
结论 该评分系统对香豆素类鼠药中毒患儿的临床管理意义重大。该方案初步建立,尚待大样本多中

心的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和改进。 
 
 
PO-1046 

利尿剂对脓毒症患儿容量负荷及预后的影响 
 

陈娇,李艳红,李莺,华军,柏振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脓毒症是儿童危重症领域的重大难题。脓毒症患儿早期常需要大量液体进行液体复苏,然而输

液量一旦超过阈值就可能出现容量超负荷。目前容量超负荷干预措施主要是利尿剂和肾脏替代治

疗。利尿剂在临床治疗中使用率很高,一项多中心观察 1,743 例 AKI 患者的研究显示 70%的患者在

研究时已接受利尿剂,而 98%的患者使用的利尿剂为呋塞米。尽管在临床实践中频繁使用利尿剂,但
利尿剂对患儿预后的作用,目前尚无统一看法。本研究旨在探讨利尿剂对脓毒症患儿容量负荷状态

､ AKI 以及病死率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研究:选择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入住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ICU 的脓毒症患

儿为研究对象。每日容量负荷百分比计算公式:(24 小时液体入量(L)-24 小时液体出量(L))/入院时体

重(kg)×100%。统计患儿入 PICU 第 1 天到第 7 天的容量负荷情况;计算每位患儿 24h容量负荷､

72h 容量负荷( 大值､ 平均值､ 累积值)､ 7 天容量负荷( 大值､ 平均值､ 累积值､ 波动值)。评估

患儿入 PICU1 h 内儿童死亡指数Ⅱ(Pediatric index of mortality 2, PIM2 评分)。统计患儿入 PICU
时的年龄､ 体重､ 性别等基本情况以及正性肌力药､ 利尿剂､ 激素､ 抗生素､ 机械通气､ 血液净化

的使用情况,统计每日电解质的水平､ 发生 AKI､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 多器官功能

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死亡的情况,以及住 PICU 时间和住院

时间。 
结果 前瞻性研究共纳入 82 名患儿。研究显示在存活者中,利尿剂组和非利尿剂组两组间 24h 容量

负荷无统计学差异(P=0.469)。所有患儿中,利尿剂组与非利尿剂组患儿 7 天容量负荷 大值存在统

计学差异(P<0.001),然而 7 天容量负荷平均值(P=0.367)和累积值(P=0.224)两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

异。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疾病严重程度等因素后,利尿剂和死亡无相关性

(P=0.194)。 
结论 (1)存活者利尿剂组和非利尿剂组 24h 容量负荷无明显差异。利尿剂和非利尿剂组患儿 7 天容

量负荷 大值存在统计学差异;然而 7 天容量负荷平均值和累积值两组比较均未见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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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死亡组较存活组利尿剂使用的比例高。在校正影响因素后,利尿剂和病死率无明显相关性,且利尿

剂组较非利尿剂组更易出现低钾血症､ 低氯血症和高碳酸血症。 
 
 
PO-1047 

危重症儿童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中血磷变化的研究 
 

陈鹭,钱素云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以下简称为 CRRT)是儿童急危重症抢救治疗过程中常用､ 必备的手段之

一。CRRT 可以连续不断的清除患儿体内的有害物质及容量负荷,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体内重

要营养物质的丢失,继发营养不良､ 营养失衡状态。随着 CRRT 技术在危重症患儿治疗中应用的不

断深入,其致蛋白质､ 氨基酸等必须营养物质丢失､ 发生蛋白-能量消耗的不良反应已得到广泛认识,
但较蛋白､ 氨基酸分子量更小､ 更易通过透析､ 滤过作用清除的电解质水平变化国内外尚无文献报

道,在接受 CRRT 治疗的患儿中,如何监测､ 补充上述重要营养元素并保持其有效水平是目前临床实

际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项目拟以 CRRT 治疗过程中患儿血磷水平的变化为主要目标开

展研究。 
方法 以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住院并接受 CRRT 治疗的患儿

为研究对象,分别于治疗前､ 治疗第 24､ 48､ 72 小时定点监测患儿血清中磷元素水平的变化,了解

血清磷元素在 CRRT 治疗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结果 共观察患儿 25 例,9 例患儿开始治疗前血磷水平正常范围(9/25,36%),16 例患儿存在低磷血症

(16/25,64%),治疗 24 小时后,所有患儿均存在低磷血症(25/25,100%)。开始 CRRT 治疗后,患儿血磷

逐渐降低。治疗前与治疗后 24h､ 48h､ 72h 血磷水平应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比较,差异均具

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均为 0.000),24､ 48､ 72 小时血磷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磷降低绝

对值(△P)也与治疗时相明确相关,治疗开始的第 1 天(第 1 个 24h)是血磷降低 快的时相,与第 2 天

､ 第 3 天△P 存在统计学差异,但第 2天､ 第 3 天△P 无统计学差异。 
开始 CRRT 治疗前血磷水平不同的患儿,治疗各时相血磷变化差异很大。开始治疗前血磷正常患儿

(血磷 1.1-1.8mmol/L)治疗第 1 天血磷即显著降低,治疗前与治疗后 24h､ 48h､ 72h 血磷水平应用重

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比较,差异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均为 0.000),24､ 48､ 72 小时血磷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治疗开始前存在低磷血症的患儿第 1 天血磷水平降低与各时段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CRRT 治疗过程中血磷的变化,与初始治疗前的血磷水平密切相关,可能存在剂量依赖性,且在

CRRT 治疗的不同时相,可能需要给予定点的营养支持策略,而不是每日恒定的推荐剂量。但本研究

只是我们对 CRRT 营养支持相关研究的开始,通过评估 CRRT 治疗过程中营养物质的变化规律,提出

可行的 CRRT 治疗过程中电解质摄入的推荐剂量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研究目标。 
 
 
PO-1048 

The value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symptom score to the 
severity evaluation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ai Hong,Lin Ping,Li Fang,Zou Runmei,Wu Lijia,Xu Yi,Wang Cheng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Objective To design an effective, inexpensive and handy scoring system for the severity 
evaluation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OI)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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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274 children or adolescents complaining with the following symptoms were chosen: 
unexplained syncope, dizziness, headache, chest tightness, chest pain, sign, and so on. The 274 
cases include 141 males and 133 females aging from 5 to 18 years old with a mean age of (11.8 
± 2.7) years. All the cases in this study came from the syncope specialized clinic or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from July 2016 to March 
2017. Each patient was asked to finish OI questionnaire and head-up tilt test (HUTT). 27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UTT negative group (n=151) and positive group (n=123).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18.0 software.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the eight symptoms —— palpitation, headache, profuse perspiration, 
blurred vision or amaurosis, chest tightness, dizziness,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nd syncope 
—— was seen as OI symptom scor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symptoms severity 
between HUTT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s (P < 0.05). But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I 
symptom score and symptoms severity can be identified. The higher the OI symptom score is, the 
more severe the symptoms would be, thus the more influence there will be on the ability of living 
and studying. 
Conclusions HUTT cannot estimate the severity of OI, OI symptom score has some predictive 
value in the severity evaluation of OI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O-1049 

某儿童医院“院内急救小组”急救模式的探讨 
 

liyaling,周霞,陈丽琴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探讨我院“院内急救小组”急救模式的有效性,提高院内紧急救援成功率,保障患者安全。 
方法 成立医院院内急救小组,制定制度规范急救小组成员及职责,明确启动时机及启动流程。当患者

出现非预期的心脏骤停等突发情况时,目击人员立即进行现场救护,同时启动紧急救援流程,院内急救

小组在 5 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急救。通过对院内反复应急演练及急救实例的数据分析,对此模式运

行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该急救模式运行后,急救流程启动由既往的平均 3 分 49 秒提升为平均 46 秒,急救小组到达现场

的时间由平均 10 分 30 秒,提升为平均 4 分 31 秒钟,急救小组能及时赶到现场,并开始心肺复苏,但抢

救成功率仅 38.54%。 
结论 建立“院内急救小组”的急救模式是有效的,急救流程启动的速度及急救小组到达现场的及时性

明显提升,但在启动时机上还需进一步研究改善。 
 
 
PO-1050 

经皮无创血气监测在儿童危重症中的应用价值评估 
 

唐林林,刘成军,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不同血循环状态下经皮氧分压( transcutaneous oxygen pressure,PctO2)与血氧分压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in arterial blood,PaO2)､ 经皮二氧化碳分压( transcutaneous carbon 
dioxide pressure,PctCO2)与血二氧化碳分压(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in arterial blood,PaCO2)的
相关性,从而了解 PctO2及 PctCO2在微循环障碍时的监测意义。 
方法 对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的 56 例患儿进

行 PctO2/PctCO2监测,分析不同组间 PctO2与 PaO2及 PctCO2与 PaCO2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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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相关性分析:在微循环正常时,PctO2与 PaO2､ PctCO2与 PaCO2均有良好相关性(0.937vs 
0.569);在微循环轻度障碍组及重度障碍组,患儿 PctCO2与 PaCO2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0.718vs0.679),而 PctO2与 PaO2无相关性。2.氧分压差(△PO2):微循环正常组､ 轻度障碍组和重

度障碍组的△PO2分别为:0.24±1.08(kPa)､ 7.99±7.99(kPa)､ 9.71±5.15(kPa)。3.线性回归:在微循

环正常时,PctO2与 PaO2､ PctCO2与 PaCO2均呈直线关系;在微循环轻度障碍及重度障碍

时,PctCO2与 PaCO2均呈直线关系。4.ROC 曲线分析:微循环正常组中,PctO2=10.25(kPa)时诊断缺

氧的敏感度是 81.5%,特异度是 83.3%。PctCO2=5.45(kPa)时诊断二氧化碳潴留的敏感度是 81.5%,
特异度是 66.7%。 
结论  
1.在微循环正常时,PctO2/PctCO2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 PaO2/PaCO2。2.在微循环轻度障碍及

重度障碍时,PctCO2监测可替代 PaCO2。3.PctO2与 PaO2差别明显时往往提示微循环灌注不良,对
于此类危重症患者,可结合 PctO2/PctCO2监测与血气分析中 PaO2/PaCO2综合判断。  
 
 
PO-1051 

重症手足口病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的临床意义 
及对预后的影响 

 
党红星,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平与重症手足口病的关系和临床意义,及对患儿预后影

响。 
方法 73 例 HFMD 患儿按手足口病分型分为:普通型组 21 例,重型组 36 例及危重型组 16 例,并选择

同期门诊体检的健康儿童 36 例为对照组,检测血清 25(oH)D 浓度。各组又按血清 25(oH)D 水平分

别分为 25(oH)D正常组､ 不足组和缺乏组。记录危重型组患儿入住 PICU 时小儿危重症评分(PICS),
并监测血乳酸(LAC), 血清钙离子(Ca++),D 二聚体(DD)浓度,及脑干脑炎､ 神经源性肺水肿及循环衰

竭的发生率,以 14 天存活情况病死率。 
结果  各组血清 25(oH)D 水平普遍低下,危重型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25(OH)D水平较健康对照组､ 普

通组和重型组显著降低(p<0.05);危重型 25(OH)D 缺乏组 PCIS 低于正常组和不足组(p<0.05),LAC
､ DD水平､ 脑干脑炎､ 神经源性肺水肿和循环衰竭发生率及死亡率高于正常组和不足组

(p<0.05)。危重型死亡组的血清 25(OH)D 水平, PCIS 明显低于存活组(p<0.05),LAC､ DD水平､ 脑

干脑炎､ 神经元性肺水肿和循环衰竭发生率高于存活组(p<0.05)。Logistics 回归分析提示血清

25(OH)D 水平是危重型手足口患儿病死率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重症手足口患儿血清中 25(0H)D 水平降低较为严重,且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血清 25(OH)D 水

平对判断危重型手足口患儿病情进展及预测死亡风险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PO-1052 

危重症患儿脑功能监测的研究 
 

邢莉莉,朱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 NSE､ S100β 蛋白和动态脑电图监测在重症疾病患儿脑功能监测中的价值。 
方法 使用小儿危重症评分将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入我科患儿分为危重组(评分低于 80
分)30 例和对照组(即非危重组 评分大于 80 分)30 例。在收治我科后 24h,72h,1 周三个时间点分别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24 
 

收集患儿血清标本并动态监测患儿脑电图,疑有中枢系统感染者患儿同时收集脑脊液标本,收集标本

一份即时送我院检验科检测 NSE,一份使用 ELISA 方法检测 S100β 蛋白量。 
结果 24h,72h,1 周三个时间点危重组患儿血清及脑脊液 NSE､ S100β 蛋白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24h,72h,1 周三个时间点危重组患儿脑电图检查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NSE､ S100β 蛋白和动态脑电图监测有助于早期发现危重症患儿脑损伤情况,有助于临床病情

评估,在危重患儿脑功能监测中有重要价值。 
 
 
PO-1053 

Two novel AGXT mutations cause the infantile form of 
primary hyperoxaluria type I in a Chinese family: Research 

on a missed mutation 
 

卢秀兰,杨永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Objective That is, (i) two novel missense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for the infantile form of PH1. 
Moreover, (ii) the same AGXT genotype caused the same infantile form of PH1 within a family. 
Finally, (iii) traditional Sanger sequencing achieved a false-negative screening for the AGXT 
mutation. 
Methods the first  child died at 4 months and 17 days. the second child died at the age of 5 
months and 5 days. 
Results  we synthesised the primers for all  the  exons and exon – intron boundaries of the AGXT 
gene (the primers for exon 6  were AGXT6F:  5′– catctcccctgctatcgtgt –3′ and AGXT6R: 5′
– ctggaggagcatggggag –3′, the predicted PCR product size was 333 bp, whereas those of 
other primers are not shown). Sanger sequencing of  the  coding regions and exon – intron 
boundaries of the AGXT gene (NM_000030)  in III:1 (and his parents) was routinely conducted . 
We detected a missense mutation on exon 4 (c.517T > C/C173R, Fig. 1B). After 
validation,  the mutation  was found to originate from his healthy mother (Fig. 1A). 
Conclusions we identified two novel missense mutations in the AGXT gene co-segregated with 
the disease in a Chinese family with two siblings affected by the infantile form of PH1. 
 
 
PO-1054 

清单管理在 PICU 血液净化病人中的应用 
 

张永香,肖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清单管理在 PICU 血液净化病人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我科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需行连续性血液净化的患儿 124 例为研究对

象,在护理中采用清单管理模式,具体而言,便是在清单中列举 9 项内容,然后再按部就班地开展具体的

护理工作。 
结果 自实施清单管理以来,PICU 血液净化病人护理中,没有出现护理失误和护理缺陷,没有发生护理

差错,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大为提升。 
结论 清单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护理手段,在 PICU 血液净化病人中有着非常不错的护理效果,值得医

院在临床实践中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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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5 

早期胃肠道灌洗联合血液灌流治疗重症有机磷中毒疗效观察 
 

吴鸿雁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以早期胃肠道灌洗联合血液净化为主要手段的综合治疗方法抢救重症有机磷中毒的临床

疗效。 
方法 本院重症监护室( PICU) 42 例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的重症患儿中 19 例作为对照组,以早期胃肠

道灌洗联合药物治疗为主要手段; 23 例作为实验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联合血液灌流的综合治疗方法

进行抢救。两组均监测动脉血气分析､ 肝肾功､ CRP 及胆碱酯酶的变化。 
结果 两组患儿入院进行抢救前所测 CRP､ 肝肾功能､ 胆碱酯酶活性等进行对比,差异无显著性;实验

组患者发生低氧血症､ 呼吸衰竭､ 脏器损伤低于对照组患者,死亡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CRP 水平更低,胆碱酯酶活性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早期胃肠道灌洗联合血液灌流对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患儿具有较好的效果,有助于提高重症有

机磷中毒的抢救成功率,是一种理想有效的抢救方法。 
 
 
PO-1056 

持续颅内压监测在创伤性脑损伤患儿中的应用价值 
 

舒艳婷,刘成军,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回顾性分析持续有创颅内压(ICP)监测对儿童重型颅脑创伤患者预后转归的影响。 
方法 现回顾性分析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80 例颅脑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监测

组 50 例行有创颅内压监测,非监测组 30 例未行颅内压监测,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及预后。 
结果 ICP<20 mmHg 者(Ⅰ组) 12 例;ICP 20~40 mmHg 者( Ⅱ组) 32 例;ICP >40 mmHg 者( Ⅲ 组)6

例;出院时,Ⅰ组患者存活 12 例,死亡 0 例;Ⅱ组患者存活 32 例,死亡 0 例;Ⅲ组患者存活 5 例,死亡 1
例;根据预后分组,本研究 GOS(4-5 分):I 组中有 12 例,II 组中有 27 例,III 组中有 3 例;GOS(2-3 分):I
组中有 0 例,II 组中有 5 例,III 组中有 2 例;GOS(1 分):I 组中有 0 例,II 组中 0 例,III 组中 1 例;组间两两

比较可以看出 I 组和 II 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I 组和 III 组比较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II 组和 III 组比

较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通过监测组与非监测组之间比较:监测组总共 50 例,死亡 1 例,存活 49 例;
非监测组存活 30 例,死亡 8 例,存活 22 例;两组之间转归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通过监测

组与非监测组之间比较:监测组 50 例中 GOS(4-5 分)有 42 例,GOS(2-3 分)有 7 例,GOS(1 分)有 1 例;
非监测组 30 例中 GOS(4-5 分)有 16 例,GOS(2-3 分)有 6 例,GOS(1 分)有 8 例;两组之间预后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P=0.002)。  
结论 对于创伤性脑损伤的儿童患者,持续有创 ICP 监测有助于客观评价颅内压严重程度,及早发现病

情变化,及时指导治疗,并有助于评估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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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7 

高氧对早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的影响及 CGRP 的保护作用 
 

付红敏,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CGRP)对体外高氧暴露早产鼠肺泡Ⅱ

型上皮细胞(alveolar epithelial cell type 2,AECⅡ)的保护作用。 

方法  原代培养早产鼠 AECⅡ,60%氧作用 24 小时制作高氧模型,10-9M CGRP 干预,分为高氧和常

氧条件下的对照组､ CGRP 组､ CGRP8-37 组。采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各组丙二醛(MDA)､ 总抗氧化

能力(TOAC)､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浓度,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
PCR)测定表面活性蛋白 C (surfactant associated protein C,SPC) 的 mRNA 表达。 
结果 与常氧对照组相比,高氧对照组 MDA 及细胞调亡率增高,TOAC､ SOD 以及 SP-c mRNA 表达

下降(P<0.01);与高氧对照组相比,高氧 CGRP 组 MDA 及细胞调亡率显著下降,而 TOAC､ SOD 以及

SP-c mRNA 表达明显增高(P<0.01)。 
结论  60%高氧暴露 24 小时可导致早产鼠 AECⅡ氧化损伤､ 细胞凋亡及 SPC mRNA 表达下降,而

CGRP 可减轻氧化损伤,减少凋亡,促进 SPCmRNA 表达,对高氧 AECⅡ损伤起保护作用。 
 
 
PO-1058 

危重症患儿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与低磷血症的相关性分析 
 

孙汀,任玉倩,崔云,王斐,张育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60 

 
 

目的 探讨危重患儿行连续肾脏替代(continuous renalreplacement therapy,CRRT)治疗与低磷血症

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回顾性研究,对象为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院 PICU 因各

种原因接受 CRRT 治疗且资料完整的危重病例共 85 例,按血磷>0.80mmo/L､ 0.60~0.80mmo/L､
0.50~0.60mmo/L､ <0.50mmo/L分为正常值以上血磷以及轻､ 中､ 重度低磷血症。比较治疗前日

､ 治疗中每日､ 治疗结束时､ 治疗次日静脉血磷值做比较分析。 
结果 85 例行 CRRT患儿治疗前､ 过程中 低､ 治疗结束时､ 治疗次日血磷值分别为

1.44±0.62mmo/L､ 0.71±0.41mmo/L､ 0.83±0.43mmo/L､ 1.01±0.40mmol/L,方差分析显示,四组血

磷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所有患儿治疗结束时均较治疗前下降,其中 68 例出现低磷血

症,占研究比例总数的 79.0%,且治疗时间越长,置换速度越大,低磷血症越显著。85 例患儿中死亡 21
例,存活 64 例,以此分组 CRRT治疗前､ 中血磷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但低磷血症发生的比例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会导致危重患儿发生低磷血症,停血液净化后不能很快恢复治疗前水平。低磷

血症可能与死亡率相关,改善低磷状态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27 
 

PO-1059 

2012-2016 年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脑脊液培养病原分布及耐药分析 
 

刘静,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了解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脑脊液培养病原学特征,探讨病原菌分布､ 耐药情况､ 感染来源和转归,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脑脊液培养病原学及耐药情况。细

菌鉴定和药敏试验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VITEK compat II 系统,部分菌株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和

E-test 法 
结果 982 份脑脊液标本,培养阳性 78 例,阳性率 7.9%,共分离出病原菌 81 株,革兰阴性菌 46 例,占
56.8%,革兰阳性菌 35 例,占 43.2%。排名前 3 位细菌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和大肠埃希菌,分别占 28.4%,19.8%和 13.6%。病原菌对各种抗菌药物耐药差异较大,表现为多重耐

药或泛耐药,革兰阴性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对美洛培南,头孢菌素类耐药性高,对替加环素敏感性

高。革兰阳性菌主要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头孢唑林､ 氨苄西林耐药性高,对利奈唑胺､ 万古霉

素敏感性高 
结论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脑脊液培养菌群中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常见为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头孢

菌素类耐药性高,及时总结分析颅内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对于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O-1060 

儿科脓毒症临床和实验室变量的评价:中国区域网初步分析 
 

王媛媛,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临床研究依据 2005 年所使用国际儿童脓毒症诊断定义,同时我们基于 Angus 修改分组分析脓

毒症(S)和严重脓毒症(SS)､ 以及非典型脓毒症(IS)的临床和实验室数据和结果 
方法 淮安地区 11 家医院组成儿童脓毒症调查协作组,前瞻性收集在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连续 12 个月间收治的脓毒症患儿(28 天<年龄<15 岁)资料。调查期间当地儿童人口数来自

淮安市疾病控制中心及淮安市儿童健康系统,作为同期儿童脓毒症发病率的基数。调查信息包括人

口学特征､ 疾病诊断､ 临床治疗､ 病人预后和疾病负担等,以及根据体温､ 呼吸､ 心率及白细胞复

查情况详细记录患儿病情好转日期。对于出院时病情危重的患儿三十天内电话随访。指定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为调查协调中心,负责管理调查工作和数据质量的监控;建立标准化中心数据库 
结果 调查期间该地区 84.3 万名儿童,从 28 天至 15 岁住院患儿人数 27,836 例,共有 1,606 名儿童符

合儿科脓毒症标准,根据定义标准,分为 S 组(n = 1377),SS 组(n = 153,包括 32 种脓毒症休克),IS 组

(n = 76)。大多数死亡(38 / 54,70.3%)发生在入院后三天内;单因素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先
天畸形/基础疾病,血小板计数低或两种以上器官功能障碍的存在与高死亡率相关,主要集中在 SS
组。肝,肾和心脏功能障碍的变量与 SS 或 IS 的发展显著相关 
结论 在 SS 组和 IS 组中存在类似的实验室结果和死亡危险因素,病情进展中连续三日监测器官功能

和血液中的生物标志物对于鉴定､ 判断对治疗的反应和预后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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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1 

体外膜肺氧合在儿童呼吸衰竭中应用的多中心调查 
 

庄士心,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中国大陆地区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支持儿童呼吸衰竭

的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回顾自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中国大陆地区三级儿童专科医院或综合

医院 PICU 应用 ECMO支持因重症肺炎､ ARDS 等导致的呼吸衰竭,且常规呼吸支持方式效果不佳

的患儿治疗情况及预后 
结果 至 2016 年 2 月,共有 4 家医院开展 ECMO 治疗;共 21 例儿童呼吸衰竭患者接受 ECMO 治疗,
平均年龄 29(9,81.5)月,平均体重 12.00(9.00,20.75)kg。原发病为重症肺炎 7 例(33%),重症肺炎合

并 ARDS 6 例(29%)。21 例 ECMO 病例中成功撤离 ECMO12 例(57%),出院存活率 38%。ECMO
治疗前 OI 值 31.50(19.25,41.0),ECMO 后 OI 值:6.15(3.78,14.93);患儿经 ECMO 治疗 24 小时后血

气分析 PO2､ SaO2均有明显上升,PO2从 ECMO 前 49.50(40.40,61.90)mmHg 升至

65(42.65,120.50)mmHg,并且存活者上升水平显著高于死亡者(P=0.036);SaO2从 ECMO 前

80(70.35,91.75)升至 98(95.65,100)%,存活者 SaO2显著大于死亡者(P=0.039)。ECMO 的使用降低

了呼吸机参数及平均气道压。ECMO 平均治疗时间 149(91.25,242)小时,平均费用

15.88(12.57,24.08)万元。VV 置管模式治愈率比 VA 置管模式高;ECMO 前使用呼吸机时间越长,死
亡率越高,死亡组呼吸机治疗时间明显长于生存组(P=0.015)。ECMO 并发症主要为出血,本次调查

出血发生率为 38%,血流感染发生率为 9.5% 
结论  ECMO 可以明显改善呼吸衰竭患儿的氧合情况。 
 
 
PO-1062 

体外膜肺氧合在儿童暴发型心肌炎应用的多中心调查 
 

闫钢风,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中国大陆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儿童暴发型心肌炎治疗

效果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回顾自 2006 年 4 月中国大陆 PICU 首次开展 ECMO 治疗以来国内三级儿

童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 PICU 应用 ECMO 支持暴发型心肌炎治疗情况;总结分析临床特点及预后 
结果 共有 3 家医院的 23 例儿童急性暴发型心肌炎患者接受 ECMO 治疗,男 18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86.3+48.8 月,平均体重 25.8+12.1kg,ECMO 治疗前左室射血分数(39.5+15.6)%,ECMO 平均治疗时

间 119.1+57.3 小时。所有患者经 ECMO 治疗 24 后 MAP 均有上升,从 ECMO 前 60.7+23.7mmHg
升至 72.1+9.8mmHg,并且存活者上升水平显著高于死亡者(P=0.04);血清乳酸水平从 ECMO 前

6.8+5.1 mmol/L 降到 2.9+2.6 mmol/L,存活者血清乳酸水平降低幅度显著大于死亡者(P<0.001)。23
例患者成功撤离 ECMO 者 21 例, 成功撤离率为 91.3%;3 例患者撤离 ECMO 后 30 天内死亡;18 例

好转出院,整体存活率为 78.3%。死亡患者 ECMO 支持时间长于存活患者,但两者比较没有统计学差

异(P=0.41)。所有患者平均医疗花费 16.4+4.9 万元,存活者与死亡者比较没有显著差异(P=0.77)。
18 例存活患者中共有 15 例患者随访,发生神经系统后遗症 2 例,1 例颈总动脉血栓形成,1 例心功能

不全 
结论 ECMO 可为儿童急性暴发型心肌炎患者提高有效循环支持,促进血流动力学稳定,提高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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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3 

PICU 患儿心搏呼吸骤停单中心调查及复苏效果评估 
 

陈建丽,徐艳霞,周茉,唐熔,凌萍,周麟永,倪佳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回顾性调查贵阳市儿童医院 PICU 住院患儿心搏呼吸骤停情况,分析影响心肺复苏效果的因素,
并对复苏效果做初步评估。 
方法 采用标准的院内 Utstein 格式(the in—hospital Utstein style)回顾性收集数据,填写调查表,内容

包括:心搏呼吸骤停的原因､ 影响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效果的因素及复苏

效果。用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ROSC)､ 是否进行机械通气治疗,以及患

儿转归评估复苏效果。 
结果 2011 年 01 月至 2013 年 12 月,贵阳市儿童医院 PICU 住院患儿 (29 d 至 18 岁)4253 例,心搏呼

吸骤停 203 例(4.77%),实施心肺复苏,其中 ROSC 144 例(70.9%),行机械通气治疗 138 例(67.9%),
复苏成功后 24h 内死亡 29 例,放弃 21 例;>24h 死亡和放弃 39 例,成活出院 57 例,治愈率

28.1%(57/203),占复苏后机械通气患儿 41.3%(57/138)。出院后 1 周内死亡 13 例,随访>3 个月患儿

32 例。性别和年龄对 ROSC 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原发病和初始节律对 ROSC 的影响有显著

性意义。CPR 持续时间≤10min､ 10~30min 及>30min 的 ROSC 分别为 88.8%､ 70.2%和

23.1%,CPPR前有无呼吸､ 脉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PICU 住院患儿心肺复苏的 ROSC 为 70.9%。初始节律和 CPR 持续时间对 ROSC 有明显影

响。机械通气治疗有助于复苏患儿的救治,复苏存活患儿随访对复苏后进一步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PO-1064 

危重症患儿合并胰腺损害的临床病例分析 
 

何芳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研究分析危重症患儿合并胰腺损害的临床特点。 
方法 方法:对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我院 PICU 的危重组病人,就年龄､ 性别､ 民族､ 血

常规､ 血钙､ 血糖､ LDH､ 肾功能､ CRP､ 血淀粉酶及胰腺影像学等资料进行分析,根据结果分为

胰腺受累组和非受累组,比较两组资料的差异。 
结果 结果:符合纳入条件的患儿共 102 人,受累组 23 人(22.5%),非受累组 79 人(77.5%)。两组年龄

､ 性别､ 民族､ 血常规､ 血钙､ 血糖､ 肾功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受累组 LDH､
CRP 水平高于非受累组(P<0.05)。两组血淀粉酶于入院 0h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后 72
小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危重症患儿常合并胰腺损害,加重病情,应高度重视,及时检出及治疗。早期及动态监测血

淀粉酶､ LDH､ CRP 有助于诊断继发性胰腺损害,及时治疗,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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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5 

135 例院内危重患儿心肺复苏 Utstein 模式注册研究 
 

陈建丽,罗艳,曹丹,林谊,王学鑫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应用心肺复苏(CPR)Utstein 指南模式原则评价 CPR 效果与影响因素。 
方法 按照 CPR  Utstein 评价指南设计 CPR 注册登记表,应用注册研究方法,研究院内 135 例儿童

CPR患者流行病学特征､ CPR 效果与影响因素。 
结果 心搏､ 呼吸骤停患者中男 80 例,占 59.5%,女 55 例,占 40.5%;以 1~6 月月龄为高发年龄组。基

础疾病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主,占 36.3%。心搏､ 呼吸骤停初始心律为心动过缓 119 例,占 88.1%,心室

纤颤 16 例,占 11.9%例;院内 CPR 患儿自主循环恢复(ROSC)率为 64.4%(87 例)､ 成功复苏率为

39.6%(53 例),存活出院率为 20.3%(27 例)。73 例急诊室(院内)出现心搏､ 呼吸骤停并启动 CPR 者

ROSC 率[61.6% (45 例)]､ 存活出院率[38.3% (28 例)]明显高于 48 例入急诊室前(院前)已发生心搏

､ 呼吸骤患者(10.8%(5 例)。4.2%(2 例),P 均<0.01]。 
结论 CPR 评价 Utstein 指南模式的运用能较好地评价 CPR 效果与影响因素,院内 CPR 存活出院率

仍偏低,院前心搏､ 呼吸骤患儿存活出院率更低,需进一步提高 CPR 的培训技能。 
 
 
PO-1066 

大剂量细胞色素 C 在抢救儿童吸入性磷化铝中毒的临床作用 
 

张美慧,王席娟,程艳波,史长松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每年均有儿童磷化铝中毒死亡病例,为了总结经验,尽量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总结近 4 年来我院收

治 22 例吸入性磷化铝中毒患儿,均给予大剂量细胞色素 C 治疗,并进行临床分析。探讨儿童吸入性

磷化铝中毒的临床特点,大剂量细胞色素 C 的临床作用,总结临床经验。 
方法 搜集 2013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间我院儿科救治的吸入性磷化铝中毒儿童 22 例,并回顾性分

析其资料。 
结果 其中,男 13 例,女 9 例。年龄 29d-13 岁;住院时间 3h-13d(89.26 ± 20.18h),接触磷化铝时间 8-
48h(24.26 ± 4.384h),轻度磷化铝中毒 10 例,重度磷化铝中毒 12 例。其中,头晕 6 例,恶心 5 例,呕吐

20 例,腹痛 11 例,尿少 1 例,低血压 4 例。心源性休克 8 例。入院后辅助检查 BNP 异常 12 例,乳酸

异常 8 例,白细胞低 8 例,凝血功能异常 3 例,肝功能异常 6 例,肾功能异常 9 例,心肌酶异常 12 例。入

院后均给予大剂量细胞色素 C 治疗,8 例心源性休克患儿行血液灌流,其中轻度磷化铝中毒患儿均治

愈,重度磷化铝中毒患儿中治愈 6 例,死亡 6 例。 
结论 儿童吸入性磷化铝中毒死亡率高,多累积的脏器为消化道,危害 大导致死亡的是心血管系统,尤
其是心源性休克。重点在预防,治疗方面,可给予大剂量细胞色素 C,有条件者可给予血液灌流,可进一

步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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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7 

Mode of death in PICU- an eleven-year study 
 

Zhu Yueniu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 at the end of life for infants and children is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experiences families will ever encounter and i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ofou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clinicians who care for them.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clin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nitiation of a DNR order or withdraw life support 
intervention procedure in ICU. 
Methods Design: Retropstpective study of single-institute medical record review of all death 
occurring in PICU over 11-year period. Subject: All patients younger than 12 years who died in 
the inpatient setting between January 1, 2006 and December 31, 2016.  
Results Mode of death was defined as fail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for 208 (37%), death 
occurred after withdrawal of life support treatment (LST) for 264 (47%), and Do-not-resuscitation 
order for 88 (15.7%). Median age at death was 19.5 months and 17 months in the limitation 
treatment patients group and fail to resuscit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death was pulmonary (33.6%), followed by sepsis (14.6%) and tumor (13.6%). 83.2% of the 
withdrawal LST and DNR patients were previously known underlying diseases before admission. 
30.4% of the limitation treatment patients had tumor and 41.8% of them had a congenital 
abnormality. The mean time for deciding to withdraw LST and DNR order was on 13.2 day and 
12.9 day after admissio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Withdrawing LST and DNR order were the common mode of death in PICU. 
Patients with tumor and congenital abnormally constituted the main group in which decision to 
forgo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was made. 
 
 
PO-1068 

PICU 危重患儿护理评估单的设计和应用 
 

彭剑雄,刘美华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 PICU 危重患儿护理评估单对急危重患儿的早期识别,提高护士护理干预和应急能力,保障

患儿生命安全。 
方法 对 715 例急危重患儿(实验组)应用 PICU 危重患儿护理评估单,并与采用常规护理评估流程的

698 例患儿(对照组)进行比较,比较两组患儿的平均住 PICU 天数,心跳呼吸骤停发生率､ 抢救成功率

､ 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差异有显著意义(P< 0.05)。 
结论 PICU 护士在临床利用 PICU 危重患儿护理评估单早期识别急危重患儿,避免因识别时机过晚或

治疗不当导致病情恶化的不良后果,提高护士护理评估和干预能力,为患儿提供优质的高效的护理服

务,相对降低了患儿发生病情变化的风险,同时为抢救急危重患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保证了患儿的生

命安全,提高了患儿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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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9 

三种检测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 β-内酰胺酶方法的分析研究 
 

徐艳霞,梁璐,陈建丽,倪佳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评估三种方法检测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株的可靠性。 
方法 选取 2014 年 09 月-2016 年 12 月从收集三家医院 PICU 住院患儿深部痰液､ 血液､ 胸腹腔积

液､ 创面分泌物等标本,排除同一患者同一部位重复分离的标本,分离非重复肺炎克雷伯菌 207 株,分
别采用双纸片法､ 改良三维试验和自动仪器 VITEK 2 Compact 进行 ESBLs 检测。检测结果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两种方法之间不一致部分采用 McNemarX2 检验,用 Kappa 检验两

种检测结果之间是否有一致性。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双纸片法､ 自动仪器法和改良三维试验 ESBLs 检出率分别是 58.5%(121/207)､  61.4% 
(127/207)和 66.7%(138/207)。对三种方法检测结果进行两两间一致性检验均提示一致性较好

(К>0.4,P<0.05))。双纸片法与自动仪器法检测结果中不一致部分之间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改良三维试验与双纸片法检测结果中不一致部分之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改良三维试验的

检出率高于双纸片法;改良三维试验与自动仪器法检测结果中不一致部分之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改良三维试验的检出率高于自动仪器法。 
结论 纸片法和自动仪器法具有操作快速简便､ 结果可靠的特点,适合于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常规开展

检测 ESBLs;改良三维试验可扩大 ESBLs 产酶菌株的检测范围,是对表型试验的重要补充。 
 
 
PO-1070 

儿童重症 Epstein-Barr 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 
 

缪惠洁,张育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儿童重症 Epstein-Barr 病毒(EBV)感染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EBV 感染后进展为重症

EBV 的危险因素,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提高抢救成功率。 
方法 对象为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PICU)收治 61 例重症 EBV 感

染患儿,回顾性分析重症 EBV感染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特点及转归。 
结果 61 例重症 EBV 感染患儿中, 多的为 EB 继发噬血细胞活化综合征,共 27 例,占 44.3%;另外重

症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4 例,占 22.9%;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 10 例,占 16.4%; EB 相关性脓毒

症病 10 例,占 16.4%。重症 EB 感染患儿均有典型 IM 样症状,包括不规则发热或持续高热､ 淋巴结

肿大､ 肝功能和或血液系统损害。61 例患儿平均 PRISMⅢ评分 16.3±4.2,PCIS 评分 71.1±5.2,多器

官功能损害发生率 52.5%,死亡率 36.1%,小于 3 岁以下死亡 18 人,占 81.8%。实验室检查提示四组

患儿 EBV-DNA 载量升高(2.1±3.3)×106/ml,铁蛋白升高 6712±1893ug/L。比较死亡组和存活组乳酸

脱氢酶､ NK 细胞百分比､ 血清铁蛋白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穿或组织淋巴结活检

见噬血现象 27 例,占 44.3%。 
结论 重症 EBV 感染器官功能损害发生率高,易进展为 EBV 相关性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或

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死亡率高,及时阻断 EBV 活动和复制,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抑制过度免疫

反应,维护器官功能,稳定内环境,是降低病死率､ 改善预后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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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71 

血液净化治疗儿童蜂蛰伤中毒并多器官功能损害疗效分析 
 

莫武桂,韦蓉,李卓,谢友军,卢功志,郑劼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与持续血液净化续贯治疗蜂蛰伤中毒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治疗效

果。 
方法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新阳､ 厢竹两院区重症医学科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

的 9 个月-10 岁大 17 例符合蜂蜇伤合并 MODS 患儿,其中 13例在常规激素､ 抗过敏及药物护肝､

护肾､ 护心等常规治疗同时接受血浆置换与持续血液净化续贯治疗,另 4 例常规治疗未进行血液净

化治疗,就儿童重症评分､ 入住 ICU 时间､ 器官功能障碍恢复情况及结局,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 
结果 13 例同时接受血液净化病人 1 例死亡(1/13 例),平均重症评分 67.23分､ 入住 ICU 时间 11.15
天､ 存活者仅 1 例遗留轻度肾功能损害(1/13 例),未行血液净化治疗 4 例患儿中,2 例死亡(2/4 例),平
均重症评分 69.23分､ ､ 入住 ICU 时间 10.02 天,1 例遗留轻度肾功能损害(1/4 例),1 例轻度肝功能

损害(1/4 例)。 
结论 在常规治疗同时早期血浆置换与持续血液净化续贯治疗蜂蛰伤中毒 MODS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和良好的结局 
 
 
PO-1072 

体外膜肺在儿童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应用 
 

余佳,张晨美,林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体外膜肺(ECMO)在儿童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院重症监护室(ICU)使用 ECMO 支持治疗的儿童重

度 ARDS 患者的临床资料。5 例 ECMO 治疗的重度 ARDS 患者中男性 4 例,女性 1 例;年龄

11m~13y,平均(3.1±2.2)岁;体重 12~19.5kg,平均(14.7±3.2)kg;5 例患儿于发病后 6~18 天,经机械通

气 14~264h,以静脉-动脉(V-A)模式建立 ECMO 辅助治疗;ECMO上机后记录呼吸机参数､ 氧合指标

､ 并发症及预后。 
结果  ECMO 建立后呼吸机吸入氧浓度(FiO2)､ 平均气道压(MAP)及呼气末正压(PEEP)明显降低,同
时动脉血氧分压(PaO2)､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血 PH 值､ 氧合指数(OI)､ 血氧饱和度指

数(OSI)均明显改善;ECMO 支持时间 91~574h,平均(327±182)h;5 例患儿中出血是 ECMO 常见的

并发症,4 例均有轻重不等出血表现,其中 1 例因 DIC 引起大出血死亡,另 1 例反复溶血伴肾功能损害,
在 ECMO 同时行持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并因继发严重脓毒症行血液灌流(HP), 终因多脏器功

能衰竭死亡;3 例成功脱离 ECMO(其中 2 例存活出院,1 例因继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死亡),2 例存活患

儿严重并发症明显少于 3 例死亡患儿,出院随访至今(9~13 月)无肺功能或其他脏器功能损害表现。 
结论  ECMO 对于儿童重度 ARDS 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措施,一旦判断常规治疗无效,即应早期行

ECMO 治疗,ECMO 过程中的合理管理及严重并发症的控制是改善患儿预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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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73 

56 例儿童急性百草枯中毒的临床及预后分析 
 

刘海燕,靳有鹏,赵春,王玉娟,孙正芸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总结儿童急性百草枯中毒的临床表现,了解可能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寻找合理､ 有效的治疗方

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共 56 名急性百草枯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中毒剂

量及临床症状分为轻型(49 例)､ 重型(5 例)､ 暴发型(2 例)3 组,分析各组之间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及

预后的差异,了解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果  56 例患儿中 51 例口服中毒,5 例皮肤接触中毒。消化道症状 为常见。随访无失访病例,病死

3 例(病死率 5.35 % ):轻型患儿均存活;重型病死 1 例(病死率 20.00%);暴发型病死 2 例(病死率 
100%),随着临床分型加重,病死率明显增高,血尿素氮和肌酐也随着临床分型的加重而增高,组间比较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随访发现,患儿一旦度过急性期肾功能可完全恢复,随访胸部

CT,肺纤维化可出现好转。临床表现提示存在急性肾损伤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患儿预后差。 
结论 服毒量是影响预后的关键,但合理的综合治疗能使部分口服超致死量患者存活。出现意识障碍

或黄疸,周围血白细胞明显升高,肾功能受损出现早､ 持续时间长,肺部病变出现早､ 范围大是预后不

良的重要因素;及早洗胃､ 有效导泻､ 适时反复血液净化､ 早期应用抗氧化损伤药物和肾上腺皮质

激素可降低病死率;中药在导泻､ 抗氧化损伤和抗肺纤维化方面有其潜力。急性肾损伤是影响急性

百草枯中毒短期预后的重要因素,而长期预后取决于肺纤维化,在肺损害病程中可出现逆转,应采取积

极治疗 
 
 
PO-1074 

Effects Of Autophagy On Myocardial Damage In Neonatal 
Rats With Sepsis 

 
Liu Zhongqiang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61004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utophagy on myocardial damage in neonatal rats with 
sepsis. 
Methods A total of 72 male SD neonatal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group,CLP group 
(neonatal myocardial injuryrats with sepsis by c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 RAPAgroup (with 
intervention of RAPA, 300 μg/kg), 3-MA group (with intervention of 3-MA, 6 mg/kg). cTNI, TNF-α 
andIL-1β concentration of myocardial tissuewere detected by ELISA. The expressions of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 (LC3) and p62 in the myocardial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at each time point. 
Results The results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LC3 and p62 protein 
in CLP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ham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CLP group, cTNI, 
TNF-α andIL-1concentration decreasedin RAPA groupat 6h and 12h(P<0.05), LC3II protein 
express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ndp62 protein express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Compared with CLP group, cTNI, TNF-α andIL-1βconcentra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in 
the 3-MA group (P<0.05),LC3II protein express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ndp62 
protein express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s Dysmaturity ofautophagosome and autophagic fluxinterdiction exists in myocardial 
tissue of neonatal rats with sepsis. RAPA can alleviate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myocardial 
tissuethrough activating autophagy and smoothing autophagy flux, thereby reversing myocar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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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induced by sepsis.3-MA can lead to more severe myocardial damage by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PO-1075 

自闭症患儿在引导式教育和感觉统合训练中的联合治疗效果 
 

张丹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研究和分析自闭症患儿在引导式教育和感觉统合训练中的联合治疗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7 年 2 月期间到我院进行治疗的 1 岁 6 个月-5 岁的所有患儿为研究对

象。按照治疗项目和治疗次数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 例,观察组采用医学康复手段[分别参与引导

式教育(引导式教育+音乐疗法+文体训练)每天两次 60 分钟,感觉统合训练每天 30 分钟,作业治疗,言
语治疗,ABA 结构化训练]。每周训练 6 天,疗程为 30 天。对照组采用医学康复手段[引导式教育(引
导式教育+音乐疗法+文体训练)每天一次 30 分钟,作业治疗,言语治疗,ABA 结构发训练]。每周训练

6 天,疗程为 30 天。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患儿在训练三个月后,语言发育迟缓检查和精神科 B 类量表评定 0-6 岁发育

筛查测验中,认知能力,语言能力,沟通交流能力,适应能力,情绪行为能力等均有提高。 
结论 综上所述,引导式教育联合感觉统合训练为自闭症患儿和疑似患儿提供了一种科学与游戏相结

合的训练方法,在特殊的 ABBA 结构化训练下运用更多种的训练方式能够有效地提高患儿主动参与

适应集体活动,模仿能力,合作协同能力,语言主动发音能力,注意力集中,认知能力等,大大的改善自闭

症患儿和疑似患儿的症状。 
 
 
PO-1076 

头针结合语言训练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疗效分析 
 

邱莉,黄新芳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头针结合语言训练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进行治疗的效果。 
方法 50 例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语言训练,观察组给予头针治

疗结合语言训练。对照组每日进行语言训练一次(30 分钟),每周日休息一天,共治疗 3 个月;观察组在

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头针治疗,每日一次,连续治疗 15 天后,休息 15 天,共治疗 3 个月。观察两

组患儿治疗前后孤独症儿童心理教育量表-3(PEP-3)､ 孤独症儿童行为量表(ABC)､ 儿童孤独症评定

量表(CARS)的评分。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 PEP-3 对应的月龄提升､ ABC 评分降低､ CARS 评分降低。观察组 PEP-3
对应月龄的提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 ABC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观察组 CAR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头针结合语言训练能使患儿语言能力､ 行为情绪控制能力提升,问题行为发生减少;自我意识､

目光交流状态提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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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77 

丙种球蛋白治疗小儿急性周围性面瘫临床应用研究 
 

陈福建,刘诗贤,黄金容,张峰,罗琼,黄盛宇,曾冬梅,曾智颖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 341000 

 
 

目的 通过比较小儿急性周围性面瘫急性期不同治疗方案的临床效果,探讨治疗小儿周围性面瘫的

优方法。 
方法 选取就诊我院的急性周围性面瘫患儿 50 例,病程为≤3 天,年龄在 0-14 岁。将患儿随机分成 A
组 26例､ B 组 24 例, A 组采用传统治疗及康复治疗基础上加用丙种球蛋白治疗,B 组采用传统治疗

加康复治疗。观察随访至 7天､ 15天､ 30天､ 60 天,应用 House-Brackmann(H-B)面神经功能评

价分级系统于治疗前后对两组患儿面神经功能进行评分,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均能促进面神经功能恢复,两组总有效率均为 100%,A 组痊愈率为 65.4%,优于患侧组的

45.8%;A 组治疗 7天､ 15 天 H-B 评分优于 B 组(均<0.05);A 组痊愈患儿治疗天数明显少于 B 组

((48.95±4.30)天 vs(56.43±5.43)天,p<0.01)。 
结论 小儿急性期周围性面瘫治疗中加用丙种球蛋白能加速面神经功能恢复,并明显缩短疗程,疗效优

于传统治疗加康复治疗。 
 
 
PO-1078 

悬吊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金国圣,侯梅,丁洁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探讨悬吊训练对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n=30)采用常规康复训练,实验组(n=30)在对照

组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悬吊训练,所有治疗项目均为每周五次,每次 30min,两组均治疗 3 个月。采用

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88) ､ Berg 平衡量表(BBS)､ 10m 步行测试(10MWT)､ 上下楼梯测试

(TST)评估两组患儿治疗前和治疗 3个月后的粗大运动功能､ 平衡能力和步行情况,并对结果进行组

内和组间比较和分析。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脑瘫患儿 GMFM-88 D区､ E 区评分,BBS 评分,独走 10m所需时间､ 步数,
上下 5 层楼梯时间均优于治疗前( P<0.05),实验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悬吊训练能有效地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核心稳定性,改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 步行及平衡

能力。 
 
 
PO-1079 

运动发育迟缓医院感染原因分析及对策 
 

冉茂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运动发育迟缓住院患儿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的 650 例满足入选标准的住院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患儿入选

标准:年龄:大于或等于 1 月,小于或等于 12 月。病种:运动发育迟缓;排除遗传代谢性疾病,以上住院

患儿均符合 MR 诊断标准: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参考卫生部 2001 年颁发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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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临床表现､ 血常规､ 细菌学检查等确诊。从患儿发生感染的部位､ 发病年龄､ 发病季节､ 住院

时间､ 家长的依从性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650 例患儿共 125 例发生医院感染,感染率 19.23%,感染部位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占 68.70%;
分析显示年龄､ 住院时间､ 季节､ 家长对健康宣教依从性为医院感染相关危险因素。 
结论  运动发育迟缓患儿医院感染与年龄､ 住院时间､ 季节､ 家长对健康宣教依从性有关,应针对院

感因素进行防治。 
 
 
PO-1080 

染色体微阵列技术在智力低下患儿中的应用 
 

陆芬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全基因组高分辨率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e microarray analysis,CMA)技术在不明

原因智力低下患儿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苏州铂金埃尔默公司提供的染色体微阵列芯片 CGX-SNP 对 83 例无明显高危因素智力低

下儿童进行基因组学研究。全部患儿样本 DNA 的提取及 CMA 实验操作流程均按照生产商提供的

标准流程操作。CMA 分析所发现的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nts,CNVs)都进一步通过荧光原

位杂交或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反应进行验证。 
结果 本研究共 83 例患儿,38 例患儿检测到基因组拷贝数变异,34 个患儿找出了致病原因,检出率达

41.0%,其中 1 例为单亲二倍体,3 例为三体,32 例(38.6%)为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其中 10 例(31.3%)
存在 2 处染色体微缺失或重复,其中 小片段 23.03Kb, 大 32.51MB 缺失,绝大多数 CNVs 片段大

小在 50 kb 到 10 Mb 之间。4 例(10.5%,4/38)患儿的 CNVs 的临床意义尚不能确定,认为是未知意义

的变异。 
结论 染色体病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因而对高危家庭提供产前咨询及产前诊断非常必要染色体微

阵列技术(CMA)在不明原因智力低下患儿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能够将检出率提高到 10%以上。

对面容特殊､ 智力低下､ 生长发育缓慢等患儿进行染色体微阵列检查,可及时发现染色体异常。通

过对其父母进行染色体检查,明确异常染色体来源,对于有染色体异常患儿生育史的孕妇应进行外周

血染色体检查及产前超声检查以降低智力低下患儿的出生率。 
 
 
PO-1081 

脑性瘫痪儿童粗大运动的两种评估方法相关性研究 
 

孙垚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比较两种粗大运动评估方法在脑性瘫痪儿童评估中的相关性和差异。 
方法 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88(GMFM-88,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88)和 Peabody-2 粗

大运动发育量表(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s 2)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 65 例年龄范围 0-
72 个月内的脑性瘫痪儿童粗大运动功能水平,分别在入院时和综合康复治疗一疗程后进行评估。对

综合康复治疗前后 Peabody-2 量表和 GMFM-88 量表原始分以及两者的分值变化之间进行相关分

析; 
结果 患儿综合康复治疗前后 GMFM-88 和 PDMS-2 原始分之间均呈现显著相关性(P<0.001);治疗后

分值差异也呈现显著相关性(P<0.001), 而 GMFM-88 量表分值变化高于 PDMS-2 量表(P<0.05),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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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eabody 量表及 GMFM-88 量表在康复评估中呈高度相关性,均能精确地反映治疗前后粗大运

动功能的变化。但在粗大运动功能的康复评估中 GMFM-88 量表分值改变较大,提示可能具有更高

的敏感性;而 Peabody-2 量表能够计算发育商,百分比以及相当月龄等,还可与正常同龄儿童进行比较,
故两者谁更适合脑性瘫痪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评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PO-1082 

巨细胞病毒感染与脑性瘫痪临床特征相关性研究 
 

张玲,王刚,赵晓科,张瑞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本文主要针对巨细胞病毒 DNA拷贝数与脑性瘫痪病情轻重､ 分型及智力损伤程度等方面进行

研究。 
方法 收集从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我院新生儿科已确诊为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 480 例,收集晨

中段尿液进行 CMV-DNA 检测,分别于患儿 6 月龄及 12 月龄时对 480 例患儿进行回访,分析 CMV-
DNA 拷贝数与脑性瘫痪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6月龄患儿表现出运动､ 姿势及智力发育障碍有 131 例,12 月龄患儿确诊为脑性瘫痪有 52
例。确诊脑性瘫痪患儿 52 例,痉挛性双瘫 23 例,痉挛性四肢瘫 8 例,不随意运动型 5 例,肌张力低下

型 3 例,混合型 11 例,其中表现为痉挛为主的患儿有 5 例。CMV 感染所致脑性瘫痪患儿的智力发育

多以中重度发育迟缓为主。 
结论 随着 CMV-DNA 拷贝数增加,脑性瘫痪的发生率显著增加;CMV 感染所致脑性瘫痪表现类型多

样,但主要以痉挛性双瘫和痉挛型四肢摊为主;智力发育多以中重度发育迟缓为主,并且随着 CMV-
DNA 拷贝数增高,智力缺陷程度越重。   
 
 
PO-1083 

儿童爬行促通训练仪在痉挛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杜森杰,张跃,汤健,李红英,朱敏,赵晓科,傅大林,高夫宁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评价儿童爬行促通训练仪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将 62 例爬行功能受累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 Bobath 法配

合 Vojta 法中的 R-K 法进行康复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儿童爬行促通训练仪治疗。治疗

前后分别对两组患儿采用 GMFM 评定量表､ Gesell 量表进行评定,观察疗效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在 GMFM 评定､ Gesell 评定中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 3 月治疗,
两组患儿在 GMFM 评定(P<0.05)､ Gesell 评定(P<0.05)中均分别优于治疗前。同时,治疗组患儿在

GMFM 评定中结果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患儿在 Gesell 量表评定中结果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将儿童爬行促通训练仪用于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可以进一步提高患儿的运动及认知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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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84 

Peabody 与 Gesell 发育量表在 2 岁 
早产儿运动功能评估的相关性研究 

 
朱春,芮洪新,张光宝,杨蕾,池霞,童梅玲,郭锡熔,张敏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比较 Peabody 运动量表(PDMS-2)与 Gesell 发育量表在 2 岁早产儿运动功能评估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年龄已达 2 岁的早产儿 85 例(男 42 例,女 43 例),应用 Peabody 运动量表(PDMS - 2)和
Gesell 发育量表对运动功能进行评估,分析两个量表评估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 PDMS-2 和 Gesell 的粗大运动发育商和精细运动发育商皆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722(P<0.01)､ 0.369(P<0.05),其中粗大运动发育商表现为高度相关,精细运动发育商为低度相

关。 
结论 PDMS-2 和 Gesell 量表在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评估方面存在相关性,其中粗大运动发育商的相

关性更为显著。 
 
 
PO-1085 

引导式教育对脑性瘫痪患儿疗效的观察 
 

王振芳,陈婷婷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引导式教育对脑性瘫痪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精细运动功能和智能发育水平的影响。 
方法 将 80 例 2-6 岁脑性瘫痪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给予引导式教育加常

规康复治疗,对照组给予单纯常规康复治疗,于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治疗后)分别采用粗大运动功

能测试量表(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GMFM)评估患儿的粗大运动,采用精细运动能力测试量

表(Fine Motor Function Measure,FMFM)评估患儿的精细运动,Gesell 发育量表评估患儿患儿的发

育水平。 
结果 1.治疗前后比较:观察组,粗大运动功能,(t=8.65,P<0.05),精细运动功能,(t=7.82,P<0.05),Gesell
发育测试结果,(t=6.43,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粗大运动功能,(t=5.39,P<0.05),精细

运动功能,(t=3.39,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Gesell 发育测试结果,(t=1.45,P>0.05),尚不能说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粗大运动功能,(t=2.36,P<0.05),精细运动功

能,(t=2.02,P<0.05),Gesell 发育测试结果,(t=3.28,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引导式教育可以提高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水平､ 精细运动能水平及智能水平。 
 
 
PO-1086 

全身振动治疗改善脑瘫患儿步行功能的 Meta 分析 
 

彭康龙
1,梁显荣

1,曹建国
1,2,黄美欢

1,战玉军
2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大鹏新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究全身振动疗法(Whole Body Vibration, WBV)对于脑瘫患儿的步行相关能力的疗效以及相

关的作用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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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检索的文献均来源于 PUBMED､ Google Scholar､ EMBASE 以及 The Cochrane Library
上,且检索目标为近十年来的文献报道截止 2016 年 12 月份,由 2位评价员独立检索､ 筛选文献,对符

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估并对各被研究患者的基本特征､ 干预措施､ 疗效观察指标等

治疗进行提取。用 Revman5.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7 个随机对照试验(Random Control Trails,RCTs),Meta 分析结果显示,WBV 能

够有效显著改善患儿步行速度(SMD,95%CI[0.30,2.36],P=0.01),另一方面,以 MAS 为评估方式的肌

张力以及受试者肌力的差异均不具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基于现有的荟萃分析结果,本文认为 WBV 能够改善脑瘫患儿步行能力,应纳入常规的脑瘫患儿

的物理治疗的参考治疗方法之一,然而纳入的文献有限,需要更多进一步的高质量 RCTs 作更深入的

分析。 
 
 
PO-1087 

肌内效贴结合作业治疗对偏瘫型脑瘫上肢功能的疗效观察 
 

顾小元,曹建国,贠国俊,张雅莉,邓嘉琪,张丹婷,张冬雪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对偏瘫型脑瘫患儿上肢精细运动功能及肌张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手功能分级系统(MACS)级别为Ⅲ至Ⅳ级的偏瘫型脑瘫患儿 60 例。按照年龄､ 性别及

MACS 级别等配对后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两组均采用作业疗法,试验组增加肌

内效贴治疗。作业疗法 5 次/周,30min/次。肌内效贴 5 次/周,单次贴扎维持 1 天。共治疗 3 个月。

在治疗前､ 后分别对两组患儿的精细运动功能(FMFM-45)及上肢肌张力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精细运动功能 (FMFM-45)及肌张力情况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其

中精细运动功能 (FMFM-45)的改善,试验组(56.71±4.54)疗效优于对照组(54.44±3.85),且差异具有显

著性意义(P<0.05);而肌张力的改善两组间疗效比较差异不明显 
结论 肌内效贴结合作业治疗可显著改善偏瘫型脑瘫患儿上肢的精细运动功能 
 
 
PO-1088 

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 
 

陈方川,谢鸿翔,陈琛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沙袋衣负重训练对脑瘫患儿步行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40 例患儿随机分为常规组和负重组,每组 20 例,均进行 3 个月康复训练。所有患儿均采用常

规康复治疗,负重组在常规康复治疗中给予穿戴沙袋衣进行训练。分别在训练前和训练后采用粗大

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中 D 区和 E 区评分进行评定。 
结果 两组患儿各项指标在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过治疗后,两组评分较治疗前都明显提

高(P<0.01),且负重组的评分优于常规组(P<0.05)。 
结论 沙袋衣负重训练可显著提高脑瘫患儿的步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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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89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影响 
 

王晓锋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在脑瘫患儿头部控制中的疗效。 
方法 将入选的 30 例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应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试验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肌内效贴,于治疗前､ 治疗第 1 个月进行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A 区评定,进行

疗效比较。 
结果 经过 1 个月康复治疗后,观察组比对照组抬头能力明显提高,GMFM-88A 区卧位与翻身功能评

分提高,头部控制能力比治疗前改善明显,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 
结论 肌内效贴结合功能锻炼对脑瘫患儿头控不稳的康复有效。  
 
 
PO-1090 

图片结合手机视频在脑性瘫痪患儿早期康复中的应用 
 

阎琼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图片结合手机视频宣教在脑性瘫痪患儿早期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首次住院进行康复治疗的早期患儿 30 名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指

导模式进行宣教指导;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首次住院进行康复治疗的早期患儿 30 名为观察

组,在我院新医护治一体化工作模式下,采用图片结合手机视频指导模式进行宣教指导。至住院 3 个

月时比较两组家属在家长健康教育知识达标率､ 家庭康复手法､ 护理质量满意率。 
结果 观察组健康教育知识达标率､ 家庭康复手法､ 护理质量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图片结合手机视频宣教可以提高脑性瘫痪患儿家属对患儿疾病知识的了解,提高对脑瘫家庭康

复手法的掌握,提高对护理质量满意度。 
 
 
PO-1091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上官王钱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疗效的观察。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来宁波市康复医院接受过康复治疗的患儿 30 例,分为两组别,
各 15 例。一组为常规组,另一组为干预组。常规组患儿 3~6 个月未在家庭中进行任何训练,患儿家

长对家庭康复意识不强,任由小孩发展。直到患儿 1 周岁才来院进行综合性康复。干预组患儿也是

3~6 个月,但是由于家长对家庭康复意识强烈,在家中也进行康复训练。定期也会进行医院回访活动

时刻观察患儿的情况直到患儿 1 周岁来院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 
结果 治疗后,两组 GMFM､ FMFM 和 ICF-CY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干预组优于常规组。 
结论 早期家庭康复训练对异常姿势脑瘫患儿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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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2 

高压氧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表面肌电图的影响 
 

孔勉
1,余志华

1,黄晨
1,方明

2 
1.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2.成都大学 
 
 

目的 观察高压氧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表面肌电图的影响。 
方法 68 例 1 岁-3 岁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4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

治疗;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每周 5 次,共治疗 60 次(治疗 30 次后休息两周再治

疗 30 次),总疗程 14 周。治疗前后均对腓肠肌进行表面肌电图的检测。 
结果 两组治疗后表面肌电图检测,放松时及被动牵拉时的均方根值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观察组

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常规康复加用高压氧治疗可降低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放松及被动牵拉时的均方根值。 
 
 
PO-1093 

肌内效贴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腹直肌表面肌电图均方根值的影响 
 

孔勉,方明,余志华,黄晨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7 

 
 

目的 观察痉挛型脑瘫患儿使用肌内效贴对腹直肌表面肌电图均方根值的影响。 
方法 79 例 1 岁-12 岁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7 例,对照组 42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

PT､ SET 等综合康复训练;治疗组综合康复的同时,在腹直肌对应的体表皮肤上按肌肉走向贴扎肌内

效贴。治疗前后均对肌肉进行表面肌电图的检测。 
结果 治疗后表面肌电图检测,两组患儿腹直肌收缩时 大均方根值及平均均方根值均较治疗前提

高,(P<0.05),但治疗组增加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痉挛型脑瘫患儿使用肌内效贴可提高腹直肌收缩时的 大均方根值及平均均方根值。 
 
 
PO-1094 

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刘翠娟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探讨早期足踝干预对脑瘫患儿足弓发育及步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0 例入院时月龄为 6—8 个月的痉挛型脑瘫患儿(除外先天畸形和先天遗传代谢性疾病),
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入院后除行常规治疗外,增加律动及弹簧板上进行足踝训练,3-5min/
次,2 组/次,2 次/天;常规组按常规方法进行训练。 
结果 经过 12 个月康复训练后对照组足印指数明显大于对照组(P<0.01),足弓指数明显小于对照组

(P<0.01),对照组单足支撑期､ 单足摆动期占步行周期比例较常规组高(P<0.05),双足支撑期占步行

周期比例较常规组低(P<0.05)。 
结论 早期足踝干预可以促进脑瘫患儿足弓的发育并改善其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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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5 

大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合并运动性 
构音障碍言语康复疗效研究 

 
李爱霞,左月仙,杨花芳,孙素真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观察中医手法按摩结合常规构音障碍训练对大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合并运动性构音障碍言语

康复的疗效 
方法 采用中医手法按摩､ 刺激穴位结合冰刺激训练唇､ 舌､ 下颌训练,发音训练等常规构音训练,对
78 例 3-16 岁大龄合并运动性构音障碍的不随意刑脑瘫患儿进行言语康复治疗;3 个月一个疗程,分别

在 3 疗程､ 6 疗程和 8 疗程后采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构音障碍评定法和语言发育迟缓评价法(Sign-
Significate  relation,简称 S-S 法)进行构音和语言发育的评定。 
结果 经过中医手法按摩结合常规构音障碍言语康复训练,所有患儿言语状况均明显改善,治疗 6 疗程

疗效优于 3 疗程(p<0.05),治疗 8 疗程疗效优于 6 疗程(p<0.05),坚持疗程越长效果越好;年龄<6 岁效

果更好(p<0.05)。 
结论 中医手法按摩结合构音障碍言语康复训练可以明显改善并提高大龄不随意型脑瘫患儿的语言

理解能力､ 表达能力及言语清晰度,并能促进语言的进一步发育。 
 
 
PO-1096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在正常不安运动高危儿 
早期干预中的应用分析 

 
胡恕香,王央丹,蔡慧强,黄种钦,彭 桂兰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应用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以下简称 AIMS)对正常不安运动的高危

儿进行评估,评价其在指导训练高危儿运动技能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随机单盲对照试验,选取不安运动阶段在我院儿童神经康复科行 GMs 评估为正常不安运动

的高危儿 53 例,用 AIMS 进行评估,随机分为观察组(27 例)及对照组(26 例)。观察组根据首次评估结

果制定康复训练方案予早期干预,对照组常规随防处理。间隔 3 个月再次对的两组患儿予 AIMS 评

估。评估者不知道评估对象是否经过早期干预。 
结果 两组高危儿干预前比较,其性别､ 高危因素､ 百分位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干

预后两组 AIMS 得分对应百分位数小于 10%所占例数比较,观察组明显少于对照组(P<0.01)。 
结论 经过干预治疗,观察组的运动发育水平较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进步。提示 AIMS 对 GMs 评

估为正常不安运动的高危儿具有评估-训练指导-再评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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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7 

苯海索联合物理治疗对脑瘫患儿肌张力障碍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张峰
1,冯珍

2 
1.赣州市妇幼保健院赣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从结构与功能､ 活动与参与两个维度探讨苯海索联合物理治疗对脑性瘫痪儿童肌张力障碍的

临床治疗效果,分析该治疗方法的影响因素,并记录该治疗方法的安全性及药物耐受情况。 
方法 选取符合诊断标准的肌张力障碍脑瘫患儿 55 例,所有入组脑瘫患者按随机数字分组表分为 3
组, ①苯海索联合物理治疗治疗组(A 组,22 例),接受苯海索及物理治疗;②物理治疗组(B 组,22 例),接

受物理治疗,口服安慰剂对照;③苯海索治疗组(C 组,11 例),接受苯海索口服治疗。三组患儿在以上治

疗基础上接受常规作业疗法､ 言语训练､ 矫形器及辅助器具､ 家庭护理。分别于入组时､ 治疗中期

(8 周)及治疗后(16 周) ,对其进行 BADs､ GMFM､ GMFCS､ FMFM 评定,记录其流涎及药物耐受情

况。同时对 BADs 得分改善幅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三组患儿治疗末期(16 周)BADs､ GMFM-88､ FMFM 得分均有改善, A､ C 组患儿的 BADs 得

分改善幅度优于 B 组患儿(P<0.05);治疗 16 周 GMFM 总目标分得分提高幅度组间协方差分析有统

计学差异(F=4.493,P<0.05),A 组 GMFM 总目标分得分提高幅度优于 B､ C 组(p<0.05)。治疗后各时

间点三组患儿组间粗大运动功能分级(GMFCS)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A 组 FMFM 能力分提

高幅度优于 B､ C 组(P<0.05);A 组患儿流涎改善率为 87.5%;B 组为 4.7%;C 组为 83.3%。A､ C 组

流涎好转率优于 B 组(P<0.05);研究对象平均 终药物剂量平均值为 2.8±0.368mg/d,单位体重 终

药物剂量平均值为 0.25±0.012mg/kg/d;受试对象对药物耐受良好,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事件;A 组患

儿 BADs 得分提高幅度与入组月龄无相关性(调整后 R2=0.135,β=0.067 ,P=0.362),与过度运动症状

存在正相关性(β=0.464,p=0.017),存在过度运动症状的患儿 BADs 改善幅度低于无过度运动的患儿

(F 值=5.271,P<0.05)。 
结论 苯海索联合物理治疗可以早期有效改善脑瘫儿童肌张力障碍的严重程度,相对于常规物理治疗

及苯海索治疗能更好提高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 精细运能力,但不能进一步提粗大运动功能分级及

流涎症状;过度运动症状可能是影响苯海索治疗脑瘫儿童肌张力障碍疗效的不利因素。 
 
 
PO-1098 

心理干预对脑瘫家长焦虑及抑郁的影响 
 

杨丽娟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研究脑瘫患儿家长存在的焦虑､  抑郁情绪及心理干预的效果。 
方法 将 60 例脑瘫患儿家长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应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 抑
郁自评量表( SDS )对家长进行评分。实验组实施专业心理干预,对照组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心理干

预。 比较两组入院时(干预前)､  3 个疗程后(干预后)的 SAS ､  SDS 评分。 
结果 实验组干预后的 SAS ､  SDS 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对照组干预前

后的 SAS ､ 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干预前,两组的 SAS ､  SDS 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干预后,实验组的 SAS ､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结论 对脑瘫患儿治疗时,同时对患儿家长进行心理干预,有利于缓解患儿家长的焦虑､ 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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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9 

家庭康复指导对步态异常患儿的效果研究 
 

贾光素,陈玉霞,刘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家庭康复指导训练对步态异常的患儿步行能力及姿势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收治的 50 例步态异常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我们对

这 50 例患儿的家长均进行家庭康复指导,然后对比指导前后这 50 例患儿步行能力及运动功能改善

情况。 
结果 在对患儿家长进行家庭康复指导训练 2 月后,这 50 例患儿步行能力 FAC 分级评分明显优于指

导前,二者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家庭康复指导训练 2 月后运动功能 GMFM 评分 D 项､ E 项评

分前后比较,指导后改善情况明显优于指导前,二者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家庭康复指导训练有利于提高步态异常患儿的步行能力,提高其行走时姿势的控制能力,该方法

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PO-1100 

儿童智力低下的辩证论治探讨 
 

赵宁侠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儿童智力低下的中医辨证及治疗。 
方法 采用 Delphi 法对 27 个临床常见证型开展了三轮专家意见调查,用 Excel 表格录入数据,对专家

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对问卷中各项指标用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两项指

标进行统计学分析。专家意见集中程度的观察指标,采用均数､ 不重要百分比(R%)及等级和(S)来进

行评价,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的观察指标,采用变异系数(CV)来进行评价。 
结果 27 个证型根据评价结果,其中肝肾亏虚证､ 心肾不足证､ 心脾两虚证､ 脾肾虚弱证､ 痰瘀阻窍

证五个证型得到专家认可。 
结论 肝肾亏虚证､ 心肾不足证､ 心脾两虚证､ 脾肾虚弱证､ 痰瘀阻窍证为临床常见证型。 
 
 
PO-1101 

拿法合擦法改善孤独症患儿触觉异常疗效观察 
 

赵宁侠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采用拿法结合擦法改善孤独症患儿感知觉异常。 
方法 选择孤独症儿童 50 例,对照组 25 例采用中西医综合疗法,治疗组 25 例采用拿法合擦法结合中

西医综合疗法对照其疗效。 
结果 对照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拿法合擦法结合中西医综合疗法能有效改善孤独症患儿感知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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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02 

早期干预对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早期神经发育的影响 
 

王飞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分析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与正常发育儿童神经发育结局,探讨儿童康复科对外周神经损伤早期

神经发育干预的作用,为临床早期干预提供一定依据。 
方法 选择 2014-2017 年在我院儿童康复功能训练区规律治疗的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为观察组,随机

抽取同期在本院婴幼儿体检室体检的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在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校正年龄/正常儿童

生后年龄 3个月､ 6 个月时分别进行 Gesell 测试,评估并比较两组婴儿的神经发育。 
结果 校正年龄 3 个月时,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大运动､ 语言､ 适应性与个人社交落后于正常儿童

[(62.2±22.7)分比(82.6±20.0)分,(91.8±49.3)分比(117.0±22.5)分,(63.1±29.5)分比(88.7±19.4)
分,(66.5±35.7)分比(92.2±17.5)分,P 均<0.05],两组精细运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校正年龄 6
个月时,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大运动､ 精细运动､ 语言､ 适应性､ 个人社交等发育商与正常儿童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校正年龄 6个月时大运动､ 适应性和个人社交发

育商与校正年龄 3 个月时相比均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早期发育商水平低于正常儿童,尤其是大运动落后于正常儿童。通过早期

干预,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发育商后期能追赶上正常儿童。应重视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出院后干预,
促进先天性外周神经损伤潜在能力得到 大程度的发挥。 
 
 
PO-1103 

自拟息风停煎对 TS 模型小鼠行为学和脑组织 ACHE､ NOS 
含量影响的实验研究 

 
张杰 

陕西中医药大学 712046 
 
 

目的 通过动物实验,观察息风停煎对多发性抽动症模型小鼠脑组织乙酰胆碱酯酶(ACHE)､ 一氧化氮
合酶(NOS)含量及行为学的影响,探讨该方对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的作用机制。  
方法 实验分组:将 70 只小鼠适应性喂养 1 周后,淘汰个体体重差异较大的 10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余下的 60 只小鼠随机分为 6 组,分别为空白组(A),模型组(B),氟哌啶醇组(C),息风停煎高剂量组(D)､
息风停煎中剂量组(E)､ 息风停煎低剂量组(F)。动物造模:对 B､ C､ D､ E 和 F 组采用腹腔注射亚

氨基二丙腈(IDPN)法来复制多发性抽动症小鼠模型,A 组予等体积的生理盐水腹腔注射,造模 7 天。

药物灌服:造模成功后,A､ B 组给予生理盐水灌胃,C 组给予西药氟哌啶醇灌胃,D､ E､ F 组分别给予

息风停煎高剂量､ 中剂量､ 低剂量灌胃,灌服 14 天。实验指标的观察及检测:①刻板活动;②脑组织

ACHE 及 NOS 含量。所有数据釆用 SPSS 19.0 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刻板行为与运动行为比较:中药高剂量组小鼠与西药组小鼠的运动行为､ 刻板行为评分都明

显降低,与模型组相比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 P<0.05),中药高剂量组､ 西药组治疗实验小鼠,对实验小

鼠运动行为都能起到良好改善作用,西药组与中药高剂量组疗效相当,中药中､ 低剂量组对小鼠运动

､ 刻板行为评分略降低,与模型组比较无显著意义(P>0.05)。(2)脑组织 ACHE 测定:中药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及西药组都能够显著降低 ACHE 水平,跟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0.01)。(3)脑组

织 NOS 测定:西药组､ 息风停煎剂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都能够降低脑组织 NOS 水平,与模型组相比

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0.01)。中药高､ 中剂量组 ACHE､ NOS 含量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中药

高､ 低剂量组相比,存在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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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息风停煎剂对于 IDPN 诱发 TS 实验模型小鼠的刻板行为活动有明显抑用,改善 TS 模型小鼠的

抽动及刻板运动症状;息风停中药煎剂可有效降低 TS 模型小鼠脑组织 ACHE､ NOS 含量,息风停煎

剂的治疗效果来源于降低脑组织 ACHE､ NOS 含量有关;推测 TS 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机理与脑组织

的 ACHE､ NOS 含量有关。 
 
 
PO-1104 

Altered EEG complexity in Autistic children revealed by 
multiscale entropy approach 

 
Liu Tian1,2,3,Chen Yanni 4,Chen Desheng5,Li Chenxi 1,2,Qiu Yusheng3,Wang Jue1,2 

1.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Devi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ranch 

3.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4.Xi'an Children's Hospital 

5.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a severe neurodevelopment disorder. This study 
tests the hypothesis that children with ASD show atypical intrinsic complexity of brain activity. 
Methods EEG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boys with ASD and matching normal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while performing an observation and an imitation task. The multiscale entropy was 
estimated within the 0.5-30 Hz frequency band over 30 time scales using a coarse-grained 
procedure. 
Results There is a decreased EEG complexity seen in the ASD children during both the 
observation and imitation tasks. Comparing the two task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een 
between groups in the right hemisphere, and also the central cortex for the observation task. 
Conclusions Multiscale entropy could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D 
and cerebral dysfunction. 
 
 
PO-1105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Cerebral Cortex in Autism and 
Healthy Children Reflected in EEG Coherence 

 
Liu Tian1,2,4,Chen Yanni3,Li Chenxi 1,2,Wang Jue1,2 

1.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Devi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ranch 

3.Xi'an Children's Hospital 
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is a severe neurodevelopment disorder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eficits in social and communicative skills. Prec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ys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frontal and posterior brain region is a major factor leading to ASD.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quantitative EEG findings in ten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ASD as 
compared to ten controls matched for gender, age and IQ. 
Methods  The EEG was recorded during four tasks conditions, which are watching a video of a 
movement of human body, implement of that movement, watching a video of a movement of 
nonhuman body and watching a baseline video. Analyzing EEG signal using the spectrum of 
coherence.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EEG coherence patterns in particular region and frequency 
range of children with ASD. They are between left the temporal lobe and the central zone; the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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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lobe and the prefrontal lobe; the right temporal lobe and the occipital lobe; and among 
bilateral frontal lobe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in difference task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s of 
cerebral cortex have been m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SD and control. 
 
 
PO-1107 

针刺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治疗研究 
 

张何威,霍洪亮,顾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观察针刺治疗技术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感觉统合失调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30 例存在感觉统合失调的 ASD 儿童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干

预组予针刺治疗和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予常规康复治疗。两组患儿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6 个月分别

采用感觉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表进行评分。 
结果 经过 6 个月的治疗,两组患儿的触觉防御,前庭平衡,本体感觉,视听语言,社会适应均较治疗前有

好转(P<0.05 或 P<0.01)。组间比较显示干预组的前庭平衡,本体感觉改善优于对照组,而触觉防御,
视听语言,社会适应改善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常规康复治疗对 ASD 儿童的感觉统合失调障碍有明确的改善作用,同时加上针刺治疗,在前庭

平衡,本体感觉方面可以进一步改善,从而在感觉统合的治疗上可帮助 ASD 儿童。 
 
 
PO-1108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全面性发育迟缓的前瞻性研究 
 

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生酮饮食(ketogenic diet,KD)对全面性发育迟缓(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GDD)患儿神

经行为发育､ 情绪和社会行为及生活能力的影响,并监测其不良反应。 
方法 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对住院的 77 例 GDD 患儿,在告知相关 KD 治疗疗效和不良反应后由

家长选择入组,其中常规治疗组 37 例和 KD 治疗组 40 例。两组患儿均进行综合康复训练,KD 治疗组

在此基础上给予改良 Atkins 治疗方案。治疗前及治疗后 3､ 6､ 9 个月对两组患儿进行 Gesell 发育

量表､ 中国幼儿情绪性及社会性发展量表(CITSEA)/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 婴儿-初中

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S-M 量表)评分评估,比较 2 组之间神经行为发育､ 情绪和社会行为及生活能

力的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后 3､ 6､ 9 个月两组患儿 Gesell 评分比较,在适应性､ 精细动作､ 言语 3 个能区的评

分,KD 治疗组改善情况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治
疗后 3､ 6､ 9 个月两组患儿 CITSEA/CBCL 评分比较,KD 治疗组改善情况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3､ 6､ 9 个月两组患儿 S-M 量表评分比较,两组评分改善度相当,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KD 可不同程度地改善 GDD 患儿的神经行为发育及情绪和社会行为,且较为安全,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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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09 

自闭症儿童家长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梁冠军,顾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研究自闭症(ASD)儿童家长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自编基本情况表对在本科室就诊的 50 名 ASD 儿童家长进行测

评。 
结果 ASD 儿童家长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5);男性家长总分､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偏执及精神病性方面明显低于女性家长(P<0.05),而在敌对和恐

怖两方面则无显著差异(P>0.05)。ASD 儿童家长心理压力主要来源于担心孩子的未来,排解压力的

方式主要是自我调节。 
结论 ASD 儿童家长心理健康状况存在问题,且有性别差异。心理健康受康复疗效及周期的影响较大,
且家长无合适的缓解压力的方式。 
 
 
PO-1110 

Complexity analysis of brain activity in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multiscale entropy analysis 

 
Li Chenxi1,2,Chen Yanni3,Li Youjun1,2,Wang Jue1,2, Liu Tian1,2 

1.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Devi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ranch 

3.Xi’an Children’s Hospital 
 
 

Objective The multiscale entropy (MSE) is a novel method for quantifying the intrinsic dynamical 
complexity of physiological systems over several scales. To evaluate this method as a promising 
way to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s in ADHD, we calculated the MSE in EEG activity during 
the designed task. 
Methods EEG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3 outpatient boys with a confirmed diagnosis of ADHD 
and 13 age- and gendermatched normal control children during their doing multi-source 
interference task (MSIT). We estimated the MSE by calculating the sample entropy values of 
delta, theta, alpha and beta frequency bands over twenty time scales using coarse-grained 
procedur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increased complexity of EEG data in delta and theta frequency 
bands and decreased complexity in alpha frequency bands in ADHD children.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aberrant neural connectivity of kids with ADHD 
during interference tas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SE method may be a new index to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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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1 

Small-World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Revealed by EEG 

Synchrony 
 

Liu Tian1,2,Chen Yanni 3,Lin Pan1,2,Wang Jue1,2 
1.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Devi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ranch 
3.Xi’an Children’s Hospital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the topologic properties of human brain attention-related functional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Multi-Source Interference Task (MSIT) performance using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Methods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13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and 13 normal control childre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pairwise 
combinations of EEG channels was established by calculating synchronization likelihood (SL). 
The cluster coefficients and path lengths were computed as a function of degree K.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rain attention functional networks of normal control subjects 
had efficient small-world topologic properties, whereas these topologic properties were altered in 
ADHD. In particular, increased local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decreased global 
characteristics in ADHD led to a disorder-related shift of the network topologic structure toward 
ordered network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a hypothesis of dysfunctional segreg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brain in ADHD, and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pathophysiologic mechanism of this illness. 
 
 
PO-1112 

Electroencephalogram synchronization analysis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children 

 
Liu Tian1,2, Lin Pan1,2,Chen Yanni 3,Wang Jue1,2 

1.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Devi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ranch, 

3.Xi’an Children’s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in synchronization of different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bands in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children. 
Methods EEG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13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ADHD and 13 normal control 
children in the resting state. The statistical dependencies between each EEG channel were 
generated by calculating synchronization likelihood.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of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 ADHD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evaluated. Overall, the synchron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DHD 
group in the alpha and beta bands.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synchron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ltered in the fast EEG bands in patients with ADHD.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ma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HD 
and cerebral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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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3 

Serum glycopattern and Maackia amurensis lectin-II 
binding glycoprotein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Qin yannan1,Chen Yanni2,Yang Juan1,Wu Fei1,Zhao Lingyu1,Yang Fuquan3,Xue Peng3,Shi Zhuoyue 4,Song 

Tusheng1,Huang Chen1 
1.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2.Xi’an Child’s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3.Laboratory of Proteomics,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4.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Iowa 
 
 

Objective The pathophysiology of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and 
there are no  biomarkers. 
Methods Serum glycopattern and the maackia amurensis lectin-II binding glycoproteins (MBGs) 
in 65 children with ASD and 65 age-matched typically developing (TD) children were compared 
by using lectin microarrays and lectin-magnetic particle conjugateassisted LC-MS/MS analyses. 
Results Expression of Siaα2-3Gal/GalNAc was increased in pooled (fold change=3.33, p<0.001) 
and individual (p=0.009) serum samples from ASD versus TD children. A total of 194 and 217 
MGBs were identified from TD and ASD sera respectively, of which 74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or 
up-regulated in ASD. Bioinformatic analysis revealed abnormal complement cascade and 
aberrant regulation of response-to-stimulus that might be novel makers or markers for ASD. 
Increase of APODα2-3 sialoglycosylation could distinguish ASD samples from TD samples (AUC 
is 0.88).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alteration of MBGs expression and their sialoglycosylation may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of ASD, an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ASD. 
 
 
PO-1114 

473 名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 BMI 与侧凸程度相关性研究 
 

杜青,周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低体重可能与脊柱侧凸相关。然而,侧凸严重程度和身体体质指数(BMI)的相关性尚未明了。本

研究旨在确定在一项学校脊柱侧凸筛查项目中的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低 BMI(<18.5kg/m2)与侧凸严

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招募学校脊柱侧凸筛查项目中确诊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 473 名儿童(女 192 名,男 181 名)。采

用 Cobb 角评估脊柱侧凸严重程度,并分为:轻度(10°-19°)､ 中度(≥20°)。测量身高､ 体重。BMI 可
分为低 BMI(<18.5 kg/m2)､ 正常 BMI (≥18.5 kg/m2)。 
结果 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的平均年龄为 14.2 ± 2.5 岁,轻度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的平均 Cobb 角为

12.4° ± 2.5°,中度特发性脊柱侧凸患儿的平均 Cobb 角为 27.3° ± 13.1° 。低 BMI 组患儿的平均 BMI
为(16.6± 1.3)kg/m2,正常 BMI 组患儿的平均 BMI 为(20.9± 2.3)kg/m2 。473 名确诊为特发性脊柱侧

凸的患儿中,40 名(8.5%)为中度特发性脊柱侧凸,260 名(55%)的体重正常。BMI 与侧凸严重程度之

间无显著的相关性。将年龄与 BMI 校正后,女性与中度特发性脊柱侧凸存在正相关性(OR, 2.35; 
95% CI, 1.09-5.08). 
结论 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 BMI 与脊柱侧凸严重程度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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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5 

腭裂鼻音功能亢进儿童嗓音音质特征的研究 
 

赵风云
1,杜青

1,万勤
2,周璇

1,陈楠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华东师范大学言语听觉康复科学系 

 
 

目的 分析腭裂不同程度鼻音功能亢进儿童的嗓音特征。 
方法 对 68 名腭裂儿童,包括鼻音功能正常的儿童 12 名;轻度鼻音功能亢进的儿童 23 名;中度鼻音功

能亢进的儿童 18 名以及重度鼻音功能亢进的儿童 15 名。应用 S1 软件对/a/录音,并采取稳定段进

行分析基频微扰､ 振幅微扰､ 谐噪比和倒谱峰值。 
结果 不同等级的鼻音功能亢进儿童描述性结果显示:随着鼻亢等级的升高,基频微扰和振幅微扰的数

值基本呈上升趋势,谐噪比和倒谱峰值呈下降趋势。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腭裂轻度鼻音功能亢进

与重度鼻音功能亢进的儿童在基频微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腭裂鼻音功能亢进程度越严重越会影响嗓音音质,尤其是影响声带的振动,这与器质性及功能性

很多相关。 
 
 
PO-1116 

生物反馈治疗对肱骨外髁骨折术后患儿上肢功能的影响 
 

杨晓颜,杜青,周璇,毛琳,陈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0217789 

 
 

目的 观察生物反馈疗法对肱骨外髁骨折术后患儿上肢功能的疗效。 
方法 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医学科就诊的肱骨外

髁骨折术后拆除石膏的患儿中选择 21 例,按就诊顺序分为 2 组,对照组 10 例,接受红外线､ CPM､
主动与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 肌力训练等综合康复治疗,观察组 11 例接受包括生物反馈治疗在内的

综合康复治疗。患儿入组后分别于治疗前､ 治疗后 3 个月采用表面肌电图仪对患儿进行上肢肌肉功

能的评估,治疗前､ 治疗后 1个月､ 治疗后 3 个月对患儿肘关节活动度(ROM)､ 肌力(MMT)进行评

估,分析患儿治疗前后患侧肘关节 ROM及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肱桡肌､ 桡侧腕伸肌的肌力与表面

肌电信号均方根值(RMS)的变化。 
结果 观察组､ 对照组患儿 ROM､ MMT及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肱桡肌､ 桡侧腕伸肌 RMS 值治疗

前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康复治疗后 3个月观察组患儿患侧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肱桡肌､

桡侧腕伸肌肌力及 RMS 值显著高于治疗前(P<0.01),对照组患儿患侧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肱桡肌

､ 桡侧腕伸肌肌力及 RMS 值高于治疗前(P<0.05)。观察组治疗后患侧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肱桡

肌､ 桡侧腕伸肌肌力及 RMS 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两组患儿患侧肘关节 ROM
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1),两组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生物反馈治疗有助于改善肱骨外髁骨折患儿术后上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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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7 

核心稳定性训练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坐位平衡功能的影响 
 

周满相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545001 

 
 

目的 探讨核心稳定性训练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坐位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 3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1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
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加入 20 分钟核心稳定性训练。治疗前､ 治疗 3 个月后采用粗大运

动功能量表(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88)和表面肌电图仪对患儿进行评估,分析脑瘫患

儿治疗前后粗大运动功能量表中 B 区(坐位)及腹直肌､ 竖脊肌表面肌电信号均方根值(RMS)的变

化。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2 组 GMFM88､ B 区粗大运动评分､ 腹直肌 RMS 值､ 竖脊肌 RMS 值高于治疗

前(P<0.05),且治疗组更优于观察组(P<0.05)。 
结论 核心稳定性训练有助于改善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坐位平衡功能。 
 
 
PO-1118 

不同年龄组高危儿全身运动评估细化评分的分布特征研究 
 

尹欢欢,杨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研究高危儿全身运动整体评估和细化评估的关系,并探索高危儿全身运动细化评分的分布特征

以及适用性。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2 月~2016 年 4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和康复科接受 GMs 评估的高危儿的评估录像

和临床资料,根据拍摄录像时高危儿的周龄分为早产阶段组､ 足月阶段组､ 足月后阶段组､ 3 月龄组

､ 4 月龄组和 5 月龄组六组。研究小组的评估人员对这些评估录像进行 GMs 整体评估和细化评

估。 
结果 1､ 总体情况 
共纳入高危儿的 266 段评估录像,扭动运动阶段和不安运动阶段,早产､ 极低出生体重和高胆红素血

症患儿所占比例均较高,分别为 78.0%､ 38.0%､ 53.0%和 51.2%､ 27.1%､ 42.6%。137 个扭动运

动阶段录像评估:N 为 45 个,PR 为 67 个,CS 为 22 个,Ch 为 3 个。129 个不安运动阶段录像分析:65
个为 NF,64 个为 F-。 
2､ 整体评估和细化评估的联系 
细化评分在 N 与 PR 和 CS 之间都有统计学差异(p=0.000);PR 与 N 和 CS 的细化评分都有重叠部

分:PR 细化评分 Max=35 分,相当于 N 的 P25;CS 细化评分 Max=17 分,相当于 PR 低分;CS 上肢较

下肢细化评分高(p=0.003)。NF 和 F-细化评分分布有统计学差异(p=0.000)。 
3､ 各类别细化评分的分布情况 
评估为 N 的细化评分在早产阶段组的婴儿中,下肢空间多变运动要比上肢空间多变运动好(100% vs 
67%,p<0.05),足月后阶段组的婴儿,痉挛动作常发生于下肢,但上肢没有(40% vs 0)。PR 细化评分随

周龄的增长而减少(r=﹣0.324,p=0.007),上肢(r=﹣0.293,p=0.016)和下肢(r=﹣0.279,p=0.022)的评

分都会随着周龄的增加而降低。CS 的细化评估中约 1/2 的婴儿没有颤抖动作的出现,且颤抖动作的

出现与周龄无关;运动空间多变在上肢发生率高于下肢(p=0.014)。NF 细化评估中, “同时存在的其他

运动”分区分数,随周龄的增加细化评分降低(r=﹣0.297,p=0.016),“运动特质”分区,随周龄的增长细化

评分逐渐增高(r=0.340,p=0.006)。随周龄的增长,F-的细化评分总分逐渐减小(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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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5,p=0.018);“同时存在的其他运动”分区中,随周龄的增加细化评分降低(95% vs 16%,r=﹣
0.596,p=0.000)。 
结论 1､ 各整体分类细化评分有重叠部分,GMs 细化评分可以帮助医务人员理解 GMs 整体评估各种

分类的严重程度及转归,在个体运动发育轨迹中,细化评分能够为预测全身运动质量的改善或恶化提

供坚实的基础。 
2､ 利用全身运动细化评分记录婴儿身体不同部位的表现,可及时针对异常部位进行早期干预治疗,其
建立将极大推动 GMs 细化评分在高危儿运动发育随访评估中的应用。 
 
 
PO-1119 

VOJTA 诱导疗法在脑性运动障碍小儿康复中的应用 
 

努思热提.艾沙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目的:应用 VOJTA 诱导疗法治疗有脑性瘫痪(CP)危险的脑性运动障碍儿的效果分析。方法:54
例 CP 危险的脑性运动障碍小儿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组 33 例,运用 VOJTA 诱导疗法 R-K,同时进行常

规康复治疗,对照组 21 例采用常规康复治疗,效果进行疗效分析。结果:经过 3 个月的治疗,2 组总有

效率分别为 90.8%和 80.1%。两组间差异显著(P<0.01)。 
方法 Vojta 诱导疗法 R-K:包括位于四肢的 4 个主诱发带和位于躯干的 5 个辅助诱发带产生反射性移

动运动, R-K 诱导出典型的爬行动作,即,颜面侧上肢向后回旋,头后侧上肢向前回旋,颜面侧下肢屈曲,
头后侧下肢伸展,头向对侧回旋,这一连续动作是在人类系统发生过程中必然会形成的。主诱发带(如
颜面侧,上肢的前臂内侧,下肢股内侧髁等)和辅助诱发带的刺激点(如肩胛骨内缘,上下腭角等)引起患

儿局部肢体肌肉活动,让对侧肢体和躯干,诱发腹爬动作。 
结果 观察组 33 例患者治愈 8 例,占 24.2%,显效 10 例,占 30.3%,好转 12 例,占 36.3%,无效 3 例,占
8%,总有效率 90.8%。对照组 21 例患者治愈 1 例,占 4%,显效 6 例,占 28.5%,好转 10 例,占 47.6%,
无效 4 例,占 19%,总有效率 80.1%。 
结论 CP 危险的脑性运动障碍儿是脑性瘫痪的的早期表现,婴幼儿在脑发育过程中受到损伤而出现对

姿势变化的反应异常,导致姿势和运动协调的障碍,有致脑损伤的高危因素,有脑损伤的早期症状,有脑

损伤的神经学异常(运动发育迟缓,姿势异常,反射异常及 Vojta 姿势反射异常,肌张力异常),在疾病的

初期,异常姿势和运动尚未固定化,以后究竟是否会发生脑性瘫痪,早期是难以区分的,及时全面检查,
以便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通过早期康复治疗,有恢复的希望。临床上综合康复治疗为主,运动疗法一般

采用的是 Bobath 神经发育学疗法,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小儿推拿,高压氧治疗等综合康复治疗,我们

采用 VOJTA 诱导疗法配合 Bobath 神经发育学疗法,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小儿推拿,高压氧等治

疗,CP 危险的脑性运动障碍儿可充分发挥协同作用,增强疗效,缩短疗程,对运动发育的提高,异常姿势

和异常肌张力的改善可取得较好疗效。但对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家长放弃继续治疗等原因,治疗时间

短,且有各种并发症者,综合康复治疗效果不明显,本组 7 例无效患者属此型 
 
 
PO-1120 

ICF-CY 框架下儿童杜氏肌营养不良的评估系统 
 

杜瑜,毛正欢,张鑫,金慧英,付钟敏,王慧,王江平,李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杜氏肌营养不良(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DMD)是世界上 常见的儿童遗传性肌肉疾病,
系 X 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病,通常在 3-5 岁起病,表现为全身骨骼肌进行性无力,会逐渐丧失行走能力

终死亡。但通过早期的评估,可以对患者进行早期干预,延缓疾病进程,提高生活质量。根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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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和青少年版)》(ICF-CY)进行评定,包括患儿机体结构､ 活动能力和活动

参与以及个人和环境因素的作用等方面,对患者进行综合评定,为之后的诊疗及制定康复治疗方案提

供依据。 
 
 
PO-1121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arly in 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CHD8 mutations among two Chinese children 

 
Wang Jiangping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3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s) are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Genetically based subtype identification may prove more beneficial in illuminating the 
course and prognosis, and for individualized-treatment targets of a ASD sub-group. Increasing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de novo 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in the chromodomain helicase DNA-
binding protein 8 (CHD8)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a ASD sub-group. We describe two cases of a 
novel heterozygous nonsense mutations of exon ten in CHD8 gene in two Chinese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Our findings, along with other previously reported studie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disruption of the CHD8 gene represents a specific genetic sub-type of 
ASD. 
 
 
PO-1122 

应用减重训练改善脑性瘫痪儿童踝关节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彭飞飞,李海峰,王慧,王江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减重训练对于脑性瘫痪儿童踝关节功能改善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7 年 4 月在我科接受康复治疗的脑瘫儿童患者中选取 80 例,要求是在佩

戴矫形器或者技能鞋的情况下可以做减重训练,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男 32 例 
女 8 例 ,年龄 2-7 岁,病程 3 个月,对照组 40 例,男 35 例 女 5 例 ,年龄 2-7 岁,病程 2 个月,两组资料统

计学分析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由专业治疗师进行,康复治

疗手段以神经发育学疗法为主,牵伸技术,关节活动技术,平衡训练,肌力训练等, 1 次/d,40min/次,5-6d/
周,连续训练 2 个月。治疗组:在常规 PT 训练基础上增加减重训练,根据患者下肢负重能力､ 平衡能

力､ 选择速度､ 坡度､ 有专职治疗师指导双下肢在减重状态下模拟步行,同时注意辅助患儿的躯干

和骨盆的旋转,协助患儿迈步,完成步行周期的步行, 2 次/d,15min/次,5-6d/周,训练期间固定治疗组每

个患者的坡度和速度,每 2 周增加 1 个坡度增加 2 个速度,第 1 周从坡度 1 开始速度 4 开始,连续训练

个 2 月。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进行疗效评定,采用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 GMFM-88 的站立项(D
项)和走､ 跑､ 攀登项(E 项)对患儿进行评定,同时配合关节活动度测量方法,小腿肌容积测量方法,及
徒手肌力评定方法,踝关节主动背屈度数越高表示踝关节背屈功能越好,GMFM88 项 D､ E 项分数越

高说明下肢运动功能越好,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著意

义。 
结果 使用减重训练系统的康复治疗组踝关节主动背屈功能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减重训练可以改善踝关节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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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3 

推拿结合 NATH 康复疗法治疗小儿臂丛神经损伤的临床研究 
 

董庆,李海峰,徐仁爱,张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推拿结合 NATH 康复疗法治疗小儿臂丛神经损伤的疗效。 
方法 回顾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就诊的 20 例由分娩

引起的臂丛神经损伤患儿(年龄小于 3 月龄)的治疗,采用推拿结合 NATH治疗､ 低频电刺激,进行治

疗前､ 后随访研究。 
结果 痊愈 5 例,显效 12 例,有效 2 例,无效 1 例,临床有效率 95%,肌电改善率 93.3%。 
结论 虽然目前显微外科发展迅速,但对于 3 月龄以内的臂丛神经损伤患儿多还是采用保守康复治疗,
通过临床观察推拿结合 NATH 康复疗法治疗小儿臂丛神经损伤的早期干预的研究,还是能取得较好

的效果。其可能的机理是 1.能促进患肢恢复运动功能,恢复正常的运动模式;2.能辅助促进患肢神经

再生,形成新的条件反射;3.防治患肢的肌肉废用性萎缩,关节挛缩;4.能促进受损肢体感觉､ 温痛觉功

能的恢复。 
 
 
PO-1124 

小儿脑性瘫痪合并癫痫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阮雯聪,陈彤,李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小儿脑性瘫痪合并癫痫的主要危险因素,为今后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以“脑性瘫痪”､ “癫痫”､ “危险因素”､ “病例对照”等为检索词,收集 1970~2017 年关于小儿脑性

瘫痪合并癫痫发病危险因素的研究文献,应用 Meta 分析的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综合定量

评价小儿脑瘫合并癫痫相关危险因素的作用。 
结果 共 7 篇文献纳入研究,累计病例 3578 例,对照 7617 例。小儿脑瘫合并癫痫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分析结果如下:窒息(OR=0.88,95CI:0.7.~1.12,P=0.31)､ 低体重
(<2500g)(OR=1.05,95CI:0.48~2.28,P=0.91)､ 黄疸(OR=0.74,95CI:0.49~1.11,P=0.15)､ 颅内出血

(OR=2.54,95CI:1.86~3.49,P<0.00001)､ 脑外间隙增宽(OR=1.00,95CI:0.77~1.29,P=0.99)､ 脑软

化(OR=1.29,95CI:0.57~2.88,P=0.54)､ 脑室扩大(OR=0.96,95CI:0.65~1.42,P=0.85)､ 脑结构畸形

(OR=3.05,95CI:1.66~5.60,P=0.0003)､ 男性(OR=0.95,95CI:0.88~1.03,P=0.26)､ 智力障碍
(OR=7.40,95CI:3.55~15.45,P<0.00001)､ 重度智力障碍(OR=6.67,95CI:3.24~13.70,P<0.00001)､
早产(OR=0.66,95CI:0.48~0.91,P=0.01)､ 新生儿惊厥(OR=2.67,95CI:2.20~3.25,P<0.00001)。 
结论 颅内出血､ 脑结构畸形､ 智力障碍､ 新生儿惊厥是小儿脑性瘫痪合并癫痫发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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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5 

物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 
 

尹宏伟,吕程程,杜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观察物理治疗(CPM 训练､ 主动肌力训练和振动训练)联合药物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DMD)的
疗效。 
方法 将 DMD 43 例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23 例,对照组 20 例。2 组患儿

均采用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治疗组患儿在此基础上增加物理治疗方案,包括 CPM 训练､ 主动肌

力训练和振动训练。治疗组与对照组患儿均于治疗前和治疗 6M 后(治疗后)进行 10 m 步行时间和

全身肌力评定(MRC),并于治疗后对 2 组患者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治疗后,2 组患儿的 10 m 步行时间较组内治疗前均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
治疗组患儿治疗后的 10 m 步行时间和全身肌力(MRC)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后,治疗组患儿的总有效率为 91.3%,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70.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结论 CPM 训练､ 主动肌力训练和振动训练的综合康复疗法联合药物治疗 DMD,可显著缩短 DMD
患儿 10m 步行时间,增加肌力。 
 
 
PO-1126 

悬吊训练对感觉统合障碍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赵晓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观察悬吊训练对感觉统合障碍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32 例年龄 25-30 个月 感觉统合障碍患儿分层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16 人,对照组

接受常规的 PT 治疗,振动疗法,电子生物反馈疗法。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悬吊训练,每周 3 次,每次

30min,共 12 周。分别在治疗前后用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中的 GMQ 和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

中的 PDI 对两组感觉统合障碍患儿的运动功能进行评估,分析比较两组患儿的运动功能的改善情况

有无显著性差异,观察悬吊训练在感觉统合障碍患儿运动功能中的影响。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患儿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中的 GMQ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P>0.05),经 12 周治疗后两组患儿 Peabody 中的 GMQ 运动发育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
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患儿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中的 PDI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经 12 周治疗后两组患儿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中的 PDI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且治

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悬吊疗法是改善感觉统合障碍患儿运动功能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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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7 

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脑性瘫痪吞咽障碍的研究 
 

朱敏,吕静,张跃,汤健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对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针灸及口腔按摩治疗脑瘫患儿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收治的脑瘫吞咽障碍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观

察组(每组各 3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康复锻炼(口腔按摩激联合针灸),观察组在口腔按摩联

合针灸的基础上给予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共 12 周。对比分析 2 组患儿在治疗前后吞咽障碍严重程

度､ 吞咽功能评价､ 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营养状况改善程度。同时运用表面肌电仪测定颌下肌群

自主收缩位表面肌电积分值(iEMG)和表面肌电信号均方根值(RMS)的变化。颌下肌群表面肌电图中

吞咽时程及 大振幅的改变。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后较本组治疗前吞咽障碍评分治疗后评分改善,差异具有显著性(均 P <0.05),观
察组吞咽障碍严重程度评分较对照组有改善(P<0.05);观察组较对照组总有效率有所提高,具有统计

学意义。iEMG 和 RMS 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表面肌电图 大振

幅增高,吞咽时程缩短,差异具有显著性(均 P <0.05)。 
结论 对脑瘫吞咽障碍患儿实施神经肌肉电刺激联合针灸及口腔按摩治疗效果显著,能有效改善吞咽

障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流涎症状及患儿营养状况。 
 
 
PO-1128 

Treatment of hyperbaric oxygen combine with cannabidiol 
promote recovery of brain damage in newborn rats with 

hypoxia-ischemia 
 

Quan Liju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6 

 
 

Objective Objective: Hypoxic-ischemic (HI) encephalopathy is a common but severe disease in 
clinic. However, the effective therapy of repairing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is still lacking. 
On account of the improvement on brain damage of hyperbaric oxygen (HBO) in clinical and 
multi-function on neuroprotective of cannabidiol (CBD), we carried out series of experiments try to 
find out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treatment of HBO and CBD on brain damage of newborn rats 
induce by HI.  
Methods 7-day-old newborn rats a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fter HI model created, rats were 
grouping into HI model group, HI+HBO treated group, HI+CBD treated group, HI+HBO+CBD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with sham group. After one week treated, parts of pups were go on T-
maze, and CSF was collected to measure the concentration of NSE and S100 β protein, 
then brains of pups were removed to measure the concentration of MDA, SOD, TNF-a and IL-β 
and expression level of TNF-a and NSE in hippocampal. The rest parts of pups were running 
Radial arm maze and foot fault test.  
Results Two weeks after HI (P22), pups showed reducing correct responses to the retraction in 
T-maze test, P30 pups with HI need more time to visits 3-baited arms and number of errors was 
increased in radial arm maze, and number of foot-faults was also increased in foot-fault test. 
Along with brain weight loss. concentration of SOD was reduced and MDA, TNF-a and IL-β were 
increased in brain tissue, NSE and S100 β protein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in CSF,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NF-a and NSE. Pups that were treated with single HBO or CBD, or 
HBO+CBD showed less brain weight loss, better results of neurologic behaviors tes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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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the SOD, reducing MDA, TNF-a and IL-β level of brain tissue, as well NSE and S100 
β protein in CSF. and expression level of TNF-a and NSE were also reduced. And 
HBO+CBD treatment exhibited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HBO and CBD on HI-induced brain damage of 
pups achieve better results in reducing brain damage and better neurobehavioral performance. 
 
 
PO-1129 

婴幼儿神经发育疗法在脑性瘫痪康复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田小玉,王秋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婴幼儿神经发育疗法(NDT)在脑性瘫痪(CP)患儿运动功能康复中的疗效。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运用 NDT 进

行康复治疗的 43 例脑瘫患儿进行疗效研究。脑瘫患儿每周至医院接受 NDT 3~6 次,同时辅以家庭

康复训练。对其分别在治疗前､ 治疗 3 个月时,治疗 6 个月时,采取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PDMS)
对患儿姿势能力(ST)､ 移动能力(LO)进行评分,统计学分析评分结果的改善情况。 
结果 脑瘫患儿在接受 NDT 治疗后,姿势控制能力和固定能力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不同年龄阶段的脑瘫患儿进步速度有一定的差异,一岁以内的脑瘫患儿进步明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岁到两岁的脑瘫患儿姿势控制能力和移动能力在治疗三个月时进步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 6 个月时有进步,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岁以上的脑瘫

患儿在治疗 3 个月,6 个月时治疗分数有进步,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类型脑瘫患儿的

进步有明显的差异,偏瘫患儿较四肢瘫和双瘫患儿进步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DT 对不同年龄脑瘫患儿的运动功能的疗效不同,特别是对早期脑瘫患儿的疗效 佳。NDT 对

不同瘫痪部位脑瘫患儿的姿势能力与移动能力均有促进作用,但改善程度各异。采用 NDT 早期介入

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可以更好促进其运动功能的发展。 
 
 
PO-1130 

儿童肌张力不全持续状态的早期识别及处理 
 

张峰,陈福建,罗琼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赣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341000 

 
 

目的 本文对两名肌张力不全持续状态的患儿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证明早期识别及治疗儿童肌张力不

全持续状态可以更好的改善其预后。 
方法 对两名肌张力不全持续状态的患儿进行了回顾性研究。两名患儿的早期表现为全身肌肉持续

痉挛,吞咽障碍,睡眠障碍及身体疼痛。在给予患者支持治疗,咪达唑伦泵维,口服苯海索治疗。 
结果 两名患者在治疗 5 天左右明显缓解,并未发生明显并发症,未接受重症监护。 
结论 早期识别及处理儿童肌张力不全可以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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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1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陈琛,谢鸿翔,陈方川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300 

 
 

目的 探讨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的影响。 
方法:选取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在本院行康复治疗的脑瘫患儿 40 例。男 28 例,女 12 例;年龄

2~8 岁。功能障碍分型:痉挛型 16 例,不随意运动性 14 例,混合型 10 例。根据实际情况分成两组,对
照组 20 例,行常规康复治疗;实验组 20 例,接受常规的康复训练,在每一次运动训练过程中,用 15-20
分钟重点强化足弓训练,一个康复疗程 3 个月,共 2 个疗程。用足底压力测试系统进行评估。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在本院行康复治疗的脑瘫患儿 40 例。男 28 例,女 12 例;年龄

2~8 岁。功能障碍分型:痉挛型 16 例,不随意运动性 14 例,混合型 10 例。根据实际情况分成两组,对
照组 20 例,行常规康复治疗;实验组 20 例,接受常规的康复训练,在每一次运动训练过程中,用 15-20
分钟重点强化足弓训练,一个康复疗程 3 个月,共 2 个疗程。用足底压力测试系统进行评估。 
结果 实验组 6 个月内进行足底压力测试系统测试足底压力百分比高于对照组(P<0.01),两组差异显

著性明显。 
结论 足弓训练对脑瘫患儿足底压力改善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PO-1132 

抗重力位下负重加压对脑瘫患儿躯干核心稳定的影响 
 

吴莹莹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200 

 
 

目的 探讨抗重力位加压负重对脑瘫患儿躯干核心稳定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病例

个 30 例的常规组和对照组,每组患儿均予以躯干核心稳定训练,在此基础上,对照组增加躯干加压负

重训练,借于粗大运动功能量表明在治疗前后对两组患儿运动功能进行对比评价 
方法 将 6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病例个 30 例的常规组和对照组,每组患儿均予以躯干核心稳定训练,在
此基础上,对照组增加躯干加压负重训练,借于粗大运动功能量表明在治疗前后对两组患儿运动功能

进行对比评价。 
结果 经过半年的治疗,两组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均有所改善,其中对照组改善情况明显比常规组好

(P<0.05)。  
结论  脑瘫患儿在进行躯干核心稳定训练同时加沙袋衣负重有利于运动功能改善,具有应用推广价

值。 
 
 
PO-1133 

脑瘫儿童睡眠障碍的研究进展 
 

张 宁,吴德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脑瘫(简称脑瘫)是发育中的胎儿和婴幼儿脑的非进行性损害,导致持续性活动受限的一组运动

及姿势发育障碍症候群,常伴有感知觉､ 认知､ 交流及行为障碍。睡眠障碍也是脑瘫常见的合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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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脑瘫儿童的预后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探讨脑瘫儿童睡眠障碍的可能机制及相关影响因素,提
高临床脑瘫儿童的康复管理水平。 
 
 
PO-1134 

Role of SIRT1/PGC-1α in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stress in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Bo Xiaosong,Tang Jiulai 

the First Affiliat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Objective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a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and has a high 
prevalence in children. Recently, mitochondrial oxdative stress has been propos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SD. Besides, SIRT1/PGC-1α signal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bating 
oxidative stress. In this study, we sought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SIRT1/PGC-1α signaling in the 
ASD LCLs.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of SIRT1/PGC-1α axis genes were 
assessed in 35 patients of children with ASD and 35 healthy controls (matched for age, gender 
and IQ). Next, we used lymphoblastoid cell lines (LCLs) derived from children with 
ASD and control LCLs to detect SIRT1/PGC-1α axis genes expression and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nd mitochondrial ROS generation and cell apoptosis. Finally, the effect of 
overexpression of PGC-1α on oxidative injury in the ASD LCLs was determined. 
Results SIRT1/PGC-1α axis genes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at transcriptional and 
translational levels in ASD patients and LCLs. Besides, Cyto C and DIABLO released from 
mitochondria to the cytosol in the ASD LCLs. Moreover, the intracellular ROS and mitochondrial 
ROS and cell apoptosis were increased in the ASD LCLs. However, overexpression of PGC-
1α upregulated the SIRT1/PGC-1α axis genes expression and reduced Cyto C and DIABLO 
release in the ASD LCLs. And overexpression of PGC-1α reduced the ROS generation and cell 
apoptosis in the ASD LCLs. 
Conclusions Overexpression of PGC-1α could reduce the oxidative injury in the ASD LCLs and 
that PGC-1α may act as a target for treatment. 
 
 
PO-1135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rapeutic effect between 
hospatal therapy and home tharapy for cerebral palsy 

children 
 

liu nan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f NingBo City 315040 

 
 

Objective Compa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between hospatal therapy and home tharapy  for 
cerebral palsy children ,and analyse the effect of difference. 
Methods 60 cerebral palsy patients are randomly  assigned to  hospital therapy group or home 
therapy group, hospital therapy group will receive physical tharepy for 45mins,and home therapy 
group do tharepy at home,then accept the guidance at every week for re-examination.We will do 
a three-month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and evaluate patients in GMFM score 
and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he observation.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62 
 

Results GMFM score of hospital therapy 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to home therapy 
group(P<0.05);From the aspects of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cale,gross motor､ social 
behavior､ adaptive capacity and development quotien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home therapy,hospital therapy provides a scientific training 
environment and  therapeutic method,which can make level of motor and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better too. 
 
 
PO-1136 

悬吊训练对高危儿早期干预的临床观察 
 

卢跃鹏 
登封市妇幼保健院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452740 

 
 

目的 探讨悬吊训练对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效果。 
方法 选取在登封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 2013-02—2014-02 确诊的高危儿 160 例,随机分为对照

组 80 例,给予常规早期干预方法。悬吊训练组 80 例,在常规早期干预训练方法的基础上加用悬吊训

练。两组的治疗时间均为 3 个月。治疗前后均对两组高危儿进行智力及运动水平(Gesell 发育商评

分)的评定。治疗前两组 Gesell 发育商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经过 3 个月的治疗后两组 Gesell 发育商评分均有所提高,治疗后悬吊训练组 Gesell 发育商评分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悬吊训练与常规早期干预方法相结合可提高高危儿早期干预效果,值得临床应用。 
 
 
PO-1138 

早期干预降低发育落后患儿残障发生率的效果 
 

卢跃鹏 
登封市妇幼保健院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452740 

 
 

目的  探讨早期干预降低发育落后患儿残障发生率的效果。 
方法 发育落后患儿 160 例分为早期干预组(80 例)和常规组(80 例)。干预组除接受常规育儿指导外,
还进行综合的早期干预康复训练。包括功能训练(抬头､ 翻身､ 独坐､ 爬行､ 站立及行走)､ 言语训

练､ 推拿治疗､ 应用修复神经药物､ 脑循环治疗仪､ 经络导平仪治疗､ 神经肌或痉挛肌治疗､ 针灸

､ 中药药浴､ 蜡疗等,均由经过早期干预训练的训练师进行操作。常规组仅接受常规的育儿指导。 
结果 2 岁时残障发生率干预组 12.5%(10/80),常规组 30.0%(24/8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早期干预可降低发育落后患儿的残障发生率。 
 
 
 
 
 
 
 
 
 
 
PO-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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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训练结合运动治疗在小儿脑瘫中的应用 
 

刘若皎,金红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观察在康复治疗基础上加感觉统合训练在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96 名脑瘫患儿作为观察对象,按照训练方法不同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儿均常规给予药物治疗

､ 运动疗法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感觉统合训练,治疗 6 个月后比较 2 组患儿康复效果,评估应用

GMFM88 项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对患儿运动能力评估,采用韦氏智测和 Gesell 量表评估智力水

平。(年龄大的采用 GMFM88 项､ 韦氏智测;年龄小的采用 Peabody运动发育量表､ Gesell 量表)进
行评估。 
方法 1 对象与方法:青海省儿童医院 2015-12—2016-12 月收治的 2-6 岁 96 例脑瘫患儿,其中男 50
例 女 46 例 痉挛性脑瘫 52 不随意运动性 24 例 共济失调性 10 例 混合型 10 例。按照随机法随机分

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48 例,其中治疗组男 25 例 女 23 例 平均年龄 4.8 岁;对照组男 25 例 女 23 例 
平均年龄 5.0 岁 2 组患儿在年龄､ 性别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患儿均

常规给予药物治疗､ 运动疗法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感觉统合训练,治疗 6 个月后比较 2 组患儿

康复效果。 
1.2 评估方法 
使用粗大运动评估(GMFM88 项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对患儿运动能力评估,采用韦氏智测和

Gesell 量表评估智力水平。(年龄大的采用 GMFM88 项､ 韦氏智测;年龄小的采用 Peabody 运动发

育量表､ Gesell 量表)进行评估。 
1.3 疗效判定标准 
以发育商作为判定标准,提高 10 分以上认为显效,提高 5-9 分为有效,发育商小于 5 分提示无效[2] 
1.4 统计学方法 
结果 感觉统合训练为患儿提供了一种科学与游戏相结合的训练模式,有助于加强患儿感觉接受的调

节､ 感觉辨别､ 姿势控制及动作的计划性,提升动作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而改善患儿的运动能力及

生活能力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可有效促进小儿脑瘫患者运动､ 智力水平提高及神经心理发育,改善脑瘫儿童感

觉障碍,值得推广应用 
 
 
PO-1141 

早期护理干预对小儿精神运动发育迟缓预后的影响 
 

程祺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探讨早期护理干预在小儿精神运动发育迟缓中的应用效果,并分析其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签法选取病例,病例来源于 2015 年-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康复科的 96 例

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划分组别,对照组的 48 例患儿接受常规治疗,实验组的 48 例

患儿接受常规治疗,并辅以早期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GMS 和 GMFM 改善情况。 
结果 比较两组实验数据发现,实验组的患儿治疗后 GMS 评分结果明显优于治疗前,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实验组 GMS 评分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组件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患儿随访 1 年,结果表明,实验组患儿 GMFM 在 3个月､ 6个月､ 12 个月的 GMFM 评分

呈逐渐上升趋势,且各时间阶段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在第 6个月､ 12 个月的

GMFM 评分上升不明显,组间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有助于改善患儿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情况,减少后遗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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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42 

经颅磁刺激联合传统康复治疗对肌张力低下型脑性 
瘫痪患儿发育商和关节活动度的影响 

 
才让吉,金红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研究分析经颅磁刺激联合传统康复治疗对肌张力低下型脑性瘫痪患儿发育商和关节活动度的

影响 
方法 对我院在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31 例肌张力低下型脑性瘫痪患儿设为对照

组,并给予传统的康复治疗,将我院在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31 例该病患儿设为观

察组,采用颅磁刺激联合传统康复治疗,对比两组患儿经康复治疗前后患儿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发育

商及关节活动度的情况。 
结果 两组患儿在康复治疗前,观察组的发育商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患儿股角明

显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动作能发育商明显大于对照组,腘窝角及股角明显小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患儿动作能发育商明显大于对照组,然而言语能发育商及腘窝角､ 股角均明显小于

对照组(P<0.05),两组患儿应物能和应人能发育商､ 足背角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患儿康

复治疗 3 个月后言语能及应人能发育商明显优于两个月后康复治疗效果(P<0.05)。 
结论 经颅磁刺激联合传统康复治疗对肌张力低下型脑性瘫痪患儿的发育商和关节活动有一定的改

善,其作用在经传统康复及神经调节治疗约 2 个月时疗效更为显著。 
 
 
PO-1143 

北极星移动功能量表评价 Duchenne 型 
肌营养不良症的临床研究 

 
秦伦,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针对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探讨北极星移动功能量表(North Star Ambulatory 
Assessment,NSAA)与下肢关键肌磁共振影像学评价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就诊于我科的 44 名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的可

独立步行的患儿,平均年龄 6.2±4.8 岁(2-12 岁)。所有患儿均由同一名专业治疗师进行 NSAA 评测,
并与下肢抗重力关键肌的磁共振脂肪化分度进行相关性分析。NSAA 量表专门用于评估可步行的

DMD 患儿的运动功能。肌肉磁共振脂肪化分度评分,可用于反映肌肉受损程度。踝关节背屈角度､

使用激素年龄评分及臀大肌磁共振脂肪化分度评分被作为影响因素对 NSAA 评分进行了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 
结果 NSAA 评分与下肢不同关键肌的磁共振脂肪化分度评分具有不同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r 在臀大

肌､ 股四头肌､ 内收肌群分别为 0.82､ 0.75､ 0.61。踝关节背屈角度､ 使用激素年龄评分､ 臀大肌

磁共振分度评分均对 NSAA 评分有影响。偏回归系数 t 检验 p 值均小于 0.05,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分

别为 0.34､ 0.17､ 0.38。 
结论 NSAA 用于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运动功能的评估结果与下肢关键肌磁共振脂肪化分度

有着高度相关性,且以臀大肌 为显著,是一种可以快捷､ 经济反应患儿肌肉受损程度的评价方法。

臀大肌的脂肪化程度与踝关节的背屈角度对于 NSAA 评分具有较大的影响,提示保护臀大肌和预防

跟腱挛缩的重要性。早期使用激素治疗对 NSAA 评分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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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44 

沙盘游戏疗法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效果研究 
 

余文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沙盘游戏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 ADHD)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随机纳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确诊为 ADHD 的 6-12 岁

的 8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ADHD 患儿之前未接受过药物治疗,儿童智力测验

(wechsierintelligence scale tor children.wlsc—CR)总智商≥80,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病史。80
例 ADHD 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40 例)与对照组(40 例),实验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每周 1 次共 6
个月的沙盘游戏心理治疗,对照组仅进行药物治疗。两组均予治疗前后采用 conners 父母症状问卷

(parentsymptom questionnire,PSQ)为测评工具,分别在实验前后对患儿进行疗效对照评定。在治疗

前后对患儿家长各进行一次半结构式的访谈。 
结果 1､ 研究组和对照组 ADHD 儿童治疗前后比较,实验组结果显示,治疗后 conners 量表各因子得

分都有减少,其中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问题､ 冲动--多动及多动指数因子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对照组结果显示,治疗后除品行障碍､ 焦虑､ 心身障碍之外的因子得分都有减少,其中

学习问题､ 多动--冲动及多动指数因子得分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2､ 治疗后两组

ADHD 儿童 conners 父母量表的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 PSQ 因子得分,对两组治疗前后的 PSQ 因子得

分进行两组均值比较。结果显示,经过每周 1 次共 6 个月的沙盘心理治疗后,实验组 ADHD 儿童的

conners中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障碍､ 多动--冲动,焦虑及多动指数因子得分均小于对照组,其
中品行问题､ 心身障碍､ 焦虑得分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3､ 对患儿家长的半结构式

访谈前后对比有明显好转。 
结论 沙盘游戏心理治疗能够有效改善 ADHD 患儿的多种症状。对 ADHD 患儿的身心治疗有积极作

用。 
 
 
PO-1145 

踏车运动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功能的影响 
 

宫阳阳,侯梅,王淑婷,苑爱云,金国圣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探讨踏车运动训练对痉挛型脑瘫下肢功能改善的有效性。 
方法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月青岛妇女儿童医院康复科住院或门诊康复的痉挛型脑瘫､ 改良

Ashworth 评定下肢肌张力 1~3 级､ 粗大运动能力发育至少达到 10个月水平､ 言语智商不低于 70
､ 能够理理解并执行简单指令的 60 例患儿,随机分为 2 组,在基础治疗的同时,实验组每日进行常规

PT 训练和踏车运动(MOTOmed 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各 1 次(30min),对照组进行每日常规 PT 训练 2
次(30min/次),每周治疗 5 天,连续 3 个月为 1 个疗程。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定(GMFM)中的 D\E 能区

评分､ 表面肌电均方根值(RMS)分别评估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粗大运动功能改变和表面肌电信号情

况,并对结果进行组内和组间比较。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较,对照组及实验组患儿治疗后双下肢被动牵拉表面肌电值示腓肠肌､ 股内收肌

群及股四头肌肌张力明显降低(P<0.05),腘绳肌无明显改变(P>0.05);主动收缩下肢肌群表面肌电

RMS 值均明显升高(P<0.05),两组 GMFM 评分 D 区和 E 区得分明显升高(P<0.01)。治疗后两组比

较,实验组较对照组痉挛型脑瘫患儿双下肢被动牵拉表面肌电值示腓肠肌､ 股内收肌群及股四头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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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张力改善明显(P<0.05),腘绳肌无明显改善(P>0.05),双下肢主动收缩表面肌电值示各组肌肉肌力

低改善明显(P<0.05),GMFM 评分改善明显(P<0.01)。 
结论 踏车运动训练有利于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腓肠肌､ 股内收肌群及股四头肌的肌张力､ 提高肌

力,进而改善患儿立位和行走能力。 
 
 
PO-1146 

高压氧治疗手足口病并脑干脑炎的疗效观察 
 

董红琴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高压氧综合治疗手足口病合并脑干脑炎患儿的临床效果。 
方法 收集 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我院明确诊断为手足口病合并脑干脑炎患儿 138 例,随机

分为实验组 73 例和对照组 6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抗感染､ 脱水降颅压､ 止惊､ 维持水电解质

平衡等),实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对两组患儿的疗效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实验组总有效率较对照组高(P<0.01)。 
结论 高压氧治疗可提高手足口病合并脑干脑炎患儿的总有效率,应尽早采用高压氧综合治疗。 
 
 
PO-1147 

平衡仪在脑瘫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李玉娟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观察平衡仪训练对脑瘫儿童平衡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2017 年度康复科就诊的脑瘫儿童(包括住院及门诊)病例 30 例,该 30 例脑瘫患儿

年龄在 3 岁至 13 岁范围,均可独自站立 30 分钟以上时间,智力水平等同或高于正常儿童 3 岁智力水

平。配合其他康复治疗手段(运动疗法,针灸,推拿等),每日进行平衡仪训练一次,每次训练时间为 30
分钟。训练内容包括“平衡分色”､ “矩形游戏”､ “赛车游戏”､ “轨迹游戏”､ “躲避球”等平衡训练项目,
锻炼患儿立位左右､ 前后及综合平衡稳定性及身体在各个方向的活动范围。训练持续 1 个月,训练

前后分别进行平衡训练评估系统测试并打印测试报告进行对比。 
结果 平衡训练评估系统平衡测试报告两次数据对比显示,训练一个月之后 30 例病例的各项数据均有

所改变(包络面积､ x方向偏移､ y方向偏移､ 动摇偏倚等各项测试数值均有一定程度变小) 
结论 平衡仪训练在脑瘫儿童稳定性中起到重要作用,能有效提高脑瘫儿童的平衡稳定性。 
 
 
PO-1148 

早产脑瘫患儿伴发癫痫和脑电放电模式特征及其相关因素 
 

万鑫,侯梅, 刘志翠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早产脑瘫患儿伴发癫痫和脑电放电模式特征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对 2014 年 3 月~2016 年 3 月期间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神经康复科治疗的 138 例早产脑瘫患

儿进行详细的病史采集､ 长程脑电图监测及影像学检查,分析早产脑瘫患儿伴发癫痫的相关因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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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电放电模式。长程脑电图监测包括清醒和睡眠两种状态,监测时间为 2~24 小时,由专业脑电图医

师进行阅图分析,进行癫痫样放电的检出及分类。采用 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颅脑影像学改变､ 新生

儿期惊厥史､ 围产期窒息史､ 出生胎龄､ 出生体重等因素对早产脑瘫患儿伴发癫痫的影响。 
结果 138 例早产脑瘫患儿中,31 例伴发癫痫,以痉挛型四肢瘫发生率 高。发作类型以局灶性发作和

痉挛发作为主,主要见于痉挛型双瘫和偏瘫患儿;痉挛型四肢瘫以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和痉挛发为主;
混合型瘫和痉挛型双瘫可以出现多种发作形式。31 例伴发癫痫患儿中,11 例诊断为 West 综合征,7
例伴有睡眠中癫痫性电持续状态(ESES)现象。PVL 早产患儿的癫痫发病率为 24.73%。138 例早产

脑瘫患儿中,28 例伴发临床下痫样放电,以痉挛型偏瘫发生率 高。伴发癫痫或临床下放电的早产脑

瘫患儿中,均以局灶性放电为主,伴发癫痫者多灶性和全面性放电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单纯伴发临床下

放电者,而高度失律仅见于伴发癫痫的早产脑瘫患儿。新生儿惊厥是早产儿脑瘫伴发癫痫的危险因

素。 
结论 早产脑瘫患儿常伴癫痫及临床下痫样放电,以局灶性发作和痉挛发作为主要类型,癫痫性脑病及

电临床综合征并非少见且预后更差;局灶性 EEG 表现者神经发育和认知预后好于多灶性/全面性

EEG 表现者;新生儿惊厥对早产儿脑瘫伴癫痫有预测价值。 
 
 
PO-1149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与 Gesell 发育量表 
在高危儿运动评估的一致性研究 

 
程冰梅,肖华,何璐,陈瑞琼,郑韵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AIMS)与 Gesell 发育量表在高危儿运动功能评估中的一致性及

AIMS 在评估高危儿运动功能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 个月~8 个月的 116 例高危儿均接受 AIMS 与 Gesell 发育量表评估,其中足月儿 56 例,早产儿

60 例。采用 Kappa 值对 AIMS 百分位与 Gesell 发育量表大运动发育商的一致性效度进行分析,分别

计算足月高危儿､ 早产高危儿的 AIMS 百分位与 Gesell 发育量表大运动发育商一致性效度。 
结果 116 例高危儿 AIMS 百分位与 Gesell 发育量表大运动发育商的一致性为 0.62,其中在足月高危

儿及早产高危儿的一致性效度分别为 0.66 及 0.53。 
结论 本研究显示 AIMS 在高危儿粗大运动功能评估中与 Gesell 发育量表有较高的一致性,应用

AIMS 还可以更早地发现运动发育异常。 
 
 
PO-1150 

音乐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疗效观察 
 

路琦,吴秀丽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观察音乐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疗效 
方法 将 68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设为对照组(n=34)和实验组(n=34)实验组在

进行功能锻炼的同时配合音乐疗法,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两组的临床效果。 
结果 实验组患儿的总有效率为 94.1%(32/34),对照组患儿的总有效率 79.4(27/34),数据的比较满足

p<0.05 
结论 应用音乐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进行治疗,能够提高患儿的康复治疗效果,对患儿功能改善有积

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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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51 

强制性运动疗法在偏瘫型脑瘫中的应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唐红梅,刘力茹,徐开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手功能障碍在偏瘫型脑瘫患儿中较为突出,可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 社会交往､ 心理健康及日

后职业方向的选择。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偏瘫型脑瘫患儿手功能障碍的方法种类繁多,其中强制性

运动疗法(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CIMT)可显著改善偏瘫型脑瘫患儿手功能,并得到

了家长及患儿的广泛认可。然而,CIMT 改善手功能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明了。本文就近年来有关

CIMT 改善手功能障碍的相关机制研究予以综述,为强制性运动疗法的临床推广和应用提供重要的依

据和理论支持。 
方法 回顾分析近年来发表的有关 CIMT 应用于偏瘫型脑瘫患儿治疗的相关文献,首先就 CIMT 在偏

瘫型脑瘫患儿应用中的专家共识做一介绍,随后从神经细胞､ 神经网络和微环境调控层面逐一介绍

CIMT 促进偏瘫型脑瘫患儿手功能康复的可能机制。 后就现有的问题进行总结概括。 
结果 CIMT 可显著改善偏瘫型脑瘫患儿手功能,提高其社会生活能力。 新专家共识指出,尽管各研

究对于 CIMT 训练的参数报道各异,但共识中对 CIMT 训练的强度､ 频率､ 持续时间､ 训练环境､ 疗

效维持时间及注意事项等做了推荐和引导。CIMT 改善偏瘫型脑瘫患儿手功能可能通过:诱导神经可

塑性的发生和神经网络的重组､ 增加神经元的兴奋性､ 促进脑白质结构及其完整性的恢复及调控神

经生物活性因子的表达来实现。 
结论 CIMT 在偏瘫型脑瘫患儿中的应用和疗效已得到广泛认可和肯定,其相关的作用机制研究也越

来越受重视,但是 适宜的治疗方案和具体机制的阐述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PO-1152 

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的相关性分析 
 

阳伟红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了解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语言清晰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对 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的语言清晰度测试,得出下颌､ 唇､ 舌的随意运动数据,结合

vs-99 语音工作站的客观数据,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分析清晰度的影响因子,同时详细描述患儿呼

吸､ 发声和共鸣的情况。关键词:功能性构音障碍,语言清晰度,构音器官。 
结果 得到 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者的清晰度分别与下颌(r=0.293,p= 0.021)､ 唇(r=0.441,p= 0.000)
､ 舌(r=0.408,p= 0.001)､ 基频(-r=0.228,p= 0.074)､ 响度(r=0.108,p= 0.401)相关。vs-99 语音工作

站 3.0 版中显示:62 例起音方式中,正常 29 例,软起音 1 例,硬起音 32 例;舌位高低正常 36 例,舌位较

低 16 例,舌位较高 10 例; 
舌位聚焦正常 42 例,舌位聚焦靠前 5 例,舌位聚焦靠后 15 例;展圆唇正常 34 例,展唇多 28 例。鼻音

正常 14 例,鼻音亢进 48 例。6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者的错误方式:省略 13 舌尖前音占 23.4%,舌尖

中音占 13.5%,舌尖后音占 30.1%,舌面音占 11.9%,舌根音占 15.2%。 
结论 62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者的清晰度和下颌､ 唇､ 舌的运动高度相关。 
 
 
PO-1153 

脑性瘫痪儿童手功能分级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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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 
 

李娜,王秋,罗蓉,王芳芳,马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调查 4 岁≤年龄<12 岁脑瘫患儿的手功能和粗大运动功能受损情况,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中文版手功能分级系统 ( 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MACS)和粗大运动功能

分级系统(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成都市 20 个区市

县残疾人联合会登记在册的 4 岁≤年龄<12 岁脑瘫患儿进行调查和评价,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80 例调查对象,  痉挛型四肢瘫患儿 37 例(69.81%)MACS 和 GMFCS 评级为Ⅲ~Ⅴ级,

痉挛型双瘫患儿 60 例(53.57%)GMFCS 评级为Ⅰ~Ⅱ级,但有 93 例(83.04%)MACS 评级为Ⅰ~Ⅱ

级。痉挛型偏瘫患儿有 26 例(86.67%)GMFCS 评级为Ⅰ~Ⅱ级,但其 MACS 评级却在Ⅰ~Ⅳ级间均

有分布。共济失调型患儿 9 例(75.00%)MACS 和 GMFCS 评级为Ⅰ~Ⅱ级,混合型脑瘫患儿仅有 6 例

(11.54%)MACS 和 GMFCS 评级为Ⅰ~Ⅱ级。经 Spearman 秩和相关分析,GMFCS 分级与 MACS
分级之间有正相关关系(r=0.718,p<0.001)。 
结论 不同脑瘫类型的 MACS 和 GMFCS 评级不相同,痉挛型偏瘫和共济失调型脑瘫患儿的手功能和

粗大运动功能受损较轻,痉挛型四肢瘫和混合型脑瘫患儿受损相对较重,且手功能受损的程度与粗大

运动功能受损的程度有正相关表现。 
 
 
PO-1154 

踝关节持续被动运动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踝关节 
挛缩和变型的疗效研究 

 
王晶,黄力平 

天津体育学院 300381 
 
 

目的 研究和探讨利用持续被动运动对脑瘫患儿踝关节挛缩的治疗效果 
方法 检索和研究过往文献资料 
结果 持续被动运动对踝关节的挛缩与变型具有明显疗效 
结论 持续被动运动是解决痉挛型脑瘫患儿踝关节挛缩变型的有效和精准的方法,并且能减少治疗师

工作量 
 
 
PO-1155 

家庭康复指导对脑瘫高危儿的疗效观察 
 

饶玉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家庭康复指导对脑瘫高危儿的疗效影响 
方法 对 120 例 0~6 个月脑瘫高危儿随机分成观察组(60 例)与对照组(60 例),两组均采用常规早期干

预治疗,而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家庭康复指导,两组患儿均在治疗 3 个月后进行疗效评价,并且在 1
岁来院随访时进行 Gesell 智能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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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1 岁随访时观察组在大运动､ 精细运动､ 语言､ 社交

､ 适应性五部分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瘫高危儿进行家庭康复指导干预能有效提高智力及运动发育水平,缩短在院治疗时间,节省

治疗费用,也显著降低脑瘫发生率,提高治愈率,促进正常发育。 
 
 
PO-1156 

vojta 疗法结合上田法针对发育迟缓患者疗效观察 
 

何微微,冉丹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德国 vojta 疗法与上田法结合对于发育迟缓患儿的临床效果。 
方法  随机采取 30 例正在接受单一手法治疗的 4—6 月大小患儿,其中男性患儿 24 例,女性患儿 6 例,
通过 GMFM-88 项粗大运动评估量表进行评估后,所有患儿均采用 Vojta 诱导疗法与上田法进行治疗,
纠正异常姿势,刺激主诱发带和辅助诱发带 ,使肌肉产生收缩。通过多次反复地刺激,促进正常反射通

路和运动。抑制异常反射通路和运动,达到纠正异常姿势､ 诱导正常运动模式形成的目的。 
结果 30 例患儿经过 1 个月的治疗,再次通过 GMFM-88 项评估量表进行评估,患儿粗大运动能力不同

程度提高,患儿粗大运动发育速率>3.72/月达到 86.72%,vojta 疗法结合上田法针对发育迟缓患者对

于促进患儿运动功能改善效果显著。 
结论 发育迟缓主要表现为早期脑损伤所致的中枢性运动障碍 ,而这些障碍特别是异常姿势是进行性

的。目前对发育迟缓治疗主要以功能训练为主 ,通过运动功能训练促进正常姿势的建立 ,控制异常姿

势。发育迟缓患儿的康复训练､ 治疗方法很多,目前世界范围 具代表性､ 使用 广泛､ 影响 深

的就是日本的上田法､ 德国的 Vojta 法和英国的 Bobath 法 ,他们是借助于小儿神经尚处于生长发育

阶段 ,可塑性强这一特点 ,对患儿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训练 ,从而达到康复的目的,特别是大运动方面

有明显的改善,异常姿势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值得推广应用。 
 
 
PO-1157 

运动机能贴布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 
对痉挛型偏瘫患儿上肢运动功能的效果观察 

 
郭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运动机能贴布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对痉挛型偏瘫患儿的上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2015 年 9 月-2016 年 4 月,选择 60 例痉挛型偏瘫患儿随机分为常规组(n=20),强制性运动疗法

组(n=20),观察组(n=20)。分别接受常规训练,常规+强制性运动疗法训练,常规训练+强制性运动疗法

训练+运动机能贴布。治疗前以及治疗 3 个月后,用 FMFM 精细运动能力测试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FMFM 评分比常规训练组提高明显(P<0.05)),其中观察组效果 佳(P<O.001),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运动机能贴布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痉挛型偏瘫患儿的上肢运动功能。 
 
 
 
PO-1158 

脑性瘫痪患儿目标导向性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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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目标导向性活动在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患儿早期功能康复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围生期脑损伤导致的脑瘫具有病理的非进展性和发育的可塑性,这种特点为早期康复治疗提供

了施展的空间。大量研究已证实处于发育中的婴幼儿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或适应性,且高度依赖于后

天的经验,即“使用依赖性可塑”。这种可塑性表现在躯体结构和机能两个层面,并相互促进,逐渐固

化。因此,如何“使用”将对脑瘫患儿的早期发育起至关重要的影响。目标导向性活动是具有意义的主

动运动,它符合运动控制原理,是获得技能的内在驱动力,是运动和认知的整合,有助于前馈的建立。科

学的目标性活动可促进建立从大脑皮层到肌纤维各层面发育的良性循环,避免肌肉痉挛､ 肌肉无力

､ 活动减少､ 运动控制异常等引发的软组织挛缩､ 肌纤维发育不良､ 异常运动对脑部相应突触循环

性强化等等的不良性适应。活动减少或代偿性异常活动会随着时间使静态的脑部损伤因不良适应而

加剧患儿整体功能障碍,加上体格生长和年龄增长等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将更加剧发育障碍的复杂

性。目标性活动的设计需要基于对患儿全面的评估,通过观察其主动运动方式,结合体格检查,参考辅

助检查结果和询问家长相关信息,判断患儿现有的发育水平,找出影响功能进步的限速因子或短板,方
能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设计针对现有能力和限速因子的目标性活动,必要时采用肌贴､ 支具､ 肉

毒毒素痉挛肌注射等辅助性治疗措施,以协助目标性活动的有效实施。 
结果 研究证实处于发育中的婴幼儿具有很强的“使用依赖可塑性”,它以目标性活动为指引,发展出习

得技能的 佳策略,并不断优化。脑瘫患儿目标导向性功能活动可以引导从大脑皮层到肌纤维的结

构性和机能性良性塑形,避免不良适应的固化,有助于运动技能和认知的协同发育。 
结论 根据婴幼儿个体状况,设计符合其认知水平和已有能力的目标性活动,诱导并辅助其自主驱动和

控制,是促进脑瘫患儿早期发育的核心康复治疗原则。 
 
 
PO-1159 

全身运动质量评估(GMs)与 Vojta 七项姿势反射 
在高危儿脑性瘫痪预后预测的比较研究 

 
杜菲,刘依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目的:研究全身运动(general movements assessment,GMs)质量评估和 Vojta 姿势反射检查评

估高危儿脑瘫一致性。 
方法 以 2012 年 2 月至 2016 年 11 月于我院康复科就诊并随访至 1 岁的 536 例高危新生儿为研究

对象,收集基本信息､ GMs 评估､ Vojta 姿势检查及粗大运动发育量表结果,随访至患儿 1 岁,使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GMs 评估中 250 例表现为不安运动缺乏(F-),17 例表现为痉挛-同步性(CS)全身运动。GMs
评估对高危儿脑瘫预测效度为:敏感度为 87.56%,特异度为 89.12%,阳性预测值 82.47%,阳性似然比

2.42,阴性似然比 0.05。 
2､ Vojta 姿势反射检查阴性的有 237 例,阳性 299 例,其中轻度异常者有 217 例,中度异常者有 52 例,
重度异常者有 23 例。Vojta 姿势反射检查对高危儿脑瘫预测效度为:敏感度 98.27%,特异度 34.39%,
阳性预测值 43.89%,阳性似然比 2.93,阴性似然比 0.45。 
3､ 两种检查方法预测脑瘫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Kappa 值=0.22。 
结论 本文对高危儿脑瘫预测效度中 GMs 评估敏感度不及 Vojta 姿势反射检查,但特异度､ 阳性预测

值远优于 Vojta 姿势反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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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60 

重复经颅磁刺激与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疗效比较 
 

杨慧敏,图雅,李查干呼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010020 

 
 

目的 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与脑电生物反馈在治疗儿童抽动障碍中疗效差异。 
方法 对我院确诊为抽动障碍的患儿 60 名,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30 名。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组刺激参

数:部位为左､ 右额极,频率为 15Hz,磁刺激强度为 50%静息阈值,间隔时间为 5s,刺激脉冲数为 90×3
次,每周 5 天,连续 4 周。脑电生物反馈治疗组部位为双耳后乳突处,剂量以患儿耳后轻微跳动感为治

疗强度,根据耐受情况进行调整,1 次/天,30min/次,每周 5 次,连续 4 周。两组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分
别进行耶鲁抽动症整体严重程度量表(YGTSS)和斯诺佩-IV 量表(SNAP-IV)评估,并在治疗结束后 1
月对 2 组病例进行上述量表及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评估,观察两种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

应,所得评分数据以参数或非参数法分析比较。 
结果 观察期内两种治疗方法抽动症状均逐渐减少,未见明显不适。分别对 2 组患儿治疗前后进行

YGTSS 评分､ SNAP-IV 评分,治疗前组评分分别均高于治疗后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对 2 组间治疗结束后 1 月进行 YGTSS 评分､ SNAP-IV 评分及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进行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与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均能有效缓解抽动障碍患儿的症状,两种治疗效果无

明显差异,且均无明显不良反应,可根据患儿年龄､ 发病特点､ 耐受情况､ 家长意愿等选择合适的治

疗方法。 
 
 
PO-1161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在弥漫性轴索损伤恢复期患儿 
运动功能评价中的运用 

 
刘苑,陈玉霞,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三维步态分析系统探讨弥漫性轴索损伤恢复期患儿的步态特征,为康复治疗及

疗效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6 例符合标准的弥漫性轴索损伤恢复期患儿及 10 名正常儿童纳入本研究,均为男性,年龄

(7.2±1.9)岁,两组儿童均完成三维步态分析检测,统计分析两组检测数据。弥漫性轴索损伤组患儿行

1 月康复治疗后再次完成三维步态分析检测,将测试数据与治疗前进行统计分析。弥漫性轴索损伤组

患儿行 1 月康复治疗后,整体步行姿势有所改善,步速､ 步长､ 双侧膝关节支撑相 大伸角等存在明

显改善(P<0.05), 
结果 其中 19 例(75%)弥漫性轴索损伤组患儿双侧单支撑时间与正常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0.05),11
例(42%)弥漫性轴索损伤组患儿双侧踝关节 大内旋角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23 例(88%)弥漫性

轴索损伤组患儿双侧膝关节支撑相 大伸角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10 例(38%)弥漫性轴索损伤组

患儿双侧髋关节 大内旋角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 
结论  三维步态运动学参数和动力学参数有效反映弥漫性轴索损伤恢复期患儿康复治疗前后运动功

能变化情况,对其康复治疗疗效评估有重要､ 可行的临床指导意义。 
PO-1162 

B 超和表面肌电图评估先天性肌性斜颈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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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苑,陈玉霞,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先天性肌性斜颈(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 CMT)主因患侧胸锁乳突肌出现纤维性挛缩,
由纤维细胞增生和肌纤维变形 终全被结缔组织代替,是引起小儿颈项部向患侧旋转和向健侧侧弯

困难的常见原因。CMT能通过临床检查､ 超声等方法评估及明确诊断。表面肌电图(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信号是从皮肤表面通过电极引导,记录下来的神经肌肉系统活动时的生物

电信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神经肌肉的活动,是一种无创的电生理评价方法,目前被广泛的应用于

临床神经肌肉方面的诊断评价。本研究以 B 超检查结果提示无明显异常,但临床表现有头颈偏斜的

患儿为研究对象,采集患儿双侧胸锁乳突肌的 sEMG 信号,进行时域分析,研究对比 B 超和表面肌电

图评估先天性肌性斜颈的差异性。 
方法 选取 38 例头颈偏斜的患儿纳入本研究,年龄为 3 月至 1 岁,B 超检查结果提示左侧胸锁乳突肌

左右径范围为 3.19±0.25cm,右侧胸锁乳突肌左右径范围为 3.17±0.22cm;左侧胸锁乳突肌前后径范

围为 0.40±0.05cm,右侧胸锁乳突肌前后径范围为 0.39±0.04cm,回声未见明显异常,双侧胸锁乳突肌

厚度未见明显差异。通过表面电极引导,采集和记录所有研究对象在仰卧中立位和胸锁乳突肌产生

收缩的四个体位下,双侧胸锁乳突肌的肌电信号,并进行线性时域分析——均方根值(RMS),双侧胸锁

乳突肌 RMS 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将表面肌电图分析结果与 B 超检查结果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其中 35 例患儿双侧胸锁乳突肌表面肌电图,患侧 RMS 值明显低于健侧(p<0.01),且进行 1-2 月

康复治疗后复查表面肌电图,双侧胸锁乳突肌 RMS 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 3 例患儿

表面肌电图,双侧胸锁乳突肌 RMS 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B 超检查结果相符。 
结论 表面肌电图评估先天性肌性斜颈比 B 超检查更灵敏,胸锁乳突肌 SEMG 检测对该病的诊断及疗

效评估有重要､ 可行的临床指导意义。 
span lang=EN-US>B 超检查结果相符。 
 
 
PO-1163 

儿童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步态特征 
 

刘苑,陈玉霞,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Progressive Muscular Dystrophy, PMD)是一组原发于肌肉的遗传性肌病。

主要临床表现为骨骼肌进行性萎缩,肌力逐渐减退,部分患者可有心肌､ 肝脏及智能损害, 后完全丧

失运动能力,是一种致残率､ 致死率较高的疾病。本研究旨在利用三维步态分析系统探讨进行性肌

营养不良(PMD)患儿的步态特征。 
方法 选取 28 例符合标准的 PMD 患儿及 10 名正常儿童纳入本研究,均为男性,年龄(7.8±2.3)岁,两组

儿童均完成三维步态分析检测,统计分析两组检测数据。 
结果 其中 12 例(43%)PMD 患儿单侧单支撑时间与正常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0.05),19 例

(68%)PMD 患儿双侧踝关节支撑相末期 大跖屈角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28 例(89%)双侧踝关

节 大内翻角及 大内旋角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21 例(75%)PMD 患儿双侧膝关节支撑相 大

伸角大于正常对照组(P<0.05),13 例(46%)PMD 患儿双侧髋关节支撑相 大外展角大于正常对照组

(P<0.05)。 
结论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非正常的步行特征有助于该病的早期诊断,以及为康复治疗提供有效的

评估参数。 
 
PO-1164 

婴儿运动发育迟缓早期综合干预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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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霖
1,熊国星

1,林敏
2,刘亚男

2 
1.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重庆市渝中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观察婴儿运动发育迟缓早期综合干预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56 例运动发育迟缓儿随机分为观察组(79 例)和对照组(77 例),对照组用运动训练,观察组运

用以推拿按摩及中医五行音乐疗法为主､ 配合运动训练的中西医结合综合干预方法,疗程为 2 个

月。并在干预前后运用 INFANIB 量表对婴儿运动发育进行评估。 
结果 干预前两组 INFANIB 评估结果均为境界,干预后对照组中 63 例达到正常范围,有效率 81.82%,
观察组 78 例达到正常范围,有效率 98.73%,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以推拿按摩及中医五行音乐疗法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早期综合干预方法能显著提高患儿的运动

功能。 
 
 
PO-1165 

综合康复治疗干预 120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者疗效观察 
 

于静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观察小儿脑性瘫痪(简称脑瘫) 综合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将 12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60例患儿进行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 运

动治疗､ 作业治疗､ 语言矫治训练､ 引导式教育等综合康复治疗;对照组 60 例只采用单一的药物治

疗, 半个月为一个疗程,治疗 4 个疗程后,对两组分别进行 GMFM 评估,对比观察组和对照组以及观察

组不同年龄段患儿的疗效和姿势反射出现时间。 
结果 综合康复治疗干预后的患儿治疗有效率明显提高(P<0.05),年龄小于 1 岁康复效果 好,1-3 岁

次之,3-5 岁以上效果较差。两组经过治疗后,GMFM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观察组的 GMFM 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姿势反射出现的时间明显早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性瘫痪患儿进行综合康复治疗可有效改善预后,年龄越小,正常化率越高,因此要早诊断,早
治疗。 
 
 
PO-1166 

孤独症患儿构音障碍言语矫正个案研究 
 

黄美貌,罗明,黄任秀,张靖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545001 

 
 

目的   探讨孤独症患儿言语矫正有效的训练方法。 
方法   采用个案研究法,采用口部运动结合音位习得训练的方法对一例孤独症患儿进行言语矫正,并
进行训练前后的相关评估。 
结果 患儿口部运动整体功能评估和汉语构音能力测验的评分比训练前有明显提高。 
结论    采用口部运动结合音位习得训练能有效改善孤独症患儿言语构音的清晰度。 
 
PO-1167 

悬吊运动治疗结合肌电生物反馈对痉挛型 
偏瘫儿童运动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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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悬吊运动治疗结合肌电生物反馈对痉挛型偏瘫儿童粗大运动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中心 2013 年至  2015 年治疗的痉挛型偏瘫患儿 60 例,平
均分为 2 组,分别采取悬吊运动治疗和悬吊运动治疗结合肌电生物反馈两种方法治疗 2 个月, 在治疗

前,治疗后分别用 GMFM 粗大运动 88 项评分, 并进行比较。 
结果 GMFM 粗大运动 88 项治疗前后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悬吊运动治疗结合肌电生物反馈有效改善痉挛型偏瘫患儿的运动功能,增强了患儿患侧手的旋

前能力和腕背伸能力,提高患儿的足背屈角度度数,改善了患儿行走时足夹角,提高患儿的平衡协调能

力,增强患儿的患侧主动能力,从而提高了患儿的生活质量,增强了患儿的自信心,疗效肯定,值得推

广。 
 
 
PO-1168 

儿童急性脊髓炎预后与转归相关因素综述 
 

黄晨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610000 

 
 

目的 对急性脊髓炎特别是儿童急性脊髓炎预后与转归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以期对临床提供一

定参考。 
方法 对近年来国内外对急性脊髓炎特别是儿童急性脊髓炎发病年龄､ 脊髓病变特点､ 实验室检查

､ 临床表现､ 早期诊断､ 激素的使用以及运动疗法的运用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探讨本病预后

及转归相关因素。 
结果 目前针对急性脊髓炎患者,临床强调早期诊断早期治疗,MRI 检查在明确急性脊髓炎诊断以及鉴

别诊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MRI 显示不同脊髓病变特点对 ATM 预后和转归可能具有提示作用,但仍需

更多研究以明确预后关系,治疗方面多数研究显示宜早期使用皮质激素,且多数研究推荐甲基强的松

龙,但其对本病预后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运动疗法对急性脊髓炎预后的改善则在多项研究中得

到认可。针对发病年龄､ 脊髓病变特点､ 实验室检查结果､ 临床表现､ 激素使用等方面对本病预后

和转归的预测结果,不同研究结论差别较大。 
结论 未来仍需要更多针对急性脊髓炎尤其是儿童急性脊髓炎的大样本多中心长期观察的研究,以进

一步明确本病预后与转归相关因素,从而指导临床。 
 
 
PO-1169 

儿童康复教育在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教学中的问题及分析 
 

江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了解我国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教育的问题并初步分析,以期推动儿童康复教育的发展。 
方法 系统分析我国各大院校康复治疗专业培养的现状分析,并针对我校康复治疗专业培养中儿童康

复教育的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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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康复治疗专业设置院校繁杂。2.各院校的课程设置､ 教学计划及大纲,培养目标差异大。3.儿
童康复教学存在教学内容不统一规范､ 学时安排边缘化､ 师生欠重视等显示问题。4.儿童康复理论

级实践教学缺乏科学分配。5.专业师资力量薄弱。 
结论 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教学,设置新,历史短,问题多,需要各个亚专业的协调重视,专业设置的合理,教
学内容的规范统一,考核标准的科学可行,生源质量的改进,师资力量的充实。通过以上我们践行的经

验得失期望有助康复教育事业的发展。相信随着专业的发展,人员的充沛,一个良好的发展轨道必然

建成。 
 
 
PO-1170 

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儿童运动功能与肌力的相关性研究 
 

史惟,李惠,苏怡,李西华,翟淳,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明确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运动功能与肌力的相关性。 
方法 来自 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康复科神经肌肉疾病数据库中的 117
例 DMD 患儿参加了此项研究,纳入对象均经基因检测或肌肉活检明确诊断,同时接受过运动功能和

肌力测定,且上述两项测定间隔时间小于 1 周。采用中文版北极星移动评价量表(North Star 
Ambulatory Assessment,NSAA)进行运动功能测定,手持式肌力测定仪(hand-held 
dynamometry,HHD)测定髋､ 膝和踝等下肢部位的肌群肌力,上述对象均同时测定身高和体重。分析

DMD 患儿运动功能与下肢各组肌群间的相关性,以及各组肌群､ 身高､ 体重､ 年龄等因素对运动功

能的影响程度。 
结果 117 例对象均为男性,年龄 3.5~14.1 岁,平均(7.1±1.9)岁, 身高 92~152 厘米,平均(117.2±10.6)
厘米,体重 13~50 公斤,平均(23.2±6.3)千克,NASS 得分 8~35 分,平均(21.4±5.3)分,7 组下肢肌群中,
足跖屈肌力 大,平均(9.9±4.7)千克,髋伸展次之,足背屈的肌力 小,平均(4.5±2.7)千克,膝伸展次

之。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显示 NASS 得分与下肢各组肌群肌力值的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除
足跖曲),其中与膝和髋伸展肌群的相关性较高(r=0.52 和 r=0.44);以 NASS 分值为应变量,年龄､ 体

重､ 身高和 7 组下肢肌群肌力为自变量进行多重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 DMD 患儿运动功能的因素

依次为膝伸展､ 体重､ 髋伸展､ 年龄､ 足跖屈和足背屈,校正决定系数为 0.43。 
结论 DMD 患儿运动功能与下肢大部分肌群肌力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膝和髋伸展肌群与运动功能

的相关性相对更高,维持和提升 DMD 患儿下肢肌群尤其是伸展肌群的肌力,可能有助于维持 DMD 患

儿的运动功能。 
 
 
PO-1171 

鼻饲管注食模式对脑损伤儿童康复治疗期间营养状况的影响 
 

李邦惠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鼻胃管注食患儿在康复治疗期间不同注食管理模式对其营养状况的影响,获取保证治疗期

间能量供给的 佳方法 
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至 2015 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 40 例脑

损伤后意识障碍且带鼻胃管入院的患者,按注食管理模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为护士根据饮

食医嘱完成鼻饲管注食,共 19 例;观察组为家长在护士的指导､ 监督下完成鼻饲管注食,共 21 例;观
察组和对照组患儿均按年龄分为<3 岁､ 3~7 岁､ >7 岁三个年龄组,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的体质量

和血清白蛋白,在入我科时和入科 2 周时根据不同年龄组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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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 3~7 岁年龄组的体质量和血清白蛋白在入科 2 周时均高于入我科时,且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0.01; 观察组<3 岁､ >7 岁两个年龄组的体质量和血清白蛋白在入科 2 周时均高于入我科时,但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3 岁､ 3~7 组､ >7 岁三个年龄组的体质量和血清白蛋白在入

住我科 2 周时均高于入我科时,但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的 3~7 组､ >7 岁两个

年龄组患儿与对照组同年龄段患儿在入住我科 2 周时体质量的增加值进行比较,观察组明显高于对

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3 岁年龄组患儿其体质量增加值则略高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

异 
结论 在护士指导､ 监督下家长参与的鼻胃管注食管理模式对脑损伤儿童康复治疗期间营养状况改

善优于完全由护士完成鼻饲管注食的模式,对疾病的恢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PO-1172 

新医改政策下儿童康复教育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熊国星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01331 

 
 

目的 探讨医学类儿童康复专业建设的必要性 
方法 汇总全国医药分开改革､ 中国残联康复人才培养､ 儿童康复及其类似专业建设现状及重庆市

儿童康复人才需求现状 
结果 多方面的资料汇总均说明,儿童康复人才需求量大,专业建设极有必要。2017 年北京市医药分

开改革,优先安排了矛盾比较突出､ 各方面改革呼声较高､ 有改革共识的 5 类 435 个医疗服务项

目,“一升两降”中主要上调床位､ 护理､ 一般治疗､ 手术､ 中医等与技术劳务价值密切相关的项目,
中医康复治疗将在医院各科室医疗服务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对康复人才专业化培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儿童康复､ 骨科康复､ 神经康复､ 呼吸康复､ 心脏康复等康复相关人才培养提上了日程。“残
疾人康复服务“十三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我国要建设中国康复大学,推进残疾人康复相关专业建设;开
展职业院校残疾人康复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提升残疾人康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国家残疾预

防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强调要加快残疾预防领域学科带头人､ 创新型人才及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支持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开设康复相关专业。单纯从重庆市儿童康复发展趋势看,市区有儿童

医院儿童康复中心､ 第九人民医院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等,近两年区县儿童康复发展速度迅猛,包括

涪陵区､ 大足区､ 开州区等 19 个区县均成立了儿童康复中心。重庆市儿童医院康复中心每年毕业

30-40 名本专科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未毕业已预订儿童康复工作。目前我国儿童康复人才培养主

要是专科教育学类别,包括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郑州师范学院､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主要课程包括听力学､ 言语病理学,与近年的本科教育教

育康复学(原言语听觉科学)专业类似,设立的学校包括华东师范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乐山师范学院

等,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需要教育康复的听力､ 言语残疾儿童。医学类与之类似的也有听力语言

康复技术专业(专科,康复技术类)､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本科,医学技术类),不过他们毕业生的服务对象

不区分成人还是儿童。国内医学类偏重于儿童康复专门人才培养的院校主要是佳木斯大学的康复治

疗技术专业,主要病种是脑瘫。2013 年中国残联社会服务指导中心在重庆举办了“全国智力残疾儿童

在职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 
结论 医学类儿童康复专业建设必要性大,目前儿童康复教育发展的主要挑战包括:认证难､ 行业地位

低及管理混乱。 
 
 
 
 
 
PO-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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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针对围产期脑损伤高危儿认知功能的影响 
 

王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头针对脑损伤高危儿的影响 
方法 选择 60 例有认知功能障碍的脑损伤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行头针治

疗配合康复训练,对照组仅进行康复训练 
结果 治疗前后 2 组患儿 Gesell 智能发育量表均有所改善,治疗后两组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头针治疗对脑损儿认知功能障碍的改善有显著疗效 
 
 
PO-1174 

水疗结合功能训练干预脑瘫高危儿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建文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水疗结合功能训练干预对脑瘫高危儿临床症状的缓解效果。 
方法 将 100 例脑瘫高危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每组 50 例,对照组采用 Vojta 治疗技术进行功

能训练;治疗组除给予功能训练外,每日进行 1 次水疗。 
结果 治疗组患儿的睡眠质量､ 粗大运动功能改善及痉挛缓解均优于对照组。 
结论 水疗结合功能训练干预能改善脑瘫高危儿的临床症状。 
 
 
PO-1175 

正常及运动发育迟缓婴幼儿膝爬运动关节 
运动轨迹及表面肌电图应用研究 

 
曾思漾

1,2,肖农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 
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儿科 

 
 

目的 将关节运动轨迹捕捉与表面肌电图检测技术应用至婴幼儿膝爬运动中,分析对比正常对照组及

运动发育迟缓组婴幼儿膝爬运动中的四肢运动特点,并找出其差异与儿童大运动发育的联系,为应用

于临床评估提供可能。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1 例大运动发育无异常的婴幼儿作为正常对照组,24 例出现大运动发育迟缓的

婴幼儿作为运动发育迟缓组;运用三维步态分析采集系统对膝爬运动中四肢运动的主要关节的运动

轨迹进行采集,运用表面电极对四肢主要肌肉的表面肌电信号进行采集;再将两组关节运动轨迹运用

膝爬分析软件进行处理,运用表面肌电信号处理软件对两组婴幼儿表面肌电信号进行处理,处理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找出两组间存在的差异;并在检测结束 3 月后对两组婴幼儿的大运动发育情况进行随

访。 
结果 膝爬运动中左侧上肢支撑相和右侧下肢支撑相在两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运动发育迟

缓组肱三头肌双侧表面肌电均方根结果的差值与正常对照组的同一差值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四
肢关节运动轨迹采集结果显示运动发育迟缓组双侧肘关节､ 左侧髋关节､ 双侧膝关节的角度变化范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79 
 

围与正常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检测结束 3 月后,两组婴幼儿的大运动发育情况也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关节运动轨迹和表面肌电活动检测技术运用在婴幼儿的膝爬运动的检测中可以为临床对婴幼

儿大运动发育的评估提供了量化的可靠的数据信息,有助于反映膝爬运动阶段神经系统运动协调控

制能力的发育,以及对今后的步行能力的发育进行预测,对早期临床干预治疗提供重要信息。 
 
 
PO-1176 

核黄疸模型鼠脑细胞损伤及行为学后遗症的研究 
 

刘祎,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讨核黄疸模型鼠的脑细胞损伤及行为学改变情况。 
方法 22 只 5 日龄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n=11),模型组(n=11)。模型组予小脑延髓池内注射胆红

素溶液(10ug 胆红素/g 体重),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观察注射后大鼠的神经行为变化,并记录其

体重;TUNEL 法观察脑基底节纹状体神经细胞凋亡;生后 19 天行步态分析及横木行走测试,30 天行

水迷宫实验。 
结果 注入胆红素后模型组出现明显神经行为异常,如握拳､ 角弓反张,且体重低于对照组

(P<0.01);TUNEL 染色示模型组基底节纹状体神经细胞凋亡;步态分析中模型组步长较短(P<0.01)､
步长变异值增大(P<0.01),但步宽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横木行走测试及水迷宫实验模型组均差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核黄疸模型鼠具有多项运动功能异常和学习记忆障碍,且可分别使用步态分析､ 横木行走测试

及水迷宫实验进行分析。 
pan><0.01)､ 步长变异值增大(P<0.01),但步宽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横木行走测试及水迷宫实验

模型组均差于对照组(P<0.05)。 
 
 
PO-1177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临床特点及随访研究 
 

黄玉洁,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抗 NMDA 受体脑炎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46 例抗 NMDA 受

体脑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其预后的因素,并将 21 例行韦氏智力评估的患儿与同期健康患儿的

韦氏智力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其认知预后。 
结果 46 例患儿,男 16 例,女 30 例,确诊中位年龄 8 岁 1 月,主要临床表现为精神行为异常､ 惊厥发作

､ 意识障碍､ 运动障碍､ 睡眠障碍､ 语言障碍､ 记忆障碍､ 自主功能障碍等。患儿预后随着随访时

间的延长而改善(P <0.05,起病 4 周内 大 mRS 评分(OR=1.13,95%CI:1.03-1.24)､ 开始免疫治疗

时间(OR=9.91,95%CI:1.26-78.11)是影响预后的因素。病例组的韦氏评分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P<0.01。 
结论 抗 NMDA 受体脑炎临床表现多样,部分患儿遗留有长时间的神经功能损害,早期､ 积极的免疫

治疗可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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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8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Neuron-specific kinesin 
superfamily protein KIF1A and its cargo protein in 

intractable temporal lobe epilepsy 
 

DUAN XIAOLING1,XIAO NONG1,GAO BAOBING2 
1.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Chongqing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Kinesin superfamily motor protein KIF1A was identified as a synaptic vesicle 
transporter, which was essential for the function, maintenance and viability of mature neurons. De 
novo mutations in human kif1a gene have been impl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neurological disorders including epilepsy. Epilepsy is a complex neurological disorder and the 
detai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KIF1A and intractable epilepsy was rarely reported. Our study was 
aim to reveal the role of KIF1A in epileptogenesi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IF1A in resected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with pharmacoresistant temporal lobe epilepsy (TLE).Several method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hanges of KIF1A and other protein containing BDNF, synaptophysin.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performed to localize KIF1A in brain. 
Western blotting and RT-PCR were taken to test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KIF1A. 
Results Immunohistochemistry demonstrated that immunoreactivity of KIF1A was stronger in 
TLE patients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ults were convinc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in 
our study. KIF1A were found to co-localize with neuronal markers including excitatory presynaptic 
marker VGLUT1, postsynaptic marker PSD95, inhibitory marker GAD67 and MAP2. Moreover, 
increased mRNA levels of kif1a gene were observed in the epileptic temporal cortices by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Considering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was revealed as an 
upstream regulator of KIF1A levels, we verified that the levels of BDNF were elevated in TLE 
patients. Meantime, synaptophysin, a widely accepted cargo protein of KIF1A, was found to 
decrease in TLE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refore, our findings raise the possibility that KIF1A plays a functional role to the 
pathophysiology of epilepsy 
 
 
PO-1179 

对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体养育的孤残儿童开设生活辅导课的重要性 
 

张靳,李俊丽,周莹 
重庆市儿童福利院 400055 

 
 

目的 探讨开设生活辅导课对集体养育的孤残儿童的重要作用。 
方法 将集体养育模式下的残疾儿童与模拟家庭养育模式下相同残疾类型及程度的儿童进行生活能

力对比,并对部分集体养育的残疾儿童增设生活辅导课进行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结果 通过训练后,集体养育的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显著提升,达到模拟家庭养育模式中相同残疾类

型及程度的儿童的自理能力。  
结论 生活辅导课的开设能在较短时间内提高福利机构内集体养育模式下残疾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
更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全面同步发展儿童的综合能力,进一步促进儿童形成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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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80 

早期综合干预对高危儿运动发育的影响分析 
 

邹奕
1,张艳

2,刘亚
1,唐俊

1 
1.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2.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目的 探讨早期干预对高危儿运动功能发育的影响,为持续进行高危儿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以我院 2014-2016 年在儿童保健康复科进行早期干预的 0-3 岁高危儿为研究对象,运用新生儿

神经行为评估(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NBNA)､ 《0-1 岁神经运动 20 项检

查》以及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scale,GMFM)和精细运动功能评估

量表(Fine motor function measure scale,FMFM)进行筛查和评估。筛出具有高危因素且生后有脑损

伤临床表现,NBNA≤35 分,相关量表评估具有粗大或精细运动落后的患儿共 201 例,采用门诊康复训

练和家庭干预模式相结合,根据每个患儿的评估情况,制定相应的个体化康复干预方法,包括 PT､  OT
､ 理疗等。以 1 个月为一个小疗程,3 个月为一个大疗程,一个大疗程后进行复评,门诊治疗时间 3 月-
3 年,治疗完成后由专人定期随访至少 1 年。家庭干预由专人培训家长后在家中配合进行,包括推拿

､ 按摩､ 力量训练等内容,1 -2 次/d,15-20 min/次。院内进行的 PT 主要运用 Bobath 疗法,又称神经

发育学疗法,以抑制手法､ 关键点的控制､ 促通手法､ 刺激本体感受器和体表感受器等手法为重点,
抑制异常姿势,促通正常姿势和运动。OT 主要训练精细运动,重点训练上肢和手的功能,通过积木､

木钉､ 小球等训练手的抓捏,指尖捏的能力,改善运动的协调性和灵活性,改善手部运动的灵活性,提高

肌肉运动的耐力,改善对运动的调节控制,使患儿能完成日常生活和学习必需的活动,同时促进运动发

育。配合推拿治疗､ 脑循环､ 中频､ 生物反馈等电刺激,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和认知能力的发育。

临床治疗效果评价采用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功能评估,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达到正常同龄儿童水平

为治愈。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有进一步发展,肌张力和姿势异常有改善为好转。 
结果 经过早期干预,运动发育正常 157 例,好转 44 例,治愈率 78.1%,治愈率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各
年龄段间有统计学差异,0-6 月龄段治愈率 高,达到 88.4%,24-36 月龄段 低,为 11.1%。足月儿和

早产儿之间的治愈率没有统计学差异,同时有 2 种或 2 种以上的高危因素的患儿的治愈率小于仅有

单纯的窒息､ 缺氧缺血性脑病､ 颅内出血､ 高胆红素血症一种高危因素的患儿,小于胎龄儿或其他

高危因素的患儿的治愈率更低。 
结论 早期综合干预对于高危儿的运动发育效果影响显著,尤其是 6 月龄以前开始干预,大多数可以恢

复正常,应积极进行高危儿的早期综合干预。 
 
 
PO-1181 

生物刺激反馈疗法改善痉挛型脑瘫儿童下肢 
运动功能障碍疗效的 meta 分析 

 
宋蒙,顾建辉,郭旭升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评价生物反馈疗法治疗儿童痉挛型脑性瘫痪对足背屈角､ 腓肠肌痉挛程度及粗大运动的作

用。 
方法 根据所纳入文献必须是随机对照试验､ 基线具有可比性及诊断明确的标准,制定文献检索策略,
分别检索万方数据库､ 中国知网､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PubMed 数据库,按照 Cochrane 
Reviewer’s Handbook 评价文献质量的评价标准,在严格质量评价的基础上,采用 StataSE12.0 软件

对纳入的文献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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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终纳入 5 篇文献。Meta 分析结果显示:生物刺激反馈疗法治疗组对患儿腓肠肌痉挛程度的改

善(WMD=-0.740,95%CI:-0.811 至-0.670,P=0.003);对粗大运动功能评分的改善 D 项(站立)功能评

分((WMD=8.131,95%CI:6.872-9.390,P=0.656);E 项(走､ 跑､ 攀登)功能评分

(WMD=8.801,95%CI:7.539-10.063,P=0.631),均明显优于单纯康复训练的患儿。 
结论 生物刺激反馈疗法治疗儿童痉挛型脑性瘫痪在临床方面有效,生物刺激反馈疗法治疗儿童脑性

瘫痪对足背角屈､ 腓肠肌痉挛､ 粗大运动功能有改善作用,同时联合康复训练,效果更加显著。 
 
 
PO-1182 

发育障碍儿社交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房云玲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0068 

 
 

目的 通过收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儿童康复科脑瘫及精神发育迟滞儿童 0-6 岁儿童神经心理检查表

(儿心量表)的检查结果并进行数据分析,简单了解发育障碍儿的社交行为状况,找出影响社交行为的

相关因素,为培养､ 提高其社交行为能力提供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在 3-6 岁年龄段中进行过儿心量表检查的脑瘫及精神发育迟滞儿童各 30 例,收集其检

查结果(发育商)并统计其社交行为的分布情况,对比脑瘫及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的社交行为之间是否具

有差异性,并将其社交行为与粗大运动､ 精细运动､ 适应性和语言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发育障碍儿社交行为在正常水平的约占 16.67%,低于正常水平的约占 83.33%;脑瘫与精神发育

迟滞儿童的社交行为之间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脑瘫儿童的社交行为与粗大运动､ 精细运动

､ 适应性､ 语言的相关系数依次为 0.753､ 0.932､ 0.914､ 0.887,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的社交行为与

粗大运动､ 精细运动､ 适应性､ 语言的相关系数依次为 0.777､ 0.806､ 0.804､ 0.898  
结论 绝大多数的发育障碍儿均存在社交行为问题,且脑瘫与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的社交行为之间无明

显的差异性;脑瘫与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的社交行为与粗大运动的相关性均为中度相关,与精细运动､

适应性､ 语言的相关性均为高度相关,其中脑瘫儿童的社交行为与精细运动的相关性 大,精神发育

迟滞儿童的社交行为与语言的相关性 大。  
 
 
PO-1183 

矫形鞋垫联合肌内效贴在偏瘫型脑瘫患儿姿势控制的 临床研究 
 

戴燕琼,唐亮,陈丽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00 

 
 

目的 探讨矫形鞋垫联合肌内效贴在偏瘫型脑瘫患儿姿势控制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康复科就诊的 48 例偏瘫型脑瘫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其中

治疗组 24 例,对照组 24 例,两组患儿一般情况无统计学意义。三个月后,对疗效进行评估和比较。 
结果 两组患儿平衡能力总有效率(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分别为 91.7% 和 62.5 % ,两组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χ2=5.78,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患儿 GMFM 分值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GMFM(E 功能区评分比较)与对照组相比差异非常显著(t=9.27,P<0.01),治疗组患侧肢体运动功能改

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儿治疗前后步态参数比较,两组治疗后偏瘫步态均有所改善(P<0.01),而
治疗组治疗后步态参数与对照组相比差异非常显著(P<0.01),治疗组姿势控制能力改善明显优于对照

组。 
结论 矫形鞋垫联合肌内效贴在偏瘫型脑瘫患儿姿势控制的治疗中有一定临床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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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84 

早产､ 低出生体重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的监测 
 

尤嘉,王素卿,王瑾,杨小艳,吴俊亚 
西安市妇幼保健院 710002 

 
 

目的 探索早产､ 低出生体重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以早期干预,改善预后。 
方法 以西安市莲湖区和碑林区 14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项目点,调查项目点内 2011 年 10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出生的所有常住早产儿､ 低出生体重儿共 303 人。根据知情同意将 144 名早产､

低出生体重儿(144/303)设为研究组､ 随机选取 52名同期出生､ 同社区居住的正常足月儿为对照组,
比较两组脑瘫､ 运动发育落后､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发生率,对比两组婴幼儿智力发育水平。 
结果 研究组 144 例 GESLL 测评(Gesell Development Diagnosis scale)异常 54 例,确诊孤独症谱系

障碍 10 例,脑瘫(痉挛型)2 例,运动发育落后 11 例。对照组 52 例 GESLL 测评异常 3 例,1 例诊断为

运动发育落后,无脑瘫及孤独症谱系障碍病例。两组 GESELL 各能区分值比较:研究组各能区分值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产､ 低出生体重儿有高风险出现神经心理行为发育障碍,加强发育早期的监测对预防神经心

理行为发育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PO-1185 

Analysis of cognitive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in Xinjiang area 

 
Ai Likemu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830001 
 
 

Objective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xinjiang region of parents of cerebral palsy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cognition and psychology.  
Methods Method choice in November 2011 to March 2016 in our hospital 261 cases of pediatric 
neurology diagnosis from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in xinjiang region (each 
choose one parent childr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n = 128) and group B (n = 133) . On two 
groups of family background, cognitive degree of cerebral palsy, and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other aspects.  
Results The result of the disease in the two groups are very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parents 
was < 5%, two groups of cerebral palsy cognition compariso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wo groups by doctor, magazines and television media to know,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arents were > 35%, and the two groups of par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wo groups of parents psychological status further by 
the self-assessment lists of symptom (SCL - 90)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found mainly in 
depression, anxiety, force, paranoia,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error, hostility, mental illness and 
so 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s Cerebral palsy children with parents of cerebral palsy cognitive level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Medical staff should enhance cerebral palsy to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work,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ease of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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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86 

三维步态分析对 A 型肉毒毒素+康复治疗后 
痉挛性脑瘫儿童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评价 

 
赵莉君,肖农,江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采用三维步态分析定量评价 A 型肉毒毒素+康复治疗对痉挛性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疗效,为脑

瘫患儿下肢功能的量化评定提供建议。 
方法 实验组:30 例痉挛性脑瘫患儿并接受肉毒素及康复治疗者,对照组:30 例仅接受本院或当地康复

治疗的痉挛性脑瘫患儿。利用三维步态系统收集实验组肉毒毒素注射前(15 天内)､ 肉毒素注射后(3
月±15 天)的步态时 - 空和运动学参数,对照组康复治疗前后(3 月+±15 天)的步态时 - 空和运动学参数,
利用独立样本均数 t 检验将实验组､ 对照组未接受任何治疗前对应参数的比较,将实验组肉毒毒素+
康复治疗前､ 后的对应参数进行比较,将对照组康复治疗前后相比较,将实验组肉毒毒素+康复治疗后

与对照组康复治疗后相比较。 
结果 经独立样本均数 t 检验,治疗前痉挛性脑瘫患儿实验组､ 对照组步态的时 - 空参数､ 运动学参

数均值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实验组肉毒毒素+康复治疗前､ 后步态的时 - 空参数､ 运动

学参数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 );实验组肉毒毒素+康复治疗后与对照组康复治疗后步态的

时 - 空参数､ 运动学参数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 )。 
结论 A 型肉毒毒素+康复治疗较单独康复治疗可更显著改善患儿步态稳定性,三维步态分析可以量化

评定脑瘫患儿的下肢运动功能,为康复治疗提供指导。 
 
 
PO-1187 

经颅超声治疗对核黄疸模型鼠运动功能后遗症的作用 
 

王婷
1,2,肖农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重庆市沙坪坝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目的 研究经颅超声治疗能否改变核黄疸鼠的运动功能 
方法 28 只 5 日龄 SD 大鼠分为 3 组:生理盐水对照组(n=8)､ 核黄疸模型组(n=10)､ 经颅超声治疗组

(n=10)。模型组及治疗组给予小脑延髓池注射胆红素溶液(10ug 胆红素/g 体重),对照组注射等量生

理盐水(1ul 生理盐水/g 体重)。19 日龄时,3 组大鼠分别进行步态分析。步态分析的第一天(即 20 日

龄),开始采用经颅超声治疗干预治疗组。超声频率 800KHZ,声强 0.75W/cm2 连续干预 7 天;模型组

给予假刺激干预;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处理。治疗 7 天后,再次对 3 组大鼠进行步态分析。 
结果 19 日龄时,模型组与治疗组的左､ 右步态长均小于对照组(P<0.05),而模型组与治疗组之间的步

态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经颅超声刺激治疗 7 天后(即 26 日龄),治疗组的左､ 右步长均大于

模型组(P<0.05),但小于对照组(P<0.05);步长差异值小于模型组(P<0.05),但大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经颅超声治疗可改善核黄疸模型鼠的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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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88 

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监测的认知状况调查研究 
 

刘芸,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了解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监测的认知状况,为开展试管婴儿的随访监测､ 管理与早期干

预工作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对 87 例试管婴儿家长进行自编试管婴儿家长高危儿随访认知状况调查表的调查分析。 
结果 87例试管婴儿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意义､ 随访内容和随访时间安排的正确率分别为

32.2%､ 31.0%和 27.6%,三项指标正确率为 6.9%。 
结论 家长对试管婴儿出生后随访的认知状况并不理想(不足 1/3),严重妨碍试管婴儿运动､ 精神行为

､ 感觉发展的监测和发育异常的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和早期康复干预,希望业务相关的广大医务工

作者､ 家长和相关研究人员给予关注。 
 
 
PO-1189 

云南省 0~3 岁儿童发育迟缓的调查研究 
 

刘芸,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云南省 0~3 岁儿童发育迟缓的调查研究。 
方法 270 名婴幼儿来自 2013 年 5 月~2016 年 4月期间到个旧市､ 楚雄州和弥勒县妇幼院和昆明市

儿童医院儿童保健门诊;年龄 2-30 个月采用采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编著的《儿童个人及家庭社会环

境问卷》调查人口社会学资料,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婴幼儿进行认知发育状况,2~30 个月以外采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婴幼儿发育迟缓检出率为 10.4%(28/270),正常 89.6%(242/270),以 239 名婴幼儿贝利婴幼儿发

育量表评分:125 名男性婴幼儿 MDI 得分 88.97±14.60,114 名女性婴幼儿得分 89.82±16.29(t=-
0.4233,P>0.05),男性 PDI 得分 92.17±15.31,女性得分 91.87±15.03(t=0.3237,P>0.05),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十分之一的婴幼儿为发育迟缓,早期筛查､ 早期诊断与早期干预是改善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有效

方法,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简单方便,值得进一步推广。 
 
 
PO-1190 

儿童创伤性脑损伤的康复治疗 
 

陆恺,王素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近年来,基于对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发病机制的认识加深､ 治疗理念及手

段的不断改进,颅脑创伤的救治成功率已有较大程度提高,然而生存下来的 TBI 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

功能受限或认知缺损。为全面讨论康复对儿童创伤性脑损伤后遗症的影响,本文就康复治疗原理､

综合康复干预以及影响康复结局的因素等方面作一综述。 
方法 在中､ 英文搜索文献引擎中搜索关键词:创伤性脑损伤､ 康复,检索到相关中文文献 69 篇,英文

文献 30 篇。排除年代久远或相关性一般的文献后,按照:康复治疗与大脑可塑性的关联､ 康复介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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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康复时限､ 具体康复技术及干预效果(促醒康复､ 运动康复､ 认知康复)､ 康复结局的影响因素

几个段落进行引用并整理。 
结果 重症创伤性脑损伤患儿早期多呈现创伤性昏迷的状态,应加以多重感觉刺激来帮助促醒,有循证

依据表明,高压氧治疗､ 经颅磁刺激､ 正中神经电刺激､ 血管内低强度激光照射疗法等理疗对昏迷

TBI 患儿有促醒作用。运动康复不是对于单一运动的重复训练,而是不断获得新的运动技巧来贯彻

“技巧性-依赖”皮质再组织理论,使运动皮质激活重塑。TBI 患儿的认知功能的康复治疗,应遵循整体

模式,为日后生活自理､ 人际交往及融入社会创造条件。改善认知功能也能帮助儿童管理自身情绪,
提高康复过程中的主动配合程度。 
结论 已有大量证据证实康复干预对促进创伤性脑损伤患儿的神经功能恢复是有效的,应强调在患儿

生命体征稳定后,尽早介入个性化康复。伤后 TBI 患儿接受何种康复对其预后的影响意义深远,除此

之外,良好的家庭支持､ 密切的社会关注可以改善 TBI 患儿的康复环境,提供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契

机,为其今后重回家庭､ 回归校园提供力量。 
 
 
PO-1191 

对一例儿童福机构内重度残疾儿童开展摄食训练的总结 
 

杨军,张靳 
重庆市儿童福利院 400055 

 
 

目的 建立儿童独立摄食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提升其自信心。 
方法 通过运动疗法､ 吞咽治疗､ 理疗､ 辅具改造､ 进食训练等综合措施,促进儿童完成摄食。 
结果 经过康复训练,儿童基本能达到独立摄食功能,自信心得到提升。 
结论 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儿童,很难对姿势形成较好的控制,特别是在进食方面,通过综合的康复措施,
不仅能提高患儿功能,提升其自信心,促进其身体发育指标的增长,还能较大程度减轻护理员的护理难

度,同时还为儿童以后融入我院模拟家庭建立良好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基础。 
 
 
PO-1192 

家庭视频反馈法在高危儿家庭早期干预中的可行性研究 
 

沈修姝,史惟,杨红,曹佳燕,朱晓芸,尹欢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索家庭视频反馈法(Family-Video-Feedback ,FVF)在家庭早期干预中的可行性,为家庭干预

提供依据。 
方法 对家长进行沟通培训,利用邮件､ U 盘或数据线将视频递交给专业人员,由专业人员和家长一起

观看视频并给予纠正。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视频拍摄质量､ 训练标准性､ 安全性､ 亲子互动情况

､ 高危儿训练状态等方面进行统计。 
结果 494 个家庭中有 180 个家庭(187 例高危儿,7 对双胞胎)提交了 2181 段有效视频,首次提交视频

的月龄为 2.12±1.22。其中只反映高危儿自身异常动作的“担忧视频”304 段,反映家庭康复训练过程

的“干预视频”1877 段。对每例高危儿的“干预视频”随机抽样,确保每人至少纳入 1 段视频, 多 3 段

视频, 终样本量为 454 段视频。其中 446 段视频(98.24%)清晰,8 段(1.76%)模糊。417 段(91.85%)
镜头稳定,37 段(8.15%)晃动。363 段(79.96%)家长训练手法标准,91 段(20.04%)不标准,其中 6 段

(1.32%)存在安全隐患。300 段(66.08%)亲子互动良好,154 段(33.92%)无互动。414 段(91.19%)视
频在训练过程中高危儿情绪良好,40 段(8.81%)情绪较差。影响家庭提交视频的因素分析显示,父母

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父亲=0.800,P 母亲=0.756),文化水平和地域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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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家庭视频反馈法(FVF)容易被家长掌握,具有可行性。 
 
 
PO-1193 

52 例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高危因素分析 
 

赵毅斌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高危因素､ 神经影像学异常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52 例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临床特点,详细记录围产期脑

损伤高危因素闭并进行分析。 
结果 47 例(90.4%)存在明确的高危因素,其中窒息 11 例(21.15%)､ 病理性黄疸 29 例(55.77%:黄疸

明显加重时间多于出生后 5~6 天,19 例患儿就医诊治过,其余未诊治)､ 窒 息+病 理 性 黄 疸 7 例

(13.46%)､ 其他病因 5 例(9.62%)。 
结论 不随意运动型脑瘫主要高危因素是病理性黄疸与窒息;早期发现病理性黄疸,及时有效降低血胆

红素浓度是减少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发生预防措施之一。 
 
 
PO-1194 

重庆市万州区托幼机构儿童孤独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邬仪杰,程惊晶,余德兵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目的 了解重庆市万州区托幼机构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流行现况。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万州区教育､ 工商部门注册的 2-6 岁托幼机构在籍幼儿,筛查孤独症

高危倾向儿童,采用社交反应量表(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 Second Edition,SRS)进行初筛,对
于筛查阳性的患儿进一步进行临床观察､ 使用孤独症行为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 ABC)”
､ “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2)”筛查工具对高危倾向儿童进行

进一步筛查, 后采用孤独症诊断国际标准---ADI-R 对家长进行访谈收集病史资料､ 以 DSM-IV 作为

诊断依据,对高危儿童进行确诊。 
结果 本次共筛查 2.5-6 岁幼儿共 1107 名,平均年龄(4.1±0.9)岁,其中男性 592 名(53.5% ) ,女性 515
名(46.5% ) 。3 名儿童被诊断为 ASD ,男女比为 2 ∶ 1 ,年龄为 4-6 岁,患病率为 2.7‰。 
结论 重庆市万州区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在国内外报道的患病率范围内,应加强对儿童孤独症的重视,
强调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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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95 

个性化辩证推拿结合康复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活动能力的影响 
 

吴绪波
1,3,陆清清

2,张海蒙
1 

1.上海中医药大学 
2.上海第二康复医院 

3.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个性化辩证推拿结合康复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痉挛､ 粗大运动功能､ 移动能力等方面

的改善情况。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痉挛型脑瘫患儿,根据瘫痪部位及粗大运动功能分级(GMFCS)进行配对,按配

对设计对子间的随机数字排序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进行康复治疗,对照组采用临床已有研究

的抑木扶土点穴推拿,试验组在肝强脾弱证基础上进一步辨证,分别为肾精不足证､ 肝阳化风证､ 痰

瘀阻络证,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进行个性化辩证推拿,治疗前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量表､ 粗

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GMFM)进行疗效判定。 
结果 共收治符合纳入标准的痉挛型脑瘫患儿 42 例,完成配对 36 例,试验组､ 对照组各 18 例。两组

经 3 个月治疗后组内比较改良 Ashworth分级､ GMFM-88 项百分比及各功能区分值百分比等指标

均有改善(P<0.05);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在改良 Ashworth分级､ 粗大运动功能(GMFM-88 项),尤其

是站立､ 步行等功能有更好的疗效(P<0.05)。 
结论 个性化辩证推拿较之单纯以肝强脾弱证为辨证指导的方法在缓解痉挛､ 改善粗大运动功能尤

其是改善站和走的功能方面有更好的疗效。 
 
 
PO-1196 

自制脑性瘫痪儿童下肢康复器的研制及临床效果 
 

杜佳音,庞伟 
佳木斯大学康复医学院 154000 

 
 

目的 探讨脑瘫儿童下肢康复器的研制及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9 月本院收治的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 2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14)和实验

组(n=14)。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方式对患儿进行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加下肢康复器训练,共 3 个
月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前 GMFM-88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GMFM-88 评分与治疗

前相比均显著提高(P<0.001),且实验组 GMFM-88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儿治疗前 BBS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 BBS 评分均显著提高(P<0.001),且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下肢康复器训练可改善痉挛型双瘫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及平衡功能。本研究显示,痉挛型双瘫

脑瘫儿童通过使用自制下肢康复器可抑制小腿三头肌痉挛,提高下肢肌力,改善患儿的站立､ 行走和
平衡能力。值得临床推广使用。由于下肢康复器属于小型器械,有简单方便､ 可操作性强等优点,它
既能应用于医院康复､ 社区康复,也能用于家庭康复。结合临床实验,该下肢康复器在提高痉挛型双

瘫脑瘫患儿的平衡功能,改善患儿的粗大运动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但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

更深层次的研究;对其进行产业化,在临床上推广应用。未来有望成为辅助脑瘫儿童下肢康复的器械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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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97 

小组式作业疗法对脑性瘫痪患儿认知功能的影响 
 

庄妍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小组式作业疗法对痉挛型脑瘫儿童认知功能的影响,并观察事件相关电位 P300 对其认知

功能变化的评估。 
方法 2015 年 3~9 月,将 4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分为对照组(n=20)和观察组(n=20)。对照组只接受常

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小组式作业疗法,两组均治疗 3 个月。治疗前后采用韦氏幼儿智

力量表评定及 P300 检测。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P300 潜伏期及波幅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P300 潜伏期

较治疗前显著缩短,波幅较治疗前显著增大(P<0.001);观察组 P300 潜伏期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01),波幅大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 WPPSI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

后两组 WPPSI 评分显著优于治疗前(P<0.001)。观察组治疗后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1)。 
结论 小组式作业疗法与常规康复训练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认知功能。事件

相关电位 P300 可作为认知功能变化的评估工具应用于临床检测。研究结果显示,康复训练 3 个月

后,两组患儿的认知功能均有提高,两组患儿治疗后 WPPSI 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观察组治疗后

WPPSI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患儿 P300 的潜伏期均较治疗前缩短,P300 波幅较治疗前变大,
观察组比对照组变化更明显。观察组利用儿童喜欢游戏､ 喜欢与同伴交流以及喜欢模仿等心理特点,
将作业活动设计成不同的小组游戏,使游戏贯穿在训练过程中,增加了作业治疗的趣味性,极大地调动

了患儿的主动性,不仅能够使患儿享受游戏的快乐,而且达到治疗的目的。同时,小组式作业疗法为患

儿提供了丰富的治疗环境。研究表明,丰富环境不仅与正常脑发育有关,而且对脑损伤修复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丰富环境可通过系统水平､ 细胞水平､ 分子水平等途径影响脑的可塑性,能够改善脑

损伤后各项功能的康复。小组式作业疗法通过集体活动的形式为儿童架起一座通向幼儿园､ 学校及

社会的桥梁。在集体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提高患儿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合作能力,而且让其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培养自信心,增强独立感,能够早日脱离家庭的帮助,独立参与社会生活。 
 
 
PO-1198 

脑性瘫痪患儿运动康复期间相关生化指标的变化 
 

王巍巍,庞伟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脑瘫患儿生化指标与运动康复训练的关系。 
方法 2015 年 3~11 月,24 例脑瘫患儿于治疗前测量血红蛋白､ 肌酸激酶､ 尿素,常规运动疗法训练,
分别于治疗 1 周增加运动负荷后和 6 周后再次测量。治疗前和治疗 6 周后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量

量表(GMFM-88)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后 GMFM-88 D､ E 区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01) 血红蛋白 3 个时间点间有非常高

度显著性差异(P<0.001)。治疗 1 周后,血红蛋白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6 周后较 1 周时明显回

升(P<0.01),与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肌酸激酶 3 个时间点间有非常高度显著性差异(P< 
0.001)。治疗 1 周后,肌酸激酶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 
0.01);6 周后较 1 周时明显下降(P<0.01),与治疗前比 
较仍明显升高(P<0.01)。血尿素 3 个时间点间有非常高度显著性差异(P<0.001)。治疗 1 周后,血尿

素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1);6 周后较 1 周时明显下降(P<0.01),与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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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红蛋白､ 肌酸激酶和血尿素可以反映小周期､ 阶段康复训练情况,揭示运动训练负荷对脑瘫

患儿身体的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脑瘫患儿在运动康复训练期间,血红蛋白､ 肌酸激酶和血尿

素均发生变化,能够反应脑瘫患儿所承受的训练负荷对身体功能水平 
的影响,可以反映脑瘫患儿小周期和阶段性训练情况。理论上揭示运动训练适应性改变的分子生物

学基础,以及生化和生理学基础。运动生化和生理学的发展将使运动训练过程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 
 
 
PO-1199 

重庆地区运动功能障碍儿童骨密度降低的情况调查 
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侯雪勤,肖农 ,彭利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运动功能障碍儿童的康复治疗过程中骨折现象屡有发生,除操作不当外需考虑此类儿童是否存

在骨营养不良现象。本临床课题对近 1 年重庆地区重度运动功能障碍并住院行康复治疗儿童的骨密

度状况进行调查,了解此类儿童骨密度降低发生的情况,同时对影响存在重度运动功能障碍儿童骨密

度水平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了解影响运动功能障碍儿童骨密度水平的危险因素。 
方法 对象为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于我院康复中心重度运动功能障碍住院治疗的儿童。重度运

动功能障碍的判断标准为肢体肌力<3 级或肌体肌张力>2 级或运动发育商(DQ<55),所有纳入儿童均

采用双能 X 线方式测试获取 Z-Score 反应其骨密度,同时详细采集基本个人资料及疾病诊断､ 发现

骨密度降低的病程。将影响重度运动功能障碍儿童骨密度可能相关的因素,包括性别､ 发病年龄､

病程､ 病变部位､ 钙剂或维生素 AD 摄入､ 代养人文化程度､ 家庭收入等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有数据分析采取 SPSS19.0 统计软件完成。 
结果 1､ 近 1 年在我科住院行康复治疗的 42 名重度运动功能障碍儿童中 25 名骨密度检查结果提示

Z 值<-1.0,提示骨密度降低;Z-Score 介于(-2,-1)的有 8 例,Z-Score≤-2.0 的有 17 例。2､ 25 名儿童

中颅内感染有 7 例,平均年龄 3.8±1.6 岁,发现骨密度降低的病程时间为 28.4±3.5 天;脑外伤有 5 例,
平均年龄 5.7±2.8 岁,发现骨密度降低的病程时间为 33±4.5 天;周围神经病变有 2 例,1 例 5 岁,1 例 6
岁,发现骨密度降低的病程时间为 20.6±4.6 天;脊髓病变及损伤有 4 例,平均年龄 7.2±4.6 岁,发现骨

密度降低的病程时间为 28.4±3.5 天;脑性瘫痪有 6 例,平均年龄 2.8±1.2 岁,入院后发现骨密度降低;
代谢性疾病有 1 例,6 岁,入院后发现骨密度降低;3､ 仅有 3 例脊髓病变的儿童在口服激素期间额外

补充钙剂,其余 22 例患儿在发现骨密度降低之前均未额外补充钙剂及维生素 AD。4､ 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用病变部位(脑部､ 脊髓､ 周围神经)是影响重度运动功能障碍儿童骨密度的主要因素,
年龄､ 代养人文化程度､ 家庭收入与重度运动功能障碍儿童骨密度 Z-Score 亦存在相关性。

(R2=0.893,P<0.001);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病变部位位于脊髓及大脑,年龄>3 岁月是重度运动功能

障碍儿童骨密度 Z-Score 低的强危险因素(OR=3.9256),发病年龄<3 岁､ 代养人文化程度高及家庭

经济水平好是重度运动功能障碍儿童骨密度 Z-Score 的保护因素(OR=0.2998)。 
结论 1､ 重度运动功能障碍的儿童中骨密度降低甚至骨营养不良发生的几率较高,需关注。2､ 如何

积极改善重度运动功能障碍儿童的骨营养状况需长期定时随访并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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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0 

孤独症儿童血浆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研究① 
 

庞伟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孤独症儿童血浆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水平及其与孤独症临床症状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分析法对 30 名孤独症儿童和 20 名正常儿童血浆 n-3 PUFAs 水平进行测定;选用 Conner 儿童

行为量表(父母问卷)和孤独症刻板重复行为量表(RBS-R)对其临床特征进行评定,分析 n-3 PUFAs 含
量与患儿行为间的关系 
结果 儿童 Conner 儿童行为量表(父母问卷)评分比较孤独症组在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障碍､

冲动-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因子方面得分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孤独症组在刻板行为､ 自伤行

为､ 强迫行为､ 仪式行为､ 固定行为､ 限制性行为以及总项目及总评分方面得分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孤独症组儿童 α-亚麻 
酸(α-linolenic acid, ALA 18:3, n-3)､ 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enoic acid, DHA, 22:6, n-3) 和总

n-3 PUFAs 
较正常对照组儿童下降(P<0.05),其中以 DHA 下降尤为明显(P<0.01)。而亚油酸(Linoleic Acid, LA, 
18:2,n-6)､ 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 AA, 20:4, n-6)以及总 n-6 PUFAs 水平在两组间无显著性

差异(P>0.05)。将孤独症组 Conner 儿童行为量表问卷 6 个因子与孤独症组血浆 PUFAs 水平进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冲动-多动因子得分与 DHA 和总 n-3 PUFAs 呈负相关(P<0.05);多动

指数因子得分与 DHA 呈负相关(P<0.01);而品行问题因子和身心障碍因子得分与血浆 PUFAs 水平

不具相关性。将孤独症组 RBS-R 量表得分的 6 个因子(刻板行为､ 自伤行为､ 强迫行为､ 仪式行为

､ 固定行为､ 限制性行为)与孤独症组血浆 PUFAs 水平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刻板行

为因子和自伤行为因子得分分别与 ALA､ DHA 呈负相关(P<0.01);强迫行为因子得分与 ALA 呈负相

关(P<0.05),但与 DHA 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 6 个因子与血浆 PUFAs 水平均没有相关性

(P>0.05)。 
结论 孤独症儿童血浆 PUFAs 水平比正常儿童低并与孤独症临床特征之间存在相 
关性。 
 
 
PO-1201 

功能性构音障碍临床疗效观察 
 

柯艳梅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观察功能性构音障碍儿童构音特点并探索构音训练方法。 
方法 把 136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的儿童分成二组,每组 68 人。普通组采用构音训练及构音器官运动

训练,增强组除构音器官运动训练､ 构音训练外,另加入口肌训练。 
结果 增强组的痊愈率明显高于普通组(91.18% vs 76.47%,P=0.04),增强组治疗疗程明显短于普通组

(P<0.001)。 
结论 功能性构音障碍虽然不存在构音器官的器质性损害,但由于其构音器官的协调性差及口腔感觉

异常,因此加入口肌训练能明显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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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2 

钙敏感受体调控 MAPK 途径参与癫痫大鼠心肌细胞凋亡 
 

刘阳
1,郭津

2 
1.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2.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癫痫大鼠模型的心肌改变;其模型心肌细胞中是否有钙敏感受体(calcium-sensing 
receptor,CaSR)的异常表达;CaSR 在癫痫大鼠心肌中引起心肌细胞凋亡是否有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kinase, MAPK)信号转导通路的参加。 
方法 将 24 只 Wistar 健康雄性大鼠随机分为两组:正常对照组和癫痫组;对照组以等容生理盐水代替

PTZ 腹腔注射。癫痫组以戊四氮(pentetrazole,PTZ)亚惊厥剂量(35 mg/kg)持续腹腔注射 28 天后停

药一周,再用相同剂量的 PTZ 测试,出现连续 5 次Ⅱ级以上癫痫发作者视为癫痫模型点燃成功;紫外

分光法检测血清肌酸激酶(phosphocreatine kinase,CK)､ 肌酸激酶同工酶(MB isoenzyme of 
creatine kinase,CK-MB)。超声心动图检测心肌功能。HE 染色光镜下观察癫痫大鼠心肌组织形态学

结构变化;透射电镜下观察心肌细胞的超微结构。Western Blot 检测癫痫大鼠心肌中 CaSR 蛋白,细
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 regulatedprotein kinase,ERK),p-
ERK(protease extracellular signal regulatedprotein kinase), p-JNK (protease c-Jun amino-
terminal kinase)表达情况。 
结果 癫痫组 CK､ CK-MB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超声心动图中癫痫组与正常大鼠相比较,慢性癫痫

组大鼠左室功能下降,EF 值(左心室射血分数)和 FS 值(左心室短轴缩短分数)均降低,E/A<1。光镜

下,HE 染色正常对照组心肌细胞,细胞核和横纹清晰可见,肌丝排列整齐;癫痫组心肌细胞,横纹模糊,
肌丝排列紊乱,部分胞浆溶解消失。电镜下,对照组心肌细胞肌丝排列整齐,闰盘和横纹清晰,细胞核､

线粒体完整;癫痫组心肌细胞肌束间出现水肿,肌丝片状溶解断裂,线粒体肿胀､ 嵴溶解融合或有电子

致密物沉积,空泡现象。CaSR 蛋白,p-JNK 表达均明显高于对照组,ERK 与对照组相比降低,p-ERK
改变不明显。 
结论 慢性癫痫可诱发心肌改变,CaSR 表达增多可能参与癫痫慢性发作时心肌损伤,MAPK 信号通路

可能参与慢性癫痫心肌损伤过程。 
 
 
PO-1203 

西南地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家庭经济成本分析 
 

蔡晓唐,李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调查现行医保制度下,西南地区确诊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家庭的疾病支出,分析其经济成本。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家庭经济成本调查问卷》对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确诊的 47 名患儿进行调查,排除 1 份无效数据后,了解并分析家庭

经济收入､ 疾病诊治花费以及国家医保及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评估其家庭经济成本。 
结果 1. 46 例中,53%为多城市就诊, 多为 5 个城市,84%为三甲医院确诊,39.1%首次就诊选择神经

专科门诊,从开始就诊到首次神经科门诊就诊的时间均值为 70.37 天,确诊时间平均为 7.15 月。2. 医
疗费用占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比重为 23%。直接医疗费用 15181.36 元/人/年,其中医技检查与基因检

测费用(37%与 22%)占比 高。间接医疗费用 583.11 元/人/年,主要为购买偏方土方及门诊高价挂

号。其它费用为 18881.77 元/人/年,其中误工费用比重 高(67.8%),平均误工时间为 139.31 天,误工

费 25357.2 元/年,占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比重为 20.4%,对于家庭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及高于 10 万元的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93 
 

家庭,误工费用占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比重分布为 27.9%和 5.4%。3.该疾病多为门诊长期治疗,报销比

例低,本次调查中仅 5 名(购买了保险患儿总数的 12.5%)患儿在首次疾病诊断时住院并报销了部分住

院,平均报销费用比例低于 40%。 
结论 1.基层医务人员对该疾病确诊及治疗不足,各城市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患者首次专科就诊率低,
增加费用支出。2.该疾病治疗不仅需要大量的医疗支出,同时因误工等问题减少家庭收入,造成患儿

家庭负担重,长期治疗困难。3.医保制度覆盖面低,低报销比例增加了患儿家庭经济压力。 
 
 
PO-1204 

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对痉挛型脑瘫运动功能改善的观察 
 

牛国辉
1,朱登纳

1,王军
1,袁向东

2,宋舜意
3,赵云霞

1,王明梅
1 

1.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2.商丘市人民医院儿内科 
3.新乡市中心医院康复科 

 
 

目的 观察不同途径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对痉挛型脑瘫运动功能改善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9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商丘市人民医院､ 新乡市中心医

院门诊和住院的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本研究通过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共

招募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的患者 9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穴位注射组､ 肌肉注射组 3
组。 后 864 例完成了临床试验和随访,脱失患者 36 例,其中患者不愿继续接受治疗 9 例,失访 14 例,
应用其它神经营养药物或中药制剂者 13 例。864 例患者中,对照组 296 例,男 161 例,女 135 例,年龄

22±6 月;穴位注射组 281 例,男 152 例,女 129 例,年龄 23±6 月。肌肉注射组 287 例,男 155 例,女
132 例,年龄 22±5 月。对照组 296 例患儿给予综合康复治疗,3 周为一疗程,每疗程结束后休息 2
周。共治疗 3 个疗程。穴位注射组 281 例以及肌肉注射组 287 例患儿在综合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分

别每周二､ 四､ 六给予穴位及肌肉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每疗程 10 次,每疗程结束后休息 2 周,开始

下一疗程治疗,共计 3 疗程。每疗程均进行疗效评估。结果运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s)表示。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多个不同时间点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者进一步以 LSD-t 法进行两两比

较。 
结果 穴位注射组与肌肉注射组在降低肌张力(Ashworth 评分､ s EMG 数 值)､ 提高运动功能(盖泽

尔评分､ GMFM 评分)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0.05);并且穴位注射组优于肌肉注射组(P<0.05)。 
结论 对于 3 岁以下痉挛型脑瘫患儿,穴位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是有效和安全的。 
 
 
PO-1205 

西藏地区 1 例早期诊断及早期康复介入对 
小儿横贯性脊髓炎的报告并文献复习 

 
卓嘎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通过文献复习提高临床医师对小儿横贯性脊髓炎的认识,研究常规治疗同时早期康复介入对小

儿横贯性脊髓炎患儿的运动功能影响。 
方法 报道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 1例小儿横贯性脊髓炎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药物治

疗同时给予早期康复治疗,观察患儿的治疗效果,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例患儿 4 岁男孩,因“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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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无力”入院,查体:双下肢肌力 0 级,双下肢肌张力低下,腱反射消失,深浅感觉消失,病理反射阴性。通

过查脑脊液(常规:无色透明,压力不高,白细胞 35*10,脑脊液生化:总蛋白: 528mg/L 糖:3.22mmol/L 氯

化物:119mmol/L.)及其它辅助检查(脊髓 MRI 检查:脊髓轻度肿胀)确诊,小儿横贯性脊髓炎经药物治

疗(甲基强的松:15mg/kg.d 连用 5 天后为口服泼尼松 1.5mg/kg.d,用药 2 周后逐渐减量后停药,总疗

程 2 月)及早期康复介入治疗(早期做被动运动,进行按摩,针灸治疗。 
结果 该患儿住院治疗 30 天后,患儿双下肢肌力 5 级,肌张力恢复,,腱反射恢复,深浅感觉消失,患儿可

独立行走但步态不稳,治疗有效。 
结论 结论:小儿横贯性脊髓炎确诊后给予药物及早期康复介入治疗,能改善肢体功能,促进其康复,改
善生存质量,减轻家庭及社会负担。 
 
 
PO-1206 

“痉挛三针”对痉挛型脑瘫儿童运动功能的影响 
 

常艳玲,李巧秀,谢晓明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观察“痉挛三针”对痉挛型脑瘫儿童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间于我院进行治疗的 86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依据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采用头针针灸结合康复训练治疗方法。头针针灸治疗选

用四神聪､ 运动前区(林氏)､ 感觉区､ 足运感区､ 运动区､ 平衡区为基本选穴。常规针刺。每穴捻

转 10 次,留针 1h。每隔 15 分钟行针 1 次。同时采用 Bobath 疗法､ 上田疗法等综合运动疗法进行

康复治疗,每天 1 次,60min/次。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痉挛三针”。取患儿的后血海(血海向

后平开 1.5 寸)､ 血海上(位于大腿内侧面直对股骨内上髁,腘窝横纹上 7 寸)､ 解剪(位于大腿内侧面,
后血海向上 4 寸)三穴。针刺操作时患儿因年幼多不能配合,需助手辅助固定患儿体位。选用

0.30mm×40mm 一次性针灸针。患儿取仰卧位,暴露针刺部位并进行常规消毒,针刺时需快速进针,针
刺深度取决于每位患儿针刺部位肌肉的丰满程度,得气后采取提插泻法 1min,留针 10min 后缓慢岀

针。康复治疗每周共 5 次,20 次治疗为一个疗程,共治疗 3 个疗程。针灸治疗隔日 1 次,20 天为一疗

程,疗程间休息 10 天,共治疗 3 个疗程。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改良 Ashworth 评分､ GMFM-88
中 D 区与 E 区评分以及治疗后效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 GMFM-88 中 D 区及 E 区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评

分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且观察组提高程度更加明显(P<0.05)。 治疗后,观察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肌张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儿

改良 Ashworth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降低,且观察组降低更加显著(P<0.05)。 
结论 治疗后两组患儿内收肌肌张力评分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而且观察组下降程度更加明显,
表明观察组患儿在内收肌肌张力降低方面优于对照组。说明“痉挛三针”可以有效降低痉挛型脑瘫儿

童内收肌肌张力,使患儿获得更好的独立行走及跑跳等运动功能。 
 
 
PO-1207 

传统医学结合现代康复治疗小儿脑性瘫痪的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锋伟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究采用针刺等传统医学结合现代康复对小儿脑性瘫痪进行治疗的临床疗效,并分析该疾病的

影响因素。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095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66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儿为研究对象,将其

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3 例。对照组采用现代康复综合治疗,具体方法为:①训练疗法:训练疗法包

括对患儿进行日常生活中娱乐活动以及社会活动等的训练,以及手部､ 四肢协调的训练。②语言疗

法:对患儿进行一些听力､ 发音的训练,并提高患者面部､ 头部的协调能力。③物理疗法:物流疗法包

括磁疗､ 激光､ 水疗､ 电刺激疗法､ 温热疗法等;研究组采用针刺推拿等中医疗法联合进行治疗,即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患儿采用针灸､ 推拿等中医疗法配合治疗。现代康复治疗与对照组相似,针灸

､ 推拿的手法主要为:取四神聪､ 百会､ 智三针､ 足三里为主穴,肩髎､ 曲池､ 合谷､ 悬钟､ 太溪､

阳陵泉､ 照海､ 三阴交为辅穴,选用 28~30 号 1 寸毫针,采用平刺法对智三针､ 百会以及四神聪进行

平刺 0.8 寸;采用直刺法对悬钟､ 曲泉､ 足三里以及三阴交进行直刺 1 寸,对太溪､ 申脉以及照海直

刺 1 寸,得气之后,可选用捻转补泻以及疾徐补泻的手法,留针半小时即可。每三个星期为一个疗程,根
据患儿病情治疗 3 至 12 个疗程。推拿则采用吕氏推拿法来对患儿进行治疗,对相关穴位进行刺激,从
而达到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疗效判定:显效:患儿的异常姿势完全被纠正,同时能够完成精细动作以

及粗大动作;有效:患儿的异常姿势基本被纠正,并能够完成一些粗大动作,精细动作尚未能够完成;无
效:患儿的异常姿势并未被纠正,并且尚不能够完成粗大动作。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本组患儿总例

数×100%。两组间总有效率､ 治疗后痉挛程度分值以及 DQ 进行对比。 
结果 经过治疗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2.73%,研究组的总有效率为 93.94%;对照组痉挛程度分值

为(3.61±0.51)分,DQ 为(65.15±7.64)分;研究组痉挛程度分值为(2.26±0.42)分,DQ 为(79.23±6.13)
分。两组间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脑瘫相关的因素主要有难产､ 低体重､ 早产､ 新生儿窒息以及宫内感染等因素。其中,宫
内感染的病毒类型主要有单纯胞疹病毒､ 肠道病毒以及巨细胞病毒等,这几类病毒与脑损伤具有一

定的相关性。采用针刺等中西医疗法治疗小儿脑性瘫痪的临床疗效较为显著,值得推广使用。 
 
 
PO-1208 

西藏儿童特发性含铁血黄素沉着症两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卓嘎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儿童含铁血黄素沉着症的认识。 
方法 复习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 2例儿童含铁血黄素沉着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诊治经过,探讨小儿含铁血黄素沉着症发病的诊治经验,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该两例患儿系“咳嗽伴面色苍白”入院,血常规均提示呈小细胞低色素贫血,血红蛋白分别为

43g/L 及 42g/L;胸片､ 胸部 CT 示:可见大小,浓淡不同的云絮影。痰液及胃液的苏木精-伊红染色法

(HE 染色),痰液及胃液均可见含铁黄素巨噬细胞,从而确诊为儿童特发性含铁血黄素沉着症,分别给予

甲基强的松龙静脉 2mg/(kg.d)及泼尼松 2mg/(kg.d),持续 7 天,以及输血等对症治疗后,咯血止,贫血

好转。 
结论 咳嗽伴面色苍白患儿需警惕儿童含铁血黄素沉着症可能,完善痰液及胃液 HE 染色,发现含铁黄

素巨噬细胞即可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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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9 

针刺为主综合治疗精神发育迟缓患儿睡眠障碍的临床研究 
 

申思,李巧秀 ,王亮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对采取针刺为主综合治疗精神发育迟缓(Mental  Retardation)患儿睡眠障碍的效果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诊治的符合要求的患儿 74 例,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

精神科病症诊断标准[2];排除其他严重疾病可能,家属知情同意。将其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7
例,两组患儿的基本信息､ 病情､ 病程等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均给予儿内科常规

治疗,对照组单一进行针刺治疗,应用一次性 30 号毫针(0.3mmX25mm),采取靳三针组穴法,包括四神

针､ 脑三针､ 智三针､ 颢三针､ 手智针;以及涌泉穴､ 安眠穴。肢体障碍加曲池､ 手三里､ 合谷或

足三里､ 阳陵泉､ 飞扬;语言､ 吞咽障碍加舌三针。留针 30min,行针 3 次后出针。1 次/2d,3 次/周,3
周一疗程,均连续两疗程。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进行耳穴压贴治疗,选取神门､ 交感､ 心､ 肾

及脾穴。常规消毒后将王不留行子贴在选定穴位上,两侧交替进行,每日按压 3 次,每穴位 20s,力道以

耳穴微红为宜。1 次/d,3 次/周,3 周一疗程,连续两疗程。 
结果 2 疗程后,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以 CHSQ 评分做比较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2.9%,对照组为

81.0%,治疗组睡眠总时长､ 夜醒情况､ 白天睡眠情况改善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患儿在针刺基础上,进行耳穴压豆治疗,临床总有效率达到 92.9%,高于单一针刺治

疗对照组的 81.0%(P<0.05);在完成 2 个疗程治疗后,治疗组患儿的睡眠总时长､ 夜醒及白天睡眠等

改善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精神发育迟缓合并睡眠障碍患儿治疗中,采用针刺联合耳穴压豆的综合疗法可有效改善患儿

睡眠状态,提高睡眠质量,且中医治疗安全,值得临床推广. 
 
 
PO-1210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婴幼儿脑瘫腓肠肌痉挛 
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前瞻性研究 

 
王明梅,朱登纳,李三松,唐国皓,张广宇,杨磊,安爽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对婴幼儿脑瘫患儿下肢腓肠肌痉挛的长期临床疗效及不良反

应。 
方法 选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 2014 年 1~12 月治疗的痉挛型脑瘫患儿 95 例,以下肢腓

肠肌为靶肌,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BTX-A 注射组 48 例和常规治疗组 47 例,随访过程中由于失

访､ 家属依从性差剔除 15 例,,BTX-A 注射组 38 例和常规治疗组 42 例。BTX-A 注射组采用 A 型肉

毒毒素粉针保妥适(美国 Allergan 公司生产),每个靶肌肉注射剂量为 3IU/kg,全身总量<20IU/kg 或

<400IU,使用前用 2ml 生理盐水稀释为 50IU/ml。注射时,采用 GE Logiq P5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进行

定位。腓肠肌内外侧头各注射 2 点,点与点间距离>2cm,每个注射点 大剂量为 20IU,每个靶肌肉每

次总量<50U。BTX-A 注射组行 BTX-A 注射后给予 4 疗程常规康复训练,常规治疗组仅给予 4 疗程

相同常规康复训练。治疗前及治疗后 1､ 3､ 6､ 12､ 24 个月采用改良 Tardieu 量表(MTS)分级 X 评

定腓肠肌痉挛程度和踝关节角度 R1､ R2 评估踝关节活动度,表面肌电图(sEMG)被动状态数值评估

肌张力,粗大运动功能测试(GMFM)评价粗大运动功能。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χ(__)±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多个不同时问点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因不满足球形检验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矫正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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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降低 MTS 分级(X)和 sEMG 被动状态数值方面,BTX-A 注射组优于常规治疗组且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增大 MTS 踝关节角度 R1､ R2 和提高大运动 GMFM 评分方面,BTX-A
注射组优于常规治疗组且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TX-A 注射组无严重不良反应, 常

见的不良反应为一过性肌力下降。 
结论 BTX-A 注射能够显著降低婴幼儿脑瘫患儿腓肠肌痉挛,并具有较长期疗效,且不良反应少,安全

性可靠,同时能够促进脑瘫患儿大运动功能发育,改善异常姿势,为后期的康复提供了有利平台。 
 
 
PO-1211 

别嘌呤醇对海人酸致颞叶癫痫大鼠的保护作用 
 

杨永辉,陈海,朱登纳,李三松,唐国皓,张广宇,杨磊,王明梅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研究别嘌呤醇对海人酸(Kainic Acid, KA)致颞叶癫痫大鼠的保护作用,为临床上癫痫的治疗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 
方法 选用成年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 120 只,体重 240±20g。实验动物随机分为 3 组:(1)sham 组

(n=40):右侧海马 CA3 区注入与 KA 癫痫模型组等量的生理盐水;(2)KA 癫痫模型组(n=40):右侧海马

CA3 区注入 KA 4μg•kg-1(4μg/μl);(3)别嘌呤组(n=40):模型制作同 KA 癫痫模型组,实验前 3 天每天

胃内灌注别嘌呤醇 100mg。其中每组大鼠注入海人酸后随机抽取 6 只左侧额及左侧海马植入永久

性电极。大鼠注药或假手术后立即观察非植入电极大鼠的行为学变化,24h 后断头取脑,检测并比较

各组大鼠左侧海马组织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含量､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性。注入 KA 一周后描记各组植入电极大鼠脑电图并记录 30 分钟内癫痫发作总

次数及总时间。 
结果  KA 癫痫模型组和别嘌呤醇组注射海人酸后均出现癫痫发作,但潜伏期和发作强度有所不同,别
嘌呤醇组潜伏期延长[(36.7±4.5)min VS (25.2±3.6 )min] (P<0.05),发作强度级别降低(P<0.05),KA 癫

痫模型组发作均达到了 5 级以上,别嘌呤组癫痫发作 5 级以上百分率为 50.78%,其余大鼠发作程度

较轻;注入 KA24h,KA 癫痫模型组大鼠左侧海马组织中 MDA 含量[(5.92±0.85)nmol/mg protein]显著

高于 sham 组[(3.25±0.51)nmol/mg protein](P<0.01)和别嘌呤组[(4.06±0.43)nmol/mg 
protein](P<0.01),别嘌呤组高于 sham 组(P<0.05);KA 癫痫模型组大鼠左侧海马组织中 SOD 酶活性

[(88.26±10.35)U/mg protein]显著低于 sham 组[( 118.58±10.74)U/mg protein](P<0.01)和别嘌呤组

[( 103.85±11.20)U/mg protein](P<0.01),别嘌呤组低于 sham 组(P<0.05);注入 KA 一周后在记录 30
分钟时间内,与别嘌呤醇组相比,KA 癫痫模型组大鼠癫痫发作时间[(485.6 ±34.7)s VS(230.8 ±25.9)s ]
和发作次数[(50.2±10.4)次 VS(20.6±12.3)次]均明显增加(P<0.01)。 
结论 别嘌呤醇在海人酸致颞叶癫痫大鼠模型中具有抗癫痫和抗氧化作用;别嘌呤醇有可能成为临床

上经济且实用的抗癫痫药物。 
 
 
PO-1212 

A 型肉毒毒素对幼龄脑瘫儿童腓肠肌痉挛的影响 
 

李巧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 A 型肉毒毒素对幼龄脑瘫儿童腓肠肌痉挛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来我院诊治的 94 例腓肠肌痉挛的幼龄脑瘫儿童为研究对

象。年龄 9 个月至 3 周岁,平均年龄(22.1±1.3)个月;其中男性患儿 56 例,女性患儿 38 例。入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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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⑴所选患儿均符合第九届全国小儿脑瘫康复学术会议上对痉挛型脑瘫儿童的诊断标准;⑵所选患

儿均存在着腓肠肌痉挛,且均没有接受过手术的治疗;⑶所选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系统(GMFCS)分级

均在 II 级至 IV 级;⑷所选患者近半年来均没由使用过 A 型肉毒毒素;⑸所选患儿的改良 Tardieu 量表

痉挛的评定 R2-R1 均≥10º。排除标准:⑴有肝肾功能严重不全及体质过敏的患者;⑵肌肉神经接头

存在疾病的患者;⑶有感染性疾病的患者;⑷注射肌群严重挛缩及关节固定的患者;⑸近期使用过能加

重肌肉神经接头传递障碍药物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所选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均有

患者 47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 月龄､ 病情等一般临床资料的上差异不大,具有可比性。实验组患儿给

予由美国 Allergan 公司提供的 A 型肉毒毒素:在腓肠肌的内外侧头均注射 2 点,点间距>2cm,每个靶

肌肉 3IU/kg,全身总用量<20IU/Kg,注射后卧床休息 24h,然后再进行常规的康复训练。两组患儿给予

4 个疗程的常规康复训练,具体包括:⑴采用被动活动来减低患儿的肌张力,通过牵拉踝关节来扩大患

儿关节的活动度,利用反射性的抑制手法来抑制患儿的异常姿势,40min/次,1 次/天;⑵蜡疗,30min/

次,1 次/天;⑶中频电疗,20min/次,1 次/天。上述方法均 3 周/疗程,共 4 个疗程,疗程间隔为 2 周。在治

疗前及治疗后的 1､ 3､ 6 个月分别采用改良式 Ashworth 量表(MAS)､ 表面肌电图(sEMG )及粗大

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88)分别来评定两组患儿腓肠肌痉挛的程度､ 肌张力及运动功能。其中

MAS 分为 0 级至 4 级,分别量化为 0 分至 4 分。采用统计软件 SPSS19.0 进行分析与比较,用 t 检验

对计量资料进行,用 x2检验来对计数资料进行比较,用 Friedman 秩和检验对等级资料进行比较,均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MAS 量化评分及腓肠肌 sEMG 数值均没有明显的差别,治疗后两组患儿的

MAS 量化评分及腓肠肌 sEMG 数值均比治疗前有所降低,但实验组患儿均降低的更明显。治疗前两

组患儿的 GMFM 评分没有明显的差异;治疗后两组患儿的 GMFM 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所升高,但是实

验组患儿升高的更明显。 
结论  A 型肉毒毒素能明显改善幼龄脑瘫儿童腓肠肌痉挛的程度,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大力推广应用。 
 
 
PO-1213 

综合康复治疗对痉挛型脑瘫儿童的运动功能恢复 
的效果及预后的影响分析 

 
陈海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分析综合康复治疗措施对痉挛型脑瘫儿童的运动功能恢复的效果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择在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76 例痉挛性脑瘫儿童进行研究,并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8 例。观察组患儿男 24 例,女 14 例,年龄为 4~14 岁,平均年

龄为 5.96±0.42 岁,其中双瘫 13 例,偏瘫 16 例,四肢瘫 9 例;对照组患儿男 23 例,女 15 例,年龄为

4~15 岁,平均年龄为 6.04±0.37 岁,其中双瘫 12 例,偏瘫 15 例,四肢瘫 11 例。所有参试儿童均符合

痉挛性脑瘫诊断标准。排除不能正常参加测评的儿童。两组患儿在年龄､ 性别比例及患病类型无显

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的功能训练,采用 Botath 等训练法,制定针对性强的个体化

训练方案,抑制异常肢体动作,改善平衡,提高肌力,降低肌张力,促进运动的发育完善。从患儿被动接

受训练,逐渐转变为主动完成训练动作､ 熟练掌握。每天一次,每次锻炼 40~60 min。治疗组患儿采

用综合康复治疗:①功能训练,同对照组;②穴位注射及针灸,头针取平衡区､ 百会穴､ 足运感区等穴位,

留针 30 min,隔天一次;③推拿,调整患儿的经络神经,具体手法是揉､ 捏或拍打患儿肢体或穴位,疏通

经络达到减轻或恢复患儿肢体障碍功能,每天 1 次,每次 30 min 左右;④对患儿进行心理治疗,在康复

训练的过程中,康复治疗师对患儿的进步及时给予鼓励表扬,树立患儿自信心,提高其配合治疗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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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⑤康复治疗师根据患儿的肢体障碍情况,指导监护人在康复治疗之外适当进行简单有效的家庭康

复训练。调查统计患儿康复治疗前及治疗 3 个月后的 MAS 评分､ GMFM-88 评分､ WeeFIM 评分

及平衡评分。 
结果 组内对比,两组患儿治疗后 WeeFIM 评分及 GMFM-88 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组间对比,治疗组

的 WeeFIM 评分(65.17±10.82)及 GMFM-88 评分(39.67±6.08)明显高于对照组 WeeFIM 评分

(54.25±10.23)及 GMFM-88 评分(30.50±6.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对比,两组患儿治

疗后 MAS 评分及平衡评分明显优于治疗前;组间对比,观察组的 MAS 评分(0.78±0.26)及平衡评分

(7.42±1.42)明显优于对照组 MAS 评分(1.51±0.37)及平衡评分(6.06±1.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综合康复治疗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 92.1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81.58%,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综合康复措施治疗痉挛型脑瘫儿童,促进患儿肢体功能的恢复,有效提高患儿的运动能力,改
善患儿的生活状态,值得临床积极推广普及。 
 
 
PO-1214 

脑性瘫痪的 ICF-CY 简明通用版核心条目的临床应用 
 

袁俊英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初步探讨基于 ICF-CY 的脑性瘫痪康复治疗与传统康复治疗模式在儿童低下能力评定量表

(PEDI)､ 粗大运动功能量表､ 矫形器及辅助器具使用方面的效果差异。 
方法 选取两个不同的儿童康复病区,一个病区的儿童康复团队进行系统的 ICF-CY 的培训,并应用

ICF-CY 脑性瘫痪的核心简明通用组合对脑性瘫痪儿童进行评定,研究对象采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儿童康复科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两个不同病区儿童康复科医师所管理的脑性瘫痪儿

童。诊断均符合 2014 年第十三届全国小儿脑瘫康复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及分型[9]。纳入标准:①符

合脑性瘫痪诊断且能坚持三个疗程及以上治疗者;②年龄小于 7.5 岁。ICF-CY 脑性瘫痪核心简明通

用组合个领域 25 个二级水平类目,使用 ICF 限定值(0-4,8,9)描述身体功能,结构､ 活动与参与的限定

值描述类目的损伤､ 限制､ 局限的程度,并根据 ICF-CY 评定结果制定康复训练计划,另一个病区的

儿童康复团队不进行 ICF-CY 的培训与评定。脑瘫儿童都经过三个疗程治疗后,分别进行 PEDI､
GMFM､ SM 评估及辅助器具应用统计。 
结果 两个病区脑瘫儿童 PEDI 评分功能性技巧和照顾者协助均有统计学差异

(t=3.860,p<0.001;t=3.401,p<0.001);GMFM 评分未见统计学差异(t=0.751,p=0.454);婴幼儿初中生

社会适应能力量表评分可见统计学差异(t=3.806,p<0.001);除矫形器外其他辅具应用方面有统计学

差异(c2=48.692,p<0.001)。 
结论 应用基于 ICF-CY 的临床思维模式及脑性瘫痪的核心简明通用组合评定在脑性瘫痪治疗中在提

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减少照顾者协助及适应能力方面方面更有优势。 
 
 
PO-1215 

全身振动训练对 1~3 岁痉挛型脑瘫儿童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孟文彬,朱登纳,刘峰伟,董婵,杨斌,马丹丹,王明梅,陈镇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观察全身振动(Whole body vibration,WBV)训练对 1~3 岁痉挛型脑瘫儿童下肢痉挛状态､ 粗大

运动功能､ 平衡功能的影响及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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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病例选择:选取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住院的 1~3 岁痉挛型脑瘫患儿共 80 例,随机分为常规训练组和全身振动训练组,每组 40
例。治疗过程中患儿失访 5 例(6.25%),实际纳入研究的病例为 75 例(常规训练组 37 例,全身振动训

练组 38 例)。治疗方法:常规训练组给予 12周的运动疗法､ 石蜡疗法及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全身振

动训练组在常规训练的基础上给予 12 周的全身振动训练。疗效评定: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
88(GMFM-88)､ Berg 平衡量表(BBS)对患儿治疗前后的粗大运动功能及平衡功能进行评价,采用改

良 Tardieu 量表(MTS)､ 表面肌电图(sEMG)被动状态数值对患儿治疗前后下肢痉挛程度进行评价。

所有的评价均由专门的检查者进行实施,且要求其对分组情况不知情。不良反应的观察:全身振动训

练期间及训练后,观察患儿有无哭闹､ 不适､ 眩晕､ 下肢红肿等不良反应,并做记录。统计学处理:采
用 SPSS19.0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后差异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结果 基线比较:治疗前两组患儿性别､ 月龄､ GMFCS分级､ MTS 评分､ MTS 踝关节角度 R1､ R2
､ sEMG被动状态数值､ GMFM-88 评分､ BB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粗大运动功能和平衡功

能:治疗后,全身振动训练组 GMFM-88､ BBS 评分较常规训练组明显提高(P<0.05)。痉挛程度:治疗

后,全身振动训练组 MTS 评分､ MTS 踝关节角度 R1､ R2､ sEMG 被动状态数值较常规训练组明显

改善(P<0.05)。不良反应:全身振动训练期间及训练后个别患儿出现短暂哭闹,但在患儿家长安抚下

迅速停止。所有患儿均未出现不适感､ 眩晕､ 下肢红肿等不良反应。 
结论 1､ 全身振动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可有效提高 1~3 岁痉挛型脑瘫儿童的粗大运动功能和平衡

功能,缓解其下肢的痉挛程度,且安全可靠,未发现相关不良反应。 
 
 
PO-1216 

矫正鞋垫对脑瘫儿童平衡能力及粗大运动功能影响 
 

孙二亮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矫正鞋垫对痉挛型脑瘫儿童平衡能力及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09-2016.09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门诊和住院的脑瘫患儿 60 例,纳入标

准:1.符合 2014 年全国小儿脑瘫会议的脑瘫的诊断标准和临床分型为痉挛型; 2.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系统(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GMFCS)Ⅲ级及以上; 3.认知良好;4.治疗时间满 3
个月者。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影响站立或步行能力的神经肌肉和骨关节疾病等并发症者;2.不能配

合治疗,或不能坚持完成疗程时间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试验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治疗前两组

患儿性别､  年龄(2-6 岁)､ 身高､ 体重及 GMFCS(I-III 级)等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

比性, 将符合入选条件的 60 例患儿按纳入顺序编号,将编号按随机数字法随机分为试验组(30 例)和
对照组(30 例)。两组患儿均行常规康复训练,运动疗法如肌力训练､ 耐力训练､ 平衡协调能力训

练,40min/次, 1 次/d,5d/W;抗痉挛低频电脉冲治疗 25min/次, 1 次/d,5d/W;推拿按摩方法,主要是放松

痉挛肌肉为主,适当兴奋拮抗肌为辅,多采用轻柔的手法,如滚､ 推､  按､  摩､  揉等手法降低痉挛肌

肉的兴奋性,采用或快速或较强刺激的手法,如拿､ 点､ 拍等提高拮抗肌的兴奋性,30min/次, 1 次

/d,5d/W,共计 3 个月。试验组在此治疗基础上穿戴矫正鞋垫,依据患儿实际情况制作

ICB(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biomechanics,ICB)矫正鞋垫,选用 2/3 长矫正鞋垫,采用 ICB 矫正鞋垫

专门测量工具得到患儿的立姿跟骨中立位角(neutral calcaneal stance position,NCSP)和立姿跟骨

休息位角(rest calcaneal stance position,RCSP), 终得到旋前范围(NCSP+ RCSP)来确定前足附

件;根据胫骨扭转角确定内八或外八矫正板的制作,并根据穿戴的效果调整楔形垫的度数; 后确定是

否有长短腿的存在并适当(差距的 1/2)补偿。两组患儿均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3 个月,采用儿童平衡量

表,GMFM88 项 D､ E 能区对患儿评价。 
结果  入选病例无脱失,治疗前,两组患儿平衡量表,GMFM88 项 D､ E 能区,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各项评分均有增高,组内前后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试验组较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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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MFM88 项 E 区及儿童平衡量表评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GMFM88 项 D 区两组无

统计学意义(P>0.05),考虑可能与干预时间短有关。 
结论 在儿童康复中,对脑瘫患儿采用佩戴矫正鞋垫治疗可显著提高其平衡控制能力及粗大运动能

力。 
 
 
PO-1217 

 高危儿出院后早期管理模式探讨  
 

徐淑玲,李琼,付杰娜,平东沛,胡玉莲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450000 

 
 

目的 探讨高危儿出院后早期管理的重要性,通过不同模式实现全方位管理,提高高危儿生命质量。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早期管理干预的 9581 例高危儿,根据患儿病

情和家长需求,高危儿管理分院内早期干预管理､ 门诊早期干预管理､ 家庭早期干预管理三种模

式。实施步骤: 1.建立高危儿随访档案: 设立专科门诊随访 参与人员包括儿保专家､ 小儿神经科专

家､ 儿童康复专家､ 视听智力运动发育评测专职人员､ 康复手技家庭指导人员。2.门诊随访时

间: 根据高危儿情况确定随访频率,一般患儿一岁内随访至少 9 次,前半年每月一次,后半年每 2 月一

次;病情较重的根据情况增加随访频率和随访年龄。3.随访内容:体格发育,神经发育,发育量表评测,
辅助检查;4.早期干预方案制定;5.家庭干预指导;6.微信圈早期干预科普;7.个案视频指导。 
结果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高危儿早期干预共 9581 例,其中家庭康复干预 7347 例,占 76.7%;门
诊康复干预 764 例,占 10.4%;住院康复干预 1470 例,占 15.3%。 
结论 高危儿发生功能障碍后遗症或发育落后的风险较没有高危因素的婴儿高,早期表现隐匿,加强对

出院后高危儿管理､ 采取不同的早期干预模式达到提升高危儿生命质量十分必要。 
 
 
PO-1218 

丙泊酚麻醉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小儿痉挛性脑瘫的临床观察 
 

李延辉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目的 观察丙泊酚麻醉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小儿痉挛性脑瘫的镇痛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康复科门诊收治的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即丙泊

酚麻醉下肉毒毒素注射组和单独肉毒毒素注射组对照组,注射后常规进行康复训练;注射过程中对心

率､ 呼吸､ 收缩压､ 经皮测血氧饱和度进行评判;在治疗后 1､ 3､ 6 个月对改良 Ashworth 修正量表

(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 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 病
人依从性进行评判; 
结果 临床符合条件患儿共 76 例,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8 例,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心率､ 收缩压变

化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的心率明显增快;而两组间比较,经皮血氧饱和度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未出现呼吸抑制。MAS 和 GMFM 评分在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各个时间段与治疗前比较,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3 月与 6 月比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同一个时间段

MAS 和 GMFM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组 MAS 值低于对照组,而 GMFM 值较对照组偏高。

观察组再次注射率达 98%,而对照组再次注射率 70%,两者比较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丙泊酚镇痛效果确切且使用安全､ 操作方便,患儿术中配合良好,医从性高,脑瘫患儿接受肉毒毒

素注射时镇痛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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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19 

“左病右治”综合疗法对 80 例先天性斜颈的疗效观察 
 

张红运 
重庆市渝中区妇幼保健院 400000 

 
 

目的 观察“左病右治”综合疗法治疗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的疗效。 
方法 将 80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进行临床研究,均使用传统推拿手法加超声波治疗,左病右治组加用

健侧治疗方案。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后包块直径的变化进行评估,计算两组的

治疗有效率以及不同月龄段的治疗有效率。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后包块直径均较治疗前缩短,治疗后左病右治组患儿包块直径较传统组小;左病右

治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传统组;小于 3个月患儿的痊愈率､ 好转率均高于其他两组年龄段。 
结论 左病右治综合疗法能更有效缓解患侧胸锁乳突肌肌张力,增强健侧肌力,使双侧胸锁乳突肌达到

左右平衡状态。 
 
 
PO-1220 

手臂双侧强化训练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 
对偏瘫型脑瘫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郑媛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手-臂双侧强化训练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对偏瘫型脑瘫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的影

响,为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本院康复医学科明确诊断并进行作业治疗的 2-6 岁痉挛型

偏瘫脑瘫儿童 40 例,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对照组采用强制性运动疗法

(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CIMT),每天训练 1h;试验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手-臂
双侧强化训练(Hand-arm Bimanual Intensive Training,HABIT),每天 CIMT 训练 0.5h,HABIT 训练

0.5h。两组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采用脑瘫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定表及儿童功能

独立性评定量表(WeeFIM)对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定和对比分析。 
结果 两组儿童治疗 6 个月后 ADL分数､ WeeFIM 分数均优于治疗前(P﹤0.05),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手臂双侧强化训练结合强制性运动疗法治疗痉挛型偏瘫脑瘫患儿,比单纯使用强制性运动疗法

更能有效提高偏瘫患儿双手协作能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PO-1221 

智力低下儿童的事件相关电位临床研究 
 

刘超宇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智力低下 (MR)儿童事件相关电位 P300 的特点及临床价值,并将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
与 P300 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对智力低下儿童认知功能障碍进行综合评价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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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科住院或门诊就诊的智力低下儿童

30 例(MR 组)和正常儿童 30 例(对照组)进行事件相关电位 P300 测定,了解 P300 波幅及潜伏期变化

的特点, 并与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进行相关性分析,将所得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MR 组事件相关电位 P300 与对照组相比,其波幅降低､ 潜伏期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MR 组事件相关电位 P300 的波幅与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评分呈正相关

(p<0.05),P300 的潜伏期与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评分呈负相关(p<0.05)。 
结论 事件相关电位 P300 可作为评价智力低下儿童认知功能障碍较客观的指标,利用事件相关电位

P300 结合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有助于对智力低下儿童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评价。 
 
 
PO-1222 

高压氧治疗婴儿脑损伤的疗效观察 
 

姚蕊,李婷,杜田菊,刘丽,王乃军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方案对婴儿脑损伤进行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我科住院的脑损伤患儿 86 例,分为甲组(43 例)､ 乙组(43
例)。甲组采用运动疗法+静滴神经节苷脂+水疗治疗,乙组采用运动疗法+静滴神经节苷脂+水疗治疗

+高压氧治疗,6 个月后比较两组疗效。 
结果 经过 6 个月治疗,甲､ 乙两组结果显示:甲组患儿测试结果平均 DQ 分为:84.7 分。乙组患儿测

试结果平均 DQ 为:95 分。两组通过严格治疗均有效果,但乙组 Gesll 发育诊断量表测试平均 DQ 分

值较甲组高。 
结论 运动疗法+静滴神经节苷脂+水疗治疗+高压氧治疗婴儿脑损伤患儿的效果更好。即高压氧可提

高脑损伤的治疗效果。 
 
 
PO-1223 

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对脑性瘫痪患儿上肢功能恢复的影响 
 

岳草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儿童上肢康复机器人对脑性瘫痪患儿上肢功能康复的疗效。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达到儿童上肢康复机器人治疗标准的患儿 23 名,根据患儿家属的治疗选

择,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训练,包括运动疗法､ 作业疗法､ 传统康复疗法､ 物

理因子疗法。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加入儿童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采用 Peabody 精细运

动评估量表对患儿抓握功能及视觉-运动综合能力进行评估,采用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WeeFIM)对患

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估,比较两组疗效 
结果 治疗前两组间 Peabody 精细运动评估量表及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评分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义(P>0.05),均具有可比性;治疗后,治疗组及对照组在 Peabody 精细运动评估量表及儿童功能独立性

评定评分均有提高,而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儿童上康复机器人能够有效提高脑性瘫痪患儿上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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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24 

对脑损伤高危儿进行 Gesell 量表测评并分析早期干预效果 
 

丁春燕,徐淑玲,吕杨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中心 450012 

 
 

目的 针对 0-18 月随访的脑损伤高危儿定期进行 Gesell 量表测评,对智力和(或)运动存在落后的患儿

尽早进行早期干预,纠正患儿的发育落后 
方法 对评估出 82 例发育落后的脑损伤高危儿分成干预组(42 例)和对照组(40 例)。干预组患儿接受

综合康复治疗,对照组患儿不愿接受康复治疗。用 Gesell 量表测评来分析两组干预效果。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干预组社会适应､ 大动作､ 精细动作､ 语言､ 个人社交能区的发育商均优于对

照组(P<0.01 或 P<0.05)。 
结论 对脑损伤高危儿进行早期干预能有效改善患儿的智力和运动发育水平。 
 
 
PO-1225 

一种骨盆助行装置的设计与研发 
 

张蓓华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19 

 
 

目的 脑瘫儿童常见的运动功能障碍主要表现在步行能力低下。本研究设计和研发了一种骨盆助行

装置,提高脑瘫儿童步行过程中的躯干稳定性及骨盆控制,将之与不同的助行器结合使用后,使其达到

步行能力的增强,这将有利于家庭康复步行训练的实施。本文旨在探讨该骨盆助行装置的设计是否

合理,研发成果是否满足脑瘫儿童家庭的需要。 
方法 从脑瘫儿童步行特征出发,通过结构设计､ 材料设计､ 功能设计的方法,对骨盆助行装置进行研

发。通过质量检测和普通儿童的临床试用,对骨盆助行装置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进行检验。应用儿童

或家长满意度调查问卷,对 5 名脑瘫儿童家庭进行产品使用的满意度调查。 
结果 骨盆助行装置已设计和研发完成,功能测试良好。脑瘫儿童家庭对骨盆助行装置的使用基本满

意,整体满意度达 74%。其中,安全性和外观评价达 100%。 
结论 该种骨盆助行装置设计合理,方案可行,研发产品能满足脑瘫儿童家庭康复的需求。该研发产品

有待进一步验证其临床使用疗效。 
 
 
PO-1226 

唐氏综合征儿童下颌构音运动障碍的个案研究 
 

严舒 
静安区启慧学校 200443 

 
 

目的 众所周知,正常的言语是通过呼吸､ 发声､ 共鸣､ 构音系统的协调运动而产生的,在这几个器官

构成的系统之中,构音系统是由下颌､ 唇､ 舌和软腭之间灵活､ 协调运动的结果。如果这些构音器

官在运动方面存在异常,可能会存在构音运动方面的问题,进而会出现如进食障碍､ 吞咽障碍､ 构音

障碍和语言障碍,会直接影响到构音的清晰度,降低言语表达的可懂程度。 
本研究立足于唐氏综合症儿童下颌构音运动存在的问题,以提高唐氏儿童下颌构音运动能力为目的,
通过制定一对一针对性的训练计划､ 选择合适的训练方法来改善唐氏儿童的构音运动能力,并且利

用单一被试的研究方法来监控训练的效果,以期能够为更多类似的儿童提供有效的康复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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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一被试单基线实验设计 A-B 模式。基线期,共测试 7 次,处理期,共 8 次。使用

SPSS16.0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方面的分析。 
结果 (1)下颌低位构音运动能力 
为研究训练的效果,又对基线期和处理期的数据进行 t 检验,p<0.01,这表明基线期和处理期的下颌低

位构音运动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由此可以证明康复训练对学生的下颌低位构音运动有极其显著的

改善。 
表 1  训练前后的下颌低位构音运动等级  

实验时间 N M SD Br p 
基线期 7 1.43 0.53 -0.03 

0.0001** 
处理期 8 3.38 0.74 0.63 

  
(2)下颌半开位构音运动能力 
学生半开位构音运动同样经过训练后上升了 1.5 个等级,较训练前有一定的进步。进一步对数据进行

t 检验,发现 p< 0.05,这表明基线期和处理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处理期的数据显著的高于基线期的

数据,训练前后在统计学上有显著的提高。 
表 2  训练前后的半开位构音运动等级  

实验时间 N M SD Br p 
基线期 7 1.57 0.53 -0.36 

 0.0122* 
处理期 8 3.00 1.20 0.84 

  
(3)下颌转换运动能力 
下颌转换构音运动等级的两组数据呈现出非自相关,符合单一被试统计的数据要求。学生下颌转换

构音运动等级同样经过训练后上升了 1 个等级,较训练前有一定的进步。进一步对数据进行 t 检验,
发现 p< 0.05。 
表 3  训练前后的下颌转换构音运动等级  

实验时间 N M SD Br p 
基线期 7 1.10 0.20 -0.28 

 0.0334* 
处理期 8 2.06 1.04 0.86 

  
结论 本研究对学生下颌构音运动的评估与治疗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下颌构音运动

训练与下颌构音重读治疗相结合的训练,学生的下颌低位运动､ 下颌半开位､ 下颌转换运动等级都

发生了显著的提升,制定的个别化训练方案是有效可行的。 
 
 
PO-1227 

早期综合干预对早产儿矫正年龄 1 岁体格发育促进效果的对照研

究 
 

赵妍,文静,樊欣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1147 

 
 

目的 早期综合干预(有计划有针对性个体化喂养指导､ 抚触､ 脾胃按摩､ 追视听训练､ 感知､ 运动

训练和口腔功能干预)对早产儿矫正年龄 1 岁生长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胎龄≤36 周早产儿 676 例(除外

遗传代谢性疾病)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在本院按高危儿系统健康体检的早产儿 375 干预组,干预内容

包括早期综合干预。选择 1 岁单次在我院儿保的早产儿 301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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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干预组与对照组在性别比出生体重､ 出生身长､ 孕周无统计学差异。干预组在矫正年龄 1 岁

时男女婴儿体重及身长增长均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早期综合干预对早产儿矫正年龄 1 岁体重及身长发育有明显促进效果,从而实现早期的追赶性

生长,这将是广大儿保工今后工作的重点。 
 
 
PO-1228 

早期干预对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的纵向研究 
 

文静,赵妍,王念蓉,樊欣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1147 

 
 

目的 探讨早期综合干预对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体格及智能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择在我院出生或到儿童保健科就诊的胎龄小于 32 周和/或出生体重小于 1500 克极低体重早

产儿共 44 例作为研究对象(除外严重的先天畸形和遗传代谢性疾病),将研究开始后出生的早产儿作

为干预组,研究开始前 9-15 月内出生的早产儿作为对照组。干预组患儿在出院后即进行有计划的早

期干预与随访,内容包括体格发育评价与喂养指导､ 运动训练､ 认知训练等;对照组患儿仅进行家庭

常规养育或常规儿保。干预组与对照组在矫正年龄 1 岁时进行体重､ 身长､ 头围的测量,同时作婴

幼儿智能发育测量及脑瘫的评估。 
结果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儿在性别､ 孕周以及出生时体重､ 身长､ 头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矫正 1 岁时干预组患儿的身长(75.38±3.21cm)､ 体重(9.56±1.35kg)均较对照组患儿的身

长(73.18±2.77cm)､ 体重(8.70±0.80kg)有显著差异(P<0.05);干预组患儿的智能发育指数

(MDI)(90.14±13.45)及运动发育指数(PDI)(93.77±12.85)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 MDI(79.86±11.45)
及 PDI(82.73±14.32)(P<0.05)。对照组患儿中诊断脑瘫 1 例(4.55%),而干预组无脑瘫患儿,其差异无

显著性(P>0.05)。 
结论 早期综合干预措施明显促进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的体格发育及智能发育,从而提高远期生命质

量。 
 
 
PO-1229 

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运动障碍药物治疗进展 
 

刘志翠,陈军,李玉堂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患儿运动障碍明显,国内外目前治疗以康复训练为主,药物治疗方面报道

甚少,本文就该型脑瘫主要的运动障碍及药物治疗方法进行总结。 
方法  目前国内该种类型脑瘫的治疗方法以运动康复为主,如物理治疗､ 感觉统合治疗､ 作业治疗､

语音及前语言干预治疗､ 引导式教育､ 软组织贴扎技术等,同时结合中医推拿､ 药浴等,有肯定的疗

效,但所需周期长,进步缓慢。目前国内外关于药物治疗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的报道较少,有肯定疗

效的更是甚少,以下就该型脑瘫主要的运动障碍及药物治疗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传统药物缺乏统计分析研究,且副作用普遍较大,导致患者依从性欠佳。左乙拉西坦可有效减少

不随意运动,并且未报道有副作用。肉毒毒素在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者中应用报道较少,有研究指出

唾液腺注射合适剂量肉毒毒素 A 和肉毒毒素 B 可通过抑制腺体及平滑肌乙酰胆碱的释放,从而减轻

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流涎。 
结论 运动康复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已基本趋于完善,是不随意运动型脑瘫 基本､ 主要的治疗方法,
脑瘫康复必须坚持在康复训练为主的基础上探索有效的､ 副作用小的药物治疗方法,左乙拉西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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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内外研究证实能有效控制不随意运动,操作简单,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当然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大

量可靠的临床研究来证实,进而推广,为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康复助力。 
 
 
PO-1230 

手持式肌力测定的应用研究进展 
 

翟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因此近年来国外多采用手持式肌力测定仪(hand-held dynamometry,HHD)来评价儿童的肌力状

况,HHD 明显提高了肌力测定的精确性和信度,同时具有携带方便､ 操作简单的特点,可运用于不同

部位肌群测试,而且各种型号 HHD 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2010 年国内首次报道了 HHD 使用在脑瘫

患儿的下肢力量测试的应用。本文旨在综述 HHD 测试运用于儿童肌力测试的研究进展。 
方法 在 PubMed 和万方数据库中查找从 1990 至 2017 年所有关于手持式肌力测定运用于儿童的相

关中英文文献,并选出 42 余篇英文,8 篇中文文献进行分析。按照 HHD 测试在健康儿童中的信度､

HHD 测试中力矩和肌力的关系､ HHD 测试中肌力､ 力矩和力臂的影响因素､ HHD 测试在不同儿童

疾病中的应用 4 个段落进行引用并分析和整理, 后展望 HHD 测试在儿童中使用情况的发展 
结果 大量研究报告 HHD 了测试各个年龄段正常儿童中的信度中显示,在下肢肌群测试中有着很好的

信度和相关性,但在上肢肌力肌群的测试中仅有肩关节前屈､ 肘关节屈曲和肘关节伸展信度良好。

在 近的研究中肌力测试结果运用力矩来解释,并且力臂､ 力矩和肌力有着良好的相关因素。在影

响因素分析中发现,力矩的多项影响因素包括年龄､ 身高､ 体重､ 性别。结果显示身高和体重是

强的预测因素,在 13 岁以后除了身高和体重以外性别成为预测因素。HHD 测试对于疾病儿童包括

脑瘫､ 创伤性脑损伤､ 脊柱裂､ 智力落后､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脊肌萎缩症､ 唐氏综合症的肌力测

试都有良好信度。 
结论  HHD 测试在儿童下肢力量测试中信度良好,而上肢测试在肩关节和腕关节肌群测试的信度普

遍偏低。为全面了解儿童肌肉力量情况和对于疾病了解,需要大样本量研究上肢 HHD 测试运用于不

同疾病患儿的信度和效度。 
 
 
PO-1231 

影响脑瘫患儿康复疗效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徐纯鑫,沈敏 
上海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 200127 

 
 

目的 分析影响脑瘫患儿康复疗效的主要因素; 
方法 对上海儿童康复医学中心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明确诊断的脑瘫患儿 228 例进行疗

效分类,其中显效 135 例,疗效不显著 93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在显效分类中随机抽样 50 例,在疗

效不显著分类中按照性别､ 年龄段､ GMFCS 分级与显效分类中 50 例样本进行 1:1 配对,共抽取

100 例,且康复疗程起止时间为 3 个月;对其监护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患儿的一般

情况､ 出生史､ 临床表现､ 非严重的伴随疾病､ 康复介入时间､ 功能障碍程度､ GMFCS分级､ 患

儿专业机构康复开展情况､ 家庭康复开展程度､ 患儿是否进行传统的中医康复治疗,及政府相关扶

持政策､ 医保相关政策,将问卷调查结果进行配对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配对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影响脑瘫患儿康复疗效的因素主要为患儿自身

身体体质､ 康复介入时间以､ 患儿配合程度等;通过研究发现,脑瘫患儿第一监护人学历与其康复疗

效之间存在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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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影响脑瘫患儿康复疗效的主要因素为患儿自身身体素质､ 康复训练配合程度､ 康复介入时间

等,第一监护人学历与脑瘫患儿康复疗效间存在着正相关。 
 
 
PO-1232 

《一名重度脑瘫学生言语康复训练的研究》 
 

陆璐 
上海市静安区启慧学校 200443 

 
 

目的 本研究针对一名重度脑瘫学生的言语障碍及发声异常,进行言语功能的早期干预,并对疗效进行

阶段性评估。结合以往的矫治评估经验,通过纠正呼吸方式､ 口部运动､ 运用美国泰亿格电子有限

公司生产的启音博士(Dr. Speech)､ “实时言语测量仪”等相关仪器,将适合脑瘫学生言语康复矫治技

术应用于脑瘫学生的个别化康复训练之中,探索该类学生言语矫治训练的方法。 
方法 选取了就读于启慧学校就读的一名一年级重度脑瘫儿童进行言语康复训练的个案研究。首先

通过对儿童的观察发现该生并无软腭､ 唇､ 舌､ 下颌等发声器官异常。但是发现学生呼吸方式异常,
换气协调性差;偶有硬起音现象;构音能力存在障碍,说话时偶有伴随轻微的面部紧张抽搐。在课上能

跟读,但只能说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并运用汉语构音能力测量词表(也称黄昭鸣词表),对该儿童言

语构音障碍情况进行评估,了解儿童言语构音障碍的具体情况。 
其次,根据研究对象训练前的观察评估结果,从言语病理学角度对该名学生的言语现状进行较深入的

探究,实验所采用的评估与矫治设备主要是美国泰亿格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启音博士(Dr. Speech[2]
和“实时言语测量仪”,通过正确的评估与矫治,在提高学生言语流畅性和清晰度的基础和前提下,提高

其言语沟通交流的能力。 
后,通过为期 8 个月的个案实施,被试个训的时间为每周两次,采用单一被试统计方法。第一个月,不

采用综合干预措施,以收集基线期的基频数据为主;从第二个月开始主要进行言语矫治,采用呼吸训练

(纠正胸式呼吸)､ 放松训练､ 重读训练､ 咀嚼法､ 哈欠—叹气法等综合治疗的方法进行康复训练,对
训练学生进行定期的测试,收集 长声时､ 口腔轮替速率以及构音清晰度的评估数据,总的训练时间

为 6 个月; 后一个月,进行跟踪访谈,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继续收集数据。同时,进行阶段式的家

庭康复指导。提取训练后的数据进行前后对比的训练。 
结果 通过 6 个月的言语康复训练,在每个月进行过程性评估,并将结果数据记录 
整理,反映了被试儿童在言语康复前后对比情况为:呼吸功能从 3.41s 提高到 
9.23s;pata 口腔轮替速率得分 2 提高到 7;构音清晰度从 54%提高到 68%。 
通过对被试进行呼吸功能训练､ 构音功能训练和针对性的综合训练,被试在 
基线期与处理期数据上有着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对重度脑瘫学生进行言语康复训 
练是有效的。 
结论 本案例研究过程中发现:呼吸训练､ 放松训练､ 咀嚼法､ 哈欠—叹气法等康复训练方法对重度

脑瘫学生着较好的训练效果;其次,口腔训练､ 构音异常训练和重读训练等方法在重度脑瘫学生进行

言语康复训练的运用上仍需进一步探索。 
 
 
PO-1233 

注意力缺陷多动智障学生感觉统合训练的实践研究 
 

李冬平 
静安区启慧学校 200443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是儿童期 常见的心理行为

问题,临床表现为多动不宁､ 注意力涣散､ 冲动易激惹等。特殊学校的学生由于生理与智力都存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109 
 

着不同程度的障碍,会导致学生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受影响。因此,通过感觉统合训练,给予适当的刺

激,促进大脑的成熟和恢复,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满足,同时产生兴奋､ 自信的心态中使其在注意力以

及自信心方面都有所修复与提高。本研究努力尝试感觉统合训练对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智障生的疗效

以及训练策略。 
方法 选取就读于闸北区启慧学校一到五年级中经智商测定(IQ<70)且经临床界定为 ADHD 的学生

(共 30 名)年龄 7- 12 岁。 
1､ 文献研究法:及时把握感觉统合的 新研究动态与参考书籍。 
2､ 实验法:控制教学方法､ 增强次数从而检验感觉痛和训练的疗效与策略。 
3､ 案例法:总结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案例。 
结果 1､  注意力缺陷多动智障学生感觉统合训练效果 
运用北京基特尔儿童感觉统合训练中心的儿童感觉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 
表。用于评定儿童感觉统合能力的发展水平或失调的严重程度,由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知情者填写完

成。量表分为前庭功能､ 触觉防御､ 本体感､ 学习能力能力 5 个方面。测评之后进行训练,每次 1 2 
h,隔日 1 次, 20 次为 1 个阶段, 3 个阶段之后评定训练效果。 
2､  注意力缺陷多动智障学生感觉统合的训练策略 
训练器材:①主要采用滑板､ 滑梯､ 平衡台､ 平衡木､ 吊缆､ 独脚椅､ 球､ 绳等器材进行形体训

练;②采用串珠､ 穿针引线､ 插棍等进行精细动作训练; 

③采用目标追踪､ 文字､ 图形､ 数字划消等手段进行视､ 听､ 记忆力､ 注意力训练。从数据变化中

检验训练策略的效果。 
结论 本案例研究过程中发现通过大运动中的前庭训练､ 触觉训练以及平衡训练学生的注意力的持

久性有所提高;通过精细运动如串珠､ 穿针引线等活动可以使学生在注意的广度上有所提高。 
 
 
PO-1234 

《自闭症学生舌叶上抬模式训练方法的个案研究》 
 

金张乐 
静安区启慧学校 200443 

 
 

目的 本文试图在言语康复理论的指导下,尝试采用创新的康复方法对自闭症学生进行舌叶上抬模式

的训练。舌叶上抬模式是一种与前位口齿不清和齿尖咬舌发音有关的异常运动模式,其在临床上上

表现为:舌叶不能独立上抬与上腭接触;构音方面:在发带有/z/､ /c/､ /s/这些音及其音位组合的构音清

晰度会下降。将常见的食物与口部运动训练相结合,将单一的康复训练､ 语言理解与社交游戏融入

个别训练,从而使学生在进行言语矫治的同时提高其语言理解､ 沟通技能与表达能力,为促进其融入

社会而奠定基石。 
方法 选取了就读于启慧学校就读的一名二年级智力发育迟缓伴随自闭症学生进 
行言语康复舌叶上抬模式的个案研究。首先,通过对其进行基本情况的了解､ 遗传史､ 发育史与成

长史的了解,从生理､ 医学､ 教育与活动的角度出发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兴趣。其次,依据对研究对象

训练前的智力评估报告､ 言语评估着手对学生从智力与言语的角度找准学生的基线水平,获得训练

前的数据。随后,通过家庭生活､ 学校生活以及进食等一系列能力进行评估,找准学生的介入点,以达

成将食物与口部运动训练相结合､ 将单一的康复训练､ 语言理解与社交游戏融入个别训练,促使学

生在增进言语能力的同时提升其语言的理解。 后,通过为期每周 3 次的康复训练,每次训练 2 小时

的时长的康复训练,坚持再训练中保持与家长的密切联系与家中的训练与巩固的模式,提取训练后的

数据进行前后对比的训练。 
结果 训练前:评估结果反映了李**在汉语构音语音能力的整体语言的情况:其汉语构 
音清晰度为 64%,其中声母的构音清晰度为 55.47%,声调构音清晰度为 66.67, 
韵母构音清晰度为 80%。而声母的相对于韵母来说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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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后:评估结果反映了李**在汉语构音语音能力的整体语言的情况:其汉 
语构音清晰度提高到 82%。其中声母的构音清晰度为 75%,声调构音清晰度 66.67, 
韵母构音清晰度为 80%。在 小音位的比对中 d/t/zh/ch/sh 等音均已矫正,而 
z/c/s 等声韵组合还有待稳定。 
综上所述,训练后的声母构音清晰度相较于之前的数据大幅度提升,但在声 
调的构音清晰度与韵母的构音清晰度方面趋于稳定,但是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进 
一步地强化与泛化。 
结论 本案例研究过程中发现:学生在言语康复的训练中取得了良好的康复效果,其不仅体现,在老师得

体的康复手段上更需要家长采用适当的手段与正确的态度来积极地配合与巩固学校中的康复练习。

其次,家长由于不在训练时观看相应的康复手法,从而容易造成家校康复手段不一致的现象。 
 
 
PO-1235 

口部感知觉､ 运动训练治疗中度智力低下 
儿童喂养困难的作用分析 

 
蒲虹羽,李婷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讨论中度智力低下儿童通过口肌训练改善喂养困难的效果和影响 
方法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选取本科室中度智力低下伴喂养困难的儿童 40 例,随机分为对照

组(n=20)､ 实验组(n=20),平均年龄(2.5±0.5)岁。对照组采取常规喂食,治疗组采取口部感知觉､ 运

动训练和常规喂食。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采用吞咽检查量表､ 喂养调查问卷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组摄食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口部感知觉､ 运动训练能有效改善中度智力低下儿童的喂养困难。 
 
 
PO-1236 

IL-6､ IL-10 和 TNF-α 参与脑性瘫痪患儿脑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朱凤莲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年龄组脑瘫患儿及正常健康儿童血清中的 TNF-α､ IL-6､ IL-10 的表达水平,探讨

炎症因子在脑性瘫痪患儿是否存在慢性炎症反应。 
方法  选取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康复科脑瘫患儿 50 例,其中婴儿组患儿[6~12(8.4±2.6)
月]25例､ 幼儿组患儿[13~36(22.8±6.1)月]25 例为观察组,正常儿童组 30 例为对照组,其中婴儿组

[6~12(8.7±2.4)月]15例､ 幼儿组患儿[13~36(23.6±7.8)月]15 例。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 TNF-α､ IL-
6､ IL-10 的水平。 
结果 1. 观察组全组脑瘫患儿血清 TNF-α､ IL-6､ IL-10 水平较对照组全组正常儿童血清 TNF-α､ IL-
6､ IL-10 水平明显增高(P<0.001); 
 2. 观察组中婴儿组､ 幼儿组 TNF-α､ IL-10､ IL-6 水平较相应年龄对照组明显升高(P<0.001); 
 3. 观察组中婴儿组与幼儿组 TNF-α､ IL-6､ IL-10 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脑性瘫痪患儿血清中炎症因子 TNF-α､ IL-6､ IL-10 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这三种细胞因

子可能参与了脑瘫患儿脑损伤的发生;脑瘫组中婴儿组与幼儿组血清中 TNF-α､ IL-6､ IL-10 水平无

明显变化,提示这三种细胞因子在脑性瘫痪患儿体内持续表达,说明持续性炎症反应在脑性瘫痪的发

病中可能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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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37 

前庭功能训练对儿童中枢性协调障碍的康复疗效观察 
 

刘瑛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617000 

 
 

目的 评估前庭功能训练与传统的综合运动康复疗法联合治疗儿童中枢性协调障碍的有效性。 
方法 将 77 例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神经发育运动疗法为主的综

合康复疗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前庭功能训练治疗。 
结果 观察组患儿异常姿势反射及肌张力得到纠正和控制,运动发育落后得到改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3%,与对照组 81.6%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大运动､ 精

细运动､ 适应性能区的发育商差异有显著性(P<0.05),而语言､ 个人-社交能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前庭功能训练联合常规康复疗法治疗儿童中枢性协调障碍,疗效优于仅使用常规康复疗法,是一

种儿童脑瘫早期康复治疗的有效方法。 
 
 
PO-1238 

“医教结合”模式下的脑瘫儿童运动技能康复的个案研究 
 

孙璐烨 
静安区启慧学校 200443 

 
 

目的 本文在“医教结合”背景下,采用个别化康复训练的形式对脑瘫儿童进行 
粗大运动的康复训练,提高脑瘫儿童的日常活动能力,提升脑瘫儿童及其家长的生活信心。也为脑瘫

儿童重归社会,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奠定基础。 
方法 本文选择了一名脑瘫儿童进行运动技能康复训练的个案研究,对其应用粗大运动功能测量

(GMFM)对研究对象的粗大运动功能进行评定。得出该研究对象的步态姿势较差,步行的平衡和协调

问题较严重。 
其次,通过综合智力评估､ 粗大动作评估以及教师观察可知该研究对象的下肢能力以及腰背部能力

较差,决定对该生的粗大运动能力进行干预,以期能够调整其步态姿势。 
再次,通过每个星期康复训练两次,每次训练两个小时。每次训练后,都留有家庭作业,进行强化巩固,
促进肌肉力量的运动。 
结果 经过 5 个月的个别化康复训练,再次应用粗大运动功能测量(GMFM)对研究对象的粗大运动功

能进行评定。在本案例研究过程中发现:在教育康复训练中脑瘫学生缺乏适合的辅具,老师不知道如

何利用学校的环境设施对脑瘫学生进行有效的康复训练。并且学生只有在校每星期两次,每次 2 小

时的训练时间,而在家的时间缺乏训练,所以学生的康复效果受到影响。 
结论 学生只有在校每星期两次,每次 2 小时的训练时间,而在家的时间缺乏训练,所以学生的康复效果

受到影响。所以,针对上述结论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对特殊教育学校软､ 硬件的投入,对脑瘫学生提供适切的支持[5]; 
2.加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知识､ 技能的培训,提高教师专业化素质[6]; 
3.努力开发适合不同类型脑瘫学生的个别化课程,提高课程的针对性､ 科学性[7]; 
4.积极探索“医教结合 综合康复”之路,构建特殊教育学校脑瘫学生教育康复新模式; 
5.重视脑瘫学生的心理康复,提高脑瘫学生及其家庭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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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39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与正常儿童脑电频带能量差异 
 

盛倩倩,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本次研究探讨孤独症(ASD)患儿较正常儿童脑电变化特征,为疾病的早期发现及干预提供依

据。 
方法 选择在 2015 年 8 月-2017 年 6 月在天津市儿童医院主因语言发育迟缓就诊,年龄在 36 月-48
月,据 DSM-V 诊断标准确诊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 17 例作为 ASD 组,另外选择年龄､ 性别相匹配的

正常儿童 20 作为 HC(health control)组,所有受试者近 2 周内均未接受镇静类药物治疗及无感染病

史,然后应用数字化脑电图记录系统分别采集 ASD 组及 HC 组在安静闭目状态脑电信号,选取基线稳

定无干扰的部分,按以下的频率范围分别计算各频带能量:δ 频带(2~4 Hz),θ 频带(4~8 Hz),α 频带

(8~13 Hz),β 频带(13~30 Hz)和 γ 频带(﹥30 Hz)。 
结果 ASD 组 θ 频带能量在前额区､ 前颞区较 HC 组显著增高(P<0.05);余频带能量组间比较未见明

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脑电信号是特殊的自发性生物信号,可反映脑部功能状态,此次研究 ASD 患儿安静状态下前额

叶､ 前颞叶慢波活动增多,表明该区域的脑功能减弱,Pina-Camacho L[1]报道额-颞区､ 边缘网络与社

交､ 语言应用有关,Subbaraju V[2]认为 ASD 患儿前额叶皮层的脑部活动减少,Bidet-Caulet A [3]认为

颞叶与声音的处理过程密切相关,语言应用与前额叶功能有关,声音的处理过程与额叶､ 颞叶功能相

关,ASD 患儿存在言语异常考虑与上述两个因素均有关。 
 
 
PO-1240 

改良 Aldrete 镇静评分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患儿的 
镇静安全性护理 

 
韩雪婷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在神经系统疾病患儿镇静中应用改良 Aldrete 镇静评分,提升神经系统疾病患儿镇静安全

性。 
方法 应用规范的镇静操作流程,既医生下达医嘱､ 操作前告知等;运用改良 Aldrete 镇静评分进行镇

静前后评估;根据 Ramsay 镇静分级标准进行镇静程度的判定,达到标准的 5 或 6 即可进行检查;镇静

前禁食､ 排便､ 强制限制睡眠等方法来确保患儿镇静的效果和镇静后的安全。 
结果 评分 10 分 85 人;9 分 94 人,8 分 4 人,7 分 5 人,6 分 3 人,0 分 1 人,异常(9 分以下)13 人占

6.77%,其中严重反应 1 人占 0.52%。 
结论 应用改良 Aldrete 镇静评分,对需要镇静的患儿给予心电监护等,可在一定程度提升患儿镇静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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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41 

早产儿和足月儿脑性瘫痪的危险因素分析 
及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的比较 

 
童光磊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01 
 
 

目的 分析危险因素在早产儿和足月儿脑瘫中分布的差异性,并比较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收集 120 例脑瘫患儿(早产 48 例,足月 72 例),运用 检验分析危险因素分布的差异性;其中,选
取临床资料完整的脑瘫患儿 64 例(早产组 32例､ 足月组 32 例),比较白质纤维束的各向异性(FA 值),
同时分析两组 FA 值和粗大运动功能分值的相关性。 
结果 早产儿脑瘫中低出生体重､ 新生儿窒息和病理性黄疸,以及≥两种危险因素的分布的比率显著

大于足月儿脑瘫(P<0.05);早产儿脑瘫组的 FA 值在右侧内囊后肢､ 胼胝体压部和双侧大脑脚部位显

著小于足月儿脑瘫组(P<0.05);早产儿组在内囊前肢､ 膝部和后肢的相关性有统计意义(P<0.05),其
中内囊后肢的关联密切程度 高(r=0.572 P=0.001),足月儿组各部位的相关性均无统计意义(p≥
0.05)。 
结论 早产儿脑瘫比足月儿脑瘫更易出现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本研究所设定的危险因素;早产儿脑瘫比

足月儿脑瘫更易合并低出生体重､ 新生儿窒息和黄疸等危险因素;早产儿脑瘫的整体白质发育较足

月儿脑瘫明显延迟; DTI 在早产儿脑瘫中的应用价值比足月儿脑瘫高;内囊后肢的 FA 值可作为早产

儿脑损伤的评价及动态监测白质发育的一项指标。 
 
 
PO-1242 

脑瘫患儿的喂养问题 
 

李红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脑瘫(CP)患儿普遍存在喂养问题,30%-80%有喂养困难。脑瘫患儿的喂养问题很少被人注意,
即使被注意到,也更容易被认为是脑瘫相关的生长发育延迟。喂养问题的结果直接导致生长发育迟

缓,加重脑瘫的症状,由于体力､ 精力不足,使患儿参与康复的能力下降,严重影响康复的效果。脑瘫患

儿喂养问题常见的危险因素有:癫痫及癫痫发作状态;智力障碍;言语和交流障碍;口腔运动功能障碍;
食物结构以及父母喂养技巧和关注程度不足。脑瘫患儿的喂养评估主要有生长发育指数包括年龄相

关的身高､ 体重及运动发育;脂肪厚度;人体测量学指标如头围､ 胸围､ 臂围;患儿的行为观察以及父

母喂养技巧的相关调查。 
方法 营养康复干预方法:使口腔内外敏感区域感觉运动的正常化;提高颞颌关节的运动能力和稳定性,
必要时使用口腔矫形器;控制相关并发症如胃食管反流､ 吸入性肺炎和流涎;调整食物的结构使其和

患儿的进食能力相匹配;在整体康复的程序中注意伸肌痉挛模式的意志干预,如角弓反张的抑制处理; 
结论 对父母的营养康复教育包括调整患儿的进食环境､ 坐姿､ 掌握喂食技巧和简单的营养康复干

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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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43 

医务社会工作者参与脑瘫儿童家庭康复训练 
对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程惊晶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目的 研究医务社会工作者(简称医疗社工)参与儿童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儿童康复科收治脑瘫儿童 10 例,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和医疗

社工组各 5 例,医疗社工组除进行常规家庭康复指导,还由医疗社工介入康复训练,分别在出院时和第

3 个月末对两组患者行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进行评定。 
结果 第 3 个月末,两组患者粗大运动功能评分均较出院时有显著改善(P<0.05),并且医疗社工组患儿

运动功能显著优于常规家庭康复指导组高(P<0.05)。 
结论 医疗社工介入脑瘫儿童康复家庭训练,可帮助患者运动功能,提高生命质量。 
 
 
PO-1244 

探索膝内外翻的早期康复训练的疗效 
 

冯娟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目的 探索膝内外翻的早期康复训练的疗效。 
方法 对 2011-2016 年间我科就诊的年龄在 1-5 岁内膝(踝)间距为 3-8cm 的 70 名罗圈腿患儿进行为

期 2 个月的康复训练,内容包括 PT､ SET､ 推拿､ 神经肌肉电刺激等,通过对比自身治疗前后膝(踝)
间距以了解康复治疗对膝内外翻患儿的治疗作用。 
结果 膝内外翻患儿经过 2 个月的康复治疗踝膝较治疗前有较明显的改善,踝膝间距测量值改变有统

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康复治疗能明显改善 1-5 岁罗圈腿患儿姿势异常程度。 
 
 
PO-1245 

西藏地区 23 例患儿开展人工耳蜗手术后进行康复治疗效果分析 
 

扎多 
西藏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850000 

 
 

目的 探讨西藏地区 23例耳聋患儿行人工耳蜗手术后进行听觉､ 言语康复训练,进行评估测试,提高

康复效果,为聋儿带来福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残疾人康复中心 2009 年 9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23例重度､ 极重度聋儿,其中

男 10 例,女 13;藏族 22 例,汉族 1 例;平均年龄 5 岁 2 月,术后经专业的耳蜗调剂师正规严格的系统性

训练､ 定期进行评估､ 对患儿家长进行健康宣教等综合的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措施。 
结果 经过 6 个月至 1 年的积极治疗和有效的康复训练措施,23 例聋儿的言语听力和听觉度明显提

高。 
结论 耳聋患儿行人工耳蜗手术后,在我康复中心专业人工调机师经开机后进行听觉､ 言语康复训练,
定期评估,家长给予宣教等方有效的治疗和康复训练措施,有助于提高康复,达到满意的效果,值得在西

藏地区聋儿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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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46 

视频示范对学前自闭症儿童模仿能力干预的个案研究 
 

王艳霞,刘巧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目的  基于镜像神经元理论,采用视频示范对自闭症儿童动作模仿能力进行干预,以期为“视频示范法”
能够激活自闭症儿童的镜像神经元及促进其模仿能力提升提供验证。 
方法  采用 A-B-A 实验设计,自行编制评估与干预的动作模仿(包括驭物动作和身体部位动作)材料,通
过视频示范法对一名 5 岁自闭症伴智力落后的儿童进行动作模仿能力干预。 
结果 1.整体而言,该自闭症儿童的动作模仿能力得分显著提高,且干预效果有延时效应。2.干预期间,
二步驭物动作模仿能力提升较快并且趋势明显,身体部位动作的模仿学习难度相对较大。3.撤回期数

据表明,二步驭物动作的延迟效应和稳定性优于二步身体部位动作。 
结论   自闭症儿童仅通过观看他人的示范视频,动作模仿能力即可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并能在高水平

维持;验证了视频示范教学法对自闭症儿童模仿能力康复的有效性,并给出了有效的内容和模式。 
建议  临床对自闭症儿童的动作模仿能力进行干预时,可采用视频示范法进行干预,仅需要儿童观察即

可取得较好的效果。训练内容可以先训练驭物动作再训练身体部位类的动作,配合适当的强化策略

可以提升干预的效率。 
 
 
PO-1247 

视觉策略对孤独症谱系儿童感觉统合训练效果的观察 
 

刘晓佩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2 

 
 

目的 本文围绕感觉统合训练对 30 例孤独症谱系儿童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为视觉策略法运

用于感觉统合训练提供指导性建议和交流 
探讨针对感觉统合失调的孤独症谱系儿童,视觉策略应用于感觉统合训练的疗效 
方法 根据《儿童感觉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表》进行评估的 30 例孤独症谱系儿童,分为两组:视觉策

略运用于感觉统合训练(观察组)和常规感觉统合训练(对照组);并按感觉统合能力(如触觉､ 前庭觉､

本体觉整合能力等)的具体问题给与选择性训练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30 分钟,3 个月为一个疗程,方式

一对一训练。 
结果 观察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情绪稳定明显改善,注意力集中时间延长,感觉统合训练

效率提高,主动交流增多(p<0.05)。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过程中,使用视觉策略法,能够提高孤独症谱系儿童感觉统合训练的效率,尤其是在

训练过程中稳定情绪､ 促进认知､ 提高主动交流能力方面有显著效果 
 
 
PO-1248 

3-5 岁正常儿童声母音韵历程分析 
 

张凯莉,刘巧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2 

 
 

目的 利用《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中的语音产生模块测验,分析 206 名上海市 3-5 岁以普通

话为母语儿童的语音样本,考察其音韵历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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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的方法分析学前儿童的语音能力。 
结果 1.3-5 岁所有被试的语音样本结果显示,声母中替代历程出现率为 54.9%;2.3 岁组儿童出现音韵

历程的概率显著高于 4 岁组和 5 岁组;3.学前正常儿童出现 多的音韵历程依次是不卷舌化(18.0%)
､ 卷舌化(7.8%)､ 后置化(7.8%)､ 边音化(5.3%)､ 塞音化(5.3%)､ 鼻音化(2.9%)､ 前置化(2.9%)､
塞擦音化(2.4%),不送气化和齿槽音化历程出现率 低,均为 0.5%。 
结论 在三大类历程中声母出现替代历程的概率 大,声母中出现 多的音韵历程是不卷舌化,其次是

卷舌化和后置化。 
 
 
PO-1249 

3-5 岁普通儿童词语命名能力发展研究 
 

陈珊珊,刘巧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目的 利用《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对 206 名 3-5 岁普通儿童词语命名能力进行评估,分析该

年龄段儿童的词语命名能力的发展特征,为普通儿童语言教学和特殊儿童的言语语言康复治疗提供

依据。 
方法 采用 2(性别)×6(组别)的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性别分为男､ 女两个水平,组别以半岁为一组,共分

为 6 个组,因变量为词语命名得分。 
结果  1. 3-5 岁普通儿童词语命名能力整体上随年龄的增长不断发展,6 个组别之间有极显著差异

(F=46.260,P=0.000)。2. 3 岁 6 个月到 3 岁 11 个月的儿童与 4 岁到 4 岁 5 个月儿童词语命名能力

差异量 大,3 岁 6 个月到 4 岁 5 个月儿童的词语命名能力发展 快。3. 3-5 岁普通儿童在 3 岁 6 个

月到 3 岁 11 个月存在极显著的性别差异(P<0.01),该年龄段女生的词语命名能力明显优于该年龄段

的男生,其他年龄段男女生词语命名能力相差不大。 
结论 3-5 岁正常儿童词语命名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发展,在 3 岁 6 个月到 4 岁 5 个月是儿童词语

命名能力快速发展时期,在 3 岁 6 个月到 3 岁 11 个月会出现性别差异,对该年龄段儿童的语言教学

和言语语言康复治疗要有针对性。                                
 
 
PO-1250 

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诊断和治疗新进展 
 

唐久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神经发育迟缓/障碍关系到儿童一生的生活质量,严重者可致终身残疾。早期诊断､ 规范化治疗

可大大减轻残疾程度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目前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很不规范,尤
其是脑性脑瘫､ 孤独症谱系障碍和智力发育障碍等的诊断扩大化和治疗过度化的问题相当普遍。因

此,规范化诊治迫在眉睫。 
随着人们对康复需求的急剧增加和对康复治疗机理的深入研究,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的治疗理念和

新技术发展很快,在 ICF-CY 框架下进行精准评估,以融入社会为目标,选择有循证医学依据的康复治

疗方法。提倡人权康复,在游戏中主动康复,多学科协助的大康复理念,医教结合､ 功能康复､ 全面康

复,集中康复与社区家庭康复相结合等理念已达成全球共识。 
运动想象疗法 (Motor Imagery Therapy,MIT/mentalimagery)､ 镜像疗法(mirror therapy)､ 活动平板

训练(Treadmill training)､ 活动观察训练(Action Observation Traning,AOT)､ 任务导向性训练

( task-oriented training,TOT)､ 全身振动疗法(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WVT)､ 限制性诱导疗

法限制性诱导疗法(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CIMT)､ 双手协同加强疗法(Hand 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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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anual Intensive Therapy, HABIT)､ 马疗(Hippotherapy)､ 水疗(hydrotherapy)､  辐射性体外冲

击波疗法(Radial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悬吊运动疗法( sling exercise therapy, 
SET)､ 密集运动训练治疗(Intensive Therapy Program,ITP) ､ Astym 疗法(Astym Therapy),尤其是

人机互动的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Reality,VR)､ 治疗游戏(Therapeutic Games)､ 工作记忆训练

(Working Memory Training,WMT)､ 感觉反馈训练(Sensory Feedback Training)､ 康复机器人
(Rehabilitation Robot)和深部脑刺激术(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等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神经发育

障碍的康复水平。神经干细胞移植(neural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和精准医疗､ 智慧康复

(Precision Medicine､ Wisdom Rehabilitation)是未来的研究热点。 
 
 
PO-1251 

孤独症音乐疗法研究进展 
 

宫兆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ASD 儿童对音乐大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有不同寻常的感受力和注意力,所以,音乐治疗以

其独特的优势引起世界各国专家们的关注。 
方法 音乐治疗作为一种完整的现代学科及系统的治疗方法,于 20 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2]。对 ASD 
儿童音乐治疗的研究国外是从 1958 年开始的,通过几十年的临床研究,音乐治疗对 ASD 儿童病症的

缓解作用已经充分显示出来[3-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部分专家也陆续开展了对 ASD 儿童

的音乐治疗,取得了一定效果[5-7]。音乐治疗的基本原理就是运用人对音乐的反应规律来对人的生理

､ 心理和行为进行调节,改变紊乱的生理反应和失调的行为方式,建立新的合适的反应方式[8]。ASD
儿童的音乐治疗是音乐治疗师把音乐作为一种媒介,由音乐治疗师引导,创造出轻松､ 愉快的活动空

间,在个体或集体治疗形式中,根据儿童问题行为专门设计课程,将文化知识和生活知识等学习内容和

目标融入愉悦的音乐活动当中,使孤独症儿童在音乐的帮助下去学习并获得音乐以外的行为和知

识。 
结果 音乐可跨越 ASD 儿童语言的障碍区,直接刺激他们的听觉系统进入大脑,引起脑神经的亢奋性

的提高,消除外界因素所致 ASD 儿童的紧张感,有利于治疗师与之建立治疗关系[2]。适当的音乐活

动可以加强他们的参与感,可以在治疗或训练过程中提高他们对治疗师的认同感,使 ASD 儿童的注意

力集中时间延长,注意广度增宽,目光交流增多,刻板行为减少,而且对情绪､ 语言和交往能力均有改善

作用[3-8]。 
结论 孤独症患儿多存在社会交往障碍､ 语言交流障碍､ 兴趣范围狭窄､ 重复刻板行为,经常拒绝与

他人沟通,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因此,需重视对儿童孤独症疾病的康复治疗。 
 
 
PO-1252 

论儿童早期行为问题及其干预 
 

刘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 400014 

 
 

目的 探索早期干预对儿童行为问题的长期影响。 
方法 抽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院康复科就诊患儿 140 名,按奇偶数随机分为早期干预组

和对照组各 70 名,两组儿童均接受系统保健。早期干预组医生指导下实施早教､ 沙盘训练,对照组不

接受早期训练指导。给两组儿童进行韦氏智力测试以及 Conners 儿童行为问卷(父母问卷)评估,分别

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干预组好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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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干预对儿童的心理行为产生长期积极影响,值得临床推荐。 
 
 
PO-1253 

感觉统合训练对精神发育迟滞患儿智力和语言发育的影响 
 

左瑞霞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感觉统合训练对精神发育迟滞患儿智力和语言发育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04—2017·04 收治的 66 例精神发育迟滞患儿按其智力水平分组,进行感觉统合

训练 3 个月后对患儿进行智力及 s-s 语言发育迟缓检查(CRRC 版)。 
结果 训练后较只接受传统项目儿童智力水平和语言发育水平明显提高(P<0.01 和 0.001)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不仅能改善儿童感觉统合失调,同时也能提高患儿智力和语言发育水平。 
 
 
PO-1254 

核心稳定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的平衡功能 
和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刘璨,覃蓉,王跑球,龙亚君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核心稳定训练方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平衡功能和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30 例脑瘫患儿分为对照组(n=15)和治疗组(n=15),对照组采用常规运动训练配合针灸､ 电疗等

综合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增加核心稳定训练。共治疗 3 个月。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粗大运动

功能测量(GMFM-88)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 GMFM 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P<0.001),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核心稳定训练能加强躯干的控制能力,可进一步改善痉挛型脑性瘫痪平衡功能和下肢运动功

能。 
 
 
PO-1255 

家庭对高危产儿早期康复中发挥的作用 
 

毛灵 
重庆大足区人民医院 402360 

 
 

目的 探讨系统的健康教育对早产儿健康状况的影响。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出院指导,观察组采取沟通指导､ 操作示范､ 电话随访等方式系统地实施健康

教育。记录观察组早产儿家长接受健康教育前后两组早产儿的健康状况。 
结果 观察组早产儿体重增长情况优于对照组,患病率低于对照组。 
结论 通过对早产儿家长实施系统化的健康教育。提高了家长知识水平.使早产儿护理由院内延伸至

家庭,降低了早产儿患病率及再住院率,有利于早产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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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56 

功能性电刺激对痉挛型偏瘫患儿下肢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刘跃琴,覃容,刘璨,左文静,丁玉莲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功能性电刺激(FEs) 对痉挛型偏瘫患儿下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60 例痉挛型偏瘫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佩戴功能性电刺激器步行训练组(n=30),穿戴踝足矫形支

具步行训练组(n=30),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在此基础两组患儿分别进行佩戴功能性电刺激产

品进行步行训练､ 穿戴矫形支具进行步行训练,每组每天训练 1 次,每周 5d,共 12 周。治疗前后分别

用改良的 Ashworth 量表测定患儿腓肠肌肌张力的变化､ 关节量角器法测量下肢踝关节主动背屈角

度和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 一 88)之 D 区(站立)､ E 区(走跑跳)分值。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 12 周后,踝关节 ROM 增加,GMFM 之 D 区(站立)评分提高,与各自治疗前相比,差
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 或 0.01);两组患儿治疗 12 周后,MAS 评分及 GMFM 一 88 之 E 区分值均

优于治疗前(P<0.05 或 0.01)。治疗 12 周后,试验组的 MAs､ 踝关节 ROM 及 GMFM 一 88 之 D 区

(站立)､ E 区 (走跑跳)等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或 0.01)。 
结论 佩戴功能性电刺激器进行步行训练组能更有效地降低痉挛型偏瘫患儿的下肢肌张力,增加踝关

节活动度,改善步态提高下肢运动功能。 
 
 
PO-1257 

综合性儿童康复机构多种治疗形式结合 
早期融合教育理念对偏瘫儿 

 
杨艳丽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研究偏瘫儿童早期融合教育与康复有机结合的 有效治疗形式。  
方法 自 2016 年开展结合早期融合教育理念, 采用引导式教育､ 游戏性治疗､ 情境互动性治疗､

ABA行为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 ADL 训练､ 集体治疗性音乐体操等多种方法对 37 例偏瘫儿童进行

个训､ 小组､ 团体课形式的康复治疗。以 PDMS-2､ WeeFIM 对 37 例患儿进行每 3 个月的阶段评

价。 
结果 37 例患儿各阶段评价 PDMS-2 精细运动项目评分提升明显,其中 26 例患儿 WeeFIM 评分提升

明显,11 例患儿 WeeFIM 评分提升不明显。 
结论 多种治疗形式结合早期融合教育理念增加和促进了偏瘫儿童康复治疗形式多样化､ 同质化研

究,偏瘫患儿及其家庭治疗依从性良好,37 例患儿生活自理能力及其持续性学习意愿增强,进入幼儿园

的 11 例患儿,能融入幼儿学前教育,生活自理依赖程度持续下降。 
 
 
PO-1258 

67 例早产儿脑损伤的高危因素分析 
 

田燕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探讨引起早产儿脑损伤的高危因素,以降低其发病率,改善患儿神经发育预后,及时进行早期干预,
降低脑瘫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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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康复住院治疗的早产脑损伤患儿 67 例,对其病历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整理并分析发生脑损伤的各种高位因素。 
结果 统计数据包含了出生前､ 出生时､ 新生儿期各种高危因素共 34 项,依次计算出高危因素发生的

比率,据 34 项高危因项目统计结果显示,其中排名前五项的是:病理性黄疸(39 例,58.21%)､ 胎膜早破
(25 例,37.31%)､ 窒息(20 例,29.85%)､ 先兆流产(16 例,23.88%)､ 先天性心脏病(13 例,19.4%)。 
结论 通过分析早产儿脑损伤的高危因素,可对高危儿进行早期筛查及早期干预,可有效的降低脑性瘫

痪的发生率。 
 
 
PO-1259 

金属预成冠用于乳磨牙修复的观察 
 

郑蕾,裴蓉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金属预成冠用于儿童乳磨牙修复的预后及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方法 选取前来我院就诊的儿童共 20 名 52 颗患牙,牙体或根管治疗后分别用 3M 金属预成冠或光固

化复合树脂充填,以继发龋率及对患儿身心健康影响作为复查指标,定期复查,进行临床效果评价。 
结果 3M 金属预成冠组较复合树脂修复组修复,临床成功率较高。 
结论 金属预成冠用于乳磨牙牙体缺损修复,可达到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广泛推广。 
 
 
PO-1260 

一例上颌磨牙近中扭转前移早期矫治病例报告 
 

刘尔黎
1,李小兵

2 
1.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2.华西口腔医院 
 
 

目的 探讨上颌 Nance 托加远中拉钩,矫治上颌第一磨牙近中扭转前移的临床应用 
方法 上颌第一磨牙近中移动且扭转的患牙,利用固定上颌 Nance 托加远中拉钩､ 第一磨牙近中颊侧

粘结舌钮,弹性牵引矫正扭转。矫治力使用 3.5oz (约 80 克 )的弹性橡皮筋,放置于矫治器远中拉钩与

右上第一磨牙颊侧舌钮之间 
结果 通过改良后的矫治器的治疗,近中向扭转前移的上颌第一磨牙扭转情况以及近中移动情况同时

得以改善 
结论  
通过上颌改良 Nance 托加远中拉钩弹性牵引,早期矫治扭转及近中移动的第一磨牙,不仅有效的改善

了牙齿扭转的情况,并且同时可向远中移动前移的第一磨牙。该矫治器设计,避免了上颌切牙唇倾;固
定矫治器增加了患者的配合程度; Nance 托基托面积较小,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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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61 

不同方式修复牙体严重缺损的年轻恒磨牙的咬合功能评价 
 

陈宇,陈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对两种不同方法修复牙体严重缺损的年轻恒磨牙后的咬合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价。 
方法 选取牙体严重缺损的第一恒磨牙 30 颗,随机分为 2 组,分别进行树脂直接充填和金属预成冠修

复。采用 T- ScanⅢ型咬合分析仪在修复即刻､ 修复后 3个月､ 6 个月对两组患者的正中牙合 的早

接触及牙合 力分布状况进行记录,分析两组患者的咬合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在修复后即刻,预成冠组的早接触发生率明显高于树脂充填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9.286,P<0.05),修复后 3 个月和 6 个月,两组早接触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个月

χ2=3.840,P=0.05,6 个月 P>0.05)。金属预成冠组在修复后即刻的牙合力百分比明显高于对照牙,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在修复后 3个月､ 6 个月预成冠组与对侧牙合力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树脂充填组在修复后即刻､ 修复后 3 个月及 6 个月牙合力百分比均明显低于对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牙体严重缺损的年轻恒牙尽量选用金属预成冠修复,在咬合功能的恢复上优于传统的树脂充填

术。 
 
 
PO-1262 

传统支抗摆式推磨牙向后矫治器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张扬根,徐舒豪,黄诗言,李小兵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究使用传统支抗摆式推磨牙向后矫治器治疗安氏 II 类错合畸形病人前后的效果变化,为临床

上矫治器及适应症的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10 例采用了传统支抗摆式推磨牙向后矫治器进行治疗的安氏 II 类错合畸形患者为研究对

象,男性 4 例,女性 6 例,平均年龄为 11.10±1.9 岁,平均疗程为 10 个月。所有患者治疗前(T1)､ 治疗

后(T2 )均拍摄 X 线头颅侧位片,对治疗前后的 X 线片头影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对比分析 10 例患者治疗前后的头影测量数值,上磨牙远中移动量为 3.2mm,上磨牙远中倾斜度

增加 5.5°,上前牙唇倾度增加 4.3°,下颌平面角虽有增加,但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传统支抗摆式推磨牙向后矫治器能够有效的远移磨牙,并且不会引起面下 1/3 垂直高度的显著

变化,但是存在一定的支抗丧失,如上磨牙远中倾斜,上前牙唇倾等。 
 
 
PO-1263 

Hass 上颌快速扩弓器联合自锁矫治技术治疗 
上颌牙弓狭窄伴牙列拥挤病例的临床应用及分析 

 
冯靖雯,赵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10002 
 
 

目的 探讨正畸治疗上颌牙弓狭窄伴牙列拥挤病例的相关方法,评价使用 Hass 上颌快速扩弓联合自

锁矫治技术治疗上颌牙弓狭窄伴牙列拥挤病例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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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1 例上颌牙弓狭窄伴牙列拥挤的错颌畸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女性,12 岁,汉族,AngleII 类,
骨性 II 类,上颌发育过度,下颌后缩,深覆合,深覆盖,上牙弓狭窄,模型测量分析上牙列拥挤拥挤

9.5mm。患者及家长拒绝拔牙矫治,考虑患者主观要求,选择采用以下治疗方案:先采用 Hass 上颌快

速扩弓 (加力 2 周,早晚各 1 次,每次 1/4 圈)拓展上颌牙弓宽度,提供间接,解除上颌对下颌的限制,再
使用自锁矫治器排齐整平牙列,治疗过程中积极进行闭唇训练。治疗前后制作记存模型,拍摄面像､

口内像､ 曲面断层片､ 头颅正位片､ 头颅侧位片,头影测量分析进行研究对比 
结果 3 个月排齐整平上牙列,上牙弓宽度恢复,上牙弓形态改善,颞下颌关节开口型､ 开口度未见异常,
双侧关节区无弹响､ 压痛,上前牙唇倾度未增加,患者软组织侧貌有所改善。保持 3 个月后拆除 Hass
上颌快速扩弓器 
结论 该病例通过 Hass 上颌快速扩弓与自锁托槽联合使用,取得了良好疗效:成功解除上颌牙弓狭窄

及牙列拥挤的问题,且在未拔牙的情况下控制住了前牙的唇倾度,可见上颌快速扩弓联合自锁托槽是

一种有效的正畸治疗上颌牙弓狭窄伴牙列拥挤病例的方法。 
 
 
PO-1264 

成都地区儿童头颈姿势与颅面形态的相关性分析 
 

黎静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成都地区儿童头颈姿势与颅面部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 收集 7/2011-5/2017  120 位 6-12 岁就诊于我科进行矫治儿童患者的前后头侧位片。自然头位

下头影测量分析,根据 ANB 角度不同将患者头侧分类为骨性 I 类,骨性 II 类,骨性 III 类。1.检测这三

类错合患者之间颅颈角､ 颈前倾程度的差异。2.检测下颌平面角､ 后前面高比与颅颈角､ 颈前倾程

度的相关性。 
结果 骨性 I 类患者的颅颈角小于其他 2 类错合患者(P<0.05),骨性 II 类患者更易于颈前(P<0.05)。颅

颈角､ 颅垂直角越大,后前面高比越大(r=0.56,P<0.01)。 
结论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头颈姿势与面下部的发育密切相关,为后续正畸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有效途

径作下铺垫;为研究头颈姿势与颅面形态之间具体生物机制提供临床基础。 
 
 
PO-1265 

四川地区替牙期正常合儿童鼻唇角形态的研究 
 

徐舒豪,黄诗言,张扬根,李小兵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目的 鼻唇角(nasolabial angle)是指鼻底点与鼻小柱点的连线和鼻底点与上唇突点连线的前下交角。

鼻唇角是面部侧貌美学的特征之一,鼻唇颏关系的协调是侧貌美学的重要标志,是正畸诊断矫治设计

的重要参考指标。不同种族､ 地区､ 性别､ 年龄的人群鼻唇角大小正常值略有差异。本研究旨在了

解确定四川地区替牙期正常合儿童鼻唇角大小正常值,为儿童错合诊断及早期矫治设计提供参考。 
方法 随机选择四川地区符合替牙期个别正常合标准､ I 类软组织侧貌的 6~12 岁替牙期儿童 200 名

(男性 105 名,女性 95 名),在头颅定位仪辅助下,保证眶耳平面与地面平行,使用 Canon EOS 60D 相

机(ISO:800,快门:160,光圈:15)拍摄侧面相,采用 Photoshop CS4 软件测量鼻唇角大小,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t 检验对比男性和女性儿童鼻唇角的差异,检验水准 α=0.05。 
结果 四川地区替牙期正常合儿童鼻唇角正常值为男性 92.7°±4.9°,女性 94.5°±4.3°,男女之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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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四川地区替牙期正常合儿童鼻唇角较成人偏小,其中男性儿童鼻唇角较女性儿童更小。因此在

儿童错合畸形早期矫治的诊断治疗设计时应特别注意儿童侧貌形态与成人的差异。 
 
 
PO-1266 

非手术治疗儿童开放性舌外伤的临床研究 
 

游弋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儿童开放性舌外伤非手术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2~2016年在我院口腔科门､ 急诊就诊的开放性舌外伤患儿 45 例。其中,12 例患者作

为观察组,采取了清创及非手术缝合的方法治疗;33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局麻下清创缝合术治疗。

同时,所有患者均予以抗感染治疗 3-5 天。记录伤后第 3､ 7､ 14 天两组的伤口情况及伤后第 14 天

的伤口愈合情况。 
结果 两组伤口第 3､ 7､ 14 天的伤口情况均无显著性差别(P>0.05)。两组伤后第 14 天伤口Ⅰ期愈

合率分别为 91.6%和 90.9%,差异无显著性区别(P>0.05)。 情况及伤后第 14 天的伤口愈合情况。 
结论 非手术治疗儿童开放性舌外伤可获得较满意的治疗效果。 
 
 
PO-1267 

低角与均角安氏Ⅱ类 1 分类错合 Activator 
治疗前后软硬组织变化 

 
张延晓 

无锡口腔医院 214001 
 
 

目的 探讨肌激动器(Activator)对不同骨面型的安氏Ⅱ类 1 分类患者矫治前后软硬组织变化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2 个骨性安氏 II 类 1 分类患者(12 个男孩,10 个女孩,平均年龄 11.5±0.67 岁),根据其骨面

型分为低角组(n=15)和均角组(n=7)。Activator 矫治前后拍摄头颅侧位定位片,头影测量分析治疗前

后软硬组织的变化。用 SPSS13.0 软件,t 检验分析治疗结果差异。 
结果 所有患者治疗前后 Co-Pg､ ANB､ Wits､ NA-Pg､ L1-APg 和 L6-MP 值具有统计学意义。骨

组织项目中低角组和均角组治疗前后 Wits 值变化分别为 1.34±1.82°和 3.50±1.77°,NA-Pg 值变化分

别为 3.06±2.00mm 和 5.80±3.17mm,牙齿项目中 L1-APg 变化值分别为-1.16±1.74mm 和-
2.83±1.48mm,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低角与均角组软组织测量项目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Activator 矫治低角和均角骨性安氏 II 类 1 分类患者均能取得较理想的治疗效果,均角患者对矫

治器的反应效果好于低角患者。 guage:AR-SA'>分类患者矫治前后软硬组织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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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68 

14 例年轻恒牙牙髓血管再生治疗效果的评估 
 

包志凡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10002 

 
 

目的 年轻恒牙的牙髓感染､ 坏死以及根尖周炎会使牙根牙本质的形成受到影响,导致其牙根薄弱易

折裂,还会导致牙根发育停止,患牙冠-根比例不协调,影响患牙在口腔中的存留时间和使用质量。传统

的根尖诱导成形术的治疗存在诸多弊端。为了促进牙根的继续发育,对罹患牙髓炎或根尖周炎的年

轻恒牙进行牙髓血管再生治疗,评估治疗效果 
方法 在临床上选择 2 例牙髓炎､ 12 例根尖周炎的年轻恒牙进行牙髓血管再生治疗。建立髓腔通路,
使用大量 NaOCl 和生理盐水进行根管冲洗,抗生素糊剂(米诺环素､ 甲硝唑和环丙沙星)根管封药。

复诊时临床症状消失,刺激根尖周组织引起出血并在根管中形成血凝块,并在其上使用 MTA 封闭根管

口,双层垫底充填。治疗进行了 4-52 个月不等的观察随访。牙髓血管再生治疗的疗效用一级､ 二级

和三级目标来衡量。一级目标:症状消失,骨缺损愈合。二级目标:根管壁增厚和/或牙根延长。三级目

标:对牙髓活力测试有反应。 
结果 患牙经过牙髓血管再生治疗,达到一级目标的有 14 例,二级目标的有 10 例,三级目标的有 3
例。 
结论 牙髓血管再生治疗能够促进牙髓坏死的年轻恒牙的牙根继续发育,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为年轻

恒牙的牙髓治疗提供了新的更符合生物学理念的治疗选择。 
 
 
PO-1269 

关节盘前移位对 Herbst 矫正下颌后缩影响的头影测量分析 
 

于鑫
1,刘加强

2,房兵 2,袁玲君
2 

1.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2.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青春期下颌后缩伴关节盘前移关节紊乱使用 Herbst 进行矫正。本研究用头影测量探讨关节盘

前移位对 Herbst 治疗下颌后缩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择 43 例 10-15 岁安氏 II 类伴下颌后缩病人。26 例是关节盘髁关系正常的患者(G1 组),17 例

是伴有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的患者(G2 组);对治疗前后的头颅侧位片进行数据测量,研究上下颌骨､

牙及牙槽关系在治疗前后的改变, 以探讨 Herbst 矫治器前伸下颌后,下颌､ 牙及牙槽的生长改建。 
结果 通过头颅侧位片分析两组治疗前后采用配对 t 检验比较 U1-SN(G1 组 P<0.038,G2 组 P<0.001)
､ ANB 值(G1 组 P<0.001,G2 组 P<0.001=､ OJ 值(G1 组 P<0.001,G2 组 P<0.001)均显著减小,Go-
Co 值(G1 组 P<0.001,G2 组 P<0.001)增加,颏前点位置均发生前移。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统计学分

析,G2 组较 G1 组 U1-SN 值的减小量(P<0.006),U1-L1 角度的增加量(P<0.003)更加显著。其余指标

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II 类下颌后缩患者无论盘髁关系是否正常,Herbst 矫治器对此类患者的覆合覆盖､ 上下颌骨相

对位置关系､ 软组织侧貌均有一定改善作用。而且关节盘正常的患者下颌骨前移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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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70 

上海市 7-9 周岁儿童错合畸形患病率的调查 
 

冯靳秋,陈骊 
上海市口腔医院 200001 

 
 

目的 调查上海市 7-9 周岁替牙早期儿童错合畸形患病率,为开展预防及早期矫治策略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以 PPS 抽样原则随机抽取上海市 7-9 周岁在校小学生,纳入 2810 名儿童,由 6 名经过统一培训

的专业口腔正畸医生对受检人员进行口腔基本状况检查并记录。运用 SPA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错合畸形的患病率。 
结果 上海市 7-9 周岁混合牙列儿童错合畸形患病率为 83.4%,年龄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时

统计出错合畸形类别的构成比,其中排名前三位的错合畸形类别构成比分别为:下前牙拥挤(54.8%),
深覆盖(51.4%),深覆合(51.4%)。 
结论 上海市混合牙列儿童错合畸形患病率较 2000 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71.21%)要高。说明

尚需加大儿童早期口腔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控制并减少错合畸形的发生率。 
 
 
PO-1271 

包头市学龄前儿童龋病流行性与龋活跃性研究 
 

方慧,缪羽,张晓敏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014030 

 
 

目的 调查包头市学龄前儿童(3 ~ 5 岁)的龋病流行现状,并研究龋蚀程度与龋病活性之间的关系。 
方法 随机选取包头市 5 所幼儿园中的 379 名儿童(男性 196人､ 女性 183 人)进行口腔卫生检查,并
对其进行龋活跃性实验。 
结果 包头市学龄前儿童平均患龋率､ 龋补牙数(dft)及龋蚀严重度指数(CSI)分别为 56.20%､ 3.82､
10.11;男女间在患龋率､ dft､ CSI 等均无显著差异(P>0.05);各年龄段患龋率､ dft､ CSI 均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5);除 CAT 0 度和 1度间､  2 度和 3 度间 dft､ CSI 无差异,其他两两比较均具有显著性

差异(P<0.05);CAT 各度与 dft､ CSI 呈正相关关系(P<0.05)。 
结论 我市学龄前儿童患龋情况不容乐观,应提高全民意识,制定合理的预防诊疗措施,因地制宜､ 因时

制宜为儿童口腔健康奠定坚实基础。龋活跃性实验能够有效准确反应龋蚀程度,对筛选高危患龋风

险儿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O-1272 

正常乳牙､ 恒牙及颅骨锁骨发育不全来源的 
牙周膜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的比较研究 

 
张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250031 
 
 

目的 乳牙脱落是人牙齿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生理现象,是保证乳恒牙替换､ 恒牙列顺利建立的重要前

提条件。但临床上,仍有许多乳牙不能正常脱落的病例,如颅骨锁骨发育不全(cleidocranial 
dysplasia,CCD)。该疾病属于 Runx2 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遗传性疾病,患者除具有一系列骨骼发育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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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等全身性表现外,其主要的口腔表现即为乳牙不脱落､ 牙根未吸收。乳牙生理性脱落依赖于其牙

根的生理性吸收。研究发现,乳牙生理性根吸收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且该过程受许多因素影响,
但其具体调控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所以,针对乳牙生理性根吸收的研究对于我们阐明根吸收相关的

生理和病理现象的调控机制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目前多项研究均表明牙周膜干细胞(PDLSCs)可能

参与乳牙生理性根吸收的调控,故本文目的在于比较正常乳牙､ 恒牙及 CCD 来源的 PDLSCs 的生

物学特性。 
方法 将临床上收集到的乳牙牙齿标本为三组:未吸收组(牙根唇舌侧均无吸收)､ 中度吸收组(牙根舌

侧吸收至根中 1/3,唇侧无吸收)､ 重度吸收组(牙根舌侧吸收至根颈 1/3,唇侧基本无吸收),加入恒牙组

(临床上因正畸原因拔除的第一前磨牙)和 CCD 组(来自于一例经临床检查､ 影像学检查和基因测序

确诊的 CCD 患儿,因治疗需要拔除其牙根未吸收的滞留乳前牙)作为对照,分离培养并鉴定各组

PDLSCs。通过 WST-1增殖实验､ 克隆形成实验和成骨成脂诱导实验来比较各组 PDLSCs 的增殖

和分化特性的差异。 
结果 未吸收组及 CCD 组 PDLSCs 增殖能力强于其他各组。各组克隆形成率分别为:未吸收组

9.32%,中度吸收组 11.0%,重度吸收组 13.63% ,恒牙组 8.25%,CCD 组 18.92%。中､ 重度吸收组

PDLSCs 成骨能力明显高于未吸收组和恒牙组,但其成脂能力却低于未吸收组和恒牙组;CCD 组

PDLSCs 的成脂能力高于其成骨能力。 
结论 正常乳牙､ 恒牙及 CCD 来源的 PDLSCs 的生物学特性不同。未吸收组及 CCD 组 PDLSCs 增

殖能力较强,CCD 组 PDLSCs 克隆形成能力高于其他四组。中､ 重度吸收组 PDLSCs 成骨能力明

显高于未吸收组和恒牙组,但其成脂能力却低于未吸收组和恒牙组;CCD 组 PDLSCs 的成脂能力高

于其成骨能力。 
 
 
PO-1273 

260 例儿童牙外伤的临床资料分析 
 

杨晓琼,胡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北部院区 401147 

 
 

目的 对 1-12 岁儿童牙外伤的受伤原因及其外伤的类型､ 年龄､ 性别､ 受伤牙位和受伤后就诊时间

进行分析,探讨牙外伤的特点及相关因素。 
方法 本研究对 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初诊的

260 例 1~12 岁患儿牙外伤进行横断面分析。 
结果 男性患者牙外伤发生率高于女性(2:1),平均 7.4 岁。1-2 岁为乳牙高发年龄(89.6%),8~10 岁为

恒牙高发年龄(76.6%)。意外跌倒是乳牙和恒牙 常见的受伤原因(70.5%),其次是外物撞击伤

(25.6%)和意外事故(3.9%)。乳牙 常见的外伤类型为半脱位(38.6%)和牙震荡(16.6%),恒牙简单冠

折 多(32.9%)。牙外伤后 24 h 内就诊者不到总数的一半(32.6%),更多的患者牙外伤后未能及时就

诊,而是在 24h 后才就诊。 
结论 有必要对公众采取关于牙外伤受伤原因､ 预防和应急处理方法的教育活动,以期提高牙外伤后

的就诊意识及保护常识。 
 
 
PO-1274 

客户关系管理服务模式在儿童口腔门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赵晶菁,冯华玉,廖莹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口腔专科医院儿童口腔门诊导入客户关系管理服务模式的应用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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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基于“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关系管理理念,结合儿童口腔门诊护理特点,改革护理服务模式,构建

人性化的护理服务体系,包括搭建儿童口腔门诊开放式“教学做一体化”服务平台､ 建立详细的客户档

案､ 改善就医环境､ 优化工作流程､ 开展网上或电话手术预约服务/开展电话随访服务等,并加强儿

童口腔门诊医护人员的服务意识,实现信息化､ 人性化的管理,采用自行设计的患者保健知识知晓率

､ 患者与医生对护理工作满意调查表比较实施前后的变化。 
结果 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服务后,患者对儿童口腔疾病的健康知晓率显著提高,患者及医生对护理工作

满意度较实施前明显提高(p<0.05)。 
结论 利用客户关系理论完善儿童口腔门诊客户(患者)服务,及时跟踪患者口腔健康状况,建立和规范

适合儿童的口腔保健､ 治疗方案和终身口腔档案。与时俱进,不断实践和创新儿童口腔门诊客户服

务模式和措施,为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就医体验,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提升了患者及医生对护理工作满

意度,维护和改善了和谐医患关系,值得临床推广。 
 
 
PO-1275 

氟化物对正畸固定矫患者釉质表面的唾液中钙磷的影响 
 

张晓敏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014030 

 
 

目的 探讨氟化物对正畸固定矫治患者釉质表面的唾液中钙磷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固定正畸治疗,并拔除上颌第一前磨牙的恒

牙列患者 84 例,年龄 11-22 岁,其中男 41 例,女 43 例。将 84人随机分为多乐氟组､ 氟化泡沫组､ 生

理盐水组,每组分别为 28 人。在矫治前､ 矫治 3 个月时测定上颌前牙釉质表面的唾液中钙磷离子的

含量。 
结果 多乐氟组和氟化泡沫组的釉质表面唾液中钙､ 磷离子比处理之前低,而生理盐水组的釉质表面

唾液中钙､ 磷离子比处理之前高,且多乐氟组比氟化泡沫组的釉质表面唾液中钙磷离子降低的多

(P<0.05)。 
。在矫治前､ 矫治 3 个月时测定上颌前牙釉质表面的唾液中钙磷离子的含量。 
结论 多乐氟及氟化泡沫对固定正畸过程中釉质脱矿具有显著的预防作用,且多乐氟较氟化泡沫效果

更明显。 
 
 
PO-1276 

儿童口腔颌面部及牙齿损伤 143 例临床分析 
 

李晓婷,何晓玲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00 

 
 

目的 口腔颌面部是人体突出和暴露的部分,意外情况下容易受到损伤。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自
我保护能力较差,使其致伤因素､ 损伤部位､ 损伤特点及治疗方法均与成人有明显区别。本文对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我院口腔科收治的 143 例口腔颌面部及牙齿损伤的患儿的病例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对创伤的原因､ 伤情及治疗等进行临床流行病学分析,以期为儿童口腔科医生及儿童的

监护人提供参考。 
方法 本文由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病案室查询 14 岁以下(含 14 岁)的儿童颌面部及牙齿损伤患者

病案资料,并进行详细统计。我科于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共收治 143 例 14 岁以下(含 14 岁)的
颌面部及牙齿损伤患儿,年龄 小 10 个月, 大 14 岁,平均年龄 3.2 岁。其中男性 86 名,女性 57 名,
男女比例为 1.5:1。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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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颌面部及牙齿损伤病因分析 
在 143 例患儿的发病原因中,排前 3 位的分别是:跌落伤(51.8%)､ 锐器损伤伤(20.3%)､ 交通意外

(14.5%)。  
2. 儿童颌面部及牙齿损伤发生地点分析 

大部分的儿童颌面部及牙齿损伤发生于家中,占 61.2%,多因为从床上跌落下来,或者是玩耍时跌倒磕

伤。23.6%发生于幼儿园或者学校,另有 15.2%发生于公园､ 马路等地。  
3. 儿童颌面部及牙齿损伤类型分析 

在 143 例患儿中,多数为口腔软组织及牙齿的损伤,其中唇部软组织创伤 69 例(48.3%),明显高于其他

部位,而下唇的发生率是 高的,且下唇多见穿通伤,其次是上唇系带撕裂伤。舌咬伤或者舌的穿通伤

有 35 例,占 24.5%。牙及牙龈损伤 26 例,占 18.2%,牙的损伤主要集中在中切牙,恒牙主要表现为冠

折和移位,乳牙则主要表现为嵌入或移位。另外 8 例为颌面部骨骼及髁突的骨折,5 例为腭部损伤。 
结论 在儿童口腔创伤中, 常见的是唇部软组织创伤,主要是在玩耍时跌倒磕伤,前牙刺穿唇部软组织

所致。在清创时需仔细检查伤口,局麻下用双氧水和生理盐水反复清洗创面,在彻底清创后,应先缝合

粘膜侧伤口,再次清洗伤口后,缝合皮肤侧伤口,以降低感染机会。 
舌外伤常常是由于孩子在运动时突然跌倒或被撞倒,舌体被上下牙齿咬伤所致。舌的外伤应力争及

时缝合,在清创时注意保留舌体组织,只要未完全断裂,缝合后仍能愈合。 
而儿童颌面部骨折的处理有其独特之处,保守治疗即非手术治疗是儿童颌面部骨折处理的常规方

法。 
对于儿童颌面部创伤的治疗处理,应充分考虑到儿童口腔颌面部组织脆弱,疏松,更易形成血肿,水肿。

对于软组织伤,应尽早进行止血､ 清创､ 缝合,必要时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全身辅助麻醉方法。 
 
 
PO-1277 

Root morph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impacted teeth with 
dilacerated root in early treatment: a case report 

 
Peng Yiran,Huang Shiyan 

West China school/hospital of stomat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oth dilaceration is considered as a dental deformity characterized by pronounced 
angulation of the longitudinal tooth axis,which appears as one of the symptoms in some impacted 
teeth and might cause eruption failure of the incisor. This article presented one case to illustrate 
early treatments on a 7-year old boy with impacted and dilacerated maxillary central incisors. 
Methods The treatment plan consisted of four procedures: expanding the midpalatal fissure to 
seek for the eruptive spaces of 21､ 12 and 22 by a removable appliance; surgical exposure; 
traction of the impacted central incisor; and aligning of the maxillary incisors with fixed orthodontic 
appliances. 
Results After the orthodontic treatment, the impacted left maxillary central incisor was 
successfully aligned into correct position in the upper arch. The repositioned incisor had an 
acceptable gingival contour and attached gingiva width which need no periodontal treatment 
afterwards. The tooth was also in good condition without any endodontic symptoms. After 
expansion and aligment, all of the upper teeth had been well-positioned while the lower front 
teeth had a mild crowding of 1mm. The molar relationship was kept in neutral terminal plane, and 
an acceptable overbite and overjet were achieved. 
Conclusions Impacted teeth with dilacerated root need to be treated as early as possible, a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on-calcified root to change direction and continued to develop. 
With early orthodontic treatment, the impacted teeth also could have chances to be properly 
aligned in the dental arch and get an aesthetic gingival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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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78 

银川市低龄儿童龋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李艳青,李睿敏,李晓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 750004 

 
 

目的   分析银川市低龄儿童患龋相关影响因素,为预防婴幼儿早期患龋提供依据。 
方法 随机抽取银川市 30~66 个月龄的 453 名婴幼儿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对患龋儿童和无龋儿童家长

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1周岁后是否有含奶瓶或母亲乳头睡觉及有夜间喝奶习惯､ 乳牙萌出期家长是否给孩子刷牙

､ 日常生活由谁照顾､ 家庭经济收入､ 母亲孕期患病情况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家长

学历､ 孩子是否为低出生体重､ 是否为独生子女､ 饮用水源､ 喂养方式等因素在两组儿童间无显著

性差异(P>0.05)。②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龄儿童患龋与父母口腔保健知识态度､ 1 周岁后

有含奶瓶或母亲乳头睡觉及夜间喝奶习惯､ 乳牙萌出期家长是否给孩子刷牙有关。 
结论 我区应加强对父母进行口腔保健知识的大力宣传和教育,给予正确的刷牙指导,改变不良的喂养

习惯,避免婴儿期不当喂养习惯是预防低龄儿童患龋的重要措施。 
 
 
PO-1279 

玻璃陶瓷嵌体修复儿童第一磨牙大面积缺损 1 例 
 

张昕景,胡赟,林居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400015 

 
 

目的 观察玻璃陶瓷嵌体修复儿童第一磨牙牙体大面积缺损的临床效果 
方法 采用间接法玻璃陶瓷嵌体修复技术,修复儿童第一磨牙大面积牙体缺损 1 例,随访观察 3 月,分别

从边缘密合度､ 解剖形态､ 基牙继发龋､ 修复体折裂方面进行评价。 
结果 观察 3 个月以后,该病例临床效果满意。 
结论 应用玻璃陶瓷嵌体修复儿童第一磨牙牙体大面积缺损,能有效恢复年轻恒牙牙体外形和邻接关

系,临床效果满意。 
 
 
PO-1280 

颌垫式磁力 Twin-block 矫治器治疗儿童乳牙期骨性反牙合 2 例 
 

张建丽 
云南省口腔医院 650031 

 
 

目的 观察乳牙期骨性反颌患儿,使用颌垫式磁力 Twin-block 矫治器的治疗效果。 
方法 2 名乳牙列期骨性反颌病例,使用颌垫式磁力 Twin-block 矫治器分别矫治 7､ 8 个月后,矫治结

束。对矫治前后患者的 X 线头影测量､ 模型及面型进行分析。 
结果 治疗结束后,2 例患儿的磁块间距分别增大 3､ 4mm,矫治后 SNA 角,ANB 角均增大明显,SNB
角减小。Ⅲ类面型均获得明显改善,乳前牙反合解除,上下乳磨牙关系改善,疗效满意。 
结论 颌垫式磁力 Twin-block 矫治器,将磁力与传统功能矫治器结合,借助磁极间的吸引力和排斥力,
获得持续的作用力,可以改善颌骨骨性畸形问题,能弥补传统功能矫治器的不足,有效发挥磁力的优势,
对乳牙列期骨性反颌病例有明显疗效。矫治器制作简单,结构小巧,容易测量和控制矫治力,患儿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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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随着磁性材料的发展和对磁性材料研究的深入,磁力矫治器在矫治骨性畸形领域的治疗效果

及远期疗效值得进一步观察研究。 
 
 
PO-1281 

454 焦磷酸测序对乳牙龋及牙面色素沉着 
伴龋唾液微生物菌群研究 

 
张丽菊,刘娟,刘波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650000 
 
 

目的 在前期研究乳牙列色素沉着龈上菌斑及非刺激性唾液的微生物菌群的基础上,运用 454 高通量

测序技术对乳牙龋及牙面色素沉着伴龋唾液样本中微生物群落分布进行检测,探索乳牙龋及牙面色

素沉着伴龋口腔不同部位微生物的多样性､ 口腔微生态的整体环境(唾液),以期对牙面色素沉着与龋

病及其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为龋病及牙面色素的预防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样本取自 45 名 3-5 岁乳牙列期儿童的非刺激性唾液,共 45 个样本,其中 20 人有龋坏无牙面色

素沉着(龋坏组,记为 Q 组),25 人有龋坏及色素(龋坏伴色素组,记为 SQ 组),提取唾液样本总 DNA,进
行 16S rRNA 的 V1-V3区特异性 PCR 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与目的 DNA片段纯化､ 回

收,QubitR2.0 荧光计测定回收片段的 DNA 浓度,样品 DNA 等量混合后进行 454 焦磷酸测序后对数

据统计分析。 
结果 对 45 个非刺激性唾液样本细菌 16S rRNA 基因 V1-V3区测序共得到唾液样本序列 242649 条

高质量序列,平均每条序列读长约为 279.97 bp,每份样本平均有效序列 5682 条。对所有样品的

Alpha 多样性进行计算,唾液单个样品内部菌群菌属水平的 Alpha 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随测序深度的

增加而增大。样本物种丰富度分布图和 Alpha 多样性稀释曲线显示测序物种覆盖较好。5 个菌属在

龋坏组唾液和龋坏伴色素组唾液中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采用 454 焦磷酸测序分析乳牙龋及牙面色素沉着伴龋非刺激性唾液微生物的物种覆盖较好,口
腔不同部位微生物组成多样性不同;随着龋病的发展,微生物种类减少。 
 
 
PO-1282 

女性分娩前后牙周健康状况的变化研究 
 

陈琳 
上海市口腔医院 200001 

 
 

目的 比较女性分娩前后的牙周健康状况,并且对影响妊娠期牙周病的社会经济状况､ 口腔及全身健

康行为等危险因素进行探究,为以后有针对性预防控制妊娠期牙周病的发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通过纵向调查追踪随访上海静安区妊娠期女性从妊娠期到分娩后,两次随访均包括牙周临床检

查和问卷调查。牙周临床检查包括可视菌斑指数､ 探诊出血､ 牙周袋深度和临床附着丧失;通过问

卷调查收集她们的社会经济状况､ 分娩前后的口腔和全身健康行为､ 知识和态度等。 
结果 共 138 名女性完成了两次随访。受检女性的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病率分别从分娩前的 30.4%
和 5.8%上升到分娩后的 70.3%和 10.9% (p<0.001)。其 VPI､ BOP 和 PD 的均值分别从分娩前的

0.42､ 0.21 和 0.23 显著性上升到分娩后的 0.56､ 0.43 和 0.40(所有 p<0.001),而 CAL 分娩前后没

有显著性差异(p>0.05)。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分娩前每天使用牙线的女性其 BOP 的改变值比从

不使用要显著性增高(p=0.019)。社会人口因素､ 口腔及全身健康相关行为等都与分娩前后 PD 的改

变值有无显著性相关(所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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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海市女性分娩后牙周健康状况比分娩前要差,妊娠期使用牙线与牙龈健康状况相关,未发现社

会人口因素､ 口腔及全身健康相关的行为等都与分娩前后牙周袋深度的改变相关。 
 
 
PO-1283 

无锡市 424 名小学生六龄齿患龋情况调查 
 

姚金丹,张延晓 
无锡口腔医院 214000 

 
 

目的 了解无锡市小学生六龄齿患龋情况,为今后开展六龄齿龋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取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无锡市 19 个学校的小学三年级在校学生共 424 名,进行六

龄齿患龋率的调查统计与分析。 
结果 六龄齿患龋率为 44.34%,男女生分别为 39.17%､ 51.09%,男女生间患龋率有明显差异。16 患

龋率占六龄齿患龋率的 24.04%,26 患龋率占六龄齿患龋率的 21.86%,36 患龋率占六龄齿患龋率的

28.42%,46 患龋率占六龄齿患龋率的 25.69%。 
结论 无锡市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六龄齿患龋率较高,女生六龄齿患龋率高于男生,下颌六龄齿患龋率高

于上颌。提示我们必须提高小学生及其家长对于六龄齿的保健意识,加强六龄齿龋病的预防保健工

作。 
 
 
PO-1284 

不同龋风险儿童的唾液微生物多样性分析 
 

韩轩
2,张琼

1,2,邹静
1,2 

1.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2.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低龄儿童龋(Early Childhood Caries,ECC)对儿童的颅颌面部发育,全身发育以及心理健康造成

重要影响。致龋微生物是 ECC 发生､ 发展的主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对不同龋风险儿童的唾液微生

物组进行分析,筛选出与 ECC 发生､ 发展高度相关的特异性微生物,从而对 ECC 临床防治提供指

导。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3-5 岁儿童 60 名,包含无龋组､ ECC 组､ S-ECC 组儿童各 20 名,收集其非刺激

性唾液。提取样本细菌全基因组 DNA,利用 16S rRNA 基因通用引物对所有检测样本 16S rRNA 基

因 V3/V4 区扩增,构建测序文库,Illumina Miseq 平台测序,所得数据进行高级生物信息学分析比较组

间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差异,预测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并找出组间差异的功能类群。 
结果 全部样本中共检出了 34 门,60 纲,110 目,173 科,329 属,529 种微生物。无龋组儿童唾液的微生

物群落丰富度显著高于 ECC 组和 S-ECC 组(P<0.01),而 ECC 组和 S-ECC 组间未见统计学差异

(P>0.05)。无龋组儿童唾液细菌的群落多样性高于 ECC 组(P<0.01),但是与 S-ECC 组无统计学差异

(P>0.05)。ECC 组中罗氏菌属的相对丰度高于无龋组和 S-ECC 组(P<0.01),但二氧化碳噬纤维菌属

相对丰度低于 S-ECC 组(P<0.05)。S-ECC 组中梭菌属的相对丰度低于 ECC 组和无龋组

(P<0.05)。放线菌属的相对丰度在无龋儿童､ ECC儿童､ S-ECC 儿童唾液中呈递减趋势,但只在

ECC 组和 S-ECC 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链球菌属､ 普氏菌属和纤毛菌属在三组样本中

的相对丰度都较高,且 ECC 组和 S-ECC 组中的相对丰度都高于无龋组,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不同龋风险儿童唾液中的微生物构成各不相同,无龋儿童唾液微生物多样性高于 ECC 儿童,推
测 ECC 儿童唾液微生态平衡被打破,随着龋病累及的牙面数的增加形成高龋风险的微生态环境。推

测放线菌属与儿童口腔健康状态相关,罗氏菌属在龋病发展初期发挥作用。上述两种细菌可能在儿

童龋风险评估中具有提示意义,可能在 ECC 发生､ 发展中发挥微生物标志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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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85 

改良式 NANCE 弓对于上前牙缺损间隙维持的临床应用 
 

马文竹,胡赟,林居红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400015 

 
 

目的 探讨改良式 NANCE 弓对于上颌前牙缺损部位间隙维持器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上前牙早失的患儿 14 例为研究对象,年龄 3-5 岁,主要缺失

原因在于外伤或者龋坏后无法保留,其中单颗牙齿缺失 12 例,2 颗以上牙齿缺失 2 例。按照随机方式

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观察组采用常规活动功能保持器维持上前牙区间隙;对照组通过常规口腔治

疗保留上颌磨牙后在制备 NANCE 弓基牙,并且在 NANCE 弓尖牙区域制作“Ω”曲并跟随年龄逐步释

放,让 NANCE 弓能逐步适应儿童上颌牙槽骨的萌出扩展情况,在上颌缺牙间隙制作义齿维持间隙。

比较患儿适应程度,上颌弓宽度及上前牙间隙保持情况对比。 
结果 所有患儿在半年的跟踪调查中,患儿和家长明显对改良式 NANCE 弓保持器更加满意,对上前牙

间隙的保持与传统的动功能保持器维持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均 P>0.05)。 
结论 与传统的 NANCE 弓相比,改良式能更好的适应儿童口腔上颌发育情况,并不会发生基牙随着患

儿的年龄增大出现的倾斜情况。并且患儿更加容易适应,兼顾了间隙保持与患儿面型的美观,保护缺

牙期患儿心理健康。对于上前牙间隙的保持同传统的间隙维持器相比没有差异。是一种可以在临床

上推广的固定式适应前牙缺失的间隙维持器。 
 
 
PO-1286 

安氏二类骨性一类错颌畸形的正畸治疗 
 

张铮,邓莉华 
暨南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学院深圳市人民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518000 

 
 

目的 解决患者牙列不齐,关闭拔牙间隙,直立阻生牙 
方法 利用直丝弓矫治矫治器,配合种植支抗牵引,达到关闭拔牙间隙,直立阻生牙的目的。同时避免了

患者义齿修复因龋齿导致的牙齿缺失 
结果 患者牙列整齐,咬合关系好,拔牙间隙关闭完全,牙根平行度好。 
结论 利用种植体支抗直立下颌阻生牙方法可行 
 
 
PO-1287 

无锡市 3-6 岁儿童乳牙患龋情况及乳牙反颌情况调查分析 
 

孙晗,张延晓,柯正建 
无锡口腔医院 214000 

 
 

目的 通过分析无锡市 3 -6 岁儿童乳牙龋齿及反颌现况,为制定龋齿预防对策,促进儿童口腔颌面正常

生长发育提供科学依据 。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无锡市 17 所幼儿园的 9539 名 3 - 6 岁的儿童进行系统的口腔检查, 并对

龋齿流行情况及反颌情况进行分析 。 
结果 被调查的儿童中乳牙总龋患率及反颌率分别为 66.56%和 2.84% ,其中 3-4 岁组乳牙龋患率及

反颌率分别为 54.33%和 2.57% ;4-5 岁组乳牙龋患率及反颌率分别为 65.04%和 3.20% ;5-6 岁组乳

牙龋患率及反颌率分别为 78.70%和 2.75%。男童乳牙龋患率及反颌率分别为 66.26%和 3.01%;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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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乳牙龋患率及反颌率分别为 66.87%和 2.66%。乳牙患龋率有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增加的趋势,反颌

发生率则基本不受年龄影响;男女童患龋率及反颌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无锡市 3 - 6 岁儿童乳牙患龋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预防龋齿及反颌,要尽早采取有效措施,从而

降低龋齿及反颌的发病率。 
 
 
PO-1288 

 (牙合)位与髁突位置在青少年正畸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周陈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00 

 
 

目的 髁突在关节窝位置作为确定功能(牙合)的重要指标,在青少年口腔正畸治疗中,保证正中系位和

正中(牙合)位的一致性对于临床医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青少年髁突位置在 CO-CR 位的

不一致与(牙合)干扰､ 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相关性为切入点,对髁突位置 CO-CR 一致性在青少

年正畸治疗中的临床应用进行了相关研究。 
方法 记录 CO-CR 位置改变时髁突位置差异的方法 
1 头颅定位侧位片测量法 
    在 CO､ CR 两个位置对头颅侧位片, 建立坐标系,X 轴选择耳点 PO 与眶下点 Or 的连线,Y 轴选择

从蝶鞍点到 X 轴的垂直线。髁突位置的中心点与 Y 轴距离为水平距离,与 X 轴的距离为垂直距离,实
现对髁突位置发生移动的测定[17]。但是,在该方法下,由于受到关节解剖形态的个体差异性､ 影像技

术畸变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这种借助 X 光片进行测量的方法在具体应用中仍然存在较大误差[18]。 
2 螺旋 CT 三维成像技术 
    螺旋 CT 三维成像技术应用于 CO-CR位置测定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对髁突位置､ 关节窝结构､ 二

者空间关系等方面进行直观显示,实现了对组织表面的全方位观察,通过旋转影像,实现对髁突位置变

化的多角度观察,并实现了对任意层面的切割测量分析。由于螺旋 CT 三维成像技术的应用,借助其

可视化效果,CO､ CR 位分别对左右两侧髁突在关节窝内的位置研究进行研究,通过面积法､ 线距法

对矢状面和冠状面的髁突位置差异进行测定,从而了解髁突位置变化情况,但是,由于影像学技术失真

､ 费用问题等因素,CT 在正畸领域的应用仍未得到推广。 
3 髁突位置轨迹描记仪 
    对下颌运动进行检查,其目的在于对髁突引导下的下颌骨运动情况进行检查。下颌骨中,髁突作为

其中的重要部分,其运动能够真实反映下颌骨的运动状况。髁突轨迹描记仪是以传统面弓记录仪为

基础发明的,作为一种新型的机械电子式描记仪,在记录髁突运动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其准确性和可

靠性[22]。髁突位置轨迹描记仪对髁突运动轨迹的记录,能够准确反映下颌的运动状态[23]。在正畸治

疗完成后,需要通过对髁突运动的分析对正畸的疗效进行评价,而髁突轨迹描记仪的应用,能够辅助指

导临床的正畸治疗,作用显著     
结果 在青少年正畸治疗前,对患者的 CO-CR 差异进行测定,能够为正畸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实践中,不能仅仅依靠观察所见来确定患者口内(牙合)关系,需要借助 CR 位来准确判断颌间关系。

但是由于神经肌肉保护机制的作用,闭口运动在 CO 位关闭,因此,在正畸治疗的实践中,CO-CR 差异

的准确把握至关重要。 
结论 在临床实践中,通过颌关节与关节窝关系时的牙齿关系进行观察,是功能(牙合)治疗的基础,直接

关系到青少年正畸治疗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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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89 

重庆地区偏侧咀嚼习惯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曾欢,林居红,杨凤雪,唐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401100 

 
 

目的 调查重庆地区人群中偏侧咀嚼习惯的危险因素,为临床防治工作中确定高危人群､ 提出预防措

施提供依据。 
方法 病例组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就诊经检查有颞下颌关节疾患的重庆地区居民

100 例,对照组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就诊经检查无颞下颌关节疾患的重庆地区居民

114 例,纳入对象年龄 18~65 岁。对病例组和对照组分别进行调查问卷,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中,达到显著性水平的危险因素为性别及有无关节疾患,条件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

析显示, 重要的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偏侧咀嚼危险因素是性别及有无关节疾患。 
结论 重庆地区偏侧咀嚼重要危险因素为性别及有无关节疾病。 
 
 
PO-1290 

透明冠在上颌乳前牙修复中的应用 
 

房淑娟,李丽 
太原市恒伦口腔医院 030001 

 
 

目的 观察透明冠在儿童上颌乳前牙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治疗的 3-5 岁上颌乳前牙龋坏的患儿 153 例,其中 85
例乳前牙进行透明冠修复,其中中切牙 60 例,侧切牙 25 例,剩余 68 例进行常规树脂充填。 
结果 追踪观察 6 个月至 18 个月,透明冠修复后有 11 例脱落,余修复体均边缘密合性良好,表面光滑,
牙龈正常,外形美观;成功率及美观性明显高于常规树脂充填。 
结论 透明冠对儿童上颌乳前牙修复有好的临床效果,值得推广。 
 
 
PO-1291 

BMP-2 在骨性下颌前突的下颌骨组织中的表达研究 
 

于方 
1.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目的  探讨 BMP-2 蛋白在骨性下颌前突中的下颌骨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35 例骨性下颌前突畸形患者正颌手术切除的下颌骨组织以及 19 例下颌智齿拔除废弃的

正常下颌骨组织。 
用 BMP-2 多克隆抗体进行 SP 法免疫组化染色,研究分析 BMP-2 蛋白在骨性下颌前突及正常下颌骨

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免疫组化评价标准 
阳性标准:胞浆中可见棕黄色颗粒状染色。 
阴性标准:胞浆中无棕黄色颗粒状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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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切片中显色细胞有无及显色深浅来评分),0 分为无色,1 分为浅黄色,2 分为棕黄色,3 分为棕褐

色。B(按切片中显色细胞的个数占切片中细胞总和的百分比来评分),25%以下为 1 分,25%-75%为 2
分,75%以上为 3 分。每例总积分=A*B,按总积分高低分为:0 分为阴性(-),1-4 分为弱阳性(+),4-6 分为

阳中性(++),大于 6 分为强阳性(+++)。 
利用图像分析系统计数 BMP-2 染色的平均光密度值,以确定细胞中 BMP-2 的相对含量。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分析数据。下颌前突组和正常下颌骨组中 BMP-2 的相对含量比较,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及卡方检验。 
结果 35 例下颌前突的下颌骨组中有 30 例免疫组化呈阳性。BMP-2 蛋白阳性细胞呈现胞浆染色,位
于成骨细胞､ 成软骨细胞､ 软骨基质中且阳性信号表达较强(++→+++),阳性率为 85.7%;19 例正常

下颌骨组中 11 例免疫组化阳性。BMP-2蛋白阳性细胞位于成骨细胞､ 成软骨细胞､ 未钙化的骨组

织基质及周围的纤维组织,且大部分区域阳性信号表达较弱(+→++),阳性率为 57.9%。经四格表卡方

检验,两组间阳性率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BMP-2 蛋白免疫组化染色强度:骨性下颌前突组的平均光密度值较正常组平均光密度值高。经独立

样本 t 检验,两组间平均光密度值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BMP-2 蛋白在骨性下颌前突下颌骨中高表达,提示 BMP-2 高表达可能与骨性下颌前突的发生

有关。 
 
 
PO-1292 

全身麻醉下儿童口腔治疗技术的研究进展 
 

冉锦波,刘琴 
澳门 镜湖医院 -- 

 
 

目的 在儿童口腔治疗临床工作中,针对一些年幼､ 智力发育异常或者不能合作的儿童,对其进行复杂

口腔治疗时,全身麻醉是比较合适的麻醉方法。全身麻醉下儿童口腔治疗可以提高疗效､ 缩短治疗

时间､ 避开患儿牙科恐惧心理､ 保护患儿身心健康,但仍需要关注该项技术的相关适应症选择､ 风

险控制､ 并发症的发生及处理。本文主要从全身麻醉下儿童口腔治疗技术的风险､ 并发症及其应对

措施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积极预防相关并发症､ 降低临床风险提供参考。 
方法 本文结合自身经验,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并整理分析,结合近年来的临床心得､ 交流收获,在此对

该项技术作一综述。 
结果 现今我国全身麻醉下口腔治疗虽然已经逐步开展应用,且发展势头较好,然而,距离该项技术在我

国的成熟应用,仍有较长的路要走。随着相关专业指南陆续出台和完善,需要从业人员认真践行专业

技术标准,严格执行各项要求,为患儿生命负责,为患儿口腔健康负责。与此同时,对于全身麻醉下儿童

口腔治疗在我国的健康发展也会大有帮助。 
结论  
在儿童口腔治疗临床工作中,针对一些年幼､ 智力发育异常或者不能合作的儿童,对其进行复杂口腔

治疗时,全身麻醉是比较合适的麻醉方法。全身麻醉下儿童口腔治疗可以提高疗效､ 缩短治疗时间

､ 避开患儿牙科恐惧心理､ 保护患儿身心健康,但仍需要关注该项技术的相关适应症选择､ 风险控

制､ 并发症的发生及处理。本文主要从全身麻醉下儿童口腔治疗技术的风险､ 并发症及其应对措施

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积极预防相关并发症､ 降低临床风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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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93 

应用 CBCT 对青少年上合埋伏多生牙的定位分型研究 
 

边可胤,姚睿 
天津市口腔医院 300041 

 
 

目的 应用 CBCT 精确定位上合埋伏多生牙,准确确定手术路径,指导手术拔除,评价 CBCT 指导临床

拔除上颌前部埋伏多生牙的价值。并对上颌前部埋伏多生牙的特性,包括多生牙数目､ 形态､ 大小

､ 埋伏位置､ 生长方向､ 牙根是否弯曲､ 对临近恒牙的影响以及对患儿就诊原因进行相关性分析。 
方法 收集 2014 年 2 月 10 日~2017 年 2 月 10 日以上颌前部埋伏多生牙就诊于天津市口腔医院儿

科的患儿 513 例,按纳入标准随机抽取其中 158 例患儿,共 222 颗多生牙为研究对象,术前对患儿进

行常规临床检查及 X 线检查,再行 CBCT 检查。通过 CBCT 三维重建影像,分析了解上颌前部埋伏多

生牙的特性,明确多生牙埋伏于上颌骨的位置,与邻牙的位置关系,确定手术方案及手术路径,指导手术

拔除埋伏多生牙。并应用 Cramer V 系数计算指标间的关联程度,对上颌前部埋伏多生牙的各项指标

进行相关性分析。 
 
 
PO-1294 

全麻下乳磨牙深龋 MTA 牙髓切断术疗效观察 
 

任慧迪,张琼,邹静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目的 乳牙龋病是 常见的儿童口腔疾病,当龋蚀达牙本质深层时,细菌和毒素可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

或侵入牙髓,使牙髓发生炎症反应,此时需进行牙髓治疗,其中牙髓切断术是常用的治疗乳牙早期牙髓

炎的方法。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临床资料,对全麻下应用三氧化矿物凝聚体(mineral trioxide 
aggregate, MTA)对乳磨牙深龋进行牙髓切断术治疗进行疗效评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2015 年于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全麻下因深龋去腐净后露髓(机械性露髓)
而行 MTA 牙髓切断术的 118 颗乳磨牙临床资料,观察其在术后 1､ 3､ 6､ 12､ 18 个月复诊时的临

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情况,评估其疗效。 
结果 通过 Zurn & Seale 乳牙牙髓治疗后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评分标准进行疗效评估,牙髓切断术

术后 6个月临床､ 影像成功率均为 99.1%;12 个月临床成功率为 98.1%,影像学成功率为 97.8%;18
个月临床成功率为 96.7%,影像学成功率为 94.5%。同时研究发现,118 颗深龋乳磨牙行牙髓切断术

后 18 个月,观察到牙本质桥的形成率为 11%,根管闭锁的发生率为 12.3%。 
结论 全麻下对深龋去腐净露髓的乳磨牙行冠髓切断术后的远期疗效值得肯定,乳牙深龋冠髓切断术

保存了部分活髓,有利于维持乳牙的正常生理功能; MTA 作为乳牙深龋牙髓切断术盖髓剂,远期成功

率较高,可以在临床广泛应用。 
 
 
PO-1295 

替牙期下颌第二乳磨牙早失间隙减少的管理策略 
 

孙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替牙期下颌第二乳磨牙早失后间隙减少,应用局部正畸治疗方法重新获得间隙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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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2 例替牙期下颌第二乳磨牙早失导致间隙减少的患者在矫治前后拍摄曲面断层片,在 X 线片上

测量､ 比较矫治前后下颌第一恒磨牙轴倾度和缺隙的变化,并进行分析。 
结果 12 例患者矫治后下颌第一恒磨牙从近中倾斜变为直立,缺隙增大,使下颌第二前磨牙萌出时有足

够的间隙,防止埋伏阻生等错颌畸形的发生。 
结论 下颌局部固定矫治器和下唇挡能有效地重新获得丧失的间隙。 
 
 
PO-1296 

上颌第二乳磨牙固连伴恒牙胚异位及深龋一例 
 

杨秀
1,邹静

1,2,张琼
1,2 

1.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2.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牙齿固连又称为下沉牙或低颌牙,患牙的合面低于邻牙正常的合平面,多见于乳磨牙,下牙比上牙

好发。本文将报告一例上颌第二乳磨牙牙固连伴恒牙胚异位的病例。 
方法 患儿,男,4 岁,因发现“右上后牙未萌出”求治,口腔临床检查及影像学检查见:55 牙合面低位,位于

54 牙颈部,近中牙尖部分萌出,伴深龋,初诊影像学检查显示 55 牙龋坏近髓,未见明显根尖周及根分歧

暗影,未见明显恒牙胚影像。诊断为:55 牙低位牙伴恒牙胚异位及深龋。治疗计划为:55 牙牙髓切断

术,定期复查 55 牙,根据情况确定 55 牙远期治疗计划。 
结果 患儿定期复查 55 牙,8 个月复查时见 55 牙充填物完整,未见临床自觉症状及影像学症状,CBCT
显示 15 牙牙胚异位,位于 55 牙腭侧。 
结论 低位乳磨牙伴继承恒牙胚存在的治疗主要目标是促进继承恒牙的正常萌出。在决定是否开始

治疗时应考虑 :患者年龄､ 低位牙的严重程度 ､ 牙根吸收情况 ､ 邻牙倾斜的程度 ､ 继承恒牙胚的

位置等,并要定期复查,长期跟踪,及时根据口内检查及影像学检查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PO-1297 

通过曲面体层片测量尖牙倾萌出过程中斜角 
度随年龄变化的规律    

 
贺舒阳,苏雪龙,李扬程,郭青玉 
西安交大口腔医院 710000 

 
 

目的 尖牙阻生是阻生牙中除第三磨牙外 易好发的一种,也是影响较为严重的一种萌出异常。其对

青少年颅面生长发育､ 面容美观等均会产生严重影响。有很多学者提出通过利用曲面体层片中尖牙

牙体的倾斜角度､ 牙胚位置等对尖牙萌出异常进行预测。然而,很难弄清楚在骨内不断生长的尖牙

胚在对应年龄时是否处在正确的生理位置。因此本实验的目的是利用曲面体层片确定尖牙的倾斜角

度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测定 1297 例儿童和青少年的全景全口曲面体层片(不含尖牙阻生)。这些 7 到 15 岁的孩子由

不同的主诉来到西安交大口腔医院就诊。定义上颌尖牙的倾斜角度为其牙体长轴与双侧髁突连线的

平面的近中夹角,下颌尖牙的倾斜角度为下颌尖牙牙体长轴与双侧下颌角下缘向内凹陷处连线平面

的近中夹角。由 3 名专业的儿童口腔医学研究生进行测量,每一项数据每人测量三次后计算平均值

录入 Epidata 3.1,进行统计分析。计算 95%置信区间并根据各年龄中位数绘制折线图。 
结果 随着年龄的增加,女生的上尖牙倾斜角度先逐渐增大到 11 岁之后缓慢下降。男生的上颌尖牙倾

斜角度的变化趋势与女生相同,但达到高峰的时间(12 岁)晚于女生。倾斜角度分布在 75°~92°,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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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在 88°左右。对于下颌尖牙,倾斜角度在 10 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缓慢下降但快于上颌。倾斜角

度从 78°增加到 90°,后下降至 86°。     
结论 本研究以未发生尖牙阻生的患者为基础,明确了尖牙牙胚发育过程中倾斜角度的变化规律,有助

于诊断和预测尖牙萌出异常的可能性。当然,为了提高精度,需要与 CBCT 的结合进行进一步的研

究。 
 
 
PO-1298 

年轻恒牙复杂冠根折 1 例 
 

李春,李艳红,董宝财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650000 

 
 

目的 患者信息 
张 XX      男      10 岁     汉族               
住  址: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上矣铎村               
就诊时间:2014 年 5 月 31 日 
主诉:右上前牙摔伤 7 日。 
现病史:7 日前患儿与同学玩耍时被推倒,致使右上前牙折断､ 牙龈出血､ 疼痛,无昏迷､ 呕吐等全身
症状,因家长未重视,未做任何处理,1 日前,发现“牙齿裂开”,今至我院就诊。 
既往史:否认全身系统性疾病史,否认药物过敏史。 
检查:   
1､ 全身状况: 
   神清,配合,未见全身其他部位损伤。 
2､ 口外检查: 
   颌面部左右对称,未见面部损伤,开口度 3 横指,开口型正常。 
3､ 口内检查: 
   混合牙列期,软垢Ⅰ°;扪诊骨质连续无异常压痛点;唇颊粘膜､ 系带､ 舌及口底粘膜未见明星异常。 
   11 牙冠轻微近中扭转,牙冠切 2/3 缺失,冠折线不规则,牙髓暴露,部分呈暗红色,探诊(+),牙髓出血不

止,冷诊(+),牙髓活力测试较对照牙敏感,叩(+),松Ⅰ°,腭侧折片与牙体分离,松Ⅰ°。 
4､  影像学检查 
   根尖片:11 牙根接近形成,根尖孔较大,处于 Nolla 分期第 9 期,未见根折及影像。 
诊 断: 11 复杂冠根折(年轻恒牙) 
方法 治疗计划:1)局部浸润麻醉下拔除 11 腭侧折片; 
                  2)11 抜髓后行根尖诱导成形术; 
                  3)11 牙根发育完成后,行根管治疗; 
                  4)11 尽早行过渡性修复;成年后行桩冠修复; 
                  5)行桩冠修复前,据需要行根牵引术或冠延长术。 
 
结果 患儿 11 外伤 7 日后才就诊,就诊时 11 切 2/3 缺损 ,腭侧折片与牙体分离,松Ⅰ°。对 11 保留价

值进行评估:11 无松动,折断处位于龈下 2mm,保留后待成年后可行正畸牵引或冠延长术,以利桩核冠

的修复,因此决定保留 11。11 系年轻恒牙,牙根发育至 Nolla 分期第 9 期,暴露牙髓呈暗红色,探诊后

出血不止,判断牙髓已发生感染,不宜行活髓切断术,因此采用根尖诱导成形术治疗。11 牙体组织缺损

较大,加之牙齿扭转,在进行根尖诱导的同时,必须考虑尽快行过渡性冠修复,以维持 11近远中间隙､

待成年后行永久修复。故置纤维桩增加固位后,行树脂美容修复术,恢复牙冠形态及近远中邻接。取

得了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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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外伤的年轻恒牙,不仅要考虑牙根的继续发育,还要考虑过渡性修复和永久性修复,只有这样

才能使治疗方案更为全面､ 完善。需要强调的是在初诊时即应对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PO-1299 

 从曲面体层片观察第一恒磨牙萌出的图像特征 
 

贺舒阳,李扬程,苏雪龙,郭青玉 
西安交大口腔医院 710000 

 
 

目的 通过曲面体层片描述第一恒磨牙萌出过程中在曲面体层片中的角度及位置变化,观察第一恒磨

牙在萌出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以及变化范围。根据不同年龄的角度及位置特征指导临床。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间于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就诊的 5~10 岁青少年及儿童所拍

摄的曲面体层片(573 张),建立包含上下颌水平基线(上颌为双侧髁突连线,下颌为下颌角下缘向内凹

陷处的连线)及中线(为鼻中隔的纵向延长线)的测量基础。测量并计算第一恒磨牙倾斜角度(牙体长

轴与水平线的近中夹角)､ 水平距离比值(第一恒磨牙到中线的距离与对应颌位､ 左右侧的半侧水平

线长度的比值)和垂直距离比值(第一恒磨牙牙面中央 凹陷处到同颌位水平线的垂直距离与位于上

下颌水平线之间的中线长度的比值)。将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绘制随年龄变化折线图。 
结果 本实验得到 573 张 PR,其中男性 283 名,女性 290 名,男女比例约为 0.96:1。女性平均年龄为

(7.88±1.67)岁,男性平均年龄为(8.00±1.65)岁。按照萌出状态分为 3 组,第一恒磨牙异位萌出 57 颗,
建牙合第一恒磨牙组 736 颗和萌出过程中的第一恒磨牙,简称萌出第一恒磨牙组 1495 颗。建牙合组

与萌出组统称为非 EEM 组共计 2231 颗。 
上颌第一恒磨牙倾斜角度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减小(115°~97°),下颌第一恒磨牙倾斜角度随年龄增加逐

渐增大(66°~73°)。 
上､ 下颌第一恒磨牙水平向距离比值均呈现随年龄增加逐渐下降趋势。上颌比值从 0.45 下降至

0.42,男性变化范围稍小于女性;下颌从 0.65 下降至 0.55。 
上颌第一恒磨牙垂直距离比值随年龄逐渐增大而先增大后不变､ 下颌第一恒磨牙垂直向距离比值在

5~6 岁有明显增加后不再发生显著改变。 
结论 5~10 岁儿童上颌第一恒磨牙萌出过程中牙体倾斜角度随年龄增加而减小,下颌第一恒磨牙倾斜

角度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增大;第一恒磨牙牙胚在萌出过程中逐渐向合方及近中移动。 
 
 
PO-1300 

唇裂患者鼻背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 
 

刘人恺
1,刘人恺

1 
1.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目的 对比观察唇裂术后鼻畸形患者鼻背硬软组织生长发育与同龄正常人的差异,为改进唇裂鼻畸形

二期整复方法提供参考。 
方法 随机选取 2011 年 1 月-2016 年 9 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就诊的 5-18 岁的唇裂､ 唇腭裂

术后鼻畸形患者(共 576 名)作为实验组,同龄正常人(共 333 名)作为对照组,分别拍摄 X 线头影侧位

片,测量其鼻骨角度､ 鼻背角度､ 鼻骨长度､ 鼻背长度､ 上鼻背长度､ 下鼻背长度,比较不同年龄组

的唇裂术后鼻畸形患者鼻背硬软组织形态与同龄正常人之间的差异。 
结果 唇腭裂患者的鼻骨角度与鼻背角度明显小于同龄正常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y-18y,p<0.01),鼻
骨长度与同龄正常人相比无明显差异(5y-18y,p>0.01),鼻背长度发育迟缓(8y-16y,p<0.05),其上鼻背

的过度发育掩盖了下鼻背发育的不足, 终鼻背长度同龄正常人相比无明显差异(17y-18y,p>0.05);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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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患者鼻骨与鼻背角度的发育与同龄正常人无明显差异(5y-18y,p>0.05),鼻骨与鼻背长度明显小于

正常人(p<0.01),鼻背的差异主要在下鼻背(5y-18y,P<0.01)。 
结论 唇腭裂术后鼻畸形的二期整复应同期整复患者鼻背形态的畸形,唇腭裂术后患者应注意恢复鼻

背角度的不足,而唇裂术后患者则应注意恢复其鼻背长度。 
 
 
PO-1301 

重度幼儿龋综合治疗管理一例 
 

徐燕,赵西珍,李倩文,邵亚楠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450100 

 
 

目的 对患儿实施心理干预行为诱导,患龋风险评估,详细了解儿童的发育过程及现状､ 饮食和口腔卫

生习惯,进行临床综合治疗及个性化的预防措施,积极治疗活动性龋,同时防止继发龋,控制感染,纠正

局部错合(推前移的磨牙向后),并养成定期口腔检查和良好的行为卫生习惯及建立正面的牙科认知。 
方法 实施综合治疗､ 管理计划:  
1.对患儿进行行为诱导管理,先由简单轻松的治疗(刷牙､ 涂氟､ 预防性含氟树脂充填等)向复杂治疗

逐步过渡,让患儿感觉看牙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情,从而逐步克服心理恐惧,养成定期看牙的好习惯; 
2.实施系统口腔健康管理,填写龋易感性风险评估问卷和患儿饮食记录表,进行口腔健康卫生宣教指

导,一对一指导家长协助患儿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并行菌斑染色实验,养成每天使用牙线､ 护牙素的习

惯,并根据患儿的饮食记录表提供个性化的饮食指导; 
3.行 Cariostat 检测法行龋病活跃性(Caries Activity Test,CAT)检测,根据 Cariostat 结果决定每年的

定期涂氟治疗次数; 
4.根据患儿的配合度､ 龋坏牙位､ 部位和深度､ 范围等情况选择牙髓治疗/金属预成冠修复/拔牙/间
隙保持器治疗,推磨牙向后正畸治疗等,明确告知家长相关注意事项;如再次出现根尖区炎症,则需拔除

患牙后行间隙保持。 
5.每三个月常规复诊,定期进行龋病风险性评估,口腔健康宣教､ 指导,纠正不良习惯,不适随诊。 
结果 通过运用多种心理干预方法实施行为诱导,使患儿能够愉快的配合看牙,口内的病变得到了有效

的控制,维护了牙列的健康,增强了患儿的咀嚼功能,促进颌骨和牙弓的发育。通过实施系统性的口腔

健康管理,逐步培养孩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并建立正面的牙科认知。 
结论 儿童牙科治疗的难点之一在于如何理解孩子的心理和行为模式,逐步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建立正面的牙科认知。在尊重孩子意愿和表现的基础上,通过心理干预､ 行为诱导引导孩子实现自

主配合无疑是更为人性化的方式。家长积极参与到孩子的系统性口腔健康管理中来,才能确保患儿

口腔条件和环境的整体改善。越早建立口腔健康管理档案,家长和孩子从中受益就越大,就诊体验也

会变得更轻松愉快。通过定期检查及早发现婴幼儿口腔疾病,进行有效的控制。建议从婴儿长出第

一颗牙甚至更早,就为宝贝及其监护人进行龋病的易感性监测,通过定期的检查和检测,不仅可以早期

发现龋齿,控制病变的进展,还可以通过评估与指导,为孩子建立良好的口腔行为习惯,及早去除危险因

素,预防龋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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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02 

2011—2015 年陕北地区神木县医院儿科临床分离 
细菌分布变迁及耐药性分析 

 
杨慧敏,刘永林 

陕西省神木县医院 719300 
 
 

目的 探讨陕北地区神木县儿科临床分离细菌种类分布及其耐药性变化,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陕北地区神木县区儿科患儿感染的所有临床分离菌株及耐药性变化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各部位标本共培养出病原菌 573 株,其中呼吸道 49.80%､ 血液 11.90%､ 脑脊液 4.50%､ 尿液
4.20%､ 粪便 1.90%､ 伤口分泌物 2.40%､ 眼部分泌物 2.97%,其他标本 22.20%;革兰氏阳性菌

201 株,占 35.13%;革兰氏阴性菌 181 株,占 31.64%;真菌 190 株,占 33.21%;前 10 位的病原菌依次

为酵母样真菌､ 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 溶血性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阴沟肠杆菌､ 鲍

曼不动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 化脓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分别占 14.68%､ 9.61%､ 7.34%､
4.72%､ 2.79%､ 2.79%､ 2.09%､ 2.09%､ 1.92%､ 1.57%;葡萄球菌属对青霉素的耐药率达 100%,
对红霉素的耐药率在 90.69%,而对其它药物也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未发现耐万古霉素的葡萄球菌。

革兰氏阴性杆菌对氨苄西林普遍耐药,对加酶抑制剂的复合制剂､ 喹诺酮类､ 氨基糖苷类耐药率较

低,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有很高的敏感性。 
结论 革兰氏阴性杆菌是儿科病区细菌感染 主要的病原菌,加强儿科临床分离细菌的监测,对于了解

儿科临床分离细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变迁,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防止耐药菌产生和播散都有重

要意义。 
 
 
PO-1303 

广州地区儿童感染沙门菌的血清型和毒力基因研究 
 

谢永强,钟华敏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院区 510120 

 
 

目的 掌握近年广州地区儿童消化道沙门菌感染的现状､ 耐药情况及其致病性相关的 SPI-1(毒力岛 1)
毒力基因(invA,invE,invG,invH,invF)携带情况,为临床防治儿童沙门菌感染提供实验室帮助。 
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4-2016 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腹泻患儿粪便样本进行病原菌分离培养,对
可疑菌落进行生化鉴定及血清分型,设计 SPI-1 毒力基因特异性引物,煮沸法提取沙门菌 DNA 作为模

板进行 PCR,检测沙门菌中 SPI-1 的毒力基因。 
结果 对近 3 年 12890 份腹泻儿童粪便标本进行病原菌的常规分离培养,共检出沙门菌 532 株(检出

率为 4.13%),分布在鼠伤寒沙门菌(382 例,71.80%)､ 肠炎沙门菌(55 例,10.34%)､ 斯坦利沙门菌(18
例,3.38%)和圣保罗沙门菌(16 例,3.01%)等 14 个血清型;各血清型的耐药形势相似,对儿童常用抗菌

药物氨苄西林和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高达 70.30%和 63.35%,对氟喹诺酮类､ 第 3 代头孢菌素和酶

抑制剂较为敏感(耐药率低于 20%);其 SPI-1 毒力基因检测,各毒力基因 invA､ invG､ invE､ invH､
invF 的大小分别 558bp､ 308bp､ 289bp､ 228bp 和 108bp,携带率分别为 82.86%､ 83.81%､
82.86%､ 91.48%､ 86.67%,但不同血清型沙门菌毒力基因携带率不尽相同。 
结论 鼠伤寒沙门菌和肠炎沙门菌是广州地区儿童消化道感染沙门菌的主要血清型,对儿科临床经验

用药的常用肠道抗菌药物氨苄西林和磺胺类耐药率较高,应引起重视,参照实验室检测结果选用敏感

抗菌药物是有效治疗腹泻和预防病原菌耐药性泛滥的重要手段;SPI-1 上各侵袭基因在各血清型沙门

菌分布很广泛,各毒力基因在不同血清型沙门菌中的分布是不尽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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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04 

B 族链球菌(GBS)快速检测方法的临床评价 
 

高坎坎,高秀蓉,卢晓琳,龙燕,高飞,王洁琳,刘海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孕晚期妇女生殖道/直肠 B 族链球菌的定植情况,并评估直接培养法､ 抗原分析免疫层析法

以及显色培养法三种方法筛查 B 族链球菌(GBS)的检验性能。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产科门诊就诊的 35~37 孕周妇女,取肛周与阴道下

1/3 的分泌物,以增菌培养法为“金标准”,评估直接培养法与抗原分析免疫层析法的检验性能。抗原分

析免疫层析法使用来自不同公司的两种试剂,分别记为试剂 A 和试剂 B。增菌培养法与直接培养法

共同检测 309 例,与试剂 A 共同检测 309 例,与试剂 B 共同检测 177 例。 后,用显色培养法与直接

培养法进行比较,评估显色培养法能否取代直接培养法用于实验室常规开展 GBS 筛查,两种方法共同

检测 502 例。 
结果 “金标准”增菌培养法共检测 486 例,阳性 50 例,阳性率为 10.29%,即孕晚期妇女生殖道/直肠 B
族链球菌的定植率为 10.29%。直接培养法共检测 309 例,阳性 22 例,阳性率 7.12%,27 例增菌培养

法阳性样本中,22 例直接培养法阳性,5 例阴性,敏感性 81.48%,漏检率 18.5%,尤登指数 0.81,一致性

极好(Kappa=0.89);试剂 A 共检测 309 例,阳性 35 例,阳性率 11.33%,但 27 例增菌培养法阳性样本

中,仅 5 例试剂 A 阳性,22 例阴性,敏感性 18.52%,漏检率 81.48%,尤登指数 0.08,Kappa 值 0.07;试
剂 B 共检测 177 例,阳性 45 例,阳性率 25.42%,但 23 例增菌培养法阳性样本中,仅 5 例试剂 B 阳

性,18 例阴性,敏感性 21.74%,漏检率 78.26%,尤登指数 0.042,Kappa 值-0.034;显色培养法与直接培

养法共检测 502 例,阳性分别为 34例､ 33 例,阳性率分别为 6.77%､ 6.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符合

率 94.22%,一致性较好(Kappa=0.634)。 
结论  GBS 定植率与地域､ 年龄､ 种族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有关,本研究为 10.29%。直接培养

法阳性率 7.12%,与陆庭嫣等报道的 7.39%高度一致,与增菌培养法具有极高的一致性,且省时简便便

宜,适于实验室常规 GBS 筛查。但值得注意的是直接培养法有 18.5%的漏检率,建议有条件的实验

室可先增菌以提高检出率;抗原分析法两种试剂敏感性均较低,且漏检率极高,与增菌培养法一致性极

差,故尚不能应用于 GBS 筛查。尤为注意的是两种试剂阳性率均较高,分别为 11.33%､ 25.42%,因
此仅以阳性率为指标不能客观全面评估其检验性能,应综合评估。显色培养法阳性率 6.77%,与直接

培养法的 6.57%高度接近,且一致性较好,操作简单可自动化避免主观因素造成漏检等,可用于实验室

GBS 筛查。 
 
 
PO-1306 

血栓弹力图与抗凝血酶Ⅲ 对儿童川崎病诊断的应用价值 
 

靳剑芸,李启亮,宋文琪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EG)水平与抗凝血酶Ⅲ(ATⅢ)对儿童川崎病(KD)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0 例川崎病患儿血栓 TEG 水平(R､ K､ α 角､ MA 和 CI)和 ATⅢ活性,与 42 名正

常对照进行比较,同时分析比较 28 例有冠脉病变组(CAL)和 30 例未伴冠脉病变组(NCAL)的 TEG 水

平和 ATⅢ活性,并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 KD 患儿比健康对组 R､ K 值明显缩短(tR=-3.205, tK=-6.483,P<0.05); α角､ MA､ CI 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tα=3.235, t MA =4.265, tCI=2.339,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TⅢ活性低于对照组(t=-
4.267,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AL 组与 NCAL 组比较,R､ K 值缩短(tR=-2.731,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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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3,P<0.05),α角､ MA､ CI 值增大(tα=4.759, tMA =3.286, tCI=4.369,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ATⅢ活性 CAL 组比 NCAL 组降低(t =-5.382,P<0.05,);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AL 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 ATⅢ活性与 R､ K 值呈正相关(rR=0.495, rK=0.793,P<0.05)与 α 角,MA,CI
呈负相关(rα=-0.422,rMA =-0.244, rCI=-0.236, P<0.05) 
结论 TEG 水平与 ATⅢ对儿童川崎病诊断治疗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联合起来应用可作为一项实验

室辅助诊断指标在临床推广。 
 
 
PO-1307 

A Study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CD157, 
AIM2 and JARID2 genes in Han Chinese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Liu Jun,Mo Weiming 
Zhejiang Xiaoshan Hospital 311202 

 
 

Objectiv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a complex set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Our current study is to determin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 of immune related genes in association with childhood ASD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ASD children and  age and gender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during 
September 2012 – June 2106. TaqMan Probe by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determine 
genotypes of SNPs rs28532698 and rs4301112 of CD157, rs855867 of AIM2, and rs2237126 of 
JARID2. Case-control and case-only studi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SNPs to the predisposition of disease and its severity, respectively. 
Results Our results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genotypes and allele 
frequencies of these SNPs with childhood ASD and its severity. 
Conclusions  Results of our study suggest that these SNPs are not predictors of childhood ASD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The discrepant results suggest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childhood 
ASD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PO-1308 

RNA 恒温扩增技术在快速检测儿童肺泡灌洗液 
中肺炎支原体的研究 

 
林书祥,马百成,王维,郭伟,徐勇胜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通过采用 RNA 恒温扩增(SAT)技术,对肺炎患儿的肺泡灌洗液标本进行检测,并结合体外培养实

验,评估该技术检测活菌的能力,为利用 SAT 技术评估在肺炎支原体(MP)肺炎诊疗中的应用价值和临

床治疗效果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收集天津市儿童医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临床确诊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的 429 个

患儿的肺泡灌洗液,利用 MP 核酸定量和 SAT 技术检测 MP 感染情况,并对 161 份肺泡灌洗液进行分

离培养,培养阳性菌液中持续加入高浓度抗生素,同时进行 MP-DNA 和 MP-RNA 检测。 
结果 MP 核酸定量和 SAT 技术的 MP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69.7%(299/429)和 67.4%(289/429),两种

检测方法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根据 SAT 技术的检测结果,429 例肺炎患儿中男性患儿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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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166/239),女性患儿阳性率为 64.7%(123/190),男女性患儿阳性率相当,两者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χ2=1.072,P=0.302)。检测的各年龄组中,不同年龄患儿 MP 检出阳性率不同,婴幼儿(≤3 岁)阳性

率为 56.7%(80/141),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儿童(4~14 岁)阳性率为 72.6%(209/288),学龄前期和学龄期

儿童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婴幼儿,两者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χ2=10.792,P=0.001)。通过 SAT 技术检测

活菌的能力的实验发现,MP 阳性培养液中连续 5 天加入 5 MIC 阿奇霉素后,MP-DNA 检测阳性,MP-
RNA 检测则为阴性。 
结论 SAT 技术具有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并且可以鉴别“死菌”“活菌”,可以快速准确检测 MP 感染情

况,并能有效评估临床治疗效果。 
 
 
PO-1309 

儿童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与 SP-C 外显子 4(T138N) 
位点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研究 

 
王和平

1,郑跃杰
1,陈小文

1,农光民
2,陈杰华

1,马红玲
1,姜含芳

1,杜玮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 

 
 

目的 阐明 SP-C 外显子 4(T138N)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儿童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易感性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于 2013 年 10 月-2016 年 9 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和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诊断

为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儿童 67 例为研究对象,同期与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无关因呼吸道感染在深圳

市儿童医院住院儿童 102 例为对照组,采用 SP-C 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对所有病例采集的标本进行

检测,分析外显子 4(T138N)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 
结果 在所有研究对象和对照组中,SP-C 基因 exon 4 (T138N)位点基因型均可检出 3 种,CC､ CA 及

AA 型,病例组所占比例分别为 59.7%､ 31.3%､ 9.0%,对照组分别为 50.0%､ 40.2%､ 9.8%,两组基

因型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01,P=0.449);病例组 C 等位基因频率为 75.4%,对照组 70.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134,P = 0.287)。在对照组中,SP-C 基因外显子 4(T138N)位点与外显子

5 (S186N)位点存在强连锁不平衡关系,102 例样本中外显子 4(T138N)位点与外显子 5 (S186N)位点

的突变分别为 51 例和 56 例,其中 48 例样本出现两个位点同时突变。 
结论 SP-C 基因外显子 4(T138N)位点基因多态性发现与儿童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易感性不存在相

关性,外显子 4(T138N)位点与外显子 5 (S186N)位点存在强连锁不平衡关系。 
 
 
PO-1310 

肺炎儿童上､ 下呼吸道菌群比较分析 
 

王和平
1,郑跃杰

1,戴文魁
2,刘萍

1,周潜
1,张建平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微健康基因研究院 
 
 

目的 比较分析健康儿童与肺炎患儿鼻咽､ 口咽部及下呼吸道菌群差异,观察上呼吸道与下呼吸道菌

群是否可以相互替代。 
方法 搜集 32个肺炎患儿鼻咽､ 口咽和肺泡灌洗液样本,进行 16S rDNA 测序分析,同时进行同一患

者的三个部位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32 个肺炎患儿 3 个部位的菌群分析显示:同一个体,3 个部位的菌群结构差异显著。下呼吸道优

势菌为:Streptococcus, Mycoplasma, Staphylococcus, Haemophilus 和 Bacillus。口咽部含量较高

的菌为:Streptococcus, Staphylococcus, Actinomyces, Prevotella, Rothia 和 Veillonella。鼻咽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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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被以下几种菌属主导:Staphylococcus, Streptococcus, Ralstonia, Corynobacterium, Moraxella
和 Buchnera 菌属。整体而言,下呼吸道菌群结构完全不同于上呼吸道,但口咽部菌群在一定程度上

和下呼吸道菌群相似性更高,只是趋势并不是特别明显。 
结论 本研究可为肺炎患儿的呼吸道微生态紊乱,以及上-下呼吸道菌群迁移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同时

可为肺炎风险预测和病原体鉴定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参考指标。 
 
 
PO-1311 

儿童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与 SP-B 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研究 
 

王和平
1,郑跃杰

1,农光民
2,刘萍

1,马红玲
1,姜含芳

1,张建平
1,黄丽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 
 
 

目的 阐明肺表面活性物质 B(Surfactant protein-B,SP-B)外显子 4 上(T131I)位点多态性与儿童特发

性间质性肺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0 月-2016 年 9 月期间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和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诊

断为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儿童共 67 例为研究对象,同期与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无关因呼吸道感染在

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儿童 102 例为对照组,采用 SP-B 全外显子和侧翼区高通量测序对所有病例采

集的标本进行检测,分析外显子 4(T131I)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 
结果 在所有研究对象和对照组中,SP-B 基因外显子 4 (T131I)位点基因型均可检出 3 种,CC､ CT 及

TT 型,病例组所占比例分别为 67.16%､ 25.37%､ 7.46%,对照组分别为 56.86%､ 35.29%､ 7.84%,
两组基因型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81,P=0.371);病例组 C 等位基因频率为 79.85%,对照

组 74.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288,P = 0.256)。在对照组中,SP-B 基因外显子 4 (T131I)位点

基因突变频率为 43.14%(44/102),与千人人群突变频率比较,本研究与欧洲千人人群基因突变频率

53.88%､ 南亚千人人群 45.50%和美洲整体人群 41.9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东亚

千人人群基因突变频率 26.39%和非洲千人人群 80.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P-B 基因外显子 4(T131I)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儿童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易感性不存在相关性,
外显子 4(T131I)位点基因突变频率与种族人群和地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PO-1312 

曲霉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体系的建立 
 

邹惠,贺湘玲,杨洋,邹润英,田鑫,陈可可,朱呈光,游亚兰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旨在建立曲霉菌属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FQ-PCR)检测

体系,以实现快速､ 准确､ 特异地检测临床侵袭性真菌感染中常见的曲霉菌属病原菌,主要包括烟曲

霉菌､ 黄曲霉菌､ 黑曲霉菌､ 土曲霉菌,为曲霉菌属 PCR 检测试剂盒的开发提供实验基础。 
方法 于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CGMCC)购买真菌标准株,经适合条件培养后制成

200mg 左右的真菌固体组织标本及浓度约为 105个孢子/mL 的孢子混悬液标本,分别用液氮研磨法

､ 一步裂解加热法两种方法提取两种标本 DNA,存在冰箱备用。在基因库(NCBI)中分别下载多种真

菌､ 细菌､ 病毒以及人类基因序列,通过比对找出四种曲霉菌:烟曲霉菌､ 黄曲霉菌､ 黑曲霉菌､ 土
曲霉菌各自的特异性区域,利用 Primer Premier 5.0 和 Beacon Designer 7.7 设计引物探针,并通过

FQ-PCR 检测筛选 佳引物探针,通过对比液氮研磨法､ 一步裂解加热法方法提取曲霉菌 DNA 的效

率及扩增效果,寻找适合 FQ-PCR 检测的曲霉菌 DNA 提取的方法,验证反应体系的特异性､ 重复性,
并分析各自反应的灵敏度,建立出特异性､ 重复性好､ 灵敏度高的检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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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曲霉菌以三点三角式接种于 SDA 培养基,在 37°C 培养箱中生长 3-4 天,生长良好,能观察到不

同菌落形态。用液氮研磨法与一步结合加热法提取曲霉菌的 DNA 并进行荧光定量 PCR 对比曲线,
结果提示液氮研磨法与一步结合加热法提取的 DNA 行的荧光定量 PCR 皆为典型“S”型,以两样本 t
检验比较不同提取方法的 Ct 值,P>0.05,无统计学意义。下载筛选出 佳引物探针,以此引物探针在

相同条件､ 对同类型样本行荧光定量 PCR,曲线均呈典型“S”型,并对建成的反应体系进行特异性检

测,未见特异性扩增,批内､ 批间重复性实验的 Ct 值变异系数,结果均小于 5%(在 0.37%至 3.53%之

间),四种曲霉菌的灵敏度均至少可达到约 35 个孢子/mL。 
结论  
1.对于真菌固体组织标本,液氮研磨法提取 DNA 浓度､ 纯度高,对于曲霉菌标准株培养的孢子冲洗标

本,一步结合加热法提取曲霉菌 DNA操作简单､ 能有效的运用于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2.成功设计筛选出烟曲霉菌､ 黄曲霉菌､ 土曲霉菌､ 黑曲霉菌的引物探针,建立了曲霉菌实时荧光定

量 PCR 检测体系,其检测体系特异性高､ 灵敏性及重复性好。 
 
 
PO-1313 

Is the combination of nCD64, PCT and CRP useful in early 
diagnosis of neonatal sepsis 

 
Li Wei1,Peng Zhao-yang1,Yang Ai-ping1,2 

1.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The affiliated Zhejiang Xiaoshan hospit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combination of infection markers could improv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diagnosing neonatal sepsis, and which one can be th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ngths of stay. 
Methods  nCD64, PCT and CRP were detected in 68 patients with neonatal sepsis and 72 
patients with non-sepsi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logistic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Net reclassification 
improvement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se markers on neonatal 
sepsi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nCD64, PCT and CRP were higher in the sepsis group than non-sepsis 
group (P<0.001). At the normal cut-off value the sensitivities of nCD64, PCT and CRP were 
79.4%, 67.6% and 36.7%, respectively. However, By using an optimal cut-off value, the sensitivity 
of combination for the diagnosis of neonatal sepsis was increased to 95.4%. In the final predictive 
model using forward LR indicating that PCT influences overall hospital stay of neonates with 
sepsis even when accounting for other known prognostic factors. 
Conclusions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biomarkers could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for the diagnosis 
of suspected late-onset neonatal sepsis. Meanwhile PCT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hospital stay. 
 
 
PO-1314 

新生儿足跟血滤纸干血斑行地贫群筛的研究 
 

涂志华
1,林尧

2,周知
1,黄慈丹

1,陈新
2,吴学礼

2,林文
1,许海珠

1,王洁
1 

1.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2.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研究海南新生儿地贫基因型构成,探索一套利用新生儿足跟血滤纸干血斑为标本进行新生儿地

贫群体筛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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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新生儿滤纸干血斑标本先行血红蛋白电泳,结果异常病例再行地贫基因检测。 
结果 6864 例新生儿滤纸干血斑标本行血红蛋白电泳筛查阳性病例中,电泳初筛阳性样本 604 例,确
诊携带地贫基因 343 例,其中 α-地贫基因 281 例,占检出地贫基因携带病例 81.92%,β-地贫基因 57
例,占检出地贫基因携带病例 16.62%;α-合并 β-地贫基因 5 例,占检出地贫基因携带病例 1.46%。 
结论 海南地贫以 α-地贫为主,基因型分布有地域特点,新生儿地贫基因携带率很高,应重视新生儿地

贫筛查,新生儿足跟血滤纸干血斑为标本行地贫群筛的方法相比脐血优势明显,值得大力推广。 
 
 
PO-1315 

浙江地区婴幼儿感染人巨细胞病毒临床株 gH 基因分型研究 
 

李伟,项文清,彭朝阳,尚世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人巨细胞病毒是婴幼儿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之一,会导致病毒性肝炎､ 肺炎､ 肠炎等多种疾

病。人巨细胞病毒糖蛋白 H(gH)基因在 N 末端的多态性可以将病毒临床株分为两个型别(gH1 和

gH2),探索人巨细胞病毒临床株 gH 分型的分布及其与婴幼儿相关疾病的关系,对临床婴幼儿感染人

巨细胞病毒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收集疑似人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的新鲜尿液标本,提取 DNA,利用人巨细胞病毒 DNA 检测试剂

盒(PCR 荧光探针法,达安基因)对尿液提取 DNA 进行测定。对阳性标本的 DNA 再进行荧光定量

PCR 的 gH 分型检测。 
结果 2013 年 8 月-2016 年 12 月,960 例患儿尿液样本检测为人细胞病毒 DNA 阳性,男 698 例,女
362 例。gH 分型结果显示:584(61%)例为 gH1 型,304(32%)例 gH2 型,72(7%)例为 gH1 型和 gH2
型混合感染,gH1 人巨细胞病毒型比例显著高于其它两种(P<0.01)。按照婴幼儿感染后病种分类结

果显示,71 例血小板减少征:41(58%)例为 gH1 型,22(31%)例 gH2 型,8(11%)例为 gH1 型和 gH2 型

混合感染,人巨细胞病毒在血小板减少征中 gH 分型分布和总的分布情况相比无差异(P>0.05);377 例

病毒性肝炎,239(63%)例为 gH1 型,113(30%)例 gH2 型,25(7%)例为 gH1 型和 gH2 型混合感染,人
巨细胞病毒在病毒性肝炎中 gH 分型分布和总的分布情况相比无差异(P>0.05)。132 例肺

炎,84(64%)例为 gH1 型,41(31%)例 gH2 型,7(5%)例为 gH1 型和 gH2 型混合感染, 人巨细胞病毒在

肺炎中 gH 分型分布和总的分布情况相比无差异(P>0.05)。 
结论 浙江地区婴幼儿感染的人巨细胞病毒以 gH1 型为主,人巨细胞病毒 gH 分型分布在婴幼儿相关

疾病中无差异。 
 
 
PO-1317 

细胞异常免疫在 EV71 感染重症手足口病中的临床价值 
 

陈东, 陈韵颖,吴亦栋,赵仕勇,韦翊 
杭州市儿童医院 10181235 

 
 

目的 研究肠道病毒 71 型(EV71)引起的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及活化的水平变化对重症手足口病的

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到 7 月在杭州市儿童医院住院的 EV71 型手足口病(HFMD)患儿 106 例,根据

《手足口病诊治指南(2013 年版)》分为普通组 30 例､ 重症组 76 例,两组患儿年龄均为 8 月到 6 岁;
选择同年龄段的 3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EV71 型 HFMD 患儿及对照组

儿童外周血细胞亚群百分数及活化结果。 
结果 重症组外周血 T 细胞亚群 CD3+､ CD4+､ CD8+百分数较对照组及普通组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 0.01);重症组活化结果 CD3+CD25+ ､ CD4+CD25+百分数较对照组及普通组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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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三组的 CD19+､ CD16+56+､ CD3+HLA-DR+ ､ CD8+HLA-DR+ ､
CD8+CD38+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感染 EV71 手足口病中存在细胞异常免疫,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及活化的水平变化对重症手

足口病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PO-1319 

Identification of Mfsd2A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blood-
brain barrier disorders caused by Escherichia coli 

 
王世富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Objective  Finding new effective biomarkers for BBB disorders caused by bacteria, is meaningful 
work to decrease the high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rate. 
Methods The major facilitator super family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2a (Mfsd2a), which is 
specifically high enriched in BMEC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er in the 
BBB.  However, its role in CNS bacterial infection is still totally unknown. 
Results In this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the Mfsd2a protein in BMECs was 
promoted by treatment with meningitic E. coli lysate in vitro. The Mfsd2a expression levels in the 
brain and CSF of the E. coli-induced neonatal meningitis mice were meanwhile both higher than 
control mice. Besides that, the number of circulating cBMECs captured with Mfsd2a also shown 
to be more than 1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ice without infection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these mice model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has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Mfsd2a could be 
detected in CSF for the first time, but also found that E. coli could increase the Mfsd2a 
concentration of CSF as a molecular marker and the number of Mfsd2a+ cBMEC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as cell-based mark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fsd2a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used as a new biomarker for BBB disorders caused by E. coli. 
 
 
PO-1320 

384 例天津地区消化道感染腹泻婴幼儿病毒病原学分析及流行病

学特点 
 

王维,林书祥,黄敬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了解天津地区婴幼儿感染消化道病毒的流行特征和流行规律。 
方法 收集天津市儿童医院 2013 年消化道感染患儿粪便标本 384 份,提取病毒核酸,采用金标法检测

轮状病毒(RtV)､ 腺病毒(ADV),酶标法检测星状病毒(AtV),PCR 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人博

卡病毒(HBoV),脑心肌炎病毒(EMCV),Saffold 心病毒(SAFV),诺如病毒(NOV),肠道病毒(EV),Aichi 病
毒及双埃可病毒(HPeV)。 
结果 所检 384 份标本中,157 份标本病毒核酸检测为阳性,阳性率为 40.9%。其中 SAFV 检出率为

16.4%(63/384),阳性率 高;其次依次为 RtV 6.8%(26/384);NOV 3.9%(15/384);EMCV 和 HPeV 各

2.9%(11/384);EV 和 AtV 各 2.1%(8/384);ADV 1.8%(7/384);HBoV 1.3%(5/384);Aichi 病毒

0.8%(3/384)。混合感染率为 3.1%(12/384),有 1 例患儿同时感染 HBoV､ NOV 和 HPeV 三种病

毒。病毒感染贯穿全年,每个月均有检出。病毒总检出率四季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37,P<0.05),以秋季检出率 高。不同病毒感染的高峰季节亦有不同,其中 EMCV 和 ADV 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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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外,其他三个季节均有检出;SAFV 和 RtV 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且 RtV 在春秋季感染阳性率高于

夏冬季;HBoV 以秋冬季流行为主;EV､ Aichi 病毒和 HPeV 的阳性检出高峰主要集中在夏秋季;NOV
秋季爆发,AtV 冬季阳性率 高,且两者检出率都具有显著性差异。病毒阳性检出率在各年龄组之间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2=10.67,P>0.05),但以 2~6 个月及 13~36 个月两个年龄组病毒感染率相对较

高。EMCV､ SAFV､ HBoV､ EV､ RtV 及 AtV 阳性患儿年龄主要集中在一岁以内;NOV､ ADV 和

HPeV 易感患儿年龄在三岁以内;Aichi 病毒主要感染年龄为 7 个月~3 岁之间的婴幼儿,各月龄组

Aichi 病毒的检出率有统计学意义(χ2 =13.84,P<0.05)。 
结论 病毒感染在天津地区儿童消化道感染中占重要地位,其中 SAFV､ RtV 及 NOV 是主要病毒病原;
病毒检出率以 2~6 个月及 13~36 个月两个年龄组相对较高,但不同年龄组各种病毒病原的检出率亦

不同;秋季病毒总检出率高于其他季节。 
 
 
PO-1321 

降钙素原､ D-二聚体等联合检测对儿童川崎病早期诊断的应用价

值 
 

张清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 D-二聚体(D-D)､ C-反应蛋白(CRP)､ 脑利钠肽(BNP)表达水平对小儿川

崎病(KD)早期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儿童医院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2 月 305 例川崎病患者资料,根据心脏彩超结

果将患者分为冠状动脉损害(CAL)组 63 例,非冠状动脉损害(NCAL)组 242 例,并选取同期住院发热

患儿 150 例作为对照组;将所有患儿 PCT､ D-D､ CRP､ BNP 检测水平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应用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四个指标在川崎病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 ①不同年龄组 PCT､ D-D､ CRP､ BNP 指标阳性率比较:不同年龄组的 D-D 检测水平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12.022,P <0.05);PCT､ CRP､ BNP 检测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7.468､
1.444､ 6.541,P>0.05)。②川崎病组 PCT､ D-D､ CRP､ BNP 检测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水平,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289､ 2.345､ 9.607､ 2.395,P<0.05)。③CAL 组与 NCAL 组 D-D､ CRP 阳

性率分别比较,CAL 组均高于 NCAL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417､ 8.801,P <0.05);CAL 组与

NCAL 组 PCT､ BNP 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1.205､ 0.033,P >0.05)。④PCT､
D-D､ CRP､ BNP 诊断川崎病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72､ 0.737､ 0.729､ 0.638;灵敏度

分别为 65.5%､ 79.9%､ 63.2%､ 69.7%;特异度分别为 69.5%､ 62.9%､ 84.1%､ 54.3%。

⑤PCT+D-D+CRP､ PCT+CRP+BNP､ PCT+D-D+BNP､ CRP+D-D+BNP 联合检测诊断川崎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83､ 0.784､ 0.731､ 0.862;灵敏度分别为 53.8%､ 68.8%､
81.9%､ 69.2%;特异度分别为 92.1%､ 81.5%､ 57.6%､ 88.1%。 
结论 D-D､ CRP 是预测冠状动脉损害的重要指标;3 相指标联合检测价值大于单项检测,3 相联合检

测可显著提高川崎病早期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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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2 

ASPCR 检测微量肺炎支原体耐药突变方法的建立和应用 
 

郭东星
1,胡文娟

1,申昆玲
2,辛德莉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热带医学研究所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建立检测微量 MP 耐药突变的等位基因特异扩增实时定量 PCR (Allele-specific real-time 
PCR(ASPCR))方法,用于 MP 23S rRNA A2063G 和 A2064G 耐药突变的检测和分析。并检测临床

样本,分析 MP 耐药突变在临床样本中的存在情况,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方法 1､ 建立检测 A2063G 和 A2064G 耐药突变的 ASPCR 方法:构建野生型和突变型质粒,梯度稀

释后作为标准品;设计引物区分野生和突变基因型,进行实时定量 PCR,绘制标准曲线。2､ 方法验

证:(1)特异性:测定等量突变型与野生型模板的 Ct 值之差;测定混合模板的 Ct 值。(2)准确性与灵敏

度: 用特异性引物扩增 105拷贝/μl 野生型模板,计算临界值=Ct 平均值+3SD,用特异性引物扩增突变

型模板比例为 100%~0.01%的混合模板,与临界值进行比较,确定检测灵敏度。(3)重复性:计算多次

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3､ 临床样本检测:比较 ASPCR 和巢式 PCR 联合 DNA 测序法的检测结果。 
结果 ASPCR 具有良好的特异性:特异性引物和非特异性引物扩增野生型模板的△Ct>10;混合模板

的 Ct 值与突变型标准品基本一致。混合 DNA 检测的突变模板比例与理论值吻合。ASPCR 检测

MP 的灵敏度达 101拷贝,检测耐药 MP 的灵敏度可达 0.1%,显著优于目前市售 MP 检测试剂盒或其

他耐药肺炎支原体检测方法(102~103拷贝)。ASPCR 的变异系数均小于 0.18,重复性良好。178 份

临床咽拭子样本中,ASPCR 检测 MP 阳性率为 92.1%(164/178);巢式 PCR 联合 DNA 测序法检测

MP 阳性率为 86%(153/178)。两种方法阳性符合率为 91.5%､ 阴性符合率为 78.6%､ 总符合率为

90.4%。ASPCR 检测结果中: 敏感型 14 份(8.5%),单纯 A2063G 突变型 36 份(21%),耐药和敏感的

混合基因型 114 份(69.5%)。 
结论 ASPCR能够快速､ 准确､ 灵敏地检测 MP 敏感菌和耐药菌基因型及二者比例。与传统巢式

PCR 联合 DNA 测序相比,二者检测样本中 MP 阳性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但 ASPCR 可检测多种基因

型的优势明显。本研究表明:单纯敏感菌感染和单纯耐药菌感染比率均较低(8.5%､ 21%),耐药菌与

敏感菌的混合感染占优势(69.5%)。含敏感菌的感染占 78%,含耐药菌感染占 91.4%,提示在临床治

疗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应既要考虑大部分是敏感和耐药 MP 混合感染,又要兼顾敏感菌和耐药菌的存

在率均很高。 
 
 
PO-1323 

干化学定性方法检测儿童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 
提高蛋白尿检出灵敏度 

 
关杰,李志艳,屈晨雪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尿蛋白监测在肾脏损伤诊断和治疗有重要作用。目前随机尿蛋白肌酐比(PCR)和微量白蛋白肌

酐比(ACR)已成为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24hP)的替代方法。基于 ACR 和 24hP 结果,本研究评估干化

学定性方法检测尿蛋白肌酐比是否提高常规尿干化学法检测儿童蛋白尿的灵敏度高及阳性率。 
方法 本研究入选 102 例尿蛋白阳性(ACR>30mg/g)患儿及 90 例尿蛋白阴性(ACR<30mg/g)患儿。

所有受试者均接受随机尿液定量 ACR 和半定量 PCR 检测,所有 CKD 患者同时接受 24hP 检测。分

析半定量 PCR 与定量 ACR 间相关性。以 ACR 值为 30mg/g 和 300mg/g 分别作为微量蛋白尿和大

量蛋白尿的临界值,通过 ROC 曲线计算半定量 PCR 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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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定性方法肌酐结果与定量方法先惯性较好(r=0.808, P≤0.001)。定性方法 PCR 与 ACR 和

24hP 间相关性分别为 0.904(P≤0.001,n=192)和 0.861 (P≤0.001, n=102)。ROC 曲线结果示微量

白蛋白尿与大量白蛋白尿临界值分别为 58.35mg/g(灵敏度 0.903,特异度

0.932,AUC 0.944,95%CI 0.914-0.974)和 341.50mg/g(灵敏度 0.974,特异度

0.882,AUC 0.983,95%CI 0.967-0.999)。定性 PCR 提高了尿蛋白定性检测的阳性率(从 88.8%提高

至 91.4%)。 
结论 干化学定性方法检测随机尿 PCR 与定量 ACR 和 24hP 结果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相比于尿蛋白

定性检测,可提高蛋白尿的筛查的灵敏度和阳性率。58.35mg/g 和 341.50mg/g 可作为该干化学法测

定儿童微量蛋白尿和大量蛋白尿的临界值尿干化学;尿蛋白肌酐比值;微量白蛋白肌酐比之;儿童 
。 
 
 
PO-1324 

2007-2016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病房临床分离 
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监测 

 
秦冉冉,孙立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了解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007-2016 年儿科病房临床分离细菌的分布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方法 收集 2007-2016 年度我院儿科病房临床分离的非重复细菌,临床分离菌株鉴定采用

VITEKTWO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分析,以 CLSI 推荐的纸片扩散法及 MIC 法测定其抗菌药物敏感性,
按 CLSI 2015 年版标准判读药敏试验结果,采用 WHONET 5.6 版本及 SPSS 24.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 
结果 2282 株非重复菌株中革兰阳性菌占 56.1%,以表皮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屎肠球菌为主,
革兰阴性菌占 43.9%,以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为主。10 年期间分离细菌前五

位分别为:大肠埃希菌(16.1%)､ 表皮葡萄球菌(14.6%)､ 屎肠球菌(10.5%)､ 肺炎克雷伯菌(10.5%)
､ 金黄色葡萄球菌(8.7%)。肺炎链球菌在呼吸道标本中分离率 高,占 75.8%。肺炎链球菌对青霉

素敏感率仅为 23.7%。10 年期间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MRCNS)的检出率分别为 23.6%和 72.4%,MRSA 和 MRCNS 对 β-内酰胺类､ 大环内酯类､ 氨

基糖苷类和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均显著高于 MSSA(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MSCNS(甲
氧西林敏感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RSA 对前述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高

于 MRCN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RSA 中有 91.7%菌株对甲氧苄啶一磺胺甲噁唑敏感,未发

现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的葡萄球菌。10 年期间从尿标本中检出 1 株利奈唑胺耐药但万古霉

素敏感菌株,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总耐药率为 1.3%,对利奈唑胺总耐药率为 0.4%,粪肠球菌未检出耐

万古霉素菌株和耐利奈唑胺菌株。链球菌属细菌对红霉素和四环素的耐药率较高(93.7%､ 90%),未
发现对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耐药菌株。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中产 ESBLs 的检出率分别为

75.8%和 79%,产 ESBLs 菌株对测试药物的耐药率明显高于非产 ESBLs 菌株。10 年间大肠埃希菌

对亚胺培南总耐药率为 1.4%,对美罗培南总耐药率为 1.5%。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总耐药率为

4.6%,对美罗培南总耐药率为 5.3%。不发酵糖革兰阴性杆菌中,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

南的总耐药率分别为 26.7%和 30.2%,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总耐药率分别为 6.1%
和 4.3%。 
结论 儿科病房临床分离的不同菌种在不同标本中分布特点不同,临床分离 MRSA､ MRCNS､ 碳青

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和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高,应加强对相关耐药菌的监测,了解儿科

临床分离细菌的耐药性变迁,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采取行之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防止耐药菌的产生及

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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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5 

抗 Xa 检测在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顾萍,张帆,王静,潘秋辉,傅启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输血科 200127 

 
 

目的 探讨儿童心肺功能衰竭患者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支持治疗期间,肝素含量变化对长时间使用 ECMO 转流病人凝血系统的影响,为并发症的预

防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5 月 21 例严重心肺功能衰竭行 ECMO 支持治疗儿童患者,收集血浆

样本用于抗 Xa 和 APTT 检测,观察两项指标在 ECMO 支持期间的变化情况。 
结果 抗 Xa 检测是反应肝素含量 好的监测指标,虽然 APTT 试验广泛应用于 ECMO 使用中的抗凝

监测,但是 APTT 的测定结果必须与肝素治疗范围的血浆浓度呈线性关系,且 APTT 的测定结果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反映体内血浆肝素含量。 
结论 抗 Xa 检测能更准确地反映体内血浆肝素含量,为临床正确处理 ECMO 使用期间患者的凝血障

碍提供准确的实验依据。 
 
 
PO-1326 

SAT-HCMV 检测 PP67-mRNA 用于 
儿童活动性巨细胞感染 的临床诊断 

 
曹凌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利用荧光恒温扩增技术(Simultaneous Amplification and Testing; SAT)建立一种快速､ 可靠的

人巨细胞病毒(HCMV)mRNA 的检测方法,用于儿童活动行巨细胞病毒感染的临床诊断 
方法 在 Genebank 上获取 HCMV 仅在活动性感染时表达的 UL-65 基因转录产物 PP67-mRNA 序列

设计引物和分子信标探针,并使用 M-MLV 反转录酶及 T7 RNA 多聚酶对 HCMV 的 PP67-mRNA 进

行恒温扩增,同时利用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实时的荧光信号收集和检测。以实验室证据和临床表现

做为是否是活动性感染的判断标准, 即 HCMV-DNA 定量拷贝数大于 104 copies/ml,临床表现至少 1
项以上符合 HCMV 活动性感染的疾病表现(听力异常､ 视网膜病变､ 肺炎､ 血小板减少和肝功能异

常等),并且排除其它感染性病原体。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5~2017 年确诊或疑似活动性

CMV 感染的患儿 213 例的临床血浆样本 259 例,年龄范围 1d~15y,患儿同时进行血浆 HCMV-DNA
定量检测及 PP67-mRNA 检测。以 DNA 定量结果+临床表现为参比方法,对研究数据进行 Kappa 一

致性分析 
结果 SAT-HCMV 技术检测 PP67-mRNA 的灵敏度为 100 copies/μL,同时检测单纯疱疹病毒Ⅰ､ II
型､ EB 病毒､ 人乳头瘤病毒､ CA16､ 流感病毒､ 副流感病毒､ EV71､ 埃克病毒､ 解脲脲原体､

肺炎支原体､ 沙眼衣原体和结核分枝杆菌､ 均无 PP67-mRNA 的特异性扩增曲线。259 例血浆样本

共检测出 99 例 PP67-mRNA 阳性,阳性率为 38.22%,DNA 定量阳性有 107 例,其拷贝数在

104~106copies/ml 之间,通过临床综合诊断,该 107 例样本符合 HCMV 活动性感染。 SAT-HCMV 与

DNA 定量结果+临床表现的 Kappa 值为 0.550,其敏感性为 70.09%,特异性为 84.21%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荧光恒温扩增技术(RNA)检测 HCMV 的 PP67-mRNA方法具有特异强､ 准确､

快速可靠的优点,联合 PP67-mRNA 和 DNA 定量检测的结果,更加适用于临床对儿童活动性巨细胞

病毒感染的快速诊断和临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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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7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nteral Nutrition of Short Peptides 
via Endoscope-Guided Nasojejunal Feeding Tube in 

Critically Ill Infants and Children  
 

yang hui,Lian Min,Jin Yu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nteral nutrient of short peptides through 
nasojejunal feeding tube on the pediatric digestive dysfunction and malnutritional status. 
Methods 30 patients were given with short peptide nutrient solution through the 
nasogastric feeding tube placed by endoscope and 32 patients were peripherally 
administered parenteral nutrition. Intestinal and pancreatic function were determined 
and nutritional serum protein and the complication were detect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flatus time and the defecation time in catheter EN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PN group, P <0.05. The recovery time of urine amylase 
in catheter 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PN groups, P<0.05. The 
prealbumin and retinol-binding protein levels at postoperative 3d in catheter EN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PN groups, P <0.05. 5 cases (17%) of 30 children in 
catheter EN groups appeared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3 cases of abdominal distension, 2 cases 
of vomiting.  
Conclusions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short peptide nutrient solutions given by endoscopic 
placement of nasojejunal feeding tube for critically ill childre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ntestinal and pancreatic function and malnutritional status. Moreover, 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home EN.  
 
 
PO-1328 

我国喂养行为研究现状分析——基于国内研究的共词分析 
 

古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利用共词分析法对近 15 年国内喂养行为的研究进行分析,深入探讨该领域研究现状及进展,为
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以“主题”为“喂养行为”､ “发表时间”为“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中国知网进

行检索,按本研究制定的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软件对文献和关键词

进行统计分析,利用 Ucinet 6.237 和 Netdraw 绘制共现分析图,展示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篇关系。 
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 467 篇,提取高频关键词共计 28 个(T≥10),通过共现分析图所展示的高

频词间亲疏关系可见目前国内对喂养行为的研究集中于婴幼儿､ 营养状况､ 母乳喂养､ 辅食添加等

方面,对喂养困难､ 进食行为､ 饮食行为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结论 目前国内对喂养行为的研究集中于婴幼儿､ 营养状况､ 母乳喂养､ 辅食添加等方面,对喂养困

难､ 进食行为､ 饮食行为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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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9 

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versus Infliximab in Inducing 
Therapy of 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Luo Youyou,Yu Jindan,Lou Jingan,Fang Youhong,Chen Jie 

the children'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3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EEN) and infliximab (IFX) 
therapy in 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CD). 
Methods In a prospective study of children initiating EEN or infliximab therapy for CD, we 
compared clinical outcomes using the 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PCDAI), growth 
improvement as evaluated by height for age (HFA) z score and body mass index for age (BMIFA) 
z score, endoscopic mucosal healing and adverse effects.Data were measured at baseline and 
after 8 weeks of therapy. 
Results We enrolled 26 children with CD, of whom 13 were treated with infliximab, 13 with EEN. 
Clinical response (PCDAI reduction ≥15 or final PCDAI ≤ 10 was achieved by 83.3% in EEN 
group and 90.9% in IFX group. BMIFA z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oth groups (P 
<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PCDAI, HFA or BMI recovery between two 
groups. Adverse effects were detected in 30.7% on infliximab and 0% on EEN. Mucosal healing 
was achieved in 71.4% cases in EEN group versus 85.7% in IFX group. 
Conclusions EEN provided similar improvement as IFX in clinical symptoms, mucosal healing 
and BMI. EEN therapy has less adverse effects when compared with IFX. 
 
 
PO-1330 

Altered gut microbiota in preterm newborns wi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using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Liu Jiayi,Pan Liya,Feng Yi,Li Jing,Hong Li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athophysiology of NEC includes intestinal microbial 
dysbiosis and mucosal barrier disruption. This study tends to investigate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preterm newborns with NEC.  
Methods Our prospective study enrolled 24 preterm newborns admitted to the NICU 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from March 2013 to August 2014, whose gestational age ranged from 
29 to 33 weeks. Among the 24 preterm, 4 were diagnosed as NEC, while 3 were treated with 
antibiotics due to serious infections (infection group) and 17 without any infectious complications 
(normal group). Totally 192 longitudinal fec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ight from admission until 
discharge day.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d its longitudinal trend were analyzed 
using Illumina-MiSeq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Results At phylum level, Firmutes and Proteobacteria dominated respectively in three groups, 
while Proteobacteria abundance of NEC group significantly ranked first (NEC vs Infection vs 
Normal: 59.84% vs 42.97% vs 44.13%,  p=0.048). At class level, three groups shared the same 
domination microorganisms which are Bacilli, Clostridia and Gammaproteobacteria, and 
Gammaproteobacteriae abundance of NEC group is significantly the highest (NEC vs Infection vs 
Normal:53.63% vs 33.96% vs 39.46,p=0.018).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showed different microbial colonization pattern among three groups. 
Notwithstanding the same microbial development mode shared by three groups from Bacilli to 
Gammaproteobacteriawithin two weeks after birth, Bacilli and Clostridia domination from the 1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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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30th day of life and Clostridia domination after the 30th day of life in NEC group was distinctive 
and noticeable. 
Conclusions Abnormal intestinal microbiota at early life might account for NEC. However, more 
longitudinal studies with larger sample sizes are needed to revealmicrobial dysbiosis at different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onset of NEC, hopefullyto provide evidence for its early recognition 
and prevention. 
 
 
PO-1331 

极低出生体重儿在 NICU 期间生长迟缓与营养支持分析 
 

单红梅,洪莉,李菁,冯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极低出生体重儿的生长发育与合理营养支持密切相关。2013 年 CSPEN 更新新生儿营养支持

临床应用指南。本研究旨在分析极低出生体重儿在 NICU 期间的生长和出院时宫外生长迟缓的发生

率,同时分析住院期间相关营养支持的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1.1-2016.12.31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极低出生体重儿

227 例(男 115 例,女 112 例,住院天数满 21 天以上),入院时分组为适于胎龄儿(AGA)和小于胎龄儿组

(SGA)组,出院时宫外生长迟缓(Ex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EUGR)定义为生长计量指标(体重

和头围)在相应宫内生长速率期望值的第 10 百分位水平以下(即≤宫内生长曲线的第 10 百分位),宫
内生长曲线值采用 Fenton 早产儿生长曲线;比较 AGA 组和 SGA 组有关肠内和肠外营养支持情况。 
结果 227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出院时 EUGR 的总发生率以体重评价为 65.2%,以头围评价为 39.6%。

在 NICU 期间的 初生长发现,AGA 组(181 例)和 SGA 组(46 例) 低体重日龄分别为 4(3,5)和
4(2,5),回到出生体重日龄分别为 11(8,14)和 10(7,13),均无统计学差异;AGA 组和 SGA 组发生

EUGR 率以体重评价分别为 55.8%和 97.8%,以头围评价分别为 32.0%和 69.7%,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进一步分析营养支持的各项指标发现,两组间 PN中能量､ 糖､ 氨基酸､ 脂肪用量无统计

学差异,但 PN 应用持续时间(31.4 VS 19.9)､ PICC 应用率(47.5% VS 32.6%)､ 全 EN 时间(23.6 VS 
15.0)和 EN 在 PN 结束时的热卡比例(67.5% VS 6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极低出生体重儿 EUGR 的发生率较前(2013 年我国南方文献 72.1%比较)有下降,无论 AGA 还

是 SGA,在 NICU 期间的 初显示相同的生长趋势,出院时一半以上 AGA 发生宫外生长迟缓,而绝大

部分 SGA 继续生长迟缓。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常合并相关并发症,极易出现 EUGR,完善合理的营

养支持非常重要。需进一步重视个体化营养管理,尤其加强肠内营养支持。 
 
 
PO-1332 

口服营养补充对改善初发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患儿化疗期营养状况的作用初探 

 
潘莉雅,费俊,张晓艳,赵卓琦,郑家琦,沈丽媛,冯一,洪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口服营养补充(oral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ONS) 作为一种日常饮食外营养补充手段,广泛地

应用于 COPD､ 肿瘤以及艾滋病等慢性消耗性疾病患者的营养补充。近年来,包括典型的要素型 EN 
营养制剂和整蛋白型 EN 营养制剂在临床实践中都可以采用 ONS 途径进行使用。本研究旨在调查

初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lymphoblasticleukemia,ALL)患儿使用左旋门冬酰胺酶(L-
Asparaginase,L-Asp)化疗时营养状况的改变,评估添加高蛋白､ 高 MCT 特殊配方奶作为口服营养

补充对改善其化疗期间营养状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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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4 月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确诊 ALL,并使用含 L-Asp 的化疗

方案进行化疗的患儿共 121 例,其中 63 例为对照组,58 例为干预组。对照组在 L-Asp 期间使用常规

低脂饮食,干预组则添加高蛋白､ 高 MCT 配方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热卡摄入,其中 1/4
热卡由特殊配方奶提供。记录 1 周饮食并进行膳食分析,计算平均热卡及营养素摄入情况,并计算其

占指南建议值的百分比。记录入院､ 出院时患儿体重和白蛋白变化,分析患儿营养状况､ 住院时间

､ 住院费用情况。 
结果 1. 两组患儿年龄(对照组 vs 干预组:6.59±4.03 vs 5.52±3.58,p=0.126)､ 性别(对照组 vs 干预组:
男/女:39/24 vs 40/18,p=0.449)无统计学差异。 
2. ALL 患儿 L-Asp 化疗期间摄入均低于指南建议值,其中对照组热卡摄入和营养素摄入均显著低于

干预组;两组患儿体重､ 白蛋白和前白蛋白在出院时均有下降,其中体重差值和白蛋白差值对照组改

变更明显,两者间差别有统计学差异。 
3. ALL 患儿 L-Asp 化疗期间体重变化与热卡摄入(pearson 值-0.495, p=0.002)､ 蛋白质摄入

(pearson 值-0.448, p=0.005)､ 碳水化合物摄入(pearson 值-0.539, p=0.000)呈显著负相关,与住院

费用(pearson 值 0.319, p=0.003)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ALL 患儿化疗期间均有不同程度体重丢失和蛋白水平下降,其状态与营养摄入情况密切相关。

ONS 是营养治疗重要途径之一,适当添加高蛋白､ 高 MCT 配方有助于改善 ALL 患儿营养状况,减少

住院费用。 
 
 
PO-1333 

儿童急性胰腺炎经鼻胃和鼻空肠营养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楼金玕,赵泓, 余金丹, 罗优优, 彭克荣, 陈飞波 ,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前瞻性观察并比较经鼻胃管和经鼻空肠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对儿童急性胰腺炎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采用随机､ 开放､ 阳性对照的设计方法,随机将急性胰腺炎患儿分为两组,鼻胃管组和鼻空肠管

组。两组在常规胰腺炎治疗基础上入院后 72 小时内分别通过鼻胃管和鼻空肠管给予肠内营养支持

治疗,肠内营养液采用小百肽,采用持续管饲的方法并预计 5-7 天内达到理想热卡目标,观察两组患儿

肠内营养治疗的耐受性(腹痛､ 腹泻､ 呕吐等症状)､ 营养管相关并发症､ 到达理想热卡时间､ 住院

时间､ 拔管时间､ 恢复经口喂养时间等指标,来评价鼻胃管和鼻空肠管肠内营养治疗儿童急性胰腺

炎的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共有 38 例急性胰腺炎患儿纳入观察,其中鼻胃管组 20 例,鼻空肠管组 18 例。两组患儿的基线

资料(性别､ 年龄､ 病程､ 胰腺炎 PAPS 评分､ CT 严重指数等)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鼻胃管

组 17 例(85%)和鼻空肠管组 17 例(94.4%)能耐受肠内营养(P>0.05). 平均住院时间鼻胃管组

18.9±4.7 天,鼻空肠组 18.3±6.3 天,管饲时间分别为鼻胃管组 16.8±7.4 天 和鼻空肠组 15.8±4.4 天 
鼻空肠管组出现 1 例管道并发症,5 例鼻空肠组合 2 例鼻胃管组出现喂养相关并发症(腹泻､ 呕吐､
腹痛等)。所有患儿均未出现感染并发症。两组患儿在疾病转归､ 住院时间､ 并发症等均无统计学

差异(P>0.05)。 
结论 鼻胃管肠内营养治疗儿童急性胰腺炎安全有效,但是尚需要大样本､ 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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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34 

3986 例患儿的叶酸 VB12 水平与季节的回顾性分析 
 

刘亦韦,张轩,尉耘翠,王晓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WHO 建议在面粉中进行营养强化,以补充铁､ 锌､ 钙､ 硒､ 氟化物､ 碘､ 叶酸及其他 B 族维

生素､ VA､ VD､ VC,降低因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风险,其中之一就是降低新生儿神经管发育畸形的

风险,目前在一些欧美等国实行.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micronutrients/9241594012/en/) 然而,我国并没有针对主

粮的强制性营养补充,因此,对于儿科的叶酸与 VB12的营养情况调查就显得十分必要,本研究是针对

赴我院就诊的患儿叶酸与 VB12水平与分布的回顾性分析。 
方法 叶酸与 VB12的数据取自 2016 年 8 月-2017 年 3 月共计 3986 名来我院就诊的患者,包括的科

室有:儿童保健､ 营养科､ 口腔科､ 肿瘤外科､ 中医科､ 感染科､ PICU､ 呼吸科､ 皮科､ 神经科､

消化科､ 普外科､ 眼科､ 医疗美容､ 耳鼻喉､ 急诊､ 骨科共计 17 个科室,使用的测量方法为电化学

法,取样为静脉或者末梢全血直接测量。所有患者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数量 3986 
年龄 5.52 ± 3.57 
性别比(男:女) 1.65 
<1 岁占比 10.85% 
1-6 岁占比 52.21% 
>6 岁占比 36.94% 

  
表 1. 患者基本信息 
结果 以就诊月份为横坐标､ VB9(nmol/L)和 VB12 (pg/ml) 的中位数为纵坐标做折线图,其结果如图

3 所示(注:由于本次调研的数据并未涉及 4-7 月,因此 3 月和 8 月之间并不是连续的,而 12 月和 1 月

之间是连续的),以农历季节划分,2､ 3 月为春季,8､ 9､ 10 月为秋季,11､ 12､ 1 月为冬季,VB9 与

VB12 的水平在冬季显著低于秋季或春季(P<0.001)(ANOVA 协方差分析),且 VB9/VB12 的水平经秩

和检验后与月份呈现明显相关性(P<0.001)(Kruskal-Wallis H 分析) 
结论 根据 ANOVA 分析和秩和检验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叶酸的水平与季节呈现相关性,目前的结果

显示在冬季可能存在较多的儿童叶酸缺乏现象,曾有研究在 2001 年的 3 月和 9 月调研过季节､地域

与叶酸之间的差异,(Ling Hao, 2003) 其呈现明显的季节差异性,但该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健康成人､且
只调研了两个月的数据,可能与本研究的结果有所出入。在 2014 年的一篇对于哈尔滨居民蔬菜消费

行为的调查中发现,61.5%的居民仍然有着冬储大白菜的习惯(陈利霞,et al, 2014),笔者猜测北方的患

儿可能在冬季摄入的深色蔬菜较少,从而导致叶酸和 VB12 水平较低,但该组数据并没有将地域纳入

分析,笔者会对就诊患儿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及相关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与贫血等)进行进一步的随访与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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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35 

25 例回肠造瘘术后腹泻患儿的肠内营养支持治疗 
 

杜敏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19 

 
 

目的 研究回肠造瘘术后腹泻患儿的营养状况及干预措施,探讨持续鼻胃管喂养在回肠造瘘术后腹泻

患儿中应用的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前瞻性非随机对 25 例我院儿童消化科住院的回肠造瘘术后腹泻患儿进行营养状况筛查及肠内

营养支持治疗,监测肠内营养并发症,对比观察住院前后的腹泻及营养状况改善情况,配对 t 检验法分

析肠内营养前后患儿营养指标的变化。 
结果 25 例患儿,男 17 例,女 8 例,中位年龄 0.6(0.2,2.5)岁,剩余小肠长度 75~115cm,STAMP 评分中

位数 6(5,8)。20 例患儿存在中至重度营养不良(中度 12 例,重度 8 例);16 例患儿有脱水(轻度 8 例,中
度 6 例,重度 2 例);合并低钾低钠血症 10例､ 代谢性酸中毒 8 例。采用 24 h 持续鼻胃管喂养, 选用

短肽无乳糖配方,有 3 例患儿出现呕吐,经减慢泵速及对症治疗,未再呕吐,无其他肠内营养并发症。全

部患儿能耐受分次口服喂养出院,住院时间(14±4)天,持续鼻胃管喂养时间(10±3)天。本组患儿大便

(37±9ml/Kg 比 15±4ml/Kg,t=5.243,P=0.000),体重别年龄 Z 评分(WAZ)(-2.7±1.9 比-
1.8±1.6,t=3.451,P=0.001),白蛋白[(38±5)g/L 比(45±6)g/L,t=3.175,P=0.004],前白蛋白

[(0.10±0.02)g/L 比(0.198±0.03)g/L,t=4.153,P=0.000],在营养支持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回肠造瘘术后腹泻患儿容易消化吸收功能障碍､ 营养不良,需要及时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及采取

干预措施;持续鼻胃管短肽无乳糖配方喂养用于此类患儿, 可以改善消化吸收功能及营养状况,促进腹

泻恢复,是一种经济､ 有效､ 安全的营养治疗方法。 
 
 
PO-1336 

儿童维生素 A 缺乏与血红蛋白水平及呼吸道感染相关性研究 
 

金春华
1,王晓燕

1,张丽丽
1,张悦

1,李娜
1,王建红

1,高海涛
1, 宋文红

1,金娜
1,高宝峻

1,蒋华英
2,王红

3,穆立娟
4,孙丽芳

5,任霞
6,付迎新

7, 郑春梅
8,倪君君

8,张英
9 

1.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 
2.北京首儿李桥儿童医院综合科 

3.民航总医院儿科 
4.北京房山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5.北京平谷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6.北京石景山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7.北京怀柔医院儿科 
8.北京和合医学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实验室 

9.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儿科 
 
 

目的 了解健康儿童和伴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儿童维生素 A 及血红蛋白水平,寻找微营养素缺乏干预的

依据。 
方法  将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8 月期间居住北京半年以上要求体检,同时检测脂溶性维生素 A 的

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维生素 A水平与年龄､ 呼吸道感染及贫血的关系。 
结果  检测儿童 1 742 例,男 1 056例､ 女 686 例,中位年龄 3.1 岁(6 个月~17 岁)。就诊时有呼吸道

感染症状儿童 202 例,无呼吸道感染症状儿童 1 540 例。受检儿童维生素 A 中位水平 0.29 
mg/L(0.25mg/L~0.33mg/L),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儿童维生素 A 中位水平

[0.27mg/L(0.23mg/L~0.33mg/L)低于无呼吸道症状儿童[0.29mg/L(25 mg/L~0.34mg/L)],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1)。所有儿童亚临床维生素 A缺乏､ 可疑亚临床缺乏比例分别为 5.8%和 47.9%。

0.5 岁~､ 1 岁~､ 3 岁~､ 6 岁~､ 9~17 岁组亚临床和可疑亚临床缺乏依次为 67.2%､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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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52.9%和 3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9 岁儿童亚临床及可疑亚临床缺乏比率

均>50%。维生素 A 亚临床缺乏､ 可疑亚临床缺乏及正常水平组儿童血红蛋白浓度的中位数分别

为,122.0 g/L(116.0 g/L~129.0 g/L)､ 126.0 g/L(119.0 g/L~133.0 g/L)､ 130.0 g/L(123.0 g/L~136.5 
g/L),其贫血发生率分别为 10.8%､ 8.7%､ 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维生素 A､ 血红蛋

白浓度分别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r=0.179､ P<0.001,r=0.571､ P<0.001);维生素 A 与血红蛋白浓度

呈显著正相关(r=0.244,P<0.001)。 
结论  呼吸道感染儿童维生素 A 水平低于健康儿童,维生素 A 缺乏与贫血发生相关。 
 
 
PO-1337 

福州地区住院患儿入院时营养状况调查及意义 
 

卢艳萍,吴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5 

 
 

目的 调查福州地区某三级甲等医院儿科住院患儿的营养状况及对临床结局的影响,为临床防治住院

患儿营养障碍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内科治疗的住院

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位数百分比评价方法进行营养状况评估。 
结果 3525 例住院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 2196 例(62.3%),女 1329 例(37.7%),年龄 1 个月~14 岁,平
均住院天数 8 天;总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36.28%,其中,低体重 22.07%(轻度 18.16%,中度 3.4%,重度

0.51%);生长迟缓 14.07%(轻度 10.64%,中度 1.99%,重度 1.44%),消瘦 19.69%(轻度 14.39%,中度

4.31%,重度 0.99%),超重及肥胖发生率分别为 14.07%和 11.97%。营养状况正常住院患儿､ 营养不

良住院患儿住院时间[均数(标准误)]分别分 26.93(0.50)天､ 15.61(0.57)天,住院费用分别为

17438(1623)元､ 10560(714)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分别为 28.924､ 41.459,P 均

<0.001]。 
结论 住院儿童中营养不良和肥胖患病率高,不能忽视,有必要对住院治疗儿童进行营养状况评价;营养

不良患儿住院天数更长,住院费用更高,应尽早进行营养干预。 
 
 
PO-1338 

二十碳五烯酸对 E.coli LF82 感染后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ZO-1 mRNA 的影响 
 

郝丽军,江逊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研究肠上皮细胞(Caco-2)在黏附侵袭性大肠杆菌(AIEC)LF82 感染后,紧密连接蛋白(ZO-1)表达

的改变及二十碳五烯酸(EPA)的保护作用。 
方法  用 Caco-2 细胞株建立体外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模型, 分为分为 EPA 处理组(EPA 0､ 25μmol 
/L､ 50μmol /L､ 100μmol /L 和 200μmol /L),以及 EPA(EPA 0､ 25μmol /L､ 50μmol /L､ 100μmol 
/L 和 200μmol /L)+E.coli LF82 处理 0h､ 6h､ 12h 组。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学特点,MTT 法测

定细胞生长曲线,以及细胞膜两侧碱性磷酸酶(ALP)活性的比较等对 Caco-2 细胞模型进行评价。

MTT 法及流式细胞术检测不同浓度 EPA 对 Caco-2 细胞存活率及凋亡率的影响。RT-qPCR 检测

EPA 和/或)LF82 作用于 Caco-2 细胞后 ZO-1 mRNA 的表达情况。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培养上清中

炎症因子 TNF-α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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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PA(25､ 50μmol/L)处理 96h 后,诱导 Caco-2 细胞增殖,呈浓度依赖性(P<0.05);EPA(100､
200μmol/L)处理组对 Caco-2 细胞增殖有明显抑制效应,呈浓度依赖性(P<0.05)。EPA 浓度为 0､ 25
､ 50､ 100､ 200μmol/L 时,细胞凋亡率逐渐增加;但 EPA 浓度为 25､ 50μmol/L 时,细胞凋亡率与对

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PA 浓度为 100､ 200μmol/L 时,细胞凋亡率较对照组明显增加

(P<0.05)。单独 E.coli LF82 处理后 Caco-2 细胞的 ZO-1 mRNA 表达随处理时间延长而减少,均少

于未处理组(P<0.05);LF82 联合 25､ 50mol /L EPA 处理后 Caco-2 细胞 ZO-1 mRNA 表达,均高于

单独 LF82 处理组(P<0.05)。单独 LF82 处理组的 TNF-α 分泌量随处理时间延长而增加,均高于

Caco-2 细胞未处理组(P<0.05);LF82 联合 25､ 50mol /L EPA 处理后 TNF-α 分泌量,均低于单独

LF82 处理组(P<0.05)。 
结论 结论  EPA 能有效预防 E.coli LF82 感染后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破坏,抑制炎症因子的分泌,对
肠粘膜屏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PO-1339 

妊娠糖尿病的膳食调查及医学营养治疗 
 

胡艳飞,张亚当 ,包云光 ,胡桂芬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观察医学营养治疗对妊娠期糖尿病(GDM)的血糖控制作用; 
方法 对我院确诊为 GDM 的 50 例孕妇进行膳食调查,并根据孕妇营养素推荐量及《2010 版糖尿病

医学营养治疗指南》原则进行个体营养干预,观察干预前后的血糖水平的变化; 
结果 干预后空腹血糖(FPG)､ 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均较干预前有明显下降(P<0.001); 
结论 膳食营养调查能发现 GDM 患者营养素摄入不足及过量,有针对性个体化营养干预对 GDM 患者

有明显治疗作用,血糖控制在目标水平,避免 GDM 患者胰岛素应用,获得良好的妊娠结局 
 
 
PO-1340 

多种油脂肪乳(SMOF)对早产儿临床结局及脂质过氧化影响研究  
 

谷叶莲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多种油脂肪乳(SMOF)是近年来临床使用的一种新型脂肪乳剂,含有 30%大豆油､ 30%中链甘

油三酯､ 25%橄榄油､ 15%鱼油物理混合而成,并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200 mg/L)。比较

SMOF 和中长链脂肪乳(MCT/LCT)两种脂肪乳对早产儿临床结局及氧化应激影响研究。 
方法 选择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50 例

早产儿(胎龄<34 周,出生体重<2kg)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受试者随机分为 MCT/LCT 组(26 例)
和 SMOF(24 例)组,参照 2013 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给予肠外营养支持,观察两组患儿

总住院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体重增长率､ 头围增长率､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 肠外营养相关

性肝病(PNALD)､ 感染发生率等临床结局的差异,并检测肠外营养支持期间第 0天､ 7天､ 14 天血

生化值(血常规､ C反应蛋白､ 凝血功能､ 肝功能､ 肾功能､ 血脂)及氧化应激水平(血清过氧化氢酶

､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微量丙二醛)变化。 
结果  32 例早产儿顺利完成该试验,其中 MCT/LCT 组(17 例)和 SMOF(15 例)。1. 两组患儿在胎龄

､ 出生体重､ 性别､ Agpar 评分､ 肺表面活性物质(PS)应用等一般情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
2. 两组患儿脂肪乳､ 氨基酸､ 葡萄糖､ 热氮比等营养支持情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3. 两组患儿

在总住院天数､ 光疗时间､ 机械通气氧时间､ 总辅助用氧时间､ 体重增长率(g/d) ､ 头围增长率

(cm/w)住院治疗情况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4. 两组患儿 BPD､ 脑出血､ 感染､ PNALD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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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 在 PN 第 14 天,SMOF 组 AST､ CB 值在参考范围内低于

MCT/LCT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在 PN 支持期间 WBC､ HB､ PLT､ NEU､
HCT､ CRP､ APTT､ PT､ FIB､ ALT､ ALB､ GGT､ TB､ BUN､ CR､ CYC､ TC､ TG､ HDL､
LDL 值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6.两组患儿在 PN 支持期间,氧化应激水平指标 CAT､ GSH-
PX 和 MDA 含量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多种油脂肪乳(SMOF)对早产儿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相比 MCT/LCT,SMOF 对早产儿总

住院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体重增长率､ 头围增长率､ BPD､ PNALD､ 感染发生率等临床结局无

显著差异性;但是和 MCT/LCT 相比,SMOF 可能具有一定的肝脏功能保护作用,对改善早产儿氧化应

激无显著影响。 
 
 
PO-1341 

基于全球人群背景下的中国人肠道菌群特征的研究 
 

王慧慧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索不同年龄段中国人群肠道菌群组成的地域性特征。 
方法 采用宏基因组测序方法检测 65 名健康中国婴幼儿肠道菌群组成,并与国内其他年龄段人群以及

来自全球各大洲不同年龄段的代表人群肠道菌群数据进行比较。将所有地区的人群分为 0-1 岁､ 1-
3 岁､ 3-18 岁以及大于 18 岁四组,分析在全球背景下中国人群不同年龄段菌群组成的地域性特点。 
结果 1)婴幼儿的肠道菌群地域性特点并不明显,但随着年龄增大,不同地域人群的肠道菌群组成差异

呈现地域性聚类的特点。2)中国儿童在 1 岁以前肠道中有大量的口咽来源细菌如 Veillonella,并且肠

道中 Escherichia 及 Clostridium 等潜在致病菌含量较高;幼儿期中国儿童肠道中有益菌及其代谢产

物丰度达到 高值,Bifidobacterium､  Bacteroides､ Megamonas 以及 Faecalibacterium 含量明显

高于其余地区儿童;3-18 岁时肠道菌群已经基本成熟,Bacteroides 成为主导菌群,Bacteroides 以及 
Ruminococcus 在中国人群中比例较高,而 Bifidobacterium 则在欧洲及北美洲人群中较高;18 岁以

后,Methanobrevibacter 含量达到峰值,并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人群,可能为中国人群此年龄段特征性

菌群。 
结论 年龄､ 地域和喂养方式是对肠道菌群组成影响 大的外界因素,同一地区人群随着年龄增长肠

道菌群组成相似性增高。与全球各大洲人群相比较,中国人肠道菌群在不同年龄段有各自的特点,并
且与饮食变化以及中国膳食结构密切相关。 
 
 
PO-1342 

基于文献和病例分析小肠淋巴管扩张症的诊疗过程 
 

牛杨,李继,吴江,阮慧娟,汤庆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通过文献学习及我院的 9 例小肠淋巴管扩张症(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IL)的儿童总结 IL
的诊断和营养治疗的流程,为以后的诊疗提供借鉴和参考。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 Medline､ 中国知网､ 万方等数据库中有关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乳糜泻､

儿童､ 诊断及治疗等文献;通过我院病史系统收集整理我院 2007 年 6 月-2016 年 11 月 18 岁以下全

部诊断为 IL 的儿童,分析其诊断和营养治疗过程。 
结果 共 9 例儿童(5 男,4 女)以腹泻､ 水肿或低蛋白血症收治入院,年龄 5(1-12)岁,体重 11(11.6-
40)kg;住院后完善胃肠镜检查､ 血蛋白系列､ 血脂系列､ 电解质､ 肝肾功能､ 免疫功能､ 血常规､

粪常规､ 尿常规､ 24小时尿蛋白､ B超､ 过敏原筛查等检测;确诊后 9 例患儿均予以高蛋白低长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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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LCT)高中链脂肪酸(MCT)膳食(其中蛋白质占能量 20%,碳水化合物占 60%,脂肪占

20%,MCT 占脂肪的 50%,采用 MCT 颗粒或椰子油进行烹调)或予以低脂高中链脂肪酸(MCT)配方的

肠内营养制剂(MCT 至少占脂肪的 50%),严重者给予静脉营养､ 输注白蛋白､ 利尿等治疗,其中 6 例

予以肠外营养,且脂肪来源采用中链脂肪酸或中长链脂肪酸,使用时间 7(2-11)天;9 例患儿住院时间

13(2-43)天,症状好转后予以出院,并继续高蛋白､ 低长链脂肪酸(LCT)､ 高中链脂肪酸(MCT)膳食或

配方,定期门诊随访。 
结论 IL 的关键在于通过胃肠镜或胶囊内镜检查及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诊断,确诊后对症治疗和长期

低脂高 MCT (>50%)高蛋白膳食或相应的肠内营养配方和间断性脂肪来源于中链或中长链脂肪酸的

肠外营养及定期的随访和监测生长发育是治疗该病的基础。 
 
 
PO-1343 

保守治疗在新生儿乳糜胸患者中的作用 
 

李继,牛杨,吴江,盛金叶,阮慧娟,汤庆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通过分析我院多学科对新生儿乳糜胸患者的治疗,探讨营养和药物治疗的保守方式在其中的作

用,为以后治疗提供借鉴。 
方法 收集 2006 年 5 月-2016 年 4 月收治我院的全部新生儿乳糜胸患儿 20 例,入院后均予以保守治

疗,并采用肠外联合肠内的方式对其进行治疗,7 例采用定期胸部 B 超和胸腔穿刺,12 例采用胸腔闭式

引流的方式(其中 2 例予以红霉素和 20%葡萄糖溶液通过引流管道输注)观察乳糜胸的变化情况,1 例

放弃治疗后自动出院。 
结果 19 例患儿(男 14 例,女 5 例),年龄 16(0-156)天,体重变化 250(-488-1468)克,住院时间 31(10-65)
天,肠外营养使用时间 21(3-48)天;19 例患儿在确诊乳糜胸后联合多学科治疗,予以禁食及肠外营养,
且脂肪来源采用中链脂肪酸或中长链脂肪酸,待乳糜颜色或量好转时尝试给予脱脂或富含 MCT 配方

的肠内营养,若无不适则继续增加肠内营养的用量､ 减少肠外营养,并逐渐过渡到普通配方,均好转出

院。 
结论 多学科联合治疗的方式在乳糜胸的治疗中起到重要作用;禁食和肠外营养再逐渐过渡到低脂高

MCT 配方的营养治疗流程对 89.4%的患儿起到良好的治疗作用。 
 
 
PO-1344 

维生素 D 缺乏的肥胖儿童对维生素 D 补充剂的效果观察 
 

刘瑞萍,张婕,贺莉,王丽芳,武海滨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肥胖儿童维生素 D 缺乏率高于正常儿童,可能由于脂溶性维生素被隔离于脂肪组织不能释放入

血。通过对维生素 D 缺乏的肥胖儿童和正常儿童进行同剂量补充,观察其治疗效果有无差异,为进一

步探讨适宜剂量的研究打下基础。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对照研究,纳入 2012 年 1 月-2015 年 6 月西安儿童医院营养科就诊的 5-17 岁

肥胖儿童,共 198 例,选取同时期缺乏 25(OH)D3的正常 BMI 儿童作为对照(145 例)。维生素 D 缺乏

的判定标准为 25(OH)D3<20ng/mL。肥胖的诊断标准采用 WHO(2007)儿童生长曲线,为年龄别

BMI,BMI≥85th为研究对象,BMI 在 15th-84th之间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补充维生素 D3滴剂

1600IU/d,连续 8 周。试验前后测定其血清 25(OH)D3水平､ 血钙水平和全段甲状旁腺素(iPTH)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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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平均年龄肥胖组 8.99±2.41 岁,对照组 7.11±2.44 岁。首次测定 25(OH)D3肥胖组为

12.46±4.19ng/mL,对照组 12.01±4.44ng/mL。干预 8 周后测定肥胖组为 28.49±7.79ng/mL,对照组

为 33.01±6.79ng/mL,干预前后差值肥胖组 16.47±6.12ng/mL,对照组 20.55±5.29ng/mL,两组差值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t=2.24,p<0.05)。肥胖组复测值 25(OH)D3充足(>30ng/mL)的比例为

38.4%(73/190),对照组为 66.2%(86/130)。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x2=23.7,p<0.001)。肥胖组 BMI
值和干预后 25(OH)D3升高值做散点图,结果显示二者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417,r=0.61。其

BMI 越高,25(OH)D3升高值越低。iPTH 干预前肥胖组为 29.3±13.9pg/mL,对照组 26.6±9.5pg/mL,两
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8 周后复测肥胖组 28.6±10.4pg/mL,对照组 28.4±13.5pg/mL,肥胖组和正常

组前后差值分别为(0.72 ±17.4 pg/mL 和-1.6±18.1pg/mL,经检验无统计学意义(t=0.56,p>0.50)。血

钙水平试验前肥胖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2.05±0.23mmol/L 和 2.33±0.19mmol/L,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t=0.20,p>0.50),8 周后复测肥胖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2.31±0.23mmol/L 和 2.26±0.21mmol/L,两组

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t=0.46,p>0.50)。肥胖组干预前后血钙值比较也无统计学意义

(t=0.37,p>0.50)。 
结论 肥胖儿童过多的脂肪组织可能会影响机体对维生素 D 补充剂的反应性,故为了维持血中足量

25(OH)D3水平而发挥其多种多样的生理效应,补充剂量也应高于正常儿童,BMI 值越高,其补充量也

应更高。肥胖儿童 iPTH 和血钙水平与正常儿童无差异。 
 
 
PO-1345 

肠内营养对炎症性肠病幼鼠 Th17 细胞的调节作用研究 
 

宋诗蓉,吴捷,孙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利用 TNBS 诱导的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幼年大鼠模型,观察肠

内营养制剂百普素喂养后,IBD 幼鼠肠组织 Th17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 IL-17A 的水平变化,探讨肠内营

养对 Th17 细胞的调节作用。 
方法 选择健康的 4 周鼠龄雄性 Sprague-Dswley 幼年大鼠共计 36 只,随机分为 4 组,其中空白对照

组､ EEN(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全肠内营养)对照组每组各 8 只,IBD 组､ IBD-EEN 组每组各

10 只:(1)空白对照组:第 1 天予 0.9%生理盐水灌肠,后予普通饲料喂养;(2)EEN 对照组:第 1 天予

0.9%生理盐水灌肠,后予肠内营养制剂百普素经口喂养;(3)IBD 组:第 1 天予 5%TNBS 乙醇溶液灌肠,
建造 IBD 模型,后予普通饲料喂养;(4)IBD-EEN 组:第 1 天予 5%TNBS 乙醇溶液灌肠,建造 IBD 模型,
后予肠内营养制剂百普素经口喂养。于造模后每天同一时间观察四组大鼠的体重情况､  大便性状

及隐血,依据 Cooper 评分进行 IBD 疾病活动指数评分(Disease activity index,DAI)。于实验第 7 天

处死四组幼鼠,留取结肠组织标本,对组织进行固定､ 石蜡包埋及切片。经 HE 染色后观察黏膜损伤

情况,对切片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Th17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 IL-17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 IBD 组相比,IBD-EEN 组在便性状及便血方面明显缓解。IBD 组和 IBD-EEN 组体重均较前

增长,7 天后体重分别增长(39.95±2.929)g 和(38.40±4.545)g(P>0.05)。IBD 组大体组织及病理切片

显示肠道炎症改变明显,可见典型炎症性肠病改变,镜下可见肠黏膜大量炎症细胞浸润,部分可见炎性

肉芽肿形成,腺体正常结构遭到破坏。给予 EEN 喂养后,DAI 评分明显下降,肉眼可见肠道炎症减轻,
镜下炎症细胞浸润减少。免疫组化法对黏膜组织的染色研究显示,IL-17A 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在

IBD-EEN 组肠黏膜中较 IBD 组明显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全肠内营养治疗可减轻 IBD 幼年大鼠肠道炎症,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Th17 细胞的细胞因子 IL-
17A 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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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46 

Increased breast milk use reduced severity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a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in a Chinese 

NICU 
 

Zhou Qi1,Lee Shoo2,HU Xiao-jing1,CAO Yun1 
1.Fudan 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 

2.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 multidisciplinary intervention in promoting breastmilk 
feeding and reducing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very low birth weight (VLBW) infants in a 
Chinese NICU.  
Methods A pre-post non-randomized interventional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NICU of 
Fudan 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 in Shanghai. Multiple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setting up the 
breastmilk feeding team, educating medical staff and parents, establishing a breast pumping 
room in NICU and distributing related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implemented gradually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6. The primary outcome of breastmilk feeding rate was compared between 
baseline (January 2014 to March 2015) and intervention periods (April 2015 to June 2016). 
Secondary outcomes measures included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rate, incidence of NEC 
needing surgery, mortality rate and time to full enteral feeds. 
Results A total of 488 VLBW infants were enrolled. When the baseline period was compared with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any breastmilk feeding rate improved (34.76% vs 80.58%; P<0.01), high 
proportion (50% or greater) of breastmilk enteral feeding rate increased (22.86% vs 61.15%; 
P<0.01), and NEC needing surgery decreased (7.62% vs 3.24%; P=0.03; adjusted odds ratio [OR] 
0.32) significant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ortality rate (0.5% vs 1.49%; 
P=0.40; adjusted OR=2.10) and NEC rate (10.00% vs 7.55%; P=0.34; adjusted OR=0.59), but 
time to full enteral feeds increased (20.18±1.67 vs 24.15±1.65 days; P<0.01; adjusted OR = 1.09). 
Conclusions Our quality improvement initiative increased the consumption of breast milk and 
reduced the severity of NEC in VLBW infants. Continued efforts are needed to better promote 
breastmilk feeding in Chinese NICU. 
 
 
PO-1347 

鱼油 n-3 脂肪酸可改善生命早期母爱剥夺所致的成年小鼠脂代谢

异常 
 

樊超男,卢燕飞,范秀琴,路媛媛,姚红阳,昌雪莲,李苹,齐可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生命早期遭遇母爱剥夺等不良应激刺激可能增加后期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代谢性疾病发生

的风险。给予生命早期母爱剥夺的小鼠以鱼油 n-3 脂肪酸等相关营养素干预,是否能减轻成年期脂代

谢的紊乱状态,减少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值得研究。 
方法 C57BL/6J 新生仔鼠随机分为母爱剥夺组和对照组,母爱剥夺组在生后 4-14 天,每天仔鼠与母鼠

分离 6 小时(9:00-15:00),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处理。断乳后,对照组给予普通饲料喂养,母爱剥夺组进

一步分为两个亚组,普通饲料喂养组和 n-3 脂肪酸干预组。20 只/组,雌雄各半。12 周龄时,麻醉状态

下心脏外取血,采集肝､ 脂肪组织。应用生化及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浆中葡萄糖､ 甘油三酯､ 总胆固

醇､ 胰岛素及游离脂肪酸等代谢指标,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肝(HMGCR､ PPARα､
CPT1α､ CYP7A1)及脂肪组织(UCP1､ MGAT1､ Leptin､ PPARα､ LPL､ Fasn､ HSL)等基因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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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生命早期遭受母爱剥夺后,雄鼠成年后血浆甘油三酯水平(0.842 ± 0.056 nmol/L)较对照组

(0.709 ± 0.021nmol/L)明显增高,胆固醇水平(3.488 ± 0.541 mmol/L)则较对照组(4.194 ± 0.622 
mmol/L)明显降低,脂肪组织及肝中脂质代谢相关基因 MGAT1､ LPL､ Fasn､ PPARα､ HMGCR 和

CYP7A1 表达明显降低。而在雌性小鼠仅脂肪组织 UCP1 表达增加,Leptin 表达降低。 
对母爱剥夺小鼠实施鱼油 n-3 脂肪酸饲料干预后,雄性小鼠血浆甘油三酯的水平明显降低(0.710 ± 
0.046nmol/L),胆固醇的水平未见改变,脂肪组织及肝中脂质代谢相关基因 LPL､ Fasn､ PPARα､
CYP7A1 表达得以提升至正常水平。而在雌性小鼠脂肪组织中 UCP1 表达降低。 
结论 生命早期遭受母爱剥夺可影响成年后小鼠脂代谢指标改变,且表现出性别差异。给予母爱剥夺

小鼠实施鱼油 n-3 脂肪酸饲料干预后可以纠正部分脂代谢指标的异常状态,有助于减少成年期代谢性

疾病发生风险。 
 
 
PO-1348 

儿童肠造瘘术后早期肠内营养耐受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陈淑芸,陈兰萍,任红霞,赵宝红,安煜华,刘宁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儿童肠造瘘术后早期肠内营养(EN)耐受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山西省儿童医院儿外科行肠造瘘术后的患者 129 例为研究

对象,以序贯､ 渐进的方法实施 EN,观察 EN 耐受情况,对患者 EN 耐受性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记录患儿 EN 期间的消化道症状。 
结果 129 例患者中,男孩 104 例,女孩 25 例,接受肠造瘘术的年龄 1 天~14 岁。89 例能耐受 EN。造

瘘部 
位､ 是否存在腹膜炎是影响 EN 耐受性的因素。在不耐受患者中,胃肠道症状以腹泻为主

(25/30,83.3%)。 
结论 序贯､ 渐进的 EN 方法适合肠造瘘术后患儿,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PO-1349 

门冬酰胺酶相关胰腺炎早期鼻空肠置管疗效分析 
 

皮壮,张春艳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分析门冬酰胺酶相关胰腺炎(AAP)鼻空肠置管后疗效分析。 
方法 收集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6 月使用培门冬酶后并发 AAP 14 例患

儿的临床资料,分析鼻空肠置管后其临床特点､ 置管后副作用､ 辅助检查､ 治疗及转归等情况。 
结果 本组病例包括 14 例急性淋巴细胞型白血病,男 9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5 岁,12 例发生在诱导化

疗期间,1 例在维持强化期。AAP 发生于 近一次培门冬酶使用后的平均时间为 8d;平均使用次数为

2 次。腹痛为主要临床表现(12 例)。AAP 诊断 48 h 内血淀粉酶 高值为 118~2045 U/L (正常值

25~125 U/L)､ 血脂肪酶 221~1 673 U/L (正常值 25~300 U/L)。2 例反复增高达正常值上限 3 倍并

发胰腺假性囊肿。胰腺 CT 检查 12 例发现胰腺炎特征性影像学改变,其中胰腺周围渗出 8 例,形成假

性囊肿 2 例。常规补液､ 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 奥美拉唑抑制胃酸,奥曲肽､ 乌司他丁抑制胰酶

分泌。1 例腹痛严重,胰腺周围渗出较重,予血液净化治疗。鼻空肠置管行肠内营养 14 例,平均置管时

间为诊断 AAP 后 2 天,平均带管时间为 16 天, 长带管时间 48 天。置管后予要素饮食 3 天,之后予

肠内营养粉剂。空肠营养治疗过程中出现腹痛 3例､ 腹泻 1例､ 呕吐 2例､ 堵管 2 例。通过减少喂

养量,减慢喂养速度､ 改变肠内营养剂型等处理好转。14 例均恢复正常,8 例 2 周内痊愈。6 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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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周内痊愈,2 例并发胰腺假性囊肿的患儿囊肿均消退。置管后营养筛查指标体重､ 白蛋白等均有

提高。 
结论 AAP 主要表现为腹痛,有时症状隐匿,易迅速进展,早期识别,并予以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意义重大,
可改善患儿营养状态,缩短病程,减少感染等并发症。 
 
 
PO-1350 

昆明地区 3769 例儿童维生素 D 水平的调查 
 

王美芬,王明英,段金涛,邓成俊,李娟,方佳慧,刘四香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228 

 
 

目的 调查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的水平,为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分析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昆明地区健康体检的儿童血浆标本 3769 例,采用电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方法检测 25(OH)D 的水平,并在各年龄段及男女性别间做比较 
结果 3769 例儿童中,男性 2210 例,女 1559 例 ,平均年龄 4.99 岁, 总体维生素 D 水平为

88.93±31.28nmol/l,其中男性 90.21±30.40nmol/l,女性 87.12±32.4nmol/l;维生素 D 缺乏 310 例,占
8.22 %维生素 D 不足 1062 例,占 28.18 %,维生素 D 充足 2397 例,占 63.57%。25(OH)D 水平在不

同年龄组间及男女间做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或者缺乏率较高,维生素 D 营养状况不容乐观,进一步需要加强昆

明地区维生素 D 的营养指导。 
 
 
PO-1351 

母乳喂养联合益生菌对早产儿喂养耐受及胆汁淤积的影响 
 

刘燕,张春丽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0 

 
 

目的 探讨母乳､ 益生菌的联合应用对早产儿喂养耐受和胆汁淤积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2017 年出生的极低出生体重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母乳联合益生菌组､ 单纯

母乳喂养组､ 低出生体重儿奶联合益生菌组共 3 组。除常规治疗外,观察 3 组患儿住院期间达全胃

肠道喂养所需时间､ 喂养不耐受发生情况､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发生比率 ､ 胆汁淤积发生情况。并利用统计软件 SPSS19. 0 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母乳联合益生菌组早产儿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NEC) 和喂养不耐受/胆汁淤积的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达全胃肠道喂养所需时间较对照组缩短( P<0.05) 。 
结论 母乳､ 益生菌的联合应用能降低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不良并发症,促进其胃肠功能发育。 
 
 
PO-1352 

小儿乳糜腹 36 例外科综合治疗 
 

王丽亚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00 

 
 

目的 研究小儿乳糜腹外科综合治疗 
方法 回顾 36 例小儿乳糜腹的治疗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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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先天性乳糜腹 2 例,先天性肠旋转不良合并乳糜腹 31 例,腹部实体瘤术后乳糜腹 3 例,经外科腹

腔穿刺置管引流及禁食､ 全胃肠外营养治疗后均痊愈。 
结论 小儿乳糜腹经外科置管引流及营养支持综合治疗后疗效满意。 
 
 
PO-1353 

小儿头颅外伤后血尿淀粉酶升高 87 例营养支持治疗分析  
 

丁浩,杨荣强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小儿头颅外伤后血尿淀粉酶升高营养支持治疗方法 
方法 2014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安徽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87 例头颅外伤后血尿淀粉酶升高

病例营养支持治疗经过,入组条件:87例患儿均无腹痛､ 腹胀临床症状,腹部 B 超及 CT 平扫增强结果

均正常。分两组,观察组 54 例患儿入院后第二天开始口服深度水解配方奶,对照组 33 例患儿等血尿

淀粉酶正常后开始口服深度水解配方奶,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 54 例患儿中 41 例口服深度水解奶后无症状,血尿淀粉酶复查下降或恢复正常,1 周后改

为普食;11 例口服深度水解奶后血尿淀粉酶短暂性升高,但无腹痛不适症状,继续口服深度水解奶,1
周后改为普食;2 例口服深度水解奶出现腹痛,血尿淀粉酶身高,予禁食水 1 周后再次口服深度水解奶

无不适症状,1 周后改为普食。对照组 33 例患儿中 32 例口服深度水解配方奶无症状,无血尿淀粉酶

升高;1 例口服深度水解配方奶后血尿淀粉酶短暂性升高,但无腹痛不适症状,继续口服深度水解配方

奶 
结论 头颅外伤后血尿淀粉酶升高易被误诊为胰腺炎,对于无腹痛､ 腹胀症状､ 经医学影像学排除胰

腺损伤后的患儿早期口服深度水解配方奶可有效治疗头颅外伤后血尿淀粉酶升高患儿,可以缩短病

程,是一种经济､ 安全､ 有效的营养支持方式,值得临床推广 
 
 
PO-1354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非甲基化 CpG-ODN 对食物过敏幼鼠模型外

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影响 
 

郑成中,陈旭琳 
解放军第三 0 六医院 100101 

 
 

目的 探讨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ipose Derived Stem Cells,ADSC)和非甲基化胞嘧啶鸟嘌呤核苷酸

(非甲基化 CpG-ODN)对卵清蛋白食物过敏幼鼠模型体内 OVA-IgE,CD4+CD25+Treg 的干预作用,
以及诱导食物过敏免疫耐受机制。 
方法 取 6-8 周龄 SPF 级 BALB/c 小鼠进行 ADSC提取､ 分离､ 传代､ 冻存待用;将 40 只 2-3 周龄

BALB/c雌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过敏组､ ADSC 治疗组和非甲基化 CpG-ODN 治疗组,每组 10
只;使用卵清蛋白(OVA)建立食物过敏模型,对照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替代;其中 ADSC 组在建模第

15､ 30d 给予腹腔注射 ADSC(1×106个/只),CpG-ODN 组在每次灌胃激发前 1h 给予腹腔注射非甲

基化 CpG-ODN(40ug/只)溶液。检测 OVA-IgE, 流式细胞仪检测小鼠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

值。 
结果 ADSC 组(8.4±0.6)､ CpG-ODN 组(8.6±1.7)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值均高于过敏组

(7.3±1.1)(均 P<0.05);ADSC 组(8.4±0.6)与 CpG-ODN 组(8.6±1.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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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和非甲基化 CpG-ODN 的治疗均可以降低食物过敏小鼠血清中 OVA-IgE 的

值,提高食物过敏小鼠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的表达水平和降低特异性 IgE (OVA-IgE)含量;它
们在食物过敏中诱导免疫耐受发挥一定作用。  
 
 
PO-1355 

托珠单抗治疗难治性幼年特发关节炎全身型 40 例报告 
 

赖建铭,吴凤岐,周志轩,康闽,黄小兰,苏改秀,李胜男,朱佳,王新宁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观察托珠单抗治疗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总结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的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患儿,给
予托珠单抗治疗前后监测血常规､ C反应蛋白､ 血沉､ 白介素-6､ 肿瘤坏死因子等血清水平结果,详
细记录症状､ 体征及临床表现。 
结果  共入组 40 例患儿,年龄 6.6 岁±3.7 岁。女童 25 例,男童 15 例。本组 40 例患儿,应用托珠单抗

前,均有发热,38 例患儿应用托珠单抗后 24 小时-48 小时体温降至正常。应用托珠单抗前有 17 例存

在关节炎,应用托珠单抗 4 周 13 例关节症状消失,其余 4 例好转。本组病例中有 10 例用药前有皮疹,
应用托珠单抗后其中 9 例随体温下降至正常后皮疹亦消退,未再反复出现,无色素沉着。1 例体温正

常,关节症状消失后仍然间断出现皮疹。40 例患儿中 38 例对托珠单抗耐受性良好,2例发生皮疹､

寒战等过敏反应,经对症抗过敏治疗后很快好转。40 例患儿均未出现治疗相关的严重感染。比较应

用托珠单抗前和 2周后白细胞､ C 反应蛋白和血沉下降情况,经统计学分析存在差异(P < 0.01)。比

较应用托珠单抗前和 2 周后血清血 IL-6､ 肿瘤坏死因子浓度,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
比较应用托珠单抗前和 2 周后发热和皮疹恢复例数,经统计学分析存在差异(P < 0.01)。比较应用托

珠单抗前和 4 周后关节炎恢复例数,经统计学分析存在差异(P < 0.01)。 
结论 比较应用托珠单抗对难治性幼年特发关节炎全身型有较好的有效性及安全性,部分患儿可发生

过敏反应,这一结论需大样本的随机临床对照试验验证。 
 
 
PO-1356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肺高压 15 例临床分析 
 

李冀,马菁苒,孙之星,姜静婧,董艳青,王迁,宋红梅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合并肺高压(PH)患儿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特点､ 诊断治疗及预后转

归。 
方法 选取住院诊断 SLE 合并 PH(SLE-PH)的儿童患者 15 例,对其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查､ 超声心

动图特点､ SLE 病情活动指标和治疗转归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5 例 SLE-PH 患儿中,从 SLE 的确诊到 PH 诊断的间隔时间中位数为 0.10 年(范围:0~6.5
年)。除 PH 相关症状外,40%的患儿合并雷诺现象。反映 SLE 疾病活动度的指标(如 C3､ C4､ ESR
水平及抗 dsDNA 阳性率)在 PH 轻-中度组与重度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 例患儿接受糖皮

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2 例同时接受 PH 靶向药物等治疗。诊断 PH 后,中位随访时间 8.0 年(范
围:0.5~18.1 年),期间 2 例患儿死亡,其心功能为 III~IV 级;余 13 例病情平稳。 
结论 SLE-PH 也是一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预后的疾病。一旦罹患 PH,SLE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生存时间将受到严重影响,PH 已成为导致 SLE 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从本研究结果可见,儿童 SLE-
PH 患者从 初起病到诊断 PH､ 从诊断 SLE 到诊断 PH 的间隔时间跨度较大,从半年以内到 6~7 年

不等(成人患者从诊断 SLE 到诊断 PH 的时间往往更长,平均即达 5 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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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诊断 PH 时并无典型的临床症状,这使其更容易被漏诊,或误诊为其他风湿病;由于肺部受累的症

状隐匿,部分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断和合理治疗。因此对于首次确诊的 SLE,儿科风湿免疫医师应在相

关科室的协助下逐渐掌握 PH 的病情评判,不应当因为“不熟悉”或“太复杂”而忽略了此方面的评估。

对于怀疑 PH 的患者,将超声心动图肺动脉收缩压设定为≥40mmHg 被认为是 好的诊断标准。对

SLE-PH 患儿除了超声心动图检查,还应重视综合评估。SLE-PH 患儿开始治疗的时机,对预后起着

决定性作用。治疗越早,心功能受损越小,患儿远期预后也就更好。除了治疗原发病 SLE,PH 的治疗

主要包括支持治疗(避免过度体力劳动,适当限制入量,使用强心剂､ 利尿剂､ 必要时抗凝),合理使用

钙离子通道拮抗剂缓解血管痉挛,以及免疫抑制治疗等。对于 SLE 患儿,特别是病程较长､ 有心悸或

活动后气短等症状､ 病史中出现雷诺现象的患儿,需考虑到合并 PH 的可能,应重视肺动脉压的早期

筛查,不应由于肺部症状隐匿而忽略相关的病情判断。 
 
 
PO-1357 

误诊为幼年型特发性关节炎的儿童家族性地中海热三例 
 

李冀,张岩,王薇,钟林庆,宋红梅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家族性地中海热患儿的诊断治疗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儿科 201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 3 例误诊为幼年型特发性关

节炎(JIA)的家族性地中海热患儿的病历资料,探讨其临床表现､ 基因突变特点､ 治疗及预后情况。 
结果 3 例中男 2 例,女 1 例。平均发病月龄 17 月龄(3~36 月龄),平均确诊年龄为 6 岁 8 个月(24 个月

~11 岁)。临床表现周期性弛张热､ 分布于全身的红色斑疹及关节炎 3 例,贫血 2 例,淋巴结肿大 2 例,
肝脾肿大 1 例。3例患儿曾经在常规抗感染无效､ 除外了感染性疾病及肿瘤性疾病后被诊断为 JIA,
但接受糖皮质激素及多种免疫抑制剂治疗效果不佳。经基因检测 3 例均存在 MEFV 基因突变,且均

为复合杂合突变。发现的 4 种突变: R202Q､ E148Q､ L110P､ P369S 均为已报道的致病突变。3
例患儿目前均接受口服秋水仙碱(按照起始剂量推荐 5 岁以下儿童为≤0.5 mg/d､ 5~10 岁儿童为

0.5~1.0 mg/d､ 10 岁以上儿童和成人为 1.0~1.5 mg/d)治疗,症状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结论 本组 3 例临床表现均为发热､ 关节炎症表现及红色斑丘疹,与 JIA 临床表现相似,但接受激素､

生物制剂等治疗后疗效欠佳。详细采集患儿病史后可发现其皮疹可不与发热和关节症状平行,不符

合 JIA 临床特点。在地中海裔人群中,JIA 患者的 MEFV 基因突变率似乎高于正常人群。亦有研究发

现 FMF 患者可合并出现 JIA。综上,对于疑诊为 JIA 而常规治疗欠佳的患儿,需考虑到 FMF 的可能,
并行基因学检测。FMF 典型的发热表现为反复发作的高热,持续 1~3 d 后自行缓解。阳性家族史对

于临床诊断常有提示意义。3 例患儿均无典型的发热表现,且家族史均为阴性,因而易于被误诊。结

合其临床表现及秋水仙碱治疗有效,可临床诊断为 FMF。本研究提示 FMF 在中国儿童中临床诊断较

为困难,基因诊断在中国 FMF 患儿的诊断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中的患儿关节炎持续时间

均<6 周,且系统 JIA 治疗方案疗效欠佳。提示此类疑诊 JIA 患者应考虑 FMF 之可能。本研究中纳入

的患儿均为复合杂合突变,共发现 4 种已知的 MEFV 基因突变,分别为 R202Q､ E148Q､ L110P､
P369S。疑诊 JIA 的患儿,尤其是经系统 JIA 治疗后疗效欠佳者,应考虑除外 FMF。中国儿童中 FMF
发病率可能被低估,尚需纳入更多的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儿童 FMF 的临床表型及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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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58 

合并和不合并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 X 连锁 
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对比研究 

 
侯俊,赖建明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合并关节炎与不合并关节炎的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XLA)的临床表现､ 感染类型､ 治

疗差异､ 并发症以及预后。提高对 XLA 合并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的认识。 
方法 选取 2006-2016 年间在我院诊断的 28 例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XLA)患儿作为研究对象,进
行回顾性研究。其中 13 例为 XLA 不合并少年特发性关节炎(JIA),15 例为 XLA 合并 JIA。分析总结

XLA 合并 JIA 和 XLA 不合并 JIA患儿的发病年龄､ 临床表现､ 治疗､ 并发证以及随访预后的差

异。 
结果 XLA 不合并 JIA 患儿 13 例,均以各种类型的感染为首要就诊原因,而 XLA 合并 JIA 的患儿 15
例,其中 14 例均以关节炎为首要表现入院,1 例是以发热为表现就诊,但是有关节炎病史,家长未予重

视。XLA 不合并 JIA 的患儿既往均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病史,其中 11 例曾患肺炎。而 XLA 合并 JIA 的

患儿既往也有不同程度的呼吸道感染病史,但只有 3 例有肺炎病史。两类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其他

部位的感染。6 例 XLA 不合并 JIA患儿出现肺部､ 中枢神经系统及内分泌系统的并发症。其中 1 例

患儿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死亡。7 例 XLA 合并 JIA 患儿出现关节并发症,所有 XLA 合并 JIA 的患儿

均没有出现其他系统的并发症。 
结论 XLA 合并 JIA 的发病率高于国外文献报道。XLA 不合并 JIA 患儿的感染发生率高于 XLA 合并

JIA 的患儿,且肺炎等严重感染发生率高。XLA 不合并 JIA 患儿的感染并发症高于 XLA 合并 JIA 的

患儿,而 XLA 合并 JIA 的患儿多表现为关节炎相关的并发症,因此预后较好。JIA 合并 XLA 的治疗发

法主要是应用丙种球蛋白制剂,而 JIA 不合并 XLA的治疗方法是应用免疫抑制剂､ 生物制剂。由于

JIA 合并 XLA 应用免疫抑制剂､ 生物制剂会加重感染,影响预后。因此应加强对 XLA 合并 JIA 的认

识,避免漏诊､ 误诊,延误治疗。 
 
 
PO-1359 

髓系来源抑制细胞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程苏云,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目前髓系来源抑制细胞(MDSC)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中表达水平和功能还未被证实。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拟通过检测 JIA 外周血中 MDSC 的表达量并分析它与炎症细胞因子的相关性从而为

研究 JIA 中 MDSC 的生成和功能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JIA 和对照组外周血中 MDSC 的表达量,STAT3､ IL-17A mRNA 的表达水平分别用流式细胞术

和 RT-qPCR 检测;血浆中 IL-1β､ IL-6､ IL-10 和 IL-17A 细胞因子通过 ELISA 法测定,两组间比较和

相关性分析分别采用非参数检验和 Spearman 分析法。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JIA 外周血中 MDSC 的表达量升高(6.20±4.22% Versus 1.19±1.64%,Z=-
5.258,P=0.000),血浆中细胞因子 IL-1β(175.48±305.54 pg/ml Versus 65.76±28.62 pg/ml,Z=-
2.246,P=0.034)､ IL-6(86.55±257.22 pg/ml Versus 14.00±2.56pg/ml,Z=-3.123,P=0.002)､ IL-
10(44.27±36.07pg/ml Versus 24.25±6.19 pg/ml,Z=-2.166,P=0.03),IL-17A(9.11±17.56 pg/ml 
Versus 2.67±0.41pg/ml,Z=-3.965,P=0.000)水平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然而 STAT3 mRNA 的

水平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JIA 中 MDSC 的数量与疾病

活动(DAS28 评分､ ESR)指标成正相关(r=0.447,P=0.037;r=0.456,P=0.033);与 STAT3 mRNA 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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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水平成负相关(r=-0.522,P=0.041);与细胞因子 IL-1β､ IL-10 表达水平成正相关

(r=0.496,P=0.044;r=0.498,P=0.035);然而与 T/B/NK 绝对计数和炎症因子 IL-6､ IL-17A 的表达水平

无明显相关(P>0.05)。 
结论 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 JIA 中 MDSC 的数量升高且与疾病严重程度有关,其表达量可作为 JIA 炎

症反应活动的临床指标之一,然而关于其在 JIA 中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PO-1360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中 Notch 信号通路及相关基因的表达及意义 
 

陈挚,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 Notch 信号通路及相关基因与淋巴细胞及细胞因子水平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关系,探讨

其在 JIA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JIA 组和对照组外周血中 Notch受体､ 配体及靶基因 mRNA 的表达水平用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检测;血浆中 IL-1β､ IL-10､ IL-6､ IL-17､ TGF-β 及 IL-4 细胞因子水平通过

ELISA 法测定。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JIA 组外周血中 Notch 受体(Notch1-4)表达水平均升高,且 Notch3 水平明显升高

(P<0.05),其配体 Jagged1 表达高水平,Jagged2 表达低水平,靶基因 Hes1 水平升高(P<0.05),且
Hes1 与 CD3+T 细胞､ CD3+CD4+TH 绝对计数成正相关(P<0.05);JIA 患者血浆中 IL-1β､ IL-10､
IL-6､ IL-17､ TGF-β 水平升高((P<0.05)),而 IL-4 细胞因子水平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 IL-10 表达

水平与 T/B/Th/抑制性 T 淋巴细胞绝对计数成负相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 Notch 信号通路与淋巴细胞及细胞因子的失衡可

能在 JIA 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但其确切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PO-1361 

托珠单抗对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CD4､ CD8+T/CD19+B 
细胞及免疫球蛋白表达的调控研究 

 
李洪伟,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研究托珠单抗对儿童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JIA)淋巴细胞亚群､ 免疫球蛋白及生化指标的

影响及探讨其临床疗效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方法 将 DMARDs 疗效不佳的 18 例中重度 SJIA 患儿,随机分 2 组,8 例为托珠单抗+DMARDs 组(7
例 SOJIA,1 例继发 MAS),10 例为安慰剂+DMARDs 对照组,按体重>30kg,予托珠单抗

8mg/kg,<30kg,12mg/kg,每两周一次返院注射,观察症状缓解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 2 组 SJIA 用药

12 周前后 CD3+､ CD4+､ CD8+T,CD19+B､ CD16+56-NK 细胞比例。对比 2 组患儿免疫球蛋白

IgG､ IgM､ IgA､ IgE 用药前后的变化,并观察连续用药 12 周炎症指标(CRP､ ESR､ FER､ WBC)
及 ALT/AST 变化､ 不良反应及激素减停情况进行归纳分析。 
结果 12 周后,托珠单抗+DMARDs 组,CRP､ ESR､ FER 均明显下降, 常发生的不良反应为感染,大
多为上呼吸道感染,其次是转氨酶升高,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水平升

高;2 组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三系减少､ 重症感染等)。托珠单抗组 CD4+T､ CD19+B 细胞的比例

较基线降低(P<0.05),CD8､ CD3+T 细胞比例较基线升高､ 2 组 CD16+56-NK 细胞较基线变化不明

显 P>0.05,免疫球蛋白 IgG､ IgM､ IgA 较基线下降(P<0.05)。对照组均无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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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托珠单抗可大幅度降低炎症指标(CRP､ ESR､ FER),对 ALT/AST､ 血脂代谢有影响,阻断 IL-6
可调节亢进的体液免疫及调节 CD4+ T､ CD19+B 细胞,减轻关节破坏。托珠单抗可有效的控制

DMARDs 疗效不佳 SJIA 病情的发展。 
 
 
PO-1362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PRFl STX11 UNV13D STXBP2 基因分析及临床研究 

 
卫平,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通过分析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oJIA)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患儿的临床资料及

部分病例 PRFl､ UNCl3D､ STXll､ STXBP2 基因,揭示参与 SoJIA 并发 MAS 可能的遗传因素。 
方法 收集整理 2011 年 2 月至 2014 年 2 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34 例 SoJIA 合并 MAS 患儿的

临床资料,扩增其中 29 例患儿 PRFl､ UNCl3D､ STXll､ STXBP2 基因所有外显子序列后行测序分

析。30 名无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对照组。 
结果 34 例 SoJIA 合并 MAS 患儿,其中男孩 23 例,中位年龄 6 岁。29 例患儿行基因检测发现 4 个

SNP 位点。其中 PRFl 发现 1 个 SNP 位点 c.1061C>T(rs885822);UNCl3D 基因发现 1 个 SNP 位

点 c.659 C>T(rs3744007);STXBP2 基因检测出 2 个 SNP 位点 C.1483 T>C(rsl0001)､ C.1616 
A>G(rs679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病例组 SNP 位点 PRFl 基因 rs885822 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等位基因:X2=4.52,P=0.03;基因型:X2=5.52,P=0.02),STXBP2 基因 rsl0001 基

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等位基因:X2=21.33,P=O.00;基因

型:X2=19.58,P=O.00)。多态性位点 UNCl3D 基因 rs3744007 及 STXBP2 基因 m6791 基因型频率

及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s3744007 等位基因:X2=1.89,P=O.17;基因

型:X2=1.59,P=0.45;rs6791 等位基因:X2=1.69,P=0.19;基因型:X2=2.09,P=0.35)。研究中所有患儿皆

有持续高热,进行性肝脾肿大,血细胞急剧减少,多发浆膜腔积液,血清肝酶显著升高,血脂代谢紊乱等

特点。7 例(21%)患儿出现黏膜出血､ 5 例(15%)患儿出现神经系统功能异常等。28 例(82%)患儿前

期有上呼吸道感染病史,部分患儿检出特异病原体。经治疗,3l 例(90%)患儿病情缓解,3 例患儿并发

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结论 PRFl 基因 rs885822 及 STXBP2 基因 rsl0001 多态性位点可能与 SoJIA 并发 MAS 发病过程有

关,该基因多态性是否和相应蛋白功能异常有关从而导致 MAS 发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PO-1363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一抗体融合蛋白治疗幼年特发性 
关节炎 2 年临床随访观察研究 

 
曾萍,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接受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rhTNFR:Fc)治
疗的远期疗效､ 安全性及影响治疗效果的相关因素。 
方法 57 例接受 rhTNFR:Fc 治疗的 JIA 患儿进行了为期 2 年的临床随访,并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疾
病活动情况;采用 Pearson 检验,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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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22 例患儿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 2 年 rhTNFR:Fc 治疗观察,并在逐渐撤药过程中,其中 8 例达

ACR Pedi 50,14 例达 ACR Pedi 70,纳入临床治疗有效组;35 例患儿因病情好转或变化,治疗疗程不

满 2 年,其中 7 例因病情好转,持续评估达 ACR Pedi 70,在医生指导下撤药成功,继续其他 DMARDs
用药维持治疗,病情稳定,纳入治疗有效组;19 例因临床评估无效(不达 ACR Pedi 30),在医生指导下停

药,纳入治疗无效组;7 例失访患儿。②全身型 JIA 患儿 rhTNFR:Fc 治疗 2 年有效率(达 ACR Pedi 
50,70)为 33%;少关节炎型有效率 60%;多关节炎型有效率 79%;治疗有效和无效 2 组患儿的临床特

点统计分析显示,JIA 不同分型和 RF 阳性率的情况在 rhTNFR:Fc 治疗有效组和无效组中的比例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X2=31.6,P<O.05;,X2=5.488,P<O.05),其余年龄､ 病程､ 性别､ AKA阳性率､ 抗 CCP
抗体阳性率､ ANA 阳性率在 2 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③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JIA 分型和 RF 与 rhTNFR:Fc 的疗效相关;JIA 分型的相对危险度 OR 值为 2.983(P<0.05);RF 阳性

率与疗效评估呈反向变化,RF 阴性是治疗效果的保护因素,OR 值为 0.029(P<0.05) ④8 例患儿(2%)
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反复感染或疼痛等不良反应,7 例是全身型 JIA 患儿。 
结论 ①JIA 不同分型影响 rhTNFR:Fc 的治疗效果,全身型远期治疗效果较关节炎型(少关节炎型和多

关节炎型)差。②RF 阴性是治疗效果的保护因素。③关节型患儿 ATNFR:Fc 治疗的长期(2 年)安全

性较全身型 JIA 患儿好,少发生感染或不良反应;全身型 JIA 患儿 rhTNFR:Fc 治疗须加强随访,严加防

范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 
 
 
PO-1364 

So-JIA 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临床特征 
及穿孔素 A91V 基因分析 

 
陈香元,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So-JIA)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的临床特点､ 治疗及转归,
并探讨穿孔素基因与 So-JIA 并 MAS 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儿童医院 2003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收治的 14 例 So-JIA 并发 MAS 患者

的临床资料,对其中 7 例患者进行序列特异性引物-聚合酶链反应(SSP-PCR)分析穿孔素第 2 外显子

第 272C/T 基因(A91Vgene)多态性。 
结果 14 例患儿 9 例为男性,5 例为女性;年龄为 4 个月~12 岁。临床表现以长期发热､ 骨髓噬血现象

､ 血细胞减少为特征,可伴随有浅表淋巴结肿大､ 肝脾肿大､ 肝功能损害､ 脂代谢异常,糖皮质激素

及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其中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2 例,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MOF)3 例,
死亡 3 例。7 例 So-JIA 并发 MAS 的患者穿孔素 A91V 基因均为野生型,未发现有突变基因。 
结论 MAS 病情凶险,预后与早期诊断及治疗有关。MOF 可能是其预后差的指征。未发现广东地区

汉族 So-JIA 并 MAS 患儿与穿孔素 A91V 基因多态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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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65 

补体 C5a 及 C3a 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外周血 
的变化及其意义 

 
史雨,孙利,刘海梅,李国民,姚文,张涛,周利军,徐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风湿科 201102 
 
 

目的 探讨补体 C3a 和 C5a 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度评判中的意义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33 例的 SLE 患者,诊断均符合 1997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修订的 SLE 分类标准。收集并记录入选 SLE 患者的相关资料,以 SLE 疾病活

动指数(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index,SLEDAI)评分表为标准评估 SLE 患者

的病情活动度并分组。另外选取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对照组 23 例(正常体检儿童)。所有研究对象均

在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抽取外周静脉血进行实验。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上述选取实验对象的血浆

中 C3a 及 C5a 水平,分析其在 SLE 患者和正常对照组中不同的水平及在不同活动期 SLE 患者中的

变化,并且与 SLEDAI 评分及其他补体 C3､ CH50､ C4 做相关分析,研究血浆 C3a､ C5a 与 SLE 疾

病活动性的关系。 
结果 (1)血浆 C3a 在正常对照组和 SLE 患者组分别为(74.387±68.286)ng/ml ､
(127.065±80.592)ng/ml,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01)。血浆 C5a 在正常对照组和 SLE 患者组分

别为(0.728±0.391)ng/ml､ (1.563±1.019)ng/ml,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01)。(2)血浆 C3a 水平在

SLE 高活动组与低活动组分别为(183.265±48.253)ng/ml ､ (99.230±59.052)ng/ml,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P=0.022)。(3)SLE 患者外周血浆中 C3a 水平与 SLEDAI 评分成正相关(r=0.356,P=0.042),血浆

中水平 C5a 与 SLEDAI 评分成正相关(r=0.512,P=0.002)。SLE 患者血清 C3 水平与 SLEDAI 评分

成负相关(r=-0.604,P=0.000),C4 水平与 SLEDAI 评分成负相关(r=-0.373,P=0.033),CH50 水平与

SLEAI 评分成负相关(r=-0.435,P=0.011),ESR 水平与 SLEDAI 正相关(r=0.351,P=0.045)。 
结论 血浆补体 C3a､ C5a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疾病活动度增加,SLE
患者外周血浆中补体 C3a､ C5a 显著增高。SLE 患者血浆中补体 C3a､ C5a 水平与 SLEDAI 评分

正相关。 
 
 
PO-1366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少见消化道表现 
 

管皖珍,李一帆,孙利,刘海梅,史雨,李国民,姚文,张涛,徐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风湿科 201102 

 
 

目的 总结､ 分析我中心儿童 SLE 的少见消化道表现,提高对消化道表现为突出症状 SLE 的早期识

别。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确诊为 SLE 的患儿中,记录少见消化

道表现的种类,发生的频率,误诊的时间,确诊的过程,治疗及疗效等临床资料,并分析总结。 
结果 共有 12 例患儿有各种少见消化道表现;女 9 例,男 3 例;发病年龄 3.5~14 岁,平均年龄 10 岁。同

期新发确诊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病例总数为 220 例,少见消化道表现的占比为 5.5%。分别表现为其中

以肝功能损害(4 例,36.4%)､ 假性肠梗阻(3 例,27.3%)､ 失蛋白肠病(2 例,18.2%),肠道血管炎(2
例,18.2%)､ 胰腺炎(2 例,18.2%)､ 肠系膜静脉血栓(1 例,9.1%)等为首发或突出症状。(1)12 例患者

ANA 均阳性;抗 SM 抗体仅 1 例阳性;A-ds-DNA 6 例阳性。(2)补体均有下降,ACR 分类标准不满足

患儿,有肾脏损害证据者,行肾活检,免疫荧光“满堂亮”,符合 SLICC 标准。(3)假性肠梗阻的 3 例患儿

均为十几岁女性,表现为恶心､ 呕吐､ 腹痛,同时行腹部 B 超均伴有不同程度输尿管扩张和肾盂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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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4)2 例血浆白蛋白明显降低的患儿,无肝硬化和肾脏大量丢失蛋白的证据,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

泻和继发高脂血症,考虑为失蛋白肠病。其中 1 例患儿腹泻致严重营养不良,BMI 仅为 9。(5)3 例肝

功能损害者肝穿为非特异表现。所有患者经过激素(部分患者甲强龙冲击),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霉
酚酸酯等),生物制剂(美罗华),或血浆置换均获得良好的效果,疾病获得完全缓解。 
结论 肾活检对于非典型 SLE 的诊断有重要的鉴别诊断意义。2009 年 SLICC 的 SLE 分类标准,诊断

SLE 的敏感度更高。不明原因的消化道表现患者,需要积极进行补体､ 自身抗体､ 免疫球蛋白､

coombs 等检测。 
 
 
PO-1367 

过表达 HCMV pUL83 对 AIM2 炎性体通路的影响 
 

黄媛,Ff,舒赛男,刘兴楼,廖毅,马迪,卢元元,李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索过表达 HCMV 被膜蛋白 pUL83 对 AIM2 炎性体通路的影响。 
方法 设计合成 AIM2､ ASC､ caspase-1 和 IL-1β 以及 HCMV 病毒被膜蛋白 pUL83 编码基因 UL83
全序列的特异性引物以扩增上述目的基因。应用 In-fusion 技术将上述基因(保留终止密码子)分别插

入到表达载体中构建重组表达质粒;将 AIM2､ 共转染至 HEK293T 细胞中,命名为 rHEK293T 细胞,
或只转染 ASC､ caspase-1 和 IL-1β 的重组表达载体,命名为 rHEK293T(AIM2-)细胞。两个重组细

胞分别在转染或不转染 pUL83 重组表达载体的情况下进行 poly(dA:dT)刺激。应用 Western-blot 检
测 pUL83､ AIM2､ ASC､ pro-caspase-1､ p10､ pro-IL-1β 和 IL-1β 的蛋白水平变化。 
结果 1. 成功构建 AIM2､ ASC､ caspase-1 和 IL-1β 重组表达载体;Western-blot 检测到 rHEK293T
细胞可以表达 AIM2､ ASC､ pro-caspase-1 和 pro-IL-1β 蛋白; 2.转染 rHEK293T 细胞后,pro-IL-1β
蛋白表达量较转染前明显增加,caspase-1 活化片段 p10 以及成熟 IL-1β 出现;pM-UL83 重组表达载

体转染 rHEK293T 细胞后再转染 poly(dA:dT)时,pUL83 蛋白高表达,然而 AIM2､ pro-caspase-1､
pro-IL-1β､ p10 和成熟 IL-1β 蛋白水平较转染 pM-UL83 前大幅度减少,ASC 蛋白量也有所降

低;3.poly(dA:dT) 在有或无 pUL83 表达的情况下转染 rHEK293T(AIM2-)细胞,ASC､ pro-caspase-1
和 pro-IL-1β 蛋白水平无变化,且与转染前水平相当;均无 p10 和成熟 IL-1β 蛋白表达。 
结论 pUL83 蛋白可负向调节 AIM2 炎性体通路,这种作用依赖 AIM2 蛋白本身的存在。 
 
 
PO-1368 

伴皮肤症状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15 例临床特征及基因特点分析 
 

何庭艳,夏宇,黄瑛,齐中香,李成荣,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伴皮肤症状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基因分析特点。 
方法 回顾性收集分析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5 例伴皮肤症状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 基因分析､ 治疗及预后。临床观察指标包括:性别､ 起病年龄､ 诊

断年龄､ 临床表现､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绝对计数､ 血浆总 IgE水平､ 治疗及预后等。 
结果 共纳入 15 例患儿,中位起病年龄 4 月(新生儿期至 11 岁 8 月),均出现皮肤症状,其中表现为皮肤

细菌感染 1 例(LAD1)､ 皮肤黏膜真菌感染 1 例(CMC)､ 湿疹样皮疹合并感染皮下出血 1 例(WAS)､
湿疹样皮疹合并细菌或病毒感染 2 例(HIES 和 MSMD)､ 单纯性皮下出血点 1 例(XLT)､ 湿疹样皮疹

伴严重肺间质性疾病 1 例(ADMIO)､ 耳部冻疮样皮疹 1 例(AGS 3 型)､ 荨麻疹样皮疹伴抓痕 1 例

(NLRPl2-AD)､ 脓疱型银屑病 1例､ 颜面部蝶形红斑伴脱发 1 例(RALD)､ 免疫性皮肤坏死性血管
炎表现 1 例(APDS)､ 鱼鳞样皮疹伴皮肤渗血渗液 1 例(IPEX)､ 鱼鳞样红皮病伴竹节样头发 1 例(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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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老外观伴皮下脂肪减少 1 例(SOPH 综合征),其它伴随症状包括反复感染､ 自身炎症､ 自身免疫
､ 生长发育迟缓或淋巴增殖,可导致脑､ 肺､ 肾脏等重要器官功能受损。15 例患儿基因检测分别显

示 WAS､ RNASEH2C､ NLRP12､ IL36RN､ NRAS､ PIK3CD､ STAT1､ FOXP3､ STAT3､
DOCK8､ TYK2､ SPINK5､ NBAS 或 ITGB2 基因突变。15 例患儿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多 5
例,IgE 水平升高 5 例,其中 4 例同时存在两项指标异常。2 例患儿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1 例患儿失访,
其余 12 例患儿均存活,并行个体化治疗中。 
结论 多种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可出现皮肤症状,当伴有反复感染､ 自身炎症､ 自身免疫､ 生长发育迟

缓或淋巴增殖等表现时,需警惕 PIDs 可能,基因检测有助于诊断此病。 
 
 
PO-1369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in Targeted NGS for Genetic 
Diagnosis of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Xia Yu,He Tingyan, Luo Yin,Yang Jun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 (PIDs) are clinically and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disorders comprising over 200 diseases. Mutations in different genes may result 
in similar presentations, while mut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 of the same gene can present with 
distinct phenotypes. Determining which genes to be assessed is not always evident.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offers a platform for molecular diagnosis of PID.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value of targeted NGS in PID, we report a series of 161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PID 
who underwent target NGS over the last 2.5 years in a hospital in south China. 
Methods to the study between 2014 September and 2017 January in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China). The diagnosis of PID patients 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the Pan-
American Group for Immunodeficiency (PAGID), European society for immunodeficiencies (ESID) 
and patients then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Immunological Societies 
(IUIS) classification. 
The amplified DNA was captured with a PID-related gene panel using biotinylated oligo-probes 
(MyGenostics GenCap Enrichment technologies). The probes were designed to cover all exons 
and UTRs +/- 50 bp of 232 PID related genes (selected based on the 2015 IUIS-PID classification 
with 37 genes added in 2016). Finally, 3773 exons were included in this panel. 
The enriched libraries were sequenced on Illumina HiSeq 2000 sequencer for paired read 100bp. 
We filtered out variants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ly published standard pipeline (Fang, M., et al., J 
Clin Immunol, 2016. 36 Suppl 1: p. 68-75). Large fragment deletion and duplication were 
identified using the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MFI) calculation for the reads of each exon 
based on the data of all the samples which were sequenced in the same batch. 
Candidate variants were evaluated by three algorithms, Ployphen2 (<0.446, benign; 0.447-0.908, 
possibly damaging; 0.909-1, probably damaging), SIFT (< 0.05, damaging), and Combined 
Annotation Dependent Depletion (CADD>15, damaging). In addition, a private gene cutoff was 
given by Mutation Significance Cutoff (MSC) were considered for impact predictions. 
Results 1. All 161 PID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to 8 groups of PIDs according to the IUIS 
classification. Diseases of immune dysregulation were the most common group of PIDs affecting 
30 patients (19%), and were followed by autoinflammatory disorders in 28 cases (18 %), defects 
in innate immunity in 23 cases,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ies in 23 cases (14 %) , predominantly 
antibody deficiencies in 18 cases (11 %), congenital defects of phagocyte number, function, or 
both in 18 cases (11 %), well-defined syndromes with immunodeficiency in 14 cases (9 %), and 
complement deficiencies in 7 cases (4 %). 2.After filtering steps, 7.6 variants were kept per 
person as candidate genes on average. Except for complete or large fragment deletions, all the 
disease-causing variants were kept after standard filtering procedure. According to the in-house 
clinical phenotype database, candidate mutation was selected. In the final selected variant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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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higher than MSC. Moreover the majority of them showed higher CADD scores than other 
candidate mutations.3. From 73 patients with identified underlying genetic defects, 17 patients 
(23.3%) had got a tentative diagnosis at the protein levels before genetic testing, 56 (76.7%) 
patients were from undiagnosed cases in whom conventional diagnostic investigations had been 
previously performed but did not provide a candidate gene.4. In 56 patients without a molecular 
diagnosis, 46 variants have been described in previous studies associating with a typical disease. 
Although most of these patients carried a missense allele of the defective gene, splice site 
mutations, frameshift mutations and large deletions were also found.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ypical presentation suggested a role of modifying factors even in 
patients with shared genetic defects.5. Three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with likely pathogenic genes, 
who were neither consistent with the typical presentation nor with an incomplete phenotype of the 
disease. They may had new clinical phenotype caused by known PID genes.6. In the other 85 
patients we did not find the pathogenic mutation. Among those patients, the diagnosis of PID 
were excluded through follow-up in 16 patients (16/85). In the remaining 69 patients, the largest 
cohort was the patients with severe and/or life-threatening infections (30/69). The bacteria 
including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mycobacterium were the main 
pathogens in those cases. The patients who suffered from neutropenia was the second largest, 
followed by the patients who had a recurrent or periodic fever but without infections. 
Conclusions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collective study of PID phenotypes and 
genotypes in south China, and provides a proof of principle for the application targete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panels in areas with limited diagnostic resources. 
 
 
PO-1370 

Targeted NGS Identified a Novel Mutation in TMEM173 in a 
Family With Type I Interferonopathy 

 
Xia Yu,He Tingyan,Luo Yin,Yang Jun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To verify the  main clinical features of TMEM173 muta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gene mut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 boy born at term to nonconsanguineous parents experienced recurrent telangiectatic 
skin mottling on the cheeks, tips of nose, and lobule of ears since 8 months of age. Over time, 
erythema progressed to the arms, legs, hands, and feet. These features worsened every winter. 
He also had recurrent low-grade fevers without any evidence of infection. IVIG and glucocorticoid 
were used, and the time span between two session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When he was 
over ten years old, high resolution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reveal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diffuse ground glass. However, breathing problems was not observed,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were normal also. Except the C-reactive protein level varied from 1 to 89mg/l 
(reference range, <5mg/l), the routine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vealed a normal result. 
??????When he was eleven years ol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probes which included 269 PID-related genes. A heterozygous c.1124G>T mutation in 
TMEM173 was identified from him and his mother. In addition, increased expressions of 
interferon beta1 (IFN-β1), IL-8, IP10, CXCL10, IFI44, IFI27in PBMC were observed in this boy. 
TMEM173is known as a causative gene for SAVI.Considering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of 
cutaneous inflammatory an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STING-associated vasculopathy with onset 
in infancy (SAVI) was diagnosed. 
The type I interferonopathies are a group of inflammatory diseases that share a common 
pathogenesis related to an upregulation of type I interferon signaling. This group of conditions 
includes Aicardi-Goutieres syndrome, familial chilblainlupus, spondyloenchondysplasia, and the 
phenotypes associated with mutations in PSMB8. SAVI is a recently described typ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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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onopathy with early-onset inflammation manifesting as cutaneous vasculopathy and 
pulmonary inflammation. 
The genetic mode of TMEM173 is autosomal dominant inheritance. The previous cases were de 
novo mutations or familiar style. Elevated IFN-β1 expression was also observed in his mother’s 
PMBC. The mutations,p.G166E,V155M,N154S,V147L,V147M in the fifth exon, and C206Y in the 
sixth exon, and R284G in the seventh exon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papers. p.R357L 
locating in the eighth exon was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We considered heterozygous c.1124G>T 
mutation in TMEM maybe a novel disease-causing variation. 
However, we don’t know the reason for the absence of noticeable clinical symptoms in his mother. 
Why?  
A c.1852C>T variate causing stop-gain mutation in IFIH1 gene which was described in another 
interferonopathy, the Aicardi–Goutières syndrome, was identified from the boy and his father. We 
did not observe this variation in 160 unrelated control patients and not find it in any databases 
including 1000Genome and MutInNormal. CADD_Score was 23.1 which indicated to be highly 
likely-pathogenic.We suggested the combination of those two genes related to upregulation of 
type I interferon signaling may contribute to the boy’s phenotypes together. 
Conclusions Theinclude early-onset systemic inflammation, cutaneous vasculpathy, and 
pulmonary inflammation. The test for type I interferon should be considerd in the patients 
withrecurrent cutaneous vasculopathy. 
 
 
PO-1371 

赖氨酸尿性蛋白耐受不良 2 例及其中 1 例合并 
系统性红斑狼疮报道和文献复习 

 
李国民

1,刘海梅
1,张涛

1,史雨
1,姚文

1,周利军
1,徐虹

1,吴冰冰
2,冯佳燕

3,陆炜
4,孙利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风湿科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学转化中心 
3.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病理科 

4.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科 
 
 

目的 总结赖氨酸尿性蛋白耐受不良(LPI)1 家系 2 例患者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的特点,提高对该病的

认识。 
方法 收集 PLI 1 家系 2 例患者临床资料,包括病史特点､ 肾脏病理､ 相关实验室检查和家族史等资

料。采用外显子捕获的方法对患者及其父母进行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利用生物信息学对测序结果

进行分析,用 Sanger 法对高通量测序结果进行验证,并在家系其他成员中进行突变分析。并进行相

关文献复习。 
结果 先证者,女,10 岁,出生断乳之后出现反复呕吐和腹泻,抵触富含蛋白的食物,生长落后,身高低于

同年龄同性别儿童;5 岁后出现血液系统受理,表现鼻腔自发性出血,外周血“三系”下降,9.7 岁后被发现

肾脏受累,表现为轻度蛋白尿和持续性镜下血尿;免疫系统受累,出现 ANA､ ds-DNA 等多种自身抗

体。实验室检测提示血清铁蛋白､ 乳酸脱氢酶和血氨增高,尿乳清酸增高,但血清､ 尿液赖氨酸､ 精

氨酸､ 瓜氨酸改变不明显。肾活检病理提示狼疮性肾炎。家系调查发现,先证者之弟,男,6.5 岁,断乳

有反复呕吐,也有抵触富含蛋白的食物,生长落后,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儿童等症状,但无反复腹泻及

其他症状。实验室检测也提示血清铁蛋白､ 乳酸脱氢酶增高,尿乳清酸增高,而血清､ 尿液赖氨酸､

精氨酸､ 瓜氨酸改变不明显。先证者及其父母全外显子(WES)测序发现其存在 SLC7A7 基因

IVS4+1G>A 纯合突变,突变来源其父母。Sanger 法测序证实 WES 结果。该突变为经典的剪切位点

突变,通过 Sanger 法验证,先证者之弟也存在相同的突变。 
结论 由于 LPI 临床症状的异质性,临床医师对 PLI 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指标认识不足,容易造成该病误

诊或漏诊,SLC7A7 基因测序是其确诊的依据;LPI 并发系统性红斑狼疮(SLE)非常罕见,LPI 并发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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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治疗原发疾病同时还需要糖皮质激素或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SLC7A7 基因突变可致 SLE,其
是否为单基因型 SLE 致病基因需进一步研究。 
 
 
PO-1372 

儿童高 IgE 血症 136 例临床特点分析 
 

李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IgE 是正常人血清中含量 少的免疫球蛋白,仅占<0.0001%,不同个体间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

波动。高 IgE 血症是指血清总 IgE 水平升高,其病因复杂,常伴随各种原发病。幼年期血清 IgE 异常

升高水平并不可靠,但 IgE 值高于正常同龄儿 10 倍水平的应该引起注意。目前国内外没有统一的儿

童高 IgE 血症诊疗标准,文献中对该类疾病临床特点的报道较少,故将我院近 5 年来收治的 136 例高

IgE 血症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以增加儿科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和理解。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住院的 136 例血清

总 IgE≥1000IU/ml 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 起病年龄､ 既往病史､ 家族史､ 临床症状､ 体征

､ 实验室检查､ 免疫学筛查结果､ 影像学检查､ 诊断､ 治疗和转归等情况。 
结果 (1)136 例患儿中男性 105 例,女性 31 例;起病年龄为 1 岁到 14 岁,中位年龄 6 岁;血清总 IgE 水

平升高程度不等,范围为 1000~39000 IU/ml;无患者有高 IgE 血症的家族史。(2)病种分布上以感染

性疾病及过敏性疾病为主,其他包括炎性疾病､ 风湿性疾病､ 免疫缺陷病､ 肿瘤及血液疾病等。(3)
病原学分布上以肺炎支原体及病毒感染为主,其中病毒感染以 EB 病毒感染为主,其他病原体包括寄

生虫､ 细菌､ 真菌等。(4)进行特异性 IgE 测定的患儿中有 88.9%结果呈阳性,常见的过敏原是尘螨

组合､ 海鱼､ 屋尘及鸡蛋白､ 动物毛发等。(5)临床表现多样,多以不明原因发热起病,可伴皮疹､ 咳

嗽､ 腹痛､ 出血表现､ 淋巴结及肝脾肿大､ 骨关节炎､ 四肢硬肿､ 神经精神系统功能障碍､ 心血管

系统症状等。(6)实验室 检查:就诊时 54.2%患儿白细胞升高,以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为主,21.8%患

儿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免疫球蛋白中 IgA 以下降为主,IgG､ IgM 以升高为主;C3 下降为主, C4 升

高为主;大部分 T 细胞亚群正常,少部 分轻微异常;炎症 A 异常的患儿大部分以 SIL2R､ TNF2 升高为

主。(7)主要以治疗原发病为主,预后可,仅 2 例死亡。 
结论 高 IgE 血症病因复杂, 常见为过敏性疾病及感染性疾病,也可见于某些炎性疾病､ 部分原发性

免疫缺陷病､ 风湿性疾病､ 恶性肿瘤及血液疾病等。 
 其中感染性疾病以肺炎支原体及病毒感染为主。 
 
 
PO-1373 

7 例儿童白塞氏病临床分析 
 

丁飞,殷蕾,金燕樑,周征宇,黄桦,陈同辛,周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儿童白塞氏病(Behçet's disease, BD)病例,了解儿童白塞氏病自然病程､ 疾病
特点,评估现有诊断分类标准的效率,并寻找与白塞氏病预后密切相关的因素。 
方法 收集分析我院 2008 年 8 月~2017 年 3月期间诊治的白塞氏病患儿临床､ 实验室等资料,了解

儿童白塞氏病自然病程,评估不同诊断标准符合率,并寻找与白塞氏病预后密切相关的因素。 
结果 期间共诊治白塞氏病患儿 7 例,这些患儿均有反复口腔溃疡,并伴随皮肤､ 眼､ 心脏､ 血管､ 肠

道等部位受累, 其中皮肤受累 5 例,眼部受累患儿 1 例,大血管受累患儿 3 例,心脏受累 4 例,肠道受累

1 例。不同病例之间除了口腔溃疡均存在,皮肤受累较常见,血管､ 心脏受累比例在本研究中较高,其
他部位受累相对无普遍性,眼部､ 大血管受累患儿疾病进展迅速,单纯口腔､ 皮肤､ 生殖器等部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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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患儿疾病进展相对缓慢;以上这些因素导致单一诊断标准其效率有限。进一步分析与预后相关因

素,提示心脏大血管受累是提示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眼部受累亦是影响患儿预后的重要因素。 
结论 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对白塞氏病的疾病表现的认识,本研究发现 BD 患儿中心脏受累的比例不

低,不同患儿间基本表现形式､ 疾病进展速度､ 严重程度均有较大差异,这也导致单一的诊断标准其

效率有限。而眼部､ 心脏受累､ 大血管受累是提示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因此早期识别､ 及时干预

可有效改善患儿预后。 
 
 
PO-1374 

VitD 对川崎病患儿滤泡辅助性 T 细胞表达的影响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 张么成,李 静,余 健,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通过体外实验观察白细胞介素(IL)-21 及维生素 D(VitD)对川崎病(KD)患儿滤泡辅助性 T(Tfh)细
胞表达的调控作用并初步探讨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收集 10 例 KD 患儿外周血,将分离出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按 106个/孔,置 96 孔培养

板,分①对照组;②重组人白细胞介素(rIL)-21 组;③rlL-21+VitD 组(rlL-21 浓度为 200 ng/μl､ VitD 浓度

为 1 nmol/L)。体外分别培养 24h､ 72h。收集细胞以 CD4､ PD-1､ CXCR5 流式检测 Tfh 的百分比,
测定上清液中免疫球蛋白(IgG､ IgM､ IgA),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 一氧化氮(NO)､ 诱导型一

氧化氮合酶(iNOS)水平,炎症因子(NF-κB､ TNF-α､ IL-6)的水平。另将分离的 PBMCs分对照组､

小剂量 VitD 组(1 nmol/L)､ 大剂量 VitD 组(10 nmol/L),体外分别培养 24 h､ 72 h,收集细胞检测 Tfh
的百分比。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rlL-21 组 Tfh 细胞的百分比､ IgG､ MMP-9､ NO､ NF-κB､ TNF-α､ IL-6 显著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与 rlL-21 组相比,rlL-21+VitD 组 Tfh 细胞的百分比､

IgG､ NO､ NF-κB､ TNF-α､ IL-6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低浓度及高浓

度 VitD 组 72 h Tfh 细胞百分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高浓度 VitD 组对 Tfh 细胞百分率抑制更加明显,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L-21 能够增加 KD 患儿 Tfh 细胞比例,而 VitD 对 Tfh 细胞的产生具有抑制作用,且可对抗 IL-21
诱导的 Tfh 细胞增殖,部分抑制参与 KD的冠脉扩张因子､ 炎症因子的生成,可能对 KD 有一定保护作

用。 
 
 
PO-1375 

CTLA4-Ig 治疗阿霉素肾病大鼠的作用及机制探讨 
 

程恰,吴小川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 CTLA4-Ig 治疗阿霉素肾病大鼠的作用及机制,为 CTLA4-Ig 治疗微小病变型肾病综合征提

供动物实验依据。 
方法 1.建立阿霉素大鼠模型:采用 SD 大鼠经尾静脉一次性注射盐酸阿霉素 6.5mg/Kg 造模方法,建
立阿霉素肾病大鼠模型(n=32)。正常对照组(n=8)以等量生理盐水尾静脉注射。于实验第 14 天检测

造模大鼠尿常规､ 血白蛋白､ 尿素氮､ 肌酐､ 甘油三酯､ 胆固醇､ 肾组织病理及电镜检查以验证模

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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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实验第 15 天将造模大鼠随机分组:使用 CTLA4-Ig 0.5mg/Kg 单次腹腔注射组为 CTLA4-Ig 组

(n=7),每日予泼尼松 12.5mg/Kg 灌胃组为泼尼松组(n=7),已造模大鼠予等量 PBS 单次腹腔注射组为

模型组(n=8),正常对照组(n=8)予等量 PBS 单次腹腔注射。 
3.实验第 22 天检测各组大鼠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血生化水平,ELISA 方法检测尿 CD80､ 血清 IL-17
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血液 Treg 细胞水平,肾组织病理改变,以及免疫荧光法检测肾组织 CD80､
Nephrin､ podocin 荧光表达水平和分布。 
结果 1.CTLA4-Ig 组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水平明显少于泼尼松组(P<0.01),亦少于模型组(P<0.05),与
正常对照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2.CTLA4-Ig 组尿 CD80 水平与泼尼松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明显低于模型组

(P<0.05),CTLA4-Ig 组与正常对照组尿 CD80 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模型组尿 CD80 水平明显

高于 CTAL4-Ig 组(P<0.05)､ 泼尼松组(P<0.05)与正常对照组(P<0.05)。 
3.CTLA4-Ig 组 Treg 细胞比例水平与泼尼松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高于模型组(P<0.05),与正

常对照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CTLA4-Ig 组血清 IL-17水平低于泼尼松组､ 模型组与正常对

照组(P<0.05)。 
4.CTLA4-Ig 组､ 泼尼松组､ 模型组､ 正常对照组四组肾脏 CD80 免疫荧光检测均未见明显 CD80
表达;CTLA4-Ig 组､ 泼尼松组与模型组 nephrin､ podocin 荧光分布出现团块状堆积,nephrin 免疫荧

光强度与正常组无明显差异;podocin 免疫荧光强度均弱于正常对照组。三组间荧光强度与荧光分布

未见明显区别。 
5.24 小时尿蛋白定量与血液 Treg 细胞比例､ Treg/IL-17､ 尿 CD80 水平有相关性(P<0.05),与血清

IL-17 水平无相关性(P>0.05)。 
结论 1.CTLA4-Ig 可以减少阿霉素肾病大鼠尿蛋白水平,短期内效果优于泼尼松。 
2.CTLA4-Ig 治疗阿霉素肾病大鼠尿蛋白减少的机制,可能与下调尿中 CD80 表达,以及上调 Treg 细

胞比例､ 下调血清 IL-17 表达有关。 
 
 
PO-1376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遵医行为的调查 
 

连冬梅
1,李杨

1,2,宋红梅
1,孙静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 
 
 

目的 调查北京市某三甲医院住院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遵医行为的现状。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用药及复查､ 避免接触疾病复发因素､ 发现复

发征象､ 避免感染､ 饮食习惯以及活动与休息的现状。 
结果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遵医行为由高到低得分为用药及复查､ 避免接触复发因素､ 发现复发征

象､ 避免感染､ 饮食习惯､ 活动与休息;得分 高的五个条目均来自于用药以及复查维度;而得分较

低的条目来自于避免复发因素､ 避免感染､ 饮食习惯和活动与休息四个维度。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用药以及复查依从性较成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高,医护人员应继续与患

儿家属一起在日常生活中落实日常防晒､ 选择适宜的饮食､ 注意预防感染的细节以及养成规律的运

动习惯,以改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远期预后,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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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77 

MEFV M694V mutation has a role in susceptibility to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 meta-analysis 

 
Zhong Linqing,Song Hongmei,Wang Wei,Li Ji,Ma Mingshe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several common 
mutations in Mediterranean fever (MEFV) gene, namely E148Q, M680I, M694V and V726A to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susceptibility. 
Methods Two investigators independently searched literature about the association of MEFV with 
AS in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Scopus databases. They independently selected 
eligible articles and then extracted data from the included studi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EFV mutations and AS risk was assessed by the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 Furthe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STATA 12.0 software (Stata Corp.; College 
Station, Texas, USA). 
Results Four mutations (E148Q, M680I, M694V and V726A) were genotyped in 869 AS cases 
and 879 controls from the 8 eligible studies. Of the four mutations, M694V (pooled OR: 3.330, 
95% CI: 2.129-5.208)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S through overall analysis. The other 
mutations, however, demonstrated no relation with AS (pooled OR: 1.295, 1.258, 1.778; 95% CI: 
0.886-1.891, 0.688-2.298, 0.938-3.371 respectively). No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bias was 
discovered in the meta-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s that MEFV M694V mutation may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AS. Association between other mutations with AS needs to be validated with 
more relative and well-designed studies. 
 
 
PO-1378 

Complex association between IL-23R polymorphisms and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 meta-analysis 

 
Zhong Linqing,Wang Wei,Song Hongme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meta-analysis wa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en widely studied polymorphisms of interleukin-23 receptor (IL-23R) gene and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Methods Two investigators separately searched literature about the association of IL-23R 
polymorphisms with AS in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Wanfang databases. Then eligible articles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efined inclusion criteria and data extraction was performed independently by these two 
investigators. Further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STATA 12.0 software (Stata Corp.; 
College Station, Texas, USA).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L-23R polymorphisms and AS was 
evaluated by the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 
Results 25 eligible case-control studies with 8431 cases and 8972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After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performed, we discovered that minor 
allele frequency of rs10489629, rs11209026, rs11465804 and rs1343151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S group than controls. On the contrary, minor allele frequency of rs1004819, rs1495965 and 
rs220184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S group than controls.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in rs10889677, rs11209032 and rs7517847. No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bias was discovered in the me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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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s that minor allele carriers of rs1004819, rs1495965 and 
rs2201841 are susceptible to AS. Conversely, minor alleles of rs10489629, rs11209026, 
rs11465804 and rs1343151 are protective factors from AS. Association between other 
polymorphisms of IL-23R with AS needs to be validated with more relative and well-designed 
studies. 
 
 
PO-1379 

哮喘预测指数与首次毛细支气管炎及预后的观察研究 
 

李孟荣,沈仁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观察哮喘预测指数与婴幼儿首次毛细支气管炎时症状体征及以后反复喘息的相关性,探讨是否

为哮喘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住院或者儿科呼吸门诊首次发病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146 例,除喘息次数以外均符合 API 定义的患儿分为 API 阳性组 64 例和 API 阴性组 82 例。比较病

情严重程度;每 3 个月随访 1 年后比较两组婴幼儿喘息≥4 次的发生率;对喘息 12 个变量的可能危险

因素进行分析,并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喘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API 阳性组首次毛细支气管炎时病情严重程度较 API 阴性组高(χ2 =5.792,P<0.05);API 阳性组

轻度患儿喘息､ 哮鸣音､ 咳嗽消失时间较 API 阴性组长(t = 4.4803,5.8707,6.4573,P 均<0.05);随访

1 年后 API 阳性组患儿喘息≥4 次发生率较 API 阴性组高(χ2 =27.091,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婴幼

儿反复喘息与父母哮喘史､ 吸入过敏原阳性､ 变应性皮炎(湿疹)､ 食入过敏原阳性､ 嗜酸性粒细胞

计数升高､ RSV感染､ 过敏家族史､ 被动吸烟､ 经常哭闹､ 母乳喂养等因素有关(χ2 
=5.011~36.982,P 均<0.05),而与饲养宠物､ 剖宫产等因素无关(χ2 =0.445,2.618,P 均>0.05);经过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API 阳性(OR=7.449,95% CI:2.394~23.183,P=0.001)､ RSV 感染

(OR=3.872,95% CI: 1.308~11.461,P=0.014)､ 过敏家族史(OR=6.073,95% CI: 
1.952~18.899,P=0.002)､ 被动吸烟(OR=3.860,95% CI :1.230~12.113,P=0.021)､ 经常哭闹

(OR=3.187,95% CI: 1.043~9.734,P=0.042)均为喘息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母乳喂养

(OR=0.274,95% CI :0.089~0.849,P=0.025)为喘息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 婴幼儿首次毛细支气管炎后反复喘息的发生与 API阳性､ RSV感染､ 过敏家族史､ 被动吸烟

､ 经常哭闹､ 母乳喂养等 6 个因素显著相关,而与 API 阳性的相关性 明显。母乳喂养则为独立保

护因素。API 阳性婴幼儿首次毛细支气管炎时病情相对严重且喘息症状持续时间长。 
 
 
PO-1380 

儿童附红细胞体病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 4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李建国,张丹,周志轩,李胜男,康闵,赖建铭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 4 例附红细胞体病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HPS)儿童的临床特点,以提高对该病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2017 年 1 月在我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确诊的 4 例附红细胞体病合并

HPS 儿童的临床资料,以“附红细胞体病”“儿童”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建库至 2017 年 1
月)中检索,并以“Eperythrozoonosis”an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为检索词,在 PubMed 数据库

(建库至 2017 年 1 月)中检索,结合文献分析总结该病的临床特点。 
结果 4 例儿童,男 1 例,女 3 例,年龄分别为 9月､ 11月､ 2 岁､ 17 岁。均以长期发热为主要表现,3
例有皮疹,2 例有关节肿痛,1 例有传染病接触史;血常规提示白细胞正常或者偏低,均有不同程度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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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CRP 及 ESR 明显升高;外周血涂片检查确诊附红细胞体病。均在发热 1 月左右病情骤然加重合

并 HPS;3 例给予阿奇霉素治疗附红细胞体病,甲基泼尼松龙冲击､ 人免疫球蛋白等治疗 HPS,住院

1~2 月,病情好转出院,随访 6 月~2 年,病情稳定;1 例放弃治疗出院后死亡。在 PubMed 数据库中未

检索到相关报道,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检索到 9 例儿童附红细胞体病,仅 1 例合并 HPS,加上本

组报道共 5 例。 
结论 儿童附红细胞体病少见,多以长期不明原因发热为首发症状;该病有类似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

型的表现,但白细胞往往不高,有经验者通过外周血涂片即可确诊;轻中度感染的附红细胞体病预后好,
而重度感染尤其是年龄小于 2 岁者合并 HPS 的可能性大,病情凶险,死亡率高;儿童附红细胞体病一

旦出现病情进一步加重,应高度警惕合并 HPS 可能,尽早完善相关检查,确诊后积极抗感染并按照

HLH-2004 治疗方案进行治疗方能改善预后,反之预后差。 
mily:"Times New Roman";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mso-font-kerning:1.0pt;mso-
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 ZH-CN;mso-bidi-language:AR-SA'>)儿童的临床特

点,以提高对该病诊治水平。 
 
 
PO-1381 

肌炎特异性抗体在幼年特发性炎性肌病的临床应用 
 

李建国,王新宁,周志轩,朱佳,李胜男,侯俊,许英杰,赖建铭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肌炎特异性抗体(Myositis Specific Antibodies,MSAs)在幼年特发性炎性肌病(Juvenile 
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ies,JIIMs)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首都儿科研究所风湿免疫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诊治的 32 例 JIIMs 患儿的

临床资料,所有患儿均经过肌酶､ 肌电图､ 肌肉核磁共振及肌肉活检等检查确诊 JIIMs。并对所有患

儿进行 16 项 MSAs 检测,留取患儿全血 2ml,采用 ELASA 的方法对患儿血清进行检测。 
结果 共 32 例,男 12 例,女 20 例,起病年龄从 1 岁余到 14 岁,平均年龄 7.7±0.5 岁。其中典型幼年皮

肌炎 25 例,幼年多肌炎 3 例,重叠综合征 3 例,无肌病性皮肌炎 1 例。JIIMs 阳性 22 例,阳性率为

68.8%,阴性者 10 例。其中男性阳性为 5 例,阳性率为 41.7%,占总的阳性患者 22.7%;女性阳性为 17
例,为 85.0%。 常见的抗体为抗 NXP2 抗体(11 例),占所有阳性患者的 52.4%,其次为抗 TIF1γ 抗体

及抗 MDA5 抗体,分别为 3 例,各占 14.3%,其他相对少见的抗体为抗 KU 抗体(2 例)､ 抗 MI-2a 抗体

(1 例)､ 抗 SRP(1 例)。抗 RO-52(4 例),其中有 3 例患者同时合并其他抗体阳性,包括抗 NXP2､
SRP 及 MDA5 抗体。在 11 例抗 NXP2 抗体阳性患者中,3 例有消化道症状,其中 2 例有肠穿孔 2 例

为幼年型多肌炎;2 例有钙化,其中 1 例严重的全身广泛钙化;2 例合并脂肪营养不良。3 例 MDA5 阳

性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肺间质病变,患儿临床无自觉不适,无咳嗽等表现,其中 1 例有严重肺间质病变,肺
大泡､ 纵膈积气､ 气胸､ 皮下气肿,查体有呼吸急促;另外 2 例有不同程度的肺间质病变。2 例抗 KU
抗体阳性者,男女各 1 例,男性患儿为无肌病性皮肌炎,表现为全身严重皮疹,皮肤黑色素沉着,无肌肉

病变;1 例女性患儿表现为典型皮肌炎,皮疹重,同时皮肤黑。1 例抗 SRP 抗体阳性者临床提示为坏死

性肌炎表现,CK 及肌红蛋白亦明显升高,肌肉病变严重,无皮疹表现。 
结论 MSAs 在 JIIMs 中检出率高达 70%,而在女性患者中的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MSAs 对诊断

JIIMs 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尤其对临床及实验室检查不典型的病例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在
MSAs 中,抗 NXP2 抗体为 常见的抗体,其次为抗 TIF1γ､ MDA5 及 RO-52 抗体,与成人 MSAs 谱明

显不同,但是各个抗体的临床表型与成人类似;抗 NXP2抗体阳性可出现消化道穿孔､ 严重钙化及脂

肪营养不良;所有抗 MDA5 抗体阳性的患者均有轻重不等的肺间质病变,临床往往无呼吸道症状,需行

肺部高分辨 CT 及肺功能方能发现。不同类型 MSAs 的临床表型不同,对于临床表型的预测和预后

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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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82 

儿童寡肌病性皮肌炎合并肺间质病变两例报告 
 

江璐,沈芸妍,朱赟,徐勤英,李晓忠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托珠单抗对儿童寡肌病性皮肌炎合并肺间质病变的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 例寡肌病性皮肌炎合并肺间质病变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治疗与预后,并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 例 1 女,10 岁 11 月患儿和例 2 男,8 岁 5 月患儿起病时有气促,但无肌肉损害的临床表现;查体有

典型皮疹,但肌力及肌张力正常;实验室检查以血清铁蛋白､ 乳酸脱氢酶､ 谷丙及谷草转氨酶升高为

主,肌酸肌酶除首次入院时稍高,复查始终在正常范围;高分辨 CT(HRCT)示肺间质病变。临床诊断为

寡肌病性皮肌炎合并肺间质病变。例 1患儿经大剂量激素､ 环磷酰胺､ 环孢素､ 吡菲尼酮及丙种球

蛋白等治疗, 终死亡。例 2 患儿在常规激素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托珠单抗(80 mg × 3 支/次,2 次),病
情稳定,随访复查各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结论 儿童寡肌病性皮肌炎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不典型,病死率高。本组 2 例患儿 1 例托珠

单抗治疗有效。 
 
 
PO-1383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水平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疾病活动度评估中的价值分析 

 
冯烨,张宇,唐雪梅,周娟,赵晓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Amyloid A Protein,SAA)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JIA)疾病活动度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JIA 患儿 102例收集其血常规､ SAA､ 血沉(ESR)､ C 反应蛋白(CRP)及骨密度结果,采
用幼年关节炎疾病活动评分(Juvenile arthritis disease activity score with 27 joints, JADAS-27)对疾

病活动程度进行评估并比较其相关性。抽取年龄性别成组匹配的健康体检儿童 51 例作为对照组。 
结果 JIA 患儿血清 SAA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96.1mg/L & 16.8mg/L,p<0.05).血清 SAA 水平在

全身型 JIA 患儿中较关节型患儿升高明显。活动期 JIA 患儿 SAA 水平较稳定期显著升高。SAA 与

CRP(rs=0.819)､ ESR(rs=0.712)均呈显著正相关(p<0.001)。SA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达 0.795,仅次于血沉(AUC = 0.860),较 CRP 及其他指标更高。当 SAA 或血

小板任意一项异常,且二者之和大于 354 时,判断疾病活动敏感性达 0.71,特异性达 0.84。JADAS-27
评分与 SAA､ CRP 均呈低度相关(r 值 0.33-0.48,p<0.01),与血沉呈中度相关(r=0.64)。疾病高度活

动状态下,SAA 显著升高。 
结论  
 SAA 在全身型及活动期 JIA 患儿中明显升高,且与传统炎症指标及活动度评估量表得分呈正相关,在疾病

高度活动状态时升高显著,SAA 联合血小板计数有望作为新的 JIA 疾病活动度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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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84 

儿童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李冀,武跃芳,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介绍儿童腺苷脱氨酶 2 缺乏症(Deficiency of ADA2,DADA2)的疾病特点,加强中国儿科临床医

生对儿童 ADA2 缺乏症的认识,促进临床医生对该病的早起识别和诊断。 
方法 介绍 1 例基因诊断的中国儿童 ADA2 缺乏症病例临床特点,并作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5 岁女童,以“口腔溃疡 1 年 8 月,反复发热 9 月余”为主诉于 2014-3 就诊于我院,2012-8 左

右患儿开始出现反复多发口腔溃疡,2013-6 无诱因出现反复发热,低热为主,2013-11-29 开始出现弛

张型高热,伴有跛行,右膝关节活动受限､ 左足第 2趾关节红肿､ 双踝关节肿胀,足背可见散在红斑､

触之有结节,四肢及面部均可见红色不规则类似网状斑疹。WBC､ ESR､ CRP 升高,各种感染检查

阴性;双髋 MR 平扫示双侧髋关节腔少量积液,双侧臀大肌水肿､ 左侧为著。2014-8-1 加用足量激素

治疗,及甲强龙冲击､ MTX､ 环孢素等,患儿仍反复发热,炎症指标反复升高。考虑自身炎症性疾病可

能性大,停用环孢素,MTX,先后加用秋水仙碱,益赛普,加用益赛普后,患儿症状好转,9 月后患儿再次出

现上述症状,患儿皮疹,口腔溃疡,关节症状等未得到有效控制。患儿 2014-4-18 出现右眼外斜,内转受

限,睡醒后右睑下垂,左侧鼻唇沟变浅,行走不稳,头颅 MRI提示左侧基底节区亚急性出血灶､ 右侧丘

脑梗死灶;CSF､ 头 MRA 未见异常。基因检查:CECR1 基因有 2 个杂合突变,(1)c.851G>T,导致氨基

酸改变 p.G284V,为错义突变。家系验证分析,其父该位点无变异,其母该位点杂合变异。

(2).c.254A>T,导致氨基酸改变 p.N85I,为错义突变。经家系验证分析,其父该位点杂合变异,其母该位

点无变异。此基因变异为复合杂合变。实验室检查外周血 ADA 值 2.1U/L(正常值 4-24U/L)。 
结论 ADA 是一种氨基水解酶,参与嘌呤核苷代谢过程。ADA 有两种同工酶,分别是 ADA1 和

ADA2。ADA2 是由 CECR1 基因编码。仅存在于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内,其对脱氧腺苷的亲和力较弱,
故 ADA2 在生物体内的脱氨作用极弱。CECR1 无功能性突变导致 ADA2 缺乏;其特征为早发血管损

害伴有青斑皮疹及全身表现,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轻度免疫缺陷等。临床上可以表现为慢性复发性系

统性炎症伴有发热和急性期反应物升高;皮肤表现为网状青斑､ 斑丘疹､ 结节性红斑等;神经系统症

状可表现为缺血性脑梗赛､ 出血性脑卒中､ 一过性单神经炎或永久性多神经病变;还可累及消化系

统､ 呼吸系统､ 肾脏等。实验室检查可有 ESR､ CRP升高､ 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白细胞增多,自身抗

体阴性､ 轻度免疫缺陷､ 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等;治疗 TNFα拮抗剂､ 激素､ DMARD､ 抗凝､ 酶替代

､ 新鲜冰冻血浆,严重者可选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无标准治疗方法。 
 
 
PO-1385 

抗 α-1,4-D-聚半乳糖醛酸抗体是儿童非肾炎型 
过敏性紫癜发生的危险因子 

 
缪美华,朱云芬,薛建,季正华,邵雪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研究血清抗 α-1,4-D-聚半乳糖醛酸(PGA,果胶的主要成分)抗体,特别是 IgA 型抗体与儿童非肾

炎型过敏性紫癜(HSP)的关系,以阐明抗 PGA 抗体在儿童 HSP 发生中的作用。 
方法 以非肾炎型 HSP 急性期患儿为研究对象,荨麻疹急性发作､ 急性呼吸道感染､ 外科择期手术患

儿及新生儿为对照,检测血清抗 PGA IgA 型和 IgG 型抗体(PGA-IgA､ PGA-IgG)､ PGA/PGA-IgA 循

环免疫复合物(PGA/PGA-IgA CIC)和 14 种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比较分析 HSP 与已知食物不耐阳

性消化科腹泻患儿 C3､ C4､ IgA､ IgG 和 IgM 体液免疫水平;分析抗 PGA 抗体水平在各研究组的分

布,与细胞､ 体液免疫的关系,以及在非肾炎型 HSP 发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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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荨麻疹､ 急性呼吸道感染､ 外科对照､ 新生儿组相比,儿童非肾炎型 HSP 患儿体内 PGA-
IgA､ PGA-IgG 显著升高(p<0.001),尤其是 PGA-IgA,其针对 HSP 的 ROC 曲线 AUC 为

0.91(p<0.001);PGA/PGA-IgA CIC也比外科对照､ 新生儿组显著升高(p<0.001),且与 PGA-IgA 相关

(r=0.997,p<0.01)。与同龄正常人群相比,HSP 患儿的 CD3+､ CD3+CD4+ T 细胞和 CD3-

CD16+CD56+NK 细胞显著下降(p<0.001),而 CD3+CD8+ T 细胞､ CD3-CD19+､ CD19+CD23+ B 细

胞,以及血清 IgA､ IgG､ IgM 显著上升(p<0.001);PGA-IgA 除与血清 IgA 水平相关外

(r=0.310,p<0.001),仅与 C3 存在着相关显著性(r=0.125,p=0.049),而 PGA-IgG与各细胞､ 体液免疫

指标均无相关显著性。食物不耐阴性､ 不同程度的食物不耐阳性 HSP 患儿中细胞免疫功能和体液

免疫除食物不耐阳性 HSP 患儿的 IgG 高于阴性患儿(p=0.009)外,其余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
食物不耐阳性的消化科腹泻患儿相比,HSP 患儿的 IgA 平均值比正常人群上升 6.34 倍,IgG 平均值比

正常人群上升 0.64 倍;而腹泻患儿的 IgA 平均值比正常人群上升 0.94 倍,IgG 平均值比正常人群上升

0.10 倍。 
结论 抗 PGA 抗体,尤其是 PGA-IgA,以及 PGA/PGA-IgA CIC 的特异性升高,是儿童非肾炎型 HSP
发生的危险因子,但食物不耐不是导致 HSP 患儿抗 PGA 抗体升高的主要因素。 
 
 
PO-1386 

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合并运动､ 智能､ 语言倒退 1 例 
并文献复习 

 
王琳,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该病例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CVID)合并临床运动､ ;智力倒退的可能病因､ 临床特点､

诊断､ 鉴别诊断及治疗。 
方法 报告 1 例长期随诊的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临床随诊过程中出现渐进性运动､ 智能､ 语言倒

退,并结合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男孩,10 岁,3 岁起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8 岁就诊我院,检测 IgG 0.78 g / L, IgA 0.2 g / L, IgM 
0.32 g / L. 诊断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基因检测结果为:染色体 chr7-50450304,IKZF1 基因杂合突

变,C.488A>C,致氨基酸改变 P.H163P.疾病表型为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病 13 型(CVID)。自 2015 年

确诊后接收每 3 至 4 周一次人免疫球蛋白输注,剂量为 400-500mg/kg,3 个月后患儿逐渐出现性格改

变及轻度行为异常,症状在 2 年间缓慢进展,出现运动､ 智能､ 语言倒退,表现为行走不稳､ 无法写字

､ 注意力､ 计算力､ 定向力丧失､ 吐字不清､ 语言匮乏,至第 3 年,患儿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需要家人

全程看护。期间患儿无反复发热等感染表现,头颅核磁表现为进行性脑白质病,期间我们进行了多次

腰椎穿刺检测脑脊液微生物培养,均无异常结果,且我们检测过三次脑脊液微生物宏基因组检查,也未

发现阳性结果。曾暂停丙种球蛋白使用,临床未见好转。曾怀疑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感染,经验性应用

阿昔洛韦抗病毒治疗 10 天无明显好转。因不除外自身免疫性脑炎,应用泼尼松 1mg/kg,短期有临床

改善,之后又再次加重。家族史:母亲检测 IgG 1.03g / L , IgA 0.00g / L , IgM 0.02g / L,未明确诊断。 
结论 CVID 出现神经系统表现不少见,原因并不清楚,通过检索文献,我们发现有怀疑与 IVIG 输注有关

的,根本原因仍是由于 IVIG 是人血制品,可能存在未知未被检测的病毒,这些病毒在正常人群中可能

并不致病,而在免疫缺陷的患者中则会引起症状,被报道与进行性脑白质病(PML)有关的是 JC 病毒及

BK 病毒,前者为主,且通过脑组织活检已证实有 JC 病毒浸润脑细胞造成 PML,抗病毒治疗可能有效,
但该例患儿拒绝行脑组织活检,而脑脊液､ 血多次检测 JCV､ BKV 无阳性结果。另外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免疫缺陷病的病人同时存在免疫紊乱,易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以也不能除外自身免疫性脑炎

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免疫缺陷病人是否需要使用人免疫球蛋白治疗目前看也是一把双刃剑,人免疫

球蛋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安全”,仍需要谨慎使用。 
 
PO-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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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 IFNGR1 缺陷患者临床特征及治疗分析 
 

应文静,刘丹如,王文婕,孙金峤,惠晓莹,侯佳,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IFNGR1 缺陷是一种罕见原发免疫缺陷病,其主要以反复分枝杆菌感染为临床特点。目前国内

仅有个案病例报道。本文通过对 4 例 IFNGR1 缺陷患儿的随访分析,了解该病在中国的发病､ 临床

特征及遗传学特征。 
方法 1)回顾性分析 4 例 IFNGR1 缺陷患者就诊时资料,并随访其临床特征及目前情况;2)免疫遗传研

究:常规免疫功能评估除外其他明确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检测干扰素-γ 产生能力,IFNGR1 蛋白表达以

及全外显子分析或 panal 明确基因。 
结果 4 例患儿分别来自中国 4 个不同省区,均为女孩,其中 2 例患儿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

房间隔缺损)。起病年龄:3 例患儿生后 3 天内接种卡介苗,1 例患儿 19 月龄接种,均在接种后 2 月内

出现卡介苗接种部位破溃不愈。其他受累及组织器官:4 例患儿中 1 例患儿发生区域感染,1 例患儿发

生远距离感染,2 例患儿出现播散性感染,主要累及淋巴结､ 皮肤､ 肺及中枢神经系统。所有患儿产

生 INF-γ 能力下降,2 例患儿 IFNGR1 蛋白表达存在异常(其余 2 例未检测)。基因分析:4 例患儿均明

确 IFNGR1 基因缺陷,2 例纯合突变(错义突变及移码突变),2 例杂合突变(均为错义突变)。治疗及预

后:4 例患儿均予抗痨治疗。1 例患者经正规抗痨方案治疗时间小于 1 年,已治愈;1 例患儿未予规律抗

痨治疗,意外死亡。另 2 例患儿(均为纯合突变)经积极抗痨并加用 rhIFN-γ 治疗数年,分枝杆菌感染控

制,现 1 例患儿巩固治疗中,另 1 例患儿予行脐血干细胞移植,因移植后排异及感染死亡。 
结论  IFNGR1 缺陷在国内外均罕见,其临床特点及免疫表型多变。抗痨药物联合 rhIFN-γ 治疗可有

效控制分枝杆菌感染。干细胞移植为唯一根治手段,但仍缺乏经验。 
 
 
PO-1388 

合并脑血管炎的两例 XLP 病例研究 
 

刘璐瑶,孙金峤,王文婕,应文静,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X 连锁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XLP)是一种罕见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其主要的临床表现有 EBV
感染导致的嗜血细胞淋巴细胞增多症､ 恶性 B 细胞淋巴瘤､ 进行性加重的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也会

出现血管炎,再生障碍性贫血和淋巴样肉芽肿病等少见的表现。XLP-脑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疾病,迄
今为止,共报道过 5 例 EBV 无关的 XLP-脑血管炎的病例,本研究探讨两例无血缘关系的 XLP-脑血管

炎的患者的临床表现､ 免疫学特征､ 基因分析及治疗等情况,丰富该病的临床表现,为该病诊断和治

疗提供临床依据,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以两例临床表现疑似 XLP 脑血管炎的男性患儿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两例患儿的临床资料,采
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淋巴细胞亚群及免疫功能和 SAP 蛋白的表达的检测,采用 Sanger 测序方法检测

SH2D1A 基因变异,腰椎穿刺抽取脑脊液进行 EBV DNA 的检测。 
结果 1､ (1)先证者 1 为男性患儿,发病年龄为 9 岁,生后反复感染,1 岁时患有 EBV 相关的噬血淋巴细

胞综合征,治疗后好转。该患儿反复发热､ 头痛､ 呕吐､ 左侧肢体偏瘫,伴有免疫球蛋白低,脑脊液检

查发现 EBV-DNA 和 HHV-7 DNA 阳性,头颅 MRI 显示脑白质脱髓鞘改变。根据其临床表现及辅助

检查,怀疑 XLP 相关脑血管炎。家族史分析,其母姐姐儿子(表弟)1 岁时也患有 EBV 相关的噬血淋巴

细胞综合征。(2)SAP 蛋白检测发现,该患儿及其表弟 SAP 蛋白不表达,其母及其阿姨部分表达,患儿

父亲正常表达。(3)基因分析发现,该先证者及其表弟 SH2D1A 基因 c163C>T 突变。家系基因分析,
患儿母亲及其阿姨为携带者,其父基因型正常。(4)患儿接受降低剂量预处理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患儿 XLP 相关脑血管炎的临床表现好转。 2､ (1)先证者 2 为男性患儿,发病年龄 4 岁,主要表现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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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头痛､ 呕吐､ 中高热,伴有肢体偏瘫。平素易感染,反复出现中耳炎,生后 10 月曾患 EBV 相关噬

血细胞综合征。免疫学检查提示 CD4/CD8 比例倒置,免疫球蛋白均明显降低;头颅 MRI 提示脑皮质

弥漫性病变;血液及脑脊液 EBV-DNA 阴性。家族史提示其母姐姐儿子 2 周岁曾患重症 EB 病毒感染,
治愈后目前体健。(2)基因学检查,SH2D1A 基因 c.124T>C,来源母亲,其母为携带者,患儿父亲基因型

正常。(3)该患儿病情进展迅速,常规治疗及输注免疫球蛋白疗效不佳,随访患儿死亡。 
结论 XLP合并脑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 进展快､ 死亡率高的疾病,本研究中的两例病例的临床表现

及其基因型在之前的相关研究都已报道,本研究丰富了 XLP相关脑血管炎的临床表现､ 基因型以及

治疗经验。目前只报道过一例患儿成功接受 HSCT 治疗后并好转,先证者 1 接受 HSCT 治疗后好转,
常规治疗疗效不佳,早期诊断､ 早期进行 HSCT 是目前患儿存活的唯一方法。 
 
 
PO-1389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100 例临床分析 
 

丁俊琼
1,刘丹如

1,侯佳
1,王文婕

1,孙金峤
1,王晓明

1,2,王晓川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伴嗜酸性粒细胞(EOS)增多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儿童临床特征､ 病种构成,外周血

EOS 绝对计数变化程度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09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免疫科确诊的 PID 伴 EOS 增多 100
例患者,总结其临床表现,免疫功能检查以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动态变化。 
结果 (1)我们分析了 332 例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其中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100 例,高达 30.12%,EOS
轻度､ 中度､ 重度增多分别 63 例(63%)､ 23 例(23%)､ 14 例(14%)。(2)伴 EOS 增多的 PID 病种

主要有:慢性肉芽肿病(CGD)所占比例 多 24 例(24%);其次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9 例(9%),中性粒细胞

缺乏症 9 例(9 %),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8 例(8%),高 IgE 综合征 5 例(5%),湿疹血小板减少伴

免疫缺陷综合征(WAS 综合征)5 例(5%)。另外,一些涉及免疫机制疾病如木村病､ 色素失调症､ 特

发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均为重度增高,且 EOS 呈持续性增高。(3)PID 伴 EOS 增多,男 78 例,女 22
例,中位年龄 2 岁 10 月。(4)EOS 范围多变,范围(0.51-43.06)×109/L, 高达 43.06×109/L。(5)总 IgE
增高(IgE 正常值<100IU/L)20 例。(6)EOS增高原因包括过敏､ 感染,部分可能由于药物因素所致,亦
或是自身基因缺陷所致。(7)EOS 在 PID 急性期呈增多,而当疾病好转或者感染控制时,EOS 呈下降

趋势;而 EOS 持续增多可能提示病情进展期或者加重。 
结论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占相当大比例,男性及婴幼儿居多,程度以轻中度为主。

PID 合并 EOS 增高主要集中 SCID､ CGD､ HIES 以及 WAS 这 4 类疾病。患儿临床存在不同程度

感染,表现为发热､ 皮疹､ 腹泻､ 咳嗽､ 气促､ 便血等。EOS 可作为机体免疫状况评估指标,EOS
增多作为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临床预警之一,其增高具体原因不明。因此,明确基因诊断,从基因水平

了解此类疾病,随着收集收据的增多,可以评估某些突变是否与不同的临床结果有关,可能有助于对原

发性免疫缺陷病实现精准医疗 
 
 
PO-1390 

慢性肉芽肿病患儿 169 例临床及遗传学特征 
 

周钦华,惠晓莹,应文静,刘丹如,王莹,孙金峤,王文婕,侯佳,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分析上海单中心大样本 CGD 患儿的临床及遗传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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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我们中心 2004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诊断的 CGD 患儿。回顾分析患儿病房住院病史及

门诊随访资料,并电话随访患儿目前生存状态。收集患儿的人口学特征､ 起病､ 感染及非感染并发

症､ 遗传学特征,以及治疗和预后信息。 
结果 169 例 CGD 患儿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 162 例,7 例女性;出生年月从 1991 年至 2017 年。

106 例患儿曾经住院治疗。169 例患儿中,致病基因为 CYBB 的 150 例,CYBA7 例,NCF1 5 例,NCF2 
7 例。患儿的中位起病年龄为 1 月(1,3),中位诊断年龄为 8 月(3,19),诊断和起病平均延迟年龄为 5.5
月(1.2,16.5)。肺部､ 皮肤､ 淋巴结､ 消化道､ 肛周､ 血流为常见的感染部位,分别为

95.9%(125/130),58.5%(76/130),45.4%(59/130),43.1%(56/130),28.5%(37/130)。对于肺部感染,回
顾了 98 例患儿肺部 CT 的影像报告,肺部结节､ 实变､ 纵隔或肺门淋巴结肿大､ 胸膜增厚或者渗出

､ 以及左腋下淋巴结肿大为常见的影像学特征,分别为 60.2%(59/98),50%(49/98),39.8%(39/98),以
及 35.7%(35/98)。本组病例中从痰液共培养分离出 20 株细菌,培养出曲霉菌 1 株,血液 GM 阳性率

为 35.1%(26/74)。86.5%(77/89)患儿确诊或者可疑 BCG 感染。贫血､ 肝功能损害为 常见非感染

并发症,分别为 74.2%(72/97),46.4%(45/97)。CYBB基因突变无义突变､ 错义突变､ 拼接位点突变

分别为,32.2%(47/146),21.2%(31/146),21.9%(32/146);和 HGMD 数据库比对,共发现 43 种新突变。

对于 CYBA 基因突变,4 例为无义突变,2 例错义突变。对于 NCF1 患儿,5 例都为缺失突变。对于

NCF2 基因突变,2 例为无义突变,3 例为错义突变,1 例为缺失突变。本组患儿中,83.6%(97/116) 患儿

接受过 SMZ 的治疗,84.2%(101/120)接受过 γ-IFN 的治疗,82.1%(96/117)接受过抗真菌治疗,59.5% 
(69/116)接受过抗痨治疗,其中 31 例患儿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28.4%(48/169)患儿死

亡,49.1%(83/169)患儿存活,22.5%(38/169)失访。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患儿中,19.4%(6/31)死
亡,71%(22/31)存活,9.7%(3/31)失访。 
结论 CGD 患儿中,绝大部分为 CYBB 基因突变。患儿起病年龄早,感染发生的频次高,肺部､ 皮肤､
淋巴结为 常见的感染部位。卡介苗感染为本组患儿中常见的问题。 
 
 
PO-1391 

单中心儿科风湿性疾病谱的演变 
 

张涛,孙利,刘海梅,史雨,李国民,周利军,徐虹 
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风湿科 201102 

 
 

目的 了解近 12年风湿科住院病人疾病种类､ 严重并发症及变化趋势,提高对风湿性疾病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2016 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风湿科住院治疗 3312 例病人临床资料,以 6
年为单位进行阶段性分析并比较。 
结果 病种变化:1.近 12 年疾病前四名分别为:过敏性紫癜 2109(63.7%)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574(17.3%)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309(9.3%)例及幼年型皮肌炎 82(2.5%)例;2.近 6 年疾病排名无变化,
皮肌炎及幼年型关节炎发现逐年升高,近 6 年分别增长 346.7%(15 VS 67 例)和 102.1%(190 VS 384
例)。3.随着系统性红斑狼疮病人逐年增长(112/1499 VS 197/1813),近 6 年重症狼疮人数较前增多

(35/112 VS 55/197)4.近 6 年住院的其他风湿性疾病种类由原来的 13 种提升到目前 33 种。 
并发症及死亡率:1.近 12 年有 12.9%(26/201)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并发巨噬细胞活化,占所有风

湿性疾病并发巨噬细胞活化的 63.4%(26/41)。近 6 年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并发巨噬细胞活化

患者明显增多(5/84 VS 23/117,P<0.05);2.近 12 年并发严重肺部(肺间质､ 结节性､ 囊性､ 支气管扩

张等)病变患者占 2.3%(77/3312),以皮肌炎 为多见(21/3312),其中 25.6%(21/82)合并肺间质病

变。近 6 年并发严重肺部(肺间质､ 结节､ 囊性等)病变患者明显增多(17/1499 VS 
60/1813,P<0.05)。3.近 12 年风湿相关疾病死亡率仅为 6.3‰(21/3312),47.6%发生于系统性红斑狼

疮(10/21),主要死亡原因为脑疝､ 脑出血(4/10)。近 6 年系统性红斑狼疮死亡率有所下降(5/112 VS 
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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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 6 年风湿科住院病人主要构成无变化。在每年总病人数相对稳定情况下,少见､ 疑难､ 危重

病种逐年增多。虽近 6 年系统性红斑狼疮仍是风湿性疾病主要死因,但死亡率逐年下降。通过新型

诊断､ 生物制剂等干预手段的不断完善,患者预后得到改善。 
 
 
PO-1392 

JIA 患儿血清脂肪因子 Chemerin,Omentin-1 和 Adiponectin
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张新艳,杨婷婷,何婷,凌家云,温宇,胡秀芬,万丽君,魏俊,卢慧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检测初次确诊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活动期血清脂肪因子 Chemerin,Omentin-1 和

Adiponectin 水平变化, 进一步探讨脂肪因子与 JIA 疾病分型以及疾病活动性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于我院住院的初次确诊的 JIA 患儿 49 例作为 JIA 实验组,其
中少关节型 17 例,多关节型患儿 16 例,全身型 16 例;同时分别选取性别､ 年龄相匹配的 20 例发热患

儿(主要为同期于我院住院的肺炎患儿)及 20 例健康儿童作为发热对照组和正常对照组。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49 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患儿活动期血清脂肪因子 Chemerin,Omentin
和 Adiponectin 水平,全自动生化测定仪检测血脂,包括甘油三酯(TG)､ 胆固醇(TC),氨基末端脑钠肽

前体(NT-ProBNP)和高敏 C-反应蛋白(CRP)､ 血沉(ESR)､ 降钙素原(PCT)等炎性指标。 
结果 (1)JIA 活动期血清脂肪因子 Chemerin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发热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JIA 组血清脂肪因子 Omentin-1 和 Adiponectin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和发热对

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对比分析 JIA 各亚型之间脂肪因子水平,发现少关节型､ 多关节型和全身型之间脂肪因子水平无

明显差异性(P>0.05); 
(3)相关性分析发现脂肪因子 Chemerin 和 Adiponectin 呈显著负相关(R=-0.579,P<0.001),而脂肪因

子 Omentin-1 与 Adiponectin 呈明显正相关(R=0.318,P<0.05),脂肪因子 Chemerin 与 IL-1β 呈负相

关(R=-0.432,P<0.05);全身型 JIA 脂肪因子 Omentin-1 与 TNFα 呈显著正相关(R=0.678,P<0.05),而
与血甘油三酯呈负相关(R=-0.550,P<0.05),全身型 JIA 患儿 Adiponectin 水平与 TG 呈显著负相关

(R=-0.715,P<0.05);多关节型 JIA 脂肪因子 Chemeirn 水平与炎性因子 TNFα(R=0.857,P<0.05)､ IL-
6(R=0.674,P<0.05)及降钙素原(PCT)(R=0.551,P<0.05)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维生素 D25 呈负相关

(R=-0.518,P<0.05);少关节型 JIA 脂肪因子 Chemerin 水平与降钙素原(PCT)呈显著正相关

(R=0.604,P<0.05); 
结论 JIA 活动期表现出明显的高 Chemerin 水平,而脂肪因子 Omentin-1 与 Adiponectin 则呈现明显

的低水平,且脂肪因子水平与炎性因子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脂肪因子 Chemerin,Omentin-1 及

Adiponectin 作为新型炎症因子,可能参与了 JIA 活动期的炎症反应及局部浸润。 
 
 
PO-1393 

一例 UNC13D 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家族性嗜血合并 
体液免疫缺陷的相关研究 

 
赵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1 展现一例由 UNC13D 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慢性家族性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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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讨此例患儿出现体液免疫缺陷的原因 
方法  
1 病史询问以及体格检查 
2 密度梯度离心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 K562 共培养后流式分析法检测 CD107a 的

表达,判断 NK 细胞的细胞毒活性,用 IL2 以及 anti-CD3 刺激后分析 CTL(细胞毒性 T 细

胞)的细胞毒活性 
3 流式分析法检测 NK 以及 CTL 细胞表面的穿孔素的表达以及 Tfh 细胞数量的检测 
4 Western Blot 检测 Munc13-4 蛋白的水平 
5 UNC13D 基因进行 PCR 扩增后一代测序 
结果 患儿,女,9+岁,以反复发热,肝脾肿大 8+年,全血下降 3+年为主要表现,患儿 9 月大起

病,无明显诱因出现反复发热,肝脾肿大以及全血细胞下降,呈慢性嗜血表现,给予患儿抗

感染,丙球,红细胞以及血小板输注后病情可好转,但易反复,体检发现肝脏肋下 3cm,剑突

下 3.5cm;脾脏:Ⅰ线>22cm Ⅱ线 26cm Ⅲ线 9.5cm。 

患儿多次查血常规提示三系下降,铁蛋白升高,甘油三酯升高,EBV 拷贝数明显升高,多次

淋巴细胞分类提示 B 细胞明显降低,Naïve B 细胞以及记忆 B 降低,IgG,IgM, IgA 下降,骨
髓检查提示细胞增生活跃。 
功能学检查提示细胞毒性 T 细胞(CTL)以及 NK 细胞的细胞毒活性下降,CTL 以及 NK 细

胞表面的穿孔素的表达正常,Tfh 数量无明显降低,Munc13-4 蛋白表达明显降

低,UNC13D 基因有复合杂合突变, exon9 c.743T>C p.Leu248Pro,exon10 c.842A>C 
p.Gln281Pro 均为错义突变 
结论 患儿系由 UNC13D 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家族性嗜血(FHL),与典型的家族性嗜血即

爆发性嗜血不同,此患儿主要为长期慢性嗜血表现,根据 HLH-2004 可诊断为 FHL,给予

VP-16 化疗方案化疗后患儿症状明显改善,全血细胞明显升高。患儿并未使用抗 CD20
单抗,但患儿多次检查提示 B 细胞下降,Naïve B 细胞以及记忆 B 细胞降低,免疫球蛋白

水平明显下降,UNC13D 基因缺陷无法解释患儿的体液免疫缺陷,患儿是否可能存在其他

的基因突变而引起体液免疫需要进一步研究。 
 
 
PO-1394 

流式细胞术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诊断中的应用与价值 
 

王莹,刘丹如,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分析多种流式细胞对细胞亚群及细胞内蛋白表达水平的检测,研究流式细胞术在原发性免

疫缺陷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研究对象包括经临床和常规实验室检查拟诊为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患者共 753 例。以患者父

母作为正常对照。采用多色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法,检测患者及正常对照 T 细胞及 B 细胞不同分

化发育亚群所占百分比和绝对计数。分离患者外周血 PBMC,固定破膜后使用荧光标记的特异性抗

体检测细胞内蛋白表达水平并与正常对照进行比较。 
结果 使用多色荧光抗体流式细胞法检测了 400 例临床拟诊为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及免疫失调性疾病

患者 T 细胞及 B 细胞不同发育阶段细胞亚群所占百分比及数量,这 400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数量

或所占百分比的异常。对 353 例患者使用流式细胞法检测了细胞内可疑致病基因编码蛋白的表达水

平。其中,186 例检测 IL12R 及 IFNR 表达水平的患者中有 42 例检测发现 IL12R 表达缺陷,1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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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NR 表达缺陷,这 53 例患者基因分析均存在 IL12R 或 IFNR 基因突变。49 例检测 IL7R 及 IL2R 表

达水平的患者中有 17 例发现 IL7R 表达缺陷,12 例 IL2R 表达缺陷;30 例检测 CD18 表达水平的患者

中有 3 例存在表达缺陷,这些蛋白表达缺陷的患者通过基因分析均找到了致病突变。我们对 30 例临

床拟诊为血小板减少症的患者进行了 WASP 蛋白的表达分析,其中 8 例蛋白完全无表达,2 例蛋白部

分表达。这 10 例蛋白表达缺陷的患者均检测发现 WASP 基因突变,2 例蛋白部分表达的患者基因突

变类型为剪接位点非保守序列的碱基变异。我们还对 11 例临床拟诊为 X 连锁淋巴增生综合征的患

者进行了 SAP 蛋白表达检测,其中 2 例患者蛋白部分表达,这两例患者均存在 SH2D1A 基因错义突

变。 
结论 流式细胞术不仅能通过检测分析患者不同分化发育阶段细胞亚群的变化判断可能存在的免疫

缺陷,还可以通过检测细胞内蛋白表达水平分析可疑致病基因在疾病中的作用。相比传统的

Western Blot,流式细胞法检测蛋白表达水平具有更高的灵敏度且节约时间。为临床对原发性免疫缺

陷病的快速而准确的诊断提供重要的实验室依据。 
 
 
PO-1395 

24 例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临床特征和感染情况分析 
 

康闽,吴凤岐,周志轩,赖建铭,李胜男,朱佳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的临床特征和感染情况,提高对此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4 例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24 例患儿发病年龄为 9.3±3.2 岁,男女比为 1:3。临床分型中以胸腹主动脉型 多(54.2%),常以

血压升高､ 头痛头晕､ 发热､ 乏力等为首发症状。6 例伴有结核感染,其中 1 例为肺结核。抗链 O
水平升高 3 例(8.3%),EB 病毒感染 2 例(8.3%),细小病毒 B19 感染 1 例(4.2%)。 
结论 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起病形式复杂多样,因此临床诊治过程中需认真体检以期早期识别,以免延

误治疗,预后不佳。 
 
 
PO-1396 

慢性肉芽肿病患儿临床分子特征及记忆 B 细胞相关研究 
 

汪涛,高红,蒋利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慢性肉芽肿病(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CGD)的临床分子特征,分析 CGD 患儿外

周血记忆 B 细胞(Memory B cell,MBC)变化并探寻其相关因素。 
方法 流式细胞术分析疑诊患儿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确定患者;PCR 直接测序法分析患儿 CGD
相关基因(CYBB､ CYBA､ NCF1､ NCF2);流式细胞术检测 CGD 患儿 MBC 百分比､ CD4+T 细胞

表面 CD40L 百分比。 
结果 2015 年 6 月-2017 年 2 月间,共诊断 26 例 CGD 患儿,患儿均为男性,平均起病年龄 2.3 月,平均

诊断年龄 1.4 岁,14 例(53.8%)有男性亲属早年夭折史;肺炎､ 腹泻､ 皮肤黏膜及皮下组织感染､ 肝

脾肿大､ 肝功能异常为本组患儿 常见的临床表现,21 例接种卡介苗的患儿中 14 例(66.7%)发生

BCG 接种异常反应;患儿多出现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增高,以中性粒细胞为主,多有 CRP 增高,免疫球蛋

白正常或代偿性增高,NBT 明显降低,50%患儿找到致病病原菌;患儿呼吸爆发试验明显异常,中性粒

细胞氧化指数(NOI)多数低于 2(1.365±0.1018);21 例(80.8%)患儿发现 CYBB 基因突变,1 例

(3.8%)CYBA 突变,4 例(15.4%)尚未明确致病基因,发现 15 名 X-CGD 携带者。CGD 患儿 MBC 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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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1.267%±0.1416%)较健康对照儿童(2.824%±0.27%)明显降低,CD4+T 细胞表面 CD40L 百分比

(8.186%±2.736%)较健康对照儿童(46.43%±4.619%)明显降低。 
结论 CGD 患儿多于生后即发生严重的细菌及真菌感染,部分患儿伴有 BCG 接种异常反应及男性亲

属早年夭折家族史,患儿白细胞总数显著增高,以中性粒细胞为主,NBT 异常,免疫球蛋白正常或升

高。流式细胞术检测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功能可快速诊断 CGD,基因检测可进一步确诊患者､ 发现

携带者,有产前诊断意义。CGD 患儿存在外周血 MBC 减少现象,MBC 减少可能与 CD4+T 细胞表面

CD40L 表达减少相关。 
 
 
PO-1397 

儿童临床无肌病皮肌炎合并肺间质病变 1 例及文献复习 
 

王红,马明圣,宋红梅,魏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儿童起病的临床无肌病皮肌炎(CADM)合并肺间质病变的临床特点。 
方法 结合 1 例成功治疗的儿童 CADM 合并肺间质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通过检索中英文数据库回

顾性分析儿童 CADM合并肺间质病变的临床特点､ 治疗及预后。 
结果 患儿青春期女孩,Gottron's 征阳性,临床无乏力症状,肌酸激酶､ 肌电图均正常,胸部高分辨 CT
提示肺间质病变。结合本例及检索国内外报道儿童 CADM 合并肺间质病变共 4 例,平均起病年龄

12.3 岁,首发症状分别为 Gottern's 征(75%)､ 发热(50%)。4 例抗核抗体及抗 Jo-1 抗体检查均为阴

性,2 例抗 Ro-52 抗体阳性。3 例(75%)在发现肺间质病变时无呼吸系统临床症状,半年内迅速进展为

呼吸衰竭,1 例患者经积极加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环磷酰胺治疗好转。 
结论  儿童 CADM 合并肺间质病变可呈现为快速进展型肺间质病变,临床疑诊为 CADM 的患儿应完

善肺部影像学检查,如存在肺间质病变应予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积极治疗,改善预后。 
 
 
PO-1398 

幼年皮肌炎 94 例临床分析 
 

王红,李冀,宋红梅,魏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分析 94 例幼年皮肌炎患儿的病例特点及随访情况,总结幼年皮肌炎患儿的临床特点,提出

影响幼年皮肌炎预后的可能因素 
方法 选取 1990 年至 2016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诊治的幼年皮肌炎患儿,回顾性分析患儿的人口学

特征､ 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结果､ 治疗情况､ 随诊情况及病程中出现的并发症。根据随诊情况将患

儿分为单病程组与预后不良组,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得出影响幼年皮肌炎患儿预后的可能危险因

素。 
结果 共纳入符合诊断标准的病例 94 例,其中经典型皮肌炎 90 例,临床无肌病皮肌炎 4 例,其中 2 例

病例因合并肺间质病变､ 肺部感染死亡。坚持随访 3 年以上病例 44 例, 长随访时间 194 个月,31
人达到临床缓解,临床缓解率为 70.45%,达到临床缓解的平均时间为 7.00(4.50-17.00)个月,其中 15
人(34.09%)临床治愈,达到临床治愈的平均时间为 50.46 个月;8 人(18.18%)达到临床缓解,但口服药

物至少有一种尚未减停;8 人(18.18%)在药物减量过程中曾出现疾病复发,但末次复发后可满足临床

缓解标准;12 人(27.27%)病程迁延,始终无法达到临床缓解;1 例(2.27%)激素减量过程中合并 EBV 感

染,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将病情迁延､ 病情反复､ 死亡病例纳入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进行比

较,两组间在起病年龄､ 确诊至起病时间等方面无统计学显著差异,预后不良组存在呼吸系统受累者

更多,与预后良好组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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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幼年皮肌炎可呈现多系统损害,多数病例预后良好,70%以上病例可达到临床缓解,呼吸系统受累

是幼年皮肌炎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幼年皮肌炎患者无论有无呼吸系统临床症状均应完善呼吸系统

评估。 
 
 
PO-1399 

DOCK8 缺陷患儿需要 IVIG 替代治疗 
 

唐文静,窦颖,秦涛,赵晓东,安云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DOCK8 缺陷综合征(DOCK8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DIDS)是 2009 年报道的一类联合

免疫缺陷病,其临床特征为反复病毒感染,严重特应质,早发恶性肿瘤。免疫学异常包括淋巴细胞减少,
抗体功能缺陷,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异常,即 IgE 显著升高､ IgM降低､ IgG 可升高或正常,IgA 可升

高､ 正常或降低。本文分析 DOCK8 缺陷患儿 B 细胞受体组库(B cell receptor repertoire,BCR)特征

､ 抗体亲和力,以期探讨 DOCK8 缺陷致体液免疫异常的机制,同时为非移植治疗 DOCK8 缺陷患者

如静脉丙种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替代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3 例基因确诊为 DOCK8 缺陷患儿及同龄正常儿童,提取外周血 RNA,逆转录 cDNA,运用多

重 PCR 方法扩增 BCR CDR3 区域基因片段,进行深度测序,统计分析 BCR 库多样性,VDJ 基因频率,
体细胞高频突变(somatic hypermutation,SHM)等信息。采用硫氰酸盐洗脱法检测破伤风抗体和流

感嗜血杆菌 B 抗体相对亲和力。回顾性分析 DOCK8 缺陷患儿 IVIG 替代治疗情况及感染情况。 
结果 在 VDJ 基因频率方面,DOCK8 组与正常组相比,IGHV1-2_IGHJ3､ IGHV3-NL1_IGHJ2､
IGHV7-4-1_IGHJ4 降低,IGHV1-58_IGHJ6､ IGHV2-5_IGHJ6､ IGHV3-53_IGHJ5､ IGHV4-
39_IGHJ4､ IGHV4-61_IGHJ4 增高;DOCK8 缺陷患儿 CDR3 区带负电荷的氨基酸较正常对照降低;
体细胞高频突变频率方面,DOCK8 组较正常对照在 IGHV3､ IGHV4-55 基因突变频率明显降低。抗

体亲和力检测结果显示,1 例 DOCK8 缺陷患儿破伤风抗体亲和力较正常对照降低 (2.871 mol/L VS 
5.871 mol/L),2 例 DOCK8 缺陷患儿流感嗜血杆菌 B 抗体亲和力较正常对照降低 (0.302 mol/L VS 
2.027 mol/L, 0.369 mol/L VS 2.326 mol/L)。规律 IVIG 替代治疗的 DOCK8 缺陷患儿感染频率降低

､ 严重程度减轻。 
结论 DOCK8 缺陷患儿 BCR 组库模式改变,抗体亲和力降低。因此,DOCK8 缺陷患儿尽管 IgG 抗体

滴度正常,IVIG 替代治疗仍属必要。 
 
 
PO-1400 

TNF-α 拮抗剂在中国儿童 BLAU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俊梅,李彩凤,王江,韩彤昕,邝伟英,周怡芳,邓江红,檀晓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Blau 综合征是 5 岁以前发病的以肉芽肿性关节炎､ 色素膜炎和皮疹典型三联征为主要表现的

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慢性炎性疾病,发病与半胱天冬酶募集域基因 15(caspase-recruitment 
domain 15, CARD15)突变有关。本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脏器受累及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视力下降

甚至失明和多发性大动脉炎所致的重要脏器功能损害是远期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非甾体类抗炎药

联合糖皮质激素和甲氨蝶呤是治疗 BLAU 综合征的基本用药,对于合并虹膜睫状体炎和大动脉炎的

患者国际上提倡使用生物制剂,但疗效尚不确定。本单位迄今确诊 BLAU 综合征患儿 37 例,其中 22
例患者在非甾体类抗炎药､ 糖皮质激素和甲氨蝶呤基础上应用了 TNF-α 拮抗剂(包括注射用重组人

II 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益赛普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单克隆抗体英夫利昔单抗)治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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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TNF-α 拮抗剂在中国儿童 BLAU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应用效果,包括对临床表现､ 实验室指标､ 重

要脏器损害的改善情况。 
方法 我院风湿免疫科病房诊断的 22 例 BLAU 综合征患儿,在非甾体类抗炎药､ 泼尼松和甲氨蝶呤

治疗基础上,予加用益赛普(0.4mg/kg.次,每周 2 次)或英夫利昔单抗(按 3-5mg/kg.次静点,治疗时间点

分别是 0､ 2､ 4､ 8､ 8､ 8……)治疗。研究应用上述两种药物后 BLAU 综合征患儿临床表现､ 实验

室指标和重要脏器损害的变化情况。 
结果 22 例 BLAU 综合征患儿中男 8 例,女 14 例,年龄为 1 月至 3 岁 6 月。16 例患儿合并虹膜睫状

体炎或多发性大动脉炎,6 例患儿虽无重要脏器受累,但是有反复发热和反复的炎性指标显著升高。

10 例患儿应用益赛普治疗,其中 3 例患儿因效果不佳更换为英夫利昔单抗静点治疗,12 例患儿因脏

器受累重在确诊早期就加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所有患儿均有明显的效果,表现为皮疹消失和关节

肿胀和疼痛减轻,其中皮疹消失 为明显,所有患者应用英夫利昔单抗后炎性指标如血沉和 CRP 明显

下降,虹膜睫状体炎和多发性大动脉炎病情得以控制。 
结论 中国儿童 BLAU 综合征患者应用 TNF-α 拮抗剂,尤其是应用英夫利昔单抗后取得良好的效果,
为 BLAU 综合征患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路。 
 
 
PO-1401 

儿童贝赫切特病患者临床分析及血清 IL-1β､ IL-8､ IL-18､ TNF-
α 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孙巾慧,李彩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对贝赫切特病(Behcet's Disease,BD)临床表现､ 相关辅助检查､ 治疗及随访结果进行系

统的回顾性研究,以探讨 BD 患儿的发病､ 临床特点以及治疗､ 预后情况,为在日后临床工作中能尽

快诊断､ 及时治疗提供依据,尽可能减少并发症的出现,降低患儿死亡率。并通过初步研究 BD 患者

血清细胞因子白介素 1β(interleukin-1,IL-1β)､ 白介素 8(interleukin-8,IL-8)､ 白介素 18(interleukin-
18,IL-18)､ 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水平,并进一步分析其与临床活动指标的相关性,
从而初步探讨其在 BD 发病中的可能作用及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2 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22 例 BD患儿的起病情况､ 临

床表现及辅助检查,总结其临床特点,并对其治疗及门诊随访情况进行分析,评估的疗效 BD 及转归。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测定 BD 患者及正常对照组血清

IL-1β､ IL-8､ IL-18､ TNF-α 的水平,并分析 BD 患者血清各细胞因子水平与 ESR､ CRP､ WBC､
血清铁蛋白(serum ferritin ,SF)､ 疾病活动度评分等疾病活动性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本组 22 例 BD 患儿中男 14 例,女 8 例,男女比例 1.75:1;起病年龄 2 岁至 12 岁,平均年龄 7.8
岁。口腔溃疡为 常见的首发症状。本组 22 例患儿均有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81.8%的

患儿有发热症状,50.0%有消化道症状,31.8%有皮疹,眼部损害及血管炎表现较少见。72.7%患儿

ESR 升高,90.9%患儿 CRP 升高。22 例患儿有 17 例应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3 例应用

激素联用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治疗,2 例应用激素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治疗。大部分患儿经规律治

疗,可达到病情缓解。 
2.本组 BD 患儿治疗前血清 IL-1β､ IL-8､ IL-18､ TNF-α 水平明显升高,治疗后血清各细胞因子水平

明显下降,且血清 IL-1β､ IL-8､ IL-18､ TNF-α 水平与 BD疾病活动性指标血沉､ C 反应蛋白水平呈

正相关,其中与血沉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BD 是一种儿童罕见疾病,以复发性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 发热､ 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多脏

器功能受累常见,严重并发症可危及生命;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是治疗 BD 的首选方法,疗效和

转归均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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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 BD 患儿治疗前血清 IL-1β､ IL-8､ IL-18､ TNF-α 水平明显升高,治疗后血清各细胞因子水平明

显下降,并且与 BD疾病活动性指标血沉､ C 反应蛋白水平呈正相关,提示了 IL-1β､ IL-8､ IL-18､
TNF-α 可能参与 BD 的发病。并且有可能作为潜在的评估 BD 疾病活动度的指标。 
 
 
PO-1402 

抗链球菌溶血素“O”阳性在附着点相关关节炎中的临床意义 
 

马靖,李彩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附着点相关关节炎患儿血清中抗链球菌溶血素“O”滴度增高对其临床表现的意义。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于北京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并初次诊断的共

74 名附着点相关关节炎患儿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 ASO 阳性组(ASO>200IU/L)､ ASO 阴性组

(ASO<200IU/L)。全部病例符合 2004 年国际风湿病学联盟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分类标准(第二版)。
采集其住院当时(规律治疗前)的症状(体温､ 受累关节情况等)､ 体征(四字征､ Schober 征等)及实验

室检查资料(白细胞､ 血红蛋白､ 血小板､ 血沉､ C-反应蛋白､ 铁蛋白､ HLA-B27 等)。对其进行组

间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以`X±s 表示,两独立样本均数比较用 t 检验,率的差异性分析使用卡方检

验。 
结果 在 74 名诊断附着点相关关节炎患儿中,15 名患儿 ASO 滴度明显升高,阳性率为 20.2%,其中男

性 10 名,女性 5 名,平均年龄 11.07±1.87,两组发病年龄无显著性差异(t=-0.825,P>0.05)。ASO(+)组
患儿 C-反应蛋白(t=-3.4 v=73)､ 血沉(t=-3.13 v=73)的发生率显著性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间铁蛋白(t=-1.65 v=38)､ 白细胞(t=--1.42 v=73)､ 血红蛋白(t=1.88 v=73)､ 血小板
(t=--1.21 v=73)､ HLA-B27 阳性率(X2 =0.566 v=1)､ 四字征(+)阳性率(X2 =0.0844 v=1)无显著性差

异(P 均>0.05)。 
结论 ASO 阳性患儿的急性期指标较 ASO 阴性患儿有明显升高,但是关节受累情况､ 阳性体征的发

生率两组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但 ASO 并不是溶血性链球菌感染的特异性指标,其他因素也可

以引起 ASO 非特异性升高,故需要进一步研究链球菌是否参与附着点相关关节炎的发生发展。 
 
 
PO-1403 

 以头面部带状硬化为特征的 7 例儿童局限性硬皮病病例特点分析 
 

杨文旭,李彩凤,韩彤昕,周怡芳,邝伟英,王江,邓江红,张俊梅,檀晓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儿童局限性硬皮病(juvenile localized scleroderma,JLS))是以局限性皮肤增厚及纤维化为特征

的慢性结缔组织病,皮损范围广泛,包括影响外观的小片状皮损以及合并重要脏器功能障碍的皮肤表

现。JLS皮损常见于躯干､ 四肢及头面部,其中头面部带状硬化易合并神经系统改变,影响患儿预后

及远期生活质量。本研究期望分析以头面部带状硬化为特征的 7 例 JLS 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特点,
为临床医师对该病的早期认识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02 年 1 月到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的儿童硬皮病患者,选取有头

面部带状硬化的 JLS 患者进行分析,内容包括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验､ 影像学检查及治疗等。 
结果 儿童硬皮病共 63 例,其中有头面部带状硬化 7 例(11.11%),男女比例 5:2,平均年龄为(7.0±4.2)
岁。其中 1 例(14.28%)合并肢体带状硬皮病,6 例(85.7%)患者有脏器受累。神经系统受累共 4 例

(57.14%),均出现头颅核磁共振长 T1 长 T2 信号,其中 1 例既往诊断为癫痫,1 例肌电图示肌源性改

变。消化系统受累共 4 例(57.14%),均表现为轻度炎症反应及蠕动欠佳。循环系统仅 1 例受累

(57.14%%),表现为二度窦房传导阻滞。呼吸系统受累共 2 例(28.57%),主要表现为肺叶间实质侵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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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气道总阻力增加。此外,皮肤外受累中口腔受累可表现为根尖周炎和视乳头边界不清晰,或口

腔活动受限。实验室结果方面,5 例患者(71.42%)ANA 中低滴度阳性,波动于 100-320。4 例患者

(57.14%)ENA 阳性或可疑,其中组蛋白弱阳性更常见。所有头面部带状硬化患者 RF 均阴性。HSV-
IgM 阳性见于 3 例(42.85%)。所有患者均采用了口服强的松联合甲氨喋吟治疗。 
结论 儿童硬皮病的头部带状硬化型以神经系统及消化道受累 常见,但神经系统损害程度不同,早期

诊断有助于改善预后。 
 
 
PO-1404 

以消化道表现起病的 21 例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临床特点分析 
 

张俊梅,李彩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原发性非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以同时或先后累及心脏､ 肺脏

､ 血液､ 神经､ 泌尿和消化等多个系统和器官。以消化系统表现起病的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较为少

见,因症状不典型容易误诊和漏诊。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以消化道表现起病的儿童系统性红斑

狼疮患儿的临床特点,以期早期诊断和治疗本病。 
方法 从我院自 2003 年至今诊断的 647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中,检索出 21 例以消化道表现起病

者。对 21 例以消化道表现起病的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特点､ 临床表现､ 辅助

检查和治疗用药)进行分析。 
结果 21 例患儿中男 7 例,女 14 例,女性患儿明显多于男性。发病年龄为 6 岁 3 月至 13 岁 10 月。

多见的临床表现是恶心､ 呕吐､ 腹泻和腹痛,21 例患儿中 15 例上述症状明显。3 例患儿以反复肠梗

阻起病,并有 2 例患儿因漏诊行外科手术治疗。2 例患儿以急性胰腺炎起病。1 例患儿因消化道出血

起病。21 例患儿中合并泌尿系症状者有 4 例。以消化道表现起病的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心肺

及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少见,可合并肾脏受累。自身抗体常呈高滴度阳性。以消化道表现起病的儿童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病情往往较重,需给予大剂量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待病情稳定后给予足量泼尼松

口服。同时可给予丙种球蛋白和新鲜冰冻血浆支持治疗。常用的免疫抑制剂是环磷酰胺冲击治疗。 
结论 以消化道表现起病的儿童 SLE 较成人少见,但病情往往较重。认识以消化道表现起病的儿童系

统性红斑狼疮患儿的临床特点意义重大。 
 
 
PO-1405 

英夫利昔单抗治疗肌腱附着点炎相关性关节炎临床特点 
及疾病转归分析 

 
檀晓华, 李彩凤,韩彤昕,邝伟英,周怡芳,王江,邓江红,张俊梅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幼年附着点炎相关性关节炎(ERA)早期临床诊疗特点及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 4 年内转归

情况,以期通过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改善患儿预后。为后期深部探讨生物制剂用于治疗幼年特发性

关节炎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奠定数据基础。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1.1-2017.1.1 期间,北京儿童医院住院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的 ERA 患者 11
例,分别采集其住院当时及治疗不同时期的临床及辅助检查资料,分析该类患儿的疾病特点。通过配

对 t 检验及卡方检验,比较患儿治疗前后“疾病活动性评分(ASAS 评分系统､ pedi 30/50/70 评分系统)
､ 主观感受情况(CHAQ 评分/VAS 评分)､ 炎性指标及关节影像学转归”方面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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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男童 8 例,女童 3 例,平均发病年龄 12.6 岁,平均病程 4.2 月,所有患者均以外

周大关节炎伴或不伴肌键附着点炎为首发表现,可同时伴有非特异性症状。炎性指标轻中度升高, 
HLA-B27 阳性率 12.76%,虹膜睫状体炎发生率 2.03%。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平均周期 1.9 年,炎
性指标及患者主观感受评分水平改善 早,平均为 2 周;关节影像学改变治疗前后改善水平无显著统

计学差异。 
结论 (1)ERA 好发于年长儿童,男性发病高于女性;(2)发病年龄晚的 ERA 患者放射学改变较幼年发病

者显著;(3)躯干中轴关节受累者较成人少见;(4)HLA-B27 阴性的 ERA 在儿童多见,炎性指标轻中度升

高;(5)英夫利昔单抗治疗 ERA 有效,尤其用于治疗疾病活动度高､ 关节影像改变显著的 ERA 患者,疗
效显著。 
 
 
PO-1406 

血浆置换致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发生 
Steven-Johnson 综合征 3 例 

 
卢婧

1,董丽群
1,陶于洪

1,2,王峥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血浆置换是治疗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有效手段,但可发生严重并发症如 Steven-Johnson 综

合征。 
方法 本文报道 3 例因血浆置换诱发 Steven-Johnson 综合征 3 例,对其病史特点､ 临床表现､

SLEDAI 评分､ 免疫学特征等进行总结,力求找出其血浆置换治疗发生 Steven-Johnsom 综合征的高

危因素。 
结果 3 例患儿经过 初的血浆置换治疗后逐渐出现严重皮损,包括松弛型水泡､ 尼氏征阳性等改变,
并且随血浆置换治疗次数逐次加重,后均停血浆置换治疗,改为血液灌流治疗 3-5 次,并且静脉输注激

素､ 大剂量丙种球蛋白等治疗后患儿皮疹均得到明显改善。 
结论 绝大多数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行血浆置换治疗安全有效,但有极少数患者可出现 Steven-
Johnson 综合征的严重并发症,对此类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有助于早期识别其高危因素以避免血浆

置换。 
 
 
PO-1407 

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临床分析 
 

马明圣,吴戊辰,关鸿志,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儿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案,为制定我国该病的

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提取北京协和医院抗 NMDAR 脑炎数据库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儿童抗 NMDAR 脑炎

患儿的信息,分析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 详细的治疗方案以及随访结果 
结果 73 例抗 NMDA 受体脑炎患儿纳入分析,其中男 26 例(35.6%),发病年龄 7 月龄至 18 岁。急性

期神经精神症状包括精神行为异常(62 例,84.9%)､ 惊厥发作(62 例,84.9%)､ 不自主运动(45
例,61.6%)､ 语言障碍(34 例,46.6%)､ 睡眠障碍(31 例,42.5%)､ 意识障碍(31 例,42.5%)､ 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16 例,34.3%)和中枢性低通气(10 例,13.7%)。所有患儿 CSF 抗 NMDA 受体抗体均阳

性,58 例(79.5%)血清抗 NMDA 受体抗体阳性。6 例合并畸胎瘤。脑脊液白细胞升高 14 例,蛋白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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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例。头颅 MRI 检查异常 30 例(41.1%)。一线治疗:所有患儿均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20 例接受糖

皮质激素冲击治疗,63 例患儿接受 IVIG 治疗,血浆置换 2 例,6 例行手术切除畸胎瘤。二线治疗:8 例

吗予替麦考酚酯,5 例予利妥昔单抗,2 例予环磷酰胺治疗。63 例随访大于 6 个月,其中 54 例(74%)预
后良好,复发 10 例(13.7%),死亡 2 例(2.7%)。 
结论 抗 NMDA 受体脑炎多以神经精神症状起病,多数经免疫治疗预后良好。 
 
 
PO-1408 

Platelet-derived microparticles,a new index of monitoring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inflamm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Jin Jing1,Wang Jing2,Fan Zhidan 1,Huang Na1,Yu Haiguo1 

1.Nanjing Children’ Hospital 
2.Nanjing Tongren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platelet-derived 
microparticles (PDMP) in Kawasaki disease (KD)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VIG-resistance,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and the treatment of aspirin in KD. 
Methods In this study, 20 children with KD were enroll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Blood samples 
were drawn before and 7-10 days after IVIG infusion; thereafter, at 1,2 and 3 months after the 
onset of disease to estimate the PDMP concentrations on ELISA. The levels of C-reactive 
protein(hs-CRP),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 procalcitonin(PCT) level and cytokines 
[interleukin-6(IL-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and soluble interleukin-2 (sIL-2R)] were 
measured as well in the serum of patients. 20 age- and gender- matched children with common 
febrile diseas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s, and the related inflammatory indexes and the level 
of PDMP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the level of PDMP in children with KD before 
Intravenous immune globulin (IVI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hildren with common 
febrile disease (P <0.0001). The PDMP in KD childre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7 to 10 days 
after IVIG (P <0.0001), then it decreased to the lowest level in the course of 1 to 2 months. The 
level of some children’ PDMP rebounded in the course of 3 months (P = 0.047). In addition, the 
mean level of PDMP in peripheral blood of IVIG-resistant childre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IVIG-
effective children,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 = 0.1945). 
Furthermore, PDM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s-CRP, IL-6 and sIL-2R, while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ESR, PCT and TNF-α. 
Conclusions 1. The level of PDMP in patients with KD elevated significantly at the acute phase, 
and it ha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including hs-CRP, IL-6, and sIL-
2R, suggesting that PDMP can be used as a index to monitor the inflammation at the acute stage 
of KD children. 
2. IVI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serum level of PDMP, which may be one of the mechanisms of 
gamma globulin in inhibiting immune response and decreasing coronary artery damage in KD. 
3. A part of the PDMP level in patients with KD rebounded after withdrawal of oral aspirin and 
dipyridamole at 2 months after the onset of disease, suggesting that the timing of aspirin 
discontinuat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on an individual basis. 
 
 
 
 
 
 
PO-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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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endothelial locus-1 (Del-1) antagonizes 
Interleukin-17-mediated allergic asthma 

 
Yan shu,Chen Li,Liu Yanan,Zhang Hong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40 
 
 

Objective Interleukin (IL)-17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the pathogenesis of allergic asthma. 
Developmental endothelial locus-1 (Del-1) is an endothelial cell-secreted protein known to inhibit 
IL-17 expression.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l-1 and IL-17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llergic asthma. 
Methods Using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collected 
from allergic asthmatic patients andcontrols, we explored the role of Del-1 in relation to IL-17 in 
allergic asthma.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l-1 and IL-17 was significant in BALF 
of allergic asthmatics. Del-1 treatment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IL-17,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L-
17-secreting leukocytesandassociated cytokines. Contrarily, IL-17 levels were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 with anti-Del-1 mAb. Consistent with this, Del-1 treatment led to downregulation of IL-5, 
CCL5andIL-4, thus reducing secretion of ECP. Furthermore, Del-1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ICAM-1 and may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leukocyte transendothelial 
migration. 
Conclusions Our data demonstrate that Del-1 can negatively regulate IL-17 and its 
proinflammatory function, thereby limiting airway inflammation in allergic asthmatics, and suggest 
Del-1 as a potential candidate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llergic asthma. 
 
 
PO-1410 

Circulation Changes of Chemerin and Omentin-1 in Acute 
Kawasaki Disease 

 
Zhang Xinyan,Lu Huiling 

Tongji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lation level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dipocytokines 
including chemerin, omentin-1 and adiponectin in the acute stage of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Methods By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ELISA) to detect the serum levels of chemerin, 
omentin-1, adiponectin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consist of IL-1β, TNF-α of 80 cases of pat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In addition, 20 cases of children with fever and 20 cases of healthy 
children whose ages and gender match with KD group have been selected as the febrile control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Results (1) Serum levels of chemerin in KD group a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s (P<0.01).  
(2)Circulation omentin-1 and adiponectin levels in KD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febrile control group (P<0.01).  
(3)Serum cytokine levels of IL-1β, TNF-α and IL-6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controls 
(P<0.05). Further, compared with the febrile group, serum cytokine levels of TNF-α in KD group 
are observably higher (P<0.05), and the levels of TNF-α in CAL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4)Correlation analysis find that serum levels of chemeri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mentin-1 
(r=0.224, P<0.05). Further, serum omentin-1 levels and TC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r=0.35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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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irculation levels of chemeri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acute stage of 
Kawasaki disease, while omentin-1 and adiponectin levels are obviously decreased,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classic cytokines such as TNF-α and IL-1β, also with the markers of lipid 
metabolism. Adipocytokines including chemerin, omentin-1 and adiponectin as new types of 
biomarkers of cardiovascular 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he acute phase of Kawasai disease and be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disorders, which probably provide new idea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KD and KD companying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PO-1411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巨细胞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王长燕,宋红梅 
中国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巨细胞感染情况,探讨 CMV 感染与 SLE 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3 例儿童 SLE 患者的临床特点､ 系统受累情况､ 病情活动度､ 自身抗体谱及外

周血 CMV 抗体及 CMV-pp65､ CMV-DNA 情况。通过对比发病初期与治疗后稳定期儿童 SLE 患者

CMV 感染相关指标,探讨 CMV 感染与 SLE 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结果 183 例 SLE 患者发病初期 CMV-IgG 阳性率达 82.0%,CMV-IgM 阳性率达 51.36%,CMV-pp65
阳性率 42.63%,CMV-DNA 阳性率 8.20%,而稳定期 SLE 患者 CMV-IgG 阳性率达 90.17%, CMV-
IgM 阳性率为 2.74%,CMV-pp65 阳性率 2.19%,CMV-DNA 阳性率为 0。CMV-IgM､ CMV-pp65 及

CMV-DNA 其中一项阳性即为 CMV 活动性感染,CMV-pp65 或 CMV-DNA 阳性提示 CMV 抗原血

症。CMV 活动性感染组 SLEDAI 评分平均为 27.34±15.75,非 CMV 活动性感染组 SLEDAI 评分平

均 7.34±8.75,两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本结果显示 CMV 活动性感染与 SLE 活动度具有明显相关

性,提示 CMV 可能在 SLE 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且与疾病活动度相关。CMV 活动性感染组与非活

动性感染组临床表现无显著差异,且 CMV 活动性感染者并无显著 CMV 感染症状,仅为抗原检测阳性,
在 CMV 抗原检测方面 CMV-pp65 抗原检测法较 CMV-DNA 检测法敏感。94 例 CMV 活性感染者中

有 88 例在足量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同时接受抗病毒治疗 3 月,6 例仅接受足量激

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而未接收抗病毒治疗。接受抗病毒治疗 CMV 活动性感染组 3
月后复查仍有 5 例为 CMV-pp65 阳性而接受第 2 轮抗病毒治疗;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组有 1 例 CMV-
pp65 持续阳性,该例患儿病程中合并慢性侵袭性真菌感染､ 多发脑脓肿､ CMV 肺炎,考虑不除外原

发性免疫缺陷病可能。 
结论 新发 SLE 患者 CMV 活动性感染率高,稳定期 SLE 患者 CMV 活动性感染率低,CMV 活动性感

染与 SLEDAI 评分具有相关性,提示 CMV 感染主要发生于 SLE 发病初期及活动期,可能在 SLE 发生

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新发 SLE 患者多无 CMV 感染症状,但存在 CMV 抗原血症,SLE 患者 CMV 
抗原检测方面 CMV-pp65 抗原检测法较 CMV-DNA 检测法检出率高,临床 CMV-IgM 阳性者均应行 
CMV-pp65 检测,可有效降低 CMV 抗原血症漏诊率。SLE 患者发病初期多需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

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原发病,应提前或同时予积极抗病毒治疗,以防止病毒感染扩散。并应注意定

期检测 CMV 感染状态,如持续 CMV 感染者应注意是否合并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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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12 

IL-10 通路在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脂肪代谢中的作用及机制 
 

刘悦笙,肖延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建立肥胖大鼠模型,检测脂肪组织中抑炎因子 IL-10 及其信号通路相关因子的表达,分析其在肥

胖组和对照组大鼠的表达差异,探究 IL-10 抑炎信号通路对脂肪组织脂肪代谢的影响及免疫状态的变

化在肥胖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为肥胖的临床治疗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路。 
方法 清洁级 SD 大鼠 144 只,其中普通饲料喂养对照组大鼠 48 只,高脂饲料喂养诱导肥胖大鼠 96 只,
建立肥胖 SD 大鼠模型。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分别检测肥胖大鼠和对照大鼠脂肪组织 IL-10､
P38､ STAT3 及脂肪分解酶 ATGL 的蛋白表达情况。RT-PCR 测定肥胖大鼠和对照大鼠脂肪组织内

IL-10､ P38､ STAT3 和 ATGL mRNA 的相对表达量。用 ELISA 法检测大鼠血清中的 IL-10､ 甘油
三酯(TG)和游离脂肪酸(FFA)的含量,评价不同组别大鼠的脂肪代谢情况。 
结果 IL-10 蛋白和 mRNA 在肥胖大鼠脂肪组织的表达水平以及血清分泌水平较对照组大鼠均减低,
至 24 周,出现显著性差异。P-P38 蛋白和 mRNA 在肥胖大鼠脂肪组织中的表达则高于正常对照组

大鼠,24 周时,差异具有显著性。P-STAT3 蛋白和 mRNA 在肥胖大鼠脂肪组织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

大鼠也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减低,至 24 周,出现显著性差异。ATGL 蛋白和 mRNA 的表达水平在同

一时间段组内比较时,空腹明显高于餐后。组间比较时,ATGL 在肥胖组大鼠的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

大鼠,至 24 周时,差异具有显著性。肥胖大鼠血清 TG 和 FFA 较对照组大鼠均升高,至 24 周时,具有

显著性差异。 
结论 肥胖大鼠脂肪组织抑炎因子 IL-10 表达减低,血清分泌水平降低,可能参与了肥胖大鼠体内慢性

低度炎症反应的发生机制。P38 在肥胖大鼠脂肪组织表达升高,而 STAT3 的表达水平减低,表明 P38
可能通过抑制 STAT3 而抑制 IL-10 通路的生物学作用过程。随着高脂饲料喂养时间的延长,肥胖大

鼠血清中 TG 和 FFA 含量升高,表明肥胖大鼠体内脂肪分解作用增强,而脂肪分解酶 ATGL 随 IL-10
通路表达的下调而减低,表明 IL-10 通路可能参与 ATGL 分泌的调节。 
 
 
PO-1413 

两例不同亚型的甲状腺素抵抗综合征病例报道并文献回顾 
 

孙辉,陈临琪,陈秀丽,吴海瑛,谢蓉蓉,王凤云,陈婷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分析 2 例不同亚型的甲状腺素抵抗综合征(thyroid hormone resistance syndrome,RTH)病例的

临床特点并对相关甲状腺素受体(thyroid hormone receptor,TR)基因突变进行分析。 
方法 分析 2 例不同亚型的甲状腺素抵抗综合征(thyroid hormone resistance syndrome,RTH)病例的

临床特点并对相关甲状腺素受体(thyroid hormone receptor,TR)基因突变进行分析。 
结果 病例 1,女孩,10 岁,发现甲状腺肿大数天。实验室检查示:游离 T3(free T3,FT3)和游离 T4(free 
T4,FT4)水平升高,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水平不适当的正常或轻度升高。

基因检测在 TRβ 基因发现一个杂合突变; 
病例 2,男孩,3 岁,有典型的甲状腺功能低下表现(生长､ 发育落后,骨骼畸形)但是甲状腺激素指标接

近正常范围。目标序列捕获测序分析在 TRα 基因发现一个新生的无义突变。 
结论 RTH 是表现为细胞内 T3 作用抵抗的综合征。根据不同甲状腺受体(TRs)亚型的基因突变,RTH
分为两个亚型(RTHα,RTHβ),并有不同的甲状腺功能检测指标和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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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14 

FOXP3 基因阳性新生儿糖尿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熊婷,杨利,杨玉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新生儿糖尿病(neonatal diabetes mellitus,NDM)是出生 6 个月内出现的一种罕见的单基因糖尿

病。诊断需要高血糖持续 2 周以上,且需要胰岛素治疗,同时除外感染､ 应激､ 药物等引起的高血

糖。有学者建议将 NDM 的诊断年龄上限扩展到 1 岁,原因为 6 个月-1 岁的患儿仍发现单基因突变

引起的糖尿病。但是阳性率非常低,此年龄段发生的糖尿病仍多倾向于自身免疫性糖尿病[1]。其中近

亲结婚可能是 NDM 发生率高的一个原因。本病发病率较低,报道较少,易被误诊,但其对患儿及患儿

家庭危害较大,且早期诊治对患儿生长发育及其日后生活质量的改善非常有利。不同的研究报道的

患病率也相差较大,占活婴比例为 1/80 万 ~1/40 万。目前,我国国内尚缺乏有关 NDM 患病率的相关

资料[2],欧美地区患病率为 1/30 万 ~1/40 万[3]。为加强临床医师对 NDM 的认识,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 现将本院收治 1 例 10 月 15 天婴儿全国单基因糖尿病登记项目执行组基因检测结果提示

FOXP3 基因阳性新生儿糖尿病 1 例进行总结并结合文献进行复习,以提高儿科医师对本病少见类型

的认识。 
 
 
PO-1415 

罕见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伴迟发型戊二酸血症 1 例 
 

马华梅,张军,陈秋莉,李燕虹,陈红珊,郭松,杜敏联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报道罕见染色体 3q29 微缺失综合征伴迟发型戊二酸血症 1 例 
方法 总结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 染色体微阵列检测和二代测序基因检测结果,治疗转归。 
结果 患儿男,7 岁,因“精神语言发育迟缓,肌无力､ 间歇性肌痛活动受限 6 年”来诊。患儿 3~岁起发热

时诉肌肉痛(双下肢为主)､ 行走缓慢,2 年前起高热时肌痛严重不能行走。一般热退后肌肉痛好转,但
欠有力。平素反应慢(钝､ 动作慢,智力低于同龄儿,现读小学一年级,成绩差,数学更甚。语言模糊欠

清。无呕吐抽搐意识障碍。患儿为第二孕第二胎､ 足月顺产出生。1 岁会行走。父母非近亲婚配,一
兄 15 岁。家族无类似病患者。体查 身高体重为均数,头围正常。面容无特殊,表情稍钝､ 眼球无震

颤。皮肤白皙､ 颈无抵抗。心肺腹无异常。四肢肌张力稍低,腱反射正常,巴氏征克氏征阴性。实验

室检查:血尿常规､ 甲状腺功能､ 血氨血乳酸､ 血生化(电解质､ 糖､ 尿酸)肝酶肌酶血脂胆红素胆汁

酸正常､ β 羟丁酸正常､ 血气分析正常､ 同型半胱氨酸正常;尿有机酸分析检测(GCMS)正常､ 血氨
基酸和酰基肉碱谱分析检测(MS/MS)示“多种酰基肉碱”增高---己酰肉碱(C6)0.65倍､ 辛酰肉碱

(C8)4.2倍､ 葵酰肉碱(C10)3.65倍､ 葵烯酰肉碱(C10:1)1倍､ 月桂酰肉碱(C12)0.25 倍增高,提示

“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戊二酸血症Ⅱ型)。心电图正常,心脏彩色多普勒､ 肝胆胰脾､ 双肾

B 超正常,头颅磁共振平扫未见异常。对血脂肪酸氧化缺陷与肉碱循环缺陷的已知 34 种相关基因二

代测序检测到“EIFDH 杂合可疑致病”,源自父亲。染色体核型“46XY”,染色体微阵列检测提示“3q29
微缺失综合征”。临床诊断“1､ 迟发型戊二酸血症Ⅱ型;2､ 3q29 微缺失综合征。予饮食指导(避免空

腹､ 低脂､ 低蛋白及高碳水化合物饮食)､ VitB2 90mg/d,CoQ10 10mg tid,左卡尼丁 1g Bid。1 周后

肌力明显好转,2 周后复查升高的酰基肉碱水平下降一半但未正常;将 VitB2 增加至 300mg/d,2 周后

复查,升高的酰基肉碱水平全部正常。患儿肌力明显好转､ 活动增加､ 无诉肌痛。临床支持“迟发型

戊二酸血症”(虽基因检测仅为 EIFDH 杂合子)。    
“3q29 微缺失综合征”临床罕见,发生率 1/30,000 出生婴儿,迄今文献已报道的病例数约 50 例。主要

表现轻中度智力低下､ 轻度异常面容(脸长而窄､ 高鼻梁､ 短人中､ 大耳)､  语言发育迟缓､ 学习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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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小头畸形､ 共济失调､ 心脏畸形､ 胃肠功能紊乱､ 牙齿异常及神经精神疾病发病风险增加(如
自闭症､ 焦虑症或精神分裂症) 等,临床存在不完全外显和表现度差异。本例与“戊二酸血症”是否有

关联呢?经检索,戊二酸血症的基因位点均不在 3 号染色体长臂上。 
3q29 微缺失综合征合并遗传代谢病本例为国际上首例。 
结论 我们报告了罕见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伴迟发型戊二酸血症 1 例。 
 
 
PO-1416 

Serum Complement Factor C5a Level is Associat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Obese Children 

 
王敏,肖延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a leading cause of progressive and chronic 
liver injury. Complement factor 5a(C5a) may be involved in many inflammation disorder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levels of systemic C5a in patients with/without NAFLD and 
control lean and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96 Chinese simple obese children, aged 
6-17y, consisting of 25 lean controls, 31 obese children without NAFLD, and 40 obese children 
with NAFLD.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clinical data and circulating C5a levels were measured 
Results obese children had higher serum concentration of complement factor C5a compared 
with lean control, especially in obese children with NAFLD. C5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dy mass index, waist circumferenc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triglycerides and Homeostasis 
model of insulin resistance, independent of BMI SDS and age. Among all well-known risk factors, 
C5a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NAFLD in obese children. 
Conclusions Serum C5a is elevated in obese children, especially in those with NAFLD and it can 
be used as a novel marker to predict advanced disease 
 
 
PO-1417 

Sfrp5 及 adiponectin 在肥胖儿童 BMI 
与血压关联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尹春燕,肖延风,王思思,王敏,易小青,刘悦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儿童期肥胖对于高血压的发生具有不可估量的风险,并且儿童期血压的升高是心血管疾病发生

的 初表现。肥胖是体内脂肪大量蓄积的结果,因此脂肪大量蓄积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重要原因。研

究发现,脂肪细胞作为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大量的脂肪细胞因子,这些脂肪细胞因子在肥胖高血压的

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的以肥胖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胖患儿血中脂肪细胞因子水平在

BMI 与血压关联的中介效应。 
方法 以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8 月就诊于我院小儿内分泌门诊的 120 例肥胖儿童为研究对象,根据

血压测量结果对高血压组儿童进行为期 6 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入院后及生活方式干预前后测量所

有儿童及高血压组儿童身高,体重,腰围,BMI 及血压,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中

adiponectin,chemerin,leptin,Sfrp5,Wnt5a,hsCRP 及 TNF-α。以给予生活干预前后细胞因子的变化

作为中介变量,BMI 的变化为自变量(ΔBMI),舒张压及收缩压的降低为因变量(ΔSBP 和 ΔDBP)进行

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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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20 例肥胖儿童中合并高血压的为 49 例,占所有儿童 40.83%,在所有诊断为高血压的儿童

中,79%的以收缩压升高为主,11%的以舒张压升高为主,10%的儿童合并收缩压及舒张压同时升高。

高血压组儿童与非高血压组比较,BMI,腰围,舒张压(SBP)及收缩压(DBP)显著升高;Sfrp5 及

adiponectin 在肥胖高血压儿童中显著降低,而 chemerin,leptin,Wnt5a,hsCRP 在肥胖高血压儿童中

显著升高,P<0.05。干预后肥胖高血压组儿童的腰围､ BMI､ SBP 及 DBP 与干预前相比显著降

低,P<0.05;干预后肥胖高血压组儿童血中 Adiponectin 及 SFRP5 与干预前相比显示升高,而干预后

肥胖高血压儿童血中 chemerin,leptin,hsCRP 则显著降低,P<0.05。给予为期 6 个月的生活方式干

预后,肥胖合并高血压儿童血中 Sfrp5 和 adiponectin 水平迅速升,这两种细胞因子升高的程度

(ΔSfrp5 Δadiponectin)与收缩压､ 舒张压降低程度(ΔSBP､ ΔDBP)及 BMI 降低程度(ΔBMI)之间均

呈显著负相关,P<0.05;干预前后 chemerin,hsCRP 下降程度(Δchemerin,､ ΔhsCRP)与 SBP,DBP 及

BMI 降低程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肥胖高血压患儿在接受生活方式干预后 BMI 的变化

(ΔBMI)与 SBP 及 DBP 的变化关联中,控制协变量后,ΔSfrp5 及 Δadiponectin 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
Δchemerin 及 ΔhsCRP 在 BMI 的变化(ΔBMI)与 SBP 及 DBP 变化的关联中无中介效应。 
结论 Sfrp5 和 adiponectin 在肥胖儿童血压升高的过程中具有一定中介作用。 
 
 
PO-1418 

儿童非 称性身材矮小伴骨骼畸形的诊断及致病机制分析 
 

陈晶
2,1,杨江飞

2,徐潮
2,李桂梅

2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儿童非 称性身材矮小通常伴有骨骼畸形(skeletal dysplasia,SD),给患儿､ 家庭乃至全社会带

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然而 SD 囊括疾病众多,鉴别诊断困难,临床表型与基因型之间的关系仍

知之甚少,为此,我们对 6 个典型的非 称性矮小伴 SD 家系的临床和遗传学数据进行详细地分析并

对新发突变的致病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期为该疾病的临床诊断流程提供思路。 
方法 对比分析 6个典型家系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点及遗传资料,应用目标外显子捕获技术进行基

因诊断,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探索新发突变对蛋白质结构及功能的影响。 
结果 6 个先证者均表现为非 称性矮小伴 SD,例如:颈短(P1､ P2､ P4､ P5),鸡胸(P1､ P4､ P5､
P6),桶状胸(P2),驼背和脊柱侧凸(P4),指间关节肿胀(P3)和“三叉” 手(P6)。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

平明显降低而碱性磷酸酶明显增高,余生化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影像学结果均显示脊柱､ 骨盆和四

肢的畸形,但每个患儿各有特点,分别表现为:椎体扁平､ 骨骺发育不良和干骺端的改变(P1);椎体扁平

､ 椎体后缘呈“驼峰状”改变(P2);“子弹头”样的椎体､ 指间关节肿胀伴关节间隙狭窄(P3);脊柱侧弯､

椎体扁平呈“子弹头”样的外观､ 股骨头和髋臼发育不良(P4);椎体扁平､ 椎间隙狭窄､ 长骨干骺端显

著性增宽､ 双手短管状骨呈“哑铃状”(P5);L1-L5 椎弓根间距逐渐变窄(P6)。我们分别在 COL2A1､
SEDL､ WISP3､ GALNS､ TRPV4 和 FGFR3 六个不同的基因上发现了突变,其中 3 个为新发致病

性突变,包括: SEDL 基因缺失突变 1661-bp(in5/ex 6del),WISP3 基因错义突变 c.730G>C(G244R)
和 GALNS 基因缺失突变 c.516_518delCAA(p.172delN)。这些突变经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均提示

会影响蛋白质的正常结构,导致其功能异常,继而引起疾病发生。 
结论 基于临床数据､ 影像学特征和基因检测结果,6 家系确诊为:先天性脊柱骨骺发育不良(P1),X-连
锁迟发性脊柱骨骺发育不良(P2),晚发型脊柱骨骺发育不良伴进行性骨关节病(P3),粘多糖病 IVA 型

(P4),间向性骨发育不良(P5),软骨发育不全(P6)。本研究明确了 6 个非 称性矮小伴 SD 家系的诊断,
发现了 3 个新的致病性基因突变,扩大了中国人群 SD 相关的基因突变谱,为该类疾病的诊断､ 鉴别

诊断及遗传咨询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基因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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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19 

串联质谱技术检测遗传代谢病高危儿 2880 例分析 
 

董睿,刘毅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应用血串联质谱(tandem mass spectrometry,MS/MS)技术在遗传代谢病(IEM )高危儿中展开

检测,辅助临床明确诊断､ 指导治疗及下胎生育。了解山东地区 IEM 的发病种类和分布情况,为其有

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利用 MS/MS 技术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于济南市儿童医院门诊就医或住院的

2880 例可疑 IEM 患儿的血液样本进行检测,结合患儿临床表现､ 尿气相色谱质谱技术及第二代测序

技术检测结果综合分析。 
结果 在 2880 例 IEM 高危儿中,发现阳性患儿 103 例,阳性率为 3.58%。其中甲基丙二酸血症 49 例

(1.70%),瓜氨酸血症 12 例,肉碱缺乏症 6 例,丙酸血症 5 例,戊二酸血症 I 型 5 例,苯丙酮尿症 5 例,短
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5 例,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或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1 缺乏症 4 例,酪
氨酸血症 3 例(其中 2 例患儿二代测技术检测为半乳糖血症),枫糖尿症 2 例,异戊酸血症 1 例,肉碱棕

榈酰转移酶缺乏 I 型 2 例,中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2 例,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1 例,高
鸟氨酸血症-高氨血症-同型瓜氨酸尿症 1 例。 
结论 1.本地区遗传代谢病病种复杂､ 病例多,在遗传代谢病高危儿中开展串联质谱技术筛查阳性率

高。2.串联质谱技术具备操作简便､ 快捷､ 灵敏性及特异性高等优良特点,但对于少数几种疾病不能

具体分类,需结合气相色谱一质谱技术及二代测序技术进一步明确。3.对临床诊断不明､ 疑似遗传代

谢病患儿及早应用串联质谱技术检测十分必要,除早期诊断外,还可为临床早期干预､ 治疗及指导下

胎生育提供科学依据。 
 
 
PO-1420 

一个 PKU 患者中基于基因型预测代谢表型的分析工具介绍 
 

王瑞芳
1,沈楠

2,叶军
1,韩连书

1,邱文娟
1,张惠文

1,梁黎黎
1,余永国

1,顾学范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内分泌/遗传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康复科 

 
 

目的 在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症患者中,由于基因型决定苯丙氨酸羟化酶(PAH)活性,因此进一步影响

代谢表型,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基因型和代谢表型间具有相关性。 近的研究证实了等位基因表型､

酶活性和 BH4 反应性之间的显著关联。变异的性质或变异对 PAH 结构的已知影响可用于预测部分

病例中的酶活性,但不是全部。大基因变异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可用于探讨 PKU 患者的基因型和表型

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 来自 BIOPKU 数据库的总共 9484 个 具有完整基因型和表型的 PAH 缺陷患者已经与 PAH 基

因座特异性数据库(www.biopku.org)相关联。PAHvdb 中 993 个变异中的 588 个有来自 BIOPKU
数据库的表型信息,250/588 个变异被分类为无残余酶活性的无义突变。基于观察到的代谢表型取决

于两个变异的 大残余 PAH 酶活性的假设,我们开发了一种迭代算法,将每个变异标记为经典型

PKU､ 轻型 PKU､ MHP 或未定型,并对每个表型分配一个等位基因表型值(APV)。 
结果 这个算法基于未知等位基因变异与无义突变(功能性半合子)和已标记变异的代谢表型的频率,
产生 10 种可能的组合,且预测的代谢表型对应于两个等位基因的 大酶活性的表型。根据算法特定

的分类错误率,50%的变异可被标记为经典型､ 轻型或 MHP 变异,在 BIOPKU 数据库中具有达 70%
的正确分类病例。我们模型只有当至少有 4 例已知代谢表型病例时才能行预测。报告的所有基因型

中超过 50%仅发现于 1 例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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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的数据驱动模型结合了关于专业评级和代谢表型频率的信息来分配正确的 APV。APV 可

用于以合理的灵敏度来预测代谢表型。因为我们的模型取决于观察到的变异频率,高达 50%的突变

因稀少而无法标志。然而,这可使我们避免对低频率变异的基因型的不精确的预测,从而导致的可能

无用的临床预测。 
 
 
PO-1421 

儿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罕见病因 6 例 
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侯乐乐,孟哲,刘祖霖,张丽娜,江转南,梁立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000 
 
 

目的 分析罕见病因所致儿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的临床特征和基因突变类型,提高临床医

生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 2010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儿童原发性肾上

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初诊病例,排除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以神经系统起病或明确家族史的 X 连

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 自身免疫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等病因,分析其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

查､ 基因检测特点。 
结果 6 例患儿中有 5位男性､ 1 位女性,中位年龄为 4 岁 9 月,初诊时病史及临床表现包括皮肤色素

沉着(5/6)､ 胃肠道症状(4/6)､ 反复呼吸道感染(4/6)､ 疲乏(3/6)､ 失盐危象(2/6)､ 低血糖发作史(2/6)
､ 新生儿黄疸史(2/6)和喂养困难(1/6)。实验室检查提示血清皮质醇均降低(39.5~274 
nmol/L),ACTH 均明显升高(1024~>1250 pg/ml),醛固酮､ 肾素活性均降低(醛固酮 10.0~31 ng/L､
肾素活性 0.81~10.3 ng/ml/h);2 例患儿存在血清电解质异常(血清钾分别为 7.3 mmol/L 和 5.59 
mmol/L､ 血清钠分别为 128.1 mmol/L 和 120.8 mmol/L),其余患儿血清电解质均在正常范围(血清钾

4.1~4.8mmol/L､ 血清钠 134.0~140.0 mmol/L),随机血糖均在正常范围(4.5~6.4 mmol/L);1 例患儿

处于小青春期睾酮偏高(15.78 nmol/L),其余患儿睾酮均为所处年龄组正常范围(<0.087~0.03 
nmol/L),17-羟孕酮､ 雄烯二酮均在正常范围(17-羟孕酮 0.04~1.27 ng/ml､ 雄烯二酮 0.06~1.94 
ng/ml)。6 例患儿基因检测共发现 3 种基因突变,分别为 NR0B1 基因(3/6)､ ABCD1 基因(2/6)和
CYP11A1 基因(1/6)。NR0B1 基因和 ABCD1 基因突变类型均为明确致病突变,与临床特征相

符;CYP11A1 基因为杂合突变,且其母亲检测到相同突变,不能完全解释临床特征,仍需进一步研究。 
结论 罕见病因所致儿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以皮肤色素沉着为 常见临床表现,其次为胃

肠道症状､ 反复呼吸道感染､ 低血糖､ 疲乏等,实验室检查均有血清皮质醇降低､ ACTH 明显升高

､ 醛固酮及肾素活性降低表现,生理状态下血清电解质可维持在正常范围,17-羟孕酮､ 雄烯二酮均在

正常范围,有助于与其他较常见病因所致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鉴别,确诊病因需行基因检测,本组病

例发现 NR0B1 基因和 ABCD1 基因为儿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罕见病因中较常见的基因

突变类型。 
 
 
PO-1422 

17α-羟化酶/17,20-裂解酶缺乏症 2 例分析及文献回顾 
 

张家鹏,蓝丹,钟京梓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总结一个家系中 2 例 17α-羟化酶/17,20-裂解酶缺乏症(17α-hydroxylase/17,20-lyase 
deficiency,17-OHD)患儿诊断､ 治疗､ 随访及遗传咨询的经验,提高临床对 17-OHD 的认识。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209 
 

方法 收集 2 例患儿及家系其他成员的临床资料,采用外显子目标基因捕获及二代测序技术对先证者

行性腺疾病相关基因检测(包括 AMH､ CYB5A､ CYP11A1､ CYP17A1､ POR､ SRY､ STAR､
SOX9､ WNT4､ WT1 等 164 个基因),对家系其他成员行 Sanger 测序验证及致病性分析,追踪随访

患儿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复习相关文献,分析总结该病特点。 
结果 共收集 2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1)2 例患儿社会性别及外生殖器性别均为女性,共同的临床表现

为高血压､ 低血钾,皮质醇､ 雌二醇､ 睾酮､ 脱氢表雄酮(DHEA)和雄烯二酮降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孕酮､ 促黄体激素及促卵泡激素升高。患儿 1 染色体核型为 46,XX,子宫及附件发育不良;患儿 2
染色体核型为 46,XY,外生殖器女性化,腹腔内有未发育完全的类睾丸组织,病理证实为发育不良的睾

丸。(2)2 例患儿 CYP17A1 基因均存在 c.985_987delinsAA 纯合突变(p.Y329fs),其父母及弟弟为携

带该突变的杂合子,均无临床表现及体征,该家系的遗传方式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3)2 例患儿应

用氢化可的松治疗后,血压及血钾可控制在正常范围,其他实验室指标好转。(4)文献复习发现 101 例

患者中(共计 203 个基因突变位点),21.8%(22/101)的患者仅出现高血压,7%(7/101)的患者仅出现低

血钾,32.7%(33/101)的患者同时表现为高血压和低血钾,77.3%(34/44)的女性(46,XX)患者青春期后

第二性征发育不良和(或)无月经来潮,68.4%(39/57)的男性(46,XY)患者外生殖器女性化;国内外患者

均有对应的基因突变热点,p.Y329fs(42.3%,41/97)及 D487_F489del(27.8%,27/97)是我国 17-OHD
患者中 常见的突变类型;不同类型的 CYP17A1 基因突变可导致不同分型的 17-OHD,CYP17A1 基

因突变的基因型与临床表现的确切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结论 (1)17-OHD患者临床表现常表现为高血压､ 低血钾,46,XX 患者第二性征及女性内生殖腺发育

不良,46,XY患者外生殖器女性化､ 男性内生殖腺发育不良。(2)外显子基因捕获及二代测序结合

Sanger 测序可帮助确诊 17-OHD,尤其对临床表现不明显的病人及遗传咨询意义更大。(3)糖皮质激

素替代治疗能明显改善 17-OHD患者高血压､ 低血钾的症状。(4)p.Y329fs 及 D487_F489del 是我

国 17-OHD 患者中 常见的突变类型;CYP17A1 突变基因型与临床表现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明

确。 
 
 
PO-1423 

铁调素对重型地中海贫血的铁代谢及糖代谢的影响 
 

劳文芹
1,梁立阳

2,孟哲
2,欧辉

2 
1.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探讨重型 β-地中海贫血(β-thalassemia major, β-TM)患者的铁调素水平及其与铁代谢及糖代谢

的关系。 
方法 检测 57 例平均年龄为 10.9±4.35 岁的 β-TM 患者的铁调素,空腹血糖(FBG)､ 空腹胰岛素

(FINS)､ 计算 HOMA 指数,同时检测血清铁蛋白(SF)､ 血清铁､ 转铁蛋白､ 总铁结合力､ 不饱和铁

结合力。 
结果 (1) 重型地贫患者的铁调素水平明显升高,但铁调素/SF 的比值则是下降的。(2) 铁调素与血清

铁蛋白成负相关,与其他各铁代谢指标无显著相关关系。 (3) 铁调素与 FINS､ FBG 呈负相关,与
HOMA-βFI 呈正相关。糖代谢正常组与糖代谢异常组的铁调素水平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β-TM 患者铁调素水平明显升高,但铁调素/SF 的比值则是下降的。铁调素可能与重型地贫的糖

代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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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24 

CYP24A1 基因突变与特发性婴儿高钙血症 
 

孙妍,李桂梅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50014 

 
 

目的 分析两名特发性婴儿高钙血症中国患儿的临床学特征和遗传学改变,评价口服磷酸盐试剂的治

疗效果。通过回顾性分析 CYP24A1 突变报道,总结特发性高钙血症临床特征,分析病情程度与突变

类型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两例中国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患儿和父母进行遗传学检测,分析突变致病性。通过文献复

习,对既往报道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两例患儿均有服用胆维丁乳病史,血钙高达 4.26-5.66mM,经过糖皮质激素､ 帕米膦酸二钠､ 复

合磷酸氢钾及口服磷酸盐合剂维持治疗,血钙恢复正常。两例患儿一例存在 c.449 + 1G>T 和

c.1426_1427delCT 复合杂合突变,一例发生 c.1310C>A 和 c.1426_1427delCT 复合杂合突变。回

顾 82 例目前报道(72 例先证者及 10 名受累亲属),典型临床表现主要发生在婴儿期,占 43.90%(36 / 
82);17.07%(14 / 82)儿童期起病(1~13 岁);32.93%(27 / 82)“晚发”患者直到成年确诊,还有

(6.10%,5/82)无症状患者。患者血钙水平为 3.28±0.08mM(2.25-2.75mM),血磷 1.15±0.05mM(1.29-
1.90mM),PTH 7.88±2.37 pg/mL(15.00-65.00pg /mL),25(OH)D 升高至 53.55±4.97ng/ml(8.90-
46.70 ng/ml)或 25(OH)D3 升至 70.10±11.80 ng/ml(11.00-68.00 ng/ml)。值得重视的是,95.8%(69 / 
72)检出肾结石或肾钙化。既往报道患者中明确 36 个 CYP24A1 变异, 27 个为致病或可能致病,9 个

临床意义不明确。突变类型对血清钙和甲状旁腺激素水平无显著影响,肾结石或肾钙化发生率无明

显差异。两例患儿口服磷酸盐合剂控制血钙效果好。 
结论 两例特发性高钙血症患儿明确存在 CYP24A1 变异,口服磷酸盐试剂有效且方便。既往报道患

者中存在 36 个 CYP24A1 变异,其中 27 个为致病或可能致病。 
 
 
PO-1425 

湖南地区 21-羟化酶缺乏症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研究 
 

陶慧慧,张星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究湖南地区 21-羟化酶缺乏症临床表现､ 基因突变特点以及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就诊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科并确诊为 21-羟化酶缺乏症

的病例 48 例,回顾分析临床及生化资料。采用 Sanger 测序和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方法检

测 CYP21A2 基因突变,将基因诊断阳性者按突变严重程度分为重度突变组(A 组)､ 中度突变组(B 组)
､ 未知突变组(N 组),探究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关系。 
结果   (1)48 例患者失盐型(SW)28 例,单纯男性化型(SV)20 例,SW 型初诊年龄明显小于 SV 型

(P<0.05),SW 型患者肾上腺危象发生率高,SV 型患者骨龄提前及性早熟发生率较高。(2)21-羟化酶

缺乏症患者血 17-OHP､ ACTH､ 皮质醇与血清电解质无明显相关性(P>0.05),血钠与血钾呈显著负

相关(P<0.05);SW 型与 SV 型两组患者血 17-OHP､ ACTH 均明显超出正常值范围,血皮质醇较正常

值无明显下降,两组之间血 17-OHP､ ACTH､ 皮质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3)CYP21A2 基

因异常阳性者 44 例,阳性率达 91.7%,88 个等位基因共检测到 14 种突变,分别为 I2G､ Del､ I173N
､ R357W､ R484fs(c.1451_1452delGGinsC､ c.1450dupC)､ R483fs､ G111Vfs*21､ Q319X､
c.292+1G>A､ c.377C>G､ E6Cluster､ p.H393Q､ m.1647C>T, 常见的 3 种突变为 I2G(36.4%)
､ I173N(20.4%)､ Del(22.7%),其中 p.H393Q､ m.1647C>T 为两种新发突变,SW 中 常见的突变

为 I2G(47.3%)､ Del(27.3%),SV 中 常见的突变为 I173N(48.5%)。(4)重度突变组 29 例,其中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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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26 例,中度突变组 13 例,其中 SV 型 12 例,重度突变组对 SW 型的预测值为 89.7%,中度突变组对

SV 型的预测值为 92.3%。 
结论 湖南地区 21-羟化酶缺乏症的热点突变基因为 I2G､ I173N､ Del,三者共占 79.5%,重度突变组

对 SW型､ 中度突变组对 SV 型的预测值高,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密切相关。 
 
 
PO-1426 

女孩青春启动年龄对成年身高水平及体块指数的影响 
 

李燕虹,杜敏联,马华梅,陈红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纵向追踪观察青春启动年龄不同的女孩的青春期发育模式,探讨青春始动年龄对于成年身高

(final adult height, FAH)以及体块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水平的影响。 
方法 250 名健康女孩自 7.24±0.38 岁开始每年定期体检追踪直至达 FAH,并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询问

月经初潮年龄。按乳房发育(达 B2)年龄分为 8 岁~(G2)､ 9 岁~(G3)､ 10 岁~(G4)､ 11 岁~(G5)组。

另 B2 时间在 6~8 岁(已排除外周性性早熟､ 肿瘤等器质性病变)女孩 23 名(G1 组),同样追踪至成年

身高。比较各组之间青春发育模式。数值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结果 1､ 初潮年龄与 B2 年龄相关,五组初潮年龄分别为 10.59±1.36 岁,11.55±1.12 岁,12.19±1.17
岁,13.00±1.13 岁,13.58±0.83 岁,各组之间有差异( p<0.001)。 
2､ B2 年龄早者,B2 至 FAH 的间隔更长,青春期生长峰速度(peak height velocity, PHV)更高,青春期

身高总获得(B2 至 FAH)更多。从 G1 至 G5 组,B2 至 FAH 间隔分别为 5.76±0.89 年,4.31±0.74
年,4.02±0.84 年, 3.69±0.60 年,3.06±0.78 年( p<0.001);PHV 分别为

9.03±0.95cm,8.48±0.79cm,8.21±1.20cm, 8.16±0.92cm, 7.79±1.08cm(p<0.001);B2 至 FAH 的身高

总获得分别为 33.29±4.43cm,28.45±3.99cm,25.22±4.32cm,24.38±4.29cm, 
23.06±3.93cm(p<0.001)。但五组的 FAH 及 FAHSDS 水平差别无统计学意义,FAH 分别为

158.61±7.40cm, 157.60±6.25cm, 158.13±5.28cm, 159.58±5.74cm, 
159.95±6.11cm(p=0.478), FAHSDS 分别为:0.06±1.34, -0.17±1.35, -0.04±0.96, 0.26±1.04, 
0.15±1.13(p=0.325)。 
B2 时间早的女孩,B2 及 FAH 时的 BMISDS 水平均较高,分别为

0.59±1.09, 0.55±1.26,0.21±1.26,0.14±1.11, -
0.28±1.09(p=0.014);0.30±1.11, 0.33±1.07, 0.09±1.21,-0.20±1.07, -0.29±1.19(p=0.001)。 
结论 女孩青春期发育模式由发育年龄决定。青春发育早者存在青春期生长的代偿模式,包括青春期

持续时间延长,PHV 水平高,使青春期总身高增长增加,从而使成年身高不受损,但青春启动早的女孩

青春期 BMI 水平较高,并可能与成年期肥胖的发生相关。 
 
 
PO-1427 

新生儿疾病筛查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临床类型 
及发病趋势探讨 

 
张立琴,李玉芬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调查 1997~2012 年青岛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H)的临床类型特点､

发病趋势及不同筛查方法对发病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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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1997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青岛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筛查 CH 的新生儿及筛

查阳性召回经确诊实验确诊 CH 的儿童。根据 2~3 岁时停药情况确定 CH 的临床类型,分为持续性

甲低(PCH)､ 暂时性甲低(TCH)及高 TSH 血症(高 TSH)。采用趋势 χ2 检验､ χ2 检验及 t 检验对 CH
及其临床类型特点､ 发病趋势及筛查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青岛地区 1997~2012 年 CH 的总体发病率为 43.89/10 万,其中 PCH 为 20.34/10 万,TCH 为

15.31/10 万,高 TSH 为 6.59/10 万。②1997~2012 年发病率趋势分析显示 CH 与 TCH 呈上升趋势

(P<0.01),PCH 与高 TSH 无明显趋势变化;1997~2003 年发病率趋势分析显示 CH 与 TCH 呈上升趋

势(P<0.01),PCH 与高 TSH 无明显趋势变化;2004~2012 年发病率趋势分析显示 CH 及其各临床类

型的发病率均无明显趋势变化。③不同筛查方法对 CH 发病率和 TCH 发病率(P<0.05)有显著影响,

对 PCH 和高 TSH 发病率无影响。④甲状腺发育异常在 CH､ PCH 及 TCH 中分别占 41.09%､

76.47%和 2.27%。⑤TCH 确诊时的游离甲状腺素浓度显著高于 PCH(P<0.05)。 
结论 CH 与 TCH 的发病率随年代呈升高趋势;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方法较 ELISA 方法灵敏度高,提高

了 CH 与 TCH 的发病率;甲状腺影像学检查与确诊血清 FT4 浓度对 CH 的临床类型判断有预测作

用。 
 
 
PO-1428 

PAPSS2 突变引起脊柱骨骺发育不良矮小患儿临床及影像学表现 
 

龙文君,罗小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脊柱骨骺发育不良(Spondyloepimetaphyseal dysplasia,SEMD),巴基斯坦型,即短躯干症

(Brachyolmia)4 型,OMIM 612847,是一类异质性骨骼异常性疾病。以身材矮小,脊柱异常,轻度骨骺

和干骺端异常,短且弯曲的下肢为主要特征,是由 PAPSS2 基因突变导致的。影像学特征包括扁平或

矩形椎体以及不规则终板,椎间盘狭窄,肋骨软骨钙化性早熟,短股骨颈,轻度短的掌骨,轻度的管状骨

骨骺和干骺端改变。我们在此描述 1 例以身材矮小就诊男童, 终确诊为脊柱骨骺发育不良,巴基斯

坦型,其临床及影线学特征。 
方法 该男童孕 25 周时 B 超显示股骨长径 35mm(43mm),肱骨长 33mm(41mm),提示小于孕周。36
周+3 天顺产,出生体重 2750g,出生身长 45cm,1 岁时身长 68.5cm(<3SD),2 岁时身长

76cm(<3SD)。以身材矮小就诊于我院时患儿 2 岁 9 个月,身长 81.4cm(-4.2SD)上部量 52.0cm,下部

量 29.4cm,头围 50cm。查体:头大,颈短,智力､ 语言正常,右手通贯,双睾 1ml,脊柱无明显弯曲,其父

､ 姑姑､ 姑表姐､ 外公有脊柱后凸,但身高正常。行手腕､ 脊柱正侧位､ 髋骨正位 x 线片,甲状腺功

能､ 碱性磷酸酶､ 血电解质,及尿甲苯胺蓝､ 骨代谢相关基因检查。 
结果 手腕 x 线片示骨龄指骨 2-2.5 岁,腕骨 5-6 岁;脊柱正侧位片示不规则终板,椎间隙狭窄,提示先天

性脊柱骨骺干骺端软骨发育不良;髋关节正位片无明显异常。碱性磷酸酶､ 血钙磷､ 甲状腺功能､

尿甲苯胺蓝无异常。骨代谢相关基因有 PAPSS2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分别遗传自父母。 
结论 结合临床,患儿诊断为脊柱骨骺发育不良,巴基斯坦型。文献报道其对生长激素激素不敏感,且有

脊柱异常可能,故未做特殊处理,随访 2 年后患儿出现脊柱后凸,小腿弯曲。故以身材矮小就诊患者应

排除会引起矮小的遗传代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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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29 

一例新发 IGF-1R 基因杂合子突变家系临床表型 
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杨玉,黄慧,陈卡,杨利,谢理玲,熊翔宇,王荻兰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对 1 例生长发育迟缓患儿进行矮小候选基因筛查及临床表型相关性分析。 
方法 应用矮小候选基因 NGS 芯片包筛查,发现可疑致病位点后,采用 Sanger 测序对患者及父母进行

突变筛查,并在 100 名健康个体的 IGF-1R 基因测序进行突变验证。 
结果 患儿经 NGS 测序结果检测提示:发现一例国内外未报道的 IGF-1R 基因 c.926C>T(p.S309L)杂
合子错义突变,患儿母亲携带 IGF-1R 基因 c.926C>T(p.S309L),父亲 IGF1R 基因检测正常,在 100 名

健康个体未检测到上述突变。 
结论 IGF-1R 基因突变可能是该患者生长发育迟缓的致病原因,二代测序结合 Sanger 测序方法可以

为生长发育迟缓患儿的进行高效的诊断及为遗传咨询提供重要线索。 
 
 
PO-1430 

Citrin 缺陷导致的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 49 例临床分析 
 

房春晓,陈敏霞,叶家卫,谭丽梅,杨峰霞,张芬,杨花梅,徐翼 
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分析 Citrin 缺陷导致的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患儿的临床特征,以期提高儿科医生对

NICCD 的早期识别能力及诊治水平。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7.5 月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感染科住院治疗的 49 例 NICCD 患儿

的临床特征及治疗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 NICCD 患儿均经 SLC25A13 基因检测证实。 
结果 NICCD患儿具有黄疸､ 肝大､ 和(或)排淡黄色大便等胆汁淤积临床表现。实验室改变包括 γ-
谷氨酰转移酶､ 碱性磷酸酶等胆道系统酶､ 胆汁酸明显升高;谷丙转氨酶及谷草转氨酶等肝酶可正

常或仅轻度升高;血直接胆红素升高,伴有低蛋白血症､ 低血糖和凝血酶原时间延长。本文所有患儿

均经 SLC25A13 基因检测证实存在基因突变,以突变 I(851del4)纯合突变为主(20/49)。给予无乳糖

同时强化中链脂肪酸奶粉喂养的患儿症状缓解明显。 
结论 对于不明原因的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若临床合并出现凝血功能异常､ 低血糖､ 低蛋白血症､

高氨血症､ 高脂血症等异常表现,应及时鉴别 NICCD,完善血串联质谱､ 尿气相-色谱及基因检查,同
时给予特殊治疗奶粉喂养,并坚持门诊随诊,以期达到 佳治疗效果。 
 
 
PO-1431 

Knockdown of Tlr4 in the Arcuate Nucleus Improves 
Obesity Rel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Zhao Yongli,Li Guohua,Wang Yuchuan,Liu Zhengjua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Dalian Medcial University 116027 
 
 

Objective High-fat diet-induced hypothalamic metabolic inflammation is emerging as a cau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besity.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Toll-like receptor4 (TLR4) signal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riggering of the hypothalamic metabolic inflammation during the course of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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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d obesity. Whether hypothalamic arcuate nucleus (ARC)-restricted TLR4 knockdown 
improves obesity-rel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remains unexplore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 
whether down-regulation of TLR4 expression in hypothalamic ARC by stereotaxic injection of 
TLR4 shRNA lentiviral particles can improve the metabolic disorders in high-fat diet-induced 
obesity rat model. 
Methods Four-week-old male Sprague-Dawley (SD)rats were fed with high fat diet (HFD) for 14 
weeks to set up diet-induced obesity rat model(DIO). The TLR4 shRNA lentiviral particles was 
used to suppress TLR4 expression in the hypothalamic ARC of DIO model by  stereotaxic 
injection. The mRNA expression of Tlr4, Tnf, Npy and Pomc in hypothalamus were measured by 
real time PCR. The glucose homeostasis and insulin sensitivity were  determined by 
intraperitone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ipGTT), intraperitoneal insulin tolerance test (ipITT) and 
intraperitoneal pyruvate tolerance test(iPTT). The hepatic steatosis and adipocyte hypertrophy 
were analysed by HE staining. The metabolism genes(Pklr, G6pc,Fasn and Acaca) in liver were 
measured by real time PCR.  
Result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Down-regulation of Tlr4 mRNA expression in the 
hypothalamic ARC reduced hypothalamic inflammation and Npy expression, and reversed Pomc 
expression and reduced body weight and energy intake in obese rats. and improved glucose 
homeostasis,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abnormal gluconeogenesis in obese rats. and ameliorated 
periphery blood metabolic disorders and inflammation in obese rats. and reversed hepatic 
steatosis and adipocyte hypertrophy, and reversed HFD-induced microglia proliferation in the 
hypothalamic ARC,and had no effect 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hypothalamic ARC 
Conclus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specific down-regulation of TLR4 expression in the 
hypothalamic ARC is sufficient to improve glucose and lipid homeostasis during the course of 
diet-induced obesity by inhibition of hypothalamic inflammation. Our findings confirm the previous 
opinions that the TLR4 signaling pathway in hypothalamus is an attractive target for treatment of 
obese conditions, and further suggest that ARC-restricted TLR4 knockdown is a potential strategy 
to combat metabolic disorder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PO-1432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尿喋呤谱应用 
 

蔡燕娜,彭敏芝,邵咏贤,刘 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检测尿喋呤谱(生物喋呤､ 新喋呤),尿中新喋呤､ 生物喋呤的含量
鉴别苯丙酮尿症(PKU)与各类型的 BH4 缺乏症,诊断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GTP 环化水解酶 I 缺乏

症､ 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酪氨酸羟化酶 I 缺乏症 
方法 本实验采取了在酸性条件下,用碘将四氢生物喋呤(BH4)､ 二氢生物喋呤(BH2)和二氢新喋呤氧

化成生物喋吟(BP)和新喋呤(NP),采用非衍生技术,C18 反相色谱柱分析,甲醇-水为流动相,NP 和 BP
反应产物上机分析,采用岛津 LC-20A 型高效液色谱仪由荧光检测器进行检测。实验数据按照外标

法进行分析,计算出浓度。所得浓度与样本尿肌酐浓度相比得出患者尿液中 NP 和 BP 浓度。 
结果 新喋呤 
批内:低浓度 1%､ 中浓度 2.68%､ 高浓度 0.3%; 批间:低浓度 8%､ 中浓度 6%､ 高浓度 6% 。生物

喋呤  批内:低浓度 4.3%､ 中浓度 2.08%､ 高浓度 0.4%,批间:低浓度 8%､ 中浓度 4%､ 高浓度

7%。新喋呤: 
9.85∽3950.0nmol/L､ 生物喋呤:10.55∽4220.0nmol/L。低浓度回收率:96.9%,中浓度回收

率:105.6%,高浓度回收率:101.9%。 
结论 HPLC 法检测尿液中 BP､ NP 含量,具有较好的准确度和稳定性,特异性强,能为临床鉴别 PKU
与 BH4 缺乏症,诊断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GTP 环化水解酶 I缺乏症､ 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酪
氨酸羟化酶 I 缺乏症等提供重要的生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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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3 

1338 个中国 X 连锁肌营养不良家系 DMD 基因突变分析 
 

袁裕衡
1,姚凤霞

2,刘妍
1,王伟

1,邱正庆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儿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临床遗传学实验室 

 
 

目的 假性肥大型肌营养不良(Duchenne/Becker muscular dystrophy,DMD/BMD,OMIM 
310200/300376)是一个 X 连锁隐性遗传性肌肉病,由 DMD 基因突变所致。DMD 在活产男婴中发病

率约 1/3500,多 5 岁前起病,主要表现为进行性骨骼肌无力､ 肌萎缩､ 假性肌肥大等,12 岁前失去独

立行走能力,多数 20 岁左右死于心功能衰竭或呼吸衰竭。BMD 起病较 DMD 晚,病程进展慢。本文

回顾 1338 例确诊 DMD/BMD 患者的 DMD 基因突变情况,为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2006 年 9 月到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遗传实验室进行 DMD 基因检测的先证者或亲属

1338 人,来自 1338 个家系。应用 MLPA(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STR(short tandem repeat analysis)连锁分析技术检测外周血外显子缺失/重复,部分检测结果阴性者

应用 Sanger 测序明确有无点突变。 
结果 1338 个家系先证者检出致病突变,大片段缺失/重复占 1326/1338(99.1%),其中 1149 个为大片

段缺失(1149/1338, 85.9%),172 个为重复突变(172/1338, 12.9%),5 个为缺失合并重复突变(5/1338, 
0.4%);12 个应用 Sanger 测序检出微小突变(12/1338, 0.9%)。 
大片段缺失基因型共 246 种, 常见外显子 48-50 缺失(69/1338, 5.2%)､ 外显子 45 缺失(64/1338, 
4.8%)､ 外显子 45-50 缺失(58/1338, 4.3%)。单外显子缺失 247 例,占全部外显子缺失

21.5%(247/1149)。1-79 各外显子均有缺失检出;外显子 45~52 缺失突变是 DMD 基因突变热区,每
个外显子缺失检出次数 301-458 次不等;外显子 63-79 检出次数较少。2 例患者基因型为外显子 1-
79 缺失。 
大片段重复基因型共 118 种,其中 常见的是外显子 2 重复(14/1338, 1.0%)､ 外显子 44 重复

(5/1338, 0.4%)､ 外显子 8-9 重复(5/1338, 0.4%)。单外显子重复 36 例,占全部外显子重复

20.9%(36/172)。除外显子 1 外其它各外显子均有重复突变检出,外显子 8~18 是 DMD 基因重复突

变热区。 
12 例微小突变中 常见突变类型为无义突变,共计 6 例(6/12, 50.0%)。 
BMD 患者共有 10例､ 共检出 9 种基因型,其中 8 种基因型在 DMD 患者中有检出。 
结论 1338 个家系先证者在基因水平得到明确诊断。本研究中 DMD 基因 常见突变类型是大片段

缺失/重复,占 99.1%。外显子 45~52 缺失突变是 DMD 基因缺失突变热区。外显子 8~18 是 DMD 基

因重复突变热区。微小突变中 常见的突变类型是无义突变。尚无证据由基因型推测表型。 
 
 
PO-1434 

糖原累积症 Ia 型 163 例的脂代谢现状和治疗分析 
 

袁裕衡,魏珉,马明圣,孙之星,张梦奇,刘妍,邱正庆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儿科 100021 

 
 

目的 回顾糖原累积症 Ia 型(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type 1a, GSDIa)患者血脂管理现状,探索血脂

管理目标和降脂药物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85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儿科遗传门诊规律随诊的 163 例基因

确诊为 GSDIa 型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饮食控制､ 生玉米淀粉治疗､ 降脂药物治疗前后血脂水平,
回顾高脂血症并发症发生情况,建立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与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 TC)的
直线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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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63 例 GSDIa 型患者来自 160 个家系,男 98例､ 女 65 例,初诊年龄为 4 个月~38 岁,平均

(8.1±7.2)岁;随访时间 0~29 年(5.7±5.4)年。共有 773 人次测量数据。初诊患者脂代谢以甘油三酯升

高､ 总胆固醇升高为特点,患者治疗前 TC 5.78±3.07mmol/L(波动在 2.78~18.77mmol/L),58.3%存

在高胆固醇血症;TG 8.32±8.51mmol/L(波动在 1.81~73.96mmol/L),98.6%存在高甘油三酯血症。饮

食控制联合淀粉治疗后 TC 5.84±2.18mmol/L(波动在 1.71~22.79mmol/L),41.9%低于高胆固醇血症

界值;TG 5.83±5.63mmol/L(波动在 0.57~34.32mmol/L),2.0%低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界值。同一组患

者饮食联合淀粉治疗后 TC 下降无统计学意义,TG 下降有统计学意义。饮食控制､ 淀粉治疗基础上,
规律应用贝特类药物治疗 16 例,治疗后 TC､ TG 下降无统计学意义,33.3%(5/15)血总胆固醇均数正

常;规律应用阿托伐他汀治疗患者 18 例,治疗后 TC､ TG改善､ 有统计学意义,73.3%(11/15)血总胆

固醇均数正常。163例患者饮食､ 淀粉或降脂药物治疗后随诊监测数据共 624 人次,其中 TG 低于儿

童异常范围下限(1.7mmol/L)者共 13 人次(10 人)。1 例患者并发急性胰腺炎,无缺血性心脑血管事件

发生。7/50 颈动脉超声异常,7/40 例经颅多普勒彩超异常。淀粉治疗患者 TC 与 TG 呈正相关,存在

线性相关;TG=-2.86+1.63*TC。 
结论 GSDIa 型患者多存在明显血脂代谢异常,饮食控制､ 生玉米淀粉联合降脂治疗可维持大部分患

者血总胆固醇正常,血甘油三酯难以控制正常。GSDIa 型患者 TC 和 TG 呈正相关;建议 GSDIa 型患

者的血脂控制以血总胆固醇为主要目标,允许一定范围内高甘油三酯血症存在。GSDIa 型患者高脂

血症的治疗建议选择他汀类药物。GSDIa 患者高脂血症相关并发症需继续监测。 
 
 
PO-1435 

GDF5 转基因小鼠构建及转基因小鼠表型分析 
 

张文婷,裴舟,孙成君,吴静,常卓,陆炜,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既往研究发现,GDF5基因与骨､ 软骨､ 关节等的发育不良关系密切,但是 GDF5 基因参与脂肪

组织分化的研究较少。我们通过构建以 aP2 为启动子的 GDF5 转基因小鼠模型,分析 GDF5 基因在

脂肪组织高表达对脂肪分化的影响。 
方法 采用基因打靶技术,显微注射外源基因片段到小鼠受精卵的雄原核中,并移植到假孕母鼠体内,幼
鼠出生后剪尾 PCR 鉴定,筛选出 Founder 小鼠,通过 Western Blot 法明确 GDF5 蛋白在 Founder 鼠
脂肪组织的表达,鉴定出 GDF5 蛋白高表达的目标品系小鼠,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检测

GDF5 mRNA 在小鼠各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每周称量小鼠体重,绘制小鼠生长曲线图,通过 MRI 仪分

析小鼠的体成分,通过代谢笼分析小鼠的代谢率,通过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敏感性试验检测小鼠血糖

耐受能力和胰岛素敏感性,通过 QPCR 分析小鼠各脂肪组织的脂肪关键基因表达情况。 
结果 1.我们成功构建了以 aP2 为启动子的 GDF5 基因脂肪组织特异性高表达的转基因小鼠,其脂肪

组织 GDF5 蛋白表达显著增高,并且明确了 GDF5 mRNA 在三种脂肪组织中表达明显升高,在其他组

织 GDF5 mRNA 表达未见明显升高。2.生长曲线提示转基因小鼠从 15 周起体重低于对照组,表现为

偏瘦的体型;体成分分析提示转基因小鼠非脂肪部分和对照组相当,而体脂含量低于对照组,并且以内

脏白色脂肪减少为主要表现;代谢笼实验中,转基因小鼠的耗氧量和能量消耗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

转基因小鼠的代谢率高于对照组。3.转基因小鼠的糖耐量水平优于对照组,而转基因小鼠的胰岛素抵

抗水平低于对照组。4.转基因小鼠的内脏白色脂肪产热相关基因表达无明显差异,其棕色脂肪部分产

热基因表达上调,而转基因小鼠的皮下白色脂肪大量产热基因明显上调。 
结论 GDF5 基因促进小鼠皮下脂肪棕色化,并且皮下脂肪棕色化对小鼠能量代谢提高起到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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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6 

大剂量维生素 B1 对 SLC19A2 新突变所致糖尿病对胰岛素分泌

的纠正作用  
 

孙成君,裴舟,章淼滢,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由 SLC19A2突变引起的糖尿病均合并贫血､ 耳聋的特点。在糖尿病患者合并上述症状时通常

可以临床诊断。此类糖尿病可由大剂量维生素 B1 控制而无需胰岛素治疗。本研究发现一例散发

SLC19A2 新突变所致糖尿病的,观察观察大剂量维生素 B1 对糖尿病的治疗作用,并且回顾该基因突

变所致糖尿病的临床表现。 
方法 对患者及其双亲 SLC19A2 基因进行测序,并对患儿进行了大剂量维生素 B1 治疗以及其后 2 年

随访治疗效果,通过系统性文献复习归纳类似患者的临床表现。 
结果 该患者 11 月龄时起病(随机血糖 6-18mmol/L,糖化血红蛋白 10.1%,空腹 C 肽 0.14ng/ml),伴随

出现进行性重度贫血､ 血小板减少,脑干诱发电位明确诊断为双儿重度神经性听力损失,心超提示

Ebstein 畸形,心电图提示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患儿的基因检测明确为 c.848G>A (p.W283X)纯
合子。然而患儿的父亲为正常基因型而其母亲为 c.848G/A 杂合子。进一步对患儿及父母基因定量

提示患儿及其双亲均为双倍体型,提示患儿该基因为部分同源双倍体型。在患儿接受了大剂量口服

维生素 B1 后(10mg/kg.d),患儿的血象在治疗 3 周后恢复正常(血红蛋白>110g/L;血小

板>100*109/L)。治疗期间根据患儿血糖调整胰岛素,在维生素 B1 治疗后的 3 个月内,患儿的胰岛素

用量逐渐减少并在 3 个月后脱离胰岛素治疗。患儿的空腹 C 肽在治疗 3 月后上升到 0.33ng/ml,糖化

血红蛋白降低至 6.7%。维生素 B1 治疗一年(脱离胰岛素后 8 月)后随访患儿生长发育无明显异常,空
腹胰岛素 0.38ng/ml,糖化血红蛋白 5.6%,听力损失无好转,心脏畸形轻度好转,心电生理异常无改

善。既往文献共报道了 98 个家庭中的 SLC19A2 患者。其中 72%的病例来自地中海-中东-南亚地

区。73%的患者来自近亲婚配家庭,其中常见的突变有 Y81X､ E66X､ Q233X､ R162X 等。在

SLC19A2 突变病例中,95%患者的贫血在维生素 B1 治疗后可缓解,63%患者的糖尿病在维生素 B1
治疗后有好转,而听力损失对随维生素 B1 的治疗无反应。 
结论 在 SLC19A2 基因中的 c.848G>A (p.W283X)突变可导致早发糖尿病。在儿童早期出现的糖尿

病应当对该基因突变进行鉴别诊断以得到合理治疗。 
 
 
PO-1437 

EFTUD2 基因突变致 MFDM 综合征骨骼发育异常的相关研究 
 

吴静,罗飞宏,王旭,杨毅,李强,裴舟,陆炜,郑章乾,程若倩,奚立,章淼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延伸因子 Tu GTP 结合域 2(EFTUD2)突变可导致下颌面骨发育不全并小头畸形

(MFDM),MFDM 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发病机制迄今不清。通过全外显子测序证实我国首例 MFDM
患者,并构建斑马鱼模型,分析生物学特征并研究相关发生机制。 
方法 1. 对 1 例 MFDM 综合征疑似患儿采用高通量测序并生物信息学方法进行预测分析,筛选出可能

的致病基因。2. 体外培养人颅骨成骨细胞(HCO)及关节软骨细胞(HC-a),研究 EFTUD2 对 HCO､
HC-a 增殖分化及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3.构建 EFTUD2 基因突变斑马鱼,探讨 EFTUD2 参与

MFDM 综合征骨骼异常的可能分子机制。 
结果 1. 全外显子测序发现患儿存在 EFTUD2 新发杂合突变(c.1030_1031delTG, p.Trp344fs*2)与
MFDM 综合征相关,软件预测为致病突变。2. 体外细胞培养中下调 EFTUD2 的表达,可使 HCO 及

HC-a 增殖均受到明显抑制,细胞分化相关基因除晚期标志基因先升高后降低外,其余表达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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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O 中 P53 通路相关基因 FAS､ STEAP3､ CASP3､ P21､ SESN1 表达升高;HC-a 中 CASP3 基

因表达明显升高,P21 早期无明显升高进入分化期后表达减少;HCO 细胞中 BMP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

BMP2 及 BMP4 早期表达升高,进入分化期后逐渐降低;HC-a 增殖分化过程中 BMP4 表达持续降

低,BMP2 增殖期表达升高,分化早期降低。3.胚胎整体原位杂交及 real-time PCR 发现,EFTUD2 基

因在斑马鱼生长发育早期全身广泛表达。EFTUD2 表达下降可致斑马鱼畸形弯曲率较对照组明显升

高;敲除所致纯合突变斑马鱼同样出现身体弯曲畸形､ 颌面软骨发育明显异常,且早期(5 天)全部死

亡。骨染色及 X 线成像均显示 EFTUD2 突变后斑马鱼骨骼发育异常。EFTUD2 敲除后斑马鱼 P53
通路相关基因除 CASP3B 降低外其余均升高,BMP 通路中 BMP2B 表达升高。 
结论 1.基因诊断我国首例 MFDM 综合征患儿,发现 EFTUD2 新发致病突变 p.Trp344fs*2。2. 
EFTUD2 可影响人颅骨成骨及关节软骨细胞的增殖分化,并调节成软骨细胞分化相关基因的表达,该
过程可能与 BMP 及 P53 通路有关。3.构建斑马鱼 MFDM 模型, EFTUD2 基因突变可导斑马鱼骨骼

异常,其中 P53 及 BMP 信号通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PO-1438 

ATP7B 基因突变检测在诊断儿童肝豆状核变性患者中的意义 
 

王伟,邱正庆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肝豆状核变性,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为 ATP7B 基因缺陷导致铜转运 P 型 ATP 酶功能丧失

或减弱,铜排泄障碍,过量的铜在肝脏､ 脑､ 角膜等组织器官内积蓄,出现相应临床表现。目前已知的

基因突变有 500 多种,新突变还在不停被发现。对于儿童肝豆患者,年龄较小,症状单一,临床表现及

实验室检查不典型,临床诊断率较低,对于该类患者,基因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选取 2011-2017 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儿科门诊的 147 例肝豆状核变性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
均进行 ATP7B基因测序､ MLPA 分析,对其基因结果进行总结;患者中<18 岁者共有 75 例,对其临床

症状进行分析。 
结果 147 例患者中有 129 例患者检出 2 个突变,18 例检出 1 个突变,共检出 79 种突变,分别有 46 个

错义突变,12 缺失突变,8 个剪接突变,6 个无义突变,4 重复突变,3 个插入突变,其中有 15 个新突变

(c.2785A>G,p.I929V､ c.2771T>G,p,F924C､ c.2576-2A>G､ c.2196T>C,p.L732P､
c.2120A>G,p.Q707R､ c.1870-100C>G､ c.1714delG､ c.2717C>T,p.A906V､
c.3850dupC,p.L1284fs､ c.2732C>T,p.A911V､ c.3848C<T,p.A1283V､ c.3263T>C,p.L1088S､
c.3699+7T>C ､ c.898_902delAAGTA,p.K300X ､ c.-128_-124dupAGCCC ), 常见的突变是

c.2333G>A,p.R778L(34.5%),c.2975C>T,p.P992L(9.78%),c.2621C>T,p.A874V(11.95%)。75 例儿

童肝豆状核变性患者中,55 例以无症状肝酶升高起病,所有患者铜兰蛋白均下降,72 例患者 24 小时尿

铜均>40ug,29 例患者 24 小时尿铜在 40-100ug 之间,16 例患儿 K-F 环阳性,可以临床确诊的共有 16
例,有 15 例年龄均>8 岁。 
结论 79 个突变点中有 15 种新突变,扩大了该疾病突变谱, 常见的基因突变为

c.2333G>A,p.R778L,c.2975C>T,p.P992L,c.2621C>T,p.A874V;对于儿童肝豆患者,年龄越小,临床

表现越不典型,神经系统症状及 24 小时尿铜增多越明显,K-F 阳性率低,临床诊断困难,基因诊断有利

于早期诊断､ 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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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9 

携带 I2g 基因突变的 21 羟化酶缺乏症患儿基因突变谱 
及其与临床表型的关系 

 
王会贞,卫海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携带 I2g 基因突变的 21-OHD 患儿基因突变谱,分析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关系,进一步提高

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郑州儿童医院 2009-2016 年收治的携带 I2g 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特征,分析基因型与

临床表型的关系。 
结果 26 例患儿中 I2g 纯合突变 16 例,占 61.5%,复合杂合突变 10 例,占 38.5%;纯合突变中:父母一

方为杂合突变携带者,另一方为大片段缺失或转换 9 例(56.25%),父母双方均为等位基因杂合突变携

带者 6 例(37.5%),1 例患儿父亲为杂合突变携带者,母亲正常,患儿出现等位基因自发突变。10 例复

合杂合突变中另检出 7 种突变: p.Q319X､ p.R357W､ p.R484P､ p.I172N､ p.V282L､ G110fs､
ClusterE6。26 例携带 I2g 突变的 21-羟化酶缺乏症患儿共检出 54 个突变位点,大片段等位基因缺失

､ 转换占 16.67%,p.Q319X 突变占 9.26%,p.R357W 突变占 3.70%。携带 I2g 基因突变的患儿以大

片段缺失和转换为主,p.Q319X 为携带 I2g 突变的 21-羟化酶缺乏症患者的常见突变位点,p.Q319X
､ p.R357W､ p.R484P､ ClusterE6 与 SW 有关,p.I172N 与 SV 有关。 
结论 基因型与临床表型有较好的一致性,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对患儿酶活性损害较轻的突变基因。 
 
 
PO-1440 

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新生基因突变报告及文献分析 
 

王会贞,卫海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 AHC的临床表现､ 基因突变类型,进一步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避免误诊。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确诊的 2 例 AHC患儿的临床资料､ 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 例 AHC 患儿婴幼儿期均以失盐症状就诊,存在严重电解质紊乱,1 例患儿基因检测发现

NR0B1 基因 c.114_126delCGAACAGCCCCAG 半合子突变,为新发致病性突变,同时考虑该突变可

能为新生突变;另 1 例患儿基因检测发现 NR0B1 基因 Ex.1-2del 半合子突变,为新生突变。 
结论 NR0B1 基因 c.114_126delCGAACAGCCCCAG 半合子突变,为新发致病性突变,基因检测为

AHC 的诊断提供了可靠手段。 
 
 
PO-1441 

52 例丙酸血症患儿的临床表型与基因突变分析 
 

刘怡,李东晓,丁圆,李溪远,金颖,董慧,宋金青,张尧,杨艳玲,李海霞,杨宏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丙酸血症为罕见疾病,是由于丙酰 CoA 羧化酶缺乏导致的有机酸血症,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病。丙酰 CoA 羧化酶的编码基因为 PCCA 和 PCCB,已发现多种致病突变。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丙

酸血症患者的临床､ 生化特点及基因突变类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220 
 

方法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诊断并随访的 52 例丙酸血症患儿,男 31 例,女
21 例,分别来自我国 15 个省市,78.8%(41/52)的患儿来自北方省份。分析患儿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

检查结果,根据患儿年龄､ 疾病状态及营养状况给予个体化饮食与药物干预。采用靶向序列捕获的

新一代测序和 Sanger 测序技术对患儿及其家系成员进行基因突变分析。 
结果 52 例患儿中仅 4 例为新生儿筛查发现,其中 1 例患儿随访至 2 岁仍无症状。48 例为临床高危

筛查发现,患儿于出生后数小时~3.5 岁发病,主要表现为呕吐､ 喂养困难､ 嗜睡､ 昏迷､ 肌张力低下

､ 惊厥和发育落后等;一般化验异常包括高氨血症､ 代谢性酸中毒伴阴离子间隙升高､ 血细胞减少

､ 酮症等;头颅 MRI 异常以双侧基底节和脑白质异常为主。50 例患者完成了基因分析,22 例(44%)为
PCCA 基因突变,28 例(56%)为 PCCB 基因突变。共检出 28 种 PCCA 基因突变,其中 18 种为新发

现的突变,包括 8 种错义突变,7 种移码突变,2 种无义突变和 1 种起始密码子突变。共检出 27 种

PCCB 基因突变,其中 13 种为新发现的突变,包括 9 种错义突变,3 种移码突变和 1 种整码突变。49
例患儿经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但遗留不同程度的智力运动障碍;3 例(5.8%)患儿死亡。 
结论 丙酸血症临床表现复杂并缺乏特异性,易出现代谢失代偿,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本研究对

52 例患儿进行了分析,临床表现复杂,共检出 PCCA 和 PCCB 基因 31 种新突变,提示了丙酸血症基

因型的复杂性。 
 
 
PO-1442 

TLR4 与补体 C5a 对 3T3-L1 脂肪细胞炎症反应的影响 
 

杨婷婷,何婷,卢慧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观察炎症刺激对 3T3-L1 成熟脂肪细胞分泌新型脂肪因子的影响,及其对 TLR4､ 炎症因子 IL-6
､ 和 BIP 蛋白表达的影响,从而探讨 TLR4 与补体 C5a 在 3T3-L1 脂肪细胞早期炎症反应中的作用,
初步证实内质网应激是否参与脂肪细胞早期炎症反应。 
方法 体外培养 3T3-L1 前脂肪细胞,并采用激素“鸡尾酒”方法,诱导其分化为成熟脂肪细胞,给予

1ng/mlLPS､ 20ng/mlC5a､ LPS+C5a 刺激液在孵育不同时间后,ELISA 检测细胞上清中脂肪因子

apelin,chemerin, omentin 和 vaspin 的分泌情况;采用 Real time PCR 检测 TLR4､ BIP､ IL-6mRNA
的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 检测内质网应激分子 BIP 的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1. LPS､ C5a 和 LPS+C5a 诱导脂肪细胞炎症时,脂肪细胞分泌的脂肪因子

apelin,chemerin,omentin 和 vaspin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且 LPS+C5a 组与 LPS､ C5a 相比亦

具显著的升高(p<0.05)。  
2. LPS､ C5a 和 LPS+C5a 诱导脂肪细胞炎症时,LPS 刺激脂肪细胞 0.5h 时,脂肪细胞 TLR4mRNA
的表达显著增加(p<0.05),1h 时降至基础水平(p>0.05),2h 时开始升高,4h 时表达明显增加(p>0.05),
呈时间依赖性。LPS+C5a 对 TLR4 表达的影响类似于 LPS 的作用,C5a 不影响 LPS 对脂肪细胞

TLR4mRNA 的表达。LPS 刺激脂肪细胞 0.5h 时,脂肪细胞 IL-6mRNA 表达开始增加(p>0.05),2h 时

显著增加(p<0.05),4h 时达高峰(p<0.05),C5a 和 LPS+C5a 对脂肪细胞 IL-6mRNA 表达影响,类似于

LPS,呈现时间依赖性,且 LPS､ C5a 对 IL-6mRNA 表达呈协同作用(p<0.05)。 
3.LPS､ C5a 和 LPS+C5a 诱导脂肪细胞炎症时,内质网应激标记分子 BIP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增

加。LPS+C5a 刺激脂肪细胞的 BIP mRNA 表达增加,于 2h 时开始增加,4h 时明显增加(p<0.05),随
着作用时间的延长,在 24h 时,LPS+C5a 刺激组,BIP 蛋白显著增加(p<0.05)。基础状态下,成熟脂肪

细胞内存在内质网应激。C5a 组和 LPS 组对脂肪细胞 BIP mRNA 表达的影响,类似于 LPS+C5a,呈
时间依赖性,且 LPS､ C5a 对 BIPmRNA 表达呈协同刺激作用(p<0.05)。 
结论 补体 C5a 协同 TLR4 信号通路,参与脂肪细胞的早期炎症反应,并刺激脂肪细胞炎症因子分泌,
并加重内质网应激。内质网应激可能参与了脂肪细胞早期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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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43 

戊二酸血症-I 型 46 例患者临床表现及基因突变分析 
 

鄂慧姝,韩连书,叶军,邱文娟,张惠文,梁黎黎,季文君,徐烽,陈婷,顾学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小儿内分泌遗传科 200092 

 
 

目的 对戊二酸血症-I 型(glutaricacademia type I,GA-I)患者临床表现､ 质谱数据及基因突变检测结

果进行分析,有助于丰富中国 GA-I 基因突变谱。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6 例确诊为 GA-I患者的临床资料､ 血戊二酰肉碱(glutarylcarnitine,C5DC)水平

､ C5DC/辛酰肉碱(capryloylcarnitine,C8)比值､ 尿戊二酸。基因突变分析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
扩增 GCDH 基因外显子,直接测序。 
结果  GA-I 患者 46 例中男 24 例,女 22 例,发病年龄中位数 8 个月,主要为大头畸形､ 运动障碍､ 抽

搐等。患者血 C5DC､ C5DC/C8､ 尿戊二酸中位数分别为 0.93μmol/L､ 25.56､ 和
1097.44mmol/molCr。头颅核磁共振成像(MRI)检查 29 例,主要表现为脑白质病变､ 额颞部脑外间

隙及外侧裂池异常增宽等。共检测到 42 种突变,以 c.1244-2A>C 多见,突变频率为 27.2%;新发现

突变 13 例,包括 2 例移码突变(c.352delG,c.636-4_639delCCAGGATC),2 例无义突变(c.91G>T, 
c.764C>A)和 8 例错义突变

(c.317T>C,c.364G>C,c.452C>T,c.493C>A,c.647C>T,c.767T>C,c.784G>A,c.1060G>T,c.1133C>
T)。 
结论 大头畸形,运动障碍和头颅 MRI 特征性异常改变是 GA-I 的主要临床表现;串联质谱检测 C5DC
水平和 C5DC/C8 增高,气相色谱质谱检测尿戊二酸增高是诊断本病的重要依据。在 46 例患儿中发

现 42 种基因突变,包括 13 种未报道突变,丰富了我国 GCDH 基因突变谱。 
 
 
PO-1444 

质谱技术检测羊水代谢物对丙酸血症进行产前诊断 
 

韩凤,韩连书,季文君,陈婷,徐烽,叶军,邱文娟,张惠文,顾学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小儿内分泌/遗传科 200092 

 
 

目的 探讨串联质谱及气相色谱质谱技术检测羊水中的酰基肉碱及有机酸用于丙酸血症(propionic 
acidemia,PA)产前诊断的诊断价值。 
方法 2010 年至 2016 年,40 例生育过 PA 患儿的孕妇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进行产前诊断(作
为 PA 母亲组)。从同期进行常规产前诊断孕妇中随机选取 40 例作为对照组。2 组孕妇均于妊娠

16~20 周进行羊膜腔穿刺术抽取羊水。采用串联质谱检测羊水丙酰肉碱(propionylcarnitine,C3)､ 乙
酰肉碱(acetylcarnitine,C2)水平,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检测羊水甲基枸橼酸､ 3-羟基丙酸水平,部分羊水

细胞进行基因检测。 
结果 PA 母亲组 4 例孕妇羊水 C3[9.53(6.06~11.45) µmol/L]､ C3/C2 [1.03(0.62~1.43)]､ 甲基枸橼

酸[3.15 (2.05~4.58) mmol/molCr]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提示胎儿为 PA 阳性患儿,检出率为 10%;其中

3 例进行了基因突变检测均检测到突变位点。3-羟基丙酸在对照组与阳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PA 孕妇再生 PA 患儿的概率为 10%左右,可利用串联质谱及气相色谱质谱技术检测羊水中的

C3､ 甲基枸橼酸水平,对先证者为 PA 的孕妇进行产前诊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222 
 

PO-1445 

质谱技术联合基因分析进行戊二酸血症-I 型产前诊断研究 
 

韩凤,韩连书,季文君,陈婷,徐烽,王瑜,叶军,邱文娟,张惠文,顾学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串联质谱及气相色谱质谱技术检测羊水中的酰基肉碱及有机酸用于戊二酸血症-I 型
(Glutaric acidemia type I,GA-I)产前诊断的诊断价值。 
方法 24 例生育过 GA-I 患儿的孕妇进行产前诊断(GA-I 母亲组),从同期进行常规产前诊断孕妇中随

机选取 24 例作为对照组。2 组孕妇均于妊娠 16∼ 20 周进行羊膜腔穿刺术抽取羊水。采用串联质谱

检测羊水戊二酰肉碱(Glutarylcarnitine,C5DC)和戊二酰肉碱与辛酰肉碱(Octanoylcarnitine,C8)比值

(C5DC/C8),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检测羊水戊二酸水平,羊水细胞进行基因检测。 
结果 对照组孕妇羊水 C5DC[0.07(0.03~0.30)µmol/L]､ C5DC/C8 [0.67(0.31~2.31)]､ 戊二酸[0 
(0~1.46) mmol/molCr] 水平均位于正常参考内[0.02~0.35 µmol/L､ 0.30~5.00､
0~3.0mmol/molCr]。GA-I 母亲组 4 例孕妇羊水 C5DC[1.58(0.89~2.85) µmol/L]､ C5DC/C8 
[19.74(12.4~25.93)]､ 戊二酸[129.96 (90.09~266.02) mmol/molCr] 水平均显著超过正常参考值,提
示胎儿为 GA-I 阳性患儿,与基因检测结果相符,检出率为 16.7%。另外 20 例羊水 C5DC､ C5DC/C8 
及戊二酸水平判断为阴性的孕妇,基因检测结果 14 例为携带者,6 例未检测到突变。 
结论 质谱技术检测羊水 C5DC 及戊二酸水平判断胎儿是否为患儿与基因检测结果符合率为 100%,
可利用质谱技术检测羊水 C5DC 及戊二酸水平对 GA-I 进行产前诊断,具有快速､ 特异的优势。 
 
 
PO-1446 

羊水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联合质谱技术产前诊断甲基丙二酸血症 
 

陈婷,韩连书,季文君,徐烽,叶军,邱文娟,张惠文,顾学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内分泌/遗传科 200092 

 
 

目的 探讨羊水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联合串联质谱(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MS/MS)及气相色谱质

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检测对 cblC 型甲基丙二酸血症

(methylmalonic acidemia,MMA)产前诊断的价值 
方法 187 名于本院进行产前诊断的孕妇,其中 78 例先证者为 cblC 型 MMA 患儿,109 例为非有机酸

血症孕妇(对照组),于妊娠 16~24 周抽羊水,MS/MS 检测羊水丙酰肉碱(propionylcarnitine, C3)和乙

酰肉碱(acetylcarnitine, C2)水平, GC/MS 检测羊水甲基丙二酸､ 甲基枸橼酸水平,采用免疫荧光偏

振法检测羊水同型半胱氨酸浓度,部分孕妇经培养羊水细胞进行 MMACHC 基因突变检测。 
结果 78 例先证者为 cblC 型 MMA 的孕妇中,24 例胎儿诊断为患儿(阳性组),54 例排除患病(阴性

组)。阳性组 HCY水平､ C3水平､ C3/C2 值､ 甲基丙二酸水平及甲基枸橼酸水平均显著高于参考

值､ 阴性组以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基因确诊胎儿为患儿的孕妇羊水代谢物检测均

为阳性;孕妇羊水代谢物检测均为阴性者,基因检测结果均排除胎儿为患儿。另有 2 例胎儿基因检测

结果为仅一个突变,而质谱和同型半胱氨酸结果均阳性。 
结论 羊水同型半胱氨酸检测联合 MS/MS､ GC/MS 检测可对 cblC 型 MMA 进行产前诊断,且可弥补

先证者基因突变不明的孕妇进行产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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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47 

脑室内注射丁酸钠调控弓状核 POMC 和 AgRP/NPY 的基因表达:
减少大鼠摄食和体重的中枢机制 

 
陈福宜,贺谷雨,陈程,马廉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检测丁酸钠对大鼠下丘脑弓状核 POMC､ AgRP､ NPY mRNA 表达的影响,以及探讨丁酸钠诱

导的基因表达调控是否有 AMPK 和 ERK1/2 信号通路的参与。  
方法 通过给大鼠脑室内注射丁酸钠,观察给药急性期及亚急性期大鼠食欲､ 体重､ 糖耐量的变化,检
测丁酸钠对大鼠下丘脑弓状核 POMC､ AgRP､ NPY mRNA 表达的影响,以及探讨丁酸钠诱导的基

因表达调控是否有 AMPK 和 ERK1/2 信号通路的参与。 
结果 丁酸钠注射 1 小时后, POMC mRNA 表达升高(P<0.001)､ AgRP 和 NPY mRNA 表达降低

(P<0.01),丁酸钠可以作为下丘脑食欲调节网络的一种营养信号因子。丁酸钠注射 1 小时后,弓状核

ERK1/2 磷酸化水平升高,AMPK 磷酸化水平降低,ERK1/2 特异性抑制剂 PD098059 可使丁酸钠诱导

的 p-ERK1/2 完全被逆转,伴有 POMC 基因表达 53.6%被阻断,而仅有 23–29% AgRP 和 NPY 基因

表达抑制被逆转,说明丁酸钠诱导弓状核 POMC,AgRP,NPY 基因表达调控有 AMPK 和 ERK1/2 信号

通路的参与,而 ERK 主要调节 POMC 的表达。自主活动状态下,急性研究注射丁酸钠 1-2 小时内大

鼠的饲料摄入量明显减少(P<0.05),亚急性研究大鼠缓释给药期间丁酸钠组体重增长比对照组缓慢。

脑室内注射丁酸钠可减少大鼠摄食和体重。以药物的形式或者膳食纤维的形式提高血液中丁酸钠的

浓度,可能可以通过中枢机制减少食欲和体重。 
结论 1､ 丁酸钠可以作为下丘脑食欲调节网络的一种营养信号因子。2､ 丁酸钠诱导弓状核

POMC,AgRP,NPY 基因表达调控有 AMPK 和 ERK1/2 信号通路的参与。3､ 脑室内注射丁酸钠可

减少大鼠摄食和体重。4､ 以药物的形式或者膳食纤维的形式提高血液中丁酸钠的浓度,可能可以通

过中枢机制减少食欲和体重。 
 
 
PO-1448 

46,XX 外生殖器畸形的临床分析与分子遗传学研究 
 

陈立芬,董治亚,王伟,肖园,陆文丽,马晓宇,倪继红,王德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分析 46,XX 外生殖器畸形患儿的临床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相关性。 
方法 收集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 38 例外生殖畸形且染色体为 46,XX 的患儿资

料,分析其临床特征､ 行相关辅助检查(内分泌相关激素,SRY 基因,ACTH 激发,LHRH 激发及影像学

检查)对临床疑诊 CAH 患儿采用 Long-PCR 技术检测外周血中 CYP21A2 基因点突变情况,并对反复

PCR 无扩增片段者 7 例行多重连接依赖式探针扩增技术(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检测 CYP21A2 基因拷贝数变化。 
结果 根据临床表型及实验室相关检查确诊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CAH)患儿 33 例,其中失盐型 5 例,单纯男性化型 28 例。CAH 患儿中存在 CYP21A2 基

因点突变者 25 例,CYP21A2 基因拷贝数异常(缺失或单拷贝)者 3 例,未检测 CYP21A2 基因异常者 5
例。肾上腺肿瘤患儿 1 例,46,XX,SRY(+)患儿 2 例,另 2 例患儿病因未明。 
结论 46,XX 核型中呈现外生殖器畸形 常见的病因是 CAH,CAH 中以 CYP21A2 基因突变所致 21-
羟化酶缺陷(21-OHD) 为常见,基因点突变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基因大片段的缺失或拷贝数变异

同样存在。另外,在 46,XX 外生殖畸形患儿中肾上腺肿瘤或 SRY 基因异位等原因亦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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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49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 MKRN3 非编码区 
突变减低其表达的调控研究 

 
陆文丽,王伟,孙曼青,王俊琪,肖园,董治亚,王德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MKRN3 基因突变可导致家族性中枢性性早熟。在一个家族性性早熟的家系中发现 MKRN3 基

因的非编码区即 5'UTR 区域发生碱基突变,设计构建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 MKRN3 非编码区

突变减低其表达的调控研究。 
方法 临床发现一个家族性中枢性性早熟家系,应用二代测序发现 MKRN3 变异:c.-81C>T,位于

5'UTR 非编码区。设计合成包含 MKRN3 启动子及 5'UTR 区域(编码区与启动子间 5'UTR 区域

99bp)的一系列基因片段,构建 MKRN3 正向位于启动子及 5'UTR 区域下游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
与内参质粒 pGL4 共转染 T293 细胞,通过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荧光素酶活性。 
结果 与野生型相比较,编码区前第 81 个碱基 C>T 使荧光素酶表达明显减低,提示非编码区即 5'UTR
区域的 c.-81C>T 碱基改变可减低 MKRN3 表达量,与该家系临床表现一致。 
结论 非编码区即 5'UTR 区域的 c.-81C>T 碱基改变对 MKRN3 表达量的调控与家族性中枢性性早熟

家系的发病机制有一定关系。 
 
 
PO-1450 

原因不明矮小症致病基因相关研究 
 

杨露露
1,董治亚

1,王伟
1,施锦绣

2,陆文丽
1,肖园

1,张婉玉
1,倪继红

1,王德芬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 

 
 

目的 利用靶向捕获二代测序技术对不明原因矮小患者进行候选基因检测,筛查致病基因变异､ 分析

基因变异与临床表型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内科就诊的矮小患者,已排除生长激素缺乏症

､ 小于胎龄儿､ 甲状腺功能低下､ 染色体异常､ 明显骨骼发育异常及其他继发性身材矮小症等明确

病因, 终纳入 81 例患者临床诊断不明。构建与线性生长相关的包含 187 个基因的编码区序列的目

的基因组合(panel),用以选定的 81 例患者行二代测序。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会关于二代

测序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指南,评判变异位点,筛选出致病基因,并通过 Sanger 测序验证,分析基因变

异与临床表型相关性。 
结果 对 81 例不明原因矮小患者进行候选基因筛查,发现 5 例存在致病性变异,1 例存在可能致病性

变异,另在 5 例患者发现 4 种意义不明确变异。致病性变异包括 PTPN11 基因 3例､ COL2A1 基因

和 ACAN 基因各 1 例。3 例患者发现 PTPN11 基因存在已知致病性杂合错义变异,分别为

c.215C>G(p.A72G)､ c.844A>G(p.I282V)和 c.1471C>T(p.P491S),确诊为 Noonan 综合征。1 例患

者 COL2A1 基因存在已知杂合致病性变异 c.2710C>T:p.R904C,确诊为 Stickler 综合征。1 例

ACAN 基因存在杂合致病性变异 c.7222dupA:p.D2407fs,患儿临床表现为矮小及骨龄偏大。另有一

例 COMP 基因存在可能致病性变异 c.1201G>A:p.D401N(杂合),造成多发性骨骺发育不良。另有 5
例(涉及 4 个基因)存在变异,包括 2 例 COL10A1:c.1228G>C:p.G410R(杂合),余
GHSR:c.866C>A:p.S289Y(杂合)､ CENPJ:c.2462C>T:p.T821M(纯合)､
COL1A1:c.1583G>A:p.R528H(杂合)各 1 例,目前评估为意义不明确。 
结论 1.在 81 名原因不明的矮小症患者中发现 11 名存在基因变异(占 13.5%),其中 5 名明确为携带

致病性变异､ 1 名为可能致病性变异(共占 7.4%),另 5 名患者携带的变异目前评判为意义不明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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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行功能检测及临床随访。2. ACAN 基因变异与骨龄发育提前的特发性矮小患者相关,丰富了

特发性矮小患者的基因变异谱。3. 某些综合征临床特征不典型易被忽视,可能被归入一类不明原因

的矮小,而通过本基因 panel 确诊 3 例 Noonan 综合征､ 1 例 Stickler 综合征,同时为临床更有效地治

疗提供科学依据。4. COMP 基因 p.D401N 变异,与多发性骨骺发育不良有关。5. 利用该基因 panel
筛查不明原因矮小病因,可明确部分矮小患者的遗传背景和致病基因,可推广应用于临床。 
 
 
PO-1451 

中枢性性早熟女童血清中 miR-125b 与 25-OHD 联合检测的临床

意义研究 
 

唐家彦,黄娟,黄连红,陈艳玲,周涛,付四毛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中枢性性早熟(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CPP)是指由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hypothalamic-
pituitary-gonadal axis, HPGA)功能提前启动而导致女孩 8 岁前,男孩 9 岁前出现内外生殖器官快速

发育及第二性征呈现的一种常见儿科内分泌疾病。为判定血清 miR-125b 联合维生素 D 检测对诊断

女童 CPP 及疗效评估的意义。 
方法 收集 60 例 CPP 女童及相匹配的同等例数健康女童血清,记录年龄､ 体重､ 身高､ 身体质指数

(BMI)､ 乳房发育 Tanner分期､ 卵巢体积及骨龄等一般情况资料;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黄体生成素

､ 促甲状腺素､ 游离甲状腺素､ 雌二醇､ 卵泡刺激素､ 泌乳素及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平;
荧光定量 PCR 检测血清 miR-125b 的表达。 
结果 CPP 女童血清中 miR-125b 表达高于对照组,与 25-OHD 水平呈反比,与乳腺发育年龄密切相

关;miR-125b 高表达组 CPP 女童乳腺发育 Tanner 期 III-IV 期所占比例明显高于 miR-125 低表达

CPP 女童;miR-125b 高表达组 CPP女童游离甲状腺素､ 促甲状腺素､ 泌乳素､ 黄体生成素及卵泡
刺激素与 miR-125 低表达 CPP 女童体内水平无差异,而雌二醇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在 miR-125b
高表达维生素 D缺乏组､ miR-125b 高表达维生素 D 正常组。miR-125b 低表达维生素 D缺乏组､

miR-125b 低表达维生素 D 正常组等 4 组 CPP 女童中,经 GnRHa 治疗后,miR-125b 高表达维生素 D
缺乏组乳房发育消退比例 低,miR-125b 低表达维生素 D 正常组比例 高,而生长速率及骨龄减速

各组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 miR-125b 高表达与 CPP 女童乳腺发育年龄及 Tanner 期密切相关,可能与雌二醇的升高相关,
联合检测 miR-125b 与 25-OHD 可更好地判定 GnRHa 治疗对乳房发育消退的疗效。 
 
 
PO-1452 

ENAMEL DEFECTS IN FAM83H TRUNCATION KNOCK-IN 
MICE 

 
Zeng Chunhua1,HU YUANYUAN 2,JAMES SIMMER2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athogenesis of human ADHCAI. 
Methods We generated and characterized a mouse model (Fam83hTr/Tr) expressing a truncated 
FAM83H protein (amino acids 1-296), which recapitulated the ADHCAI-causing human FAM83H 
p.Tyr297* mutation. Mouse molars and incisors were characterized using dissecting microscopy, 
backscattered SEM, histology, and molar protein extra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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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Homozygous Fam83hTr/Tr mice were viable and fertile, and appeared grossly normal 
except a sparse and scruffy coat. Day14 and 7-week Fam83hTr/Tr molars exhibited rough 
enamel surfaces and slender cusps. On cross-sections, the lateral third of the enamel layer of 
Fam83hTr/Tr incisor was thinner, with surface roughness and altered enamel rod orientation, 
suggesting disturbed enamel matrix secretio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electron densities of enamel in mandibular incisors among three genotypes indicating normal 
progression of mineralization during enamel maturation of Fam83hTr/Tr incisors. However, 
shorter molar cusp with flat cusp tips at 7-weeks in Fam83hTr/Tr mice was characteristic of post-
eruption attrition. Histologically, the Fam83hTr/Tr enamel organ, including ameloblasts, and 
enamel matrices at sequential stages of amelogenesis exhibited comparable morphology without 
overt abnormalities compared to those of Fam83h+/+and Fam83h+/Tr mice. Crude protein 
extracts from first molars of Day5, Day11, and Day14 mice analyzed by SDS-PAGE and 
amelogenin immunoblotting demonstrated a potentially reduced secretion of enamel matrix 
proteins during the secretory stage and delayed protein resorption during maturation stage in 
Fam83hTr/Tr first molars. 
Conclusions Whereas depletion of FAM83H did not cause enamel phenotypes, enamel 
malformations of Fam83hTr/Tr mice demonstrated that a truncated FAM83H protein, p.Tyr297*, 
could disturb normal amelogenesis, which underlays the pathogenesis of human ADHCAI. 
 
 
PO-1453 

ENAMEL NANOHARDNESS IN WILD-TYPE, AMELX, WDR72, 
FAM83H, AND KLK4 MICE 

 
Zeng Chunhua1, HU YUANYUAN 2,JAMES SIMMER2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Dentistry, 
 
 

Objective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enamel nanohardnesses of wild-type, Amelx, Wdr72, 
Fam83h and Klk4 null or knockin mice that phenocopy enamel defects in humans. 
Methods Left and right hemi-mandibles (at 7-weeks) were dissected free of soft tissue, 
dehydrated, embedded in epoxy, cut transversely at the level of the labial alveolar crest, and re-
embedded in Castolite AC. The incisor cross-sections were polished and nanohardness-tested at 
spaced intervals, with separate measurements obtained for the inner, middle, and outer enamel 
when the enamel layer was sufficiently thick to allow it. Nanohardness testing was performed 
using a Hysitron 950 Triboindenter with a nanoDMA transducer and Berkovich probe. The nano-
indentation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Triboscan 9 software. 
Results The average nanohardness values for Amelx+/+ Amelx+/-, and Amelx-/- enamel were 
3.63±0.75, 3.46±0.91, and 1.61±0.80 gigapascal (Gpa), respectively. The Amelx null enamel was 
softer away from the cervical margins (1.22±0.59 Gpa). Thus the overall Amelx-/- enamel 
hardness score was only half that of the wild-type, while the hardness score of the enamel away 
from the cervical margins was only 1/3rd that of the wild-type. The enamel nanohardness were 
measured in similar detail in all genotypes and sort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highest] Wild-type > 
Fam83h > Amelx > Klk4 > Wdr72 [lowest]. 
Conclusions The nanohardness of wild-type enamel is not uniform throughout, but is hardest in 
the outer enamel, near the surface. The enamel is particularly soft in the Klk4 and Wdr72 null 
mice,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matrix degradation and resorption, respectively, for 
maturation of the enamel layer. Nanohardness testing detected even normal variations in wild-
type enamel and is a sensitive means of detecting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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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54 

免疫缺陷 41 型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IMD41)伴胰岛素依赖型 
糖尿病 10 型(IDDM10)1 例并文献复习 

 
奚立,裴舟,李晓静,程若倩,章淼滢,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免疫缺陷 41 型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IMD41)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该病的致

病基因为 IL2RA,该基因功能异常与 1 型糖尿病有关。本文对一例 IMD41患儿临床特点､ 辅助检查

进行分析,着重介绍 IL2RA 基因与儿童糖尿病(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10 型,IDDM10)的关系,以提高对

该病的临床认识。 
方法 总结 1 例 IMD41 伴 IDDM10患者的临床特点､ 辅助检查､ 治疗效果,并通过文献复习,详细分

析 IMD41 伴 IDDM10的病因､ 临床特点､ 诊断和治疗。 
结果 患儿,女,7 岁 6 月,因“全身淋巴结肿大 5 年,乏力 2 月,血糖波动 20 余天”入院。查体:身高

107.1cm,体重 17.5kg。库欣貌,躯干部散在丘疹,皮下脂肪薄。颈部､ 锁骨下､ 腹股沟多发黄豆至花

生米大小淋巴结,无触痛､ 活动可。咽红,双侧扁桃体 I 度大。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啰音。心脏听诊

无异常。腹部膨隆,肝肋下 5cm,质韧,脾肋下 5cm,质韧。辅助检查:空腹血糖(3.6~5.5)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6.9~12.3)mmol/L。糖尿病分型抗体均(-)。自身抗体:ANA1:100/1:320/1:640 均(+),C-
ANCA1:10(+)。肺泡灌洗液:含铁血黄素定性试验(+)。GM 试验(+)。B 超:脾脏肿大,双侧颈部､ 腋下

､ 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胸部增强 CT:两肺感染性病变,纵膈､ 肺门及锁骨上､ 双侧腋下淋巴结肿大。

鼻咽镜:腺样体肥大,左侧鼻新生物可能。颈部淋巴结活检:淋巴组织反应性增生。全外显子测序显示

患者携带 2 个 IL2RA 基因杂合突变:c.340C>T(p.Q114X,父源);c.64G>A(p.E22X,母源),确诊为

IMD41。给予患儿强的松片､ 糖尿病饮食､ 伏立康唑治疗后患儿相关自身抗体转阴､ 血糖正常､ 肺

部病变减轻。复习相关文献,IMD41主要表现为反复性病毒､ 真菌和细菌感染,淋巴结病和各种免疫

缺陷病,如:淋巴结肿大,反复呼吸道感染,肺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肝脾肿大,炎症性肠病,
慢性腹泻,皮肤湿疹等。此外,CD25 变异还与 1型糖尿病､ 多发性硬化､ 特发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发病有关。 
结论 IMD41 主要表现为反复感染,淋巴结病和各种免疫缺陷病,在明确诊断前通常用对症方法治疗,
如抑制免疫､ 抗感染､ 纠正贫血等,但往往患儿病情仅一时缓解,易反复。通过基因检测明确诊断后

可进行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 
 
 
PO-1455 

青春前期男童乳房发育合并骶尾部性索间质细胞瘤 1 例 
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李晓静,孙成君,裴舟,陆炜,奚立,程若倩,章淼滢,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总结 1 例青春前期男童乳房发育合并骶尾部肿瘤病例,进一步提高对青春前期男童乳房发

育这一罕见症状合并肿瘤的临床特点的认识。 
方法 报告 1 例青春前期男童乳房发育合并骶尾部性索间质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表现。通过系统性文

献复习总结归纳以青春前期男童乳房发育为临床变现的肿瘤性疾病的临床特点。 
结果 男性患儿,6 岁 9 月,出现双侧对称性进行性乳房发育 2 年。反复询问未发现患儿有雌孕激素药

物摄入､ 接触史,未发现家族成员青春期发育提前或延迟史,亦无男性乳房发育或女性巨乳的家族史;
病程中就诊发现身高 135.5cm(+2.7SD)､ 体重 41.3kg(+3.6SD)较同龄儿童显著升高;骨龄(BA1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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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提前。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进一步检查发现外周血雌激素水平明显提高而泌乳素水平正常;
外周血肿瘤标志物(HCG､ AFP､ CEA､ CA125､ CA199)阴性;GnRH 激发试验排除中枢性性早

熟;HCG 激发试验排除睾丸功能异常。6 岁 9月龄初诊时影像学检查包括腹部､ 外生殖器及盆腔 B
超､ 头颅及垂体 MR､ 胸部及脊柱正侧位片均无阳性发现。予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后表现为雌激素

生成受阻(睾酮水平升高),并且在治疗后 4 月出现双侧腹股沟肿大,再次行 B 超及 MR 检查发现骶尾

部肿瘤,腹股沟淋巴结活检提示生殖细胞-性索间质来源转移性肿瘤。基于此病例我们对英文文献数

据库进行了系统性搜索,发现青春前期男童乳房发育这一罕见症状合并肿瘤共报道 60 例,其中肿瘤原

发于睾丸 43 例(72%)､ 颅内 7 例(11%)､ 肾上腺 6 例(10%)､ 肝脏 4 例(7%)。而原发于骶尾部的肿

瘤尚无报道。 
结论 青春前期男童乳房发育为罕见临床表现,需严密排查肿瘤存在的可能性,进而实现临床早诊断､

早治疗。 
 
 
PO-1456 

A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a Chinese 
boy with SOPH syndrome and recurrent acute liver failure 

 
Li xin1,Cheng Qing1,Li Niu2,Chang Guoying1,Li Juan1,Ding Yu1,Shen Yiping2,Wang Xiumin1,Wang Jian1 

1.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China 

2.Department of Medical Genetics,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China 

 
 

Objective Mutations in neuroblastoma amplified sequence (NBAS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anovel short stature syndromecharacterised by optic nerve atrophy and Pelger-Huet 
anomaly.Recently biallelic mutations in NBA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important cause of 
recurrent acute liver failure(RALF)in infancy.  
Methods We hereby present a 11-year-old Chinese boy withcardinal features of SOPH syndrome 
including severe short stature,pelger-huet anomaly of leucocytes,and optic atrophy. Growth 
hormone provocation test with insulin was normal in all examined patients in Yakut .Hormone 
assays of the patient we reported showed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and bone age was 
normal.Thes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OPH syndrome in Yakut. The 
boy had a series of recurrent acute liver failure with hypogammaglobulinemia and reduced natural 
killer. 
Results The case we reported enrichs the mutant spectrum of NBAS gene and add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type. 
Conclusions The case we reported enrichs the mutant spectrum of NBAS gene and add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type. 
 
 
PO-1457 

Two cases report: pseudohypoparathyroidism vs 
progressive osseous heteroplasia with de novo mutations 

in GNAS gene 
 

Li Qun,Chang Guoying,Chen Yao,Ding Yu,Li Juan,Cheng Qing,Li Xin,Shen Yiping,Wang Jian,Wang Xium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0 

 
 

Objective Inactivating mutation of the GNAS gene is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syndromes, 
including pseudohypoparathyroidism(PHP), pseudopseudohypoparathyroidism(PPH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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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ve osseous heteroplasia (POH). PHP 1a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hormone 
resistance especially parathyroid hormone(PTH) resistance and Alberight’s hereditary 
osteodystrophy(AHO). AHO’s typical features involve short stature, brachydactyly and ectopic 
ossifications. PPHP is a clinical variant of PHP defined as the AHO phenotype alone and none 
hormone resistance. POH is another rare disease which characterized by dermal ossification in 
infancy, with progressive and extensive heterotopic ossification of subcutaneous, muscle and 
deep connective tissues during childhood. 
Methods We present two cases with mutations in the GNAS gene but different clinical 
phenotypes. Case 1: A 12-year-old girl consulting due to short stature and brachydactyly, with 
elevated PTH level and normal calcium, phosphorus level, PHP suspected. Case 2: 6 mouths boy 
consulted due to diffuse subcutaneous calcifications (right wrist at birth, left finger､ left chest､
both feet and thighs growly appeared after that). The laboratory studies of calcium, phosphorus 
and PTH were normal. Suspicion of POH was identified. 
Result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of the GNAS gene in both cases were de novo no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s. The mutation in case 1 revealed c.314 C> T (p. Thr105lle); and in case 
2, a base deletion in c.74 del A (p. Lys25Argfs*33) was identified, which may cause early 
termination of Amino acid translation. 
Conclusions To our knowledge, the case 2 is the second report of POH in China. The 
pathogenesis of these mutations in 2 cases need to be studied further. 
 
 
PO-1458 

应用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诊断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 1 例

并文献复习 
 

郑章乾,吴冰冰,章淼滢,陆炜,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cGKD)是一种罕见的遗传代谢性疾病,对本病例的认识不足会造成对该

病的误诊。提高对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的临床和基因特征的认识。 
方法 总结分析 1例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患儿的临床发现､ 辅助检查､ 诊断和随访资料,并应用

Agilent aCGH4x180K 定制芯片检测全基因组范围的基因组不平衡现象检测来明确诊断,并在长期治

疗､ 随访后分析结果,并文献复习。 
结果 男,年龄:22 天。因“皮肤黄染半月余伴纳差 2 天”入院。G2P1,孕 41 周剖宫产,出生时无抢救､

窒息史,出生体重 4000g。生后混合喂养。首发症状为皮质功能低下､ 黄疸､ 电解质紊乱(高钾低

钠)。入院体检:神清,反应欠佳,发育及营养欠佳,全身皮肤呈暗黄色,巩膜黄染,无皮疹或出血点,面容

无殊,前囟平软,颈软,心肺(-),腹软,肝脾不大,四肢肌张力正常,原始反射能引出。实验室检查提示肝功

能轻度异常,血甘油三脂 6.16mmol/L､ 肌酸激酶 19949IU/L､ ACTH 1250pg/ml, 血浆皮质醇 5.08 
ug/dl。特殊检查:B 超:肝肿大;双侧肾上腺探测不清。应用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aCGH)对该

例患儿核心家系染色体拷贝数变异进行检测,发现患儿 X 染色体短臂(Xp21.3 - p21.1)8.7Mb 致病性

拷贝数缺失,患儿母亲在相同区域也存在相同片段的拷贝数缺失,而父亲的拷贝数正常。确诊该名患

儿为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给予氢化可的松(每日 10mg/m2)替代治疗至 2016 年 10 月,以及大剂

量辅酶 Q10(每日 5-10mg/kg)联合左卡尼汀(每日 100mg/kg)治疗,并限制动物油等饱和脂肪酸摄

入。随访 4 年至患儿 4 岁。治疗 1 周后患儿电解质紊乱和皮质醇水平即恢复正常,但随访期间酸激

酶(CK)､ 谷丙转氨酶(ALT)､ 谷草转氨酶(AST)以及甘油三脂(TG)等进行性升高,且肌力较差(V 级-),
智力发育迟缓。 
结论 cGKD 又称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症状包括甘油激酶缺乏所致的高甘油三脂血症､ 先天

性肾上腺发育不全(AHC),杜氏肌营养不良(DMD)以及智力发育迟缓(MR)等一系列症候群。aC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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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诊断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的首选方法,可以明确染色体微缺失片段的大小以及涉及的相关基

因。长期随访为诊断和预后判断提供可靠依据。 
 
 
PO-1459 

32 个 Wilson 病家系的遗传学研究 
 

曾春华,林云婷,卢致琨,盛慧英,谭静雯,蔡燕娜,程静,徐爱晶,李秀珍,黄永兰,刘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Wilson 病是由编码铜转运 P 型 ATP 酶 B(ATP7B)的基因突变导致的铜代谢障碍疾病,是一种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该病临床表现以肝病和/或神经精神症状为主,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是决定预

后的关键。本研究拟对 Wilson 病患儿进行遗传学诊断,进而探讨患儿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特点,以期

达到及时诊断干预目的。 
方法 收集 32 例 Wilson 病疑似患儿与亲属共计 104 个外周血样本,以及 3 例孕早期胎儿绒毛标本。

通过基因组 DNA提取､ PCR 扩增和 Sanger 测序进行 ATP7B 基因分析。 
结果 32 例 Wilson 疑似患儿均检出 ATP7B 基因突变,阳性率为 100%;另有 4 名亲属(其中 1 例为绒

毛标本)检出突变。本研究确诊 Wilson 患者 35 例,产前诊断阳性 1 例。共检出 33 种 ATP7B 基因突

变,其中 26 种为已知致病突变,另外 7 种为本研究首次发现,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为可能致病突变。

进一步分析患儿临床表现和生化指标,发现该组患儿起病早,平均发病年龄 5.8 岁,绝大多数以肝功能

异常为主诉就诊,少数患儿表现为神经精神症状。血铜蓝蛋白低,24 小时尿铜增高。分析该组患儿及

亲属基因型,发现 ATP7B 存在热点突变。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 7 种新的 ATP7B 基因突变,拓展了基因突变谱。本研究提示对于肝功能异常的

患儿应进行警惕 Wilson 病可能,通过 ATP7B 基因分析,可以达到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的目的。该研

究也有助于 Wilson 病的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 
 
 
PO-1460 

D4-3-oxo-5β-reductase (AKR1D1) deficiency: response to 

oral bile acid therapy and long-term outcomes  
 

zhang Meihong1,Zhao Jing2,Setchell Kennth DR3,Zhang Wujuan3,Gong Jingyu1,Lu Yi2,Liu Langli1,Wang 
Jianshe1,2 

1.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The Center for Pediatric Liver Diseases,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of Fuda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Disorders of primary bile acid synthesis may be life-threatening if undiagnosed, or not 
treated with primary bile acid replacement therapy. To date,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the 
management and follow-up of patients with the Δ4-3-oxosteroid 5β-reductase (AKR1D1) 
deficienc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responses of patients with 
AKR1D1 deficiency to oral bile acid therapy, specifically chenodeoxycholic acid (CDCA).  
Methods Twelve patients with AKR1D1 deficiency confirmed by fast atom bombardment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of urine and by gene sequencing, were treated with CDCA 
or 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 The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responses to therapy were 
monitored over 0.5 - 6.5 years. The initial dose of CDCA was 8mg/kg/day and dose adjustments 
were made based on findings from serum biochemistries and urinary bile acid profiles. 
Results Physical examination, biochemistries, and sonographic findings all improved in 11 
patients during bile acid therapy. One patient was unresponsive and underwent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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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lantation. Urine bile acid analysis confirmed a reduction in atypical hepatotoxic 3-oxo-D4 
bile acids concomitant with clinical improvements in those patients treated with CDCA, but not 
with UDCA. The dose of CDCA required for optimal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response varied from 
5.5 - 10 mg/kg per day among patients based on maximum suppression of atypical bile acids. 
Conclusions The primary bile acid, CDCA proved effective in treating AKR1D1 deficiency but the 
therapeutic dose required individual optimization based on biochemical and clinical responses. 
UDCA is not recommended for long-term management of the AKR1D1 deficiency. 
 
 
PO-1461 

UBASH3A 基因多态性与 T1DM 发病的关联研究 
 

赵诸慧,陈秀丽,裴舟,程若倩,奚立,李晓静,郑章乾,章淼滢,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了解泛素蛋白相关 SH3 结构域 A(Ubiquitin Associated and SH3 Domain Containing 
A,UBASH3A)基因多态性与 T1DM 发病的关联性。 
方法 共采集 1 型糖尿病组 364 名和正常对照组 728 名的基因组 DNA,使用 SnaPshot 分别检测二组

的 UBASH3A 基因 rs2277798､ rs2277800､ rs2839519､ rs3827233 ､ rs9976767 位点的基因多

态性变化。采用 SAS9.3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 T1DM 组和正常对照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

布的差别,以及不同基因型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 rs3827233 基因型在 T1DM 组和正常对照组中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x2=4.006, p=0.135)。
G､ C 等位基因在两组中的分布存在差异,G 等位基因在 T1DM 组占 72%,对照组 67.9%,计算 G 等

位基因 OR1.22(95%CI1.00-1.49),P 值 0.02。rs3827233 各基因型之间的临床指标测定无显著差异

(p>0.05)。2､ rs9976767 基因型在 T1DM 组和正常对照组中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x2=1.647, 
p=0.439)。A､ G 等位基因在两组中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在 T1DM 组中 IAA(+)和 IAA(-)的患者等

位基因有差异,IAA(+)组携带 G 等位基因者(29.5%)较携带 A 等位基因者(17.7%)多,P=0.02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携带 A 等位基因组患者 HbA1C 均值为 12.71±8.99%(95%CI 11.59-13.83),较携带 G 等

位基因组高,P=0.0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rs2277798､ rs2277800､ rs2839519､ rs9976767 基

因型在 T1DM 组和正常对照组中的分布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1､ UBASH3A 基因 rs3827233 单核苷酸多态性在 T1DM 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差异,提示携带

G 等位基因可能与 T1DM 发病有一定联系。2､ rs9976767 G 等位基因和胰岛自身抗体(IAA)相关。

A 等位基因患者 HbA1C 均值较高,可能与 T1DM 血糖控制相关。3､ UBASH3A 致病效力较弱,通过

信号通路上基因的相互作用,参与 T 细胞信号转导,需要更大样本及相关功能研究进一步验证。 
 
 
PO-1462 

2010-2016 年单中心新诊断儿童糖尿病现状分析 
 

陈晓波,钱坤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分析单中心住院儿童青少年糖尿病的流行特征､ 临床分型､ 临床表现特点以及多种胰岛自身

抗体检出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病房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431 例新诊断的儿童青少年糖尿病患者的病历资料,对其糖尿病流行特征､ 临床分型､ 临床表现特点

以及多种胰岛自身抗体检出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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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10 年至 2016 年我院内分泌科病房共收治新诊断的儿童青少年糖尿病患者 431 例,其中 1 型

糖尿病 309 例(71.7%),2 型糖尿病 86 例(20.0%),特殊类型糖尿病 22 例(5.1%),未确定分型糖尿病

14 例(3.2%)。 对每年新诊断糖尿病患者人数进行统计,2010 年至 2016 年分别为 43例､ 50例､ 65
例､ 65例､ 68例､ 75例､ 65 例,2016 年与 2010 年相比增长率高达 51.2%。1 型糖尿病患者的中

位年龄 7 岁,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中位年龄 12.7 岁,起病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型糖尿病患者

HbA1C 水平为 10.95%±2.46%,2 型糖尿病患者 HbA1C 水平为 11.31%±1.97%,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1 型糖尿病患者起病时 94.5%有糖尿病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2 型糖尿病患者起病时有 75.6%
有糖尿病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型糖尿病患者起病时 41.1%有酮症酸中毒表

现,2 型糖尿病患者起病时 16.2%有酮症酸中毒表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型糖尿病患者有 33%有糖

尿病家族史,2 型糖尿病患者有 74.4%有糖尿病家族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型糖尿病患者空腹 C 肽

水平中位数为 0.20ng/ml,2 型糖尿病患者空腹 C 肽水平中位数为 2.14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型糖尿病联合 ICA､ IAA､ GADA､ IA-2A､ ZnT8A 五种胰岛自身抗体进行检测,其中一种或多种胰

岛自身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有 53.4%,2 型糖尿病患者一种或多种胰岛自身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有 13%,比较这五种抗体中大于等于一种抗体阳性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青少年糖尿病新发病例逐渐增加。2.本中心 2010 年-2016 年儿童青少年糖尿病的组成中

1 型糖尿病占大部分,2 型糖尿病占 20%,特殊类型糖尿病占 5.1%,其中 MODY 占特殊类型糖尿病的

大部分,主要基因突变为 GCK 基因突变(MODY2)。3.1 型糖尿病与 2 型糖尿病相比,起病年龄较早,
有典型的糖尿病“三多一少”症状,以酮症酸中毒起病常见,空腹 C 肽水平明显降低,糖尿病家族史较

少;2 型糖尿病的起病年龄较晚,起病时糖尿病“三多一少”症状不明显,隐匿起病､ 症状不典型的患者

较多,以酮症酸中毒起病较少,多有糖尿病家族史,空腹 C 肽水平不低。4.多种胰岛自身抗体(ICA､
IAA､ GADA､ IA-2A､ ZnT8A)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 1 型糖尿病的检出率。 
 
 
PO-1463 

核苷酸外焦磷酸酶/磷酸二脂酶 1(ENPP1)基因纯合突变 
导致低血磷性佝偻病并文献复习 

 
陈晓波,刘子勤,宋福英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探讨核苷酸外焦磷酸酶/磷酸二脂酶 1(ectonucleotide pyrophosphatase/phosphodiesterase 
1,ENPP1)基因突变致低血磷性佝偻病患儿的临床特征和基因突变。 
方法 总结一例 2016 年 8 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确诊的因 ENPP1 突变导致的低血磷性佝偻病患儿临

床表现､ 影像学改变､ 骨代谢指标及基因等临床资料,并以 ENPP1 和“低血磷性佝偻病”及
“hypophosphatemic rickets”为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美

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NCBI)､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建库至 2017 年 2 月收录的论文进行检

索。总结 ENPP1 基因突变患儿临床表现及基因学特点。 
结果 患儿女,11 岁,因“发现双下肢畸形 7 年”入院。双膝关节外翻,双下肢 X 型。血磷 0.86mmol/L,钙 
2.30mmol/L, 碱性磷酸酶 688U/L。钙磷乘积:25.9 mg/dl。二代测序发现该受检者 ENPP1 基因在 7
号外显子发生 c.C783G(p.Tyr261X)纯合无义突变。受检者父母均携带 ENPP1 基因

c.C783G(p.Tyr261X)杂合突变。检索符合中文文献 1 篇,英文文献 21 篇,共二十多例患者。可合并

婴儿广泛动脉钙化､ 幼年失聪､ 假黄瘤及后纵韧带钙化。c.C783G 可能为国内热点突变。ENPP1
突变以错义/无义突变 为常见。 
结论 低血磷性佝偻病可由罕见基因 ENPP1 突变导致。ENPP1 基因突变同时可导致婴儿广泛动脉

钙化､ 幼年失聪､ 及后纵韧带钙化,故对于 PHEX 基因阴性的低血磷性佝偻可进 ENPP1 基因检测,
需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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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64 

下丘脑转录因子 EAP1 在青春启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李晨曦
1,李嫔

1,李晨曦
1,李嫔 

1.上海市儿童医院 
2.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在体水平探索下丘脑转录因子 EAP1基因在青春发育过程中的作用､ EAP1 与 kiss1/GPR54
信号通路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性发育的影响。 
方法 针对大鼠 EAP1 基因设计 4 条 shRNA 以及 1 条阴性对照 shRNA,构建成慢病毒载体并筛选出

干扰效果 好的 EAP1-shRNA 慢病毒用于后续实验。将 21 日龄雌性大鼠随机分为三组即干扰病毒

组､ 病毒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各组雌鼠分别侧脑室注射 40μl 携带 EAP1-shRNA的慢病毒､ 携带

EAP1-shRNA 非相关序列的阴性对照慢病毒及灭菌生理盐水。注射完毕后置于适宜条件下饲养并

观察各组大鼠阴门开启时间､ 以及不同发育阶段(幼年期(25 日龄);性发育早期(35 日龄);性发育成熟

期(42 日龄))的卵巢组织学变化和下丘脑 EAP1､ Kiss1､ GnRH 的 mRNA 及蛋白质表达水平的变

化。 
结果 1.干扰病毒组在各个发育阶段,下丘脑 EAP1mRNA 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病毒对照组及生理

盐水组(P<0.05)。EAP1 蛋白质表达水平与 mRNA 表达趋势相同,也显示出干扰病毒组显著低于病

毒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2. 下丘脑 GnRH mRNA 表达水平在 25､ 35 日龄时,干扰病毒组其表达量

显著低于病毒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p<0.05);然而 42 日龄时各组 GnRH mRNA 表达量无明显差异。

3 下丘脑 Kiss1 mRNA 及其蛋白表达水平在各发育阶段,各组之间均无明显差异。4.干扰病毒组雌鼠

阴门开启时间明显延迟(35.50±1.08 天,P<0.05)。病毒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雌鼠阴门开始时间分别

为 30.00±0.94天､ 30.30±0.95 天,两组间无明显差异。说明下调 EAP1 mRNA 表达后,雌鼠性发育

延迟。5. 卵巢 HE 染色示:25 日龄各组均显示处于初级卵泡阶段,无黄体生成;35 日龄时干扰病毒组

黄体数量显著少于病毒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然而在 42 日龄时各处理组黄体数量无明显差异。 
结论  1.下调雌鼠下丘脑 EAP1 mRNA 表达后,可降低 GnRH mRNA 表达水平,但是这种抑制作用是

短暂的,后期 GnRH mRNA 表达水平可恢复正常。2.EAP1 可能并非通过 kiss1/GPR54 信号通路作

用于性发育过程。3.下调雌鼠下丘脑 EAP1 mRNA 表达可导致青春发育延迟,卵巢功能退化,后期可

恢复。 
 
 
PO-1465 

苗勒管永存综合征一核心家系 AHMR2 基因突变分析 
 

陈虹,陈瑞敏,林芃,袁欣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5 

 
 

目的 苗勒管永存综合征(PMDS)是罕见的 46,XY 性腺发育不良。可由抗苗勒管激素(AMH)绝对或相

对不足､ 抗苗勒管激素受体Ⅱ(AMHRⅡ)缺陷导致,可引起胎儿性分化过程中苗勒管结构退化不全,出
现男性外生殖器的同时,体内存留未退化的苗勒管结构。本研究分析一对 PMDS 的双胞胎患儿临床

特点并对其核心家系进行基因检测。 
方法 收集就诊于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一对 PMDS 双胞胎患儿临床资料(体格检查､ 激素

及超声检查等);在患儿父母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采集患儿及父母外周静脉血进行基因检测分析。 
结果 患儿男,1 岁 8 个月,同胞弟弟以“发现右侧阴囊空虚 1 年余”为主诉就诊。体格检查:神清,营养中

等,男童生殖器外观,右侧阴囊及腹股沟区未扪及睾丸组织,左侧腹股沟斜疝。就诊前一个月腹部超声

提示可疑睾丸声像,行“经腹腔镜内性腺探查术+左侧疝囊高位结扎术”,术中探及双侧卵巢样组织､ 输

卵管及约 1.5*0.8 cm 大小始基子宫,未见睾丸样组织及输精管及精索血管。同胞哥哥体格检查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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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阴囊空虚,右侧腹股沟区可及 1.0*0.8 cm 肿物,左侧腹股沟区未及睾丸。超声检查:(哥哥)右侧腹股

沟区可探及两个低回声团,考虑左侧睾丸横过异位;盆腔未探及子宫卵巢声像,可探及前列腺声像。行

“经腹腔镜内性腺探查术+睾丸下置复位术”,术中探及双侧卵巢样组织､ 输卵管及始基子宫,予切除苗

勒管残留组织以及睾丸复位。HCG 激发试验示睾丸功能正常。2 例患儿血清雄性激素均降低,抗苗

勒管激素升高;染色体核型均为 46,XY;基因检测示:AMHR2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

c.118G>C/p.( Gly40Arg);c.1222G>C/p.(Ala408Pro),患儿母亲携带 c.118G>C, p.( Gly40Arg)(杂合),
患儿父亲携带 c.1222G>C/p.(Ala408Pro) (杂合)。 
结论 2 例患儿具有典型的 PMDS 临床表现,基因检测发现其 AMHRⅡ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且两个

突变均为新发现突变,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PO-1466 

rhGH 用于改善染色体异常综合征性矮小患儿身高增长的疗效及

安全性研究 
 

李川
1,范歆

1,王锦
1,付春云

1,苏家荪
1,张淑杰

1,罗静思
1,钱家乐

1,张晓菲
1,陈少科

1,沈亦平
1,2 

1.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2.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基因诊断室 

 
 

目的 探讨 rhGH 用于改善染色体异常综合征伴矮小患儿身高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我院就诊的身材矮小(伴或不伴其他异常),并经基因芯片､ 全外显子测序等确诊的染色体

异常综合征患儿,予 rhGH 治疗,观察身高增长情况,评估 rhGH 治疗对改善该组患儿身高的疗效及安

全性。 
结果 (1)共收集 10 例病例,其中点突变所致 2 例,分别为 Noonan 综合征､ Marshall 综合征;染色体微

缺失所致 6 例,分别为 Digeorge 综合征､ waardenburg 综合征､ 18p微缺失综合征､ 1p36 微缺失

综合征､ Xp22微缺失综合征､ 13q22 微缺失综合征各 1 例;染色体微重复所致 2 例,分别为 3q7 微

重复综合征､ 16p11 微重复综合征各一例。(2)该组病例身高标准差在-2.0SD 至-6.2SD 不等,生长激

素分泌以部分缺乏或完全缺乏多见。使用 rhGH 治疗的起始年龄为 3 岁 1 个月至 9 岁 4 个月,治疗

疗程 短 3 个月, 长 4 年 4 个月。(3)除 Marshall 综合征病例经 rhGH 治疗 1 年后身高标准差无明

显改变(0.08SD/y),其余 9 例病例身高标改善 0.35SD~1.92SD/y。(4)本例 Digeorge 综合征患儿为生

长激素完全缺乏,经 rhGH 治疗 4 年 4 个月,身高改善 1.65SD,文献复习中有 3 例 Digeorge 综合征患

儿接受 rhGH 治疗,其中一例治疗后身高增长 8.42cm/y,另 2 例治疗 2 年,身高标准差增长 0.35SD/y
､ 0.8SD/y。 
结论 (1)本组患儿经 rhGH 治疗身高增长大部分有效。部分患儿身高增长呈 rhGH 依赖性,但与是否

GH 缺乏无必然关联。(2)目前就单个少见遗传综合征病种患儿 rhGH 治疗身高增长改善效果的文献

报道有限,有待更多数据汇总分析。(3)本组中 Noonan 综合征患儿在 rhGH 治疗过程中监测心肌肥

厚缓慢进展,随后停药,但目前尚无依据说明该患儿心肌肥厚进展与生长激素使用有直接联系。其余

病例无短期不良反应发生,但长远安全性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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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67 

骨桥蛋白在钠磷协同转运子基因敲除鼠模型中肾结石及肾钙质沉

着症发生的作用 
 

李毓雯,张丽娜,龚海红,凌岚,胡毓华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钠磷协同转运子 NPT2a 和 NPT2c 的基因变异会导致患者发生肾结石或肾钙质沉着症。目前

认为给此类患者口服补充磷酸盐会减轻甚至逆转高尿钙从而降低肾结石和肾钙质沉着症的发生风

险。但引起肾脏钙化和钙质沉着的具体的机制仍不清楚,同时在肾脏磷重吸收障碍所引起的肾矿物

质沉着过程中的相关调控因子例如骨桥蛋白(OPN)等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方法 为了进一步研究 OPN 在 NPT2a 基因敲除鼠肾结石及肾钙质沉着症过程中的作用,本实验建立

NPT2a 与 OPN 双基因敲除鼠模型;并且利用高磷饮食喂养双基因敲除鼠。收集各实验组小鼠的血

液及尿液标本进行相关生化指标的检测及 OPN 尿液排泄率的检测;取一侧肾脏进行 OPN 基因水平

的检测;取另一侧肾脏组织进行免疫组化检测结石的发生率。 
结果 此研究发现 OPN 基因敲除后肾结石及肾钙质沉着症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会明显增高。同时在

NPT2a 基因敲除鼠模型中肾脏骨桥蛋白的基因表达和在尿液中排泄率的基线水平明显降低;并且该

实验通过口服补充磷酸盐使 NPT2a 基因敲除鼠 OPN 的基因表达恢复至与野生型小鼠同一水平,然
而 NPT2a 基因敲除鼠尿 OPN 的分泌水平仍然是降低的。 
结论 此研究表明 NPT2a 基因敲除鼠引起 OPN 基因表达水平及尿液排泄的减少是肾结石及肾钙质

沉着症发病的危险因素,因此使尿 OPN 水平恢复至正常水平可改善磷代谢紊乱性疾病的治疗效果。 
 
 
PO-1468 

Application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NICU 
experiences from a 1239-patient pilot study 

 
Yang Lin,Wenhao Zhou 

Childre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using the focused medical exome as a first-tier 
screening /diagnostic tool for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genetic diseases in NICU. 
Methods A total of 1239 patients enrolled into levels 3 and 4 NICU with suspected genetic 
conditions were offered for a 2742-gene focused medical exome. The vast majority of patients 
were tested as singletons, no selection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type of genetic etiology, family 
history or prior testing. The study include 723 (58.4%) female and 516 (41.6%) male patients. 
Results Pathogenic or likely pathogenic variants in disease genes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clinical phenotype were identified in 110/1239 (8.9%) patients.  In addition, 133 (10.7%) patients 
were found to have variants of uncertain significance (VUS) in disease genes that were highly or 
partially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clinical presentations. These include 19 patients with 1 
pathogenic variant/1 VUS, 27 patients with 1VUS/1VUS in genes for autosomal recessive 
conditions and 87 patients with variants in genes for autosomal dominant or X-linked conditions. 
The primary abnormalities for these neonates  include cardiovascular, neurological, metabolic, 
gastrointestinal, hematological , respiratory , allergy/immunologic/infectious disorders, 
dermatological, 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urogenital and craniofacial malformations. 
Recurrent positive findings include ABCC8 gene for congenital hyperinsulinism, G6PD for Favism, 
BTK for Agammaglobulinemia, X-linked 1, KCNQ2 for neonatal seizures, COL7A1 for 
Epidermolysis bullosa dystrophica, MUT for Methylmalonic aciduria. For 35 patients who had 
pathogenic/likely pathogenic or even VUS findings in ABCC8, G6PD (G6PD deficiency), 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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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7 deficiency) and F8 (8 deficiency) genes, since the molecular findings were highly 
related to the patients’ phenotype, immediate medical intervention was implemented right after 
the preliminary molecular findings were made. For patients with KCNQ2 pathogenic variants, 
medical consultation was made to informed the patients’ favorable prognosi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 the focused medical exome is a powerful tool 
for first tier screening /diagnosis in NICU. It complements the metabolic disease-focused new 
born screening, detects broad spectrum of conditions and enables early interven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NICU pati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pilot study enables us to 
promote the same strategy for future NICU care in China. 
 
 
PO-1469 

β-酮硫解酶缺乏症临床及基因诊断回顾分析 
 

叶军,韩连书,徐烽,邱文娟,张惠文,顾学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β-酮硫解酶缺乏症(β-ketothiolase deficiency,BKD)是由于 ACAT1 基因缺陷导致的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性的罕见遗传代谢病。临床无特异性,常规生化难易诊断,易误诊､ 漏诊。本研究旨在探讨 8
例 β-酮硫解酶缺乏症(BKD)患者临床､ 质谱及基因突变的特点,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这种罕见有机酸代

谢的认识。  
方法 对 2008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确诊的 8 例 BKD患者的临床资料､ 血串联质谱中酰基肉碱变化

及尿气相色谱质谱代谢物浓度及 ACAT1 基因突变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30 名无血缘关系的健康儿

童作为对照组。 
结果  1) 8 例(7 个家庭)BKD 中 5 例经新生儿筛查诊断,临床无症状;3 例高危诊断临床表现为反应差

､ 呼吸困难､ 脱水,肌乏力,代谢性酮症酸中毒等;这些患者诊断后经低蛋白或不含亮氨酸特殊奶粉､

左卡尼丁等治疗后代谢控制,体格智力发育接近正常。 2)血串联质谱中甲基巴豆酰基肉碱(C5:1)及
3-羟基异戊酰基肉碱(C5-OH)显著增高,分别为 0.43(0.20-0.89) mmol/L 和 1.37(0.98-3.40) mmol/L,
明显高于对照组儿童水平(p<0.05)。3)所有患者尿气相色谱中 2-甲基-3-羟基丁酸和甲基巴豆酰甘氨

酸水平均明显增高,分别为 16.82(7.69-182.20)和 42.08(9.20-122.74)。 4) 7 个家系中 7 例患者

ACAT1 基因检测结果显示错义突变占 78.6%,42.8%患者携带 c.1124A>G (p.N375S) 错义突变,该
突变频率 28.6%,可能是中国患儿该疾病基因的热点突变;发现了 4 种基因新变异 c.229delG 
(p.E77Kfs*10),c.373G>T (p.V125F),c.419T>A (p.L140H)和 c.72+1G>A,软件预测具有致病性。基

因型与表型分析无相关性。 
结论 1)BKD 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临床上对不明原因神经系统等损害症状,伴有酮性代谢性酸中毒,需
常规进行血串联质谱及尿气相色谱质谱筛查以早期诊断 BKD, 避免误诊和漏诊;对新生儿筛查诊断的

患儿需密切随访;2)ACAT1 基因突变是 BKD 确诊手段,错义突变占多数,c.1124A>G (p.N375S)可能

是热点突变;3)发现了 ACAT1 基因 4 种新突变,扩大了该疾病的基因突变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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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0 

X 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患儿临床特点 
及 DAX1 基因突变分析 

 
李端,郑纪鹏,黄永兰,樊春,程静,张文,李秀珍,范莉萍,刘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DAX1 蛋白(Dosage-sensitive sex reversal, Adrenal hypoplasia congenita critical region on 
the X chromosome, gene-1)是调节肾上腺和性腺发育的重要转录因子,其编码基因 DAXl 位于 Xp21,
包含 2 个外显子和 1 个内含子。DAX-1 基因突变可引起 X 连锁隐性遗传的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
发病率约 1/12500。本研究拟探讨 X 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患儿的临床和 DAX1 基因突变特

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4 年来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内分泌代谢科诊断的不明原因的原发性肾上

腺皮质功能减退的 10 例男性患儿,在排除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X-连锁性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

良､ 感染､ 出血等因素后,取外周血进行 DAX-1 基因突变分析。对 DAX1 基因 2 个外显子及其与内

含子的边界的 PCR 扩增产物进行测序, 确定突变情况。 
结果 确诊 X-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患儿 8 例,均为男性,确诊年龄 1 岁 2 个月~7 岁,分别来自 5
个家系,其中 2 个家系有 X 连锁隐性遗传的家族史。发病年龄生后不久至 3 岁,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

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低的表现,如生长迟缓､ 乏力､ 皮肤黝黑,严重时呈肾上腺皮质危象等。体

检双侧睾丸大小基本正常。实验室检查曾提示有低钠血症,血 ACTH 明显增高,皮质醇降低,17-OHP
及睾酮正常,血浆极长链脂肪酸谱正常。肾上腺影像学未见肾上腺明显增大或占位。DAX1 基因检测

均发现突变,4 个家系共检出 4 种突变,包括 2种错义､ 1 种移码和 1 种无义突变,其中 1 种为新突变,
余为已报道过的突变。 
结论 对婴幼儿早期发病的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低的男性患者,应警惕 X-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

不良,宜尽早进行 DAX1 基因突变分析以明确诊断。 
 
 
PO-1471 

Clinical and mutation analysis of 24 Chinese patients with 
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 

 
Jiang Min,Shao Yongxian,Li Liu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623 
 
 

Objective The principal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iochemical 
features, and molecular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 (OTCD) at a single medical center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24 patients (17 males and 7 females) diagnosed with OTCD 
between 2006 and 2015. 
Results Five male patients had a neonatal presentation; 12 male patients had late onset disease 
and 7 female patients presented as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a neonatal presentation had the 
highest peak plasma ammonia and glutamine levels at diagnosis with a high mortality (80% vs 
16% in late onset disease). Most of the male late onset disease cases displayed neurologic 
damage with a mild elevation in plasma ammonia, a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erum glutamine, 
which was commonly misdiagnosed as intracranial infection. In the symptomatic female group, 
mortality was abnormally high in China with some patients dying at the time of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first episode of hyperammonemia. 
Conclusions Refractory hyperammonemia, serious hepatic function damage, recurrent infection 
and lethal mut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poor clinical outcomes of the symptomatic fe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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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analyses identified 19 different mutations, including 3 novel mutations (c.103insA, 
c.591C>A and c.805G>A). 
 
 
PO-1472 

Early Transition from Insulin to Sulfonylureas in Neonatal 
Diabetes and Follow-up: Experience from China 

 
li xiuzhen,Xu Aijing,Sheng Huiying,Mao Xiaojian,Huang Xinjiang,Jiang Minyan,Cheng Jing,Liu Li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20 
 
 

Objective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sulfonylurea therapy in 
Chinese NDM patients during infancy before genetic testing results were available. 
Method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NDM patients with their follow-up details were reviewed.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Sulfonylurea transfer regimens were applied in 
patients diagnosed after May 2010, glycemic status and side effects were evaluated in each 
patient. 
Results There were 23 NDM patients from 22 unrelated families, ten had mutations in KCNJ11, 
three harbored ABCC8 mutations, one with INS mutations, five had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and four had no genetic abnormality identified. Sixteen NDM infants were treated with glyburide 
at average age 49d (range 14-120d) before genetic confirmation. 11/16 (69%) were able to 
successfully switch to glyburide with more stable glucose profile. The responsive glyburide dose 
was 0.51±0.16mg/kg/d (0.3-0.8mg/kg/d). The maintenance dose was 0.30±0.07mg/kg/d (0.2-
0.4mg/kg/d). No serious adverse events were found. These sulphonylurea responsive infants 
were later confirmed to have KCNJ11 mutations (n=6) and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n=3), two 
others had no identified genetic cause. 
Conclusions Molecular genetic diagnosis is recommended in all patients with NDM, but if 
genetic testing results are delayed, sulfonylurea therapy should be considered before such 
results, even in infa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NDM. 
 
 
PO-1473 

Clinical and molecular features of X-linked 
hypophosphatemic rickets patients in a cohort of 32 

unrelated Han families in Southern China 
 

Lin Yunting,Wu Moling ,Li Xiuzhen , Cheng Jing, Huang Yonglan,Chunhua Zeng,Liu Li 
Neonatal diabetes mellitus, sulfonylurea, therapy, gene 510623 

 
 

Objective X-linked hypophosphatemic rickets (XLHR) is the most common HR caused by 
deleterious mutations within PHEX gene with a representative feature of hypophosphatemia, 
skeletal deformities and growth retardation. As XLHR is not well-known and affected individuals 
are frequently diagnosed as vitamin D deficiency, our study aimed to provide accurate diagnosis 
and avoid mistreatment. Moreover, the clinical, radiological, biochemical and mutational spectrum 
of XLHR patients in Southern China were also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Methods A cohort comprised 44 pediatric HR patients and 57 relatives from 40 unrelated families 
were recruited for genetic analysis with a combined strategy of DNA sequencing and qPCR assay. 
The clinical features, radiological findings, and serum biochemical parameters of probands were 
enrolled and further scored for phenotypic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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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29 diverse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36 probands (81.82%) along with the PHEX gene, 
and 15 of them were novel. 2 high-frequent single nucleotide replacement mutations, c.1601C>T 
(p.P534L) and c.2239C>T (p.R747X), were found in 3 unrelated families. Physical examinations, 
radiological inspections, biochemical tests and genetic analyses revealed typical features of 
XLHR, and the degree of phenotype might be potentially correlated to mutation type, as the more 
detrimental mutation would trigger more severe skeletal impairment. 
Conclusions Our study extends the mutational spectrum of PHEX gene, contributes to accurate 
diagnosis, and provides evidence for potential hotspots and predictor of disease severity. Our 
study also addresses PHEX gene as the most common but extremely unstable causative gene 
for HR, which indicates the priority to survey PHEX gene when a patient was suspected to suffer 
from HR. In addition, a supplementary qPCR or MLPA assay is suggested to remedy the 
weakness of classical sequencing method in the field of gross insertion/deletion. 
 
 
PO-1474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in fifteen patients 
with androgen receptor gene mutations from South China 

 
Su Ling, Cheng Jing,Yin Xi , Liu Li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10020845 
 
 

Objective A variety of mutations in the androgen receptor (AR) gene are linked to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AIS) or sexual development disorder. 
Methods we studied fifteen patients with various degrees of disorders of genital hypoplasia from 
South China.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basal hormone level, phenotype, karyotyping and SRY gene 
identification were documented. Exons with flanking intronic region of the AR gene were 
sequenced and analysed for mutations. 
Results A total of eight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AR gene. Of eight mutations, two novel 
mutations c.2518G>T (p.Asp840Tyr) and c.1186G>C (p.Gly396Arg) were predicted to be 
damaging by SIFT and Polyphen2 online software. Previously reported mutations: c.528C>A 
(p.Ser176Arg), c.1789G>A (p.Ala597Thr), c.2612C>T (p.Ala871Val), c.1752C>A (p.Phe584Leu), 
c.171_172insCTG (p.57_58insLeu) and c.2659A>G (p.Met887Val) were also detected in our 
subjects. Most of them are involved in hypospadias, penis dysplasia or other disorders of sexual 
development. A complete AIS case (p.Phe584Leu) with female phenotype and high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dihydrotestosterone (DHT) was also found.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esented a wide range of spectrum of AIS (from partial AIS to complete 
 AIS) caused by AR mutations in South China population. It suggests that further 
 study with larger data set need to be performed to elucidat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henotypes in our study. 
 
 
PO-1475 

65 例粘多糖病Ⅱ型儿童 IDS 基因检测及新突变功能分析 
 

张文,谢婷,李秀珍,赵小媛,盛慧英,曾春华,刘丽,黄永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 65 例粘多糖病Ⅱ型儿童 IDS 基因突变特点,并对新突变进行体外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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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针对外周血白细胞 IDS 酶活性检测确诊 MPS Ⅱ型患儿共 65 例,提取外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

PCR 直接测序法对 IDS 基因 9 个外显子及两侧侧翼序列进行突变分析,构建 pcDNA3.1-IDS-EGFP 
野生型载体,体外定点诱变成新突变位点相应的突变型载体,从细胞学水平进行体外功能分析。 
结果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遗传与内分泌科根据外周血白细胞 IDS 
酶活性检测确诊粘多糖病Ⅱ型患儿共 65 例,均为男性,确诊年龄 6 个月至 12 岁 7 月,分别来自 63 个

无血缘关系的家庭,IDS 基因突变分析结果显示,65 例粘多糖病Ⅱ型患儿中共检出 46 种突变,其中 28 
种为已知致病突变,18 种为新突变,对 4 种错义突变､ 1 种缺失突变､ 1 种插入突变及 1 种 indel 突
变共 7 种突变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致病可能性大,体外定点诱变构建 7 种突变型质粒载体转染

293FT 细胞,7 种突变型载体转染的 293FT 细胞 IDS 酶活性下降,Western blot 分析结果提示 7 种突

变型载体转染的 293FT 细胞仅见少量 IDS 前体蛋白的表达且无 IDS 成熟蛋白的表达。 
结论 本研究丰富了粘多糖病Ⅱ型 IDS 基因突变谱,提示 IDS 基因突变具有高度遗传异质性,成功构

建了 7 种新突变载体,经 293FT 细胞瞬时表达研究证实,新突变均为致病性突变,其临床表型均为重

型。 
 
 
PO-1476 

Dopa-responsive dystonia in Chinese patients: including a 
no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the GCH1 gene with an 

intermediate phenotype and one case of prenatal diagnosis 
 

Zhang Wen,Zhou Zhizi,Liu Li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Dopa-responsive dystonia (DRD) is a rare inherited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childhood-onset dystonia with diurnal fluctuation and dramatic response to levodopa. DRD is 
caused by the mutations in the genes encoding the enzymes involved in the dopamine and 
tetrahydrobiopterin (BH4) biosynthesis, including the GTP cyclohydrolase 1 (GCH1) gene and the 
tyrosine hydroxylase (TH) gen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and exp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disease 
Methods w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levant data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molecular mutational 
analysis in five Chinese patients with DRD. The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heterogenous symptoms 
of neurologic disorders. 
Results One novel mutation p.Leu117Arg was identified in GCH1 gene with an intermediate 
phenotype which was predicted in sillico to have a deleterious effect on the GCH1 protein 
function. Seven different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TH gene including four known mutations: 
p.Arg233His, p.Gly315Ser, p.Gly247Ser, p.Arg153X, and three novel mutations: p.Arg476Ser, 
IVS6-34G>C, p.Arg328Gln. The mutation p.Arg233His was predicted to link to the second type of 
TH deficiency (dopa-responsive infantile parkinsonism with delayed motor development). The 
mutation p.Arg153X may link to the first type of TH deficiency (typical DRD). The three novel 
mutations were predicted to be damaging in sillico. A prenatal diagnosis was made in the fourth 
pregnancy of the parents of patient 2 and proved to be a carrier of a heterozygous mutation. 
Conclusions Our study expands the spectrum of genotype of DRD in China,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DRD and help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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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7 

两例不同亚型的甲状腺素抵抗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 
 

孙辉,陈临琪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分析 2 例不同亚型的甲状腺素抵抗综合征(thyroid hormone resistance syndrome,RTH)病例的

临床特点并对相关甲状腺素受体(thyroid hormone receptor,TR)基因突变进行分析。 
方法 报道 2 例 RTH患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基因检测结果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病例 1,女孩,10 岁,发现甲状腺肿大数天。实验室检查示:游离 T3(free T3,FT3)和游离 T4(free 
T4,FT4)水平升高,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水平不适当的正常。基因检测在

TRβ 基因发现一个杂合突变;病例 2,男孩,3 岁,有典型的甲状腺功能低下表现(生长､ 发育落后,骨骼

畸形)但是甲状腺激素指标接近正常范围。目标序列捕获测序分析在 TRα 基因发现一个新生的无义

突变。 
结论 RTH 是表现为细胞内 T3 作用抵抗的综合征。根据不同甲状腺受体(TRs)亚型的基因突变,RTH
分为两个亚型(RTHα,RTHβ),并有不同的甲状腺功能检测指标和临床表现。 
 
 
PO-1478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patterns and precocious 
puberty in childre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Liu Shijia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patterns and precocious puberty among Shanghai children.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Shanghai children by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in June 2014. Diet was assessed using a simplified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FQ). 
Main outcome measure Height, weight, and Tanner stages of breast development, pubic hair 
growth, and testicular volume were carefully measur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dietary pattern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patterns and precocious puberty. 
Results A total of 17,620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and 16,958 (96.24%) completed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Total 596 children (127 boys and 469 girls) were found to have undergone 
precocious puberty. Three distinct dietary patterns “traditional diet,” “unhealthy diet,” and “protein 
diet,” were established. Neither the “traditional diet” pattern nor the “protein diet” pattern showed 
any association with precocious puberty adjusting gender and BMI. The “unhealthy diet” patter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ecocious puberty in both boys (OR=1.24, 
95%CI=1.02-1.51) and girls (OR=1.31, 95%CI=1.10-1.56). The relationship remained positive 
only for girls (OR=1.25, 95%CI=1.04-1.49)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and BMI, but statistically non-
significant after further adjusting for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both boys and girls. 
Conclusions Dietary pattern was related to precocious puberty among the Shanghai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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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9 

Biallelic mutations in GPD1 gene in a Chinese boy mainly 
presented with obesity, insulin resistance, fatty liver, and 

short stature 
 

Li niu,Chang Guoying,Xu Yufei,Ding Yu,Li Guoqiang,Yu Tingting,Yao Ruen,Li Juan,Shen Yiping,Wang 
Xiumin,Wang Jia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Biallelic mutations in the GPD1 gene cause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inherited 
disease known as transient infantile hypertriglyceridemia (OMIM #614480). To date, only five 
pathogenic variants have been reported in 15 patients from 3 studies.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affected individuals present a certain degree of heterogenei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genetic cause of a 13-year-8-month old Chinese boy who mainly presented with 
obesity, insulin resistance, fatty liver, and short stature. 
Methods Targeted-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using the Agilent SureSelect XT Inherited 
Disease Panel was used to screen for causal variants in the genome, and the candidate variants 
were subsequently verified using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Genetic sequencing revealed a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variant in GPD1 gene 
(c.220-2A>G and c.820G>A; p.Ala274Thr). In vitro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Ala274Thr 
variant induced a decrease in GPD1 protein expression. Further in vitro investigation of the 
splicing pattern in a minigene construct in HEK293 cells showed that the c.220-2A>G variant 
generated an altered transcript with one cryptic splice site in exon 3,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69 
bases in exon 3 (c.220_288del, p.74_96del).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involving an Asian who harbored GPD1 mutations. Our work 
not only expands the mutant spectrum of the GPD1 gene but also provides new insights on its 
resulting phenotype, especially for obesity. Moreover, we suggest that the term GPD1 deficiency 
is more appropriate in describing this phenotype in OMIM than the phrase transient infantile 
hypertriglyceridemia. 
 
 
PO-1480 

串联质谱法遗传代谢病筛查单中心患儿的病例统计分析 
 

何威,梁脉,张艳敏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应用液相串联质谱(Liquid Chromatographic-tandem mass spectrometry,LC-MS/MS)技术进行

遗传代谢病高危儿筛查,初步了解单中心遗传代谢病的发病种类和阳性率,为其有效防治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 利用 LC--MS/MS 技术对 2013 年~2017 年在西安市儿童医院就医的 10177 例可疑 IEM 患儿

的血液样本进行 IEM 筛查 
结果 发现阳性患儿 330 例,阳性率为 3.24%。具体数据统计如下表。 
结论 甲基丙二酸血症或丙酸血症､ 高苯丙氨酸血症和希特林蛋白缺乏症(本文中 Citrin 缺乏症多以

新生儿胆汁淤积症 NICCD 为临床表征)共占阳性标本总数的 74.84%,是本地区遗传代谢病中的高发

病种,建议临床医生对上述三种疾病的临床表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熟练掌握,面对有相关病理表现的

患儿,积极进行串联质谱法氨基酸和酰基肉碱检查,以尽早确诊。LC-MS/MS 技术是筛查诊断遗传代

谢病的有效工具。建议对可疑的高危患儿进行 LC-MS/MS 遗传代谢病筛查,并推荐该检测加入新生

儿筛查项目,提高患儿遗传代谢病的检出率, 终目的是早诊断早治疗,改善患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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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81 

孕鼠叶酸缺乏对子鼠全基因组甲基化及 IGF-1R､ IGF-2R 
甲基化和表达的影响 

 
吴蒙蒙,杨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孕期叶酸缺乏对胎鼠生长发育､ 全基因组甲基化以及 IGF-1R､ IGF-2R 甲基化和表达的

影响。 
方法 22 只 SD 雌鼠随机分为叶酸缺乏组(n=12)和正常对照组(n=10)两组,分别喂养叶酸缺乏饲料和

普通饲料,2 周后与雄鼠交配,于怀孕第 20 天对孕鼠剖腹取胎,测量胎鼠头尾长､ 体重。采用 ELISA
法对胎鼠脑､ 肝脏组织的叶酸水平进行检测。使用甲基化免疫共沉淀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胎鼠脑､

肝脏组织全基因组以及 IGF-1R､ IGF-2R 甲基化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法检测胎鼠脑､ 肝脏组织

IGF-1R 和 IGF-2R 蛋白的表达。 
结果 1.叶酸缺乏组胎鼠头尾长､ 体重及组织叶酸浓度较正常对照组降低(p<0.05)。2.甲基化结果显

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叶酸缺乏组胎鼠脑组织有 12188 个差异甲基化区域(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s,DMRs)甲基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肝脏组织中则有 7981 个 DMRs 甲基化水平存在显著差

异。这些 DMR 相关基因主要涉及的信号通路是肿瘤调控信号通路和代谢相关的信号通路。3.叶酸

缺乏组胎鼠脑､ 肝脏组织中 IGF-1R 和 IGF-2R 的甲基化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 <0.05)。4. 
Western blot 的结果显示:叶酸缺乏组胎鼠脑､ 肝组织的 IGF-2R 蛋白表达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 
<0.05),而 IGF-1R 的蛋白表达水平两组间无明显变化(p>0.05)。 
结论 孕鼠叶酸缺乏会导致胎鼠宫内体格生长受限,并可显著影响子代全基因的甲基化模式。IGF-2R
甲基化水平及基因表达的改变可能参与了叶酸缺乏所致子代表型的改变。 
 
 
PO-1482 

儿童甲状腺大小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马淑贞,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性别､ 甲状腺功能､ 年龄､ 尿碘结果､ 甲状腺结合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
腺微粒体抗体(TMAb)对儿童甲状腺大小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自 2013 年 0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因颈部不适而就诊我院儿科生长发育内分泌门诊

的 110 名患儿,严格按照纳入标准进行筛选,记录患儿就诊时间,性别,年龄,尿碘结果,甲状腺 B 超结果,
甲状腺功能检查结果,甲状腺结合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全部数据的统计学

处理均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者 Fisher 确切概率法进行检验;计量资

料,符合正态分布的可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使用 t 检验､ 方差分析或 k-w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可

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表示,使用独立样本非参数的秩和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1 不同性别儿童的甲状腺功能构成比､ 甲状腺各部分大小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2 按照年龄,将研究对象分为如下 3 组:3~岁,7~岁,11~岁。三组甲功结果构成比进行比较所得

P=0.496,甲功结果构成无年龄差异;三组甲状腺大小进行比较,随年龄增长,各部分大小均呈上升趋势

(P<0.001)。 
3 根据甲功结果可分为:甲功低于正常组､ 甲功高于正常组､ 甲功正常组。除左叶宽度外,甲状腺其

余各部分大小的第 3 组低于第 1､ 2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左叶宽度三组之间的差别暂

不能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P=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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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尿碘结果不影响甲功结果构成比。左右叶的长度､ 宽度四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其余甲状腺各部

分的四组之间暂不能认为存在统计学差异。 
5 暂不能认为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会对甲状腺大小产生影响。 
结论 1 性别不会影响儿童期甲状腺大小及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2 年龄不会影响儿童期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但是随年龄增长,甲状腺各部分大小逐渐增大。 
3 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水平与甲状腺大小密切相关,因此甲状腺大小有变化时,应警惕可能存在甲

状腺疾病,需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查。 
4 不同甲状腺疾病患儿的甲状腺各部分大小并无差异 
5 碘摄入过多或过少均会影响甲状腺大小,日常饮食应将摄碘量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可通过尿碘掌握

摄碘量。 
 
 
PO-1483 

21 羟化酶缺乏症 71 例表型及基因型研究 
 

侯乐乐,孟哲,刘祖霖,张丽娜,江转南,欧辉,梁立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000 

 
 

目的 探讨 21 羟化酶缺乏症(21-OHD)患儿的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的相关性及基因突变频率的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内分泌专科 2012 年至 2017 年收治的经基因检测确

诊的 71 例 21 羟化酶缺乏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基因检测结果,分析临床表型与基因型

的相关性。 
结果 (1)71 例患儿中有 50 例(70.4%)在 7 天~2 月龄时出现了肾上腺危象或其他失盐表现,归类为失

盐型(SW),余 21 例未出现任何失盐表现。(2)71 例患儿 CYP21A2 基因上(共 142 个等位基因)均检

测到两个等位基因突变,突变类型包括点突变(123/142,86.6%)､ 大片段缺失(12/142,8.5%)和同一等

位基因上存在 2 个或 2 个以上的点突变(7/142,4.9%);其中共发现 20 种不同的点突变, 多见的点突

变依次为 I2G､ p.I173N､ p.R357W 和 p.Q319*,突变频率合计为 68.3%。(3)50 例 SW 患儿中,38
例(76%)依据其基因型预测的表型与实际的失盐表型一致。 
结论 21-OHD 患儿多在生后 2 月龄内发生肾上腺危象或其他失盐表现,CYP21A2 基因突变类型以点

突变 为常见,本组患儿 多见的点突变依次为 I2G､ p.I173N､ p.R357W 和 p.Q319*,本组 SW 患

儿中 76%基因型预测表型与实际表型一致,根据基因型进行表型判断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O-1484 

GNPDA2 基因 rs10938397 多态性与不同发育阶段 
儿童肥胖关联的差异 

 
高利旺,张美仙,赵小元,米杰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肥胖是一种具有遗传异质性的复杂疾病。既往研究发现葡萄糖胺-6-磷酸盐脱氨酶-2 基因

(GNPDA2)rs10938397 多态性与儿童 BMI 和肥胖发生风险具有关联,但研究对象年龄跨度较大,且无

法回避青春发育期的影响。而随着青春发育,儿童 BMI 和体脂含量发育规律不同,且存在性别差异。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分析 rs10938397 与不同发育阶段儿童肥胖的关联性,并分析差异原因。 
方法 利用北京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研究(BCAMS)的 3503 名 6~17 岁中小学生的青春期发育､ 体

质指数(BMI)､ 体脂百分比(FMP)､ 脂肪指数(FMI)和非脂肪指数(FFMI)等数据。采用男性睾丸容积

和女性乳房 Tanner 分期指标衡量发育阶段。生物电阻抗法测定 FMP､ 脂肪质量(FM)和非脂肪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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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M)。采用肥胖问题工作组推荐的 BMI 分类标准判定一般性肥胖,采用儿童少年卫生学推荐的

FMP 分类标准判定体脂肥胖。使用 ABI PrismsTM-790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对 GNPDA2 
rs10938397 进行分型。分别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rs10938397 多态性与连

续性变量(BMI､ FMP､ FMI､ FFMI)和分类变量(一般性肥胖､ 体脂肥胖)的关系。 
结果 青春发育前期男生 rs10938397-G 与 BMI 和一般性肥胖关联(β=0.805,P=0.002; OR=1.420, 
95%CI:1.126~1.790)有统计学意义,青春发育后期女生 rs10938397-G 与 BMI 和一般性肥胖关联 
(β=0.930, P=0.005; OR=1.442, 95%CI:1.005~2.069) 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错误发现率(FDR)方法

校正多重检验,青春发育后期女生该位点与一般性肥胖的关联消失。进一步分析 GNPDA2 
rs10938397-G 等位基因与不同发育阶段儿童 FMP､ FMI､ FFMI 的关联,结果显示:GNPDA2 
rs10938397-G 与青春发育前期男生 FMP､ FMI 和 FFMI 密切关联(β=1.244, P=0.008; β=0.457, 
P=0.003; β=0.307, P=0.018),与青春发育后期女生 FMP 和 FMI 密切关联(β=1.309, P=0.001; 
β=0.571, P<0.001)。此外,位点与体脂肥胖关联见于青春发育前期男生(OR=1.285, 
95%CI:1.009~1.637)和青春发育后期女生(OR=1.339, 95%CI:1.093~1.637)。采用 FDR 校正多重

检验,青春发育前期男生 rs10938397 与 FFMI 和体脂肥胖关联消失。 
结论 GNPDA2 基因 rs10938397 多态性与女生以体脂增加为表现的真实性肥胖具有关联。对于揭

露基因与肥胖的真实关联,更准确地评价肥胖状况十分重要。 
 
 
PO-1485 

由 DHH 基因新发突变所致的 46XY 部分性 
性腺发育不良 1 例报道 

 
潘丽丽

1,苏喆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 1 例由 DHH 突变所致的 46XY 部分性性腺发育不良患儿的临床特点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儿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及性腺活检结果。 
结果 患儿 14.3 岁,社会性别“女性”,因“体检发现子宫卵巢缺如 2 年”就诊,无伴随症状。家族中无类似

及性腺发育异常病史。查体:四肢毛发多,无特殊面容。双侧乳房 B3 期,双侧腋毛发育 A2 期,阴毛发

育 PH3 期。女性外阴,大小阴唇较隆起,无阴蒂肥大,阴道外口清晰。余查体无特殊。实验室检查:血
清促黄体生成素 40.940 mIU/ml､ 血清促卵泡刺激素 121.940 mIU/ml､ 血清泌乳素 10.200 ng/ml､
孕酮 0.540 ng/ml､ 雌二醇<20 pg/ml､ 睾酮 2.970 nmol/L､ 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测定 368 ng/mL､
抑制素 B 17.52pg/ml,AMH 1ng/ml。HCG 激发试验:激发前睾酮 2.970 nmol/L､ 雄烯二酮 0.677 
ng/ml､ 双氢睾酮 75.85pg/ml,激发后分别为 2.91nmol/L､  0.383ng/ml､ 86.73pg/ml。超声示:双侧

腹股沟低回声团块。病理结果:双侧性腺为发育不良睾丸组织;免疫组化结果 Oct3/4(-)。染色体核

型:46XY;SRY:阳性。患儿检测到 DHH 基因 C.1027T>C,p.( Cys343Arg)纯合错义突变,父母为杂合

突变。 
结论 我们发现 1 例 DHH 基因新发突变:Cys343Arg 是人类该位点突变报道,扩展了人类当前的 DHH
基因突变报道。突变导致的临床表现谱可概括为:伴微型神经病变(Minifascicular Neuropathy)的部

分性性腺发育不良和不伴发微型神经病的完全性性腺发育不良。DHH 纯合突变的 46XY 性腺发育

不良患者患肿瘤的风险高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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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86 

滋阴泻火方与滋肾清肝方对女童部分性性早熟疗效的多中心､ 随

机､ 单盲､ 对照研究 
 

孙雯
1,韩兴绘

1,俞建
1,汪永红

1,严卫丽
1,赵鋆

2,陈伟斌
3,薛征

4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3.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儿科 

4.上海市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滋阴泻火方及滋肾清肝方治疗性早熟的疗效,为性早熟疾病的中药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多中心､ 随机､ 单盲､ 阳性对照的试验设计。按照入选标准(符合部分性性早熟诊断)纳入

研究对象 143 例(均为女性)。采用随机化设计方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到滋阴泻火组(71 例)或滋肾清

肝组(72 例),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干预,剂量为 1 包/次,3 次/日。基线测量包括问卷调查､ 人体测量､

Tanner分期､ 骨龄､ 子宫附件 B超､ 血清性激素水平和中医证候积分。各中心数据收集的起始和

终末,均采用统一的检测方法和同一批调查员。采用 SPSS1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 两组的基线水平均衡可比。② 治疗 3 个月和 6 个月后,两组乳核指数组间比较,乳核指数减

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组内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滋阴泻火组 P=0.004,P=0.001;滋肾清肝组

P=0.006,P=0.002)。③ 治疗 3 个月和 6 个月后,两组子宫容积组间比较,容积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P=0.001);组内前后比较,滋阴泻火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P<0.001),滋肾清肝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④ 治疗 3 个月和 6 个月后,两组左右卵巢容积组间比较,容积减小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组内前后比较,滋阴泻火组左侧卵巢容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右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P=0.024);滋肾清肝组左右卵巢容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⑤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左右卵

泡 大直径组间比较,卵泡减小差异无统计学差异,治疗 6 个月后,左侧卵泡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3),右侧差异无统计学差异;组内前后比较,滋阴泻火组左侧卵泡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右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0,P=0.040),滋肾清肝组左右卵泡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⑥ 治疗 3 个月

､ 6 个月后,两组中医证候积分组间比较,积分减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组内前后比较,积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滋阴泻火组 P<0.001,P<0.001;滋肾清肝组 P<0.001,P<0.001)。 
结论 采用滋阴泻火颗粒剂及滋肾清肝颗粒剂均能控制部分性性早熟女童的第二性征发育(乳核大小)
和中医证候;其中,滋阴泻火颗粒在改善子宫､ 卵巢和卵泡大小方面稍有优于滋肾清肝颗粒。 
 
 
PO-1487 

 105 例儿童尿道下裂的临床特征与病因分析  
 

周莎莎,李嫔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分析 105 例尿道下裂儿童的临床特征,探讨儿童尿道下裂的病因及相关因素。以提高临床上对

该疾病的认识,同时为从遗传分子水平深入研究该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重要的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7 年 3 月期间收治入院的 105 例尿道下裂儿童的临床资料,包括详细的

病史､ 家族史､ 专科体格检查。根据阴茎矫直后尿道口的位置对尿道下裂进行分型和分度。分析所

有患儿的 LHRH激发试验､ HCG激发试验､ 染色体核型和 SRY 基因检测结果,以及 31 例患儿的

5α-还原酶基因(SRD5A2)和 14 例患儿的雄激素受体基因(AR)的检测结果,观察不同基因异常患儿尿

道下裂分型､ 分度及合并其他泌尿生殖系统畸形的情况以及激素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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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5 例尿道下裂患儿,初诊年龄 5 月-10 岁 5 月,平均年龄 38.2 月。尿道下裂前段型 40 例

(38.1%),中段型 46 例(43.8%),后段型 19 例(18.1%)。轻度尿道下裂 47 例(44.8%),中度 10 例(9.5%),
重度 32 例(30.5%),极重度 16 例(15.2%)。染色体异常 13 例(12.4%),SRY 基因异常 6 例(5.7%)。染

色体异常与 SRY 基因异常导致的尿道下裂可见于各种分型与分度。SRD5A2 基因异常 6 例(6/31 
19.3%),6 例 SRD5A2 基因异常所致的尿道下裂患儿可见于各种分型与分度,但均合并小阴茎。6 例

患儿 HCG 激发试验后睾酮/双氢睾酮(T/DHT)为 8.76-55.8。AR 基因异常(6/14 42.9%),6 例 AR 基

因异常均合并小阴茎,分型为中段型和后段型,分度为中度及以上。 
结论 (1)105 例尿道下裂分型中虽然以前段型和中段型为主,但是在严重分度上轻度与重度及以上分

度水平相当。(2)尿道下裂病因尚不明确,普遍认为其发生可能是基因异常和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从本研究结果来看,染色体及 SRY､ SRD5A2､ AR 基因异常均为尿道下裂发生的重要病因。(3)
对于伴有小阴茎及 HCG 激发试验后 T/DHT 增高的尿道下裂需要高度怀疑 5α-还原酶缺乏症,但
T/DHT 正常不能排除该病。(4)对于伴有小阴茎尤其是阴茎似阴蒂的患儿,尿道下裂分度在中度及以

上者,需要高度怀疑雄激素受体不敏感综合征。 
 
 
PO-1488 

LEPRE1 基因新突变致维吾尔族成骨不全 1 例及文献复习 
 

罗燕飞,米热古丽·买买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研究和分析 1 例 LEPRE1 基因新突变导致的维吾尔族成骨不全患儿的临床特点及相关基因序

列的变化。 
方法 总结分析临床资料,临床诊断为成骨不全,抽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检测其成骨不全相关基因。确

诊后采用博宁针治疗,剂量:5mg 静点,1 天 1 次,首次连用 5 天,次月开始每月连用 3 天,以骨折次数评

价其疗效。 
结果 患儿女,10 岁,维吾尔族。第 1 胎第 2 产,双胞胎姐姐出生后即夭折(原因不明)。3 岁会站,5 岁后

因反复骨折不能站立。出生后即开始反复骨折,第一次骨折年龄 2 月,部位:肱骨,平均 1-2 次/年,至今

骨折 19 次,主要为长骨骨折。近 4 年余身高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智力发育正常。蓝巩膜､ 牙齿稀疏

､ 鸡胸､ 肋骨外翻､ 脊柱后凸畸形､ 关节松弛､ 四肢骨折畸形､ 第二性征发育正常。辅助检查:X 线

显示骨质疏松､ 股骨､ 胫骨､ 巩固､ 尺骨､ 桡骨多发陈旧性骨折。25 羟维生素 D 
36.34nmol/ml,IGF-1  112ng/ml。甲功五项正常,肝肾功､ 血脂､ 心肌酶､ 血氨､ 血气均正常。心脏

超声､ 腹部超声均正常。检测到 LEPRE1 基因外显子区域一处纯合突变:c.428G>C,导致氨基酸改

变 p.R143P(精氨酸>脯氨酸),PolyPhen-2,MutationTaster,OMIM,InterVar 等预测结果均为致病性突

变。此突变可导致成骨不全 VIII 型。对家系成员进行研究发现,其表型正常的父母各携带一处杂合

突变。用药 3 个月后患儿骨折次数明显减少,治疗 1 年后肱骨骨折 2 次。 
结论 本文报道了一例 LEPRE1 基因新突变导致引起的成骨不全 VIII 型,并对其临床表型进行了研

究。成骨不全 VIII 型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临床表型常较为严重甚至围产期致死,患儿父母各携带一

处杂合突变,其双胞胎姐姐出生后即夭折,考虑与基因突变相关。 
 
 
PO-1489 

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女孩外周性性早熟的临床分析 
 

王洁,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剂(来曲唑)治疗女孩外周性性早熟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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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3.09-2016.12 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门诊的 11例除外肿瘤､ CAH､ 雌激素摄

入过多引起的外周性性早熟女孩,予口服来曲唑(1-2mg/m2.d)治疗,比较治疗前､ 治疗 1月､ 3 月后乳

房发育､ 阴道出血或分泌物情况､ Tanner分期､ 性激素水平､ 盆腔超声。 
结果 11 例女孩年龄 4.6±2.0 岁,6 例诊断为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5 例女孩仅有外周性性早熟表

现,其中 9 例女孩治疗 3 月及以上。经过治疗,10 例女孩临床症状改善。治疗 1 月的卵巢平均容积

(MOV)1.87(0.81,2.50)ml 较治疗前 4.38(3.20,11.38)ml 降低(Z=-2.24,P=0.025,Wilcoxon 符号秩和

检验)。治疗 1 月的雌二醇(24.02±17.18)pmol/l 较治疗前 300.94(212,86,519.00)pmol/l 显著降低

(Z=-2.521,P=0.012,Wilcoxon 符号秩和检验);治疗 3 月的雌二醇 18.35(14.68,40.37)pmol/l,较治疗

前 366.49±186.84pmol/l,显著降低(Z=-2.366,P=0.018,Wilcoxon 符号秩和检验)。1 例女孩 MOV､
子宫容积､ 卵巢囊肿治疗 1 月后降低,但治疗 3 月后有升高的趋势。 
卵泡刺激素(FSH)升高,睾酮(T)､ 黄体生成素(LH)､ 子宫容积没有变化。 
结论 来曲唑通过减少阴道出血或分泌物的量及频率,降低雌激素水平,缩小平均卵巢容积从而有效的

治疗外周性性早熟。 
 
 
PO-1490 

Renal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HSD3B7 deficiency and 
relieved by bile acid replacement 

 
Zhao Jing1,Fang Ling-Juan1,Kenneth D. R Setchell2,Gong Jing-Yu3,Lu Yi1,Wang Jian-She1,3 

1.Center for Pediatric Liver Diseases,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Cincinnati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Jin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Objective 3 beta-Hydroxy-Delta(5)-C-27-steroid oxidoreductase (HSD3B7) deficiency is the most 
common bile acid synthetic defect, usually presenting as neonatal cholestasis, liver injury, fat-
soluble vitamin malabsorption and rickets. Atypical bile acids with incompletely modified 
cholesterol nucleus were concentrated in serum and excreted from kidneys. But injury of these 
atypical bile acids on kidneys is not well appreciated before. Here we present the renal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HSD3B7 deficiency, and its fully recovery by bile acid replacement. 
Methods 16 genetic confirmed HSD3B7 deficiency patients were compared to 25 genetic 
confirmed ABCB 11 deficiency patients. Their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retrospectively from 
medical records or prespectively in every clinical visit. Renal lesion was screened by renal 
ultrasonography, and then confirmed by abdominal MR or CT scan, or DMSA examination. 
Results Renal lesions were documented in six HSD3B7 deficiency patients by imaging study 
(n=6/16 ), including medullary sponge kidneys (P2, age at first clinic visit, 1.5y, with nearly normal 
liver function tests) , renal parenchymal damage (P4,4.5mo),renal cysts (P6 17y, P15 6y, P16 
8mo), renal stones (P8 4.5y). They were initially treated with ursodeoxycholic acid, though clinical 
signs and LFTs normalized in 3 patients, atypical bile acids in urine and renal lesions (P2, P5) 
were not improved. These 3 patients and 8 new diagnosed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henodeoxycholic acid, and both LFTs and urinary bile acid profile were normalized. Repeated 
renal MRI in P2 two years later showed normal kidney texture, and renal lesions of other 3 
patients disappeared after several months CDCA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s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to acertain the association of renal lesions 
to HSD3B7 deficiency, and demonstrated the kidney injury could be reversed by bile acid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both nephropathy and liver disease (even it is very mild), 
inborn errors of bile acids should be scre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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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1 

LHCGR 基因两个新突变引起的 46,XY 性分化异常一例 
及文献复习 

 
米热古丽·买买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研究和分析 1 例 LHCGR 基因新突变导致的维吾尔族 46,XY 性分化异常患儿的临床特点及相

关基因序列的变化。 
方法 总结分析临床资料,通过血清激素测定､ 激发实验､ 染色体及影像学检查确定诊断为 46,XY 性

分化异常;抽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全外显子测序方法检测 LH/hCG 受体(LHCGR)基因,行睾丸切除术,
并拟于青春期后行阴道形成术并给予雌激素维持女性第二性征。 
结果 患儿社会性别女,有大阴唇､ 小阴唇及尿道口,无阴道口,无阴囊､ 阴茎。染色体核型 46,XY。B
超提示腹股沟区可见睾丸,未见子宫,卵巢显示不清。低睾酮水平及高 LH 水平,血 HCG 激发提示睾

酮水平低。肾上腺激素水平正常。对患儿及父母的 LHCGR 基因进行检测分析,结果发现患儿

LHCGR 基因第 10 外显子存在 C 转换为 A 的杂合点突变[c.878C>A(p.S293X)],该变异为终止突变,
可导致氨基酸编码提前终止,影响蛋白质的正常合成,OMIM,InterVar 等预测结果均为可能致病突

变。第 4 外显子存在 G 转换为 A 的杂合点突变[c.349G>A(p.G117R)],该变异为错义突

变,OMIM,InterVar 等预测结果均为致病性突变。对家系成员进行一代测序并验证后发现,终止突变

来自父亲,错义突变来自母亲,为复合杂合变异。此突变可导致睾丸间质细胞发育不全。睾丸组织病

理提示曲细精管管壁未见明显增厚,小管间未见明确间质细胞,综合上述形态,图像符合睾丸发育静止

期变。 
结论 本文报道了 1 例 LHCGR 基因两个新突变导致的 46,XY 性分化异常的维吾尔族患儿的临床表

现､ 诊疗过程及基因检测结果,探讨其发病机制,发现了两个新的致病突变:LHCGR 基因第 10 外显子

c.878C>A(p.S293X)终止突变及第 4 外显子 c.349G>A(p.G117R)错义突变。维吾尔族患儿 LHCGR
基因突变导致的 46,XY 性分化异常病例在国内外至今尚未报道,国内已报道 LHCGR 基因突变导致

的 II 型 LCH 患儿 1 例,而 LHCGR 基因突变导致的 I 型 LCH 在国内尚未报道,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

基因突变数据库提供了新的数据,为该病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帮助确定诊断奠定了基础,并更好地揭

示了 LHCGR 受体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PO-1492 

叶酸和维生素 B12 对宫内生长受限大鼠骨骼肌磷脂酰肌醇 3 激

酶的蛋白激酶 B 分子表达的影响 
 

张慧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母鼠哺乳期补充叶酸和维生素 B12对宫内生长受限(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IUGR)
仔鼠骨骼肌磷脂酰肌醇 3 激酶的蛋白激酶 B(phosphatidyl inositol 3-kinse /protein kinase B, 
PI3K/AKT)胰岛素信号通路中关键分子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表达

的影响,并分析 PI3K 分子表达的改变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方法 1. 采用孕中晚期低蛋白及限制饮食的方法建立 IUGR 大鼠模型,将新生 IUGR 仔鼠随机分为

IUGR 干预组和 IUGR 未干预组,其中 IUGR 干预组的哺乳期母鼠饲以高叶酸和维生素 B12的饲料(叶
酸和维生素 B12含量比普通饲料提高 4 倍),IUGR 未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哺乳期母鼠饲以正常标准饲

料。3 组仔鼠均于生后 21 d 断奶,饲以正常标准饲料至生后 120 d。2. 测定对照组､ IUGR 未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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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IUGR 干预组(每组各 8 只,雌雄各半)在生后 21天､ 60 天及 120 天空腹血浆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 空腹血清胰岛素(fasting insulin, FINS),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insulin resistance 
index,IRI)。3. 在生后 21d､ 60d 和 120d 分别留取 3 组仔鼠的骨骼肌组织,采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 3 组仔鼠骨骼肌组织中 PI3K mRNA 和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1. 低蛋白组仔鼠平均出生体重[(4.44±0.58)g]低于对照组[(7.03±0.56) 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75,P<0.05),低蛋白组仔鼠中 IUGR 发生率为 93.3%。2. 生后 21 d,3 组仔鼠 FPG､ FINS 和

IRI 均无统计学差异;生后 60 d 和 120d,IUGR 干预组仔鼠的 FPG､ FINS 和 IRI 均显著低于 IUGR 未

干预组,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3. 生后 21d､ 60d 和 120d,3 组仔鼠

PI3K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在对照组 高,IUGR 干预组次之,IUGR 未干预组 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值均<0.05)。4. 生后 60d 和 120d,IUGR 未干预和干预组仔鼠 IRI 与 PI3K 蛋白表达均呈

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结论 母鼠哺乳期补充叶酸和维生素 B12,影响了 IUGR 仔鼠骨骼肌 PI3K/AKT 胰岛素信号通路中关键

分子 PI3K 的蛋白表达,且这些变化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PO-1493 

内质网应激对饮食诱导性肥胖小鼠胰岛 β 细胞功能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易晓青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明确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胰岛是否存在过度的内质网应激以及内质网应激对胰岛 β 细胞

功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以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 C57BL/6J 小鼠为研究对象,通过腹腔注射葡萄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释

放试验评价 β 细胞功能,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胰岛 p-eIF2α 和 ATF6 表达,以明确高脂饮食是否诱

导过度的内质网应激。在此基础上进行体外实验,在高脂环境中(棕榈酸,PA)培养 INS-1 细胞,通过

Western-blot 和 Real-Time PCR 分别检测 p-eIF2α､ ATF6 蛋白表达和 ATF6 mRNA 表达,以明确棕

榈酸是否能诱导 INS-1 细胞产生内质网应激。进一步通过 Real-Time PCR 检测内质网应激对胰岛

素基因表达的影响。 后,采用小干扰 RNA 策略,抑制 INS-1 内 ATF-6 的表达,在高脂环境中培养细

胞,Real-Time PCR 检测 β 细胞胰岛素基因表达的变化,明确 ATF-6 是否介导了内质网应激对胰岛素

基因转录的损害。 
结果 1.高脂饮食喂养 16 周后,成功诱导出肥胖小鼠模型,并出现糖耐量受损､ 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

素血症,胰岛代偿性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下降。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与正常小鼠相比,肥胖小鼠胰岛

内质网应激标志物 p- eIF2α 和 ATF6 表达均明显增加。2.Western-blot 结果显示,与 BSA 对照组相

比,PA 组 p-eIF2α 和 ATF6 蛋白表达均显著升高(P<0.05)。细胞免疫荧光结果显示,BSA 对照组细胞

内 ATF6 主要在胞浆表达,且表达量较少,胞核内基本无表达,而 PA 组 ATF6在胞浆､ 胞核均表达,且
与 BSA 对照组相比,表达量增加。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与 BSA 对照组相比,PA 组 ATF6 mRNA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与 BSA 对照组相比,PA 组胰岛素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P<0.05)。3. 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PA 处理 24h 后,与未转染和转染 con-siRNA 相比,转染了

ATF6-siRNA 序列 2 的细胞胰岛素 mRNA 表达显著升高(P<0.05)。 
结论 1. 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胰岛内存在过度的内质网应激,而胰岛 β 细胞功能已有一定程度的

损伤;2. 高脂诱导的内质网应激能够激活 ATF6 信号通路并抑制胰岛素基因表达;3.ATF6 介导了内质

网应激导致的胰岛素基因表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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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4 

糖原累积症 Ib 型合并炎症性肠病 2 例的临床诊治 
 

肖园,董治亚,许春娣,王伟,王歆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总结糖原累积症 Ib 型患儿合并炎症性肠病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法。 
方法 2 名于婴儿期出现“低血糖发作伴肝脏肿大”,后经测序确诊为 SLC37A4 基因突变所致的糖原累

积病 Ib 型患儿,近期分别因“反复腹痛伴腹泻 1 月”和“反复呕吐 1 年,加重 2 月”入院。入院后完善血

常规､ 血沉､ C反应蛋白､ 生化､ 血气､ 粪常规､ 粪培养､ 消化内镜及组织病理､ 小肠核磁共振等

检查。总结其临床特点､ 治疗和转归,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2 例 GSD Ib型患儿均存在贫血､ 中性粒细胞缺乏､ 低白蛋白血症､ CRP增高､ ESR增快､
血小板增高,粪便病原学检查均为阴性,胃镜发现存在十二指肠炎症或十二指肠裂隙样溃疡,结肠镜均

发节段性纵行深大溃疡,及黏膜呈铺路石样改变,1 例患儿小肠 MRI 提示累及回肠,累及肠壁节段性增

厚,黏膜面增厚,呈凹凸不平溃疡改变。2 例患儿随后被确诊 GSD Ib 合并克罗恩病。儿童克罗恩病活

动指数分别为 50 分和 32.5 分,均为中重度活动。之后均给部分肠内营养,同时予美沙拉嗪口服,并规

律注射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提升中性粒细胞数量。患儿临床症状消失,ESR､ CRP､ 血清白
蛋白､ 血小板恢复正常,未加重其代谢紊乱。经查阅文献,国外报道 GSD Ⅰb 患儿易发生 IBD,部分

提及约 77% GSD Ⅰb 可并发 IBD,绝大部分为 CD。目前认为 GSD Ⅰb 并发 IBD 的机制是由于中

性粒细胞功能障碍及数量减少,导致肠道易受致病菌或肠道共生菌的感染,从而引起肠道的慢性炎症

终导致了 IBD。治疗上主要是采用肠内营养和口服美沙拉嗪,缓解肠道炎症。通过规律应用 G-
CSF 治疗对合并克罗恩病的患儿多有较好疗效。有研究发现在 GSD Ib 患儿中规律应用 G-CSF 可

防止或延缓 IBD 的发生。 
结论 GSD Ib 型患儿为 IBD 的好发人群,当反复出现非特异消化道症状时(例如腹痛､ 腹泻､ 呕吐､

口腔溃疡),尤其是合并有消化道出血､ 发热､ 贫血､ 血沉增快和血小板增多时,应注意合并 IBD 的可

能,不要漏诊。规律注射 G-CSF 不仅可以提高 ANC 数量,也可以对 IBD 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PO-1495 

妊娠糖尿病母-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分析 
 

王旭芹,梁小华,杨亭,陈洁,李廷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孕晚期代谢参数对胎儿胰岛素及胰岛素

抵抗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妊娠期糖尿病(GDM)孕晚期病例 55例､ 正常对照孕晚期病例 87 例,分别收集她们的空腹

静脉血样和相应的脐静脉血样(反映胎儿代谢),所有血样均检测血糖､ 胰岛素浓度,采用内稳态模型

分别评估母血和脐血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 
结果 GDM 组孕妇的空腹血糖､ 胰岛素､ HOMA-IR 均高于对照组(空腹血糖,4.70±0.11vs. 
4.11±0.05mmol/L,P﹤0.001,空腹胰岛素,44.1±6.76 vs. 25.1±3.58uU/ml,P=0.013, HOMA-IR, 
8.92±1.25 vs.5.39±0.83, P=0.012);GDM 组胎儿的胰岛素及 HOMA-IR 均高于对照组(胰岛

素,10.1±1.41 vs.6.38±0.49 uU/ml,P=0.035,HOMA-IR,1.60±0.22 vs.1.07±0.08,P=0.006);胎儿

HOMA-IR 与孕妇 HOMA-IR 密切相关(r=0.439,p=0.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母亲年龄､ 孕前

BMI 及糖尿病家族史是妊娠妇女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结论 GDM 组胎儿胰岛素抵抗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胎儿胰岛素抵抗与 GDM 孕晚期胰岛素抵抗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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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6 

肥胖女童随青春期分期类固醇激素水平变化规律研究 
 

曹冰燕,巩纯秀,吴迪,梁学军,李文京,刘敏,苏畅,秦淼,孟曦,魏丽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不同青春期分期(Tanner 方法)肥胖女童类固醇激素水平的变化规律及临床意义。 
方法 251 例超重和肥胖女童来源于对北京市顺义区的 942 名 6~14 岁中小学女童的筛查,将同期参

与调查的正常体重女童 691 名作为对照。所有女童进行了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的测量,并由专

科医师对乳房发育进行 Tanner 青春期评价。孕烯醇酮(Pregnenolone, P5)､ 17 羟孕酮(17-OH 
Progesterone, 17OHP4)､ 皮质酮(Corticosterone,CORT)､ 脱氢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 
DHEA)､ 雄烯二酮(Androstenedione, DA)等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LC-MS)测定。游离睾酮

(Free Testerone, FT)和性激素结合蛋白(SHBG)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测定。本研究所有统计

分析在软件 SPSS17.0 上进行。非正态分布者以中位数及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组间差异用 Kruskal-
Wallis 方法。 
结果 随着青春期进程,正常体重组和超重/肥胖组女童的 FT､ DHEA､ 17OHP4､ DA 均逐渐升

高,SHBG 呈现下降趋势,而 P5 和 CORT 无明显变化。青春期 G2 至 G4 期,超重/肥胖女童的年龄明

显小于青春期分期相同的正常体重女童(9.64 vs 10.47; 11.28 vs 13.11; 13.50 vs 14.26, P<0.01)。 
校正年龄的影响后,青春期中期(G3 期)超重/肥胖女童的 P5 低于正常儿童(0.22 vs 0.32, P=0.03),余
青春期分期中两者无明显差异;超重/肥胖女童的 17OHP 与正常体重女童相比无差异;超重/肥胖女童

中 DEHA 在青春期前高与正常对照(1.01 vs 0.72, P=0.00),青春期后与正常体重女童相比,无差异。

肥胖女童与正常女童相比,两组间的 DA､ FT 无明显差异。超重/肥胖女童 CORT 在青春期发育早期

(G2 期)较正常体重女童高(1.57 vs 1.09, P=0.01)。进入青春期后,肥胖女童 SHBG 低于正常体重女

童(TannerⅡ:68.1 vs 119.6; Ⅲ: 44 vs 96.1; Ⅳ :55.9 vs 94.0, P 均<0.01)。 
结论 超重/肥胖女童的性发育开始早于以及性发育进程快于正常体重女童。肥胖女童青春期前性类

固醇相关激素生成活跃,主要体现为 DHEA 的增加,而糖､ 盐皮质激素无变化。 
 
 
PO-1497 

两例以进行性肾脏､ 心血管损伤形式起病的甲基丙二酸尿症 
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儿童 

 
吕楠

1,尚清
1,马彩云

1,李靖婕
1,赵子江

2,李东晓
3,刘怡

3,宋金青
3,金颖

3,杨艳玲
3 

1.河南省儿童医院 
2.北京福佑龙惠遗传病诊所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两例以肾脏､ 心脏损伤形式起病的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儿的临床特

点及曲折诊疗经过,以期提高对疾病的识别能力,争取早期诊断､ 早期干预,改善预后。 
方法 2 例患儿,P1 为男童,P2 为女童,分别于 10 岁 4月､ 6 岁 1 月来院就诊,以肾脏､ 心脏损伤为主

要首发表现,经血液氨基酸､ 酯酰肉碱谱分析及尿有机酸分析获得生化诊断,经基因分析确诊。 
结果 2 例患儿均为学龄前期发病,既往智力､ 运动及体格发育正常。男童于 8 月龄时出现心血管损

伤,表现为肥厚性心肌病､ 肺动脉高压､ 心包积液,7 岁 8个月时出现面色苍白､ 颜面部浮肿､ 尿少

､ 无力､ 高血压,病初被诊断为肾病综合征､ 溶血尿毒综合征。女童于 2 岁 8个月出现蛋白尿､ 血

尿､ 无力､ 高血压,病初被诊断为溶血尿毒综合征､ 肾功能衰竭。4 岁 1 个月出现心血管损伤,表现

为肺动脉高压､ 肥厚性心肌病,进行性加重。2 例患儿尿液甲基丙二酸浓度增高;血浆总同型半胱氨

酸显著增高;丙酰肉碱增高;游离肉碱降低;蛋氨酸降低。两位患儿 MMACHC 基因均存在 c.80A>G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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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9 G> A 突变,为我国 CblC 型甲基丙二酸尿症较常见的突变。经维生素 B12､ 亚叶酸､ 左卡尼

汀及甜菜碱支持治疗后,患儿病情逐渐恢复,心肾功能逐渐康复。 
结论 甲基丙二酸尿症临床表型复杂,除神经系统损害外,也可能导致肾脏､ 心血管等多脏器损害。对

于不明原因肾脏､ 心血管疾病患儿,应注意病因调查,警惕遗传代谢病的可能性,争取精准治疗。 
 
 
PO-1498 

C 型利钠肽通过抑制 FGF-23/MAPK 信号通路治疗肾性骨病 
 

张冬冬,胡鹏,刘思燕,吴阳芳,罗慌慌,姜广梅,徐瑶,吴月,夏珣,魏巍,胡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肾性骨病 早可出现于慢性肾病 2 期,慢性肾病 5 期患者都合并有肾性骨病。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FGF)-23 是一种由骨组织分泌调节磷代谢的内分泌因子,在慢性肾病患者体内表达增加,并对成

骨细胞分化及基质矿化有抑制作用,与之相反,C 型利钠肽(CNP)对软骨内成骨具有潜在的促进作

用。因此,探讨 CNP 是否能够通过拮抗 FGF-23/MAPK 信号通路治疗肾性骨病。 
方法 本次研究中,自造模即日起给予肾病大鼠每日连续静脉注射外源性 CNP,分别于造模后 8 个不

同时间点采集标本进行检测,探讨 CNP 对肾性骨病的治疗效应及机制 
结果 CNP 可以显著改善肾功能不全,钙磷代谢紊乱,低维生素 D 血症,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以

及减少的的骨转化标志物,同时可以延缓骨病病理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CNP 使骨组织中 FGF-
23/MAPK 信号通路的上游及旁路信号因子的表达增加,同时骨组织中 FGF-23,RAF-1 及其下游信号

分子表达降低。 
结论 研究显示 CNP 在 RAF-1 水平拮抗 FGF-23/MAPK 信号通路从而达到治疗肾性骨病作用。 
 
 
PO-1499 

脂氧素 A4 对脂多糖诱导幼年肥胖大鼠肝脏 TLR4､ TRAF6 
表达的影响 

 
蒋苇苇,高莉莉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利用高脂饮食建立食源性单纯幼年肥胖大鼠模型,研究肥胖大鼠对脂多糖诱导感染后肝脏 Toll-
4 受体(TLR4)､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 6(TRAF6)表达的影响及脂氧素对其的干预作用。 
方法 1､ 选用 3 周龄雌性 SD 大鼠 60 只,随机分成两组饲养,一组给予普通饲料作为普通组,一组给予

高脂饲料喂养,饲养周期结束后,挑选高脂饲料喂养组体重大于普通饲料喂养组 20%的大鼠入组作为

肥胖组。每周测量身长体重,计算 Lee’s 指数。 2. 造模完成后,将两组大鼠各随机分为对照组､ 感染

组､ 干预组,分别给予生理盐水､ 脂多糖､ 脂氧素 A4+脂多糖腹腔注射,根据预实验结果选定注射

12h 后心脏取血,并打开腹腔取肝组织。3. 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变化;ELISA 法检

测大鼠血清 IL-6､ TNF-α 水平;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肝脏组织

TLR4､ TRAF6 蛋白及 TLR4mRNA､ TRAF6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 肥胖组的体重､ Lee’s 指数明显高于普通组(P<0.05)。2､ HE 染色结果表示:肥胖组肝脏组

织病理评分明显增高(P<0.05)。3､ ELISA 结果显示:感染组､ 脂氧素 A4 干预组大鼠血清 IL-6､
TNF-α 水平明显增高(P<0.05);同时间点,肥胖组升高均较普通组升高明显(P<0.05);普通对照组<普
通干预组<肥胖对照组<普通感染组<肥胖干预组<肥胖感染组。4､ 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肥胖组升

高均较普通组升高明显(P<0.05);相比感染组,脂氧素 A4 干预组 TLR4､ TRAF6 蛋白表达量显著降

低(P<0.05);普通对照组<肥胖对照组<普通干预组<普通感染组<肥胖干预组<肥胖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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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肥胖组升高均较普通组升高明显(P<0.05);脂氧素 A4 处理后肝脏

组织 TLR4mRNA､ TRAF6mRNA 表达较感染组表达降低(P<0.05);普通对照组<普通干预组<肥胖

对照组<普通感染组<肥胖干预组<肥胖感染组(P<0.05) 
结论 1､ 肥胖组 TLR4 的表达高于普通组,推测脂肪细胞中 TLR4 的高表达是肥胖对感染易感性更高

的致病机制之一。2. 脂氧素 A4 能降低感染组大鼠血清 IL-6､ TNF-α 水平,减轻炎症反应。3､ 脂氧
素 A4 能抑制 TLR4､ TRAF6 在大鼠肝脏组织中的表达。脂氧素 A4 对感染的减轻作用可能是通过

抑制 TLR4 的信号传导途径来实现的。 
 
 
PO-1500 

Conversion of hypothyroidism to hyperthyroidism in 
children 

 
Li Jie1,2,WU Xiao Hui2,WANG Xiang-Zhi2,ZOU Chao-Chun2,DONG Guan-Ping2 

1.Shangyu People's Hospital 
2.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highlight conversion of hypothyroidism to hyperthyroidism 
Methods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Results Two children diagnosed as Hashimoto's thyroiditis with hypothyroidism and treated with 
levothyrocine primary. During the following, hyperthyroidism was noted even cease the 
levothyrocine. Thyroid receptor antibody (TRAb) was positive during the hyperthyroidism stage 
and anti-thyroid drug was administered till now. Literature reviewed showed about 80 cases with 
conversion of hypothyroidism to hyperthyroidism were reported previously. Among these cases, 8 
were children aged from 5.3 to 15.1 years with a mean age of 11.4±3.0 years. The duration from 
hypothyroidism to hyperthyroidism ranged from 0.1 to 13 years with a median of 1.3 years. The 
most common primary disease is autoimmune thyroiditis. It was noted that thyroid stimulating 
antibody (TSAb) have increased tendency while TSH-binding antibody (TBAb) have decreased 
tendency during the conversion in some adult patients.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 conversion from hypothyroidism to hyperthyroidism is a rare condit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hypothyroidism patients. As the mechanism maybe involve 
TSAb to TBAb switch, monitoring the TSAb and TBAb in early stage may be helpful for early 
diagnose and further therapy. 
 
 
PO-1501 

GnRH 激发试验促性腺激素峰值在性早熟肥胖女童诊断中的价值 
 

章建伟
1,赵宁宁

2,傅君芬
2 

1.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GnRH 激发试验促性腺激素峰值在中枢性性早熟女童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以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发试验结果作为中枢性性早熟诊断的金标准,将 824 例中枢性

性早熟(中枢性性早熟早期)女童分为正常体重组､ 超重组､ 肥胖组三组,分别比较三组黄体生成素

(LH)基础值､ 卵泡刺激素(FSH)基础值､ LH峰值､ FSH峰值､ LH 峰值/FSH峰值比值､ 性激素结

合蛋白(SHBG)的差异,并对中枢性性早熟早期患儿进行随访,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超

重/肥胖组患儿 LH 峰值诊断中枢性性早熟的准确性。 
结果 肥胖组中枢性性早熟患儿 LH峰值､ SHBG 较正常体重组明显偏低(P<0.01);101例正常体重､
68 例肥胖/超重的中枢性性早熟早期患儿随访 1 年后,正常体重组 20 例,肥胖/超重组 34 例发展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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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性性早熟,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 LH 峰值切割值为 3.87 IU/L 时,敏感

度为 0.60,特异度为 0.737,约登指数 大(0.327)。 
结论 在分析性早熟女童 GnRH 激发试验结果时需考虑 BMI 的影响。 
 
 
PO-1502 

初发 T1DM 儿童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的水平变化 
 

许英,辛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内分泌科 1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初发 T1DM 之间的关系,可能为儿童 1 型糖尿病发病机制

提供一些线索。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符合 2010 年 ADA 诊断

标准的初发 T1DM 儿童 123 例(男性 53 例,女性 70 例)平均年龄 7.4±3.4 岁,其中符合 2009 年《中

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儿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诊疗指南》制定的 DKA 诊断标准

的有 67 例;同时选取非糖尿病健康儿童 37 例(男性 18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 7.1±4.5 岁做为对照

组,两组患儿在性别及年龄等方面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所有患儿采血前近半年无任何维生素 D 类

药物使用史;无骨病､ 结核､ 肝病､ 哮喘､ 结缔组织病及肿瘤等疾病。通过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检测其血清 25(OH)维生素 D 水平。空腹血糖测定仪器为美国雅培 C1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测定方法为雅培(美国)己糖激酶法。空腹胰岛素､ 空腹 C 肽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糖化血红蛋白测

定仪器为美国伯乐 VARIANT II 糖化血红蛋白仪,测定方法为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血糖测定仪器为

美国雅培 C16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结果 初发儿童 T1DM 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17.17±10.21)ng/mL 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22.88±11.03)ng/mL (P<0.O5);同时初发 T1DM 患儿血清 25 羟维生素 D水平在缺乏､ 不足､ 充足
的比例分布上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在 T1DM 中有 16%患儿年龄≤3 岁,与 3-6 岁

及>6 岁儿童的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比较有显著差异,P 值均为 0.000;在 T1DM 发病季节中 1-3 月份

发病的儿童 25 羟维生素 D 平均水平显著低于其它各组月份发病儿童的 25 羟维生素 D 平均水平,p
值均<0.005。同时研究提示 T1DM 儿童 25 羟维生素 D水平在缺乏､ 不足､ 充足水平上其糖化血红

蛋白､ 空腹胰岛素､ 空腹 C 肽､ 空腹血糖平均水平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DKA 组与非 DKA 组之

间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 值为 0.340。 
结论 在初发儿童 T1DM 患者中 25 羟维生素 D水平及缺乏､ 不足､ 充足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T1DM 发病年龄≤3 岁和年龄>6 岁患儿的平均血清 25 维生素 D 水平显著不同。不同发病季节

T1DM 患儿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O-1503 

 生酮饮食治疗丙酮酸脱氢酶-E1α 缺乏症 1 例报道 
 

马明圣,张岩,邱正庆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报道 1 例基因诊断的丙酮酸脱氢酶-E1α 缺乏症,提高对此罕见病的认识。 
方法 对丙酮酸脱氢酶-E1α缺乏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基因突变特点及治疗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男,6 岁,因“运动发育落后”入院,伴有运动耐量降低。否认家族中有类似疾病史,
父母非近亲结婚。查体体重 21.2Kg, 身高 115.5cm。四肢肌力 V 级,肌张力正常,双侧膝

腱反射未引出。辅助检查平静状态下乳酸 1.68mmol/L,运动后乳酸 5.58 mmol/L。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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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提示神经源性损害。头 MRI+MRS 提示双侧苍白球对称异常信号,左额叶皮层下､ 双

侧脑室旁小斑片状异常信号。考虑 Leigh 综合征相关基因检查发现致病突变,X 连锁显

性遗传的 PDHA1 基因(NM_000284.3)c.214C>T(p.R72C)半合子突变。患儿丙酮酸脱

氢酶-E1α 缺乏症诊断明确,予生酮饮食治疗及维生素 B1。经治疗随访患儿,评估相关指

标(乳酸､ ICARS 评分､ 6 分钟步行试验)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丙酮酸脱氢酶-E1α缺乏症可以表现为运动发育落后､ 运动耐量减低,PDHA1 基因检测可以发

现致病突变,生酮饮食治疗有效。 
 
 
PO-1504 

糖原累积病Ⅰb 合并炎性肠病样结肠炎 3 例临床分析 
 

马明圣,李正红,张玉,张岩,邱正庆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糖原累积病(GSD)Ⅰb(MIM 232220)因葡萄糖-6-磷酸酶转运体缺陷所致。主要表现为生长落后

､ 肝脏肿大､ 空腹低血糖､ 高乳酸血症､ 高脂血症､ 中性粒细胞数量减少和(或)反复感染症状。

GSDⅠb 患者在儿童时期出现炎性肠病样结肠炎改变较少见。因此我们分析儿童 GSDⅠb 合并炎性

肠病样结肠炎的病例,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诊断的 GSDⅠb 合并炎性肠病样结肠炎的病例

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症状､ 实验室指标､ 影像学检查结果､ 治疗及随访情况。 
结果 3 例 GSDⅠb 合并炎性肠病样结肠炎患儿进入分析,2 例为男性,出现炎性肠病样病变的年龄分

别是 7 岁､ 15 岁､ 16 岁。3例均有腹痛､ 腹泻､ 大便带血,1 例伴发热,1 例伴呕吐。3 例既往均有

口腔溃疡､ 中性粒细胞减少､ 生长发育落后､ 肝脏增长､ 低血糖病史。2 例规律口服生玉米淀粉,3
例均未定期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3例在出现炎性肠病样症状时均出现贫血､ 中性类细胞缺乏

､ 代谢性酸中毒､ 血沉增快及 C 反应蛋白升高。3 例均行肠道 B超､ 腹部增强 CT及小肠重建､ 结

肠镜检查,2 例表现为类溃疡性结肠炎改变,1 例表现为类克罗恩病改变。3 例均予对症支持治疗和应

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2 例加用美沙拉嗪治疗。3 例症状均明显改善。出院后 6~12 个月随访腹部

症状均明显好转,腹部影像检查提示肠道病变不同程度改善。 
结论 儿童 GSDⅠb 在原发病程中如出现消化道症状时,应考虑到合并炎性肠病样结肠炎,特别是当中

性粒细胞缺乏时。早期积极予对症支持治疗及应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能改善预后。 
 
 
PO-1505 

超重､ 肥胖儿童与代谢综合征患儿心率减速力的研究 
 

黄小力,文红霞,易兰芬,曹晓晓,邱梅,王充亮,吴慧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00 

 
 

目的 探讨超重､ 肥胖儿童及代谢综合征(MS)患儿的心率减速力(DC)､ 心率加速力(AC)及心率变异

性(HRV)差异,体质指数(BMI)与 DC､ AC､ HRV 各指标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10 岁的超重､ 肥胖儿童 103 例,其中诊断为 MS 的患儿 48 例;测定 DC､ AC､ HRV 各

指标。 
结果  MS 组的 DC 值为(5.97±1.77)ms,低于非 MS 组的(7.93±1.56)ms;AC 值为(-6.78±1.56)ms,高
于非 MS 组的(-8.17±1.61)ms;HF 值为[335.2(157.03~659.33)]ms²,低于非 MS 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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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5(345.6~767.1)]ms²;BMI 为(29.64±2.83)kg/m²,高于非 MS 组的(26.79±1.83)kg/m²,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均<0.05)。超重､ 肥胖儿童 BMI 与 DC 呈显著负相关(r=-0.241,P=0.014),与 AC 呈显著

正相关(r=0.199,P=0.044)。 
结论 MS 患儿的自主神经功能受损,表现为迷走神经张力降低。肥胖程度越高,迷走神经张力越低,机
体对心脏的保护力就越差,越易引起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PO-1506 

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导致两兄弟猝死 
 

王靖
1,陈书香

1,刘怡
2,李东晓

2,金颖
2,宋金青

2,张尧
2,杨艳玲

2 
1.濮阳市妇幼保健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遗传代谢病是导致婴幼儿猝死的一组病因,及时､ 正确的生化代谢分析是确诊的关键,通过合理

饮食与药物干预,可能避免或减少灾难。本研究通过对猝死两兄弟的病因分析,对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的防治进行研究。 
方法 两例患儿为同胞兄弟,均为足月顺产出生,分别于 3个月､ 4 个月时发病,3小时､ 7 小时后死

亡。患儿父母健康,非近亲婚配,无类似疾病家族史。通过血液氨基酸及酯酰肉碱谱分析､ 患儿及其

父母基因分析对进行了病因研究。 
结果 第一胎,生后母乳喂养,有时吐奶,运动发育落后。3 个月时抽搐,3 小时后死亡。尸检发现肝脏增

大､ 脂肪变性,弥漫性脑水肿,结论“瑞氏综合症,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患儿生后 4 天时新生儿筛查

用血片检测结果显示血游离肉碱降低,十四碳烯酰肉碱显著升高。第二胎,足月顺产出生,混合喂养,稀
便,体重增长不良,腹胀,运动发育落后。4.5 个月时抽搐,血常规分析显示轻度贫血,血气分析显示代谢

性酸中毒,低血糖,7 小时后死亡。 
结论 两例兄弟疾病经过相似,病情迅速发展,发病数小时内死亡。例 1 血液酯酰肉碱谱符合极长链酯

酰辅酶 A 脱氢酶缺乏,尸检提示瑞氏综合症。例 2 死亡前严重低血糖,亦符合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

酶缺乏症特征。经患儿父母基因分析证实为 VLCFAD 基因缺陷。线粒体脂肪酸代谢病是导致儿童

猝死的一组重要病因,需要高度警惕,及早进行代谢分析,早期诊断､ 早期干预。 
 
 
PO-1507 

一例卡介苗接种后感染淋巴结核的甲基丙二酸尿症患儿 
 

刘玉鹏
1,2,王峤

1,李溪远
1,丁圆

1,宋金青
1,金颖

1,杨艳玲
1,秦炯

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疫苗接种是预防烈性传染病的重要措施,但是,遗传代谢病患儿容易发生不良反应。本文拟就一

例甲基丙二酸尿症患儿疫苗接种后合并淋巴结核的病例进行分析。 
方法 患儿,男,1 个月时发现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开始维生素 B12､ 左卡尼汀､ 亚

叶酸钙､ 甜菜碱等治疗。11 个月时接种卡介苗,出现食欲下降,盗汗,咳嗽,间断发热 1 个月。经代谢

分析､ 基因分析､ 免疫功能检查进行鉴别诊断。 
结果 患儿生后 1 周反应差,皮肤黄染,体重不增,呼吸急促,当地医院诊断“新生儿肺炎､ 新生儿败血症

､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遗传代谢病?”,给予抗感染等治疗,症状无明显好转。29 天时检查血液丙酰

肉碱浓度及丙酰肉碱/乙酰肉碱比值明显增高,总同型半胱氨酸浓度显著增高

(125.1 μmol/L);MMACHC 基因 c.609G>A(p.W203X)和 c.658_660AAGdel(p.K220del)两个突变,确
诊为 cblC 型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1 个月时开始维生素 B12､ 左卡尼汀､ 亚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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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 甜菜碱等治疗,限制天然蛋白质,食用限制蛋氨酸等氨基酸的甲基丙二酸治疗专用配方,患儿症

状逐渐好转,智力运动进步,体重增加不良。患儿于生后 11 个月时接种卡介苗,此后食欲下降,盗汗,咳
嗽,间断发热一个月,体温波动在 38℃左右。当地医院给予头孢类抗生素治疗 1 个月无效,患儿症状

逐渐加重,并先后于左腋下､ 左上臂疫苗接种处触及鸡蛋大小包块,颈部､ 腋下､ 腹股沟等处可触及

肿大的淋巴结。复查血液丙酰肉碱､ 总同型半胱氨酸及尿液甲基丙二酸显著增高,血液蛋氨酸显著

降低,提示疾病控制不良､ 营养不良。局部抽液检测后确诊为结核菌感染,给予利福平､ 异烟肼､ 乙

胺丁醇联合抗结核治疗,维生素 B12､ 左卡尼汀､ 亚叶酸钙､ 甜菜碱等维持治疗的同时,改普通婴幼

儿配方奶粉,保证蛋白质摄入,患儿病情逐渐好转,体温正常,血液丙酰肉碱､ 总同型半胱氨酸､ 尿甲基

丙二酸浓度趋于平稳。 
结论 预防接种是儿童保健的重要手段,遗传代谢病患儿是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高危人群,对患有遗传

代谢病的儿童应在疾病控制､ 营养状态良好的状态下接种疫苗,减少不良反应等意外事件。甲基丙

二酸尿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儿容易出现蛋氨酸缺乏,不宜食用限制蛋氨酸的特殊配方。 
 
 
PO-1508 

Gitelman syndrome combined with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four cases and a literary review 

 
huang ke,Dai Yangli,Chen Xue-feng,Zhang LI,Wu Wei,Dong Guan-Ping,Ullah Rahim,Yue FEI,Fu Jun-fen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0021259 
 
 

Objective Gitelman syndrome (GS) is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hereditary salt-losing 
tubulopathy caused by 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in the SLC12A3 gene. It is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hypokalemia, metabolic alkalosis, hypomagnesemia, and hypocalciuria. Reports 
of GS combined with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GHD) are quite rare. 
Methods We report four cases of GS combined with GHD. GS was diagnosed according to 
clinical symptoms,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and genetic analysis. All of the patients received 
potassium chloride, MgO, and recombinant human growth hormone therapy. 
Results All four patients exhibited a satisfactory result of growth velocity and normal serum 
magnesium level, although the potassium level was still slightly lower than normal. 
Conclusions We suggest that all patients with GS should undergo genetic evaluation, especially 
regarding mutation of the SLC12A3 gene. When these GS patients suffer from short stature,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should be considered. RhGh therapy is useful for these patients’ 
growth and may increase serum magnesium level. 
 
 
PO-1509 

Normoinsulinemia Hypoglycemia in Kabuki Syndrome 
Associate With novel Hetrozygous Frameshift Mutation in 

KMT2D gene 
 

赛玛·热亚萨特,米热古丽.买买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Objective Mutations in chromatin remodeling genes KMT2D or KMT2A causes Kabuki 
syndrome,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syndrome with variable clinical expression. The uniquness of 
our case is binocular strabismus,sliding hiatal hernia,hypoglycemia with normal insulin 
level .Sporadic co-occurrence of two genetic disorders, that is novel frameshift variant in the 
KMT2D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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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patient was born by non-consanguineous parents. During gestational period 
mother was found to have polyhydramnios because of umblical cord torsion,born at 35 week of 
gestation by cesarean section, birth weight is 2.8 kg.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this patient at 
the age of 8 months include weight less than 3 percentile, eyes esotropia, growth retardation, 
head angioma, sliding-hiatal hernia, hypoglycemia with normal insulin. Although hypoglycemia 
had been reported in patients with Kabuki syndrome they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hyperinsulinemia. But in our patient, the hypoglycemia is associated with normal insulin level. 
Results Exome sequencing analysis revealed a novel pathogenic heteroygous frameshift variant 
c.10362delA in KMT2D gene on position chr12:49428442. 
Conclusions We reported here one case of Kabuki syndrome novel heterozygous frameshift 
variant of 10362delA on KMT2D gene on position chr12:49428442 may related to special 
symptom like sliding-hiatal hernia, hypoglycemia with normal insulin. 
 
 
PO-1510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孕妇不同治疗时机对新生儿的影响 
 

李利,王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孕妇三个不同治疗时机对新生儿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在我院内分泌科门诊确诊 SCH 并给予

L-T4规范治疗和定期随访的孕妇所产新生儿 85 例为观察组,按照孕妇初次给予 L-T4规范治疗的不同

时机将其所产新生儿分为三组,其中孕前给予 L-T4规范治疗的 SCH 孕妇所产新生儿 29 例为孕前治

疗组;孕龄≤12 周给予 L-T4规范治疗的 SCH 孕妇所产新生儿 22 例为孕早期治疗组;孕龄>12 周给

予 L-T4规范治疗的 SCH 孕妇所产新生儿 34 例为孕中晚期治疗组。另随机分层抽取同期在我院新

生儿科收治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健康孕妇所产新生儿 40 例为对照组。比较四组间新生儿一般情况

､ 生后并发症及初筛 TSH 值的情况,采用 χ2检验及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

关分析探讨 SCH 孕妇治疗时机的早晚与新生儿生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 
结果 四组新生儿一般情况及低出生体重率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孕早期治疗组和孕

中晚期治疗组新生儿需要复苏率均高于孕前治疗组和对照组(P<0.05),且孕中晚期治疗组需要复苏率

高于孕早期治疗组(P<0.05);四组新生儿生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孕中晚期治疗组新生儿初筛 TSH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Z=-2.961,P=0.003)和孕早期治疗组(Z =-
2.592,P=0.010);SCH 孕妇治疗越晚,其所产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几率越高(r=-
0.233,P<0.05)。 
结论 SCH 孕妇治疗越晚,其所产新生儿需要复苏率高､ 初筛 TSH 值高､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

几率越高。SCH 孕妇一经发现需尽早治疗,以减少对子代不良影响。 
 
 
PO-1511 

血清补体 C5a 水平与肥胖儿童 NAFLD 相关 
 

胡伟
1,肖延风

2 
1.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肥胖成为全球快速增长的健康问题,成人肥胖并发症很多始于儿童期。肥胖及其合并的血脂异

常､ 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 心血管疾病､ 2 型糖尿病与慢性低

水平炎症有关。NAFLD 可导致慢性进行性肝损害。补体系统是调节细胞和组织内环境稳定的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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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系统。补体 C3a 及 C5a 呈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可以激活白细胞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在胰岛素

抵抗､ 肥胖及高血压患者补体因子过度激活可导致组织损伤。补体因子 C5a 参与了很多慢性炎症

性疾病。本研究通过检测肥胖患儿(NAFLD 及非 NAFLD)和非肥胖儿童血清补体 C5a 水平,探讨补

体 C5a 与肥胖的关系。 
方法 采用横断面对照研究。选取 2012 年 7 月-2013 年 6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就诊的 6-17
岁儿童及青少年,肥胖患者 71 例,其中 40 例合并 NAFLD,31 例肥胖无 NAFLD;25 例非肥胖儿童作为

对照组。所有纳入对象无用药及其他疾病。研究通过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征得患者及其家属同

意。检测人体参数包括体重指数 BMI､ 血压;临床数据包括 ALT､ AST､ 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

HDL､ 空腹血糖､ 胰岛素水平;HOMA-IR,肝脏 B 超;炎症因子参数包括血清补体 C5a水平､ IL-6､
TNF-α､ HO-1。 
结果 肥胖儿童与非肥胖儿童比较,血压､ 总胆固醇､ ALT､ AST､ 补体 C5a 水平升高,尤其合并

NAFLD 的肥胖儿童 ALT､ AST､ C5a 水平更高。C5a水平与患者体重指数､ 甘油三酯､ 腰围､ 血

压及胰岛素抵抗呈正相关,不依赖于体重指数分值和年龄。相对于众所周知的危险因素,补体 C5a 可

作为肥胖儿童 NAFLD 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 
结论  
NAFLD 与肥胖有关,还可伴发其他肥胖相关的并发症。肥胖是个慢性低水平炎症状态,多种因素参与

NAFLD 发生及进展。 
肥胖儿童血清补体 C5a 水平升高,尤其合并 NAFLD 者。血清补体 C5a 水平可以作为预测后期疾病

的新指标。 
 
 
PO-1512 

鱼肝油对防治婴幼儿臀红研究进展 
 

和娇吉
1,2,徐敏

1,2 
1.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总结鱼肝油对防治婴幼儿臀红研究进展 
方法 目前国内外陆续有报道肯定鱼肝油用于臀红防治的效果,对国内外鱼肝油用于婴幼儿臀红效果

进行总结 
结果 鱼肝油既能作为局部皮肤保护剂预防臀红发生,又能促进局部上皮细胞修复并维持其结构完整

性治疗臀红。 
结论 鱼肝油防治婴幼儿臀红是一种操作简单､ 经济､ 疗效显著､ 对局部皮肤无刺激的有效方法。 
 
 
PO-1513 

婴儿颈部湿疹合并化脓的护理效果研究 
 

韩静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为观察凡士林纱条与中药联合治疗护理婴幼儿颈部湿疹合并化脓的疗效 
方法 通过对 68 例婴儿颈部湿疹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外用地奈德乳膏,治疗组用凡士林纱条与

中药联合治疗加以饮食､ 皮肤､ 心理护理 
结果 治疗 10 d 后,治疗组愈显率 85.29%,对照组愈显率 52.94%,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组复发率 26.47%,对照组复发率 64.70%,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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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凡士林纱条与中药联合治疗护理婴儿颈部湿疹合并化脓方法简单､ 疗效确切､ 复发率低､ 不

良反应少 
 
 
PO-1514 

新一代测序技术确诊一例先天性少毛症伴 
青少年黄斑营养不良(HJMD)家系 

 
周娜,史传奎,张开慧,律玉强,高敏,刘毅,盖中涛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先天性少毛症伴青少年黄斑营养不良(Hypotrichosis with juvenile macular dystrophy 
(HJMD,MIM 601553)是一种人类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缺陷疾病,特点为毛发稀少,伴随着严重的渐进性

的视网膜黄斑退行性改变, 终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失明。主要临床表现为先天性毛发稀少,而睫毛和

眉毛正常,牙齿发育正常;黄斑营养不良通常在 3-21 岁时发病,视力进行性下降,严重者 终导致失

明。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不断发展,对于先天性少毛症伴青少年黄斑营养不良的研究也

越来越透彻。文献报道 HJMD 由 CDH3 基因突变引起。本文对一例出生即头发少,呈绒毛状的患儿

基因进行新一代测序分析,明确其遗传学病因。 
方法 通过对一例毛发稀少女性患儿的临床检查､ 采集该患儿及其家系成员的病史并应用实验室检

查､ 眼科检查､ 新一代测序技术,对该家系进行临床和遗传学分析。 
结果 患儿为 9 岁 3 月女孩,出生即头发少,呈绒毛状,生长缓慢,现发量较之前有所增多,仍较稀疏。皮

肤科检查:头发细软呈淡黄色,羊毛状,稀疏,头顶发量稍多,长度约 4-6cm,四周发量稀少,约 2-3cm,发
际线上移,前额增宽。眼科检查无明显异常,正常视敏度基础上未见明显黄斑退行性色素改变。本次

实验室检查:血､ 尿､ 粪常规､ 肝功能､ 肾功能､ 微量元素测定等均无明显异常。实验中收集该患

儿临床资料及家族史,抽取患儿及其母亲､ 妹妹外周静脉血各 2ml,对患儿基因组 DNA 进行新一代测

序分析,并对疑似致病性突变位点进行 Sanger 测序验证及生物信息学预测。 新一代测序显示患儿

CDH3 基因存在两个未见文献报道的突变,分别是第 5 号外显子 c.1057G>T(p.D353Y)杂合突变和第

10 号外显子 c.1767delC(p.I589Ifs)杂合突变,经软件预测均具有致病性。采用 Sanger 测序验

证,c.1057G>T(p.D353Y)杂合突变来自患儿母亲;经传递分析,c.1767delC(p.I589Ifs)杂合突变来自患

儿父亲。 
结论 本文我们采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对该患儿少毛症相关基因进行突变检测,发现了两个以前从未报

道过的突变位点,明确该患儿是由 CDH3 基因的复合杂合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先天性少毛症伴

青少年黄斑营养不良,对该疾病的发病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基因突变检测是确诊本病的关键。

类似患儿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应严密观察并按时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并尽早对症治疗

眼部症状。 
 
 
PO-1515 

儿童白癜风的研究进展 
 

李梅云, 陈戟 
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通过系统的回顾文献,综述儿童白癜风的研究进展。 
方法 从流行病学､ 临床表现､ 病理生理､ 遗传决定因素､ 鉴别诊断､ 白癜风对儿童的心理影响､

治疗进展及疾病管理策略等八个方面分别综述儿童白癜风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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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儿童白癜风的流行病学:世界范围内白癜风的患病率范围从 0.5%至 2.0%,其中有大约 1/3 到一

半在儿童期发病。临床表现:白癜风可分为节段型白癜风(segmental vitiligo,SV)和非节段型白癜风

(nonsegmental vitiligo,NSV)。典型的白癜风病变为境界清楚的白色､ 无鳞屑的斑疹。病理生理学

与遗传决定因素: SV 一般与自身免疫现象不相关。泛发性白癜风是一种多因素,多基因自身免疫性

疾病。白癜风发展的其他理论包括四氢生物蝶呤途径的生化缺陷/氧化损伤,粘连缺陷和神经诱导。

目前还没有白癜风的遗传检测,在大多数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发现了多种决定因素。鉴别诊断:儿童

白癜风的鉴别诊断包括原发性色素性遗传疾病､ 一些感染性皮肤病､ 炎症后的白斑和肿瘤等,可通

过 wood 灯,组织病理等鉴别。白癜风的心理影响:白癜风的对儿童的心理影响是深刻的。患儿可能

会担心别人质疑他的外貌,担心被嘲笑和欺负,担忧疾病的蔓延,造成抑郁,影响社交。白癜风的自然病

程: SV 具有非常明确的病程,与自身免疫素质不相关。通常在 3 至 24 个月的时间内扩散到受累的皮

肤节段。NSV 的自然病史往往是循环的,包括沉默期,加速期和稳定期。每一个患者中的疾病周期数

量和触发因素是不同的。相关医学检查: SV 一般不需要医学检查,NSV 儿童的医学检查包括完整的

血细胞计数,新陈代谢图,甲状腺功能和抗体筛查,抗核抗体(ANA)的筛查等。治疗现状及进展:1.局部

治疗:用于仅有少数皮肤受累的患者(<20%的体表面积),可与其他治疗组合。用于儿童白癜风的主要

有三类药物:局部类固醇,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和维生素 D。2.口服维生素:一些研究表明补充维生

素对白癜风的治疗有益,如维生素 D､ 叶酸和 B12 等。3.小脉冲口服类固醇激素:类固醇脉冲治疗是

指间断给药超生物剂量的类固醇。这种方法是为了减少类固醇的副作用。4.光疗:目前儿童白癜风使

用较多包括准分子激光,靶向 UVB 和靶向 UVA1。5.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治疗和催眠,有助于提高

生活质量,减少焦虑,改善疾病,并提高复色。6.化妆品:化妆品遮盖,被用来减少疾病的临床表现,提高

整体生活质量。7.外科手术:自体移植可应用于稳定的白癜风, 佳指征是稳定期 SV。包括打孔移植,
分层皮肤移植,黑素细胞转移移植。8.防晒:任何不是治疗目的的阳光照射都应采取防晒措施。疾病

管理策略:对伴有其他自身免疫病的白癜风,可以多学科共同管理 
结论 儿童白癜风对患儿心理影响巨大,由于分型不同,会有不同的病程及预后,治疗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甚至需要多学科共同合作。 
 
 
PO-1516 

臭氧水疗在儿童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症应用效果的观察 
 

王璐琦,刘玉凤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目的:探讨臭氧水疗在儿童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征应用效果的观察。方法:将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本院皮肤科病房住院的 118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抽签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水疗,观察组给予臭氧水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以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89.7%)相对于对照组(69.2%)明显偏高(P<0.05)。实验组患者满意 38 例,
对照组患者满意 30 例,实验组患者满意度(97.4%)显著高于对照组(76.9%),组间差异对比存在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征采用臭氧水疗效果良好,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提高患者满意度,减少患儿疼痛,有利于帮助患儿尽快改善皮肤情况。 
方法 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患儿住院分泌物培养均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用药选用抗生素一致,
临床症状基本一致。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及水疗,包括病情观察,并发症预防,健康教育等

[4]。实验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臭氧水疗进行护理干预措施。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实验组中治愈 34 例,有效 1 例,无效 4 例;对照组中治愈 24 例,有效 3
例,无效 12 例。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89.7%)相对于对照组(69.2%)明显偏高(P<0.05)。 
结论 皮肤覆盖在人的全身,是人体的第一道保护屏障,有利于避免人体肌肉以及机体内各项器官受到

外界的刺激,防止电解质､ 水分流失,也具有感知冷热､ 排汗等生理功能。虽然皮肤病不会威胁到人

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但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影响美观。为此,临床治疗皮肤病

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采用有效的治疗措施,而且应该配合精心的护理干预措施。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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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该多和患者交流､ 沟通,使患者感受到护理人员的关爱和热情。本次研究显示,实验组患者治疗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20.5%,而且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20.5%,这和以往大多数学者研究报道基本

相符[3]。良好的沟通方法有利于护士和患者交流､ 沟通,和患者建立和谐､ 良好的护患关系,使患者

可以更全面的了解自身疾病,使患者能够积极､ 主动的配合临床治疗及护理。 
综上所述,臭氧水疗在儿童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症应用效果的观察效果良好,可有效改善患者临

床症状,缩短住院日,提高患者满意度,有利于帮助患者尽快恢复病情。 
 
 
PO-1517 

双波长激光治疗婴幼儿血管瘤临床疗效分析 
 

刘晓依,程颖,陈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评价 Cynergy 双波长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对 2013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皮肤科进行激光或联合外用药物治疗的 516 例婴幼儿

血管瘤(Infantile hemangioma, IH)患儿进行分析,其中失访 3 例, 终 513 例 IH 患儿纳入分析。患儿

每 4~5 周激光治疗一次,部分患儿联合湿敷 ß 受体阻滞剂药物,噻吗洛尔滴眼液或卡替洛尔滴眼液,或
者外涂喜疗妥软膏,每位患儿随访 6 个月。评价结果采用国际通用的 Achauer 等所提出 4 级标准进

行疗效评价:Ⅰ级:瘤体消退 0-25%,Ⅱ级:瘤体消退 26-50%,Ⅲ级:瘤体消退 51-75%,Ⅳ级:瘤体消退

76-100%。有效率=(Ⅲ级+Ⅳ级)/总人数。 
结果 513 例婴幼儿血管瘤患儿中男 201 例,女 312 例,男女比 1:1.55,年龄为 1 个月至 13.5 岁,平均年

龄(6.07±11.57)月。单发病灶 480 例,多发病灶 33 例。头面部皮损 123 处,躯干皮损 241 处,四肢皮

损 159 处,共 523 处皮损。浅表性血管瘤 423 例,深部性和混合性血管瘤 90 例。516 例 IH 患儿半年

时间经过 1~6 次激光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97%(499/513)。根据血管瘤部位分组,头面部､ 躯干及四肢

三个部位有效率分别为 96.75%,98.34%和 95.6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2.706,P=0.259); 总治疗

次数平均为(3.23±1.54)次,头面部组平均(3.05±1.56)次,躯干组平均(3.17±1.49)次,四肢组平均

(3.47±1.54)次,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5.860, P=0.053)。根据血管瘤厚度进行分组,浅表性和

深在､ 混合性两组有效率分别为 97.64%和 95.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83); 平均治疗次数分

别为浅表组(3.12±1.57)次,深在､ 混合性组(3.77±1.27)次,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4060.5, 
P=0.000),深在､ 混合性 IH 组治疗次数多于浅表性 IH 组。64 例出现不良反应,占 12.48%。其中

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色素沉着 29 例(5.65%),其次为疤痕 18 例(3.51%)､ 色素减退 14 例(2.73%)､ 皮
肤松弛､ 角皮瘤和发热各 1 例(0.19%)。其中头面部出现不良反应 9 例,躯干出现 28 例,四肢出现 27
例。 
结论 Cynergy 双波长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疗效好,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 
 
 
PO-1518 

4%盐酸普萘洛尔乳膏局部治疗浅表型血管瘤的疗效观察 
 

翁文骏,黎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10004 

 
 

目的  进行一项前瞻性临床研究,评价 4%盐酸普萘洛尔乳膏局部治疗浅表型血管瘤的短期疗效和安

全性。 
方法  48 例浅表型血管瘤患儿年龄 1~6 个月 35 例,7~12 个月 13 例,分为治疗组(25 例,给予 4%盐酸

普萘洛尔乳膏局部治疗,3 次/d)和观察组(23 例,不做任何治疗),临床疗效评价分级Ⅰ:无效(继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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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控制生长､ Ⅲ:瘤体缩小<25%;IV:瘤体及皮损颜色消退≥25%;V:瘤体及皮损颜色消退≥50%;VI:

皮损消退>75%,瘤体消失及病损皮肤恢复或接近正常肤色。有效率以Ⅲ级及以上计算。 

结果 治疗组治疗 4 个月后等级Ⅰ1 例(4%)､ 等级Ⅱ7 例(28%)､ 等级Ⅲ3 例(12%),等级 IV 11 例
(44%)､ 等级 V 3 例(12%)､ 等级 VI 0 例(0%),仅发现 1 例患儿用药后出现皮肤一过性皮肤微红,短
暂停药一天后,继续用药无不良反应,未观察到其他不良反应。观察组:等级Ⅰ16 例(69.5%)､ 等级

Ⅱ6 例(26.0%)､ 等级Ⅲ1 例(4.3%), 等级 IV 0 例(0%)､ 等级 V 0 例(0%)､ 等级 VI 0 例(0%)。治疗

组 4 个月时总有效率 68%,观察组总有效率 4.3%。 
结论 在国内外率先应用 4%普萘洛尔乳膏局部治疗婴幼儿血管瘤,取得很好疗效,安全性亦佳,对浅表

小面积的儿童血管瘤尤其适用,可减少全身应用副作用,使用更方便,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PO-1519 

须癣毛癣菌性肉芽肿 1 例 
 

高蕾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须癣毛癣菌为亲动物性的皮肤癣菌,寄生于动物或土壤中,可引起手足癣､ 体股癣､ 甲癣､ 须癣

以及深部感染等。此病多发生于浅部真菌病的基础上,可能由于系统性免疫功能降低如口服糖皮质

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等;或局部因素如有外伤､ 局部放疗､ 长期外用糖皮质激素;或局部毛囊有损害使

皮肤癣菌得以进入真皮(在毛囊中存在有皮肤癣菌生存所必需的角蛋白,使其能够适应真皮内的环境

而存活) [ 3]。皮肤癣菌不但可以引起毛发､ 表皮和甲板的感染,还可引起深部组织感染。以红色毛癣

菌 常见,其次为须癣毛癣菌､ 疣状毛癣菌､ 絮状表皮癣菌､ 紫色毛癣菌､ 铁锈色小孢子菌､ 断发

毛癣菌､ 犬小孢子菌､ 石膏小孢子菌等。 
方法 病例报告 
结果 须癣毛癣菌引起皮肤肉芽肿 
结论 皮肤癣菌不但可以引起毛发､ 表皮和甲板的感染,还可引起深部组织感染。 
 
 
PO-1520 

皮肤影像技术辅助诊断新生儿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 
 

毕田田,廉佳,李钦峰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皮肤影像技术辅助诊断新生儿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新生儿男,出生 5h,出生时全身

多发似血管瘤外观样皮疹。专科情况:面部､ 躯干､ 双下肢､ 双足散在分布鲜红色实质性丘疹,黄豆

至豌豆大小,半球形,表面光滑､ 无破溃。 
方法 反射式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RCM)显示:表皮结构紊乱,正常蜂窝状结构消失,表皮浅层可见低

折光空洞样外观及较多中度折光的炎症细胞浸润,正常环状真皮乳头状结构消失,真皮层可见大量中

度折光的炎症细胞及大量大小不等､ 形态不一的高折光颗粒状物质浸润。高折光颗粒状物质提示有

组织样细胞的聚集。高频超声示:表皮隆起､ 连续性中断,累及表皮层及真皮层,表面光滑,呈尚均 低

回声,形态不规则,边界欠清,真皮上层可见点状､ 片状中强回声,可除外血管病变。组织病理示:真皮

上部可见较多体积较大､ 胞质丰富的朗格汉斯组织细胞,细胞核不规则,为肾型或咖啡豆样,有亲表皮

性,可见淋巴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CD1a(+)､ S-100(+)､ Lang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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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随访 1 月余,皮疹自行较前明显好转,未见新发皮疹及系统性损害。初步诊断:朗格汉斯组织细胞

增生症。患儿尚需定期随访,明确 后诊断是否符合先天性自愈性组织细胞增生症。 
结论 皮肤 CT､ 皮肤超声具有快速､ 实时､ 无创可多点反复检查等优势,一方面可以帮助病理取材选

择具有典型病变的部位,大概了解病变的深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反复取材的概率,另一方面,为疾病的

初步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帮助。 
 
 
PO-1521 

应用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小儿 Netherton 综合征 
的效果观察和护理干预 

 
杨伟琴 

上海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应用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静脉注射治疗小儿 Netherton 综合征的效果观察和护理干预 
方法 对两例经皮肤活检及基因测序方法明确诊断的小儿 Netherton 综合征患儿,静脉注射异体脐带

血间充质干细胞。观察治疗过程中,患儿生命体征状况,有无发热､ 寒战,皮损变化,观察化验指标演变,
并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及比对。 
结果 两例患儿均完成治疗,分别静脉注射异体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3 次:0.6u,0.9u,0.9u)及(3
次:1.0u,1.0u,1.0u),在治疗期间,无发热､ 寒战发生,无新发皮疹;血常规､ 肝肾功能､ 电解质等未见异

常;一例患儿红斑消退,鳞屑面积明显减少,瘙痒减轻,家属满意度良好;另一例患儿症状无明显改善。 
结论 静脉注射异体间充质干细胞是治疗小儿 Netherton 综合征的新尝试,在治疗过程中,要严密观察

异体干细胞治疗可能存在的毒副作用及不良反应;运用护理措施,早期护理干预,增加治疗安全性,减少

并发症发生。 
 
 
PO-1522 

Efficacy and safety of 308nm excimer laser as compared to 
other treatments for vitiligo: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高珊,王榴慧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Objective The 308nm excimer laser showed potential advantage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but still 
lacks strong evidenc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308nm excimer laser for 
vitiligo treatment. 
Methods A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inefficiency, chances of more than 75% 
repigmentation, and adverse effects as outcomes to compare 308nm excimer laser with other 
treatments. Literature 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308nm excimer laser for vitiligo treatment 
were searched and screened,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tudies was assessed. The data were 
extracted, pooled and analyzed by RevMan 5.2 software. 
Results Seven studies met the criteria, and were included in this meta-analysis.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ratios of insensitive patients (inefficiency rate) for 308nm excimer 
laser and other treatments (RR=0.78, 95% CI 0.44-1.39). 308nm excimer laser treatment had an 
excellent efficac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75% repigmentation rate (0.84, 95% CI 0.74-0.95). 
No difference in safety profile between laser and other treatments wa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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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fficacy and safety between 308nm excimer 
laser and other mainstream treatments for vitiligo. 
 
 
PO-1523 

替考拉宁致儿童红人综合征 1 例 
 

杨士斌
1,唐晓娜

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河北省儿童医院 
 
 

1 例 8 月男孩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应用替考拉宁后,出现全身皮疹导致红人综合征。替考拉宁导致

红人综合症在儿童中比较少见,值得临床医生注意。 
 
 
PO-1524 

肺炎支原体相关性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三例并文献复习 
 

魏二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肺炎支原体(MP)相关性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及特点。 
方法 对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郑大一附院收治的 3 例 MP 相关性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患

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经过及转归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并复习相关国内外文献。 
结果 3 例 MP 相关性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患儿均为学龄期男性,年龄分别为 4 岁､ 8 岁和 9 岁,
均无基础性疾病。均以发热､ 咳嗽为主要表现起病,病程早期即出现结膜充血､ 口唇皲裂､ 张口困

难､ 全身散在对称性红斑局部伴有水疱。病程中伴有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血小板计数升高,MP 定

性阳性,滴度持续维持在 1:1280。3例均给予阿奇霉素､ 人免疫球蛋白､ 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经过

三个月持续治疗,3 例患儿均痊愈。国内外文献报道数十例患儿中,多数为不典型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且在起病 1 周内开始应用激素治疗,无死亡病例报道。 
结论 儿童 MP 相关性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相对罕见,起病急,进展快,混合感染比例高,治疗周期

长。早期给予阿奇霉素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预后良好,避免严重并发症出现。部分治疗困难者可能

与混合感染相关。 
 
 
PO-1525 

卡介苗接种后引起播散性结核感染一例 
 

张斌,杜红阳,禇岩,徐子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儿童卡介苗接种后引起播散性结核感染一例及实验研究。 
方法 患儿男,9 月 18 天,左腋下肿物 4 月,伴淋巴结肿大。皮损组织病理､ 抗酸染色､ 淋巴结组织真

菌培养对明确诊断,同时做免疫功能筛查､ 呼吸爆发试验及肺 CT。 
结果 皮肤及淋巴结组织病理显示为结核样肉芽肿反应,可见大量组织细胞､ 类上皮细胞､ 淋巴细胞

､ 中性粒细胞及少量多核巨细胞聚集,微脓肿形成,未见干酪样坏死。血沉阴性,PPD++;TB-spot:-;右
腹股沟淋巴结活检组织抗酸涂片:抗酸杆菌 4+。肺高分辨 CT 提示右上肺后段肺野内可见少量小条

絮状高密度病灶,两侧颈部及左侧腋下淋巴结肿大。依据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确诊为卡介苗接种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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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播散性结核感染。给予患者异烟肼､ 利福平,及乙胺丁醇三联抗结核治疗,1 月后溃疡愈合。后续

免疫缺陷基因筛查回报 c.962C>A(编码区第 962 号核苷酸由胞嘧啶变异为腺嘌呤)以及

c.875_885del(缺失)。 
结论 对该病例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为临床明确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依据,行免疫缺陷基因筛查需要进

行分子生物学研究。 
 
 
PO-1526 

儿童外阴硬化性苔藓在反射式共聚焦显微镜下图像特征的初步研

究 
 

苏海辉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儿童外阴硬化性苔藓 (lichen sclerosus ,LS)的反射式共聚焦显微镜(reflectance confocal 
microscopy,RCM)下影像特征及其在儿童 LS 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应用 RCM 对 11 例儿童外阴 LS 皮损进行扫描,并进行常规组织病理(HE)检查,比较 RCM 影像

学特征与组织病理学特征。所有病例均经临床表现和或组织病理检查明确诊断。 
结果 11 例 LS 患儿的典型 RCM 图像显示:表皮角化过度,表皮萎缩,见圆形暗区,内含明亮的､ 中高折
光的无定形物质,对应病理学的毛囊内的角栓结构;正常环状的真皮乳头结构消失,真表皮交界不清,少
量的炎细胞浸润;真皮浅中层见明亮的､ 高折光的炎细胞浸润,包括单一核细胞和噬黑素细胞,散在分

布于胶原纤维束间,对应病理学改变的基底细胞液化变性; 束状或波状分布的粗糙的的胶原纤维结构,
对应病理学改变的胶原水肿､ 透明变性､ 均质化;水肿的胶原纤维间见横向分布的､ 迂曲扩张的血

管;真皮中下层见大量的中度折光的单一核细胞浸润,对应病理学改变的真皮中下层炎细胞的带状浸

润。对比 RCM 图像与组织病理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 RCM 实时､ 无创扫描技术可以做为儿童 LS 早期诊断的辅助的影像学检查手段。 
 
 
PO-1527 

Identification of two rare and novel large indel mutation in 
COL7A1 gene causing recessive dystrophic epidermolysis 

bullosa. 
 

窦丽敏,叶莹,王榴慧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Objective The application of targeted DNA capture and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 for EB 
diagno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ic muta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a patient was collected.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Targeted DNA capture was performed, followed by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 applied to 17 EB genes. The gene sequence were mapped to the human 
genome reference hg19. Sanger sequencing confirm the potential pathogenic mutation. The 
mutation source was verified by analyzing parents’DNA.The frequency of variations was 
originated from 1000genomes. 
Results A 12-year-old boy was suffered from recessive dystrophic epidermolysis bullosa with 
negative family history. Targeted DNA sequencing showed COL7A1 
c7316_7331del(p.L2439Hfs*22) and COL7A1 c.2511_2512ins26(p.V838Pfs*16). Sanger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268 
 

sequencing confirmed two variations. The parents carries variation respectively. The alternative 
allele frequencies are 0. 
Conclusions Two rare and novel large indel  COL7A1 mutations are identified. 
 
 
PO-1528 

皮肤镜协助诊断 1 例儿童蜱叮咬 
 

陈欣玥,舒虹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治疗儿童蜱叮咬 
方法  体格检查:一般情况良好,全身浅表淋巴结未及增大,余系统检查未见异常。 
皮肤科检查:左侧阴囊一约针头大黄白色新生物附着,周围皮肤见红晕,散在咖啡色血痂(图 1)。 
实验室及辅助检查:血常规及血生化均无明显异常。皮肤镜检查可见::阴囊皮肤可见一虫体,虫体呈椭

圆形,黄绿色,腹部可见 4 对足,质硬,轻触可挥动(图 2,3)。 
诊断:蜱叮咬 
治疗:予 2%利多卡因 0.5m L 局部封闭 5 min 后,用镊子轻拉出虫体,用碘伏消毒局部皮肤,立即焚烧

虫体。局部外用抗生素软膏。 
结果 1 周后复诊,局部可见红色结节(图 4),无压痛,系统检查无不适。2 周后复诊,结节消退,无任何不

适(图 5)。 
结论    蜱又称壁虱,属于蛛型纲,蜱螨目。蜱分 2 类,既硬蜱;和软蜱[1]。蜱常叮咬狗､ 猫､ 牛､ 马､ 羊

､ 鸟及兔等家畜,吸吮其血液,也偶尔叮咬人,多见于进入林区或野外工作人员。本例患者仅在公园草

坪玩耍后发现。 
蜱叮咬后的反应包括:对病原体的反应､ 对唾液腺分泌物的反应､ 对注入的毒素的反应及过敏反

应。因此,蜱叮咬后,局部炎症反应明显,瘙痒､ 疼痛,但有些无明显症状。重症者可传播病毒类(森林

脑炎及蜱出血热)､ 立克次体(Q 热及斑疹伤寒)､ 细菌(如土拉菌及布氏菌)､ 螺旋体(如莱姆病)及原

虫等疾病。某些蜱叮咬人的同时可将唾液或虫卵中能麻痹神经的毒素注入宿主体内,引起蜱瘫痪症,
表现为上行性瘫痪[2], 后可因中枢受侵而死亡,多发生于小儿,致死率约 10%[3] 。本例蜱叮咬后局部

起水肿性红斑,疼痛,将蜱取出后红斑结节缓慢消退。 
因作者是初次接触该类患者,并无经验。所以起初采取用滴加甘油､ 乙醚于蜱体上,以求使其窒息或

受刺激,而将蜱完整取下,但未成功。改用 2%利多卡因局部注射后,才用镊子夹持蜱的头部顺势完整

拔出[4]。摘除虫体时,忌用力牵拉,以免其假头断于皮内。取出后注意观察虫体是否完整,如有残余存

留,应在放大镜下用针头仔细清理。如果蜱的口器扳断在皮内应手术取出。 
 
 
PO-1529 

40 例幼儿急疹的临床分析 
 

王永平,温凤,孙测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幼儿急疹是 2 岁前常见的发疹性疾病。由于在临床上起病急往往伴随一些其它症状,在皮疹未

出现前多被误诊其它疾病故给予一些不必要的过度治疗. 
方法 根据 40 例幼儿急疹的不同临床表现 发病持续时间长短,出现不同的并发症等原因进行分析。 
结果 误诊率达到 84%,误诊时间 短为两天 长为六天,其中 4 月~12 月为 26 例。伴随症状腹泻 16
例,热惊厥 3 例,淋巴结肿大 18 例,血常规白细胞减少 28 例,正常 5 例,淋巴细胞升高 29 例,C 反应蛋

白 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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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幼儿急疹在热退前极易误诊,误诊年龄多在 1 岁以内婴儿,是一种发疹性传染病,在免疫功能低下

时可重新活化,致严重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本文发病年龄 2 个月~2 岁,其中 6 个月~1 岁为高峰。

可能与此年龄段体内 Ig 类抗体的合成能力不成熟,自免疫功能发育不健全,潜伏于体内的 HHV—6 易

激活有关。这种病全年散发,春秋两季为主。由于临床早期无特异性,给早期诊断带来较大困难,而造

成误诊率高达 84%。 
 
 
PO-1530 

40 例幼儿急疹的临床分析 
 

王永平,温风,孙测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了解幼儿急诊临床特征及诊治原则。 
方法 收治自 2016.7-2017.7 就诊于我院并确诊的 40 例幼儿急疹,收集患者相关临床资料及诊治过程

进行分析。 
结果 临床资料 
1､ 一般资料:本组 40 例幼儿急疹的病例,初步诊断,其它疾病 33 例,误诊率 84%,误诊时间 短为 2d,

长为 6d,年龄 4~18 个月,其中 4~12 个月 26 例,男 16 例,女 17 例。 
2､ 临床表现,:本组病例均有发热。呈稽留型 21 例,驰张型 12 例,腹泻的 16 例稀水便为主,咳嗽为主

病 9 例,鼻塞流鼻涕 4 例,热惊厥 3 例,声音嘶哑 6 例,咽部充血 27 例,扁桃体 I°或 II° 肿大 4 例,枕部､
耳后淋巴结肿大 18 例。所有病例均在热退后全身出现红色小斑丘疹。 
3､ 辅助检查:血液分析,白细胞减少 28 例,白细胞正常的 5 例,淋巴细胞增高 29 例,C 反应蛋白增高 9
例,尿常规均正常。大便常规检查脂肪球 7 例。 
4､ 诊断根据:(1)2 岁以下婴儿(2)骤起高热(3)颈枕部及耳后淋巴结轻度肿大,无压痛(4)血常规白细胞

计数减少,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增高(5)热退后全身出现红色斑丘疹。 
5､ 病初诊断及治疗:小儿肠炎 12 例,上呼吸道感染 10 例,其中上呼吸道感染并高热惊厥 3 例,支气管

炎 3 例,扁桃体炎 3 例,急性喉炎 2 例,淋巴结炎 3 例,初步诊断后均给予退热,抗感染,支持对症处理,密
切观察病情,当体温恢复正常时,可见躯干､ 头部颈部皮肤有散在的大小不等的红色斑丘疹,进一步排

除手足口病､ 猩红热,药疹等其它疾病后,明确诊断为幼儿急疹。经加强护理,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流通

良好,避免交叉感染,给予营养均衡易消化的饮食,适当外涂些炉甘石洗剂,均愈后良好。 
结论 幼儿急疹是临床常见疾病,早期表现多样化,需要与其他发疹性皮肤病鉴别,早期诊断并正确处

理。 
 
 
PO-1531 

595nm 染料激光联合 0.5%马来酸噻吗洛尔溶液局部 
治疗浅表型婴幼儿血管瘤的疗效评价 

 
高宇,叶雯霞,金宛宛,全和和,王奔,薛细貌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评价 595nm 染料激光联合 0.5%马来酸噻吗洛尔溶液局部治疗浅表型婴幼儿血管瘤的疗效特

点和安全性。 
方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皮肤科门诊接受 595nm 染料激光联合 0.5%马来酸噻吗洛尔溶液

治疗的资料完整的浅表型婴幼儿血管瘤病例共 78 例(89 处血管瘤),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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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年龄,性别,血管瘤位置,厚度,面积,并发症及疗效评估。不同厚度血管瘤组间的疗效评分及治疗

时间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用 GraphPad Prism 作图。 
结果 78 例患儿经 1-11 次治疗后,治愈率 89.74%,疗效与患儿的性别､ 年龄､ 血管瘤的位置､ 面积

等无关,与血管瘤的厚度有关,初始血管瘤治疗厚度小于 1mm 者疗效 佳,平均治疗时间 短,治疗后

VAS 评分更高。所有患者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VAS 评分逐渐升高,治疗时间和 VAS 评分呈线性关

系,R 值为 0.83,95%可信区间为(0.65,0.91),P<0.05。治疗过程中,3 例由于瘤体增大变厚联合局部注

射治疗,5 例改用 755nm 长脉宽翠绿宝石治疗。1 例出现反弹,但延长治疗时间后仍得到治愈。不良

反应轻微,未发现心血管､ 呼吸系统方面的不良反应。 
结论 595nm 染料激光联合 0.5%马来酸噻吗洛尔溶液局部治疗浅表型婴幼儿血管瘤的疗效确切,尤
其是对厚度小于 1mm 的血管瘤,且安全性好,是治疗早期浅表型婴幼儿血管瘤的有效手段之一。 
 
 
PO-1532 

保守治疗先天性皮肤缺陷症 1 例:10*7cm 皮肤缺损伴有颅骨缺损 
 

高宇,张小婷,金宛宛,李琼英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获得较好的后续效果 
方法 经过 1 周的静脉头孢呋辛预防感染,后采用夫西地酸封包外用抗感染配合加湿器保持湿润防止

头皮液体渗出 
结果 经过 1 周的静脉头孢呋辛预防感染,后采用夫西地酸封包外用抗感染配合加湿器保持湿润防止

头皮液体渗出等,1 年后患儿头皮及颅骨缺损基本愈合,头皮残余部分疤痕性区域。 
结论 先天性皮肤缺陷症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病,常发生在头皮,20%伴有颅骨缺损,可伴有其他系统的异

常,既往报道常提倡采用外科手术覆盖头皮等办法。我们报道一例先天性皮肤缺陷伴有颅骨缺陷,并
有足趾及指甲的异常,本例由于头皮及颅骨缺损均巨大,遂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获得较好的后续效

果。 
 
 
PO-1533 

NADPH 氧化酶 4 通过调控 STAT3 活性影响人黑色素瘤细胞的

增殖 
 

蔡天池 
解放军第 211 医院 150001 

 
 

目的 NADPH 氧化酶参与细胞中主动合成活性氧族(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过程,并且

ROS 与肿瘤的发生与细胞增殖密切相关。为了明 NADPH 氧化酶影响黑色素瘤 A375 细胞增殖的分

子机制。 
方法 首先应用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证实在黑色素瘤 A375 细胞中 NOX4 为 NADPH 氧化

酶的功能核心亚基;随后根据 NOX4 基因设计 3 条干扰序列并连接到 pSuper-retro-puro 作为干扰载

体,转染 A375 细胞后筛选有效的干扰序列后经病毒包装后感染 A375 细胞,构建 A375-NOX4Δ 细胞;
后应用 A375-WT 和 A375-NOX4Δ 细胞作为研究模型应用 MTT法､ EdU法､ 流式细胞仪以及

Western blot 检测三株细胞的生长曲线､ 细胞增殖､ 细胞周期､ 细胞周期相关蛋白表达以及

STAT3 表达与磷酸化水平的差异;进而应用电泳迁移率改变分析(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EMSA)技术检测 STAT3 结合 DNA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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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显示:在黑色素瘤 A375 细胞中 NOX4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量显著高于其他 4 个亚基,并
且 A375-NOX4∆细胞内 NADPH 氧化酶的活性和 ROS 水平分别较 A375-WT 细胞下降了

67.77%(P<0.01)和 64.46%(P<0.01);与 A375-WT 细胞相比,A375-NOX4Δ 细胞的增殖能力明显降

低,倍增时间延长,增殖受到抑制(P=0.0033),增殖的细胞数量下降了 35.9%,处于 G1 的细胞数量增加

了 9.38%,而处于 S 期的细胞数量下降了 9.44%;Cyclin D1､ CDK4 的表达也分别下降了 55.7%(P= 
0.0004)和 64.8%(P<0.01),伴随着 P53､ P21 的表达分别增加了 6.89 倍(P<0.01)和 3.27 倍

(P<0.01);STAT3 的表达和磷酸化水平分别下降了 37.99%(P=0.034)和 82.58%(P<0.01),并且

STAT3 结合 DNA 的能力也明显降低。 
结论 结果提示,NOX4 敲减后可能通过减少 ROS 的生成使得 STAT3 磷酸化和与 DNA 结合能力下

降, 终导致 A375-NOX4Δ 细胞呈现 G1→S期阻滞､ 细胞增殖下降。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黑色素

瘤发病机制的新思路及可能的药物作用靶点。 
 
 
PO-1534 

Successful use of acitretin for severe childhood 
generalized pustular psoriasis 

 
Gao Yu1,2,Guo Jianchun1,2,3,Jin Wanwan1,2,Zheng Yi3,Xie Danli3,Lou Yongliang3 

1.Dermatological department of the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2.Dermatological department of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MU 

3.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Juvenile generalized pustular psoriasis, namely children von Zumbusch psoriasis, is a 
severe and acute clinical phenotype of psoriasis. Here we evaluate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itretin in a child with generalized pustular psoriasis. 
Methods A 12-year-old boy with a 3-year history of severe pustular psoriasis psoriasis were 
treated with oral acitretin 5 mg twice a day for 3 weeks. efficacy was assessed by psoriasis area 
and severity index (PASI), visual analogue scales(VAS) on intensity of pain and pruritus and an 
overall patient assessyment. 
Results PASI and VAS for pain and pruriut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3 weeks of treatment 
with acitretin. Acitretin was well tolerated.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citretin may represent a promising therapy for children 
pustular psoriasis but safety of alitretinoin in children remains to be confirmed . 
 
 
PO-1535 

儿童肢端色素痣皮肤镜特征观察 
 

陈仕胜,高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了解儿童肢端色素痣的皮肤镜特点,探索应用皮肤镜模式分析监测儿童肢端色素痣。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月就诊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皮

肤科的 46 例肢端色素痣患儿,共 52 粒色素痣,分析其皮肤镜模式,对其中 32 粒肢端色素痣行手术切

除,20 粒未行手术切除患儿行随访,分析皮肤镜模式变化。 
结果 52 粒色素痣中 40 粒(77%)表现平行皮沟模式,其中 18 粒表现混合模式。8 粒表现多组分模

式。有 2 粒表现平行脊模式,术后病理证实痣细胞增生活跃。1 粒均质模式术后证实是蓝痣。1 粒由

放射性条纹组成的星爆状模式病理证实是 Spitz 痣。20 粒未行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痣目前随访中,1 粒

随访满 12 个月表现对称性扩大,其余粒随访时间不等,皮肤镜模式暂未见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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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术前皮肤镜检查及模式分析对决定儿童肢端色素痣是否切除有重要参考价值。 
 
 
PO-1536 

以皮肤臁疮表现的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型患儿 1 例 
 

杜红阳,褚岩,李丽,马琳,徐子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提高对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型疾病的认识。 
方法 通过 1 例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 1型患儿的临床表现､ Ⅱ代基因检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儿有反复的肺炎､ 皮肤感染病史。当地予抗感染治疗疗效差。查 IgM､ IgA 明显降低,B 细胞

比例明显减低,给予抗感染､ 皮肤感染灶清创及 VSD(vacuum sealing drainage,封闭式负压引流)和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后,患复查 IgM､ IgA 滴度和 B 细胞比例升高。Ⅱ代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患儿存

在 BTK 基因突变。 
结论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型临床常表现为多脏器机会性感染,本病诊断依靠于临床和血丙种

球蛋白测定,Ⅱ代基因检测的方法可为疾病的诊断提供更多的证据,但同时尚需进一步研究。 
 
 
PO-1537 

以皮肤臁疮表现的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型患儿 1 例 
 

杜红阳,褚岩,李丽,马琳,徐子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 100045 

 
 

目的 提高对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型疾病的认识 
方法 通过 1 例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 1型患儿的临床表现､ Ⅱ代基因检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儿有反复的肺炎､ 皮肤感染病史。当地予抗感染治疗疗效差。查 IgM､ IgA 明显降低,B 细胞

比例明显减低,给予抗感染､ 皮肤感染灶清创及 VSD(vacuum sealing drainage,封闭式负压引流)和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后,患复查 IgM､ IgA 滴度和 B 细胞比例升高。Ⅱ代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患儿存

在 BTK 基因突变。 
结论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型临床常表现为多脏器机会性感染,本病诊断依靠于临床和血丙种

球蛋白测定,Ⅱ代基因检测的方法可为疾病的诊断提供更多的证据,但同时尚需进一步研究。 
 
 
PO-1538 

氦氖激光联合外用药治疗新生儿脓疱疮 
 

张嫦娥,王胜,邸宇姿,郭武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2 

 
 

目的 探讨新生儿脓疱疮应用氦氖激光联合外用药物的临床疗效,为提高此类患儿治疗效果与生活质

量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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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照组患儿采用莫匹罗星软膏､ 硼酸氧化锌冰片乳膏的治疗方法;实验组患儿采用氦氖激光联

合莫匹罗星软膏､ 硼酸氧化锌冰片乳膏以及银愈生物凝胶敷料治疗。 两组患儿均持续治疗一周为

宜,观察并记录两组患儿临床疗效,给予统计学分析后得出结论。 
结果 研究组患儿经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高达 100%,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75.6%,
两组患儿对比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应用氦氖激光联合外用药物治疗新生儿脓疱疮,可获得满意疗效,并能缩短疗程,快速减轻病痛,
保障患儿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539 

Pain Predicts Poorer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Childhood-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 a 

cohort study 
 

Li Ji1,Jones Jordan T.2,Donnelly Catherine3,Cunningham Natoshia3,4,Kashikar-Zuck Susmita2,4,Brunner Hermine 
I.2,3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730 
2.Division of Rheumatology,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Cincinnati, OH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ollege of Medicine, Cincinnati, OH 

4.Division of Behavioral Medicine & Clinical Psychology,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Cincinnati, 
OH 

 
 

Objective Increased adverse psychosocial events have been reported in patients with childhood-
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us, however, the predictiv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events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to the patients was less presented.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predictive value of pain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mong patients with childhood-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Methods A cohort design was applied among 65 patients recruited from the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rheumatology clinic. Pain due to lupus in past week and quality of life 
data were collected during baseline visit and then repeated during the follow-up visit 6 months 
after the first visit. 
Results Pain was associated with a 12.72-scale decrease in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Rheumatology Module and a 13.36-point reduction in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Generic 
Core. Patients of childhood-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ould predict th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based on pain symptoms. 
Conclusions In this cohort study, we observ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emporal association 
between clinical pain symptom and HRQoL among cSLE patients. Pain symptom occurrence 
predicted a 13.36-scale reduction in  PedsQL-RM scores and a 12.72 reduction in PedsQL-GC 
scores in future. PedsQL-GC and PedsQL-RM are two measuring tools of HRQoL. The PedsQL-
GC is a generic pediatric measure of HRQoL and is combined with PedsQL-RM. PedsQL-GC is a 
relatively brief and administered easily tool and PedsQL-RM is more sensitive to clinical change 
than PedsQL-GC. PedsQL-RM has both concurrent and construct validity. Peds-GC is mor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settings for monitoring the changes of HRQoL over time due to its ease of 
application. PedsQL-RM contains psychometric parameters more pertain to cSLE and is a useful 
method of assessing therapeutic effects in observational and clinical trials. The existence of 
clinical pain might act as predictors for reduced HRQoL. 
cSLE patients experience lower score of HRQoL and pain occurrence was prevalent. As reported, 
cSLE damaged quality of life for patients. Both disease activity and  disease damage affected 
HRQoL, which was reflected by the PedsQL-RM. The prevalence rate of pain among cSLE 
patient , lower than the adult counterpart. In our study, pain predicted a poorer HRQoL among 
cSLE patient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ain on HRQoL was consistent with our previous report. 
Adult SLE patients also presented th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pain sympto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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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d HRQoL scores . Therefore, psychosocial pain management strategies were 
recommended to children with SLE to achieve a better HRQoL. Indexes reflecting the severity of 
pain may thus supply helpful information to health care provider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ppropriate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were the small sample size and lost of follow-up. These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future studies. Inadequate confounding control was another limitation, 
because some confounders were impossible to collect from children, such as socioeconomic 
statu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SLE psychosocial variables on HRQoL that pain 
could reduce HRQoL among cSLE patients.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ain symptom was a potential 
predictor for lower HRQoL scores. Pain monitoring can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gh risks of reduced HRQoL, who may benefit from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for 
effective pain control. Peer support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pain management were 
recommended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relief of the cSLE pain symptoms . 
Psychosocial factor, pain, had a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 with HRQoL among cSLE patients. 
Further studies were warranted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improve HRQoL for th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In summary pain due to lupus in past week can significantly lower HRQoL in cSLE patients. 
Further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establish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HRQoL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ho are at higher risk.  
 
 
PO-1540 

Spectrum and trends of aeroallergens sensitization in 
urban children with allergic rhinitis: a 10-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in Guangzhou 
 

Cai Liangming1,Yang Lifen1,Lin Xia1,Huang Xuekun1,Wang Zhaoni1,Li Yating1,OMAR SHEIKH IBRAHIM 
KHALID1,Ahmed Adam Sahra1,Yang Qintai1,Chen Zhuanggui1,2 

1.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pectrum and trends of aeroallergens sensitization in children with 
allergic rhinitis (AR) in Guangzhou, China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ediatric AR.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4,111 patients (aged from 2 months to 18 years) who had 
visited our hospital with complaints of nasal hyper-reactivity from January 2007 to November 
2016. Peripheral blood was collected to detect specific IgE (sIgE) of common allergens using 
Allergy Screen System. 3,328 patients with positive detection of sIgE were diagnosed with AR 
and included into this study. 
Results Firstly, 3,328 children (80.95% of all patients enrolled), of which 2,205 were male and 
1,123 were female, were followed for detailed evaluation, detected for a positive response to 
specific aeroallergens, and clinically diagnosed with AR. Secondly, The percentage of detected 
common aeroallergens in children with AR was (from high to low) 81.07%, 34.44%, 14.72%, 
11.81%, 6.04%, and 3.70% for house dust mites (HDMs), cat-dog dander, cockroach, mold 
mixture, tree pollen mixture, and herb pollen mixture, respectively. When the positive rate of 
these six common aeroallergens was divided into subgroups and analyzed base on gender, age 
and seasons, we found that the total positive rate of male (82.6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77.88%) (P<0.001). Male ha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sensitizing to HDM (82.54% 
vs 78.18%, P=0.002) and herb pollen (4.31% vs 2.49%, P<0.001) than female while lower to 
mould mixture (10.98% vs 13.45%, P=0.037).Through linear-by-linear analysis and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no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all aeroallergens and the increasing ages. 
Moreover,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HDMs was in summer (P<0.001). Last but not leas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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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dily descended trend of positive rate of HDMs was observed (r= - 0.841, 95% CI: -0.947 to -
0.650, P=0.002), in contrast to the increased trend of cat-dog dander, in this 10-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r=0.740, 95% CI: 0.224 to 0.962, P=0.014).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discovered the positive rates of HDMs had a trend of descending, 
while the positive rate of cat-dog dander and mould have risen significantly in the past decade, 
suggesting that an emphasis should be made on pet allergy and having more outdoor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especially for whom with allergic diseases. 
 
 
PO-1541 

EV71 感染小鼠脑组织 MMP-9､ MMP-2 的表达 
与血脑屏障损伤的相关研究 

 
辛丹丹

1,刘培培
2,孙清

1,吕铁钢
3,胡静飞

1,陈宗波
2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3.临沂市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 EV71 感染后小鼠的生存情况,检测不同时间点脑干及大脑组织 MMP-9 和 MMP-2 的表达

水平､ 脑组织含水量､ 脑组织毛细血管形态和结构变化情况,探讨 EV71 感染小鼠脑组织 MMP-9､
MMP-2 的表达与血脑屏障损伤的相关性。 
方法 制备 EV71 小鼠模型,于不同时间点留取大脑及脑干组织,应用 QRT-PCR 检测 MMP-9 mRNA
和 MMP-2 mRNA 的表达量,ELISA 方法检测 MMP-9 和 MMP-2 蛋白表达情况,应用电镜观察大脑及

脑干脑毛细血管的结构变化。 
结果 1.EV71 感染第 1､ 3 天脑干组较同时间点大脑组,MMP-9mRNA 表达量及其蛋白浓度显著增加

(P<0.01);EV71 脑干组 MMP-2mRNA 表达量及其蛋白浓度显著高于 EV71 大脑组(P<0.05);脑干含

水量较大脑含水量显著增加(P<0.001)。2.EV71 感染后第 1 天电镜下观察脑干毛细血管结构损害较

大脑组明显;感染后第 3､ 5 天脑干及大脑毛细血管结构均显著破坏;EV71 感染后第 7 天大脑及第 10
天脑干血脑屏障结构渐恢复。 
结论 1.EV71 病毒性脑炎呈急性经过,感染极早期脑干血脑屏障较大脑的血脑屏障更易受损,且恢复

较大脑组织缓慢。2. EV71 感染后,MMP-9､ MMP-2 的表达量增高与血脑屏障损害及脑水肿程度呈

正相关,MMP-2 可能在 EV71 病毒性脑炎早期的血脑屏障损害的病理生理过程起到更重要作用。 
 
 
PO-1542 

低氧代谢相关性细胞因子在儿童 OSAS 中表达的临床生物学意义 
 

程玮
1,张雯

1,闫堃
1,2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普通外科 

 
 

目的 探讨间歇性低氧相关组织因子在儿童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中表达的相关性及临床生物学意义,
为探索儿童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细胞乏氧代谢损伤机制提供分子病理学研究基础。 
方法 以正常儿童群体为对照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比较对氧磷酶 2 与白三烯在儿童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睡眠状态及清醒状态中的差异。 
结果 对氧磷酶 2与白三烯的表达在正常儿童､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儿中存在明显差异(P<0.05)。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儿清醒状态及睡眠状态存在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表达水平与

OSAS 分级存在正相关关系,r 值分别为 0.78 和 0.66(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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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氧磷酶 2 与白三烯可与儿童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存在关联,并可作为独立因子辅助其诊断及

分级。 
 
 
PO-1543 

儿童应激性心肌病 1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朱碧溱,吴谨准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儿童应激性心肌病的临床特点和预后。 
方法 总结 2015 年 9 月××医院收治的 1例儿童应激性心肌病患者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诊治经过

及预后,并通过检索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 PubMed 数据库建库至 2017 年 4 月儿童应激性心肌病

相关文献进行文献复习总结。 
结果 本例患儿,女,1 岁 11 个月,点滴丙种球蛋白过程中突发急性肺水肿,并迅速进展至心源性休克,辅
助检查提示 CTNI 轻度升高,BNP 显著升高,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 T 波倒置,床旁心脏彩超提示

左心室扩大､ 室壁运动幅度明显减低､ 左心收缩功能显著下降,给予强心利尿等对症支持治疗,10 天

后患儿心脏结构及心功能戏剧般的痊愈,随访至今 20 个月心脏情况未见反复。以“应激性心肌病”､
“儿童”或“小儿”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 万方及 PubMed 数据库中检索建库至 2017 年 4 月中英文文

献,共检索到 24 篇相关英文文献,共报道 26 例儿童应激性心肌病,其中男 9 例,女 16 例,发病年龄 2 天

-17 岁,多为器质性疾病诱发,多数以突发急性心力衰竭､ 心源性休克起病,常见心电图改变为 ST 段

上抬或压低､ T 波倒置,26 例患儿心脏彩超均提示左室收缩功能减低,其中 16 例呈现典型的应激性

心肌病改变即心尖部和或中部运动减弱或消失､ 基底部代偿性运动增强､ 心尖部球形扩张,7 例表现

为左心室整体运动减弱,1例表现为心尖部､ 中部及室间隔运动减弱,1 例为左心室中部和基底部运动

减弱,1 例为室间隔运动减弱。除 1例死亡､ 1 例复发外,其他 24 例患儿心功能均在 1 天-4 个月痊

愈。 
结论 应激性心肌病是一种原发获得性心肌病,起病急､ 进展快,临床表现酷似急性心肌梗死,心肌酶谱

轻度升高,心电图改变以 T 波倒置及 ST 段抬高多见,典型心脏彩超表现为左心室心尖部收缩减弱或

消失､ 基底段代偿性收缩增强､ 射血分数降低,经过积极治疗,心功能多在 1 周左右痊愈,总体预后良

好。对于应激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急性心力衰竭,如心肌酶谱､ 心电图仅呈现轻微改变,与急剧下降的

心功能不平行,心脏彩超提示左心室气球样变,应考虑到该病的可能,尽早识别和干预是抢救成功的关

键。 
 
 
PO-1544 

Abnormal expression of APRIL in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cells promotes tumor growth and migration 

 
Sun Baolan1,Xia Zhengting1,Cai Fuying1,Shen Feifei1,Xu Meiyu1,Wu Youjia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People’ s Hospital of Yangzhong C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 proliferation-inducing ligand (APRIL) on children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cell growth and migration. 
. 
Methods  The targeting sequences in APRIL of four synthesized oligonucleotides were 
siRNA637､  siRNA1750､  siRNA1450､  siRNA1534. The APRIL siRNA vector or the non-
specific vector were transfected into ALL cell (Raji) using lipofectamine 2000. To screen a siRNA 
sequence targeted APRIL gene which has strikingly knockdown effect in Raji cells. APRIL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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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tein level of Raji cell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 The APRIL-siRNA was transfected into Raji cells and recombinant human 
APRIL (rhAPRIL) was used to stimulate Raji cells. Cell proliferation activity was analyzed using 
cell counting kit-8 (CCK-8).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cell 
migration was measured by Transwell chambers, Western blot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protein level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 
Results The siRNA transfected into Raji cells successfully and the average transfection effect 
was up to approximately 85%. RT-PCR and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he four synthesized 
oligonucleotides can restrain the expression of APRIL in Raji cells. And APRIL siRNA 637 and 
siRNA 1750 had a signi?cant effect in reducing APRIL expression in Raji cells(P<0.05). The next 
research use APRIL siRNA 637 and siRNA 1750 to knock down the effect of APRIL in Raji 
cells.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ell growth viability in APRIL siRNA637 and 
siRNA1750 transfected Raji cells (P< 0.05), an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ell growth viability at 
48h in rhAPRIL (300 ng/ml, 600 ng/ml) stimulated Raji cells(P<0.05). Cell cycl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PRIL depletion induces S cell cycle arrest, whereas rhAPRIL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cells in the S phase. The apoptotic rate was assessed using ?ow cytometry. 
APRIL depletion induces that a higher rate of apoptosis was present in Raji cells. The ability of 
mig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APRIL siRNA transfected Raji cells and the ability of 
mig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rhAPRIL stimulated Raji cells.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APRIL knockdown inhibit the protein level of MMP-2 and rhAPRIL stimulation promote up-
regulated MMP-2 protein expression. 
Conclusions APRIL stimulation promotes children ALL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PRIL 
has a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 ALL cell on the biological behaviors.  
 
 
PO-1545 

利用单细胞 RNA-seq 和生物信息学方法研究人类 
胚胎发育极早期细胞碎片化的分子机制 

 
方翔,陈志恒,彭小芳,张展,胡昊,孙玲,李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不孕不育症是当今生殖医学面临的重大课题。IVF 和 ICSI 技术虽然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难题,但
在体外受精后植入前的极早期胚胎细胞中,碎片化是常见的胚胎发育异常现象,其背后的分子机制目

前仍缺乏研究。本研究将探索人类胚胎发育极早期胚胎细胞碎片化的分子机制。 
方法 采集受精后第三天的正常､ 部分碎片化(15%)以及高度碎片化(40%-60%)的胚胎细胞共 102 个,
采用 Smart-seq2 单细胞测序技术测定各个细胞的转录组数据,通过 STAR 软件将 reads 比对到人类

参考基因组上,通过 python 脚本计算各个基因的 RPKM(Reads Per Kilobase per Million mapped 
reads)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 t-分布邻域嵌

入(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t-sne)方法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采用权重

关联网络分析(Weighted correlation network analysis,WGCNA)方法将基因划分到不同颜色的模块

中,继而分析模块与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并对模块进行 GO 分析。 
结果 测序数据的平均 mapping rate 达到 85%以上;其中与前人已发表的文献数据相比,正常细胞基

因表达量在 PCA 和 t-sne 分析结果中 为接近。将 13617 个 RPKM 值大于 10 的基因划分为 23 个

模块,其中橙红色模块与细胞碎片化程度的相关性 高(相关系数 r=0.62,p value=2e-12)。该模块中

共包含 398 个基因;对该模块进行 GO 富集分析发现有 28 个基因被富集到胚胎发育(embryo 
development)这一子项中,表明这些基因可能是潜在的关键基因。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胚胎发育极早期的胚胎细胞进行单细胞 RNA-seq 测序与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有

398 个基因与碎片化现象相关,其中与胚胎发育相关的 28 个基因可能是潜在的关键基因。本研究的

结果将有助于揭示碎片化现象背后的分子机制,并为 IVF 和 ICSI 植入胚胎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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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46 

麻辛汤在豚鼠哮喘模型哮喘急性发作期的作用机理研究 
 

项珊,冯晓玲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医医院 435000 

 
 

目的 通过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从整体､ 细胞及细胞因子水平初步探讨麻辛汤在豚鼠哮喘模型哮喘

急性发作期的作用机理,科学地评价中药麻辛汤治疗哮喘的活性及其作用,为临床抗哮喘新药的开发

和推广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 
方法 取健康豚鼠 24 只,常规饲养 7 天后复制哮喘模型;造模成功后将 24 只豚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8
只,即空白对照组､ 哮喘模型组､ 麻辛汤组。其中空白对照组､ 哮喘模型组以生理盐水灌胃,每次

3ml,每日 2 次;麻辛汤组每次 10ml 麻辛汤(相当于生药 6g/d),每日 2 次灌胃;检测并记录治疗前后各

组 BALF 和血清中 Eos 计数､ 总 IgE､ 血 IL-5､ NGF､ IFN-γ。 
结果 麻辛汤能降低豚鼠哮喘模型中肺泡及血中 EOS 数量;麻辛汤能促进细胞因子 IgE､ IL-5 恢复到

正常水平,对提高 IFN-γ 活性疗效显著,对 BALF 及血清中 NGF 的干预较小。 
结论 麻辛汤通过降低哮喘模型中肺泡及血中 EOS 数量来降低哮喘模型的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炎症,
从而缓解气道重塑改变;同时,麻辛汤能促进细胞因子 IgE､ IL-5 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能是其抗哮喘的

作用机制之一;此外,麻辛汤对提高 IFN-γ 活性疗效显著,促进 IFN-γ 的分泌而下调 IL-5 水平, 调节

Th1/Th2 失衡状态,很可能是麻辛汤防治哮喘的重要靶点; 后,麻辛汤对 BALF 及血清中 NGF 的干

预较小,其是否是麻辛汤抗哮喘的分子靶点,有待进一步探讨。 
 
 
PO-1547 

全外显子测序在儿科遗传病诊断中的应用 
 

许珊珊,连群,吴谨准,陈国兵,朱碧溱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运用全外显子测序技术,对我院部分住院患者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分析,为患儿寻找致病原因,探讨

二代测序技术在儿科遗传病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2016 年入住我院的部分患者,如反复感染,多器官功能不全,多发畸形,癫痫､ 发育落后等,常规治

疗效果不佳怀疑合并遗传病可能者,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对患者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分析,用 Sanger 测
序技术对患者及其家系进行基因验证。 
结果 2016 年我院共送检 56 例患者标本进行全外显子测序,阳性结果 37 例。其中内分泌､ 遗传代谢

性疾病 7 例,免疫系统疾病 7 例,神经肌肉性疾病 6 例,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疾病各 4 例,泌尿系统

疾病 2 例,其他未分类的合并多系统疾病的综合征型 7 例。 
结论 对于部分临床诊断困难的患者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可以帮助医生明确诊断,较好的指导了临床工

作。 
 
 
 
PO-1548 

miR-584-5p 靶向 PTEN 调控妊娠期糖尿病脐静脉 
内皮细胞线粒体功能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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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澍,范雪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妊娠期糖尿病(GDM)严重威胁母婴健康,临床上严格血糖控制后的 GDM 子代在出生时与健康

新生儿并无太大差异,但随年龄增长,其心血管事件的几率仍高于同龄人。心血管疾病与血管内皮细

胞功能障碍密切相关,而线粒体损伤后 ROS 增加是内皮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microRNA 在组织中

的异常表达参与 GDM 病程,本文拟通过对比正常和 GDM 孕妇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miRNA 表

达谱差异,探索 miR-584-5p 及其靶基因 PTEN 对 GDM-HUVEC 线粒体功能的影响。 
方法 新鲜采集健康和 GDM 产妇脐带,分离培养原代 HUVEC。 
1. 线粒体功能实验:TMRM 流式检测线粒体膜电位和免疫荧光染色测定线粒体超氧化物(MitoSox)的
相对荧光强度。 
2. 利用二代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获取 5 例 GDM 组与 3 例正常对照组 HUVEC 差异表达的

miRNAs,并通过荧光定量 PCR 验证测序结果。 
3. 利用 Target-Scan/ miRanda database/ PITA catalogs of predicted microRNA targets (Pitatop)
等生物信息学工具预测靶基因,并结合靶基因的功能挑选与 GDM 组 HUVEC功能､ 线粒体形态功能

改变相关的目标 miRNA 及其靶基因,并通过转染 miRNA 类似物(mimics)过表达 miR-584-5p,检测靶

基因 mRNA 和蛋白的表达,同时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 
4. 通过荧光定量 PCR､ 免疫印迹方法比较 GDM 组与对照组脐静脉内皮细胞中目的靶基因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相较于健康对照组,GDM 组 HUVEC的线粒体膜电位降低､ 线粒体活性氧增加,提示线粒体功

能受损;深入研究发现 GDM 患者 HUVEC 中 miR-584-5p 表达显著增加,软件预测 miR-584-5p 与

PTEN 的 3’UTR 序列有结合位点;内皮细胞过表达 miR-584-5p 后,PTEN 的 mRNA 水平和蛋白表达

均较空白对照组显著下调(** p<0.01),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证实 PTEN 是 miR-584-5p 靶基因。

在蛋白和 RNA 水平上,GDM 组 HUVEC 的 PTEN 均表达下调。此外,GDM 组 HUVEC 中 PTEN 在

mRNA 和蛋白水平较对照显著下调(* p<0.05)。 
结论 GDM 组 HUVEC 内高表达的 miR-584-5p 通过下调 PTEN,损伤线粒体,导致内皮细胞功能障

碍。该研究为 GDM 子代远期心血管疾病发生提供了可能的新机制。 
 
 
PO-1549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tages of histologic  
chorioamnionitis and stillbirth 

 
Bao Shan,Wu Tian,Tang Jun,Qu Yi,Mu Dezhi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610041 
 
 

Objective While substantial advances in patient care have reduced the rates of maternal and 
neonatal deaths, stillbirth continues to account for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perinatal deaths, and a 
large percentage of stillbirths remain unexplained.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logic choriamnionitis and stillbirth.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ase 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mothers who delivered a 
stillbirth and performed placental histologic examination in a tertiary affiliated hospital. Data 
obtained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January 2015.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women who 
delivered a live birth and followed by a placental examination. Maternal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differences in the stages of chorioamnionit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 total of 168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including 56 in the stillbirth group and 
112 in the live birth group. Maternal ag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fetal gender were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bstetr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diabetes (OR=1.059, 0.470-2.386), 
hypertension (OR=2.647, 0.682-10.275),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 (OR=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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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1.939), anemia (OR=1.389, 0.533-3.622), scarred uterus (OR=1.122, 0.358-3.521), and 
twins (OR=1.116, 0.506-2.459), did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stillbirth before adjusted, same as 
after adjusted. While clinical infections (OR=2.481, 1.248-4.933), cervical insufficiency (OR=1.077, 
1.001-1.158), placental abruption (OR=7.857, 1.575-39.195) and severe chorioamnionitis 
(OR=3.102, 1.007-9.554) significantly affected stillbirth rate. The microorganisms that were most 
frequently isolated from the mothers included Escherichia coli (7/168),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 (7/168), and Candida glabrata (3/168). 
Conclusions Women with clinical infections, cervical insufficiency and placental abruption were 
at high risk of stillbirth. Mild and moderate chorioamnionitis did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stillbirth, 
while severe chorioamnioniti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stillbirth. 
 
 
PO-1550 

基于表达谱数据挖掘和计算机模拟的哮喘诊断生物标志物 
鉴定及其预测模型构建 

 
方芳,李毅平,李艳红,李刚,金美芳,谢翌,潘健,汪健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通过数据挖掘和计算机模拟,探索哮喘诊断的相关生物标志物并构建哮喘诊断预测模型。 
方法 将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数据库中的 2 个表达数据集 GSE4302 和 GSE67472 合

并后使用 R 程序对数据进行背景矫正与标准化并筛选出相对对照组在哮喘组中异常表达的基因,然
后使用 DAVID(Database for Annot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工具进行 Gene 
Ontology (GO)分析,使用 cytoscape 软件构建哮喘相关基因的共表达网络, 后使用 R 程序进行单

个基因诊断能力检测并采用支持向量机(SVM)算法构建哮喘诊断预测模型。 
结果 分析发现 15 个哮喘组与对照组之间表达差异 2 倍以上的基因:CPA3､ SERPINB2､ CLCA1､
TPSB2､ POSTN､ CST4､ PRR4､ CST1､ SCGB3A1､ P2RY14､ ITLN1､ C3､ TMEM45A､
PLUNC､ CDC42EP5。GO 分析显示这 15 个基因在生物学过程(Biological Process)富集到

defense response,细胞组分(Cellular Component)富集到 extracellular region､ extracellular region 
part､ extracellular space,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iton)富集到 endopeptidase inhibitor activity
等。共表达网络分析也显示 POSTN､ CST1､ CST4､ CLCA1､ SERPINB2､ PRR4 等基因在哮喘

组中表现出显著的共表达,提示这些基因在防御功能上的相关性。单个基因诊断能力检测结果显示

诊断能力前 9 个基因分别

为:POSTN(AUC=0.866),CPA3(AUC=0.862),TPSB2(AUC=0.845),SERPINB2(AUC=0.841),CST1(
AUC=0.829),SCGB3A1(AUC=0.829),CST4(AUC=0.820),PRR4(AUC=0.817),CLCA1(AUC=0.811)
。通过特征筛选,5 个基因作为入选的特征用于 SVM 建模,它们分别为 SCGB3A1､ POSTN､ PRR4
､ SERPINB2､ CPA3。构建的 SVM 模型支持向量的个数为 75,判别函数的偏置项为 0.874873。 
结论 哮喘患者中显著异常表达的基因与机体防御功能相关,并且表现出显著的共表达特征。其中 5
个诊断能力较好的基因用于 SVM 建模,能够弥补单个生物标记自身的局限性,为哮喘的临床早期诊断

提供补充和支持。 
 
 
 
PO-1551 

Waist-to-Height Ratio Remains an Optimal and Easier Index 
for Indicating Obesity-related Cardiovascular Risk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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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Yuan,Dou Ya-lan,Zhang Yi,Niu Da-yan,Yan Wei-l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Objectives Which obesity measures, including body mass index (BMI), waist 
circumference (WC)  and waist to height ratio (WHtR), better indicate cardiovascular risk remains 
controversial for pediatric population sinc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arely occur in this population. 
Recently tri-ponderal mass index (TMI) is reported better correlated with body adiposity than BMI.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body adiposity indexes based on BMI, TMI, 
WC, WHtR and percentage of body fat (PBF) as indicators for cardiovascular risk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Materials and Methods Eligible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from 4 schools in Shanghai 
and 6 schools in Chongqing by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Height, weight, WC, blood pressure,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and lipid profiles (elevated triglyceride, total cholesterol,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decrease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were examined by 
standard protocols. PBF were measured by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and standardized 
into Z scores using American recommendation. BMI and WHtR were computed. BMI and WC 
were standardized into Z scores to adjust effect of age by gender. Central obesity was defined by 
age-specific cutoff recommended by China Children’s Obesity Working Group. Two outcomes 
were defined. Subjects with any 3 or more the following abnormalities, elevated FBG, lipid profiles, 
blood pressure, or central obesity, were defined as CVD3 (outcome 1). Subjects with at least 2 
above abnormalities were defined as CVD2 (outcome 2).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calculated between WHtR, TMI, BMI, WC and PBF. Receiver operation curves (ROC)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and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WHtR, TMI, BMI, WC and PBF in 
predicting two CVD outcomes, respectively. 
Results Results A total of 1863 subjects aged 7 to 18 years with complete data were included in 
this analysis. WHtR and TMI were very weakly correlated with age (r=-0.05 and 0.05, Ps<0.001). 
WHtR, TMI, BMI and WC were highly correlated to PBF (r=0.71, 0.67, 0.68 and 0.72, Ps<0.001). 
To predict CVD3, AUCs of WHtR, TMI, BMI, WC, PBF were 0.83 (95% CI: 0.79-0.87), 0.82 (95% 
CI: 0.78-0.86), 0.83 (95% CI: 0.79-0.87), 0.83 (95% CI: 0.79-0.88), 0.81 (95% CI: 0.77-0.85), 
respectively. In predicting CVD2, AUCs were 0.80 (95%CI: 0.77-0.83), 0.79 (95%CI: 0.77-0.82), 
0.82 (95%CI: 0.80-0.84), 0.82 (95% CI: 0.80-0.85), 0.78 (95% CI: 0.75-0.8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Conclusion Considering performances in indicating CVD risk and simplicity in 
application, we believe that WHtR remains an optimal index to evaluate obesity related CVD risk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public health. 
 
 
PO-1552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自噬调控基因 TFEB 初步研究 
 

吴建强,卢美萍,郭莉,邹丽霞,徐益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已有研究表明自噬相关基因 Atg5､ Atg7､ P62 等在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而有溶酶体生物合成调控作用的转录因子 EB(Transcription factor EB,TFEB)是自噬作用的重要调

控基因,但 TFEB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调控作用尚缺乏研究。我们通过检测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外周血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中 TFEB 基因表达水平以进一步明确自噬在 SLE 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初次确诊 SLE 并未予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活动性 SLE 患儿 5 例(SLE1,n=5),治疗

后 SLE 患儿 5 例(SLE2, n=5),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术前患儿 5 例作为对照(Control,n=5)。利用密度梯

度离心法分离 SLE 及对照儿童外周血 PBMC,并利用贴壁法除去单核细胞。应用 RT-PCR 法测定外

周血 PBMC 自噬基因 TFEB､ ATG5､ ATG7 及 P62 的 mRNA 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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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SLE1 组患儿 TFEB､ ATG5､ ATG7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均明显增高(ZTFEB=-
2.62,PTFEB=0.008;ZATG5=-2.41,PATG5=0.016;ZATG7=-2.31,PATG7=0.016).;与 SLE1 组比较,SLE2 组患

儿 TFEB､ ATG7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ZTFEB=-1.98, PTFEB<0.047;ZATG7=-
2.40,PATG7=0.016),而 ATG5 无差异;3 组间 P62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差异无意义。 
结论 儿童 SLE 自噬水平升高,自噬调控基因 TFEB 及 ATG7 可能参与 SLE 的发病机制。 
 
 
PO-1553 

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基因 Kcnj6 条件敲除小鼠模型的建立 
 

蒋晓玲,肖芷兰,谭婷,卢晓云,刘华圳,吕回,唐亚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人类 21 号染色体基因 Dyrk1a 与 Kcnj6 三倍体被认为可能在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 DS) 
学习记忆缺陷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前期研究发现,在唐氏小鼠模型中恢复 Dyrk1a 至正常二倍体,可
在一系列海马依赖的学习记忆行为学实验及海马 CA1 区 LTP 中观察到显著改善现象,而同时恢复

Dyrk1a 与 Kcnj6 至二倍体未能进一步改善 DS 学习记忆缺陷,反令 Dyrk1a 拷贝数校正的改善效果消

失。为深入研究 Kcnj6 在海马学习记忆中的作用,特别是 DS 遗传背景下与其它基因的互作机制,我
们构建了一新型 Kcnj6 条件敲除小鼠模型。 
方法 通过构建 Kcnj6 CKO 打靶载体,电转进入 C57BL/6 小鼠 ES 细胞进行同源重组打靶。使用

G418 筛选阳性克隆,并通过两臂 PCR 及 Southern 进一步筛选鉴定;将得到的阳性 ES 细胞克隆进行

显微注射以获得嵌合体首建鼠 F0,并进一步获得稳定遗传且移除 Neo 报告基因的 F1 代。 
结果 我们成功构建了 Kcnj6 CKO 打靶载体,其含 Kcnj6 所有转录本共有的外显子 3 及侧翼序列,并
于外显子 3 两侧引入了 loxP 位点,用以使用 Cre/LoxP 系统进行条件性基因敲除实验; 在 loxP 位点

内侧､ 内含子 3 序列内插入两侧含 FRT/Rox 位点的 Neo 报告基因。打靶载体经 NotI 线性化后,电
转进入 C57BL/6 小鼠 ES 细胞,G418 筛选出了 92 个阳性克隆。通过两臂 PCR(Region 1, Region 2)
进一步鉴定筛选出 14 个阳性克隆,挑选其中 6 个克隆进行 Southern 验证。选择其中 1H3 阳性 ES
细胞克隆进行显微注射,获得多只嵌合体首建鼠 F0;通过配合野生鼠,获得稳定遗传且移除 Neo 报告

基因的 F1 代。 
结论 我们成功构建了一新型 Kcnj6 条件敲除小鼠模型,该模型为深入研究 Kcnj6 三倍体在唐氏综合

征中的复杂作用机制打下了研究基础,为唐氏综合征学习记忆缺陷的治疗提供重要思路和线索。 
 
 
 
 
 
 
 
 
 
 
 
 
 
PO-1554 

布拉氏酵母菌散剂在预防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中疗效 
及血清 IL-6 和 TNF-α 水平的影响  

 
汤卫红

1,王忠敏
1,王惠庭

1,李云芳
1,管敏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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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市儿童医院 
2.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目的 探讨布拉氏酵母菌散剂对婴幼儿支气管肺炎合并腹泻病细胞因子影响。 
方法 70 例均为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杭州市儿童医院综合病区确诊支气管肺炎患儿,按就诊时

间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5 例;对照组按照支气管肺炎方案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口服布拉氏

酵母菌散剂。比较 2 组大便情况;对 2 组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5天､ 第 10 天血液 TNF-α 和 IL-6 水平

进行比较,并与治疗时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观察组明显较对照组腹泻次数减少(c2=16.26,p <0.01); 治疗前观察组 TNF-α 和 IL-6 水平分别

为(25.36±3.26)pg/ml､ (22.91±4.20)pg/ml,对照组 TNF-α 和 IL-6 分别为(26.80±3.54)pg/ml､
(22.64±4.59)pg/ml;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t=1.65;0.16,P>0.05);治疗后第 5 天观察组 TNF-α 和 IL-
6 分别为(17.99±3.58)pg/ml､ (15.50±2.45)pg/ml,对照组 TNF-α 和 IL-6 分别为(19.79±3.42)pg/ml､
(17.44±2.52)pg/ml;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t=2.15;3.27,P<0.05);治疗后第 10 天观察组 TNF-α 和

IL-6 分别为(7.64±2.98)pg/ml､ (8.99±2.05)pg/ml,对照组 TNF-α 和 IL-6 分别为(11.79±2.61)pg/ml､
(10.93±2.62)pg/ml;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t=6.28;3.45,P<0.01);观察组清 TNF-α 和 IL-6 水平与布

拉氏酵母菌散剂治疗时间呈正相关(r=0.92;0.88,p <0.01),且血清 TNF-α 和 IL-6 水平呈正相关

(r=0.80,p <0.01)。 
结论  布拉氏酵母菌散剂可减少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发生率,可显著降低血清 TNF-α 和 IL-6 水平。 
 
 
PO-1555 

“互联网+”背景下微信的应用对儿科门诊满意度的影响 
 

陈任译,康冰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门诊患者满意度是衡量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从门诊患者满意度角度分析互联网平台

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1]。调查发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医患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基于权重来计算满意度提高效果。 
结果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互联网+”背景下,我院开通微信公众号,实现患者网上预约挂号､ 缴费,在
线问诊等功能,能够减少患儿家属等候时间,促进医患互动,还能够进一步提高儿科门诊患儿家属满意

度。 
结论 在“互联网+”背景下微信公众号强大的功能,从优化就医流程到医患互动,大大提高了儿科门诊患

儿家属的满意度。 
 
 
 
 
 
 
 
 
 
PO-1556 

严重手足口病危险因素的临床流行病学分析 
 

孙立波,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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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进行前瞻性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严重手足口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3 期危重手足

口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方法 成立研究协作组,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江西省儿童医院,安徽省立儿童医院,临沂市人民

医院,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采用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方法,研究开始前人员培训,通过实时填写调查表

收集数据。 
结果 2014 年 4 月到 2016 年 10 月 2 年半间 5 家手足口病曾经流行地区医院共收集 2 期手足口患儿

128 例,3 期手足口患儿 98 例。发病年龄从 2 月~13 岁,平均年龄 2.4±1.3 岁;其中 3 岁以下 195 例

(86.3%)。18.8%有明确手足口病接触史。所有病例都有发热,平均 高体温为 39.2±0.7(37.5~42)℃,
平均发热时间 4.54±2.89(1-16)天。平均心率 162.7±28.6(68-243)次/分,呼吸 39.0±8.4(25-68)次/分,
收缩压 115.0±16.5(72-162)mmHg,舒张压 71.1±14.4(38-114)mmHg。177 例(78.3%)有典型皮

疹,33 例(14.6%)皮疹不典型,16 例(7.1%)无皮疹。神经系统异常表现:精神萎靡占 93.2%,嗜睡

49.8%,呕吐 43.8%,惊厥 28.3%,脑膜刺激征阳性 21.2%,昏迷 15.0%,头痛 12.1%。惊跳 79.6%,肢体

抖动 50.2%,肌阵挛 26.5%,肌张力异常 16.8%,急性迟缓性瘫痪 5.8%,共济失调 3.1%。心血管系统

异常表现:心动过速 72.6%,高血压 53.5%,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秒 23.8%,呼吸系统异常表现:呼吸

频率改变 36.0%,呼吸节律改变 19.1%。P/F≤300mmHg 占 35.7%。危险因素分析发现心动过速､

血压升高､ 嗜睡､ 肌张力异常､ 昏迷､ 呼吸节律改变､ 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CRT)>3 秒､ 血糖升高

､ 高体温>39℃､ 发热>3 天是 3 期危重手足口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 手足口病 3 岁以下患儿发病率较高。重症患儿都有发热表现。精神萎靡､ 惊跳､ 心动过速､

血压升高､ 嗜睡是重症患儿 常见的临床症状。心动过速､ 血压升高､ 嗜睡､ 肌张力异常､ 昏迷､

呼吸节律改变､ CRT>3 秒､ 血糖升高, 高体温>39℃､ 发热>3 天是危重手足口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PO-1557 

Serotype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of Group B 
streptococci isolated from infected children in Shenzhen, 

China 
 

Zhang Jiaosheng,Dong Yimei,Wang Heping,Wang Hongmei,Chen Jia,Deng Jikui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Group B streptococci (GBS) are the leading cause of invasive infections that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high mortality in infants younger than 90 days. The epidemiology of GBS 
infections in Chinese children is less cle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distribution of 
serotypes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GBS in Chinese children. 
Methods GBS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children admitted to the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14 to December 31, 2015. Strains were analyzed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and serotyping. GBS serotyping was performed by latex agglutination, and allelic 
sequence types were identifi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alysis. Clinical data on the 
pediatric cases were obtained from hospital notes. 
Results A total of 27 GBS isolates, which included 14 invasive strains and 13 noninvasive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Nine allelic sequence types (ST10, ST12, ST17, ST19, ST23, ST27, ST862, 
ST885, and ST897) and 6 serotypes (Ia, Ib, II, III, V, and Ⅸ) were detected. The predominant 
sequence type and serotype were ST17 (12, 44.4%), serotype III (n = 17, 62.9%), respectively, 
whereas the most common invasive and noninvasive sequence types were ST17 (10, 71.4%) and 
ST12 (4, 30.8%), respectively. The most frequent invasive isolate was serotype III (92.9%), 
whereas serotypes Ib (30.8%) and III (30.8%) were the predominant noninvasive isolates. 
Conclusions ST17 and serotype III GBS are common in Shenzhen, China. ST17 with serotype 
III is the most common invasive GBS infection. The predominant serotype and genetic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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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mong noninvasive strains differed from that of invasive strains and were more 
diverse. 
 
 
PO-1558 

Targeted Sequencing Indentifies Novel GATA6 Mutations in 
a Large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Conotruncal Heart Defects  

 
Zhang Erge1,Hong Nanchao1,Fu Qihua 2,Li Fen 2,Chen Sun 1,Yu Yu1,Sun Kun1 
1.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Medical Schoo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Conotruncal heart defects (CTDs) comprise 20-30% of nonsyndromic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CHDs) and cause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Previous studies in 
animal models and human CHDs have highligh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GATA6 in conotruncal 
anomalies. Nevertheless, correlations between GATA6 mutation and different types of CTDs 
remain largely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at determining the prevalence of GATA6 
mutation in a large cohort of CTDs patients and analyzing their association with CTDs 
pathogenesis. 
Methods GATA6 gene was screened in 542 patients with CTDs using targeted sequencing 
technique. Variations were validated by Sanger sequencing and protein characteristic was 
predicted by SIFT, Polyphen2 and Mutation Taster. Cross-species alignments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amino acid conservation of mutant protein. Plasmids expressing wild-type and mutant 
GATA6 were transfected into C2C12 cells.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were determin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d Western blot. Transcriptional activities of downstream target 
gene BNP and ANF were performed by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Subcelluar localiza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Results Total prevalence of GATA6 mutation in this study was 2.0% (11/542). Mutation 
frequency var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TDs: 0.9% in TOF (2/234), 4.1% in DORV (4/98), 3.3% in 
TGA (3/90), 1.0% in PA/VSD (1/97), 10% in PTA (1/10), and 0 in IAA. Three novel variants: 
c.86C>A (p.A29E), c.296T>A (p.V99D) and c.1254delC (p.S418fs) was identified in patients with 
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 double outlet right ventricle and persistent truncus arteriosus, 
respectively, but in none of the 400 healthy controls. In silico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novel 
variants were all likely to be “disease causing”.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showed that A29E 
and V99D were partially conserved in mammals, while S418fs was conserved in vertebrates. 
Western blot revealed that A29E and V99D mutant protein had similar pattern with wild-type 
GATA6 protein, but S418fs appeared to be a truncated doublet and 40~50 KD smaller than wild-
type. Reporter gene assay demonstrated that A29E and V99D retained the ability to transactivate 
BNP and ANF promoter, whereas S418fs failed to transactivate both, compared with wild-type 
GATA6.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wild-type, A29E and V99D were in the nucleus, while S418fs 
was expressed both in the nucleus and the cytoplasm. 
Conclusions Prevalence of GATA6 mutation in CTDs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familial CHDs. Mutation S418fs was associated with CTDs, especially PTA, whereas A29Eand 
V99D were more likely to be benign mutations. 
 
 
PO-1559 

基于目标序列捕获的高通量测序技术 
在先天性遗传代谢疾病诊断中应用 

 
钱琰琰,陆炜,倪琪,董欣然,王慧君,吴冰冰,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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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先天性代谢疾病大多在新生儿期内起病,往往以各系统危重病症表现起病。部分遗传代谢已有

特效治疗方法,早期快速精准诊断前提下的及早干预是降低病死率及远期神经系统后遗症发生率的

关键所在。本研究拟运用基于目标序列捕获的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临床疑似遗传代谢病的患儿进行

基因检测,探讨该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查询相关数据库并结合我院新生儿科遗传代谢疾病谱构成,选择 89 个常见遗传代谢病致病基因,
采用 Ampliseq 技术针对基因编码区和上下游 5 个碱基区域设计扩增引物,应用 Ion Torrent 平台进

行高通量测序分析,建立基于目的基因序列捕获的检测方法,并结合人类基因组突变数据库(HGMD)
､ OMIM､ PubMed､ ClinVar､ ExAC､ 千人基因组计划(1KG)等数据库进行分析。对我院 48 例疑

似罹患遗传代谢病的新生儿进行检测分析,确定患儿遗传代谢疾病类型和致病位点 
结果 该目标区域覆盖率在 95%以上,每例样本平均测序深度(coverage)约为 X400。共检测到 18 例

患儿携带明确致病突变位点:1 例携带枫糖尿病(BCKDHA)致病突变患儿,1 例携带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Ⅰ缺乏症(CPS1)致病突变患儿,两例携带戊二酸血症 II 型(ETFDH)致病突变患儿,两例携带甲基丙二

酸血症(MUT)致病突变患儿,5 例携带苯丙酮尿症(PAH)致病突变患儿,3 例携带丙酸血症

(PCCA/PCCB)致病突变患儿,1 例携带异戊酸血症(IVD)致病突变患儿,两例携带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ACADVL)致病突变患儿,1 例携带多发性羧化酶缺乏症(HLCS)致病突变患儿。共检测

到 36 个变异位点,其中 17 个位点在 HGMD 中收录。 
结论 通过对我院 48 例可疑遗传代谢疾病新生儿进行该目标区域的序列分析,18 例患儿得到基因诊

断,同时丰富了遗传代谢病基因突变谱。本技术不仅可为临床疑似遗传代谢病的患儿提供快速､ 高

效的基因诊断,还可根据基因分型,为后续的临床治疗和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PO-1560 

The influence of ultrafine particles exposure on asthma 
exacerbation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Li Qinyuan1,3,4,Luo Zhengxiu2 
1.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s in Chongqing  

4.Department of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Disorders 

 
 

Objective Exposure to coarse and fine particles has been linked to asthma exacerbation, but 
ultrafine particles (UFPs) exposure on health effects has remained unclear. Rapid development of 
nanotechnology arose public attention to UFPs exposure on health effects. Some researchers 
have speculated UFPs exposure may exert more hazardous effects on health, especially on 
susceptible children due to their uniqu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However the speculation 
remained controversial for lack of consistent conclusions. Therefore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FPs exposure and 
asthma exacerbation in children.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published until 12 May 2017 in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Web of Science, China Biology Medicine disc (CB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Pooled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s)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fixed-effect models. Subgroup analyses based on asthma 
severity (episodes of asthmatic symptom, 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s,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lag patterns [short lags (lags ≤2 days), long lags (lags >2 days)]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heterogeneity. Sensitivity analyses were analyzed by trim and fill method. Begg’s and Egger’s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publication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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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even moderate-high quality studies satisfying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enrolled. 
Childhood asthma exacerb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in UFPs exposure 
[OR (95%CI): 1.036 (1.019, 1.053)]. Positive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UFPs exposure and 
asthmatic emergency visits [OR (95%CI): 1.056 (1.028, 1.085)].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sthmatic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UFPs exposure was also demonstrated [OR (95%CI): 
1.023 (1.002, 1.045)]. Long-lag patterns [OR (95%CI): 1.031 (1.020, 1.042)] yielded a stronger 
association than short-lag patterns [OR (95%CI): 1.004 (0.987, 1.021)]. The robustness of results 
was proved by sensitivity analysis. Low heterogeneity (I2=8.3%) and no publication bias were 
detected across studies.   
Conclusions ,UFPs exposur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sthma exacerbation in children. It 
was implied long-term UFPs exposure may cause more serious effects on childhood asthma 
exacerbation than short-term. More epidemiological and toxicology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about long-term UFPs exposure on asthma control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asthma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formulation and profound knowledge of 
nanomateral.   
 
 
PO-1561 

急性百草枯中毒外周血 CD4+T 细胞 ATF6､ MBTP 
及 WFS1 表达水平变化 

 
商跃云,张慧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探讨急性百草枯中毒外周血 CD4+T 细胞激活转录因子 6(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6, 
ATF6)､ 膜结合的转录因子肽酶(Membrane-bound Transcription Factor Peptidase, MBTP)及
Wolframin 内质网跨膜糖蛋白(Wolframin Endoplasmic Reticulum Transmembrane Glycoprotein, 
WFS1)mRNA 水平的变化。 
方法 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 30 例,于确诊 20 小时内采血,选取同期就诊的同年龄同性别患者 30 例为

对照组。分离外周血 CD4+T 细胞,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法测定外周血

CD4+T 细胞 ATF6､ MBTP 及 WFS1 的相对表达水平。PCR 产物行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特异性。

数据以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 组 ATF6､ MBTP 及 WFS1 mRNA 相对表达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百草枯组 ATF6 及

MBTP 相对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WFS1 相对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t=5.95､ 15.83､ 11.07, 
P<0.01)。 
结论 急性百草枯中毒外周血 CD4+T 细胞 ATF6 及 MBTP 水平升高与 WFS1 表达水平降低,可能与

百草枯中毒所致氧化应激和免疫激活有关,通过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形
成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导致 CD4+T 细胞凋亡,影响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发展。 
 
 
 
 
 
PO-1562 

Monoclonal gammopathy associated 
membrano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 in a Chinese 

boy with Klinefelter's syndrome 
 

Yang Jing,Qiu Liru,Zhou J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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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ji Hospital,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MPGN is one kind of glomerular injury resulting from predominantly subendothelial and 
mesangial deposition of immune complexes and/or complement factors and their products. 
MPGN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deposits of immunoglobulin and/or complement components. 
Here we reported a case of MPGN with deposit of IgA, IgG, and C3, λ light chain complicated by 
Klinefelter's syndrome. 
Methods Showing that MPGN may be the secondary of light chain nephropathy by a case. A 13 
years old boy presented with proteinuria for two years. Urinalysis showed hematuria + and 
proteinuria ++.  He was diagnosed as SRNS two years ago, and was prescribed for steroid, 
tacrolimus and MMF. The proteinuria persisted. When he first came to our observation, he was 
138 cm in height(<3rd) and 38.5 kg(10-25th) in weight, blood pressure was 110/66mmHg. His 
testicles were smaller than the normal. He had the concealed penis. Laboratory data revealed 
total serum protein level of 54.5g/L, albumin 36.5g/L, total cholesterol 5.45mmol/L, serum 
creatinine 41 µmol/L. The daily urine protein was 1388.4mg and the daily urine albumin was 
1261.7mg. Serum IgG, IgM, IgA, C3 and C4 were 3.4g/L,1.25g/L,0.62g/L,1.01g/L and 0.17g/L 
respectively.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hepatitis C serology and antinuclear antibodies 
were negative. Thyroid function was normal. Pathologic founding revealed glomeruli were 
hypercellular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capillary wall thickening up to wire loop 
formation. Immunofluorescent microscopy revealed teardrop mesangial deposits of IgA, IgG, C3 
and λ. Electronic microscopy showed hummocky extensive electron dense deposits in mesangial 
regions. Congo red stain was negative. In order to seek the etiology the bone marrow biopsy and 
cytology tests were done. All of those were negative. Serum electrophoresis showed no abnormal 
band. There was no other evidence of a B-cell clonal disorder or amyloidosis. Karyotype analysis 
showed 47, XXY. He was treated with taper dose of methylprednisolone and rituximab. Now his 
daily urine protein is 688.4mg and he is still in the following up. 
Results This is the first monoclonal light chain MPGN case with Klinefelter's syndrome in 
Chinese boy. 
 
Conclusions MPGN is diagnosed morphologically and need to identify the causes. This case 
showed MPGN may be the secondary of light chain nephropathy. 
 
 
PO-1563 

中国囊性纤维化儿童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基因突变谱 
 

蔡勇,陈德晖,刘文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95 

 
 

目的 总结中国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 CF)患儿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 CFTR)的基因突变谱。 
方法 检索 1975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中国知识基础设施数字图书馆､ 万方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网上检索系统(Pubmed),总结检索到的中国 CF 患儿及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的 1 例 CF 患儿 CFTR 基因突变情况。纳入标准:公开发表的文献;报道对象为确诊的中

国 CF 患儿并有 CFTR 基因突变。排除标准:重复报告的文献;未经确诊的病例报道;无 CFTR 基因突

变资料的病例报道。 
结果 共 58 例 CF 患儿。61 种 CFTR 基因突变,依次为:c.2909G→A(p.G970D)(出现 9 次),1898+5G
→T(该突变在高加索人种未发现)､ c.263T→G(分别出现 6 次),c.3196C→T､ c.1766+5G→T､
c.3068 T→G(分别出现 5 次),2215insG､ c.1666A→G(分别出现 4 次),G2816A､ c.293A→G､
c.595C→T､ c.326A→G(分别出现 3 次)。发现新突变 c.3635delT､ c.2907A→C､ c.648 G→A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289 
 

(W216X)､ c.960_961insA (1092insA)､ c.1075C→T､ c.1699G→T､ c.2491-126T→C､
c.3307delA 和 c.110 C→G。未发现△F508 突变。 
结论 中国 CF 患儿 常见的 CFTR 基因突变是 c.2909G→A,未发现高加索人 常见的△F508 突

变。中国 CF 患儿 CFTR 基因突变谱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PO-1564 

智能贴签系统在我院 PIVAS 中的应用 
 

朱桃莉,彭霄霞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介绍我院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PIVAS)的智能标签机的应用情况。  
方法 通过介绍智能标签机系统设备原理､ 主要功能以及应用的效果评价,比较智能标签系统应用前

后我院 PIVAS的工作环境､ 工作流程､ 工作强度及工作误差等的改变情况。 
结果 我院应用的智能标签机具有视觉识别､ 高速打印和张贴标签､ 分仓位打印药品汇总单等功能;
与之前的手工贴签模式相比,自动化系统启用后,PIVAS 工作环境更加整洁有序,优化的工作流程更合

理,摆药贴签流程所需工作人员数量减少 50%,流程耗时减少 20%,工作量增加的同时工作人员劳动

强度降低,贴签差错数量降为零。 
结论 智能标签系统运行稳定､ 准确性高;与人工操作相比,降低了劳动强度､ 减少了人为差错､ 提高

了工作效率。 
 
 
PO-1565 

人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 Leydig 样细胞的实验研究 
 

侯艳萍,孙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雄激素缺乏正日渐成为影响男性健康的重大问题。传统激素替代疗法存在诸多弊端。目前研

究表明诱导干细胞向 Leydig 细胞分化并用于移植治疗效果较好,但干细胞来源少,诱导效率低问题突

出。本实验尝试使用重编程方法使人包皮成纤维细胞(HFFs)体外转化为具有睾酮分泌功能的

Leydig 样细胞。 
方法 酶消化法获得 HFFs,用 GFP 标记的慢病毒感染法将 Leydig 细胞发育过程中的 4 个关键转录

因子(GATA4, SF-1, NGFI-B 和 COUP-TF2)转入 HFF。用流式分选法将转染 1 周后 GFP 阳性细胞

分选出来继续培养。转染 1周､ 2周､ 3周､ 4 周后在 mRNA 水平检测成纤维细胞标记物

(ECAD,VIM)及 Leydig 细胞特异性标记物(CYP11A1､ CYP17A1､ HSD3B1､ StAR､ HSD17B3)表
达情况;蛋白水平检测 CYP11A1､ CYP17A1､ HSD3B1 表达情况来判断细胞转化效率。收集转染

1周､ 2周､ 3周､ 4 周后细胞培养液,化学发光法检测其睾酮水平。 
结果 实验组与空载组相比成纤维细胞标记物在转染后 1周､ 2周､ 3周､ 4 周 mRNA 水平变化无统

计学差异(P>0.05), 实验组的 Leydig 细胞特异性标记物 CYP11A1､ CYP17A1､ HSD3B1､ StAR
以及 HSD17B3 显著高于空载组(P<0.05)。病毒转染 2 周后免疫荧光结果显示实验组出现

CYP11A1､ CYP17A1､ HSD3B1 阳性细胞。蛋白质印迹实验显示转染 1周､ 2周､ 3周､ 4 周后

实验组 CYP11A1､ CYP17A1 表达量高于空载组但有下降趋势。睾酮检测结果显示实验组细胞在

转染后 3 天开始分泌睾酮并在转染后第 12 天分泌量达到高峰 3.69 ng/ml(P=0.004102),随后在转染

后 4 周下降至 0.147 ng/ml(P=0.032533)。 
结论 通过慢病毒感染法使成纤维细胞高表达 GATA4, SF-1, NGFI-B 和 COUP-TF2 4 种转录因子可

以实现体外一过性地重编程其为有睾酮分泌功能的 Leydig 样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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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66 

儿童住院超 30 天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吴金星,俞小萍,黄文剑,陈颖皓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儿童住院超 30 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提高医疗资源使用率。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12 月住院时间超 30 天的患儿信息,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儿童住院超 30
天的影响因素。 
结果 影响儿童住院超 30天的影响因素有病种､ 月龄､ 是否转科､ 医保类别。其中,住院天数与是否

转科､ 医保类别呈正相关,与月龄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提高医疗质量和诊疗水平;加强母亲孕期保健,减少早产;完善院内会诊､ 转诊制度等是减少住院

时间超 30 天的重要途径。 
 
 
PO-1567 

2014 年-2016 年南昌地区 重症手足口病病例流行病学分析 
 

林敏, 王爱红,韩菲,柯江维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南昌地区重症手足口病发病趋势,为重点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采集 2014~2016 年江西省儿童医院重症手足口病住院患儿信息,对流行病学资料进行分析,采
用实时荧光逆转录 PCR 和半巢式逆转录 PCR 法检测肠道病毒 71 型(enterovirus 71,EV71)､ 柯萨

奇病毒 A 组 16 型(coxsackievirus A 16,CA16)和肠道病毒通用型(universal enteroviruses,EU)。 
结果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手足口病住院病例逐年减少;发病高峰在 4-7 月份,2014 年

9-10 月出现第二个高峰。确诊的重症病例共 2903 例,其中,5 岁以下发病人数占 98.46%,3 岁以下占

88.13%;男:女=1.76:1;年度重症病例占手足口病总住院例数之比(重症占比率)分别为

18.26%(1272/6967)､ 21.71%(713/3284)､ 32.32%(918/2840);各年龄组重症占比率为:1 岁以下

15.74%,1-3 岁 26.67%,3-5 岁 23.98%,5 岁以上 16.74%。EV71 阳性占 48.9%,CA16 阳性

15.6%,EU 阳性占 37.0%。 
结论 2014~2016 年南昌地区手足口病多见于 5 岁以下;男性发病率高;发病高峰 4-7 月份;发病呈下

降趋势,重症占比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学龄前幼儿重症病例发生率高,3 岁以下散居幼儿为防控重

点;EV71 是重症手足口病病例感染的主要病原体。 
 
 
 
 
 
 
PO-1568 

临床护士危机公关意识的调查分析 
 

王建丽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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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于目前临床护士的危机公关意识进行调查分析。 
方法 对郑州儿童医院的 120 名临床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88.3%的被调查者认为危机公关是对危机的管理及危机的处理策略。50.8%的被调查者认为其

所在医院的医患关系一般。76.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危机公关能力较差。53.3%的被调查者希

望通过培训提高自己的危机公关能力。42.5%的被调查者在出现医患纠纷时,面对外界的曲解选择和

身边的人解释､ 抱怨､ 发泄。 
结论 被调查者对于危机公关认知片面,其危机公关能力较差,对危机公关相关知识的需求并不强烈,认
为其所在医院的医患关系状况一般。因此,需在全院范围内加强护士的危机公关相关知识,强化危机

公关意识,制定规范的危机处理流程,并努力改善医患关系。so-font-kerning:1.0000pt;" >结
果  88.3%的被调查者认为危机公关是对危机的管理及危机的处理策略。50.8%的被调查者认为其

所在医院的医患关系一般。76.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危机公关能力较差。53.3%的被调查者希

望通过培训提高自己的危机公关能力。42.5%的被调查者在出现医患纠纷时,面对外界的曲解选择和

身边的人解释､ 抱怨､ 发泄。 
 
 
PO-1569 

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杨雪,董湘玉,杨轶男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川崎病(KD)患儿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25-(OH)D3]的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68 名 KD 急性期患儿,按照其是否合并冠状动脉损害(CAL)分为 CAL 组(25 例)和 NCAL 
组(43 例);按照其对静注用丙种球蛋白(IVIG)的治疗效果分为 IVIG 敏感组(54 例)和 IVIG 无反应组

(14 例)。同时选取年龄､ 性别匹配的健康儿童 30 例为对照组。收集所有 KD 患儿的入院基本信息

､ IVIG治疗前后心脏彩超结果及血常规､ 血生化､ C-反应蛋白(CRP)､ 红细胞沉降率(ESR)及血清

铁蛋白(SF)等实验室检查结果。收集健康对照组儿童及 KD患儿急性期､ 恢复期的静脉血标本,经化

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25-(OH)D3浓度。 
结果 1.KD 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在恢复期,其血清 25-
(OH)D3水平上升,但仍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2.CAL 组及 NCAL 组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其中以 CAL 组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IVIG 无反应组及

IVIG 敏感组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下降,其中以 IVIG 无反应组下降 明

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KD 患儿急性期的血清 25-(OH)D3水平与 SF､ 红细胞分布宽

度(RDW)､ 平均血小板体积(MPV)､ 血肌酐(SCr)水平均呈负相关性,r 分别为-0.36､ -0.29､ -0.41､
-0.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KD 急性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明显降低与 CAL 及 IVIG 无反应的发生密切相关;KD 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与 SF､ RDW､ MPV 及 SCr 水平呈负相关,预示 KD 急性期的维生素 D 水平降低可

能与机体炎症反应､ 血小板活化､ 心血管损害及肾损伤有关。 
 
 
 
 
PO-1570 

223 例 PICU 死亡病例分析 
 

张诺芳,吴鸿雁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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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PICU死亡患儿的发病情况､ 死亡原因,以总结经验教训。方法 回顾分析近 7 年我院

PICU 死亡病例资料,予以分类整理。 
方法  回顾分析近 7 年我院 PICU 死亡病例资料,予以分类整理。 
结果 危重患儿死亡率占由我科直接出院患儿数的 6.17%;1 岁以下婴儿死亡率达 67.1%,严重感染性

疾病居首位,死亡患儿多有严重并发症､ MODS､ 基础疾病。 
结论 患儿年龄<1 岁,入院时危重症评分越低,有基础疾病,合并器官功能衰竭数目越多,严重感染,意外

伤害,缺氧窒息,血糖浓度异常,发生休克､ DIC､ 肺出血的患儿与死亡关系密切。 
 
 
PO-1571 

他克莫司治疗 50 例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张艳敏,封其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探讨他克莫司(FK506)治疗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6 年来我院肾脏科住院的并具有完整随访资料的激素耐药性肾病综合征患儿 50
例。每例患儿均使用 FK506,剂量 0.1~0.15mg/kg,每 12h 一次,定期监测 FK506 的血药物浓度,根据

FK506 的血药物浓度调整剂量,分别于使用 FK506 的 0周､ 4周､ 8周检测肝肾功能､ 24 h 尿蛋白

等生化指标。 
结果 50 例患儿经 FK506 治疗 2 个月后总缓解率达 86%(43/50 例),完全缓解率 48%(24/50 例),部分

缓解率 38%(19/50 例), 早显效时间 2 天,未缓解率 14%(7/50 例)。治疗后血清白蛋白､ 甘油三酯

､ 总胆固醇､ 24h 尿蛋白等临床生化指标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50 例患儿中肾

炎型 14 例,单纯型 36 例。有 25 例行肾活检,其中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sPGN)缓解率

90.1%(10/11 例)､ 局灶节段性硬化(FSGS)缓解率 75%(6/8 例)､ 微小病变型(MCD)缓解率

100%(4/4)､ 膜性肾病(MN)50%(1/2 例)。本组病例治疗过程中 6例患儿有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2 例患儿出现腹痛,2 例患儿出现高血压,1例患儿出现一过性肾功能损害､ 1例患儿出现血糖异常､

1 例患儿出现手足抽搐等,对症处理后大部分症状改善。 
结论 FK506 治疗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显著,同时不良反应少。是一种可以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的新型免疫抑制剂。 
 
 
PO-1572 

染色体 5p13.2 区域小片段杂合缺失致德朗热综合征 1 例 
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王瑶,吴冰冰,周文浩,王慧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一例由染色体 5p13.2 区域片段杂合缺失所致的德朗热综合征(Classic Cornelia de Lange 
syndrome,CdLS)病例,总结 CdLS 的临床特征,为 CdLS 患儿的的遗传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对一家三口的高通量测序,结合荧光定量 PCR 检测,明确 1 例染色体 5p13.2 区域的小片段

杂合缺失,该区域涵盖 NIPBL 基因外显子区域。通过对该例患儿的临床表型､ 影像学表现和随访信

息分析,结合 NIPBL 基因突变所致 CdLS 的报道文献复习,总结 CdLS 的临床与遗传学特征。 
结果 患儿女,5 岁,主因“发育迟缓”就诊。该患儿有宫内窘迫,智力发育落后史,17 月开始独走,2 岁会

叫爸妈。查体:特殊面容(连眉,长人中,薄上唇),身材矮小,头小,可说简单词语,四肢肌力肌张力可,手掌

第五指节弯曲,精神运动发育迟缓。头颅 MRI 提示脑发育不良。一家三口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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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提示患儿样本存在染色体 5p13.2 区域(涵盖 NIPBL 基因)约 2.6Kb 片段杂合缺失,父母样本

未检测到存在相同缺失,分析为患儿新发变异。采用荧光定量 PCR 实验对上述缺失区域在家系样本

中进行验证,结果与 wes 检测结论一致。CdLS 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在已报道的 CdLS 病例

中,NIPBL 基因突变占到 60%以上,目前 HGMD 中收录的 NIPBL 基因突变有 391 个,其中大片段缺

失(gross deletion)34 个,主要集中在 1-11 号外显子上。汇总已报道病例临床主要表现为多系统的异

常,包括特殊的面部特征(如连眉,高而长的眉弓,面部下垂,鼻头上翘,人中扁平,上唇薄,小下颌等),多毛

症,心脏畸形,生长发育迟缓,不同程度的上肢畸形,生殖器发育不全,腭裂等。 
结论 本例通过临床表型特征,基因检测结果,可明确为 NIPBL 基因突变所致的 CdLS。通过分析

CdLS 的临床特点,结合基因检测,可为该病的早期诊断､ 干预和家庭的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PO-1573 

23 例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分子遗传学分析 
 

彭小敏,吴冰冰,王慧君,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epidermolysis bullosa, EB)是一组罕见的皮肤脆性紊乱疾病,以皮肤和

黏膜对机械损伤易感并形成疱疹为主要表现,呈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临床可分为单纯型(EBS)
､ 交界型(JEB)､ 营养不良型(DEB)和 Kindler 综合征四型,各型又包括不同的亚型,临床表现､ 治疗

和预后亦有所差异。本研究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来自不同家庭的 23 例临床疑似为 EB 的患儿进

行基因检测,确定其是否有基因变异,从分子水平明确诊断。 
方法 采集患儿外周静脉血,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基于目标序列捕获和二代测序技术进行序列检测,
采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已经建立的高通量数据分析流程进行后续数据分析。对检测到的基因变

异位点通过经典的 Sanger 测序方法进行验证,若收集到父母样本则同时进行相应序列分析。 
结果 纳入研究的 23 例患儿,男 11 例,女 12 例,年龄分布在生后 2 天至 13 岁之间,60.9%(14/23)患儿

检测到 COL7A1 基因变异,8.7%(2/23)患儿检测到 LAMA3 基因变异,分别有 1 例患儿检测到 KRT5
､ KRT14､ LAMC2 和 ITGB4 基因变异,4 例患儿未检测到相关基因变异。与之前文献报道的多例病

例相似,ITGB4 基因变异的患儿同时伴随先天性幽门闭锁。有 1 例患儿同时检测到 COL7A1 和

KRT5 两个基因上存在变异,经家系样本验证,KRT5 基因的变异来源于表型正常的父亲,考虑致病可

能性小。有 7 例携带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HGMD)已收录的致病突变位点或经验证的复合杂合变

异。本研究共检测到 COL7A1 基因上 20 个变异,该基因突变引起的 EB 呈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
其中 7 个为 HGMD 数据库已报道的致病突变,1 个为低频 SNP 位点,未报道的变异包括 5个移码､ 5
个错义和 2 个剪接区变异,经 SIFT､ Polyphen-2 和 MutationTaster 软件预测为有害变异。 
结论 COL7A1 基因突变是导致我院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的主要遗传学病因,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

检测出相关致病基因突变可以从分子水平明确诊断,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同时为

遗传咨询提供一定的帮助。 
 
 
 
 
 
 
PO-1574 

甘草甜素通过抑制癫痫幼鼠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减轻神经元损伤的

研究 
 

王怀立,陈继红,禚志红,张静,孔惠敏,王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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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甘草甜素(GL)预处理对幼鼠癫痫模型急性期海马组织､ 血清中高迁移率族蛋白(HMGB1)
表达水平及慢性期海马 CA1区､ CA3 区神经元抗核抗体(Neu-N)表达的影响。 
方法 出生 21 天的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模型Ⅰ组､ 模型Ⅱ组,模型Ⅰ组用海人酸(KA)诱导癫

痫发作,模型Ⅱ组在用 KA 前 30min 腹腔注射甘草甜素(GL),模型Ⅰ组根据观察时间点不同分为 3h､

12h､ 24h､ 7d 四个亚组,模型Ⅱ组根据 GL 不同剂量分为 10mg/kg､ 50mg/kg､ 100mg/kg 三个亚

组,每个亚组 3 只动物,行为学表现按照 Racine 评分量表进行评分,Q-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

急性海马区 HMGB1 mRNA 及蛋白的表达,Elisa 检测血清中 HMGB1 蛋白的表达变化,免疫组化检

测慢性期(7d)海马神经元抗核抗体(Neu-N)的表达。 
结果 模型Ⅰ组与对照组比较,随着观察时间(3h､ 12h､ 24h)的延长,HMGB1 基因表达升高,在 12h 时

达到峰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c2=10.532,P<0.05),HMGB1 的蛋白表达改变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c2=5.227,P>0.05),血清中 HMGB1 浓度升高,其中在 12h 时升高 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c2=6.897,P<0.05);在 12h 时间点,模型Ⅱ组与模型Ⅰ组比较,HMGB1 基因表达显著降低

(c2=10.721,P<0.05)(100mg/kg 组明显),血清中 HMGB1 的浓度显著降低

(c2=6.967,P<0.05)(100mg/kg 组明显);在 7d 时间点,模型Ⅰ组与对照组比较,海马区神经元显著丢失

(P<0.05),模型Ⅱ组与模型Ⅰ组比较,海马区神经元的丢失减少(P<0.05) (CA1 区 100mg/kg 组明

显,CA3 区 50mg/kg 明显)。 
结论 在幼鼠的颞叶癫痫模型中,GL 可能通过抑制 HMGB1 的基因合成及释放,降低胞外 HMGB1 浓

度,抑制炎症反应的发生,从而减少神经元的丢失,发挥了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 
 
 
PO-1575 

儿童以惊厥发作为核心症状的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 
表面抗体综合征 10 例临床特征分析 

 
胡春辉,阮媛媛,马洁卉,邓小龙,朱红敏,钱乔乔,熊学琴,吴舒华,吴革非,孙丹,胡家胜,刘智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430016 
 
 

目的 探讨儿童以惊厥发作为核心症状的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表面抗体综合征的临床特征。方法 收
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10 例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表面抗体综合征的

患儿,所有患儿均以惊厥发作为核心症状入院。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10 例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表面抗体

综合征的患儿,所有患儿均以惊厥发作为核心症状入院。 
结果 男 1例､ 女 9 例,就诊年龄 3-13 岁,就诊时病程 3 天-14 天。10 例患儿均以惊厥发作为就诊时

主要症状。2 例强直发作,1 例强直阵挛发作,7 例部分性发作。其中有 6 例患儿出现惊厥持续状态,丛
集性发作。就诊时仅 2 例患儿出现精神行为异常,6 例患儿后续在病程 5-30 天时出现精神行为异

常。7 例患儿有手的不自主动作,1 例患儿出现肌张力不全,2 例患儿出现多种锥体外系症状。10 例

患儿脑脊液自身免疫性抗体检测,9 例抗 NMDAR 抗体阳性,1 例抗 LGI1 抗体阳性。7 例脑电表现为

慢波､ 尖慢波,2 例棘波,1 例慢波。1 例患儿头颅 MRI 异常。10 例患儿急性期行丙种球蛋白联合激

素冲击治疗,8 例患儿临床症状在免疫治疗后 7-21d 好转,随访 3-6 月,未再发作。2 例抗 NMDAR 抗

体相关性癫痫患儿急性期单用抗癫痫药物效果差,联合一线免疫疗法,发作控制可,但后期复发,一线治

疗失败,予二线免疫疗法环磷酰胺定期冲击治疗有效。 
结论 惊厥发作可为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表面抗体综合征首次发病形式,对于临床上起病急骤的

惊厥发作,合并有惊厥持续状态,应注意早期筛查惊厥发作的免疫因素。当伴有精神症状时,尤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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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性癫痫的可能。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表面抗体综合征,常见的神经元表面抗体以 NMDAR
抗体为主,惊厥发作时脑电表现以慢波､ 尖慢波为主,头颅 MRI 多无特异性。抗癫痫药物联合免疫治

疗有效,在发病初期及时给予免疫治疗,往往对癫痫发作控制效果较好。一线治疗失败,可行二线免疫

疗法环磷酰胺定期冲击治疗。 
 
 
PO-1576 

CDKL5 基因突变所致非特异性早发性癫痫脑病 4 例 
临床特征分析 

 
胡春辉,马洁卉,邓小龙,朱红敏,钱乔乔,熊学琴,吴舒华,孙丹,吴革非,胡家胜,刘智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430016 
 
 

目的 探讨 CDKL5 基因突变所致非特异性早发性癫痫脑病患儿的临床表型特点。 
方法 收集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不明原因早发性癫痫脑病患儿详细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

其父母外周血,应用疾病基因靶向二代测序技术进行癫痫基因测序分析,筛选出 4 例 CDKL5 基因阳

性突变的患儿,被证实的突变均用 Sanger 测序验证并明确突变的父母来源。 
结果 4 例 CDKL5 基因阳性突变的患儿均为非特异性早发性癫痫脑病,均为女性,平均起病年龄为生

后 40 天。1 例脑电图特征逐渐演变,3例脑电图表现为全导棘波､ 棘慢波､ 多棘慢波爆发。 
1 例头颅核磁提示脑外间隙增宽,3 例头颅核磁正常。4 例患儿 CDKL5 基因突变位点均为新发突变

(p.443,N>Kfs20､ 插入移码､ 剪切位点､ p.925M>lfs15)。经多种抗癫痫药物联合生酮饮食治疗,1
例患儿癫痫发作控制,3 例未控制。 
结论 CDKL5 基因突变所致非特异性早发性癫痫脑病的患儿,起病早,发作形式多样,脑电特征可逐渐

演变。早期严重异常的脑部放电,后期治疗效果差,其脑电特征演变及改善不明显,头颅 MRI 无特异性

改变,多种抗癫痫药物联合生酮饮食长期疗效低下。CDKL5 基因突变所致早发性癫痫脑病患儿临床

症状进展至第二阶段,即痉挛发作期,尽早联合生酮饮食治疗,或许有一定预期疗效。 
 
 
PO-1577 

An Atypical Case of Mitochondrial Acetoacetyl-CoA 
Thiolase Deficiency 

 
Hu Chunhui,Liu Zhi-She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Wuhan Children's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430016 

 
 

Objective Methylacetoacetyl-CoA Thiolase Deficiency is a rare inborn error of congenital 
metabolic disease affecting the ketone body and isoleucine metabolism. The typ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clinical symptoms are refractory metabolic acidosis, of which large amounts 
of 2-methyl-3-hydroxybutyry1 carnitine,2-methyl-3-hydroxybutyrate(2M3HB)and tiglylglycine (TG) 
are often detected in the blood and urine. We herein describe an atypical case of T2 deficiency, 
with a high level of 3-hydroxybutyrate (3HB) and a low level of 2M3HB in the urine, diagnosed by 
urinary organic analysis combined with gene mutation. 
Methods Organic acids in the urine were checked by a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er 
and all exons were sequenced via deep sequencing. 
Results  A detailed clinical investigation revealed a massive 3-hydroxybutyrate and small 
amounts of 2-methyl-3-hydroxybutyrate in the urinary acids. Molecular analysis confirmed a 
homozygous mutation in the ACAT1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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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2 deficiency is a rare disease. The atypical clinical symptom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for earli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combination of powerful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er and a thorough exome-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should be helpful. 
 
 
PO-1578 

数学学习困难儿童认知矫正疗效与瑞文的相关性研究 
 

吴婷
1,董选

1,沈惠娟
1,江凯华

1,盛仪叶
1,王浙东

2 
1.常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 

2.苏州永鼎医院 
 
 

目的 通过认知矫正方法对数学学习困难儿童进行训练,针对训练前后评分与瑞文标准推理评分进行

比较,并探讨二者间的相关性,对训练提升数学学习能力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 
方法 研究对象为普通小学 2-5 年级存在数学学习困难的学生共 37 名;训练方法是通过计算机认知软

件进行,主要针对数字学习､ 图形推理两方面的能力进行训练,采集训练前后评分和瑞文标准推理评

分,自身配对比较及二者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1､ 数字图形学习能力前后比较:逆向数字记忆训练(6.05±1.79;6.73±1.28);数字顺序连线训练

(54.41±14.53;47.11±12.13);图形快速判断训练(531.92±76.25;557.78±85.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 瑞文标准推理评分;总得分､ b､ c､ e 系列得分训练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 训练前后与瑞文评分的相关性比较:图形快速判断与瑞文 e 系列间相关系数为 0.384,
瑞文 c 与 d 系列间相关系数为 0.468,(P<0.05)存在相关性。 
结论 数字与图形是数学学习的主要内容,认知矫正数字强化训练提升数字敏感性､ 逆向短时记忆能

力,使大脑解决数字任务的策略从复述策略转变成程序性记忆,而这在完成数学任务中起到了更大的

作用。训练通过强化图形信对视觉通路的刺激,使得视觉工作记忆的贮存能力提高,从而提升了大脑

对图形任务的加工效率､ 逻辑分析能力及判断的决策力。同时研究还发现训练前后瑞文推理不同系

列间的得分存在相关性,尤其在解决图形形状､ 排列､ 位置等任务等方面的能力得以同步提高。而

且认知矫正训练与瑞文评分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训练从解决图形任务各种能力的角度强化处理

图形问题的工作记忆流程,反映在瑞文评分 e 系列中就是提高儿童对于图形问题的综合判断决策能

力。 
 
 
PO-1579 

小儿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 19 例临床分析  
 

张翠,杨保国 
聊城冠县中心医院 252500 

 
 

目的 探讨小儿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特征,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冠县中心医院儿科六病区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9 例单纯疱疹病毒

性脑炎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临床表现:发热 11 例(57.9%),头痛 6 例(31.6%),呕吐 7 例(36.8%),嗜睡 9 例(47.4%),抽搐 10 例

(52.6%),精神改变 4 例(21.1%),眩晕 3 例(15.8%),昏迷 2 例(10.5%),口周疱疹 5 例(26.3%),颈抵抗 2
例(10.5%),病理征 4 例(21.1%),椎体束征 2 例(10.5%),瘫痪 1 例(5.3%)。脑电图异常 15 例(78.9%),
颅脑核磁共振异常 8 例(42.1%),脑脊液改变 12 例(63.2%)。经治疗,临床治愈 13 例(68.4%),好转 3
例(15.8%),放弃治疗 1 例(5.3%),转院 2 例(10.5%),总有效率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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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儿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临床表现多样化,常不典型,但以发热､ 抽搐､ 意识障碍为主,脑电图､

脑脊液及颅脑 MRI 常有不同程度改变。早期诊断和及时正确的治疗可改善预后,降低后遗症的发生

率。 
 
 
PO-1580 

晚婴型神经元腊样脂褐质沉积症患者的临床特点 
 

李花,欧阳梅,胡湘蜀,柴英,费凌霞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晚婴型神经元腊样脂褐质沉积症(Late infantile neuronal ceroid lipofuscinosis ,LINCL)是一种

溶酶体贮积病,常染色体隐形遗传性疾病,是由于 CLN2 基因发生突变,从而导致编码的 TPP1 酶活性

降低,使细胞代谢的未降解产物聚集在溶酶体内, 终导致细胞死亡。患者主要表现为视网膜病变､

共济失调､ 癫痫以及智能倒退。LINCL 的确诊可进行 CLN2 基因的检测或者皮肤活检进行 TPP1 酶

活性的测定。目前该病临床报道极少,许多医生对该病的认识不足,容易造成漏诊或误诊,本文拟介绍

两例我院诊断的晚婴型神经元腊样脂褐质沉积症患者的发病特点､ 影像学及脑电图改变,以便于医

务人员掌握该病特点,提高确诊率。 
方法 本研究入组了两例经基因确诊的晚婴型神经元腊样脂褐质沉积症患者。病例一,男性,4 岁 5 个

月,病程 10 个月,病例二,女性,7 岁半,病程 4 年。本文将分析这两例患者的临床特点､ 病情演变过程

､ 影像学及其脑电图特点。 
结果 病例一,男性,4 岁 5 个月,3 岁 7 个月出现一次热性惊厥,之后患者开始出现肌阵挛发作。患者

14 月龄走路,近 2 岁讲话,但一直构音欠清,仅能讲 4､ 5 个字短句。自幼平衡较同龄儿稍差,上下楼梯

需家人牵扶,病后智力较前下降,运动能力下降,不能跑步,可以独立行走,步态欠稳,视力未见明显改

变。头颅 MR:小脑萎缩。视频脑电图提示:可见正常生理节律,弥漫性慢波增多,弥漫性癫痫样放电,双
后头著,监测到肌阵挛发作。基因检测发现 TPP1 复合杂合突变,TPP1 酶活性检测明显低于正常。

病例二,女性,7 岁半,3 岁开始出现全身强直阵挛发作,5 岁开始出现肌阵挛发作,6 岁开始出现肌阵挛

持续状态。病前生长发育正常,9 月龄说话,1 岁走路。病后智能进行性倒退,5 岁开始运动语言能力逐

渐下降,视力下降,现不能走路､ 不能独坐,不会说话,不能对外界语言做出反应,视力下降,大小便不能

示意。3 岁时头颅 MR 提示小脑萎缩,6 岁时头颅 MR 提示弥漫性大脑及小脑萎缩,小脑萎缩较前明显

加重。3 岁时视频脑电图提示:可见正常生理节律,弥漫性慢波增多,弥漫性癫痫样放电,双后头著,6 岁

时视频脑电图提示:正常生理节律消失,弥漫性慢波,弥漫性癫痫样放电,监测到肌阵挛持续状态。基因

检测提示 TPP1 复合杂合突变。 
结论 晚婴型神经元腊样脂褐质沉积症临床少见,主要在 2-4 岁发病,可出现进行性肌阵挛性癫痫,随着

年龄增加,患者逐渐出现运动､ 智能､ 语言及视力倒退,脑电图上逐渐出现生理节律消失,弥漫性慢活

动及癫痫样放电,影像学初期可仅有小脑萎缩,随着病情进展,出现进行性弥漫性全脑萎缩,患者多于

8-12 岁死亡。目前已经发现 Cerliponase α 可作为替代治疗改善患者症状,早期诊断对于患者及其家

庭非常重要。 
 
 
 
 
 
 
PO-1581 

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在慢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中诊断作用 
 

孙瑞迪
1,付斌

2,江军
1 

1.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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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北省新华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探讨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short-lantency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 ,SSEPs)在慢性

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hy ,CIDP)中的诊断作

用。 
方法 门诊或病房确诊或可能 48 例 CIDP 患儿,分别进行神经传导,检查包括至少 4 条运动神经和 2
条感觉神经检查和 SSEP 检查,SSEPs:安装依照国外标准刺激电极放在腕部正中神经或踝部胫神经,
主要观察指标: N13,N22 潜伏期,波幅,SSEPs 结果分为 3 类:正常 SSEPs:提示 CIDP 患儿周围神经

传导和后根神经正常,无诊断作用。SSEPs 辅助诊断 CIDP:正中神经 SSEPs 中 N6 存在, N13 潜伏

期延长或缺失,提示臂丛神经干和(或)后根水平传导异常。胫神经 SSEPs:N8 存在,N22 潜伏期延长

或缺失:提示腰骶丛和(或)后根水平损害。SSEPs 无意义:N6 或 N8 不能引出,因而不能探测

N13,N22,并比较神经传导和 SSEPs 阳性率。同期选择 40 例同年龄健康儿童为对照组,进行 SSEPs
检查并进行对比。并记录可能 CIDP 患儿免疫治疗效果。 
结果 8 例患儿中,35 例为运动感觉均受累脱髓鞘型 CIDP,表现为运动感觉神经脱髓鞘改变,8 例患儿

仅累及感觉神经,表现为感觉神经脱髓鞘改变,5 例患儿为轴突变性为主 CIDP,表现为运动感觉神经

传导轴突变性改变,无纯运动神经受累型。35 例患儿符合 CIDP 电生理标准,40 例患儿 SSEP 异常,
两者间无统计学差异(X2=1.52,P=0.22),在 8 例感觉受累患儿和 5 例继发轴突变性 CIDP 中,神经传导

不符合 CIDP 电生理诊断标准,SSEP 异常。 
结论 SSEP 和神经传导有同样敏感性,可以用于 CIDP 辅助诊断,特别是在感觉神经受累为主或继发

轴突变性 CIDP。 
 
 
PO-1582 

吡多醇依赖性癫痫两家系的临床相关研究 
 

欧阳梅,周青,李花,胡湘蜀,费凌霞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20 

 
 

目的 分析吡多醇依赖性癫痫两家系的临床､ 电生理､ 影像学资料､ 基因､ 治疗预后特点 
方法 先证者一为 8 岁男性,4 月龄起病,表现为药物难治性癫痫,多种癫痫发作形式,智力运动倒退。先

证者二为 5 月龄起病,有同胞哥哥生后 5 天起病,频发癫痫发作。对两位先证者进行全面血液检测､

视频脑电图检查､ 影像学检查和基因检测,并对父母进行家系验证。 
结果 8 岁的先证者电生理检查记录到分别来自左侧和右侧脑区起源的癫痫发作,头颅磁共振和 PET-
CT 检查均阴性。基因检测发现乙醛脱氢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ALDH7A1)基因 c.1442G>C
､ c.1046C>T 复合杂合突变,分别来源于父母。予逐渐减停抗癫痫药物,加用维生素 B620mg tid 口

服至今随访 1 年无发作。另一例先证者 9 月龄,脑电图正常,未记录到发作期,头颅 MRI 正常,基因检

测发现 ALDH7A1 基因 c.1547A>G､ c.965C>T 复合杂合突变,分别来自父母。予维生素 B620mg 
bid 口服至今随访 6 月无发作。 
结论 吡多醇依赖性癫痫为罕见的可治疗的遗传性疾病,表现为婴幼儿起病,药物难治性癫痫,精神运动

发育落后。尽早的试验性治疗,基因检测有助于识别患者。维生素 B6 为首选治疗药物。 
 
 
 
PO-1583 

腹腔注射 IL-4 或 IFN-γ 调节癫痫发生过程中小胶质细胞表型的比

例并改善匹鲁卡品诱导癫痫模型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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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乙,蒋莉,翟瑄,宋晓洁,谢玲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已经有研究发现小胶质细胞在颞叶癫痫患者和癫痫动物模型的中枢神经系统(CNS)中均有显著

活化。然而目前未见关于小胶质细胞不同表型所占的比例在癫痫发生过程中动态变化的研究。应用

IL-4 或 IFN-γ 调控小胶质细胞的比例进而改善癫痫预后的研究更是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通过匹鲁

卡品诱导建立癫痫模型,动态观察癫痫发生过程中小胶质细胞表型比例的变化趋势。 
方法 本研究拟通过腹腔注射 IL-4 或 IFN-γ 来实现干预小胶质细胞的表型比例进而 终达到改善癫

痫预后的作用。流式细胞计数密切监测的结果显示经典活化小胶质细胞(M1)和选择活化小胶质细胞

(M2)在癫痫发生过程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此同时,应用 ELISA 检测小胶质细胞相关细胞因子 IL-1β, 
IL-4, and IL-10 的变化趋势与表型的变化趋势一致。 
结果 本研究发现,小胶质细胞表型 M1 与 M2 的比例在癫痫发生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偏移,表型相关

细胞因子的变化趋势与表型一致,说明小胶质细胞通过变化表型参与了癫痫的发生。通过腹腔注射

具有在体外实验中调控小胶质细胞表型作用的 IL-4 和 IFN-γ 同样可以在体内调控小胶质细胞的表

型。在表型发生偏移的时间点应用 IL-4 和 IFN-γ 能够调控小胶质细胞的表型,抑制了表型的偏移,并
且 终改善了自发性癫痫(SRS)的发作频率､ 持续时间以及严重程度,同时显著改善了惊厥后 Morris
水迷宫的表现。 
结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匹鲁卡品诱导癫痫模型中小胶质细胞表型的变化,并且证实了外源性 IL-4 和

IFN-γ 对小胶质细胞表型的调节作用。腹腔注射 IL-4 和 IFN-γ 有可能将会成为调控小胶质细胞表型

比例的方法,而根据小胶质细胞变化的比例应用该方法在恰当的时间点干预小胶质细胞表型的比例

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抑制癫痫发生的潜在治疗手段。 
 
 
PO-1584 

RYR1 R4890Q/WT 小鼠骨骼肌中线粒体的改变及机制探讨 
 

王天爽,刘洁玉,常杏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采用 RYR1R4890Q/WT小鼠模型,观察并探讨 RYR1 基因突变对骨骼肌中线粒体数目和形态的影

响及其发生机制。 
方法 RYR1R4890Q/WT小鼠模型由北京百奥赛图公司设计得到。实验组为 RYR1R4890Q/WT杂合小鼠(KI
组)(n=8),对照组为其同窝野生型小鼠(WT 组)(n=8)。分别取 4周､ 8 周龄小鼠的胫骨前肌,采用苏木

素-伊红(HE)和还原型辅酶(NADH)染色,进行骨骼肌病理形态的观察;取相同部位的肌组织标本进行

透射电镜观察,对线粒体的数目和形态做体视学分析。采用 Western Blot 的方法检测骨骼肌中线粒

体融合蛋白 2(Mfn2)､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辅助活化因子 1α(PGC-1α)及细胞外调节蛋白

激酶(ERK1/2)表达的变化。 
结果 HE 和 NADH 染色显示 4 周和 8 周龄小鼠,KI 组与 WT 组的骨骼肌结构无明显改变;而超微结构

观察发现,随小鼠年龄的增长,KI 组骨骼肌组织中线粒体破坏显著增多,甚至出现轴空样改变。体视学

分析表明,4 周龄 KI 组小鼠线粒体数目显著减少,形状因子和 大长宽比与 WT 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25､ 0.017､ 0.025,均小于 0.05),线粒体面积､ 周长与 WT 组无显著差异(P=0.764､ 0.327,
均大于 0.05);8 周龄 KI 组小鼠的线粒体数目显著减少,且线粒体面积､ 周长､ 形状因子和 大长宽

比均与 WT 组有显著性差异(P=0.000､ 0.000､ 0.000､ 0.014､ 0.002,均小于 0.05)。Western blot
分析表明,4 周龄 KI 组与 WT 组相比,骨骼肌组织中 Mfn2 和 PGC-1α 的表达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而 8 周龄 KI 组二者的表达均较 WT 组明显降低(P<0.05); ERK1/2 及其磷酸化水平在 4 周

龄和 8 周龄 KI 组均较 WT 组则无显著变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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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YR1R4890Q/WT小鼠的骨骼肌组织中存在线粒体体积和数目减少,结构破坏,且这种改变具有年

龄相关性;线粒体的减少与 Mfn2 和 PGC-1α 的表达减少相关,而 ERK1/2 通路相对激活引起的线粒

体破坏增多可能不是线粒体减少的主要原因。 
 
 
PO-1585 

Alterations in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rats with 
epilepsy: Changes in LC3, P62, Beclin-1 and Bcl-2 levels 

 
Li Qinrui1,Han Ying1,Du Junbao1,Jin Hongfang1,Zhang Jing1,Niu Manman1,Qin Jiong2 

1.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2.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According to current studies, apoptotic and autophagic signaling pathways are 
triggered by epileptic seizures, but the precise roles of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underlying 
epilepsy-induced neuronal loss remain unclea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molecular mechanism may 
help researchers develop relevant epilepsy therapies that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existing 
treatments. Thu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se time-dependent changes by 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autophagy, apoptosis and neuronal morphology in rats with epilepsy 
Methods We use weste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is detected p-mTOR/mTOR, LC3 
II/I, P62, Beclin-1, BCL-2 proteins, TUNEL assay detected the neuronal apoptosis.  
Results At 48 h post-epileptic seizure onset, neuron numbers decreased and the numbers of 
apoptotic cells increased. The ratio of the phosphorylated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p-
mTOR)/mTOR protei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3 h post-epileptic seizure onset and then shifted 
back to the baseline from 6 h to 48 h post- epileptic seizure onset (P<0.01). Meanwhile, the ratio 
of the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 (LC3) II/I proteins and Beclin-1 protein level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from 12 h to 48 h post-epileptic seizure onset (P<0.05 and P<0.01,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the levels of the P62 protein decreased dramatically from 24 h to 48 h 
post-epileptic seizure onset (P<0.01), and the levels of the Bcl-2 protein were markedly 
decreased at 24 h and 48 h post- epileptic seizure onset (P<0.05, P<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changes in the levels of these markers of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indicate 
that autophagy was triggered before apoptosis in rats with epilepsy. In summary, we report an 
initial study of the role of autophagy in epilepsy-induced neuronal loss. 
 
 
PO-1586 

ASAH1 基因突变致脊髓性肌萎缩症伴进行性肌阵挛癫痫 1 例 
并文献复习 

 
李慧

1,2,杨志仙
1,钱萍

1,薛姣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张家界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一例脊髓性肌萎缩症伴进行性肌阵挛癫痫(SMA-PME)的临床及遗传学特征,并进行文献复

习。 
方法 对 2016 年 8 月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的一例 SMA-PME 患儿的临床及基因检测结果进

行分析。检索 CNKI､ 万方及 PubMed 数据库(建库起至 2016 年 10 月),对国内外 ASAH1 基因突变

病例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患儿,女,4 岁。1 岁 2 月能独立行走,之后缓慢出现进行性行走困难,3 岁 9 月时出现频繁身体抖

动甚至摔倒,偶有愣神表现。体格检查示身材矮小,下蹲及起立困难,Gower 征阳性。实验室检查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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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脑电图示背景活动慢化,大量广泛性放电,监测到数次不典型失神及肌阵挛发作;肌电图示神经源性

损害;头颅磁共振成像(MRI)正常。全外显子组基因测序结果示患儿携带 ASAH1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第 4 外显子 c. 256_c.257insA(p. T86Nfs*14)杂合移码突变和第 4 外显子 c. 125C>T(p. T42M)杂合

错义突变,该移码突变为国际上尚未报道的新突变,其父携带 c. 256_c.257insA 突变,其母携带 c. 
125C>T 突变。治疗上,丙戊酸钠及左乙拉西坦联合用药 4 个月后,患儿发作较前减少。患儿自起病

以来,运动功能进行性倒退,智力基本正常。文献检索共搜集到 6 篇(均为英文文献)10 例 ASAH1 基

因突变确诊病例,加上本例资料共 11 例进行汇总分析。所有病例均有肌无力及癫痫发作的表现,多以

肌无力起病(10/11),其次可出现震颤(7/11)､ 吞咽困难(5/11)､ 反复肺炎(4/11)等表现。所有病例脑

电图均示广泛性放电,其中 4 例背景活动慢化;肌电图(11/11)及肌肉活检(9/9)均提示神经源性异常;头
颅 MRI(4/11)存在小脑萎缩和/或脑室扩大异常。所有病例均进行了 ASAH1 基因突变检测,共发现 8
种不同的突变位点,其中 c. 125C>T 常见,均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所有病例早期发育里程碑基

本正常,病程中部分患儿认知损害不明显,文献报道时已有 4 例死亡(13 ~ 19 岁)。 
结论 SMA-PME 为一种少见的进行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由 ASAH1 基因突变所致,本例携带着一

个文献报道的 常见位点及一个未报道的移码突变位点,为中国首例 ASAH1 基因突变确诊病例。 
 
 
PO-1587 

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外周血中免疫球蛋白､ 补体､ 淋巴细胞亚群

的水平变化及意义 
 

郭向阳,王洁英,李宏艳,张晓侠,王娜娜,严晓华,马娟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探讨不同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外周血中免疫球蛋白(IgG､  IgA､  IgM､ IgE)､ 补体(C3､ C4)､
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 CD4+/CD8+)的水平变化。 
方法 2014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科住院患儿,符合标准的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采
用免疫比浊法及 HITACHI-706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免疫球蛋白(IgG､  IgA､  IgM､ IgE)､ 补体

(C3､ C4),流式细胞仪分析测定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 CD4+/CD8+)水平。 
结果 惊厥组各组外周血中 IgG､  IgA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1),且热惊厥组和癫痫组也有显著差

异(P<0.05);惊厥组各组外周血中补体 C3､ C4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1),且热惊厥组和癫痫组也

有显著差异(P<0.05);但惊厥组各组外周血中 IgM､ IgE 水平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且热惊厥

组和癫痫组也无显著差异(P>0.05);惊厥组各组外周血中 CD3+､ CD4+､ CD4+/CD8+水平均低于对

照组(P<0.01),且热惊厥组和癫痫组也有显著差异(P<0.05);惊厥组各组外周血中 CD8+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P<0.01),且热惊厥组和癫痫组也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有体液和细胞免疫功能的异常,提示惊厥的发生､ 发展与机体的免疫异常

有关。 
 
 
 
 
 
 
 
PO-1588 

Is it effective of topiramate for migraine prevention in 
patients less than 18 years of age?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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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Kai,Guo Yij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ffiliated ZhongDa Hospit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210009 
 
 

Objective Various medications are commonly used to prevent pediatric migraines, mainly based 
on evidence of success in adults’ research. Topiramate was approved down to the age of 12 
years for migraine prevention in children. In this meta-analysis, we aimed to assess the currently 
published data pertaining to the efficacy of topiramate for migraine prevention in patients less 
than 18 years of age.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MEDLINE,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inception to 
April 2017) fo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published in English. Two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s performed data extraction and quality evaluation by Cochrane collaboration’s tool. 
The data extracted were analyzed by Reviewer Manager 5.3.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four RCTs matched with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included,with an aggregate 
of 465 patients. Of these, 329 were in the topiramate group and 136 in the placebo group. This 
meta-analysis revealed that, compared with placebo, topiramate failure to decrease the numbers 
of≥50% relative reduction in headache frequency (n=465, RR=1.26, 95% CI=[0.94,1.67]; Z=1.55, 
P=0.12) and headache days (n=465, MD=-0.77, 95% CI=[-2.31,0.76], Z=0.99, P=0.32);but could 
reduce PedMIDAS score (n=205, MD=-9.02, 95% CI=[-17.34, -0.70], Z= 2.13, P=0.03). Higher 
rates of side effects or adverse events in topiramate group than placebo group has been 
observed in included trials. 
Conclusions Topiramate may not achieve a more effective clinical trial endpoint than placebo in 
the prevention of migraine in patients less than 18 years of age, and topiramate may have many 
side effects or adverse events in the included patients. 
 
 
PO-1589 

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的疗效观察 
及对患儿血清中 S100B 蛋白含量的影响 

 
郭燕军 冯日昇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应用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并观察其临床疗效,探讨患儿血清中 S100B 蛋白

含量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128 例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的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予

以加用重组人干扰素 α1b 肌注治疗,1µg/(Kg.次),1 次/d,疗程 3-5d,对照组予以常规治疗,观察两组治

疗效果及其不良反应,并检测血清中 S100B 蛋白含量,了解动态变化。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6.8%,对照组总有效率 92.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儿在

退热时间､ 意识恢复时间､ 头痛呕吐消失时间低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血清 S100B 蛋白含量随病情变化,急性期高于恢复期,在恢复期中,治疗组含量低于对照组,相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并能减轻脑损伤,无明显不良

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PO-1590 

中国儿童癫痫患者用药依从性现状和影响因素的系统评价 
 

杨春松,俞丹,张伶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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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系统评价国内儿童癫痫患者用药依从性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为儿童癫痫患者合理用药提供循证

医学证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国科技期刊全
文数据库(VIP)､ 万方数据库,全面收集国内有关儿童癫痫患者用药依从性现状和影响因素类文献。

针对依从性现状,采用单组率的 Meta 分析进行数据合并;针对依从性影响因素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

汇总分析。采用 Meta analyst 软件进行数据合并。 
结果 总共纳入 26 篇文献,共计患者 5580 例,样本量为 38-2000(中位数为 103)。目前国内儿童癫痫

患者服药依从率在 33%~88.1%,meta 分析结果显示,依从率为 0.62, 95%CI[0.56-0.68]。影响癫痫

患儿用药依从性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患者自身因素(比如:对于治疗有信心､ 对医生信任､ 担心不良

反应等)､ 药物因素(比如:疗效､ 不良反应､ 服药种类､ 取药困难､ 治疗方案复杂等)､ 家长因素(比
如:对癫痫的认知程度､ 子女个数)和环境因素(比如:医生叮嘱)。病程长短､ 癫痫类型､ 患者年龄､

家庭经济､ 家长文化程度和居住地对依从性的影响存在争议。 
结论 目前我国儿童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不高,影响依从性的因素较多,且部分因素存在争议。建议开

展大样本､ 长时间随访的研究,以更好地了解我国抗癫痫药物使用依从性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抗

癫痫药物的合理使用提供研究证据。 
 
 
PO-1591 

中国儿童癫痫患者用药依从性提高策略的系统评价 
 

俞丹,杨春松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系统评价国内儿童癫痫患者用药依从性的提高策略,为保障患者安全有效提供参考。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国科技期刊全
文数据库(VIP)､ 万方数据库,全面收集国内有关儿童癫痫患者用药依从性现状和影响因素类文献。

采用描述性方法对各种提高策略进行汇总分析。 
结果 针对依从性提高策略总共纳入 30 篇文献,其中 30%(9/30)为队列研究,60%(18/30)为随机对照

试验研究, 10%(3/30)为自身对照研究。共计患者 3704 例,样本量 小为 n=37, 大为 n=619,中位

样本为 n=84。研究对象包括 2005~2016 年间在全国各医院已确诊的门诊或住院癫痫患儿。依从性

干预措施包括教育干预(健康教育 n=13,有效)､ 患儿父母心理干预(n=1,有效)､ 护理干预(综合护理

干预 n=10,1 篇无效 9 篇有效)､ 行为干预(全程督导 n=2,有效;自理行为训练 n=1,有效)及其他干预

措施如电话随访等。 
结论 提高依从性的干预措施大致分为五类,教育干预､ 行为干预､ 心理干预能显著提高患儿用药依

从性,护理干预､ 定期复查干预措施对依从性的提高存在争议。 
 
 
 
 
 
 
 
PO-1592 

儿童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1 例报告 
 

郭志强,杨方,欧阳祖珍,单伟清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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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RESLES)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由各种病因引起的累及胼胝体压

部的临床影像综合征。其特点为 MRI 上可见胼胝体压部(SCC)的卵圆形､ 非强化病灶,一段时间后

可完全消失。本病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对因治疗后大多预后良好,一般不遗留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常引起的原因有感染､ 代谢混乱､ 高原性脑水肿､ 癫痫发作和抗癫痫药的使用等。感染引起的

RESLES 常见于儿童和青壮年。临床上主要为脑炎或脑病的表现,大多数症状较轻。病原体以病毒

为主, 常见的是流感病毒,其他如轮状病毒､ 麻疹病毒､ 疱疹病毒-6､ EB 病毒､ 水痘-带状疱疹病

毒､ 流行性腮腺炎病毒､ 腺病毒等也都可以引发 RESLES。国内儿童 RESLES 较少有报道。本院

2017-2-18 收治一例患儿轮状病毒性肠炎引起的 RESLES。患儿因“发热､ 呕吐 2 天,抽搐 1 次”入
院。入院查体:体温:37.0℃,呼吸:32 次/分 脉搏:114 次/分,神清,精神可,发育正常,无明显脱水症,全身

皮肤粘膜无黄染,未见皮疹及皮下出血点,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颈软,无抵抗,气管居中,双肺未闻及

干､ 湿性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肝脾不大。关节无红肿､ 畸

形。四肢肌张力正常,双下肢无浮肿。生理反射存在,未引出病理反射。检查结果:生化: 丙氨酸氨基

转换酶(ALT):35U/L､  门冬氨酸氨基转换酶(AST):69U/L､  钙(CA):2.78mmol/L､  肌酸激酶

(CK):108U/L､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98U/L､  总二氧化碳(CO2):16.8mmol/L､  肌酐

(CREA):27umol/L､  葡萄糖(GLU):2.75mmol/L､  钾(K):4.39mmol/L､  乳酸脱氢酶(LDH):400U/L､  
钠(Na):129.5mmol/L;甲型流感病毒:阴性､  乙型流感病毒:阴性;(2017-2-19):轮状病毒:阳性(+);粪便

常规未见异常。脑脊液检查无异常,头颅 MRI 结果示:考虑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脑电图:未见明显

异常。入院治疗予抗病毒,纠酸､ 补充电解质等对症支持治疗。症状改善,一周治愈出院。出院 4 周

后复查头颅 MRI 结果示:胼胝体压部病变已消失。 
 
 
PO-1593 

西罗莫司治疗儿童结节性硬化症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刘莉,刘晓鸣,岳璇,陈娇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目的 研究西罗莫司对儿童 TSC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采用治疗前后及治疗后自身对照研究方法,收集徐州市儿童医院神经科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02 月就诊的 23 例 TSC 患儿的病例资料,根据临床表现分为药物难控制癫痫组 16 例,颅内结节组

23 例,面部血管纤维瘤组 20 例,予西罗莫司(用量 1-1.5mg/m2/d)口服治疗,治疗后 12周､ 24周､ 36
周､ 48周监测癫痫发作､ 颅内结节及面部血管纤维瘤控制率;并监测常规实验室检查 
结果 ①与西罗莫司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12 周药物难控制癫痫组 TSC 患儿癫痫发作明显减

少,P<0.01。西罗莫司治疗后 12周､ 24周､ 48 周癫痫控制率(%)分别为 29.413±16.077､
47.844±12.523､ 86.413±13.056,随治疗时间延长,控制率升高,P<0.01。②西罗莫司治疗后 12 周颅

内结节无明显变化,P﹥0.05,治疗后 24 周颅内结节较治疗前缩小,P<0.05,治疗后 12周､ 24周､ 48
周癫痫控制率(%)分别为 0.012±0.136､ 0.230±0.146､ 0.304±0.153,随治疗时间延长,结节控制率升

高,P<0.05。③西罗莫司治疗后 12 周血管纤维瘤较治疗前明显减少,P<0.01,治疗 12周､ 24周､ 48
周后面部血管纤维瘤控制率(%)分别为 24.734±6.917､ 44.596±10.805､ 78.27±11.24,随治疗时间

延长,瘤体控制率升高,P<0.01。④西罗莫司治疗 12周､ 24周､ 36周､ 48周复查血常规､ 肝肾功

､ 电解质､ 血脂､ 血压未见异常。 
结论 西罗莫司治疗儿童 TSC合并药物难治性癫痫､ 面部血管纤维瘤及颅内结节,临床效果明显;随
西罗莫司治疗时间延长,癫痫发作､ 面部血管纤维瘤及颅内结节控制率增加;西罗莫司应用于 TSC 患

儿临床治疗,不良反应少,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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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94 

头皮脑电高频振荡在婴幼儿难治性癫痫中的定位价值 
 

高在芬
1,罗俊霞

1,胡万冬
1,陈叶红

1,陈传美
1,周文静

1,2 
1.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癫痫中心(北京 100049) 
 
 

目的 分析头皮脑电 HFOs 的出现部位与影像及临床表现的一致关系,探讨 HFOs 对难治性癫痫致痫

灶的定位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 12 例脑电图捕捉到 HFOs 的难治性癫痫病例,通过高

采样率的头皮脑电图捕捉脑电活动中的 HFOs(80Hz-500Hz),根据影像学检查结果和 HFOs 出现部

位的一致性,将其分为有病灶组(A 组,影像学上有和 HFOs 出现部位相一致的病灶)和无病灶组(B 组,
影像学上没有和 HFOs 出现部位相一致的病灶),计算病灶组所占比例,随访 3 月至 6 月,比较 A､ B 两

组治疗及预后情况。 
结果 有病灶的患者占的比例为 75%(9/12 例),无病灶的患者占的比例为 25%(3/12 例),2 组病例数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 例手术联合药物治疗患儿未再发作,单纯药物治疗者发作控制情况

较差。 
结论 通过提高头皮脑电图采样率,可以捕捉到 HFOs,HFOs 与患者的致痫灶有密切的关系,HFOs 联

合影像学检查能提高致痫灶定位的准确性,手术联合药物治疗可有效控制癫痫发作。 
 
 
PO-1595 

儿童眼睑肌阵挛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临床和脑电图特点 
 

罗俊霞
1,高在芬

1, 陈叶红
1,胡万冬

1,陈传美
1,亓芳

1,孙若鹏
1,2 

1.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儿科医疗中心(济南 250000) 

 
 

目的 探讨儿童眼睑肌阵挛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的临床和脑电图特点､ 治疗以及预后。 
方法  对 3 例眼睑肌阵挛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患者的临床和视频脑电资料以及对抗癫痫药物治疗

反应进行观察分析。 
结果 3 例患者为女性多于男性(1 男 2 女),发作时临床表现为精神错乱､ 烦躁不安､ 挤眉弄眼､ 眼球

频繁向上滚动等,视频脑电图示广泛性 3-6Hz 棘慢综合波或多棘慢综合波,以前额､ 额､ 前颞为著,闪
光刺激后可见患者眼睑节律性眨动。 
结论 眼睑肌阵挛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由于其发作时症状复杂多样不易发现,常导致漏诊､ 误诊,详
细询问病史并及时进行视频脑电图检查以及进行诊断性用药对确诊具有极其重要价值。地西泮能够

有效改善发作时临床表现和脑电图特征,抗癫痫药物疗效较好。 
 
 
 
 
PO-1596 

Aicardi-Goutières 综合征一例报道 
 

胡万冬,高在芬,罗俊霞,陈叶红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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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 Aicardi-Goutières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辅助检查的重要性,做到早诊断､ 早治疗,提高患儿

生活质量。 
方法 收集 Aicardi-Goutières 综合征一例患儿的临床治疗,整理､ 分析､ 查阅文献。 
结果 患儿,女,胼胝体完全缺如,右侧额叶多小脑回畸形伴灰质异位,眼底检查右侧视乳头呈灰白色周

围有散在大小白斑,新生儿期起病,难以控制的痉挛发作,左右半球的分离脑电图,CASR 基因杂合突变

(与其父相同),各项临床表现均支持此症。 
结论 Aicardi-Goutières 综合征预后不良,各种抗癫痫药物效果较差,癫痫发作难以控制,经过严格术前

评估,可以尝试外科手术治疗,减少癫痫发作次数,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PO-1597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预后因素分析:前瞻性队列研究 
 

杨赛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究儿童抗 NMDA(Anti-N-Methyl-D-Aspartate)受体脑炎的临床表现及其治疗策略对其预后的

影响,并为临床上治疗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的二线药物(利妥昔单抗等)的应用提供科学证据。 
方法   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收集脑脊液 NMDA 受体抗体阳性

患儿的资料,共计 42 例。前瞻性收集患儿基线资料(年龄､ 性别､ 父母教育程度等),评估患儿临床表

现(是否昏迷､ 惊厥等)､ 体格检查结果(道格拉斯评分等)及辅助检查结果(脑电图､ 头部 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脑脊液检查等)。对患儿首先采用一线治疗手段(糖皮质激素,免疫

球蛋白,血浆置换),并予以基础支持治疗。连续使用五天,若症状未改善,加用二线治疗药物(利妥昔单

抗)。分别于出院第 3 月及 1 年进行随访。随访结果根据利物浦评分(Liverpool Outcome Score, 
Author: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Brain Infections Group, Published: 2006),将其分为预后佳(利物浦

评分≥4 分)及预后差(利物浦评分≤3 分)。分别运用 Chi-Square 或 Fisher Exact 检验及多因素

logistics 逐步回归模型分析各临床表现及其治疗策略与预后之间的关联。 
结果     42 名患儿中,男性 20(47.6%)名,女性 22(52.4%)名。其平均年龄为 7.1 岁(±标准差 3.2 岁)。
其中,8(19.1%)名患者对一线治疗药物不敏感,均加用二线治疗药物利妥昔单抗。20(47.6%)名患儿

获得了较好的预后,而 22(52.4%)名患儿预后不佳。单因素分析中,临床表现出现幻觉(P=0.0031),昏
迷(P=0.0006),入院时道格拉斯评分低于 12 分(P=0.0064),MRI 提示脑实质损伤(P=0.0448)及应用利

妥昔单抗治疗(P= 0.0038)与预后不佳相关。根据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模型分析, 出现幻觉(Odds 
Ratio (OR)= 37.351, Confidence Interval (CI)= 3.171-439.904, P= 0.004)和 MRI 提示脑实质损伤

(OR= 15.217, CI=1.6-24, P= 0.0162)与预后不佳相关。 
结论  儿童抗 NMDA 脑炎的预后与其临床表现是否出现幻觉与 MRI 是否提示脑实质损伤相关。本

研究中,一线药物治疗失败后再使用二线治疗药物的患儿预后不佳。今后的研究可着重于通过随机

对照试验分析二线治疗药物的效力和研究二线治疗药物的应用指征和时间。通过患儿的临床表现和

辅助检查的严重程度,灵活的把握应用二线药物的时间,而不必等待至一线药物治疗不佳后再应用。 
 
 
 
 
PO-1598 

88 例明确病原菌小儿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分析 
 

张佳
1,蒋莉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儿科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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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庆市儿童发育重大疾病诊治与预防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目的  探讨不同病原菌所致化脓性脑膜炎(化脑)临床表现､ 实验室/影像学检查､ 抗生素疗效及预后

的差异,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8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88 例明确病原菌化脑患儿的

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不同病原菌所致化脑患儿在年龄､ 住院时间,外周血白细胞数目､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血小

板计数,脑脊液潘氏试验､ 有核细胞数､ 糖和蛋白定量,早期合并脑积水/硬膜下积液之间存在差异,化
脑早期合并脑积水/硬膜下积液与住院时间延长明显相关(P=0.000)。(2)死亡率 28.3%,并发症发生

率 30.3%。(3)细菌耐药情况:肺炎链球菌､ 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敏感,对青霉素耐药率分别为 94%､
77%;大肠埃希菌对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敏感,对头孢噻肟的耐药率为 68%,对头孢吡肟耐药率为

50%;G¯杆菌仅对莫西沙星敏感,对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耐药率均为 30%。(4)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

均显示化脑预后与降钙素原､ 头颅影像学异常相关(P 值分别是 0.005､ 0.01),与年龄､ 有无惊厥发

生､ 意识障碍､ 脑电图异常无关。 
结论 (1)不同病原菌所致化脑在外周血与脑脊液实验室检查上存在一定差异。(2)各病原菌所致化脑

细菌耐药明显,病死率及并发症发生率高。(3)住院时间延长与早期合并脑积水/硬膜下积液相关。化

脑预后与降钙素原增高､ 广泛脑水肿/脑积水/硬膜下积液存在相关性。 
 
 
PO-1599 

细菌性脑膜炎､ 病毒性脑炎患儿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9､ 降钙素

原､ C 反应蛋白差异及其临床价值探讨 
 

孙裕平,马少春,蒋艳,张玉英,杨柳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观察细菌性脑膜炎､ 病毒性脑炎患儿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9､ 降钙素原､ C 反应蛋白的水平差

异及其相关性,探讨其对细菌性脑膜炎､ 病毒性脑炎的临床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细菌性脑膜炎患儿 23 例(细菌组),病毒性脑(膜)炎患儿 40 例(病毒组)作为研究对象,非感染

性无热惊厥患儿 2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双抗体夹心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 MMP-9
水平,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PCT 浓度,CRP 水平测定应用免疫比浊法。 
结果 细菌组患儿血清 PCT､ MMP-9､ CRP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病毒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1);病毒组 MMP-9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病毒组 PCT､
CRP 较对照组无明显升高(均 P>0.05)。细菌组患儿血清 PCT 异常升高率高于 MMP-
9(χ2=5.58,P=0.022)及 CRP( χ2=5.29,P=0.029),MMP-9 异常升高率与 CRP 比较无明显差异

(χ2=0.65,P=0.35);病毒组患儿 MMP-9 异常升高率高于 PCT,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35.25,P=0.000),也明显高于 CRP(χ2=23.31,P=0.000),PCT 与 CRP 比较无明显差异

(χ2=2.54,P=0.099);两组间比较,细菌组患儿血清 PCT､ MMP-9､ CRP 异常升高率均明显高于病毒

组(均 P<0.01)。经直线相关分析,细菌组血清 PCT､ MMP-9､ CRP 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

(r=0.694,0.587,0.522,均 P<0.01);病毒组血清 PCT､ MMP-9､ CRP 相互间无相关性

(r=0.085,0.046,0.074,均 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MMP-9､ PCT 及 CRP血清浓度对细菌性脑膜炎､ 病毒性脑炎的诊断､ 鉴别诊

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O-1600 

RNA 干扰调控 Lingo-1 表达对惊厥持续状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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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熟脑和成熟脑海马髓鞘及轴突生长的影响 
 

宋晓洁,蒋莉,何蓉,韩慰,程莉,陈恒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惊厥持续状态(SC)后癫痫形成过程中大鼠海马髓鞘及轴突变化,以及未成熟脑和成熟脑变

化的差异;RNA 干扰调控 Lingo-1 表达调节 NG2 细胞分化对惊厥所致髓鞘和轴突损害的影响 
方法 1､ 将 16 天及 55 天龄雄性 SD 大鼠分别分为未干预组不予任何处理,抑制 Lingo-1 表达慢病毒

(LV)组､ 促进 Lingo-1 表达慢病毒(OLV)组以及阴性对照病毒(NC)组,分别予等剂量抑制或促进

Lingo-1表达慢病毒､ 阴性对照病毒侧脑室注射。至 21 天及 60 天龄时将各组分别分为两个亚组,一
个亚组不予处理为对照组,另一个亚组予以氯化锂-匹罗卡品腹腔注射诱导建立 SC 模型作为 SC
组。2､ 电镜观察 SC 后海马髓鞘变化情况。3､ Western blot 检测髓鞘碱性蛋白(MBP)､ 髓鞘相关
抑制蛋白(NogoA､ OMgp､ MAG)表达情况。4､ Timm 染色了解幼年组 SC 后苔藓纤维芽生情况。 
结果 1､ 电镜结果:①髓鞘结构:未干预 SC 组髓鞘自急性期即受损并持续至慢性期。NC 干预对髓鞘

变化无明显影响,LV 干预能改善 SC 所致髓鞘损害,而 OLV 干预未缓解或将加重髓鞘损害。②髓鞘

厚度:测量 SC 后 20天､ 60 天及同龄对照海马髓鞘厚度,未干预组及 NC 组 SC 后髓鞘厚度均较同龄

对照组减小(p<0.001),且 NC 干预对髓鞘厚度无明显影响。LV 干预对照组及 SC 组髓鞘厚度均显著

增加(p<0.05)。OLV 干预对照组髓鞘厚度显著减小(p<0.05),而 SC 组髓鞘厚度较未干预 SC 组无显

著组差异。2､ Western blot 结果:①MBP:未干预组海马 MBP 表达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至成年后维

持稳定,SC 后各时段 MBP 表达均较同龄对照组减少(p<0.0001),且 SC 后幼年期 MBP 表达逐渐增加

但均低于正常,成年组呈持续减少;NC 干预对 MBP 表达变化无明显影响;LV 或 OLV 干预能显著增加

或减少幼年及成年期对照组和 SC 组各个时期的 MBP 表达(p<0.05),且均能改变 MBP 表达随年龄变

化的趋势。②NogoA､ OMgp､ MAG:未干预组 SC 后不同时段幼年及成年期三类蛋白较同龄对照

组均有不同变化,且变化趋势及程度各不相同;NC 干预对各蛋白表达变化无明显影响;LV 及 OLV 干

预后均对各个蛋白表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3､ Timm 染色:幼年期未干预及 OLV 干预组 SC 后

20 天及 60 天海马 CA3､ DG 区出现明显的苔藓纤维芽生,而 LV 干预后能够减少 SC 后苔藓纤维芽

生。 
结论 SC 后未成熟脑及成熟脑海马均出现髓鞘和轴突损害,且癫痫形成过程中成熟脑髓鞘损害逐步加

重,而未成熟脑虽能维持一定程度的髓鞘化进程,但髓鞘损害未能恢复至正常,且苔藓纤维芽生逐渐增

加。Lingo-1 信号通路激活可能是引起 SC 后髓鞘和轴突损害的主要病理机制,抑制 Lingo-1 表达能

促进 NG2 细胞分化､ 神经突生长,改善 SC 所致髓鞘及轴突损害。 
 
 
 
 
 
 
 
 
PO-1601 

伴和不伴头颅磁共振异常的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

的对比研究 
 

张建昭,杨健,郑萍,陈倩,谢丽娜,姬辛娜,仪晓立,任海涛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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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我院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诊治的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儿

的临床特征,对头颅 MRI 异常和正常的患儿进行对比研究。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诊治的抗 NMDAR 脑炎患儿 33 例的

临床特点,并比较头颅 MRI异常和正常患儿之间临床特点､ 辅助检查､ 治疗及预后的差异。 
结果 符合抗 NMDAR 脑炎诊断标准的患儿共 33 例,男性 15 例(45.5%),女性 18 例(54.5%),年龄分布

在 2 岁~16 岁,平均年龄 7.69±4.02 岁;临床症状方面,按照首发症状的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癫痫发

作 20 例(60.6%)､ 不自主运动 20 例(60.6%)､ 言语障碍 18 例(54.5%)､ 精神行为异常 17 例(51.5%)
､ 意识障碍 10 例(30.3%)､ 记忆力下降 8 例(24.2%)､ 瘫痪 5 例(15.2%)､ 中枢性通气障碍 1 例

(3%)。血清 NMDAR 抗体阳性 29 例(87.9%),脑脊液阳性 33 例(100%),脑脊液白细胞升高患儿 15
例(45.5%),脑脊液蛋白升高 3 例(9.1%),脑脊液寡克隆阳性 29 例(87.8%),脑脊液糖和氯化物均正

常。血清病原学方面:ECHO 病毒阳性 2例､ COX 病毒阳性 3例､ 甲型流感病毒阳性 2例､ 乙型流
感病毒阳性 1例､ 肺炎支原体抗体阳性 3例､ EB 病毒阳性 1 例。脑脊液相关病原学检查未见异

常。脑电图异常(癫痫波或慢波或合并存在)患儿 24 例(72.7%)。仅有一例因呼吸衰竭入住重症监护

病房治疗。一例患儿因视力障碍查脑脊液抗 NMDAR 抗体滴度为弱阳性,经免疫治疗好转,但不明显,
随诊过程中发现蝶鞍区生殖细胞瘤。其余病例均未见肿瘤。头颅 MRI 异常的患儿为 13 例

(39.4%)。13 例患儿的头颅 MRI 脑内病灶表现为 T1WI 低信号或等信号,同时 T2WI 及 T2-FLAIR 上

表现为高信号,其中 2 例存在脑膜强化。病灶的分布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颞叶 5 例(35.7%),额叶 3
例(21.4%),基底节 3 例(21.4%),顶叶 2 例(14.3%),枕叶 2 例(14.3%),脑干 2 例(14.3%),丘脑 1 例

(7.1%),小脑 1 例(7.1%)。其中以灰质病变为主者 5 例(38.4%)､ 白质病变为主者 8 例(61.6%)。通

过比较发现,头颅 MRI异常患儿的前驱感染比例､ 意识障碍比例､ 前期脑炎好转后再次加重患儿比

例､ Glasgow 严重评分严重程度､ 脑脊液白细胞升高者比例､ 应用二线药物患儿比例均高于正常头

颅 MRI 患儿,上述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正常头颅 MRI 异常的患儿比较,头颅 MRI 异常的抗 NMDAR 脑炎患儿存在某些临床特征的

差异,这种差异对于病情的判断和诊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O-1602 

盐酸法舒地尔对幼年 SD 大鼠惊厥持续状态所致脑损伤的影响 
 

宋晓洁,蒋莉,何蓉,韩慰,程莉,李天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Rho 激酶(Rho kinase,ROCK)拮抗剂盐酸法舒地尔(Fasudil hydrochloride,FH)对幼年 SD
大鼠惊厥持续状态(SC)所致脑损伤的影响。 
方法 1､ 选取 21 天龄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N)､ SC 模型组(SC)､ SC 后 1 天 FH 干预组

(SC1FH)､ SC 后 5 天 FH 干预组(SC5FH)。使用氯化锂-皮罗卡品腹腔注射诱导 SC,对照组予以等

剂量生理盐水腹腔注射。分别于 SC 后急性期(1 天)､ 潜伏期(5 天)予以盐酸法舒地尔治疗组大鼠侧

脑室注射盐酸法舒地尔。2､ SC 后 20 天进行 Morris 水迷宫测试,统计分析各组大鼠在定向航行实

验中寻台潜伏期,探查实验中靶象限游泳时间及穿越平台次数。测试结束后留取脑组织标本。3､ 免
疫荧光观察 SC 后海马神经元(Neun)表达情况。4､ Western blot 检测大鼠海马蛋白(MBP､ NogoA
､ OMgp 及 SYP)表达变化情况。 
结果 1､ Morris 水迷宫结果:与 N 组相比,SC 组大鼠寻台潜伏期明显延长,探查期靶象限游泳时间及

穿越平台次数减少(p<0.05);SC1FH 组和 SC5FH 组大鼠寻台潜伏期缩短､ 靶象限游泳时间及穿越

平台次数增加(p<0.05),且 SC5FH 组似改善更明显(p≥0.05)。2､ 免疫荧光检测 Neun:与 N 组相

比,SC 组海马 DG､ CA3､ CA1 区表达 Neun 细胞排列紊乱,且 CA3 区表达减少;SC1FH 组和

SC5FH 组 Neun 表达有所改善,且 SC5FH 组改善更明显。3､ western blot:①MBP:SC 组较 N 组

MBP 表达明显减少(p<0.05),但 FH 干预后 MBP 表达增加(p<0.05),但 SC1FH 组和 SC5FH 组 M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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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无明显差异(p≥0.05)。②NogoA:SC 组较 N 组 NogoA 表达减少(p<0.05),FH 干预后 NogoA 表

达接近正常,但 SC1FH 组和 SC5FH 组表达无明显差异。③OMgp:SC 组较 N 组表达增加

(p<0.05),FH 干预后 OMgp 表达接近正常水平,但 SC1FH 组和 SC5FH 组表达无明显差异(p≥
0.05)。④SYP:SC 组较 N 组 SYP 表达增加(p<0.05),FH 干预后 OMgp 表达接近正常水平,但
SC1FH 组和 SC5FH 组 SYP 表达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SC 后幼年 SD 大鼠神经环路中有髓神经纤维髓鞘受损,轴突生长及突触数目发生变化,且空间

学习记忆功能受损。于 SC 后急性期及潜伏期予以 FH 干预能够改善大鼠 SC 所致髓鞘､ 轴突及突

触损害,同时能够改善 SC 后认知功能障碍。FH 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惊厥性脑损伤的备选药物。 
 
 
PO-1603 

1 例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观察与护理 
 

吴春丽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探讨 1 例护理干预及康复训练对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包括病情观察､ 管路的护理､ 基础护理､ 营养的供给､ 用药护理等改善预后,针对患儿存在的

肌力减低,语言功能障碍､ 吞咽功能障碍,神经感觉异常介入康复治疗,如吞咽功能的直接治疗和间接

治疗､ 感觉刺激吞咽反射的调整､ 与吞咽有关的肌力训练､ 代偿性吞咽策略､ 改变食物性质､ 进食

环境及进食姿势以改善吞咽障碍,提高吞咽功能,及对关节进行运动疗法､ 作业疗法,促进小关节及肌

力的恢复。 
结果 患儿生命体征逐渐平稳,吞咽功能恢复正常,但仍留有反应迟钝,肌力减低等症状。需要继续康复

训练。 
结论 综合性的康复方案具有更好的康复疗效。对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及对其功能的恢复､ 提高

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能够达到明显改善患儿的预后,提高患儿的生命质量的目的,值得推广。 
 
 
PO-1604 

多药耐药基因与癫痫相关性研究新进展(综述) 
 

殷小静
2,1,高丽

1,李岩
1,齐晖

1,张君
2,李俊龙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新乡医学院 
 
 

目的 癫痫是 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障碍性疾病之一,其在儿童中的发病率约为 0.5-1.0%,影响着世界

上数百万的孩子和青壮年
【1】

。目前癫痫的治疗仍以口服抗癫痫药物(AEDs)为主,随着新型 AEDs 不

断应用于临床,尽管大多数患儿癫痫发作可以用一种或者两种抗癫痫药控制,但仍有三分之一的患儿

即便应用多种药物正规治疗临床发作仍难以控制, 终发展成耐药性癫痫,即难治性癫痫,对患儿自身

和家庭带来很大的灾难
【2】

。影响 AEDs 疗效的因素多种多样,有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酶的活性､

遗传因素､ 基因､ 疾病本身的因素等等。既往研究表明,AEDs在体内吸收､ 转运､ 生物转化､ 与靶

位受体结合等过程中均与基因调控息息相关,相关基因变化可能使机体对 AEDs 敏感性产生影响
【3-

4】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多药耐药机制在癫痫耐药机制逐渐被提出,多药转运蛋白学说也应运而

生,认为难治性癫痫患者脑组织病灶区域存在 MRD1 表达上调,编码产物 P-gp 表达增高,使病灶区域

脑细胞内 AEDs 浓度降低,导致耐药
【5】

。MDR1 的表达产物 P-gp 可使达到或进入细胞内的多种药

物泵出,交叉抵抗结构和作用机制不相关的亲脂性药物,使细胞内药物浓度下降,进而产生耐药
【6】

。

因多数 AEDs 的为亲脂性药物,是 P-gp 底物
【7】,使 AEDs 治疗癫痫耐药成为可能。有关发病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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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层次不穷,有人将其概括为 3 点:第一,药物无法到达作用的靶点;第二,药物作用靶点的改变;第三,
药物与真正靶点“失之交臂”。目前,虽然很多新型的 AEDs､ 生酮饮食､ 迷走神经刺激器､ 手术等方

法的广泛应用,但仍有部分癫痫患儿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通过对癫痫多药耐药机制的研究,找出应用

基因或药物靶向治疗方案,是否改善这种现象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PO-1605 

神经元移行障碍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齐晖
1,高丽

1,李岩
1,范宏业

1,杨柳
1,曹睿明

1,殷小静
1,李俊龙

2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解放军第 153 中心医院 
 
 

目的 本文就大脑皮质发育畸形(MCD)的发生机制､ 易感基因进行阐述,为 MCD 后期研究提供参考

依据。 
方法 本文将总结不同类型的 MCD 相关基因,同时对于突变基因如何干涉磷酸肌醇 3 激酶(PI3K)/蛋
白激酶 B(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 
信号通路,神经细胞生长､ 迁移过程中细胞骨架组装发生畸变过程进行阐述。根据皮质发育畸形发

病机制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mTOR 通路学说和微管蛋白通路学说。 
结果 1､ 在体内和体外的研究中发现,突变的 mTOR 信号通路的细胞网络功能通过 mTOR 作为共同

信号节点,而对于突变引起的结构和功能改变､ 神经元过度兴奋都可以被 mTOR 信号通路抑制剂雷

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抑制。 
2､ PI3K 基因突变导致 mTOR 信号通路下游级联活化信号增强,越来越多的的活体研究表明 mTOR
信号通路激活可能导致异常的细胞生长､ 迁移､ 极化和新陈代谢过程,在半侧巨脑症和巨脑症患者

中表现为形成杂乱无序的畸形皮层。 
3､ 研究中发现由于 TSC1､ TSC2 基因突变,抑制调节功能丧失使 mTOR 信号通路超活化,导致细胞

肥大､ 形态异常,损害细胞移行和细胞极性的形成。 
4､ 细胞骨架系统虽然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级联信号通路,却是一系列复杂动态的蛋白质亚基集合,根
据信号提示进行组装和拆卸,进而保证细胞正常移行,极化和胞质运输过程。当细胞骨架基因发生突

变时神经元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严重的皮质发育畸形和癫痫发作。 
结论 对于复杂的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的了解使我们对于雷帕霉素及其化合物治疗难治性癫

痫的原理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和识别少数体细胞突变能力的增加,使皮

质发育畸形的信号级联基因突变表达谱也随之增加。未来研究需要确定突变基因与癫痫发作之间的

联系,以便于发展更多的精准治疗策略。 
 
 
 
 
 
 
PO-1606 

儿童睡眠癫痫性电持续状治疗的 Mate 分析 
 

车超,李保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评估 ESES 各种治疗方案的有效性,确定不同治疗方案对 ESES 的治疗价值,为
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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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 Ebsco 数据库,Elsevier sciencedirect 数据库,Medline 数据库,Pubmeb 数据

库,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维普数据库( VIP)､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 CBM)来进行文献的检索工作。合并各纳入研究治疗的有效率来实现对 ESES 疾病治疗方法

有效性的评定。文章中各研究间的异质性分析主要是通过 Q 检验以及 I2统计量来表示,如果各个研

究间的异质性比较大,则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random effects model, REM)合并其有效率,反之则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 fixed effects model, FEM)来合并统计量。发表偏倚通过漏斗图检测,数据分析应

用 Stata 13.0 来完成。 
结果 本文涉及 ESES 治疗的三种治疗方案,即抗癫痫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和生酮饮食,均存在临床的

有效性;3 种治疗方案中,生酮饮食的临床有效性 低,这可能与文献的录入数量太少有关系;手术和抗

癫痫药物相比,临床有效性相对较高的是手术治疗。 
结论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生酮饮食的临床有效性 低,手术治疗和抗癫痫药物治疗的临床有效性相比,
手术治疗的有效性相对较高。 
 
 
PO-1607 

针刺联合穴位注射对重症病毒性脑炎 
昏迷患儿促醒作用的临床研究 

 
王艳丽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针刺联合穴位注射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的促醒作用 
方法 将 90 例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随机分为治疗 A 组､ 治疗 B 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3 组均给

予抗病毒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 A 组在昏迷初期(≤3 天)加用针刺及穴位注射,治疗 B 组在病情稳定

后加用。共有 78 例纳入 终统计学分析。 
结果 连续治疗 28 天后,3 组 GC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且治疗 A 组､ 治疗 B 组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 A 组更高于治疗 B 组(P<0.05)。治疗后 3 组清醒率比较,治疗 A 组､ 治疗

B 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且治疗 A 组更高于治疗 B 组(P<0.05) r-fareast; mso-hansi-theme-
font:minor-fareast;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ansi-language: EN-US;mso-fareast-
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3 天)加用针刺及穴位注射,治疗 B 组在病情稳定后加

用。共有 78 例纳入 终统计学分析。 
结论 早期应用针刺联合穴位注射干预可提高重症病毒性脑炎昏迷患儿的 GCS 评分,对重症病毒性脑

炎昏迷患儿有促醒作用,且早期介入效果更好。 
ng=EN-US>P<0.05),治疗 A 组更高于治疗 B 组(P<0.05)。治疗后 3 组清醒率比较,治疗 A 组､ 治疗

B 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且治疗 A 组更高于治疗 B 组(P<0.05) r-fareast; mso-hansi-theme-
font:minor-fareast;mso-bidi-font-family:宋体;mso-ansi-language: EN-US;mso-fareast-
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3 天)加用针刺及穴位注射,治疗 B 组在病情稳定后加

用。共有 78 例纳入 终统计学分析。 
 
PO-1608 

儿童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影像学异常的一年随访研究 
 

徐敏
1,汤继宏

2 
1.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盐城医院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ADEM)神经影像学异常恢复情况,以提高 ADEM 影像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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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 52 例 ADEM 患

儿的神经影像学特点及一年的神经影像学随访情况,总结 ADEM 神经影像学异常的恢复情况。 
结果 52 例 ADEM 患儿中,有 37 例患儿行头部 CT 检查,21 例正常,16 例异常表现为片状低密度影。

头颅磁共振(MRI)颅内病灶表现为 T1加权像呈等､ 低混合信号,T2 加权像及 Flair 像呈高信号,MRI
的异常变化在 T2 加权像及 Flair 像上更清楚;颅内病灶呈现多发､ 不对称的斑片状或大片状信号影,
颅内病灶部位为:大脑半球皮层下白质受累 33 例(63.46%)､ 丘脑 20 例(38.46%)､ 基底节 18 例

(34.62%)､ 侧脑室周围白质区 16 例(30.77%)､ 半卵圆中心 15 例(28.85%)､ 脑干 6 例(11.54%)､
小脑半球 4 例(7.69%)､ 大脑脚 3 例(5.77%)。在一年的随访头颅 MRI 过程中,发病 1 个月时所有患

儿 MRI 显示病灶较前缩小,颅内多发病灶完全消失 14 例(14/52,26.92%);发病 3 个月时病灶完全消

失 25 例(25/52,48.08%);发病 6 个月时病灶完全消失 35 例(35/52,67.31%);发病 9 个月时病灶完全

消失 42 例(42/52,80.77%);发病一年时病灶完全消失 48 例(48/52,),尚有 4 例(4/52,7.69%)有后遗病

灶。 
结论 头颅 MRI 是 ADEM 辅助检查中 有价值的检查手段,在一年的头颅 MRI 随访过程中,1 个月时

､ 3个月时､ 6个月时､ 9个月时､ 12 个月时病灶完全消失病例分别达 26.92%､ 48.08%､ 67.31%
､ 80.77%､ 92.31%,说明 ADEM 头颅 MRI 颅内病变随时间推移而吸收良好。 
 
 
PO-1609 

进行性空泡脑白质病 4 例临床及遗传学分析并文献复习 
 

任长红,方方,程华,丁昌红,陈春红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进行性空泡脑白质病(PCL)患儿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探讨进行性空泡脑白质病(PCL)患
儿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 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2015 至 2016 年临床诊断的 4 例 PCL 患儿的资料

进行总结,并通过关键词“脑白质病””“NDUFV1”或“NDUFS1”“leukoencephalopathy”对中文期刊全文

数据库､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建库至 2016 年 8 月)进行检索,选取临床资

料完整的病例,对其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本组 4 例患儿中女 3 例,男 1 例,其中 2 例为同胞姐弟,起病年龄 6 月龄至 1 岁 3 月龄,4 例均以

运动倒退为首发症状,起病前发育里程碑大致正常,3 例合并认知损害,1 例合并癫痫,4 例均存在肌张

力不全合并锥体束损害,2 例体型消瘦,1 例有眼球震颤。4 例血乳酸正常,1 例尿有机酸分析乳酸尿。

头颅磁共振成像(MRI)均提示双侧大脑半球白质广泛对称性异常信号,累及胼胝体,合并空泡样变。随

访至 2~13 岁,运动､ 语言发育均较前进步。遗传学分析提示 3 例为 NDUFS1 突变,1 例 NDUFV1 突

变,共 6 种突变(R377C､ R377H､ R518fs､ T368P､ Y454X､ D565G),均为未报道新突变。文献检

索共收集 5 篇英文文献,报道 10 例患儿,加上本组 4 例,共 14 例。14 例患儿均以运动倒退为首发症

状,认知损害及肌张力障碍各 11 例,锥体束征阳性 6 例,烦躁哭闹 5 例,癫痫､ 眼球震颤各 4 例,斜视､

吞咽困难各 3 例。头颅 MRI 均表现为弥漫性脑白质异常信号,伴空泡样变,胼胝体受累,随访至 1 岁 7
月龄~15 岁,患儿神经系统功能均有缓慢进步。 
结论 PCL 是一种罕见的遗传代谢性疾病,对有 PCL 临床及影像学特点的病例,可首先进行 NDUFS1
及 NDUFV1 基因突变筛查。 
 
 
PO-1610 

高龄孕产对子代认知功能及情绪的影响研究 
 

韩慰,蒋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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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高龄孕产对子代认知功能和情绪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选用 8 只高龄组(12 月龄)和 6 只适龄组(3 月龄)SD 雌性大鼠分别与随机选择的 3 月龄雄鼠 1:1
单独合笼,雌鼠怀孕后将雄鼠拿出,待雌鼠自然分娩。在分娩后 24h内记录每窝产仔数､ 死胎数及雌

雄性别比例。根据 12 月龄雌鼠的产仔数和雌雄比例,随机选择 3 月龄雌鼠所生仔鼠(雌雄均纳入),选
择两组仔鼠进行相关研究。记录两组仔鼠生后 1d､ 7d､ 14d､ 28d 及 56d 体重。两组仔鼠分别在生

后 28d行水迷宫､ 高架十字迷宫､ 强迫游泳及三箱实验等行为学实验。通过 HE､ 尼氏染色观察两

组仔鼠海马形态学特征。通过免疫荧光在生后 14d､ 28d 及 56d 对海马神经再生能力检测。 
结果 (1)高龄雌性大鼠生育生产率较适龄组低,死胎率高;但每窝生产的仔数,雌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高龄组生育子代体重较适龄组重,考虑可能由于高龄组死胎率高,存活子代少获得的奶水充足

及高龄雌鼠有丰富哺乳经验有关。(2)两组仔鼠幼年期行为学实验发现,在高架十字迷宫实验中,高龄

生育的子代较对照组在开放臂的时间比例明显较对照组短,在开放臂的次数也较对照组少。水迷宫

实验发现,在定位航行实验中高龄生育的子代寻平潜伏期明显较对照组长,尤其是后 3 天;空间探索实

验中,高龄组在第三象限的时间也明显较对照组短,而穿越平台的次数较对照组有较少的趋势。在强

迫游泳实验中,高龄生育的子代实验中不动的时间较对照组明显长,而不动潜伏期也较对照组较短的

趋势。三箱实验研究发现,高龄生育组较对照组在接触陌生小鼠的时间和次数明显更短,而接触玩具

的时间与次数较对照组没有明显的差异。(3)HE 和尼氏染色发现,两组大鼠海马组织的结构清晰完

整,CA1､ CA3 椎体细胞排列紧密,尼氏体分界清楚,尼氏体颗粒数量多而清晰,呈斑块､ 颗粒状。两

组海马形态学并无明显差异。(4)高龄组和适龄组在 14d､ 28d 及 60d 的时间内海马 DG 区细胞增殖

能力均呈下降趋势,幼年期增殖能力强,成年后增殖能力弱。而在婴儿期及幼年期,高龄组海马神经的

再生能力较对照组明显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成年期两组差异并不明显。 
结论 高龄孕产对雌鼠的生育能力有一定的影响。高龄生育对子代幼年期认知功能､ 精神情绪有一

定的负面影响,而海马形态学并无明显改变,但可能影响海马神经再生,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O-1611 

Menkes 病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冯隽,汤继宏,刘芳,张利亚,黄静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探讨 Menkes 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方法,提高对 Menkes 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 Menkes病患儿临床､ 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特点。 
结果 患儿为男婴,发病年龄为 2 月 27 天,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头发稀疏卷曲,肤色白,小下颌,伴精

神运动发育迟滞;血清铜及铜蓝蛋白均显著降低;头颅 MRA 可见颅内血管蛇形迂曲,MRI 提示进行性

基底节区对称性异常病灶扩大伴小脑萎缩;与 Menkes 病相关的 ATP7A 基因 chrX: 77264579-
77302087 区域存在缺失。 
结论 Menkes 病是一种 ATP7A 基因突变引起铜代谢紊乱,导致多系统受累的 X 连锁隐性遗传病。依

靠特征性的临床特点､ 血生化及影像学检查可临床诊断,ATP7A 基因检测可确诊。 
PO-1612 

儿童烟雾病临床和影像学观察 
 

虞雄鹰,查剑,曾兴颖,易招师,钟建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明确本地区儿童烟雾病(Moyamoya disease,MMD)临床和影像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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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和整理符合儿童 MMD 临床资料,总结分析其临床表型和头颅影像学特征,并与国内外同类

研究及儿童及成人 MMD 临床特征进行比较 
结果 10 例 MMD 患儿,男 8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为 5.79 3.84 岁,首发症状表现为肢体活动障碍 8 例,
占 80.00%,其中 2 例伴有口齿不清,1 例伴有左侧面瘫,1 例伴有抽搐, 1 例在术后半年出现难治性癫

痫(先后规则 AEDs 治疗 4 年仍无效);2 例首发症状为抽搐,且无发作后 Todd’s 麻痹或肢体活动障碍,
占 20.00%,其中 1 例在平时有发作性头晕病史;另有 1 例起病表现为肢体活动障碍,而术后表现为反

复癫痫发作。头颅影像(MRI+MRA)结果均表现为梗塞缺血性改变,其中双侧血管和脑实质损害 7 例,
占 70.00%,一侧性损害 3 例,占 30.00%。 
结论 儿童 MMD 临床表型和影像学均与成人不同,影像绝大多数表现为梗塞性损害,极少出现出血性

改变,临床以肢体活动障碍 为常见,其次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明显较成人多,甚至可作为唯一症状。 
 
 
PO-1613 

儿童假性肌肥大型肌营养不良基因型､ 临床表型及病理分析 
 

虞雄鹰,易招师,杨文萍,查剑,吴华平,钟建民,陈勇,蔡兰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江西地区儿童假性肌肥大型肌营养不良基因型､ 表型､ 肌肉病理特点及三者关系。 
方法 收集整理 DMD/BMD 患儿临床及病理资料,提取外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

(Multiplex ligation depeedent probe ampligication,MLPA)方法进行抗肌萎缩蛋白基因检测,并随访

患者的病情变化。 
结果 22 例临床诊断 DMD/BMD 患儿进行二代测序测序+MLPA 检测,20 例存在抗肌萎缩蛋白基因外

显子大片段缺失, 其中 18 例移码突变,2 例整码突变;另外 2 例非外显子大片段缺失,1 例为 25 号外显

子无义突变,1 例为 8 号内含子点突变。13 例同时完善了肌肉病理学检查,常规形态学染色均可见慢

性肌源性改变,如肌细胞直径大小不等,较多肥大､ 坏死､ 萎缩肌细胞。11 例抗肌萎缩蛋白免疫组化

N､ C､ R 端均不表达,1 例抗肌萎缩蛋白免疫组化 N､ C 端部分表达,R 端表达正常,其基因型为 45-
49 号外显子大片段缺失;1 例抗肌萎缩蛋白 N､ C､ R 免疫组化均正常,基因型为 45-50 外显子大片

段缺失。 
结论 本地区假性肌肥大型肌营养不良以移码突变为主,以 45-52 号外显子为其突变热点与国内同类

报道有所不同,另外,试验观察发现基因型及肌肉病理并不一定完全一致。 
 
 
PO-1614 

  Npn-2 的研究进展 
 

杨光路,李彩霞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探讨 Npn-2 受体与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综述的方法,对近 5-10 年关于 Npn-2 受体与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的文献进行查阅并分析。 
结果 Npn-2受体的异常在儿童癫痫､ 儿童智力发育障碍､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疾病的发生､ 发

展均有一定的意义。 
结论 Npn-2受体与儿童癫痫､ 儿童智力发育障碍､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发生和发展均有相关性,
但其机制还不清楚,Npn-2 受体的异常与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机制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PO-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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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肌无力患儿 C3､  C4 影响因素的研究  
 

江志 
湖南省儿童医院 10018062 

 
 

目的 补体在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 MG)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探讨 MG 患儿 C3､ C4
的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重症肌无力患儿病例资料,用免疫比浊法完成 C3､ C4 ､ IGG､ IGM､ IGA,IGE 等体液免

疫检测。探讨 C3､ C4 的改变对 MG 的意义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一共有 124 例患儿进入本研究,全身型 23 例,眼肌型 101 例,两组患儿 C3､ C4､ IGG､ IGA 等

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偏相关分析发现:C3 与病程的偏相关系数为-0.162(P<0.05),IGG
与 C3 偏相关系数 0.135,(P<0.05),C3 与 C4 偏相关系数 0.446(P<0.001)。C3､ C4 与 QMG 等无相

关性(P>0.05)。在多元回归后得出回归方程:C4=0.420xC3,C3=0.655+1.148xC4+0.008x 体重-
0.005x 病程。对 C3 方差分析发现 C4(F=18.151,P=0.000),体重(F=6.420,P=0.003),病程(F=3.015, 
P=0.039),年龄*病程*体重(F=2.997,P=0.042)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 
结论 重症肌无力患儿 C3 主要受 C4､ 体重及病程的影响。C4 主要受 C3 影响,IGG､ IGM 等对 C3
､ C4 影响不明显。C3､ C4 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等不相关,C3 部分影响因素间存在一定交互效应,
临床上需综合考虑。 
 
 
PO-1616 

The effect of miR-30d on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cultured astrocytes under 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 

 
ZHAO FENGYAN,QU YI,LI SHIPING,TONG YU,MU DEZHI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R-30d in the cross-talk between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in astrocytes under hypoxia-ischemia. 
Methods  Primary rat astrocytes were subjected to oxygen and glucose deprivation (OGD) to 
mimic HI in vivo. MiRNA antagomir was used to inhibit miR-30d. siRNAs was transfected to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Beclin1.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iR-30d and 
Beclin1. West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Beclin1, LC3, p62, and cleaved 
caspase 3 (CC3). Cyto-ID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formation of autophagosomes. 
TUNEL staining was used to examine cell apoptosis. 
Results MiR-30d inhibited Beclin1 expression in astrocytes. Inhibition of miR-30d by antagomi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ell autophagy but decreased cell apoptosis in astrocytes exposed to OGD. 
Knockdown of Beclin1 reversed the upregulation of autophagy and downregulation of apoptosis 
induced by miR-30d inhibition in astrocytes subjected to OGD. 
Conclusions MiR-30d played critical roles in the cross-talk between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of 
astrocytes subjected to OGD by targeting Beclin1. MiR-30d is a novel target to attenuate cell 
injury under hypoxia-ischemia condition. 
 
 
PO-1617 

IBA57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所致脑白质病变一例并文献复习 
 

王金秋
1,阮毅燕

1,蒋春明
2 

1.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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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杭州医院,浙江省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学院 
 
 

目的 探讨 IBA57 基因的表型和基因型的关系 
方法 总结 2016 年 9 月本院确诊的 1例脑白质病变患儿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提取患儿及其父

母外周血 DNA,采用靶向基因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与患儿症状相关的致病基因,应用 Sanger 测序进

行验证。以"IBA57 gene"为关键词,在 Pubmed､ Embase､ 人类基因组突变数据库(HGMD)和在线

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MIM)､ CNKI 等数据库检索至 2017 年 5 月前的相关文献,总结 IBA57 基因

变异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 检查结果及预后,探讨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的关系。 
结果 患儿男,1 岁 7 个月,首次因"运动､ 语言障碍伴性格改变 2 月余”就诊,磁共振提示脑白质软化,自
身免疫抗体等辅检结果均为阴性,临床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脑炎”,予以激素冲击治疗后症状恶化减缓

出院。近 1 月来智力倒退加重,抬头不稳,不能独坐再次入院。体格检查提示神清,精神可,对外界反应

欠佳,皮肤毛发无异常,头颅无畸形,四肢肌力正常,肌张力偏高,双手指屈曲,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

征阴性。复查影像学可见特征性的弥漫性脑白质软化。首次发病前曾有反复发热半月,热退后 3 天

出现上述症状,既往生长发育良好,无异常生产和类似家族病史。通过全外显子测序检测出 IBA57 基

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一个突变位点位于第 1 外显子无义突变(c.307C>T,p.Q103X),遗传于父亲,可导

致蛋白翻译提前终止,截断了 254 个氨基酸,未见数据库记录;另 1 位点位于第 3 外显子

(c.832C>T,p.R278C),遗传于母亲,该突变数据库均未记载。检索到人类 IBA57 变异所致疾病的相关

报道 2 篇,国内尚未见相关病例报道。目前包括一个双胞胎病例和一个阿拉伯家系 12 例患者,包括本

例共报道 15 例,临床表现为致死性围产期脑肌病和遗传性痉挛性截瘫,基因变异以纯合突变所致蛋白

功能和表达下降､ 无义突变和剪接位点突变为主,预后不佳,本例遗留严重神经发育后遗症。 
结论 IBA57 基因突变患者的主要临床表型差异大,主要表现为线粒体脑肌病表现,可具备特征性的弥

漫性脑白质软化病变,预后差。 
 
 
PO-1618 

儿童支原体感染并发基底动脉尖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王欣,郑华城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探讨儿童支原体感染合并基底动脉尖综合征的病例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积累临床经验。 
方法  总结支原体感染合并基底动脉尖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改变､ 化验结果,并复习相关

文献。 
结果 患儿为学龄前期儿童,以单侧肢体活动不灵活起病,出现发热伴急性偏瘫,血清肺炎支原体抗体滴

度逐次升高,肺部影像学提示大片炎性实变,头颅影像学提示 MRI 示左侧小脑上动脉及双侧大脑后动

脉相应供血区脑梗死。给予阿奇霉素抗感染治疗及抗凝､ 溶栓､ 免疫球蛋白､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等

对症治疗,患儿病情仍进行性加重,出现发热､ 昏迷,咳嗽无力､ 吞咽困难,面神经麻痹､ 双瞳孔不等大,
经治疗虽生命体征平稳,但生活不能自理,仍在进一步康复治疗中。 
结论 支原体感染常伴有高凝状态,并发基底动脉尖综合征者预后差,故应提高对支原体感染合并脑梗

死的潜在风险认识,早期诊断,及时给予抗感染､ 抗凝､ 免疫支持等治疗,以降低病死率及致残率。 
 
 
PO-1619 

Dopa-responsive dystonia in Chinese Han patients: 
including one no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GCH1 gene 

 
Yang Kunfang,Yin Rongrong,Lan Xiaoping,Zhang Yuanfeng,Cheng Hongyi,Wang Simei,Wang Chunmei,Lu 

Yanfen,Xi Jiaming,Lu Qin,Huang Jianjun,Chen Yu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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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62 
 
 

Objectiv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iagnosis and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dopa-responsive 
dystonia (DRD). 
Methods w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levant data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genetic mutational 
analysis in three sporadic Chinese Han patients with DRD.  
Results One novel mutation of c.679A>G (p.T227A) in GCH1 gene has been found and is shown 
to be probably damaging in software analysis. Three known mutations of c.457C>T (p.R153X), 
c.739G>A (p.G247S) and c.698G>A (p.R227H) in TH gene have been identified which are all in 
conserved sequence and predicted to be probably damaging. 
Conclusions Patients carrying different nonsynonymous variants had remarkable variation in 
clinical phenotype. Our study expands the spectrum of genotype and phenotype of DRD in 
Chinese Han ethnicit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DRD and help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RD. 
 
 
PO-1620 

A CHRNE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Causes 
Congenital Myasthenic Syndrome  

 
Yang Kunfang,Yin Rongrong,Cheng Hongyi,Zhang Yuanfeng,Wang Simei,Wang Chunmei,Lu Yanfen,Xi 

Jiaming,Lu Qin,Huang Jianjun,Chen Yucai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62 

 
 

Objective Congenital myasthenic syndromes (CMSs) are a group of rare genetic disorders of the 
neuromuscular junction resulting in structural or functional causes of fatigable weakness. We 
reported a clinical case of CMS in order to describe a moderate clinical course with CHRNE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Methods Clinical course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imaging, and genetic findings were assessed. 
Results We described the case of a boy with congenital myasthenic syndrome. He had ptosis 
and limb weakness two months after his birth. Prostigmine test was positive. Pyridostigmine had 
a modest effect. Two novel mutations in CHRNE were found b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He 
was found to carry mutations of c.442T>A (exon5) and c.295C>T (exon4)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est mutation of c.1267delG in CHRNE. Their locations were in conserved 
sequence. He had a poor development of the corpus callosum. 
Conclusions We expanded the genotype and phenotype of congenital myasthenic syndromes 
with CHRNE novel mutations, describing a clinical course with infant onset in Chinese Han 
ethnicity. 
 
 
 
 
PO-1621 

Melatonin alleviates brain and peripheral tissue edema in a 
neonatal rat model of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the 

involvement of edema related proteins 
 

Xu Lixiao,Ding Xing,Lv Yuan,Wang Ying,Li Mei,Li Gen,Sun Bin,Feng X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319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edema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following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HIE), and melatonin may exhibit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brain insult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regarding the mechanisms that involv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melatonin 
in the brain and peripheral tissues after HI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melatonin on multiple organs, and the expression of edema related proteins in a neonatal rat 
model of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HIBD). 
Methods  One hundred ninety-two neonatal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that 
underwent a 
sham surgery or HIBD. After the HIBD or sham-injury, the rats received an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melatonin or an equal volume vehicle, respectivel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melatonin on brain, kidney, and colon edema via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edema related proteins, including AQP-4, ZO-1 and occludin, via q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Our data indicated (1) Melatonin reduced the histological injury in the brain and 
peripheral organs 
induced by HIBD as assessed via H-E stai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2) 
Melatonin alleviated the HIBD-induced cerebral edema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brain water 
content. (3) HIBD induced significant changes of edema related proteins, such as AQP-4, ZO-1 
and occludin, and these changes were partially reversed by melatonin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melatonin treatment has 
protective effects on the 
brain and peripheral organs after HIBD, and the edema related proteins, AQP4, ZO-1, and 
occludin, may indirectly contribute tothe mechanism of the edema protection by melatonin. 
 
 
PO-1622 

荜茇酰胺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炎症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谭梦林,刘利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荜茇酰胺(piperlongumin, PL)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human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HBMEC)中炎症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1. 应用 10μM PL 干预 HBMEC 12h,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及 DAVID､ KEGG 软件检测分析炎症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谱的改变,并应用 qRT-PCR 验证部分基因表达的变化;2. 用 PL 及抗氧化剂

N-乙酰半胱氨酸(NAC)干预 HBMEC 12h,依据干预药物不同,将其各分四组:PL-NAC-组(不含 PL 及

NAC 培养基)､ PL+NAC-组(10μM PL)､ PL-NAC+组(1mM NAC)､ PL+NAC+组(10μM PL 及 1mM 
NAC),在经予相应处理 12h 后,收集细胞,应用 Western blot､ 激光扫描共聚焦方法检测 NLRC5 蛋白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应用 10μM PL 处理 HBMEC 12h 后,采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基因表达谱的改变,发现共计

1078 个差异表达基因,表达差异超过 2 倍,应用 DAVID､ KEGG 信号通路分析,发现 NOD 样受体信

号通路中相关基因表达发生明显改变,多个与细菌感染､ 炎症相关的基因下调。其中以 NLRC5 基因

下调 明显,qRT-PCR 显示 PL 组 NLRC5 mRNA 较对照组显著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  Western blot､ 激光扫描共聚焦方法发现,PL+NAC-组､ PL+NAC+组 HBMEC 中 NLRC5 的蛋白

表达较 PL-NAC-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PL-NAC+组与 PL-NAC-组比较无明显差

异(P >0.05)。 
结论 PL 可改变 HBMEC 中炎症信号通路相关基因的表达,并且 PL 抑制 HBMEC 中 NLRC5 mRNA
及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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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23 

荜茇酰胺抑制大肠杆菌穿过血脑屏障的初步机制研究 
 

谭梦林,刘利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荜茇酰胺(piperlongumin, PL)是否具有抑制大肠杆菌 K1 穿过血脑屏障的作用 
方法 1. 应用不同浓度 PL(1μM､ 5μM､ 10μM､ 25μM､ 50μM)预处理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human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HBMEC) 24h 后,采用噻唑蓝(MTT)代谢率法检测 PL 对

HBMEC 活性的影响;2. 应用 HBMEC 体外构建血脑屏障模型,用 PL 及抗氧化剂 N-乙酰半胱氨酸

(NAC)处理 HBMEC 12h,依据干预药物不同,将其各分四组:PL-NAC-组(不含 PL 及 NAC 养基)､
PL+NAC-组(10μM PL)､ PL-NAC+组(1mM NAC)､ PL+NAC+组( 10μM PL 及 1mM NAC),然后予

大肠杆菌 K1 E44 菌株(E44)进行侵袭,观察 PL 对 E44 侵袭 HBMEC 的影响;3. 应用 BALB/C 新生小

鼠建立新生儿大肠杆菌脑膜炎模型,实验分为对照组和 PL 组,每组 6 只,PL 组预先用 0.3mg/kg PL 腹

腔注射,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的 DMSO,6h 后再予 E44(1×106 CFU)腹腔注射,15h后收集小鼠血液､
脑脊液､ 脑组织涂布于脑心浸液肉汤培养基(brain-heart infusion broth, BHI)平板上,进行细菌定量

培养计数,观察小鼠脑膜炎的发生情况。 
结果  1. MTT 结果显示各浓度 PL 处理细胞后,细胞 MTT 代谢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 
PL+NAC-组 E44 相对侵袭率较 PL-NAC-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PL-NAC+组､
PL+NAC+组 E44 相对侵袭率较 PL-NAC-组均无明显差异性(P>0.05);3. 在 BALB/C 新生小鼠实验

中,PL 组小鼠血液､ 脑脊液､ 脑组织中 E44 数目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PL 能显著抑制 E44 对 HBMEC 的侵袭及对小鼠脑部的感染。 
 
 
PO-1624 

伴强直发作的 Dravet 综合征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魏春苗
1,夏桂枝

1,2,3,任榕娜
3 

1.蚌埠医学院福总临床医学院 
2.福建医科大学福总临床医学院 

3.福州总医院儿科 
 
 

目的 分析 2 例伴强直发作的 Dravet 综合征的临床及基因突变特点,以期对 Dravet 综合征少见表型

早期诊断及合理治疗。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福州总医院儿科神经专科门诊及病房诊治的 2 例伴强直发

作的 Dravet 综合征的临床和基因突变数据,对资料行回顾性分析,并查阅万方､ 中国知网(CNKI)､
PubMed､ Uptodate 等数据库,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2 例患儿分别于出生 5 个月和 8 个月时热性惊厥起病;病程中除有全身及偏侧阵挛､ 强直阵挛

和不典型失神等多种 Dravet 综合征常见的发作形式外,均出现了 Dravet 综合征少见的强直发作;2 例

患儿均对多种抗癫痫药物抵抗,疗效不佳;现均有不同程度的精神运动发育落后;基因检测发现 2 例均

为 SCN1A 基因新发错义突变 
结论 Dravet 综合征可出现少见的强直发作形式,基因检测有助于这种 Dravet 综合征少见表型的早期

诊断及合理治疗 
 
 
PO-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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荜茇酰胺通过下调 NLRC5 的表达抑制大肠杆菌 K1 对人脑微血

管内皮细胞的侵袭 
 

谭梦林,刘利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荜茇酰胺(piperlongumin, PL)是否通过下调 NLRC5 的表达抑制大肠杆杆菌 K1E44 菌株

(E44)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human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HBMEC)的侵袭 
方法  
1. 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建立 HBMEC NLRC5 基因敲除(NLRC5-KO)细胞系,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NLRC5-KO 后 NLRC5 的表达;2. 用 PL､ 抗氧化剂 N-乙酰半胱氨酸(NAC)处理正常

HBMEC 组及 NLRC5-KO 组,两组细胞内分为四亚组:PL-NAC-亚组(不含 PL 及 NAC 培养基)､
PL+NAC-亚组(10μM PL)､ PL-NAC+亚组(1mM NAC)､ PL+NAC+亚组(10μM PL 及 1mM NAC),然
后进行细菌侵袭实验,观察 HBMEC 在 NLRC5 基因敲除后 E44 对其侵袭的变化,以及 PL 对 E44 侵

袭 NLRC5 敲除后 HBMEC 的影响;3. 分别构建表达 EGFP 的空质粒(EGFP 组)､ 表达全长 NLRC5
基因的质粒(Full 组),应用瞬时转染方法将上述质粒转染入 Hela 细胞,建立 NLRC5 基因过表达细胞

系,并采用荧光定量 PCR､ Western blot､ 激光扫描共聚焦方法检测各组 Hela 细胞 NLRC5 表达的

变化;4. 用 PL､ NAC 干预上述三组 Hela 细胞系,依据干预不同每组内又各分为四亚组:PL-NAC-亚
组(不含 PL 及 NAC 培养基)､ PL+NAC-亚组(10μM PL)､ PL-NAC+亚组(1mM NAC)､ PL+NAC+亚
组(10μM PL 及 1mM NAC),然后进行细菌侵袭实验,观察 HBMEC 中 NLRC5 过表达后 E44 对其侵

袭的变化,以及 PL 干预后 E44 对其侵袭的影响。 
结果 1.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显示 NLRC5 基因敲除后,HBMEC 中 NLRC5 蛋白表达明显下调;2. 
NLRC5-KO 组中各亚组与正常 HBMEC 组中相应的各亚组之间比较 E44 相对侵袭率均明显下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NLRC5-KO 组中 PL+NAC-亚组 E44 相对侵袭率较 PL-NAC-亚组明显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3.荧光定量 PCR､ Western blot､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示 Full 组细

胞中 NLRC5 mRNA 及蛋白表达明显增加;4. Full 组各亚组 E44 相对侵袭率较 EGFP 组各亚组均明

显增加(P < 0.05), Full 组中,PL+NAC-亚组 E44 相对侵袭率较 PL-NAC-亚组无差异(P> 0.05)。 
结论 1. NLRC5 在促进 E44 侵袭 HBMEC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 PL 可通过下调 NLRC5 的表达抑

制 E44 对 HBMEC 的侵袭。 
 
 
 
 
 
 
 
 
 
 
 
PO-1626 

Inhibition of neuroblastoma proliferation by PF-3758309, a 
small-molecule inhibitor that targets p21-activated kinase 4 

 
Li Zhiheng,Li Xiaolu,Xu Lixiao,Tao Yanfang,Yang Chun,Fang Fang,Li Mei,Chen Xiaolan,Li Gen,Qian 

Guanghui,Lu Jun,Feng Xing,Hu Shaoyan,Pan Jian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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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Neuroblastoma(NB) is the most common extracranial solid childhood tumor.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advanced multimodal therapy, high-risk patients still have low survival rates. 
p21-activated kinase 4 (PAK4) has been shown to regulate many cellular processes in cancer 
cells, including migration, polarization, and proliferation. However, the role of PAK4 in 
neuroblastoma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PAK4 in neuroblastoma tumor tissue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Eight NB cell lines were subjected to High-throughput small-molecule 
inhibitor screening with a panel of 34 small-molecule inhibitors. Neuroblastoma cell growth and 
apoptosis following PF-3758309 treatment was assessed through CCK-8 and annexin 
V/propidium iodide staining assays.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PF-3758309 treated SH-SY5Y 
cell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n SABioscience Human Apoptosis PCR Array.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PAK4 was overexpressed in neuroblastoma tissues 
and was correlated with tumor malignance and prognosis.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PAK4 in 
neuroblastoma, we used a small-molecule inhibitor that targets PAK4, that is, PF-3758309.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PF-3758309 significantly induced cell circle arrest at the G1 phase and 
apoptosis in neuroblastoma cell lines. Meanwhile, the inhibition of PAK4 by PF-3758309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CDKN1A, BAD and BAK1 and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ax. In addition, we screened the target genes of PAK4 by PCR array and found that 23 
genes were upregulated (including TP53I3, TBX3, EEF1A2, CDKN1A, IFNB1, and MAPK8IP2) 
and 20 genes were downregulated (including TNFSF8, Bcl2-A1, Bcl2L1, SOCS3, BIRC3 and 
NFKB1) after PAK4 inhibition by PF-3758309. Moreover, PAK4 was found to regulate the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via the ERK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work demonst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PAK4 in neuroblastomas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PF-3758309, which deserv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a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neuroblastoma treatment. 
 
 
PO-1627 

Reduce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a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Product, Might Be a Novel 

Drug Candidate for Ischemic Stroke 
 

Li Mei 
Institute of Pediatric Research,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0016 

 
 

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has defined a role of TP53-induced glycolysis and apoptosis 
regulator in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ischemic injury through increasing the flow of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product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NADPH) could be a novel drug for treatment of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The NADPH was given before, at the onset, or after stroke onset with single or 
repeated intravenous (mice and rats) or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s (monkey).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therapeutic effects of NADPH were evaluated in male adult ICR mice (total=614) with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in male adult Sprague–Dawley rats (total=114) with 
perman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and in male adult rhesus monkey (total=12) 
with thrombotic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NADPH led to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levels of ATP and reduced 
form of glutathione, whereas it decreased the levels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NADPH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farct volume, improved poststroke survival, and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s in mouse and rat models of stroke. Robust neuroprotection of a single dose of NADPH 
was seen when it was administered within 5 hours after reperfusion; however, repeat 
administration of NADPH twice a day for 7 days starting 24 hours after the onset of stroke also 
offered therapeutic effects. Pretreatment with NADPH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outcome of 
stroke in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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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dministration of exogenous NADPH significantly protected neurons against 
ischemia/reperfusioninduced injury in 2 rodent stroke models. Thus, NADPH might be a 
promising drug candidate for treatment of ischemic stroke. 
 
 
PO-1628 

难治性癫痫婴幼儿肠道菌群的变化 
 

王文建,王和平,路新国,林素芳,叶敬花,马卓娅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新近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紊乱和自闭症､ 多发性硬化症､ 帕金森病､ 抑郁症等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有关,本研究目的是探讨难治性癫痫婴幼儿的肠道菌群特点。 
方法 研究纳入年龄 1-3 岁的确诊难治性癫痫婴儿 14 例,同时匹配同年龄段健康婴儿 30 例作为对

照。留取受试者的粪便标本,提取总 DNA 并扩增,采用对 16S rRNA 基因进行高通量测序,对测序结

果进行生物学分析。 
结果 两组样本门水平的优势菌群主要有厚壁菌､ 拟杆菌､ 变形菌和放线菌四类,癫痫组拟杆菌和放

线菌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健康儿童组(28.6% vs 53.19%,2.58% vs 8.5%),而厚壁菌和变形菌的比例则

明显高于健康儿童组 (43.19% vs 34%,24.87% vs 3.09%)。癫痫组的属水平优势菌群有 15 个,占总

菌属的 79.13%,依次为 Cronobacter､ 拟杆菌､ Erysipelatoclostridium､ Faecalibacterium､ Blautia
､ 氨基球菌､ 链球菌､ Alistipes､ Ruminiclostridium､ Dysgonomonas､ Parabacteroides､ 韦荣球

菌､ Lachnoclostridium､ Barnesiella､ 双歧杆菌;健康儿童组优势菌群有 8 个属:拟杆菌､

Faecalibacterium､ 双歧杆菌､ 普雷沃菌､ Parabacteroides､ Ruminococcus､
Blautia,Roseburia。癫痫组 Cronobacter 属和 Erysipelatoclostridium 属的比例高于健康儿童组

(23.59% vs 0.86%,9.5% vs 0.756%),而拟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比例明显低于健康儿童组 (19.44% vs 
42.84%,1.043% vs 7.85%)。 
结论 婴幼儿难治性癫痫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尚需进一步研究肠道菌群在难治性癫痫发病中的作

用。 
 
 
PO-1629 

MRI 成像评估不同受孕龄新生儿脑组织生长速率与成熟度分析 
 

王寿懿,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 430071 

 
 

目的 研究新生儿脑体积的数据是监测早期大脑发育的基础,我国目前仍缺乏生后正常新生儿脑体积

大样本数据,不同胎龄新生儿(早产儿)脑组织结构发育并未很好的描述。本研究主要是探讨不同受孕

龄对新生儿的脑容量(PMA)和出生后的年龄(PNA)相关性。 
方法 538 例汉族新生儿纳入本项研究,415 例胎龄 26-43 周新生儿在 PMA 进行加权影像,计算大脑

体积的与成熟测定。以 T1 加权矢状面 MR 图像为基础评价颅容积(ICC)､ 全脑组织(TBT)和脑脊液

(CSF)。采用成熟评分系统对脑 MRI 进行评估,线性回归法对脑容积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结果 结果 39-40 周 TBT 量达到增长的高峰,ICC 生长高峰后出现在 43 周,而脑脊液比例和绝对值在

37-38 周 PMA 在扫描时迅速下降。成熟评分(TMS)随着 PMA 增加。高胎龄组 TBT 和 CSF 体积与

低 GA 组有显着差异。在相同 PMA 时间段,高 GA 组的 ICC 和 TBT 体积大于低 GA 组。高 GA 组的

大多数婴儿较低 GA 组有较高的 TMS。性别,PMA,PNA,出生体重,出生的 TBT 和 ICC 卷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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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论,30-43 周新生儿大脑体积之间的非线性增加,区域增长率的差异。性别,PMA,PNA,出生体

重,出生和辅助通气模式的预测大脑体积。具有相同孕龄但早产新生儿脑成熟度滞后于同龄而宫内

发育时间长的新生儿。 
 
 
PO-1630 

早发型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缺陷致婴儿癫痫 
及脑积水 1 例并文献复习 

 
谢艺,刘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 430030 
 
 

目的 探究 MTHFR 基因突变引起的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MTHFR)缺陷患儿的临床特点､ 治疗及预后从而加强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本文通过对 1 例 MTHFR缺陷导致的癫痫､ 脑积水患儿的临床经过､ 生化特点､ MTHFR 基因

突变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探讨该病的临床特点和诊疗方法。 
结果 患儿生后第 10天出现抽搐､ 呼吸不规律､ 喂养困难､ 肌张力低下,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明显升

高(147.9 umol/L),基因测序示 MTHFR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c.1319_ c.1320 insTT, c.1262G>A),
其中突变类型 c.1319_ c.1320 insTT 是首次报道。予甜菜碱､ 亚叶酸钙､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治疗 2 周,患儿血清总同型半胱氨酸下降,临床症状好转,但随后一个月内出现明显脑积水,精神运动发

育明显迟缓。 
结论 早发型 MTHFR缺陷所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儿可在生后早期即表现为癫痫､ 急性脑积

水､ 呼吸不规则､ 喂养困难､ 肌张力低下,血液及尿液总同型半胱氨酸测定､ 血氨基酸测定､ 血清

及脑脊液叶酸测定及基因分析对患者的病因诊断非常重要,尽早补充甜菜碱､ 亚叶酸钙及维生素 B6
､ 维生素 B12 可改善患儿预后。 
 
 
PO-1631 

大鼠脊髓胶状质神经元的形态学和电生理学特性的发育变化 
 

彭斯聪,吴静,张达颖,谢常宁,肖凌慧,柳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脊髓胶状质区(substantia gelatinosa,SG)位于脊髓背角 II 层,被认为是痛觉“闸门控制学说”的调

控核心,由大量兴奋性中间神经元和少量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组成复杂的神经环路,目前调控机制尚未

完全明确。研究表明,脊髓背角浅层(I-II 层)神经元的内在膜特性随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而神经元形

态学的发育变化尚未见报导。因此,我们选取了三个年龄组(新生,幼年,成年)的 Sprague-Dawley (SD)
大鼠,进一步研究 SG 神经元在发育过程中的形态学和电生理学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为儿童

的临床镇痛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新生(生后 6-10 天)､幼年(生后 3-5 周)和成年(生后 6-10 周)的 SD 大鼠,腹腔注射乌拉坦

(1.5g/kg)麻醉后,制备急性分离的脊髓纵切片。SG 神经元的电生理特性采用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进行

记录,电极内液中加入 NeurobiotinTM 488 标记所记录神经元的胞体､轴突和树突。 

结果 从新生(n=132)､幼年(n=102)､成年(n=95)大鼠中共记录到 329 个 SG 神经元用于分析。根据

神经元轴突和树突的长度及分支走向,SG 神经元形态可分为 islet, central, radial 以及 vertical 四大

类,无法分类的神经元定义为 unclassified。随着年龄增长,islet 神经元(17.4% vs. 41.1%; 新生 vs. 
成年)和 central 神经元(12.1% vs. 29.5%, 新生 vs. 成年)的比例明显增加。相反,vertical 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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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vs. 11.6%; 新生 vs. 成年)和 radial 神经元(31.1% vs. 7.4%, 新生 vs. 成年)的比例随着年龄

增长呈减少趋势。另一方面,本实验记录到六种 SG 神经元放电模式,分别为 tonic-firing, delayed-
firing, single-spike, initial-burst, phasic-bursting 以及 gap-firing。其中,新生大鼠 tonic-firing 模式的

神经元比例高于幼年和成年大鼠(新生 79.5%,幼年 58.8%,成年 68.4%)。相反, delayed-firing 模式

的神经元比例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加(新生 2.3%,幼年 8.8%,成年 9.5%)。其他放电模式的比例较小,
无明显变化趋势。同时,在部分 SG 神经元中可记录到阈下电流,包括超极化激活阳离子电流､A 型钾

电流以及钙电流。表达阈下电流的神经元比例随着大鼠发育有增加的趋势(新生 60.6%,幼年 83.3%,
成年 89.0%)。 
结论 随着年龄增长,SG 神经元的形态学和电生理学特性发生明显变化,提示在神经系统发育的不同

阶段,疼痛信号的调控机制不尽相同。本研究将增加我们对于脊髓背角的疼痛调控机制的认识,为儿

童的临床镇痛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PO-1632 

Kawasaki disease with Bilateral Facial nerve Palsy: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Chen Jialei,Hu Wenguang,Liu Ping,Deng Jia,Xu Yang,Zhao Lili,Chen Hui 

Chengdu Women and Children’s Central Hospital 61009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Kawasaki disease 
(KD) with facial nerve palsy. 
Methods We described a case of bilateral facial nerve palsy occurring in a 9-year-old boy with 
KD.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Kawasaki disease with facial nerve palsy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is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immune globulin and oral aspirin. When facial 
nerve palsy occurred, he received the therapy of corticosteroid. His facial nerve palsy recovered 
completely over next 1 week. 
Conclusions KD patients with facial nerve palsy have a high risk of coronary artery involvement. 
It is important for clinicians to consider KD in patients with fever and facial nerve palsy, especially 
in absence of the full principal criteria of KD. 
 
 
 
 
 
 
 
 
 
 
 
PO-1633 

Impact of Ketogenic Diet on Gut Microbiota Profiles in 
Infants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Wang Wenjian,WANG He-ping,,LIAO Jianxiang,LU Xinguo,LIN Sufang,MAO Zhuoya,Ye Jinghua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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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Pediatric epilepsy is a severe syndrome with various complications, like cognitive 
disabilities.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both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could trigger 
epilepsy, but the aetiology remained unexplored and a large of patients with epilepsy were 
refractory to conventional therapy. Ketogenic diet (KD) is widely used for refractory epilepsy 
control. Growing reports identified involvement of gut microbiota(GM) in neurodevelopment and 
neurological diseases. However, little reports unraveled imbalanced GM in refractory epilepsy 
and how KD affected GM. 
Methods The observational study presented involved 14 children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We 
concurrently enrolled 30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Fecal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children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before and after KD-treatment) and healthy children. Bacterial 
DNA was extracted from stool samples, PCR ampli?cation was performed on 16S rRNA gene 
regions, and PCR amplicons were sequenced using Illumina Miseq sequencer. 
Results After KD treatment for a week, 64%  of diseased children had an obvious improvement, 
with >50% seizures frequency decreasing. GM structure in epileptic infants differed dramatically 
among individuals, and healthy subjects harbored similar GM composition. Proteobacteria 
accumulated significantly in diseased children and decreased dramatically after KD treatment. 
Cronobacter was dominated in epileptic infants (P1 group) and kept low level in healthy and after-
therapy children. After KD therapy(P2 group), Bacteroid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healthy 
children. Prevotella and Bifidobacterium were also accumulated in healthy group and kept 
increased after KD therapy. 
Conclusions Alleviation of epilepsy seizures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alteration of GM pattern.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insight to understand how the KD remits epilepsy symptoms, and 
suggests that GM variation is related to refractory epilepsy recovery. 
 
 
PO-1634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in 
Chengdu,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ng Fangfang,Wang Qiu,Luo Rong,Li Na,Ma Dan,Qu Yi,Mu Dezhi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subtypes, motor function, and comorbidities of cerebral palsy (CP) in 
children in Chengdu, China.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 with CP was performed in 2013 and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from the branches of China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in Chengdu. Diagnosis, 
clinical subtypes, gross and fine motor function outcomes, and comorbidities of CP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caregiver interviews, evaluation of medical records, and thorough physical 
examinations. 
Results Four-hundred and twenty-two children were diagnosed with CP (mean age, 7.7 ± 3.8 
years). Spastic diplegia was the predominating subtype (35%). Mild impairments in gross and fine 
motor function were present in 45% and 52% of the patients, respectively. Cognitive impairment 
(60%) was the most common comorbidity, and was followed by language disorder (41%) and 
microcephaly (35%). About 79%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had at least one comorbidity, and 
the number of cumulative comorbiditi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 scores. Preterm birth (52%) was 
the most common risk factor, and was followed by low birth weight (42%) and birth asphyxia 
(27%).  
Conclusions Distributions of CP subtypes, motor functions, and comorbiditie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were similar to tho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trend for decreased numbers of children with preterm CP since 2009 
indicates an improvement in neonatal care. However, perinatal healthcare should still be 
improved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birth asphy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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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35 

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 2 例诊治体会并文献复习 
 

蒋伟明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443003 

 
 

目的 探讨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诊断､ 治疗方法, 以提高对其认识能力. 
方法 通过近期诊治的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 2 例,并复习相关文献对其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诊断及

治疗方法进行分析和总结. 
结果 格林巴利综合征是引起儿童弛缓性麻痹的主要疾病之一, 具有病程长､ 恢复慢､ 病死率高的特

点。本例中 2 名患儿,1 名患儿病初表现为阵发性肌肉疼痛, 以腓肠肌为主, 起初诊断“急性良性肌炎”,
另 1 名患儿以面神经受损起病,起初诊断“面神经炎”,2 例均 后诊断为格林巴利综合症征。本例 2 名

患儿均在病情稳定后出院,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复查,2 例患儿表现为好转. 
结论 由于本病部分病例病初时症状不典型, 易被误诊为其他疾病, 延误早期治疗时机。格林-巴利综

合征治疗的关键为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可以减少其气管切开率､ 病死率及后遗症的发生。 
 
 
PO-1636 

母亲肥胖､ 超重与子代发生脑瘫､ 脑白质病的危险性的荟萃分析 
 

肖东琼
1,2,屈艺

1,2,黄兰
1,2,王炎

1,2,李熙鸿
1,2,母得志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由于目前研究发现孕前或孕早期母亲肥胖､ 超重引起子代发生脑瘫或脑白质病的结果不一致,
该文章评价了孕前或孕早期母亲肥胖､ 超重与子代脑瘫或脑白质病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在 2017 年 6 月 14 日对 PubMed 和 EMBASE 两个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然后由两位研究

人员分别独立地对文献的题目､ 摘要进行快速的阅读,提取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文献,如果未达成一

致意见的,由两位研究人员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再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文献进行全文阅读,提取数据

进行汇总分析。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来汇总分析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s, RRs),同时在亚组分

析时使用分层分析来检验汇总分析结果的异质性来源。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研究文献 6 篇,包括了 7919732 个参与者,其中 5 篇报道了孕前或

孕早期母亲肥胖与子代脑瘫的相对危险度,1 篇报道了孕前母亲肥胖与子代脑白质病的相对危险度。

母亲低体重与子代脑瘫,RR=1.05 (95% CI, 0.83-1.33); 母亲超重与子代脑瘫,RR=1.30 (95% CI, 
1.10-1.55);母亲肥胖与子代脑瘫,RR=1.47 (95% CI, 1.26-1.72);母亲肥胖与子代脑白质病:RR=2.14 
(95%CI, 1.05-4.38)。分层分析的结果与总的汇总结果一致,母亲肥胖､ 超重与子代发生脑瘫或脑白

质病的相对危险度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母亲肥胖或超重可使子代发生脑瘫或脑白质病的危险性增加,未来的研究需要去除更多的混杂

因素来证实该结论的可靠性。 
PO-1637 

抗肌萎缩蛋白病的基因突变类型及骨骼肌病理改变 
与临床分型之间的关系 

 
李文竹,张巍,袁云,黄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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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抗肌萎缩蛋白病是由抗肌萎缩蛋白基因突变引起的一种 X 连锁隐性遗传性骨骼肌疾病,依据临

床表现的轻重分为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DMD)和 Becker 型肌

营养不良(Becker muscular dystrophy,BMD)。本研究通过分析基因突变类型及骨骼肌抗肌萎缩蛋

白表达程度,探讨二者与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为针对性康复治疗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经基因和/或病理检查确诊的 204
例抗肌萎缩蛋白病患者。所有患者均行抗肌萎缩蛋白基因检测,对存在缺失/重复突变的患者分析其

是否为框外突变。78 例患者行肌肉活检,对所取骨骼肌标本进行常规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依
据显微镜下所观察到的抗肌萎缩蛋白-N､ R､ C 表达强度的不同,对其进行 0-5 分共 6 级评分。对所

有数据应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在需要之处采用描述性统计。采用秩合检验分析 DMD
组与 BMD 组之间抗肌萎缩蛋白免疫组化染色评分的差异。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所有患者中有 181 例临床表型为 DMD,23 例临床表型为 BMD。204 例患者的基因突变类型包

括 162 例缺失突变(79.4%),23 例重复突变(11.3%)和 19 例微小突变(9.3%)。185 例缺失/重复突变

的患者中 157 例为框外突变,出现在 82.9%的 DMD 患者以及 30.4%的 BMD 患者中,符合“阅读框假

说”的比例为 89.1%。微小突变出现在 9.9%的 DMD 患者以及 4.3%的 BMD 患者中。78 例患者的

骨骼肌常规组织染色均可见成组出现的肌纤维坏死和再生改变,伴随肌纤维直径变异加大和结缔组

织增生;抗肌萎缩蛋白-N､ R､ C 的评分中位数在 DMD 组依次为 0分､ 2分､ 1 分,在 BMD 组依次

为 3分､ 4分､ 4 分;二组间 N 评分的差异(P=0.010)､ R 评分的差异(P=0.031)､ C 评分的差异

(P=0.000)及评分总和的差异(P=0.001)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抗肌萎缩蛋白病的基因突变类型在不同临床表型之间存在重叠,骨骼肌抗肌萎缩蛋白-N､ R､ C
的表达程度在 DMD 和 BMD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以协助指导抗肌萎缩蛋白病患者的康复治疗。 
 
 
PO-1638 

儿童发作性疾病的临床诊断思路 
 

高丽,齐晖,张君,殷晓静,李俊龙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通过临床观察儿童罕见的特殊发作性精神､ 行为､ 肢体运动异常,做出正确的临床诊治步骤及

鉴别诊断思路。 
方法 对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就诊的 6例临床表现罕见的特殊发作性精神､ 行为､ 肢体运

动异常儿童,进行长期诊治观察和随访,判断其疾病发作和变化过程,进行各项实验室检查､ 临床治疗,
定期随访,预后观察。 
结果 6 例患儿中,4 例表现为无明原因在夜间睡眠过程中突然坐起,表情惊恐､ 哭闹不安､ 拍手挠胸,
乱蹦乱跳､ 辗转不安､ 甚至大喊大叫､ 小便失禁,持续数分钟至十几分钟缓解再次入睡。严重时日

间也出现上述症状。1 例表现为日间无明原因四肢无自主扭动,发作时无特殊表情,不能自我控制或

在家长干预下控制,持续数分钟至十几分钟不等,每天发作数十次,夜间无发作。1 例表现为感冒后半

月出现安静状况下突然跑步 1-2 分钟后突然停止摆出投掷姿势,数十秒至 2-3 分钟后恢复正常,每日

发作 5-6 次至十次【见视频】。上述病人均在当地及各省大医院多次就诊未果来我院。经过一系列

的临床常规､ 生化､ 代谢等检查未发现异常,视频脑电图 4 例有少量痫样放电,6 例 3D flair MRI 未见

异常,其中 1 例磁共振灌注造影成像(MR PWI)ASL 图像显示右侧额叶皮层低灌注。临床诊断:良性癫

痫伴情感性症状(benign epilepsy with affective symptoms,BEAS)2 例,额叶癫痫(Frontal lobe 
epilepsy, FLE)2 例,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肌张力障碍(Paroxysmal Kinesigenis Dyskinesia, PKD)2 例,
以上 5 例均给予奥卡西平发作控制,其中 1 例 PKD 经多种药物治疗无效,给小剂量奥卡西平发作控制,
另 1 例 PKD 因感冒后出现异常姿势,给予奥卡西平,但回家后未服用症状消失,考虑为继发性 PKD。 
结论 临床中出现发作性运动姿势改变,或伴情感障碍､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者,可以是一种疾病的多种

表现,或多种疾病的相同表现,要注意加以鉴别,尤其是儿童较为罕见的 PKD,应引起临床关注,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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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基因检测。对于继发性 PKD 可采取临床观察,暂不急于药物治疗。3DflairMRI 未发现异常者,采
用 ASL 图像,可发现脑微血管分布情况及血流灌注状况,以此进一步寻找病因。正确的临床观察和详

细的判断,对于疾病的诊治及预后至关重要。 
 
 
PO-1639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three Chinese 
patients with succinic semialdehyd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He Yingzhong, Yu Tingting, Liu Li,Wang Jiwe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127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ALDH5A1 mutations in three patients of succinic 
semialdehyd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SSADHD).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electrop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uroimaging of three patients with SSADHD.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athogenic genes. ALDH5A1 mutations were further confirmed by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The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involuntary movement and recurrent seizures. One patient 
presented recurrent vomiting and constipa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can showed 
diffuse abnormal signal in bilateral cerebral hemispheres, brainstem nuclei, basal ganglia and 
thalamus. After one month MRI demonstrated encephalatrophy with two patients. The urinalysis 
of gaschromatographic mass spectrometry confirmed 4-hydroxybutyric acid had increased. 
Several antiepiletic drugs had not any effect on this condition.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of ALDH5A1 were detected in the patients. Patient 1 had c.800T>G (p.Val267Gly) and 
c.1480G>A (p.Glu494Lys), while patient 2 had c.800T>G (p.Val267Gly) and 
c.617delT( p.Phe206Serfs*5) and patient 3 had c.615delT (p.N205Nfs*6) and c.637C>T 
(p.Arg213Trp).  
Conclusions Our study has expanded the spectrum of ALDH5A1 mutations causing SSADHD. 
Among the  ALDH5A1 mutations, ALDH5A1 c.800T>G (p.Val267Gly), c.615delT (p.N205Nfs*6) 
and c.637C>T (p.Arg213Trp) was novel.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LDH5A1 mutation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nd biochemistry results confirmed the diagnosis of the three patients with 
SSADHD. 
 
 
 
 
 
 
 
 
 
 
PO-1640 

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对婴儿痉挛幼鼠脑组织具有保护作用 
 

李肖,贾天明,张晓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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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婴儿痉挛症(infantile spasms,IS)是婴儿期 常见的癫痫性脑病,治疗困难,致残率和病死率较高,
目前相关动物实验缺乏,该研究通过构建 IS 动物模型,探讨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对 IS 幼鼠脑组织的影

响。 
方法  通过腹腔注射 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ate,NMDA)诱发幼鼠痉挛发作,从而构

建 IS 动物模型。将生后 10 天(P10)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A 组:对照组;B 组:NMDA 组;C 组:NMDA+
甲泼尼龙组,每组 30 只。B 组和 C 组分别在 P10､ P13 腹腔注射 NMDA 诱发痉挛发作并进行行为

学分析,C 组在 P13 应用 NMDA 前连用 3 天大剂量甲泼尼龙。于 P13 留取标本,HE 染色观察海马区

组织结构､ 原位末端标记法(TUNEL)检测凋亡细胞,并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Bcl-2､ Bax 蛋白表达,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Bcl-2､ Bax 和 caspase-3mRNA 的表达。 
结果 (1)P13 B 组幼鼠癫痫发作率 83.3%(25/30),C 组均未出现发作;(2)C 组凋亡细胞数(14.37±2.02)
少于 B 组(25.67±1.52),多于 A 组(9.00±2.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3)C 组 Bax 蛋白及

mRNA 表达量(44.55±3.58,2.35±1.01)明显低于 B 组(58.05±4.62,3.27±0.95),高于 A 组

(28.90±5.14,1.68±0.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C 组 Bcl-2 蛋白及 mRNA 表达量

(34.70±5.34,6.50±1.22)高于 B 组(30.75±8.23,5.61±1.21),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 A 组

(59.10±4.52,8.83±0.91)相比表达量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C 组 caspase-3mRNA 表

达量(5.99±1.75)低于 B 组(7.88±1.60),高于 A 组(3.60±1.7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1.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可减轻 NMDA 致 IS 幼鼠癫痫发作;2 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对 NMDA 致 IS 幼

鼠具有脑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可能与其减轻癫痫发作,减少细胞凋亡有关。 
 
 
PO-1641 

口服大剂量甲基泼尼松龙治疗婴儿痉挛症患儿的疗效观察 
 

朱红敏,孙丹,陈雪,胡家胜,吴革菲,吴舒华,刘智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口服大剂量甲基泼尼松龙治疗婴儿痉挛症(IS)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接受口服大剂量甲基泼尼松治疗的 38 例婴儿痉挛患儿临床资料。 
结果 (1)38 例患儿治疗 2 周时痉挛发作完全控制 20 例(52.6%);疗程结束时痉挛发作完全控制 16 例

(42.1%)。(2)38 例均有典型或不典型高度失律,治疗 2 周时有 25 例(65.8%)高度失律消失;疗程结束

时有 30 例(78.9%)高度失律消失。(3)不良反应主要有体重增加､ 库欣体征､ 食欲增加､ 易激惹､

嗜睡､ 合并感染､ 电解质紊乱。停用药物后不良反应逐渐消失。(4)随访 3~12 月,复发率低,发育商

均有改善。 
结论 口服大剂量甲基泼尼松龙治疗 IS,具有较好的疗效,且较安全,复发率低,可在临床上推荐应用。 
 
 
 
 
 
 
 
PO-1642 

酷似 Rasmussen 综合征的儿童复发性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

体脑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朱红敏,胡家胜,吴革菲,吴舒华,李承,余叶菁,刘智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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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 Rasmussen 综合征(RS)的临床特点及两者之

间的联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临床酷似 RS 的抗 NMDAR 脑炎的临床资料及随访情况 
结果 12 岁女孩,反复病程。以发热､ 抽搐起病,逐渐出现精神行为异常､ 睡眠障碍､ 运动障碍､ 语言

障碍,血及脑脊液抗 NMDAR 抗体均阳性,诊断抗 NMDAR 脑炎,予一线免疫治疗好转。间隔 57 天出

现惊厥持续状态､ 意识障碍､ 一侧肢体偏瘫及对侧大脑半球病变伴萎缩,其临床特点酷似 RS,复查血

及脑脊液抗 NMDAR 抗体仍阳性,诊断复发性抗 NMDAR 脑炎,予以一线及二线免疫治疗好转。至随

访结束(总病程 9 月)患儿肢体偏瘫恢复正常,认知好转,病变侧大脑半球未进一步萎缩。 
结论 抗 NMDAR 脑炎和 RS 患者血及脑脊液抗 NMDAR 抗体均可阳性,临床特点可相似。抗

NMDAR 脑炎多预后良好,RS 患儿神经功能损害呈进行性加重。对临床容易混淆的抗 NMDAR 脑炎

和 RS,需从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治疗及预后加以鉴别。 
 
 
PO-1643 

PIGW 基因缺陷所致高磷酸酯酶伴智力低下综合征一例 
并文献复习 

 
付丽娜,刘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 PIGW 基因缺陷所致高磷酸酯酶伴智力低下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6 年 9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儿科收治的 1 例 PIGW 基因缺陷所致高磷酸酯

酶伴智力低下综合征的临床资料及诊治过程进行总结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以“hyperphosphatasia 
with mentalretardation syndrome”､ “高磷酸酯酶并智力低下”为检索词,分别检索 2017 年 6 月前的

Pubmed､ CNKI 和万方数据库。 
结果  本例患儿足月出生,生后 2 月 10 天因“发热咳嗽 20 余天”就诊于我院。查体示宽鼻梁,帐篷形嘴

唇,腭弓高窄,腹股沟斜疝。多次血生化提示血碱性磷酸酶(AKP)明显升高。病程中出现反应差､ 呼

吸困难及癫痫发作,给予抗感染､ 呼吸机辅助通气及抗癫痫等治疗后症状好转。随访至 9 月龄时仍

不能抬头､ 逗笑,体重不增。全基因组测序示 PIGW 复合杂合变异 c.211A>C:p.Thr71Pro 和 
c.499A>G:p.Met167Val,分别来自父母。结合患儿临床特点考虑诊断为 PIGW 基因缺陷所致高磷酸

酯酶伴智力低下综合征。从几个数据库中共检索到 1 篇外文文献,为 PIGW 复合杂合变异 
c.211A>C:p.Thr71Pro and c.499A>G:p.Met167Val,表现为癫痫发作､ 发育落后及特殊容貌,与本例

相似。 
结论  国内首次报道了 PIGW 基因缺陷所致高磷酸酯酶伴智力低下综合征。该病极为罕见,极易漏诊

误诊。如存在面容特殊,生长发育落后及癫痫发作,应及时行基因检测,明确病因,从而有利于优生优

育。 
 
 
 
 
PO-1644 

小儿热性惊厥 129 例临床观察 
 

丁冬胜,李 琳,邹敏书 ,聂国明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332 
 

目的 观察小儿发生热性惊厥的起病时间､ 与体温相关性及头颅 CT 和脑电图检查的意义。 
方法 对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发生的小儿热性惊厥 129 例进行临床分析。 
结果 129 例患儿中惊厥发生时间在起病 36 小时后 4 例(占 3%),惊厥发生时间在 12~24 小时内 80
例(占 62%),惊厥发生时间在 12 小时内(占 35%);惊厥发生时体温小于 38.5℃6 例(占 5%),体温大于

38.5℃(占 95%); 61 例(占 47%)未做头颅 CT,68 例(占 53%)患儿作头颅 CT,其中 2 例发现蛛网膜囊

肿(占 3%),余均未见异常;81 例(占 63%)未做脑电图,48 例(37%)行脑电图均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 小儿热性惊厥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对单纯性热性惊厥儿童,不推荐做神经影像学检查(CT 或

MRI);少数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后神经功能缺损持续数小时､ 惊厥持续状态､ 复发复杂性 FS 等应做

头 CT 或 MRI,以协助发现颅内感染和皮层发育不良等;脑电图检查对预测复发或发展为癫痫没有帮

助。 
 
 
PO-1645 

Whole-exome sequencing identifies a novel de novo 
mutation in DYNC1H1 in epileptic encephalopathies 

 
Lin Zhongdong1, Liu Zhenwei3, Li Xiucui1, Li Feng1, Hu Ying1,Chen Bingyu 4,Wang Zhen 4,Liu Yong2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 Neur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Neurobi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Xian, China 
3.Institute of Genomic Medicin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4.Ministry of Education, 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Epileptic encephalopathies (EE) are a group of severe childhood epilepsy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intractable seizures,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neurological deficits. Recent 
whole-exome sequencing (WES) studies have implicate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de novo 
mutations to EE.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utilized WES for identifying causal de novo mutations in 4 parent-
offspring trios affected by West syndrome. 
Results As a result, we found two deleterious de novo mutations in DYNC1H1 and RTP1 in two 
trios. Expression profile analysis showed that DYNC1H1 and RTP1 are expressed in almost all 
brain region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Interestingly, co-expression and genetic interaction 
network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DYNC1H1 and RTP1 are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known epilepsy 
genes. Furthermore, we observed that the de novo mutations of DYNC1H1 were identified in 
several different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including E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by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se mutations primarily occurred in the functional domain of the protein.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DYNC1H1 as a strong candidate and RTP1 as a 
potential candidate on the onset of EE. In addition, this work also proves WES as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molecular genetic dissection of children affected by sporadic EE. 
 
 
 
PO-1646 

15 例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伴先天性眼球震颤儿童 
的临床及遗传学分析 

 
高志杰,姜茜,陈倩,许克铭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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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 15 例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伴先天性眼球震颤儿童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间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内科门诊及病房收

治的经基因检测确证的 15例病因不同的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伴先天性眼球震颤患儿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 影像学以及遗传学检查结果,并对 13 个致病基因的生理功能及分子信号通路进行比较研

究。 
结果 15 例患儿中男 11例､ 女 4 例,年龄 2 个月至 15 岁。15 例患儿中确诊佩梅病 2 例,伴基底节小

脑萎缩的髓鞘发育不良 2 例,眼皮肤白化病 2 例,佩梅样病 1 例,脑眼面骨骼综合征 1 例,Rubinstein-
Taybi 综合征 1 例,精神发育迟滞 5 型 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例,共济失调

毛细血管扩张症 1 例,髓鞘形成不良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8 型 1 例,Marinesco-Sjögren 综合征 1
例,CHARGE 综合征 1 例,其中共发现了 12 种国外未报道的新突变。本研究发现的 13 个致病基因

主要参与 DNA 损伤检验､ 转录调控､ 蛋白质折叠､ 肌肉发育､ 视觉感知､ 有丝分裂细胞周期转换

及黑色素合成等,显著富集于以下几个生物学过程:对组织缺氧的反应､ 黑色素生物合成､ I 类干扰素

生产的正性调控及调控细胞对热刺激的反应等。 
结论  
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伴先天性眼震患儿的病因复杂,应进行全面的临床及辅助检查以提高诊断的准

确性,不同的遗传学检查方法的合理应用可以明显提高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患儿的分子遗传学病因

诊断率。通过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构建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本研究中的多数致病基因通过共表达

参与交互作用。 
 
 
PO-1647 

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儿童睡眠中癫痫性电持续状态的临床研究 
 

羡一心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甲泼尼龙冲击对儿童睡眠中癫痫性电持续状态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8 例新诊断的 ESES 患儿,均给予甲泼尼龙 15-20mg/(kg•d),每疗程用 3d､ 停 4d,连用 3
个疗程,停药后口服泼尼松序贯治疗,总疗程 6 个月。分析甲泼尼龙冲击治疗 ESES 的疗效。 
结果 28 例患儿,临床发作总有效率 82.1%,EEG 改善总有效率 89.3%,神经心理损伤 23 例(82.1%)改
善。 
结论 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可减少 ESES 患儿癫痫发作,改善 EEG 放电,改善神经心理损伤。 
 
 
 
 
 
 
 
 
 
PO-1648 

二代测序技术在婴幼儿难治性癫痫病因中的应用 
 

刘晓军,张玉琴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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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不明原因婴幼儿癫痫性脑病患儿的临床表型特点,进行癫痫基因二代测序,寻找致病性突

变。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 60 例不明病因婴幼儿难治性癫痫患儿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

其父母外周血,应用疾病基因靶向二代测序技术进行癫痫基因测序分析,寻找可疑致病性突变,被证实

的突变均用 Sanger 测序验证并明确突变的父母来源。 
结果 18 例(30%)患儿发现可疑致病突变,包括 Dravet 综合征 6 例(10%),均为 SCN1A 基因错义突

变,2 例为新发突变,大田原综合征 1 例(1.67%),STXBP1 基因错义突变,Angelman 综合征 1 例

(1.67%),UBE3A 无义突变,吡哆醇依赖症 1 例(1.67%),ALDH7A1 基因无义突变。非特异性癫痫 9 例

(15%),其中 1 例为 PCDH19 基因无义突变,1 例为 CDKL5 基因无义突变,1 例为 KCNQ2 基因错义

突变, 1 例为 KCNH5 基因错义突变, 1 例为 GRIN2A 基因错义突变。1 例为 GRIN3B 基因错义突

变,1 例 SCN8A 基因合并 DEPDC5 基因错义突变,1 例 EEF 基因无义突变。1 例 STXBP1 基因无义

突变,为新发突变。经治疗 2 例患儿癫痫完全控制,12 例部分控制,4 例患儿癫痫未控制。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不明原因婴幼儿难治性癫痫临床表型多样,其致病基因与既往国内外报道的常见婴

幼儿癫痫性脑病致病基因如 SCN1A､ SCN8A､ KCNQ2､ KCN1b､ STXBP1､ PCDH19､ CDKL5
､ GRIN2A 等一致,部分基因突变为新发突变。ALDH7A1 基因突变补充维生素 B6 治疗癫痫控制。

SCN8A 基因杂合突变可导致癫痫脑病,因部分位点功能被验证为突变导致功能增强,治疗尝试钠通道

阻滞剂癫痫控制。GRIN3B 多报道与人类工作记忆相关,可能为癫痫致病基因。 
 
 
PO-1649 

大田原综合征的临床和遗传学特点 
 

何大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0 

 
 

目的 探讨 1 例大田原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及基因突变与大田原综合征的关系,为大田原综合征的诊断

提供依据,完善基因型数据库。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大田原综合征临床资料､ 脑电资料及遗传学资料。 
结果  本例患儿主要临床表现为痉挛性发作,脑电图表现为爆发抑制型脑电图,基因检测提示可能存在 
SLC25A22 和 EFHC2 两种基因突变。 
结论 大田原综合征发病年龄早,预后较差,除依据典型的临床表现及特异性脑电图改变,其遗传学特点

也是确诊该病的主要依据。 
 
 
 
 
 
 
 
 
 
 
 
PO-1650 

76 例脓毒症脑病患儿的预后分析 
 

刘金龙,靳有鹏,赵春,刘海燕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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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回顾性脓毒症脑病患儿的预后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本病提供更有价值的临床依

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临床资料研究,对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住入山东省立

医院 PICU 的患儿进行筛选,将符合《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 (2008 版)》标准的 164 例

脓毒症/严重脓毒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临床表现及发病情况分为脓毒症脑病组和非脓毒症脑

病组,并对其临床特点及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1)一般资料:共 164 例患儿符合脓毒症/严重脓毒症的诊断标准,根据并脓毒症脑病诊断标准,将
这些病例分为合并脓毒症脑病组和非脓毒症脑病组。其中合并脓毒症脑病组 76 人,其中男 43 例(占
56.58%),女 33 例(占 43.42%),年龄为 28 天~11 岁,平均(21.67±3.96)个月。无脓毒症脑病组 88 人,
其中男 58 例(占 65.91%),女 30 例(占 34.09%),年龄为 26 天~7 岁,平均为(15.83±2.67)个月,两组病

例在性别比例､ 年龄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2)合并脓毒症脑病组:病死率 94.74%(72/76),治愈好转率 5.26%(4/76);非脓毒症脑病组:病死率

15.91%(14/88),治愈好转率 84.09%(74/88)。合并脓毒症脑病组病死率明显高于非脓毒症脑病组,并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3)原发感染部位:呼吸道感染感染部位对于合并脓毒症脑病组与非脓毒症脑病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 1) 
(4)两组的感染指标水平:合并脓毒症脑病组的 PCT 以及肌钙蛋白水平明显高于非脓毒症脑病组,并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BNP 水平在两组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5)两组病例的免疫水平:CD3CD8 水平以及 4-8 比值在合并脓毒症脑病组比非脓毒症脑病组低,并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CD3､ CD3CD4､ CD16CD56､ CD19 水平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 3) 
结论 脓毒症脑病在脓毒症/严重脓毒症患儿中发病率高,预后差,其病死率远高于非脓毒症脑病患儿。

并且免疫功能越低,病情越严重,预后越差,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越短。因此,及早正确的对脓毒症患儿

进行病情危重程度评估,并对脓毒症脑病早诊断､ 早治疗,对于改善脓毒症脑病患儿的治疗成功率有

着重要意义。 
 
 
PO-1651 

中国癫痫患者药物基因组学研究现状的循证评价 
 

杨春松,张伶俐,俞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系统评价我国癫痫患者药物治疗相关基因的研究现状,总结与药物使用相关的基因,为癫痫疾病

的治疗提供循证医学证据的参考。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BM,CNKI,VIP 和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7 年 1 月,纳入评价癫痫疾病

药物治疗相关基因的文献,分析相关基因与癫痫治疗耐药性､ 药物疗效､ 不良反应､ 血药浓度､ 药

物使用剂量之间的关联性,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 49 篇文献,发表时间为 2007-2016 年,整体文献发表量呈上升趋势。研究样本为 2-654
例。文献类型主要为:基因与血药浓度的关系(n=27),基因与疗效的关系(n=11),基因与不良反应的关

系(n=9),基因与药物剂量的关系(n=2),共涉及相关基因 16 种。针对基因的研究结果,67.3%(33/49)为
阳性结论,26.5%(13/49)为阴性结论,6.1%(3/49)为不确定结论。研究发现影响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

的基因包括 UGTlA4､ UGT1A6､ CYP3A4､ CYP3A5､ CYP2C9､ CYP2C19､ ABCC2 和

UGT2B7。影响药物疗效的基因包括 SCN1A､ ABCB1､ CYP2C19 和 MDR1。与药物不良反应相

关基因包括 HLA 和 EPHX1。对抗癫痫药物使用剂量有影响的包括 ABCC2-24C>T 和 CYP2C19。 
结论 癫痫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发展迅猛,涉及到的相关基因呈现多样化､ 复杂化,但研究样本量不大

､ 有对照组的研究不多,且关于基因与不良反应和药物剂量关系的研究较少,大部分单次研究的基因

与癫痫的关联性还有待今后高质量､ 大样本的临床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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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52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acrolimus inmyasthenia grav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Meta-analysis 

 
Yang Chunsong,Yu Dan 

West China second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reatments with tacrolimuswould 
provide benefit for patients with myasthenia gravis(MG).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Medline,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four Chinese 
databaseswere searched for eligible studies.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s (WMD) 
and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SMD) with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were 
used to summarize the primary outcome, namely steroid-sparing effect of tacrolimus in 
maintainMinimal Manifestations(MM), and the secondary outcome, namely the effect of 
tacrolimus in reducing the severity of MG, re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systematic retrieval,thirteen researches with 2 RCTs and 11 prospective open-label 
single arm clinical trialswere included. For the primary outcome of two RCT, one RCT which 
followed up for 1 year showed a positive effect and the another RCT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a 
treatment duration of 28 weeks showed a negative result. For the secondary outcome, meta-
analyses of other 11 trials showed a benefit effect, overall. For the quantitative MG (QMG) scor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high heterogeneity (SMD: 2.93; 95% CI:1.14 to 4.73; 
I2=86%). In contrast, for MG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MGADL) score, it was reduced by tacrolimus 
with significant SMD and less heterogeneity (SMD: 0.59; 95% CI: 0.33 to 0.85; I2=7%). Adverse 
effects were mentioned as mild. 
Conclusions  The above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re might be a potential beneficial role with no 
serious side effects of tacrolimus, and additional better RCTs including larger sample sizes and 
longer-term study are needed to confirm or refute the results. 
 
 
PO-1653 

癫痫对儿童患者学习､ 社交信心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艾力克木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癫痫对儿童患者学习､ 社交信心及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为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小儿神经内科诊断的来自新疆各地的 261
例癫痫儿童,根据患儿的诊疗情况分为 A 组(n=128)和 B 组(n=133)。对两组癫痫儿童的背景资料､

癫痫对该儿童的学习､ 社交信息､ 心理状况等多方面进行调查 。 
结果 两组患儿中对该病非常了解程度的患儿均<5%,两组对癫痫的认知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通过父母亲及医生咨询､ 杂志和电视等相关传媒途径了解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有显著学习､ 社交信心､ 心理健康影响的患儿均>35%,且两组患儿心理状态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社交信心及心理状况进一步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心

理调查发现主要表现在学习困难､ 缺乏信心､ 缺乏安全感､ 担心学校里发作､ 不尝试参加活动及旅

行方面得分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癫痫患儿对癫痫的认知程度及知晓率需要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应加强对其进行癫痫相关知

识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并关注该病患儿的社交信心及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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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54 

1 case of X-linked Hyper IgM Syndrome Presenting 
as suspicious intracranial toxoplasmic infection 

 
Zhou hui,Yu Dan,Wang Chuan,Li Dongjun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We report 1 cases of X -linked hyper IgM syndrome, presented with intracranial 
suspicious of toxoplasma infection in West china second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hope it 
will useful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arly diagnosis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Methods 1 case of X -linked hyper IgM syndrome data presenting as lethargy, uncontrollable 
somnolence and ataxia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Brain MRI and the serum of IgM of 
toxoplasma show susceptive intracranial toxoplasma infection. 
Results The patients was male, 2 years and ten month old. The following test results suggest the 
diagnosis of HIGM1: elevated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gM from 1.78 to 3.84 g/L, low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gG(the lowest level was 0.33g/L), neutropenia from 0.05 to 0.88 x 109 / L, 
normal or increased number of B cells, normal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CD4+ and CD8 + T-cell 
subsets. He suffered from 3 times of serious infection. The first attack was 1 year and four month 
old, presented with severe sepsis, peritonitis and neutropenia. The second attack was 1 year and 
11 month old, with severe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This was the third attack of infection, 
with lethargy, uncontrollable somnolence and ataxia. He had a cat exposure history, eye exams 
did not show chorioretinitis. CSF analysis was normal. Brain MRI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racranial toxoplasma infection, Axial (A) and sagittal (B) MRI with gadolinium showing multiple 
nodules associating with ring-enhancing lesion in bilateral cerebral hemisphere cortex, bilateral 
basal ganglia, dorsal thalamus. The white matter near of left side of deep island lobe, temporal 
lobe and frontal lobe show demylination lesions. The serum of IgM of toxoplasma was positive. 
Molecular Genetic Testing show point mutation of CD40LG. His mother was heterozygous, his 
father was wild type. 
Conclusions X-linked Hyper IgM Syndrome, a disorder of abnormal T- and B-cell fun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gG and IgA and normal or elevated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gM. The patients had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recurrent bacterial infections 
and other opportunity infections, had high risk of suffer from autoimmune and/or inflammatory 
disorders and lymphoma. CNS infection was common in X-linked Hyper IgM Syndrome.The 
disease was associated with immunoglobulin class-switch recombination. The only curative 
treatment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HIGM1 is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Early 
diagnosis and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may improve the patients prognosis. 
 
 
 
 
 
 
 
 
PO-1655 

单中心儿童肺炎链球菌脑膜炎的临床特点 
 

吴湘涛,李树军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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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目的 分析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患儿肺炎链球菌(SP)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同时对培

养出的 SP 菌株进行抗菌药物耐药性分析,以帮助临床早期合理选用抗菌药物。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 16 例 SP 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耐

药性分析。 
结果 结果 16 例 SP 脑膜炎患儿中,高热 16 例(100%),抽搐 8 例(50%),昏迷 8 例(50%),合并败血症 8
例(50%)。白细胞计数异常 13 例(81.3%),CRP 增高 15 例(93.8%)。所有患儿脑脊液有核细胞计数

增高,分类均以中性粒细胞为主,14 例(87.5%)患儿脑脊液蛋白定量结果>1 000 mg/dL, 高

19310mg/L。经治疗后 11 例(68.8%)患儿痊愈,12 例(75%)患儿有后遗症,3 例(18.8%)患儿死亡。

SP 对红霉素､ 克林霉素､ 四环素和磺胺耐药率高,均高于 81%,对美罗培南､ 头孢吡肟､ 奎奴普丁/
达福普丁耐药率较低(6.25%),未发现对万古霉素､ 替利霉素､ 利奈唑胺､ 左旋氧氟沙星耐药菌株。 
结论 结论 实验室辅助检查指标对于区分 SP 脑膜炎和其他病原菌引起的脑膜炎无特异性。 SP 对
儿科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情况严重,因此对 SP 的耐药情况应进行检测,以指导临床用药。 
 
 
PO-1656 

健康教育用于脑血管动脉瘤手术患者中的护理效果评价 
 

刘京璐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与探讨将健康教育应用于脑血管动脉瘤手术病患护理的效果。 
方法 将经我院临床确诊后进行脑动脉瘤手术的 122 例病患选择为临床研究病例,根据就诊顺序编号

并将单双号分成两组。对照组(单号)61 例仅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双号)61 例将健康教育应用护理

工作中。比较病患护理质量､ 相关知识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压疮发生情况､ 依从性以及住院时间 
结果 试验组病患生活质量(74.87±2.91)分､ 依从性 96.72%､ 相关知识(79.38±6.64)分､ 护理质量

(84.45±6.04)分､ 压疮发生率 1.64%､ 住院天数(15.48±2.29)d 均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73.53±2.64)
分､ 依从性 70.49%､ 相关知识(76.18±6.43)分､ 护理质量(80.36±6.81)分､ 压疮发生率 52.46%､
住院天数(17.02±2.47)d,统计学上有意义(P<0.05)。 
结论 将健康教育应用于脑动脉瘤手术病患的护理后,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加强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增
强病患配合治疗的依从性,减少压疮发生,缩短住院天数,改善其生活质量,满足病患期望值。 
 
 
PO-1657 

伴发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的儿童吉兰-巴雷综合征 
谱系疾病 1 例报告 

 
于淑杰,王春雨,吴丹,李冠群,綦莹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分析小儿吉兰-巴雷综合征谱系疾病并发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的临床特点及治疗转归。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 GBS 谱系疾病并发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女,1 岁 11 月,因声音嘶哑,发音困难起病,逐渐出现不能发声,不能吞咽,不能睁眼,眼球固定

散大,面部病情肌完全瘫痪,头颈不能转动,出现嗜睡症状。四肢肌张力稍低,四肢肌力Ⅱ-Ⅲ级,双膝腱

反射及跟腱反射消失,双巴氏征阴性,克氏征阴性,布氏征阴性,颈强可疑阳性。头(脑干)及脊髓核磁无

异常改变。脑电图:未见特异性改变。肺 CT:双肺散在斑片状密度增高影,双肺炎改变。血免疫球蛋

白测定:Ig M :1.8g/L,轻度增高;脑脊液常规､ 生化正常,脑脊液免疫球蛋白 IgG:5.48mg/L,略升高;面
部及四肢肌电图异常改变。游离三碘甲状原氨酸 [FT3]:1.50pmol/L,降低,游离甲状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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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FT4]:9.49pmol/L,降低,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aTG]:160.00IU/ml,升高,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 [aTPO]:361.00IU/ml,升高。甲状腺彩超:甲状腺结构未见异常。血及脑脊液神经节苷脂抗体均阴

性。给予患儿抗感染､ 营养神经､ 丙种球蛋白治疗,同时给予优甲乐改善甲状腺功能,住院第 11 天病

情开始逐渐好转,语音功能､ 吞咽功能及肢体活动均明显恢复,甲状腺功能明显好转。住院 30 天出

院。3 个月后随访,患儿症状､ 体征完全消失,实验室检查正常,只有面部及四肢肌电图未完全恢复,但
明显好转。 
结论 小儿 GBS 谱系疾病要仔细查体才能鉴别清楚,同时并发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临床少见,且
预后良好。临床症状､ 体征及实验室检查恢复较快,电生理检查恢复较慢。 
 
 
PO-1658 

高压氧结合药物综合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胡文静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高压氧结合药物综合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及实验室指标的变化情况。 
方法 方法 选择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就诊的病毒性脑炎患儿 153 例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随机数据表法将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77 例和对照组 76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抗病

毒､ 退热､ 镇静､ 止吐､ 营养支持等药物综合对症治疗;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结合高

压氧治疗,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7 d 为 1 个疗程。连续进行 3 个疗程后,对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及实验

室指标的比较,如患儿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因子 1(sVCAM-1)､ β-内啡

肽(β-EP)以及髓鞘碱性蛋白(MBP)的检测结果比较等。 
结果 结果 观察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94.81%(73/77),显著高于对照组 82.89%(63/76),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经治疗后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因子

1(sVCAM-1)､ β-内啡肽(β-EP)和髓鞘碱性蛋白(MBP)的检测值与观察组治疗前､ 对照组治疗后先比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高压氧结合药物综合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较单纯药物对症治疗具有更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更利于患儿病情的恢复,该治疗方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PO-1659 

利用 NGS/aCGH 技术检测 LAMA2 基因拷贝数 
变异及其断点分析 

 
葛琳

1,刘爱杰
1,丁娟

1,杜仁骞
2,陈璐

2,谈丹丹
1,高凯

1,杨海坡
1,傅晓娜

1,范燕彬
1,张锋

2,姜玉武
1,吴希如

1,熊晖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LAMA2 相关肌营养不良(LAMA2-related muscular dystrophy,LAMA2- MD)由 LAMA2 基因突

变所致,表型 重者又称先天性肌营养不良 1A 型 (merosin-deficient congenital muscular dystrophy 
type 1A, MDC1A),是我国 常见的 CMD 亚型。该病发病率低,目前国内缺乏对该病的大样本量研

究。在既往研究中,我们在基因水平确诊了来自 79 个家系的 92 例 MDC1A 患者。其中,有来自 29
个家系的 31 例患者经 MLPA 技术(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检测出

携带大于或等于 1 个基因外显子的缺失或重复。然而,MLPA 技术并不能反映断点的确切位置和

CNV 的长度。本研究通过对 LAMA2 CNV 的断点分析,确定 CNV 的发生位置,探讨发生拷贝数变异

致病的可能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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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03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临床诊断为 LAMA2 
MD 并经 MLPA 检测携带 LAMA2 基因 CNV 的患者。运用高探针密度的基于芯片的比较基因组杂

交技术(assay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 aCGH)和针对 LAMA2 全基因进行深度测序的二

代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通过自主设计的定制芯片进行 LAMA2 基因的大片

段缺失重复检测和 CNV 的断点分析。 
结果 在本中心的 92 例 MDC1A 患者中,共有 31 例携带 CNV,频率为 18.4%。进一步分析确定其

CNV 断点。通过 aCGH 检测,新明确诊断 5 例患者携带与本课题组前期报道过的 3 例患者相同的

LAMA2 第 4 外显子 5823bp 缺失。应用多个 SNP 位点和长片段 PCR 检测此 8 例患者及其父母,携
带相同单倍体型,在断点处具有相同的 5bp 微同源序列,证实为中国人群的始祖突变。此外,基于

DNA 错误复制的 FoSTeS 机理(Folk stalling and template switching)也可以产生含复杂结构的

CNV。  
结论 基因检测是确诊 MDC1A 可靠的方法。拷贝数变异是 LAMA2 基因的较为常见突变类型,其
基因型和表型关系尚难以确定。拷贝数变异的发生机制可能与微同源序列和复制叉停顿和模版转换

有关。明确诊断为这些家庭的遗传咨询提供了可能。 
 
 
PO-1660 

负荷量托吡酯治疗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部分性发作 10 例分析 
 

张晓青,唐洪侠,孙素真,杜雅坤,李鑫,吴文娟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探讨作为辅助治疗儿童难治性部分性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RGCSE)经胃肠道给予负荷量托吡

酯(TPM)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一区,从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收治住的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

患儿被纳入进行前瞻性开放性非随机临床研究。托吡酯的使用,选择性应用于至少两种标准抗癫痫

药治疗失败的癫痫持续状态患儿中,因无 ICU 监护条件,标准的第三或第四线的疗法无法实行。托吡

酯的片剂粉碎,通过鼻胃管给予; 首剂 10mg/kg,3 天后改为 5mg/kg bid。癫痫持续状态对 TPM 的反

应被分类为有效(给予 TPM24 小时内终止 SE 或发作减少≥50%),可能有效(给予 TPM24 小时内发

作减少小于 50%))或无效(给予 TPM24 小时发作无减少或无反应)。 
结果 10 例患儿在全部病情稳定后,临床发作频率或脑电图放电指数较引入负荷量托吡酯前下

降>50%者 7 例,其中完全停止者 2 例,在负荷量托吡酯引入后 24 小时后临床发作减少小于 50%或视

频脑电图放电指数下降不明显者 3 例,无反应者 0 例。 
结论  使用胃管内给予负荷量托吡酯的治疗在癫痫持续状态部分性发作的患者中是有效的,并且在患

有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的患者中耐受良好。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低成本和可行性使托吡酯成为治

疗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患者的潜在有效的药物。10 例患儿仅有 2 例出现轻度酸中毒,随药量减少而

纠正。 
 
 
 
 
 
 
PO-1661 

Biomarkers of epilepsy: intensive review 
 

Ai Hamaidealafate,Yin Fei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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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Epilepsy is the most common serious primary dis-ease of the brain. Approximately 
10% of people can expect to have at least one epileptic seizure during a normal lifespan, and one 
third of these will develop epilepsy.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epilepsy. 
Methods In our study, we report most of the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epilepsy to date, according 
to their magnitude in either diagnosis of epilepsy or estim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antiepileptic 
treatment through revie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of: pathologic High-Frequency Oscillations 
pHFOs, brain inflammation,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dysfuncti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and 
microRNAs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epilepsy. 
Results Among all pHFOs, fast ripples seem to be more specific for the epileptogenic zone. 
Activation of the IL 1b system, COX-2 and mTOR are the major inflammatory pathways that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eir possible contribution to epileptogenesis. As for BBB dysfunction, ICAM 
1, VCAM 1 and E-and P selectin studies have shown their close linkage to status epilepticus. So 
far miRNA 301a-3p and MiRNA-106b-5p have shown the best diagnostic efficacy for epilepsy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values. 
Conclusions Although current evidences demonstrate that a definite biomarker of epilepsy is 
almost impossible, our review helped to get us closer to what might be a biomarker of epilepsy. 
 
 
PO-1662 

儿童脑性耗盐综合征 5 例诊治体会及文献复习 
 

陈明,黄少武,朱斌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结合文献探讨儿童脑性耗盐综合征(CSWS)的诊治体会及临床经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儿科 PICU 收治的 5 例儿童合并脑性耗盐综合

征(CSWS)的临床表现､ 化验结果､ 诊疗经过及转归､ 随访结果等,结合文献复习总结 CSWS 的诊

断､ 与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的鉴别､ 治疗及预后。 
结果 5 例患儿中 1 例系鞍区肿瘤术后,1 例系结核性脑膜炎,3 例系重度脑外伤(未开颅手术),其中 1 例

患儿合并脑脊液耳漏和化脓性脑膜炎;5 例患儿在病程第 7-12 天平均第 9 天出现低血钠,血钠水平均

< 120mmol/L;诊断 CSWS后予以补钠､ 扩容､ 积极治疗原发病等治疗均恢复良好,血钠纠正时间为

6-14 天,平均 12 天。 
结论 结合文献复习 CSWS主要临床特点是低血钠､ 高尿钠､ 血容量低等,其治疗主要是补充血容量

及持续输入钠盐,使之正钠平衡,诊断的难点是与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相鉴别。 
 
 
 
 
 
 
 
 
 
 
PO-1663 

MiRNAs and Epilepsy,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Review 
 

Ai Hamaidealafate,Yin Fei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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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Epilepsy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ffecting approximately 65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Over the past 6 year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pilepsy and miRNAs 
has been a rich area of interest.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RNA 301a-3p and miRNA-106-5p and epilepsy. 
Methods In our paper, we repor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ll published papers regar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miRNA 301a-3p and MiRNA-106b-5p and epilepsy. 
Results Six published reports of eligible studies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four studies involving 
295 human participants and rats’ models have shown that miRNA 301a-3p was significantly 
dysregulated in Epilepsy with one study claiming that it had the best diagnostic value for Drug 
resistant epilepsy with 80.5% sensitivity and 81.2% specificity (Wang at el. 2015). Two studies 
involving 245 human participants have shown that miR-106b-5p was significantly dysregulated in 
Epilepsy with one study claiming that it had the best diagnostic value for epilepsy with 80.3 % 
sensitivity and 81.2 % specificity (Wang at el. 2015). 
Conclusions Although current evidences demonstrate that miRNA 301a-3p and MiRNA-106b-5p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epilepsy, more evidence from advanced studies is needed, so we could 
save time and effort in our fight against Epilepsy. 
 
 
PO-1664 

儿童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 15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邱甜,柴毅明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儿童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CIDP)的临床特点和预后 
方法 收集并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 CIDP 患儿的临床资料,
检索 PubMed 数据库 1991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的儿童 CIDP 病例,将文献检索和本文的病例汇总

后根据到达疾病高峰期时间分组,4~8 周为亚急性起病组,>8 周为慢性起病组,比较两组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和预后。 
结果 ①符合本文纳入和排除标准的 CIDP 患儿 15 例,男 6 例,女 9 例;1~3 岁 4 例,~7 岁 4 例,~15 岁

7 例;起病年龄 1 岁 1 月~11 岁 9 月;7 例有前驱感染史;到达疾病高峰期时间为 4 周~13 月,平均

(12.93±13.57)周。15 例的首发症状均为运动障碍;4 例有感觉障碍;疾病高峰期 MRS 评分:3 分 8
例,4 分 6 例,5 分 1 例;病程呈单向型 3 例,进展型 5 例,复发型 7 例;15 例神经传导检查均有神经源性

损害,脑脊液检查均有细胞蛋白分离现象。14 例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另 1 例予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1
例家属放弃治疗自动出院;其余 14 例住院时间 7~17 d,出院时临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好转。随访

中,7 例患儿复发。②符合本文设定的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文献 14 篇,共报道 87 例 CIDP 患儿,与
本文报道的 15 例合并后共 102 例,亚急性起病组 38 例,慢性起病组 64 例。亚急性起病组感觉障碍

(57.1% vs 23.5%,P=0.003)和颅神经异常(25.7% vs 7.8%,P=0.032)高于慢性起病组。两组性别､

起病年龄和运动障碍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急性起病组感觉障碍(57.1% vs 23.5%,P=0.003)和
颅神经异常(25.7% vs 7.8%,P=0.032)高于慢性起病组,且更易反复发作(62.2% vs 34.0%,P=0.015),
慢性起病组单相发作形式多(50.8% vs27.8%,P=0.034) 
结论 儿童 CIDP 亚急性起病较成人稍多,其感觉障碍､ 颅神经异常多于慢性起病患儿,并且疾病发展

过程中容易复发。儿童 CIDP 运动障碍常见,较少出现颅神经损害和呼吸衰竭等,脑脊液细胞蛋白分

离现象多见,电生理改变明显,早期治疗则预后较好。 
 
 
PO-1665 

 补体Ⅰ因子缺陷伴反复无菌性脑膜炎一例并文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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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明月,李梅,李听松,赵春燕,贾春颖,蒋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补体Ⅰ因子(complement factor Ⅰ,CFⅠ)缺陷伴反复无菌性脑膜炎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

查､ 基因特点及治疗,并文献学习。 
方法 回顾性报道 2017 年 02 月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1 例补体Ⅰ因子缺陷

伴反复无菌性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分析补体Ⅰ因子缺陷伴反复无菌性脑膜炎的实验室

检查､ 基因特点及诊治进展。 
结果 7 月内反复发热头痛 7 次住院患儿,基因检测结果提示 CFⅠ基因纯合突变(c.772+1G>T),为错

义突变,确诊 CFⅠ缺陷伴反复无菌性脑膜炎,每次发病均给予抗生素及甘露醇治疗后好转,但均不能

预防下次无菌性脑膜炎发作。检索国内外文献,以“补体Ⅰ因子”和“脑膜炎”为关键词,未检索到中文文

献,应用 Pubmed､ Medline 医学数据库检索,以”complement factor Ⅰ or complete complement 

factor Ⅰ AND meningitis” or ” complete factor Ⅰ deficiency”为关键词,并对检索出的文献病例资料

进行总结。 
结论 CFⅠ缺陷伴反复无菌性脑膜炎可继发于 CFⅠ基因突变､ 血清 CFⅠ缺乏或功能缺失,以反复发

作无菌性脑膜炎为主要特征,血清 CFⅠ浓度测定､ 功能测定及基因检测有助于诊断,目前以对症治疗

为主,尚无可靠根治治疗,一般不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 
 
 
PO-1666 

难治性癫痫儿童的数学认知 ERP 研究 
 

陈娇,刘晓鸣,岳璇,桑艳,陈盛植,张园,赵家强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目的 通过分析正常儿童､ 癫痫控制良好儿童及难治性癫痫儿童的数学认知相关 ERP 波形特征,探讨

难治性癫痫儿童的数学认知过程。 
方法 选择苏北地区一年级 8 岁-10 岁难治性癫痫儿童 10 名(A 组),同年龄组癫痫控制良好儿童 10 名

(B 组),及同年龄组健康儿童 10 名(C 组),采用 10 以内加减计算及相应答案作为刺激内容,进行 EEG
检测并进行相关 ERP 分析。 
结果 ①三组儿童 Cz 导联运算时和答案判断时 ERP 波形成分一致:Nl,P2,N2,P3;②行为学结果:A 组

答案判断反应时间 rt(720.1±56.3ms),较 B 组答案判断反应时间 rt(654.3±61.1ms)和 C 组答案判断

反应时间 rt(645.5±49.6ms)长,P<0.05,B 组和 C 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③三组错误答案判

断反应时间均长于同组正确答案反应时间,但仅有 A 组错误判断时间(735.2±57.5ms)与正确答案判

断时间(687.7±48.4ms)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运算时 A 组 N2 波幅(14.3±4.1μv)较 B 组

(12.2±3.8μv)和 C 组(11.7±3.1μv)高,答案判断诱发的 N2 波幅(15.2±4.4μv)亦高于 B 组(11.7±3.6μv)
和 C 组(10.8±2.9μv),P<0.05,但运算和答案判断过程 N2 潜伏期各组间无明显差异;⑤运算时 A 组数

字 S3 的 P3 潜伏期(490.0±33.4ms)长于 B 组(426.9±28.4ms)和 C 组(408.7±29.3ms),答案判断诱发

P3 潜伏期(492.2±38.4ms)亦长于 B 组(456.4±40.2ms)和 C 组(413.7±37.1ms),P<0.05,但运算和答

案判断过程 P3 波幅各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①难治性癫痫儿童､ 癫痫控制良好儿童及正常儿童计算时 ERP 成分稳定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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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难治性癫痫儿童的计算认知过程有不同程度损伤,答案判断是一个不同于计算的认知过程,而且在

正确与错误的判断上也存在认知差异。 
 
 
PO-1667 

 一个 PRRT2 突变但卡马西平治疗疗效不佳的癫痫家系报道  
 

沈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PRRT2(proline-rich transmembrane protein 2)基因突变富含脯氨酸的跨膜蛋白 2 基因,是神经

系统发作性疾病中重要的致病基因,除阵发性运动诱发的运动障碍(PKD),也参与癫痫的发病。 
方法 本文报道了一个 PRRT2 基因突变的癫痫家系。先证者为 10 岁女孩,1 岁 1 月起病,表现为部分

性发作,智力和运动发育正常,发作间期脑电图正常,头颅磁共振及其他检查排除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其母亲和外公有癫痫病史,母亲伴有智力发育迟滞和语言发育轻度落后。基因检查证实先证者和母

亲都有 PRRT2(c.649dupC)杂合突变。 
结果 其外公未接受治疗,母亲经卡马西平治疗后部分控制。先证者经卡马西平､ 奥卡西平等治疗后

无好转,予妥泰治疗后癫痫控制。 
结论 PRRT2 基因突变参与癫痫病人的发病,PRRT2 基因突变临床表型具有异质性,在同一家系中常

有不同表型,甚至同碱基突变可表现不同的临床表型,且卡马西平治疗反应欠佳。 
 
 
PO-1668 

结节性硬化文献回顾及我科 4 年来 17 例病例讨论 
 

花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分析 17 例结节性硬化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突变位点的关联性。 
方法 患者是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因“癫痫发作”来我院儿童神经内科诊治。结合患儿

临床表现,及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及患儿家属签署同意书的情况下,对患儿､ 家长行基因学检查 TSC1
及 TSC2 的突变位点,数据解读是规则参考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ACMG)相关指南。确诊结节性硬化共 17 例,年龄从 2 个月到 12
岁(平均发病年龄 4 岁 1 个月)。并予脑电图检查､ 心脏超声､ 眼底镜检查等寻找有无其他系统累及

的症状。 
结果 病例中发现 TSC1 突变的占有 6 例(35.29%),TSC2 突变的占有 10 例(58.82%),其中一例同时

又 TSC1 和 TSC2 突变(5.88%)。在所有病例中,父母亲一方同时也有突变基因的例子占有 5 例

(29.41%),父母双方未检出该位点突变的有 12 例(70.59%)。所有病例均有癫痫(全身型､ 局部性､
婴儿痉挛症)发作;5 例患者有皮肤色素脱失斑的表现(29.41%);心脏横纹肌瘤 1 例(6%);眼底病变 1 例

(6%)。 
结论 分析 2014-2017 年期间因”癫痫发作”收住我科,经基因学检查提示 TSC 基因突变,确诊结节性

硬化的 17 例患儿。其临床表现以神经系统累及为主,皮肤､ 心脏横纹肌瘤在这些病例中比例较少,仍
需长期随诊､ 复查症状进展。基因学检查提示 TSC2 型结节性硬化的患儿临床症状较为严重。 
 
 
PO-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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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syndrome (RESLE) in children 
with benign convulsions associated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 (CwG) 
 

Yu Yonglin 
Departments of Neur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3 

 
 

Objective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syndrome (RESLE) has been reported in patients with a 
wide spectrum of diseases and conditions, but rarely seen in cases with benign convulsions 
associated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 (CwG).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clinical course, blood and stool examinations,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examina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findings, therapy and prognosis of 5 children who have RESLE 
associated with CwG. 
Results 5 previous healthy patients, 4 girls and 1 boy, mean age was 26.4±8.1months. They 
have clusters general tonic-clonic or clonic seizures within the first 2 days of gastroenteritis. No 
abnormalities in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urea, creatinine, electrolytes, glucose, blood 
routine test, C reactive protein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Rotavirus antigen was positive in 
the stool of 1 case. Inter-ictal EEG showed normal except one of them has occipital slow wave. 
The initial MRI was performed within 5 days at onset, 4 patients had an isolated lesion in the 
splenium of the corpus callosum(SCC), one patient had lesions which extended beyond the SCC 
to involve the genu of the corpus callosum. The follow-up MRI was performed at 10 to 15 days 
after onset, all lesions completely disappeared.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ntiviral, rehydration 
and anticonvulsant therapy in the acute phase. They all have good prognosis and normal 
psychomotor development with no neurologic sequelae after 13 to 16 months of follow up. 
 
Conclusions  CwG and RESLE can coexist in young children with acute viral gastroenteritis and 
have a good prognosis. 
 
 
PO-1670 

Dravet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遗传学分析 
 

蒋铁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分析 13 例 Dravet 综合征(DS)病例,探讨该病的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情况 
方法 收集并分析 13 例 Dravet 综合征患儿及父母临床资料,抽取患儿､ 家系成员静脉外周血,提取

DNA,采用外显子靶向捕获结合二代测序技术进行 300 个癫痫相关基因的突变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

生物信息学分析后确定候选致病突变,再利用 Sanger 法对候选变异进行家系内验证。 
结果 本研究 13 例 DS 患儿中,男 7 例,女 6 例。发病年龄 5~11 月,中位发病年龄为 8 个月。首次发

病 9 例展现复杂性热性惊厥(CSF)特征。发病 1 年内:2 例脑电图(EEG)异常,3 例头颅磁共振(MR)异
常,3 例出现癫痫持续状态(SE),7 例展现出 3 条 CSF 特征。发病 3 年内:8 例 EEG 异常,3 例头颅 MR
异常,8 例出现 SE,11 例展现出 3 条的 CSF 特征。8 例患儿检出单纯 SCN1A 突变;1 例患儿检出

SCN1A 合并 SCN9A､ KCNQ2 突变;1 例患儿检出 SCN1A 合并 SLC6A8 突变;1 例患儿检出

SCN1A 合并 TSC2 突变。发现 SCN1A 突变家系 1 个。 
结论 DS 患儿常在婴儿期以复杂性热性惊厥起病,病初 EEG 及头颅 MRI 异常率低,但病程逐渐展现

出多条 CSF 特征,SE 出现率也在逐渐升高。癫痫相关基因筛查主要为 SCN1A 基因突变,部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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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SCN9A､ KCNQ2､ SCL6A8､ TSC2 等基因突变,合并突变是否具有共同致病有待进一步研

究。 
 
 
PO-1671 

GLDC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致非酮性高甘氨酸血症 
家系临床和遗传学分析 

 
蒋铁甲,江晶晶,徐佳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非酮性高甘氨酸血症(NKH)是由于甘氨酸裂解系统缺陷引起常染色隐性遗传疾病,可分经典型

和非经典型,后者表现复杂多样,诊断较为困难。 
方法 该文报道 1 个非酮性高甘氨酸血症家系,哥哥表现为难治性癫痫､ 严重的双侧痉挛性瘫痪和智

力低下,血､ 尿､ 脑脊液中甘氨酸浓度均升高,脑脊液和血的甘氨酸浓度比为 0.6;妹妹表现为语言发

育迟缓､ 共济失调､ 舞蹈病和发热诱发的精神行为异常､ 肌张力减退。 
结果 兄妹均存在甘氨酸脱羧酶基因(GLDC)母源 c.3006C>G (p.C1002W)错义突变和父源

c.1256C>G (p.S419X)无义突变,为复合杂合突变,生物学软件预测为致病突变。 
结论 两种突变体的甘氨酸脱羧酶活性均有下调。NKH 表型多样,二代高通量测序有利于疑似病例的

确认,非经典 NKH 与基因突变导致的甘氨酸脱羧酶活性下调相关。 
 
 
PO-1672 

SCN1A 基因突变合并 SCL6A8 基因突变致 Dravet 综合征 1 例 
 

蒋铁甲,花奕,徐佳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Dravet syndrome(DS)目前认为主要由单基因突变导致,主要相关基因为 SCN1A､ PCHD1､
STXBP1､ GABARG1､ GABARG2､ SCN1B､ SCN2A 基因。 
方法 1 例 7 月龄热惊起病患儿,随后出现反复热敏性惊厥发作,并出现多种发作类型,抗癫痫药物控制

困难。该患儿目前 4Y7M,有严重的语言发育迟缓,交流障碍,小脑共济失调。患儿既往头颅磁共振检

测正常,2 岁前视频脑电图(VEEG)检查正常,2 岁后 VEEG 出现广泛或局灶性痫样放电。 
结果 2 代高通量测序并 sanger 验证发现该患儿为 SCN1Ac.2332-1G>C(NM_001142806.1)和
SLC6A8c.1151-8C>T(NM_001165963.1)基因突变,SCN1Ac.2332-1G>C 突变为新生突

变,SLC6A8c.1151-8C>T 突变来源于患儿母亲,且 SLC6A8c.1151-8C>T 突变为已报道致病突变,和
脑肌酸缺乏(Cerebral creatine deficiency syndrome,CCDS)相关。 
结论 SCN1A 基因突变主要为 DS 的致病基因,CCDS 主要表现为语言发育迟缓,交流障碍。该病人

两个基因突变均有可能和患儿症状相关。部分 DS 患儿可能存在主要致病基因突变外的修饰基因。 
 
 
 
 
 
PO-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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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osphodiesterase-4 inhibitor rolipram ameliorates 
cognitive deficits and promotes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in prenatally infected offspring 
 

jiang peifang,Zhu Tao,Gu Weizhong 
Departments of Neur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52 

 
 

Objective Preterm infants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to intrauterine infection-induced 
periventricular white matter injury (PWMI). PWMI is associated with cerebral palsy, cognitive 
deficits and psychomotor impairment. However, there is no effective therapy to interrupt PWMI 
progression and ameliorate cognitive deficits. 
Methods Here we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rolipram in rats subjected to intrauterine infection. We 
investigated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rolipram in prenatally infected neonatal rat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rolipram not only enhanced neural stem/precursor cells (NSPCs) 
proliferation, promoted neuronal and glial differentiation, but also ameliorated cognitive deficits. It 
suggested that neurogenesis promoted by rolipram could play an effective neuroprotective role to 
ameliorate cognitive deficits in prenatally infected offspring. Additionally, we found that rolipram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CREB/CREB, p-Akt/Akt, TrkB and BDNF levels. It presumed that 
rolipram could ameliorate intrauterine infection-induced cognitive deficits via cAMP/CREB 
signaling that regulates BDNF expression downstream.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inhibition of PDE-4 may be a useful therapeutic strategy to 
preterm infants’ PWMI. Rolipram may ameliorate cognitive deficits by enhancing endogenous 
neurogenesis via CREB/Akt/BDNF signal transduction. 
 
 
PO-1674 

Somatic KRAS mutation in an infant with linear sebaceous 
nevus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lymphatic malformations 

 
Jiang Lihua,Gao Feng,Mao Shanshan,Xu Jialu 

Departments of Neur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3 
 
 

Objective Linear nevus sebaceous syndrome (LNSS) is a rare neurocutaneous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sebaceous nevu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ocular and skeletal 
abnormalities. We described KRAS somatic mosaic mutation in a case of LNSS with lymphatic 
malformations (LMs). 
Methods A 4-month-old female with a clinical diagnosis of LNSS presented with infantile spasms, 
mental retardation, skull dysplasia, ocular abnormalities, congenital atrial septal defect and LMs. 
Results Whole-exome sequencing reveals a low-le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the KRAS gene 
(c.35C>T; p.G12D, 19 %) in the skin lesion sample but not in the blood samples from the patient 
and her parents. 
Conclusions  LNSS is a multisystem disorder that can include LMs. We described one more 
case of LNSS with somatic mutation in the KRAS gene. 
 
 
 
 
 
 
PO-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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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report of mild encephalitis/encephalopathy with a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MERS) associated with listeria 

monocytogenes 
 

xu jialu,Gao Feng,Yuan Zhefeng,Jiang Lihua 
Departments of Neur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3 

 
 

Objective Mild encephalitis/encephalopathy with a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MERS) is a clinico-
radiological syndrome mainly triggered by viral infection. Bacteria, like listeria monocytogenes, 
are relatively rare pathogens for MERS. 
Methods We report a case of a 2.5 years old girl with a 3-day history of fever and vomiting, 
complicated by a sudden seizure. She was in a coma after seizure and had a Glasgow Coma 
Scale score of 5. Listeria monocytogenes was detected in cerebrospinal fluid cultures. Serum IL-6 
remarkably elevated, and hyponatremia appeared on day 2 of hospitaliza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he brain performed on day 3 of hospitalization showed right subdural 
effusion and a lesion in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splenium of the corpus callosum. 
Results . We administered antimicrobial therapy and her neurological symptoms improved 
gradually. The lesion in the SCC completely disappeared on MRI on day 10 of hospitalization.  
Conclusions We diagnosed this case as MERS caused by listeria monocytogene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such a case, which indicates IL-6 may play a role in the forms of hyponatremia in 
MERS. 
 
 
PO-1676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 13 例儿童难治性癫痫随访研究 
 

周渊峰,王新华,赵瑞,李昊,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迷走神经刺激术(VNS)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院 2016 年 8 月~2017 年 3 月,13 例接受迷走神经刺激术的难治性癫痫患儿临

床资料,并在我院神经科癫痫手术评估门诊进行随访。 
结果 性别:男 8 例,女 4 例;年龄分布:2~6 岁 6 例,6~12 岁 7 例;病程:20 月~10 年,中位数 3 年;发病前

发育落后 10 例,发病后智力低下 12 例;发作类型:单一发作类型 6 例,多种发作类型或形式 7 例;癫痫

综合征:Lennox-Gastaut 综合症 5 例 , West 综合征 5 例;病因:基因 PAFAH1B1 突变伴结构异常 1 例,
结构异常 7 例,病因不明 5 例;国产 VNS 7 例;进口 VNS 6 例。2 例患儿随访至 3 个月,11 例随访至 6
个月,术后 1 个月发作完全缓解 1 例(7.6%),发作减少 50%以上 2 例(15.4%);术后 3 个月发作完全缓

解 1 例(7.6%),发作减少 50%以上 3 例(23.1%);术后 6 个月完全缓解 1 例,发作减少 50%以上 3 例。

术后 6 例无不适反应,6例轻微不适反应包括恶心､ 呕吐､ 声音嘶哑､ 干咳,无严重不良反应;1 例出

现吞咽困难,肢体无力和走路不稳,和 VNS 不良反应之间关系不明确。 
结论 迷走神经刺激术可见减少癫痫发作频率和程度,副作用少,是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安全､ 有效的

方法。 
 
 
 
 
 
 
 
PO-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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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rather than neurocognitive abilities 
in newly diagnosed BECTs with oxcarbazepine 

monotherapy treatment 
 

程大志,闫秀贤,陈倩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Objectiv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valuated a group of children with BECT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nti-epileptic drugs (AEDs) treatment to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This study recruited 32 patients (15 boys and 17 girls) with a history of untreated typical 
BEC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Neurology at the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All the 
patients completed a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batter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 Inventory 
(QOLIE-31) in oxcarbazepine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compared performance on all tests. Analysis of covariance was conducted by treating 
time interval between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as a covariate. 
Results One-way ANOVA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cognitive improvements in these 
tests of mental rotation, paired associative learning, word semantics and simple subtraction. 
However,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time interval,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were not observed. The patients also had enhanced performance on the OQL, 
emotion, total scores of QOLIE. After additional control for the time interval,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on the emotion and total scores of QOLIE still existed.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AED treatment could affect quality of life in BECTs, the improved 
cognitive function may be due to the brain development over time. 
 
 
PO-1678 

泼尼松龙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婴儿痉挛症 
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张延红

1,2,欧阳颖
1 

1.四川省人民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 

 
 

目的 对泼尼松龙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 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婴儿痉挛症

(IS)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进行评价,以探讨泼尼松龙是否能够替代 ACTH 治疗 IS 以及泼尼松龙治疗 IS
的 佳治疗方案。 
方法 通过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 Medline､ Embase 英文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 万方中文

数据库,收集泼尼松龙与 ACTH､ 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 IS 的 RCT。文献检索时间

为建库时间至 2016 年 12 月。根据研究目的,制定纳入､ 排除标准,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文献的筛选。

由两名系统评价员按照标准,独立进行数据收集,并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估及异质性检验。应用

Review Manager5.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类资料采用比值比(OR)及 95%置信区间(CI)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4 个 RCT 研究,合计 406 例患儿。其中泼尼松龙与 ACTH 比较部分,共纳入 3 个 RCT
研究,合计 343 例患儿。meta 分析结果显示:1.泼尼松龙与 ACTH 治疗 IS 痉挛发作缓解率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OR: 1.40,95% CI: [0.89, 2.19],P=0.15);2.泼尼松龙与 ACTH 治疗 IS 脑电图高峰节律

紊乱消失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83,95% CI: [0.17,4.07],P=0.82);3.不良反应发生率:泼尼松

龙与 ACTH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22,95% CI: [0.97,1.54],P=0.09)。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

量泼尼松龙比较部分,共纳入 1 个 RCT 研究,合计 63 例患儿。meta 分析结果显示:1.小剂量泼尼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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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 IS 痉挛发作缓解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31,95% CI: 
[0.11,0.91],P=0.03);2. 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 IS EEG 高峰节律紊乱消失率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OR: 0.35,95% CI: [0.09, 1.29],P=0.11);3.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

IS 痉挛无复发患儿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 0.19,95% CI: [0.05, 0.76],P=0.02)。4.不良反

应:大小剂量泼尼松龙无明显差异。 
结论 meta 分析结果提示:1.泼尼松龙与 ACTH 在治疗 IS 痉挛发作缓解率､ EEG 高峰节律紊乱消失

率方面疗效相近,不良反应两组发生率相当。2.大剂量泼尼松龙在治疗 IS 痉挛发作缓解率､ 痉挛无

复发患儿所占比例方面疗效优于小剂量泼尼松龙,EEG 高峰节律紊乱消失率方面小剂量泼尼松龙与

大剂量泼尼松龙疗效相近。不良反应两组发生率相当。目前有限的证据支持:泼尼松龙能够替代

ACTH 治疗 IS,且以大剂量泼尼松龙效果更佳,其 佳治疗方案为起始剂量 4mg/(kg.d) 口服 2 周,并
于接下来 2 周内逐渐减停。 
 
 
PO-1679 

康复护理在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付珊珊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 

 
 

目的 观察及分析对于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采取康复护理模式得到的效果 
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 100 例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随机分成采取常规护理模式的参照组,以及应用康复

护理模式的研究组,分别观察及对比两组患儿的总体临床疗效､ 主要症状和体征缓解的时间､ 生活

质量以及适应能力评分情况 
结果 :通过进行相异方式的护理举措以后,研究组患儿的总体治疗有效率同参照组相比较优势明

显,P<0.05;对比主要症状以及体征(惊厥､ 意识障碍､ 颅神经障碍､ 肢体障碍)的缓解时间,研究组均

显著的短于参照组,P<0.05;统计生活质量和适应能力评分,研究组均具有较高的优势,P<0.05 
结论 对于患有重症病毒性脑炎小儿采取积极有效的康复护理举措,能够明显的提升总体治疗有效率,
提升患儿的生活质量。 
 
 
PO-1680 

24 h 动态脑电图和视频脑电图在儿童癫痫诊断中的效果比较 
 

王勇,顾教伟,王大斌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比较 24h 动态脑电图和视频脑电图对儿童癫痫的诊断效果。 
方法 选取 1260 例癫痫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行 24h 动态脑电图和视频脑电图检查,并
分不同年龄段比较两种检查方式诊断效果。 
结果 在发作间期 24h 视频脑电图痫样放电检出率､ 总异常率与动态脑电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发作期婴幼儿组 24h 视频脑电图对于部分性发作检出率与动态脑电图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而大龄儿童组对于部分性发作检出率,以及两组在全面性发作､ 痉挛性癫痫､ 非痫性发作等

检出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相比动态脑电图,24 h 视频脑电图儿童癫痫对于小婴儿部分性发作检出率更高,值得临床推广。 
方法 1260 例患儿分别采取 24 h 动态脑电图与 24h 视频脑电图检查,24 h 动态脑电图检查方式:19
导便携式动态脑电图监测仪(南京维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 电极放置依据国际 10~20 系统,电极

采用镀银/氯化银盘状电极,涂以固态电极膏黏附头上,外用弹力帽进一步固定以单个摄像镜头监测发

作情况,以参考导联方式记录。实施连续 24 h 监测记录,监测过程中叮嘱患儿尽量不要乱动,同时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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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详细记录监测过程中出现的发作及相关活动准确时间。动态监测结束后上传相关数据,根据

需要切换不同导联､ 波幅､ 及滤波进行脑波分析。视频脑电图检查方式:19 导视频脑电监测仪(日本

光电 9200 型),按照国际 10~20 系统安装 19 导记录电极,双侧耳电极作为参考电极,并附加 ECG､ 肌

电图及左右眼动图。电极采用镀银/氯化银盘状电极,涂以固态电极膏黏附头上,外用弹力帽进一步固

定以单个摄像镜头监测发作情况,以参考导联方式记录。在监测中及监测后对各种状态及事件进行

标记。回放时对发作期 EEG 及录像进行逐秒同步分析。并根据需要改变已记录 VEEG 的导联连接

方式､ 波幅电压及滤波。两种方式均在记录中先完成睁闭眼､ 过度换气､ 闪光诱发等特殊诱发试验

0.5h 及睡眠状态下 EEG 共 24h。 
结果 发作间期两种检查检出率  24h 动态脑电图痫样放电检出率 70.40%,  总异常率 92.98% ;24h
视频脑电图痫样放电检出率 67.09%, 总异常率 93.23%, 两种检查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24h 动态脑电图与视频脑电图对儿童癫痫的发作间期异常放电检出率无明显差异;对于婴幼儿

局灶性发作的识别,24h 视频脑电图较动态脑电图识别率高,值得临床推广应运。 
?? 
 
 
PO-1681 

综合康复疗法用于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临床观察 
 

徐晓东,王大斌,赵峰,刘娟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探讨综合康复疗法用于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5 例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 13 例和观察组 12 例。对照组仅予以 Bobath
运动疗法治疗,观察组在 Bobath运动疗法基础上､ 同时给予水疗､ 中医推拿及家庭康复等综合治

疗。对治疗前后采用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GMFM)评分。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后 GMFM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并且观察组患儿 GMFM 评分亦显

著优于对照组水平(P<0.05)。 
结论 观察组在 Bobath运动疗法基础上辅以水疗､ 家庭康复及中医推拿治疗不随运动脑瘫效果显著 
 
 
PO-1682 

左乙拉西坦治疗儿童癫痫 100 例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刘俊华,王大斌,顾教伟,王勇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观察左乙拉西坦(Levefivacetam,Lev )添加治疗不同类型儿童癫痫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对 100 例癫痫患儿将 Lev 作为药物口服给药,原使用的抗癫痫药物种类和剂量不变,症状控制后

逐渐减量停药。Lev 起始剂量 10-20mg/kg/d,分 2 次口服,每 1-2 周增加 10mg/kg/d,目标剂量

50mg/kg/d,根据癫痫发作情况调整使用剂量。以治疗前 3 个月发作频率为基数,进行开放性自身对

照观察,以治疗满 6 个月 78 例癫痫患儿为对象,观察其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 Lev 对复杂部分性发作,肌阵挛发作总有效率为 100%,部分性发作泛化,强直—阵挛发作,强直发

作,婴儿痉挛,总有效率均在 75%以上,对于常见的儿童各型癫痫类型均有一定疗效。Lev 添加治疗前

后平均发作频率均明显减少,且具有统计学意义。不良反应轻微,时间较短暂。 
结论 Lev 对于儿童各型癫痫均有一定疗效,不良反应轻,安全耐受性较好,为治疗儿童癫痫提供了一种

新的选择。 
PO-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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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后血液生化指标的变化及其意义 
 

王曼丽,汤继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园区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儿童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convulsive status epilepticus,CSE)后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酶

(NSE)､ S-100B 蛋白(S-100B)､ C 反应蛋白(CRP)､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胶质纤维酸性蛋

白(GFAP)的动态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1､ 分组:实验组为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的患儿 57 例,按其病因分为三个亚组:病毒性脑炎组 13
例､ 原发性癫痫组 30例､ 复杂性热性惊厥(complex febrile seizures,CFS)组 14 例,并设正常儿童对

照组 30 例。 
2､ 实验标本的留取:正常对照儿童于上午 8 点之前空腹抽血,抽取枸橼酸抗凝静脉血 3ml。实验组分

为抽搐发作 1日､ 4日､ 10 日后采集标本, 抽取枸橼酸抗凝静脉血 3ml。所取标本均能立即置于高

速离心机离心(2000r/min)10 分钟,置于-80℃冰箱保存。 
3､ 实验方法:用 Elisa法分别测定正常对照组儿童､ 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组儿童发作后 1d､ 4d､
10d 血浆中的 NSE､ S-100B､ CRP､ VEGF､ GFAP 的浓度变化。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t 检验､ Kruskal-Wallis H 检验。 
结果 1､ CSE 组患儿血浆 NSE､ S-100B､ VEGF 在惊厥发作后 1d 已出现升高,持续 4d 时浓度仍高

于正常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10d 提示 NSE､ S-100B 蛋白､ VEGF 均较前下降,与对照组无统

计学意义。CRP 在惊厥发作 1d,CSE 组即出现升高,较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第 4d､ 10d
下降,与正常组无显著差异。GFAP 在惊厥第 1d 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第 4d 持续至 10d 仍有升高,
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三组 CSE 患儿间不同指标水平比较:1)NSE 在惊厥发作第 1d 提示三组间无显著差异,第 4d 三组

比提示脑炎组 NSE 值升高较癫痫组､ CFS 组明显,且有统计学差异,第 10d 三组 CSE 患儿 NSE 表

达下降,三组之间无显著差异;2)S-100B 在惊厥发作 1d､ 4d 的检测表明脑炎组明显高于其余两组的

水平,10d 的 S-100B 表达下降,三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 1､ NSE､ S-100B 在儿童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的早期升高,恢复期(CSE 后 10 天)下降,可作为

CSE 发作后脑损伤的早期评估指标,在疾病恢复期可提示预后情况。GFAP 升高较晚,但持续时间长,
可以作为 CSE 后期惊厥性脑损伤的监测指标。 
2､ 原发性癫痫､ 病毒性脑炎､ 复杂性热性惊厥三组所诱发的 CSE 中,NSE 含量和 S-100B 含量明

显病毒性脑炎组高于其余两组,提示病毒性脑炎早期惊厥性脑损伤相对明显。 
3､ CRP 作为非特异性炎症指标,参与 CSE 过程,且在 CSE 发作后第 1 天升高,提示 CSE 发作早期

降低 CRP 的抗炎治疗可能在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治疗中有一定临床意义。 
 
 
PO-1684 

表现为弥漫性脑白质病变的 IBA57 基因突变 2 例 
 

胡超平,郁莉斐,张林妹,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 IBA57 基因突变的线粒体脑病患儿的临床特征和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 对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诊治的 2 例 IBA57 突变的线粒体脑病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病例 1 ,男,2014.07.27 出生,2015.8.8 因“发育倒退”就诊。12 月前运动发育稍落后于同龄儿。

12 月龄感染后出现运动倒退,独坐不稳,双眼斜视,口角流涎,13月龄再次发热后出现食纳差､ 精神差,
哭闹,斜视加重,及反复抽搐(全身阵挛发作),入院后查体:神清,双眼左上斜视,颈软,四肢肌张力正常,腱
反射可引出,双侧巴氏征(-)。头颅 MRI:大脑白质及胼胝体弥漫性异常信号,脑电图未见异常。血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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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氨､ 血质谱､ 视听觉诱发电位及酶活性检测:正常,考虑“代谢性脑病”,予以抗感染,营养神经等对

症治疗 1 周,眼球活动好转,仍有独坐不稳,出院后予辅酶 Q10､ 左卡尼汀治疗,数月后症状好转,复查

头颅 MRI 病变范围缩小。家系 WES 检测发现 IBA57 基因 复合杂合突变 exon3:c.697C>T 
(p.R233X)和 exon1: c.286T>C (p. Y96H)。病例 2 ,女,2016.03.19 生, 2017 年 2 月因“发育倒退”就
诊。5 月龄发现运动和认知倒退,不会握物,不喜远看,喜欢低头,8 月出现水平眼震,吸吮差,吃奶慢,哭
闹,偶有下肢抖动 ,11 月仍不会坐。查体:神清,颈软,四肢肌力可,肌张力偏高,病理征(-)。头颅 MRI:脑
白质多发异常信号。乳酸､ 溶酶体酶学分析:正常。质谱检查未见异常。予以维生素 B1､ B2､
CoQ10 及左卡尼汀等治疗,2 月后认知好转。行家系 WES 检测回报 IBA57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exon1: c.286T>C(p. Y96H)和 Exon2: c.587_589delCG。2 例患儿的 3 个突变中,均未在人类基因突

变数据库(Human Gene Mutation Database,HGMD)中报道,c.697C>T (p.R233X)形成终止密码子,
导致氨基酸合成提前终止,c.587_589delCG 导致移码突变,均考虑为有害变异,而 c.286T>C (p. 
Y96H) 导致编码区 96 位酪氨酸变为组氨酸,可对蛋白结构功能产生影响,预测为有害变异。 
结论 对于运动倒退,头颅影像提示广泛性脑白质病的患儿,建议行 IBA57 基因检测。本研究扩展了

IBA57 基因突变的临床表型及基因型,其中 Exon1:c.286T>C(p. Y96H)可能为中国 IBA57 基因突变

的好发位点。  
 
 
PO-1685 

不明病因早发癫痫性痉挛的遗传学研究 
 

杨雪
1,潘岗

1,李文辉
1,张林妹

1,吴冰冰
2,王慧君

2,张萍
2,周水珍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科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分子诊断中心 
 
 

目的 探究不明病因早发癫痫性痉挛的遗传性病因。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6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科门诊就诊的 17 例不明病

因含有早发癫痫性痉挛的癫痫性脑病患儿(男 9 例,女 8 例,就诊年龄在 1 月龄-8 月龄),排除各种已知

的病因(如感染性､ 代谢性､ 结构性､ 免疫性病因),排除临床表型及疾病特征可诊断的遗传相关疾病;
遗传检测包括(和/或)神经系统 Panel(包含 1427 个癫痫基因),全外显子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分析,染色体核型分析,均由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分子诊断中心完成;家长均知情告知;资料分析包括病例基本信息,病例表型特征,病例遗

传结果以及药物治疗随访。 
结果 17 例患儿中,男 9 例,女 8 例;发病年龄范围为生后 1d-8 月龄(中位年龄为 3 月龄),首次就诊年龄

为 1 月-24 月龄(中位年龄为 4.5 月龄),随访时间为 8 月-46 月龄。17 例患儿均为早发癫痫性痉挛;所
有患儿视频脑电图(Video electroencephalogram,VEEG)检查至少一次监测到癫痫性痉挛发作,其中

大田原综合征 5 例,West 综合征 10 例,综合征分类不确定的 2 例。17 例中,遗传检出 10 例致病基因,
点突变 9 例,涉及基因为 SCN2A､ ARX､ UNC80､ KCNQ2､ GABRB3,除 1 例 GABRB3 基因突变

位点已报道,8 例为未报道的新发突变位点;碱基缺失 1 例,涉及基因为 CDKL5,CNV1 例,为 6q 22.31 
5.5MB 重复。17 例病例中 10 例仅使用 2-3 种抗癫痫药物治疗,均药物治疗无效;7 例抗癫痫药物联

合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加泼尼松治疗(总疗程 8 周),5 例治疗无效,2 例近期癫痫发作得到控制,1
例不发作 3 月,患儿为 GABRB3(c. 905A>G);1 例不发作 6 月,患儿为 ARX(c. 700G>A)。 
结论 不明病因早发癫痫性痉挛的遗传病因相关性高,遗传变异基因谱广泛,新发突变为主,癫痫性脑病

遗传异质性明显。 
 
 
 
 
 
PO-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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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关电位 P300､ N400 认知功能检测技术 
在学龄前正常儿童中的研究 

 
尹悦,朱晓涵,孙静,王小月,王昕,杨健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①记录 2~5 岁儿童在执行 P300､ N400 任务过程中 ERP 原始波形。②得出 2~5 岁不同性别

儿童 P300､ N400的潜伏期､ 波幅两项指标的医学参考值范围。 
方法 正常儿童 176 名,年龄 2~5 岁,男 91 名,女 85 名。应用广州润杰医疗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事件

相关电位仪(WJ-1A),采用计算机编排 P300､ N400 任务,记录 P300､ N400 原始波形,分析潜伏期､
波幅两项指标。运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检验。 
结果 ①320 项数据按年龄､ 性别､ 记录电极与辅助电极导联､ 不同测验任务排序。②得出使用

P300 任务下,2 岁男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233.80ms,460.16ms),2 岁女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338.00ms,559.24ms),波幅医学参考值范围 R(2.94μV,8.11μV),3 岁男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291.83ms,471.54ms),3 岁女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296.35ms,427.65ms),波幅医学参考值范围

R(6.27μV,24.6μV),4 岁男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310.14ms,478.11ms),4 岁女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293.05ms,437.73ms),波幅医学参考值范围 R(2.99μV,18.54μV),5 岁男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276.89ms,429.63ms),5 岁女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319.86ms,436.17ms),波幅医学参考值范围

R(4.21μV,19.97μV)。得出使用 N400 任务时,2 岁男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414.97ms,432.63ms),2
岁女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479.46ms,627.38ms),波幅医学参考值范围 R(-17.08μV,-4.26μV),3 岁

男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385.63ms,581.77ms),3 岁女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372.58ms,579.95ms),波幅医学参考值范围 R(-20.51μV,-3.58μV),4 岁男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384.29ms,521.52ms),4 岁女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366.79ms,509.94ms),波幅医学参考值范围

R(-20.89μV,-5.11μV),5 岁男童潜伏期参考值范围 R(385.33ms,573.27ms),5 岁女童潜伏期参考值范

围 R(379.85ms,632.19ms),波幅医学参考值范围 R(-19.38μV,-3.19μV)。③ P300 任务下,脑左半球

为优势皮层区域,N400 任务下,脑左右半球优势差异不明显。 
结论 ①儿童大脑认知功能检测技术可应用在正常儿童中,建立了 2~5 岁儿童 P300､ N400 事件相关

电位的参考值范围。②不同测试任务下,不同年龄､ 性别儿童脑左右半球优势皮层区域存在一定差

异。 
 
 
PO-1687 

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 32 例临床分析 
 

杨英伟,张旭辉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11 

 
 

目的 分析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临床特点。 
方法 对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诊断为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的 32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方案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组 32 例。发病年龄 小 9 个月, 大 30 个月,平均年龄 16 个月;男女比例 5:3,冬季发病 20
例,秋季发病 9 例,春季发病 3 例;腹泻 3 天内出现惊厥 28 例,均为全面性发作,持续时间 5 分钟以内;
首次发作 26 例,第 2 次发作 6 例;本次病程中发作 1-3 次,平均 1.8 次;惊止后未予抗癫痫治疗;发作间

期脑电图正常;头颅 CT 或 MRI 正常;12 例粪便轮状病毒抗原阳性,血生化血糖､ 血钙､ 血镁､ 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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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肝功肾功均正常,19 例心肌酶谱 CKMB 增高,给予磷酸肌酸营养心肌治疗 7 天 CKMB 降至正

常。 
结论 本组病例具有以下特点:1.1-2 岁高发,秋冬季多发。2.惊厥于病程 3 天内多发,全面性发作为主,
无惊厥持续状态。3.可为首发病例,也可为复发病例,预后良好。4.部分病例轮状病毒检测阳性,部分

病例心肌酶 CKMB 增高出现心肌损害,注意及时治疗。 
 
 
PO-1688 

8 例 SCN1A 基因突变阳性的 Dravet 综合征临床电生理研究 
 

杨莉, 李玉芬,徐丽云,孙绍霞,夏冰,徐那,韩玉增,朱丽萍,华英,王均林,宋纪国,张丕强,邱世彦,密长瑞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并随访观察 8 例 Dravet 综合征的临床､ 脑电图､ 影像学特点与基因检测结果,以探

讨如何尽早明确诊断,避免误诊误治,为临床遗传咨询及早诊断､ 早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临沂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8 例 Dravet 综合征,回顾性分析和随访观察 8 例患儿起病年

龄､ 癫痫发作类型､ 确诊时年龄､ 治疗过程､ 生长发育史､ 既往疾病史､ 家族史､ 智力倒退程度､

头颅影像学､ 视频脑电图(背景活动､ 痫样放电)等临床特点;收集 Dravet 综合征患儿及其父母外周

血 2mL 进行 SCN1A 点突变及 MLPA 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临床特点:男 4 例,女 4 例,年龄 1 岁 5 个月-4 岁,起病年龄 2-11 个月,中位起病年龄生后 5 个

月,3 例以复杂性热性惊厥起病,余 5 例均以无热部分性发作起病,1 岁之前曾有发热诱发癫痫发作持

续时间大于 15min 者 3 例,大于 30min 者 5 例;24 小时内出现热性惊厥≥2 次者 5 例;8 例患儿均曾

出现半侧阵挛和(或)部分性发作;7 例 1 岁前出现无热惊厥。2 例发热有时无抽搐发作。癫痫发作类

型均为强直阵挛或部分性发作,未出现肌阵挛及其他发作类型, 长间隔无发作时间 1-9 个月,确诊年

龄 9 月-3 岁 6 个月。8 例患儿起病前发育均正常,起病后有不同程度落后。(2)影像学特点:8 例患儿

头颅 MRI 均未见明显异常。(3) 视频脑电图特点:2 例发作间期有局灶性痫样放电,1 例有广泛性棘慢

波,后复查均正常或睡眠期双导小棘波。(4)分子遗传学:8 例 SCN1A 基因均阳性,1 例 MLPA 检测到

大片段缺失,1 例无义突变,6 例错义突变,8 例均为新生突变。 
结论 Dravet 综合征患儿起病年龄早,多数在生后 1 岁内,以无热部分性发作或复杂性热性惊厥起病,1
岁前多出现癫痫持续状态,对热敏感。起病早期脑电图及 MRI 多正常,起病前发育均正常,起病后可有

轻中度发育落后,当临床遇到类似患儿,应高度怀疑 Dravet 综合征的可能性,尽早进行 SCN1A 基因

点突变及 MLPA 筛查,以达到早诊断､ 早治疗,改善预后。 
 
 
PO-1689 

Toll 样受体 4 及 Toll 样受体 2 
在儿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时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景晓伟,唐宇晖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观察儿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时 Toll 样受体 4(TLR4)及 Toll 样受体 2(TLR2)在外周血白细胞的

表达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将 2013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我院神经内科住院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患儿 100 例,其中病毒性脑炎 39 例,化脓性脑膜炎 61 例,作为研究组。选取同期在我院门诊体检中

心健康患儿 20 例为正常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双色荧光抗体染色法,检测外周血白细胞的 TLR4
及 TLR2 的表达平,结果以 TLR4､ TLR2 阳性细胞百分比表示。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定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进行描述,采用 t/F 检验､ SNK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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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经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研究批准,并征得患儿家长同意,对照组患儿于门诊取静脉血 0.5ml,所
有病变组患儿均于入院时分别取外周静脉血 0.5mL 于 EDTA-K2抗凝管中,放于 4℃冰箱保存,24 h
内检测。 
标本测定: 
外周血白细胞上的 TLR2､ TLR4 检测采用流式细胞分析仪,全血双色免疫荧光直接标记法。 
统计学处理: 
将全部数据核实后运用 Excel 表格进行数据录入,导入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分类

资料采用频数 n､ 百分率(%)进行描述;定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进行描述;非正态分布资料对数转

换后,采用 t/F 检验､ SNK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1.化脓性脑膜炎组 TLR4 表达高于病毒性脑炎组和正常对照组。革兰氏阴性菌组病例 TLR4 表

达高于革兰氏阳性菌组病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503,P<0.001)。 
2.化脓性脑膜炎组 TLR2 表达高于病毒性脑炎组和正常对照组。革兰氏阴性菌组病例 TLR2 表达低

于革兰氏阳性菌组病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224,P<0.001)。 
结论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时化脓性脑膜炎患儿外周血白细胞 TLR4 及 TLR2 的表达较病毒性脑炎组及

正常对照组患儿外周血白细胞的表达显著升高;TLR4 在脑脊液培养革兰氏阴性菌组增高显著,TLR2
在脑脊液培养革兰氏阳性菌组增高显著;通过检测外周血白细胞上 TLR4 及 TLR2 的表达,可能有助

于早期鉴别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质。 
 
 
PO-1690 

色素失禁症伴 West Syndrome 
 

张玉琴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色素失禁症 1906 年 Garrod 首次报告,该病以水泡､ 疣状增生和色素性皮肤损害,眼骨骼和中枢

神经损害为特征。 X 连锁显性遗传,致病基因为 NEMO,编码蛋白参与核基因 KappB 信号转导途径,
发生可能与角质形成细胞功能有关。报告 1 例表现为癫痫性痉挛及发育落后的色素失禁症,提高对

色素失禁症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病人临床资料､ 视频脑电图､ 头影像等及药物治疗 
结果 6 个月女孩,间断抽搐 2 周入院,抽搐表现成串痉挛发作,2-3 串/日,一串 8-12 下,刚醒或将睡出

现 。母为再婚,与原配生两孩子体健,足月剖宫产,否认围产期脑损害史。 
生后第 2天躯干､ 四肢皮肤疱疹持续 3 月,遗留色素沉着. 
3 月龄抬头,现可以竖头,不会翻身,不主动抓物,能注视,追视欠佳。 
头围 41cm,前囟平软,毛发正常,神志清,表情稍呆滞,全身皮肤色素沉着,呈网状､ 条索状,心肺腹(-)四
肢活动对称,肌张力正常,腱反射正常,跖反射伸性,原始反射未引出。V-EEG 发作间期高峰节律紊乱,
发作期为癫痫性痉挛发作 EEG。 头 MRI T2WI 及 FLAIR 双顶叶白质区片状高信号影,脑外间隙明显

增宽､ 脑室大 。血尿代谢未见异常 。髋关节 X 线片正常 血生化正常。诊断 West Syndrome,色素

失禁症。给予托吡酯 6.2 
结论 色素失禁症 为 X 连锁显性遗传病,可伴有癫痫及精神运动发育落后,合并癫痫者根据发作类型

和综合征选择 AEDs 及对症治疗。做好遗传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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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91 

4H 综合征的临床与基因特征(附 1 例报告) 
 

郭虎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 4H 综合征的临床与基因特征,提高认识 
方法 报道基因诊断明确的 1 例 4H 综合征,并结合文献资料,总结其临床与基因特点 
结果 患儿,男,6 岁 8 月,双手抖动 1 年,自幼精神､ 运动发育落后,行走不稳,出牙延迟,眼科检查示近视

､ 视神经萎缩,头颅核磁共振提示两侧大脑半球广泛对称性脑白质病变,基因检查示 polr3a 复合杂合

变异,诊断为 4H 综合征。结合文献资料,精神､ 运动发育落后､ 出牙延迟是 4H 综合征早期表现,近
视､ 共济失调､ 脑白质髓鞘化不良是其核心特征,基因检查提示 POLR3A 或 POLR3B 突变 
结论 4H 综合征预后不良,精神､ 运动发育迟缓､ 出牙延迟是早期临床表现,及早进行头颅核磁共振

检查,对于提示广泛对称性脑白质病变､ 近视､ 共济失调的患儿,应注意 4H 综合征,并进行基因检

查。 
 
 
PO-1692 

以中枢神经系统病变起病的儿童红白血病 1 例 
 

郭虎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报道 1 例以中枢神经系统病变起病的红白血病,复习相关文献,提高认识。 
方法 复习患儿临床资料及相关文献。 
结果 女,1 岁 7 月,因“乏力精神差 3 周,间断呕吐伴抽搐 5 天”入院。入院体格检查,烦躁哭闹,精神反应

差;右上､ 下肢肌力 3-4 级,右侧肢体活动少,左侧肢体肌力 4-5 级,四肢肌张力减低。双侧克氏征､ 布

氏征阴性,双侧巴氏征阴性。脑脊液细胞形态学见大量有核细胞,该细胞大部分为单个核,易见双核､

大小核､ 三核及多核,胞质内可见包涵体,该细胞类似原早幼,可见成熟淋巴细胞;骨髓细胞形态学:粒
系､ 红系､ 巨核系增生明显活跃,血小板成簇可见;头颅 MRI:两侧顶枕叶脑回样长 T2 信号,左侧著,大
小脑半球脑沟加深;MRA 及 MRV 未见明显异常;脊柱､ 脊髓 MRI 平扫未见明显异常。入院后患儿出

现癫痫持续状态及左侧偏瘫加重,意识障碍明显,肝脾进行性增大,复查脑脊液细胞形态学见大量有核

细胞,该细胞大部分为单个核,易见双核､ 大小核､ 三核及多核,胞质内可见包涵体,该细胞类似原早幼

红,可见成熟淋巴细胞,结合脑脊液流式细胞报告:见大量早幼红细胞(约占 83%),表达

CD117,CD71,CD235a,CD36,考虑急性红血病。家属拒绝鞘内注射化疗等治疗,自动出院。 
结论 红白血病是一种少见的以原始红系和髓系恶性增殖为特征的疾病,罕见于儿童,恶性度极高,以中

枢受累起病更罕见,提高认识早期诊断。 
 
 
PO-1693 

儿童化脓性脑膜炎后继发窦性心动过缓相关因素分析 
 

冷洁,杨德华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610036 

 
 

目的 探讨儿童化脓性脑膜炎后继发窦性心动过缓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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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观察 56 例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出现窦性心动过缓分为窦性心动过缓

组和正常心电图组。比较两组患儿在性别､ 年龄､ 惊厥､ 硬膜下积液､ 低钠血症､ 应用激素､

VEEG异常､ cTnI 等方面的异同;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联因素,再以单因素分析

筛选出的有意义的相关联的因素为自变量,窦性心动过缓与否为因变量,在非条件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模型下进行多因素分析,探讨影响儿童化脓性脑膜炎后继发窦性心动过缓的相关因素和可能机

制。 
结果 化脓性脑膜炎后窦性心动过缓的发生率为 32.1%。单因素分析显示惊厥发作､ 出现硬膜下积

液､ 低钠血症､ 应用激素､ 脑电图异常与发生心动过缓有关.非条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VEEG 异常与窦性心动过缓发生相关。 
结论 VEEG 异常是发生心动过缓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化脓性脑膜炎患儿进行早期长程 VEEG 监测,对
于了解患儿脑功能,进一步分析儿童急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后脑-心相互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PO-1694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基因分析 
 

王珺
1,王立文

1,杨健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 
2.首都儿科研究所 
3.首都儿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常染色体隐性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dopa.responsive dystonia,DRD)的临床特点和基因

诊断技术,探讨其治疗效果､ 随访结果及酪氨酸羟化酶(TH)基因突变致病情况。 
方法 对本院门诊两例否认家族史的运动障碍疾病患儿临床检测和分析后,获得患儿知情同意并收集

两位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提取 DNA 后使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遗传性运动障碍相关基因检测并

采用 Sanger 测序技术进行验证。 
结果 先证者 1 检测到 TH 基因存在 11 号外显子 c.605 G>A 和 c.601 C>T 一代验证结果两个突变分

别来源于母亲和父亲;先证者 2 检测到 TH 基因 11 号外显子存在 c.686C>T 和 c.445G>A,分别来自

于其母亲和父亲。2 例患儿应用左旋多巴胺治疗,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 长期随访发现小剂量左旋多巴对 AR-DRD 患儿具有显著而持久的疗效,且无明显副作用。DRD
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TH 基因引发的 AR-DRD 因无家族史更容易被忽视,临床上鉴别诊断有一定困

难,二代测序技术可以辅助临床诊断。对于婴儿期或儿童期起病的肌张力障碍患儿,基因检测确诊和

早期治疗对患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PO-1695 

同型半胱氨酸与儿童动脉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的 Meta 分析 
 

罗意,洪思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与儿童动脉缺血性卒中(Pediatric arterial ischemic 
stroke,PAIS)发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检索 1995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 CNKI､ 万方､ 维普､ EMBASE､ Pubmed､ Cochrane 等数

据库,收集 Hcy 与 PAIS 的相关文献,按 Cochrane 系统评价方法评估纳入文献的质量。选取 PAIS 与

对照组高血清 Hcy 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和血清 Hcy 水平差异为效应指标,提取纳入研究的结果,
运用 stata 软件对纳入研究结果进行异质性检验,合并分析高血清 Hcy 的 OR 及血清 Hcy 水平的差

异,并用单因素 Meta 回归分析探索异质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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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按照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经筛选后纳入 Meta 分析的文献共 7 篇。1.以高血清 Hcy 的 OR 作

为显效分析统计量纳入 5 篇文献, Meta 分析结果:共有 694 患者纳入本次分析,其中 PAIS 组 192 例,
健康儿童组 502 例,经异质性检验,chi-squared =8.55,自由度为 4, I2=53.2%(P=0.073),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分析,合并 OR 为 4.473 (CI: 2.13, 9.38);总体效应检验 Z=3.96(P<0.01),有统计学意义。2.
以血清 Hcy 水平作为显效分析统计量纳入 4 篇文献,Meta 分析结果:共有 4389 患者纳入本次分析,其
中 PAIS 组 159 例,健康儿童组 4230 例,经异质性检验,chi-squared =8.56,自由度为 3,I2= 
65.0%(P=0.036),异质性较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合并后标准化均差(standardised mean 
difference,SMD)为 0.097(CI: -0.223,0.416);总体效应检验 Z=0.059(P=0.552),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高血清 Hcy 血症在 PAIS 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健康儿童高,提示高血清 Hcy 血症可能增加

PAIS 的发病风险。2. 关于 PAIS 血清 Hcy 水平是否异常的研究报道存在争议,Meta 分析提示目前

尚无充足的临床证据表明 PAIS 血清 Hcy 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儿童。 
 
 
PO-1696 

2 例儿童急性坏死性脑病的护理体会 
 

宛付芹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坏死性脑病的护理措施及护理效果 
方法 针对 2 例急性坏死性脑病患儿的疾病特点,给于早期､ 全面､ 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并进行总

结。 
结果 2 名患儿经过相应的药物综合治疗及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结论 通过给于急性坏死性脑病患儿的早期､ 全面､ 针对性的护理,提高了本病患儿的存活率,并减少

了后遗症的发生。 
 
 
PO-1697 

表现为右心扩大的 Emery-Dreinfuss 肌营养不良致病基因研究 
 

宋丹羽
1,范燕彬

1,张仪
2,傅晓娜

1,李小梅
2,刘雪芹

1,丁文惠
1,吴林

1,葛琳
1,魏伟

3,熊晖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华信医院 

3.康旭医学检验所 
 
 

目的 分析一例临床表型为右心扩大疑诊致心律失常右室心肌病的 Emery-Dreinfuss 肌营养不良患儿

及其家系临床特点,行致病基因研究。 
方法 收集患儿临床资料,提取外周血白细胞 DNA,应用二代测序及 PCR 方法研究先证者及其家系的

相关致病基因。 
结果 先证者是一名 17 岁男童,主要临床特点为活动耐力下降,胸前区不适,肌酸激酶(CK)500-
2500U/L,心肌肌钙蛋白正常,心脏超声提示右心扩大,左心大小及功能正常,肺动脉压力不高,Holter 示
全天平均心率 48 次/分,全天交界区异搏心律,III 度房室传导阻滞,疑诊为致心律失常右室心肌病 2 年

余。但经过仔细查体发现患儿轻度肌无力及关节挛缩(肘关节､ 踝关节挛缩,脊柱强直),肌肉活检光

镜肌肉病理提示肌病(中度),电镜提示肌纤维萎缩,故临床疑诊 Emery–Dreifuss 肌营养不良。基因分

析发现在 Xq28 区域,EMD 基因-FLNA 基因及其两侧反向重复序列的背景下,由微同源序列介导,该患

儿 EMD 基因全缺失,FLNA 基因 29-47 外显子重复,1 号外显子缺失,形成新的融合基因。其中,微同

源介导的末端连接为导致该致病拷贝数变异的分子机制。进一步行家系研究,发现患儿弟弟偶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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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区不适,运动耐力正常,CK 549U/L,查体轻度脊柱强直,心脏超声示三尖瓣轻度反流,左心功能正常,
右心不大,分析其致病基因亦为 EMD 基因全缺失,并进一步证实患儿母亲为携带者。 
结论 通过总结临床特点,行致病基因研究诊断了一例以右心扩大为主要表现的 Emery-Dreifuss 肌营

养不良,发现了 Emery-Dreifuss 肌营养不良新的心脏临床表型,亦增加了对致心律失常右室心肌病的

认识。EMD 基因全缺失及 FLNA 基因部分重复,加深了对拷贝数变异的进一步认识,其蛋白水平的分

子改变仍需进一步研究。 
 
 
PO-1698 

雷帕霉素治疗 26 例儿童结节性硬化症 
合并癫痫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丁一峰,王佶,周水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分析雷帕霉素治疗 26 例儿童结节性硬化症合并癫痫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收集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自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门诊就诊的 164 例结

节性硬化症患儿的病例资料。其中雷帕霉素治疗共 49 例,根据入选和排除标准共选择 26 例,对这些

患儿给予雷帕霉素(西罗莫司片剂或溶液)(用量 1mg/m2/d)口服治疗,对已经全部完成随访 16 周以上

的 26 例患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6 例患儿中男 14 例,女 12 例,癫痫发病的平均年龄约 10 月(1 月-3 岁),其中有 3 例有结节性硬

化症家族史。26 例患儿中 19 例进行了 TSC 基因检测,其中 13 例为 TSC2 基因突变,3 例为 TSC1
突变,3 例未检测到突变。结节性硬化症可累计全身各个系统,26 例患儿中,均存在皮质结节和或室管

膜下结节及肾脏病变,2 例存在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对入组的患儿给予雷帕霉素治疗,随访

血药浓度和癫痫发作(包括脑电图),21 例患儿的癫痫发作在使用雷帕霉素后癫痫达到不同程度的改

善,7 例患儿甚至在使用雷帕霉素(1 月-9 月)时达到无发作,4 例患儿使用雷帕霉素无明显改善,1 例因

为口腔溃疡､ 发热原因终止使用雷帕霉素。其中雷帕霉素在痉挛发作患儿中疗效明显(7 例完全无发

作患儿中痉挛发作患儿有 3 例),这表明雷帕霉素对结节性硬化症患儿的癫痫发作有一定效果。所有

患儿血､ 尿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均未见异常。 
结论 儿童结节性硬化症合并癫痫治疗雷帕霉素治疗儿童结节性硬化症合并癫痫的自身对照研究初

步证明雷帕霉素对癫痫发作有一定疗效,且安全性较好。 
 
 
PO-1699 

血清 GDF-15 和 FGF-21 在儿童线粒体基因突变病例中 
筛查意义及与临床相关性的研究 

 
胡超平,李西华,赵蕾,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研究 GDF-15 和 FGF-21 在儿童线粒体基因突变病例的表达水平及与临床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我院临床及病理/基因确诊的儿童线粒体基因突变病例 11 例(m.A3243G 8 例,突变比例为

(56%-85.6%),m.C3303T 1 例(36%),m.9176T>C1 例(99.6%),m.T14487C 1 例(99.6%)),母系亲属 5
例(突变比例为(2.01-38.2%)),对照组 10 例(确诊的非线粒体病性神经肌病组 5 例,健康正常对照组 5
例)。对所有入选者均抽取外周静脉血 2ml,3000g/min 离心 10 分钟,留取 1ml血清标本分装､ 编码

后于-80℃冰箱保存用于 FGF-21 和 GDF-15 测定。比较 GDF-15､ FGF-21 在不同组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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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线粒体病患者血清 GDF-15 浓度为 4448.0±973.8pg/ml,其他肌病组为 432.6±146.2pg/ml,正常

对照组为 605.9±49.3pg/ml,线粒体病患者 GDF-15 浓度明显高于其他肌病组和正常对照组(p<0.05),
其他肌病组与正常对照组间无统计学差别。线粒体病组血清 FGF-21 浓度为 3451.8±678.3pg/ml,其
他肌病组为 705.3±559.8pg/ml,正常对照组为 377.8±65.5pg/ml,线粒体病组的血清 FGF-21 浓度明

显高于其他肌病组(p<0.05),也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其他肌病组与正常对照组无统计学差

别。其中 8 例患儿的血清 GDF-15 浓度和其母系亲属(均无临床症状)相比,无统计学差别。对 11 例

患儿的血清 GDF-15 浓度及突变比例进行分析,发现非线性相关。 
结论 血清 GDF-15 和 FGF-21 浓度在儿童线粒体基因突变病例中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及其他神经

肌病组,可作为临床筛选线粒体病的分子标记物之一;但血清 GDF-15 浓度和临床是否发病及严重程

度无明显相关性,和线粒体基因突变比例也无明显相关性,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O-1700 

眼脑肾综合征 1 例 
 

刘蕾,胡文广 
成都市儿童医院 610091 

 
 

目的 探讨儿童眼脑肾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基因特征。 
方法 分析 1例眼脑肾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其父母､ 姐姐共 4 人 OCRL 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患儿为 2 岁 5 月男性,存在反复无热惊厥､ 精神运动发育落后,生后 6 月诊断白内障,6 月及 2 岁

时行先天性白内障手术治疗。患儿父母非近亲结婚,父母及姐姐无白内障。查体前额及顶部隆起､

眼震､ 不能追光､ 肌张力减低､ 腱反射未引出,心肺腹无异常,脊柱无畸形。入院后血常规及肝肾功

能电解质基本正常,尿常规示尿蛋白､ 尿隐血,尿液四蛋白(α1 微球蛋白 114.22mg/L(0-6mg/L)､ 尿微
量白蛋白 257.6mg/L(0-20 mg/L)､ 转铁蛋白 14.76mg/L(0-5 mg/L)､ β2 微球蛋白 3.1mg/L(0.1-0.3 
mg/L))明显升高;头颅 CT提示双侧额叶､ 右侧半卵圆中心､ 左侧侧脑室室旁白质内见小片样及小囊

状低密度影;进一步完善头颅 MRI 示双侧脑室旁白质区多发异常信号;视频脑电图示异常儿童脑电图,
清醒期全导弥漫性不同步慢波,后头部著,醒睡期全导低波幅快波阵发。OCRL 基因测序显示患儿存

在 1 处碱基突变,该突变位于第 15 外显子蛋白编码区的第 1499 位碱基 G 突变为 A,导致第 500 号氨

基酸由 Arg 变为 Gln,为错义变异;同时患儿母亲检测到 1 个杂合突变(相同变异) ;父亲及姐姐未检测

到变异。 
结论 眼脑肾综合征(oculocerebrorenal syndrome of Lowe)是一种罕见的 X 连锁隐性遗传病,临床上

以先天性白内障､ 精神运动发育落后､ 近端肾小管酸中毒､ 肌张力减低等为特点。眼脑肾综合征也

称 Lowe 综合征,发病率约 1/50 万,一般为男性发病,患者多在婴幼儿或儿童时期即出现症状,无根本

性治疗办法,只能对症处理。多数病人预后差,可死于感染､ 肾功能衰竭､ 电解质紊乱､ 脱水等。

OCRL 基因是目前唯一确定的眼脑肾综合征致病基因,位于 Xq25-q26 区域内,编码磷脂酰肌醇 4,5-
磷酸氢盐 5-磷酸酶,广泛表达于除造血祖细胞外所有人类细胞中,参与了大量细胞内代谢过程,其作用

机制可归纳为通过控制膜流量及影响细胞骨架重排调控细胞连接､ 运动及信号传递等过程。本综合

征的诊断主要依赖临床特点及基因检测结果,对早期先天性白内障､ 精神运动发育落后､ 肌张力低

､ 近端肾小管酸中毒､ 肌张力减低等异常患儿应警惕 Lowe 综合征的可能,及时完善基因检测明确诊

断,早期对症治疗,提高患儿生活质量及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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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01 

2 例不典型儿童交替性偏瘫临床表型及基因型分析 
 

郁莉斐,胡超平,王佶,周水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了解不典型儿童交替性偏瘫临床表现及遗传病因 
方法 总结分析我院收治的 2 例遗传学检测明确诊断的儿童交替性偏瘫患者的临床特点,并通过文献

检索探讨不典型病例的临床线索。 
结果 1. 一般资料:2 例均为男性患儿;发病年龄分别为 6 岁及 4 岁;2. 临床特征:① 起病症状:1 例以脑

病表现起病,伴有右侧偏瘫。另一例以右侧偏瘫起病伴有肌张力障碍。② 偏瘫特点:均为单侧非交替

性瘫痪, 差肌力 I-II 级, 1 例为发作性偏瘫,共有 4 次发作,发作间歇期 3 个月到半年不等,持续时间 1
天到 30 天不等。1 例为持续性偏瘫,无缓解期。③ 伴随症状:1 例伴有反复发作的局灶性癫痫及头

痛,1 例伴有进行性加重的肌张力障碍 3.遗传病因:均为 ATP1A 相关基因突变,1 例为新发 ATP1A2
错义突变,1 例为新发 ATP1A3 错义突变。 
结论 儿童交替型偏瘫属于小儿神经系统罕见病,少数病例呈现非典型的临床表现及进程,ATP1A3 是

常见的致病基因,但家族性偏头痛基因 ATP1A2 也鲜有报道,提示在发病机制上和 ATP1A3 基因有

共享可能。 
 
 
PO-1702 

生酮饮食对儿童伴睡眠中电持续状态癫痫的疗效分析 
 

郁莉斐,张赟健,王艺,周水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及评价生酮饮食治疗对伴有 ESES 癫痫患儿疗效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间,我院进行生酮饮食治疗的 ESES 癫痫患者 4 例,分析患儿

在 KD 治疗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 个月及 24 个月时癫痫发作频率,脑电图慢波睡眠中持续棘

慢波发放的百分比及认知功能的改变来评价生酮饮食治疗对伴有 ESES 癫痫患者的疗效。另外通过

分析生酮饮食比例和 NREM 期棘慢波指数的关系,探讨合适的生酮饮食方案。 
结果 1.一般临床资料:男性:女性为 1:1,均为学龄期及学龄前期儿童(平均年龄 5.5 岁),平均病程 2.2
年;2.KD 对癫痫发作疗效: 3 例在 KD 前有一种以上癫痫发作类型(强直阵挛､ 肌阵挛及复杂部分性

发作),1 例 KD 入组时已无癫痫发作。以 KD 治疗 3 个月来作为疗效评价,达到完全无发作者 1 例(肌
阵挛),2 例发作无减少(强直阵挛)。3.抗癫痫药物:3 例患者在 KD 饮食治疗前精星大剂量激素冲击治

疗,均无效;KD 治疗前平均使用抗癫痫药物 2 种,2 例患者 KD12 个月后减停抗癫痫药物 1 种,1 例患

者 KD24 月后成功减停所有抗癫痫药物。4.KD 对 ESES 疗效:通过 VEEG 监测 NREM 期棘慢波指

数分析,4 例患者棘慢波指数分别减少 52%､ 37%､ 13%及 0%;2:1 及 3:1 生酮饮食下,棘慢波指数减

少比例分别为:34%及 42%,2 例患者尝试 3 个月的 4:1 饮食,NREM 期 SI 没有变化。5.认知方面:2
例在 KD 前及 KD3 个月时进行韦氏智力测定,1 例明显下降,1 例无变化,但和 NREM 期放电指数不相

关。 
结论 KD 对伴有 ESES 的儿童药物难治性癫痫部分有效,高比例生酮饮食在疗效方面无优势,认知功

能损伤和 NREM 期放电指数百分比无关,主要取决于病程长短,KD 治疗在改善 ESES 患者认知方面

没有明显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363 
 

PO-1703 

Dynamin-1 基因新生突变导致婴儿痉挛症一例 
临床与视频脑电图分析及文献复习 

 
李华,方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 Dynamin-1(DNM1)基因突变导致婴儿痉挛症(IS)的临床特征和脑电图特点。 
方法 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2016 年 7 月首诊,2017 年 3 月明确诊断的 1 例

DNM1 基因突变导致的 IS 患儿临床及 VEEG 资料和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女,首次就诊年龄 2 月龄,患儿 2､ 3 月龄时出现”间断肢体抖动”,VEEG 发作间期与发作期

脑电图未见异常;4 月龄时肢体抖动加重,并出现双眼下视､ 吐舌增多,VEEG 发作间期左侧前颞区癫

痫样放电,发作期脑电图未见异常;7 月龄时出现“四肢抱团样动作”,VEEG 发作间期脑电图示高度失

律,发作期表现为典型的痉挛发作,精神､ 运动发育迟滞.就诊时体格检查示竖头不稳,不能翻身和独坐,
肌张力减低。给予左乙拉西坦抗癫痫治疗,目前仍有发作。8 月龄时基因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患儿)
发现 DNM1 c.135C >A(p.S45R)新生杂合错义突变。 
结论  DNM1基因突变导致的癫痫性脑病的主要临床特点包括难治性癫痫､ 肌张力减退和抽搐发作

前即存在精神､ 运动发育落后。间断 VEEG 监测的应用,为婴儿痉挛症的诊断提供了有力依

据,VEEG 变化在婴儿痉挛症患者病情评估､ 预后判断中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PO-1704 

拉莫三嗪对儿童的安全性评价 
 

郭文玫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了解使用拉莫三嗪治疗儿童癫痫过程中引起的不良反应及对儿童生长发育､ 行为认知功能的

影响。 
方法 检索 2009 年后国内外数据库关于使用拉莫三嗪治疗儿童癫痫引起的不良反应和对儿童行为认

知影响的文献报道,进行归纳分析。 
结果 拉莫三嗪治疗儿童癫痫 常见的不良反应为皮疹,且在儿童患者中的发生率高于成人。皮疹发

生率与剂量和合并用药密切相关。拉莫三嗪对儿童生长发育及行为认知影响较小。 
结论 拉莫三嗪治疗儿童癫痫 常见的不良反应为皮疹,且在儿童患者中的发生率高于成人。皮疹发

生率与剂量和合并用药密切相关。拉莫三嗪对儿童生长发育及行为认知影响较小。 
 
 
PO-1705 

生酮饮食对不同遗传病因儿童难治性癫痫的疗效分析 
 

郁莉斐,张赟健,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评价生酮饮食对不同遗传病因的难治性癫痫患者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至 2017 年,生酮饮食治疗疗程 3 个月以上且具有明确遗传病因的药物难治性

癫痫患儿 36 例,通过分析生酮饮食保留率,生酮饮食起效时间,癫痫发作频率及程度来评价生酮饮食

对不同遗传病因难治性癫痫的疗效,并比较不同饮食比例的疗效来探讨合适的饮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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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在病因组成方面:36 例患者中 Dravet 综合症 16例､ West 综合症 6例､ Angelman 综合症 3
例､ GLUTDS2例､ TSC2例､ TBS/ZLS 综合症 1例､ 不能分类 6 例。2.突变基因组成方

面:SCN1A 突变 16例､ CDKl5 突变 3例､ TSC1､ PCDH19 及 SCLC2A1 突变各 2例､ 染色体
15q11 区域甲基化异常 2例､ ARX､ DEPDC5､ KCNT1､ NF1､ SCN2A､ SCN8A､ TBC1D24 及

UB3A 基因突变各 1 例。3.KD 保留率:3 个月以上的保留率为 75%,其中失访 3 例,无效 3 例,其他原

因 3 例。4.KD 疗效:①完全无发作者占 21%,发作频率减少 75%-99%者占 39%,发作频率减少 50%-

75%者占 14%,发作频率减少小于 50%者占 3%,完全无效的占 21%。② 完全无发作患者中,2 例为

SCN1A 基因突变的 Dravet 综合症,2 例为印记障碍的 Angelman 综合症,KCNH1基因､ TBC1D24
及 SCN2A 基因各 1 例;发作频率 75%-99%减少者中,7 例为 SCN1A 基因突变的 Dravet 综合症,2 例

为 TSC1 基因突变的 TSC 患者,NF1 及 DEPDC5 基因突变各 1 例。5.饮食方案:在治疗有效的患者

中,采用 2:1 饮食方案的为 62%,3:1 方案的为 19%,4:1 方案的为 19%。 
结论 生酮饮食对于特定的遗传相关的癫痫综合症疗效明显,比如 Dravet 综合症､ Angelman 综合症

､ 结节性硬化等。生酮饮食对一些罕见基因突变所致的难治性癫痫可能有效,如 KCNH1､
TBC1D24 等,待更多样本明确。高比例生酮饮食在疗效上并无优势。 
 
 
PO-1706 

中国儿童癫痫持续状态多中心临床研究数据库的建立 
 

王佶,窦亚兰,王艺,严卫丽,李桃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建立我国儿童癫痫持续状态(SE)多中心研究临床数据库,开展全国范围的多中心流行病学调

查。 
方法 根据《儿童癫痫持续状态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表》及《儿童癫痫持续状态随访表》的内容建

立癫痫持续状态多中心研究 Access 数据库,对所有的临床资料进行标准化的录入。对所有参加本次

多中心研究的医院的负责人集中进行数据库填写的培训,各单位指派 1 名质控员定期质控,进行规范

化管理,确保研究质量。研究对象:2013.1.1-2015.12.31 期间住院治疗的癫痫持续状态患儿(即新生

儿除外),主要涉及科室:小儿神经内科及 PICU,参与医院:包括我院在内的全国 28 个地区的 46 家医

院。纳入标准:符合目前流行病学研究常用的癫痫持续状态的定义即“一次癫痫发作持续超过 30 分钟

或者反复发作期间意识不恢复持续超过 30 分钟”。包括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和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

态。 
结果 通过各参与单位数据库病例资料的录入,包括发病年龄､ 性别､ 病因､ 可能诱因､ 临床表现､

治疗情况､ 预后等,详细记录患儿发作期及发作间期脑电图､ 头颅影像资料和其它相关实验室检查

资料。我们可获取以下内容:1.病因学分析 1)明确小儿癫痫持续状态的常见发病原因,对其进行系统

分类。2)讨论常见危险因素。2.总结 SE 临床特点(发作类型､ 持续时间等)以及调查小儿 SE 的治疗

现况。3.了解病情转归及其影响因素:1)病情转归分为治愈､ 好转､ 无效､ 死亡､ 自动出院 /放弃;2)
同时讨论年龄､ 性别､ 病因､ 发作类型､ 发作持续时间对转归的影响。4.探讨小儿 SE 住院时间及

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疾病负担。5.预后与随访:回顾性分析出院后结局､ 随访现况。6.医院规模:参
与调查医院的等级､ 床位数､ 年平均出入院人数､ 脑电图仪等仪器设备数量等 
结论 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可有助了解我国儿童癫痫持续状态的病因､ 临床特点､ 结局及疾病负担,并
通过随访获取预后分析;分析研究结果,指导临床实践,规范 SE 诊疗方案,成立我国儿童 SE 研究协作

组,制定我国 SE 患儿诊治指南;为下一步开展前瞻性研究及建立生物样本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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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07 

Inhibition of Huwe1 Affect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under Rat Cortex Neuron 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 
 

He guoqian1,Xu 文明
2,Zhu Yiping1 

1.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 Joint Laborator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 Key Laboratory of BirthDefects and Related Diseas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Sichu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Brain hypoxia–ischemia results in neuronal apoptosis and autophagic cell death. 
Previous works identified that there is cross-talk among the ubiquitin proteasome system (UP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Huwe1, a HECT domain E3 ubiquitin ligase, plays critical roles in 
nervous system plasticity, regeneration and disease. However, the role of Huwe1 on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under brain hypoxia–ischemia injury (HI) is still not very cle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Huwe1 mediate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cerebral HI injury 
and mechanism.  
Methods We adopt the 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 and reperfusion (OGD/R) model of 
embryonic 17 days Sprague-Dawley rats primary cortex neuron cells in vitro. Lentiviral vector 
interference is used to knock down the expression of Huwe1 in this model. In this study, the 
amount of OGD-R-induced neuron cell apoptosis was counted by TUNEL labeling method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tic pathway associated proteins (P53, Gadd45a, 
cleaved caspase3, Bax and Bcl2) and autophagic pathway associated proteins (ATG5 and LC3) 
were also respectively assess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data showed that treatment with shRNA-Huwe1 decreased the amount of TUNEL-
positive cells at 24 h after reperfusion. Immunoblot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shRNA-Huwe1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53, Gadd45a and Bcl2, but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Bax and 
cleaved caspase-3. ShRNA-Huwe1 also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ATG5 and the rate of LC3 
II/LC3 I. ShRNA-Huwe1 increased the rate of p-JNK/JNK and the rate of p-P38/P38.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at multipl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participated in the 
pathology of brain hypoxia–ischemia injury. Inhibition of Huwe1 decreased apoptosis but induced 
autophagy simultaneously under cerebral HI.  
 
 
PO-1708 

32 例空洞性白质脑病儿童基因型及临床表型分析 
 

张捷,刘明,张仲斌,周玲,姜玉武,王静敏,肖江喜,吴晔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空洞性白质脑病指斑片状白质病变伴空洞,急性神经功能障碍起病的影像-临床综合征。与

NDUFS1､ NDUFV1､ IBA57 等基因突变有关,但仅为个例报告。收集 32 例空洞性白质脑病,明确其

基因构成､ 临床､ 影像学特点,分析基因型-表型关系。 
方法 1. 病例纳入:纳入标准:MRI 符合空洞性白质脑病——双侧脑室旁白质片状长 T1､ 长 T2,FLAIR
高信号(混合低信号,提示空洞),急性期部分白质 DWI 高信号;排除标准:排除脑白质营养不良及代谢性

､ 获得性白质脑病。2. 基因分析:全外显子组测序,对致病突变行家系验证。3. 临床资料收集及随访:
收集起病年龄､ 诱因､ 首发症状等资料,随访疾病转归､ 病情反复､ 神经功能障碍情况,用脑瘫粗大

运动功能评分系统(GMFCS)､ 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ASQ)量化评估运动､ 认知。4. MRI 分析:评估

高峰期､ 恢复期病变范围､ 囊变范围､ 弥散受限范围､ 萎缩情况,比较各基因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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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基因型:27 例有致病突变,基因型:IBA57(50%)､ NDUFS1(15.63%)､ NDUFV1(6.25%)､
NDUFV2(9.38%)､ NDUFAF5(3.13%),5 例阴性。2. 临床特点:起病中位年龄 9.5 月,半数有感染诱

因,神经功能倒退达峰中位病程 1.0 月。首发症状 常见运动倒退(62.5%)。可合并癫痫(31.25%)､
视力损害(28.13%)､ 眼震(18.75%),IBA57 更多见。37.5%感染后病情反复。40%末次随访 GMFCS
为 IV~V 级(不同基因型有所不同)。50.00%､ 66.67%､ 70.83%沟通､ 解决问题､ 个人-社会方面低

于界值。2 例死亡(基因型 NDUFV1､ NDUFS1),终末年龄 6 岁､ 15 月。3. MRI 特点:93 例次,高峰

期中位病程 2.0 月。(1)病变范围:高峰期 100%､ 96.88%､ 59.38%累及额､ 顶枕､ 颞叶深部白质,
其次胼胝体､ 脑干､ 小脑､ 内囊､ 丘脑､ 基底节,皮层不受累;(2)囊变范围:93.75%､ 93.75%､
28.13%累及额､ 顶枕､ 颞叶深部白质,少数累及胼胝体､ 小脑;(3)弥散受限:100%､ 96.88%､
59.38%累及额､ 顶枕､ 颞叶深部白质,可累及胼胝体､ 内囊､ 基底节､ 丘脑､ 脑干､ 小脑。(4)恢复

期范围缩小,出现白质萎缩。(5)不同基因型特点:IBA57､ NDUFS1 类似,前后头部受累(延伸至皮层

下白质),颞叶､ 胼胝体常受累。NDUFV1 前后头部受累(未累及皮层下白质)。NDUFV2 前头部受累

突出,后头部轻。NDUFAF5 病变范围 广,累及胼胝体､ 脑干､ 内囊､ 基底节､ 丘脑。阴性病例除

基底节､ 皮层灰质未受累外,其余均可受累。 
结论 本组 32 例由 5 个基因型组成,5 例阴性。不同基因型临床表型､ MRI 特点有一定鉴别点,但不

能完全区分,需进一步病例积累以明确基因型-表型关系。 
 
 
PO-1709 

5 例 LMNA 相关肌营养不良症患儿的 
临床特征､ 肌肉病理和基因分析 

 
赵蕾,李西华,胡超平,施亿赟,周水珍,王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LMNA 相关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组由于 LMNA 基因突变导致的肌营养不良亚型,可分为 LMNA 相

关先天性肌营养不良(LMNA-related congenital muscular dystrophy,L-CMD)､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Emery-Dreifuss 肌营养不良(EDMD)和肢带型肌营养不良 1B 型(LGMD1B)。本研究总结了儿童早期

起病的 LMNA 相关肌营养不良症患儿的临床特征,辅助检查结果,肌肉病理改变以及基因诊断结果,为
更好地识别和诊断这类少见遗传性肌病和遗传咨询打下基础。 
方法 对 5 例基因确诊的 LMNA 相关肌营养不良症患儿进行回顾性临床研究,总结其症状体征､ 肌酶

谱､ 肌电图､ 肌活检病理以及基因突变等方面特点。 
结果 1､ 临床特点:5 例均符合 LMNA 相关肌营养不良的临床诊断,3 例诊断为 L-CMD, 2 例诊断为

EDMD。诊断为 L-CMD 的病例主要表现为新生儿至婴幼儿期起病的迅速进展的全身肌无力,竖头无

力,早期的关节挛缩;诊断为 EDMD的病例主要表现为儿童期起病的肘､ 颈椎后路和踝关节挛缩及进

行性进展的肱-腓骨肌无力。所有患儿 CK 均呈轻至中度升高,4 例接受肌电图(EMG)检查的患儿均提

示肌源性损害。 
2､ 肌肉病理特点:4 例患儿行肌活检检查,进行常规组织学,酶组织化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HE 染

色等提示为肌营养不良改变。相关肌营养不良抗体染色均正常。 
3､ 基因型:5 例患儿均行致病基因 LMNA 突变筛查并基因确诊,所有突变均为杂合错义突变。本研究

共发现 5 种致病突变,其中 1 种突变未见报道。3 例已完成突变来源验证,均为新生突变。 
结论 基因分析是确诊 LMNA 相关肌营养不良症的可靠方法,有助于该类疾病的早期诊断和积极治疗

以及后续遗传咨询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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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10 

联合应用 MLPA 和基因测序技术检测 Duchenne 型 
肌营养不良症基因突变分析 

 
何展文,孟哲,周小琳,李栋方,梁立阳,罗向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基因突变类型复杂多样,包括单个或多个外显子缺失､ 基因片段重

复､ 单个碱基互换､ 缺失或插入。探讨联合应用 MLPA 和基因测序技术对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

良症分子遗传学诊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童神经内分泌专科就诊经临床和

肌肉活检明确诊断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患儿,联合应用 MLPA 和基因测序技术,分析其 DMD 
基因单个外显子的缺失情况。 
结果 纳入 2014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童神经内分泌专科就诊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患儿有 36 例,均为男性,就诊平均年龄为 5 岁 3 个月。34 例患儿确定了

致病基因突变位点,基因诊断阳性率为 94.44%。其中缺失突变 21 例(61.76%),以第 44-51 号外显子

缺失频率 高;重复突变 3 例(8.82%),单个碱基互换点突变 5 例(14.70%),微小插入和缺失突变 4 例

(11.76%)。 
结论 联合应用 MLPA 和基因测序技术是明确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致病基因突变位点 佳策

略,能为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的精准诊治和家系成员的遗传咨询提供准确的依据。 
 
 
PO-1711 

Role of ghrelin in small intestinal motility following 
pediatr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mice 

 
Zan Jieyu 

Putuo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200062 
 
 

Objective Small intestinal motility (SIM) disorder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following pediatr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leading to a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hrelin is involved in SIM in various diseases; however, the role of ghrelin in pediatric 
ICH-induced SIM disorder remains to be elucidated.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hrelin and SIM post-ICH, an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xogenous ghrelin administration on SIM in vivo. 
Methods  An ICH model was induced in mice by autologous blood infusion. Neurobehavioral 
deficits were evaluated using a Rotarod test, forelimb placing test, and corner turn test. Intestinal 
mucosal damage was examined using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SIM was measured using 
charcoal meal staining. A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was used to evaluate serum 
levels of ghrelin and nitric oxide (NO). Reverse transcription-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 neuron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nNOS) and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eNOS) at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Nω-nitro-L-arginine methyl ester hydrochloride 
(L-NAME), L-arginine, atropine, phentolamine and propranolol were used to manipulate the 
putative pathways induced by ghrelin. 
Results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was observed post-ICH. ICH caused damage to the intestinal 
mucosa and delayed SIM. Serum levels of ghrelin increased between 3 h and 3 days, peaking at 
12 h, and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IM post-ICH. Ghrelin administration 
dose-dependently attenuated ICH-induced SIM disorder. Ghrelin also decreased NO level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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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regulating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iNOS, but not those of nNOS or 
eNOS, post-ICH. Consistently, the effect was enhanced by L-NAME and weakened by L-arginine, 
respectively.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ghrelin was eradicated by atropine, but not phentolamine or 
propranolol.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ghrelin ameliorated SIM disorder by downregulating 
iNOS/NO via the cholinergic pathway. Therefore, ghrelin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and 
useful target in ICH-induced SIM disorder. 
 
 
PO-1712 

难治性癫痫患儿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脑组织存 
在 HMGB1-TLR4 炎症通路异常激活 

 
张仲斌,刘庆祝,王惠,刘明,董颖,姜玉武,蔡立新,吴晔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利用难治性癫痫患儿手术切除的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FCD)脑组织标

本,探索病灶内神经元及胶质细胞中 HMGB1-TLR4 通路是否存在异常激活,并导致其下游通路分子

TRAF6､ NF-κB 等激活从而 终使 IL-1β 及 TNF-α 等促炎症因子表达增加,从而为炎症反应在难治

性癫痫发生中的作用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癫痫中心行病灶切除术的药物难治

性癫痫患儿,并经术后病理证实为 FCD II 型的病灶区脑组织,其中 FCD IIa 型 3 例,FCD IIb 型 5 例。

将上述 8 例患儿病灶周边区(术后病理未见异常神经元及气球样细胞)作为对照。利用实时定量 PCR
､ Western-blot 及免疫共沉淀法,比较 FCD II 型病灶区和对照组脑组织整体水平 HMGB1-TLR4 通

路分子标志物及下游促炎因子 mRNA 总体表达量､ 蛋白表达量及蛋白间相互作用的差异。利用免

疫荧光法,选择神经元､ 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 NeuN､ GFAP 和 MBP
对其进行定位,从而比较 FCD II 型病灶区和对照组脑组织中上述细胞 HMGB1-TLR4 通路分子标志

物蛋白表达量及细胞内分布的差异。 
结果 (1)FCD II 型病灶区脑组织 HMGB1､ TLR4 以及促炎因子 IL-1β､ TNF-α 的 mRNA 总体表达量,
较对照组均显著升高(P<0.05);病灶区脑组织 TLR4､ 胞浆 HMGB1､ p-TAK1/总 TAK1､ p-IKK-β/总
IKK-β､ p-IκB-α/总 IκB-α､ p-NF-κB(p65)/总 NF-κB(p65)及 IL-1β､ TNF-α 蛋白表达量,较对照组均

显著升高(P<0.05);病灶区脑组织 TLR4/MyD88复合物､ TAB2/TAK1 复合物以及 TRAF6 泛素化,较
对照组均明显升高(P<0.05);(2)FCD II 型病灶区脑组织中,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 TLR4､ p-TAK1､
p-IKK-β､ p-IκB-α､ p-NF-κB(p65)的蛋白表达量,较对照组显著升高;病灶区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

HMGB1 主要表达于胞浆及胞外,而对照组主要表达于胞核内;病灶区脑组织少突胶质细胞较对照组

无明显差异。 
结论 难治性癫痫患儿 FCD 脑组织神经元及星形胶质细胞中 HMGB1-TLR4 通路及其下游通路分子

存在异常激活,导致促炎症因子表达增加。本研究为炎症反应在难治性癫痫发生中的作用研究提供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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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13 

奥卡西平单药治疗对癫痫患者骨代谢影响的系统评价 
 

黄琳
1,黄晓婧

1,2,符娜
1,冯婉玉

1,秦炯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目的 通过系统评价奥卡西平对癫痫患者骨代谢的影响,为临床选药和预防骨代谢异常提供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CNKI､ 维普､ 万方和 CBM 数据库,纳入

奥卡西平对癫痫患者骨代谢影响的队列研究。根据纽卡斯-渥太华量表(NOS 量表)完成对纳入研究

的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1 篇文献,NOS 评分均为 7~8 分。Meta 分析结果提示:与对照组相比,奥卡西平组血钙

､ 血清 25-OH-VitD 均降低(P<0.05);用药疗程≤0.5 年时,奥卡西平组 25-OH-VitD 低于对照组

(P<0.05),血钙无统计学差异(P>0.05),用药疗程>0.5 年时,奥卡西平组血钙低于对照组(P<0.05),25-
OH-VitD 无统计学差异(P>0.05);奥卡西平儿童用药组血钙､ 25-OH-VitD 均低于对照组(P<0.05),成
人用药组血钙､ 25-OH-VitD 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比,奥卡西平组血磷､ 甲

状旁腺素､ 骨钙素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用药疗程>0.5 年时,奥卡西平组甲状旁腺素高于对照组

(P<0.05),用药疗程及治疗对象年龄对其余指标无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奥卡西平组不同部位的骨密

度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奥卡西平可能降低血钙､ 血清 25-OH-VitD,且在儿童表现更为明显。无论成人或儿童,奥卡西

平用药半年内血清 25-OH-VitD 降低,用药半年后血钙降低､ 甲状旁腺素升高。奥卡西平对血磷､ 骨

钙素及骨密度无明显影响。本文纳入研究均为队列研究,易受偏倚风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PO-1714 

癫痫儿童临床特征及视频脑电图分析 
 

凌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回顾性分析癫痫儿童临床特征及视频脑电图(VEEG)特点。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我院儿科就诊的 50 例癫痫儿童,包括临床随诊和新诊断患儿,
对其临床资料及 VEEG 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45 例(90%)癫痫患儿 VEEG 异常,其中全面性发作组的 VEEG 异常率为 94.3%,高于局灶性发

作组(80.0%)。病程>2 年组的 VEEG 异常率为 83.3%,低于≤2 年组(93.8%),用药组(单药､ 联合用

药)比未用药组的异常率高。全面性发作组脑电图异常波以棘慢波多见,痫样放电起源部位以全头部

多见;局灶性发作组以棘波､ 棘慢波多见,痫样放电在额区､ 中央区以及多病灶可见。病程>2 年组以

双侧痫样放电多见,病程≤2 年组单双侧痫样放电分别占 46.7%､ 53.3%。 
结论 视频脑电图对儿童癫痫的诊断和分类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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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15 

缺血缺氧性脑病对新生儿外周血髓鞘碱性蛋白 
水平变化的 Meta 分析 

 
陈妮娜,李丽丽,倪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系统分析髓鞘碱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在新生儿不同程度缺血缺氧性脑病(Hypoxic - 
ischemic encephalopathy)中血清水平的变化。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NKI､ WanFang Database､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和 The 
Cochrane Library 等数据库,从建库至 2016 年 11 月收录的有关 HIE 与新生儿 MBP 水平变化的研

究。对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随机或半随机对照研究进行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估后,用 RevMan5.3 软

件对文献数据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8 篇研究,Meta 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不同程度 HIE 均可引起外周血中 MBP 水平升

高,轻度 HIE 中 MBP 水平合并标准化均数差(SMD)=1.46(95%CI:0.78~2.14,P<0.01 中度 HIE 中

MBP 水平 SMD=3.2(95%CI:2.10~4.30,P<0.01),重度 HIE 中 MBP 水平

SMD=6.72(95%CI:5.13~8.31,P<0.01)。中度 HIE 与轻度 HIE 相比,MBP 水平

SMD=1.61(95%CI:0.90~2.32,Z=4.45,P<0.01);重度 HIE 与轻度 HIE 相比,MBP 水平

SMD=4.37(95%CI:3.21~5.52,Z=7.39,P<0.01);重度 HIE 与中度 HIE 相比,MBP 水平

SMD=3.26(95%CI:2.24~4.28,Z=6.27,P<0.01)。 
结论 不同程度 HIE 新生儿外周血 MBP 水平升高可为其临床诊断提供帮助。 
 
 
PO-1716 

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与脑外伤关系的 Meta 分析 
 

李亚超,李丽丽,倪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123 

 
 

目的 目的:系统评价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在脑外伤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 方法:以 “UCH-L1”,traumatic brain injury”为检索词,通过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以“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 “脑外伤”为检索词,
联合检索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从建库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对纳入获得脑外伤

对人血液中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水平影响相关的文献文献逐个进行质量评价､ 风险评估和资料

提取,以人血液中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的水平作为评价标准。 采用 RevMan5.2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结果: 共检索到 94 篇文献,纳入 12 篇,研究内容均与脑外伤相关联,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

组相比,不同程度的 TBI 均可引起外周血中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水平升高,轻度 TBI 中血清泛素羧基

末端水解酶水平合并(MD)=0.23(95%CI:0.07~0.39),中度 TBI 中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水平合并

(MD)=0.65(95%CI:0.58~0.71),重度 TBI 中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水平合并

(MD)=1.59(95%CI:1.13~2.06)。 
结论 结论:外周血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水平对脑外伤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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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17 

瘦素抑制线粒体自噬拮抗谷氨酸诱导的 HT22 细胞神经毒性损伤 
 

金美芳,倪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本研究以谷氨酸 (Glu) 处理的 HT22 细胞作为细胞氧化应激模型,探讨瘦素 (leptin) 是否可通过

抑制线粒体自噬水平拮抗谷氨酸诱导的 HT22 细胞神经毒性损伤。 
方法 将细胞分为 4 组,分别为 Control 组､ 谷氨酸损伤组､ 瘦素干预组和瘦素单独使用组。孵育 6 h
后,通过分析细胞活力(CCK8)､ 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 LDH)释放量､ 细胞形态和细胞

凋亡率,评价细胞损伤程度;通过相应试剂盒检测细胞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还原型谷胱甘肽(Reduced Glutathione, GSH)和氧化型谷胱甘肽(Oxidized Glutathione, 
GSSG)含量,评价细胞内抗氧化物和氧化物水平。选用相应试剂盒检测线粒体膜电位､ 线粒体 ROS
､ 线粒体自噬体､ LC3-Ⅱ/LC3-Ⅰ比值和 PINK1､ Parkin 表达水平等线粒体自噬的指标来反映谷氨

酸处理后线粒体自噬的发生､ 进程和结果,同时观察瘦素是否具有拮抗谷氨酸诱导的细胞线粒体自

噬的作用。 
结果 瘦素减轻了谷氨酸对 HT22 细胞的损伤,并降低了细胞凋亡,增加了细胞内抗氧化物 SOD 和

GSH 水平,降低了 GSSG 含量(P<0.05)。谷氨酸显著降低了 HT22 细胞中线粒体膜电位(P<0.05),诱
导了线粒体 ROS 水平的升高(P<0.05),并且观察到典型的线粒体自噬体的形成,显著增加了 LC3-
II/LC3-I 比值和 PINK1､ Parkin 表达水平(P<0.05),揭示谷氨酸能够诱导小鼠神经元细胞 HT22 中发

生线粒体自噬。 瘦素与谷氨酸联合处理后,细胞中的 ROS 水平都显著降低(P<0.05), 线粒体膜电位

也得到了显著提升(P<0.05),同时 LC3-Ⅱ/LC3-Ⅰ比值及 PINK1､ Parkin 表达水平也显著减小

(P<0.05)。结果表明,瘦素能拮抗谷氨酸诱导的线粒体自噬。 
结论 瘦素通过维持神经元还原稳态,抑制线粒体自噬水平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PO-1718 

婴儿型和早期儿童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患者的 
自然病程和头颅影像学对比研究 

 
周玲,吴晔,刘明,张海华,陈娜,王静敏,姜玉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早期儿童型是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vanishing white matters disease, VWM) 常见的表型,而
婴儿型 VWM 较罕见且认识不足。本研究对基因确诊的 14 例婴儿型和 26 例早期儿童型 VWM 进行

随访研究,对比其自然病程以及影像学特点的异同。 
方法 对基因确诊的 14 例婴儿型和 26 例早期儿童型 VWM 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1.自然病程:1)运
动功能进展 采用 GMFCS 分级;2)癫痫发作;3)有无发作性加重及其诱因;4)存活时间。2.头颅 MRI 特
点:1)受累范围;2)液化;3)弥散受限。 
结果  1. 自然病程特点:(1)起病前发育:35.7%(5/14)婴儿型和 19.2%(5/26)早期儿童型 VWM 起病前

轻度发育落后。(2)就诊主诉: 85.7%(12/14)婴儿型 VWM 和 92.3%(24/26)早期儿童型 VWM 以进行

性运动倒退为主诉就诊。7.1%(1/14)婴儿型 VWM 为自幼发育落后,7.1%(1/14)婴儿型和 7.7%(2/26)
早期儿童型 VWM 为癫痫发作或伴意识障碍。(3)癫痫发作: 约 1/3 的婴儿型和早期儿童型 VWM 病

程中出现癫痫发作。(4)运动功能倒退: 存活的婴儿型 VWM 运动功能在病程 1-3 年出现显著倒退,早
期儿童型 VWM 在病程 3-5 年出现显著倒退,提示婴儿型运动倒退更快速。(5)发作性加重: 
92.9%(13/14)婴儿型和 84.6%(22/26)早期儿童型 VWM遇发热､ 感染和头部外伤等应激后出现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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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加重。(6)生存时间: 64.3%(9/14)婴儿型和 15.4%(4/26)早期儿童型患者在随访中死亡,死亡年龄

中位数分别为 2.42 岁(0.58 -4.8)和 7.3 岁(2.3-12),Kaplan-Meier 曲线显示婴儿型和早期儿童型

VWM 的 1 年生存率分别为 62.9%和 94%,5 年生存率为 21.6%和 91.3%。婴儿型存活时间明显短

于儿童型。 2. 头颅 MRI 特点(1)受累范围:婴儿型和早期儿童型 VWM 各脑叶中央区白质 100%受

累。以下区域婴儿型较早期儿童型更易受累(P<0.05):额叶皮层下白质､ 内囊前肢､ 中脑､ 脑桥以及

小脑齿状核。(2)液化:皮层下白质早期液化在婴儿型更常见。(3)弥散受限:DWI 高信号可见于

83.3%(5/6)婴儿型和 73.3%(11/15)早期儿童型 VWM,婴儿型内囊前肢､ 小脑､ 中脑和脑桥较儿童型

更易出现 DWI 高信号(P<0.05),脑干和小脑 DWI 高信号仅见于婴儿型。部分患者复查头颅

MRI,DWI 高信号明显减少或完全消失,提示 DWI 高信号可能为一过性。 
结论 婴儿型和早期儿童型 VWM 自然病程及影像学存在一定差异。两型均以运动倒退为主要起病方

式,但婴儿型运动倒退和发作性加重更显著且生存时间更短。婴儿型 VWM 头颅 MRI 与早期儿童相

比,病变范围广,皮层下白质早期液化以及弥散受限范围广且易累及内囊､ 小脑和脑干。 
 
 
PO-1719 

长程视频脑电图用于评估新生儿惊厥预后的应用价值 
 

孔艳婷,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早期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用于评估惊厥新生儿神经发育结局的应用价值。 
方法 入组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住院,并完善长程视频脑电

图监测的惊厥患儿,于纠正胎龄 6 月~18 月随访其神经发育结局。根据脑电图背景活动､ 电惊厥发

作､ 异常波和睡眠-觉醒周期异常与否,可分为正常､ 轻度､ 中度及重度异常脑电图。远期神经发育

结局异常包括癫痫､ 发育落后和死亡(因神经系统功能损害所致)。将脑电图基本特征和预后进行相

关分析。 
结果 共计入组患儿 180 例,正常脑电图 51 例,轻度异常 65 例,中度异常 35 例,重度异常 29 例。纠正

胎龄 6 月~18 月随访,108 例正常,29 例死亡,14 例诊断为癫痫,42 例发育落后,其中 12 例患儿同时诊

断癫痫和发育落后。中度/重度异常脑电图患儿,远期预后较差(χ2=34.203,P=0.000)。脑电图背景活

动､ 电发作､ 睡眠周期异常患儿比脑电图正常患儿,6~18 月的神经发育结局差(χ2=54.444, 
χ2=14.848,χ2=35.832, P=0.000)。有无异常波与远期预后无相关性(P=0.893)。多元回归分析显示

脑电图背景活动､ 电发作､ 睡眠周期能够较好的预测远期神经发育结局(AUC=0.743)。 
结论 对于惊厥新生儿早期应早期监测长程视频脑电图,脑电图中度/重度异常患儿,6~18 月神经发育

结局较差;脑电图背景活动､ 电发作､ 睡眠周期对于远期神经预后具有较好预测价值。 
 
 
PO-1720 

DMD 基因突变类型分析 
 

王妍,王珺,王立文,李尔珍,杨健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患儿可能出现的致病突变类型､ 致病机制及其对于临床的相关指导价

值。 
方法 选取我院神经内科门诊收治的通过基因检测已明确诊断为不同基因突变类型的 Duchenne 进
行性肌营养不良症(DMD)患儿,分别模拟基因突变前后 dystrophin 蛋白重要结构区的改变,了解各种

突变类型致病机理,并分析其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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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 1(发病年龄为 11 个月)DMD 基因 48 号染色体外显子缺失而致病;患儿 2(发病年龄 4 岁 9
个月)DMD 基因 45-50 号外显子大片段缺失而致病;患儿 3(发病年龄为 21 个月)DMD 基因中 chrX-
31497160 染色体位置发生点突变,导致 58 号外显子改变,从而导致其编码的氨基酸改变而致病;患儿

4(发病年龄为 2 岁 8 个月)DMD 基因存在 4-42 号外显子重复而致病。 
结论 1.DMD 可以由上述多种基因突变类型致病;2.基因突变片段的大小与患儿临床表现轻重程度､

发病年龄､ 预后等并没有简单的正负关系,病情严重程度关键可能取决于这种突变是否会破坏阅读

框结构(可以解释大部分 DMD/BMD 患者外显子缺失/重复与表型严重程度的关系),另外还可能与突

变片段内部存在的内含子功能､ 转录及翻译过程中的修饰以及机体对于蛋白修复等相关,但仍需进

一步研究;3.现美国 FDA 2016 年批准用于治疗 DMD 的新药 Eteplirsen 就是利用磷酰二胺吗啉代寡

核苷酸和外显子跳跃技术特异性识别 DMD 基因的 51 号外显子,通过影响剪接机器从成熟的 mRNA
中跳过 51 号外显子,恢复 DMD 的阅读框架,从而表达出有部分功能的抗肌萎缩蛋白,起到治疗的目

的。明确致病基因突变的具体类型有助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因此明确致病基因突变的具体类型

有助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随着基因治疗技术的进展和对 DMD 基因结构更加深入的了解,可能还

会有更多 DMD 的治疗可以从基因水平入手,造福更多 DMD 患者。 
 
 
PO-1721 

Recurrent meningitis in a boy with X-linked 
agammaglobulinaemia due to BTK gene mutation 

 
Chen Wen-Xiong,Gao Yuan-Yuan,Yang Si-Da,Zheng Ke-Lu,Wei Ping,Mai Jian-N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rian Center,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623 
 
 

Objective X-linked agammaglobulinaemia (XLA) is a rare inherited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the 
B cell developmental disorder of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 which may cause serious 
recurrent infections, such as recurrent meningitis.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a case with XL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inlcuding clinical manifestation, laboratory findings, genetic testing and 
family investigarion in a case with XLA,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 boy with XLA with the partial B cell function that resulted from pathogenic splicing 
mutation (c. 1349+5G>A) in exon 14 of Bruton’s tyrosine kinase gene (BTK) via next-generation 
high-throughput DNA sequencing was revealed. Heterozygous variation of the locus of his mother 
was identified via Sanger sequencing. Clinically, two episodes of severe meningitis of this subject 
occurred at the age of 4y10m and 8y2m respectively. The low level of serum immunoglobulin and 
CD19+ B cell of this boy was observed. He was given antibiotic therapy as well as IVIG 
replacement therapy regularly in the follow-up. 
Conclusions Recurrent meningitis may be due to immunodeficiency with XLA due to BTK 
splicing mutation. 
 
 
PO-1722 

透明隔视神经发育不良 1 例临床分析 
 

曹晓琴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透明隔视神经发育不良 1 例临床分析 
方法 患者男,5 岁 6 个月,因“发热 8 小时,抽搐 3 分钟”于 2016 年 5 月来我院就诊。患儿就诊 8 小时

前出现发热,未测体温,1 小时前睡眠中突然出现双眼凝视,口吐白沫,牙关紧闭,口唇发绀,握拳,四肢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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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强直抖动,小便失禁,持续约 3 分钟自行缓解,缓解后稍嗜睡,测体温 38.2 度,遂收入院。既往史:3 月

龄时家属发现双眼不能追物,先后被诊断为“透明隔缺如”､“视神经发育不良”,予 “神经节苷脂,鼠神经

生长因子”治疗半年,视力无好转。1 岁 2 月龄行“视神经干细胞移植”,视力仍无好转。个人史:第 2 胎

第 2 产,足月顺产,因“羊水早破”行剖宫产,出生体重 3.4kg,无吸氧史,母亲孕早期有“感冒”病史,口服药

物治疗,具体不详。父亲体健,有 1 哥哥,19 岁,体健。入院查体:身高 108cm,体重 22kg,神志清,体格

发育正常,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可见眼球震颤,咽充血,心肺及腹部未见异常,阴茎短小,左
侧睾丸未触及,神经系统查体未见异常。头颅 MRI:  左侧额､颞､岛叶发育不良; 透明隔缺损;双侧视神

经及视交叉纤细;胼胝体压部左侧较薄;垂体体积较小,垂体后叶移位,垂体柄显示不清,考虑为透明隔-
视神经发育不良 (De Morsier)。分子生物学检测:患儿父母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抽患儿及其父母的外

周血各 2ml 行 HESXI 和 SOX2 基因检测结果:经过检测 SOX2､HESX1 基因编码区的全部序列,均未

发现与临床表型相关的致病变异。 
结果 眼底照相:双侧视神经发育不良,视盘较小,边界清晰,色素正常。 甲功五

项:T4:7.61ug/dL,T3:1.98ng/mL,TSH:6.52uIU/mL,TGAB: 2.68%,TMAB:2.02%。 
结论 SOD 是罕见病,发病率低,易误诊､ 漏诊,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能 大程度减少对神经发育的影

响。眼科和神经科医师应能识别任何一种 SOD 的特征性表现,一旦怀疑 SOD,必须行头颅 MRI 检查,
它可以显示患儿的下丘脑-垂体的畸形以及脑中线结构的缺失。因仅 30%的病例具备视神经发育异

常､ 透明隔缺损和垂体功能低下三联征,故对于临床出现视神经发育不良或者脑中线结构缺陷的患

儿,应考虑到 SOD 的可能,行进一步检查,防止出现严重的内分泌异常。垂体机能减退可在新生儿时

期就表现出异常,直至终生,早期诊治能有效降低病死率。 
 
 
PO-1723 

起病 9 年后基因确诊的 C 型尼曼匹克病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黄丹萍,陈旭勤,李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尼曼匹克病(Niemann-Pick disease 简称 NPD)又称鞘磷脂沉积病,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糖脂

代谢性疾病。其中 C 型尼曼-匹克病(NPC)以神经系统的症状为主要表现,如智力低下､ 言语运动障

碍､ 垂直性眼球运动麻痹､ 癫痫等,易导致临床误诊。现探讨 NPC 患儿的临床表现和基因型,为基因

分析在 NPD 诊断中的价值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起病 9 年后经基因确诊的 NPC 病例的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陈某某,男,15 岁 1 月,患儿 6 岁出现智力低下,走路步态不稳,双足内翻,X 型腿;此后智力及

体能均呈进行性退步:8 岁出现频繁跌倒及痴笑样发作,当地医院诊断为癫痫(失张力发作),予左乙拉

西坦及托吡酯口服至今;9 岁出现饮水呛咳,吞咽困难,语言表达能力下降;11 岁起出现大小便失禁,反
复重症肺炎;12 岁起出现垂直性眼肌麻痹,及失语。查体:反应差,双眼球垂直性注视麻痹,肝脾未及肿

大。脑电图:以额､ 颞部为主的阵发性棘慢波。头 MRI:双侧脑室后角旁脑白质减少,胼胝体膝部体部

较薄。基因检测发现 NPC1 基因突变:c.3709G>C,p.Ala1237Pro(使第 1237 号氨基酸由丙氨酸变为

脯氨酸)和 c.2974G>T,p.Gly992Trp(使第 992 号氨基酸由甘氨酸变为色氨酸)的复合杂合突变,分别

来自父母,均为错义变异。其父母均为杂合子,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方式。患儿妹妹与其母亲均为

c.2974G>T 杂合变异,现生长发育可。 
结论 目前 NPC 诊断主要通过神经鞘磷脂酶活性､ 骨髓检查和基因检测等方式,本例患儿于起病 9 年

后 终通过基因检测检出 2 种 NPC1 基因突变,变异 c.2974G>T 的致病性已有文献报道,与 NPD 相

关,变异 c.3709G>C 的致病性尚未见文献报道,属于错义突变,该变异均不属于多态性变化,在人群中

发生频率极低,故为致病性突变的可能性较大。患儿 NPC1 基因所发现的复合杂合变异分布遗传自

其父母,父母均为杂合子,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方式,结合患儿临床表现,考虑上述变异是导致患儿发

病的致病性变异。1)本例报道拓展了 NPC1 致病基因的突变谱,2)结合文献,NPC 的临床表现多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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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脾肿大及肝功能异常,本例患儿肝脾未及肿大,肝功能未见异常,故临床表型极其罕见,是导致本例

多年误诊的重要原因之一。及早基因检测有助于确诊临床表型不典型的 NPC 患儿。 
 
 
PO-1724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syndrome in children 
 

Chen Wen-Xio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rian Center,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623 

 
 

Objective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syndrome (RESLES) is a rare and complicated clinic-
radiological syndrome that reflects various diseases and conditions, such as mild 
encephalitis/encephalopathy with a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MERS), epilepsy and metabolic 
disorders. Its clinical consensus is yet to be reache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is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RESLES in children and extract its clinical implication. 
Method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clinical features of children with RESLES 
based on the outcomes of pediatric MERS case series and other relevant published.  
Results epidemiology: The MERS wa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RESLES in childhood. Ten 
pediatric MERS case series were update summarized, including 102 episodes (56 male and 46 
female; age ranging 3m~13y; 3 cases with recurrent episode) from 99 patients, with 58 episodes 
in China, 37 in Japan, and 7 in Australia. One study reported that the occurrance of RESLES in 
pediatric MERS and epileptic patient was about 1.1% and 0.16% respectively; etiology: various 
infectious agents especially virus have been reported to associate with MERS in children, in 
which the influenza and rotavirus were more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the prodromal 
manifestations of MERS in children were non-specific, including fever, digestive symptom, or 
respiratory symptoms. The common neurological symptoms included seizure, behavioral changes, 
and altered consciousness; radiological feature: the lesions of splenium of corpus callosum 
(SCC), extra-SCC or extra-CC showed T2-Weight and FLAIR hyperintensity,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educed diffusion. The MERS type 1 with an isolated SCC lesion and MERS type 
2 with an extensive white matter and/or entire callosal lesions were further classified; therapy: 
there was not consensus regarding the therapy, although steroid plus therapy might be more 
frequently given; prognosis: the overall symptoms of most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RESLES tend 
to subside with a good outcome, although some neurological sequelae such a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had also been reported; mechanism: the exact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RESLES is not yet known, with several hypotheses including intramyelinic axonal edema, 
imflammatory infiltrates, fluid imbalance or dysregulation, immune system activation or oxidative 
stress. The fact that some MERS cases with recurrent episodes, the sisters with MERS, and most 
pediatric MERS cases ethnically derived from Asian areas such as China, Japan suggested that 
genetic factors might be involved in 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development. 
Conclusions Prognosis of RESLES is relatively good, should avoid excessive investigations and 
treatments; in the epidemic season of some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influenza or rotavirus 
infections, pediatric patient if with neurological symptoms such as seizure, should try to rule 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having MERS, via brain MRI with DWI sequence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frontline medical workers’ (especially child neurologist, emergency medicine 
specialist, as well as the radiologist) awareness of RESLES, i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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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25 

The Hot cross bun Sign in a Patient with Encephalitis 
 

Gan Yingyan1,Liang Huici1,Li Xiaojing1,Zeng Yiru1,Wu Wenlin1,Han Jing2,Mai Jianning1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Department of Onc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he 'hot cross' bun sign (HCBS) refers to pontine cruciform hyperintensity on T2 
weighted MRI. It is frequently seen in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and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s 2 
and 3 for selectively losing transverse pontocerebellar fibers and neurons of pontine raphe[1, 3], 
with preservation of corticospinal tracts and tegmental neurons[4]. And it has also been reported 
in parkinsonism secondary to vasculitis, variant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erebrotendinous 
xanthomatosis, 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 in HIV seropositive, bilateral pontine 
infarction, leptomeningeal metastases of breast cancer and paraneoplastic cerebellar 
degeneration (PCD) due to burned-out testicular tumor. The causes of the HCBS remain unclear 
and maybe differ among these diseases. We now report the HCBS in a patient with encephalitis. 
We now report the HCBS in a patient with encephalitis. We now describe a 3 years old boy of 
encephalitis and his MRI image showed HCB sign in the pontine. 
Methods This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combing with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and never-nurturing. 
Results After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the patient got a good outcome and the HCB sign 
narrowed nearly disappeared. 
Conclusions This case report describes a rare appearance of the HCB sign in a patient with 
encephalitis.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HCB signs are complex and remain to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studies. 
 
 
PO-1726 

UBA1 基因突变致 X-连锁脊髓性肌萎缩症一个家系 
临床和遗传学报道 

 
张林妹,杨雪,周水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道 UBA1 基因突变致 X-连锁脊髓性肌萎缩症 2 型(SMAX2)一个家系临床表型和遗传学检测 
方法 收集一个家族性运动障碍家系的临床表型,进行家系调查分析。经知情同意后采集先证者及部

分家系成员外周静脉血标本提取基因组 DNA 进行遗传学研究。选取神经-肌肉基因 panel,进行

Sanger 测序验证。 
结果 本家系 4 代共 51 人,共有患者 5 例,均为男性。(1)先证者表型:5 岁男性,自幼运动发育迟缓,运
动能力差,现上楼梯困难､ 不稳,智力发育同正常同龄儿。体格检查显示说话口齿不清,轻微静止性震

颤,高腭弓､ 拇指内收､ 鱼际扁平,下蹲站立困难,四肢肌张力正常,近端肌力正常,远端Ⅴ-,膝腱反射未

引出。肌电图检查提示多发性周围神经源性损害表现(运动神经周围损害伴轻度脱髓鞘改变,以双下

肢为著)。(2)其他家系成员表型:先证者的太外公､ 三个表舅爷年幼时起病表现同先证者,自幼运动发

育迟缓,10 岁后症状好转,成年后运动能力渐趋正常,但说话鼻音较重,吸面条无力,目前存活者 高年

龄为 86 岁。(3)基因突变:检测到 UBA1 基因半合变异,为错义突

变,NM_003334:exon15:c.1617G>A(p.M5391)。UBA1(泛素活化酶 A1)基因是 X-连锁脊髓性肌萎缩

2 型(SMAX2)的致病基因,经对该位点在先证者部分母系相关成员中进行 Sanger 测序验证,检测到女

性健康成员(先证者母亲､ 外婆)携带该杂合位点,男性患者携带半合变异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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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X-连锁脊髓性肌萎缩 2 型(SMAX2)是罕见病,呈 X-连锁隐性遗传, UBA1 基因是本病的的致病

基因,国内尚无此基因突变的病例报道。本文报道的家系患者存活期长,不同于文献报道生后早期即

死亡,提示相同的突变存在临床表型异质性。 
 
 
PO-1727 

儿童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度脑炎/脑病 25 例临床分析 
 

张珅,丁昌红,陶晓娟,韩彤立,王晓慧,张炜华,杨欣英,方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度脑炎/脑病(MERS)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征及预后。 
方法 对 2013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25 例 MERS 患儿的

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25 例患儿起病年龄 6 个月~13 岁,因发病年龄及不同年龄的临

床表现具有特征性,将其分为两 2 个阶段:小于 6 岁组(6 个月~6 岁)20 例,起病年龄为 6 个月~3 岁 9
个月(平均 2 岁 2 个月);大于 6 岁组(>6 岁~13 岁)5 例,起病年龄为 9 岁 3 个月~13 岁(平均 10 岁 10
个月)。 
结果 25 例患儿中 19 例有前驱感染史,其中消化道感染 10 例,均为小于 6 岁组患儿; 呼吸道感染 9
例,6 例为小于 6 岁组患儿,3 例为大于 6 岁组患儿。主要临床表现包括为抽搐(18/25 例,72.0%),发热

(17/25 例,68.0%),呕吐(11/25 例,44.0%),意识障碍(11/25 例,44.0%)。小于 6 岁组主要表现为抽搐

(18/20 例,90.0%)。大于 6 岁组主要表现为发热(3/5 例,60.0%)､ 头痛头晕(2/5,40.0%)均无抽搐发

作。25 例中肝损伤 8 例,心肌酶升高 10 例,血钠降低 9 例。头颅 MRI 检查示 21 例为Ⅰ型 MERS,仅

累及胼胝体压部;4 例为Ⅱ型 MERS,除胼胝体压部外,还累及大脑深部白质､ 皮层下白质(半卵圆中

心)。经抗感染､ 降颅压等治疗 8~56d(平均 16.5d),复查头颅 MRI 病灶消失。 
结论 MERS 儿童发病以学龄前儿童多见了,学龄前儿童前驱感染以消化道感染常见,学龄儿以呼吸道

感染常见。儿童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 抽搐､ 呕吐､ 意识障碍等。感染和低钠血症是儿童 MERS
的主要病因,头颅 MRI 检查是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PO-1728 

婴幼儿及年长儿脑梗塞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陈小璐,夏斌,曲海波,罗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610041 

 
 

目的 收集不同年龄段脑梗塞患儿的临床特征与预后情况,分析影响预后的可能因素。 
方法 收集 2013 至 2017 年于我院住院的经头颅 CT/MRI 证实脑梗塞的婴幼儿及年长儿,分析患儿的

临床病历资料､ 围产期因素和其他可能病因,并电话调查存活儿预后情况,比较不同年龄段脑梗塞患

儿的临床特点及影响预后的可能因素。 
结果 经头颅影像学证实脑梗塞的住院患儿共 24 例,其中新生儿 14 例,婴幼儿 6 例,年长儿 4 例。婴

幼儿患者大多与围产期因素及脑血管畸形相关,其中 4 例为早产儿,3 例经 MRA 确诊为脑血管畸形,2
例存在颅内出血,4 例存在围产期相关因素。年长儿除脑血管畸形外,心脏手术史或头颅外伤史亦为

可能的影响因素,其中 1 例存在脑血管畸形,1 例为先天性心脏病术后,1 例为头部外伤后,其余未发现

确切围产期因素及可能病因。13 例患儿以各种形式惊厥为主要表现,部分患儿表现为肌张力异常,大
部分(18 例)患儿存在病侧大脑对侧肢体活动障碍。电话随访存活儿中 15 例有不同程度不良预后(精
神运动发育落后､ 癫痫､ 肢体活动障碍),与脑梗塞面积大或诊治不及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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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婴幼儿与年长儿脑梗塞患者临床特征存在差异,早期进行头颅影像学检查及早期干预是影响预

后的关键。 
 
 
PO-1729 

ATP7B Mutation Detection and Its Mechanism Analysis for 
One Case of Misdiagnosis of Wilson's Disease 

 
Liu Min1,Chen Xuqin1,Wan Bo2,Guo Yue1,Sheng Mao1,Chen Linqi1,Zhao Lei1,Huang Danping1,Li Yan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Wilson’s Disease(WD) is an autosomal recessive disorder caused by defective 
function of the copper transporting ATP7B protein. The disease is easily misdiagnosed in clinic. 
Early recognition and appropriately treatment generally result in resolution of symptoms and an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Our objectives were to share a case of 12 year old female patient with 
Wilson’s disease, who was diagnosed as adrenocortical insufficiency initially and verify that the 
mutation c.1707+5G>A of intron4 was a truly pathogenic mutation. 
Methods 1. We collected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WD patient. Combined with the literature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imaging feature, gene testing result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described comprehensively.2. To explore the pathogenicity of this mutation in 
intron, we constructed a PCR fragment encompassing ATP7B exon4, exon5, exon6 and their 
flanking introns which were amplified from normal human genomic DNA. Then we performed site 
directed mutagenesis on the minigene containing the wild-type fragment for minigene containing 
the variant c.1707+5G> A.Expressed the WT and variant c.1707+5G> A minigene in Cos7 cells. 
The last step was to Extract total RNAs from the PBMCs and quantitative RT-PCR. 
Results 1. A 12-year-old female child presented with progressive darkening of skin over the 
whole body in last seven years. She also had mild hands tremors in last one year, without any 
history of jaundice,hepatomegaly, splenomegaly or ascites. In early 2015, the patient presented 
with symptom of mild tremors in both hands. Because of her unusual dark skin and low level of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she was diagnosed as adrenocortical insufficiency in endocrine 
department of local hospital.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Hydrocortisone Tablets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her dark skin was not improved,while tremors of both hands were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before,accompanied by salivation,fewer words and illegible handwriting.On admission, her cranial 
MRI showed mild but diffuse encephalatrophy and patchy abnormal signal in the bilateral frontal 
lobe, parietal lobe, basal ganglia, pons and cerebral peduncle.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examination were as follows: serum ceruloplasmin level: less than 0.05g/L (normal range: 0.2-
0.6g/L), the 24-hour urinary copper excretion: 219μg/day (normal range:15-60μg/day), peripheral 
blood leucocyte count(PBLC): 3.94 ×10^9/L, with 44.9% of polymorphonuclear leukocyte, the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level was 43.6 U per liter (normal range,10-67), th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level was 41.5 U per liter (normal range,5-35),the creatinine level: 
52μmol/L(normal range,45-84); the blood urine nitrogen level: 3.83 mmol/L(normal range,2.9-8). 
Slit-lamp examination revealed a very obvious Kayser-Flesicher ring which could be visible even 
with naked eyes.We further screened the mutation in ATP7B gene by Sanger sequencing and 
found a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a known pathogenic mutation in 
exon8:c.2333G>T(Arg778Leu) which was inherited from her mother and a variant in 
intron4:c.1707+5G>A which was inherited from her father. With informed consent,the patient 
began to accept decoppering treatment with Penicillamine(20mg/kg.d) supplemented with 75 mg 
elemental zinc/day, vitamin B6(30mg/d), as well as restriction of dietary copper.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the symptom of salivation was disappeared and she can write normally after 7 months’ 
medication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The serum hormone testing showed that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were normal with a small dose of Hydrocortisone 
Tablets(5mg/d).Her urinary copper excretion which was 1579.2μg/24h at the begin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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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has now gradually reduced to a stable low level of approximately 237.6μg/24h.2. The 
variant c.1707+5G> A was located at a splice donor site and could therefore lead to an unspliced 
transcription product.RT-PCR of the mRNA region containing exons4, 5 showed that the wild type 
minigene generated a single transcript of the expected size (~418bp), while the variant 
c.1707+5G> A minigene generated transcription product containing exons4, 5 were weaker than 
the WT minigene.The levels of ATP7B in the PBMCs of the patient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against the controls.   
Conclusions  
1. Given the wide variability of clinical phenotype if WD, it is of high importance for the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ATP7B sequence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s the pathological impairment of this 
disease is reversible on proper treatment, although the natural outcome may be fatal.         
2. We herein report firstly that c.1707+5G>A mutation of Intron 4 is a pathogenic mutation that 
results in intron 4 retention in ATP7B.            
3. W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drenocortical insufficiency, especially 
when accompanied by extrapyramidal symptoms. 
 
 
PO-1730 

 托吡酯添加治疗慢性难治性 TS 患儿临床疗效观察 
 

殷小静
1,2,高丽

1,齐晖
1,张君

1,范宏业
1,李俊龙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新乡医学院 
 
 

目的 观察慢性难治性 TS 在原药物治疗基础上添加托吡酯(妥泰,西安杨森制药)治疗后临床疗效及不

良反应。 
方法 对 22 例慢性难治性 TS 患儿在原治疗药物:氟哌啶醇､ 硫必利､ 氯氮平､ 利培酮､ 可乐定､ 安

定类､ 维生素 B1､ B6､ 赖氨肌醇 B12､ 尼莫地平､ 脑蛋白水解物(古立西)等药物中的一种或几种

治疗基础上仍控制效果不佳或复发后直接停用或者缓慢减量直至停用上述药物,改用复合维生素 B､
赖氨肌醇 B12､ 尼莫地平､ 脑蛋白水解物(古立西)基础上并添加小剂量(小于 4mg/kg/d)妥泰治疗。

采用治疗前后自身对照的开放性研究方法,分别观察用此方案治疗前､ 治疗后 4周､ 12 周后其疗效

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 4 周后显效 6 例,有效 14 例,效差 1 例,无效 1 例;治疗 12 周后显效 16 例,有效 4 例,效差 1
例,无效 1 例。妥泰添加治疗慢性难治性 TS 疗效显著(P<0.05)。不良反应有认知障碍,闭汗,食欲减

退。 
结论 小剂量妥泰作为慢性难治性 TS 添加治疗疗效较好且不良反应较轻。 
 
 
PO-1731 

 额叶起源的过度运动型癫痫 1 例报告并文献回顾 
 

殷小静
1,2,高丽

1,齐晖
1,张君

1,李俊龙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新乡医学院 

 
 

目的 探讨额叶起源的过度运动型癫痫的临床特征､ 治疗及相关文献回顾。 
方法 发作性行为异常患儿,3Dflair 头颅平扫+ASL 检查:3Dflaire 薄层 MRI(3.0T)平扫未见异常,但
ASL 图像显示右侧额叶皮层呈低异常灌注区。24H-VEEG 发作间期显示在主要在右侧额区的放电,
给予丙戊酸(VPA)镁缓释片治疗效果不佳,加用奥卡西平治疗,并逐渐减量 VPA 镁缓释片。 
结果 过度运动型癫痫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加用奥卡西平(曲莱)后随访患儿,症状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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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以过度运动发作为表现是额叶癫痫的一种发作形式,发作时以明显的躁动和过度运动为特征,发
作间期和发作期可见额部尖波､ 尖慢波发放,奥卡西平治疗可能有较好疗效,目前该患儿仍在随访

中。 
 
 
PO-1732 

一例罕见婴儿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并文献复习 
 

张琼香
1,2,陈旭勤

1,柏振江
1,周利兵

1,王曼丽
1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leukoencephalopathy with vanishing white matter,VWM) 也称儿童共济

失调伴中枢神经系统髓鞘化不良(CACH) ,是一种较为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主要是编码真核

细胞翻译启动因子 2B(eIF2B) 的 5 个亚单位 eIF2Bα､ β､ γ､ δ､ ε 相应编码基因( EIF2B1 ~ 5) 突
变导致的,以进行性运动､ 智力倒退为主要表现, 可伴共济失调､ 视神经萎缩及癫痫发作,特征性的

MRI 表现为大脑中央白质出现弥漫对称的异常信号伴囊变,确诊需依赖基因检测。现探讨白质消融

性白质脑病(VWM)的临床表现及基因表型,为基因分析在 VWM 诊断中的价值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基因检测确诊的 1 例 VWM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徐某某,男,8 个月 14 天,G5P5,既往精神运动发育基本正常;父母及两姐体健,尚有一哥及一

姐,于婴儿期不明原因夭折。该患儿在轻微胃肠炎后出现纳差､ 哭声低､ 活动减少等精神反应差表

现,很快出现昏迷,住院 14 天死亡。脑脊液检查未见异常;头颅磁共振提示两侧大脑半球半卵圆中心

及皮层下白质呈普遍长 T1 长 T2､ FLAIR 低信号改变,其内夹杂斑点状､ 条纹状短 T1 短 T2 信号影;
基因检测结果示:患儿 EIF2B5 基因 c.385C>T,p.R129X 与 c.806G>A,p.R269Q 复合杂合突变;父亲 
EIF2B5 基因 c.385C>T,p.R129X 杂合突变;母亲 EIF2B5 基因 c.806G>A,p.R269Q 杂合突变;大姐:
无突变;二姐:EIF2B5 基因 c.385C>T,p.R129X 杂合突变。该儿遗传自母亲:编码区第 806 号核苷酸

由 G 变为 A 的核苷酸变异,该变异导致第 269 号氨基酸由精氨酸变为谷氨酰胺( p.R269Q),为错义突

变,该基因国内外已有文献报道,属于已知突变,国内关于该基因位点报道病例临床分型为重型;遗传自

父亲:编码区第 385 号核苷酸由 C 变为 T,该变异导致第 129 号氨基酸精氨酸翻译终止(p.R129X),为
无义突变,该变异国内外未见报道。基因 EIF2B1~5 突变中,错义突变为主,无义突变很少[1],携无义突

变的患者多为无义加错义的复合杂合子,而非纯合无义突变,提示该基因功能非常重要,无义突变纯合

子可能不能存活[2];该儿起病半月即进入昏迷,不到一月即死亡,临床表型较重,且有哥哥姐姐不明原

因夭折,推测可能与 EIF2B5 的无义突变有关。 
结论 (一)VWM 基因突变以错义突变为主,无义突变很少[1],本病例报道丰富了 VWM 的基因突变谱。

(二)结合文献,VWM 多有于慢性进展性病程中伴发热或轻微头部外伤后发作性加重的特点,急性加重

后可逐渐部分恢复。本例患儿婴儿期急性起病,无明显发热､ 外伤诱因,起病一月内死亡,临床表型罕

见,与其他遗传性白质脑病鉴别困难,及早基因检测有助于确诊临床表型不典型的患儿。 
 
 
 
PO-1733 

亚历山大病 1 例报道 
 

武美艳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探讨亚历山大病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报告了 1 例这种罕见病历,并进行了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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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合患儿临床表现及基因检测结果确诊为亚历山大病; 
结论  亚历山大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该病临床诊断方法无 特异性,一般

根据临床表现､ 影像学检查以及基因检查等诊断。干细胞移植可能成为今后该病治疗的一个新途

径。 
 
 
PO-1734 

儿童持续性部分性癫痫 3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田茂强,束晓梅,肖明晨,李娟,杨冰竹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持续性部分性癫痫(Epilepsia partialis contina,EPC)是局灶性癫痫持续状态的一种特殊类型,其
病因复杂多样。儿童 EPC 患者病因与成人不同,且存在对儿童 EPC 及其病因认识不足,现对我科收

治的儿童 EPC 患者资料进行总结并文献复习,分析其病因,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对近 2 年于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住院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并对 EPC 病因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1)3 例患儿中,2 例男孩,1 例女孩,EPC 起病年龄分别是 2 岁 6月､ 10 岁及 11 岁。(2)EPC 发

作特点:发作部位分别为右侧口角､ 左上肢､ 右足趾;每次持续时间 12 小时至 24 小时,EPC 持续病

程 72 小时至 2 年(1 例为 1 型 EPC,2 例为 2 型 EPC)。(3)病因:3 例患者儿均存在脑结构病变,2 例为

病毒性脑炎(1 例合并血管炎),1例为甲状旁腺功能减低症､ 低钙血症。(4)治疗:病例 1 诊断病毒性脑

炎,予多种抗癫痫治疗,癫痫控制差,后外院行癫痫病灶切除术,渐出现 EPC 发作,但非进行性加重;病例

2 诊断甲状旁腺功能减低症,低钙血症,多种抗癫痫药治疗效果差,予补充钙剂血钙提升后癫痫发作控

制;病例 3 诊断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合并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予左乙拉西坦及奥卡西平治疗,同时予

阿昔洛韦及丙种球蛋白治疗,EPC 病程呈一过性,持续 72 小时后控制。 
结论 3 例患者中 2 例为炎症性疾病,对因治疗癫痫控制好。EPC 病因复杂多样,儿童 EPC 病因以炎

症性疾病为主。EPC 预后与病因密切相关,需结合特定的病因给予特异的治疗。 
 
 
PO-1735 

儿童抗 NMDAR 脑炎 6 例临床分析 
 

田茂强,束晓梅,吴妍桦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对我院收治的抗 NMDAR 脑炎临床特点进行总结,探讨抗 NMDAR 脑炎的临床特点及治疗选

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儿的一般资料,起病特点,发病年龄,治疗药物选择及开始治疗时间,并发症等;辅助

检查结果:自身抗检测,肿瘤相关检测,药物副作用监测,脑脊液检查结果,脑电图及头颅 MRI;病情转归

及随访。 
结果 (1)符合纳入标准者 6 例,男 1 例,女 5 例,起病年龄平均(8.8±1.33)岁;均急性或亚急性起

病,67%(4/6)患者惊厥起病,83%(5/6)患者伴运动障碍,100%(6/6)患者伴睡眠障碍。(2)100%(6/6)患
者血及脑脊液 NMDAR 抗体均阳性,16%(1/6)患者肿瘤筛查发现 CA-199 轻度升高,余患者肿瘤标志

物及胸腹部检查无异常发现,100%(6/6)患者头颅 MRI 均正常。100%(6/6)患者 EEG 异常,其中 4 例

进行随访,2 例患者 EEG 正常,2 例轻度异常。(3)100%(6/6)患者均给予一线免疫治疗,一线免疫治疗

开始至起病病程平均 10d,50%(3/6)患者在一线免疫治疗平均 13d 无效后接受二线免疫治

疗,67%(4/6)患者预后良好,33%(2/6)患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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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给予免疫治疗,抗 NMDAR 脑炎患者多预后良好,对于临床出现表现为精神行为异常,惊厥,
运动障碍,睡眠障碍等,脑电图出现弥漫性慢波,排除其他疾病的患者,均应该考虑抗 NMDAR 脑炎可

能,应早期予经验性免疫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 
 
 
PO-1736 

甲状旁腺功能低下为首发症状的 MELAS 患者 2 例 
 

田茂强,束晓梅,谢新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内科 563003 

 
 

目的 MELAS 患者常有内分泌系统受累,但鲜有累及甲状旁腺的报道,本研究报道 2 例以甲状旁腺功

能减低为首发症状的 MELAS 患者,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此种疾病的认识。 
方法 对明确诊断的 2 例 MELAS 患者进行总结,分析其临床特征､ 血生化及激素水平､ 头颅影像学

及基因表型特点。 
结果 ①2 例患者均为男性,学龄期发病,表现为反复卒中样发作等。②生化及激素水平:早期发现甲状

旁腺素(PTH)降低,无钙磷代谢紊乱。③神经影像:早期头颅影像均表现为基底节钙化。1 例患者随访

头颅影像仅表现为基底节钙化,另 1 例患者至第三次卒中样发作时出现典型枕叶为主的 MELAS 特征

性影像改变。④基因分析:2 例患者均发现 mtDN3243A>G 突变。 
结论 MtDNA3243A>G 突变患者累及内分泌系统常见,监测中警惕甲状旁腺功能减低症。本 2 例患

者以甲状旁腺功能低下为首发症状,故儿童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症者,即便没有神经肌肉系统表现,也需

警惕线粒体病可能。 
 
 
PO-1737 

以可复性后循环脑病综合征起病的儿童结节性多动脉炎 1 例 
 

田茂强,束晓梅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内科 563003 

 
 

目的 儿童结节多动脉炎(polyarteritis nodosa,PAN)是一种少见的系统性血管炎,延误诊治有较高的

死亡率及后遗症率。 
方法 本文报道以可复性后循环脑病(Posterior Reversible leukoencephalopathy syndrome PRES)
起病的儿童结节性多动脉炎 1 例,提高儿科医生对此病的认识。 
结果 患儿女,10 岁,因院外发现高血压 1 月,伴抽搐 2 次入院。抽搐前先突发头痛,伴呕吐及视物模糊,
后出现抽搐,表现为全面性发作。入院前半年发现颈部包块,为隐匿性。智力运动发育正常,家族史(-
)。入院后多次高血压高于正常同龄儿童,伴惊厥发作,无中枢神经系统阳性体征,结合头颅影像学特点,
考虑 PRES。高血压病因除外了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肾结核及儿童原发性血管炎不除外,经包块

病理活检及肾影像学检查确诊为 PAN,给予激素治疗,随访患者血压正常,正常生活。 
结论 建议对于多系统受累的血管疾病,排除常见的血管炎川崎病及过敏性紫癜后需考虑 PAN 可能,
应尽早行组织病理活检或血管成像检查,争取早期诊断,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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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38 

音乐疗法对部分性癫痫患儿脑电图影响的效果研究 
 

弓高云,赵佳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分析音乐疗法对部分性癫痫患儿脑电图(EEG)的影响。 
方法 通过前瞻性研究,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医院收治确诊为癫痫并长期接受抗癫痫药

物治疗的 65 例部分性癫痫患儿,采用开放性自身对照研究,观察音乐疗法治疗 2 个月对癫痫患儿脑电

图波形的影响。脑电背景活动参数(ɑ波､ θ波､ δ 波)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治疗 2 个月间歇期痫样放电(IEA)消失或减少 50%以上者 27 例(41.5%),治疗前患者ɑ波的均值

为(10.02±0.12)Hz,治疗 2 个月时,α 波的平均值为(9.89±0.11)Hz,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619,P>0.05)。脑电背景 30s 内 θ 波数治疗前为(9.41±0.28)个,治疗后为(11.77±0.38),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4.657,P<0.05);δ 波治疗前为(3.11±0.16)个,治疗后为(3.29±1.42)个,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809,P>0.05)。 
结论 音乐治疗对部分性癫痫患儿有较好的疗效,且使痫样放电减少或消失,对脑电背景活动影响较小,
对脑电图的改善效果值得肯定。 
 
 
PO-1739 

白质消融性脑病基因突变分析 
 

王春梅,杨坤芳,张元凤,奚佳铭,陆燕芬,陆勤,黄建军,成鸿毅,王四美,许全梅,殷荣荣,罗晓娜,王超,陈育才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白质消融性脑病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遗传疾病,是由编码真核细胞翻译启动因子 2B 的五个

亚单位(elF2B αβγδε)的基因任一突变所致。EIF2B 突变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 elF2B 的功能。

该疾病的临床特征如下:以运动障碍起病､ 运动障碍重于智力障碍､ 神经影像学改变显著重于临床

表现､ 每遇感染所致发热或轻微头部外伤即可引起病情明显加重。通过对 EIF2B 突变进行分析可

早期诊断该病。 
方法 我们通过将临床表特征､ 影像学检查与基因测序技术相结合,诊断白质消融性脑病,并对其基因

突变进行分析。 
结果 2 例患儿一例由轻微的头部创伤引起的轻度步行困难为首发表现,另一例以精神发育迟滞和反

复发作的癫痫为表现;两例患儿头颅 MRI 均表现为皮层下白质信号异常,T1WI 高信号,T2WI 低信

号,DWI 高信号,其中中央区白质信号强度类似脑脊液信号;基因测序显示一例患儿的 EIF2B2 基因存

在 c.254 T>A (p.v85E) 和 c.597+2del T 突变,另一例患儿 EIF2B5 基因存在 c.545C>T(p.T182M) 和
c.1340C>T(p.S447L) 突变。 
结论 对放射学检查异常而临床症状不典型的白质消融性脑病,可以通过基因测序技术监测 EIF2B 突

变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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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40 

Inhibition of thymidylate synthase affects neural tube 
development in mice 

 
wang xiuwei1,Guan Zhen1,Dong Yanting1,2,Zhu Zhiqiang1,Wang Jianhua1,Niu Bo1 

1.Beijing Municipal Key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Nutriomics,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Beijing 
100020, China 

2.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Objective Thymidylate synthase (TYMS) is a key enzyme in the de novo synthesis of 2'-
deoxythymidine-5'-monophosphate (dTMP) from 2'-deoxyuridine-5'-monophosphate (dUMP). Our 
aim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dTMP dysmetabolism via inhibition of TYMS by an inhibitor, 5-
fluorouracil (5-FU) in the occurrence of neural tube defects (NTDs).  
Methods Pregnant mice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various doses of 5-FU on gestational 
day 7.5, and embryos were examined for the presence of NTDs on gestational day 13.5. TYMS 
activity and changes of dUMP and dTMP levels were measured following 5-FU treatment at the 
optimal dose. Apoptosis and proliferation were analyzed in 5-FU-treated embryos with NTDs. 
Results We found that a high incidence of NTDs occurred after treatment with 5-FU at 12.5 
mg/kg body weight. TYMS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with decreased dTMP and 
accumulation of dUMP after 5-FU injec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neuroepithelial cells were 
markedly inhibited in NTDs compared with control. Expressions of 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and phosphohistone H3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NTDs, while phosphorylated 
replication protein A2, P53 and Caspase3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NTDs compared with 
control.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hibition of TYMS affected the balance betwee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neuroepithelial cells, which might shed some lights on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NTDs. 
 
 
PO-1741 

儿童药物难治性癫痫相关基因分析 
 

马爱华,孙文秀,高玉兴,王学禹,张新颖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癫痫患者经过正规的药物治疗,仍有 1/3 患者发作不能完全控制,对患者的认知,记忆,生活质量,
社会心理及儿童的生长发育等造成很大影响。药物难治性癫痫(refractory epilepsy)患儿的身心健康

已经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由于其病因复杂､ 用药困难､ 预后欠佳,一直为儿童神经系统疾病中

的难题。近几年,精准医学的基因研究已渐成为明确该类疾病病因的新兴研究方法之一,相关基因检

测技术的应用为 终明确病因､ 指导治疗及预后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意义。该项目旨在研究

患儿难治性癫痫相关基因与癫痫发生发展的关系,从而为该病的诊断､ 治疗和预后提供新的理论基

础和临床意义。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1 月-2017 年 3 月在我科门诊及病房的药物难治性癫痫患儿,共 55 人,收集

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各 2ml,4℃冰箱保存备用。依次通过提取 DNA､ DNA片段化､ 末端修复､ 连

接接头､ 片段筛选､ PCR 扩增､ 捕获､ 上机测序､ 数据分析等步骤(二代测序法)对难治性癫痫患儿

进行癫痫相关基因检测,若检测结果为阳性,则通过一代测序法(Sanger)进行验证, 终对检测结果进

行分析。 
结果 1.研究对象中共检出 41 名基因检测阳性患儿,相关基因检测结果有

GPR98(c.6559A>G,c.7260C>A)､ SLC2A1(c.376G>A)､ MMACHC(c.609G>A,c.658_660delAAG)
､ AIFM1(c.1030C>T)､ SCN1A(c.2429A>T)､ ARSA(c.370G>T)､ AP4S1(c.31C>T,c.289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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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KL5(c.175C>T)､ DPP6(OMIM:126141)､ SHANK3(c.1687C>T)､
SYNGAP1(c.3361_3363delAGC)。 
2.其中基因 SHANK3(c.1687C>T)､ SYNGAP1(c.3361_3363delAGC)未见既往研究报道与癫痫相

关,因此其致病性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结论 1.目前有大量研究表明某些离子通道基因､ 神经传递受体基因､ 蛋白磷酸化酶基因等在难治性

癫痫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早期应用基因检测技术可以更对症地根据结果使用抗癫

痫药物,提高治愈率。 
2. 检测结果中 SHANK3(c.1687C>T)基因是费伦麦克德米德综合(Phelan-McDermid syndrome)的
致病基因,可导致癫痫发作,既往报道多为散发病例(多为新生变异),是否具有临床意义还需进一步进

行探讨。 
3. SYNGAP1 基因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精神发育迟滞 5 型有关,该疾病可表现为癫痫,但既往未见

报道,其致病性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PO-1742 

Alström 综合征的致病基因 ALMS1 突变的研究 
 

王春梅
1, Hongyi Chen2,张元风

1,杨坤芳
1,王四美

1,成鸿毅
1, 陆燕芬

1,陆勤
1,奚佳铭

1,黄建军
1,殷荣荣

1,许全梅
1,罗

晓娜
1,陈育才

1,袁方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 
2.Surge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ollege of Medicine at Peoria 

 
 

目的 Alström 综合征(ALMS)是由 ALMS1 基因突变引起的罕见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是由多系统参

与,临床症状主要为视力减退(锥杆视网膜发育不良)､ 神经性耳聋､ 肥胖､ 糖尿病､ 尿崩症､ 肾功能

不全､ 性腺功能低下､ 高尿酸血症及高三酰甘油血症等,通过分析 ALMS1 基因突变可早期诊断该

病。 
方法 运用二代测序技术对患儿进行基因突变分析。 
结果 结果首次发现该患儿的 ALMS1 基因中存在两个新的突变 p.N2054Nfs*19 (外显子 8)和
p.Q3608Qfs*7 (外显子 16) ,患者无症状父母的血液样本测试显示它们是这些突变的杂合体。 
结论 我们在该患儿中发现两个新的突变,同时对该患儿无症状父母血样本进行检测,延伸了 ALMS1
基因的突变谱,对无典型临床症状的 ALMS 患儿可早期诊断。 
 
 
PO-1743 

Unusual brain images of a boy with adolescent cerebral X-
linked adrenoleukodystrophy presenting with exhibitionism: 

A case report 
 

郑飞霞,林忠东,施旭来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Objective To describe involvements of both the thalamus and exhibitionism in cerebral X-linked 
adrenoleukodystrophy (X-ALD) which have not been reported respectively. 
Methods We describ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aboratory tests and imaging studies in a boy with 
adolescent cerebral X-ALD. 
Methods An 11-year-old boy initially presented with exhibitionism and progressive 
neurobehavioral symptoms. He subsequently developed transient urinary and fecal incontinence, 
and an unwillingness to eat or communicate. We conducted contrast-enhanced brain MRI, which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386 
 

revealed symmetrical altered signal intensities in bilateral frontal white matter, the basal ganglia, 
and dorsal thalami, as well as a peripheral rim of contrast enhancement. Diagnosis of adolescent 
cerebral X-ALD was confirmed on the basis of next generation genetic sequencing analysis. We 
initiated the patient on hormonal replacement therapy. We observed rapidly progressive 
neurologic deterioration in this patient, and the boy fell into a vegetative state 10 months after 
discharge. 
Conclusions We recommend that physicians should not disregard X-ALD in patients with 
isolated psychiatric symptoms, including hypersexual behavior. The combination of detailed 
clinical evaluation, MRI, and next generation genetic sequencing can expedite the diagnostic 
process of atypical variant of X-ALD. 
 
 
PO-174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急性非特异性脊髓炎临床研究 
 

何展文,孟哲,刘祖霖,李栋方,李平甘,梁立阳,罗向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干预治疗儿童急性非特异性脊髓炎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童神经内分泌专科住院

确诊为急性非特异性脊髓炎并使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的 2名患儿临床特点､ 实验室检查以及治

疗经过等临床资料,分析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干预治疗儿童急性非特异性脊髓炎的临床治疗效果及作

用机制。 
结果 2 例确诊为急性非特异性脊髓炎患儿男女各 1 例,发病年龄分别为 13 岁和 5 岁。2 例患儿主要

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截瘫肌体无力,1 例伴有肢体感觉麻木,1 例伴有神经根痛。头颅和脊髓磁共振

成像检查,颅脑均未见异常,脊髓分别是 C3-5 水平脊髓散在异常信号和 T11-L5 水平脊髓前根及脊膜

异常信号,均有 T2 相长信号改变,考虑炎症性病变可能。2 例患儿治疗开始均使用地塞米松抗炎免疫

治疗,但治疗效果不满意,淋巴细胞亚群检查示 B 细胞免疫紊乱,CD19+B 细胞淋巴细胞分别为

41.1%/40.9%, CD20+B 细胞淋巴细胞分别 40.2%/39.5%。治疗上加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输注干预

治疗(每周 1 次,连续 4 周),2 例患儿肢体无力明显好转,肢体麻木感和神经根痛逐渐改善恢复。治疗

后复查淋巴细胞亚群,CD19+B 细胞淋巴细胞分别为 16.5%/18.7%, CD20+B 细胞淋巴细胞分别

15.9%/15.1%,结果大致正常。2 例患儿出院后随访时间为病程 3 个月-9 个月,预后评分分别为 0 和

1,预后良好。 
结论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干预治疗儿童急性非特异性脊髓炎具有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其作用可能为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调节 B 细胞的异常增殖活化及功能,抑制急性非特异性脊髓炎的异常免疫反应发

挥免疫调节作用。 
 
 
PO-1745 

神经内科护士一般自我效能感对护士压力的相关性分析 
 

刘婷婷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神经内科护士自我效能感对其压力的影响与关系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运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压力源》调查表对郑州市儿童医院的神经内科 30 名护士进行问

卷调查。 
结果 神经内科护士自我效能感均分 2.52±0.83 分,护士压力的均分 102.07±1.85。神经内科护士自

我效能感与护士压力呈显著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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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分析神经内科护士自我效能感与护士压力的关系,有助于帮助护理工作者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感

来缓解护士压力,从而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与工作幸福感。 
 
 
PO-1746 

心肌营养素 1 促进脐血间充质干细胞神经分化及 MAPK/ERK 
和 PI3K/Akt 信号通路的交互作用 

 
余小华,束晓梅,彭龙英,郎长会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心肌营养素 1 ( cardiotrophin 1 , CT1 ) 对人脐血间充质干细胞(human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SCs , hUCB-MSCs )诱导神经分化的促进作用及 MAPK/ERK 和 PI3K/Ak 信号通路

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方法 (1)hUCB-MSCs分离､ 培养及鉴定:采集人脐血标本,采用改良密度梯度离心法及贴壁筛选法分

离培养及纯化 hUCB-MSCs,采用流式细胞术鉴定间充质干细胞表面标记;(2)腺病毒转染:用 Adv-CT-
1 及 Adv-EGFP 分别转染 hUCB-MSCs;(3)神经诱导分化:采用神经诱导剂诱导 hUCB-MSCs 向神经

方向分化,于诱导后 6h 及 4d 观察各组形态学变化,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神经核蛋白(NeuN)及胶质纤维

酸性蛋白(GFAP)表达情况;(4)用 siRNA-ERK 及 siRNA-Akt 以 佳转染效率的 siRNA 浓度转染神经

诱导分化后的 hUCB-MSCs,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基因沉默后各组 ERK､ p-ERK､ Akt､ p-Akt
表达情况。 
结果 (1)原代培养 10 天左右,贴壁细胞呈现梭形的纤维细胞形态,周围含大量破骨样细胞。当细胞融

合度达 80%可传代,至 P3 代时细胞形态均一。流式细胞术免疫表型检测结果显示,高表达间充质干

细胞表面标志 CD44､ CD90､ CD73､ CD105,不表达造血干细胞标志 CD34 及单核细胞表面标志

CD45。(2)神经诱导分化 6h 后,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均出现类神经细胞形态变化(胞质向胞核

皱缩,并伸出长的突起),CT1 组变化更显著,且 CT1 组较其余各组相比 NeuN 表达量 高

(44.23±2.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诱导时间延长,细胞形态变化更明显,交织呈网

状,NeuN 表达量也逐渐增加,诱导 4d 后 CT1 组表达量 高(82.50±4.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诱导 6h 后,GFAP 即有表达,CT 组表达量 高((55.37±3.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随后逐渐增加,诱导 4d 后 CT1 组表达量 高(82.04±3.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经
siRNA 转染 72h 后,浓度为 100nM 组转染效率 高(91.67±1.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4)siRNA-ERK 组及 siRNA-Akt 组的 p-EKR､ p-Akt 表达水平较 CT1 组及 siRNA-control
组明显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CT-1 可促进 hUCB-MSCs 神经方向分化并支持其存活;(2)MAPK/ERK 和 PI3K/Akt 信号通

路在 Adv-CT-1 诱导 hUCB-MSCs神经方向分化､ 细胞存活及凋亡的调控过程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PO-1747 

ERKMAPK 信号通路在 CT-1 诱导 hUCB-MSCs 
神经分化中调控作用 

 
郎长会,彭龙英,束晓梅,余小华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 ERK/MAPK 信号通路在 CT-1 诱导脐血间充质干细胞(hUCB-MSCs)神经分化中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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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免疫荧光检测各组(对照组;神经诱导剂组(NIM);CT-1 组(Adv-EGFP-CT1+-NIM 组);EGFP 组

(Adv-EGFP+NIM 组))不同时间点神经相关蛋白标志物(Nestin､ NeuN､ GFAP )表达。2)检测信号

分子表达:免疫共沉淀检测转染 CT-1 不同时间点 gp130/LIFRβ 表达,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p-Raf-1
､ ERK 及 p-ERK 信号分子的表达;MEK 特异性抑制剂(PD98059)对信号分子 p-ERK 的影响及神经

标志物 Nestin 及 NeuN 表达的影响。 
结果   1)CT-1 组诱导 6h 时 Nestin､ NeuN 及 GFAP 表达率分别为 86.82±4.29%､ 14.26±2.20%､
16.96±4.41%,显著高于其它各组(P<0.05);至第 4d 时,CT-1 组 Nestin､ NeuN 及 GFAP 表达率分别

为 10.31±1.79%､ 48.33±2.53%､ 16.96±4.41%,与其它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转
染 CT-1 后 24h,可见 p-Raf-1､ p-ERK 及 gp130 微弱表达,未见 LIFRβ 表达;48h 时 p-Raf-1､ p-ERK
及 gp130 表达增强(P<0.05),并见 LIFRβ 微弱表达;72h 时,p-Raf-1､ p-ERK 表达仍继续增加,gp130
及 LIFRβ 表达未见进一步增强。加入 PD98059 后 Nestin 及 NeuN几乎不表达､ p-ERK 表达明显

减少(P<0.05)。 
结论  MAPK/ERK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 CT-1 诱导 hUCB-MSCs 神经分化调控。 
 
 
PO-1748 

CT-1 体外诱导脐血间充质干细胞神经分化作用 
 

郎长会,彭龙英,余小华,束晓梅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心肌营养素 1(CT-1)在诱导脐血间充质干细胞(hUCB-MSCs)向神经细胞分化中的作

用。    
方法  密度梯度结合贴壁法培养 hUCB-MSCs,流式细胞术检测表面标志物 CD34､ CD 29､ CD44
及 CD105。将不同感染复数的 Adv-CT-1 转染 hUCB-MSCs,转染 24h､ 48h､ 72h 和 96h 用免疫荧

光染色检测 CT-1 表达率,荧光显微镜观察 CT-1 转染成功率。将细胞分为 4 组:(1)对照组;(2)神经诱

导剂组(NIM);(3)CT-1 组(Adv-EGFP-CT-1+-NIM 组);(4)EGFP 组(Adv-EGFP+NIM 组)。免疫荧光在

不同时间点(6 h 和 4 d)检测各组神经相关蛋白标志物(nestin､ NeuN､ GFAP )表达。 
结果  hUCB-MSCs 高表达 CD29､ CD44､ CD105,不表达 CD34。Adv-CT-1 转染时 MOI 为
100PFU/细胞为 佳转染复数,72h 荧光表达 强。经神经诱导后 6 h,CT-1 组呈现类神经细胞样形

态改变;Nestin 阳性率 高(86.82±4.29%),与其他三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至第 4d 时,
各组 Nestin 表达明显减少;诱导后 6 h,CT-1 组 NeuN､ GFAP 均有少量表达(14.26 ±2.20%､
16.96±4.41%),随后逐渐升高,第 4d 时阳性率分别达 48.33±2.53%､ 65.83±5.17%;CT-1 组阳性率均

高于其他各组(P<0.05)。 
结论   CT-1 可能促进 hUCB-MSCs 向神经样细胞分化。 
 
 
PO-1749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重症监护室发热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 1 例 
 

陈小璐
1,蔡浅云

1,喻韬
1,曲海波

2,李德渊
1,罗蓉

1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放射科 
 
 

目的 观察生酮饮食治疗我院儿童重症监护室一例发热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FIRES)患儿的疗效及

预后情况。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389 
 

方法 收集我院儿童重症监护室一例表现为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诊断发热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

(FIRES)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如病史､ 临床表现､ 头颅影像学､ 脑电图),采用生酮饮食进行治疗,观察

疗效并进行半年的随访。 
结果 该患儿系男性学龄前儿童,病初有咳嗽､ 反复发热,以抽搐伴意识障碍入我院儿童重症监护室。

发作形式起初为全身性发作,而后转为单侧口角抽动､ 单侧肢体抖动部分性发作。神经系统查体:双
侧巴氏征阳性,四肢肌张力阵发性增高。血常规､ 血生化及病毒病原学检查､ 支衣原体抗体无明显

异常。头颅 MRI:脑沟增宽,双侧脑室扩张变形,双侧枕叶白质区见片状信号异常。视频脑电图:1.背景

波慢化 2.左侧前额､ 额､ 前颞区或右侧额区尖波多次发放 3.监测到临床发作为复杂部分性发作。

入院后先后予多种抗癫痫药及静脉麻醉药控制癫痫,发作控制不理想,予加用生酮饮食治疗。生酮治

疗 1 周后,发作次数有减少,予成功撤停静脉麻醉剂,转入普通儿科病房治疗一周后出院继续予抗癫痫

药物及生酮治疗。出院后半年随访期间,患儿一周有 2-3 次的部分性发作,但未再出现癫痫持续状

态。 
结论 发热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患儿易出现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对多种抗癫痫药物不敏感,生酮治

疗可能有效。 
 
 
PO-1750 

儿童癫痫网络随访平台的建设暨 201 例儿童 
癫痫随访的回顾性分析 

 
滕雪宝,袁宝强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建设互联网癫痫随访平台,积累癫痫患儿的临床资料,便于临床医生高效的进行资料的统计与分

析。同时通过回顾性分析癫痫儿童的药物治疗效果与相关因素总结临床癫痫治疗的经验。 
方法 ①构思随访平台的线路图及制作各种随访资料表单,联系相关互联网公司协作开发临床研究数

据平台,建立纸质病例袋和病案柜收集癫痫患儿的病例及各项检查报告。②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我院儿科门诊诊治的 201 例癫痫患儿,了解抗癫痫药物( antiepileptic drugs,AEDs )使用

及癫痫发作控制情况。③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治的 57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病例,
所有病例均给予甲泼尼龙进行冲击治疗,分析激素治疗的效果。 
结果 ①互联网癫痫随访平台建设的线路图､ 各种表单及操作流程。②201 例患儿其中男 116 例

(57.7%),女 85 例(42.3%);未用药 8 例,单药治疗 118 例(61.1%),2 种药物联合治疗 64 例(33.2%),3
种及以上药物联合 11 例(5.7%);发作控制患儿 148 例(76.7%),发作未控制患儿 45 例(23.3%)。③57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中男 27 例,女 30 例,婴儿痉挛症 30 例,Lennox-Gastaut 综合征 6 例,Landau-
Kleffner 综合征 6例､ 其它难治性癫痫 15 例,发病年龄 2 月到 6 岁,激素冲击治疗前 9 例未应用抗癫

痫药物,余 48 例均经 2 种或 3 种抗癫痫药物治疗且发作控制不良。激素冲击治疗有效率

84%(48/57)。 
结论 ①互联网癫痫随访平台的建立有利于临床医生方便快捷地进行癫痫患儿的临床随访并积累资

料。②在正确诊断及合理选药的前提下,大部分癫痫患儿发作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明确癫痫的发作

类型及癫痫综合征对癫痫患儿用药有指导作用。③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难治性癫痫控制效果肯定,
疗效与发病年龄及病程无相关性,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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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51 

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评估儿童脑运动功能区的研究 
 

邓劼,方方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目前儿童脑功能定位和评价缺乏有效实用的手段,传统的功能核磁共振､ Wada 试验及皮层电

刺激等方法,需要患者高度配合,或创伤较大,儿童难以进行。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TMS-MEP)
是一种无创便捷的检测手段,本研究旨在探讨其用于定位儿童大脑手部运动功能区的准确性及安全

性。 
方法 选择颅内病灶可能累及手部运动功能区的癫痫术前患儿。通常大鱼际肌的皮层运动功能区所

对应的头皮位置为脑电图电极安置系统的 C3､ C4 处,然而病灶累及该部位皮层时运动功能区可能

有一定程度的转移。故将刺激线圈放置于头皮 C3､ C4 处及其周围,给予单脉冲磁刺激,同时将盘状

电极置于双手大鱼际肌记录运动诱发电位,能够引出 大运动诱发电位的刺激位置即为支配大鱼际

肌的皮层运动功能区。术中切除病灶同时保留所检出的运动功能区。术后 1周､ 1月､ 6 月分别随

访患儿的手部运动功能情况,了解有无功能损伤或丧失。 
结果 共入组 6 名癫痫患儿,年龄 2 岁 4 月至 9 岁 1 月,男性 3人､ 女性 3 人。病灶位于左侧半球者 4
人,右侧半球者 2 人,均累及中央前回运动皮层。病灶为病毒性脑炎或新生儿低血糖所致软化灶 4 人,
局灶皮层发育不良 2 人。术前癫痫病程 8 个月至 8 年 10 月,发作类型均为部分性发作伴或不伴泛

化,1 人合并痉挛发作。术前病灶对侧手部精细运动功能损伤(不能完成对指动作､ 捏取物品,不能持

勺吃饭)者 5人､ 远端肌力约 IV 级。经 TMS-MEP 检查,6 名患儿大鱼际肌皮层运动功能区均有不同

程度的转移,转移至病灶同侧半球顶中线部位(约 Cz 与 C3 或 C4 之间)3人､ 同侧颞区(约 T3 位置)1
人､ 病灶对侧半球(即所支配的手同侧)近中央中线部位(约 Cz 旁)2 人。检查过程中患儿均无头痛､

耳鸣等不适,无抽搐发作。6 人均行病灶切除术,术后随访超过半年均无抽搐发作。术后 1 周随访,6
人手部运动功能较术前均无变化;术后 1 个月,患儿手部精细运动均有所进步,肌力 V-级;术后 6 个月,
患儿手部精细运动均明显进步,能捏取小物品､ 能拿勺吃饭,肌力恢复正常。 
结论 MS-MEP 可用于评估皮层运动功能,有较高的准确性及安全性;因其无创,且不需配合或镇静,尤
其适用于儿童。儿童大脑处于发育期､ 可塑性较高,故病灶累及功能区时常存在功能转移,可转移至

同侧半球病灶周围甚至对侧半球。准确评估功能区,有利于提高手术精确性,减少甚至避免功能损伤,
改善预后及生活质量。 
 
 
PO-1752 

床旁视频脑电图监测及评估昏迷儿童预后的临床研究 
 

高萱,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评估床旁视频脑电图对临床判断昏迷患儿即重型脑功能损伤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前瞻性､ 开放性研究,根据临床指标和脑电图( VEEG,Young 分级标准)､ 格拉斯哥预后评

分(GOS)等评价指标对 2015.1 月-2017.2 月录入的 133 例重型脑功能损伤患者(临床判断昏迷或

GCS<=8)进行监测与预后评估,排除颅内肿瘤术后病人 
结果 纳入的 133 例 2 月~13 岁患儿,平均年龄 5.32+-3.85 岁,中位年龄 4 岁,重型脑功能损伤的主要

原因是中枢神经系统感染(53 例,39.8%)和缺血缺氧性脑病(28 例,21.1%),其次为脓毒性脑病(20
例,15.0%)及颅内占位(8 例,6.0%),心源性休克(8 例,6.0%),颅脑外伤例､ 癫痫持续状态､ 肝性脑病､

颅内出血各 4 例。截止数据统计时,完成 EEG 评定, 评定为脑电静息状态者 16 例(VI 级),其中脑死亡

者 8 例(VIb),全部临床评价指标和至少 2 项实验室评价指标符合脑死亡判定标准,其余 2 例自动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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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死亡;17 例为 EEGV 级,28 例 III 级,27 例为 II 级,45 例为 I 级。结合 GOS 评定标准,18 例 I 级即死

亡(包括脑死亡),其中 8 例 Via 级,8 例为 EEGVIb 级,1 例 Va 级,1 例 Ia 级;评定为 II 级即植物生存状

态者 8 例,其 EEGVb 级; GOS 中度残疾 III 级 39 例,EEGVb6 例,IIIa12 例,II 级 14 例,Ia7 例,GOS 轻

度残疾 IV52 例,EEGVb 2 例,IIIa16 例,II 级 13 例,Ia21 例;恢复良好为 GOSV 级 16,Ia14 例,Ib2 例。

此外监测到 2 例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惊厥持续状态脑电活动有发作性改变。 
结论 昏迷患儿总体预后不良, VEEG 在 EEG 分级 VI 级水平对预后判断相对准确,因儿童重症监护室

病种多样,结局与原发病亦相关,故 VEEG 也有其局限性,临床指标与床旁视频脑电图相互补充,使治

疗和干预更加及时,对预后判断相对客观､  准确､  可靠。 
 
 
PO-1753 

高通量检测技术对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分子诊断的研究 
 

陆静,姚如恩,李牛,朱佳谊,王纪文,王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利用高通量检测技术对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DMD/BMD)患者进行分子诊断,检测 DMD 基因上

各种类型的变异,评估组合的分子诊断技术应用于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患者的价值。 
方法 对 106 例临床疑似为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的患者,利用 CNVplex®技术检测致病基因拷贝数变

异,同时利用靶向捕获及高通量测序检测致病基因单核苷酸水平变异,对患者进行精确的分子诊断。 
结果 通过组合的高通量检测技术,检测到其中 85 例患者存在 DMD 基因的致病性变异,包括 64 例不

同大小的外显子缺失和重复,9 例单核苷酸水平小缺失和重复,8 例无义变异,2 例错义变异和 2 例剪接

位点变异。 
结论 分子诊断对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患者意义重大,组合的高通量检测技术能检测到不同类型的致

病基因变异,精确的分子诊断结果对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患者的诊断和家系的遗传咨询有着重要意

义。 
 
 
PO-1754 

误诊为病毒性脑炎后遗症的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1 例 
病例回顾并文献复习 

 
张增军

1,李尔珍
1,王珺

2,孙泽玉
1,廖浩然

1,赵晓荣
1,刘勇

1 
1.北京首儿李桥儿童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通过对曾有误诊经过的病历的回顾,学习总结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的诊治及转归,总结经验减

少误诊 
方法病历回顾性分析及文献复习 
结果 
1､病例特点:小婴儿,来我院前 1 年曾有手足口病史,后出现运动､智力进行性倒退,院外诊断病毒性脑

炎后遗症,曾经给予康复锻炼及对症治疗病情无好转。 
2､发病初期头颅 MRI 未见异常,后到我院后复查示:双侧脑室旁白质及半卵圆中心､内囊后肢､胼胝体

压部信号异常,考虑:脑白质营养不良,易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基因结果报告:ARSA 基因突变,为 c.224+2T›C 杂合突变和 c.540-543delCATCinsTGTTGG 杂合突

变,分别由母亲和父亲携带。 
3､ 诊断: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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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局:家长了解了该病特点,限于家庭条件回当地康复治疗一段时间后放弃回家,后患儿逐渐丧失

运动功能并频发癫痫。 
结论 1､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metachromatic leukodystrophy,MLD)是一种较常见的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疾病,也是一种 常见的溶酶体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2､该病病人智

力､运动倒退明显,且成进行性加重,预后差; 3､提高对该病发病特点的认识,发现智力､运动进行性倒

退的病人及时进行相关检查是早期发现该病的关键。 
 
 
PO-1755 

家庭管理干预对 0-6 岁癫痫患儿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 
和躯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谷利凤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评价家庭管理干预对 0-6 岁癫痫患儿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与躯体健康状况的干预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神内科住院癫痫患儿 106 例,一科设为对照组,接受病房常规治疗､ 护理和健康教

育;二科设为试验组,除接受病房常规治疗､ 护理和健康教育外,有研究者计划实施家庭管理干预 
结果 干预前抗癫痫药物的血药浓度和躯体健康状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患

儿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11 P=0.40)。但躯体健康状况比较,统
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71 P=)0.615。对比组干预前后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试验

组干预前后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家庭管理干预可以有效的维持癫痫患儿的抗癫痫药物血药浓度,但对癫痫患儿的躯体状况是否

有作用,尚不能证明,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PO-1756 

不同剂量甲基强的松龙对重症手足口病危 
重症转化率及临床疗效的影响 

 
马娜,朱凤莲,陈莉,王海磊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甲基强的松龙对重症手足口病危重症转化率及临床疗效的影响,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2015 年 4 月至 10 月份收治重症手足口病患儿 417 例,随机分为三组,其中常规治疗组(空白

组)130 例,常规治疗+小剂量甲基强的松龙组(小剂量组)154 例,常规治疗+冲击量甲基强的松龙(冲击

量组)133 例。小剂量组给予常规治疗+甲基强的松龙 2mg/( kg·d),静脉滴注,12 h 给药 1 次,病情稳

定后减量或停用,疗程为 3-4 d。冲击量甲强龙组给予常规治疗+甲基强的松龙 20mg/( kg·d),静脉滴

注,病情稳定后渐减量。对三组患儿神经系统受损情况,转入 ICU 及其转入原因,体温降至正常的天数,
精神恢复天数,住院天数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小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冲击量组患儿转为危重症患者人数均高于小剂

量组､ 对照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冲击量甲基强的松龙明显增加重症手足口病的危重症转化率,甲基强的松龙对重症手足口病的

病情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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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57 

3%氯化钠液治疗危重型手足口病合并病毒性脑炎的 
临床疗效观察 

 
张静,李园园,李玉萍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评价 3%氯化钠液治疗危重型手足口病合并病毒性脑炎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将 120 例危重型手足口病合并病毒性脑炎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60 例与对照组 60 例,均给予呼

吸支持､ 抗病毒治疗､ 20%甘露醇与甘油果糖交替应用防治脑水肿､ 积极降温､ 止惊､ 静注人免疫

球蛋白应用､ 保护脑组织等综合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3%氯化钠液辅助治疗,观察两组患儿

精神状态恢复､ 惊战､ 肢体震颤缓解､ 球结膜水肿减轻程度､ 瞳孔大小､ 循环改善的时间及机械通

气时间､ 住监护室时间､ 电解质紊乱､ 神经系统后遗症情况等的比较。 
结果 治疗组在精神状态恢复､ 惊战､ 肢体震颤缓解时间､ 球结膜水肿减轻程度､ 呼吸机使用时间

､ 外周循环改善方面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住监护室时间缩短,而且低钠血症和神经

系统后遗症的发生率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3%氯化钠在治疗危重型手足口病合并病毒性脑炎中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安全可靠,值得临床

进一步推广应用。 
 
 
PO-1758 

分析与探讨全面护理方式对小儿癫痫护理工作的影响 
 

梁韶婧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评价小儿癫痫患者接受全面护理干预的价值和作用,为护理工作提供指导。 
方法 在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收集患儿资料,按照护理方案的不同,将 120 例患儿分为两

组:干预组 70 例接受全面护理干预,对照组 50 例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将两种不同护理方法的护理效

果加以对比。结果:干预组患儿的护理总有效率为 94.29%(66/70)明显高于对照组 80%(40/50),差异

存在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患儿家属对本次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该组患儿 6 个月内的癫

痫症状复发率与对照组比较均存在明显的优越性(P<0.05) 
结果 干预组患儿的护理总有效率为 94.29%(66/70)明显高于对照组 80%(40/50),差异存在明显的统

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患儿家属对本次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该组患儿 6 个月内的癫痫症状复发率

与对照组比较,均存在明显的优越性(P<0.05)。 
结论 全面护理干预在小儿癫痫患者护理工作中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护理有效率,相比于常规护理干

预优越性明显,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护理模式 
 
 
PO-1759 

EHMT1 基因新发突变致 Kleefstra 综合征伴脊髓萎缩 1 例报道 
 

申金凤,肖阳阳,刘玲娟,熊洁,毛定安,刘利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Kleefstra 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多由于 9 号染色体长臂微缺失或 EHMT1 基

因突变引起。主要表现为智力障碍､ 肌张力降低､ 先天性心脏病及特殊面容。脊髓萎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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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efstra 综合征中尚未见报道。本文对 EHMT1 基因新发突变致 Kleefstra 综合征伴脊髓萎缩的病

例进行报道,以进一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 1 例发育迟滞伴脊髓萎缩的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第二代基因测序法对患儿进行神经肌肉

疾病相关基因临床外显子检测,以进一步明确诊断及指导治疗。 
结果 先证者主要表现为精神运动发育迟滞,眼距增宽､ 鼻梁低平､ 鼻孔前倾､ 上唇较薄等特殊面容,
并伴有肌张力低下,临床符合 Kleefstra 综合征的表现。神经肌电图四肢呈神经源性损害,脊髓 MRI
示胸 1-7 椎体段脊髓萎缩。采用二代测序法测定神经肌肉疾病相关基因临床外显子,结果显示在先证

者 9 号染色体 EHMT1 基因 21 号外显子处发现一个新的缺失突变,
即 c.3072(exon21)_c.3073(exon21)delCT(p.P1024Pfs*152)。先证者的 EHMT1 基因突变属杂合突

变。通过 Sanger 测序验证其父母 EHMT1 基因位点,其父母该位点均未见突变,系新生突变。 
结论 对于发育迟滞伴肌张力低下､ 脊髓萎缩的患儿,在诊断时需考虑 Kleefstra 综合征可能。基因检

测是一种有效诊断 Kleefstra 综合征的手段。9 号染色体 EHMT1 基因 21 号外显子处新的缺失突变

导致编码的蛋白从第 1024 氨基酸起发生改变,EHMT1 基因是该患儿临床表型的致病基因,该发现丰

富了 Kleefstra 综合征的基因突变谱。 
 
 
PO-1760 

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的高胰岛素血症临床特征 
 

曾兴颖,查剑,易招师,李小燕,虞雄鹰,吴华平,谢基华,章静静,钟建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 5 例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的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患儿临床资料,探讨其早期诊断和治疗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至 2016 年江西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5 例以癫痫发作起病的先天性高

胰岛素血症患儿围生期情况､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以及治疗､ 随访等资料。 
结果 5 例患儿全为男性,起病时间为生后 3 月至 9 月不等,均以惊厥为主要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均有

持续性低血糖和高胰岛素血症,并伴有低脂肪酸血症和低酮血症,3 例使用二氮嗪治疗有效,2 例单纯

饮食治疗发作并无明显减少;2 例继发癫痫,3 例为急性症状发作;随访 1 例智力正常,3 例均有不同程

度发育落后,1 例失访。 
结论 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多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低血糖严重和病程长者脑损伤多见且严重,早期

治疗可明显改善预后。可通过血糖监测､ 血胰岛素､ 血酮体､ 血脂等检查作出早期诊断。多数患儿

二氮嗪治疗有效。 
 
 
PO-1761 

丙戊酸钠单药治疗儿童癫痫疗效和安全性临床观察 
 

李立敏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评价丙戊酸钠(VPA)单药治疗不同类型儿童癫痫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对 47 例丙戊酸钠单药治疗的癫痫患儿进行开放性自身前后对照研究。丙戊酸钠维持剂量 8.1 
mg/kg·d~26.7 mg/kg·d,平均剂量为 19.2 mg/kg·d。 
结果 丙戊酸钠单药治疗 47 例,6 例因发作无改善甚至加重,治疗未满 3 个月退出观察,其余观察期均

在 3 个月以上。疗效评价:总有效率为 95.1%,无发作率为 61%;药物保留率 6 个月为 79.07%､ 12
个月为 76.47%､ 18 个月药为 74.07%､ 24 个月为 57.89%。16 例患儿因发作控制不满意或加重而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395 
 

在医生的指导下先后加用或换用其他抗癫痫药。不良反应包括嗜睡､ 脾气暴躁､ 食欲亢进､ 乏力､

呕吐､ 肝功能轻度异常。服药期间未发现过敏及血液､ 肾功能异常者。 
结论 丙戊酸钠用于癫痫儿童部分性及全面性发作的单药治疗,疗效肯定､ 安全性好,是一个很好的用

于癫痫儿童单药治疗的广谱抗癫痫药。 
 
 
PO-1762 

利用二次打击惊厥模型探讨脑内神经损伤标记分子 
的表达及瘦素的干预作用 

 
谢圣明,倪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选用三氟乙醚和青霉素制作二次打击惊厥模型(two-hit seizure model),探讨急性期瘦素干预对

新生期大鼠惊厥性脑损伤的远期影响。 
方法 出生后 6 天(P6)的 Sprague-Dawley(SD)大鼠 40 只,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四组,即每组 10 只,
包括:空白对照组(Control 组)､ 单纯瘦素组(Leptin 组)､ 单纯惊厥组(RS 组)和惊厥加瘦素组

(RS+Leptin 组)。适应性喂养一天后,于 P7 天,RS+Leptin 组和 RS 组大鼠应用三氟乙醚反复诱导惊

厥发作,每日诱导 5 次,连续 7 天(P7-P13),新生期大鼠三氟乙醚惊厥模型建立成功。其中 Leptin 组和

RS+Leptin 组大鼠于每日惊厥后 1 小时,腹腔给予瘦素(4mg/Kg),连续干预 7 天。神经行为学测试(负
向趋地反射､ 悬崖回避反射､ 前肢悬吊反射､ 旷场实验及平面翻正反射)于 P27 和 P34 进行;游泳

实验于 P14 和 P20 进行。 
结果 1.神经行为学评分:P27 和 P34 时,前肢悬吊反射,负向趋地反射,平面翻正反射,游泳实验,四组大

鼠评分有差异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2.旷场实验:(1)延迟时间:P27 和 P34 时,四组大鼠评分存在差异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
Control 组比较,RS 组延迟时间明显延长(p<0.05),RS+Leptin 组与 RS 组比较,RS+Leptin 组延迟时

间明显缩短(p<0.05)。(2)开场得分:P27 和 P34 时,四组大鼠得分存在差异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 Control 组比较,RS 组开场得分明显降低(P<0.05),RS+Leptin 组与 RS 组比较, 
RS+Leptin 组开场得分明显增加(p<0.05)。( 
结论 三氟乙醚诱导新生期大鼠反复长程惊厥发作导致生长发育､ 神经行为的损伤,惊厥急性期采用

瘦素干预,能显著改善大鼠的神经行为及认知损伤 
 
 
PO-1763 

婴儿痉挛症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研究 
 

陈辉,钟建民,易招师,查剑,陈勇,蔡兰云,李建华,柯江维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通过研究婴儿痉挛症(IS)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功能,探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在 IS 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 
方法 共收集 30 例符合标准 IS 病例(IS 组)与 30 例健康婴幼儿(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皮

质醇､ ACTH､ IGF1､ IL1B､ IL2R､ IL6､ IL8､ TNFα;利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 CRH;免疫比

浊法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 IgA､ IgM､ IgG;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 细胞亚群(CD3+､ CD4+､ CD8+)
的比例。 
结果 IS 组血清 CRH､ IL2R､ IL8､ TNFα 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高,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IS 组

血皮质醇､ ACTH､ IGF1､ IL1B､ IL6､ IgA､ IgM､ IgG､  (CD3+､ CD4+､ CD8+)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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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CD8+比值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平均每日发作串数分别与 CRH､ IL2R ､
IL8､ TNFα 呈正相关(P<0.05), CRH､ IL2R ､ IL8､ TNFα 两两间也呈正相关(P<0.05); 
结论 IS 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有关,提示免疫炎症发病机制在 IS 的发生发展

中可能有着重要作用。 
 
 
PO-1764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缺乏可影响听觉神经系统中快速的突触传递 
 

许洁
1,2,Miae Jang2,Eun Jung Kim2,何庆南

1,Jun Hee Kim2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San Antonio 
 
 

目的 探讨内源性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对听觉脑干中海德氏突触上快速且可靠的神经传递

的作用及其生理相关性。 
方法 1. 利用听力脑干反应(ABR)观察野生型(WT)和杂合型 BDNF(Bdnf+/-)小鼠 ABR 波形,其代表听

觉传导过程中神经元电活动的同步性。并通过免疫荧光检测 BDNF 在 WT 和 Bdnf+/-小鼠听觉脑干

中斜方体内侧核(MNTB)上的表达。 
2. 通过突触后神经元全细胞膜片钳记录探讨内源性 BDNF 表达减少对 Bdnf+/-小鼠中 MNTB 内突触

后神经元上高频动作电位的影响。 
3. 突触后神经元上记录其自发兴奋性突触后电流(sEPSC)和诱发 EPSC,探讨 Bdnf+/-小鼠中内源性

BDNF 表达减少对海德氏突触前膜上自发和动作电位诱发的囊泡谷氨酸释放的影响。 
4. 通过突触前和突触后全细胞记录,探讨 Bdnf+/-小鼠中诱发 EPSC 的减小是否与海德氏突触前膜预

备释放池(RRP)大小和 Ca2+内流有关。 
5. 在突触前及突触后全细胞记录中添加 TrkB 受体激动剂(7-8Dihydroxyflavone),探讨 BDNF-TrkB
信号通路在神经递质释放中的作用。 
6. 建立特异性 CNPase BDNF 敲除小鼠(cKO),通过对其突触前膜全细胞记录,探讨作用于 RRP 的内

源性 BDNF 是否来源于神经胶质细胞。 
结果 1. Bdnf+/-小鼠 ABR 波形的振幅较 WT 小鼠显著减小。此外,BDNF 在 Bdnf+/-小鼠 MNTB 中

的表达明显低于 WT 小鼠。听觉脑干中 BDNF 表达量的减少可导致 ABR 振幅降低。 
2. 在 Bdnf+/-小鼠 MNTB 主神经元上,高频电刺激下突触后动作电位丢失率高于 WT 小鼠。 
3. 在 Bdnf+/-小鼠中,诱发 EPSC 的振幅显著小于 WT 小鼠,而 sEPSC 振幅在 Bdnf+/-小鼠和 WT 小

鼠中无显著差异。Bdnf+/-小鼠中诱发 EPSC 的减小是由突触前膜 RRP 减小导致的,而与海德氏突

触前膜上神经递质释放概率无关。 
4. 通过对海德氏突触前膜的膜电容记录,进一步确认了 Bdnf+/-小鼠突触前膜上 RRP 的减小及胞吐

过程的减少,但其 Ca2+内流却无明显变化。 
5. TrkB 受体激动剂 7-8Dihydroxyflavone 可使 Bdnf+/-小鼠海德氏突触前膜上减小的 RRP 部分恢

复。 
6. 通过对 cKO 敲除小鼠突触前膜膜电容记录,本研究发现神经胶质细胞来源的 BDNF 对调节海德氏

突触前膜上的 RRP 大小和囊泡谷氨酸的胞吐作用十分重要。 
结论 1. 内源性 BDNF 对听觉脑干核团中的神经元电活动十分重要,其可调节快速且可靠的听觉信息

的传导。 
2. 内源性 BDNF 减少可使听觉脑干中海德氏突触前膜上的 RRP 减小,并抑制囊泡谷氨酸的胞吐过程,
从而导致诱发 EPSC 减小。 
3. 突触前膜上的 BDNF-TrkB 信号通路决定了 RRP 大小及囊泡谷氨酸胞吐作用。 
4. 位于海德氏突触前膜旁的少突胶质细胞是提供 BDNF 的重要来源,且这种 BDNF 决定了突触前膜

RRP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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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65 

不同药物治疗伴中央-颞区棘波的儿童良性癫痫对比研究   
 

杨柳,高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对比分析不同种类抗癫痫药物(antiepileptic drugs,AEDs)对伴中央—颞区棘波儿童良性癫痫

(benign childhood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BECT)治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从而探讨其

药物治疗选择的可行性. 
方法 选择 2005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 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科门诊确诊的 190 例 BECT 患儿,按
照初次或添加抗癫痫药物种类进行分组,定期进行随访,统计分析服用不同种类药物之间的差异性。 
结果  统计分析后发现拉莫三嗪(LTG)组相对较左乙拉西坦(LEV)､ 奥卡西平(OXC)､ 丙戊酸钠(VPA)
组出现的不良反应多。疗效上,OXC 与 VPA 组､ LEV 与 VPA 组､ LTG 与 VPA 组,组间疗效具有显

著差异性(P<0.05). 
结论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 OXC､ LEV 治疗 BECTs 疗效显著､ 安全性高､ 不良反应少,OXC､ LEV 可

作为 BECTs 首选的 AEDs。 
 
 
PO-1766 

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注射液对儿童病毒性脑炎 
细胞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 

 
张会敏,王秀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本研究观察病毒性脑炎患儿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趋势,探究病毒性脑炎的细胞免疫状

况;观察并分析辅以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注射液联合治疗后,病毒性脑炎患儿的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为
临床治疗病毒性脑炎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内科于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住院并确诊为病毒性脑

炎的患儿及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体检儿童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为健康体检儿童共 45 例,年龄 1
岁-12 岁,男生 26 例,女生 19 例。治疗组为确诊为病毒性脑炎患儿共 60 例,年龄 2 岁-13 岁,男生 34
例,女生 26 例。将治疗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A 组(干扰素治疗组)及 B 组(常规治疗组):A 组

30 例,年龄 3 -13 岁,女 14 例,男 16 例;B 组 30 例,年龄 2 ~ 12 岁,女 12 例,男 18 例。A 组在基础治疗

上辅以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注射液联合治疗,B 组在入院后给予常规抗病毒及对症支持治疗,所有病毒

性脑炎患儿(发病 5 天内)均在入院 48 小时内及经治疗 1 周后采集外周静脉血 3ml,健康体检儿童于

门诊采取外周静脉血 3ml,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

(CD4+/CD8+,CD8+,CD4+ ,CD3+ )。采用 SPSSl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两组间比较用 t 检验,以 P<0.05 记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与对照组外周 T 细胞亚群相比较存在差异,治疗组治疗前 CD3+T 细胞､ CD4+T
细胞､ CD4+/CD8+水平较对照组均有所降低(P<0.05),CD8+T 细胞水平较对照组有所升高

(P<0.05)。干扰素治疗组 CD3+T 细胞､ CD4+T 细胞､ CD4+/CD8+水平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所升

高(P<0.05),CD8+T 细胞水平较治疗前降低(P<0.05);常规治疗组 CD3+T 细胞､ CD4+T 细胞水平治

疗后较治疗前均有所升高(P<0.05),而 CD8+T 细胞及 CD4+/CD8+水平治疗后较治疗前无差异

(P>0.05)。干扰素治疗组 CD3+T 细胞､ CD4+T 细胞､ CD8+T 细胞､ CD4+/CD8+治疗前水平较常

规治疗组治疗前水平无差异(P>0.05);干扰素治疗组 CD3+T 细胞､ CD4+T 细胞 ､ CD4+/CD8+治疗

后水平较常规治疗组治疗后水平显著升高(P<0.05),而 CD8+细胞治疗后水平较常规治疗组显著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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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病毒性脑炎患儿的细胞免疫功能发生变化,CD3+T 细胞､ CD4+T 细胞､ CD4+/CD8+水平较对

照组有所下降,说明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呈抑制状态,而经治疗后患儿的细胞免疫功能都有所改善,辅
以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注射液治疗使病毒性脑炎患儿的细胞免疫功能得到显著的改善,因此重组人干

扰素 α1b 注射液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PO-1767 

伴有 TTN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BMD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虞雄鹰,查剑,易招师,钟建民,杨文萍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合并肌联蛋白(titin,TTN)基因复合杂合突变贝克型肌营养不良(Becker muscular 
dystrophy,BMD)的临床表型特征。 
方法 结合文献回顾性分析 1 例合并 TTN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BMD患者的临床特点､ 肌肉病理及基

因学检查结果。 
结果 患者为 10 岁男性儿童,无明显家族史,临床表型仅上臂肌力降低,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40U·L-1,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195U·L-1,乳酸脱氢酶 862U·L-1,肌酸激酶 16 340U·L-1,肌酸激酶

同工酶 234U·L-1,其中肌酸激酶升高显著,基因型为 25 号外显子无义突变,合并 TTN 复合杂合缺

失。肌肉活检免疫组化 Dystrophin-N 端完全不表达,Dystrophin-C､R 及 β-Sacroglycan 染色可见部

分表达。 
结论 BMD 无义突变和 TTN 突变存在同一基因型可有不同临床表型现象,BMD 合并 TTN 基因突变

不一定会加重其临床表现。 
结论 BMD 无义突变和 TTN 突变存在同一基因型可有不同临床表型现象,BMD 合并 TTN 基因突变

不一定会加重其临床表现。 
 
 
PO-1768 

93 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临床和基因变异分析 
 

贺影忠,王纪文,郁婷婷,王剑,刘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PMD)是一组遗传性肌肉变性疾病, 常见的是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

(DMD)。发病率约为活产男性新生婴儿中的 1/3 600,其临床特征主要为缓慢进行性加重的对称性肌

肉无力和萎缩。目前却缺乏有效的根治手段。DMD 的基因庞大,需要对于 DMD 基因有更多更详细

的了解,为 DMD 的诊断和基因治疗提供方向。 
方法 收集分析近三年在我院进行基因检查确诊为 DMD 的 93 例患者,对其临床表现和基因突变进行

分析。 
结果 93 例患儿均为男性,就诊年龄 2 月~12 岁,主要以喂养困难､ 肌酶增高和肢体无力为主要表现。

其中 23 例(24.7%)有误诊误治病史,误诊为肝炎或肝损害､ 心肌炎､ 脑瘫等疾病。肌酸激酶(CK) 在
所有患儿中均明显升高。在多种突变中,大多数为大缺失突变,共 60 例(64.5%),大重复突变 10 例

(10.8%),23 例发生点突变(24.7%)。所有的突变和缺失可发生在基因的任何位置,但是有两个缺失的

热点区域:一个位于基因的中央区,外显子 45~55 区共 44 例(73.3%),另一个位于 5' 端,包括外显子

1~11 区 10 例(16.7%),与文献报道大致相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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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因缺失的大小与临床症状的关系不大,病情严重程度关键取决于突变是否会破坏阅读框结

构。基因突变越接近 5' 端对智力的影响越轻,越接近 3' 端对智力的影响越重。对 DMD 基因深入了

解,有利于进一步的基因治疗。 
 
 
PO-1769 

优质护理在小儿神经内科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郭亚平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3 

 
 

目的 总结小儿神经内科采取优质护理的具体措施并对优质护理的具体应用效果进行评价。 
方法  
按照数字随机方法,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小儿神经内科收治的 120 例患儿平均分为两组:对
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结合小儿神经内科护理工作的特点,对每一项护理工作内容进行优化与改善,
制定完善的优质护理,为观察组患儿实施优质护理。将两组的护理效果加以对比。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本次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为 98.33%(59/60),对照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为

71.67%(43/60),差异比较 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儿未发生并发症,对照组有 4 例(6.67%)
患儿发生并发症,两组之间差异比较 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小儿神经内科采取优质护理模式为患儿实施护理,能够显著提高患儿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降低并发症几率,因而在小儿神经内科临床中切实可行。 
 
 
PO-1770 

慢性疾病儿童的同胞关系初步研究 
 

李平甘,李栋方,何展文,孙怡,吴若豪,李宇,陈晓瑜,罗向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260 

 
 

目的 探讨慢性疾病患儿与健康儿童在同胞关系方面的差异,为指导二胎家庭中的慢性疾病儿童心理

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二胎家庭中患有癫痫､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抽动障碍､ 孤独症谱系障碍､ 肌营养不良等

慢性疾病的 10-12 岁患儿 66 例及健康儿童 65 例,设为研究组及对照组。两组均填写同胞关系问卷

(Sibling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SRQ)､ 儿童抑郁自评量表(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DSRSC)､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SASC)及一般情况调查

表。 
结果 ①研究组与对照组儿童在同胞关系各维度得分进行比较的特点:同胞亲密维度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t= 2.43, P=0.021);同胞权利对比维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5.329, P=0.021);同胞冲突维度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8.385, P=0.004);同胞竞争维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4.467, P=0.036)。
②研究组与对照组儿童在同胞关系各维度阳性率进行比较的特点:同胞亲密维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4.659,P=0.039);同胞权利对比维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95,P=0.259);同胞冲突维度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32,P=0.031);同胞竞争维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21,  P=0.548)。③
研究组与对照组儿童在抑郁和社交焦虑阳性筛查率进行比较的特点:抑郁阳性筛查率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4.127,P =0.047);社交焦虑阳性筛查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05,P=0.029)。④研究

组与对照组儿童在抑郁和社交焦虑得分进行比较的特点:抑郁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609,P=0.008);社交焦虑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754,P=0.043)。⑤研究组与对照组儿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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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关系各维度得分与抑郁､ 社交焦虑得分的相关性:抑郁总分与同胞冲突得分呈正相关(r= 0.319, P
﹤0.001),与同胞亲密得分呈负相关(r =-0.328,  P﹤0.001);社交焦虑总分与同胞竞争得分呈正相关

(r=-0.217, P=0.005),与同胞冲突得分呈正相关(r=0.279, P﹤0.001)。 
结论 慢性疾病儿童的同胞亲密度降低,同胞权利对比､ 冲突､ 竞争增多;其同胞关系与抑郁､ 社交焦
虑具有相关性,建议在进行长期生物医学干预的同时,及时予以有效的心理关注及干预措施,改善慢性

疾病儿童的同胞关系,预防同胞竞争障碍､ 抑郁､ 社交焦虑的发生。 
 
 
PO-1771 

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的观察和护理 
 

章毅,潘丽丽,王秀玲,王苗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1 

 
 

 
方法 总结 6 例抗 MNDA 受体脑炎患儿的临床观察和护理 
结论 认为做好以家庭为中心的安全管理､ 个体化的营养管理､ 规范的用药管理､ 严格的并发症管

理､ 重视家长的心理护理,能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病程,改善疾病的预后。 
 
 
PO-1772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is a gatekeeper 
for learning and memory 

 
Tang Yaping 

Guangzhow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Cognitive function is highly variable, especially in children, and the current knowledge 
about the role of genes in cognitive function has been largely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use of 
knockout (null mutation) or transgenic (overexpression) approaches in the animals. In most cases, 
however, cognitive variability is not due to any null mutations per se. Instead, variations in gene 
dosages or expression levels may be more critical. Apparently, those genetic approaches could 
not readily tackle the genetic enigmas 
Methods Here, combining a novel “transposon gene-targeting” (TGT) device and classical 
transgenic strategies, we develop a gradient system in mice, in which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ranges from around 40%, 70%, to 170% (forebrain) or 
220% (cerebellum), compared to the level (100%) in wild-type littermates.  
Results With this system, we have identified a diverse role of BDNF in gating different forms of 
learning and memory at the synaptic plasticity, synaptic remodeling, and behavioral levels.  
Conclusions Accordingly, gradient gene expression, rather than simply knocking-out or 
overexpressing, is fundamental to determine gene functions in a complex behavioral 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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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73 

A stable synaptic activity is critical for memory 
consolidation 

 
Tang Yaping,Xiong Xiaoli 

Guangzhou Women and Che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Memory consolidation is essential for long-term memory (LTM), but the detailed 
mechanism is still not clear. 
Methods Consistently to our previous reports, constitutive overexpression of NR2B, by which the 
NMDA receptor (NMDAR) binding activity is up-regulated to about 200% of the wild-type level, in 
the forebrain of mice enhances hippocampal 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 and LTM.  
Results Interestingly, when the NMDAR activity is repeatedly switched from the elevated level to 
normal level immediately following learning, LTM is impaired. Similarly, in α-calmodulin kinase-II 
(CaMK-II) F89G knock-in mice, despite that LTM is intact when the CaMK-II activity is 
constitutively suppressed up to 20-30% of the wild-type level, LTM is impaired when the activity is 
repeatedly switched from the suppressed level to normal level immediately following learning. 
Moreover, LTP and synaptic structural programming in the hippocampus are coincidently 
impaired with the LTM deficit.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ocument at the behavioral and synaptic levels that consolidation 
needs a stable expression level of molecules that control synaptic activity. 
 
 
PO-1774 

热性惊厥首发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李思秀,胡文广,邓佳,刘平,徐洋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17 

 
 

目的 探讨热性惊厥首发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2011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本院首发 FS 的儿童及同数量发热儿童为研究对象,并收集相

关信息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71.9%的 FS 首次惊厥出现在年龄 6 月~36 月儿童,其中 42.8%集中于 12~18 月;男女比为

1.75:1。与对照相比,FS 患儿的平均 高温度明显增高,有 FS 家族史的人数更多。在 HGB､ MCV
､ MCH､ 血钠､ 血钙､ 血糖水平上,FS 组较对照组明显降低。FS 患儿惊厥发生前 2 周内接种过疫

苗的有 64 例,且多于 3-10 天内接种。FS 与对照组患儿在母亲产时年龄,妊娠并发症上没有差异。然

而在产时并发症上,FS 组有 72 例,对照组仅 38 例,p<0.001。进一步对比发现,FS 组与对照组患儿早

产分别为 82 和 53 例(p<0.01),出生体重 3167±1317g 和 3324±965g(p<0.05)。 
结论 本研究证实年龄､ 性别､ FS家族史､ 高峰温度､ 低血钠､ 低血钙､ 小细胞低色素贫血､ 产时

并发症(出血､ 难产)以及特定疫苗接种是 FS 首发的危险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来解除这

些危险因素,从而减少热性惊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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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75 

47 例惊厥伴胃肠道症状患儿的临床及脑电图特点 
 

梁建民,张巍,王江涛,李春女,孙觊,曲歌,陈银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分析惊厥伴胃肠道症状患儿的临床及脑电图特点。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神经科门诊和病房收治的 47 例惊厥

伴胃肠道症状患儿的临床和脑电图资料,总结治疗效果和预后。 
结果 47 例患儿中,脑电图正常 28 例(59.6%),其中诊断热性惊厥 5 例,轻度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

(benign infantile convulsions associated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 BICE)21 例,病毒性脑炎 2 例。

界线性脑电图 8 例(17%),其中 BICE 5 例,病毒性脑炎 1 例,因拒绝腰穿疑诊脑炎 2 例。异常脑电图

11 例(23.4%),其中诊断癫痫 5 例,BICE 1 例,病毒性脑炎 3 例,线粒体脑肌病 1 例,热性惊厥 1 例。本

组诊断 BICE 共 27 例,其中脑电图正常 21 例(77.8%);界线性脑电图 5 例(18.5%),为额区､ 中央区小

棘波发放;异常脑电图 1 例(3.7%),为清醒期双侧 Rolandic 区为主的慢波发放。BICE 患儿 3 个月复

查脑电图均正常。 
结论 BICE 患儿脑电图异常较少见,对脑电图异常患儿诊断 BICE 应慎重。 
 
 
PO-1776 

应用汉化版 CGI-S 量表对 Rett 综合征的病情评估 
 

卢倩
2,1,刘丽英

1,马淑芳
1,张梦娜

1,王杨阳
1,邹丽萍

1,2 
1.解放军总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脑重大疾病研究中心,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目的 利用汉化版 CGI-S 量表对 Rett 综合征的病情进行评估,寻找针对该病较好的评估方法。 
方法 回顾性研究于解放军总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就诊并长期随访的两例 Rett 综合征患儿,在获得患儿

家长知情同意后,根据患儿病历资料以及家长描述,使用汉化版 CGI-S 量表对患儿进行病情评估。 
结果 两例患儿均为女性,基因检测均有 MECP2 基因的点突变。其中一例患儿 12 月龄起病,单独使

用丙戊酸钠,用药 18 月时进行 CGI-S 量表评估显示癫痫发作等级由 4 级降至 1 级,其他方面无改善,
但是患儿步行情况加重。另一例患儿 16 月龄起病,单用奥卡西平,用药 3 年后进行 CGI-S 量表评估

显示癫痫发作等级由 5 级降至 1 级,提示抗癫痫药物治疗有效,但患儿手部的刻板行为以及手的失用

加重。 
结论 汉化版 CGI-S 量表主要针对 RTT 特异性症状和体征设计,能够对 Rett 综合征进行全面高效的

的评估,方便了解患儿的病情严重程度以及药物治疗的效果。抗癫痫药物对伴有癫痫发作的 Rett 综
合征患儿有效,可以改善癫痫发作情况。 
 
 
PO-1777 

癫痫性痉挛发作期脑电图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分析 
 

梁建民,王江涛,张敏,李春女,曲歌,张巍,陈银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总结癫痫性痉挛患儿发作期脑电图与临床表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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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 100 例 EEG 及临床

表现均符合癫痫性痉挛发作患儿,分析其脑电图特点与临床表现的相关性。 
结果 100 例痉挛发作患儿中,男 56 例,女 44 例,年龄 2 天~14 岁,中位数年龄为 10 个月。100 例患儿

共记录到 1503 次痉挛发作,根据临床症状特征可分为以下 5 种痉挛发作类型:屈曲型､ 伸展型､ 混
合型､ 不典型痉挛､ 强直痉挛。典型痉挛发作表现为对称或不对称的明显运动症状,非典型痉挛发

作表现为运动症状不明显,发作形式多样。痉挛发作有时伴失张力成分或意识减低;其中 28 例合并

1~2 种其它类型发作,≤3 岁患儿 86 例,合并发作类型有:局灶性发作(10/86),肌阵挛发作(7/86)､ 强直

发作(5/86);>3 岁患儿 16 例,合并不典型失神发作(6/16)､ 强直发作(3/16),其中有 2 例患儿痉挛发作

伴有失张力成分,年龄分别为 8 岁和 3 岁。100 例痉挛发作患儿发作期 EEG 表现主要为 3 种类型:广
泛性的多位相慢波､ 低波幅快波节律和广泛性的电压降低,可分别组合成 15 种改变。痉挛发作伴明

显运动症状时 EEG 均可见广泛性的多位相慢波阵发;运动症状不明显患儿表现为反应减低或双眼凝

视等不典型症状,EEG 慢波成分常不明显,仅见低波幅快波节律或(和)弥漫性电压降低。 
结论 癫痫性痉挛的 EEG 图形与患儿临床表现具有相关性,高波幅的多位相慢波与运动症状明显相关,
单纯低波幅的快波节律在不典型痉挛发作时更常见。不同年龄患儿痉挛发作所合并的发作类型亦有

不同,≤3 岁者可合并局灶性发作及肌阵挛发作;>3 岁者常合并不典型失神发作和强直发作,其中 2 例

患儿的痉挛伴失张力成分,提示可能转变为 LGS。 
 
 
PO-1778 

轻型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的临床特点研究 
 

陈银波,李春女,曲歌,张巍,张敏,孙觊,王江涛,梁建民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总结轻型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benign infantile convulsions associated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 BICE)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对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 55 例 BICE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本组 55 例 BICE 患儿中,男 26 例,女 29 例,发病年龄为 6~31 月,平均 18.36±5.34 月,发病主要

集中于 11 月至次年 3 月,就诊时间为发病后 1~3 天。所有患儿均有腹泻症状,多≤5 次/天以内,持续

时间为 3~7 天。85.5%的患儿出现呕吐。54 例患儿胃肠炎症状均先于惊厥发作,仅 1 例患儿胃肠炎

症状于惊厥 1 天后出现。惊厥发作类型以全身强直-阵挛发作为主,惊厥次数多≤3 次,惊厥持续时间

多≤5min,神经系统体格检查均未见异常。实验室检查:血 Na+值 136.4±3.74mmol/L,肌酸激酶同工

酶轻度增高,为 51.11±25.28mmol/L。所有患儿均行便人轮状病毒抗原检查,其中 33 例阳性,22 例阴

性,阳性组肌酸激酶同工酶为 63.00±23.75mmol/L,与阴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8 例患儿监

测到额区､ 颞区或中央顶区小棘波,3 月后复查均正常,头颅影像学检查均正常。对 55 例患儿进行

4~23 月随访,仅 1 例患儿出院 13 个月后抽搐 2 次。所有患儿随访期间生长发育均正常。 
结论 (1)BICE 患儿起病高峰年龄为 12~24 月,多发病于秋冬季节,以 11 月份至次年 3 月份 多见。

(2)轻型胃肠炎症状常先于惊厥出现,惊厥表现为多次全面性发作,持续时间多在 5 分钟以内。

(3)BICE 患儿轮状病毒检出率为 60%,轮状病毒阳性患儿易出现肌酸激酶同工酶升高。(4)BICE 预后

良好,无需长期抗癫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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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79 

浅析优质护理用于小儿神经内科护理中的临床有效性 
 

黄新瑞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3 

 
 

目的 探究小儿神经内科护理选取优质护理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本次研究中,随机抽取我院在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接诊的 90 例小儿神经内科患儿

为研究对象,并且将其随机分成参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45 例患儿,参照组对患儿采取常规护理措施,
实验组则施以优质护理方案,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结果 实验组护理满意率为 93%,参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7%,前者相较于后者具有显著优势,满足

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参照组对患儿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实验组则施以优质护理方案,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结论 对小儿神经内科患儿采取优质护理能够优化护理质量,降低不良事件发生概率,具有一定的临床

推广价值。 
dy>,参照组对患儿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实验组则施以优质护理方案,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PO-1780 

小儿急性偏瘫综合征 10 例临床分析 
 

龚萍,贺一薇,张先华,袁子杰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小儿急性偏瘫综合征(AHS)的诊断与治疗。 
方法 对 10 例 AHS 临床资料结合辅助检查进行分析,治疗采取针对病因､ 抗凝和扩血管治疗。 
结果 10 例发现 3 例为颅内感染,3 例脑血管异常改变,1 例有先天性心脏病史,2 例有外伤史,1 例原因

不明。采取综合治疗方法,预后良好。 
结论 MRI 是 AHS 安全有效的诊断技术;治疗需早期使用抗凝和扩血管药物。 
 
 
PO-1781 

探讨多种术式联合应用治疗小儿顽固性癫痫的护理措施 
 

陈陆静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及分析多种术式联合应用治疗小儿顽固性癫痫的护理举措。 
方法 本研究对象选取顽固性癫痫患儿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全部的患儿采取显微镜下使用多种术

式联合治疗的方案,并在术后进行 12-24 个月时间的随访。 
结果 统计总体治疗有效率,结果显示总有效率为 93.33%(56/60),其中包含有 48 例患儿为癫痫发作

完全消失,占据比例为 80.00%;8 例为癫痫发作降低,占据比例为 13.33%;效果差､ 无效患儿分别为 2
例,各占据比例为 3.33%。调查总体护理满意度,结果显示,共获得到 96.67%的总体护理满意度。 
结论 对于顽固性癫痫患儿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术方式以及护理模式,可以显著的提升疗效,推动患儿的

尽快康复,获得正常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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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82 

婴儿痉挛中失张力发作伴或不伴痉挛成分的临床及脑电图特征 
 

薛姣,钱萍,李慧,杨海坡,刘晓燕,张月华,杨志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分析婴儿痉挛中出现的失张力发作伴或不伴痉挛成分的临床及脑电图特征。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3 年 1 月~2016 年 6 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经视频脑电图(EEG)监测到失张力

发作伴或不伴痉挛成分的 12 例婴儿痉挛患儿。对其人口学资料､ 临床特征､ EEG 及同步多导肌电

图(PEMG)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12 例患儿共进行 29 次 EEG 检查。所有患儿的发作间期 EEG 均为高度失律,且均有成串或孤

立癫痫性痉挛发作。所有患儿均监测到孤立或成串失张力发作,可独立出现､ 紧随痉挛发作之后或

出现于痉挛发作之前。根据临床表现､ EEG 和 PEMG,可将失张力发作伴或不伴痉挛成分分为 3 种

亚型:痉挛-失张力发作､ 成串失张力发作和失张力-痉挛发作。发作期 EEG 表现为广泛性高波幅慢

波伴或不伴其他图形,如快波或电压减低;同期 PEMG 显示明显的肌电静息,可单独出现或出现于渐

强-渐弱的肌电暴发之前或之后。多数患儿的癫痫发作对抗癫痫药反应差,2 例添加氨己烯酸后发作

控制。9 例曾接受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冲击治疗者均效不佳。3 例曾应用生酮饮食者中仅有 1
例发作控制。至末次随访,所有在访者均有严重智力运动发育落后。 
结论 婴儿痉挛中,失张力发作伴或不伴痉挛成分可能是一种被忽视的临床现象,至今国际未见相关报

道。它可能是癫痫性痉挛的变异型或是一种特殊的发作类型,并且可能提示患儿更难治､ 预后更

差。 
 
 
PO-1783 

丙种球蛋白联合托吡酯治疗早发性癫痫性脑病 1 例 
 

张艳格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对 1 例早发性癫痫性脑病患儿应用丙种球蛋白,观察丙种球蛋白治疗癫痫的临床效果,对脑

电图及认知的改善情况。 
方法 个案报道,观察我院收治的 1 例早发性癫痫性脑病患儿应用托吡酯和丙球治疗效果,包括临床发

作､ 精神状态､ 脑电图改变､ 认知提高等,并给予报道。 
结果 在 1 例早发性癫痫性脑病患儿治疗时,给予托吡酯治疗基础上加用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癫痫发

作完全缓解,脑电图明显改善。 
结论 对于该例早发性癫痫性脑病患儿,丙种球蛋白助于发作缓解,改善脑电图,改善临床。丙种球蛋白

抗癫痫作用的机制需要大样本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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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84 

神经精神疾病相关基因 gabrg3､ nomo 
敲除斑马鱼品系的构建及功能分析 

 
李强,李斐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神经精神疾病热点区域 15q11-q13 及 16p13.11 内基因的突变与孤独症､ 癫痫和精神分裂症等

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gabrg3 和 nomo 是分别位于这两个区段内的重要基因,本研究

利用 CRISPR/Cas9 技术分别成功构建了 gabrg3基因､ nomo 基因敲除的斑马鱼模型,旨在探究基

因敲除与神经精神疾病发生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其分子致病机制。 
方法 本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利用 CRISPR/Cas9 技术,将基因敲除位点体外转录的 gRNA 和

Cas9 mRNA 显微注射入斑马鱼胚胎,筛选传代后,分别成功构建了稳定遗传的 gabrg3基因､ nomo
基因缺失的突变斑马鱼品系;第二部分包括形态分析､ 行为学分析及分子机制探讨。对斑马鱼的发

育参数等指标进行形态学观察和分析,并将不同发育阶段的野生型斑马鱼和相关基因敲除纯合子斑

马鱼放置于行为学分析系统箱体内,进行录像记录,随后利用斑马鱼行为追踪专业设备并编写相应计

算机程序对斑马鱼行为学参数进行分析研究。数据采用 Graphpad Prism 6.0 统计软件进行配对 T
检验。统计学检验水平设为 0.05,P<0.05 表明有显著性差异。在细胞分子水平,通过原位杂交和骨骼

染色等方法观察基因敲除斑马鱼与野生型斑马鱼的差异。 
结果 我们通过 CRISPR/Cas9 敲除技术成功获得基因敲除 F0 代,经过基因测序筛选 F1 代,nomo 基

因和 gabrg3 基因我们各获得其中 2 个敲除位点的非 3 整数倍外显子区域碱基缺失的纯合子稳定遗

传的斑马鱼品系。观察 gabrg3 突变斑马鱼的形态,发现有心包水肿,脊柱弯曲的表现,对发育至 5dpf
的幼鱼进行骨骼染色显示,gabrg3-/-相比于 gabrg3+/+,出现颌面部发育迟缓的表现。在行为学水

平,2dpf､ 5dpf､ 7dpf 的 gabrg3 基因敲除纯合突变幼鱼的平均活动频数低于野生型斑马鱼幼鱼,且
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本研究中基因敲除纯合突变成鱼与野生型成鱼相比,个体行为和社交行为表

现出一定差异。通过原位杂交对比不同神经细胞标记物在野生和纯合突变斑马鱼中的表达,发现多

巴胺能等特定大脑发育相关神经元的数量也存在差异。 
结论  1)我们利用 CRISPR/Cas9 技术成功建立了 nomo 和 gabrg3 基因的突变斑马鱼品系。 2)纯合

子突变斑马鱼与野生型相比,在形态､ 行为和分子细胞水平存在明显差异。3)为研究 nomo 及

gabrg3 基因突变致病机制相关的信号通路或者分子网络间相互作用的探索打下了基础,为分析孤独

症､ 癫痫､ 精神分裂症等神经精神疾病提供了更好的动物模型。 
 
 
PO-1785 

延续护理对癫痫患儿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赵素红,马彩霞,张博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对癫痫患儿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成立癫痫患儿管理团队;建立癫痫患儿档案;评估癫痫患儿自我管理能力;实施癫痫延续护理。选

取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在我科治疗的癫痫病患儿 128 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 64
例和对照组 6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出院护理指导､ 复诊时常规宣教及接受电话咨询,观察组给予

延续护理服务,采用 SPSS18.0 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遵医行为､ 知识掌握程度､ 门诊复查率及治疗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P<0.05),
癫痫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延续护理可以有效预防及控制癫痫患儿的病情发展,提
高患儿生活质量。建议更多护士参与癫痫患儿延续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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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遵医行为､ 知识掌握程度､ 门诊复查率及治疗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P<0.05),癫痫复

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癫痫在儿童中的发病率较高,目前临床上针对癫痫疾病的治疗仍然以药物治疗为主[6]。但是癫

痫反复发作､ 长期服药以及社会歧视等特点说明针对癫痫的有效治疗不仅要控制发作,还应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从而减少癫痫的疾病负担。因此,延续护理作为出院后的护理延伸,能使以

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延伸至患者家庭,通过电话和微信回访､ 行为指导､ 自我监测､ 遵医行为监督等,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连续护理服务[7-8]。本研究通过采取持续 1 年的延续护理,可以

较大程度减低了癫痫复发率,提高了患儿遵医行为､ 知识掌握程度､ 门诊复查率及治疗总有效率。

与对照组比较均 P<0.05。通过成立癫痫患儿管理团队,建立癫痫患儿档案,根据评估患儿的认知水平

及自我能力管理结果,对患儿实施针对性的癫痫延续护理:如通过发放手册､ 义诊等健康教育,通过微

信平台､ 随访等提高癫痫患儿自我管理能力。患儿的遵医行为及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实施延续护理过程中,护士是主要的教育者。癫痫的健康教育内容繁多,从癫痫知

识､ 到家庭及患儿的配合等;形式多样,从口头教育到宣传册再到微信平台;范围由院内延伸到院外。

通过教育,让那些不愿意用药､ 害怕药物不良反应的家长及患儿解除疑虑和担忧,更好去面对治疗,面
对预后造成的影响,以树立战胜疾病的决心。本研究表明延续护理更具有针对性,可以巩固患儿的治

疗效果,显著提高患儿的遵医行为,提高治疗的有效率,有效的预防及控制癫痫患儿病情发展,改善患儿

生活质量。 
 
 
PO-1786 

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阳性的小儿中枢神经 
系统炎性脱髓鞘疾病临床和影像学特点 

 
陈黎

1,林素芳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抗 MOG 抗体阳性的小儿炎性脱髓鞘疾病病例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 
方法 对 2016-11 月至 2017-5 月于深圳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及 PICU 住院同仁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 6
例抗 MOG抗体阳性的小儿炎性脱髓鞘疾病的临床病程､ 脑脊液(CSF)､ MRI研究､ 预后和抗

MOG 抗体的状况进行了回顾。 
结果 6 例抗 MOG 抗体阳性小儿炎性脱髓鞘疾病中,年龄 2 岁至 11 岁,男女比例 4:2,临床表型在第一

次发作时,均表现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acute disseminated encephalomyelitis ,ADEM),其中 3 例

复发:2 例表现为多相性播散性脑脊髓炎(Multiple disseminated encephalomyelitis ,MDEM),1 例复

发表现为双侧视神经炎(双侧视神经炎(bilateralinflammatoryopticneuritis,BION);仅 1 例脊髓受累;2
例伴癫痫发作;头颅 MRI 表现多样:5 例见双侧大脑半球多灶性受累,病灶直径超过 2 cm ,边界不清;1
例初次及复发,均表现为边界清晰的病灶。6 例脑病发作头颅 MRI 均见灰质受累,可见皮层灰质､ 丘

脑及基底核及脑干､ 小脑受累。1 例脊髓损伤多为长节段横贯性脊髓炎,颈胸髓受累。脑脊液有 2 例

未见异常;1 例患儿同时伴有脑脊液寡克隆区带阳性,已经于 10 个月内发生脑病样复发 4 次;6 例患儿

均予血清 AQP4 抗体及 MBP(抗髓鞘碱性蛋白抗体 myelin basic protein,MBP)检测,均为阴性;6 例急

性期治疗均使用大剂量甲泼尼龙冲击,5 例同时使用大剂量丙种球蛋白;急性期均可缓解;1 例患儿因

为 10 个月内发生脑病样复发 4 次,并遗留偏瘫及构音障碍,予二线利妥昔单抗治疗。 
结论 在本组儿童 IIDDs 患者中,抗 MOG 抗体阳性的主要首发临床表型为 ADEM ,复发以脑病发作或

视神经炎为主要表现。头颅 MRI 灰质受累为主要特征,病灶除双侧大脑半球多灶性受累,也可表现为

单侧病灶。因抗 MOG 抗体阳性患者易复发,儿童以 ADEM 及视神经炎为主要表现的中枢神经系统

炎性脱髓鞘疾病,应常规行抗 MOG 抗体检测,适当延长缓解期皮质激素用药时间,密切随访减少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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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87 

A Homozygous PIGT Variant in A Chinese Boy: An 
Expansion of the Variant Spectrum of Multiple Congenital 

Anomalies-Hypotonia Seizures Syndrome 3  
 

Yang li,Peng Jing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Objective PIGT gene (OMIM:610272) encodes the 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GPI) 
transamidase component, phosphatidylinositol-glycan biosynthesis class T(PIG-T) enzyme in 
humans. Both homozygous and compound heterozygous PIGT mutations were previously 
reported as the cause of Multiple Congenital Anomalies-Hypotonia-Seizures Syndrome 
3(MCAHS3),we identified a new mutation locus for the PIGT gene (c.550 G>A, p. E184K) from a 
nine months-old Chinese boy through Exome Sequencing and confirmed its pathogenicity by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Methods 1.Clinical Data collection 
The clinical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by trained pediatric neurologists in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ina.  
2. Panel sequencing 
Genomic DNA sample was sheared by sonication. The sheared genomic DNA was then 
hybridized with a NimbleGen probe (Roche Diagnostic, Switzerland) capture array. The array 
covered about 4000 genes of Mendelian inheritance diseases from OMIM 
database(http://www.omim.org), (Joy Orient, China). Two parallel reactions were done for each 
sample.Sanger sequencing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mutation in PIGT of the proband. 
3. Flow cytometry 
Flow cytometry was performed with peripheral blood cells from the patient, his parents, and 3 
controls. Blood cells from the patient was stained with the following lineage makers and 
antibodies: mouse anti-CD59, CD16, CD24 antibodies (BioLegend, San Diego, CA, USA) and 
Alexa 488–fluorochrome conjugated aerolysin. Cells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Flowjo 
software. 
Results 1.Clinical Findings The patient was a ten-months-old Chinese boy, came to our clinic 
with a main complaint of “Repeated seizure for 9 months.” He was born at an uncomplicated 
pregnancy. The recent EEG at showed epileptic discharges in bilateral hemisphere. He suffered 
with recurrent respiratory infections.The developmental delay was noticed right after birth, he 
suffered feeding difficulty, need stomach tube support, cannot rise his head till now, cannot sit up 
by himself. Both his parents are healthy, as well as his elder sister. Physical examination showed 
multiple dysmorphia.The serum bio-chemical findings was unremarkable.His head MRI showed 
an external hydrocephalus and a widening of the subarachnoid and frontal temporal spaces, 
particularly frontally, suggesting cortical atrophy, and cerebellar vermis dysplasia. 2. Panel 
Sequencing The outcome of panel sequencing showed the most relevant mutation to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this patient was a homozygous PIGT mutation on chromosome 20, a missense 
mutation c.550G>A(exon 4), lead to amino acid change, p.E184K(rs774753616). This variant was 
confirmed by Sanger sequencing, and both his healthy parents are heterozygous. This variant 
was unreported (OMIM, Clinvar, Exac, gnom AD, ESP 6500, HGMD), and the variant was 
predicted to be likely pathogenic. And the Population Frequency of this variant was less than 
0.000017, and 0.0000 in East Asian people.3. Flow cytometry The expression of CD59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normal controls. The expression of CD16 was reduced to 16.92% of the 
normal control and the expression of CD24 was reduced to 22.16%. (Figure 2). Meanwhile, the 
abundance of the same proteins in the leucocytes of his parents was normal. (Figure 2). 
Conclusions PIGT encodes a crucial subunit of the 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 (GPI) 
transamidase complex, which catalyzes the attachment of proteins to GPI-anchors, attaching the 
proteins to the cell membrane. PIGT variants were previously reported in nine patients from four 
families with Multiple Congenital Anomalies-Hypotonia Seizures Syndrome 3 (MCAHS3).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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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exome sequencing and identified a parental derived homozygous PIGT missense variant 
c.550G>A (p. E184K) in a Chinese Boy with several of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MCAHS3, and this 
variant was unreported. In vitro studies, the leucocyte of this patient of GPI-anchors and GPI-
anchored proteins (CD16, CD24) decreased obviously, supporting the pathogenicity of this novel 
PIGT variant. This research expanded the spectrum of the genotype of MCAHS3. 
 
 
PO-1788 

miR-96 attenuates status epilepticus-induced brain injury 
by directly targeting Atg16L1 

 
Gan Jing1,2,Qu Yi1,2,Cai Qianyun 1,2, Zhao Fengyan1,2,Luo Rong 1,2, Wan Chaomin1,2, Mu Dezhi1,2,3 

1.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Birth Defects and Related Diseas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Sichu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CA94143, USA 

 
 

Objective Objective Autophagy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any diseases including epilepgogenesis. A significant role for microRNA in the 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n epilepgogenesis has been established recently. In addition, the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through miRNAs represents a novel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y mechanism known 
as "autophagamiRNAs". However, until now, there’s no report on the effects of autophagy-related 
miRNA on epilepgogene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valuated the autophagy level and miRNAs 
expression in hippocampus of immature rat following status epilepticus (SE), and tried to provide 
clues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regulation of epilepsy pathogenesis through miRNA-
autophagy pathway. 
Methods The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 hippocampus of immature rat following SE was 
detected by miRNA array. QRT-PCR was employed to prove the accuracy of miRNA array and 
evaluate dynamics expression of deregulated miRNAs.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e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autophagy associated protein 
expre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autophagosome in hippocampus. HE 
staining and nissl staining we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brain damage in SE rats. Additionally, 
Rapamycin was employed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autophagy effects underlying the protective role 
of miR-96 in SE-induced brain injury. 
Results Through miRNA array and differential analysis, we focused our analysis on miR-96, a 
novel miRNA which was not reported to be involved in epilepsy previously. Target predication 
with miRWalk database demonstrated that Atg-16L1, a member of autophagy related protein 
family, is the direct target of miR-96. We found that Atg16L1 was up-regulated in the neurons 
after SE, together with an increase in autophagosome formation. Meanwhile, overexpression of 
miR-96 significantly prevented brain damage in SE rats by inhibiting Atg16L1 expression and 
autophagosome formation in the hippocampus. Furthermore, Rapamycin negated miR-96 
mediated brain injury attenuation through inducing autophagosome formation. 
Conclusion: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miR-96 might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therapy of pediatric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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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89 

儿童难治性癫痫睡眠脑电图的临床研究 
 

汤春辉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通过难治性癫痫患儿睡眠脑电图的分析,探讨儿童难治性癫痫痫样放电与睡眠时相的关系及癫

痫发作对睡眠结构的影响。 
方法 对 42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的进行动态脑电图(AEEG)监测,并结合临床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42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中脑电图背景广泛异常共 36 例(85.71%),睡眠期出现痫样放电 38 例

(90.47%),以 NREMⅠ､ Ⅱ期 多见。睡眠中全面性发作 15例､ 多种发作类型 14例､ 部分性发作

继发全身性发作 2 例均出现于 NREMⅠ､ Ⅱ期。与对照组比较,癫痫组患儿总睡眠时间､ REM 期较

正常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P > 0.05),但 NREMⅠ､ Ⅱ期显著延长,而 NREMⅢ､ Ⅳ期明显缩短,睡眠

潜伏期延长(P < 0.01)。癫痫组患儿更多出现睡眠纺锤波出现不对称､ 减少或消失。 
结论 不同癫痫发作类型与睡眠时相有一定的关系。难治性癫痫患儿脑电图痫样放电主要发生于睡

眠期 NREMⅠ､ Ⅱ期,癫痫发作也改变着睡眠结构,导致睡眠障碍,二者相互影响。 
 
 
PO-1790 

LncRNA sequencing and ceRNA network analysis of 
Neonatal Rats following status epilepticus 

 
Gan Jing1,2,Qu Yi 1,2,Zhao Fengyan 1,2,Luo Rong 1,2,Mu Dezhi1,2,3 

1.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Obstetric & Gynecologic and Pediatric Diseases and Birth Defect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CA94143, USA 

 
 

Objective Status epilepticus (SE) can cause damage to brain regions such as the hippocampus 
and can result in cognitive deficits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epilepsy.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play critical roles in cellular homeostasi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effect in 
developing rat brains with S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lncRNAs expression patterns 
in post-SE immature rats (24 h after status) and sham control using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Methods The lncRNAs expression profile in hippocampus of pediatric following SE was 
determined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QRT-PCR was employed to prove the accuracy of 
lncRNA expression. Moreover, targets of these deregulated lncRNAs were predicted using 
miRanda software.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of lncRNA associated mRNA was performed 
using DAVID. Similar to GO analysis, significant pathway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input list 
of predicted genes and corrected p-values. The pathway information used in this study was 
generated from the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http://www.genome.jp/kegg/) online database. To identify the lncRNA as a ceRNA for genes of 
interest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is used: 1. identify all microRNA targeting lncRNA; 2. identify all 
microRNA targeting gene; 3. If one or more microRNA could bind to both lncRNA and gene, we 
defined lncRNA as candidate ceRNA of gene and they thus represent a candidate ceRNA pair. 
Results In this study, 1020 deregulated lncRNAs were detected by lncRNA array in the 
hippocampi of immature rats following SE, including 775 up-regulated lncRNAs and 245 down-
regulated lncRNAs. Additionally 2357 deregulated genes were detected with 323 down-regulate 
genes and 2034 up-regulate genes respectively. QRT-PCR of six randomly selected upregulated 
and down regulated lncRNAs proved the accuracy of lncRNAs array. Moreover, the targe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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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deregulated lncRNA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miRanda software. ceRNA analysis and 
fucn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of deregulated lncRNAs indicated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epileptogenesis.    
Conclusion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clues for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and roles 
of lncRNAs as key regulators of epileptogenesis. 
 
 
PO-1791 

儿童难治性癫痫睡眠脑电图的临床研究 
 

汤春辉,刘凯,杨丽琼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通过难治性癫痫患儿睡眠脑电图的分析,探讨儿童难治性癫痫痫样放电与睡眠时相的关系及癫

痫发作对睡眠结构的影响。 
方法 对 42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的进行动态脑电图(AEEG)监测,并结合临床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42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中脑电图背景广泛异常共 36 例(85.71%),睡眠期出现痫样放电 38 例

(90.47%),以 NREMⅠ､ Ⅱ期 多见。睡眠中全面性发作 15例､ 多种发作类型 14例､ 部分性发作

继发全身性发作 2 例均出现于 NREMⅠ､ Ⅱ期。与对照组比较,癫痫组患儿总睡眠时间､ REM 期较

正常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P > 0.05),但 NREMⅠ､ Ⅱ期显著延长,而 NREMⅢ､ Ⅳ期明显缩短,睡眠

潜伏期延长(P < 0.01)。癫痫组患儿更多出现睡眠纺锤波出现不对称､ 减少或消失。 
结论 不同癫痫发作类型与睡眠时相有一定的关系。难治性癫痫患儿脑电图痫样放电主要发生于睡

眠期 NREMⅠ､ Ⅱ期,癫痫发作也改变着睡眠结构,导致睡眠障碍,二者相互影响。 
 
 
PO-1792 

结节性硬化 1 例家系分析 
 

潘楚雯,张蔚,张军,吴君君 
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 518109 

 
 

目的 通过对先证者(6 岁的妹妹)及 14 岁的哥哥､ 40 岁的妈妈探讨结节性硬化临床表现和遗传学特

点。 
方法 对 1 例结节性硬化患者及其家系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先证者出生不久发现色素脱失斑 4-5 处,渐面部血管纤维瘤,4 岁出现第一次抽搐发作,可见皮肤

鲨鱼皮样改变及趾纤维瘤,头颅 CT 示双侧侧脑室室管膜下点状钙化,EEG:可见癫痫样放电。之后反

复无热或伴发热抽搐,学习成绩下降,情绪易怒,抗癫痫药丙戊酸钠治疗达有效血药浓度下仍有发作。

已建议服用雷帕霉素治疗。哥哥面部血管纤维瘤,学习困难,无抽搐史,因意外死亡。母亲面部血管纤

维瘤､ 皮肤色素脱失斑多处､ 鲨鱼皮样改变,双肾巨大淋巴血管肌瘤。家系调查显示为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先证者､ 哥哥､ 妈妈均曾行基因检测:TSC1 突变。 
结论 结节性硬化的临床表现多样,多脏器受累,可通过临床诊断或基因诊断,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显性

遗传,常见的有癫痫､ 智力低下､ 血管纤维瘤等,但也可无抽搐发作,儿童期间智力低下易受累。结节

性硬化的临床表现有年龄遗传效应的特点。头颅 CT 检查及家系调查有助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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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93 

量化脑电评价学习障碍儿童干预效果的研究 
 

方旭忠,薛波,路俞群,杨志英,刘秀红,何恒霞,杨荣玉,赵海丽,宋梦琦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本研究通过 Thompson 数据量化系统,选择 θ､ α､ β､ smr 波的功率值以及 θ/β､ α/β 的比值作

为量化脑电的评估指标,探讨脑电波评价 LD 儿童综合干预的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儿保科就诊的 67 例 LD 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脑电生物反馈､ 感觉统合训练､ 学习能

力训练等综合干预。观察指标:采用 Thompson 数据量化系统,对三组 LD儿童在干预前后行阅读､

计算､ 睁眼､ 闭眼状态下量化脑电波 θ､ α､ smr､ β､ θ/β､ α/β 测定。对干预前､ 中期､ 末期进行

分析。 
结果 1､ 言语型 LD 量化脑电变化趋势:干预后睁眼状态 θ､ α､ α/β､ θ/β 呈下降趋势,SMR､ β 呈上

升趋势;闭眼状态 α 呈下降趋势;θ､ SMR､ β 中期下降,末期略上升;α/β､ θ/β 略上升;阅读状态 θ 中期

略升,末期下降,α､ SMR､ β 中期下降,末期略上升,α/β､ θ/β 略上升;计算状态各指标均下降;但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2､ 非言语型 LD 量化脑电变化趋势:干预后睁眼状态下 α､ α/β､ θ/β 下降,θ､ SMR 中期下降,末期上

升,β 上升,且 SMR､ β､ α/β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闭眼状态下 α､ θ､ α/β､ θ/β 下降,SMR､ β
上升,且 SMR､ β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和 P<0.05);阅读状态下 θ､ α､ α/β､ θ/β 下降,SMR､ β
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计算状态下 θ､ α,SMR､ β 上升,α/β､ θ/β 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3､ 混合型 LD 量化脑电变化趋势:干预后睁眼状态各指标总体呈下降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闭眼状

态 θ､ α､ α/β､ θ/β 下降,SMR､ β 上升,SMR､ β､ α/β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阅读状态 θ､ α､
α/β､ θ/β 下降,SMR､ β 上升,θ､ SMR､ β､ θ/β､ α/β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计算状态各指标变

化不显著,多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明确了各类 LD 儿童不同状态下量化脑电指标的差异,为 LD的诊断､ 分型提供了参考依据。干

预后各型 LD 的 θ､ α､ α/β､ θ/β 下降,SMR､ β 上升;其中非言语型在睁､ 闭眼状态的 SMR､ β,混合

型在闭眼､ 阅读状态的 SMR､ β 和 α/β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1794 

轮状病毒肠炎伴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2 例并文献复习 
 

魏红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轮状病毒是 5 岁以下婴幼儿肠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之一,并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轮状病毒肠炎

除了累及胃肠道以外,还可以引起多系统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时可为脑病样临床表现。胼胝体压

部病变综合征是一个临床影像学综合征,常常有轻度脑病的临床表现,主要诊断依据是在头颅核磁共

振成像(MRI)胼胝体压部长 T1 长 T2 信号,弥散加权像(DWI)胼胝体压部呈高信号。本研究目的是探

讨轮状病毒肠炎伴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 例轮状病毒肠炎伴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病例 1:1 岁 8 月,发热 3 天,热退后出现 3 次惊厥,病程中伴有 1 次呕吐和 1 次腹泻,惊厥发作后

嗜睡,精神差,肢体无力,完善腰穿脑脊液常规及生化均正常,脑脊液轮状病毒 RNA 阴性。便轮状病毒

IgM 阳性。头颅 MRI 提示为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病例 2:2 岁 3 月,呕吐伴腹泻 3 天,发热 1 天,热
退后惊厥 2 次,入院后 24 小时内再次发生 2 次惊厥,惊厥后嗜睡,伴四肢乏力,腰穿脑脊液常规及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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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正常,脑脊液轮状病毒 RNA 阴性,便轮状病毒 IgM 阳性,头颅 MRI 提示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此

2 例病人出院后随访 2 个月,无神经系统异常症状。 
结论 轮状病毒肠炎合并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患儿,常表现为呕吐､ 腹泻,频繁无热惊厥,伴有嗜睡

､ 乏力及精神差等表现,症状在 2 天左右缓解。头颅 MRI 可见胼胝体压部信号改变。本研究提示部

分频繁惊厥发作的轮状病毒肠炎患儿可合并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其诊断主要依赖于头颅 MRI,具
体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明确,此病预后良好,避免过度治疗。 
 
 
PO-1795 

儿童后可复脑病综合征的早期预警与干预研究 
 

刘丽英
1,李慧

1,邹丽萍
1,2,刘英

1,胡琳燕
1,王杨阳

1,刘梦佳
1,张梦娜

1,马淑芳
1,卢倩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脑重大疾病研究中心,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目的 大脑后可复脑病综合征(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PRES)在儿童常见于

血液肿瘤化疗､ 高血压､ 应用免疫抑制剂等的患者。由于继发后可复脑病的疾病谱具有较大的异质

性,PRES 的预后也有差异。因此在进行影像学检查不实际或检查结果没有帮助时,建立新的诊断方

法来帮助早期诊断和预防 PRES 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旨在建立大脑后可复脑病综合征的诊断评分

量表(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 diagnosis score Scale,PDS Scale),以期早期

诊断,早期干预。 
方法 本次研究分为 4 个部分,(1)为回顾性研究,评估了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4 月 1 日期间就

诊于五个医学中心确诊为 PRES 的患儿临床资料;(2)分析 PRES 患儿脑电特征的回顾性研究;(3)根
据前两部分研究得到的结果及文献制定的评分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分析。(4)结合量表评估前瞻性

监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化疗的患儿,对可能患有 PRES 的患儿进行早期干预。 
结果 既往研究表明:在所有 PRES 患儿中,继发于血液肿瘤疾病的患儿预后较无血液肿瘤疾病的患儿

差。本研究发现:① 惊厥是儿童 PRES 常见的临床特征,见于 29 例(93.5%)患者;影像学检查提示

病灶多为双侧,主要累及顶､ 枕叶;3 例患儿死亡,3 例遗留后遗症;基础疾病为血液肿瘤疾病的患儿预

后较差;②脑电图均提示出现慢波,52.9%的患儿脑电图提示 δ活动､ θ 活动联合出现;③应用 PDS 量
表,回顾性对比分析 PRES 患儿和非 PRES 的灵敏度为 0.97,特异度为 0.87,阳性预测值为 0.89, 阴
性预测值为 0.93;前瞻性对 57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中高危因素和脑电图监测,PRES 诊断评

分表达到 10 分及以上,高度怀疑 PRES,提前预防可以防止 PRES 的发生。 
结论 ①惊厥是儿童 PRES 常见的临床特征;②背景活动慢波是 PRES 患者的常见脑电图表现,它

的出现是提示该病的发生的重要线索;③PDS 量表达到 10 分及以上,高度怀疑 PRES,提前预防可以

防止 PRES 的发生。 
 
 
PO-1796 

呈多部位持续性部分性癫痫的 Alpers-Huttenlocher 综合征 1 例 
 

王江涛,曲歌,张艳风,郝云鹏,陈银波,梁建民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报道 1 例 Alpers-Huttenlocher 综合征(AHS)患儿的发作特征。 
方法 分析 1 例出现持续性部分性癫痫(Epilepsia partialis continua,EPC)的 Alpers-Huttenlocher 综
合征发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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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PC 较为罕见,EEG 常为单部位发作,EPC 呈多部位发作报道稀少。AHS 是由编码线粒体

DNA 多聚酶的 POLG1 基因突变致病,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以难治性癫痫､ 发育迟滞和进行性肝脏

损害为特征,尤其是给予抗癫痫药物丙戊酸后会加重肝脏损伤。本例患儿为 10 岁女孩,临床表现和视

频脑电图呈多部位阵挛或肌阵挛发作。患儿在确诊 5 个月后死亡。患儿弟弟于 11 月龄时出现相似

表型,基因检测发现 POLG1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c.3024_3025insTTG (p.1008_1009insLeu) 和
c.2588G>T (p.Ser863Ile),父母分别携带其中的一个突变。该患儿回顾性诊断为 AHS。 
结论 当临床表现和脑电图呈多部位 EPC 时,应注意 AHS 等线粒体病的可能性,此时有别于

Rasmussen 脑炎或皮层发育不良表现为单侧半球或固定部位 EPC。 
 
 
PO-1797 

早产儿神经发育学预后超早期判断指标的随访研究 
 

尤玉慧,吕国卿,姜秀芳,任雪云,孙新海,于欣,秦志强,韩启军,袁兆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探讨早产儿神经发育预后的超早期判断指标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研究方法,分析 0-3月龄早产儿围生期合并症､ 性别､ 胎龄､ 分娩方式､ 出生

体重､ 颅脑 MR 资料､ 肌张力情况及头部控制能力等病例资料,应用 0~6 岁小儿神经心理发育检查

表进行神经发育学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分为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 0-3
月龄早产儿临床特征与其预后的关系。 
结果 201 例早产儿纳入研究,其中预后不良组 89 例,预后良好组 112 例。早产儿多合并其他围生期

并发症,以低出生体重､ 新生儿窒息为 常见。不同预后组早产儿在性别､ 胎龄､ 分娩方式､ 出生

体重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预后良好组比较,预后不良组早产儿在肌张力､ 头控能力方

面异常率高(P<0.01)。早产儿的脑损伤影像学类型以脑白质损伤为主,其中脑室周围白质损伤 为常

见,预后不良组早产儿颅脑 MR 异常率高于预后良好组(P<0.01)。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早产儿

神经发育学预后判断指标为颅脑 MR 结果(OR 7.436;95%CI:3.457~15.992)､ 肌张力(OR 
2.508;95%CI:1.217~5.169)及头控能力(OR 9.638;95%CI:4.570~20.328)。 
结论 头控能力､ 颅脑 MR 结果及肌张力可以作为早产儿神经发育预后的超早期判断指标,综合分析

上述因素能够及时确定早期干预重点人群。 
 
 
PO-1798 

1 例类似于 Lennox-Gastaut 综合征多种发作形式的 SSPE 
 

梁建民,王江涛,张波,郝云鹏,张艳风,梁东,陈银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报道 1 例具有多种发作形式的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subacute sclerosing panencephalit,SSPE)
患儿 SSPE。 
方法 报道 1 例类似于 Lennox-Gastaut 综合征发作表现的 SSPE 患儿。 
结果 SSPE 由缺陷型麻疹病毒的持续感染致病。本例患儿 4 岁 4 个月,以多种发作形式起病,疑诊为

癫痫性脑病,如 Lennox-Gastaut 综合征(LGS),逐步出现智力受损和意识障碍,进展为去大脑强直状

态。 终死亡后尸检证实为 SSPE。 
结论 本例患儿提示:以类似于 LGS 的多种形式惊厥起病的患儿若病情进展迅速,应注意 SSPE 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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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99 

24 例 Dravet 综合征患儿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的研究 
 

朱灿辉,陈晨,彭镜 
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研究 Dravet 综合征(Dravet syndrome,DS)患者遗传学病因及临床特点,重点分析生酮饮食治疗

(ketogenic diet,KD)在 DS患者癫痫发作控制､ 精神运动发育及共济失调等方面的疗效。 
方法 对 24 例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儿科诊断为 DS 的患儿分别进行 SCN1A 基因测序或癫痫基因靶

向捕获芯片测序;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对流行病学特点､ 癫痫发作频率､ 精神运动发育情况､ 共济失

调情况､ 辅助检查(如视频脑电图､ 头部影像学等)､ 对抗癫痫药物(anti-epileptic drugs,AEDs)及
KD 治疗反应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91.66%(22 例)为 SCN1A 基因突变,4.16%(1 例)为 PCDH19 基因突变,4.16%(1 例)为
GABRG2 基因突变。男女比例 9:15,平均起病年龄 7.7 月(1 例为 23 月,余 23 例为 3-11 月),19 例首

次发作存在热敏感诱因:2 例为接种疫苗后发热,17 例为感染性发热或洗热水澡,5 例无明显诱因。初

期发作症状形式有部分运动性发作伴全身泛化(10 例)､ 强直阵挛(10 例)､ 强直(5 例)､ 部分运动性

发作(4 例)､ 肌阵挛发作(2 例)及不典型失神(1 例),29%(7 例)患儿在病程中出现至少一次癫痫持续状

态;50%(12 例)出现精神运动发育落后,8%(2 例)出现发育倒退,29%(7 例)出现共济失调;80%(19 例)
头颅影像学检查无异常,12%(3 例)提示侧脑室扩大或脑沟增宽,8%(2 例)有枕叶或额枕叶异常信号灶;
病初 46%(11 例)脑电图无异常,54%(13 例)可见尖波､ 尖慢波,棘慢波､ 慢波､ 尖棘波,无特异性。

23 例患儿接受正规治疗,使用 1 种 AEDs 者 8 例,使用 2-5 种 AEDs 者 15 例,除 1 例使用 4 种 AEDs
的患儿发作控制外,余 22 例患儿症状控制欠佳;13 例患儿接受了 KD 治疗,平均生酮时间 7 月(2 月-23
月),4 例(30.7%)完全缓解,5 例(38.4%)显效,6 例(46.1%)有效,2 例(15.3%)效果不著,4 例(30.7%)无
效,1 例(7.6%)加重;5 例(38.4%)患儿精神运动发育较生酮前有改善,2 例(15.3%)患儿共济失调症状较

生酮前改善;3 例终止 KD 治疗,原因分别为精神差､ 乏力(2 例)及无效(1 例),无一例患儿因明显酸中

毒､ 泌尿系结石等副作用而终止治疗。 
结论 SCN1A 为已知 DS 主要致病基因,近年发现 SCN1B､ PCDH19､ GABRG2 等基因突变也可导

致相似症状,仅检测 SCN1A 基因可能漏诊,尤其对于症状不典型者,应优先选择基于高通量测序的靶

向捕获芯片测序。与文献报道一致,本组患者绝大部分存在热敏感性,发作类型多样,多数可出现癫痫

持续状态,对 AEDs 治疗反应差,经 KD 治疗后,完全缓解者占 30%,明显高于同类研究(10%),且不良反

应发生率低,KD 是治疗 DS 的有效方法,可考虑早期使用. 
 
 
PO-1800 

脑电图及神经影像学在小儿热性惊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徐娜,黄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1)探讨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m,EEG)及神经影像学(Computed Tomography,CT 或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在小儿热性惊厥(febrile seizures,FS)中的临床应用价值;2)
探讨 FS 儿童 EEG 与 CT､ MRI 的关系。 
方法 1)根据临床特征将 FS 分为单纯性热性惊厥(simple febrile seizures, SFS)和复杂性热性惊厥

(complex febrile seizures, CFS);根据随访结果,分为 FS 继发癫痫组与 FS 未继发癫痫组;2)426 例

FS 儿童于发作后 2 周内行首次 EEG,并根据病情定期随访,有 337 例行≥2 次 EEG,92 例行 CT,310
例行 MRI,17 例同时行 CT 及 MRI。采用卡方检验和 Fisher 精确检验,分析总结 EEG､ CT 或 MRI
与 FS 类型､ 临床特征以及远期是否继发癫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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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FS 儿童首次 EEG 异常 71 例,随访后异常 138 例,两者比较有显著差异(P= 0.000);其中 SFS
组和 CFS 组分别由 22 例,49 例增至 26 例,112 例,复查前､ 后比较,SFS 组无显著差异(P= 
0.102),CFS 组有显著差异(P=0.008);2)根据随访结果,EEG的异常与累计发作次数､ 是否伴无热发

作等情况有关(P=0.005,0.005),累计发作≥5次､ 长发作时间≥ 15min､ 或伴有无热发作的儿童

EEG 异常率明显增高(P=0.022,0.001,0.012,0.035,0.005);3)随访后 EEG 异常率在 SFS 组与 CFS
组间(6.10% vs.26.3%),FS 继发癫痫组与 FS 未继发癫痫组间(76.4% vs.13.7%)均存在明显差异 
(P=0.001,0.001);4) CT异常率､ MRI 异常率在 SFS 组与 CFS 组间(8.70% vs. 5.43%,2.90% 
vs.9.03%),FS 继发癫痫组与 FS 未继发癫痫组间(18.8% vs.13.2%,14.5% vs.10.5%)均无明显差异 
(P= 0.574,0.755,0.559,0.293);5)CT 或 MRI 异常与 EEG 是否异常无相关性(P=0.836,0.557),但
EEG 与 CT 或/和 MRI 同时存在异常时在 FS 继发癫痫组与 FS 未继发癫痫组间存在明显差异

(10.2% vs.1.67%)(P=0.001)。 
结论 1)对 CFS 儿童定期随访 EEG 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对 SFS 儿童其价值有限;2)CT/MRI 对
发育正常的 FS 儿童的临床应用价值有限,不需要常规进行。 
 
 
PO-1801 

急性播散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析 1 例并文献复习 
 

曹禺,刘小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播散性脑脊髓膜炎的临床特点并文献复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治疗并进行文献复习 。 
结果 患儿首发症状为单测眼视力下降收入院,入院后第 1 天出现一过性左侧肢体活动障碍,伴反复发

热,入院后第 16 天左眼视力下降,伴肢体抖动､ 嗜睡,入院后完善腰穿检查示:WBC:116×106/L,单个

核百分比:78%,脑脊液生化:糖､ 氯化物变化不大,蛋白稍高,常规､ 生化检查,符合病毒性脑炎改变;头
颅 MRI 示:双侧基底节区,侧脑室周围白质见斑片状高信号,考虑脱髓鞘病变;脑电图示:清醒期背景节

律及枕区节律偏慢。外周血抗 MOG 抗体 IgG:阳性,予以甲强龙 20mg/Kg 冲击治疗 3 天,后逐渐减半

量,患儿精神及双眼视力较前明显好转,未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 
结论 儿童急性播散性脑脊髓膜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头颅影像学改变及自身抗体检测可协助诊

断。 
 
 
PO-1802 

甲泼尼龙在婴儿痉挛症大鼠中的疗效及其作用机制的初探 
 

申丽,贾天明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甲泼尼龙在婴儿痉挛症大鼠模型中的疗效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将 10 日龄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组､ 对照组各 18 只和模型组 110 只。采用产前

应激加 N-甲基-D 天门冬氨酸(NMDA)腹腔注射法诱发模型组痉挛发作后,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

Ⅰ组(皮下注射 ACTH,50 IU/kg,于 P10:14:00､ 21:00;P11､ P12:7:00､ 14:00､ 21:00;P13:7:00 各

1 次);模型Ⅱ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模型Ⅲ组(腹腔注射甲泼尼龙,60 mg/kg,于 P11､ P12､

P13:9:00,1 次/d);模型Ⅳ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模型Ⅴ组(阳性对照组,不予处理)。3 天后模型组腹腔

注射 NMDA(12 mg / kg)再次诱发,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空白组不予处理。观察各组大鼠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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痫发作表现并评分,免疫组化法检测模型Ⅲ､ Ⅳ､ Ⅴ组大鼠下丘脑 N-甲基-D 天门冬氨酸受体 2A､
2B 亚基(NR2A､ NR2B)表达,Y-迷宫测试大鼠学习及记忆能力。 
结果    模型组大鼠发作后均无死亡,其中模型Ⅰ组 13 只发作(72.22%),模型Ⅲ组 14 只发作(78.78%),
均发作减轻,未出现抱团表现,发作潜伏期延长,评分减低,两组间发作潜伏期[(2369.38±628.70)s 比
(1922.93±462.36)s]及评分[(2.15±1.14)比(2.07±0.83)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05)。模型Ⅱ

､ Ⅳ､ Ⅴ组发作完全,均有抱团表现。空白组及对照组无发作或死亡。模型组 NR2A 阳性细胞数均

较空白组及对照组增加(P<0.005),但模型Ⅲ组 NR2A 阳性细胞数较模型Ⅳ､ Ⅴ组[(43.60±5.14)个比

(49.47±7.99)个､ (50.11±6.89)个]均无明显差异(均 P>0.005);模型组 NR2B 阳性细胞数均较空白组

及对照组增加(P<0.005),其中模型Ⅲ组 NR2B 阳性细胞数较模型Ⅳ､ Ⅴ组[(33.26±3.65)个比

(70.29±6.19)个､ (72.55±6.63)个]明显减少(均 P<0.005);空白组与对照组比较 NR2A､ NR2B 阳性

细胞数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05)。各组大鼠学习能力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2.196,P>0.0024);24 h 后正确反应率测试,各模型组均白组､ 对照组降低(均 P<0.0024),但模型Ⅰ

组和Ⅲ组[(60.00±8.94)､ (56.67±8.16)]较模型Ⅱ､ Ⅳ､ Ⅴ组[(51.67±11.69)､ (53.33±10.33)､
(55.00±8.37)]均无明显差异(均 P>0.0024),说明 ACTH 及甲泼尼龙对 IS 大鼠学习及记忆能力均无明

显影响。 
结论 在 IS 大鼠模型中,甲泼尼龙与 ACTH 疗效相当,或许可作为 ACTH 短缺时的理想替代药物,其治

疗机制可能与减少模型鼠下丘脑 NR2B 的过度表达有关。 
 
 
PO-1803 

伊莱西胺添加治疗难治性癫痫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研究 
 

刘晓燕
1,王立文

1,2 
1.首都医疗/爱育华妇儿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评价伊莱西胺添加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首都医疗爱育华妇儿医院小儿神经内科门诊难治性癫痫患儿

24 例。所有患儿的伊来西胺初始计量均为 2.5 mg/(kg.d),如发作未被控制则每周加量<2.5 
mg/(kg.d),目标剂量为 5-10mg /(kg.d), 大剂量< 300 mg /d。随访为 1 月-24 月,进行自身对照开放

性研究,观察有效率､ 控制率,脑电图变化并进行安全性评估。 
结果 服药 短 1 周有效,随访 1 个月~24 月,有效率､ 控制率分别为 75%(18/24)､ 20.8%(5/24),无效

25%(6/24),期中 2 例应用伊莱西胺治疗 1 月无效停用。5 例患儿因用药时间短,尚未复查脑电图,余
19 例均复查脑电图≥1 次,期中 42.1%(8/19)脑电图有明显改善,包括 1 例脑电图已经正常,有 5 例患

儿临床有效,发作次数减少,脑电图却无明显改善。患儿在服药 1周､ 3月､ 6月分别查血常规､ 肝肾

功能及电解质,各项指标均未见异常改变。仅 1 例服药后出现腹泻,余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伊莱西胺作为一种中药衍生的抗癫痫药物,治疗难治性癫痫效果较好,安全性高,患儿耐受性良好,
可用于儿童难治性癫痫的添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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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04 

SEPN1 突变致先天性肌营养不良伴早期脊柱强直 
的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分析 

 
范燕彬

1,许志飞
2,姜丽华

3,常杏芝
1,阙呈立

1,肖江喜
1,李星

1,魏翠洁
1,高峰

3,熊晖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儿童医院 

3.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 5 例先天性肌营养不良伴早期脊柱强直(RSMD1)患儿的临床､ 肌活检组织病理学特征以

及呼吸特点,并行致病基因突变研究。 
方法 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对患儿进行肌活检,行夜间睡眠氧饱和度监测和肺功能检查;提取外周血基因

组 DNA,利用外显子靶向捕获结合二代测序技术对先证者及其父母进行遗传性肌病相关致病基因突

变检测和验证,确定基因突变的类型。 
结果 5 例患儿男 1 例,女 4 例,生后起病,现年龄 5 岁~15 岁。均起病隐匿,进展缓慢,自幼运动发育落

后,肌无力,近端著,肌张力减低,肌病面容,均可独立行走,跑跳差,均存在脊柱强直,有不同程度的低头

受限或弯腰困难,存在脊柱前凸或侧弯,血清 CK 正常至轻度升高。三例患儿分别于 2 岁､ 12 岁和 3
岁行肌活检检查,患儿 1 未见显著病理改变,患儿 2 肌活检提示慢性肌肉病样病理改变,NADH 染色显

示部分肌纤维内轴空样改变,患儿 5 肌活检提示慢性肌病样病理改变。三例患儿进行下肢肌肉 MRI
检查,提示双侧臀部及大腿肌肉弥漫脂肪浸润。所有患儿均经常患肺炎,患儿 2､ 3､ 4 和 5 均曾患重

症肺炎,出现呼吸衰竭,存在肺动脉高压。夜间睡眠氧饱和度监测患儿 1 无明显异常,其他患儿均存在

血氧饱和度下降, 低可达 75%或 65%,患儿 3 存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儿 4 膈肌超声检

查提示膈肌变薄。肺功能检查患儿 2､ 3 和 4 均存在中度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伴气道功能低下。基

因检测 5 例患儿均发现 SEPN1 复合杂合突变,突变分别来自其父母,均为未报道过的新突变。 
结论 通过分子遗传学分析,确诊 5 例 SEPN1 突变导致的 RSMD1,为这些家庭的遗传咨询提供了可

能。对早期肌无力尤其是颈轴肌无力和肌张力低下,脊柱强直､ 脊柱前凸或侧弯伴严重呼吸功能不

全,而四肢关节挛缩不明显的患者,应进行 SEPN1 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确诊 RSMD1 可靠的方

法。 
 
 
PO-1805 

以精神异常为首发症状的支原体脑炎病例报 1 例告 
 

陈瑞芳,周信英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近年来年儿童支原体感染呈上升趋势,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肺外损害,特别是神经系统合并症近年

来已引起儿科医生的注意。支原体脑炎(mycoplasma encephalitis,MPIE)是支原体感染

(mycoplasma,MP)所引起的神经系统疾病中 常见的疾病类型,发病人群主要以儿童为主。本文通

过回顾性分析 1 例支原体脑炎的病例,以加强对支原体脑炎的认识。 
方法 病例报道 
结果 对于急性起病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病人 ,当脑脊液常规检查与病毒性脑炎相似时,应注意 M P 
脑炎的可能 ,鉴于其较高的致死率和后遗症率,要充分认识到该病,以防漏诊和误诊,从而更好的指导

临床工作。 
结论 对于急性起病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病人 ,当脑脊液常规检查与病毒性脑炎相似时,应注意 M P 
脑炎的可能 ,鉴于其较高的致死率和后遗症率,要充分认识到该病,以防漏诊和误诊,从而更好的指导

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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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06 

染色体核型和染色体基因芯片分析在 3 例 
不明原因发育迟缓患儿精准诊断中的应用 

 
石真

1,延会芳
1,冀浩然

1,马祎楠
2, 潘虹

2, 杨艳玲
1, 肖江喜

3, 吴晔
1, 姜玉武

1,王静敏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心实验室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影像科 
 
 

目的 对 3 例不明原因智力障碍/发育迟缓(ID/DD)患儿进行临床及遗传学分析,利用染色体核型和染

色体基因芯片技术进行精准诊断。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的 3 例不明原因发育迟

缓患儿的病例资料,完善生化､ 代谢､ 神经影像学检查,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染色体基因芯片分析,
对检测出的变异进行致病性分析,并对两种方式的诊断思路进行比较。 
结果 3 例患儿均表现为轻度智力运动发育落后。1 例有面部畸形,1 例有先天性心脏病,1 例有饮水呛

咳,1 例有先天喉喘鸣,1 例有不良孕产史,1 例有家族史。2 例头颅核磁异常。确诊患儿 P1 
5p15.33p15.2 缺失/13q32.3q34 重复综合征,aCGH 结果为 arr[hg19]5p15.33p15.2(151737-
10512453)X1,13q32.3q34(100462233-115059020)X3,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为 46,XX,der(5) 
t(5;13)(p15.2;q32.3)pat,遗传自染色体平衡易位携带者的父亲;患儿 P2 18p11.32p11.31 缺失

/17q25.1q25.3 重复综合征,aCGH 示 arr[hg19]17q25.1q25.3(72 818 336-81 195 110) 区域发生

8.37Mb 片段重复,18p11.32p11.31(10 001-6 887 571)区域发生 6.88Mb 片段缺失,染色体核型分析

结果为 46,XX,der(18)t(17;18)(q24;p11.2)mat,遗传自平衡易位携带者的母亲;患儿 P3 为新生突变的

10q21.2q21.3 缺失综合征,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为 46,XX,del(10)(q21.2q22.1)dn,来自患儿的新生突

变。 
结论 联合应用细胞遗传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和分子遗传学检查-染色体基因芯片分析,对 3 例不

明原因智力障碍/发育迟缓患儿进行了病因学的精准诊断,并为患儿家庭提供正确的遗传咨询。 
 
 
PO-1807 

白色念珠菌脑膜炎 3 例 
 

陈施梦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总结白色念珠菌脑膜炎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经验,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我科 3 例患白色念珠菌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影像

学特点､ 治疗及预后。 
结果 共 3 例患儿,均为男性,起病年龄 3 月—20 月龄,其中 1 例系 28 周早产患儿,1 例 37 周顺产,生后

第 2 天因先天性肠道闭锁行手术治疗,体质较差,2 例病程有细胞免疫紊乱表现。从发病至确诊时间

为 10 天至 3 个月。1例以双下肢活动障碍､ 反复发热起病,并有颅内压增高症状(视乳头水肿),2 例

以嗜睡､ 发热起病,感染中毒症状较重;1 例合并抽搐发作,1 例合并甲状腺功能低下,1 例有鹅口疮,1
例清洁中段尿培养示白色念珠菌。3 例患儿脑脊液培养均发现白色念珠菌感染。脑脊液常规示白细

胞总数>10X106个/L,分类以多核细胞为主,脑脊液生化示糖明显降低,蛋白升高或显著升高。2 例头

颅 MRI 示梗阻性脑积水并间质性脑水肿,1 例头颅 CT 及 MRI示脑积水､ 双侧额叶软化灶､ 左侧额

颞顶部硬膜下积液､ 鞍上多发软组织结节灶,考虑炎性肉芽组织;1 例头颅 MRI 增强示顶枕部脑膜强

化,1 例头颅 MRI 增强示第四脑室强化。1 例以氟康唑治疗 6 天,两性霉素 B 脂质体治疗 5 天后要求

出院,已经失访;1 例以两性霉素 B 脂质体联合氟胞嘧啶治疗 19 天,因血象三系减少,改用氟康唑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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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病情明显好转,未遗留智力或运动障碍;1 例先后予伏立康唑 3天､ 卡泊芬净 2天､ 两性霉素 B
脂质体 3 月及两性霉素 B 针(侧脑室注射 17 天及鞘内注射 26 天)､ 氟康唑 1 年,并行 3 次脑室外引

流术及 1 次脉络膜烧灼术,运动较正常同龄儿稍差,未遗留其他后遗症。 
结论 儿童白色念珠菌脑膜炎患儿多有免疫功能紊乱或缺陷或有其他基础疾病,临床表现有发热､ 意

识障碍､ 抽搐､ 颅内压增高等,且常合并其他部位白色念球菌感染,脑脊液中白细胞数正常或稍升高,
多核为主,糖明显降低,蛋白增高明显,头颅影像学提示中枢神经系统白色念珠菌病易累及颅内血管导

致脑梗死,白色念珠菌脑膜炎疗程长,长期抗真菌治疗显著改善预后,治疗过程中需监测药物副作用。 
 
 
PO-1808 

小婴儿吉兰-巴雷综合征并发脑积水 
 

高玉兴,王学禹,马爱华,席加水,孙文秀,张新颖,温兆春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小婴儿患吉兰-巴雷综合征(GBS)并发严重脑积水是否需积极脑室腹腔分流术。 
方法 患儿,女,6 个月。患儿半月前曾发热 1 天,伴咳嗽,3 天后患儿咳嗽减轻。患儿 1 周前开始出现哭

闹,未行特殊处理,3 天后患儿哭闹加重,开始出现精神萎靡,易呛奶､ 呛水等症状。查体:神志清,精神

萎靡,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痰鸣音。心音有力,心率 110 次/分,心律规整,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无异

常。神经系统查体:咽反射减弱,余颅神经检查无异常,双上肢肌力 1 级,双下肢肌力 1 级,四肢肌容积

正常,四肢肌张力减低,双侧膝腱反射､ 跟腱反射未引出,双侧巴氏征阴性。神经电生理检查示:运动神

经:双上肢正中､ 尺神经运动传导速度明显减慢,潜伏期明显延长,动作电位波幅明显降低,双下肢胫､

腓肠神经运动传导速度明显减慢,潜伏期明显延长,动作电位波幅明显降低;感觉神经:双上肢正中､ 尺
神经运动传导速度明显减慢,潜伏期明显延长,动作电位波幅明显降低,双下肢胫､ 腓肠神经运动传导

速度明显减慢,潜伏期明显延长,动作电位波幅明显降低;F 波未引出,H 反射未引出。诊断:GBS。给

予静脉丙种球蛋白､ 鼠神经生长因子､ 甲钴胺等治疗,治疗第 8 天发现双眼球向内及下斜视,双侧瞳

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应迟钝,囟饱满,约 1.3×1.3cm,张力高,行颅脑 CT:脑室系统扩大,符合脑积水,脑脊

液:有核细胞计数:3 ×106/L､ 潘氏试验:2+;脑脊液生化:氯:121 mmol/L､ 糖 3.2mmol/L､ 蛋白定

量:2.30 g/L。 
结果 行腰大池引流术,引流 1 天,共引出脑脊液 80ml,期间穿刺部位反复渗液后拔管。转神经外科预

行脑室腹腔分流术,考虑脑脊液蛋白浓度太高未立即手术,给予醋甲唑胺减少脑脊液的分泌,观察病情

变化,发现前囟张力逐渐减轻,眼球运动较前逐渐好转。复查脑脊液氯:123 mmol/L､ 糖 3.1mmol/L､
蛋白定量:1.28 g/L,前囟张力较前明显减轻,眼球运动无异常,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出院。出院 3 个月查

头颅 MR。 
结论 小婴儿由于颅缝未闭合,有更大耐受脑积水､ 颅内高压能力,不应及早进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此手

术后患儿蛛网膜绒毛会因废用而丧失功能,需终生依靠脑室腹腔分流管生存,且此管经常堵塞危机生

命,需经常更换分流管,严重影响患儿生活质量,患儿可逐渐恢复, 终痊愈。 
 
 
PO-1809 

0~6 岁癫痫患儿的家庭管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花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调查癫痫患儿家庭管理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开展癫痫患儿的健康教育和制定家庭管理方

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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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2015 年 4 月 1 日~11 月 30 日收治的 106 名 0~6 岁的癫痫患儿及其家长作为研

究对象,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 家庭功能评定表(FAD)､ 家庭管理量表(FaMM)进行调查,采用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癫痫患儿家庭管理的影响因素。 
结果 癫痫患儿家庭功能总分为(155.12±10.79)分,家庭管理量表中疾病管理困难(47.01±6.64)分,疾
病管理能力(37.53±5.76)分。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所在地､ 病程､ 患儿年龄及癫痫发作次数

是家庭疾病管理困难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角色､ 总的功能及家庭功能总分是家庭疾病管理能力

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 
结论 0~6 岁癫痫患儿家庭管理水平偏低,应重点关注家庭所在地在农村､ 患儿年龄<1 岁,病程>2 年

､ 近 3 个月癫痫发作>10 次以及家庭功能得分低的患儿及其家长。可以从普及癫痫疾病知识和家庭

分工､ 任务等方面进行干预和指导,以提高癫痫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 
 
 
PO-1810 

儿童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12 例临床特征分析 
 

李德华,马少春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探讨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syndrome,)在儿童中(1-11 岁)的
临床特征。 
方法  对 12 例存在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改变的病毒性脑炎的临床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通
过其影像学的特点与预后的相关性,以指导该类患儿的治疗。 
结果 12 例患儿均为急性起病,主要表现为发热､ 抽搐､ 头晕､ 呕吐等,脑电图､ 脑脊液检查及血液病

原学检查均示阴性,颅脑磁共振均显示胼胝体压部椭圆形稍长 T2,T2 PLAIR 稍高信号及 DWI 高信号

病灶,经抗病毒及脱水降颅压等对症治疗后,短期(约 1 周左右)临床症状及影像学即可恢复正常,远期

预后良好,无遗留后遗症者。 
结论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综合征属于可逆性的细胞毒性水肿,在儿童脑炎中临床表现轻,见效快,预后良

好,对于磁共振表现为胼胝体压部异常信号的脑炎患儿的治疗及评估预后有着指导作用。 
 
 
PO-1811 

伴小脑萎缩的智力运动发育迟缓患儿病因分析 
 

谢丽娜,王珺,王立文,李尔珍,杨健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完善智力运动发育迟缓伴小脑萎缩患儿的病因诊断,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对 3 例无血缘关系的临床表现为智力运动发育迟缓,头部核磁提示小脑萎缩患儿基因二代测序

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测序结果进行文献检索和核苷酸突变有害性分析。 
结果 病例 1,女性,2 岁 1 月,就诊时竖头不稳､ 翻身不全､ 不能独坐及独站,查体:体重 8 kg,头围 50 
cm,眼神欠灵活,与人无交流,竖头不稳,翻身不全,不能独坐､ 独站,双眼球水平震颤,持物不稳,肌力正

常,肌张力增高,腱反射可引出,双侧巴氏征阴性;头部核磁示双侧脑室旁及白质呈长 T2 信号,T2 
FLAIR 呈高信号,双侧小脑半球及蚓部体积缩小,枕大池增宽。对患儿及父母基因进行高通量测序并

进行 Sanger 验证发现 TUBB4A 基因存在 c.446G>T 的杂合变异,受检者父母该位点均未见异常,诊
断为伴基底节及小脑萎缩的髓鞘发育不良(H-ABC),本病属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病例 2,男
性,10 月 5 天,就诊时竖头不稳,不能翻身,不能独坐,不会爬,追光追物欠佳,查体肝肋下 3cm,四肢肌力

IV 级,头部核磁示小脑萎缩明显,头部血管核磁未见明显异常,对患儿及父母基因进行高通量测序并进

行 Sanger 验证,结果示 PMM2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一个为错义突变 c640G>T,一个为缺失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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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69delC,分别来自于无临床症状的父母,诊断为先天性糖基化障碍 Ia 型,该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

传。病例 3,男性,3 岁 2 月,就诊时不能站立､ 独走,查体阳性体征:四肢肌张力减低,头部核磁示脑白

质异常信号,小脑萎缩,对患儿及父母基因进行高通量测序并进行 Sanger 验证,结果示 AARS2 基因

复合杂合突变,均为错义突变 c.G806A､ c.T374C,分别来自于无临床症状的父母,诊断为卵巢-脑白质

营养不良,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结论 小脑萎缩为非特异性疾病改变,对于合并智力运动发育迟缓患儿,应考虑伴基底节及小脑萎缩

的髓鞘发育不良､ 先天性糖基化障碍 Ia 型､ 卵巢-脑白质营养不良等遗传疾病可能,可
完善相关基因检测,明确诊断。 
 
 
PO-1812 

急性脊髓炎的临床特点及护理干预 
 

李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7100 

 
 

目的 急性脊髓炎(acute myelitis)是指脊髓的一种非特异性炎性病变,多发生在感染之后,炎症常累及

几个髓节段的灰白质及其周围的脊膜､ 并以胸髓 易受侵而产生横贯性脊髓损害症状.部分患者起

病后,瘫痪和感觉障碍的水平均不断上升, 终甚至波及上颈髓而引起四肢瘫痪和呼吸肌麻痹,并可伴

高热,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1】

。本文对急性脊髓炎患者进行全面､ 系统地护理减少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高质量的护理对急性脊髓炎救治成功有着积极的意义。 
方法 分析 
结果 覃浩强对收治的 16 例急性脊髓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16 例急性脊髓炎患者

中 8 例好转,7 例治愈,治愈好转率为 93.75%,死亡 1 例,死亡率为 6.25%。结论:急性脊髓炎的临床表

现取决于受累脊髓节段和病变范围
【10】,所以对急性脊髓炎患者进行对症护理､ 系统化康复护理､ 心

理护理可明显促进其运动､ 感觉､ 自主神经功能的恢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意义。 
结论 覃浩强对收治的 16 例急性脊髓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16 例急性脊髓炎患者

中 8 例好转,7 例治愈,治愈好转率为 93.75%,死亡 1 例,死亡率为 6.25%。结论:急性脊髓炎的临床表

现取决于受累脊髓节段和病变范围
【10】,所以对急性脊髓炎患者进行对症护理､ 系统化康复护理､ 心

理护理可明显促进其运动､ 感觉､ 自主神经功能的恢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意义。 
 
 
PO-1813 

机器人辅助立体脑电精准定位大脑皮质发育不良 所致儿童难治性

癫痫的致痫灶 
 

刘长青,栾国明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回顾性分析机器人辅助立体定向脑电(Stereotactic Electroencephalography,SEEG)确定致痫

灶后行切除性手术治疗的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Focal cortical dysplasia,FCD)所致儿童难治性癫痫

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手术效果,评估 SEEG 精准定位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所致儿童难治性癫痫中的作

用。 
方法 收集 2012.3-2015.9 年在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行 SEEG 定位癫痫灶后行切除性手术治

疗的 35 例 FCD 所致儿童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的临床资料(起病年龄､ 手术年龄､ 病程､ 既往史､

发作类型､ 药物治疗情况､ 影像学表现､ 手术方式､ SEEG异常区域､ 术后病理以及术后癫痫缓解

情况及认知功能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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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男性 20 例,女性 15 例,手术时年龄 4 岁至 14 岁,起病年龄 20 天至 11 岁,癫痫病程 2 年至 11 年,
均同时服用超过 2 种以上抗癫痫药物,诊断为药物难治性癫痫。22 名患者术前 MRI 呈阴性,13 例

MRI 可见异常信号。术前视频脑电图检查均较弥散而难以提供准确的定位。SEEG 确定的致痫灶

15 例位于额叶,11 例位于颞叶,1 例位于中央区,3 例位于岛叶,5 例为多脑区。患者均切除 SEEG 提

示的异常区域,术后随访 12 个月-36 个月,平均 18 个月。术后病理均为 FCD,其中 FCD IA 2 例,FCD 
IB6 例,FCD IC 10 例, FCD IIA6 例,FCD IIB 8 例,FCDⅢA 3 例。截至 后一次随访,Engel I 级 30
例,2 级 3 例,3 级 1 例,Engel 4 级 1 例。 
结论 机器人辅助立体定向脑电是针对到脑皮质发育不良所致儿童难治性癫痫患者术前评估的重要

手段,具有微创､ 无框架､ 定位准确､ 儿童可难受､ 局灶毁损等优点,能够精准定位大脑皮质发育不

良所致儿童难治性癫痫的致痫灶。 
 
 
PO-1814 

66 例儿童 Leigh 综合征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沈丹敏,方方,刘志梅,丁昌红,韩彤立,伍妘,杨欣英,张珅,张炜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儿童 Leigh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66 例 Leigh 综合征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6 例患者均符合 Leigh 综合征临床诊断标准,并全部存在核基因(35,53%)或线粒体基因

(31,47%)的致病性突变。其中,男 40 例,女 26 例;发病年龄为生后至 5 岁 9 月不等,0-2 岁发病 50 例

(75.8%),2 岁以上发病 16 例(24.2%)。17 例(25.8%)患者以发育落后起病,常见临床症状包括发育落

后 46例､ 生长落后 32例､ 肌无力 31例､ 发育倒退 28例､ 肌张力增高 26例､ 锥体束症状 24 例

､ 呼吸困难 21例､ 锥外系症状 20例､ 眼睑下垂､ 喂养困难各 19例､ 吞咽困难 18例､ 抽搐 17 例

､ 眼震 16例､ 周围神经症状 11 例､ 眼外肌麻痹 10例､ 共济失调､ 消化道症状､ 骨骼畸形各 9 例

､ 多毛､ 肌张力降低各 6 例等。14 例患者存在家族史。共 61 例患者进行血乳酸测定,其中 44 例

(72.1%)升高,范围为 2.2-10.3mmol/L。23 例患者行脑脊液乳酸检测,18 例(78.3%)升高,范围为 2.9-
6.5 mmol/L。Leigh 综合征患者头颅 MRI表现为多发､ 对称性异常信号,受累部位包括:基底节 50 例

(75.8%)､ 脑干 38 例(57.6%)､ 丘脑 25 例(37.9%)､ 延髓 17 例(25.8%)､ 小脑 12 例(18.2%)､ 脑萎

缩 12 例(18.2%)。7 例(10.6%)患者存在脑白质受累。7 例患者进行 MRS 检查,其中 3 例可见 Lac
峰,此外还可见到 NAA降低､ Cho 增高等改变。对 24 例患者进行头颅 MRI 随访,11 例(45.8%)患者

病变范围扩大或出现新发病灶,其中 5 例患者起病时头颅 MRI 未见异常,9 例(37.5%)患者病变范围缩

小或病灶消失,其余 4 例(16.7%)患者病变未见明显变化。 
结论 本组 66 例 Leigh 综合征,75.8%于 2 岁内起病。常见临床表现为发育落后或倒退､ 肌力肌张力

异常､ 锥体束症状､ 呼吸困难等。头颅 MRI 主要表现为脑干和(或)基底节区双侧对称性异常信号。

患者影像学存在反复性,当临床症状高度怀疑本病,而 MRI 缺少典型病变时,定期复查影像学对诊断意

义重大。 
 
 
PO-1815 

3 例 SCN8A 突变的婴儿痉挛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廖冬磊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研究 SCN8A 突变的婴儿痉挛症患者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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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使用捕获二代测序方法来鉴定婴儿痉挛症患者的 SCN8A 基因突变。并对这些患者进行随访,
分析他们的抗癫痫治疗效果和预后。 
结果 我们发现 3 例 SCN8A 突变的婴儿痉挛症患者,3 例患者的 SCN8A 突变位点均为新发突变位点,
其突变位点分别为 c.G1228A>p.V410M, c.G669C>p.R223C, c.82C>p.R28C 
。这 3 位患者均为男性,起病年龄从 3 月~2 岁 1 月。突变位点为 c.G1228A>p.V410M 的患者痉挛

起病后发育倒退,对氨己烯酸､ 奥卡西平､ 促皮质激素的治疗效果较好;突变位点为 
c.G669C>p.R223C 的患者痉挛起病后发育停滞,对丙戊酸､ 氨己烯酸､ 促皮质激素的治疗效果无明

显反应。突变位点为 c.82C>p.R28C 的患者痉挛起病后反应变差。 
结论 婴儿痉挛症患者应常规筛查 SCN8A 基因;SCN8A突变的婴儿痉挛症患者一般有发育倒退､ 发

育停滞､ 反应变差的临床表现,对钠离子通道阻滞剂以及促皮质激素的的治疗反应可能与 SCN8A 突

变的不同位点有关。 
 
 
PO-1816 

17β-雌二醇对苯巴比妥导致的未成熟脑学习记忆损伤的保护作用 
 

刘宇
1,葛利吉

2,黄绍平
1,杨琳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西藏民族大学医学院 
 
 

目的 观察 17β-雌二醇对于苯巴比妥(PB)对新生幼鼠远期认知功能影响的保护作用。 
方法 实验动物分两批:第一批 3 窝健康 3 日龄 Sprague - Dawley (SD) 大鼠 40 只 (雌､ 雄不分) 随
机分为 3 组:生理盐水对照组 10只､ 苯巴比妥组 10只､ 苯巴比妥+雌二醇组 10 只。对照组给予生

理盐水 10 mL/kg·d;苯巴比妥组:苯巴比妥 10mg/kg·d;苯巴比妥+雌二醇组:苯巴比妥 10mg/kg·d,雌
二醇 300ugL/kg·d。每日称重后腹腔注射,连续 3 天。正常饲养至 1 月龄,各组随机选取 8 只大鼠,参
加水迷宫测试。 
结果 17β-雌二醇保护组大鼠寻找水下平台潜伏期时间较苯巴比妥组明显缩短,组间比较存在显著差

异性。穿越有效区次数,17β-雌二醇组与苯巴比妥组比较明显减少,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120
秒内平台象限路程与总路程之比雌二醇保护组高于苯巴比妥组,但无统计学意义。雌二醇保护组与

对照组比较以上各指标无明显差异。 
结论 1.未成熟脑短疗程使用临床抢救剂量的传统抗癫痫药物苯巴比妥,会产生远期学习记忆的损

害。2.17β-雌二醇对于苯巴比妥造成的学习记忆损害有保护作用。 
 
 
PO-1817 

西安市 3 所小学 6-14 岁学龄期儿童抽动障碍 
流行病学调查及其行为问题 

 
孙飞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抽动障碍(TD)是一种儿童期常见的发育性神经障碍,影响 1%-29%的儿童,常合并多种行为问题,
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目的在于研究西安市三所小学 6-14 岁学龄期儿童 TD 患病率及

其行为问题。 
方法 研究于 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西安市雁塔区 3 所小学共计 2725 名 6-14 岁学龄期儿

童中进行。研究第一阶段采用自设人口社会学问卷､ TD 筛查问卷､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425 
 

(CBCL)对自愿参加研究的儿童进行 TD 筛查。第二阶段,问卷回收后,经过数据处理,对 TD 筛查阳性

的儿童进行电话随访,对其 TD 进行确诊。 后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总共有 2322 名儿童完成了此次调查,占研究人口的 85.2%。2)2.7%的学龄期儿童患有 TD,
其各亚型的患病率如下:短暂性抽动障碍(PTD)为 1.3%､ 慢性抽动运动或发声障碍(CTD)为 0.8%､
Tourette 综合征(TS)为 0.6%;男童 TD 患病率为 3.5%,女童 TD 患病率为 1.8%,男童的 TD 患病率是

女孩的 2 倍(OR:2.00,95%CI:1.17-3.40);TD 患儿的年龄平均为(9.18±1.67)岁,儿童的年龄与 TD 患

病并无关系,TD 各亚型间年龄无差异(P>0.05)。 3)母亲职业与儿童罹患 TD 有关(P<0.05);家庭类型

､ 家庭人口数目､ 父亲职业､ 父亲教育程度､ 母亲教育程度以及儿童主要照顾者与儿童罹患 TD 无

关(P>0.05)。4)母亲孕期经历感冒,患有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糖尿病､ 甲状腺疾病,母孕期经历保

胎,生产年龄均与儿童罹患 TD 无关(P>0.05)。5)儿童分娩方式､ 出生体重､ 胎龄､ 出生史､ 窒息史

､ 生命早期打击均与儿童罹患 TD 无关(P>0.05)。6)儿童患有 ADHD､ OCD 增加了儿童罹患 TD 的

风险; 7)29.3%的 4-11 岁 TD 儿童存在行为问题,TD 儿童出现行为问题的概率是非 TD 儿童的

3.26(95%CI:1.82-5.83)倍。对于 TD 男童,其行为问题主要为躯体主诉､ 注意问题､ 攻击性行为;对
于 TD 女童,行为问题主要为社交退缩､ 焦虑/抑郁､ 思维问题､ 注意问题。8)TD 男童各亚型在行为

问题方面未见差异(P>0.05);CTD 组女童在 CBCL 社交退缩分量表方面得分高于 PTD 组女童

(P<0.05)。 
结论 1)西安市 3 所小学儿童 TD 的患病率为 2.7%,PTD､ CTD､ TS 的患病率分别为 1.3%､ 0.8%､
0.6%,男女比率约为 2:1,男孩易患 TD,患病年龄平均为 9.18±1.67 岁。2)ADHD､ OCD 增加了儿童

罹患 TD 的风险;母亲的职业类型与儿童罹患 TD 有关。 3)2322 名儿童中行为问题检出率为

11.8%,TD 儿童中为 29.3%,TD 儿童行为问题多于背景人群,男孩行为问题多于女孩。 
 
 
PO-1818 

蒲金口服液对宫内感染/炎症致早产脑损伤大鼠脑组织 NgR､
p75NTR 表达的影响 

 
马丙祥,张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目的:观察蒲金口服液对宫内感染/炎症致早产脑损伤大鼠脑组织勿动蛋白受体(nogo receptor, 
NgR)和神经营养素受体(p75 neurotrophin receptor, p75NTR)表达的影响。 
方法 方法:①30 只 LPS 组与 6 只对照组孕鼠于孕第 16､ 17 天予 LPS(350μg/kg·d)或等量生理盐水

ip,孕期≦21 天为早产。随机选 LPS 组早产仔鼠 80 只,分为 8 组,每组 10 只。记为:A1高剂量蒲金口

服液早期干预组､ A2高剂量蒲金口服液晚期干预组､ B1 低剂量蒲金口服液早期干预组､ B2低剂量

蒲金口服液晚期干预组､ C1银杏叶提取物早期干预组､ C2银杏叶提取物晚期干预组､ D1早期干预

模型组､ D2晚期干预模型组。早期组于生后第 1 天 ig,晚期组于第 8 天 ig,连续 7d,每日 1 次。②免

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0 日龄 LPS 组早产仔鼠､ 对照组仔鼠及 21 日龄 8 组早产仔鼠脑组织

NgR､ p75NTR 的表达。 
结果 结果:与 0 日龄对照组仔鼠相比,同龄 LPS 组早产仔鼠脑组织中 NgR､ p75NTR 的表达升高

(P<0.05);较 21 日龄模型组相比,高､ 低剂量蒲金口服液均能抑制仔鼠脑组织中 NgR､ p75NTR 表

达(P<0.05)。高､ 低剂量蒲金口服液早期干预组与晚期干预组相比,早期干预更能下调 NgR 和

p75NTR 的表达(P<0.05)。 
结论 结论:宫内感染/炎症可上调早产 PVL 仔鼠脑组织中 MAIFs 受体 NgR､ p75NTR 的表达水平;蒲
金口服液可下调宫内感染致早产仔鼠脑组织中 NgR､ p75NTR 的表达,且早期药物干预下调作用更

为显著;化瘀通络和化痰开窍中药治疗早产 PVL 的机制可能为抑制 MAIFs 受体的表达,促进神经的

再生及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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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19 

NLR 和乳酸在鉴别儿童细菌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膜脑炎中的应用

价值 
 

倪秋英,刘心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脑脊液及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 脑脊液乳酸在细菌性脑膜炎及病毒性脑

膜脑炎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同时检测两组患儿的其他常规实验室指标如脑脊液总蛋白､ 葡萄糖

､ 中性粒细胞,外周血 WBC､ 中性粒细胞及 CRP,辅助两者鉴别诊断。 
方法 严格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收集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于齐鲁医院儿科诊断明确的细菌

性脑膜炎､ 病毒性脑膜脑炎患儿临床资料,以热性惊厥患儿为对照。入组患儿均于入院后 24-72 小

时内完善血常规､ CRP､ 脑脊液常规､ 生化､ 细胞学及细菌培养等检查。运用 ROC 曲线分析,确定

NLR､ CSF-LA 在细菌性脑膜炎中的 cut-off 值,与其他常规检测指标的 AUC 进行比较,分析敏感度和

特异度。 
结果 1.纳入研究对象共 253 例,细菌性脑膜炎 89 例,男性 50 例,女性 39 例,平均年龄 20.2 月;病毒性

脑膜脑炎 164 例,男性 100 例,女性 39 例,平均年龄 77.4 月。两组患儿的年龄存在差异(P<0.05)。 
2.细菌性脑膜炎患儿 CSF-NLR 为 8.2±12.85 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脑炎(P<0.05)。其诊断细菌性脑

膜炎的 AUC 为 0.91(95%CI,0.87-0.95),cut-off 值为 0.48,诊断的敏感度为 93.3%,特异度为 88%。 
3.细菌性脑膜炎患儿外周血 NLR 为 4.08±3.55,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脑炎 2.27±3.55(P<0.05)。外周

血 NLR 诊断细菌性脑膜炎的 AUC 为 0.7(95%CI,0.62-0.78),cut-off 值为 2.75,敏感度为 51.4%,特异

度为 83.3%。 
4. 细菌性脑膜炎患儿 CSF-LA 为 4.24±2.83mmol/L,显著高于病毒性脑膜脑炎(P<0.05)。病毒性脑

膜脑炎和对照组 CSF-LA 无差异(P)0.05)。细菌性脑膜炎治疗后 CSF-LA 明显下降(P<0.05)。CSF-
LA 诊断细菌性脑膜炎的 AUC 为 0.83(95%CI,0.748-0.905),cut-off 值为 2.85mmol/L,敏感度为

70.1%,特异度为 95.7%。 
5.细菌性脑膜炎 CSF 及外周血 NLR在不同性别､ 有无并发症中无差异(P>0.05)。外周血 NLR 在

4-6 岁组和 6-16 岁组､ 29 天-4 岁组和 6-16 岁组之间存在差异(P<0.05)。 
6.联合 CSF-NLR 和 CSF-LA 检测细菌性脑膜炎的灵敏度为 95.2%,特异度为 91.2%。 
结论 1.NLR 作为新的炎症指标,在细菌性脑膜炎及病毒性脑膜脑炎的鉴别诊断中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 
2.脑脊液及外周血 NLR 可作为诊断细菌性脑膜炎的指标,cut-off 值分别为 0.48､ 2.75。 
3.细菌性脑膜炎患儿 CSF-LA 以 cut-off 值为 2.85mmol/L 时,诊断细菌性脑膜炎的敏感度不高,所以

CSF-LA 不能作为单独鉴别两者的指标。 
4.脑脊液 NLR 和 LA 联合应用可进一步提高鉴别细菌性脑膜炎及病毒性脑膜脑炎的灵敏度。 
 
 
PO-1820 

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合并畸胎瘤临床分析 
 

马明圣,吴戊辰,李卓,关鸿志,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总结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 分析北京协和医院抗 NMDA 受体脑炎数据库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儿童抗 NMDA 受体

脑炎合并畸胎瘤的资料,对其临床表现､ 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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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7 例抗 NMDAR 脑炎患者均为女性,起病年龄 10 岁至 18 岁。7 例患者均有精神行

为异常为主要表现,且均有意识水平下降;3 例患者伴有记忆力减退;6 例患者临床有癫痫

发作;6 例患者存在不自主运动表现;5 例患者存在言语障碍/少语;5 例患者存在睡眠障

碍;4 例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头痛。6 例患者存在中枢性低通气。7 例患者因病情需要在

ICU 治疗,其中 5 人曾应用呼吸机辅助通气。2 例曾有吞咽困难及饮水呛咳。3 例患者

存在排尿障碍;5 例患者存在排便障碍。实验室检查:7 例患者脑脊液中抗 NMDAR 均为

阳性,6 例血中抗 NMDAR 为阳性。7 例患者均合并卵巢畸胎瘤,且均为单侧,其中 5 例为

右侧卵巢畸胎瘤,2 例为左侧。7 例患者均进行了行手术治疗,病理均为良性畸胎瘤。疗

效及预后:所有 7 例患者抗 NMDAR 脑炎诊断明确后均进行了甲强龙冲击治疗及人免疫

球蛋白输注治疗,效果不佳。手术治疗后患者精神症状､ 癫痫发作等情况均有明显改

善。 
结论 对于临床诊断为抗 MNDAR 脑炎的患儿,特别是女孩,应积极寻找畸胎瘤。抗 MNDAR 脑炎合并

畸胎瘤的患儿病情较重,一线治疗效果不佳,手术切除畸胎瘤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PO-1821 

1 例川崎病合并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微脑炎 
或脑病临床特征并文献复习 

 
陈明,朱斌,潘睿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儿童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微脑炎或脑病(MERS)临床-影像特征。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 例川崎病合并 MERS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

临床症状､ 体征､ 实验室检查､ 头部磁共振影响以及治疗､ 随访情况,并对近几年国内外相关病例

报告文献进行复习分析。 
结果 本例患儿在确诊川崎病第 3天出现惊厥､ 呕吐､ 意识模糊､ 胡言乱语等脑炎､ 脑病症状,头部

MRI 为胼胝体压部病变,血生化无明显异常,脑脊液常规､ 生化正常,脑电图为非特异性弥漫性慢波,治
疗 2 周后症状消失,复查头部 MRI 及脑电图恢复正常,随访 1 年,无认知､ 运动及神经系统后遗症。检

索到近 3 年国内外 MERS 病例报告 38 例,前驱以呼吸道和消化道病毒感染 35 例,3 例无明显前驱感

染,临床表现以意识障碍(28 例),精神异常(24 例),惊厥(20 例),构音障碍(8 例) 多见;头部 MRI 表现为

孤立的胼胝体压部病变(30 例),伴胼胝体膝部､ 皮层析白质､ 侧脑室周围､ 半卵圆中心等部位的广

泛损害的(8 例),25 例患儿伴低血钠,33 例行脑脊液检查,其中白细胞升高 13 例,蛋白升高的 10 例,脑
电图异常的 30 例,以非特异性弥漫性慢波为主要表现。经治疗临床症状及影像多于 2 周内恢复正

常。 
结论 MERS 表现为急性感染炎症疾病过程中出现急性轻微脑炎或脑病症状,感染是 常见的诱因,头
颅 MRI 表现为胼胝体压部为主的可逆性病变,无须特殊治疗,短期内可完全恢复,预后良好。 
 
 
PO-1822 

先天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 1 例及其基因突变分析 
 

张晓莉,王丽君,韩瑞,徐丹,贾天明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先天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VWM)的临床及基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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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先天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的临床资料及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患儿,男,3 个月,因“间断抽搐 2 个月”于 2014 年 2 月就诊于我科,患儿系胎龄 37 周,出生体重

1900 克,生后有窒息史,在当地医院诊断为“足月小样儿､ 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肺

炎”,生后一月龄开始出现抽搐,多种发作形式,当地补钙治疗无好转。入院时查体:反应差,营养不良,贫
血貌,哭声弱,双侧晶状体浑浊,发育落后,无注视､ 追视,不能逗笑,不能竖头,俯卧位不能抬头,下肢肌

张力高。眼科检查确诊双眼白内障,头颅 CT 及 MRI 可见大脑白质弥漫性异常,与脑脊液信号相同。

进一步行脑白质病基因检测,结果显示,EIF2B5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分别为错义突变(c.1016G>A)
和移码突变(c.1809delC),移码突变为国际上未曾报道的新发突变,其父母分别为其中一个突变的杂

合携带者。随访中患儿于 7 月龄夭折。 
结论 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是少见的遗传性白质脑病之一,先天型极为罕见,诊断需根据临床表现､ 头

颅核磁及 EIF2B 基因分析,该例患儿为国内首例报道的先天型。本研究通过对患儿的临床资料和其

家系 EIF2B5 基因的研究分析,明确了诊断,为该家庭进行准确的遗传咨询提供了可能,填补了国内该

分型报道的空白,丰富了 EIF2B5 基因突变谱。 
 
 
PO-1823 

不明原因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患儿已知基因的新生点变异研究 
 

高志杰,姜茜,陈晓丽,陈倩,姬辛娜,毛莹莹,冯硕,董静静,许克铭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 120 例不明原因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患儿中 23 例新生点变异患儿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 前瞻性收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门诊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4 月就诊的

120 例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患儿,采用目标基因捕获测序技术进行遗传病因诊断,根据美国医学遗传

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对基因变异解读的指南,利用多种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测序数据,结合患儿的表型,
对明确或疑似致病性基因变异采用 Sanger 测序方法进行验证及父母传递分析,同时对新生点变异患

儿的致病基因的生理功能及分子信号通路进行比较研究。 
结果 120 例患儿中发现 23 例携带明确致病性新生点变异,新生点变异发生率为 19.2%,23 例患儿中

男 12例､ 女 11 例,年龄 2 个月至 6 岁 6 月。早发性癫痫脑病 5 例,精神发育迟滞 5､ 6､ 8､ 19､ 20
､ 22､ 39 型各 1 例,Weill-Marchesani 综合征 2 型 1 例,Wiedemann-Steiner 综合征 1 例,Coffin-
Siris 综合征 2 例,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 1 例,GLUT1 缺陷综合征 1 例,Rett 综合征 1 例,心面皮肤

综合征 3 型 1 例,神经退行性变伴脑铁沉积 1 例,胼胝体局部发育不全 1 例,先天性眼外肌纤维化 1 例,
其中共发现了 20 种国外未报道的新突变。对其中 6 例新生点变异的携带者及其父母外周血 DNA 样

本进行基于扩增子的深度测序,均未发现体细胞变异。本研究发现的 20 个致病基因主要参与染色质

重塑､ 转录调控､ 自噬体装配､ MAPK信号通路､ DNA甲基化､ 钾､ 钠离子转运､ 细胞骨架装配

及骨骼肌发育等,显著富集于以下几个生物学过程:Ras信号通路､ 转录因子结合及癌症相关信号通

路等。 
结论 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病因复杂,有害的新生点变异在不明原因智力障碍或发育迟缓疾病发生中

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核心家系的亚全外显子组测序有助于患者的明确诊断和更多基因的发现。通过

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构建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本研究中的多数致病基因通过遗传相互作用参与交

互作用,这些基因参与多种分子通路的调控,对多种神经精神疾病发病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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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24 

HSPG2 基因新突变致 Schwartz—Jampel syndrome I 型 
1 例病例报道 

 
刘通,刘玲娟,里健,熊洁,肖阳阳,毛定安,刘利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Schwartz—Jampel syndrome(SJS)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SJS1 型的致病基

因 HSPG2 是位于 1 号染色体 P35-36,长 110 kb,共 97 个外显子,是编码基底膜蛋白多糖的基因。该

病主要表现为持续性的肌强直,软骨发育不良及特殊面容。本文对 1 例由 HSPG2 基因新突变致病的

病例进行报道,以进一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 1 例 SJS1 型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第二代高通量测序,基因捕获技术法对患儿进行神经肌

肉疾病相关基因临床外显子检测,以进一步明确诊断及指导治疗。 
结果 先证者主要表现眼裂狭小､ 撅嘴唇､ 面部表情刻板､ 小下颌､ 高眉弓､ 低耳位､ 招风耳等特

殊面容;持续性的肌强直,通过机械叩击或情绪影响可诱发加重,表现为肌肉坚实､ 肌丘形成､ 步态费

力､ 僵硬;身材矮小。临床符合该病的表现。肌电图示典型肌强直电位。采用二代测序法测定神经

肌肉疾病相关基因临床外显子,结果显示在先证者 HSPG2 基因 c.4630-1G>C(编码区第 4630 号核

苷酸前内含子中倒数第 1 位核苷酸由 G 变为 C)的纯合核苷酸剪切变异,先证者 HSPG2 基因所发现

的纯合变异分别遗传于父母,其父母该位点均为杂合子。 
结论 对于持续性肌强直､ 身材矮小及特殊面容的患儿,在诊断时需考虑该病的可能。基因检测是诊

断该病的有效手段。本例患儿 HSPG2 基因 c.4630-1G>C,可能引起蛋白功能异常而致病。该突变

为未报道的新突变,丰富了 SJS1 型患儿 HSPG2 基因突变谱,有助于对基因型—表型相关性的分

析。 
 
 
PO-1825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临床疗效分析 
 

韩金芬,王家勤,李天超,马丽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453003 

 
 

目的 对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的临床疗效分析,并观察安全

性。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48 例 HIE 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随机将患儿分成 A､ B 两组,B 组 24 例患儿应用

单唾液酸神经节苷脂注射液治疗,A 组 24 例患儿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 
结果 2 组 NBNA 评分 A 组明显高于 B 组(p<0.05);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应用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治疗 HIE 患儿,可有效改善患儿神经功能,并增强治疗安全性。

安全性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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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26 

河豚毒素诱导婴儿痉挛大鼠模型的建立及 IL-1β､ IL-6 在其海马

的表达研究 
 

谭明贤,李波,胡海艳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000 

 
 

目的 建立 TTX 诱导的婴儿痉挛症(又称 West 综合征)乳鼠模型,探讨白介素-1beta(IL-1β)､ 白介素-
6(IL-6)在婴儿痉挛症乳鼠海马区的表达。 
方法 选用 10-12 日龄的 SD 大鼠乳鼠,经开颅手术植入给药管 7 天后,将 TTX 系统地注入其脑室内海

马区,诱导乳鼠 West 综合征发作,对其癫痫发作的类型､ 行为学表现特点和脑电图变化特点及海马

组织形态学变化作相应记录,拟建立 TTX 诱导的 West 综合征乳鼠模型;免疫组织化学法及 Western 
blot 检测 IL-1β､ IL-6 在海马区的蛋白表达和含量。 
结果 婴儿痉挛乳鼠模型成功建立;免疫组化显示,模型组乳鼠海马组织中 IL-1β､ IL-6 棕黄色阳性细

胞数及着色深度均明显增高;Western blot 结果,与对照组及假手术组相比,IL-1β､ IL-6 在模型组乳鼠

海马区的蛋白表达明显增高,其增高率分别为 57.7%和 44.4% (P<0.05)。 
结论  
TTX 能诱导 SD 大鼠乳鼠癫痫发作,其能很大程度上模拟出 West 综合征患儿自发性癫痫发作表现及

发作时异常脑电波特点,接近临床,可信可靠。IL-1β､ IL-6 在海马区的异常表达可能参与了婴儿痉挛

症的免疫病理过程。 
 
 
PO-1827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婴儿痉挛的近期疗效观察及相关因素分析 
 

张元凤,陈育才,陆燕芬,杨坤芳,王春梅,陆勤,奚佳铭,王四美,成鸿毅,殷荣荣,许全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婴儿痉挛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癫痫性脑病,发作形式以癫痫性痉挛为特征,脑电图表现为发作间期

呈高峰失律,治疗首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治疗。本研究目的是评估 ACTH 治疗婴儿痉挛的近

期疗效及其相关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我们调查了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25
名婴儿痉挛患儿(14 名男孩和 11 名女孩)接受 ACTH 治疗的情况。发病年龄和 ACTH 开始治疗的年

龄分别 3-11 月(中位数,5.2±2.1 月)和 4-12 月(中位数,5.9±3.3 月)。我们研究了使用 ACTH 治疗的婴

儿痉挛的反应率,并比较了反应者(短期)和非反应者的临床特征。 
结果 25 名患儿中 10 名(40%)在短期(3 月内)癫痫性痉挛发作缓解,8 名发作缓解程度达 50%以上,婴
儿痉挛的发病后初始 ACTH 治疗与短期癫痫发作缓解有明显相关性(p<0.05)。起病后 3 月内给予

ACTH 治疗的患儿多可以获得短期缓解。 
结论 ACTH 治疗婴儿痉挛的短期疗效较好,其与多种因素有关,发病后越早期治疗其预后越佳。我们

将扩大样本量并长期随访进一步研究其远期疗效及相关因素,为婴儿痉挛的早期有效治疗提供精准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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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28 

The study of Ephrin-A5 expression in the developing brain 
in a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rat model 

 
Song Honghua,Wu Youjia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Objective EphA5 and its ligand ephrin-A5 interaction can trigger synaptogenesis during early 
hippocampal development. We have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abnormal EphA5 expression can 
result in synaptogenesis disorder in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CH) in rat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ctive role that way in which it plays actively,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phrin-A5 expression in the hippocampus of congenital hypothyroid rats. 
Method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rat model, western blot or Q-PCR 
was used to study the ephrin-A5 expression changes of hippocampus at 0 h､ 24 h､ 48 h､ 72 h. 
Primary hippocampal neurons were also isolated from hippocampus and purified.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ve levels of ephrin-A5 in primary hippocampal neuron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Q-PCR respectively. Immuno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examinate the cellular 
morphology of hippocampal neurons in CH and its synaptogenesis-associated molecules such as 
NMDAR-1(NR1), PSD-95 and CaMKII were aslo detceted by Q-PCR.  
Results ephrin-A5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by thyroid hormone deficiency in the 
developing rat hippocampus and hippocampal neurons. Thyroxine treatment for hypothyroid 
hippocampus and triiodothyronine treatment for hypothyroid hippocampal neur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phrin-A5 expression, but could not restore expression to control levels. Hypothyroid 
hippocampal neurons in vitro showed synaptogenesis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and length of neurites. Further, the synaptogenesis-associated molecular expression of 
NMDAR-1(NR1), PSD-95 and CaMKII were all down-regulated correspondingly. 
Conclusions ephrin-A5 expression may be decreased in CH and abnormal activation of ephrin-
A5-EphA5 signaling affect synaptogenesis during brain development. Such findings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xplo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CH genetically. 
 
 
PO-1829 

急性白血病儿童脑电图分析 
 

里健,熊佳佳,罗海燕,薄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评估儿童急性白血病初治患儿脑电图(EEG)的特点及变化。 
方法 收集中南大湘雅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住院的行 EEG 检查的初发

白血病患儿,排除原发性癫痫､ 脑发育畸形等白血病发生前即已存在脑异常的病例。 
结果 本组病例包括 25 例急性白血病患儿,其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17 例,急性髓性白血病患儿

8 例。行脑脊液检查有 22 例,均正常;头部磁共振检查 8 例,3 例异常。所有病例均于首次确诊后行

EEG 检查,显示有 8 例存在初始背景活动慢或偏慢,占 32%;经抗白血病治疗后,有 11 例复查 EEG 检

查,均恢复异常;第一次 EEG 正常者中,1 例复发后及 1 例发生脑膜白血病后,EEG 由正常转为异常。 
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儿有一定比例发生 EEG 异常,EEG 的变化与白血病病情变化有一定相关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432 
 

PO-1830 

Molecular Imaging of Pediatric Cerebellar Tumors Using 
Endogenous Protein-based Amide Proton Transfer MR 

Imaging at 3 Tesla 
 

Zhang Hong1,Tang Xiaolu1,Kang Huiying1,Hu Di1,Zhou Jinyuan2,Peng Yun1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2.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Objective Brain tumors are the most prevalent solid tumors in children. There are currently more 
than 4600 tumor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agnosed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ldren, corresponding to an incidence rate of 5.57 per 100,000. 1 In children older than 1 year of 
age, most tumors are located within the posterior fossa.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s essential for diagnosis as well a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rimary location (gray vs. 
white matter), quality (solid vs. cystic), tumor extent, and involvement of eloquent brain regions 
but often offers limit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umor type/histology and grade. 2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3,4 is a new molecular-MRI technique that detects endogenous mobile 
proteins and peptides in tissue via saturation of the amide protons in the peptide bonds. The 
purpose of this abstract is to demonstrate that APT can potentially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esence and heterogeneity of pediatric cerebellar tumors based on increased cellular content of 
proteins and peptides. 
Methods Eight children with cerebellar tumor [three with pilocytic astrocytoma (PA), two with 
medulloblastoma (MB), one with ependymoma, one with haemangioblastoma, and one with 
atypical teratoid/rhabdoid tumor (AT/RT)]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MRI data was acquired 
using a Philips 3T MRI scanner, including multiple MRI scans, T1-weighted, T2-weighted, isotropic 
apparent diffusion constant (ADC), Gd-T1w, and APT-weighted. Gd T1w was the last sequence 
acquired. APTw MR imaging was based on the single-slice, single-shot TSE (saturation time = 
800 ms; saturation power = 2 μT). The APT effect was quantified using an MT-ratio asymmetry 
analysis at the offset of 3.5 ppm: MTRasym(3.5ppm), and displayed using a window of -3% to 3%. 
The Gd-T1w image was used as the reference of ROI analysis. 
Results Our initial data show that APTw intensity is consistently higher in the tumor core than in 
normal-appearing cerebellar tissue (two-tailed paired Student’s t-test, 2.4±0.3 vs. 0.5±0.08, p < 
0.001). APTw intensity of high-grade cerebellar tumors is higher than low-grade cerebellar tumors 
(independent sample Student’s t-test, 2.6±0.4 vs.1.5±0.1, p < 0.05).Thus, APT may help better 
distinguish high- and low-grade cerebellar tumors presurgically to assist with treatment planning 
by providing targets for tissue sampling to yield the most accurate diagnosis. 
Conclusions Early results suggest that APT imaging may allow for better characterization and 
grading of pediatric cerebellar tumors noninvasively without the need of exogenous contrast 
agents. These unique capabilities of APT imaging may be very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safety of MRI for human brain tumors. This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or pediatric 
cases, where intravenous access is often problematic. 
 
 
PO-1831 

SMAD4 基因突变致 Myhre syndrome 合并烟雾病 1 例报道 
 

郑静,刘玲娟,熊洁,肖阳阳,刘平,里健,毛定安,刘利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Myhre syndrome(MS)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其致病基因是一种抑癌基因,定
位于第 18 号染色体长臂 18q21.1 的位置,是编码 SMAD 蛋白的基因,SMAD4 蛋白是一种 552 个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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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酸的蛋白,是 TGF-β 信号转导系统中的关键因子。Myhre syndrome 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具有千变

万化的表型,例如身材矮小,智力发育落后,面部畸形,皮肤僵硬及皮肤增厚,短指,关节活动受限,全身肌

肉肥大,耳聋等。目前国内尚无文献对 MS 进行报道,本文对 1 例由 SMAD4 基因突变致病的病例进

行报道,以进一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 1 例 MS 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 基因数据分析(运用生物信息学及临

床信息分析技术)和疑似致病突变验证法(运用 Sanger 测序技术)对患儿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以
进一步明确诊断及指导治疗。 
结果 先证者主要表现为:出生体重低,身材矮小,智力障碍,语言发育落后,下颌前凸,眼间距过远,面中

部后移,短颈,人中短,低位耳,短指综合征,第 2-3 趾并趾畸形,痫性发作,共济失调､ 反复偏瘫等,临床符

合该病的表现。采用二代测序法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结果显示在先证者 SMAD4 基因

c.1499T>C(外显子 12),该基因的编码序列 1499 位的碱基 T 突变为 C,该突变位于第 12 外显子,属于

错义突变,功能实验预测该突变为有害突变。先证者双亲均无致病基因突变,先证者为杂合 de novo
突变,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发病机制。同时行头部 DSA 检查确诊合并烟雾病。 
结论 对于身材矮小､ 短指(趾)､ 并指(趾)畸形､ 精神运动发育迟滞､ 特殊面容的患儿,在诊断时需考

虑 MS 的可能。基因检测是诊断该病的有效手段,SMAD4 基因 c.1499T>C 突变是 MS 的主要致病

突变。MS 合并烟雾病目前还未见病例报道。 
 
 
PO-1832 

影响新生儿惊厥预后的高危因素分析 
 

刘宇,孙娜,黄绍平,杨琳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探讨新生儿惊厥中可能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及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 
方法 收集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的新生儿期

存在惊厥的患儿 55 例,对其病因､ 起病日龄､ 发作类型､ 持续时间､ 发作频率､ 治疗､ 影像､ 脑电

图等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其中存在神经系统后遗症的患儿进行随访,通过单因素分析方法评价

影响新生儿惊厥预后的高危因素。 
结果 1.新生儿惊厥病因统计中,缺氧缺血性脑病为主要病因(23.6%);2.诊断癫痫患儿 37 例(67.3%);
发育落后患儿 22 例(40.0%);3.37 例癫痫患儿中,失访 2 例,药物难治性癫痫 23 例(62.2%);4.新生儿

期影像学异常,后期进展为难治性癫痫者较影像学正常者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随访中发

育较同龄儿落后患儿,出现难治性癫痫可能性大(P<0.05)。 
结论 新生儿惊厥病因以缺氧缺血性脑病为主,患儿后期存在出现癫痫及发育落后的风险。其中,新生

儿期影像学､ 婴幼儿期发育情况对发展为难治性癫痫有一定提示意义。 
 
 
PO-1833 

心理干预在脑瘫儿童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张启飞,王大斌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分析心理干预在脑瘫儿童康复治疗中的作用和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5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89 例脑瘫儿童,将所有的脑瘫儿童随机分为心理治

疗组(n=44)和常规治疗组(n=45)。常规治疗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心理治疗组采用心理护理干预,对
比两组患儿的护理依从性以及护理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434 
 

结果 心理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63.64%､ 好转率为 31.82%,总有效率为 95.45%,明显优于常规治

疗组的治疗有效率 57.78､ 好转率 24.44%以及总有效率 82.22%(P<0.05);心理治疗组的护理依从性

为 41 例(93.18%),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的 38 例(84.44%)(P<0.05)。 
结论 心理干预在脑瘫儿童康复治疗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提高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治疗

依从性,值得临床推广。 
 
 
PO-1834 

ALTERED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ORGANIZATION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RS-MRI 
IN CHILDREN WITH TYPE 1 GAUCHER DISEASE DURING 

THERAPY 
 

Hu Di1,Shengpei Wang2,Miao Zhang1,Huiying Kang1,Jishui Zhang3,Yixin Wang2,Yun Peng1,Huiguang He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Beijing,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has shown a randomization shift of their brain networks in 
individuals with type 1 Gaucher disease (GD).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brain network changes in children with type 1 from therap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lterations 
of brain network in children with GD type I after two-years regular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Methods We obtained rs-fMRI scans from 20 GD Type I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two-year 
regular ERT. The whole-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and analyzed using grap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 two-sample t test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were performed to 
analysis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 
Results Both group exhibited common small world architecture and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at 
global level. At a nodal degree level, decreased nodal strength was found in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precentralgyrus,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and left inferior parietal sulcus. 
Decreased nodal efficiency was found in left inferior parietal gyrus, left precentralgyrus,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left inferior parietal sulcus and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We found 3 
disappeared cortical hubs and 4 appeared cortical hubs in the brain networks after treatment. The 
characters of DMN were similar.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nodal efficiency of emotion-recognition related structures(r=-0.46—-0.52, p=0.02-0.04) and length 
of treatment and  between nodal streng of motion-recognition related structures and length of 
treatment(r=-0.58—-0.48, p=0.009—0.03) . 
Conclusions O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evaluate the improvement of brain network by 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GD type I.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GD had no more segregated disruptions in the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intrinsic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particularly in default regions and 
hubs after regular enzyme replacement treatment. However, for some reason, our results still 
indicate that decreased of neural activity in emotion-recognition related structures and executiv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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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35 

儿童脊髓性肌萎缩症的临床特征分析 
 

霍亮,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脊髓性肌蒌缩症(SMA)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但却是造成婴幼儿死亡的常见疾病

之一,由于其起病隐匿,临床中极易被误诊。本文旨在探讨各型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提高

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认识。方法:对 20例确诊为儿童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的一般情况､ 临床表现､ 实

验室检查､ 肌电图､ 基因检测､ 预后等资料进行分析。 
方法 对 20例确诊为儿童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的一般情况､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肌电图､ 基因

检测､ 预后等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20 例儿童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中男女比例 7:13,临床分型Ⅰ型 14 例,Ⅱ型 4 例,Ⅲ型 2 例。

10.53%有家族史,21.05%有母孕期异常。发病年龄在 3 个月以内占 63.16%。临床表现均为隐匿起

病,缓慢进展,表现为肢体对称性弛缓性瘫痪,下肢重于上肢,70%患儿下肢肌力为 1-2 级,除了肢体典

型表现外大多数婴幼儿还表现为哭声弱､ 吸吮力差､ 反复呼吸道感染表现。实验室检查肌酸激酶､

肌酸激酶同工酶､ 乳酸脱氢酶和谷草转氨酶正常或轻度增高,并且各临床表型间化验指标无显著差

异。肌电图均提示广泛性神经源性损害。检测脊髓性肌萎缩症致病基因 SMN1 基因发现 SMN1 基

因外显子 7､ 8 纯合缺失突变 16 例,SMN1 基因外显子 7､ 8 复合杂合突变 1 例,SMN1 基因外显子 7
､ 8 杂合缺失突变 3 例。 随访时间 1-3 年,死亡 8 例(均为Ⅰ型和 SMN1 基因纯合缺失突变),存活 7

例(Ⅰ型 1 例,Ⅱ､ Ⅲ型,SMN1 基因纯合缺失突变 3 例,复合杂合突变 1 例,杂合缺失突变 3 例),失访 5

例(均为Ⅰ型)。 
结论 在我国儿童人群中,脊髓性肌萎缩症以临床Ⅰ型为主,由于发病年龄小,临床症状不典型,容易被

家长忽略。脊髓性肌萎缩症致病基因 SMN1 基因以 SMN1 基因外显子 7､ 8 纯合缺失突变为主。预

后与发病年龄､ 临床分型相关,发病年龄越晚､ 临床分型越轻,预后相对较好。如果能将基因诊断广

泛应用于 SMA 的产前诊断和指导,对我国优生优育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PO-1836 

抗癫痫药物对癫痫患儿骨代谢影响的动态研究 
 

王倩,霍亮,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了解儿童常用抗癫痫药物对骨代谢的影响,探讨其可能的发生机制。 
方法 选择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1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神经内科初诊的 3-12 岁

､ 单独服用卡马西平(carbamazepine, CBZ)､ 丙戊酸钠(valporate , VPA)或托吡酯(topiramate, 
TPM)的患儿 65 例为观察组,同时取未服用抗癫痫药的常规体检患儿 18 例为对照组。测定癫痫患儿

治疗前､ 治疗后 3个月､ 6 个月及 12 个月时骨代谢生化指标,并和对照组进行对比。测得的实验数

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应用 SPSS10.0 统计软件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两样本均数比较用 t 检
验。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VPA 导致骨形成的指标 N-MID 和 TPINP 的改变;CBZ 导致骨形成指标 N-MID､ TPINP 和

ALP 的改变;TPM 导致骨形成指标 N-MID､ TPINP 和 ALP 以及骨吸收指标 β-CTX 两方面的改变。 
结论 在 3-12 岁､ 单独服用 AEDs 3-12 个月的癫痫患儿中,年龄和性别不是影响骨代谢的危险因

素。抗癫痫药物服用时间越长,对骨代谢的影响越大。CBZ 对骨代谢的影响较 VPA 及 TPM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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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抗癫痫药物患儿的 1.25(OH)2VD3下降,且发生异常改变的时间较早。故口服抗癫痫药同时给予

补充 VitD,可使骨形成及骨吸收达平衡状态。 
 
 
PO-1837 

儿童胼胝体损伤的临床特征及 MRI 动态变化研究 
 

于航,刘雪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回顾性地总结分析胼胝体(Corpus callosum,CC)损伤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头 MRI 动态演变情

况。探讨影响 MRI 转归的可能因素。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2015 年 1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 MRI 提
示有胼胝体弥散受限患儿,回顾性的分析他们的临床特征及 MRI 特征。     
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χ2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分析对影响 MRI 转归的可能因

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对其中有显著性差异的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 
结果 53 例患儿入组,男性 30 例,女性 23 例,平均发病年龄 3 岁(1 月龄-14 岁),冬季发病的 25 例

(47.17%),春季发病的 12 例(22.64%),常见的前驱感染为消化道感染(37.74%)和上呼吸道感染

(32.08%),首发神经系统症状以惊厥 多见为 30 例(55.60%),平均在前驱感染后的 3 天(0-15 天)出现

神经系统症状;27 例(50.94%)患儿血清中检测到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16/27)､ 单纯疱疹病毒(8/27)
､ 肺炎衣原体(7/27) 常见;所有患儿均在首发神经系统症状出现后的 0-15 天行头 MRI 检查,病灶仅

局限于胼胝体压部(Splenial of corpus callosum,SCC)的有 31 例(58.49%),22 例(41.5%)伴有胼胝体

以外其他脑区受累。42 例进行了 MRI 复查,复查时间为首次 MRI 后的 3-55 天,11 例(26.19%)病灶

未消失或增多,31 例(73.8%)病灶完全消失,其中 24 例(24/31)患儿的 MRI 复查时间为首次 MRI 后的

7-14 天。 
结论 1.胼胝体损伤患儿通常冬春季发病,以惊厥为主要的神经系统症状,消化道感染､ 上呼吸道感染
是 常见的的前驱感染,病原学上以肺炎支原体感染常见,大部分患儿 MRI 转归良好。 
  2.出生地为农村,夏季发病,首发神经系统症状为意识障碍,血 WBC 升高,单纯疱疹病毒感染,CSF 白

细胞升高,CSF 蛋白升高,双侧大脑半球病灶分布不对称为 MRI 不良转归的危险因素,其中而意识障

碍为独立危险因素。 
  3.病灶仅局限于 SCC 是 MRI 转归的独立保护因素。 
  4.定期随访 MRI 是评估 CC 损伤病灶恢复情况 直观的方法,距首次 MRI 7-14 天行第 1 次 MRI 复
查为 具评估价值的复查时间。 
 
 
PO-1838 

基于儿童癫痫的当前研究热点分析 
 

霍亮
1,崔雷

2,王华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系 

 
 

目的 通过文本挖掘的方法,对当前儿童癫痫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进行总结分析。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中与儿童癫痫相关的研究文献,检索范围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1 日,采用 Bicomb 和图形聚类工具 gCLUTO 对文献进行关键词词篇矩阵､ 双向聚类分析,形成主

题词聚类曲线图､ 主题词聚类矩阵及主题词聚类树状图。 
结果 共 5957 篇文献纳入分析,抽取出现频次≥52 次的主题词 52 个,聚类分析获得儿童癫痫相关研

究的 7 个研究热点:儿童癫痫的遗传代谢性发病机制的研究､ 儿童癫痫致病基因等精准医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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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癫痫外科手术治疗的研究､ 儿童癫痫的病理生理的研究､ 新型抗癫痫药物在儿童癫痫中的应

用､ 儿童癫痫共患病的研究以及神经电生理检查在儿童癫痫中的应用。 
结论 近年来儿童癫痫相关的研究不断被国外学者重视,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儿童癫痫遗传代谢性

发病机制､ 儿童癫痫外科手术治疗和新型抗癫痫药物在儿童癫痫中的应用等方面,对于癫痫的病因

学以及针对病因学的治疗等方面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PO-1839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with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reveals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in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Li Wenfeng1, Wen Hongwei2,3, Peng Yun1, Li Hongbin4, Wen Yang1, Cheng Hua1, Fan Yang5, He 
Huiguang2,3,6,Liu Yue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2.Research Center for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4.Otolaryng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5.MR Research China, GE Healthcare 

6.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Brain Science and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cause of such changes,we investigated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of WM in OSAS children by us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 
Methods Ten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OSAS were recrui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ge: 5.4±2.221 
years, range: 4–10 years; 6 female). For comparison, eleven age and gender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also included MR images were acquired in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using a 3.0 T 
GE Discovery MR750 scanner.For each subject, T1 weighted imaging (T1 WI),T2 weighted 
imaging (T2 WI) and DKI were scanned. And on conventional MRI,the imaging apearances of all 
the cases were normal.For DKI dataset, conventional kurtosis related parameters such as: Axial 
diffusivity (AD), Radial diffusivity (RD), Mean diffusivity (M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Kurtosis 
fractional anisotropy (KFA), Axial kurtosis (Kax), Radial kurtosis (Krad), Mean kurtosis (Kmean), 
Mean kurtosis tensor (MKT) were firstly computed for each subject. Then,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was used to assess differences in WM between children with OSAS and normal 
controls. 
Results The white matter fibers with significant intergroup differences (FEW corrected P < 0.05) 
in DKI-derived kurtosis parameters are shown as bellow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the 
kurtosis parameters were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ultiple white matter regions in 
OSAS children. The mainly involved region include bilateral corticospinal tract, inferior fronto-
occipital fasciculus,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pos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include optic 
radiation); right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brainstem, body of 
corpus callosum/forceps minor (Fig1,Fig2).In TBSS analysis of DKI parameters, KFA values in 
the left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right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uration time of the patient group,and negativelycorrelated withTS90 
(the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recorded time when the oxygen staturation below 90%) of the patient 
group (Figure3). 
Conclusions DKI is more suitable than DTI for grasp tissue microstructure change, can better 
reflect the brain white matter changes in the microstructure.Children with OSAS showed 
significant functional alterations of the left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right Inferior fronto-
occipital fasciculus and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in children with O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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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0 

3.0T 磁共振多体素氢谱在无形态学改变 
的儿童颞叶癫痫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朱凯,张晓凡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应用 3.0T 高场强磁共振氢质子波谱(1H- proton MR spectroscopy)研究儿童颞叶癫痫灶内代谢

物改变,为癫痫灶的定位和预后分析提供了更为有价值的信息,成为近年来应用于癫痫研究的新方

法。 
方法 临床诊断颞叶癫痫患儿但常规磁共振显示无形态学异常 60 例和健康志愿儿 60 例通过

Philips3.0T 磁共振扫描仪,使用标准化的感兴趣区(ROI),对双侧海马体部进行磁共振常规轴位 T2WI
和多体素磁共振 1H-MRS 波谱采集,将正常对照组 1H-MRS 结果作为标准,测定天门冬氨酸(NAA)､
胆碱(Cho)､ 肌酸(Cr)等代谢产物,评价无形态学改变颞叶癫痫患儿海马 1H-MRS 代谢物特点,分析

1H-MRS 对无形态学改变的颞叶癫痫患儿的诊断价值。 
结果 无形态学改变的颞叶癫痫患儿天门冬氨酸(NAA)峰降低,天门冬氨酸与肌酸(NAA/Cr)比值下降,
以 NAA/(Cr+Cho)值为标准,53 例患儿可以定侧诊断, 敏感性 88%, 并发现 34 例双侧海马波谱数据

异常, 占 56.7%。 
结论 3.0T 磁共振多体素氢谱在无形态学改变的儿童颞叶癫痫患者中的应用敏感性高于磁共振常规

检查 , 1H-MRS 可无创性探测脑组织内生化改变 , 对无形态学改变的儿童颞叶癫痫患者诊断具有很

高的价值 ,这项研究为儿童颞叶癫痫的定位及预后评价和指导临床治疗方面提供了更有利的影像学

依据。 
 
 
PO-1841 

3.0T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联合波谱成像对儿童孤独症的研究价值 
 

朱凯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应用 3.0T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联合波谱成像分析儿童孤独症患儿额叶､ 胼胝体､ 内囊后肢定

量的分数各向异性(FA)值､ 表观弥散系数(ADC)值､ 天门冬氨酸(NAA)､ 天门冬氨酸/肌酸(NAA/Cr)
､ 胆碱/肌酸(Cho/Cr),探讨此两种无创的技术对孤独者的研究价值。 
方法 86 例孤独症患儿(男 20 例,女 66 例,平均年龄 5.4 岁),30 例健康志愿儿(男 15 例,女 15 例,平均

5 岁)。使用 philips 3.0T 磁共振扫描仪,应用 8 通道头部线圈,行磁共振常规序列､ DTI 和 1H-MRS
扫描,DTI 检查 b 值选 1000, 使用标准化的感兴趣区(ROI)测量额叶､ 胼胝体､ 内囊后肢 ADC 值､

FA 值､ NAA､ NAA/Cr､ Cho/Cr。 
结果  胼胝体区与对照组 FA 值(0.35±0.02,0.43±0.05),内囊后肢与对照组(0.40±0.001,0.46±0.04),额
叶与对照组(0.42±0.03,0.53±0.04);胼胝体与对照组 ADC 值(2.38±4.31,2.1±0.72),内囊后肢与对照

组(2.35±4.43,2.16±5.4),额叶与对照组(2.42±4.61,2.23±5.12)。额叶､ 胼胝体､ 内囊区孤独症患儿

FA 值较对照组下降(P<0.05),ADC 值三组较对照组升高(P<0.05)。DTI 检查 FA 值与 ADC 值呈负相

关。额叶､ 胼胝体､ 内囊后肢的轴向扩散减少,表明三个部位纤维束异常受损。胼胝体天门冬氨酸

(NAA)与对照组分别是(5.91±0.93,6.03±0.89),NAA 低于对照组(P<0.05),NAA/ Cr 比值

(1.81±0.17,1.9±0.19), Cho/Cr 比值(1.17±0.13,1.16±0.13)。孤独症患儿 NAA 减少,标志神经元细胞

破坏,神经纤维素减少,FA 值降低,ADC 值升高,这与 DTI 研究有一致性。 
结论 采用弥散张量成像联合波谱成像,对孤独症患儿脑部精细结构影像学定量的分析,对临床建立合

理的治疗方案提供有力的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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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2 

小儿遗传性周围神经病临床､ 电生理和遗传性特征初探 
 

施亿贇,胡超平,周水珍,王艺,孙道开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小儿遗传性周围神经病的临床､ 电生理和遗传性特点。 
方法 收集 2014.11-2017.5复旦大学儿科医院肌电图室和神经科门诊基因诊断明确､ 资料完整的遗

传性周围神经病病例,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 14 例患儿,男 9 例,女 5 例;初诊年龄:9 月-13 岁,以运动发育落后或足部畸形就诊。家族史:3 例;头
MR 异常 2 例。肌电图结果:仅累及运动神经:2 例,运动和感觉神经同时受累:12 例;轴索病变 5 例,脱
髓鞘+轴索病变 9 例。遗传学结果: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HMSN)12 例,分别为 5 例 AD-CMT1(均为

PMP22 突变,点突变 3 例,重复突变 2 例)､ 3 例 AR-CMT1(GDAP1 复合杂合突变 2 例和 1 例 PRX
纯合突变)､ 3 例 AD-CMT2(均为 MFN2 点突变)和 1 例 X-CMT(GJB1 点突变); 遗传性运动神经病

(HMN)2 例(均为 IGHMBP2 复合杂合突变)。 
结论 综合临床各项指标,有助于小儿遗传性周围神经病的诊､ 针对性康复治疗和遗传咨询。 
 
 
PO-1843 

基于系统生物学研究发现 Atg7 受体激动剂作 
为治疗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潜在靶向药物 

 
鲁瑞丰,王华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自噬相关蛋白 7(ATG7)及其潜在的受体激动剂候选药物在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后的潜在治

疗作用。 
方法 确定 Atg7 作为筛选候选蛋白激动剂这一新颖的治疗靶点,是基于 mRNA表达分析､ 网络建设

､ 分子建模､ 分子对接和分子动力学(MD)模拟这一系列系统生物学研究方法。体外细胞模型中,利
用可用性分析､ 电子显微镜､ 免疫印迹和 ROS 测量方法来验证候选化合物的功效。我们使用自噬

相关蛋白 7 的共表达网络分析和构造(PPI)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同时,我们筛选了目标化合物从药

物库中搜寻自噬相关蛋白 7 和锌。进一步的 MD 模拟结果支持稳定的候选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Atg7。 
结果 候选 ATG7 受体激动剂诱导自噬和减少活性氧的产生。在硅片分析和实验验证表明,Atg7 受体

激动剂可以诱导自噬和减少脑缺血损伤。 
结论 该化合物作为未来治疗领域里潜在的新 Atg7 靶向药物来治疗缺氧缺血性脑病。 
 
 
PO-1844 

20 例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的临床特点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王均林,李玉芬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的临床特点,随访并评估乙脑患儿预后,探讨乙脑诊治策略及预

后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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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6 年 8 月~2016 年 11 月在我院住院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 20 例的病史资料,并在其

出院至少半年后进行随访,对他们的预防接种史､ 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及诊疗过程进行分析。探讨

临床各项指标(年龄､ 性别､ 乙脑疫苗接种史､ 初期持续时间､ 意识障碍程度､ 抽搐次数､ 呼吸衰

竭､ 脑脊液白细胞数)和相关辅助检查(脑电图､ 头颅 MRI)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本组 20 例患儿,发病时间均在 7~9 月,发病年龄在 2 个月~13 岁之间,以 3~6 岁组的患儿 多

(52.8%),绝大多数患儿来自农村(85..2%),仅有 9 例(45%)患儿接种过乙脑疫苗。临床表现中,所有患

儿均有发热及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发热以高热(80.6%)为主,12 例(60%)有抽搐发生,5 例(25%)出现

呼吸衰竭,实验室检查中,有 14 例患儿(70%)血常规呈白细胞增高;所有患儿脑脊液白细胞数升高者有

14 例(70%)头颅影像学检查阳性率高(头颅 MRI 为 60%),主要表现为以丘脑及基底节为主的异常信

号;脑电图检查的阳性率为 98%,主要表现为全脑弥漫性 δθ 活动增多。20 例成功随访患儿均无死亡

､ 4 例(20%)有严重后遗症,经统计分析发现初期持续时间､ 意识障碍程度､ 抽搐次数､ 呼吸衰竭及

肢体麻痹与预后相关。 
结论 儿童乙脑病情危重,早诊断､ 积极治疗可降低病死率,初期持续时间､ 意识障碍程度､ 抽搐次数

､ 呼吸衰竭是影响乙脑预后的重要因素。 
 
 
PO-1845 

首次治疗儿童失神癫痫长期预后的评估 
 

王晓雨,陈静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通过对首药丙戊酸钠治疗儿童失神癫痫(CAE)1 年的不同疗效组的临床和脑电图(EEG)特征分

析,评估抗癫痫药物的疗效和 CAE 长期预后的相关因素,探讨 CAE 首药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 
方法 在 2010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行视频脑电图检查的患者中检索“失
神”病例。参照 1989 年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提出的 CAE 诊断标准来制定具体的纳入标准和排除

标准,筛选出 92 例病例,其中有 71 例首药选择丙戊酸钠(VPA)单药治疗,观察 1 年,根据临床疗效进行

分组,VPA 单药治疗 1 年无发作者视为首药治疗成功,为发作控制组;若 VPA 治疗 1 年内发作未能控

制,需加药治疗或仅单药治疗未能控制者视为首药治疗失败,为发作未控制组。回顾性分析 CAE 患儿

的性别､ 起病年龄､ 热性惊厥史､ 家族史等临床特点､ 符合 2005 年 Panayiotopoulos 诊断标准及

EEG 特征与 CAE 长期疗效的相关性。 
结果 在 1 年内首选 VPA 单药治疗的 71 例病例中,发作控制组 47 例(66.2%),发作未控制组 24 例

(33.8%),两组的性别､ 起病年龄､ 是否出现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GTCS)､ 热性惊厥(FS)史､ FS 家

族史､ 癫痫(EP)家族史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与 CAE 的长期疗效无关。EEG 特征

中的过度换气(HV)诱发发作(78.7%比 79.2%)､ 间断闪光刺激(IPS)诱发发作(36.2%比 25.0%)以及

符合 2005 年 Panayiotopoulos 诊断标准(61.7%比 45.8%),两组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两组的发作间期出现睡眠中局灶性痫样放电(14.9%比 66.7%)､ 清醒期枕区节律性 δ
活动(OIRDA)(74.5%比 41.7%)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通过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间
期睡眠中局灶性痫样放电是首药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清醒期 OIRDA 是首药治疗成功的保护因素,局
灶性痫样放电与 CAE 的长期疗效有明显相关性。 
结论 本研究提示 EEG 特征中间期局灶性痫样放电预示着 CAE 首次药物治疗可能会失败,而清醒期

OIRDA 预示预后可能良好。本研究中的临床特征与首药治疗的长期预后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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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6 

GAMT 基因突变导致肌酸缺乏综合征 3 例 
 

杨蕾,方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 GAMT基因突变导致肌酸缺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和影像学特点和诊断。 
方法 对 3例应用靶向基因捕获二代测序技术确诊的肌酸缺乏综合征患者的临床､ 头颅 MRI表现､

尿肌酸和脑肌酸测定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 例患儿,1 例男性,2 例女性为姐妹,9 月龄~7 岁,均以智体力发育落后为主要表现,2 例存在不同

程度的孤独症样行为及抽搐发作。头颅 MRI 提示 1 例正常,1 例双侧苍白球及桥脑背侧见对称性斑

片状稍长 T1､ 长 T2 信号,1 例桥脑背侧对称性长 T1､ 长 T2 信号。头颅 MRS 均提示双侧额叶及基

底节区肌酸峰明显降低。尿代谢检测结果提示尿肌酸明显降低,尿胍基乙酸显著升高,尿肌酐正常。

男性患儿 GAMT 基因检测发现杂合 c.467C>A,来源母亲,为已报道的致病突变。杂合 c.194T>C,来
源于父亲,为未报道的新突变,软件功能预测提示为致病性突变。2 例女性患儿 GAMT 基因检测均为

c.328-1C>T 纯合突变,来源于父母,未见报道,软件功能预测提示为致病性突变。3 例患儿均确诊为

GAMT 基因突变导致的肌酸缺乏综合征。 
结论 GAMT 基因突变导致肌酸缺乏综合征以发育落后起病,可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症样行为和抽搐

发作,头颅 MRI 提示苍白球及桥脑异常,尿肌酸和脑肌酸检测可以协助诊断。 
 
 
PO-1847 

早发癫痫性脑病的基因型研究进展 
 

阮媛媛,刘智胜,孙丹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癫痫性脑病由癫痫性的大脑放电导致的进行性神经功能衰退,从而导致认知､ 运动发育倒退,近
年来癫痫遗传学发展迅速,对部分癫痫性脑病的诊断和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婴幼儿期起病的

早发型癫痫性脑病的遗传学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PO-1848 

视频脑电图诊断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分析 
 

郭武玲,杨欣伟,刘瑶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分析脑电图与视频脑电图在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诊治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7 月收治的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 84 例,分别给予常规脑电

图与 24h 视频脑电图的临床检查,总结两项检验的临床特征,比较在病情程度与异常波中的诊断效果,
并通过统计学分析探讨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 佳诊断方案。 
结果 视频脑电图检查中轻度 19 例(22.6%)､ 中度异常 42 例(50.0%)､ 重度异常 12 例(14.3%)､ 总

异常率为 86.9%,其总异常率同常规脑电图检查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6.48,P<0.05=。同时,视频脑电

图检查中慢波､ 慢波暴发与发作波的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常规脑电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对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采用视频脑电图的诊断效果更为满意,为早期治疗创造积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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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9 

新生儿惊厥 202 例数字视频脑电图分析 
 

温秀芳,马秀伟,封志纯 
北京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100700 

 
 

目的 分析新生儿惊厥的发病原因及探讨数字视频脑电图(VEEG)在新生儿惊厥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应用数字视频脑电图图监测仪器,对 2014 年-2016 年期间,胎龄为 27-41 周的 202 例新生儿惊

厥患儿进行检测并分析结果。 
结果 共收录新生儿惊厥患儿 202 例,足月 187 例,早产 15 例,其中以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颅内出

血等器质性病变痫性放电率 高,其次为新生儿低血糖､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 先天性心脏病术后､

ECMO 术后。其中 35 例惊厥患儿脑电图正常;167 例脑电图异常:发作见期背景节律正常,有痫性放

电 82 例(睡眠期痫性放电的频率明显比清醒期多,且以安静睡眠期 为多见),发作间期背景节律改变,
脑波活动成熟延迟 80 例,背景活动重度异常:暴发-抑制 2 例,1 例电压低平,8 例电发作(临床下发作);5
例 VEEG 同步监测到发作期痫性放电,发作形式为微小型发作､ 多灶性阵挛型发作和强直型发作。

另 6 例新生儿发作,在发作期及发作间期无明显痫性放电,确诊为非癫痫性发作。 
结论 新生儿惊厥多发生在生后一周内,以围产期脑损伤为主要原因,VEEG 对新生儿发作疾病的诊断

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早期治疗和改善预后。 
 
 
PO-1850 

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 25 例临床观察 
 

陈建,马丽,王云,刘今,冯伟静,董泽伍,李加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223300 

 
 

目的 分析总结格林-巴利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自 2000 年 1 月至今 2016 年 12 月间收治的 25 例格林巴利综合

征患儿临床资料及辅助检查资料,对其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17 年期间共收治 25 名患儿,其中 24 例(96%)属于 AIDP,1 例(4%)属于 MFS。AIDP 患儿中 20
例起病 5 天后做肌电图检查结果,80%有阳性发现,大部分电生理分型为脱髓鞘型(12 例),正常(4
例)。25 例患儿起病 2 周后的脑脊液检查,24 例存在蛋白-细胞分离现象。2 名患儿行血神经节苷酯

抗体检测,1 名患儿(50%)抗体阳性。17 例患儿接受丙种球蛋白治疗,总剂量达 2 g/kg (分 2~5 d),15
例患儿在应用丙种球蛋白后症状减轻,无效 2 例。1 例无效病例随后续贯接受大剂量甲基泼尼松龙

冲击治疗 15mg/(kg·d)×3 d],1 例症状减轻,另一例婴儿初表现为咳嗽､ 声音嘶哑､ 呛奶,后出现呼吸

衰竭,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同时应用丙种球蛋白,初为 A/C 模式,4 天后改为 SIMV 模式,但始终不能撤

离呼吸机,后因家长放弃治疗死亡。 
结论 格林-巴利综合征是我国小儿 常见的急性周围神经病,儿童尤其小婴儿临床表现不典型,容易误

诊,复习这些临床特点可以帮助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更好的识别和治疗格林-巴利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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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51 

Angelman 综合征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高帅,齐晖,张家洁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本文作者对其所在医院收治的 1 名以癫痫发作为主要特点的 Angelman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

现､ 脑电图､ 基因检测和诊疗情况的总结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期望有助于临床医生对 Angelman
综合征的进一步了解。 
方法 本文作者对其所在医院收治的 1 名以癫痫发作为主要特点的 Angelman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

现､ 脑电图､ 基因检测和诊疗情况的总结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1､ 本例患儿头围小,下颌长,舌伸出,表情欣快,癫痫发作,运动､ 认知及语言发育落后,脑电图痫

样放电,癫痫发作等临床表现基本相符。 
2､ 该患儿进行了染色体微缺失､ 微重复检测(CNV)得出患儿 15q11.2q13.1 母源片段丢失,符合

Angelman 综合征 15 号染色体长臂 11 区-13 区功能缺失。 
3､ 该患儿脑电图表现为额部尖波､ 尖慢波发放,以及持续性 δ 波发放。 
结论 Angelman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与 UBE3A 基因的功能缺失直接相关。

鉴于对 Angelman 综合征认识不足,故加强临床医生对该病的发病机制､ 典型临床表现､ 诊断方法

和对应治疗方案的认识。 
 
 
PO-1852 

颅内感染患儿视频脑电图的临床诊断分析 
 

贺一薇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分析并讨论视频脑电图在颅内感染患儿的临床应用价值,从而为临床诊治提供选择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医院接受诊治的 200 例颅内感染患儿进行研究,患儿均采用

视频脑电图(日本光电)进行脑电图监测,并分析患儿脑电图特点, VEGG 与头部 MRI 检查对比及与临

床分类和严重程度关系,数据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结果 200 例患儿脑电异常者 154 例,异常率 77%,其中轻度异常多表现为高幅 θ 波,偶伴少量 δ 波,中
度异常多表现为高幅 θ 波活动,δ 波较轻度异常频繁出现,重度异常多为弥漫性至中高幅度 θ 波,δ 波

呈短至中长程出现;脑电图异常率为 77%,明显高于头部 MRI 平扫异常率 6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5);颅内感染患儿临床表型严重程度与脑电图异常程度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0.61,P<0.05)。 
结论 颅内感染患儿视频脑电图异常率高,且异常程度与临床分类及疾病严重程度有相关性,可以为临

床诊治提供平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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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53 

复发性细菌性脑膜(脑)炎患儿临床特征分析 
 

陈文雄,高媛媛,李小晶,杨思达,郑可鲁,张雅妮,甘颖妍,田杨,李颖,梁惠慈,麦坚凝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神经内科 510623 

 
 

目的 复发性细菌性脑膜(脑)炎[Recurrent Bacterial Meningitis (Meningoencephalitis)](RBM)是神经

科急症,早期发现可能导致 RBM 的因素具挑战性,目前研究尚少。RBM 定义为首次脑膜(脑炎)炎临

床痊愈停药后再次复发,发生的次数 2 次及以上。分析 RBM 患儿的临床诊疗特征,为提高 RBM 患儿

的临床诊疗水平提供借鉴。  
方法 对 5 例 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神经内科住院的

RBM 患儿的诱因及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5 例男性 RBM 患儿诱因包括外伤后疑似脑脊液鼻漏 1 例,免疫缺陷病 1 例,予抗生素治疗停用

后复发 4 例。病原学包括肺炎链球菌 2 例(疑似脑积液鼻漏 1 例;免疫缺陷病 1 例),大肠杆菌 2 例,病
原不明 1 例。临床特征:(1)疑似脑脊液漏 RBM 患儿: 初次起病年龄 10 月, 7 月龄时曾有外伤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及左额部头皮擦挫伤史;共复发 4 次;每次初次脑脊液情

况:WBC(Mean=25810.25´106/L,4200~70241);MP (Mean=4.37g/L,2.75~7.08);Glu (Mean=0.235 
mmol/L,0.06~0.45);第 2 次复发时,发现疑似脑脊液鼻漏,尚未行外科修补术; 遗留重度听力障碍;左侧

额颞叶脑沟裂增宽,实质萎缩,脑外间隙明显增宽;脑积水(脑室腹腔引流术后)。(2)免疫缺陷病 RBM
患儿:于 4y10 月及 8y2m 龄分别发生 2 次严重细菌性脑膜(脑)炎;第二次发病时确诊为 X 连锁无丙种

球蛋白血症[BTK 基因 14 号染色体剪切突变(c. 1349+5G>A)];2 次初次脑脊液情况:WBC 
(Mean=2381´106/L,206~4556);MP(Mean=3.17g/L,2.05~4.29);Glu(Mean=0.07 mmol/L,0.00~1.40);
出院后定期丙种球蛋白治疗;无明显神经系统后遗表现,除右侧豆状核小斑片状异常信号。(3)2 例大

肠杆菌性 RBM 患儿(1 例足月,1 例早产[34w+2]),平均起病年龄 33 天 (24~42);皆停药 9 天后复发,平
均使用抗菌药物治疗 35 天(32~38);停药时脑脊液情况:WBC:5.5 ´106/L(0~11);MP: 0.95 
g/L(0.94~0.96);Glu:2.01mmol/L(1.75~2.26);无神经系统后遗表现。(4)病原不明 RBM 足月患儿 1
例(伴脐部感染),起病年龄出生后第 3 天,使用抗生素治疗 14 天,停药 25 天后复发,无神经系统后遗表

现。 
结论 头颅外伤后化脓性脑膜炎,应注意除外脑脊液漏所致可能,早期发现及外科修复重要;RBM 患儿

应注意排除免疫缺陷病可能,如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有些 RBM 患儿病原不明;婴儿大肠杆菌性

脑膜炎抗菌素使用的时间及停药的脑脊液指征尚需进一步探讨。 
 
 
PO-1854 

儿童慢性肾脏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临床特征及关系探讨 
 

孙佳鹏,肖慧捷,丁洁,姚勇,王芳,钟旭辉,苏白鸽,张宏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yperhomocysteinemia,HHcy)的慢性肾脏病

(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儿临床资料,旨在探讨 CKD 儿童合并 HHcy 的临床特征以及可能

的影响因素､ 诊治情况。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yperhomocysteinemia,HHcy)的慢性肾脏病

(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儿临床资料,旨在探讨 CKD 儿童合并 HHcy 的临床特征以及可能

的影响因素､ 诊治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14 例患儿,包括男性患儿 199 例,女性患儿 115 例,中位就诊年龄 9(5,12)岁,中
位病程时间 16(5,45)月。纳入本研究的 CKD 患儿原发疾病包括原发性肾小球疾病(55.73%)､ 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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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肾小球疾病(14.65%)､ 遗传性肾脏病(11.78%)､ 先天性肾脏和尿路发育畸形(3.50%)､ 肾小管疾

病(3.50%)以及约 7.96%患儿病因不明。HHcy 在 CKD 1期､ 2期､ 3期､ 4 期及 5 期的发生率分别

为 19.3%､ 19.0%､ 44.0%､ 65.0%和 75.0%,中位水平依次为 9.32(7.42,12.97)μmol/L､
12.37(11.03,14.29)μmol/L ､ 14.85(10.35,20.90)μmol/L､ 17.03(11.40,19.13)μmol/L 及

18.73(13.76,39.48)μmol/L。共 87 例 CKD 患儿合并 HHcy,其中轻度 HHcy 71 例,中度 HHcy 16 例,
无重度 HHcy 病例。在合并中度 HHcy 的 CKD 患儿中,依次为 CKD 1 期患儿 8 例,CKD 3 期患儿 3
例,CKD5 期患儿 5 例;在 CKD 1期､ 3 期及 5 期中,Hcy 平均水平分别为 63.17±24.67μmol/L､
40.46±14.97μmol/L 和 63.62±19.43μmol/L,组间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192)。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显示 eGFR､ 血浆白蛋白､ 血清叶酸､ 维生素 B12为 HHcy 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在 HHcy 患儿

中,共 19 例患儿接受治疗并具有较为完整的随访资料,接受口服叶酸､ 甲钴胺､ 亚叶酸钙治疗后,监
测到血 Hcy 水平明显下降。 
结论 针对国内儿童 CKD 合并 HHcy 的研究匮乏;本文回顾性地分析了国内单中心儿童慢性肾脏病住

院患儿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临床特征､ 病因构成､ 发生率以及治疗情况。HHcy 在 CKD 儿

童中普遍存在,但以往多被忽视。在 CKD 中晚期,HHcy 的发生率以及 Hcy 水平均随 CKD 分期进展

而增加。血 Hcy 受多因素影响,维生素 B12或叶酸缺乏､ 血浆白蛋白水平､ CKD分期､ 疾病种类等

均可影响 HHcy 水平。在 CKD 患儿中 Hcy 均为轻-中度升高。在 CKD 早期出现的 HHcy 多与维生

素缺乏有关;在 CKD 患儿中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显著降低血 Hcy 水平,但是能否改善 CKD 患儿预后

仍需长期随访观察。临床医生在 CKD 管理中,应重视 HHcy 的监测和处理。 
 
 
PO-1855 

HLA 配型对儿童肾移植长期预后影响的 Meta 分析 
 

石鑫淼,钟旭辉,丁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分析 HLA 配型与儿童肾移植长期预后之间的关系,并探讨 HLA-A､ B､ DR 错配对儿童肾移植

的影响。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全面收集自

数据库建立至 2016 年 12 月发表的所有关于 HLA 配型对儿童肾移植长期预后影响的研究,制定严格

的纳入､ 排除标准,并严格评价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统计软件选用 Stata12.0。原始数据不足但

可获得生存曲线的研究,采用“Engauge Digitizer”提取数据。首先对纳入的各研究效应量通过同质性

检验(Q test,Chi-square test),I2统计量定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当存在低度异质性时,即 I2<50%,即纳入

文献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用相对危险

度(risk ratio,RR)和 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作为评价标准。 
结果 终纳入 11 项符合纳入标准的队列研究,共计 12229 例儿童患者,其中 HLA-DR 错配对儿童肾

移植术后 1,3,5,10 年移植物失功的研究数量分别为 7,7,8,3 项研究,研究人数分别为

11748,11748,12021,1315 例。HLA-A+B 错配对儿童肾移植术后 5 年移植物失功的研究数量为 3 项

研究,研究人数为 628 例。Meta 合并分析结果显示:HLA-DR 错配(2 位点错配 vs 0-1 位点错配)对儿

童肾移植术后 1 年移植物失功(RR=1.41,95%CI:1.11-1.80,I2=69.8%,P=0.006)､ 3 年移植物失功

(RR=1.28,95%CI:1.08-1.52,I2=66.0%,P=0.004)､ 5 年移植物失功(RR=1.21,95%CI:1.04-
1.41,I2=69.4%,P=0.024)､ 10 年移植物失功(RR=1.30,95%CI:1.02-1.67,I2=67.0%,P=0.038)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HLA-A+B 错配(0-1 位点错配 vs 2-4 位点错配)对术后 5 年移植物失功

(RR=3.17,95%CI:1.20-8.36,I2=74.6%,P=0.0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供受者 HLA 配型是影响儿童肾移植预后的重要因素,尤其是 HLA-DR,HLA-A+B 错配对儿童肾

移植长期预后的影响程度可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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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56 

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临床初步研究 
 

郝志宏,于生友,何绍平,于力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 观察利妥昔单抗(RTX)在治疗儿童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SDNS)患儿中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在我院收治的激素依赖､ 且对加用免疫抑制剂(环孢素､ 吗替麦考酚酯､ 左旋咪唑､ 他克

莫司)有效､ 但停药或减量后仍然复发的 3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应用利妥昔单抗前停用免疫抑制剂,
激素改为足量应用,给予利妥昔单抗 375mg/m2治疗,每周 1 次,连用 4 次,观察尿蛋白转阴情况､ B 淋

巴细胞(CD3-CD19+)含量､ 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3 例患儿在第 1 次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后 3~6 d 尿蛋白转阴。治疗前 B 淋巴细胞(CD3-CD19+)
比例为 8.9%-21.6%,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均下降接近至 0,3 个月复查后升高至 5.1%-6.2%,血清免疫

球蛋白 IgA､ IgG､ IgE､ IgM 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输注过程中有 1例首次输注时发生发热､ 恶心､

瘙痒､ 呼吸困难､ 颜面潮红不良反应,其余未见明显异常反应。 
结论 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有一定的临床疗效,延长肾病缓解时间,但其治疗的

安全性仍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PO-1857 

儿童 IgA 肾病 112 例临床与病理分析 
 

朱亚菊,龚莹靓,李玉峰,卫敏江,金晶,董瑜,吴伟岚,陈慧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 IgA 肾病患儿临床表现与病理改变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12 例病理诊断为 IgA 肾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病理分级采用改良 Lee 分级法。 
结果 112 例 IgA 肾病单纯血尿共 39 例;单纯蛋白尿共 14 例,所有病例均为肾病水平蛋白尿;血尿合并

非肾病水平蛋白尿共 25 例;血尿合并肾病水平蛋白尿共 34 例。肾活检病理分级以Ⅱ级(44.6%)､ Ⅲ
级(36.6%) 多。存在肉眼血尿时,蛋白尿水平越高,病理等级越高(Rs=0.348,P=0.004);存在肾病水

平蛋白尿时,血尿程度越重,病理等级越高(rs=0.663,P<0.001)。 
结论 IgA 肾病血尿及蛋白尿程度与病理等级存在正相关性。 
 
 
PO-1858 

狼疮性肾炎患儿血清 BAFF 水平与临床病理及复发的研究 
 

阮静维,杨帆,邓泂,林宏容,陈华木,莫樱,蒋小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儿童狼疮性肾炎(LN)血清 B 淋巴细胞活化因子(BAFF)水平与临床､ 病理及复发的关系。 
方法 在我院小儿肾病中心确诊的 54 例 LN 患儿,按是否治疗分为初发未治疗组(10 例)､ 治疗组(44
例),按治疗后是否缓解分为缓解组(20 例)和未缓解组(34 例),按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6 例)和非复发

组(48 例);共 46 例 LN 患儿完善肾穿刺活检,按病理分型将完善肾脏病理活检分为 III 型(5 例)､ IV 型

(28 例)､ V 型(10 例),I型､ II型､ IV 型各 1 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血清 BAFF 水

平,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的关系。15 名健康儿童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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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LN 组血清 BAFF 水平[(733.26±256.35)pg/ml]明显高于对照组[(582.17±61.12)pg/ml],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3.821, P<0.001)。 
(2)初发未治疗组[(984.85±310.19)pg/ml]与治疗组[(738.56±169.14)pg/ml]血清 BAFF 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初发未治疗组组血清 BAFF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325, P<0.05)。 
(3) 缓解组[(722.31±105.15)pg/ml]与未缓解组[(869.53±351.92)pg/ml]血清 BAFF 均高于对照组,且
缓解组血清 BAFF 水平低于未缓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399, P<0.005)。 
(4)LN 患儿复发组血清 BAFF 水平[(830.30±46.03)pg/ml]明显高于缓解组[(722.31±105.15)pg/ml],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F=2.372, P<0.05);LN 患儿合并 sBAFF 水平升高者发生复发的比率,较无 sBAFF
水平升高者高,OR>1,95%置信区间[0.697, 59.277]。 
(5) 病理分型 III型､ IV 型､ V 型间血清 BAFF 水平[(781.62±94.17)pg/ml, (733.42±229.97)pg/ml, 
(862.09±231.23)pg/ml]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Austin 肾脏病理评分无相关性(P>0.05)。 
(6) 合并神经精神狼疮 LN 患儿血清 BAFF 水平[(997.57±308.51)pg/ml]高于未合并者

[(769.28±229.75)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02, P<0.05)。 
结论 LN 患儿血清 BAFF 水平高于对照组,治疗缓解后下降,复发时升高,且血清 BAFF 水平升高者 LN
复发比率较血清 BAFF 水平正常者高,提示血清 BAFF 与 LN 的发生和复发有关,可作为临床观察缓

解､ 复发的指标之一。LN 患儿中合并神经精神狼疮者血清 BAFF 水平较未合并者升高,提示 LN 患

儿合并高水平血清 BAFF 需注意神经精神狼疮的发生。 
 
 
PO-1859 

儿童原发性非单症状型夜遗尿症 86 例临床特征及随访分析 
 

刘玉玲,潘晓芬,罗旭峰,李小琳,付四毛 
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为了对儿童原发性非单症状型夜遗尿症(NMNE)的临床特征及其治疗预后有一比较全面的认识 
方法 对 86 例儿童原发性非单症状型夜遗尿症的临床表现及治疗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总结,并与 556
例原发性单一症状性夜间遗尿症(MNE)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和统计 
结果 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儿肾科 2006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诊治建档儿童遗尿症患儿共 1244
例,随访资料完整的 642 例,其中,NMNE86 例(13.4%),MNE556 例(86.6%)。(1)性别年龄特征:NMNE
男 53 例,女 33 例,男女比:1.6:1;年龄 3~16 岁, 平均( 6.03 ±2.05) 岁;MNE 男 357 例,女 226 例,男女

比:1.58:1,年龄 3~16 岁, 平均( 7.07 ±2.48) 岁。(2)遗尿程度:遗尿次数每晚≥2 次严重遗尿

者,NMNE40 例(46.5%),MNE203 例(36.5%)。(3)家族史:NMNE121 例(21.8%),MNE18 例(21%)(4)
便秘:NMNE5 例(5.8%),MNE21 例(3.8%);(5)≥3 岁用尿布史:NMNE29 例(33.7%),MNE138 例

(24.8%)。(6)夜间饮水≥200ml 或喝牛奶:NMNE29 例(33.7%),MNE157 例(28.2%)。(7)尿比重

<1.003:NMNE5 例(5.8%),MNE32 例(5.75%)。(8)骶尾隐性脊柱裂:NMNE13 例(15.1%),MNE83 例

(14.9%)。(9)膀胱容量:NMNE 小于预期膀胱容量 65%者 43 例(50%),正常 13 例(15%),未测 30 例

(35%);MNE 小于预期膀胱容量 65%者 256 例(47.7%),正常 81 例(14.6%),未测 210 例(37.8%)(10)
治疗及应答:NMNE 有效(六月内干床)62 例(72%),无应答 6 例(7%),联合治疗(弥凝+奥昔布宁)80 例

(93%),停药后复发 18 例(21%);MNE 有效(六月内干床)503 例(90%),无应答 9 例(1.6%),联合治疗

236 例(42.4%),停药后复发 44 例(8%)。 
结论 儿童原发性非单症状型夜遗尿症(NMNE)发病占一定比例,遗尿症程度较重,三分之一用尿布史

至 3 岁以上和夜间饮水史,半数功能性膀胱容量偏小,治疗有效率更低,大多需联合治疗,停药后易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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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60 

醋酸去氨加压素联合唤醒训练治疗儿童夜遗尿的疗效分析 
 

梁芳芳,郭建群,黄瑛,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观察醋酸去氨加压素联合唤醒训练治疗儿童夜遗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01-2016.12 月至我院门诊初诊且随诊资料完整的 156 例原发性单症状夜遗尿患儿

(男 84 例,女 72 例,年龄在 5-14 岁之间,平均年龄 5.74 岁)。将入组患儿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去氨加压

素组(n=79)和去氨加压素+唤醒训练组(n=77),两组在年龄､ 性别､ 遗尿频率上无统计学差异。去氨

加压素组,单独应用去氨加压素(0.2mg qn po)+行为训练治疗;去氨加压素联合唤醒训练组,即在使用

去氨加压素+行为训练的基础上,要求必须联合唤醒训练(通过排尿日记等途径, 父母掌握患儿遗尿规

律,闹钟唤醒患儿,令其排尿,多次反复训练)。比较两组患儿治疗 6 月后总有效率(包括完全有效率+部
分有效率)､ 夜间唤醒困难症状消失比例､ 去氨加压素停药比例及停药后观察 1 个月,比较复发比

例。 
结果 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51/79,64.57%);(69/77,89.61%);两组唤醒困难症状消失比例分别为

(39/79,49.37%);(58/77,75.32%)。两组治疗有效患者中,3-6 个月能够达到减停药标准者(连续 2 个

月干床)分别为(38/79,48.10%);(54/77,70.13%)。停药后观察一个月,两组复发分别为 21 例(55.26%)
和 16 例(29.62%),采用 pearson 卡方检验,各组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 6 个月两组

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唤醒患儿,令其排尿,多次反复训练)。比较两组患儿治疗 6 月后总有效率(包
括完全有效率+部分有效率)､ 夜间唤醒困难症状消失比例､ 去氨加压素停药比例及停药后观察 1 个

月,比较复发比例。 
结论 单独应用去氨加压素或加压素联合唤醒训练治疗原发性单症状夜遗尿患儿均是安全､ 有效的,
但联合唤醒训练,能显著促进夜遗尿患儿睡眠觉醒功能改善,可以达到快速停药,减少遗尿复发率,进而

能提高远期预后。 
?38/79,48.10%);(54/77,70.13%)。停药后观察一个月,两组复发分别为 21 例(55.26%)和 16 例

(29.62%),采用 pearson 卡方检验,各组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 6 个月两组均未见

明显不良反应。 唤醒患儿,令其排尿,多次反复训练)。比较两组患儿治疗 6 月后总有效率(包括完全

有效率+部分有效率)､ 夜间唤醒困难症状消失比例､ 去氨加压素停药比例及停药后观察 1 个月,比
较复发比例。 
 
 
PO-1861 

22 例儿童特发性膜性肾病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治疗转归 
 

郭海艳,孙书珍,李倩,余丽春,陈元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610001 

 
 

目的 探讨儿童特发性膜性肾病的临床病理特点､ 治疗及预后转归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山东省立医院小儿肾病风湿免疫科收治的经病理证实

的 22例特发性膜性肾病患儿的临床表现､ 病理特征､ 治疗及预后转归情况。 
结果 对 22 例特发性膜性肾病患儿进行分析,男 12 例,女 10 例,发病年龄 3~15 岁,平均(10.24±3.85)
岁。发病至肾活检时间为 14 天~1080 天,平均(54.95±41.61)天。临床表现:血尿蛋白尿 4 例

(18.18%),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18 例(81.82%);18 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临床分型:单纯型 4 例(22.22%),
肾炎型 14 例(77.78%);按激素反应分为:激素敏感型 1 例(5.56%),激素耐药型 17 例(94.44%)。22 例

患儿 3 例(13.63%)伴高血压,2 例(9.1%)并发急性肾功能不全,1 例(4.54%)并发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病

变。肾脏病理检查为膜性肾病Ⅰ期 6 例(27.27%)､ Ⅰ-Ⅱ期 5 例(22.73%),Ⅱ期 5 例(22.73%)､ 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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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膜性肾病 2 例(9.09%)､ 早期膜性肾病 2 例(9.09%);1 例初次肾活检为不典型膜性肾病,5 年后二次

肾活检进展为Ⅱ期膜性肾病(4.54%);1 例初次肾活检为Ⅱ-Ⅲ期膜性肾病,3 年后进展为Ⅲ期膜性肾病

伴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4.54%)。其中 18 例(81.82%)伴有不同程度的系膜细胞及系膜基质增生;2
例(9.09%)出现部分肾小球全球纤维化;6 例(27.27%)可见局灶节段性硬化,2 例(9.09%)出现新月体,8
例(36.36%)出现球囊粘连,9 例(40.91%)出现灶性间质纤维化。免疫荧光显示主要以 IgG 和 C3 沉积

为主,部分伴 IgM､ C1q､ IgA､ Fg 沉积。结合患儿临床及病理表现制定治疗方案,4 例临床表现为血

尿蛋白尿患儿,其中 2 例给予激素治疗,2 例单纯给予 ACEI 类药物治疗,现均持续完全缓解。18 例临

床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患儿全部使用激素治疗,足量激素应用 4 周耐药者加用免疫抑制剂。17 例患

儿使用免疫抑制剂,其中 1 例使用雷公藤,2 例给予环磷酰胺冲击治疗,3 例使用环孢素,7 例使用他克

莫司,1 例先后给予环磷酰胺冲击和环孢素,2例先后给予环磷酰胺冲击､ 吗替麦考酚酯和他克莫司,1
例先后使用环磷酰胺冲击､ 吗替麦考酚酯､ 环孢素和他克莫司。目前 14 例(77.78%)获完全缓解,3
例(16.67%)获部分缓解,1 例(5.56%)失访。 
结论 儿童特发性膜性肾病临床多表现为肾炎型肾病综合征,以激素耐药型为主。病理表现以Ⅰ期-Ⅱ
期多见,病理表现可指导临床用药,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缓解率较高。 
 
 
PO-1862 

过敏性紫癜患儿血 CD89 及尿 CD89､ TG2 的检测及意义 
 

朱奇凡,叶晓华,林洪洲,黄文文,庄捷秋,杨青,王德选 
温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髓样 IgA Fc 受体(CD89),转谷氨酰胺酶-2(TG2)在过敏性紫癜及紫癜性肾炎患儿血､ 尿标

本中的含量变化以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患儿是否合并紫癜性肾炎, 分为 HSP 组 30 例, HSPN 组 30 例,随机选取 30 名健康体检儿

童作为参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ELISA 法)测定样本血清中 CD89 及尿 CD89､
TG2 水平。 
结果 血清 CD89 含量在 HSPN 组､ HSP 组及对照组之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F=8.302,P<0.01),HSPN 组的水平较其他两组升高。患儿尿液 CD89､ TG2 水平在三组间比较有差

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040,P<0.05;F=14.129,P<0.01),且 HSPN 组的水平较其他两组明显降

低。尿 CD89､ TG2 在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72､ 0.753,其诊断界值分别为 42.041､
9.806ng/mL,灵敏度分别达 63.3%､ 70.0%。 
结论 紫癜性肾炎患儿血清 CD89 含量较单纯过敏性紫癜患儿明显升高,提示其可能参与在紫癜性肾

炎发病过程。尿 CD89､ 尿 TG2 排泄在 HSPN 患儿中显著降低,两者可作为诊断 HSPN 的无创性指

标。 
 
 
PO-1863 

儿童移植肾穿刺病理特征分析 
 

陈徐涛,刘龙山,傅茜,李军,张桓熙,邓荣海,黄刚,莫樱,孙良忠,蒋小云,杨诗聪,陈文芳,王长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总结儿童肾移植指征性移植肾穿刺病理特征,分析移植肾并发症和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单中心儿童肾移植的指征性移植肾穿刺病理资料。 
结果 35 例患者共 43 例次移植肾行病理穿刺,以排斥反应(11/35,31.4%)和新发/复发肾病

(9/35,25.7%)为主。排斥反应包括急性 T 淋巴细胞排斥反应(8/11,72.7%)和急性抗体介导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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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7.3%),肾病包括 IgA 肾病(5/9,55.6%)､ 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2/9, 22.2%)､ 溶血尿毒综

合症(1/9, 11.1%)等。其他穿刺病理检查发现包括间质性肾炎(4/35,11.4%)､ BK病毒相关性肾病､

移植肾淋巴瘤､ 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毒性和草酸盐肾病等。 
结论 儿童肾移植术后指征性移植肾穿刺病理以急性排斥反应和新发/复发肾病为主,病理活检对患者

病因诊断和及时治疗起重要作用。 
 
 
PO-1864 

Early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excretion in critically ill 
neonates 

 
Li Yanhong,Sun Yunq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Objective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is considered a reliable biomarker for intrarenal renin–
angiotensin system 
activity.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assess the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level during the first 
day of life and to evaluate 
its correlation with renal function in critically ill neonates 
Methods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concentration during the first 24 hours of life was measured in 
98 critically ill 
neonates. Neonatal renal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urinary levels of cystatin-C, albumin and α1-
microglobulin and urinary 
electrolyte excretion. 
Results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level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gestational age and body 
weight in critically ill 
neonates (P<0.001). After adjustment for gestational age,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level 
correlated with urinary fractional 
excretion of sodium and urinary levels of cystatin-C and α1-microglobulin.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urinary cystatin-C on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level (P<0.001). Furthermore,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neonates with a urinary cystatin-C-to-creatinine ratio ?2500 ng/mg, 
which was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to predict acute kidney injury in our previous study. 
Conclusions The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level correlates with the overall maturity of renal 
function during the early 
postnatal period in critically ill neonates and an increased urinary angiotensinogen level might 
reflect renal injury in 
immature neo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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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65 

Long Non-Coding 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 the Kidneys of 
Male, Low Birth Weight Rats Exposed to Maternal Protein 

Restriction at Postnatal Day 1 and Day 10 
 

Li Yanhong,Sun Yunq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which are involved in a variety of biological 
functions and aberrantly expressed in many types of diseases, are required for postnatal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lncRNA profiles in low birth weight (LBW) rats with 
reduced nephron endowment induced by the restriction of maternal protein intake. LBW by 
reduced nephron endowment is a risk factor for hypertension and end-stage renal disease in 
adulthood. 
Methods Kidneys were obtained from LBW rats fed a low-protein diet throughout gestation and 
lactation as well as from normal control rats born from dams fed normal protein diets at postnatal 
day 1 (p1) and 10 (p10). The total number of glomeruli in the kidneys was counted at p10. 
LncRNA expression profiles were analyzed by sequencing and screening using the Agilent Rat 
lncRNA Arra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alysis of these lncRNAs confirmed the 
identity of some genes. 
Results The total number of glomeruli per kidney at p10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LBW rats than 
in controls. A total of 42 lncRNAs were identified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with 
fold-changes 2.0,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and mRNAs involved in kidney development, we randomly 
selected a number of lncRNAs for comparison analysis between LBW and control kidneys at the 
two time-points, p1 and p10, using qRT-PCR. Three lncRNAs (TCONS_00014139, 
TCONS_00014138, and TCONS_00017119),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mRNA expression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4, were aberrantly expressed in LBW ra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at both p1 and p10. 
Conclusions LncRNAs are aberrantly expressed in the kidneys of LBW ra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during nephron developm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lncRNAs might be involved in 
impaired nephron endowment. 
 
 
PO-1866 

维甲酸受体 α 通过 ROS-坏死性凋亡途径参 
与缺氧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 

 
蒋玲,陈秀萍,覃远汉,覃荷,雷凤英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慢病毒载体转染肾小管上皮细胞(RTEC),探讨维甲酸受体 α(RARα)是否通过活性氧

(ROS)-坏死性凋亡途径参与缺氧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 
方法 体外培养的 RTEC 分成正常组(N)和缺氧模型组(HR),缺氧损伤过表达 RARα 组(HR-OEα)､ 缺
氧损伤敲除 RARα 组(HR-KOα)､ 缺氧损伤病毒阴性组(HR-neg)､ ROS 清除剂预处理 HR-OEα 组

(NAC+HR-OEα)､ ROS 清除剂预处理 HR-KOα 组(NAC+HR-KOα)､ 坏死性凋亡阻滞剂预处理 HR-
OEα 组(Nec1+HR-OEα)和坏死性凋亡阻滞剂预处理 HR-KOα 组(Nec1+HR-KOα)。正常组不做任

何处理,缺氧损伤各组于缺氧处理 48h 收集细胞。采用电镜观察细胞及其超微结构变化;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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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t 检测 RARα､ RIP1 和 RIP3 的蛋白表达变化;试剂盒检测 ROS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含量､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谷胱甘肽(GSH)的浓度､ 线粒体膜电位(MMP)和细胞活力变化;流式细胞仪

检测细胞凋亡率。 
结果 ⑴与正常组比较:透射电镜提示缺氧处理的 RTEC 出现细胞肿胀甚至细胞破裂,胞质空泡变性,
胞核固缩和异染色质凝集。细胞 RARα 蛋白表达及细胞活力显著降低(均 p<0.05); 
⑵与缺氧模型组比较:①HR-OEα 组中 RARα 的蛋白表达显著增高;ROS 含量､ RIP1､ RIP3 和

TNF-α 表达及细胞凋亡率显著降低;SOD 和 GSH 浓度､ MMP 和细胞活力显著增高(均
p<0.05);②HR-KOα 组中 RARα 的蛋白表达显著降低;ROS 含量､ RIP1､ RIP3 和 TNF-α 表达及细

胞凋亡率显著增加;SOD 和 GSH 浓度､ MMP 和细胞活力显著降低(均 p<0.05); 
⑶与 HR-OEα 组比较:①NAC+HR-OEα 组中 ROS含量､ RIP1､ RIP3 和 TNF-α 表达及细胞凋亡率

显著下降,SOD 和 GSH 浓度､ MMP 和细胞活力显著增高(均 p<0.05);②Nec1+HR-OEα 组中 ROS
含量无明显变化,而 RIP1､ RIP3 和 TNF-α 表达及细胞凋亡率显著下降,SOD 和 GSH 浓度､ MMP
和细胞活力显著增高(均 p<0.05)。 
⑷与 HR-KOα 组比较:①NAC+HR-KOα 组中 ROS含量､ RIP1､ RIP3 和 TNF-α 表达及细胞凋亡率

显著下降,SOD 和 GSH 浓度､ MMP 和细胞活力显著增高(均 p<0.05);②Nec1+HR-KOα 组中 ROS
含量无明显变化,而 RIP1､ RIP3 和 TNF-α 表达及细胞凋亡率显著下降,SOD 和 GSH 浓度､ MMP
和细胞活力显著增高(均 p<0.05)。 
结论 在缺氧诱导损伤 RTEC 中,RARα 可能通过减少 ROS 产生及减轻细胞坏死性凋亡而起到减轻

RTEC 氧化损伤的作用。 
 
 
PO-1867 

c-Jun 氨基末端蛋白激酶在缺氧性肾小管 
上皮细胞损伤中的表达及作用 

 
江星伯,雷凤英,陈秀萍,蒋玲,宋坤岭,覃远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 c-Jun 氨基末端蛋白激酶(JNKs)在缺氧性肾小管上皮细胞(RTEC)损伤中的表达及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大鼠 RTEC,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缺氧模型组。正常对照组细胞不做任何处理。缺

氧模型组细胞放入缺氧小室中建立缺氧损伤模型,并分别于缺氧损伤 24h 和 48h 后复氧 30min 收集

细胞。采用光镜观察 RTEC 形态变化;RT-PCR 检测各组 c-Jun 氨基末端蛋白激酶-1(JNK1)､ c-Jun
氨基末端蛋白激酶-2(JNK2)的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两组 JNK1､ 活化 c-Jun 氨基末端蛋白

激酶(p-JNK)､ JNK2､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细胞凋亡率。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1)光镜下缺氧 24h 细胞形态基本正常,少数细胞出现皱缩,细胞连接较紧密;
缺氧 48h 细胞形态出现明显皱缩,细胞长度增加,间隙明显增宽。 
(2)缺氧 24h 和 48h 两个时间点的 RTEC 中 JNK1 的 mRNA 表达呈时间依赖性增加;JNK2 的

mRNA 表达呈时间依赖性降低(P 均<0.05)。 
(3)缺氧 24h､ 48h 两个时间点的 RTEC 中 JNK1､ p-JNK 的蛋白表达呈时间依赖性增加(P 均<0.05); 
JNK2 的蛋白表达呈时间依赖性减少(P 均<0.05);缺氧 24h 和 48h 组 RTEC 的 caspase-3 蛋白表达

水平逐渐减少,而活化 caspase-3 蛋白表达水平逐渐增加(P 均<0.05)。 
(4)缺氧 48h 组 RTEC 的凋亡率明显增加(P<0.05);而缺氧 24h 组 RTEC 的凋亡率改变不明显。 
结论 在体外培养的缺氧性 RTEC 的损伤中,JNK1 表达增加,JNK2 表达降低可能参与了 RTEC 损伤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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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68 

Prohibitin 在系膜细胞损伤中的表达及作用 
 

宋坤岭,蒋玲,雷凤英,陈秀萍,覃远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检测 Prohibitin (PHB)在缺氧性损伤系膜细胞(MC)中的表达变化,探讨 PHB 在 MC 损伤中

的作用。 
方法 将体外培养的大鼠 MC 随机分为两组:正常组和模型组。正常组继续培养,不做任何处理。模型

组置于缺氧小室中,充入缺氧气体(95% 氮气和 5%二氧化碳)密封 48h 建立缺氧性 MC 损伤模型。造

模 48h 后,采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变化;RT-PCR 检测 PHB1､ PHB2､ 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 和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的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 PHB1､ PHB2､ TGF-
β1､ α-SMA､ Col-Ⅳ和 FN 的蛋白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CCK-8 试剂盒检测细胞活

性。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⑴模型组 MC 细胞形态变得尖长,胞体出现萎缩且细胞间隙加深;⑵MC 中 PHB1
和 PHB2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均 P<0.05),而 TGF-β1 和 α-SMA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

以及 Col-Ⅳ和 FN 的蛋白表达均显著升高(均 P<0.05);⑶细胞出现明显凋亡,且细胞活性明显降低

(P<0.05)。 
结论 PHB 表达降低可能参与了 MC 的缺氧性损伤,其机制可能与缺氧后 MC 中 PHB 表达降低导致

ECM 积聚,细胞凋亡增多以及细胞活性降低有关。 
 
 
PO-1869 

7 例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死亡原因分析 
 

周志强,陈秀萍,李铭芳,覃远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总结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NS)的死亡原因,为临床医师提高对 PNS 的诊治水平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确诊的 1688 例 PNS 中死

亡的 7 例患儿临床资料,对其性别､ 年龄､ 病程､ 死亡原因及激素治疗的规范性､ 治疗依从性等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本组患儿均为肾炎型,其中男 4 例(57.1%),女 3 例(42.9%),男:女=1.3:1;死亡患儿中年龄 小

1.0 岁, 大 13.0 岁,平均 6.9±4.0 岁;总死亡率为 0.41%(7/1688),平均病程 6.77±5.74 月,诊断为

PNS 后 1 年内死亡 5 例(71.4%)。(2)死亡原因:合并感染 4 例(57.1%),其中重症肺炎 3 例,重症水痘

1 例,急性肾衰竭 1 例(14.3%),慢性肾脏病(尿毒症期)1 例(14.3%),高血压脑病､ 脑出血 1 例

(14.3%)。(3)死亡因素分析中,血清低白蛋白血症 6 例(85.7%)､ 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 低下 7 例

(100.0%)､ 激素治疗不规范 6 例(85.7%)､ 治疗依从性差 6 例(85.7%)是死亡的高危因素。 
结论 (1)本组小儿 PNS 死亡多发生在诊断后的 1 年以内,且均为肾炎型。(2)死亡原因以合并感染

常见。(3)PNS死亡与低白蛋白血症､ 免疫球蛋白 IgG低下､ 激素治疗不规范､ 治疗依从性差等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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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70 

大剂量 CTX 冲击治疗儿童难治性肾病 100 例临床疗效 
及不良反应分析 

 
苏海霞,雷凤英,周志强,黄韦芳,覃远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总结大剂量环磷酰胺(CTX)静脉冲击治疗儿童难治性肾病(RNS)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为临床

医师治疗儿童 RNS 提供帮助。 
方法 采用回顾性纵向研究,收集 2006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 10 年来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儿科住院,应用大剂量环磷酰胺冲击治疗 RNS 患儿 100 例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疗效及不良反

应。 
结果 1.发病年龄､ 性别及临床分型:年龄以 5~10 岁多见(61.8%),男女之比为 2.45∶1,单纯型肾病占

58.0%,肾炎型肾病占 42.0%。 2.难治性肾病中以激素耐药型(SRNS) 多见(59.0%) ,其它依次为频

复发型(FRNS)(26.0%),激素依赖型(SDNS)(15.0%)。 3. 常见的病理类型有 3 种: 微小病变肾病

(MCNS)( 45.5 %),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sPGN)(30.3%),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18.2%),
其余病理类型为:膜增殖性肾病(MPGN)(3.0%),膜性肾病(MN)(3.0%)。4.冲击疗程结束后近期疗

效:(1)100 例患儿中完全缓解 56 例(56.0%),部分缓解 21 例(21.0%),总体有效率为 77.0%。(2)不同

临床分型疗效比较:单纯型肾病有效率 82.8%,肾炎型肾病有效率 69.0%,两者相比差异无显著性

(P>0.05)。(3)SRNS 总体有效率 79.7%,FRNS 总体有效率 73.1%,SDNS 总体有效率 73.3%,三者相

比差异无显著性(P>0.05)。(4)不同病理类型缓解情况:MCNS 完全缓解 60.0%,部分缓解

16.7%;FsGS 完全缓解 50.0%,部分缓解 33.3%;MsPGN 完全缓解 55.0%,部分缓解 10.0%; MN 完全

缓解 100.0%;MPGN 完全缓解 50.0%,部分缓解 50.0%。MCNS､ FsGS 及 MsPGN 三种病理类型

总体有效率相比差异无显著性(P>0.05)。5.随访情况:治愈 15 例;27 例尿蛋白一直完全缓解,目前激

素减量中;23 例蛋白尿仍为阳性,改用其它类型免疫抑制剂;4 例死亡;失访 22 例。复发 18 例,复发率

32.1%。6.不良反应情况:胃肠道反应､ 轻度脱发､ 肝功能损害较常见,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0.0%。 
结论 ⑴大剂量 CTX 静脉冲击联合小剂量激素口服治疗儿童 RNS 疗效显著。⑵冲击治疗开始显效

的时间为第 2 疗程结束后。⑶单纯型肾病与肾炎型肾病的缓解率无显著性差异。⑷MCNS､ FsGS

及 MsPGN 三种病理类型的缓解率无显著性差异。⑸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PO-1871 

他克莫司对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患儿 MDR1 
及其 P-gp170 表达的影响及意义 

 
杨金露,封其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江苏省苏州市 210016 
 
 

目的 检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INS)患儿不同时间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 )多药耐药基因(MDR1)
及其糖蛋白 170(P-gp170)的表达情况,探讨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SRNS)患儿加用他克莫司(TAC)
治疗后其 MDR1 及其 P-gp170 表达的变化和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本院住院的 INS 患儿 36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激素治疗效果分成两组: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

征(SSNS)组 20 例和 SRNS 组 16 例;20 名健康体检儿童作为正常对照组。进行如下实验:①实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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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 SRNS 和 SSNS 不同时间点 PBMC MDR1mRNA 的表达。②流式细

胞仪检测 SRNS 和 SSNS 不同时间点 PBMC 中淋巴细胞上 P-gp170 的表达。 
结果 1.INS 患儿 PBMC MDR1mRNA 与 Lymphocyte P-gp170 的表达呈高度正相关

(r=0.854,P<0.01)。2.GC 治疗前,INS 患儿 PBMC MDR1mRNA 与 Lymphocyte P-gp170 表达均高

于 Control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足量 GC 治疗 4 周后,SSNS 组和 SRNS 组患儿

PBMC MDR1mRNA 及 Lymphocyte P-gp170 的表达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

(P<0.01)。4.加用 TAC 治疗 4､ 8 周后,SRNS 组患儿 PBMC MDR1mRNA 及 Lymphocyte P-gp170
的表达量均较前明显回落(P<0.01),而加用 TAC 治疗 4 周后的 SRNS 患儿两指标的表达量明显高于

GC 减量 4 周后的 SSNS 患儿(P<0.01)。5.在 SRNS 组中,TAC 治疗 8 周后 PBMC MDR1mRNA 及

Lymphocyte P-gp170 的表达量明显低于 4 周后(P<0.01),且与 GC 治疗前相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1.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 PBMC MDR1mRNA 与 Lymphocyte P-gp170 的表达呈高度正相关,
即 MDR1mRNA 表达量越高,其蛋白产物 P-gp170 表达量越高;2.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患儿

PBMC MDR1mRNA 与及其蛋白产物 P-gp170 的高表达可能参与了激素耐药的发生和发展;3.他克

莫司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SRNS 患儿 PBMC MDR1mRNA 与 P-gp170 的表达量,可能为逆转肾病综

合征患儿激素耐药的机制之一。 
 
 
PO-1872 

延续性护理对慢性肾衰竭行家庭腹膜透析患儿 
家庭照顾者照顾负荷的影响 

 
张晓乐,叶天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对减轻慢性肾衰竭患儿家庭照顾者照顾负荷的效果。 
方法 将 20 名慢性肾衰竭行腹膜透析患儿家庭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实施为期 6 个月的延续性护理措

施,比较干预前后家庭照顾者的负担水平。 
结果 干预后照顾者个人负担､ 责任负担､ 负担总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均 P<0.01)。 
结论 延续性护理可减轻慢性肾衰竭行腹膜透析患儿家庭照顾者的负担水平。 
 
 
PO-1873 

膀胱排泄性尿路超声造影在儿童膀胱输尿管返流诊断的应用 
 

仇丽茹,张伟,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膀胱输尿管返流(VUR)是儿童 常见的泌尿系统异常之一,可导致返流性肾病。X 线排泄性尿

路造影(VCUG)是 VUR 诊断的金标准,但由于 VCUG 间断成像､ 射线暴露等原因,VCUG 在儿童

VUR 诊断和随访中的应用有局限性。目前欧洲已使用排泄性尿路超声造影(CeVUS)诊断儿童 VUR
并将其用于 VUR 随访评估,但我国尚未广泛将 CeVUS 应用于儿童 VUR 诊断。为评估膀胱排泄性

尿路超声造影在儿童 VUR 诊断中的应用,对反复泌尿道感染､ 有高危膀胱输尿管返流风险的患儿,进
行 CeVUS 检查,分析 VUR 发生情况,评估其安全性。 
方法 我科 2016 年 8 月~2016 年 12月收治反复泌尿道感染､ VUR 高危风险的患儿,使用第二代超

声造影剂 SonoVue 膀胱内给药进行 CeVUS 肾脏､ 膀胱和经会阴尿道检查,每个膀胱给 1m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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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Vue,经超声排查膀胱输尿管返流､ 尿道病变等情况并记录不良反应;所有患儿进行尿液检测和

尿培养检查。 
结果 纳入 38 例患儿,共 77 个肾盂-输尿管单位(Pyelo-Ureter Units, PUUs),女性 25 例,男性 13 例,平
均年龄 34.1 月。经 CeVUS 检查诊断 VUR18 例(47.4%)。77 个 PUUs 中,诊断 VUR 27 个(35.1%),
其中 I 度 VUR3 例(11.1%),II 度 3 例(11.1%),III 度 7 例(25.9%),IV 度 7 例(25.9%),V 度 7 例(25.9%);
左侧 39 个 PUUs,VUR13 个(33.3%),右侧 38 个 PUUs,VUR14 个(36.8%)。未发现尿道病变。无不

良事件发生。 
结论 CeVUS 检查避免射线,准确且敏感性高,临床操作依从性高,可作为包括新生儿在内的儿童 VUR
诊断的首选筛查和随访工具。 
 
 
PO-1874 

决策树在儿童激素耐药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免疫抑制剂选择中的应用 

 
保睿

1,陈朝英
1,夏华

1,闫雪
2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 
2.首都儿科研究所信息中心 

 
 

目的 构建激素耐药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免疫抑制剂选择决策模型,以辅助临床医生在缺乏肾脏

病理结果条件下做出免疫抑制剂选择的临床决策。 
方法 应用医院电子病例检索系统检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我院肾脏内科门诊及住院

部收治的所有激素耐药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收集患儿完整病历及随诊资料,应用所有入组患儿

加用免疫抑制剂前末次检查数据,通过 python sklearn 库编写决策树生成及检测程序。sklearn 库基

于改进的分类回归树(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CART)算法。对样本数据随机按照 7:3 比

例划分训练数据集和检测数据集,且要求训练数据集包含至少 1 个结果为“治疗无效”的样本。每行样

本包括数值表示的性别､ 临床分型､ 发病年龄､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淋巴细胞比例､ 血小板计数､

24小时尿蛋白定量､ 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 胆固醇､ 甘油三酯､ 白蛋白､ 空腹静脉血糖､ D-二聚

体､ 纤维蛋白原等 14 个临床较易获得的参数,并分别以“治疗有效”“治疗无效”作为结果。训练生成决

策树模型和每个参数的影响力,使用检测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评估得到准确率和召回率, 终在多个优

化模型中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满足入组条件病例 26 例,其中应用环孢素 A 者 10 例,霉酚酸酯者 7 例,环磷酰胺者 8 例,
他克莫司者 1 例。对应用环孢素 A､ 霉酚酸酯者进行建模;通过决策树模型优化,共建立有效环孢素

A 选择决策模 11 个,有效霉酚酸酯选择决策模型 9 个,所有优化有效模型准确率及召回率均为

100%。其中,血小板､ 胆固醇作为节点出现在多个环孢素 A 选择决策模型中;年龄､ 临床分型作为

节点出现在多个霉酚酸酯选择决策模型中。 
结论 首次尝试将决策树应用于激素耐药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免疫抑制剂的选择决策中;在机器

生成的决策树模型中,虽然由于样本数量较少导致每个节点的具体数值并不具备严格的临床意义,但
稳定出现在多个模型的节点及其数值趋势与临床具有一致性,提示该方法可能成为在缺乏肾脏病理

条件下辅助儿科临床医生进行治疗决策的一种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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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75 

以双下肢肌痛为主诉的儿童膀胱结石一例 
 

李弢,莫科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儿童膀胱结石临床症状以尿痛(膀胱刺激征)､ 排尿障碍､ 脓尿､ 血尿为主,而以双下肢肌痛为

主诉的病例极为少见,现将我院收治的 1 例病例报告如下。 
方法 1.病例介绍: 
1.1 病史:患儿 男 14 岁 反复活动后双下肢肌痛不适 6 月, 休息后可自行缓解,未予重视,入院前半月患

儿再次出现运动后双下肢肌痛,门诊尿常规异常收入院, 10 年前有右腹股沟斜疝手术史,期间导尿时

有膀胱损伤。无结石家族史。 
1.2 体检:双肾区无扣痛,耻骨联合上膀胱区无膨隆及压痛,四肢肌力及肌张力正常,双下肢无明显红肿

及触痛,腱反射正常,病理征阴性。 
1.3 辅助检查:尿常规: PRO2+, RBC1146.69 个/uL,WBC6204.47 个/uL; 24 小时尿钙:正常;尿红细胞

形态:外观黄色浑浊,红细胞大小一致,形态正常;第一次尿培养:粪肠球菌(20000CFU/mL);第四次尿培

养:铜绿假单胞菌(>100000CFU/L)。泌尿系造影:耻骨联合上方可见一类圆形高密度影,约
2.7cm×3.7cm,站立位示位置可变,右侧输尿管下端局限性扩张,考虑膀胱结石,右侧输尿管下端囊肿。 
1.4 治疗经过:入院后先后给予头孢､ 青霉素､ 呋喃妥因抗感染治疗,患儿肌痛未再发生,尿液渐清亮,
镜下血尿､ 白细胞尿明显减轻,复查尿常规: RBC358.1 个/uL,WBC273.8 个/uL,患儿择期泌尿外科治

疗。 
结果 2.讨论 
2.1 原发性儿童膀胱结石多由营养不良引起,下尿路梗阻､ 感染､ 膀胱异物､ 代谢性疾病亦可继发膀

胱结石,男孩多见。本例患者有膀胱导尿损伤史,有右侧输尿管下端囊肿､ 有尿路感染,这些因素均可

以导致患儿膀胱结石的形成并与尿路感染互为因果。 
2.2 膀胱结石常见下腹部和会阴区钝痛,常因活动而诱发或加剧,改变体位后可使疼痛缓解,该患儿以

双下肢肌痛为主诉,目前尚无相关的文献报道。膀胱结石导致双下肢肌痛的机制可能是支配膀胱的

神经与支配下肢肌肉的神经均起源于腰骶髓。支配膀胱的副交感节前神经细胞位于 S2､ 3､ 4 节段

灰质中,支配膀胱的交感神经细胞起源于腰上段脊髓的中外侧灰质,支配下肢肌肉的神经起源于 L2 以

下的腰骶髓,故膀胱刺激性疼痛可经共同神经通道反射至下肢肌肉,是为放射痛。 
2.3 积极控制感染､ 去除结石､ 必要时切除输尿管囊肿,可以使病情有效控制。后期仍需注意正确饮

食,多饮水等,防止结石再发。 
结论 3.结论 
3.1儿童膀胱结石可由膀胱异物､ 感染､ 损伤及畸形所诱发。 
3.2 膀胱结石以下肢肌肉疼痛为主要表现者极为少见,如遇类似主诉,建议尿常规筛查以排除泌尿系结

石可能。 
3.3 泌尿系造影仍然是膀胱结石及泌尿系畸形诊断的金标准。 
3.4 诊断膀胱结石后应积极控制感染､ 去除结石､ 排除或纠正畸形,防止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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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76 

儿童过敏性紫癜肾损害高危因素分析 
 

李弢,张欣,陈卫萍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分析儿童过敏性紫癜(Henoch-Schonlein purpuraHSP)肾损害高危因素,为评估及早期预防

HSP 肾损害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小儿肾病科诊治的 148 例 HSP 患儿作

为研究对象,根据儿童过敏性紫癜肾炎诊断标准分为无肾脏损害组和肾脏损害组。对两组患儿的临

床资料(性别､ 年龄､ 腹痛､ 皮疹反复或复发､ 关节痛)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白细胞计数､ 血小板计数

､ IgE)等因素进行比较,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儿童 HSP 发生肾脏损害的高危因素。 
结果 无肾脏损害组患儿 78 例,肾脏损害组 60 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8 岁､ 皮疹反复或复

发､ 腹痛､ 白细胞计数增高(WBC≥15×109)､ 血小板计数增高(PLT≥500×109)在两组之间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患儿年龄≥8 岁､ 皮疹反复或复发､ 腹痛及血小板计数增高(PLT≥
500×109)均为 HSP 发生肾脏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白细胞计数增高(WBC≥15×109)与发

生肾脏损害无关(P>0.05)。 
结论 HSP 患儿年龄≥8 岁､ 皮疹反复或复发､ 腹痛和血小板计数增高(PLT≥500×109)是发生肾损

害的高危因素。控制紫癜复发及抗血小板聚集有望减轻甚至预防肾损害发生。 
 
 
PO-1877 

儿童住院患者急性肾损伤的发病情况 
 

耿海云
1,陈朝英

1,涂娟
1,李华荣

1,保睿
1,杜培玮

1,于晓宁
1,寇永妹

2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 

2.唐山市人民医院儿科 
 
 

目的 了解儿童住院患者急性肾损伤(AKI)的检出率､ 漏诊率､ 病因及对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和预后

的影响。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纳入病人符合:(1)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住院(以出院日计)的患儿;(2)住院期间行 2 次或 2 次以上的 Scr 检测。查阅病历资料,了解患儿的入

住科室､ 病史､ 基础疾病､ 出院诊断､ 住院时间､ 费用､ 用药､ 临床转归等。AKI 诊断标准参照

2012 年 KDIGO 标准。AKI 组据 Scr 峰值分为 AKI1组(峰值处于相应年龄组的正常范围内)和 AKI2
组(峰值高于正常范围的 高值)。 
结果 1. AKI 检出率与漏诊率:共 170 例发生 AKI。AKI 检出率为 18.5%;7 例做出了诊断,AKI 诊断率

为 4.1%,漏诊率为 95.9%。 
2.AKI 病因:(1)基础疾病:AKI 患儿的基础疾病外科疾病 51 例(30.0%),血液系统疾病 35 例(21.0%),消
化系统疾病 30 例(17.6%),感染性疾病 39 例(22.9%),泌尿系统疾病 5 例(2.9%),风湿性疾病 6 例

(3.5%),神经系统疾病 2 例(1.1%),内分泌系统疾病 1 例(0.5%),心血管疾病 1 例(0.5%)。(2)AKI 原因

分析:肾前性因素共 67 例;肾性及混合因素 103 例,。 
3.不同年龄､ 性别､ 病房的 AKI 检出率:年龄 1 岁以下者 AKI 检出率 23.0%(83/361)高于 1 岁以上者

的 15.5%(87/560)(χ2=8.107,P=0.004);男童､ 女童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46,P=0.830);外科病房 AKI 检出率 30.7%(51/166)高于内科病房检出率

15.8%(119/755)(χ2=20.238,P<0.001)。 
4. AKI 患儿与非 AKI 患儿治疗情况比较:AKI 组患儿发病年龄小,住院时间更长,住院费用高,病死率高

(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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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KI 严重程度与转归:(1)临床转归:出院时 58.8%(100 例)恢复､ 20.0%(34 例)好转､ 21.2%(36 例)
未好转或恶化。其中 4 例死亡。(2)AKI1组与 AKI2组比较:AKI2组住院时间短于 AKI1组(P=0.038)。
两组性别､ 年龄､ 住院费用､ 转归分布､ 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1 期 AKI 患
儿与 2､ 3 期患儿的比较:1 期 AKI 患儿住院费用低于 2､ 3 期患儿(P=0.021)。两组住院时间､ 转归

分布､ 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儿童 AKI 漏诊率高。肾前性因素､ 药物､ 感染是儿童 AKI 的主要原因。1 岁以下是发生 AKI
的危险年龄。AKI 组患儿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 病死率高于非 AKI 组,年龄低于非 AKI 组。正常范

围内的 Scr 变化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论证。 
 
 
PO-1878 

伴肾小管间质损害的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病理及预后分析 
 

胡云霞,胡小涵,张玉桦,何晓青,陈丽虹,杨青,林益怡,庄捷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伴肾小管间质损害的儿童紫癜性肾炎的临床､ 病理及预后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2005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收治的确诊

为紫癜性肾炎并行肾活检的 93 例患儿资料,根据肾小管间质损害程度进行分组,分析其临床､ 肾脏病

理以及预后特点。 
结果 根据肾小管-间质病理分级结果将 93 例患儿分为无肾小管-间质损害组(1 组,16 例,占 17.2%)､
轻度肾小管-间质损害组(2 组,66 例,占 71.0%)､ 中重度肾小管-间质损害组(3 组,11 例,占 11.8%)。3
组血肌酐高于 1 组(P<0.05),肌酐清除率低于 1 组和 2 组(P<0.05)。3 组系膜基质评分高于 1 组

(P<0.05),球囊粘连评分､ 纤维性新月体评分､ 肾小球硬化评分高于 1 组和 2 组(P<0.05)。多因素回

归分析提示,球囊粘连是 HSPN 患儿肾小管间质损害的危险因素。随访 86 例,83 例(占 96.5%)临床

恢复正常或有轻度尿异常,3 例(占 3.5%)进展为肾功能不全,3 组预后差于 2 组(P<0.05)。 
结论 HSPN 患儿可伴随肾小管-间质损害,但大部分较轻;肾小管-间质损害无敏感的临床检测指标,需
尽早肾活检明确;肾小管-间质损害严重者,常早期出现肾功能受损,且肾小球病理如系膜基质增多､ 球

囊粘连､ 纤维性新月体形成､ 肾小球硬化等病变明显,预后不良的可能性更大 
 
 
PO-1879 

病理分级 III 级及以上紫癜性肾炎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冯丹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20 

 
 

目的 探讨病理分级 III 级及以上紫癜性肾炎(HSPN)患儿的临床及预后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脏

科住院并具有完整肾穿刺活检病理资料的 137 例紫癜性肾炎患儿,按病理分级分为 III 级以下组(72
例)和 III 级及以上组(65 例),对性别､ 年龄､ 临床特征､ 病理免疫复合物沉积､ 肾小管间质变化､ 治

疗效果和预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65 例病理分级 III 级及以上患儿其中男 33 例,女 32 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8.76±2.5 岁。(2)病
理分级Ⅲ级及以上临床表现以血尿蛋白尿为主(87.69%),其次为肾病综合征(9.23%),肾小管间质损伤

以+级为主(52%)。肾组织免疫复合物沉积以单纯 IgA 沉积为主。(3)病理分级 III 级及以上患儿预后

以完全缓解(A 级)为主,无一例发展至 ESRD,预后与病理分级无关(P>0.0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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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分级 III 级及以上紫癜性肾炎临床表现重,预后相对较差,需要及时､ 积极规范治疗。 
 
 
PO-1880 

RGC-32 敲除后肾脏蛋白表达差异性分析 
 

胡玉杰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00 

 
 

目的 了解 RGC-32 在肾脏中的功能,探索其通过调节细胞周期影响肾脏疾病进程的可能机制 
方法  
1､ RGC-32 敲除小鼠的制备及繁殖:C57/BL 小鼠胚胎干细胞敲除 RGC-32 的 2､ 3 外显子后制备

RGC-32 基因敲除小鼠即 RGC-32(-/-)小鼠,RGC-32(-/-)小鼠精子与野生型小鼠体外受精后得 RGC-
32(-/+)小鼠,RGC-32(-/+)雌雄小鼠用于繁殖 RGC-32(-/-)小鼠。2､ 肾脏标本获取及蛋白差异分析: 
RGC-32(-/-)小鼠､ 野生型小鼠个 15 只于 12-16 周龄处死,留取肾脏组织;应用 iTRAQ 技术对两组肾

脏蛋白进行差异性分析,在 GO 及 KEGG 数据库中对差异蛋白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应用 WB 的方法

对差异蛋白进行验证。 
结果 对 25165 多肽中 4690 蛋白进行定量,其中有 361 蛋白表达量有差异(knockout/wild ratio >+/- 
1.2 and P<0.05),其中与细胞周期调控有关的蛋白有 Smad2-3､ DNA-PK､ SMC-3。GO 及 KEGG
分析显示差异蛋白参与到多条信号通路的调节如:PI3K-AKT､ mTOR､ AMPK 信号通路等。结

论:RGC-32 在肾脏中可能具有比较重要功能,其可以影响肾脏多个蛋白的表达;RGC-32 可能通过

Smad2-3､ DNA-PK､ SMC-3 对细胞周期进行调节,从而影响肾脏疾病的进程,但其可能的机制还有

待进一步的探讨。 
结论 对 25165 多肽中 4690 蛋白进行定量,其中有 361 蛋白表达量有差异(knockout/wild ratio >+/- 
1.2 and P<0.05),其中与细胞周期调控有关的蛋白有 Smad2-3､ DNA-PK､ SMC-3。GO 及 KEGG
分析显示差异蛋白参与到多条信号通路的调节如:PI3K-AKT､ mTOR､ AMPK 信号通路等。结

论:RGC-32 在肾脏中可能具有比较重要功能,其可以影响肾脏多个蛋白的表达;RGC-32 可能通过

Smad2-3､ DNA-PK､ SMC-3 对细胞周期进行调节,从而影响肾脏疾病的进程,但其可能的机制还有

待进一步的探讨。 
 
 
PO-1881 

血浆置换联合激素治疗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李广波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联合激素治疗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5-2016.5 在我科住院治疗的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7 例患儿,分析其特点及

血浆置换联合激素治疗的效果。 
结果 疗效显著 
结论 血浆置换联合激素治疗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疗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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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82 

ILEI 在 TGF-β 诱导的人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中 
的作用机制研究 

 
赵兴,姜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观察转化生长因子 beta1 ( TGF-β1)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 EMT 时的相关变化,探讨 ILEI
在肾小管 EMT 中表达的变化以及 ILEI 对 TGF-β1 诱导的肾小管 EMT 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不同剂量的 TGF-β1 作用于 HK-2 细胞不同时间,观察 HK-2 细胞的形态学变化,Western blot､
RT-PCR 及免疫荧光检测各组细胞的 ILEI､ E-钙粘蛋白､ α-平滑肌肌动蛋白及波形蛋白的蛋白及

mRNA 表达。并应用 Transwell 检测 HK-2 细胞迁移能力变化。合成 ILEI 过表达质粒及干扰片段

siRNA,TGF-β1 作用各组细胞,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Western blot､ RT-PCR 检测各组细胞的 ILEI､
E-钙粘蛋白､ α-平滑肌肌动蛋白及波形蛋白表达。应用 Transwell 检测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 
结果 1.TGF-β1 刺激 HK-2 细胞后,细胞形态向成纤维细胞转化。2.TGF-β1 以时间依赖的方式下调

E-cadherin,上调 α-SMA 及 Vimentin 表达。3.ILEI 在 TGF-β1 诱导 HK-2 细胞发生 EMT 时表达增加,
且 TGF-β1 以时间及剂量依赖的方式上调 ILEI 表达。4.随着 TGF-β1 作用时间的延长,HK-2 细胞迁

移能力增强。5.过表达 ILEI 的 HK-2 细胞发生形态向成纤维细胞转化。6.ILEI 过表达组与正常组和

vector 相比,E-cadherin 表达减少,而 α-SMA 及 Vimentin 表达增加。7.过表达的 HK-2 细胞迁移能力

增强。8.给予 TGF-β1 诱导后过表达组较单独诱导组形态变化更加明显,迁移能力增强更加显著。9.
给予 TGF-β1 诱导后过表达组 E-cadherin 表达较单独诱导组进一步减少,α-SMA 及 Vimentin 表达进

一步增加。10.ILEI siRNA 能恢复 TGF-β1 诱导的 HK-2 细胞的形态学改变。11.ILEI siRNA 作用于

HK-2 细胞后抑制 TGF-β1 诱导的 α-SMA 及 Vimentin 表达,ILEI siRNA 能恢复被 TGF-β1 抑制的 E-
cadherin 表达。12.ILEI siRNA 减弱 TGF-β1 诱导的 HK-2 迁移能力。13.ILEI siRNA 作用于 HK-2
细胞后抑制 TGF-β1 诱导的 p-ERK 及 p-AKT 的蛋白表达。 
结论 1.TGF-β1 能够诱导 HK-2 细胞发生 EMT,与 E-cadherin､ α-SMA 及 Vimentin 存在时间依赖

性,TGF-β1 诱导 HK-2 细胞后能增强细胞迁移能力。2.ILEI 参与了肾小管 EMT,其表达水平与 TGF-
β1 存在时间和浓度依赖性。3.过表达 ILEI 能够独立诱导 HK-2 细胞发生 EMT。4.过表达 ILEI 可以

促进 TGF-β1 诱导的 HK-2 细胞 EMT。5.沉默 ILEI 能抑制 TGF-β1 诱导的肾小管 EMT。6.沉默

ILEI 抑制 TGF-β1 诱导的肾小管 EMT 是通过 AKT 及 ERK 两条通路实现的。 
 
 
PO-1883 

以浮肿､ 尿少起病肝豆状核变性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赵秉刚,李青梅,刘妍秀,赵凯姝*,马青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总结 1例以浮肿､ 尿少起病的肝豆状核变性病例的诊疗过程,提高对肝豆状核变性疾病的

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HLD患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诊断及治疗经过,结合文献复习进行总结

分析。 
结果 患儿,男,主要表现为浮肿､ 尿少,不伴蛋白尿,伴肝功能､ 凝血功能异常,溶血性贫血,低补体血症,
高 IgG､ IgM 血症;血清铜蓝蛋白 20mg/L,尿铜 6.64umol/24h;眼裂隙灯双侧角膜可见 K-F 环。 
结论 肝豆状核变性可以隐匿起病,病程迁延,首发症状可不特异,而表现为肝功能异常､ 低补体血症､

溶血性贫血,对出现上述临床表现的病例需注意除外肝豆状核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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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84 

六例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的临床与病理分析并文献复习 
 

赵凯姝,王丽丽,李青梅,赵秉刚,刘妍秀,马青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六例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的临床与病理分析并文献复习。 
方法 对 2010 -2016 年确诊为 C3 肾小球肾炎且有完整临床资料的 6例患者的临床表现､ 病理改变

､ 疗效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①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以血尿为首发症状 2 例,以血尿和蛋白尿为首发症状 4 例;其中表现

为急性肾炎综合征 3 例,肾病综合征 1 例; 6 例患儿补体 C3 均降低;补体 C4 均正常; ② 病理特点: 6
例患儿免疫荧光均可见补体 c3 强阳性沉积;光镜下表现为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5 例,表现为毛细血

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1 例;电镜下 3 例可见电子致密物沉积,3 例未见电子致密物沉积;③ 治疗及预

后;均予肾炎常规治疗, 2 例有新月体形成者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随访 6 月~42 月, 预后较好。 
结论 本组 C3 肾小球肾炎患儿以血尿和(或)蛋白尿为主要表现, 免疫荧光见 C3 强阳性沉积,光镜表

现多以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为主,电镜可表现为电子致密物沉积,短期预后较好。 
 
 
PO-1885 

RNA 干扰 IL-17 基因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Th17/Treg 细胞平衡及足细胞的影响 1 

 
吴玉辉

1,邵晓珊
1,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沉默 IL-17 基因对 Th17 细胞及其特异性转录因子 ROR-γt､ 主要效应性细胞因子 IL-17､
Treg 细胞及其特异性转录因子 Foxp3､ 相关细胞因子 IL-10 以及肾组织足细胞特征性蛋白 WT1､
Nephrin 和 Podocylaxin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建立阿霉素肾病 SD 大鼠模型作为实验组,并设置正常组,将重组表达质粒 IL-17-shRNA 和阴性

对照质粒 shNC 采用慢病毒介导法分别转染至阿霉素肾病 SD 大鼠模型作为转染组和阴性组,筛选出

稳定转染动物,采用 BCA 法测定蛋白尿,流式细胞术检测 SD 大鼠血清 Th17/Treg 细胞数量,实时定

量 PCR(q-PCR)检测 Th17 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 ROR-γt､ 主要效应性细胞因子 IL-17､ Treg 细胞特

异性转录因子 Foxp3 及相关细胞因子 IL-10 基因的 mRNA 表达变化,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SD 大鼠肾组织足细胞特征性蛋白 Nephrin 和 Podocyxin 基因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应用免疫

荧光技术验证 SD 大鼠肾组织 WT1､ caspase 8､ caspase 3 的表达差异,电子显微镜观察 SD 大鼠

肾脏肾小球超微结构的改变。 
结果 (1)实验组较正常组,蛋白尿及血清 Th17/Treg 细胞比例升高,Th17 细胞的 ROR-γt､ IL-17 基因

的 mRNA 表达水平上调,Treg 细胞的 Foxp3､ IL-10 基因的 mRNA 表达水平下调,足细胞特征性蛋白

Nephrin 和 Podocylax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降低,caspase 8 和 caspase 3 的表达水平增

高,WT1 表达水平降低,电子显微镜下肾小球基底膜增厚和系膜基质增生､ 电子致密物沉积､ 上皮细

胞足突弥漫融合。(2)转染组较阴性组,蛋白尿及血清 Th17/Treg 细胞比例降低,Th17 细胞的 ROR-γt
､ IL-17 基因的 mRNA 表达水平下调,Treg 细胞的 Foxp3､ IL-10 基因的 mRNA 表达水平上调,足细

胞特征性蛋白 Nephrin 和 Podocylax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升高,caspase 8 和 caspase 3 的

表达水平降低,WT1 表达水平升高,电子显微镜下肾脏细胞基底膜厚薄基本正常､ 系膜基质轻度增生

､ 仅少量电子致密物沉积,局部有足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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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h17/IL-17 异常活化参与足细胞损伤凋亡导致大量蛋白尿的产生,RNAi 技术沉默 IL-17 基因后

对阿霉素肾病大鼠的有效干预,可望为临床原发性肾病综合征足细胞损伤､ 凋亡变化的认识展示一

个新的视野,为今后临床合理干预､ 寻找治疗靶标提供理论基础。 
 
 
PO-1886 

49 例肾单位肾痨患儿基因检测及分析 
 

林宏容
1,岳智慧

1,陈华木
1,蒋小云

1,莫樱
1,王海燕

2,刘婷
1,李敏

3,孙良忠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 

3.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 
 
 

目的 目前已知肾单位肾痨(NPHP)的致病基因已超过 20 种。本研究拟通过 NPHP1微卫星､

Sanger 测序､ 高通量测序等方法,对 NPHP 患者筛查已知致病基因,并探索可能的新致病基因。 
方法 收集患儿临床病理资料,并留取患儿､ 家系成员及 100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标本。根据临床表

型,通过 NPHP1 微卫星和 Sanger 测序,首先对 NPHP 患儿进行常见致病基因的筛选(包括 NPHP1
､ NPHP2､ NPHP3､ NPHP5､ NPHP10 等基因)。对上述检测未发现常见致病基因突变的患儿,进
一步行高通量测序(目标区域捕获测序或全外显子测序),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出可能的 NPHP
致病基因。 
结果 共纳入 NPHP 患儿 49 例,其中少年型 NPHP 有 27 例,婴儿型 NPHP 有 22 例。通过微卫星及

Sanger 测序,共有 13 例患儿检测到已知 NPHP 基因的纯合突变或复合杂合突变:7 例为 NPHP1 基
因突变,4 例为 NPHP3 基因突变, 2 例为 NPHP5 基因突变。常见致病基因筛查阴性的患儿,共有 27
例 NPHP 患儿进行了高通量测序,其中 6 例患儿检测到 NPHP 基因纯合突变或复合杂合突

变:NPHP2(1 例),NPHP3(1 例),NPHP12(2 例),NPHP18(1 例),IFT140(1 例)。综上可知,49 例诊断为

NPHP 患儿,共有 19 例通过基因检测明确了致病基因,占 38.8%;仍有 30 例未明确致病基因,占
61.2%。在明确致病基因的患儿中,NPHP1 突变频率 高,占 36.8%,其次为 NPHP3 基因突变,占
26.3%。此外,在未发现已知致病基因的突变的患儿,我们检测到了其他的纤毛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包
括 CFAP77､ DNAH9､ DNAH10､ DNAH14 等基因,这些基因有可能是 NPHP 新致病基因。 
结论 (1)本研究 NPHP 患儿 常见的基因突变为 NPHP1,其次为 NPHP3 基因突变。(2)本研究发现

部分患儿存在少见的 NPHP 致病基因突变,高通量测序对少见 NPHP 致病基因突变的检测体现较大

的优势。(3)本研究对 NPHP 新致病基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PO-1887 

全外显子组测序诊断 5 例肾单位肾痨的基因突变及临床分析 
 

汤小山
1,2,徐虹

1,2,沈茜
1,2,李国民

1,2,饶佳
1,2,陈径

1,2,翟亦晖
1,2,缪千帆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肾单位肾痨(Nephronophthisis, NPH)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囊性肾脏病,其起病隐匿,早期临床表

现及病理改变缺乏特异性,为临床诊断带来困难。目前发现多达 90 种基因改变均可导致 NPH,存在

明显遗传异质性。因此相对于一代测序,高通量测序技术为明确及发现新的 NPH 致病基因提供有效

途径。本研究总结全外显子组测序诊断 5 例 NPH 的基因突变及临床资料,旨在提高对肾单位肾痨致

病基因和临床表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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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报道 5例肾单位肾痨患儿的临床表现､ 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和影像学资料。应用二代测序技

术对 5 例患儿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对可疑致病基因及突变位点行生物信息学及遗传学分析,确定其

致病基因及突变位点。利用 Sanger 直接测序法在患儿及其父母中对突变位点进行验证。 
结果 5 例 NPH 患儿中有 2例婴儿型､ 2 例少年型;男 3 例,女 2 例。2 例婴儿型 NPH 患儿均以肝功

能损害就诊,同时伴有高血压及左心室后负荷增高改变,且肾功能分别在就诊 7 个月和 9 个月后进展

为 ESRD。2 例婴儿型 NPH 均为 NPHP3 基因突变所致,一例为复合杂合突变(c.1358A>G､
c.2369A>G),而另一例同时携带来自父亲的 IVS26-3A>G 剪切位点突变和来自母亲的

c.1174C>T(p.392R>X, 939)无义突变。2 例少年型 NPH 患儿起病时均已进入 ESRD,其中 1 例为

Joubert 综合征。2 例少年型 NPH 分别检测到 NPHP1 基因的框移突变(c.1583 至 1596:缺失)和纯

合点突变(7 c.640G>T)。另外一例以尿频､ 夜尿增多起病,目前肾功能为 CKD3 期,为 NPHP2 基因

的复合杂合突变(c.2686G>A､ c.1943A>G)。5 例患儿尿微量蛋白系列均有尿 α1-微球蛋白/肌酐､

尿转铁蛋白增高,而无血尿。肾脏超声检查 5 例患儿均回声增强,仅 2 例可探及囊肿。此外,除 1 例双

肾偏小以外其余 4 例患儿双肾大小均正常。 
结论 全外显子测序明确了 5 例 NPH 患儿的致病基因。NPHP3 基因突变 NPH 患儿起病较早,肾功

能进展速度快,常伴有肝功能损害及高血压。NPHP3 基因外显子 17 的 c.2369A>G(p.790L>P)点突

变可能为中国人群的易感突变位点。 
 
 
PO-1888 

RSV 通过 TLR2 信号通路致大鼠肾损伤 
 

翟松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RSV 是引起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而呼吸道感染是儿童肾病综合征加重和复发的重要诱

因,Toll 受体在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研究探讨 TLR2在 RSV 感染诱导肾损伤中作用。 
方法 大鼠感染 6×106PFU RSV(每天腹腔注射 0.4ml,鼻腔滴注 0.2ml,连续 3 天) ,分别在感染后第 4
､ 8､ 14､ 28 天处死大鼠。光镜和电镜下观察大鼠肾脏病理变化,并检测 24 小时尿蛋白含量及血浆

生化变化,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肾组织 TLR2 mRNA。分离大鼠骨髓单个核细胞用细胞因子 GM-CSF
和 IL-4 诱导培养 7 天,用 6×104PFU RSV 和 6×102PFU RSV 感染细胞。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

胞 MHC-Ⅱ+､ CD86+阳性细胞百分比,ELISA 法检测大鼠血浆和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IL-6､ IL-17 水

平,Western 免疫印迹法检测各组细胞 NF-κB p65 蛋白表达。 
结果 6×106PFU RSV 感染组大鼠 24 小时尿蛋白增加(16.11±1.946mg/24h),并伴随低蛋白血症

(18.68±2.230g/L),肾小球足突融合消失,部分肾小管肿胀,以感染后第 28 天组 为显著。肾脏

TLR2mRNA 在第 28 天组 高(-ΔCt=7.934±0.414),免疫组化显示 TLR2在肾小球表达增加。

6×106PFU RSV 感染组大鼠外周血 IL-6 和 IL-17 水平表达增高,其中第 28 天感染组

(57.47±3.704pg/ml,617.85±33.295pg/ml,p<0.05)表达 高。MHC-Ⅱ+､ CD86+阳性细胞百分比在

高滴度 RSV(6×104PFU)感染组(73.03%±4.890%,70.56%±4.579%,p<0.05)较低滴度

RSV(6×102PFU)感染组(47.48%±3.456%,43.73%±4.652%)和阴性对照组

(39.13%±2.974%,36.57%±4.105%)增高,但较 TNF-α 干预组(88.63%±3.773%,89.96%±5.705%)
低。高滴度 RSV(6×104PFU)感染组上清液 IL-6(91.45±7.355pg/ml,p<0.05)､ IL-
17(79.90±9.233pg/ml,p<0.05)较阴性对照组表达增加(27.68±8.792pg/ml, 21.47±4.160pg/ml),但
低于 TNF-α 干预组(104.72±6.998pg/ml, 88.35±3.8499pg/ml)。RSV 感染组 TLR2mRNA 表达较对

照组(-ΔCt=3.14±0.611)高,以高滴度 RSV 感染组 高(-ΔCt=5.98±0.392)。RSV 感染组细胞 NF-
κBp65 蛋白表达较对照组显著增高。 
结论 肾小球 TLR2表达上调引起免疫功能紊乱可能参与 RSV 感染诱导的肾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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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89 

儿童急性肾损伤 70 例临床分析 
 

李运璧,朱小石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分析儿童急性肾损伤(AKI)的病因､ 临床特点及预后。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以来治疗的 70 例儿童急性肾损伤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该组病例中男 41 例,女 29 例,其中城市 16 例,农村 54 例,新生儿期 4 例,婴儿期 13 例,幼儿期

19 例,学龄前期及学龄期各 11 例,青春期 12 例。病程 短的 1 天, 长的 128 天,平均 10.8 天,AKI 1
期 17 例 AKI 2 期 19 例,AKI 3 期 34 例,肾前型 19 例,主要为消化道感染和新生儿窒息,其次为其他感

染引起的脓毒症等;肾型为 40 例,其中急性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 8 例,肾病综合征 4 例,溶血尿毒

综合征､ 急性间质性肾炎､ 急性非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 结缔组织疾病所致肾损害各 2 例;各
种中毒及意外伤害致肾损害 20 例,肾后型为 11 例,主要为泌尿系结石。病因在各年龄组分布有统计

学差异,新生儿多为肾前型,婴儿期多为肾后型,其余年龄组多为肾型;少尿､ 高血压､ 血尿､ 蛋白尿及

血肌酐增高等参数在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所有病例给予积极治疗原发病及综合治疗,25 例予血液

透析。治愈 30 例,好转 28 例,无效放弃 11 例,死亡 1 例。 
结论  急性肾损害由多种原因引起,发病年龄､ 原发病､ 其他脏器功能状态及治疗情况影响其预后,早
期识别,积极有效的治疗,有助于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PO-1890 

单中心儿童纤毛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型分析 
 

仇丽茹,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纤毛是大多数真核细胞表面重要细胞器,其整合多种细胞通路,与细胞分化､ 组织发生､ 发育以

及稳态相关。纤毛病是由于纤毛相关基因突变导致纤毛蛋白结构或功能缺陷所造成的可以累及多个

脏器的临床综合征,可导致脏器发育异常或退行性病变,常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多囊肾､ 肾单位肾

痨､ 视网膜色素样变性以及 Bardet–Biedl 综合征､ Joubert 综合征､ Meckel 综合征均归类于纤毛

病。近百种基因突变可导致纤毛病的发生。目前我国关于该类疾病的发生情况､ 临床表现以及基因

突变情况并无相关报道。 
方法 本文收集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确诊为纤毛病的患儿,分析其临床表型及基因型特点。 
结果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经一代和二代测序确定相关基因突变患儿共 18 例。其中男

性患儿 12 例,女性患儿 6 例。其中 9 例患儿就诊时 eGFR<15ml/Kg.1.73m2(肾功能 V 期),平均年龄

6 岁 10 月;1 例患儿就诊时 eGFR 15ml/Kg.1.73m2~30 ml/Kg.1.73m2(肾功能 IV 期),年龄 1 岁 6
月;3 例患儿就诊时 eGFR 30ml/Kg.1.73m2~60 ml/Kg.1.73m2(肾功能 III 期)平均年龄 4 岁 8 月;2 例

患儿就诊时 eGFR 60ml/Kg.1.73m2~90 ml/Kg.1.73m2(肾功能 II 期)平均年龄 4 岁 5 月;3 例患儿就

诊时 e GFR> 90ml/Kg.1.73m2(肾功能 I 期),平均年龄 2 岁 8 月。3 例患儿 Sanger 测序,15 例患儿二

代测序,基因突变结果,NPHP1 复合杂合突变 4 例;TTC21B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3 例;BBS1 复合杂合

突变 2 例;ARPKD 复合杂合突变 2 例;ADPKD 杂合突变 1 例;NPHP3 复合杂合突变 1 例;BBS2 复合

杂合突变 1 例;IQCB1 复合杂合突变 1 例;IFT122 复合杂合突变 1 例;IFT140 复合杂合突变 1
例;IFT172 复合杂合突变 1 例。其中 6 例患儿就诊时未发现肾外症状,其余 12 例均可见肾外症状,包
括眼睛､ 骨骼､ 心脏､ 肝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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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百种纤毛相关基因的突变可导致纤毛病,因此使其临床表现多样并且复杂,易导致漏诊和误

诊。纤毛病导致儿童较小年龄即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但是由于目前发病分子

机制不清,仍没有特效的药物治疗。因此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和多中心临床研究。 
 
 
PO-1891 

儿童慢性肾脏病计算机辅助个体化评估及远程医疗干预 
 

姜丽娜,崔红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和终末期肾脏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
的防治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本研究探讨计算机辅助个性化评估对慢性肾脏病患儿家

庭管理的策略。 
方法 在患者就诊时或出院休疗期间,将其每次检验､ 检查指标录入专为慢性肾脏病患儿开发设计的

健康管理软件,软件针对每例患儿进行数据分析,给出患儿个体化评估及干预处方。 
结果 建立儿童慢性肾脏病远程医疗管理平台,创新性地提出了远程检验､ 远程评估,远程培训､ 远程

管理的医疗服务理念。 
结论 计算机辅助个性化干预能提高慢性肾脏病患儿的自我管理能力,并有助于延缓患儿病情进展和

提高生存质量。 
 
 
PO-1892 

Angptl3 deletion is a therapeutic method to ameliorate 
glomerulosclerosis by attenuating podocyte loss in mice 

with Adriamycin nephropathy 
 

DAI Rufeng1,2,LIU Haimei1,2,RAO Jia1,2,ZHAI Yihui1,2,SHEN Qian1,2,SUN Li1,2,HAN Xinli1,2,XU Hong1,2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Kidney Development & Pediatric Kidney Disease Research Center 
 
 

Objective Angiopoietin-like-3 (Angptl3) deletion is well-known for its protective effects on 
podocyte injury and proteinuria in the early stage of nephropathy. The current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Angptl3 deletion serves similar effects in the end stage of nephropathy. 
Methods Angptl3+/+ and Angptl3-/-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Adriamycin to induce nephropathy. 
Kidney structure, serum and urine parameters were observed by long-term follow-up (up to 12 
weeks). Mice primary podocytes were cultured and induced to be loss by Adriamycin. Podocyte 
loss was analyzed and alterations of some relative proteins was measured. 
Results Angptl3 deletion attenuated proteinuria and hypoproteinemia, protected re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mproved survival quality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Adriamycin nephropathy. And 
reduced detached and apoptosis cells in renal tissue and alleviated podocyte density decrease of 
mice with glomerulosclerosis. Furthermore, Angptl3 deletion rescued detachment and apoptosis 
of primary podocytes in vitro, and integrin α3β1, integrin-linked kinase (ILK) and p53 were altered 
in those effect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in addition to serving renal protect effec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nephropathy. Angptl3 deletion ameliorates glomerulosclerosis in the end stage by 
attenuating podocyte loss via rescuing detachment and apoptosis. This implies that Angptl3 may 
be an attractive therapeutic target for podocyte injury and proteinuria in the oc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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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93 

儿肾超说明书用药循证评价 
 

李欣然,周双,陈超阳,马凌悦,钟旭辉,周颖,崔一民,丁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超说明书用药(off-label use of drugs)是指药物的应用超出了国家药监部门认可的生产厂家提

供的药品说明书界定范围,包括超出了适用年龄､ 剂量､ 剂型､ 给药途径或适应证等。但是“超说明

书用药”并不意味着不合理用药､ 违法用药或试验性用药,通常是经过广泛临床观察,并且有文献和循

让医学证据支持的。在儿科领域,超说明书用药面临一定风险和法律问题[1]。 
据文献报道,美国有 21%已批准药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超说明书用药现象,其中成人用药中占

7.5%~40.0%,儿童用药甚至高达 50%~90%[2]。 
目前,我国有少部分科研机构､ 学术团体致力于研究国内外超说明书用药现状。据数据显示,我国超

说明书用药现象也与欧美国家一样[3-5],各级医疗机构均存在不同程度超说明书用药这一现象,而且基

层医疗机构尤其普遍,缺乏有效的监管。虽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先后制订了多部规范药品

使用的相关法规,但到目前为止还无超说明书用药的相关法律､ 法规,而且多部法规中涉及的有关条

款原则上都不支持临床上超说明书用药这一医疗行为[6]。 
医师和医疗机构超说明书用药存在职业､ 法律风险,同时超说明书用药也会增加患儿用药不良事件

的发生风险;然而药品说明书的更新滞后､ 儿科医学实践的丰富经验等又使得超说明书用药现象发

生普遍。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全球超说明书用药在门诊及住院患儿均为普遍现象,住院患儿更为突出
[6]。因此,药师在合理超说明书用药规范的工作十分有必要。 
方法 本文检索了指南的更新版本,以及随机对照试验,结合国外 Micromedex 给出的 Thomson 分级,
对儿肾超说明书用药进行了循证评价。 
结果 超说明书用药十分普遍,且仍需更多设计良好､ 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

析支持。国内外指南与专家共识基本一致,但仍有部分循证推荐级别差异。 
结论 医师和药师应引起儿童超说明书用药的重视,结合患者自身条件合理用药,将超说明书用药规范

化。 
 
 
PO-1894 

小儿急性肾功能衰竭中血液透析的护理 
 

饶蔚
1,陈文健

1,胡娇娇
1,黄文彦

1,饶蔚
1,陈文健

1,胡娇娇
1,黄文彦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小儿急性肾功能衰竭中血液透析的护理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4 例小儿急性肾功能衰竭患儿的临床资料,均采取血液透析治疗,根据是否采取整

体护理进行分组;对照组 46 例,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 48 例,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整体护理,包括

心理护理､ 健康宣教､ 饮食指导､ 并发症观察和护理;对比两组患儿的遵医行为总依从率及治疗前

后的血尿素氮(BUN)､ 血肌酐(SCr)水平,综合评价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并作对比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遵医行为总依从率为 91.67%,显著大于对照组的 73.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儿 BUN､ SCr 水平均显著低于护理前水平,且与对照组对比,具有显著性

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儿的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 家庭支持､ 生活感受､ 健康感受评分均

显著提高,且与对照组对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整体护理对小儿急性肾功能衰竭中血液透析的效果显著,可协同恢复肾功能､ 提高生活质量,对
于改善遵医行为依从性和预后均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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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95 

肾小球毛细血管内增生对儿童紫癜性肾炎大量蛋白尿形成的影响 
 

黄岩杰,杨晓青,张龙真,李静,梅晓峰,李金刚,毕亮亮,白梦刻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紫癜性肾炎((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nephritis,HSPN)肾小球毛细血管内增生病变是

否为大量蛋白尿(包括肾病综合征和肾病水平的蛋白尿)形成的重要病理因素之一,以及对尿中大中分

子蛋白质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地分析了 148 例伴有大量蛋白尿的 HSPN 患儿的肾脏病理特点,运用免疫比浊方法检测

24h 尿蛋白定量和尿中肾小球损伤标志物(IgG､ 转铁蛋白和白蛋白),比较各病理分型间上述指标的

均数差异。分析肾小球毛细血管内增生病变与 24h 尿蛋白定量和尿中肾小球损伤标志物的相关性。 
结果 148 例伴有大量蛋白尿的 HSPN 病例占同期 581 例 HSPN 肾活检病例的 25.47%。大量蛋白

尿的病理类型包括Ⅱb型､ Ⅲa型､ 单纯Ⅲb型､ Ⅲb合并毛细血管内增生型､ Ⅳb 型和毛细血管内

增生型,其中单纯毛细血管内增生型占 7.43%。毛细血管内增生型 HSPN 24h 尿蛋白定量和尿中白

蛋白定量均高于其他各病理类型,毛细血管内增生病变百分比与 24h 尿蛋白定量及尿白蛋白呈正相

关。 
结论  伴有大量蛋白尿的 HSPN 病理类型多样。肾小球毛细血管内增生是造成 HSPN 患儿大量蛋白

尿的重要病理因素之一,以尿中白蛋白升高为主。 
 
 
PO-1896 

醛固酮下调 HEK 293 细胞及非洲爪蟾卵母细胞 
上 UT-B 蛋白表达及生物学活性 

 
陈敏广,胡云霞,杨建环 ,王德选,庄捷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研究醛固酮对体外培养 HEK 293 细胞及非洲爪蟾卵母细胞 UT-B 蛋白表达及尿素转运活性的

影响。 
方法 1.应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醛固酮对 UT-B 在 HEK 293T 细胞中总蛋白表达的影响。2.应用

细胞表面生物素化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醛固酮对 UT-B 在非洲爪蟾卵母细胞上总蛋白及细胞表

面膜表达的影响。3.应用 14C-尿素转运试验检测醛固酮对 UT-B 在非洲爪蟾卵母细胞上尿素转运活

性的影响。 
结果 1. Western Blot 方法结果显示,与未加醛固酮的对照组相比,醛固酮组 UT-B 总蛋白水平下降

(100% VS 79.26±3.904%,p<0.01,n=4)。2.细胞表面生物素化结果显示,与未加醛固酮的对照组相比,
醛固酮组 UT-B 细胞表面膜蛋白(100% VS 33.72±0.714%,p<0.01,n=2)和总蛋白水平均下降(100% 
VS 47.23±0.340%,p<0.01,n=2)。3. 14C-尿素转运试验结果显示,与未加醛固酮的对照组相比,醛固酮

组 UT-B 尿素转运活性下降(1min:106.3±4.613 VS 87.40±3.659,p<0.05,n=5;3min:236.2±13.59 VS 
172.5±6.099,p<0.01,n=5)。 
结论 1.醛固酮能直接下调 UT-B 在 HEK 293T 细胞上的总蛋白表达水平。2.醛固酮能下调非洲爪蟾

卵母细胞上 UT-B 总蛋白及膜蛋白表达水平,抑制非洲爪蟾卵母细胞 UT-B 对尿素的转运活性。上述

结果提示醛固酮很可能通过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对 UT-B 总蛋白及膜蛋白的表达､ 降低其尿素转运

活性从而参与尿液的浓缩和稀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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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97 

促红细胞生成素对低出生体重大鼠肾脏足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 
 

陆春久,李艳红,李晓忠,戴小妹,孙云清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低出生体重(low birth weight, LBW)大鼠肾单位发育成熟早期有无足细胞损伤

以及予外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 EPO)后能否改善其足细胞的损伤,分析 EPO 对 LBW
大鼠肾脏足细胞有无保护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分别建立正常出生体重大鼠(Control 组)模型及通过予低蛋白饲料饲养建立低出生体重大鼠

(LBW 组)模型。随机选取 Control 组及 LBW 组在其生后的第 2天､ 第 4 天分别予腹腔注射

5000IU/kg 大鼠 EPO,建立 Control+EPO 组及 LBW+EPO 组大鼠模型。将大鼠模型作为研究对象,
观察各组大鼠在 30日龄时的体重､ 肾脏重量及肾小球数目的差异,同时应用蛋白免疫印迹及流式细

胞术检测各组大鼠足细胞标志物(Podocalyxin, PCX)及细胞增殖标志物(Ki-67)表达的差异。 
结果 (1)LBW 组大鼠出生体重显著低于 Control 组(P<0.001)。(2)30 日龄的 LBW 组大鼠的体重及肾

脏重量显著低于 Control 组及 LBW+EPO 组(P<0.001);LBW+EPO 组大鼠的体重及肾脏重量显著低

于 Control 组(P<0.001)。(3)30 日龄的 LBW 组大鼠的肾小球数目明显低于 Control 组(P<0.01);与
LBW 组相比,LBW+EPO 组肾小球数目未见明显增加(P>0.05)。(4)蛋白免疫印迹及流式细胞术检测

结果均提示:与 Control 组相比,30 日龄的 LBW 组大鼠肾脏组织的 PCX 表达量明显下降(P<0.05);而
LBW 组与 LBW+EPO 组大鼠肾脏组织的 PCX 表达量无明显差异(P>0.05);同时,LBW+EPO 组大鼠

肾脏组织的 PCX 表达量较 Control 组明显下降(P<0.05)。(5)蛋白免疫印迹检测结果显示 30 日龄的

Control 组､ LBW 组以及 LBW+EPO 组大鼠肾脏组织的 Ki-67 表达量无显著差异(P>0.05)。
(6)LBW 组大鼠肾脏组织细胞中的 PCX 阳性细胞的 Ki-67 表达率显著低于 Control 组(P<0.001),且
LBW 组大鼠肾脏组织细胞中的 PCX 阳性细胞的 Ki-67 表达率亦低于 LBW+EPO 组(P<0.01);同
时,LBW+EPO 组大鼠肾脏组织细胞中的 PCX 阳性细胞的 Ki-67 表达率较 Control 组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1)LBW 组大鼠肾脏组织的 Podocalyxin 表达较 Control 组明显下降,显示 LBW 大鼠在肾单位

发育成熟早期已存在足细胞损伤。(2)LBW+EPO 组大鼠肾脏组织的 Podocalyxin 表达较 LBW 组未

见明显增加,提示外源性 EPO 未能改善 LBW 大鼠足细胞的损伤。(3)外源性 EPO 对 LBW 大鼠肾脏

发育成熟早期细胞的增殖及足细胞的增殖未见明显的促进作用。 
 
 
PO-1898 

上海市中小学生尿液筛查网络化建设的初探 
 

龚一女
1,2,徐虹

1,2,沈茜
1,2,翟亦晖

1,2,方晓燕
1,2,李正秀

3,谢岳林
4,蒋慧芬

5,陆文
6,陆定

7,王洋
8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3.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儿科 
4.上海市嘉定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科 
5.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 

6.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 
7.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儿科 

8.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体检科 
 
 

目的 无症状性血尿病因复杂,大部分预后良好,仍有少数会出现蛋白尿,甚至肾功能损害,长期随访非

常重要。本项目旨在通过在上海市嘉定区和宝山区构建分级诊疗模式并进行无症状性血尿患儿分级

诊疗实践性研究,探索和完善“上海市学校尿液筛查网络化建设”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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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3 年~2014 年,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牵头,通过疾病筛查监测网络构建､ 相关临床数据

信息化管理､ 人才队伍建设与区级医院开设专病门诊等三方面在嘉定区和宝山区试点建立分级诊疗

模式,并对这两个区学校尿液筛查发现的隐血/蛋白尿学生实践无症状性血尿分级诊疗。 
结果 1. 分级诊疗的构建 形成由嘉定区､ 宝山区学校尿液筛查机构(一级)-嘉定区中心医院和宝山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二级)-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三级)的疾病筛查监测网络;开发并应用互联网尿液筛

查数据库,对区级医院和儿童专科医院就诊/随访学生的临床资料进行信息化管理,并定期进行质量控

制检查;协助区级医院组建儿童肾脏病诊疗队伍以及开设尿液筛查专病门诊。2. 分级诊疗的实践 嘉
定区和宝山区 20 所初中共筛查 2013 级预备班学生 4930 名,发现隐血和/或蛋白尿 70 例

(1.42%,70/4930);区级医院首诊 69 例(首诊率为 98.6%,69/70);达到转诊标准 2 例,实际至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转诊 1 例,评估后为单纯性镜下血尿转回区级医院随访;区级医院单纯性镜下血尿随访

20 例(100%,20/20)。3.信息化管理 嘉定区中心医院及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相关临床数据。综

合数据登记系统及电子登记表,信息化管理达 100%。 
结论 无症状性血尿分级诊疗可行性强,能提高学校尿液筛查阳性者的就诊率和随访率,是实现上海市

学校尿液筛查网络化建设的有效模式,有望成为儿童慢性肾脏病二级预防的有力手段。区级医院儿

科经过专科培训后可以承担当地儿童肾脏疾病常见症状的诊疗,在分级诊疗实行中发挥重要作用。 
 
 
PO-1899 

抗 Angptl3-CCD 抗体对小鼠阿霉素肾病的治疗作用 
 

韩新利
1,2,徐虹

1,2,沈茜
1,2,孙利

1,2,刘海梅
1,2,饶佳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研制针对血管生成素样蛋白 3 螺旋-螺旋样结构域(Angptl3-CCD)的多克隆抗体,探讨抗体干预

内源性 Angptl3-CCD 能否减轻阿霉素肾病小鼠的蛋白尿及足细胞损伤。 
方法 依据 Angptl3 基因 CCD 结构域对应序列设计一对引物,从 pcDNA3.1-NPHSP-Angptl3 质粒中

克隆出目的序列。构建 PET-28a-CCD 表达质粒,将获得的阳性克隆进行原核诱导表达后,经镍柱批

量纯化获得重组蛋白 Angptl3-CCD。将可溶蛋白 Angptl3-CCD 免疫新西兰大白兔,以获得 Angptl3-
CCD 兔源多克隆抗血清。抗血清经 ProteinA 亲和纯化获得抗 Angptl3-CCD 的治疗性 IgG 抗体, 通
过 Western-Blot 测定抗体特异性。B6/129S 小鼠 48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ontrol 组)､ 兔非特异
IgG 对照组(IgG 组)､ 阿霉素肾病造模组(Mode 组)､ 抗 Angptl3-CCD 多克隆抗体治疗组(Therapy
组)4 组。用阿霉素 2.5mg/kg 一次性尾静脉注射进行造模。治疗组从造模起每三天腹腔注射

20mg/kg 剂量的抗 Angptl3-CCD 多克隆抗体,共注射 9 次;Mode 组造模后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IgG
组注射等剂量兔非特异性 IgG;Control 组注射等剂量生理盐水。隔周 ELISA 检测尿蛋白一次。28
天后摘眼球取血,分离血清检测生化指标甘油三酯(TG)､ 总胆固醇(T-CHO)和白蛋白(ALB)。电镜观

察肾脏组织病理改变。 
结果 1 Western-Blot 测定结果表明,制备的 Angptl3-CCD 兔源抗体能特异性识别 Angptl3。2Mode
组与 Therapy 组尿蛋白/肌酐(Alb/Cr)在第 14天､ 第 21 天和第 28 天明显升高,与 Control 组和 IgG
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Therapy 组第 14天､ 第 21 天和第 28 天的尿蛋白/肌酐(Alb/Cr)显著低于

Mode 组(P<0.01)。3Mode 组血清中甘油三酯(TG)､ 总胆固醇(T-CHO)显著高于 Control 组和 IgG
组(P<    0.01),白蛋白(ALB)显著低于后两者(P<0.01);Therapy 组血清中甘油三酯(TG)､ 总胆固醇(T-
CHO)和白蛋白(ALB)与 Control 组和 IgG 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但甘油三酯(TG)和总胆固醇(T-CHO)
显著低于 Mode 组(P<0.01),白蛋白(ALB)显著高于 Mode 组(P<0.01);血肌酐(Scr)含量各组间无显著

性区别。4 电镜显示:Mode 组肾脏上皮细胞足突广泛融合,而 Therapy 组肾脏组织学改变显著减轻,
仅有部分足突融合。 
结论 抗 Angptl3-CCD 多克隆抗体可以缓解阿霉素肾病小鼠的蛋白尿和足细胞足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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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00 

基因诊断 3 例儿童原发性远端肾小管酸中毒 
 

刘娇娇
1,2,沈茜

1,2,李国民
1,2,曹琦

1,2,方晓燕
1,2,翟亦晖

1,2,陈径
1,2,饶佳

1,2,徐虹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原发性远端肾小管性酸中毒(dRTA)是由参与尿液酸化的至少三种基因(SLC4A1､ ATP6V1B1
和 ATP6V0A4)的功能缺失突变引起的一组临床综合征。生长迟缓是这些患儿的常见问题。该病具

有遗传异质性,认识其基因突变,将有利于对该群体进行准确诊断､ 个体化干预和随访。总结分析 3
例 dRTA 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分子遗传学资料,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临床诊断为 dRTA 的 3 例患儿,分析其临床特征。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对 SLC4A1､
ATP6V1B1 和 ATP6V0A4 基因进行分析,对于发现的阳性突变经 Sanger 测序对突变及其家人进行

验证。 
结果 三名患儿临床上均表现为代谢性酸中毒､ 反常性碱性尿､ 高钾血症､ 双肾钙盐沉着。就诊时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生长发育迟缓。对 3 名患儿进行 1-4 年的随访发现,口服枸橼酸钾后酸中毒均得

到纠正,且(除例 3)2 名患儿生长发育得到追赶。例 3 患儿在 6 岁时接受生长激素治疗,生长速率得到

极大的改善(9.6cm/年)。3 名患者中共发现 RTA 致病基因(SLC4A1､ ATP6V1B1 和 ATP6V0A4)的
5 个突变:例 1 患儿检测到 ATP6VOA4 基因的复合杂合突变

c.1418C>T,c.2419C>T(p.S473F,p.R807X,34);例 2 患儿检测到 ATP6V1B1 基因的复合杂合突变

c.409C>T, c.904C>T (p.P137S, p.R302W);例 3 患儿检测到 SLC4A1 基因的 1 个杂合错义突变

(p.R589H)。其中,ATP6VOA4 基因位点 c.1418C>T,c.2419C>T(p.S473F,p.R807X,34),ATP6V1B1
基因位点 c.409C>T, c.904C>T (p.P137S, p.R302W)为新发现的突变。 
结论 本研究发现 4 个新的突变位点,丰富了 dRTA 致病基因突变谱。另外,本研究首次提供了生长激

素在改善 dRTA 患儿生长情况方面的经验。 
 
 
PO-1901 

11 例 WT1 基因突变导致儿童肾病综合征 
的基因型与表型相关分析 

 
饶佳

1,2,徐虹
1,2,沈茜

1,2,李国民
1,2,方晓燕

1,2,翟亦晖
1,2,陈径

1,2,吴冰冰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通过读 WT1 基因突变的肾病综合征的患儿临床表型和基因型的相关分析,为分子诊断分型及临

床预后提供科学的依据。 
方法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2 日在我院肾脏科就诊并随访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分

别应用分别应用候选基因直接测序､ 候选基因 Pannel 及全外显子测序(WES)对儿童肾病综合征

(NS)的致病基因进行筛选并验证,同时收集临床表型资料及随访数据。 
结果 在 163 例儿童 NS 中明确了 11 例由 WT1 基因的单一杂合突致病,7 种不同的突变均位于第 8
外显子/内含子和第 9 外显子/内含子之间。3 例为第 9 内含子剪切位点的 KTS 突变(c.1432+4C>T; 
c.1432+5G>A), 其肾功能进展恶化进入 ESRD 的病程比非 KTS 突变的患儿更长,表型为孤立性 NS,
无合并 Wilms 瘤或泌尿生殖系畸形。5 例为第 9 外显子上的错义突变(p.R462W 和 p.D464N), 表型

为不完全型 Denys-Drash 综合征(DDS)和孤立型 NS。3 例患儿为剪切位点突变

(c.1339+1G>A,c.1339+5G>A,c.1432+6T>C),其中 2 例表型为 DDS,1 例为孤立性 NS。8 例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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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穿刺病理检查,包括 5 例 FSGS 及 3 例为 DMS。11 例病人随访中均未发现 Wilms 瘤,其中 2 例患

儿进行了肾移植,随访中未复发。 
结论 在儿童 SRNS 进行 WT1 基因突变分析有助于确肾脏疾病的诊断分型及分子机制,指导临床科

学的治疗决策并判断预后。 
 
 
PO-1902 

儿童 IgA 肾病与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和病理对比研究 
 

崔逸芸,丁桂霞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本文通过比较儿童 IgA 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与紫癜性肾炎(Henoch-
Schönlein purpura nephropathy,HSPN)的临床表现与病理特点的异同,探讨二者关系。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6 年 9 月于南京儿童医院肾脏科经肾活检确诊的 IgAN 及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9 月经肾活检确诊的 HSPN 患儿进行回顾性对比进行分析,根据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分为轻

､ 中､ 重度蛋白尿三组,在同等蛋白尿水平下比较 IgAN 及 HSPN 患儿的临床和病理差异,观察指标

包括性别､ 年龄､ 肉眼血尿发生率､ 24小时尿蛋白水平､ 肾功能(尿素､ 肌酐)､ 血免疫球蛋白(IgA
､ IgG､ IgM)及补体(C3､ C4)水平､ 肾小球病变(内皮增生､ 袢坏死､ 新月体形成､ 肾小球硬化､ 球

囊粘连)发生率､ 肾小管间质病变程度､ 免疫荧光下免疫球蛋白(IgA､ IgG､ IgM)､ 补体(C3､ C1q)
和纤维蛋白原(FRA)沉积的强度以及治疗方案､ 预后随访资料。 
结果 IgAN 及 HSPN患儿在性别､ 年龄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IgAN 肉眼血尿发生率明显

高于同等蛋白尿水平的 HSPN(P<0.01)。同等蛋白尿水平的 IgAN 和 HSPN 的血尿素､ 肌酐､ IgA
､ IgG､ IgM､ C3､ C4 水平均无明显差异(P>0.05)。肾脏病理改变方面,IgAN 患儿较同等蛋白尿水

平的 HSPN更易发生间质纤维化､ 肾小管萎缩､ 间质炎症细胞浸润(P<0.01),此外轻度蛋白尿表现

的 IgAN 患儿较 HSPN 更易发生球囊粘连。肾间质评分提示,IgAN 患儿肾间质损伤评分较同等蛋白

尿水平的 HSPN 高,差异有显著性(P<0.01)。免疫荧光强度上,轻度蛋白尿表现的 IgAN 患儿 IgA､
IgG､ C3 荧光强度较 HSPN 高,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轻度和重度蛋白尿表现的 HSPN 的 FRA
荧光强度较 IgAN 高(P<0.01)。在我院就诊的轻度蛋白尿表现的 HSPN 患儿较 IgAN 患儿在应用激

素治疗上更积极。治疗 3 个月内尿蛋白转阴的比例 IgAN 较同等蛋白尿水平的 HSPN 高(P<0.01)。 
结论 儿童 IgAN 与 HSPN 在临床表现及病理上存在明显差异,不支持二者为同一疾病的观点。 
 
 
PO-1903 

呼吸道合胞病毒大鼠肾病模型病毒持续存在 
与 TREML4/TLR7 信号通路过度活化 

 
黎书,王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表明 TREML4 可上调 TLR7 介导抗流感等单链 RNA 病毒的天然免疫反应,TREML4 过度

表达可能引起 SLE 等自身免疫病。本研究在呼吸道合胞病毒致大鼠肾病模型基础上,探究 RSV 在大

鼠体内持续存在情况､ 及其是否通过 TREML4/TLR7 信号通路过度活化致大鼠肾病。 
方法 用滴度为 6×106 PFU RSV 病毒液及 PBS 缓冲液接种雄性 SD 大鼠,建立 RSV 致大鼠肾病模型

及对照组。建模后第 7､ 15､ 30､ 60､ 90､ 120 日,Western blot 及 qRT-PCR 检测各时点大鼠肺､

脾､ 肾组织 RSV 病毒 F､ G 蛋白及其基因表达。Western blot､ qRT-PCR 检测各时点大鼠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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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ML4､ TLR7 蛋白及其基因表达,qRT-PCR､ Elisa 检测大鼠脾组织 TREML4/TLR7 信号通路下

游细胞因子 CXCL10､ TNFα､ IFN-β､ IL-12p40 表达。 
结果 RSV 致大鼠肾病模型成功建立。1､ HE 染色光镜下可见 RSV感染后各时点大鼠肾､ 肺､ 脾

不同程度病理改变。2､ Western blot 及 qRT-PCR 示,RSV病毒在感染后大鼠肺､ 脾､ 肾均持续存

在,直至感染后第 120 日。RSV G基因在大鼠肺､ 脾､ 肾均有扩增,在第 60､ 30､ 60 日扩增 Ct 值
小。3､ Western blot 示,感染后 7､ 15､ 30､ 60 日大鼠脾 TLR7 蛋白较对照明显升高 

(t=2.502 ,p=0.03 ),其中 30 日 高;TREML4 较对照组无明显改变(p>0.05)。qRT-PCR 示感染后各

时点大鼠脾 TREML4 及 TLR7 mRNA 表达较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4､ qRT-PCR 示,RSV
感染后大鼠脾 CXCL10 mRNA 水平有 30､ 90 日两个高峰;TNFα､ IFN-β､ IL-12p40 mRNA 水平逐

渐降低,至 30 日 低后上升。Elisa 示,RSV 病毒 7､ 15､ 30､ 60 日组大鼠血清 CXCL10 逐渐上升,
至 60 日后下降;血清 TNFα､ IFN-β 水平则下降;血清 IL-12p40 水平无明显改变(p>0.05)。RSV 感染

后各组 TNFα､ IL-12p40､ IFN-β､ CXCL10 mRNA 及其细胞因子水平较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RSV 病毒在感染后大鼠肾病模型持续存在,直至感染后 120 日。RSV 感染可引起肾病大鼠脾

脏 TLR7 表达持续升高至感染后 60 日,但未引起-TREML4 及下游细胞因子过度活化,故 RSV 引起大

鼠肾病模型免疫紊乱可能另有其他信号通路参与。 
 
 
PO-1904 

NGAL 在毒胡萝卜素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内质网应激的变化 
 

付晓鸥,侯玲,杜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毒胡萝卜素引起肾小管上皮细胞内质网应激后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

(neutrophil gelatin 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的改变及意义。 
方法 使用毒胡萝卜素构建人肾小管上皮细胞内质网应激模型,Western-blot 检测模型中内质网应激

蛋白 CHOP､ GRP78 表达水平,验证模型构建情况。Western-blot 检测实验组(毒胡萝素组)与对照

组(正常肾小管上皮细胞)中 NGAL 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毒胡萝卜素的 佳给药浓度分别为 2.5μmol/L 和 5μmol/L,分别作用 4h 和 8h。与毒胡萝卜素

作用 4h 比较(0.585±0.045,0.523±0.030),作用 8 小时后细胞中内质网应激指标 CHOP 和 GRP78 蛋

白的表达量显著增加(0.785±0.049,0.728±0.0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毒胡萝卜素作用

4h 细胞中 NGAL 蛋白的表达量比较(0.567±0.024),作用 8 小时后表达量显著增加(0.826±0.057),并
随着内质网应激的加重增加得更为明显(P<0.05)。 
结论  用毒胡萝卜素诱导正常人肾小管上皮细胞,能够出现内质网应激现象,可引起 CHOP､ GRP78
和 NGAL 表达量的增加。并随着内质网应激的加重,NGAL 增加得更为明显。在内质网发生应激时

NGAL 表达增加,两者可能存在相关性。 
 
 
PO-1905 

胱氨酸贮积症一例 
 

凌晨,刘小荣,陈植,蒋也平,孟群,樊剑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231283 

 
 

目的 提高对儿童胱氨酸贮积症的诊治认识 
方法 回顾总结 1例胱氨酸贮积症患儿的临床､ 实验室检查和诊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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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 7 岁,女,主因“生长发育落后,多饮多尿 4 年”入院。患儿 初表现为下肢弯曲､ 行走站立困

难及生长发育缓慢。每日饮水量 1500ml-1800ml。4 岁时曾在当地医院诊断范可尼综合征,未接受

特殊治疗。G1P1,足月因骨盆出口狭窄性剖宫产,出生体重 3.5kg,新生儿期体健 无相关疾病家族

史。入院查体:身高 95.5cm,对答尚可,双侧肋缘轻度外翻,手镯征(+),脚镯征(+),可见 X 形腿,踝间距

10cm。辅助检查血生化:钾 3.17mmol/L,钠 134.3mmol/L,氯 111.6mmol/L,白蛋白 39.6g/L,尿素 
6.29mmol/L,血糖 4.5mmol/l,肌酐 122.2umol/L,总钙 2.18mmol/L,磷 0.76mmol/L,碱性磷酸酶 
407U/L,尿钙/尿肌酐 0.38,快速血气分析:血液酸碱度 7.32,BE -6mmol/L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 
150.6pg/ml。尿常规:葡萄糖 4+,酮体微量,蛋白 3+,潜血 1+。血､ 尿筛查阴性,泌尿系超声未见明显

异常。CTNS 基因提示为纯合子突变。父母均为隐性突变携带者。裂隙灯检查双眼角膜可见大量结

晶。 
结论 胱氨酸贮积症是儿童时期的一种罕见疾病,肾脏为早期主要受累器官,早期开展半胱胺治疗有助

于延缓疾病进展。 
 
 
PO-1906 

儿童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 31 例次临床分析 
 

秦芳,吴玉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终末期肾脏病(ESRD)儿童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PDAP)的相关情况,指导腹膜炎的诊

治。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09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肾脏内

科收治的慢性肾功能衰竭(CKD)并进行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CAPD)的患儿,对他们的基础疾病､

PDAP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8 年间收治 CKD 患儿并行 CAPD 治疗随访至今的共 14 例,共透析 375 个病人月,发生

PDAP31 例次,PDAP 的发生率为 12.1 病人月/次。这 14 名 CKD 患儿基础疾病包括难治性肾病综合

征 4 例,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 1 例,先天性孤立肾合并肾囊肿 1 例,双侧多囊肾 1 例,左肾发育不良 1
例,左肾萎缩 1 例,溶血尿毒综合征 2 例,ANCA 相关性血管炎 1 例,Denys-Drash syndrome､ 左肾肾

母细胞瘤切除术后 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例。PDAP 患儿多以透析液混浊

和(或)腹痛为首发临床表现入院。实验室检查提示 PDAP 患儿存在轻度贫血及低白蛋白血症。腹膜

透析患儿肌酐值波动在 547.3±207.9μmol/L。致病菌培养阳性者 12 例次,阳性率为 38.7%,其中革兰

氏阳性菌(G+)占 33.3%,革兰氏阴性菌(G-)占 33.3%,真菌占 33.3%。腹膜炎共治愈 28 例次,退出 3
例,其中 1 例改为永久血液透析,2 例为真菌性腹膜炎合并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结论 CAPD 患儿出现透析液混浊和(或)腹痛时警惕腹膜炎的发生,尽早诊治。腹膜炎致病菌以革兰

阳性菌为主,革兰阴性菌比例在升高,真菌性腹膜炎治疗效果差,死亡风险高。敏感抗生素方面,常规抗

感染治疗(头孢曲松钠他唑巴坦钠､ 头孢哌酮/舒巴坦)对非真菌性腹膜炎患者有效,真菌性腹膜炎对

氟康唑敏感,可作为治疗 PDAP 经验性用药参考。 
 
 
PO-1907 

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参与抵抗糖皮质激素的修复作用 
 

彭朝阳,李伟,项文清,蔡锋晴,毛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作为肾病综合征的一种潜在发病机制,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受到广泛关注。临床研究也发

现,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与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SRNS)有较高相关性。本研究通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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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模型,探索 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参与抵抗糖皮质激素(以 DXM 为代表)
对足细胞修复作用的分子机制。 
方法 以小鼠足细胞系 MPC5 为研究对象,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毒性变化,通过对 uPAR 作用的时

间和剂量变化效应的研究,构建 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模型的实验条件;通过在 PAN 介导足细胞损

伤体系和 uPAR 介导足细胞损伤体系中加入糖皮质激素(DXM)并观察足细胞活性变化,研究 uPAR
介导足细胞损伤抵抗 DXM 修复作用的现象;通过测定 uPAR 介导足细胞损伤抵抗 DXM 修复体系中

足细胞功能相关蛋白和 DXM 相关通路蛋白含量的变化,探索 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参与 SRNS
患者蛋白尿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结果 通过实验,顺利构建 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模型和 uPAR 介导足细胞损伤抵抗 DXM 修复体

系。研究发现,经过 uPAR 处理后,细胞 nephrin､ podocin､ α-actinin-4 及 TRPC6 蛋白表达增

加,CD2AP 蛋白表达降低;同时 uPAR 可以引起裂孔隔膜相关分子的活性改变,对 DXM 修复 PAN 介

导的足细胞损伤体系会造成再度损伤;uPAR 可以通过激活相关信号通路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激活,
从而阻止糖皮质激素对足细胞损伤的修复作用。 
结论 uPAR 作为肾病综合征的循环致病因子已逐渐获得广泛认可,本研究成功构建 uPAR 介导的足

细胞损伤模型,并观察到足细胞功能蛋白表达的变化,但是,uPAR 对主要的足细胞结构和功能蛋白的

影响并不一致, 终 uPAR 通过何种通路对足细胞产生损伤尚需深入分析,而多种关键蛋白表达增加

在损伤中扮演何种角色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发现 DXM 对 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没有修复作用,对
DXM 修复 PAN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体系会造成再度损伤,揭示了 SRNS 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同时也观

察到了 uPAR 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的现象,为进一步阐明 uPAR 介导的足细胞损伤参与 SRNS
患者蛋白尿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 
 
 
PO-1908 

儿童神经源性膀胱排尿管理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运作模式探讨 
 

易永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为满足神经源性膀胱患儿长期的自我管理需求,探索出适合我国儿童神经源性膀胱排尿管理的

创新模式, 
方法 1､ 前期准备 
 调研论证--服务定位 确定服务人群--模式设定 
2､ 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管理 
人员管理-- 诊室设置--流程优化--制度建设--质量监控 
结果 本文通过对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运作模式的分析,明确了开设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势在必行,改
善了患儿及家属的就医体验,满足了广大患儿及家属的需求,有利于患儿疾病的康复。 
结论  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通过对医疗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 服务方式和途径的管理,为广大患儿及

家属的诊疗康复护理开通一条高效､ 便捷的通道,满足广大患儿及家属的就医需求,有效改善了患儿

就医体验。随着信息化手段在医疗服务中的应用,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的设立和服务模式的建立也

具备了可发展的空间。预约就诊方式的推行为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的有效发展提供了可能。随着疾

病谱的变化,人民就医观念的改变,以及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更加完善,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所带来的

创新理念和实践势在必行。同时也希望有关主管部门能够建立相关的法律､ 法规政策,完善一系列

管理制度,提供操作技术规范及收费标准,加速专科高级护理人才培养,保障多学科联合护理门诊持续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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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09 

儿童血液净化模式选择-附 306 例分析 
 

徐媛,董扬,徐达良,江家云,朱颖,柯瑞娟,方韶晗,彭寅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了解儿童血液净化模式的选择及疾病分布特点 
方法  收集 2008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 306 例血液净化患儿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应用 多的模式是血液灌流(HP,165 例,53.9%),其次是连续性血液净化(CBP,96
例,31.4%),CBP+HP 29 例,腹膜透析(PD)13 例,免疫吸附(IA)､ 血浆置换(PE)及 CBP+HP+PE 各 1
例。急性中毒占首位(131 例,42.8%),其次是肾脏疾病(93 例,30.4%),血液净化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临床愈后,治愈 224 例(73.2%),好转 48 例(15.7%),死亡 20 例(6.5%),放弃治疗 15 例。 
结论 血液净化为儿童多种疾病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治疗或辅助治疗,模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患儿的原

发病､ 临床状态､ 医院的设备条件和肾脏专业人员的训练。 
 
 
PO-1910 

成都市 6615 例中小学儿童尿液筛查分析及随访分析  
 

王莉
1,冯仕品

1,胡大伟
2,熊伟

3,郑朝全
4,陈勇

5,杨林
6,祝融

1,谢敏
1,魏小雪

1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2.成都市大邑县人民医院 

3.成都市青白江区妇幼保健院 
4.成都市双流县妇幼保健院 

5.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 
6.成都市新都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了解成都地区中小学生尿液异常情况,探讨尿液筛查的意义。 
方法 2013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以尿液试纸法对成都地区 6615 名中小学生进行随机尿液筛查,初
次尿液筛查阳性者 2 周后复查,两次阳性者到当地医院行尿液常规检查。阳性者定为尿检异常,对其

中符合转诊条件者转诊至三级医院接受治疗,并建立随访档案。 
结果 参加筛查的 6615 例,小学一年级 2624 例(39.67%);初中一年级 3991 例(,初次筛查隐血阳性共

323 例(4.88%),蛋白尿共 43 例(0.65),隐血合并蛋白尿共 20 例(0.30%),白细胞尿共 103 例(1.56%)。
再次筛查隐血阳性 62 例(0.94%),蛋白尿 6 例(0.09%),隐血合并蛋白尿 2 例(0.03%),白细胞尿 46 例

(0.70%)。初中生血尿､ 蛋白尿比例高于小学生。转诊至三级医院进一步诊治的儿童中,4 例为 IgA
肾病,1 例为肾小球轻微病变,12 例为尿路感染。 
结论  尿液筛查是发现儿童无症状性肾脏疾病的有效办法,且需要加强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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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11 

低分子右旋糖酐诱发肾病综合征急性肾 
损伤一例临床和病理特征分析 

 
白海涛

1,2,陈雁
1,2,连珠兰

1,2,杨阳
1,2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低分子右旋糖酐是临床上常用的扩容､ 利尿､ 消肿的药物,低佑相关性肾损伤未引起临床关注,
本研究通过对一例使用低分子右旋糖酐导致急性肾损伤患者临床和病理特征分析,旨在提高对低佑

相关肾损伤的认识,避免医源性因素诱发的 NS-AKI。 
方法 一例 13 岁肾病综合征患儿,外院诊断肾病综合征,使用低佑后出现 AKI,排除其他感染､ 药物､

尿路梗阻的因素导致的 NS-AKI ,观察分析其临床和病例特征。 
结果 患儿,男,13 岁,20 天前因颜面水肿,少尿入住当地医院,诊断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入院查:体重

37kg,Bp110/70mmHg,尿常规 PRO+++,尿糖阴性,尿红细胞 42/HP 管型(-);尿蛋白组合分

析:ACR3560,微量白蛋白 3570mg/L,转铁蛋白 607mg/L,NAG17U/L;血生化:ALB16g/L, 
BUN7.2mmol/L, Cr42umol/L, CHO9.0mmol/L;给予足量口服强的松口服,白蛋白､ 速尿利尿治疗,水
肿未消退,间断加用低佑(400ml/d)､ 酚妥拉明､ 多巴胺点滴 10 天,水肿加重,少尿,体重明显增加

(47kg),尿检蛋白+++,尿糖+++,尿红细胞 20/HP, WBC 5-10/HP,粒管型 10/ul,尿蛋白组合分

析:ACR5356,微量白蛋白 4970mg/L,转铁蛋白 607mg/L,NAG217U/L,a1-微球蛋白 239mg/L,B 微球

蛋白 159mg/L;血生化 ALB20.6g/L,BUN33.7,mmol/l,Cr320umol/L,UA657umol/L,Cysc 3.87mg/L,转
入我院。入院诊断: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急性肾损伤 III 期。入院后予甲强龙静脉点滴,白蛋白输注利尿

并血液透析等治疗,水肿渐渐消退,肾穿刺病理:局灶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伴小管间质损害,免疫荧

光:IgA+/-。入院治疗 26 天,尿检蛋白++,尿糖-,尿红细胞 24/HP,血生化 ALB26g/L, BUN9.4mmol/l, 
Cr64umol/L,UA357umol/L,CySc 1.24mg/L。出院诊断:肾病综合征,原发性,肾炎型,局灶增生性肾小

球肾炎伴小管间质损害。 
结论 AKI 是肾病综合征三大严重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有明显上升趋势,医源性因素在 NS-AKI 的发

生中的作用值得引起关注,低右可导致 NS 患者发生 AKI,临床突出表现为少尿甚至无尿,小管功能损

伤明显,近端肾小管出现等立方空泡变性,尿检表现为超大量蛋白尿､ 尿沉渣红细胞计数显著增加,尿
糖阳性率明显增高。部分患者预后不良,故 NS 患者应慎用低右扩容。 
 
 
PO-1912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与幽门螺杆菌 
感染､ C 反应蛋白的相关性研究  

 
邱文娜,窦志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及血清 C 反应蛋白,研究其与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相关关系,为
临床上治疗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合理用药提供理论基础,从而提高本病治疗疗效,改善预后,提高生

活质量。 
方法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收治诊断过敏性紫癜患儿 80 例,40 例腹型过敏性紫癜,40 例非腹型

过敏性紫癜,选取同期来院体检健康儿童 32 例作为对照组。对腹型过敏性紫癜幽门螺杆菌阳性且血

清 C 反应蛋白升高患儿随机分为常规组和治疗组。所选研究儿童均空腹行尿素 13C 呼气试验和过敏

性紫癜患儿空腹采取静脉血检测 C 反应蛋白。常规组予抗过敏､ 抗凝等治疗,治疗组在常规组治疗

基础上给予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常规组和治疗组按照以上相应的治疗方法治疗 5 天后,晨起空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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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复检 C 反应蛋白。常规组和治疗组按照相应治疗方法治疗 14 天,停药治疗 1 个月来本院儿科门诊,
复检尿素 13C 呼气试验。腹型过敏性紫癜组､ 非腹型过敏性紫癜组和健康儿童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

之间比较采用行×列表资料 X2检验。治疗组与常规组治疗效果之间比较采用四格表资料 Fisher 确
切概率法,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腹型过敏性紫癜组､ 非腹型过敏性紫癜组治疗前测

得血清 C 反应蛋白,两组之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与常

规组治疗前后测得血清 C 反应蛋白,两组之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腹型过敏性紫癜组､ 非腹型过敏性紫癜组和同期来院体检健康儿童组测得幽门螺杆菌阳性率

之间比较采用行×列表资料 X2检验,比较三组间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和常规组治疗效果

比较,采用四格表资料 Fisher 确切概率法,P=0.001,说明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腹型过敏性紫癜

组与非腹型过敏性紫癜组治疗前血清 C 反应蛋白比较,采用秩和检验,Z=-5.043,P=0.000,说明两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与常规组治疗前血清 C 反应蛋白比较,两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Z=-
0.54,P=0.586,说明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与常规组治疗后血清 C 反应蛋白比较,两组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Z=-2.614,P=0.009,说明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发病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密切相关;对幽门螺杆菌阳性的儿童腹型过敏性紫

癜加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可提高本病治疗疗效,减轻患儿临床症状;C 反应蛋白可用于儿童腹型过敏

性紫癜病情监测。 
 
 
PO-1913 

他克莫司与环孢素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疗效的 Meta 分析 
 

文敏,党西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评价他克莫司(TAC)与环孢素(CsA)对难治性肾病综合征(RNS)治疗的有效性。 
方法 通过查阅 PubMed､ MEDLINE､ Cochrane Library､ 万方､ 维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计

算机检索系统,检索在 2000 年 1 月至今发表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以完全缓解率､ 总缓解率､ 复发

率作为统计指标,采用 RevMan(5.3)软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同质资料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终纳入 6 篇文献,共包括 302 例 RNS 患者。Meta 分析结果示:他克莫司组较环孢素组的完全

缓解率﹝RR=2.01,95 %CI(1.15,3.51),Z=2.44,P=0.01﹞､ 总缓解率

﹝RR=2.53,95 %CI(1.10,5.83),Z=2.19,P=0.03﹞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复发率

﹝RR=0.61,95 %CI(0.30,1.27),Z=1.31,P=0.19﹞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与 CsA 相比,TAC能提高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完全缓解率､ 总缓解率,但其对缓解后复发的影

响尚待进一步探究。 
 
 
PO-1914 

肾小管间质性肾炎葡萄膜炎综合征 
 

李欢,刘小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肾小管间质性肾炎葡萄膜炎综合征(TINU)是一种累及肾和眼的罕见综合征。该病肾脏病变特

点为特发性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眼部病变特点为双侧非肉芽肿性前葡萄膜炎,确诊需肾穿刺活

检。本文报告一例 TINU 患儿,治疗上眼部病变给予低剂量糖皮质激素维持,肾脏病变给予糖皮质激

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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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儿 男,11 岁,主因“排泡沫尿 60 天,眼红 50 天”入院。患儿入院前主要表现为眼痛､ 畏光､ 视

力下降及睫状充血,于北京同仁医院查眼底荧光造影示右眼静脉期视盘边界欠清,表面毛细血管轻扩

张,颞侧周边毛细血管轻渗漏。晚期视盘呈高荧光。左眼后极部散在点片状低荧光,余大致同右眼,诊
断“前葡萄膜炎”。入院查尿常规:蛋白 3+,潜血阴性,24 小时尿蛋白定量:780mg/24h。血常规､ 电解

质､ 肝肾功能､ 心肌酶均未见明显异常。完善肾活检术病理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故诊断肾小

管间质性肾炎葡萄膜炎综合征。予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滴双眼,予泼尼松片及霉酚酸酯口服治疗后

观察患儿眼部症状及肾脏病变有无好转。 
结果 根据患儿眼部病变为双侧非肉芽肿性前葡萄膜炎,临床表现肾功能损害及尿液分析异常,肾穿刺

活检可见肾小管上皮细胞灶状坏死,可见灶状萎缩,有大量管型,间质水肿,小片状淋巴､ 单核细胞,散
在嗜酸细胞浸润,免疫荧光示 IgA､  IgG､ IgM､ C3､ C4､ C1q 及 F 均(-),免疫组化示

CD34(+),SMA(+),Ki67(2%+),PCNA(+),并 终诊断“肾小管间质性肾炎葡萄膜炎综合征”。先后予醋

酸泼尼松龙滴眼液滴双眼,予吗替麦考酚酯口服抑制免疫治疗 1 周后,患儿眼痛､ 畏光､ 睫状充血等
症状缓解,复查眼底较前明显好转。加服泼尼松 60mg/d 治疗 1 月后,复查尿常规示蛋白及潜血均阴

性,肝肾功能大致正常。将剂量调整为 60mg,隔日顿服维持治疗,每月门诊随诊,至今共随访 7 个月,现
激素规律减量,联合霉酚酸酯治疗,并持续小剂量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滴双眼,眼部病变出现反复 1 次,
肾脏病变未再出现反复。  
结论 肾小管间质性肾炎葡萄膜炎综合征目前认为与机体免疫紊乱相关,本病临床以肾脏与眼部受累

为主要临床特点。肾脏损害一般有自限性,肾功能常常很快恢复正常。糖皮质激素治疗通常在肾损

害无好转或继续加重情况下使用,通常可以在数个月内控制肾脏症状,血肌酐恢复正常。眼部治疗常

给予患者局部低剂量激素治疗,通常时间长达 1 年,在全身性激素和免疫抑制剂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大
部分患者眼部病变复发或转为慢性,并持续数年。 
 
 
PO-1915 

儿童紫癜性肾炎患者临床分型､ 病理特征 
和病原菌感染的相关性临床分析 

 
吴晴, 赵丽萍,姜新宇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2 
 
 

目的 探讨儿童紫癜性肾炎患者临床分型､ 病理特征和病原菌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我院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 月住院紫癜性肾炎患儿 80 例,参照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的

相关分型和病理分级标准对患者进行分级和分型。分析紫癜性肾炎患儿的临床分型､ 免疫复合物沉

积､ 病原菌感染和病理分级的关系。 
结果 (1)一共 80 例儿童紫癜性肾炎患者,肾脏病理分级情况:I 级病例 5 例,II 级病例 34 例,III 级病例

40 例,IV 级病例 1 例。(2)单纯性血尿或尿蛋白以 II 级和 III 级病理分级为主,II 级占比 40%(8/20),III
级占比 45%(9/20);血尿和尿蛋白合并以 II 级和 III 级病理分级为主,II 级占比 60.53(23/38),III 级占比

31.58%(12/38);肾病综合征以 III 级病理分级为主,占比 83.33(15/18)。临床分型的严重程度和病理

分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症状越明显,病理级别越高。(3)单纯 IgA 以 II 级和 III 级病理分级为主,II 级占

比 46.15%(6/13),III 级占比 30.77%(4/13);IgA+IgM 以 II 级和 III 级病理分级为主,II 级占比

36.17%(17/47),III 级占比 53.19%(25/47);IgA+IgG+IgM 以 II 级病理分级为主,占比 53.33%(8/15)。
免疫复合物沉积的严重程度和病理分级无显著关系;补体 C3 沉积和病理分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补
体 C3 沉积越严重,病理级别越高。(4)I 型以 II 级病理分级为主,占比 51.43%(18/35);II 型以 III 级病

理分级为主,占比 55.56%(25/45)。幽门螺杆菌感染分型的严重程度和病理分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幽门螺杆菌感染分型越明显,病理级别越高。 
结论 儿童紫癜性肾炎患者临床分型､ 病理特征和病原菌感染密切相关,可以通过临床分型､ 病原菌

感染､ 免疫复合物等病理情况对儿童紫癜性肾炎的病理损害进行评级,建议对于儿童紫癜性肾炎患

儿应当尽早进行肾脏活检术,以确定病理分级,从而为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480 
 

PO-1916 

血液净化治疗儿童急性中毒 115 例报告 
 

彭寅
1,徐达良

1,董扬
1,方韶晗

1,江家云
1,朱颖

1,彭寅
1,徐达良

1,董扬
1,方韶晗

1,江家云
1,朱颖

1 
1.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我科自 2010.01.01~2016.12.31 应用血液净化治疗儿童急性中毒 115 例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5 例儿童急性中毒儿童的临床资料。均为入院后血液检测或抽取胃液检测确定

中毒患儿。急性期根据病情给予血液灌流(HP)或 HP 联合持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RRT)治
疗。采用 Seldinger 技术,单侧股静脉置入单针双腔导管建立临时血管通路。使用珠海健帆 JA-800A
血液灌流机,根据病情选择 HA230 树脂血液灌流器,治疗时间 2H/次。使用床旁 PrisimaflexTM(瑞典

金宝有限公司)CRRT 机,金宝聚丙烯晴 AN69 滤器(M60),应用 CVVHDF 模式进行床旁连续性血液净

化治疗,治疗时间 8H/次。术前给予肝素 0.5~0.6mg/kg 体内抗凝。术中监测 ACT,使 ACT 维持在

150~300s,根据需要适当追加肝素或减少肝素用量。 
结果  115 例中毒儿童(男 70 例,女 45 例,年龄 5 月-12 岁,平均 4.30±3.71 岁)。非百草枯农药中毒 32
例,采用单纯 HP,灌流次数 1~5 次,均治愈,6 例神经毒性药物后期合并癫痫或不同程度智力受损症

状。百草枯中毒 26 例,轻症使用单纯 HP20 例,灌流次数 3~7 次,均治愈。重症因合并多脏器功能损

伤,HP 联合 CRRT6 例,治愈 3 例。因病情危重放弃治疗 3 例,均为百草枯致严重肺纤维化患儿。灭

鼠药中毒 9 例,采用 HP 灌流次数 3-5 次,均治愈。药物中毒 42 例,抗精神病药物中毒 14 例,采用 HP
灌流次数 3 次,均治愈;氨茶碱中毒 3 例,使用 HP 联合 CRRT 治疗,1 例死亡,2 例治愈。 
结论 幼儿及学龄前儿童为意外中毒的主要年龄段,中毒毒物种类繁多,以农药中毒为主,百草枯占很大

比率;早期及时有效的血液净化能迅速缓解急性症状,有效提高患儿治愈率。应根据毒物性质及患儿

情况选择 佳血液净化方法,对于重症百草枯及氨茶碱中毒患儿,使用 HP 联合 CRRT 治疗能明显改

善多脏器功能受损症状,加快好转时间,提高治愈率。 
 
 
PO-1917 

婴幼儿超说明书应用普萘洛尔的循证评价 
 

周双
1,李敏

1,2,杨婷
1,陈超阳

1,马凌悦
1,陈舒晴

1,马凌云
1,周颖

1,崔一民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 

 
 

目的 系统评价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超说明书用药的合理性。 
方法 查询国内外网站普萘洛尔的说明书､ 权威指南和诊疗规范,收集普萘洛尔应用于婴幼儿患者的

全部适应症。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Cochrane､ Clinicaltrals､ CBM､ CNKI､ VIP 和万

方数据库等,检索时限从建库至 2017 年 6 月,收集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超说明书用药研究文

献,采用 Cochrane 质量评价工具进行方法质量和研究质量评价,对该药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进行评价。 
结果 国内外 新版的说明书均未检索到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适应证,共纳入 4 篇国外指南

包含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内容,包括:2017 年澳大利亚发布的《Consensus state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haemangiomas with propranolol》;2015 年欧洲发布的《Treatment of 
infantile haemangiomas: recommendations of a European expert group》;2013 年美国发布的

《Initiation and Use of Propranolol for Infantile Hemangioma: Report of a Consensus 
Conference》;2008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出的《Propranolol for Severe Hemangiomas of 
Infancy》 ,以及 1 篇刊于上海口腔医学杂志刊国内指南《口服普萘洛尔治疗幼儿血管瘤中国专家共

识》。同时检索到 9 篇国外 meta 分析和 10 篇国内 meta 分析研究。通过检索和文献筛选,共纳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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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随机､ 对照､ 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国外文献,报道了该药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但国内尚无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的报道,仅有少数的病例报道

､ 回顾性分析､ 观察性研究等文献报道了该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结论 依据纳入的临床指南､ 系统评价和临床试验,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推荐证据等级较高,
相关指南质量高,疗效确定,因此血管瘤患儿可以推荐选择普萘洛尔治疗。 
 
 
PO-1918 

外周血无创总血红蛋白测定在肾脏病患儿中的应用观察 
 

刘晓宇
1,杨晓庆

1,2,肖慧捷
1,丁洁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评估无创血红蛋白仪在肾脏病患儿血红蛋白测量中的准确度及可能影响因素。为无创血红蛋

白检测技术应用于肾脏病儿童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2 月 3-16 岁因病情需要检查静脉血常规的住院肾脏病患儿,在抽

静脉血前 5 分钟内,选择非惯用手的无名指作为检测部位,用无创血红蛋白检测仪(PRONTO-7)采集

无创血红蛋白数据(SpHb,Noninvasive hemoglobin)。然后抽取静脉血 2ml,通过血液分析仪

(Beckman coulter DXH-800)测定静脉血红蛋白浓度(tHb)。对所测 SpHb 和 tHb 两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和比较。 
结果 共纳入 87 名肾脏患儿,其中 1 例因发热且末梢循环差被排除,1 例因静脉血液浓缩被排除。

终 85 例患儿入组,年龄 3-18 岁,男性 50 例,女性 35 例,原发病包括肾病综合征､ 急性肾小球肾炎､

狼疮性肾炎､ 紫癜性肾炎､ IgA 肾病等。对 85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SpHb 与 tHb 的相关系数为

0.85(P<0.05),有相关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SpHb 与 tHb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其线性回归方程

为 SpHb=0.626*tHb+3.506,R2=0.722 说明线性方程拟合度尚可,Sig 为 0.000,小于 0.05,说明具有统

计学意义。相关性和线性回归分析提示无创血红蛋白测定值 SpHb 与血液分析仪所测定的血红蛋白

水平 tHb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真实的血红蛋白水平及其变化趋势。Bland-
Altman 一致性分析显示 SpHb 与 tHb 的差值的平均值为-1.34g/dL,标准差为 1.47,两者的差值

95%CI 为-4.23~1.54g/dL。无创监测血红蛋白值与同时间点血液分析仪测得的血红蛋白值的差值的

均数为负值,提示无创监测血红蛋白值 SpHb 低于血液分析仪测得的真实血红蛋白值 tHb,其误差范

围为-4.23~1.54g/dL,不符合临床检验中对于血红蛋白检测的准确度要求,由此可见,应用 PRONTO-7
测定得到的 SpHb 值的准确度不能达到临床检验对血红蛋白检测准确度的要求,在肾脏病患儿中应

用 PRONTO-7 测定得到的 SpHb 明显低于静脉血的 tHb 值,SpHb 的平均测量结果低于 tHb 测量结

果。无创血红蛋白对贫血诊断的特异度为 63.9%,灵敏度为 91.7%,假阳性率为 36.1%,假阴性率为

8.3% ,提示采用 SpHb 值诊断贫血灵敏度较高,但特异性低,假阳性率高。 
结论 SpHb 作为一种较新的血红蛋白监测指标,与肾脏病患儿实际的血红蛋白水平存在较好的相关

性,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肾脏病患儿的真实血红蛋白水平和变化趋势,可以用于动态监测血红蛋白的

变化趋势和治疗后反应,为临床有创测定血红蛋白浓度的采血时机提供参考,但其精确度有待于进一

步提高,目前不能替代静脉血血红蛋白测定作为肾脏病患儿诊断贫血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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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19 

LAMB2 基因新的纯合子截短突变导致严重类型维吾尔族

Pierson 综合征一例及文献复习 
 

米热古丽.买买提,朱洪涛,曹晨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提高对 Pierson 综合征罕见病的诊断及认识,分析 Pierson 综合征临床表现和致病基因的特

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确诊为 Pierson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 实验室资料及基因检测结果,并复习相关

文献。 
结果 患儿 女 39 天,维吾尔族,因“全身浮肿 20 天”入院。该患儿为 36 周早产,出生体重不详,有一哥

哥,3 岁,身体健康,父母为近亲结婚,为表兄妹关系。查体:患儿颜面､ 眼睑明显浮肿,双侧瞳孔针尖大

小,约 1mm,对光反射消失。腹部对称､ 膨隆,移动性浊音阳性,双下肢重度凹陷性水肿,神经系统查体

肌张力较低。辅助检查:尿常规:潜血 2+,蛋白 3+,尿比重:1.012,pH:6.5 ,镜检:红细胞计数 20 个/μL。
生化:总蛋白 19.59g/L,白蛋白 5.0g/L,球蛋白 14.59g/L,尿素 9.73mmol/L,肌酐 200.05μmol/L,尿酸

396.00μmol/L;电解质:钾离子:2.13mmol/L,钠离子:129.78mmol/L,钙离子:1.94mmol/L。血常规:血红

蛋白 91.0g/L;体液免疫:补体 C3 0.26g/L,补体 C4 0.16g/L,IgG 0.53g/L,IgA 0.12g/L;甲状旁腺激

素:12.75pg/mL。血清检查:风疹病毒､ 巨细胞病毒､ 单纯性疱疹病毒､ 弓形虫均为阴性。肾脏 B 超

提示:双肾实质回声增强。左右肾大小分别为 6.0cmX2.9cm,6.5cmX3.0cm。肾脏活检病理诊断为:
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症;轻度肾小管萎缩及间质纤维化。入院后给予静脉补液､ 补钾,维持电解质

平衡,输注白蛋白等对症治疗。治疗 14 天后,患儿病情加重,全身浮肿明显,复查生化:总蛋白 15.02g/L,
白蛋白 8.0g/L,球蛋白 10.25g/L,尿素 15.3mmol/L,肌酐 312.75μmol/L,计算患儿内生肌酐清除率已达

晚期肾功能不全,经患儿家长同意给予腹膜透析治疗,在透析治疗第 21 天,患儿因重症感染,肺水肿,呼
吸衰竭死亡。她当时的年龄为 74 天,家长拒绝尸检。通过高通量测序分析发现患儿 LAMB2 基因存

在纯合子突变,第 16 外显子,(c.2044-2045insTT,p.Cys682Phefs*13),其父母该位点均为杂合子。 
结论 本文报道了 1 例 LAMB2 基因新的纯合子截短突变导致严重类型 Pierson 综合征的维吾尔族患

儿,探讨该病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关系。该患儿基因的变异未在 HGMD､ ExAc 及 Clinvar 数据库中收

录,为国内外首次报道。 
 
 
PO-1920 

Genetic anomalies and atypical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 in children:five case repor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Wu Xue,Wang Mo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Atypical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 (aHUS) is a rare disease with a genetic 
predisposition. Its genetic heterogeneity impacts its clinical presentation, progress, and 
outcome.we studied five cases of aHUS about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anomalies 
in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Methods All the five aHUS patients had received genetic analysis via Sanger sequencing an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An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the five patients. 
Results None of the five patients had family history of HUS. Two in five were less than 2 years 
old at initial presentation.AS for Biochemical evaluation at onset,all had anemia, 
thrombocytopenia, high levels of LDH, elevated serum creatinine and Uremia level,and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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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level. All the five patients had showed extrarenal involvement.For genetic analysis,only one 
had been found without genetic anomaly,the rest of which carried different genetic abnormities as 
follows: CFI mutation, CFHR4 mutation and COQ2 mutation, CR2 mutation, and CFHR1/CFHR4 
deletion. To our best of knowledge, four novel varia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For the 
treatment, all of them had received plasma therapy ,three of which received both PI and PE,the 
other two received only PE.Furthermore,two of them received both plasma therapy and dialysis 
during acute phase. The follow-up duration of the five patients varied from 2 month to more than 
3years. All of the three patients with whom we could get in touch had got hematological remission 
at last follow-up. Of note,the patients with CFI mutation had developed into CKD stage V and 
relied on peritoneal dialysis. 
Conclusions Genetic analysis is necessary for Establishing prognosis, risk of relapses and of 
progression to ESRD for aHUS patients.In our study,most aHUS patients (four in five)had been 
found with genetic anamoly,which has signified the importance of Genetic analysis for clinical 
diagnosed aHUS patients. 
 
 
PO-1921 

血清 NT-proBNP 在儿童原发性夜遗尿发病中探讨 
 

龚红蕾,赵建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0 

 
 

目的 通过检查原发性夜遗尿患儿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的水平,探讨 NT-proBNP 在

儿童原发性夜遗尿中发病机制和患者病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儿科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儿科门诊就诊 50 例患儿,其中 25 例

为夜尿增多组,25 例为睡眠觉醒障碍组与另外选取的 30 例健康者(对照组)进行对比,采用化学发光法

检测并分析三组的血清 NT-proBNP 浓度与临床之间的关系比较。 
结果 原发性儿童夜遗尿夜尿增多组的血清 NT-proBNP 水平明显高于睡眠觉醒障碍组及对照组

(p<0.01),患儿血浆 NT-proBNP 水平与夜尿增多组夜尿量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879,P<0.05。夜尿增多组与睡眠觉醒障碍组及与对照组比较尿渗透压､ 血钾､ 血钠无显著性差

别,p>0.05. 
结论 NT-proBNP 浓度的检测对揭示儿童原发性夜遗尿的发病机制以及指导治疗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该指标新颖独特,有一定的创新性。 
 
 
PO-1922 

肾病综合征患儿激素相关性高眼压症临床分析 
 

何雪,金艳艳,王晶晶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糖皮质激素是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的一线药物,但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可能导致眼内压增高,甚
至造成严重和永久的视力缺陷。本文旨在研究肾病患儿使用激素后高眼压症的患病率及其严重性,
以及导致高眼压形成的时间及治疗。     
方法 共 69 名患肾病综合征且予泼尼松治疗的患儿被纳入研究。在治疗前及治疗后每周使用眼压计

测量患儿的眼内压。     
结果 20 个病人(28.9%)存在眼压增高超过 22mmhg。糖皮质激素的总剂量和治疗时间与高眼压形

成时间无明显关系。复发的肾病综合征病例中,所有患儿凡是第一阶段需治疗高眼压症的,复发后仍

需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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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低龄儿童使用激素治疗后患高眼压的风险更大。在早期开始糖皮质激素治疗后需进行常规眼

科检查。此外,曾患过高眼压症的儿童在肾病综合征复发后更易再次出现高眼压。     
 
 
PO-1923 

狼疮性肾炎患儿血清总 IgE 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余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血清总 IgE 变化水平在儿童狼疮性肾炎病情活动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ELISA 法测定狼疮性肾炎患儿和对照组患儿血清中总 IgE 含量,并检测其 24 小时尿蛋白

定量､ 尿蛋白/肌酐､ 血肌酐､ 血尿素氮,计算肾小球滤过率。 
结果 狼疮性肾炎组患儿血清总 IgE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高 IgE
亚组患儿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和尿蛋白/尿肌酐水平均明显高于低 IgE 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亚组的血肌酐､ 血尿素氮和肾小球滤过率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血清 IgE 对判断狼疮性肾炎病情活动有意义,调节 IgE 表达可能有助改善狼疮性肾炎病情。 
 
 
PO-1924 

原发性 IgA 肾病患儿急性肾损伤的临床分析 
 

黄国萍,冯春月,刘飞,傅海东,沈辉君,毛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了解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中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和临床及病理特点。     
方法 对 2012.1.1 至 2017.1.1 期间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并于我科行肾脏穿

刺活检病理确诊的 IgA 肾病患儿临床及病理表现､ 急性肾损伤发生概率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2.1.1 至 2017.1.1 我科共收治 147 例初诊并于我院病理确诊的 IgA 肾病患儿,按照 KDIGO
的 AKI 诊断标准符合急性肾损伤共有 8 例,其中男 7 例女 1 例,年龄范围 6 岁 11 月至 13 岁 9 月,其
中 7 例有肉眼血尿,全部病例都伴有蛋白尿;血肌酐峰值 92-363umol/L;病理:其中 3 例伴新月体形

成。     
结论 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中急性肾损伤发生率约 5.4%;其中男性高发于女性;其诱发因素与肾小球

本身病变和与反复肉眼血尿相关。     
 
 
PO-1925 

microRNA-21 在 Alport 综合征病人肾脏中的表达研究 
 

郭冀帆
1,丁洁

1,刘世广
2,宋文萍

2,杨莉
1,肖慧捷

1,姚勇
1,王芳

1,王芳
1,丁方睿

1,李白虹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美国赛诺菲健赞公司研发中心 

 
 

目的 Alport 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肾脏病,编码 IV 型胶原 α3,α4,α5 链的基因 COL4A3､ COL4A4､
COL4A5 突变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异常,临床表现为血尿,蛋白尿,进行性肾功能减退。部分患者可同时

伴有感音神经性耳聋和眼部异常。Alport 综合征病人平均 22 岁进展为终末期肾脏病(ESRD),所以更

早的鉴别并干预 Alport 综合征的进展,延缓 ESRD 发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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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21(miR-21)是一种保守的非编码小 RNA,可以调控转录后基因表达,几个关于人和动物模

型的研究显示,miR-21 在肾脏的多种细胞中广泛表达,在多种急性和慢性肾脏疾病中表达增加。在

Alport 综合征小鼠模型中,在肾脏未出现病理改变时,miR-21 已经出现高表达,并且随着疾病进展表达

逐渐升高,给予其特异性拮抗物 Anti-miR-21 阻断 miR-21 的治疗方法,可以改善 Alport 综合征小鼠的

肾脏功能,延长其生存时间。但是此前研究均在动物模型和细胞中进行,所以我们针对 Alport 综合征

病人肾脏内 miR-21 的表达以及意义展开研究。 
方法 选取 2002 年至 2015 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诊断为 Alport 综合征的患者,并根据估算肾小

球滤过率(eGER)分为早期病人(CKDI 期)和中晚期(CKDII 和 CKDIII 期)病人的肾脏活检标本提取其

中的总 R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miR-21 的表达,与癌旁的正常肾脏进行比较,并结合病人

行肾活检术时的 24小时尿蛋白､ 血肌酐､ 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以及病理评分分析 miR-21 的表达与

疾病进展的关系。并且采用 microRNA 原位杂交技术分析 miR-21 在 Alport 综合征肾脏内的表达定

位。 
结果 miR-21 在 Alport 综合征病人肾脏(n=27)表达是正常肾脏组(n=11)2.75 倍。miR-21 在 Alport
综合征病人肾脏表达随着疾病进展表达增加。miR-21 在 Alport 综合征病人肾脏主要表达于肾小管

区域与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存在共定位现象,并能观察到表达量与疾病进展程度相关。Alport 综合征病

人肾脏(n=27)表达量与 eGFR､ 24小时尿蛋白定量､ 血肌酐均有相关性,且 miR-21与小管萎缩､ 间

质炎症和纤维化的病理评分均相关。 
结论 miR-21 在 Alport 综合征病人肾脏表达增加并且与疾病进展程度相关,是 Alport 综合征早期的监

测指标,也可能成为 Alport 综合征的治疗靶点。 
 
 
PO-1926 

线粒体动力相关蛋白 Drp1 高表达参与蛋白尿的发生且致足细胞

凋亡 
 

魏骐骄,管娜,刘晓雅,许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足细胞损伤机制尚未阐明。我们前期发现促线粒体分裂

的关键蛋白线粒体动力相关蛋白 1(dynamin related protein 1,Drp1)和磷酸化 P-Drp1(Ser616)表达

量与大鼠肾病模型蛋白尿呈正相关。本研究提出足细胞 Drp1 高表达参与 NS 患儿蛋白尿的发

生,Drp1 高表达通过促线粒体分裂路径致足细胞凋亡的假说并进行探讨。 
方法  1､ 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方法分析 9 例原发性 NS 患儿(微小病变､ 膜性肾病和局灶节段性肾小

球硬化各 3 例),3 例单纯性血尿患儿以及 3 例正常肾组织肾小球 Drp1 和 P-Drp1(Ser616)的表达。

对免疫荧光染色进行半定量分析。分析肾小球 Drp1 和 P-Drp1(Ser616)的表达量与 24 小时尿蛋白

定量的相关性。2､ 在小鼠足细胞系 MPC5 中过表达 Drp1,分析对足细胞凋亡的影响和可能的分子

路径,并采用 Drp1 拮抗剂加以验证。 
结果 1､ NS 患儿肾小球 Drp1 和 P-Drp1(Ser616)表达变化:免疫荧光染色显示,正常肾组织肾小球

Drp1 和 P-Drp1(Ser616)染色微量。血尿患儿各蛋白染色同对照组。在 NS 患儿中,Drp1 和 P-
Drp1(Ser616)在膜性肾病患儿肾小球染色显著增强(P < 0.05),与足细胞特征分子 synaptopodin 存在

共定位分布,在微小病变和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患儿染色同对照组。NS 患儿肾小球 Drp1(r = 
0.85,P < 0.01)和 P-Drp1(Ser616)(r = 0.93,P < 0.01)免疫荧光染色的半定量值与 24 小时尿蛋白定

量呈正相关。2､ 小鼠足细胞过表达 Drp1 对足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可能路径:与空质粒对照组比较,小
鼠足细胞过表达 Drp1 后凋亡显著增多(22.98% ± 2.18% vs. 3.91% ± 1.13%,P < 0.01,n = 12),足细

胞骨架紊乱,线粒体片段化,线粒体膜电位显著下降(1495.50 ± 53.49 vs. 1917.33 ± 158.84,P < 
0.05,n = 6),Drp1 向线粒体转位显著增多,细胞色素 c 向胞浆释放增多。与 Drp1 过表达组比较,Drp1
过表达分别加 Drp1 拮抗剂 mdivi-1(8.19% ± 1.95% vs. 22.98% ± 2.18%,P< 0.01,n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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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ore(5.30% ± 1.14% vs. 22.98% ± 2.18%,P < 0.01,n = 12)和 P110(5.96% ± 1.76% vs. 
22.98% ± 2.18%,P < 0.01,n = 12)干预组足细胞凋亡显著降低。 
结论 NS 患儿肾小球 Drp1 和 P-Drp1(Ser616)表达量与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呈正相关。Drp1 高表达

可通过线粒体分裂路径致足细胞凋亡,该作用可被 Drp1 拮抗剂阻断。本研究从线粒体分裂蛋白角度

进一步理解了 NS 患儿蛋白尿发生和足细胞损伤机制。 
 
 
PO-1927 

抗核小体抗体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判断中的作用 
 

徐锦,傅睿,郑卫民,黄玉辉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了解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临床特点及探讨抗核小体抗体(AnuA)与 SLE 临床特点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1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SLE 患儿病历资料,回顾性分析儿童系统

性红斑狼疮(SLE)临床特点及了解抗核小体抗体与 SLE 患儿临床特点的关系 
结果 61 例 SLE 患儿,男性 12 人,女性 49 人,平均年龄 9.89±3.24 岁;临床表现以贫血(90.16%)､ 皮
疹(81.97%)､ 发热(70.49%)､ 肾脏损害(60.66%)､ 肝脾淋巴结肿大(59.02%)､ 水肿(54.10%)多见;
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下降 34 例(55.74%)､ 血小板下降 22 例(36.07%)､ 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下降均

为 47 例(77.05%)､ 尿微量白蛋白上升 41 例(82.00%)､ 血清肌酐升高 8 例(13.11%)､ 血清尿素氮

升高 19 例(31.15%)､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下降 29 例(48.33%)､ 血清 β2 微球蛋白上升 51 例

(85.00%)､ 血清 ALT､ AST 和谷氨酸转肽酶升高分别为 18 例(29.51%)､ 30 例(49.18%)和 13 例

(21.31%),血清低白蛋白 42 例(68.85%),血清肌红蛋白升高 7 例(11.48%);血沉升高 48 例(80.00%)
､ C 反应蛋白升高 36 例(60.00%)､ C3 下降 52 例(88.14%)､ C4 下降 50 例(84.75%)､ 抗 dsDNA
抗体阳性 46 例(75.44%),AnuA 阳性 29 例(47.54%)。抗核小体抗体阳性的 SLE 患者更易出现水肿

､ 肾脏受损和贫血(P 值分别为 0.027,0.021,0.014),补体 C4 的水平低于阴性患儿(P=0.037)。血沉

､ 尿素氮在抗核小体抗体阳性患儿的水平更高(P 值均小于 0.05),而单核细胞数､ 乳酸脱氢酶､ 谷丙

转氨酶､ 肌酸激酶同工酶在抗核小体阴性患儿水平更高(P 值均小于 0.05)。抗核小体抗体阳性的

SLE 患者狼疮性肾炎的病理活动性指数(AI)和慢性指数得分(CI)均高于阴性患者(P 值分别为 0.011
和 0.018)。抗核小体抗体阳性的患儿抗双链 DNA 抗体､ 抗组蛋白抗体和抗心磷脂抗体的阳性率亦

更高 
结论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常多系统受损,以血液系统､ 肾脏受损 常见,肝脏､ 心脏次之。抗核小体

抗体阳性的 SLE 患儿肾脏和血液系统损害较抗核小体抗体阴性的患儿发生率更高,但心脏和肝脏受

损的概率较低,抗核小体抗体与狼疮性肾炎病情及活动程度相关 
 
 
PO-1928 

家庭护理干预在儿童原发性遗尿症中的应用 
 

李金玲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儿童遗尿症(NE)是指儿童在超过应自我控制排尿的年龄后,仍不能自主随意排尿,夜间不能醒来

而发生无意识的排尿。遗尿症是学龄前期及学龄期儿童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之一
【1’2】

。2012 欧洲

泌尿协会(ESPU)和国际小儿尿控学会(ICCS)均提出≥5 岁发生夜间尿床即为 NE。原发性遗尿症

(PNE)是指从未有过 6 个月以上的不尿床期,7 岁儿童 PNE 发病率为 6%一 10%"【3】,7—11 岁可高

达 18.7%【4】,男童居多。尽管 NE 有自愈趋势,15 岁时发病率可降至 2%,仍有 0.5%一 2.0%的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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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可持续到成年期”【3】
。有研究显示,采用家庭护理干预遗尿症的患儿有效率达到 57.7%,而对照

组有效率仅为 19.2%,基本等同自然缓解率,提示家庭护理干预遗尿症有明显效果
【5】

。 
方法 1.1 膀胱功能训练:正常膀胱的容量约为 10ml/kg 体重,膀胱功能锻炼的目的是增加膀胱功能性

容量及改善膀胱的括约肌功能。 
1.2 心理护理:遗尿儿童较正常儿童有较多的行为､ 情绪和心理问题,在儿童心理行为门诊中,仅次于

儿童学习困难和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3 生活调护: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帮助患儿减少发病,建立合理的生活制度,应该使孩子的生活､

起居有规律。应避免孩子过度疲劳及精神紧张。 好能坚持睡午觉,以免夜间睡得太熟,不易被大人

唤醒起床小便。睡前不宜过分兴奋,应养成孩子按时睡眠的习惯,睡前家长小可让孩子兴奋或剧烈活

动。睡前适当鼓励和提醒孩子睡前排尿,减少其对家长的依赖性,培养患儿的独立性。下午 5 点后应

注意控制饮水量,晚餐应该清淡少盐,少给流质饮食
【6】

。临睡前不要喝水(夏天除外),也不宜吃西瓜等

利尿性水果及牛奶,以减少夜里膀胱的贮尿量。 
结果 小儿遗尿症是一个多病因的临床症状,涉及到遗传､ 神经内分泌及膀胱功能性容量小或不稳定

性等多方面
【7】

。大多病程长,或反复发作,重症病例白天睡眠中也会发生遗尿,严重影响患儿的身心

健康与生长发育,目前治疗主要分行为疗法及药物疗法。药物治疗效果好,但部分家长对药物治疗存

有疑虑,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因此依从性不高,不能坚持治疗,导致治疗效果不理想
【8’9】

。行为治疗主要

是膀胱训练､ 遗尿报警器或唤醒疗法､ 饮食及生活调整､ 激励性行为疗法,实际上是重新建立人的

条件反射,及时觉醒排尿
【10】,通过膀胱训练增加膀胱功能性容量达到减少遗尿的发生。随着“生理一

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越来越重视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家庭护理干预行为其实不仅包含

了整个行为治疗,而且包含了患儿家属与患儿的沟通,从心理上将患儿内心的枷锁给打开,为行为治疗

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方式简单,由家长主导患儿的治疗,使患儿减轻精神压力,增强治疗信心,整个过

程不会对患儿产生伤害,安全无副作用,同时又增进了家长与患儿的沟通交流
【11】。 

结论 总之,家庭护理干预护可提高疾病防治水平,减轻社会家庭经济负担。 
 
 
PO-1929 

线粒体内质网结构偶联钙调控紊乱致足细胞损伤机制 
 

许晗,管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足细胞损伤机制尚未充分阐明。尚不清楚胞内钙池线粒体和内质网对足细胞钙紊乱的调控机

制。线粒体内质网结构偶联是调控钙离子从内质网释放进入线粒体影响线粒体钙负荷的关键结构,
由内质网钙释放通道三磷酸肌醇受体(IP3R)､ 葡萄糖调节蛋白 75(grp75)､ 线粒体钙摄入通道线粒

体钙单向转运体(MCU)和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通道(VDAC)组成。本研究探讨线粒体内质网结构偶联

钙调控机制在足细胞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1､ 用阿霉素(Adr)和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分别诱导小鼠足细胞凋亡,用 western blot 检测活化

caspase3,用钙离子探针分析线粒体和内质网钙。用 western blot 方法分析线粒体内质网结构偶联

钙通道相关蛋白 IP3R､ grp75､ MCU 和 VDAC 的表达。2､ 分别用 IP3R 阻断剂 XestosponginC､
MCU 阻断剂 Ru360 和 siRNA 敲低 grp75 拮抗 Adr 和 AngⅡ诱导的小鼠足细胞凋亡,分析对足细胞

凋亡和线粒体钙的影响。 
结果 1､ 与对照组比较,Adr 组小鼠足细胞活化的 caspase3 显著增多(P<0.05,n=6),线粒体钙显著增

加(P<0.01,n=10),钙通道相关蛋白 IP3R､ grp75､ VDAC 和 MCU 表达显著增多(P<0.05,n=6)。与

Adr 组比较,加入 MCU 拮抗剂 Ru360 后,小鼠足细胞活化的 caspase3 显著减少( P<0.05,n=6),线粒

体钙显著降低(P<0.01,n=10);加内质网钙释放通道拮抗剂 XestosponginC 后,小鼠足细胞活化的

caspase3 显著减少(P<0.01,n=4);线粒体钙显著降低(P<0.01,n=6)。2､ 与对照组比较,AngⅡ致小鼠

足细胞活化的 caspase3 显著增加(P<0.05,n=6),线粒体钙显著增加(P<0.01,n=10),钙通道相关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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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3R､ grp75､ VDAC､ MCU 表达显著增加(P<0.05,n=6)。与 AngⅡ组比,加 Ru360 拮抗后,活化的

caspase3 显著下降,足细胞线粒体钙显著减少(P<0.05,n=10);加 XestosponginC 后,活化的

caspase3 显著降低,线粒体钙显著降低(P<0.05,n=4);敲低 grp75 拮抗后,足细胞凋亡显著减少

(P<0.01,n=3)。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线粒体内质网结构偶联钙通道蛋白高表达通过调控线粒体钙摄入机制参与足细

胞凋亡,分别拮抗不同通道蛋白可起足细胞保护作用,从新的角度进一步理解了足细胞凋亡机制。 
 
 
PO-1930 

肾脏疾病患儿伴急性肾损伤 51 例临床分析 
 

徐海霞,邵晓珊,李宇红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了解儿童肾脏疾病中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 病因､ 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提高对肾脏疾病伴发

AKI 的认识和防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收治的 229 例肾脏疾病患儿中伴发急性肾损伤

(AKI)51例患儿的病因构成､ 临床特点､ 病理类型及治疗效果。 
结果 (1)229 例肾脏疾病患儿中发生 AKI 51 例,占 22.3%;发病年龄 0.6~14.0 岁,以学龄前及学龄期儿

童为主,分别占 30.8%､ 57.7%;前三位病因依次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NS)33.3%,急性链球菌感染

后肾小球肾炎(APSGN)25.5%,紫癜性肾炎(HSPN)13.7%。AKI 分期为 1 期 10 例(19.6%),2 期 12 例

(23.5%),3 期 29 例(56.9%)。(2)AKI 组高血压 24 例(47%)､ 肉眼血尿 19 例(37.3%)､ 大量蛋白尿

40 例(78.4%),与非 AKI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KI 组较非 AKI 组住院时间长[分别为

(21±13)天､ (13.9±6.9)天,P<0.05]。(3)AKI 组 26 例行肾活检,肾病理改变为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

球肾炎 7 例,HSPN 5 例(其中Ⅲa 级 1 例,Ⅲb 级 3 例,Ⅳb 级 1 例),局灶节段肾小球硬化症 4 例(其中

NOS型､ 细胞型晚期各 1 例,塌陷型 2 例),IgAN 2 例(1 例 Lee 分级Ⅲ级,1 例为局灶节段硬化性 IgA

肾病伴恶性高血压),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 2 例(其中 1 例为Ⅳb 级 HSPN,同前述),急性肾小管间质性

肾炎 2 例,肾小球轻微病变(MD)3 例,血栓性微血管病(TMA)､ 肾小球微小病变(MCD)各 1 例。(4)AKI
组中 16 例行肾脏替代治疗(RRT),在年龄分布､ 浮肿､ 肉眼血尿､ 高血压､ 治疗效果方面 RRT 组与

非 RRT 组之间无差异(P>0.05)。RRT 组与非 RRT 组在 AKI-3期患儿比例､ 无尿患儿比例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RT 组与非 RRT 组血肌酐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513.8±373.0)umol/L､ (169.2±113.7)umol/L,P<0.05];两组血尿素氮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31.8±13.9)mmol/L､ (19.6±11.5)mmol/L,P<0.05]。 
结论 儿童肾脏疾病中 22.3%发生急性损伤,以肾小球性疾病居多。伴急性肾损伤患儿的临床表现更

重,住院时间更长,肾病理损害严重,应早期识别,积极防治。 
 
 
PO-1931 

皮肤组织和肾组织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诊断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的对比分析 

 
张琰琴,丁洁,王芳,肖慧捷,姚勇,张宏文,管娜,钟旭辉,刘晓宇,苏白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对比分析皮肤组织和肾组织中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方法对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的诊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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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7 年至 2017 年在我院诊断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的患者,入选标准:�1.同时进行

了皮肤组织和肾组织活检及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2.�检测到 COL4A5 基因突变。排除标准:1.�仅有

皮肤组织或肾组织活检一项进行了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2.�未检测到 COL4A5 基因突变;�3.诊断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型 Alport 综合征。皮肤基底膜和肾小球基底膜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呈阴性(在男性)

或者间断阳性(在女性)是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的典型改变。皮肤基底膜和肾小球基底膜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呈连续阳性即为不符合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诊断。 
结果 共 38 例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XLAS)患者同时行皮活检､ 肾活检及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并且检

测到 COL4A5 基因突变,其中男 30 例,女 8 例。�皮肤基底膜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符合 XLAS 典型改

变的 32 例,诊断率为 84.2%(32/38 例);其中在男性的诊断率为 83.3%(25/30 例),在女性的诊断率为

87.5%(7/8 例)。�肾小球基底膜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符合 XLAS 典型改变的 31 例,诊断率为

83.8%(31/37 例,有 1 例男性因染色效果欠佳不计算在内);其中在男性的诊断率为 89.7%(26/29 例),
在女性的诊断率为 62.5%(5/8 例)。�73.0%(27/37 例)的患者皮肤基底膜和肾小球基底膜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均符合 XLAS 典型改变。�共 2 例患者皮肤基底膜和肾小球基底膜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均

不符合 XLAS 典型改变,漏诊率为 5.4%(2/37 例)。�单纯皮肤组织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不符合 XLAS
典型改变的患者分析:共 6 例(6/38 例,漏诊率为 15.8%),其中男 5 例(5/30 例,漏诊率为 16.7%),女 1
例(1/8 例,漏诊率为 12.5%),中位数年龄 9.5 岁,COL4A5 基因突变位点分布在 E7~IVS51,突变类型有

替代 3 个,移码 2 个,剪切 1 个。�单纯肾组织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不符合 XLAS 典型改变的患者分析:
共 6 例(6/37 例,漏诊率为 16.2%),其中男 3 例(3/29 例,漏诊率为 10.3%),女 3 例(,3/8 例,漏诊率为

37.5%),中位数年龄 10 岁,COL4A5 基因突变位点分布在 E7~E48,突变类型有替代 4 个,无义 1 个,剪
切 1 个。 
结论 在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患者,皮肤组织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方法的诊断率为 84.2%;肾组织Ⅳ型

胶原 α5 链染色方法的诊断率为 83.8%;皮肤组织和肾组织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方法结合诊断率提高,

漏诊率仅为 5.4%。皮肤组织和肾组织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是诊断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的重要方法

之一,相同 COL4A5 基因突变可以导致皮肤组织和肾组织Ⅳ型胶原 α5 链染色结果不一致,其机制尚

需要进一步研究。 
 
 
PO-1932 

儿童 IgA 肾病合并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一例 
 

孙爽爽,应道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报道儿童 IgA 肾病合并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 1 例,以增加对儿童 IgA 肾病多方面的认识。 
方法 总结该 IgA 肾病合并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 诊疗经过。 
结果 患儿,男,3 岁,因发现血尿 10 余天于 2017-05-03 入院。查体:全身皮肤可见较多陈旧性皮损散

在分布,直径约 0.8cm-2.0cm,无破溃､ 渗血等。既往史:患儿出生时诊断为“先天性大疱性表皮细胞

松解症”(具体不详)。入院后查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0.58g,尿沉渣镜检红细胞:异常红细胞 1057/μL,正
常红细胞 321/μL,抗核抗体谱､ 免疫球蛋白补体､ ASO 未见异常。经皮肾活检病理示:免疫荧光:15
个肾小球 系膜区颗粒状沉积 IgM +､  IgA++､ C3+++,IgG､ C4､ C1q 均阴性。光镜下可见 28 个肾

小球,小球系膜细胞和基质轻度增生,局灶节段内皮细胞增生,系膜区噬复红蛋白沉积,其中可见 1 个小

纤维性新月体,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 颗粒变性,可见蛋白及红细胞管型,多灶状管腔扩张､ 细胞低平

､ 刷状缘脱落。肾间质:灶状水肿,小动脉未见明显病变。诊断意见:符合:局灶增生性 IgA 肾病。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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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为 1.IgA 肾病 2. 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给予强的松､ 百令胶囊､ 贝那普利､ 西替利嗪等

药物口服,多磺酸粘多糖乳膏外用。复查 24 小时尿蛋白总量:0.22g,并抽其父母及患儿血液行相关基

因检测(结果未回)。现随访中。 
结论 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是一组以皮肤脆性增加､ 轻微摩擦或外伤即可导致皮肤或黏膜水疱

､ 糜烂为共同特点的遗传性皮肤病,合并肾损害者罕见。IgA 肾病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有研究

显示先天免疫的失常可导致黏膜抗原消除失败､ IgA 合成改变及炎性反应,可能与 IgAN 发生和进展

有密切的关系。通过此病例,对两个疾病有更全面的认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需要更多病例进一

步证实。 
 
 
PO-1933 

儿童 IgA 肾病合并银屑病 1 例 
 

孙爽爽,应道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了解儿童 IgA 肾病合并银屑病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特点。 
方法 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 例 IgA 肾病合并银屑病患儿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儿,男,9 岁。因发现肉眼血尿 10 余天,尿检异常 9 天于 2016-07-13 日入院。查体:左头顶部

可见散在点片状色素缺失伴鳞屑及头发束状分布。既往史:1 月前诊断为银屑病,间断口服“消银颗粒”
及外用“卡泊三醇搽剂”,有缓解。家族史:其父亲为银屑病患者。入院后查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0.56g,
尿红细胞形态学分析:总数:689/μL,异常占 73%。尿酶:β2 微球蛋白 0.04mg/L,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

46.16U/L,血生化､ 抗核抗体未见明显异常。腹部超声:双肾､ 输尿管､ 膀胱未见明显异常,立位胡桃

夹征阳性。经皮肾活检病理示:免疫荧光:14个肾小球､ 系膜区颗粒状沉积 IgG +､ IgM +-､  IgA2+
､ C3 2+､ IgG IgG1+､  IgG2+。光镜下 可见 25 个肾小球 小球系膜细胞和基质轻度增生,局灶节段

中度加重伴内皮细胞增生,系膜区噬复红蛋白沉积,其中可见 2 个小球节段硬化(1 个小球伴小纤维性

新月体),1 个小球球囊粘连,肾小管可见上皮细胞空泡､ 颗粒变性,肾间质可见小灶状淋巴､ 单核细胞

浸润,小动脉未见明显病变。诊断意见:符合局灶增生性 IgA 肾病。诊断为:1.IgA 肾病 2.左肾静脉受

压综合征 3.银屑病 。给予环磷酰胺冲击治疗 2 天后改为强的松口服,消银颗粒､ 卡泊三醇搽剂继用,
皮疹渐好转,复查尿常规示蛋白 2+,红细胞 253/μL,尿红细胞形态学分析:总数:490/μL,异常占 78%。

现随诊中。 
结论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 进行性皮肤病变,其病因多认为与遗传､ 感染､ 免疫及代谢障碍等因素有

关。成人银屑病合并肾损害可见文献报道,临床可表现为肾病综合征､ 肾小球肾炎,肾活检病理以

IgA 肾病较多,其他有肾淀粉样变性､ 膜性肾病､ 膜增殖性肾炎､ 微小病变等。该病例为儿童 IgA 肾

病合并银屑病,与成人报道结果一致。通过此病例,了解儿童时期银屑病可合并有 IgA 肾病,应尽早诊

断及治疗,以免影响预后。 
 
 
PO-1934 

455 例婴幼儿泌尿道感染临床特点及药敏分析 
 

潘晓芬,刘玉玲,李小琳,孙智才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探讨婴幼儿泌尿道感染的临床特点､ 影像学检查､ 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状况,为临床诊治提供指

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儿科住院的 455 例 0-3 岁泌

尿道感染患儿临床特点､ 影像学检查､ 尿培养阳性细菌及其药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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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一般情况:455 例患儿中男 273 例,女 182 例, 大年龄 3 岁, 小年龄 1 月,平均年龄 2±0.32

岁;初发者 427 例,复发者 28 例。②临床表现及实验室特征:出现发热 336 例(74%),其中≤2 岁的患

儿发热 236 例(52%),且发热为唯一表现者 137 例(30.1%),外周血白细胞升高 113 例,C 反应蛋白升

273 例,PCT 升高 106 例;③影像学检查结果:所有患儿均进行泌尿系彩色超声影像检查,155 例完善

了排泄性膀胱尿路造影(MCU),77 例做了静脉肾盂造影(IVP)检查,10 例进行了泌尿系 CT+增强(CTU)
检查,2 例进行了膀胱镜检查;发现 61 例患儿存在泌尿道结构异常,占 13.4%,包括:多发结石 7例､ 重
复肾脏 5 例,肾输尿管远端梗阻 3 例,尿道瓣膜狭窄 3 例;排泄性膀胱尿道造影发现输尿管膀胱反流

43 例,Ⅲ级以上 33 例,Ⅲ级以下 10 例;22 例(78.5%)复发病例存在以上结构异常。④尿培养结果:455
例患儿共送检清洁中段尿标本 758 份,尿培养阳性标本 565 份,其中 45 例患儿尿培养二次阳性,8 例

患儿尿培养三次阳性;包括大肠埃希菌 355 株(62.9%),肺炎克雷伯杆菌 41 株(7.2%),屎肠球菌 59 株

(10.4%),这三种细菌对青霉素､ 磺胺类以及一､ 二代头孢敏感性较低,对第三代头孢耐药率逐步增加,
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较好; 
结论 婴幼儿泌尿道感染多见于 2 岁以下男性患儿,发热可能是其唯一临床表现,复发性泌尿道感染的

患儿多数存在泌尿道结构异常,影像学检查必不可少,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 屎肠球菌是婴

幼儿泌尿道感染的重要致病菌,对当前常用抗生素已产生了广泛的耐药性,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可作为

婴幼儿泌尿道感染的推荐用药。 
 
 
PO-1935 

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患儿血清 IL-10､ IL-21 
及 TGF-β1 的水平及意义 

 
梁丽俊

1,庞楚月
2,张一

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血清 IL-10､ IL-21 及 TGF-β1 水平在激素敏感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SSNS)患儿发病中的

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儿科住院的 30 例 SSNS 患儿,分别在

急性期和缓解期收集血清,选择 28 例同期门诊体检的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

中 IL-10､ IL-21 及 TGF-β1 的水平,并分析其与临床指标 CHOL､ IgG､ ESR 的相关性。 
结果   SSNS 患儿急性期血清 IL-10 水平低于缓解期和对照组(P<0.01);急性期血清 IL-21 水平与缓

解期和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急性期血清 TGF-β1 水平高于缓解期和对照组(P<0.05);上
述三个因子缓解期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显示,SSNS 患儿急性期血

清 IL-10 与 IgG 呈正相关(P<0.05),与 CHOL､ ESR 呈负相关(P<0.05),血清 IL-21 与 CHOL､ IgG､
ESR 无显著相关性(P 均>0.05),急性期血清 TGF-β1 与 CHOL､ ESR 呈正相关(P<0.05),与 IgG 呈负

相关(P<0.05)。 
结论   肾病综合征患儿急性期血清 IL-10 水平降低及 TGF-β1 表达升高,而缓解期均趋于正常,推测其

参与了 SSNS 的发病过程,检测外周血 IL-10､ TGF-β1 水平可作为观察疾病活动状态的免疫学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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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36 

伴新月体形成儿童 IgA 肾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分析 
 

许瑞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观察伴新月体形成儿童 IgA 肾病的临床和病理特点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肾活检确诊的儿童 IgA 肾病 38 例,根据是否有新月体形成分为 A
组(新月体形成≥10%),共 18 例;选择同期肾活检､ 病例资料完整以及年龄､ 性别､ 病程相匹配的 20
例作为对照组(B 组),共 20 例。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和病理特点及预后。 
结果 伴新月体形成的 A 组患儿 14 例(77.78%)有肉眼血尿,12 例(66.67%)有高血压,B 组患儿 8 例

(40%)有肉眼血尿,6 例(30%)有高血压,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A 组患儿 24 小时尿蛋白定

量和血清肌酐(4.26±1.87g/24h,90.75±40.82µmmol/L)明显高于 B 组患儿

(2.45±1.32g/24h,50.25±15.26µmmol/L),差异有显著性(p<0.05)。病理方面:A 组患儿组织分级以Ⅱ

､ Ⅲ级为主,合并肾小管间质损害较多,免疫球蛋白沉积除 IgA 外,多伴有 IgG 和或 IgM 沉积;B 组患

儿组织分级以Ⅰ､ Ⅱ级为主,合并肾小管间质损害相对较少,免疫球蛋白沉积以 IgA 沉积为主。治疗

方面:A 组患儿经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 12 周,7 例患儿尿蛋白转阴,7 例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较前

下降一半以上,4 例患儿 24 小时尿蛋白无明显下降。B 组患儿 12 例尿蛋白转阴,6 例患儿尿蛋白较前

下降一半以上,2 例病人尿蛋白无明显下降。随访 1~3 年,A 组患儿 14 例肾功能正常,3 例血肌酐轻度

升高,1 例需透析治疗。B 组患儿 19 例肾功能正常,1 例血肌酐轻度升高,未达透析标准。 
结论 伴新月体形成的 IgA 肾病患儿临床和病理表现重,易出现肾功能不全,提示出现新月体形成是病

情预后不良的指标之一。 
 
 
PO-1937 

mirRNA-30a 与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芮淑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在儿童肾脏疾病中的发病率仅次于急性肾炎,约占儿童时期肾病综合征

总数的 90%。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病理诊断则依靠肾活体组织检查。然而,肾活检是一种侵袭

性的诊断方式,对患儿会造成一定的伤害。MicroRNAs 是一种内源性的 RNA,在基因转录后水平发挥

重要的调节功能, 可以稳定存在于各种体液,如尿液､ 血清。因此体液中的 MicroRNAs 作为一种无

创性的诊断工具和预测标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方法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在儿童肾脏疾病中的发病率仅次于急性肾炎,约占儿童时期肾病综合征

总数的 90%。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病理诊断则依靠肾活体组织检查。然而,肾活检是一种侵袭

性的诊断方式,对患儿会造成一定的伤害。MicroRNAs 是一种内源性的 RNA,在基因转录后水平发挥

重要的调节功能, 可以稳定存在于各种体液,如尿液､ 血清。因此体液中的 MicroRNAs 作为一种无

创性的诊断工具和预测标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结果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在儿童肾脏疾病中的发病率仅次于急性肾炎,约占儿童时期肾病综合征

总数的 90%。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病理诊断则依靠肾活体组织检查。然而,肾活检是一种侵袭

性的诊断方式,对患儿会造成一定的伤害。MicroRNAs 是一种内源性的 RNA,在基因转录后水平发挥

重要的调节功能, 可以稳定存在于各种体液,如尿液､ 血清。因此体液中的 MicroRNAs 作为一种无

创性的诊断工具和预测标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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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在儿童肾脏疾病中的发病率仅次于急性肾炎,约占儿童时期肾病综合征

总数的 90%。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病理诊断则依靠肾活体组织检查。然而,肾活检是一种侵袭

性的诊断方式,对患儿会造成一定的伤害。MicroRNAs 是一种内源性的 RNA,在基因转录后水平发挥

重要的调节功能, 可以稳定存在于各种体液,如尿液､ 血清。因此体液中的 MicroRNAs 作为一种无

创性的诊断工具和预测标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O-1938 

儿童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36 例临床分析 
 

张沛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检验和检查结果､ 预后及治疗。 
方法 分析 2001 年 01 月至 2016 年 8 月收治的 36 例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36 例患儿治愈 33 例,病情进展为慢性肾脏病 2 例,死亡 1 例。随访时间为 3 个月~6 年。 
结论 消化系统异常是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的 主要的诱发因素,但是关注其它系统的表现可以减少

误诊。D+HUS 应早诊断､ 积极治疗,血浆置换和血液透析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PO-1939 

17 例儿童特发性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高春林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分析儿童特发性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 病理特征及预后转归,以提高对此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例诊断为特发性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患者的起病情况､ 临床表现､ 肾脏病理

､ 治疗及转归等。 
结果  17 例患者,男 9 例,女 8 例,年龄在 2-15 岁之间,平均年龄 11±3.7 岁,16 例表现血尿(94.1%),其
中 12 例(70%)为肉眼血尿,15 例为肾炎综合征(88.2%),1 例表现肾病综合征,10 例伴有高血压

(20%);6 例补体正常,7 例 C3 降低(41.2%),4 例(23.5%)C3､ C4 均降低;肾活检病理结果提示,I 型
MPGN10 例(58.8%),III 型 7 例,占 41.2%,与发病机制及补体激活相关的免疫荧光显示,有 IgG 沉积,
其中 1 例为 IgG1 亚型孤立性沉积,C3 沉积率 16 例(94.1%),C1q 沉积 15 例(88.2%),IgA 沉积 8 例

(47.1%),IgM 沉积 9 例(52.9%),Fib 沉积 1 例。所有患儿均接受治疗,17 例患儿中,仅 1 例表现激素敏

感并且完全缓解,16 例表现激素耐药,联用二线免疫抑制剂后,部分缓解 8 例,3 例完全缓解,治疗效果

不佳发展至终末肾 4 例,部分缓解和耐药的病例其肾脏病理表现的慢性化改变更多。 
结论 儿童特发性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临床表现较重,C3 和 IgG 沉积为主,激素耐药率高,肾衰发生率

高,可进展至终末期肾病。  
 
 
PO-1940 

单中心儿童 Alport 综合征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特点分析 
 

钟诚,王墨,时吉胜,吴道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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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单中心儿童 Alport 综合征(AS)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特点。 
方法 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从 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明确诊断且行基因检

查的 33例患儿的临床病史､ 实验室检查､ 肾活检､ 基因检测及家系验证结果等资料,采用回顾性分

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其基因型及临床表型的特点。 
结果 (1)本组 33 例患儿中 X 连锁 AS(XLAS)21 例(男:女=14:7),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AS(ARAS)5 例

(男:女=2:3),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AS (ADAS)5 例(男:女=2:3)。起病年龄为 8 月-13 岁 5 月,均以血尿和

(或)蛋白尿为首发症状,其中 3 例(9%)患儿存在听力损害,3 例(9%)患儿存在眼部病变,1 例患儿同时

存在听力损害及眼部病变,7 例(21%)患儿有肾功能损害。(2)其中 18 例患儿行肾脏病理检查,其中电

镜表现符合 AS 典型表现者仅 4 例(22.22%),免疫荧光染色 α3､ α5 阴性者 5 例(29.41%,有 1 例未行

免疫荧光染色)。(3)本文中 33 例患儿分别来自 33 个家系,对其进行遗传性肾炎基因型检测,检测

COL4A5､ COL4A4 及 COL4A3 基因突变类型,发现 35 种突变类型,37 个突变位点,其中错义突变

27 个,移码突变 4 个,剪切突变 3 个,终止突变 2 个,大片段缺失 1 个。其中单纯 COL4A5 基因突变

21 例(60.00%),单纯 COL4A4 基因突变 4 例(11.43%),COL4A3 基因突变 6 例(17.14%),26 种基因突

变未报到道。其中 28 个家系完成验证,发现 24 个突变位点来源于母亲,6 个突变位点来自于父亲,3
个突变位点为新生突变。有 2 例患儿同时有 COL4A5､ COL4A4 两种基因突变,且 COLAA5 突变均

来自于母亲､ 系 X 连锁显性遗传,COL4A4突变均来自于父亲､ 系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结论 (1)本组 Alport 综合征患儿以 X 连锁显性遗传多见,均以血尿和(或)蛋白尿为首发症状,肾脏病理

活检有一定漏诊率,基因诊断可助明确诊断。(2)本组 33 例 Alport 综合征患儿检出 35 种 COL4A5､
COL4A4､ COL4A3 基因突变类型,37 个基因突变位点,致病性突变以错义突变多见,其中 26 种未见

报道。 
 
 
PO-1941 

Leydig 细胞来源 EVs 传递细胞因子促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化 
 

邢晓宇,孙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睾丸间质细胞来源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可诱导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MSCs)定向分化。本研究通过分离 Leydig 细胞条件培

养基来源 EVs,分析其含有细胞因子成分并对分化机制进行初步解释。 
方法 贴壁法分离培养 HUMSCs 并进行流式鉴定。超高速离心法提取睾丸间质细胞条件培养基中

EVs,对 EVs 进行电镜鉴定并蛋白定量,膜及核酸双染色法标记 EVs 并与干细胞共培养。对照组干细

胞用低糖 DMEM 培养基培养。2 周后,倒置显微镜下观察 EVs 与干细胞形态变化,免疫荧光及蛋白检

测分析干细胞中睾丸间质细胞特异性标志酶表达情况,EVs 流式分析相关细胞因子表达量。 
结果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干细胞胞质及核内可及染色标记 EVs,免疫荧光及 Western 蛋白检测发

现部分干细胞阳性表达睾丸间质细胞特异性标记物。RT-PCR 发现 EVs 中 PDGFBB 及 IGF-1 表达

量较高。 
结论 1.超高速离心法可成功分离 Leydig 细胞条件培养基 EVs。2.Leydig 细胞条件培养基来源的

EVs 可诱导 HUMSCs 向 Leydig 细胞方向分化。3.Leydig 细胞来源可能通过传递细胞因子如

PDFGBB 及 IGF-1,促干细胞向 Leydig 细胞方向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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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42 

外泌体 miR-193a 在 FSGS 病变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初探 
 

张瑜,王丽霞,黄志宾,袁惠卿,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是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和 ESRD 常见病因之一。足细胞损

伤为其核心病变,因而足细胞间的信号传递和协同应答是 FSGS 进展的关键环节。外泌体是近年来

备受关注的细胞间信息传递媒介和标志物载体。因而,本研究通过临床尿标本和肾活检标本分析,观
察尿外泌体 miR-193a 对原发性 FSGS 的诊断及预后价值,并初探其参与 FSGS 病理进程的分子机

制。 
方法 收集 2015.1-2016.12 在本儿童肾脏病中心住院的初治病人的晨尿(严格按纳入/排除标准选择),
其中 8 例原发性 FSGS､ 5 例 MCN､ 7 例 IgAN,5 例体检的健康儿童为对照。采用 ExoQuick 试剂

盒提取尿液外泌体,电镜及 western blotting 验证。纯化外泌体中的 miRNAs,qRT-PCR 检测 miR-
193a 的含量。采用 Raij 法计算肾小球硬化指数(GSI)对肾小球硬化程度进行半定量分析;以 ROC 和

Kaplan-Meier 分析评价尿外泌体 miR-193a 对原发性 FSGS 的诊断和预后价值。免疫组化染色观察

原发性 FSGS 患儿肾小球内 CD63､ MCL-1 和 Beclin-1 的表达,初步分析外泌体 miR-193a 参与

FSGS 进程的可能机制。细胞学实验通过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miR-193a 通过外泌体在足细胞之间传

递;荧光标记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钙离子浓度。 
结果 (1)FSGS 患儿晨尿外泌体中的 miR-193a 含量是尿蛋白排泄量相当的 MCN 患儿的 3.56 倍

(P<0.05);(2)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5,提示尿外泌体 miR-193a 可作为鉴别原发性 FSGS 和 MCN 的

标志物;(3)尿外泌体 miR-193a 与原发性 FSGS 患儿的 GSI 正相关,提示其有助于判断 FSGS 预

后;(4)FSGS 患儿肾小球内外泌体标志蛋白 CD63 的表达明显增多,且主要位于非硬化节段的足细胞

胞浆,MCN 患儿肾小球内也可检出 CD63 表达,而 TBMD 患儿的肾小球内几乎未见 CD63 表

达;(5)MCN 患儿肾小球内可检出 miR-193a 的靶基因 MCL-1 高表达,且多见于足细胞胞浆,而在尿蛋

白排泄量相当的 FSGS 患儿肾小球内 MCL-1 表达水平显著下调,其中大部分硬化节段及其相邻节段

几乎无表达;(6)FSGS 患儿肾小球内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的表达明显弱于 MCN 患儿;(7)miR-193a
可通过外泌体在体外培养的足细胞间传递,且外泌体的分泌受钙信号通路调控。 
结论 尿外泌体 miR-193a 有望成为原发性 FSGS 诊断和评估预后的标志物。在 FSGS 病变进程中,
外泌体可能作为载体将 miR-193a 由受损细胞传递至邻近足细胞,进而通过调控细胞自噬参与病变蔓

延,而外泌体的分泌受钙信号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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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43 

 儿童 C3 肾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王春燕
1,2,李艳君

1,2,沈茜
1,2,陈径

1,2,刘小荣
3,党西强

4,周建华
5,毛建华

6,杨青
7,夏正坤

8,王墨
9,蒋小云

10,栾江威
11,

包瑛
12,于力

13,徐虹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4.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5.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6.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7.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婴儿童医院 
8.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9.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0.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武汉市儿童医院 
12.西安市儿童医院 

13.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C3 肾病是补体替代途径异常激活使得补体 C3 沉积于肾小球而引起的罕见的肾小球肾炎,根据

电镜下电子致密物沉积部位,分为 C3 肾小球肾炎(C3GN)及致密物沉积病(DDD)本研究通过对儿童

C3 肾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提高对此病诊治的认识。分析儿童 C3 肾病(C3G)及其亚型 C3 肾小球

肾炎(C3GN)和致密物沉积病(DDD)和临床､ 病理特点及预后,提高对此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多中心 64 例儿童 C3G患者的临床表型､ 病理资料､ 诊治及预后,总结儿童 C3 肾

病的特点。 
结果 12 个中心共 64 例纳入分析,其中男女比例为 1.9:1,C3G 儿童平均发病年龄(8.17±3.15)岁,其中

DDD 与 C3GN 发病年龄无统计学差异,其中 29.7%以肾炎综合症起病,29.7%血尿+蛋白尿起

病,21.8%以单纯血尿起病,7.8%以肾炎-肾病综合症起病,4.7%以肾病综合症起病,6.3%以蛋白尿起

病,1.5%以急性肾功能不全起病,1.5%以高血压起病,55.6%患儿有低补体血症。 
64 例儿童 C3G 的病理主要表现为膜增生性病变(27%)和系膜增生性病变(72%),16%患儿肾穿提示

新月体形成(均<50%),6%患儿存在肾小球硬化(1 例身穿提示>50%小球硬化),电镜观察 DDD 患者电

子致密物主要沉积于基膜内､ 肾小管基膜和包囊壁,C3GN 组主要位于系膜区､ 内皮下和上皮

侧;C3G 的治疗主要以激素和/环磷酰胺为主,对其中 31 例患儿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为(1-98 月),1 例患

儿诊治时为 CKD-IV,1 例患儿进展为 CKD-II,6 例随访中尿常规提示血尿+蛋白尿,但肾功能正常,其余

患儿随访中尿常规及肾功能均正常。 
结论 C3G 见于年龄较长儿童,临床表现以肾炎综合症,血尿和蛋白尿为主,电镜下电子致密物沉积部

位可区分 C3GN 及 DDD,儿童 C3G 的病理表现以系膜增生为主,严重的新月体形成少,对激素和/免
疫抑制剂治疗反应较好,长期预后可能较成人好。 
 
 
PO-1944 

31 例儿童原发性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临床病理及预后 
 

张慧超,孙百超,赵凯姝,翟淑波,马青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的临床病理及预后关系。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497 
 

方法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007-2017 年 1 月住院诊断的原发性 FSGS 患儿共 31 例,其中男 19 例,女
12 例,对其临床资料､ 病理资料及预后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31 例 FSGS 患儿中, 21 例(68%)临床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其中 12 例(39%)肾炎型肾病,9 例

(29%)单纯型肾病;4 例(12%)表现为孤立性蛋白尿,3 例(10%)表现为肾小球肾炎,3 例(10%)表现为孤

立性血尿。组织病理分型中,非特殊型 16 例(52%),顶端型 10 例(32%),塌陷型 3 例(10%),细胞型 2
例(6%),无门部型。20 例于我院治疗临床表现肾病综合征的 FSGS 患儿给予激素治疗,其中激素敏感

6 例,激素耐药 10 例,激素依赖 4 例;14 例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其中 6 例使用环磷酰胺,5 例使用他克

莫司,1 例环磷酰胺联合他克莫司,1 例他克莫司联合霉酚酸酯,1例环磷酰胺､ 他克莫司及霉酚酸酯。

随访时间 2 个月-120 个月,完全缓解率 80%,部分缓解率 10%,未缓解率 10%。 
结论 儿童原发性 FSGS 临床表现以肾病综合征为主,病理类型以非特殊型多见,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

可提高其缓解率。 
 
 
PO-1945 

650 例儿童血浆置换不良反应分析 
 

卢婧
1,陶于洪

1,2,孙小妹
1,董丽群

1,郭妍南
1,王峥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对儿童血浆置换常见不良反应进行总结分析,提高儿童血浆置换治疗技术。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2017 年 6 月间进行血浆置换治疗的 650 例儿童病例急性总结,对常见不良反

应进行总结及分析。 
结果 650 例儿童血浆置换治疗病例中,绝大多数患儿仅有轻微不良反应,如一过性荨麻疹,较严重的血

浆过敏反应有寒战､ 发绀､ Steven-Johnson 综合征等,另外临床还可出现血浆分离器破膜､ 低钙血

症等。 
结论 对大多数儿童患者而言,血浆置换安全有效,可伴有轻微血浆过敏反应,少数患者可出现严重过敏

反应如寒战､ 发绀､ Steven-Johnson 综合征等,加强对儿童血浆置换不良反应的了解有助于早期识

别,及时处理,以免产生严重后果。 
 
 
PO-1946 

 免疫抑制剂治疗激素耐药性肾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 
系统评价和网状 Meta 分析 

 
李少军,阳海平,谭利平,李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采用网状 Meta 分析方法评价免疫抑制剂治疗激素耐药性肾病(steroid-resistant nephrotic 
syndrome , SRNS)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MEDLINE,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and EMBASE 数

据库,收集使用以下免疫抑制剂治疗儿童激素依赖/频复发肾病的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环孢素(cyclosporine, CSA), 静脉环磷酰胺(intravenous cyclophosphamide, 
ICPA), 口服环磷酰胺(oral intravenous cyclophosphamide, OCPA),他克莫司 (tacrolimus, TAC),苯
丁酸氮芥(chlorambucil, CHL), 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来氟米特(leflunomide, 
LEF),硫唑嘌呤 (azathioprine, AZA),利妥昔单抗合并环孢素(rituximab combined cyclospo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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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S)。效应性指标为完全缓解率 (complete remission, CR) 部分缓解率 (partial remission, PR) 
和总缓解率 (total remission, TR)。安全性指标为药物相关副作用(adverse-event rates, AER)。 
结果 18 篇 RCT 文献进入网状 Meta 分析(n=790)。效应性分析结果显示,他克莫司相比静脉环磷酰

胺､ 霉酚酸酯､ 口服环磷酰胺､ 来氟米特､ 苯丁酸氮芥､ 硫唑嘌呤和安慰剂/无治疗可获得更高的

完全缓解率,OR 分别为 4.76,2.70,8.33,7.69,8.33,8.33 和 8.33;并且相比静脉环磷酰胺､ 口服环磷酰

胺和安慰剂/无治疗获得更高的总缓解率,OR 分别为 6.25,7.69 和 5.88。环孢素比较静脉环磷酰胺､

霉酚酸酯､ 口服环磷酰胺､ 苯丁酸氮芥､ 硫唑嘌呤和安慰剂/无治疗有更好的完全缓解率,OR 分别

为 5.26,2.89,8.73,9.09,9.09 和 8.73;并且相比静脉环磷酰胺､ 口服环磷酰胺､ 安慰剂/治疗有更高的

总缓解率,OR 分别为 5.48,6.65 和 5.29。霉酚酸酯相比静脉和口服环磷酰胺可获得更高的总缓解

率,OR 分别为 3.33 和 4.05。安全性结果分析显示,他克莫司相比静脉环磷酰胺､ 利妥昔单抗合并环

孢素有更少的副作用发生,OR 分别为 0.29 和 0.02。 
结论 治疗儿童激素耐药性肾病选用免疫抑制剂时,他克莫司和环孢素可考虑作为首选的药物;霉酚酸

酯可作为优先选用的药物。进一步的研究可比较他克莫司和环孢素或者霉酚酸酯治疗儿童耐药性肾

病的效应和安全性。 
 
 
PO-1947 

先天性小儿尿道下裂 128 例手术体会 
 

郭丙涛,张立华,黄岩,罗向阳,李培强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 128 例先天性小儿尿道下裂的治疗经验及不同术式的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01 月~2016 年 06 月 128 例先天性小儿尿道下裂的病例资料,其中采

用尿道口前移､ 阴茎头成形法(MAGPI 术式)15 例;采用尿道口基底血管皮瓣法(Mathieu 术式)10 例;
采用尿道板纵切卷管法(Snodgrass 术式)70 例;采用横裁包皮岛状皮瓣尿道成形(Duckett 术式)23 例;
采用阴囊中缝皮管加横裁包皮岛状皮瓣成形尿道(Duplay 联合 Duckett 术式)10 例。其中 5 例因前

列腺囊行耻骨上膀胱造瘘术,其余术中均未行尿流改道。 
结果 治愈率(117/128)91.4%,并发症为 8.6%。其中尿道狭窄 5 例,尿瘘 6 例。Mathieu 术式 1 例尿

瘘,Snodgrass 术式 2 例尿瘘,Duckett 术式 2 例尿瘘,2 例尿道狭窄,Duplay 联合 Duckett 术式 1 例尿

瘘,4 例尿道狭窄。128 例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1~17 个月,平均 12 月,随访期间患儿排尿正常。 
结论 根据不同尿道下裂类型选择不同的术式及合适的修复材料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术中尿流改道并

不是必须。 
 
 
PO-1948 

比较不同公式估算 CKD 患儿肾小球滤过率的适用性 
 

张欣
1,2,沈茜

1,2,徐虹
1,2,赵瑞芳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评价 Schwartz 公式及其校正后公式计算肾小球滤过率公式在我国慢性肾脏病(CKD)患儿中的

适用性。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近 5 年来 CKD 患儿临床资料,纳入年龄在 2-18 岁之间。用 Schwartz 公

式及其校正后公式分别计算 eGFR(evaluated GFR,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肾小球滤过率)值,与
99mTc-DTPA 测得的 mGFR(measured GFR)数值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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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 153 例纳入本次研究,其中男 99 例,女 54 例,平均年龄(8.9±3.8)岁,其中 CKD 1 期 13 例,CKD 
2 期 28 例,CKD 3 期 37 例,CKD 4 期 43 例,CKD 5 期 32 例。原发病病因除病因不明的以外,排前三

的分别为肾发育不良(30 例)､ 膀胱输尿管反流(19 例)及肾病综合征(11 例)。Bland-Altman 分析显

示,对于 CKD1-2 期患儿,Schwartz 校正后公式计算所得 eGFR 与 mGFR 的一致性较好,而对 CKD3-
5 期患儿, 初的 Schwartz 公式与测得的 mGFR 一致性较好;但两个公式估算的 eGFR 与 mGFR 的

一致性限度均超过事先规定的专业界值。Schwartz 校正后公式不分年龄采用统一常数,易对患儿的

mGFR 造成过低估计。 
结论 当血肌酐的测定方法为酶法时,如果直接应用公式估算 GFR,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偏差。有必要进

行更大规模试验,进一步评估和验证在我国患儿中的适用性。 
 
 
PO-1949 

补体 C3a-C3aR 通路异常活化可致儿童肾病综合征 
Th17/Treg 失衡加剧 

 
闫俊丽,李圆圆,杨宝辉,张高福,阳海平,王墨,李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中补体 C3a-C3aR 通路异常活化对 Th17/Treg 平衡的影响,以期阐

释 C3a-C3aR 通路参与肾病综合征发生发展的潜在机制。 
方法 收取我院住院部确诊未使用激素初发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 32 例,分为单纯型肾病综合征

(SNS,19 例),肾炎型肾病综合征(NNS,13 例),同时收集年龄性别相匹配的门诊正常体检患儿 17 例。

抽取外周静脉血 3ml,分离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肾病综合征患儿 PBMC 分为 3 个组:i)未
干预组,ii)人重组 C3a 刺激组(C3a 组),iii)人重组 C3a 刺激+C3aRA 组(C3aRA 组),以体检患儿

PBMC 为正常对照组(CTL 组)。刺激干预 48h 后,流式细胞术检测 Th17,Treg 在 CD4+细胞中的数

量百分比变化,并计算 Th17/Treg 百分比比值。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肾病综合症患儿外周血中 Th17 细胞百分比比例升高(P<0.05),Treg 百分比

比例降低(P<0.05),Th17/Treg 百分比比值升高(P<0.05)。与单纯型肾病综合症患儿比较,肾炎型肾病

综合症患儿 Th17 百分比升高明显(P<0.05),Treg 比例降低显著(P<0.05),同时 Th17/Treg 百分比比

值升高更明显(P<0.05)。与未干预组比较,C3a 组 Th17 细胞百分比升高(P<0.05), Th17/Treg 百分

比比值升高(P<0.05) ,但 Treg 细胞百分比无统计学差异;C3aRA 组 Th17 细胞百分比比值降低

(P<0.05),Treg 细胞百分比比值降低(P<0.05),Th17/Treg 百分比比值升高(P<0.05)。与 C3a 组比

较,C3aRA 组 Th17 细胞百分比比值降低(P<0.05), Th17/Treg 百分比比值升高(P<0.05), Treg 细胞

百分比变化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体内存在 Th17/Treg 免疫失衡,且与肾病综合症临床分型相关。补体

C3a 可通过异常活化 C3aR 促进 Th17 优势活化,使肾病综合征患儿体内 Th17/Treg 失衡程度加剧,
从而参与肾病综合征的发生发展。 
 
 
PO-1950 

CD28/B7-1-pSRC 介导加重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机制研究 
 

陈婉冰,阳海平,王墨,李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NS)是严重影响儿童健康的疾病。目前激素是治疗 PNS 常用的方法,但
部分儿童存在激素依赖甚至抵抗的现象。因此,寻找更为有效的方式至关重要。但目前引起 PN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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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机制尚未明确,因此,研究其发病机制是目前寻找 PNS 治疗方式的重要策略。近期有研究证实在

足细胞上有 B7-1 的表达,且 B7-1 表达升高与足细胞损伤密切相关。这引发我们从免疫的角度看待

PNS 的发病机制。γδT 细胞在多种免疫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且近年来有研究在动物模型中证实

γδT 细胞在肾脏疾病,如肾小球肾病中发挥加重作用。并且,γδT 细胞表面可表达 B7-1 的配体

CD28。综上,我们的研究旨在从免疫学角度研究 PNS 的发病机制。探讨 γδT 细胞在 PNS 中的作用

机制及其相关通路,从而为寻找治疗 PNS 的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体外及体内研究。在体内研究中,采用 C57BL/6 背景野生型及 TCRδ 敲除小鼠。采用 LPS
腹腔注射进行肾病造模。采用尿蛋白及肾脏病理学检测进行肾病严重程度的评估。运用流式细胞术

进行小鼠肾脏及脾脏的 γδT 及 CD28+γδT 细胞。B7-1 及 pSRC在肾脏局部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

western blotting 等手段进行检测。在体外研究中采用小鼠足细胞。采用磁珠分选法从小鼠脾脏分

选 γδT 细胞与足细胞共培养。足细胞凋亡率及骨架蛋白等用于足细胞损伤的检测。 
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LPS 肾病小鼠组肾脏局部 γδT 细胞明显升高,而荧光免疫检测显示 γδT 细胞主

要沉积在肾小球中。TCRδ 敲除小鼠肾脏损伤较野生型小鼠明显减轻。而 B7-1 及 pSRC 在 LPS 肾

病小鼠肾脏及与 γδT 细胞共培养的足细胞中的表达明显升高。而 LPS 肾病小鼠肾脏局部

CD28+γδT 细胞较正常组降低,提示 γδT 细胞为肾脏固有细胞提供了 CD28。免疫荧光共定位提示

γδT 细胞与肾脏 B7-1 之间关系密切。较其他组,与 γδT 细胞共培养的足细胞有更高的凋亡率。 
结论 γδT 细胞在 LPS 肾病中发挥加重的作用,可能是通过 CD28/B7-1-pSRC 通路介导的。 
 
 
PO-1951 

AG490 抑制 JAK-STAT 信号通路 
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Th17/Treg 细胞及蛋白尿的影响 

 
吴玉辉

1,邵晓珊
1,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JAK2 抑制剂 AG490 对阿霉素肾病大鼠血清中 Th17/Treg 细胞平衡及其主要细胞因子的

表达影响。 
方法  采用一次性尾静脉注射阿霉素的方法制备大鼠阿霉素肾病模型(ADM),设置正常对照组､ ADM
组､ AG490 干预组和干预阴性组 NC,应用 CBB 法检测各组同时期 24h 尿蛋白量,流式细胞术检测

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和 Treg 细胞数量及比例;qPCR 检测外周血 TH17 细胞的主要细胞因子 IL-17 
和 Treg 细胞的主要细胞因子 IL-10 基因的 mRNA 表达的变化。 
结果 (1)ADM 组较正常对照组蛋白尿量､ Th17 细胞数目､ IL-17 水平升高(P<0.05),Treg 细胞数目

､ IL-10 水平降低(p<0.05)。(2)AG490 组较 NC 组蛋白尿量､ Th17 细胞数目､ IL-17 水平降低

(P<0.05),Treg 细胞数目､ IL-10 水平升高(p<0.05)。 
结论 TH17 /Treg 为主的免疫失衡在(ADM)发病中起重要作用,AG490 通过抑制 JK2-STAT3 信号通

路抑制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纠正失衡的 Th17/Treg,此方法可能成为儿童原发性肾病(PNS) 治疗的

新途径之一。 
 
 
PO-1952 

小儿泌尿道感染中医治疗文献计量学分析 
 

李冰
1,杨濛

1,丁樱
1,任献青

1,汪受传
2,翟文生

1 
1.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苏省中医院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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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全面了解小儿泌尿道感染中医治疗的情况及发展趋势 
方法 以 1990-2016年间学者在知网､ 万方数据库及 MEDLINE 等发表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小

儿泌尿道感染的临床研究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学的计量方法,对文献的整体质量､ 中医辨证分型

､ 选方､ 用药以及诊疗标准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小儿泌尿道感染的常见中医证型为膀胱湿热､ 心火炽盛､ 肝肾阴虚､ 脾肾气虚及气阴两虚,中
药方剂以八正散､ 知柏地黄丸､ 导赤散为基础方进行加减的应用频率较高,中药单味药以瞿麦､ 萹

蓄､ 滑石､ 车前子､ 木通等为多见 
结论 小儿泌尿道感染诊疗标准多种多样,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评价体系,临床研究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有待提高 
 
 
PO-1953 

microRNA-709 负性调控线粒体功能参 
与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及其机制研究 

 
郭燕

1,白咪
2,陈爽

1,丁桂霞
2,贾占军

1,2,黄松明
2,张爱华

1,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microRNA-709 在线粒体功能障碍及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小鼠肾近端小管上皮细胞(mPTCs),应用不同剂量顺铂(0､ 1､ 5､ 10､ 20μmol/L)刺激

24 h 或 10μmol/L 顺铂刺激不同时间(0､ 2､ 6､ 12､ 24 h)。检测 mPTCs 内 miR-709 表达变化。 
转染 miR-709 mimic,或 miR-709 mimic 与 TFAM 共染,或 miR-709 inhibitor 转染后给予顺铂诱导。

Annexin V-PI 流式检测细胞凋亡;分光光度法检测活化 caspase-3 活性;应用 JC-1 染色检测线粒体

膜电位(Δψm);qPCR 检测线粒体 DNA(mtDNA) 拷贝数;XF-96 检测线粒体氧耗率(OCR);流式检测线

粒体超氧化物(mitoSOX)生成;miR-709 mimic 与 GLO-TFAM 3′UTR 野生型(WT)或突变型(MUT)
共转染,检测荧光素酶活性。 
结果 (1)顺铂可呈剂量及时间依赖性诱导 mPTCs 中 miR-709 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5μmol/L 顺铂

刺激小管上皮细胞,24h 后 miR-709 表达开始升高,10､ 20μmol/L 顺铂刺激 24h,miR-709 分别升高

5.35倍､ 5.7 倍;mPTCs 经 10μmol/L 顺铂刺激 12h 后 miR-709 升高 1.63 倍,24h 达高峰;(2)过表达

miR-709 后 mPTCs 凋亡及 caspase-3 活化显著增加(3)过表达 miR-709 后 mPTCs Δψm 和 mtDNA
拷贝数下降,OCR 明显下降,ROS 生成增加;(4)下调 miR-709 可减轻顺铂诱导的 mPTCs 的 MtD,包
括减轻 Δψm 和 mtDNA拷贝数的下降､ 减少 ROS 的生成。(5)过表达 TFAM 可减轻顺铂诱导的

mPTCs 凋亡及 MtD。TFAM 过表达组顺铂诱导的细胞凋亡和 caspase-3 活化降低,同时顺铂诱导的

线粒体功能损伤指标包括 Δψm 和 mtDNA拷贝数降低､ ROS 产生均得到改善。(6)mPTCs 中 miR-
709 靶基因 TFAM 的鉴定:过表达 miR-709 后,TFAM mRNA 和蛋白水平均明显下降。荧光素酶报告

实验发现过表达 miR-709 可降低 WT 荧光素酶活性,而 MUT 荧光素酶活性无明显变化;(7)TFAM 过

表达可阻断 miR-709 介导的 mPTCs 的 MtD 和细胞损伤。 
结论 miR-709 通过靶向调控 TFAM 的表达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和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 
 
 
PO-1954 

儿童肾脏疾病生物样本库信息化建设和应用 
 

孙蕾,匡新宇,周倩,高志梅,黄文彦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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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儿童专科医院肾脏疾病生物样本库信息化建设,样本存储和应用情况。 
方法 本中心样本库标准化流程: 经上海市儿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儿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规范采集患儿全血,应用自动化抽提获得基因组 DNA,进行质量控制后按照规范化流程入库,与临床信

息初步对接,建立出入库管理流程。回顾分析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样本库建立 5 年间肾脏疾

病入库样本数目､ 家系､ 病种等相关数据及样本应用情况。 
结果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本中心样本库入库 1119 例患儿生物样本,近年增速明显加快,2016
年(441 例)较上一年度(260 例)增长 69.3%。入库样本种类以血液及 DNA 为主,部分尿液标本。样本

库中遗传性肾脏疾病占(160 例)14.3%,其中含家系样本的占 78.8%,散发性肾脏免疫相关疾病患者标

本占 85.7%。目前完成 150 余例二代测序,检出 COL4A3､ COL4A4､ COL4A5､ WT-1､ CLCN5､
NPHS1､ NPHP3､ MYH9､ LAMB2､ ATP6V0A4､ ATP7B､ CFH､ CFI､ PTH1R､ SLC12A3､
CFHR5､ MYO1E 等多个致病突变。入库标本覆盖 80 余类肾脏免疫相关病,包括常见肾脏病､ 罕见

肾脏病家系及正常对照。样本库存储样本以遗传性肾脏病､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为特色,迄今已支持

本中心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的立项及相关论著发表,标志着生物样本库已经从建设阶段到产出阶

段。 
结论 生物样本库是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间的桥梁,是促进转化医学发展的基石。上海市儿童医院肾

脏风湿科拥有丰富儿童肾脏疾病临床资源,得以合理采集和存储以用于转化医学研究将为儿科肾脏

疾病的诊疗带来新方法。 
 
 
PO-1955 

应用肾实质容积比率诊断肾积水患儿早期肾损伤 
 

樊丽容
1,2,沈颖

1,2,付倩
1,2,孙宁

1,王佳梅
1,贾立群

1,王晓曼
1,王辉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儿童慢性肾脏病与血液净化北京市重点研究室 
 
 

目的 应用三维超声 VOCAL 法测量肾积水肾脏的体积参数,包括肾脏体积､ 肾积水体积､ 肾实质体

积,对比肾实质容积比率与核素肾图,预测梗阻性肾病的早期肾损伤。 
方法 31 例 B 超诊断肾积水肾盂前后径≥10mm 的 0-2 岁婴幼儿,测量直接及间接的肾脏体积参数,
同时完善核素肾图扫描得到患肾分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估计值(eGFR)为肾损伤评估的金标准,对比

各体积参数与 eGFR 的对应关系,从中筛选出对应关系 佳的肾实质容积比率,将 eGFR≤40%赋值

为 2,eGFR>40%赋值为 1,对肾实质容积比率与核素 eGFR 进行受试者工作曲线比较。 
结果 应用 SPSS22.0 相关性分析中的两个变量的 Pearson 相关分析分别对连续变量积水侧肾体积

､ 肾积水体积､ 积水侧肾实质体积､ 肾实质容积比率与肾脏核素扫描得到的患肾分肾功能做比较,
积水肾脏的肾实质容积比率与患肾分肾功能呈正相关(Pearson 系数为 0.614),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并且肾实质容积比率较肾积水体积､ 积水侧肾脏体积､ 积水侧肾实质体积等指标与患侧

肾功能的相关性更大。肾实质容积比率与核素肾图 GFR 对比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61(p<0.05),cut-off 值为 42.48%(敏感度为 1,特异度为 0.67)。 
结论 肾积水患儿患侧肾体积越大､ 肾积水体积越大,肾实质容积比率越小,分肾功能越差,三维超声肾

脏体积参数对预测肾积水患儿早期肾损伤有意义,积水侧肾脏肾实质容积比率小于 42.48%时可作为

诊断该侧早期肾损伤的初筛实验(敏感度为 1,特异度为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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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56 

毛发-鼻-指(趾)综合征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 1 例并文献复习 
 

刘翠华,李玉柳,魏磊,刘玉洁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报道 1 例毛发一鼻一指(趾)综合征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 
方法 患儿 女,10 岁,因“间断发热半年”,就诊,主要表现为毛发稀疏､ 生长缓慢,鼻肥大呈梨形,鼻唇沟

宽而长､ 上唇薄,面颊部红斑,上颚高抬,双手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远端指间关节均肿胀,活动受

限,双手指尺侧偏斜,双足拇趾缩短,实验室检查:自身抗体谱､ 血沉､ 补体､ 尿常规等指标支持系统性

红斑狼疮诊断(血液系统受累)。双手 DR 示:双侧拇趾指骨及双侧 2-5 中节指骨骨骺呈锥形骨骺,双侧

2.5 末节指骨骨骺浓密,呈象牙骨,骨龄相当于 7 岁。患儿母亲､ 妹妹外貌与患儿相似。 
结果 患儿基因检测支持属于 TRPSSI 型。诊断:1.毛发一鼻一指(趾)综合征  2.系统性红斑狼疮 。治

疗:给予 1.5-2mg/kg 强的松分次口服,患儿体温稳定,面部皮疹渐消退､ 血沉､ C3 等指标好转,血液系

统正常,强的松渐减量,目前强的松 7.5mg/天口服维持,患儿病情稳定。 
结论 毛发-鼻-指(趾)综合征(trichorhinophalangeal syndrome,TRPS)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

病,由 Giedion 于 1966 年首次报告。根据临床表现和基因改变可分为 3 型:I型有上述典型的毛发､

面容及骨骼改变:1I 型又称为 Langer—Giedion 综合征,除了 I 型改变外还伴有精神发育迟滞以及多

发性外生骨疣:III 型由 Sugio 和 Kajii 在 1984 年报告,临床表现与 I 型不同之处在于身材矮小及短指

畸形更明显,国内报到不多,罕见 TRPSS 合并 SLE ,国内未见报道,本例患儿临床及基因检测明确诊

断,TRPSS同时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治疗过程顺利。 
 
 
PO-1957 

郑州市 4000 名 5-12 岁儿童夜遗尿患病率及疗效分析 
 

曹广海,刘翠华,厉洪江,田明,吴丽娟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调查郑州市部分幼儿园及小学学生中 5-12 岁的 4000 名儿童夜遗尿症的患病率,并随机对遗尿

患儿进行干预治疗,评价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为临床工作提供 佳治疗方案。 
方法 随机选取的 4000 名儿童, 采用分级整群随机抽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员均经过统一培训。采用

开家长会形式将无记名调查问卷下发到学生或其家长手中, 后由家长填写后收回。问卷内容主要

明确遗尿的基本知识及调查内容保密等,以免除家长和学生的后顾之忧。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出
生日期,是否遗尿(过去 1 个月内是否夜间睡眠时尿床 3 次或以上), 白天有无排尿异常等。计算此年

龄段儿童遗尿症的患病率,并随机对遗尿患儿进行干预治疗,评价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即在生活指

导的同时,分为 A 耳穴帖敷组,B 去氨加压素组,C 耳穴帖敷+去氨加压素组。其中 A 耳穴帖敷组:穴取

肾､ 膀胱､ 肺､ 神门､ 缘中,用 0.6 cm×0.6 cm 胶布,以王不留行为贴压物,两耳交替,1 周更换 1 次,
以按压后耳郭发热､ 发胀且患者能耐受为度,并嘱其家长或自身每日按压 3 次,注意按压时垂直用力,
不要揉搓,以免搓破皮肤造成感染。1 个月为一疗程,共 3 个月。B 去氨加压素组:按照病情轻重､ 年

龄给予不同剂量口服醋酸去氨加压素 ( 弥凝 ), 起始剂量为 5~8 岁者 0.1 mg/d, 9~12 岁者 0.2 mg/d, 
根据病情适当加量, 大剂量不超过 0.4 mg/d, 睡前 1 h 用 , 服药后严格限水,共 3 个月。C 耳穴帖

敷+去氨加压素组:A+B 组。 
结果 ①调查的郑州市 5-12 岁 4000 名儿童存在夜遗尿症共计 168 人(男 93 人,女 75 人),患病率为

4.2%;其中 5-7 岁 91 人(54.2%),8-9 岁 47 人(28.0%),10 岁 15 人(8.9%),11 岁 9 人(5.3%),12 岁 6 人

(3.6%)。②疗效方面:B 组和 C 组疗效均优于 A 组(p<0.05),而 B 组和 C 组疗效相当(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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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①儿童夜遗尿高发年龄为 5-9 岁,约占 82%,其中以 5-7 岁多见,占一半以上;男孩发病高于女孩

(1.24:1)。②去氨加压素在治疗儿童原发性夜遗尿方面疗效确切,虽单用去氨加压素与去氨加压素联

合耳穴帖敷疗效相当,但联合耳穴帖敷后能明显改善夜遗尿患儿的睡眠觉醒障碍。 
 
 
PO-1958 

槐杞黄颗粒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ClC-5 的影响 
 

张书琳,崔岚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研究槐杞黄颗粒对阿霉素肾病大鼠肾脏氯离子通道蛋白 ClC-5 表达的影响,探讨槐杞黄颗粒在

阿霉素肾病中对氯离子通道的作用。 
方法 48 只大鼠随机分为 3 部分,共 5 组,空白对照组 12只､ 造模非干预组 18只､ 造模干预组共 18
只分为三组,即甲强龙组(甲组)6只､ 槐杞黄组(槐组)6 只及甲强龙+槐杞黄组(甲槐组)6 只。除对照组

外,其余均给予盐酸多柔比星 6mg/kg(3ml/kg)尾静脉一次性注射造模,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注

射。分别于造模后 2､ 4､ 6 周测 24 小时尿蛋白含量。造模 2 周后随机挑选非干预组大鼠 6 只,留取

肾脏组织,待测免疫组化。甲组､ 槐组及甲槐组大鼠收集 24 小时尿液,尿蛋白定性试验(试纸条

法)<3+的大鼠给予剔除,符合条件的大鼠甲组给予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10mg/kg (2.5ml/kg)腹腔

注射,槐组给予槐杞黄颗粒 2g/kg(2ml/kg)灌胃,甲槐组同时给予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10mg/kg 
腹腔注射及槐杞黄颗粒 2g/kg 灌胃,对照组及非干预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腹腔注射,共 4 周。造模 4
周后,对照组及非干预组分别随机处死 6 只大鼠,测相关生化指标,留取肾脏组织,观察肾脏组织形态学

的变化。造模 6 周后,测相关生化指标,留取肾脏组织,观察形态学变化,通过免疫组化观察肾脏氯离子

通道蛋白 ClC-5 的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造模 2 周时非干预组大鼠出现大量的蛋白尿(P<0.01),4 周时达高峰,血清白蛋白

明显减少(P<0.01)。造模 4､ 6 周时,甲组与甲槐组 24 小时尿蛋白无明显差异(P>0.05),与非干预组

比较均明显降低(P<0.01);槐组分别与甲组､ 甲槐组比较,24 小时尿蛋白相对较多(P<0.05),但与非干

预组比较亦明显降低(P<0.01)。电镜下与对照组比较,造模 4 周时非干预组肾小球足细胞足突排列紊

乱,广泛的消失或变平坦,内皮细胞出现肿胀,窗孔减少,肾小管上皮细胞肿胀,部分脱落。免疫组化显

示,造模 2 周时(治疗前)非干预组近端肾小管 ClC-5 表达下调(P<0.05),造模 6 周时(治疗后)甲组､ 甲

槐组肾小管 ClC-5 表达较非干预组上调(P<0.05),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组间比较甲组

与甲槐组无差异(P>0.05)。造模 6 周时(治疗后)槐组与非干预组比较肾小管 ClC-5 表达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1.阿霉素诱导大鼠尿蛋白 2 周时明显增多,4 周时达峰值。2.4 周时非干预组大鼠电镜下可见肾

小球足突融合严重,排列紊乱,内皮细胞肿胀,窗孔较少,肾小管上皮细胞肿胀,部分脱落,管腔炎症细胞

浸润,与临床上微小病变型肾病病理表现类似。3.随着尿蛋白的增多,肾小管 ClC-5 蛋白的表达下调,
经单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或经糖皮质激素+槐杞黄联合治疗后的大鼠尿蛋白明显减少,肾小管 ClC-5
蛋白的表达上调;经槐杞黄治疗后的大鼠尿蛋白亦减少,但肾小管 ClC-5 蛋白的表达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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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59 

单中心 25 年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感染合并症回顾性初步分析 
 

管娜,丁洁,杨霁云,姚勇,肖慧捷,刘景城,钟旭辉,王芳,刘晓宇,张宏文,苏白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患儿易合并感染,尚不确定易合并的感染种类､ 部位和致

病原。本研究通过单中心 25 年数据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为 NS 患儿感染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3.1-2017.6.1 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1-18 岁原发性 NS(大量蛋白尿,血白蛋白≤

25g/L)患儿的住院病历,分析住院病历出院诊断栏记录的感染情况。 
结果  
1､ 一般概况:共纳入 1565 例,男 1177 例,女 388 例,起病年龄 1-17.3 岁,平均 5.5±3.7 岁,住院治疗

4953 例次,平均随访 22.9±32.5 月。出院诊断至少记录一种感染者 990 例,占 63.3%。2､ 感染种类:
上呼吸道感染 614 人(39.2%),875 例次;支气管炎 228 人(14.6%),238 例次;肺炎 169 人(10.8%),183
例次;消化道感染 117 人(7.5%),125 例次;皮肤粘膜感染 65 人(4.2%),71 例次;泌尿系感染 46 人

(2.9%),52 例次;口腔感染 39 人(2.5%),44 例次;腹膜炎 18 人(1.2%),18 例次。脓毒症 11 人

(0.7%),11 例次,其中 4 例发生感染中毒性休克,1 例死于脓毒症。3､ 致病菌:11 例脓毒症患儿中, 
8/10 例血培养阳性,分别为肺炎链球菌 2 例,牛链球菌､ 大肠杆菌､ 绿色链球菌､ 无乳链球菌 b群､
成团泛菌､ 葡萄球菌各 1 例。18 例腹膜炎患儿中,1/5 例腹水培养阳性,为阴沟肠杆菌。46 例泌尿系

感染患儿中,43 例在 48 例次泌尿系感染时行尿培养,13 例次培养阴性,23 例次尿培养菌落计数≥

104/ml(包括 3 例同时培养出 2 种细菌),包括大肠杆菌 7 例次(30.4%)､ 铜绿假单胞菌 6 例次(26.1%)
､ 阴沟杆菌 3例次､ 粪肠球菌 3例次､ 不动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棒状杆菌､ 枸橼酸盐杆菌､ 摩

根摩根菌､ 普通变形杆菌､ 克雷伯菌各 1 例次。4､ 病毒感染:27 例诊断巨细胞病毒感染,18 例 EB
病毒感染,4 例流行性腮腺炎,4 例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1 例麻疹,5 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5､ 脓毒

症患儿临床资料:男 8 例,女 3 例,起病年龄平均 5.1±3.6 岁,随访 34.5±29.9 月。7 例激素耐药,2 例初

治敏感迟发激素耐药,1 例激素敏感频复发,1 例激素敏感复发。脓毒症发生在平均病程 18.6±15.8 月

时,NS 未缓解状态,发生前平均接受 2.9±1.5 种激素及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 
结论 本研究大样本资料显示 NS 患儿感染发生率为 63.3%,主要感染部位为呼吸道､ 消化道､ 皮肤

和泌尿系。脓毒症者感染细菌类型分散,肺炎链球菌感染仅 2 例。腹膜炎者腹水培养阳性率低。大

肠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是泌尿系感染常见致病菌。NS 不缓解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可能与脓毒症发

生有关。本文为初步结果,深入分析正在进行。 
 
 
PO-1960 

补体旁路途径活化异常相关肾脏疾病临床病理及预后研究 
 

徐可,肖慧捷,丁洁,苏白鸽,姚勇,王芳,钟旭辉,管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补体旁路途径活化异常直接导致的肾脏疾病主要包括 C3 肾小球病和不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aHUS),这两种疾病临床中均罕见,且易与其他原因导致的肾小球病相混淆;随着补体旁路途径相关检

查水平的提高及抗 C5 单克隆抗体在临床中的应用,尽早识别出这些疾病,并针对病因进行治疗,有助

于改善患者预后。本研究旨在研究分析这类肾脏疾病的临床､ 实验室检查､ 肾脏病理和预后特点,
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这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我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并行肾活检的 C3 肾小球病和补体调控异常相关

aHUS 患者,总结其临床病理数据。并复习近年来国外相关文献。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506 
 

结果 1.C3 肾小球病患者共 12 例,其中 C3 肾小球肾炎 8 例(67%),致密物沉积病(DDD)4 例(33%);男
性 6 例(50%),中位发病年龄 11.5 岁(1~13 岁);起病时有肾病水平蛋白尿 9 例(75%)､ 肉眼血尿 8 例

(67%)､ 高血压 1 例(8%)､ 肾功能不全(eGFR<90ml/min�1.73m2)2 例(17%)､ 轻度贫血 2 例

(17%);C3 降低 11 例(92%);7 例(58%)病初诊断为急性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1 例 DDD 患儿

C3 肾炎因子强阳性,余患儿 C3 肾炎因子､ H因子､ H 因子抗体等旁路途径相关检查未见明显异

常。肾脏病理有 8 例(67%)患儿免疫荧光 C3 沉积为主(≥其他成分 2+);4 例 DDD 患儿均有肾小球

IgM 沉积,强度 1~4+。中位随访时间 16 月(1~60 月);9 例(75%)接受激素和/或其他免疫制剂治疗;末
次随访时有 2 例(17%)出现肾功能不全。2.补体调控异常相关 aHUS 例 10 例,其中男性 4 例(40%),
中位发病年龄 5.5 岁(0.5~11 岁);起病时有肾病水平蛋白尿 8 例(80%)､ 肉眼血尿 9 例(90%),所有患

者均有高血压､ 肾功能不全､ 贫血;C3 降低 5 例(50%)。1 例患儿 H 因子减低,1 例患者 H 因子相关

蛋白基因突变,7 例(70%)患者 H 因子抗体阳性。肾脏病理均可见血栓性微血管病改变,1 例免疫荧光

以 C3 沉积为主。中位随访时间 37.5 月(7~72 月);所有患者均接受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7 例

(70%)血浆治疗;末次随访时有 5 例(50%)患者有肾功能不全。 
结论 C3 肾小球病相对于 aHUS 患者,多表现为慢性病程,激素及其他免疫制剂等有一定疗效,肾脏生

存率较高;应注意与感染后肾小球肾炎相鉴别,现有的依据免疫荧光的诊断标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aHUS 起病急,发病年龄小,存在 H 因子异常的比例高,预后差,免疫抑制剂及血浆置换治疗效果有限,
未来 C5 单抗的引进可能更有助于 aHUS 患者预后的改善。 
 
 
PO-1961 

品管圈对降低儿童腹膜透析相关感染率中的应用 
 

zhanglei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15 

 
 

目的 分析品管圈在降低儿童腹膜透析相关性感染中的作用,从而降低感染的发生。 
方法 选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我院)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终末期肾病患儿

腹膜透析以来全部的病例。随机分为观察组(n=25)与对照组(n=25),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案,观
察组应用品管圈。对圈员进行测评,比较品管圈应用前后圈员的测评评分,同时对比两组感染的发生

率。     
结果 观察组发生感染为 2 例,感染的发生率为 8%,对照组发生感染 6 例,感染的发生率为 24%,观察

组腹膜透析相关性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品管圈能够有效的降低儿童腹膜透析相关感染率,临床上值得推广。 
 
 
PO-1962 

13 例儿童慢性肾衰竭临床特点及生存质量分析 
 

周蔚然,刘雪梅,董琳琳,王兴翠,潘艳艳,张洪霞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了解儿童慢性肾衰竭临床特点及生存质量。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济南市儿童医院住院并确诊为慢性肾衰竭的患儿 13
例,对其病因､ 临床表现､ 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 治疗转归及生存质量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患儿营

养状况､ 贫血､ 钙磷代谢紊乱､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微炎症状态等进行调查。 
结果 13 例慢性肾衰竭患儿中,男孩 9 例,女孩 4 例,年龄 小 1 岁 1 月, 大 14 岁,其中学龄前儿童 7
例。病因中,5 例发现单肾或双肾发育不良或缺如,1 例为原发性血管炎,1例为脊膜膨出､ 神经源性膀

胱,1 例存在可疑肾小球肾炎病史,1 例为肾小管坏死。2 例有智力发育落后,6 例既往有长期贫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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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5 例为治疗其他系统疾病时查体发现肾功能衰竭,4 例为发现浮肿或少尿就诊。就诊时,11 例患儿

有不同程度贫血,其中 3 例重度贫血,9 例中度贫血;血白蛋白略低或正常范围;3 例高血钾;营养不良者

9 例;高血压 2 例;发现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2 例。肾活检 2 例,1 例为硬化性肾小球肾炎,1 例为肾小管

坏死。10 例患儿依赖腹膜透析生存,其中原发性血管炎患儿病程 1 年 2月时因肺出血､ 消化道出血

等死亡,余 9 例均生存良好,除因评估腹膜透析充分性入院外,2例分别因导管出口感染､ 导管口处渗

液入院。3 例于外院行血液透析治疗,生存良好。所有存活儿童均有不同程度营养不良､ 生长发育迟

缓。腹膜透析患儿如病情平稳多选择于当地医院复查,但出现腹膜透析并发症时需就诊于我院。所

有患儿家长均表示经济负担重､ 对患儿期望值低,仅有 2 例患儿家长对目前生活状态较满意。 
结论 慢性肾衰竭的患者病因以先天性泌尿系统发育异常为主,对临床有长期贫血的儿童需注意监测

肾功能,通过血液净化治疗患儿可达到长期生存,但患儿生存状态及家长心理状态需要更多关注。 
 
 
PO-1963 

56 例儿童狼疮性肾炎的临床和病理分析 
 

秦黎,李平,贺柄森,王亚军,刘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分析狼疮性肾炎患儿的临床与肾脏病理类型的特点。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一 2016 年 12 月经肾活检确诊为狼疮性肾炎的 56 例患儿临床和病理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56 例 LN 患儿中,男 9 例,女 47 例,男:女=1:5.2。发病年龄(10.54±2.68)岁,发病高峰为 9~14
岁。其中以肾脏症状为首发临床表现者占 70%,临床分型以肾病综合征型 为常见 31 例(55.36%),
其次为急性肾炎型 20 例(35.7%)､ 孤立性血尿和(或)蛋白尿型 5 例(8.93%),无急进性肾炎型和慢性

肾炎型。伴随肾损害的临床症状以发热 24 例(42.86%),其次皮肤损害 20 例(35.71%),血液系统累及

率也较高:贫血 22 例(39.29%)､ 白细胞降低 16 例(28.57%)､ 血小板降低 8 例(14.29%);浆膜腔积液

19 例(33.93%)､ 口腔溃疡 18 例(32.14%) ､ 关节炎 13 例(23.21%)､ 呼吸系统损害 11 例(19.64%)
､ 消化系统受累 8 例(14.29%)､ 中枢神经受累 5 例(8.93%)。免疫学检查血清 ANA 阳性(82%)､ 补

体 c3 降低(77%)､ 补体 c4 降低(70%)､ EsR 加快(59%)､ dsDNA 阳性(52%)肾脏病理分型以

ⅣG(A/C)型和ⅣG(A)和 常见,分别 20 例(35.71%)和 14 例(25%),其次 V+IV 型 9 例 (16.07%)､  

V+Ⅲ型 7 例(12.5%)､ V 型 4 例(7.14%)和Ⅱ型 2 例(3.57%)。31 例临床表现为肾病综合征者,其病

理为Ⅳ型 18 例(32.14%),V+IV 型 9 例 (16.07%)､ V 型 4 例(7.14%)。20 例肾炎综合征者,病理表现

Ⅳ型 16 例(28.57%)､ V+Ⅲ型 4 例(7.14%)。5 例孤立性血尿和(或)蛋白尿型,病理表现为 V+Ⅲ型 3

例(5.36%)､ Ⅱ型 2 例(3.57%)。 
结论 儿童狼疮性肾炎临床表现和病理类型多种多样,应争取及早肾活检,根据理类型制定相应的治疗

方案,坚持长期规范化治疗有助予改善顶后。 
 
 
PO-1964 

儿童 Bartter 综合征 26 例病例分析 
 

邓悟,杨洁,孙小妹,马桂芬,董丽群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分析儿童 Bartter 综合征临床特征,探讨临床极易忽视的不典型表现,从而达到早期诊断､ 早期

干预,改善其预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508 
 

方法 收集 1999.01-2016.12 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诊断的 26 例儿童 Bartter 综合征的病例

资料,分析其临床特征。 
结果 该病起病首发症状多样化,多饮多尿､ 发热､ 腹泻､ 抽搐多见,伴有不同程度的低钾,低钠､ 低氯

性碱中毒及脱水等水电解质紊乱,肾素及血管及张素Ⅱ增高,生长发育及智力低下是儿童 Bartter 的特

点。 
结论 Bartter 综合征多见于儿童期起病,该病主要以呕吐､ 纳差并伴有营养不良为初发表现,提高对该

病的早期诊断可以极大改善本病预后。 
 
 
PO-1965 

儿童肾动脉狭窄临床特点及诊治分析 
 

杨静,仇丽茹,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儿童高血压多为继发性高血压。肾动脉狭窄是导致继发性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解

除肾动脉狭窄,可导致同侧肾脏萎缩失功。而及时通畅血管后,可以迅速控制高血压,逆转肾功能。儿

童肾性高血压包括肾实质性和肾血管性高血压。然而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肾性高血压主要是肾实质

病变引起的,临床上肾血管性高血压也同样存在,大部分肾血管性高血压是由于肾动脉狭窄所致。现

报道本中心两例肾动脉狭窄患儿应用球囊扩张术和支架放置术纠正高血压。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患

儿,早期行肾动静脉血管成像检查,明确诊断,给予球囊扩张术或支架放置术治疗,以纠正高血压。 
方法 2013 年元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中心收治肾动脉狭窄患儿 10 例,分析其临床表现,并进行预后随

访,报告如下。 
结果 10 例患儿,其中男性 8 例,女性 2 例,平均年龄 5 岁 7 月(7 月-11 岁)。其中 2 例患儿因抽搐就

诊;1例患儿生长发育停滞､ 乏力纳差就诊;3 例患儿因头痛就诊,查体发现高血压;1 例患儿因泌尿系

统畸形手术后复查体检发现高血压;2 例患儿因肺炎住院查体发现高血压;1 例患儿因行脊柱侧弯手术

住院体检发现高血压。9 例患儿就诊时 7 例患儿存在不同程度尿蛋白,3 例患儿尿蛋白阴性。9 例患

儿 2 例经动脉球囊扩张手术行肾动脉扩张术;2 例患儿行肾动脉支架置入术;3 例患儿因狭窄侧肾脏完

全失功行肾脏切除术,2 例患儿狭窄侧肾脏完全失功无法进行气囊扩张和支架置入,仅使用药物控制

血压;1 例患儿使用降压药控制未予特殊治疗。随访时间 4 周-4 年,经上述处理后,10 例患儿 5 例患儿

停用降压药物,血压控制在同年龄同性别正常范围;4 例患儿减少降压药种类和剂量;1 例患儿血压控

制不良。随访过程 9 例患儿尿蛋白均为阴性,血压控制不良患儿尿蛋白波动于 10-20mg/Kg.24h。 
结论 儿童高血压临床表现并不典型,患儿可表现为生长发育停滞､ 纳差,也可以表现为高血压脑病,部
分学龄期患儿可有头痛等不适,部分患儿并无特殊临床表现。因此儿童高血压易漏诊和误诊。而肾

动脉狭窄所致高血压可导致脏器失功,需要及时和积极治疗。因此建议常规进行儿童血压筛查,多有

血压增高的患儿需进行肾脏及肾脏血管超声检查。及时行经皮肾动脉球囊扩张术或者肾动脉支架放

置术可缓解高血压症状。 
 
 
PO-1966 

儿童 CKD 并发类固醇肌病 4 例报道 
 

苏白鸽
1,崔洁媛

1,2,肖慧捷
1,姚勇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河北省儿童医院 

 
 

目的 加强对慢性肾脏病患儿激素治疗副作用类固醇肌病的认识及诊断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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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病例 1 为紫癜性肾炎,病史 5 月余,肾穿后甲泼尼龙冲击治疗 1 疗程,序贯甲泼尼龙口服,治疗 3
周出现出现双下肢无力,表现为蹲起费力,行走速度慢,跑跳困难。病例 2 原发病亦为紫癜性肾炎(肾病

综合征型),病史 4 月余,予口服甲泼尼龙治疗 2 周,出现双下肢无力,加重波及四肢,表现为蹲起､ 翻身

､ 起立等困难。病例 3 为肾病综合征,病史 5 月余,予阿赛松治疗 2 周,出现肌痛及下肢肌无力,表现为

蹲起困难,渐加重。病例 4 原发病为 IgA 肾病(肾病综合征型),病史 6 月余,口服醋酸泼尼松,治疗 1 月

出现下肢无力,蹲起困难,行走不稳。 
4 例患者查体均表现为肌容积减少及肌力下降。 
结果 4 例患者血清肌酶水平均大致正常,肌电图检查病例 1,2 均提示肌源性损害不除外,病例 4 未见

特异性改变,病例 3 拒绝行肌电图检查。4 例患儿均于更改口服激素类型并予激素减量后下肢近端肌

无力症状明显改善,2 例 3 月后行动自如,另 2 例调整治疗后 1 月,肌力较前恢复,可自行完成蹲起动

作。 
结论 类固醇肌病临床并非少见;激素治疗,尤其足量或长期应用期间,出现近端肌无力,肌容积下降,需
注意类固醇肌病可能。 
 
 
PO-1967 

PATTERN AND SIGNIFICANCE OF ASYMPTOMATIC 
ELEVATION OF LIVER ENZYMES IN MYCOPLASMA 

PNEUMONIA IN CHILDREN 
 

Jujaray Deepti,Liu Zheng Juan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21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show the significance of elevated liver enzymes in 
Mycoplasma pneumonia,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their seasonal distribution and to have a look at 
future prospects of this elevation.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done at a single center at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June 2015 to June 2016. The study involves 105 children in the 
study group who were serologically positive for Mycoplasma IgM antibody, cold agglutinin titer ≥
1:60 and 50 patients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used by organisms other than 
Mycoplasma and EBV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 patients selected were without 
the prior liver disease. Serum levels of ALT, AST, LDH, ALP and GGT were measured on 
admission.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after 10 days (7-14 days). The second measurement of 
serum ALT levels was done after an average period of 10 days. The study group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like WBC, Neutrophils, CRP, ESR and Hemoglobin were also analyzed. The 
distribution of elevated liver enzymes during the seasons of the year was also studi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done by the software SPSS version 20. Continuous variables were 
compar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Paired sample t-test. Pearson Chi-Square test was 
done to know the gender difference among the study group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elevated 
liver enzymes. The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x? ) ± Standard Deviation (S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s p≤0.05. 
Results In the study group, 40 (38%) were males and 65(61.9%) were females with a male to 
female ratio of 1:1.6.The me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4.5 ± 2.2years. Fever was the most 
common symptom found in our patients seen in 95 cases (90%). Rash was seen in 25 patients 
(23.8%). There was a radiological evidence of pneumonia in all our patients. X-ray showed a 
bronchial, lobar or interstitial pattern of markings. In our study, 60 patients (57.1%) out of 105 
Mycoplasma positive cases were found to have elevated liver enzymes. The mean levels of ALT, 
AST were 39.3±22.3IU/L and 32.5±12.9IU/L respectively in the study group. The liver enzyme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MP infection without any liver disorder specifically. The p-value was 
0.000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serum ALT levels between the study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The Serum ALT levels were normalized in 46 patients after a period o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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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s on an average. The mean LDH in the study group was 305±65.9 IU/L.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LDH between the study and control groups (p=0.37). The mean values 
of serum ALP and GGT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169.3±43.4 IU/L and 10.53±4.2 IU/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serum ALP levels in both the groups (p=0.002) while we 
noticed GGT levels had no difference (p=0.35). There was a seasonal variation in the elevation of 
liver enzymes particularly peak number of cases seen during the months of September and 
February. In the study group, the neutrophil count was raised in 12 cases (11.4%), and the mean 
neutrophil count was 48.06±17.79%. Inflammatory markers CRP, ESR were elevated in 50 
(47.6%) and 53(50.4%) cases respectively and the mean CRP was 16.8±18.58 mg/L, whereas 
the mean ESR was 18.9±13.7mm/hr. The mean hemoglobin we noted in our study group was 
123.8±8.8 mg/dl. Hepatomegaly was found on Ultrasound examination in 3 patients. Jaundice 
was not found in any of our patients. There was no development of complications or the need for 
admission into Intensive Care Unit in any our patients. 
Conclusions 1. MP infection is a disease commonly seen in the children above 5 years of age. 
2. In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fection, the liver involvement is clearly seen in the children, and 
this can be noted by the significant elevation of the liver enzymes like ALT, AST. 
3. The Mycoplasma infection exhibits a seasonal pattern in the elevation of liver enzymes, cases 
peak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4. There is a good prognosis of the liver infection in MP children. The liver function returns to the 
normal usually within 10 days with no residual damage to the liver. 
 
 
PO-1968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血便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天鹤,孙梅,滕旭,宋文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研究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血便的危险因素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消化内科住院的 135 例腹型

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35 例患儿按照血便程度分成 3 组,39 例(28.9%)有肉眼血便;47 例(34.8%)无肉眼血便但便潜

血阳性;49 例(36.3%)无肉眼血便及便潜血表现。单因素方差分析提示白细胞计数升高､ 中性粒细胞

绝对计数升高､ C-反应蛋白升高､ D-二聚体升高､ FDP 升高､ 血清白蛋白降低､ 血清 Na离子､ 血
清 IgG 降低在肉眼血便组与无肉眼血便及便潜血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D-二聚体升高､ FDP 升高､ 血清白蛋白降低､ 血清 Na 离子降低是血便患儿的 4 个

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血便的腹型 HSP 患儿存在胃肠道粘膜损伤,丢失蛋白明显,且存在更加严重的炎症反应､ 凝血

纤溶系统异常。另外,可以通过上述实验室检查结果可以预测 HSP 患儿的胃肠道病变程度,早期给予

相应的治疗,缩短患儿病程。 
 
 
PO-1969 

2000 年-2014 年儿童炎性肠病 184 例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官德秀,于飞鸿,王国丽,周锦,王大勇,聂晓璐,徐樨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回顾性研究炎性肠病(IBD)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了解其临

床特点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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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0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确诊的 184 例 IBD 住院患儿的临床资料,按
照入院时间及疾病种类分为 6 组:A1 组(CD,2000 年-2004 年)12 例,B1 组(CD,2005 年-2009 年)11
例,C1 组(CD,2010 年-2014 年)51 例;A2 组(UC,2000 年-2004 年)17 例,B2 组(UC,2005 年-2009
年)25 例,C2 组(UC,2010 年-2014 年)68 例。分析比较 6 组 IBD 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变化。 
结果 184 例 IBD 患儿中,CD 74 例,UC 110 例。CD 的入院构成比从 2000 年的 0.6/万升至 2014 年

的 2.9/万;UC 的入院构成比从 2001 年的 0.5/万升至 2014 年的 3.9/万,CD 和 UC 的入院构成比呈逐

渐上升的趋势(P<0.05)。按年龄分组,有高达 61.4%(113/184)的 IBD 患儿属于早发 IBD,极早发 IBD
和婴儿型 IBD 分别占 41.8%(77/184)､ 26.6%(49/184)。CD 患儿以回结肠型(47.3%,35/74)及非狭

窄非穿透型(67.6%,50/74)为主,并且有 31.1%(23/74)的患儿合并肛周病变,疾病活动程度以中-重度

活动(81.1%,60/74)为主;UC 患儿以广泛结肠型(59.1%,65/110)为主。15 年内 CD的病变部位､ 疾

病行为､ 疾病活动程度及 UC的病变范围､ IBD的手术率､ 肠穿孔､ 消化道大出血的发生率等均无

明显变化(P>0.05)。A2 组疾病活动程度以重度活动为主(64.7%,11/17),C2 组以中度活动为主

(48.5%,33/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7)。 
结论 15 年内我院 IBD 患儿的入院构成比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婴儿型 IBD 及极早发 IBD 患儿所占比

例较高。CD 合并肛周病变常见且以中-重度活动为主,其手术率､ 肠梗阻､ 肠穿孔的发生率均明显

高于 UC 患儿。UC 病变范围广泛且疾病活动程度重。 
 
 
PO-1970 

青少年炎症性肠病合并生长激素缺乏四例 
 

罗优优,黄轲,楼金玕,余金丹,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1 

 
 

目的 探讨合并生长激素缺乏的青少年炎症性肠病(IBD)的临床特点,提高对青少年 IBD 生长迟缓的认

识。 
方法 对 4 例合并有生长激素缺乏的矮小 IBD患儿的临床特点､ 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表现进行回顾

性分析。 
结果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1 日确诊的年龄≥6 岁炎症性肠病患儿共 80 例

(克罗恩病 74 例,溃疡性结肠炎 6 例),年龄别身高 z 评分(HAZ)<-2 者共 13 例(12 例为克罗恩病患

儿,1 例为溃疡性结肠炎患儿),其中 6 例克罗恩病患儿进行了精氨酸及左旋多巴复合激发试验, 终 4
例确诊为生长激素缺乏。4 例患儿中,男 3 例女 1 例,确诊年龄 11.0-13.9 岁,确诊时病程 0.6-213.1
月。4 例疾病累及范围分别为:单纯小肠､ 单纯结肠､ 小肠及上消化道､ 小肠结肠累及。儿童克罗恩

病活动指数 27.5-45 分。年龄别身高 z 评分-2.13- -3.93,年龄别体质指数 z 评分 0.43- -1.91。2 例患

儿在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前曾接受激素治疗。 
结论 对于 HFAz 评分<-2 的 IBD 患儿需进行生长激素激发试验,明确是否存在生长激素缺乏,及早干

预治疗。 
 
 
PO-1971 

炎症性肠病与艰难梭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申晓婷,罗优优,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检测浙江省杭州市地区炎症性肠病(IBD)患儿的艰难梭菌感染(CDI)率,研究 CDI 与 IBD 发生､

发展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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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2011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确诊的 45 例 IBD 患儿,包括

42 例克罗恩病(CD)和 3 例溃疡性结肠炎(UC),收集病人粪便标本以及临床资料。纳入同时期做过粪

便 CDI 检测的 75 例本院 non-IBD 患儿作为对照组。采用粪便培养的方法检测艰难梭菌,分析 IBD
患儿临床资料与 CDI 的相关性。 
结果 IBD 组中共检出 12 例阳性(26.7%),对照组中检出 5 例阳性(6.6%)。CD 患儿的艰难梭菌感染率

高于 UC 患儿。处于疾病活动期的 IBD 患儿艰难梭菌感染率显著高于缓解期患儿(P<0.05)。 
结论 与 non-IBD 患儿相比,IBD 艰难梭菌感染率明显增高;活动期的 IBD 患儿可能更容易感染艰难梭

菌。 
 
 
PO-1972 

儿童 CYP2C19 基因代谢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于飞鸿,徐樨巍,郭景,李东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究儿童 CYP2C19基因代谢型分布及与性别､ 年龄的相关性;探讨 Hp 感染患儿 CYP2C19 基

因代谢型与临床症状发作的频次及严重程度､ 胃镜下黏膜病变及胃窦黏膜病理分级等方面的相关

性。 
方法 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确诊为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儿童的胃窦黏膜,提取胃窦黏膜 DNA,应用 PCR-SSP 方法进行

CYP2C19 基因代谢型检测,根据结果分为:纯合子快代谢型(HomEM),杂合子快代谢型/中间代谢型

(HetEM),弱代谢型(PM),分别统计各型患儿在性别､ 年龄､ 临床症状的发作频次及严重程度､ 胃镜

下黏膜病变及胃窦黏膜病理分级等方面的差异性。收集 2016 年 4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

院保健科健康体检的汉族儿童的全血标本作为健康对照组,进行 CYP2C19 基因型检测。 
结果 1. 本研究对 CYP2C19 基因代谢类型进行分析检测,Hp 感染组儿童,HomEM 占 48.1%,HetEM
占 46.3%,PM 占 5.6%;健康对照组儿童,HomEM 占 35.7%,HetEM 占 47.8%,PM 占 16.5%。健康对

照组儿童与中国汉族正常人群相比较,CYP2C19 基因代谢类型分布无统计学差异。Hp 感染组儿童

与健康对照组儿童相比较,PM 型比例明显偏低,P 值<0.05,有统计学差异。 
2. 214 例 Hp 感染组儿童,男 124 例,女 90 例;年龄范围 2 岁 8 月至 17 岁 11 月,CYP2C19 基因代谢

型与性别及年龄分布均无统计学差异。 
3. 182 例健康对照组儿童,男 103 例,女 79 例;年龄范围 1 岁至 15 岁 1 月,CYP2C19 基因代谢型与性

别及年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 
4. Hp 感染儿童 CYP2C19 基因代谢型与临床症状发作频次总分及严重程度总分无统计学差异。 
5. Hp 感染组儿童,胃镜下诊断胃炎 200 例,消化性溃疡 14 例。胃窦黏膜炎症病理分级 HomEM 组轻

度 14 例,中度 36 例,重度 53 例;HetEM 组轻度 17 例,中度 29 例,重度 53 例;PM 组轻度 2 例,中度 3
例,重度 7 例。CYP2C19 基因代谢型与胃镜下病变及胃窦黏膜病理炎症程度无统计学差异。 
6. Hp 感染组儿童,未进行 Hp 根除治疗 35 例,进行 1 次 Hp 根除治疗 78 例,≥2 次 Hp 根除治疗 101
例,Hp 根治次数与 CYP2C19 基因代谢型无统计学差异。 
7. Hp 根除治疗次数与胃窦黏膜病理炎症程度有统计学差异,Hp 根除治疗次数与胃镜下病理炎症程

度呈正相关。 
结论 健康对照组儿童 CYP2C19 基因代谢类型以 HomEM 及 HetEM 多见,与中国汉族正常人群相

似。Hp 感染儿童 CYP2C19 基因 PM 型频率较健康对照组儿童明显降低。儿童 CYP2C19 基因代

谢型与性别､ 年龄分布无关。在 Hp 感染组儿童中,临床症状､ 胃镜及病理诊断不是 CYP2C19 基因

代谢型的主要影响因素。Hp 感染根除治疗失败次数与胃镜下病理炎症程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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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73 

纽扣电池所致儿童食管损伤的临床特征及治疗 
 

卢华君,林小春,李小莉,方玲娟,黄开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纽扣电池所致儿童食管损伤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法,旨在提高儿童纽扣电池食管异物的诊

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例纽扣电池食管异物患儿的临床特征､ 治疗方法及预后。 
结果 硬质食管镜取出纽扣电池 12 例,电子胃镜下取出纽扣电池 3 例。12 例患儿发生比较严重食管

损伤,10例患儿通过鼻饲､ 抗炎及支持治疗得到完全恢复。2 例术后发生食管穿孔,其中 1 例并发食

管气管瘘。 
结论 纽扣电池嵌顿在食管容易造成严重食管损伤,处理关键是尽快确诊。一旦确诊纽扣电池嵌顿在

食管,必须将其取出。纽扣电池在 X 线片上有比较明显的特征,胸片可作为误吞纽扣电池诊断首选检

查。如能跟据病情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及恰当的术后处理多数预后良好,但要警惕食管穿孔及食管

气管瘘等严重并发症出现。 
 
 
PO-1974 

36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临床特征及随访研究  
 

王国丽,赵春娜,周锦,于飞鸿,沈惠青,张晶,徐樨巍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贲门失弛缓症(AC)的临床特征及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及预后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8 月至 2015 年 9 月于我院住院治疗的 36 例 AC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

检查､ 治疗等临床资料,比较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及预后情况。 
结果 36 例 AC 患儿中,男 24 例,女 12 例。年龄分布 1.4 岁-15.5 岁,平均年龄(10.0 ± 3.4)岁。病程 1
月-9 年,平均病程 0.5(0.2, 3)年。主要临床症状为呕吐 33 例(91.7%)､ 吞咽困难 23 例(63.9%)､ 体
质量减轻 16 例(44.4%)､ 胸痛 9 例(25.0%)。以 Eckardt 评分≤3 分定义为治疗有效,手术组与药物

组患儿相比,3 个月内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100.0%及 71.4%,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1)。6
个月内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100.0%及 5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12 个月内,手术

组患儿均无复发,治疗有效率为 100.0%,药物组患儿除 1 例自行停药,余均因治疗效果欠佳于外院行

手术治疗。 
结论 药物及手术治疗 AC 均有较好的短期疗效,但手术治疗的患儿中､ 长期疗效均高于药物治疗的

患儿,手术治疗症状缓解更加稳定,不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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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75 

降钙素原与 C-反应蛋白联合评分系统 
对儿童细菌性腹泻的诊断价值 

 
吴蔚

1,万宏
1,段亚群

1,周艳
2,许增华

1,张双红
1,肖珍君

1,万盛华
1 

1.江西省儿童医院消化科 
2.江西省儿童医院检验科 

 
 

目的  构建血降钙素原(PCT)与 C-反应蛋白(CRP)联合评分系统以诊断儿童细菌性腹泻。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江西省儿童医院消化科收治住院的 1 至 5 岁的急性腹

泻病患儿,分为细菌性腹泻组与非细菌性腹泻组,比较两组血 PCT 与 CRP 水平。以血 PCT 与 CRP
为参数,通过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构建诊断儿童细菌性腹泻的联合评分系统。血 PCT､ CRP 及

两者联合评分系统对细菌性腹泻的诊断准确性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来评价,
依据约登指数 大原则获取 佳诊断界值。 
结果 共纳入细菌性腹泻组 110 例与非细菌性腹泻组 108 例,两组的男女比例依次为 66.4% vs 
33.6% 和 54.6% vs 45.4%,月龄为 23.58±12.37 vs 21.59±8.6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依次有

c2=3.141､ P=0.07,t=1.378 ､ P=0.17)。细菌性腹泻组血 PCT 浓度明显高于非细菌性腹泻组,为
(1.65±1.84)ng/ml vs(0.48±0.80)ng/ml,t=6.041､ P < 0.001。细菌性腹泻组血 CRP 浓度亦明显高于

非细菌性腹泻组,为(35.81±34.7)mg/L vs(18.70±14.52)mg/L,t=7.499､ P < 0.001。血 PCT 与 CRP
诊断儿童细菌性腹泻的 AUC 分别为 0.808 和 0.79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 =0.205､ P=0.837), 佳

界值分别为 1.24 ng/ml(敏感性为 67.3%%,特异性为 94.4%%)和 14.4 mg/L(敏感性为 69.1%,特异

性为 83.3%)。构建的联合评分系统方程为:Logit(联合评分) = -1.827+1.158×血 PCT+ 0.051×血
CRP,联合评分 = Exp(logit(联合评分))/(1+Exp(logit(联合评分));联合评分诊断细菌性腹泻的 AUC 为

0.894(大于血 PCT 或 CRP 的 AUC,依次有 Z=2.15､ P=0.032,Z=2.38､ P=0.017), 佳界值为

0.519(敏感性为 80.9%,特异性为 88.9%)。 
结论 血 PCT 与 CRP 联合评分系统对儿童细菌性腹泻诊断准确性良好,优于单纯血 PCT 或单纯

CRP,可协助临床医生做出早期判断。 
 
 
PO-1976 

间接法与楔入法门静脉造影在儿童肝前性门脉高压症的应用价值 
 

刘珍银,蒋贻洲,申刚,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间接法与经肝静脉楔入法门静脉造影在儿童肝前性门静脉高压症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我中心所收治的临床诊断为肝前性门静脉高压患儿 14 例,其中男

8 例,女 6 例,年龄 1 岁 2 个月~8 岁,平均年龄 5.3 岁,术前 Child-Pugh 分级 14 例均为 A 级;主要临床

症状为腹胀,脾大,呕血,黑便等。14 例患儿均行经肝静脉楔入法造影,其中 8 例行经肠系膜上动脉间

接法门静脉造影。 
结果 本组 8例患儿间接门静脉造影显示肝外门静脉､ 肠系膜上静脉､ 脾静脉显著扩张､ 迂曲,肝门

区畸形血管团,可见多发细小侧支形成,呈放射状,肝内门静脉各分支显影较淡。楔入法造影显示 11
例患儿肝内门静脉走行规则,门静脉左､ 右支主干与 Rex 隐窝显影清晰,该 11 例患儿均在全身麻醉

下行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左支旁路分流术(Rex 术),手术顺利,术后随访 2-20 个月,影像学检查示 1
例患儿吻合口狭窄,1 例患儿吻合口闭塞。另 2 例患儿造影显示肝内门静脉 Rex 隐窝及左､ 右支均

未见显影,术中证实门脉左支闭塞,另 1 例显示门静脉左支纤细,术中证实门脉左支发育不良,该 3 例均

脾肾静脉分流术(Warren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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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间接法门静脉造影能显示门静脉主干阻塞,肝外门静脉各属支扩张程度以及门-腔静脉系统侧支

循环建立情况,有助于明确门脉高压的诊断;经肝静脉楔入法对门脉高压患儿进行造影能准确诊断患

儿门脉左支是否发育良好,且能获得清晰的肝内门静脉各级分支及 Rex 隐窝解剖位置及形态大小的

图像,对于肝前性门脉高压患儿 Rex 术前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PO-1977 

小儿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21 例临床诊治分析 
 

叶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总结小儿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PIL)的临床资料､ 诊治及预后等,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病

的认识。 
方法 选取 2001 年 06 月-2016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确诊为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且有肠粘膜活检组织资料的 21 例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回顾分析患儿病史特点､ 临床表现､ 实验室

检查､ 影像学特征及肠粘膜活检组织结果等。 
结果 (1)临床表现:21/21 例(100%)腹泻､ 17/21 例(81.0%)水肿､ 18/21 例(85.7%)合并呼吸道感染,
其病原菌为:肺炎克雷伯杆菌､ 副流感嗜血杆菌､ 大肠埃希菌､ 呼吸道合胞病毒､ 副流感病毒､ 柯

萨奇 B 组病毒､ 肺炎支原体,其他症状:营养不良 9/21 例,乏力纳差 5/21 例,低钙惊厥 4/21 例,呕吐

3/21 例,腹胀 3/21 例,腹痛､ 关节痛､ 腹部膨隆及反复口腔溃疡各 1/21 例。(2)实验室检查:21/21 例

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白蛋白水平下降,部分病例血钠､ 血钙､ 血脂不同程度下降;18/21 例 IgG
､ 19/21 例 CD4 降低,其下降的例数及程度 为显著。(3)影像学检查:胸腹部 CT 示 13/21 例不同程

度腹腔积液,胸腔积液､ 心包积液各 1/21 例,未见特殊病原菌感染表现;1 例淋巴核素显像检查提示淋

巴外溢现象。(4)内镜及肠黏膜病理活检:21/21 例胃镜下见肠粘膜雪片状肿胀隆起;病理学检查示

20/21 例黏膜及黏膜下层淋巴管扩张,伴 4/21 例免疫组化 D2-40(+),常见病变部位为十二指肠降部。

(5)治疗及转归:予以低脂､ 高蛋白､ 富含中链三酰甘油(MCT)饮食,补充白蛋白,纠正电解质紊乱,控制

感染,生长抑素治疗等。经内科治疗后腹泻､ 水肿等症状较前缓解,感染基本控制,淋巴细胞及白蛋白

可明显升高,但分别只有 11/16例､ 6/17 例升至正常。 
结论 PIL小儿多以水肿､ 腹泻为首诊表现,常合并呼吸道感染;目前临床上对可疑的 PIL 患者首选检

查是胃肠镜及其粘膜病理活检;均以内科治疗为主,若病变部位局限且内科治疗效果欠佳时,可考虑手

术切除病灶。 
 
 
PO-1978 

以腹型为首发表现的儿童过敏性紫癜临床分析 
 

陈思迁,吴捷,孙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以腹痛等消化道症状为首发表现的腹型过敏性紫癜患儿临床特点,并与以皮疹为首

发表现的腹型过敏性紫癜患儿相比较,在流行病学､ 临床特点､ 实验室指标､ 影像学检查及治疗反

应等方面的差异。探讨胃镜联合全腹部 CT 在以腹型为首发表现的儿童过敏性紫癜早期诊断中的临

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2016 年 8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消化内科,以腹痛等消化道

症状为首发症状的过敏性紫癜患儿为实验组共 118 例。选取同期住院以皮疹为首发表现后期出现腹

痛症状的过敏性紫癜患儿为对照组共 10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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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流行病学: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对比,好发年龄均在 4~9 岁;男性发病率均高于女性;好发季节

均为秋冬季;实验组有前驱感染或病原学检查阳性者 93 例(78.81%),对照组有 83 例(77.57%),多有感

染诱因。2､ 临床表现:实验组 99 例后期出现典型皮疹,腹痛后至典型皮肤紫癜出现平均时间为 6.84
天,实验组和对照组均有腹痛,但实验组伴有呕吐 59 例(50%),对照组伴有呕吐 36 例(33.64%),实验组

呕吐发生率较对照组高(<0.05)。实验组伴有便血 36 例(30.51%),对照组伴有便血 20 例(18.69%),实
验组便血的发生率较对照组高(P<0.05)。3､ 实验室指标:实验组血常规中白细胞升高有 92 例

(77.97%),对照组有 72 例(67.29%),实验组白细胞升高明显(P<0.05)。实验组 CRP 升高有 77 例

(65.25%),对照组升高的有 60 例(56.07%),实验组 CRP 升高明显(P<0.05)。实验组白蛋白降低有 34
例(28.81%),对照组有 7 例(6.54%),实验组低白蛋白血症发生率较高(P<0.05)。4､ 影像学检查:实验

组有 33 例行胃镜检查,结果符合过敏性紫癜改变者 30 例(90.91%),十二指肠降段或球部病变 21 例

(63.64%)。腹部超声在实验组和对照组阳性率为 19.19%,明显低于全腹 CT 的阳性率

58.33%,(P<0.05)。实验组有 32 例患儿同时行胃镜检查及全腹 CT 检查,两项检查均有诊断提示意

义有 12 例(37.50%),均未见典型表现 3 例(9.38%)。5､ 治疗效果:实验组激素不敏感应用丙种球蛋

白者 1 例,对照组激素不敏感者 1 例,(P=0.447)。6､ 预后及复发:实验组合并紫癜肾炎 7 例,对照组合

并紫癜肾炎 4 例(P=0.446)。实验组复发有 11 例(9.32%),对照组复发有 6 例(5.61%),(P=0.292)。 
结论 1､ 与皮疹为首发后期出现腹型表现的过敏性紫癜患儿相比,以腹型为首发表现的过敏性紫癜患

儿,虽然在流行病学上无明显差异,但其消化道症状更严重,实验室指标如白细胞､ CRP 升高更明显。

在治疗上激素疗效均明显,肾脏并发症及复发率无明显差异。2､ 腹型过敏性紫癜患儿在皮疹未出现

前,或皮疹不典型时,极易误诊,对疑诊患儿早期进行胃镜联合全腹 CT 检查,可减少误诊。 
 
 
PO-1979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小鼠胃黏膜肥大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变化研究 
 

杨辉,钱淑怡,金玉,杨磊,刘翠英,吴润秋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嗜酸细胞性胃肠炎(EG)小鼠胃黏膜肥大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变化及其意义。 
 
方法 选用卵清蛋白(OVA)诱导的 Balb/c 小鼠制备 EG 模型 12 只为 OVA-EG 组,同时选用同龄 SPF
级 Balb/c 小鼠 12 只作为正常对照组。两组均计算胃黏膜 EOS数量､ MC 数量,qPCR 检测胃黏膜

IL-5 mRNA 表达, 电镜观察胃黏膜肥大细胞脱颗粒变化。 
结果 OVA-EG 组小鼠胃黏膜组织中 EOS数量､ MC 数量及 IL-5 mRNA 表达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电镜观察 OVA-EG 组小鼠胃黏膜肥大细胞有脱颗粒改变。 
结论 OVA-EG 组小鼠胃黏膜组织 MC 数量增加,分泌 IL-5 增多,并出现肥大细胞脱颗粒改变,提示胃

黏膜 MC 数量和功能的变化可能与 EG 的发生有关。 
 
 
PO-1980 

儿童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胃黏膜血管活性肠肽及其受体表达的变化 
 

钱淑怡,杨辉,金玉,练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8 

 
 

目的  探讨嗜酸细胞性胃肠炎(EG)患儿胃黏膜血管活性肠肽(VIP)及血管活性肠肽 2 型受体(VPAC2)
表达的变化及其意义。 
方法  以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消化科住院的临床诊断 EG 的患

儿为研究对象(EG 组),共 20 例,男 16 例,女 4 例,年龄 6.38±4.59 岁。以胃镜活检且病理无异常的儿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517 
 

童为对照组,共 20 例,男 15 例,女 5 例,年龄 5.46±3.27 岁。两组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及

总免疫球蛋白 E(IgE)水平测定,胃镜下留取胃窦黏膜组织进行 HE 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窦黏

膜 VIP 及 VPAC2 表达的变化,探讨胃黏膜 VIP 及 VPAC2 含量与胃黏膜 EOS 数量及外周血总 IgE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EG 患儿外周血 EOS 计数及总 IgE 水平较对照组增高(p<0.05);胃黏膜组织中 EOS 数量较对

照组增加(p<0.05),胃黏膜中 VIP 和 VPAC2 含量较对照组减少(p<0.05),胃黏膜 VIP 含量与胃黏膜

EOS 数量及外周血总 IgE 水平呈负相关(r=-0.81,r=-0.83,p<0.01),胃黏膜 VPAC2 含量与胃黏膜

EOS 数量及外周血总 IgE 水平呈负相关(r=-0.72,r=-0.77,p<0.05)。 
结论 EG 患儿外周血 EOS 计数及总 IgE 水平增高,胃黏膜组织 EOS 数量增加,与胃黏膜中 VIP 及

VPAC2 含量呈负相关,提示 VIP 可能参与 EG 的发生。 
 
 
PO-1981 

粪肠菌群及其相关代谢物在过敏性紫癜患儿肠道中的变化和意义 
 

胡红卫
1,段江

1,熊晶晶
1,许传志

1,2,刘梅
1,张丽芝

1,叶贝
1,吉晓菲

1,张婷婷
1,黄永坤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分析和明确过敏性紫癜(HSP)患儿急性期及恢复期肠道菌群构成和多样性及其相关代谢物的变

化,以便帮助改进和提高对 HSP 的认识。 
方法 选取儿科收住的诊断为 HSP 患儿 30 例为研究组。选取 31 名志愿者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收

集正常组儿童､ 患儿发病住院 3d 内的(急性期)和患儿临床症状消失时(恢复期)的粪便。所有粪便标

本存储在-80 度冰箱里。用 16sRNA 基因高通量测序技术完成研究对象的肠道菌群测序。用气相色

谱技术完成对研究对象的粪肠乙酸､ 丙酸､ 丁酸､ 异丁酸､ 异戊酸的检测。用液相质谱联用技术完

成对研究对象粪肠胆汁酸的检测。 
结果 (1)正常组肠道菌群的物种丰度显著高于过 HSP 急性期组及恢复期组。HSP 急性期组拟杆菌

门增加伴随属水平中的有些细菌的显著增加,厚壁菌门的显著减少伴随着属水平中的有些细菌的显

著减少及变形杆菌门显著增加伴随着属水平中的有些细菌的显著增加。另外,属于放线菌门的

Eggerthella 平均丰度在过敏性紫癜急性期显著高于正常组。过敏性紫癜恢复期肠道菌群未恢复至

正常,急性期升高的肠道菌群在恢复期达 高,急性期降低的肠道菌群在恢复期达 低。(2)粪便丁酸

含量正常组高于急性期及恢复期,且有差异。粪便乙酸含量正常组高于急性期,比较有差异,与恢复期

比较无差异。粪便丙酸､ 异丁酸和异戊酸含量正常组､ HSP 急性期和恢复期两两间无差异。

(3)HSP急性期粪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 石胆酸降低,与正常比较有差异。HSP 急性期粪初级胆汁酸

胆酸､ 鹅脱氧胆酸与正常组比较无差异。HSP恢复期粪脱氧胆酸､ 石胆酸､ 胆酸､ 鹅脱氧胆酸低

于正常组,与急性期比较比较无差异。 
结论 (1) HSP 患儿急性期及恢复期,在细菌门和属的水平中,肠道菌群均有明显的失调,恢复期肠道菌

群未恢复至正常水平。(2)粪便短链脂肪酸中乙酸和丁酸以及粪便胆汁酸中粪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

､ 石胆酸可能影响 HSP 的发病或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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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82 

47 例儿童小肠淋巴管扩张症临床分析及随访 
 

郭姝
1,宋琳

2,官德秀
1,梅天璐

1,周锦
1,于飞鸿

1,王国丽
1,张晶

1,沈惠青
1,徐樨巍

1 
1.北京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分析儿童小肠淋巴管扩张症(IL)的临床表现､ 诊断､ 治疗及预后,以提高对儿童 IL 的诊疗水

平。 
方法 对 2007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科诊断为 IL 的 47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
对出院后诊疗情况进行随访。按病因分为原发组和继发组,并比较两组的临床表现。 
结果 在 47 例 IL 中,婴幼儿占 91.5%(38/47);原发 IL 占 91.5%(43/47),继发 IL8.5%(4//47)。原发与继

发的 IL 相比,血清白蛋白､ 球蛋白､ 发病年龄､ 病程有统计学差异,而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及男女分

布没有统计学差异。IL 的临床表现主要有水肿 44 例(93.6%)､ 腹泻 42 例(89.4%)､ 合并感染 35 例

(74.5%)及腹腔积液 30 例(63.8%)。47 例 IL 中,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组织病理学及淋巴核素显

像均符合的有 31 例,余 16 例为具有 IL 临床特点,但十二指肠粘膜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阴性,而核素

显像证明有肠道蛋白丢失。47 例患儿随访到 35 例(74.5%),其中 91.4%(32/35)的患儿预后良好,2 例

(5.7%)症状无明显缓解,1 例(2.9%)死亡,至随访结束无复发病例。80%(28/35)患儿出院后继续予高

中链脂肪酸(MCT)饮食治疗,26 例(92.9%)症状明显缓解,2 例(7.1%)症状无明显好转。35 例中有 6
例(17.1%)进行了手术治疗,其中原发 3 例,继发 3 例,症状均缓解。 
结论 儿童 IL 以婴幼儿多见,且以原发 IL 为主。临床表现多以腹泻､ 水肿､ 合并感染及腹腔积液为

主。对于十二指肠组织病理学未发现有淋巴管扩张的患儿,需结合核素显像检查结果及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做出综合判断。IL 多以高 MCT 饮食保守治疗为主,且需长期维持;少数需要手术治疗。

儿童 IL 预后良好,但远期预后尚需长期随访观察。 
 
 
PO-1983 

 小肠磁共振造影在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和随访中的价值 
 

王慧,许玲芬,孙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CD)､ 溃疡性结

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一类分类不明确的未定型结肠炎,影像学检查是 IBD 诊断中的重要的检

查方法,小肠磁共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enterography,MRE)因其具有安全､ 无创､ 无电离辐

射等优点,其在炎症性肠病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本研究对 20 例临床疑诊或确诊 IBD 患儿的影

像学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儿童炎症性肠病 MRE 特点, 评估 MRE 与结肠镜的一致性,探讨 MRE 在儿童

IBD 诊断及随访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诊于我院小儿消化内科,临床疑诊或确诊 IBD,同时行 MRE
和结肠镜检查的患儿,记录患儿临床症状､ 体征､ 生化及物理检查指标,评定 IBD 活动指数,将 MRE
结果与临床表现､ 内窥镜结果､ 病理结果对比,分析小肠磁共振成像特点,评价其在儿童 IBD 诊断及

随访中的价值。 
结果 20 例临床疑诊或确诊 IBD 患儿,其中 CD 12 例,UC 4 例,未定型肠病 1 例,排除炎症性肠病 3 例;
男 13 例, 女 7 例。MRE可见肠壁增厚､ 异常强化､ 淋巴结肿大､ 瘘管等,CD 组患儿病变部位以回

盲部､ 末段回肠为主;UC 组患儿病变部位以结肠为主;未定型肠病患儿病变部位部位为结肠､ 直

肠。3 例排除 IBD 患儿其中 2 例病变部位位于回盲部,1 例 MRE 未见确切病变。17 例确诊 IBD 患儿

结肠镜表现:粘膜充血水肿､ 黏膜溃疡､ 鹅卵石样､ 息肉样改变等,病理均提示炎症改变。结肠镜病

变部位可在 MRE 上体现,此外,MRE可见瘘管､ 脓肿等并发症改变。17 例确诊 IBD 患儿的 MRE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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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结果与肠镜､ 病理相符。其中 3 例 CD 患儿治疗后进行随诊复查,对比治疗前后 MRE 及结肠镜改

变,发现患儿 MRE 与结肠镜表现基本一致。 
结论 1.IBD 患儿的 MRE 主要表现为肠壁增厚及异常强化,CD 患儿还可见瘘道等肠腔外并发症。2. 
CD病变部位以回盲部､ 回肠末端为主,也可见于直肠､ 结肠;UC 病变部位以结肠为主,也可见回盲

部。3.IBD 患儿 MRE 与结肠镜改变一致,同时也能提示黏膜下层及并发症等病变,对疾病评估更全

面。4. 治疗后患儿 MRE 与内镜检查结果一致,MRE 可作为 IBD 患儿随访的重要手段。 
 
 
PO-1984 

糖皮质激素治疗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疗效与安全性分析 
 

马雪梅,许玲芬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使用糖皮质激素对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的疗效,观察糖皮质激

素在治疗过程中及远期随访中的不良反应,为糖皮质激素在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中的合理应用提供

临床依据。 
 
方法 采用单中心､ 前瞻性临床随机对照研究,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盛京医院小儿消化内科住院诊断为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患儿。排除先天性胆道发育异常如胆道

闭锁和胆总管囊肿。入选患儿随机分为糖皮质激素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对照组)。对照组予以静脉

滴注多烯磷脂酰胆碱､ 异甘草酸镁､ 思美泰､ 口服熊去氧胆酸､ 退黄汤､ 益生菌。糖皮质激素治疗

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予以静脉滴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2-3mg/kg.d),1 周后减量为甲泼尼龙片口服,每
周减起始量的 1/4,总疗程 4 周。出院后根据患儿肝功能指标给予口服复方甘草酸苷及熊去氧胆酸,
定期门诊复诊。记录治疗前､ 治疗 1周､ 治疗 2周､ 治疗 4周､ 治疗 8 周及治疗 12 周患儿肝功能

指标。并于糖皮质激素治疗过程中及停药后系统观察并记录不良反应。 
结果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诊断为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共 100 例,排除胆道闭锁 26 例,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 1 例,共入选 73 例,其中糖皮质激素治疗组 35 例,对照组 38 例,随访过程中脱落 6
例,随访结束时糖皮质激素治疗组 33 例,对照组 34 例。与治疗前相比,糖皮质激素治疗组患儿 ALT
在治疗第 2 周有显著差异(P<0.05),AST 在治疗第 1 周有显著差异(P<0.05)。对照组患儿 ALT､
AST 均在治疗第 1 周有显著差异(P<0.05),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儿 TBIL
及 DBIL 在治疗 1 周均有显著差异(P<0.05),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儿

TBA 在治疗 1 周有显著差异(P<0.05)。糖皮质激素治疗组治疗 1 周 TBA 较对照组明显下降,其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1 周 P=0.001),但治疗 2周､ 4周､ 8周､ 12 周 TBA 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糖皮质激素治疗组 4 例患儿并发肺炎。对照组 1 例患儿并发肺炎,1 例患儿并发轮状病毒感染。糖皮

质激素治疗组患儿远期生长发育正常,无高血糖､ 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发生。 
结论 1.糖皮质激素不能改善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转氨酶学指标。2.糖皮质激素不能加快总胆红素及

直接胆红素下降程度。3.糖皮质激素可以在短期内促进胆汁酸排泌,但治疗远期两组患儿总胆汁酸水

平无明显差异。4.在治疗及随访期间糖皮质激素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5.糖皮质激素治疗婴儿胆汁

淤积性肝病应结合患儿病情,合理使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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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85 

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小儿贲门失弛缓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杨露,徐俊杰, 魏绪霞,唐运萍,薛宁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小儿贲门失弛缓症的临床疗效及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2 月本院确诊并接受 POEM 治疗 1 例小儿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并复习国内外文献。 
结果 该患儿成功接受 POEM 治疗,无 并发症出现,术后随访 1 个月,Eckardt 评分为 0 分,复查上消化

道造影示钡剂可顺利通过狭窄处,随访 6 个月,发育较同龄儿无异。 
结论 结论: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小儿贲门失弛缓症短期随访临床效果显著,远期并发症及长期疗效尚

待进一步随访观察。 
 
 
PO-1986 

1334 例儿童上消化道异物内镜下诊治回顾性分析 
 

周立群,赵泓,彭克荣,楼金玕,余金丹,陈飞波,罗优优,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儿童上消化道异物的好发年龄､ 好发部位､ 异物类型､ 病因､ 并发症及内镜治疗的有效

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消化内镜室诊治的接受电子胃镜治疗上消化

道异物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其临床特点,分析内镜下上消化道异物取出失败及异物嵌顿并发症发生

的影响因素。 
结果 我院 1334 例患者经电子胃镜检查确诊上消化道异物,其中男性 827 例(61.99%),女性 507 例

(38.01%)。年龄 小 3 月龄, 大 15 岁,中位年龄 2.5 岁(3 月龄- 15 岁),高发年龄组 1-3 岁组,共 860
例(64.47%)。食管为异物嵌顿常见部位,共 1003 例(75.19%),其中以食管上段 常见,共 855 例

(64.09%)。异物种类多样,锐性异物 97 例(7.27%),以动物骨头 多,共 49 例(50.52%),顿性异物

1237 例(92.73%),以硬币 多,共 966 例(78.09%)。1318 例(98.80%)患者为误吞异物,16 例患者合

并食道狭窄基础。异物嵌顿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19.11%,急性期并发症为粘膜充血水肿或糜烂

(10.49%)､ 溃疡(8.17%)及穿孔(0.45%),其中 2 例(0.15%)后期并发食道狭窄。1289 例患儿经电子

胃镜成功取出异物,成功率 96.63%。经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异物嵌顿并发症的发生与异物性质､

嵌顿部位相关(偏回归系数为 0.818,P <0.05;偏回归系数为 1.142,P <0.05),而内镜取出的失败与异

物性质相关(偏回归系数为 0.966,P <0.05;偏回归系数为 0.818,P <0.05)。 
结论 电子胃镜治疗儿童上消化道异物成功率高,锐性异物是内镜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且锐性异物､

食道嵌顿是异物嵌顿并发症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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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87 

急性中重型及重型胰腺炎患儿肠内营养的临床研究 
 

苗旭丹,孙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肠内营养对急性中重型及重型胰腺炎患儿的治疗作用,以及实施的时机､ 方式的优选以指

导临床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于我院住院治疗的 19 例患者,统计其一般信息､

Ranson 评分､ 喂养时间､ 喂养方式､ 局部并发症､ 全身并发症及住院天数,试探讨肠内营养在急性

中重型及重型胰腺炎治疗中的作用。 
结果 无论是 Ranson 评分<3 分的急性中重型胰腺炎患儿还是 Ranson 评分≥3 分的重型胰腺炎患

儿,早期给予肠内营养的局部及全身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晚期肠内营养患儿,且住院时间缩短。而

Ranson 评分<3 分的患儿进行早期肠内营养的局部并发症和平均住院天数优于实施晚期肠内营养的

患儿,Ranson 评分≥3 分的患儿进行早期肠内营养的全身并发症和平均住院天数优于实施晚期肠内

营养的患儿。2 例肠内营养合并不良反应的患儿均为早期肠内营养,1 例为经鼻空肠喂养,1 例为经口

喂养。 
结论 急性中重型及重型胰腺炎患儿在生命体征平稳的情况下,应尽早开始肠内营养,以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 
 
 
PO-1988 

X-连锁淋巴细胞异常增生症 2 型继发胆汁淤积性肝病 
合并再生障碍性贫血一例并文献复习 

 
周方

1,李小芹
1,周方

1,李小芹 
1.郑州童医院 
2.郑州童医院 

 
 

目的 探讨 1 例 X 连锁淋巴细胞异常增生症 2 型(XLP-2)患儿的临床特点､ 基因突变以及治疗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在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确诊的 1 例 3 岁 5 月 XLP-2患儿的临床资料､

基因突变位点､ 并发症及预后,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以发热､ 黄疸､ 肝大及轻度贫血为临床表现,诊断胆汁淤积性肝病,体温短期降至正常,黄疸

消退缓慢,于病程 50 天左右出现贫血加重及反复血小板减低,合并再生障碍性贫血。其 XIAP 基因外

显子 3 编码区 c.962C>G,导致氨基酸改变 p.A321G,为错义突变,患儿母亲为该突变携带者。患儿后

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生存良好。 
结论 XLP-2 型合并肝病少有报道,若出现不明原因及治疗不佳的肝脏疾病需警惕 XLP-2 型,基因检测

分析方法有利于早期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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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89 

过敏性紫癜患儿肠道菌群结构及多样性研究 
 

陈鹏德,林燕,杨洁,郝丽军,雷达,兰莉,江逊,王宝西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儿科 710038 

 
 

目的 探讨过敏性紫癜(HSP)患儿肠道菌群结构及多样性变化和粪便菌群与黏膜菌群结构及多样性差

异。 
方法 收集 47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粪便样本和其中 7 例腹型患儿的结肠黏膜样本,以 11 例健康儿童粪

便样本为对照,采用试剂盒提取法提取样本 DNA 并进行高通量测序,对测序结果进行生物学信息分

析。 
结果 1.HSP 患儿与健康儿童粪便菌群存在结构差异,在门水平两组均以厚壁菌门(47.10%､ 57.75%),
变形菌门(23.04%､ 10.13%),拟杆菌门(22.81%､ 21.74%)为主要优势菌群,在科水平,均以肠杆菌科

(17.60%､ 8.72%)､ 拟杆菌科(18.90%､ 21.65%)､ 瘤胃菌科(16.44%､ 28.93%)､ 毛螺菌科

(11.55%､ 10.74%)有较高的丰度。HSP患儿粪便菌群中变形菌门､ 欧文氏属(从目到属)､ 拟杆菌

属-uniformis种､ 巨单胞菌属､ 肠球菌属(从科到属)丰度高于对照组健康儿童,而双歧杆菌属(从目到

属)､ 链球菌属(从目到属)､ 普拉梭菌种(从科到种)丰度低于对照组健康儿童。 
2.腹型患儿粪便菌群多样性高于黏膜菌群;在门水平,粪便菌群以厚壁菌门(53.64%)､ 变形菌门

(33.65%)､ 拟杆菌门(9.24%)丰度较高,黏膜菌群以变形菌门(88.13%)丰度 高,在科水平,粪便菌群

以肠杆菌科(27.18%)､ 瘤胃菌科(15.58%)､ 毛螺菌科(12.31%)为优势菌科,黏膜菌群以肠杆菌科

(87.19%)为优势菌科;粪便菌群以双歧杆菌属(从门到属)､ 链球菌属(从门到属)､ 动性球菌科(从门到

科)､ 丹毒丝菌科(从门到科)､ 梭菌科(从门到科)､ 瘤胃菌科(从门到科)､ 毛螺菌科(从门到科)为主要

特征差异细菌种类,结肠黏膜菌群以欧文氏菌属(从门到属)为主要特征差异细菌种类。 
结论 HSP 患儿粪便菌群病原菌或机会致病菌增多而有益菌减少,腹型 HSP 患儿黏膜菌群与粪便菌

群存在结构和多样性差异。 
 
 
PO-1990 

低聚糖体外发酵模型在儿童感染性腹泻中的应用研究 
 

吴婷婷,武庆斌,金忠芹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收集感染性腹泻儿童及正常儿童的粪便标本,利用体外发酵模型模拟人体肠道菌群对低聚糖的

酵解､ 产酸及产气情况,探讨感染性腹泻时肠道菌群紊乱与菌群代谢的相互关系,以期协助评估感染

性腹泻时肠道菌群紊乱程度。 
方法 收集并处理细菌性肠炎组､ 病毒性肠炎组及正常儿童组粪便标本,于培养基本中恒温发酵,检测

粪便中短链脂肪酸(SCFA)含量,检测各培养基 24h 产气量､ 24h 及 48h SCFA 含量, 后应用

SPASS 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正常儿童组粪便中总酸､ 乙酸､ 丙酸､ 丁酸､ 异丁酸､ 异戊酸含量明显高于细菌性肠炎组

(P<0.05),总酸､ 丁酸､ 异丁酸､ 异戊酸含量明显高于病毒性肠炎组(P<0.05)。 
2.细菌性肠炎组 24H､ 48H相同培养基中的总酸､ 乙酸含量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组和病毒性肠炎组

(P<0.05)。 
3.细菌性肠炎组 24H､ 48H 时 FOS､ GOS､ IMO 培养基中丙酸含量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组

(P<0.05),YCFA､ GOS､ IMO 培养基中丙酸含量明显低于病毒性肠炎组(P<0.05)。 
4.三组之间同种培养基中的丁酸､ 异丁酸､ 戊酸､ 异戊酸几乎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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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常儿童组､ 病毒性肠炎组低聚糖培养基中乙酸量明显高于同组的基本培养基(P<0.05);细菌性肠

炎组 FOS､ GOS､ IMO 培养基中丙酸量却明显低于同组的基本培养基(P<0.05)。 
6.正常儿童组､ 病毒性肠炎组､ 细菌性肠炎组的大部分低聚糖培养基 24H 内产气量明显高于同组的

基本培养基(P<0.05)。 
结论 1.儿童肠道菌群可利用低聚糖产生更多对机体有益的 SCFA,也产生更多气体。 
2.无论是正常儿童还是腹泻儿童,粪菌发酵低聚糖时,乙酸几乎都是产量 多的 SCFA,其次是丙酸,而
被认为 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丁酸产量很少,可能与发酵时间过长或消耗有关。 
3.细菌性肠炎患儿粪便总酸､ 乙酸､ 丙酸､ 丁酸､ 异丁酸､ 异戊酸含量明显低于正常;病毒性肠炎患

儿粪便总酸､ 丁酸､ 异丁酸､ 异戊酸含量明显低于正常。 
4.细菌性肠炎患儿粪便体外发酵低聚糖过程中,总酸､ 乙酸产量明显低于病毒性肠炎患儿及正常儿

童。 
5.细菌性肠炎导致菌群紊乱时主要表现为可利用低聚糖产生乙酸的菌种减少。 
6.测定粪便及低聚糖体外发酵模型中的 SCFA 可能有助于评估感染性腹泻的肠道菌群紊乱程度。 
 
 
PO-1991 

1257 例儿童消化道异物病例分析 
 

任路,耿岚岚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总结儿童消化道异物特点和预后,探讨其干预方式的选择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5 月至 2016 年 10 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的消化道异物患儿,归
纳其异物类型､ 临床症状､ 手术方法､ 并发症及其转归。 
结果 门诊及住院部接待消化道异物患儿共 1257 例,其中男 845 例,女 412 例,门诊 806 例,住院治疗

451 例;异物类型主要分为硬币类 669例､ 电池 88例､ 磁铁 23例､ 球状异物 47例､ 不规则钝物

197例､ 条状或尖刺异物 175 例等;停留部位分为食道 295 例､ 胃/十二指肠 385例､ 空/回肠 160
例､ 结肠 60 例等;治疗方式包括食管镜 230 例,胃镜 169 例,外科经皮胸部/腹部切口行食道/肠道异

物取出术 21 例;共 110 例出现并发症,包括粘膜糜烂 55例､ 出血 18例､ 溃疡 12 例､ 穿孔 10例､
梗阻 5 例等,并有 1 例死亡。 
结论 儿童消化道异物类型多种多样,预后与异物类型､ 停留部位､ 临床症状和干预方式密切相关;根
据患儿的临床症状､ 异物类型及停留部位采取合适的干预方式至关重要。 
 
 
PO-1992 

Study of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citicoline in neonatal rats 
wi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Li Xiaobing, Lai Pan Jian,Bao Yunguang,Wang Kaixuan 

Jinhua Central Hospital 321000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protective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f 
citicoline (CDP-choline) on neonatal rats with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Methods Forty 3-day-old Sprague-Dawley rats, of either gend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treatment groups of 10 rats each: control, NEC model, NEC+CDP-choline, and CDP-choline. 
After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intestinal tissue was extracted, stained with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and observed under a light microscope. Additionally, the samples were scor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Shiou et al. Immuno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detect beclin-1 and LC3A/B to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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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in each group. The inflammatory factors TNF-α, IL-1β, 
and IL-6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HE staining revealed that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he NEC+CDP-choline treatment 
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NEC model group; furthermore, a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hiou scores: beclin-1 and LC3A/B 
level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intensity and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TNF-α, IL-1β, and 
IL-6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Conclusions CDP-choline exerted protective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n neonatal rats with NEC. 
 
 
PO-1993 

经皮内镜胃造瘘术在严重喂养障碍患儿中的应用 
 

楼金玕,赵泓, 余金丹, 罗优优, 彭克荣, 江丽琴, 陈飞波 ,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目的:评价经皮内镜胃造瘘术在严重喂养障碍患儿中应用的安全性以及疗效 
方法 方法:纳入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消化科行经皮内镜胃

造瘘术(PEG)和经皮内镜胃造瘘+空肠置管术(PEG-J)的 13 例患儿,随访至 2017 年 3 月。分析患儿

的临床表现､ 手术适应症､ 手术成功率､ 近期并发症,以及术后患儿的营养状况､ 原发疾病的转归

和拔管情况､ 远期并发症等。评价 PEG 和 PEG-J 在严重喂养障碍患儿中应用的安全性和价值。 
方法:纳入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消化科行经皮内镜胃造瘘

术(PEG)和经皮内镜胃造瘘+空肠置管术(PEG-J)的 13 例患儿,随访至 2017 年 3 月。分析患儿的临

床表现､ 手术适应症､ 手术成功率､ 近期并发症,以及术后患儿的营养状况､ 原发疾病的转归和拔

管情况､ 远期并发症等。评价 PEG 和 PEG-J 在严重喂养障碍患儿中应用的安全性和价值。 
结果 结果:共 13 例患儿行 PEG(4 例)或 PEG-J(9 例),其中男 7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1 岁 3 月(3.5 月-
6 岁 1 月)。手术前平均病程 7 月(1 月-24 月),其中 8 例(61.5%)患儿生后就出现喂养困难,合并中重

度营养不良 8 例(61.5%)。4 例行 PEG 患儿分别为重度腭裂 2 例､ 食道穿孔 1例､ 喂养困难导致进

食障碍 1 例,9 例行 PEG-J 患儿分别为食道气管瘘 1例､ 周期性呕吐 1例､ 吸入性肺炎 7 例(胃食管

反流 1 例,胃食管反流伴喉软化 3例､ 脑白质发育不良 1例､ 脑瘫 1例､ 中球麻痹 1 例)。所有患儿

手术均取得成功。4 例患儿(30.8%)出现手术相关的近期并发症,其中造瘘周围皮肤感染 2例､ 胃结

肠瘘 1例､ 气腹 2例､ 造瘘管瘘 1 例,均经对症保守治疗后好转。随访至 2017 年 3 月,4 例患儿恢复

经口喂养,拔除胃造瘘管,平均带管时间 14 月(6 月-31 月),1 例拔管后存在造瘘管瘘,行外科手术修

补。1 例放弃治疗死亡,1 例失访。7 例患儿仍保留造瘘管,能顺利行肠内营养,脱离鼻饲喂养和静脉营

养,营养状态明显改善,肺炎发生率明显下降。 
结论 结论:经皮内镜胃造瘘术在严重喂养障碍的中重度营养不良患儿中存在一定并发症,但是相比外

科手术具有创伤小､ 恢复快､ 造口美观的优点,能显著改善患儿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PO-1994 

儿童急性胰腺炎 109 例临床特征和诊治分析 
 

余金丹,楼金玕,罗优优,彭克荣,赵泓,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分析儿童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征,总结急性胰腺炎的不同治疗方法,提高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的

诊治水平。 
方法 采用回顾性临床研究方法,分析 2012 年 1-2017 年 3 月消化内科住院的 109 例儿童急性胰腺炎

的病因､ 临床表现､ 诊断指标､ 并发症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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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9 例急性胰腺炎中,男性 48 例(44.0%),女性 61 例(56%),平均年龄 8.4±3.1 岁,起病时间 短

8 小时。临床分型中轻症急性胰腺炎 94 例(86.2%)重症急性胰腺炎 15 例(13.8%)。病因中患胰胆管

系统疾病者 41 例(37.6%),不明原因者 35 例(32.1%),感染者 13 例(11.9%),肥胖者 12 例(11%),外伤

者 3 例(2.8%),过敏性紫癜 2 例,川崎病､ 肿瘤､ 肾病各一例。16 例(14.7%)为复发性胰腺炎,其中 10
例复发 2 次,6 例复发 3 次。以腹痛(104 例,95.4%)､ 呕吐(80 例,73.4%)和发热(30例､ 27.5%)为主

要临床症状。血清淀粉酶升高者占 103 例(94.5%),其中高于正常上限 3 倍以上检出 72 例(66.1%),
检测血清脂肪酶 46 例,其中升高者 32 例(69.6%)。B超､ CT 和 MRCP 诊断阳性率分别为

59.8%(41/102),74.7%(65/87)和 86%(80/93)。并发症中,发生胰腺假性囊肿 10 例(9.2%),胰腺脓肿 1
例,胸腔积液 26 例(24.5%),腹腔积液 39 例(35.8%),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15 例,肠梗阻 1
例,低血压休克 1 例,胰腺脑病 1 例。治疗:平均住院日为 15.6±10.2 日。102 例早期使用抗生素

(93.6%),使用质子泵抑制剂 109 例(100%),使用生长抑素 87 例(79.8%)。84 例(77.1%)进行肠内营

养,使用鼻空肠管 49 例,鼻胃管 43 例,32 例还实施了早期肠内营养,其中鼻空肠 15 例(15/49,30.6%),
鼻胃管 17 例(17/43,39.5%),20 例(18.3%)同时进行了肠外营养支持。 
结论 胰胆管系统疾病是儿童急性胰腺炎 常见原因,胰胆道疾病可能是胰腺炎复发的主要原因。腹

痛和呕吐是儿童急性胰腺炎 主要的临床表现,血清淀粉酶和 CT/MRCP 对于早期诊断及临床分型

急性胰腺炎至关重要。早期肠内营养及鼻胃管喂养在儿童急性胰腺炎的应用是安全有效的。 
 
 
PO-1995 

The cause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utcome of 88 cases of 1 
to 3 months old baby with pathological jaundice 

 
Yang Jing, XIE Xiaoli 

Chengdu Women and Children's Central Hospital 610000 
 
 

Objective Analysis common causes and the treatment outcomes of 1 to 3 months old baby with 
pathological jaundice. 
Methods  Collection for nearly 2 years of 1-3 months admitted in our department pathological 
jaundice infant disease information, a total of 88 cases, after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telephone follow-up analysis of children with pathological jaundice eventually causes and 
related treatment after the patients disease outcome. 
Results 43 cases of 88 cases of children with pathological jaundice are male, female 45 cases. 1. 
31 cases of only CMV infection, treatment with ganciclovir, after review with blood CMV - DNA 
are negative, jaundice were completely subsided, liver function is normal. 28 cases of 31 CMV 
infective children with mother milk CMV - DNA positive, 16 cases of breastfeeding, 12 cases were 
stopped breastfeeding formula-fed instead, two ways of feeding children’s jaundice subsided after 
treatment, no jaundice happens again and aminotransferase abnormality. 2. Congenital biliary 
dysplasia 33 cases, common bile duct cyst 1 case, 32 cases of congenital biliary atresia,① 11 
cases undergone the Kasaiprocedure , the average age of surgery is 67 days, 6 cases recovered 
after the Kasai surgery, 4 patients undergone liver transplantation, the average age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7.5 months, 3 were cured after transplantation, 1 died after transplantation, 1 
case CMV infection after transplantation.②1 case recover by undergone liver transplant without 

Kasai surgery before , transplant age is 5 months。③4 of 20 cases without Kasai surgery and 

liver transplantation died on average age 8.5 months.④ 9 cases of 32 cases of congenital biliary 
atresia with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3. 4 cases are Gilbert’s syndrome,jaundice 
subsided by Taking luminal. 4. 2 cases are NICCD,jaundice were completely subsided fed 
with lactose-free diet; 5. 17 cases other cholestasis liver disease, 15 of 17 recovered byreducing 
liver enzyme treatment, 1 of 17 died in 4 months. 5 of 17 are premature, 2 of 17 are smal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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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ational age infant, Neona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3 cases, neonatal asphyxia in 3 patients. 
6.Autoimmune liver disease in 1 case. 
Conclusions  1 to 3 months baby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pathological jaundice for HCMV 
infection and congenital biliary dysplasia. Dont need to stop breastfeeding children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Kasai surgery is the treatment of congenital biliary atresia or alleviate 
symptoms of the disease and to strive for the time the preferred method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Congenital biliary atresia can merge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Genetic metabolic diseases 
caused by jaundice should not be ignored; Children with cholestasis has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premature birth, low birth weight, neonatal asphyxia, neonatal period accept parenteral nutrition. 
 
 
PO-1996 

应用全外显子组测序寻找二个表型 
不一致的胆道闭锁双胎患儿致病基因 

 
付捷,梁鉴坤,刘斌,梁奇峰,刘涛,温哲,唐亚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胆道闭锁是一种肝内外胆道闭锁引起的胆汁淤积性疾病,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健康。基因突变可

能是疾病发生的原因。我们拟通过外显子组测序检测二个表型不一致的胆道闭锁双胎家系的基因组,
寻找可能的致病基因,为探索胆道闭锁的病因提供资料。 
方法 收集患儿,双胎同胞,及父母的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使用 Agilent SureSelect Human All 
Exon 50(V5)芯片和 Illumina Hiseq 测序仪对人外显子区域 DNA 进行捕获和测序。使用比对软件

BWA 与人参考基因组(GRCh37/HG19)比对,使用 Picard 工具去除重复 reads,使用 优变异检测分

析流程做分析做局部重比对和碱基质量值重校正,得到高可信､ 高质量的 SNP 和 InDel,使用 SnpEff 
软件对变异结果进行注释与预测。挑选候选变异位点进行 Sanger 测序验证。 
结果 对测序数据变异集的一致率分析结果显示二对双胎分别为异卵双胎和同卵双胎。 
对异卵双胎家系分别采用三种突变模式分析,其中常染色体隐性模式分析得到 1 个位于基因编码区

的突变,采用新生突变模式分析得到 3 个位于基因编码区的突变,采用复合杂合模式共获得 29 个位于

基因编码区的 SNV(单个核苷酸变异)和 indel(插入缺失)。 
经 Pubmed 检索排除隐性模式分析得到的突变基因和用新生突变模式分析得到 1 个突变基因(含 2
个突变)。用 Sanger 测序验证了其他突变,结果提示用新生突变模式分析得到另 1 个基因突变为假

阳性;在复合杂合模式分析获得的基因突变中,9 个得到验证,其中 4 个突变所在基因分别编码细胞骨

架蛋白和酪氨酸磷酸激酶,与肝脏疾病或组织纤维化相关,他们与疾病的关联性将用体内外实验进一

步验证。 
以新生突变模式分析同卵双胎家系的测序数据,结果显示,与父母相比双胎儿童共携带 19 个新生突变,
其中 3 个位于基因编码区,1 个位于 5’-UTR 区;患儿与未患病双胎兄弟共同携带 6 个核苷酸变异,另
有 13 个核苷酸变异彼此不同。对患儿单独携带的 7 个核苷酸变异进行 Sanger 测序验证,结果显示

这 7 个位点上的核苷酸在家系成员间均无差异。 
结论 对表型不一致的同卵双胞胎患儿基因变异的检测可扩大范围,如在全基因组范围内检测单个核

苷酸,小片段插入缺失,拷贝数变异,染色体结构变异,或对病变组织进行体细胞突变的检测。对患儿携

带的候选变异基因功能需要进行进一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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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97 

拉氏酵母菌对极低出生体重儿喂养不耐受及 NEC 的影响研究 
 

汪霞,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探究在常规口服或鼻饲布拉氏酵母菌,在极低出生体重儿或胎龄《32 周早产儿中是否可改善患

儿喂养不耐受及减少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发生率。 
方法 方法:回顾性收集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431 例极低出生

体重儿和/或胎龄≤32 周早产儿(除外有先天性畸形特别是肠道畸形的患儿)。按照有无应用布拉氏

酵母菌口服者分为观察组(n=237)及对照组(n=194),所有早产儿均给予母乳或早产儿配方奶喂养､

辅以静脉营养,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在为患儿进行早产儿喂养时给予布拉氏酵母菌口服或经胃管补充,
比较两组早产儿出现呕吐､ 腹胀､ 胃潴留以及腹泻等喂养不耐受的情况,达到全肠内营养平均时间

(奶量达 120ml/kg.d)和两组早产儿分别喂养多长时间体重恢复到出生水平,以及 4 周后早产儿体重增

长速度,并比较两组 NEC的发生率､ 晚发性败血症及病死率等。采用 SPSS22.0 (for Windows) 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结果:2 组患儿胎龄､ 体重､ 窒息情况､ 开奶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产前母亲妊

高症､ 使用抗生素及地塞米松等情况均无明显差异(P>0.05)。所有患儿中,无一例发生布拉氏酵母菌

血症。观察组早产儿的体重增长速率明显快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治疗后早产儿不耐受的症状明显优

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NEC､ 晚发性败血症的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0.05)。 
结论 结论:对于早产儿在母乳或人工喂养以及静脉营养的同时,适量的给予布拉氏酵母菌,可以有效降

低早产儿喂养过程中出现的不耐受症状,促进其体重的增长,降低极低出声儿 NEC 的发生率。 
 
 
PO-1998 

瞬时弹性成像技术儿童肝硬度正常值测定 
 

曾凡森,杨峰霞,谭丽梅,叶家卫,徐翼,房春晓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利用瞬时弹性成像技术(TE)确定儿童肝脏硬度 TE 参考值。 
方法 运用瞬时弹性成像设备(FibroTouch)检测 1-18 岁健康儿童的肝脏硬度(LSM)及肝脂肪沉积

(CAP)。超重或肥胖或已知有肝脏疾病的,肝功能异常的或肝脏超声异常的儿童不能入选本次研究。

本研究分为幼儿组(1-3 岁),学龄前组(4-6 岁)及学龄组(7-11 岁)及青少年(12-18 岁)。 
结果 在所有测试的 242 名儿童中,有 236 名儿童(97.5%;162 位男性,平均年龄 9.6 岁,年龄范围 1.1
岁至 17.2 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成功测试。LSM 中位数随年龄增加:1 至 3 岁的为 3.1kPa(1.9 至

4.2kPa,5%至 95%区间);4-6 岁为 3.5kPa(2.2 至 5.4kPa);7-11 岁为 3.9kPa(2.5 至 6.2kPa);12-18 岁

为 4.2kPa(3.4 至 7.4kPa)(P<0.05)。1-18 岁儿童的 CAP 中位数无年龄依赖性,为 188(122 至

240)。 
结论 TE 对大于 1 岁的儿童是适用的。对于 1-18 岁的没有肝脏疾病的儿童来说,LSM 与年龄呈正比,
而 CAP 无年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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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99 

Entecavir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Zhang Fen,Xu Yi,Fang ChunXiao,Yang FengXiao,Zeng FanSen 
Clinic of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 medical centre 51012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reatment response of entecavir(ETV)in 
children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ho acquired infection perinatally. 
Methods A total of six treatment(median aged 4.33years,three girls and three boys), with HBV 
DNA>500cps/ml､ HBeAgseropositive >6 months､ ALT>50 U/L, were enrolled for ETV therapy. 
Another 20 untreated CHB children patients matched for age, sex,ALT levels, and HBV DNA､
HBeAg status were recruited as the control group.We test the ALT､ HBeAg/anti-hBe and HBV 
DNA every 2 weeks for at least 52 weeks. 
Results ETV-treated patients achieved rapid ALT normalization and HBeAg seroconversion, they 
had a greater chance of achieving undetectable HBV DNA levels 
Conclusions ETV effective alternative antiviral agent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CHB. 
 
 
PO-2000 

22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患者护理 
 

徐晓凤,余卓文,苗士建,林丽俪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告 22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行内镜治疗-经口内镜下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的护理。 
方法 术前对患儿及家属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宣教及家庭为中心的心理护理;术后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加
强营养支持､ 病情观察及有无并发症的发生,使患儿顺利渡过围手术期。 
结果 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22 例患儿均满意出院。 
结论 儿童贲门失弛缓症行 POEM 术的围术期护理非常重要。 
 
 
PO-2001 

2014-2015 年某市轮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张顺先,耿岚岚 
广州市妇幼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分析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6 月某市城区全年龄组腹泻人群 A 组轮状病毒的感染状况及病原

学特征,为 A 组轮状病毒感染的监测､ 防控及暴发病例的调查及疫苗研发提供基础数据和方法学参

考。 
方法 采集某市 4 个监测哨点医院全年龄组腹泻人群的粪便样本 1 121 份。提取样本 RNA,逆转录聚

合酶链反应(RT-PCR)鉴定 A 组轮状病毒阳性,对于阳性样本,进一步进行半巢式多重 RT-PCR 法进

行 G/P 基因分型。 
结果 1 121 份腹泻样本共检出 A 组轮状病毒 244 份,总阳性率 21.8%。G9(66.4%,n=156)是 主要

的基因型,其次是 G3(18.7%,n=44)､ G1(8.9%,n=21)和 G8(1.7%,n=4),P[8](92.8%,n=218)是 主要

的基因型,其次是 P[4](4.7%,n=11)。在 G/P 基因型方面,G9P[8](57.0%,n=134)是 主要基因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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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 G3P[8](18.3%,n=43)和 G1P[8](8.9%,n=21)。轮状病毒流行有明显的季节分布特征

(c2=46.3,P<0.05),流行高峰为冬季(31.2%);G9P[8](c2=27.3,P<0.05)､ G3P[8](c2=10.2,P<0.05)和
G1P[8](c2=8.2,P<0.05)的流行也都有明显的季节趋势,也都集中在冬季。 
结论 某市腹泻人群中存在较高的 A 组轮状病毒感染率,病原体可分为多种基因型别,G9P[8]为优势型

别。 
 
 
PO-2002 

儿童环咽肌失弛缓症病例报道 3 例 
 

梁德锋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环咽肌失弛缓症(cricopharyngeal achalasia,CPA)是一种引起新生儿及儿童吞咽困难的罕见原

因,对于该病的诊断和治疗,尚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分析。 
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 3 例儿童环咽肌失弛缓症的诊断和治疗过程 
结果 在 3 例环咽肌失弛缓症患儿中,只有其中 1 例给予球囊扩张术等治疗后,吞咽困难得到一定程度

的缓解。 
结论 对于儿童环咽肌失弛缓症的诊治仍需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PO-2003 

70 例儿童结肠息肉的分析 
 

谢静 
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通过对 70 例儿童结肠息肉患者的病情分析,了解儿童结肠息肉的好发位置,与年龄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5-1 至 2017-5-1 在我院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息肉并进行切除的患者的资料,进行

统计､ 分析。 
结果 患儿资料完整者共 71 例。其中发现结肠单个息肉者 64 人(90%),年龄为结肠多发息肉者 7 人

(10%),两组年龄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t=0.8,P>0.05),其中结肠单个息肉者发现在横结肠 1 人(1.5%),
发现在降结肠 13 人(20%),发现在升结肠 1 人(1.5%),发现在乙状结肠 24 人(37%),发现在直肠者 25
人(39%),降结肠息肉和乙状结肠息肉患者两组年龄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t=0.3,P>0.05),降结肠息肉

和直肠息肉患者两组年龄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t=0.7,P>0.05),乙状结肠息肉和直肠息肉患者两组年

龄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t=0.4,P>0.05)。按照年龄组计算,婴儿组(<1 岁)1 人(1%),幼儿组(1-3 岁)20
人(29%),学龄前组(3-6 岁)38 人(54%岁),学龄期(6-10 岁)12 人(17%)。 
结论 儿童的结肠息肉多为单一息肉,多发生于乙状结肠和直肠,好发于 1-6 岁,但结肠息肉的位置与年

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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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04 

混合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王洪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0213066 

 
 

目的 探讨儿童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病因､ 临床表现､ 诊断要点和预后,提高对儿童嗜酸细胞性胃肠

炎的认识及诊治。 
方法 分析 1例以腹痛､ 腹胀为主要表现的混合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患儿的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

室､ 骨髓涂片､ 骨髓活检及胃肠镜､ 腹腔镜､ 肠管病理活检等相关检查结果,并治疗､ 随访 3 年后

的各项检查指标,同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患儿多表现为腹痛､ 腹胀､ 恶心､ 呕吐､ 腹泻等非特异性胃肠道症状。外

周血和骨髓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明显增高,浆膜型腹水中可见嗜酸性粒细胞。其内镜检查无特异性,
多点活检可证实有大量嗜酸细胞浸润(>20 个/HP)。激素治疗可迅速缓解症状,停药快可使病情反

复。  
结论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临床和内镜表现无特异性。外周血及骨髓中嗜酸细胞增多,胃肠黏膜组织中

嗜酸细胞增多是诊断的关键。对病情反复者必要时行腹腔镜检查排除有无肠管浆膜层及肌层的浸润,
激素治疗有效,部分患儿可能需要小剂量激素长期维持治疗。 
 
 
PO-2005 

黑斑息肉综合征患儿临床资料分析 
 

王洪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0213066 

 
 

目的 探讨黑斑息肉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 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 10 年诊治的 38 例黑斑息肉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主要观察指标包括入院

主诉､ 胃肠镜息肉切除成功率和切除数量､ 并发症及预后 
结果 10 年间我院诊断黑斑息肉综合征患儿共 38 例,前后共住院治疗 61 次。其中男 21 例(55.2%),
女 17 例(44.8),有家族史者 23 例(60%),平均年龄 5.8 岁,年龄范围 7 月—14 岁,入院主诉主要为唇周

黑斑,血便及有家族史要求检查,行胃肠镜检查后明确诊断者共 30 例,其中 2 例胃肠镜下高频电凝电

切术后 3 天内出现消化道大出血,因肠套叠入外科治疗的 6 例,因肠梗阻外科手术确诊 2 例。所有患

儿均未出现肠穿孔表现,息肉病理活检均提示符合黑斑息肉综合征。随访 1-9 年,未发现 1 例癌变。 
结论 内镜检查及病理检查是确诊黑斑息肉综合征的重要手段,内镜下息肉切除术是治疗早期黑斑息

肉综合征的首选,需定期随访以达到预防肠套叠､ 肠梗阻等急性并发症。 
 
 
PO-2006 

粪菌移植治疗儿童难治性功能性便秘四例 
 

邹标,舒赛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观察粪菌移植治疗儿童难治性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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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4 例临床确诊为难治性功能性便秘患儿,给予粪菌移植治疗,观察和记录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情

况;收集供者和粪菌移植治疗前后受者粪便标本,利用 Illumina MiSeq 测序平台,进行 16S rRNA 测序,
并对测序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4 例患儿接受粪菌移植治疗后排便状况明显改善:大便次数增加､ 粪便变软､ 腹部胀痛明显缓

解。粪菌移植后,患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出现下降,儿童患者与供体的肠道菌群差异先增大后逐渐缩

小,菌群分析显示患儿肠道有害菌受抑､ 有益菌增加 
结论  粪菌移植可有效改善儿童难治性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症状,具有疗程短､ 使用方便､ 无明显不良

反应等优点。 
 
 
PO-2007 

Mutation analyses and prenatal diagnosis in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ith interleukin 10 

signaling deficiency 
 

Huang Zhiheng,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he genetic factor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for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VEO-IBD) susceptibility and genetic mutations including interleukin 10(IL10) and its 
receptors have been identi?ed in VEO-IBD patients.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prenatal genetic diagnosis in Chinese families with VEO-IBD. 
Methods Four pedigree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with the probands diagnosed VEO-IBD and 
the clinical data of VEO-IBD patients were also collected. The blood samples of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or whole exome sequencing. Chorionic villus samples of family 1 and family 2 were 
collected for prenatal genetic diagnoses via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For all the patients, the initial symptoms were infant-onset and all of them had symptoms 
of diarrhea, mucosanguineous stool and perianal diseases. The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of IL10RA gene were identified in four VEO-IBD patients: family 1 (c.299T>G, 
c.301C>T), family 2 (c.301C>T, c.470A>G), family 3(c.301C>T, c.537G>A), family 4(c.269T>C, 
c.537G>A). We found five novel mutations including one de novo mutation (c.269T>C) in IL10RA 
gene. The pregnancy in family 1 continues after the fetus was confirmed to be a healthy 
heterozygous carrier of IL10RA. However, the pregnancy in family 2 was terminated after the 
fetus was confirmed to be a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of IL10RA. 
Conclusions IL10RA gene mutations are involved in young VEO-IBD patients. Genetic 
counseling and prenatal diagnosis through genetic sequencing can help the families make a 
better decision of child-bearing. 
 
 
PO-2008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successful endoscopic 
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Lu Junping,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Our purpose wa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safety of endoscopic variceal band ligation 
(EVL) and Histoacryl injection and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for the successful endoscopic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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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36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varices and/or gastric varices who received EVL and/or 
Histoacryl injection were enrolled at our endoscopy center from October 2009 to December 2016. 
Demographic data,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doscopic data were registered and analyzed as 
a Single-center prospective study. 
Results The mean age was 8.77 ± 4.50 years ( 9 mon-17.3 years ). EVL and/or Histoacryl 
injection wa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n all 36 patients. 53 times of EVL and 46 times of Histoacryl 
injection were manipulated for treatment of variceal bleeding. Immediate control of bleeding was 
achieved in all cases. Varices relapse with rebleeding was observed in 13 of 36 (36.11%) patients. 
Patients with variceal rebleeding were retreated. No hemorrhage happened in any case. Infection 
and fatal complication were not been observed in the patients. No symptoms or signs of distant 
embolization were identified. Preparation before operation, psychological support, nursing care 
before and after procedur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procedure was essential. 
Conclusions In children, the use of EVL and Histoacryl injection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Perfect coordination and coordination is essential for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PO-2009 

Phenotype and management of infantile-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Experience from a Tertiary 

Care Center in China 
 

Ye Ziqing,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Infantile-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comprises a rare and clinically severe 
disorders. We examined the phenotypes and genetic causes of infantile IBD patients from a 
tertiary medical center. 
Methods We enrolled 38 infantile-onset IBD patients, and applied standardized treatment with 
medical, surgical and supportive care. Targeted sequencing and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re 
performed. Clinical data was retrieved from medical records. 
Results Median age of onset of disease was 12.5 (inter-quartile range, IQR: 7.0, 30.0) days. All 
patients had diarrhea, while eighteen (47.4%) patients reported hematochezia. Thirteen (34.2%) 
patients had oral ulcers, fifteen (39.5%) patients had perianal abscess, nine (52.9%) female 
patients had recto-vaginal fistula. Six (18.8%) patients had intestinal strictures, and four (12.1%) 
patients had perforation. Twelve (31.6%) patients underwent surgical procedures. Median age of 
surgery was 272.5 days, and cumulative probability for surgery during first year was 37.4%. One-
year mortality of patients was 25.9%. Sequencing showed twenty-four (63.2%) patients had 
causative IL10RA mutations, 1 patient had EPCAM mutation, 1 patient had TNFAIP3 mutation, 
and 1 patient had LRBA mutation, while causative mutations cannot be identified in the other 
eleven (28.9%) patients. Umbilical cord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as been applied to eight 
cases with IL10RA mutations, of whom five (71.4%) patients have achieved clinical remission. 
Conclusions Infantile-onset IBD patients had severe phenotype and early onset. Medical, 
surgical interventions with supportive care are essential.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ensures 
appropriate treatment.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an be performed in selected 
patients with IL10RA mu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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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10 

Children with cyclic vomiting syndrome: clinical features, 
disease burden and association with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Ye Ziqing,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Cyclic vomiting is characterized by repeated, stereotypical vomiting episodes. We 
examined the phenotype of cyclic vomiting pediatric patients, disease burden and evaluated 
associated mitochondrial mutations.  
Methods We enrolled 13 children with cyclic vomiting syndrome. Information regarding medical 
history, laboratory, neurologic and gastrointestinal imaging, and EEG studies were collected. 
Mitochondrial gen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Results Mean age of onset among patients was 5.7 3.8 years, and mean age at diagnosis was 
8.8 3.7 years. CVS episodes in onset and features were stereotypic among all patients. Two 
patients suffered from neurologic symptoms. Fifty percent of the patients reported weight loss. 
Neuroimaging showed previously unknown intracranial abnormalities in 2 of 13 patients. Sinusitis 
was found in patients (n=3). Gastrointestinal infection was found in two patients. No abnormality 
was found in gastrointestinal series and endoscopy, which may cause cyclic vomiting. For 
unexpected other abnormalities, EEG showed ventricular pre-excitation (n=1), and isolated 
proteinuria (n=1). Mean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was 7.1 2.5 days. Mean hospitalization cost 
was 11,024 RMB. All patients had multiple outpatient visits and prior hospitalization, half of 
patients had sought treatment in two other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t were treated in one 
other institution. Mitochondrial genome sequencing showed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Leber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 (n=4) and complex mitochondrial diseases (n=1). 
Conclusions Cyclic vomiting syndrome is a disabling disorder, and may cause disease burdens 
to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Mitochondrial muta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some patients.  
 
 
PO-2011 

Phenotypic Characterization in children with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s  

 
Ye Ziqing,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is a rare disorder. We examined the phenotypes and 
genetic causes of children with hypoalbuminemia,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and lymphedema.  
Methods We enrolled 25 children with endoscopically confirmed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Patients were characterized on clinical, immunologic and systemic involvements. 
Results Median age of onset among patients was 216.0 [109.0, 1282.5] days. Twenty-four 
patient had primary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and one patient had secondary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due to post-hepatic cirrhosis. Pitting edema was reported in 17 out of 25 
patients. Five out of 14 male patients had scrotum edema. Abdominal pain and diarrhea were 
reported in 4 (16.0%) patients and 19 (76.0%) patients, respectively. Fever and multiple infection 
were common. All patients suffered from hypoalbuminemia (average: 19.9 4.2 g/L). Average 
immunoglobulin G was 2.6 2.4 g/L. Median CD4 lymphocyte count was 305.5 [193.9, 1103.8] 
cells and CD3 lymphocyte count was 858.0 [629.9, 2044.7]. Four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hydrothorax, 11 patients had ascites, and 1 patient had hydropericardium. Congenital heart 
anomalies were found in 6 patients. Lymphangioma was found in two patients. Patients par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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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d to albumin transfusion, immunoglobulin, and diet with high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s. 
Five patients required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Conclusions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can be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system involvements 
and requires supportive treatment and diet with high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s. 
 
 
PO-2012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Children in 
Shanghai, China. 

 
Wang Yuhuan,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he eradication therapy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is still a challenge for 
gastroenterologists around the world, a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failure in H. pylori eradication 
is antibiotic resistance, which is increasing in the undeveloped worl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H. pylori in children in Shanghai. 
Methods We enrolled 905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nodular gastritis diagnosed by upper endoscopy 
at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3- December 2015, who 
underwent gastric mucosal biopsies for rapid urease test, histology and culture. The result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523 biopsy culture show that H. pylori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five 
antibiotics using E test. 
Results Nine hundred and five children had nodular gastritis. H. pylori infection rate in first 
degree relative families of H. pylori-positive patients was 89.61% (810/905). Rapid urease test-
positive rate was 97.57% (883/905). 523 (57.79%) children had H. pylori culture positive isolates 
identified. Drug sensitivity testing showed that the resistance rates to metronidazole and 
clarithromycin respectively (47.42%, 33.84%) was high in Shanghai children. Double resistance 
rates to metronidazole and clarithromycin was 24.09%. Antibiotic resistance was low to 
amoxicillin, moxifloxacin and levofloxacin (4.97%, 8.99%, 6.69%) respectively in our series of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ntibiotic resistance to five antibiotics over the 3-
year period (2013-2015),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tibiotic resista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ender, and in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Conclusions Our clinical data shows that H. pylori infection has a clear familial aggregation in 
metropolitan Shanghai. The prevalence of H. pylori resistance to clarithromycin and 
metronidazole in children is high in Shanghai. The choice of antibiotic therapy should be 
individualized based on susceptibility testing for children, particularly if they have undergone 
unsuccessful eradication, or are re-infected. 
 
 
PO-2013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in Children with Achalasia: a 
Relatively Long-term Single-center Study 

 
Miao Shijian,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Achalasia is a disease caused by neuromuscular dysfunction in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with a relatively low incidence among children.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 is 
a new endoscopic proced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achalasia, however it is rarely applied in 
children.We aim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OEM as a treatment for 
pediatric achal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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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total of 21 pediatric patients (aged from 11 months to 18 years) diagnosed with 
achalasia and treated with POEM from October of 2014 to October of 2016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Indices such a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nutritional status, Eckardt scores, 
high-resolution esophageal manometric measurements, gastroduodenoscopic findings, and 
upper gastroenterographic findings after treatment were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POEM. 
Results All of the 21 children successfully received POEM.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duration ranged from 3 to 24 months. Among these children, symptoms such as vomiting and 
dysphagia were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or resolved. The Eckardt scores had an average drop of 7 
point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to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ostoperative gastroduodenoscopy 
and upper gastroenterography showed that the opening of the cardiac orifice was significantly 
enlarged and obstruction at the lower esophagus was significantly relieved. 
Conclusions POEM is a mini-invasive technique and a promising new treatment for pediatric 
patients, making it worthy of further clin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O-2014 

A gain-of-function SYK mutation in a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 

 
Wang Lin,Huang 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Severe form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that develop in very young children are 
often caused by single gene defect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determine the causative mutation in 
novel gene and pathways by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 and define precision medicine 
approaches based on the underlying genetic defect. 
Methods We performed whole-exome sequence (WES) analysis in the parent-child trio samples 
and confirmed by Sanger sequence. We used luciferase assa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precipitation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t effects on NF-κB and MAPK signaling pathway 
between wild type and mutant group. We also used the inhibitor R406 to investigate its role on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and MAPK signaling pathways. 
Results We identified an infantile IBD case who presented in the first two weeks of life with 
severe colitis and fistulizing disease with a novel de novo autosomal dominant S550Y mutation in 
the Spleen Tyrosine Kinase (SYK). Functional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utation resulted in 
hyper-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SYK both in vitro and in PBMCs isolated from the patient. The 
S550Y SYK mutation resulted in enhanced auto-phosphorylation of Y525/526 and subsequent 
activation of both NF-κB and MAPK signaling through stabilizing the binding of SYK to TAB2 and 
TRAF3/6. These effects could be partially reversed using the SYK inhibitor R406. 
Conclusions The novel de novo SYK mutation is the first SYK mutation identified to cause 
human disease and functional studies suggest targeting SYK may be beneficial for treating 
patients with arthritis and co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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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15 

小儿误吞多枚“磁力珠”内镜下治疗 2 例分析 
 

唐子斐,黄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分析我院 2 例误吞多枚“磁力珠”经内镜下治疗的病例,探讨儿童上消化道异物内镜下的治

疗,为临床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 例误吞多枚“磁力珠”经内镜下治疗患儿的病史,分享治疗经验。 
结果 患儿,男,3 岁 6 月,因误吞 5 枚“磁力珠” 5 天转来我院,无腹痛,腹部平片提示胃泡内多个不透光

异物影排列成条,未见气腹､ 气胸征象。紧急胃十二指肠镜检查,发现胃后壁小弯侧近胃窦处 2 枚相

连直径 5mm 大小磁力珠,继续进镜十二指肠水平部前壁 3 枚相连磁力珠。磁力珠嵌入粘膜,周围粘

膜充血水肿。伸入网兜,分别取出 5 枚磁力珠。检查相应粘膜凹陷,见少量新鲜出血,考虑消化道穿孔

可能。术后患儿主述腹痛,查体腹部压痛,腹肌紧张,随访平片提示气腹,急诊行腹腔镜下十二指肠穿孔

修补术､ 胃修补术,并放置引流管。术后患儿恢复良好。另一例患儿 3 岁 2 月,误吞 4 枚“磁力珠”5 天,
伴腹痛转来我院。腹部平片提示左上腹串珠样致密影,考虑位于贲门处。急诊胃镜贲门处可见 2 枚

“磁力珠”,胃底高位倒转可见 2 枚“磁力珠”,分别用网兜取出,相应粘膜凹陷溃疡形成。复查平片未见气

腹､ 气胸征象。收入病房给予抑酸和抗感染治疗 5 天,复查胃镜粘膜愈合。 
结论 (1)儿童误吞多枚“磁力珠”滞留于上消化道早期症状可不典型,须引起临床医生重视,一旦发现可

通过胃十二指肠镜急诊取出,避免穿孔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2)辅助检查中平片可以了解异物部位

､ 数量,发现潜在的梗阻和穿孔。但是也可能给出错误提示。CT 可进一步明确位置,并判断是否伴发

腹膜炎､ 脓肿､ 瘘。(3)对于上消化道穿孔的患儿气腹和腹膜炎可能出现在内镜取出异物后,建议腹

腔镜和内镜双镜联合治疗,降低并发症的危害。(4)建议引起社会和家长的高度重视。 
 
 
PO-2016 

儿童胃镜适应证调查研究 
 

王胜楠,黄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进行胃镜适应证的调查,分析消化道症状或相关病史与胃镜发现显著病变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消化科专科门诊医生在开胃镜检查的同时填写胃镜适应证调查表,收集表格后统计分析胃镜适

应证,同时分析消化道症状或相关病史与胃镜发现显著病变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由 2016 年 6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0 月 7 日,共纳入分析 1303 例(男 769,女 534)。年龄

范围为 0.1-17.6 岁(平均年龄 8.0±0.1 岁)。1303 例患儿中,有腹痛者 1013 例,有纳差者 408 例,有口

气者 325 例,有恶心者 222 例,有呕吐者 218 例,有打嗝者 79 例,有腹胀者 48 例,有腹泻者 31 例,有嗳

气者 30 例,有反酸者 23 例,有呕血者 14 例,有便血者 13 例,有贫血者 6 例,有胸骨后疼痛者 8 例,有吞

咽困难者 4 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者(复诊)5 例,误服化学性物质 3 例,可疑消化道异物 28 例,有幽门

螺杆旋杆菌感染家族史 175 例,已有幽门螺杆旋杆菌感染证据 234 例,部分患儿有两种或多种组合。

49.3%的患儿通过胃镜发现了显著病变,男性患儿中的胃镜显著病变发现率(50.4%)与女性患儿中的

(47.7%)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344)。胃镜发现显著病变组与未发现显著病变组相比,有幽门螺旋

杆菌家族史的､ 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证据的､ 有呕吐的在前组中的比例更高(P<0.05),有腹痛的及有

反酸的在前组中的比例更低(P<0.01)。在进行多因素分析时,在胃镜发现显著病变率方面,已有幽门

螺杆旋杆菌感染证据的患儿中较无幽门螺杆旋杆菌感染证据的患儿高(OR=5.14,95%CI:3.60~7.33);
有呕吐的患儿中较无呕吐的患儿高(OR=1.49,95%CI:1.08~2.04);有反酸的患儿中较无反酸的患儿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537 
 

(OR=0.25,95%CI:0.09~0.71)。本研究将腹痛患儿进一步分类进行多因素分析时,在胃镜发现显著病

变率方面,每日均有腹痛的患儿较其他腹痛频率的患儿高(OR=1.60,95%CI:1.00~2.55)。 
结论 患儿已有幽门螺杆旋杆菌感染证据或呕吐时,相比有其他症状或病史时,完善胃镜检查发现显著

病变概率更高,胃镜价值更大;对于腹痛患儿需进一步详细询问腹痛情况,当提供出每日均有腹痛的病

史时,完善胃镜检查发现显著病变概率更高,胃镜价值更大。 
 
 
PO-2017 

HLA-I 类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克罗恩病相关性的研究 
 

夏海娇,黄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研究 HLA-I 类基因多态性与我国汉族儿童克罗恩病遗传易感及临床特点的关系。 
方法 应用 PCR-SSO 技术对我院 100 例汉族克罗恩病儿童的 HLA-I 类基因分型,并以来自 NCBI 
MHC 数据库中 279 例中国汉族健康人群的 HLA-I 类基因数据库为对照组进行基因比较。采用卡方

检验或 Fisher’s 精确概率法进行两组间等位基因频率的比较,易感基因与疾病关联强度的分析是计

算比值比(OR)及 95%可信区间。 
结果 1. HLA-I 类基因多态性与克罗恩病相关性的分析。克罗恩病患儿 HLA-A*02:01､ 11:02､ HLA-
B*15:11､ 37:01 及 HLA-C*06:02 等位基因的频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OR 值分别为 3.32､ 6.80､
24.17､ 32.19､ 3.86,PC值分别为 4.7E-04 
､ 1.3E-02､ 2.4E-03､ 0.018､ 1.2E-03。HLA-A*02:03 等位基因频率较对照组下降,OR 值为

0.21,PC值为 7.1E-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 HLA-I 类易感基因与疾病临床特点相关性的分析。

HLA-I 类易感基因与克罗恩病患儿的性别､ 年龄无明显相关,P 值均>0.05。与对照组相比,回结肠型

克罗恩病患儿 HLA-B*37:01 等位基因频率显著升高,OR=71.15,PC值为 0.018;合并上消化道病变型

克罗恩病患儿 HLA-A*02:01､ HLA-B*15:11､ HLA-C*06:02 等位基因频率显著升高,OR 分别为

4.48､ 49.64､ 5.63,PC值分别为 0.013､ 9.9E-04､ 0.0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HLA-A*02:01､ 11:02､ HLA-B*15:11､ 37:01 及 HLA-C*06:02 等位基因可能是我国汉族儿童

克罗恩病的易感基因,而 HLA-A*02:03 等位基因可能是克罗恩病的保护因素。其中,HLA-A*02:01､
HLA-B*15:11､ B*37:01 及 HLA-C*06:02 还与克罗恩病的病变范围相关。 
 
 
PO-2018 

原发性胃肠道恶性淋巴瘤 4 例分析 
 

黄开宇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原发性胃肠道恶性淋巴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分析 4 例原发性胃肠道恶性淋巴瘤的临床资料,胃镜表现。 
结果 4 例患儿,3 男 1 女,年龄 4~13 岁,病程 3 天~20 天,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3 例以腹痛为首发症状,
伴腹部包块,1 例以暗红色血便为首发症状。该病病情进展快,预后差。3 例表现腹痛腹部包块的患儿,
胃镜均表现胃窦胃体及十二指肠黏膜粗大､ 息肉样隆起。病理证实弥漫性大 B 细胞性淋巴瘤 2 例,T
细胞淋巴瘤 1 例。血便的 1 例患儿胃镜､ 全结肠镜检查未见异常,腹部增强 CT 检查怀疑本病,后经

手术证实。 
结论 原发性胃肠道恶性淋巴瘤早期症状缺乏特异性,腹部增强 CT､ 胃肠镜检查及黏膜病理检查是重

要诊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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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19 

儿童无痛胃镜 21688 例临床分析 
 

苏娜娜,李中跃 
重庆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00 

 
 

目的 了解儿童上消化道疾病胃镜检出率,分析不同年龄患儿具有不同上消化道症状时,行胃镜检查的

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消化科近 6 年行胃镜检查儿童临床资料,共 21688 例。 
结果 ①年龄分布:婴儿期 366 例(1.7%),幼儿期 1121 例(5.2%),学龄前期 4909 例(22.6%),学龄期

12318 例(56.8%),青春期 2974 例(13.7%)。②症状特点:多数患儿以多种消化道症状为主诉,6 岁以

下以上消化道异物､ 呕吐､ 消化道出血为行胃镜的主要临床表现,6 岁以上以腹痛､ 消化道出血等为

行胃镜检查的主要表现(P<0.05)。③疾病诊断特点:浅表性胃炎是 常见的上消化道疾病,年龄小的

患儿消化道先天畸形及消化道异物发生率较高,年龄越大消化道炎症及消化性溃疡发生率高(P 
<0.05);消化性溃疡共 609 例(2.8%),食管溃疡 11 例(1.8%),胃溃疡 225 例(36.9%),十二指肠溃疡 344
例(56.5%),复合性溃疡 29 例(4.8%),Hp 感染率为 16.3%,Hp 感染的消化性溃疡部位以十二指肠多见,
常见的临床表现为腹痛､ 上消化道出血及呕吐;幽门螺杆菌的总出率为 5.9%,无性别差异

(P>0.05),6 岁以下 Hp 感染无差异(P>0.0083),随着年龄增加,Hp 的感染率越来越高(P<0.0083);上消

化道出血为主诉共 684 例(3.2%),正常 39 例,余以消化道炎症以及溃疡多见,共 418 例,其它病例包括

Mallory-Weiss 综合征 9例､ 过敏性紫癜 6例､ 血管瘤 1例､ 息肉 1 例等,各年龄段引起上消化道出

血的主要原因不全相同(P<0.05)。④胃镜下治疗:消化道异物 332 例(1.5%),以硬币､ 纽扣电池等多

见,6 岁以下为消化道异物高发年龄(P<0.05);胃镜下静脉曲张止血 10 例,息肉切除 12 例等。⑤胃镜

操作中现场监测 987 例患儿使用丙泊酚及瑞芬太尼后不良反应情况,其中有 35.4%患儿出现氧饱和

度下降,予以改变体位或加大氧流量后好转,其他不良反应较少。 
结论 儿童上消化道疾病与年龄､ 性别有关,部分临床表现不典型,胃镜检查是诊断及治疗儿童上消化

道疾病的重要方法,行胃镜操作中使用丙泊酚联合瑞芬太尼镇静镇痛相对较安全。 
 
 
PO-2020 

Bristol 粪便性状评估表在儿童 
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的应用研究 

 
余卓文,顾莺,黄瑛,徐晓凤,林丽俪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 Bristol 粪便性状评估表(The Bristol Stool Form Scale, BSFS)在儿童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

备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05 月至 12 月收治于某三级甲等儿科专科医院消化科行结肠镜检查的患儿。采用

聚乙二醇-4000 分剂量服用,联合饮食限制行一天肠道准备的方案。使用 BSFS 评估每次解便的性状,
使用 Boston 肠道准备评分表(The Boston Bowel Preparation Scale, BBPS)记录镜下视野清晰度。

比较末次大便 BSFS 7 分(不灌肠)与 BSFS 6 分(灌肠)两组患儿镜下 BBPS 评分的差异。采用 t 检验

和卡方检验分析肠道准备质量影响因素,筛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 
结果 202 例患儿中男 134 例,女 68 例。年龄 2-17 岁,平均年龄(7.9±3.9)岁。患儿在肠道准备期间平

均排便次数为 14.4±6.8 次,BSFS 7 分行肠镜检查的患儿 165 例(81.7%),BSFS 6 分,辅助灌肠后行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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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查的患儿 37 例(18.3%),肠道准备合格人数 154 例(76.2%)。BSFS 7 分组(不灌肠)与 6 分组(灌
肠)患儿在镜下视野清晰度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 t 检验和卡方检验筛选出肠道准备质量合格组

与不和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便秘史(χ2=32.588,P=0.000)､ 解便总次数

(t=3.432,P=0.001)､ BSFS 7 分的次数(t=2.877,P=0.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便秘史是肠道

准备不合格的独立危险因素(OR=0.079,P=0.000,95%CI=0.030-0.206)。 
结论 BSFS 6 分者可将温生理盐水灌肠作为补救措施,对于解便总次数<15 次及肠道准备期间 BSFS 
7 分次数<8 次的患儿要警惕其肠道准备不合格的可能。对于有便秘史的患儿,建议适当延长肠道准

备的时间以确保镜下视野清晰度。 
 
 
PO-2021 

经肛管保留灌肠与经内镜肠道置管术 
行全结肠灌肠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的疗效对比 

 
方莹,任晓侠,杨洪彬,祁海峰,王峰,陈一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氨基水杨酸类药物是治疗炎症性肠病经典且传统的一线治疗药物,通常给药方式为口服和(或)
经肛门保留灌肠。经内镜肠道植管术(transendoscopic enteral tubing,TET)指经内镜辅助植入定管

并固定于肠道深部,体外端沿肠道与外界相通。通常包括经内镜结肠置管和经内镜鼻-空肠置管,均用

于长时间保留,前者为 2015 年出现的新技术。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和对比经肛门保留灌肠和经结肠留

置 TET 管全结肠灌肠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4 年 01 月~2017 年 02 月就诊于我院消化科并确诊为炎症性肠病的 23 例患儿为研究

对象。均给予口服美沙拉嗪缓释片,其中 15 例辅以经肛门灌肠治疗,8 例辅以经结肠留置 TET 管全

结肠灌肠治疗(灌肠药物为美沙拉嗪,剂量如下:睡前给药,1g/次,1 次/日,莎尔福灌肠液,共 4-8 周),每月

随诊 1 次,复查肠镜及炎症指标,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改善､ 炎症指标复查明显下降,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 月后复

查电子结肠镜检查可见 TET 管全结肠灌肠组粘膜修复快,灌肠时间达到 2 月以上,粘膜可修复完全,
结肠镜下有效率明显高于经肛门保留灌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胃肠道不

适､ 皮疹､ 肝肾功损害)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 TET 管全结肠灌肠组存在明显肛门异

物感､ 不适感,但不影响排便,时间长可适应。 
结论 TET 管全结肠灌肠治疗炎症性肠病,大大提高临床疗效,同时不会增加全身不良反应,与口服制

剂联合应用安全有效;但该方法对结肠镜操作者有极高的技术要求,虽临床效果好,但因其存在的不足

需要多中心大样本观察其疗效并进行技术推广。 
 
 
PO-2022 

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术治疗儿童食管狭窄的疗效观察 
 

方莹,任晓侠,杨洪彬,陈一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食管狭窄是儿童病因繁多,症状突出,并发症严重,临床治疗周期长,效果不明显,花费较多的一种

严重疾患。临床多选用探条扩张､ 球囊扩张治疗,多数患儿有效,但仍有部分患儿经十余次球囊反复

扩张后仍有狭窄复发,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治疗食管狭窄的可行性､ 安全性及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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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4.01~2016.12 经过临床确诊为食管狭窄(包括吻合口狭窄､ 先天性食管狭窄以及化学
腐蚀性食管狭窄)的 23 例患儿行内镜下放射状切开(A 组),并将同期行食管狭窄球囊扩张术治疗的 32
例基线资料相似患者进行对照(B 组),所有患者均随访至 2017 年 5 月,记录其食管狭窄程度､ 长度､

瘢痕厚度等,内镜下对狭窄病变进行 ERI,术后每 2 个月随访一次,进行 Eckardt 评分,上消化道造影､
电子胃镜检查,同时观察手术相关并发症､ 监测患儿营养状况,比较近远期疗效､ 并发症及治疗成

本。 
结果 23 例患儿(100%)均成功实施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治疗手术,术后中位随访时间 18.8 个月(5-36
月),患儿吞咽困难症状明显缓解(Eckardt 评分术前 vs 术后 7.9vs1.0; P<0.05),总有效率为 100%;术
后平均食管直径为(10.5±1.8)mm,明显大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6328,P<0.05)。放

射状切开术组平均住院时间为(4.5±0.5)d,短于球囊扩张术组,平均治疗费用为(5231±154.2)元,低于

球囊扩张术组,平均体重明显高于球囊扩张术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放射状切开术

后需二次切开治疗的患儿 2 例,较球囊扩张术的再就诊率 10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放射状切开术无一例出现严重并发症,球囊扩张组扩张时发生胃出血 1 例。 
结论 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治疗小儿食管狭窄是安全､ 有效的,操作简便,创伤小,治疗费用和并发症发生

率低且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 
 
 
PO-2023 

内镜下纵切横缝术治疗胃窦巨大溃疡后瘢痕性 
狭窄的远期疗效观察 

 
方莹,杨洪彬,任晓侠,高天娇,葛库库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随着儿童内镜诊断的普及,小儿胃窦溃疡的诊断率明显升高,经抑酸治疗后胃窦巨大溃疡逐渐形

成瘢痕狭窄,胃排空受限,进而演变为胃窦梗阻,影响患儿生活质量。文献报道可以经内镜行球囊扩张

术治疗胃窦瘢痕狭窄,我单中心临床研究效果不明显,因此经内镜下对狭窄口进行纵切横缝的方法成

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内镜下纵切横缝治疗儿童幽门狭窄的可行性､ 安全性及

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04 月~2016 年 12 月临床确诊为胃窦巨大溃疡伴瘢痕性幽门狭窄的 11 例患

儿为研究对象,内镜下对狭窄病变进行纵切横缝治疗,术后每 3 个月随访一次,进行 Eckardt 评分,复查

上消化道造影､ 电子胃镜检查,同时观察手术相关并发症､ 监测患儿营养状况。 
结果 11 例患儿(100%)均成功实施内镜下幽门狭窄纵切横缝手术。无一例出现手术相关的严重并发

症。术后长期随访,所有患者消化道症状缓解,术前狭窄口 直径 3-6mm , 仅能流质饮食,术后狭窄口

直径 12-16mm , 均能进半流食或普食, 有 2 例患儿出现间断性上腹部不适,食欲欠佳,行胃镜检查为

胃窦部浅表性溃疡, 经内科治疗痊愈。全组患儿生长发育正常。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结论 内镜下纵切横缝治疗幽门溃疡形成瘢痕狭窄安全､ 有效的治疗手段,避免胃大部切除术,减轻患

儿痛苦,临床值得推广。 
 
 
PO-2024 

胰管支架置入术治疗胰腺分裂症一例 
 

高天娇,葛库库,祁海峰,王峰,张含花,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胰管支架置入术治疗胰腺分裂症(PD)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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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总结 1例采用胰管支架置入术治疗胰腺分裂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内镜下表现､ 诊

断及治疗 
结果 8 岁患儿反复出现腹痛､ 恶心､ 呕吐 6 年,多次于当地医院按“胰腺炎”住院药物治疗,症状好转

后出院。腹部 CT:胰腺形态饱满,胰头区多发斑点状钙化,考虑慢性胰腺炎改变。MRCP 提示:胰腺增

大,外形饱满,胰腺体尾部前部边缘毛糙。行电子胃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主乳头未见异常,可见胆汁

出,副乳头未见异常。经主乳头选择性胰管插管困难,改经副乳头胰管插管困难,反复尝试更换为

Olympus0.025'导丝进入主胰管体尾部。切开刀通过副乳头困难,改用 COOK 针刀循导丝行副乳头

括约肌切开,针刀仍无法跟进主胰管内,改用 Olympus-6F 探条扩张副乳头开口,进入主胰管,可见胰液

排泄,并白色碎渣样物质排出,造影可见主胰管体尾段及腺泡显影,胰管无明显扩张。循导丝置入

COOK-5F-7cm 单猪尾胰管支架,于透视下可见支架位置可。手术顺利,镜检诊断:胰管结石 胰腺分裂

症。术后给予常规护理,心电､ 血氧监护及吸氧,禁饮食,卧床休息,并予抑酸､ 抑制胰腺分泌等治疗。

术后每月电话或医院随访一次,共计 12 次。术后 1 年体重较前增加 2kg,胰腺炎未在复发。 
结论 PD 是目前只有经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才能被确诊, 副乳头切开及支架置入治疗 PD 有较好

的临床效果,可有效减少急性胰腺炎的发作次数。 
 
 
PO-2025 

Baf180 在儿童肠道炎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韩亚楠,杨洪彬,高天娇,陈一,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本研究探讨 Baf180 在儿童肠道排炎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检测儿童炎症性肠病､ 特异性结肠炎､ 正常儿童结肠组织中 Baf180 的表达,分
析儿童炎症性肠病组织中 Baf180 的表达定量的差异,统计学分析其与临床病例参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 结肠炎组织和非结肠炎组织中均有 Baf180 蛋白阳性表达于细胞核。Baf180 蛋白在炎症性肠

病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特异性结肠炎组织及正常组织( P<0.01) 。Baf180 蛋白在特异性结

肠炎组织及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Baf180 蛋白在肠道炎症组织中的表达

与病变程度､ 炎症指标的表达水平相关( P<0.05) 。 
结论 儿童肠道炎症组织中 Baf180 蛋白的表达增高,检测 Baf180 蛋白的表达可作为临床判断肠道炎

症严重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 Baf180 在炎症组织中异常高表达可能与病变个体可能存在基因突

变有关,需进一步实验验证。 
 
 
PO-2026 

慢性腹泻病的临床分析及诊疗策略探讨 
 

韩亚楠,杨洪彬,任晓侠,李虹,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儿童慢性腹泻病的病因､ 临床特点及诊疗策略,进一步提高慢性腹泻的精准诊疗水平。 
方法 选择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住院的 23 例的慢性腹泻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

性分析法对患儿的一般资料､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病因及治疗等进行研究。 
结果 23 例患儿除腹泻外, 伴发热､ 腹痛､ 呕吐､ 口腔或肛周溃疡, 合并贫血､ 低蛋白血症､ 营养不

良､ 发育落后, 伴不同程度脱水, 水､ 电解质紊乱及代谢性酸中毒等。明确病因者 20 例,确诊率达

86.9%。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粪便常规正常 10 例,异常 13 例;1 例艰难梭菌检测阳性,其余反复粪便

培养均阴性;乳糖检测阳性 16 例;生化检查提示,低蛋白血症 10 例,转氨酶异常 5 例,微量元素锌缺乏

18 例;结核斑点实验均阴性;免疫功能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检查 10 例异常,T/B/NK 亚群分型系列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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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8 例异常;食物过敏原检测 8 例异常;5 例行基因检测,2 例有意义;23 例均行结肠镜及病理结果显示,
溃疡性结肠炎 3 例,克罗恩病 4 例,肠息肉合并感染 1 例,过敏性结肠炎 2 例,非特异性结直肠炎 2 例,
其中,8 例同时行胃镜检查取上消化道组织活检病理提示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2 例,乳糜泻 2 例;余未见

明显异常;其伴随病构成情况依次为炎症性肠病､ 感染性肠炎､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过敏性腹泻､

息肉合并感染､ 乳糖不耐受､ 免疫缺陷病､ 麦克尔憩室､ 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肠道发育畸形

术后短肠综合症。年龄分布特点显示在婴幼儿阶段,慢性腹泻常见于牛奶蛋白过敏所致的过敏性腹

泻,在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阶段,慢性腹泻常见于慢性非特异性腹泻､ 乳糜泻等病症,在青春期阶段,
慢性腹泻常见于炎症性肠病､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等。 
结论 慢性腹泻病表现多样,病因复杂,临床工作中需提高对其认识,推广儿童内镜､ 组织活检及免疫学

筛查､ 食物过敏原检测､ 遗传代谢疾病等方面检查,提高慢性腹泻病的病因诊断率,实现精准诊疗。 
 
 
PO-2027 

525 例小儿腹痛的胃镜检查分析 
 

任晓侠,杨洪彬,韩亚楠,陈一,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根据腹痛患儿胃镜结果及临床表现,探讨小儿腹痛的疾病种类及临床特点,明确小儿腹痛病因,为
小儿腹痛早期诊断和及时､ 有效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以中上腹腹痛为主诉在西安市儿童医院消化科进

行胃镜检查的门诊和住院患儿,共 525 例。采用 Olympus GIF-Q260 电子胃镜､ GIF-XP290N 型电

子鼻胃镜,进行胃镜下诊断,询问病史､ 家族史､ 收集其他症状体征及血生化检查､ 腹部影像学检查

资料,对于反复发作腹痛､ 病史长的患儿进一步行内镜下黏膜组织活检､ 13C 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
明确腹痛病因。 
结果 525 例患儿 36 例(6.9%)胃镜下诊断大致正常,489 例(93.1%)内镜下有异常改变,多见于上消化

道疾病;其中 122 例行内镜下黏膜活检,活检率 23.2%;结合内镜下表现及活检结果,其中单纯慢性浅

表性胃炎占 284 例(58.1%),消化性溃疡 47 例(9.6%),浅表性胃炎合并反流性食管炎､ 胆汁反流 61
例(12.5%),浅表性胃炎合并十二指肠炎 36 例(7.36%),胃扭转 3 例(0.6%),糜烂性胃炎 18 例(3.68%),
化学腐蚀性胃炎 3 例(0.6%),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3 例(0.6%),过敏性紫癜 34 例(6.95%)。其中 385 例

行 13C 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阳性率 53%。 
结论 儿童腹痛病因复杂,临床表现多样,胃镜检查是小儿腹痛明确病因的重要手段,提高粘膜活检率有

利于疾病诊断。 
 
 
PO-2028 

小儿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10 例临床分析 
 

任晓侠,杨洪彬,葛库库,陈一,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小儿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西安市儿童医院消化科确诊的 10 例嗜酸细胞性胃肠

炎病例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消化内镜及病理组织结果和治疗,探讨本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治

疗。 
结果 10 例患儿中粘膜型 8 例,肌型 1 例,浆膜型 1 例:内镜下胃肠粘膜呈广泛充血水肿､ 糜烂,粘膜增

厚､ 粗糙,取活检时粘膜较韧,病理组织显示固有层较多嗜酸细胞浸润。经糖皮质激素抗炎､ 抑酸､

粘膜保护､ 辅以营养支持等治疗效果均好,症状缓解。1 例女性患儿发病年龄为 l1 岁,有长期进食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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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史,以腹痛､ 呕吐起病,后期出现肠梗阻､ 便血和腹水;1例男性患儿以食欲低下､ 体重身高落后就
诊;2 例患儿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均显著升高(35%-53%),血清 IgE 均明显升高(267-384 
IU/m1);6 例患儿的骨髓细胞学检查均提示嗜酸性粒细胞增多;1 例腹水查嗜酸细胞增多;所有病例均

行胃镜､ 结肠镜检查及多点粘膜活检,结果均提示黏膜慢性炎症,4 例病理活检提示十二指肠降段黏

膜较多嗜酸性粒细胞浸润,1例病理活检提示胃角､ 十二指肠球腔嗜酸性粒细胞浸润。8 例患儿经食

物回避､ 激素抗炎及复方甘草酸苷抗过敏等综合治疗 1 周左右病情均明显缓解,复查血常规嗜酸性

粒细胞均降至正常,3 例患儿随访 36 个月,复查胃镜及粘膜活检,胃镜下粘膜较前明显好转,粘膜多点

活检可见嗜酸细胞计数明显下降,其中 1 例嗜酸细胞计数 80/HP 降至 15/HP,1 例腹水经治疗 1 周腹

水吸收。未见复发病例。 
结论 小儿嗜酸细胞性胃肠炎临床表现及内镜检查均缺乏特异性,对于不明原因的胃肠道症状､ 胃镜

改变,胃镜多点粘膜活检可见嗜酸细胞浸润,伴外周血､ 骨髓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升高时应考虑到该病

可能,激素治疗疗效满意。 
 
 
PO-2029 

小儿先天性结肠狭窄伴结肠异物 1 例报道及文献回顾 
 

任晓侠,杨洪彬,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报道 1 例临床少见的小儿先天性结肠狭窄伴结肠异物病例,综合文献探讨其临床表现､ 诊断思

路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2017 年 5 月在西安市儿童医院消化科确诊的先天性结肠狭窄伴结肠异物病例

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消化内镜及病理组织结果和治疗,探讨本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治疗。 
结果 该病例患儿为 1 岁 7 月幼儿,以“间断呕吐 9天､ 腹泻 6天､ 水肿 1 天”为主诉就诊我院收住我

科,病程中出现呕吐腹胀､ 低蛋白血症､ 发热,并腹泻伴大便带血,于当地医院给予“头孢唑肟钠､ 亚胺

培南”等抗感染支持治疗,患儿体温正常,呕吐缓解,仍腹胀,出现四肢､ 颜面水肿,以“腹泻病､ 低蛋白血

症原因待查”住院。既往无特殊病史及遗传病史。查体阳性体征:颜面､ 四肢浮肿,腹稍膨隆,触软,压
之无哭闹,无腹肌紧张及反跳痛,未扪及异常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墨
菲氏征阴性,麦氏点压痛阴性。阴囊区水肿,余未见阳性体征。入院后给予禁饮食､ 持续胃肠减压､

美罗培南抗感染､ 输注人血白蛋白纠正低蛋白血症等治疗,患儿腹胀 2 天后明显减轻,腹部 CT 提示:
横结肠异物(球形高密度影)伴升结肠､ 横结肠肠壁增厚水肿,腹腔积液,双侧胸腔积液。追问患儿异

物误吞史,家长不能提供病史,鉴于患儿腹胀呕吐等临床症状体征较前明显减轻,再次阅片无外科腹腔

穿孔表现,多次复查腹部立位平片提示结肠异物位置不变,与家长谈话沟通,拟麻醉下行结肠镜检查､

必要时结肠异物取出术､ 备外科剖腹探查术,结肠镜检查中发现:进镜距肛门 70cm 可见结肠狭窄,镜
身不能通过,狭窄口可见黄色稀便流出,退镜观察余结肠未见异常。电子胃镜未见异常。术中与家长

沟通同意行剖腹探查术,剖腹探查术中可见:升结肠及横结肠近端粗大, 粗处直径约 4cm,肠壁充血

水肿,壁厚 0.4cm,横结肠中段可见扩张-狭窄段,其远端肠管细小,回盲部肠腔可扪及圆球状异物,挤压

至扩张-狭窄段不能通过,切除扩张-狭窄段,取出 1枚圆球形珠子､ 十余枚西瓜籽和葵花籽等异物,远
端缝合关闭,近端缝合后由切口提出造瘘。术后转外科治疗,术后 5 天开始流质饮食,造瘘口排便通畅,
术后 8 天出院。病理回报符合肠狭窄的病理改变,查见神经节细胞。 
结论 小儿先天性结肠狭窄伴结肠异物病例少见,临床综合分析患儿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资料,通过消化

内镜检查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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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30 

高分辨率食管测压评估儿童经口内镜下 
肌切开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临床分析 

 
张含花,杨洪彬,任晓侠,陈一,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高分辨率食管测压(HRM)评估贲门失弛缓症患儿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前后食管动

力的改变,并探讨 HRM 在评估 POEM 治疗效果中的作用。 
方法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 12 例于我院行 POEM 治疗的 6-14 岁贲门失弛缓症患儿分别于

治疗前及治疗后 6 个月行 HRM 检测食管压力,分析食管下括约肌及食管体部的各参数变化。比较患

儿术前与术后 Eckardt 症状评分及营养状况。 
结果 POEM 术后 6 个月,12 例患儿食管下括约肌静息压(LESP)术前(29.8±5.6)mmHg 与术后

(12.3±4.2)mmHg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s 完整松弛压(4sIRP)术前(18.7±5.9)mmHg 与

术后(6.8±4.2)mmHg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食管下括约肌松弛率(LESRR)术前

(10.2±8.3)mmHg 与术后(28.6±15.2)mmHg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ckardt 症状评分术后

较术前显著下降,患儿的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结论 POEM 治疗能显著改善贲门失弛缓症儿童的食管动力学特征且疗效显著。HRM 对于评价

POEM 的疗效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样本量小,不能对贲门失弛缓症分型研究。 
 
 
PO-2031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过度干预的研究现状 
 

熊复,徐静,杜涛君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610045 

 
 

目的 牛奶蛋白过敏是婴儿时期 常见的食物过敏,在临床工作中存在过度使用氨基酸配方奶､ 过度

干预牛奶蛋白过敏的现象,这不利于免疫耐受的逐渐产生,给患儿家庭也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方法 目前国内外对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研究较多[1-5],不同地区也制定了牛奶蛋白过敏的诊治指南[6-

9]。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认识到牛奶蛋白过敏对婴儿健康的影响､ 以及该疾病在过敏进程中的重要

作用,对婴儿 CMPA 也多能做出及时的诊断及处理。临床医生在诊断婴儿牛奶蛋白过敏并给予治疗

时,不仅要考虑到治疗方法的安全性､ 有效性､ 营养价值,还应考虑价格因素及其给婴儿家庭带来的

经济负担等。CMPA 婴儿不能耐受深度水解配方奶的比例比较低,大约 5%左右[10],但在实际临床工

作中,婴儿如果出现过敏表现,部分临床医生即嘱停原有喂养方式包括停母乳喂养､ 并给予氨基酸配

方奶治疗等,导致临床上氨基酸配方奶的使用远超过 5%,存在过度使用现象[11,12]。 
结果 逐渐诱导免疫耐受,这是 CMPA 患儿管理的目标之一,目前的研究表明,深度水解配方奶中含有

某些肽链,有助于免疫耐受的产生[13,14],这一研究在动物实验中也得到印证[14],氨基酸配方奶喂养可以

让婴儿回避牛奶蛋白,因此治疗牛奶蛋白过敏效果好,但持续氨基酸配方奶喂养将不利于免疫耐受的

逐渐产生[15,16]。除了关注牛奶蛋白过敏的治疗效果,目前国外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配方奶在婴儿

CMPA 治疗中的经济成本[17-18],氨基酸配方奶费用昂贵,给患儿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但国内对这

方面的关注较少。 
结论 我们呼吁各级医生尤其儿科医生在婴儿 CMPA 诊断及干预时除了考虑干预效果,还需充分考虑

治疗的经济成本及由此给患儿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避免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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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32 

142 例婴儿胆汁淤积症病因及几种常见临床诊断方法评价 
 

吴斌,潘素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分析本地区婴儿胆汁淤积症的病因构成,探讨几种常用临床诊断方法在诊断婴儿胆道闭锁(BA)
中价值分析本地区婴儿胆汁淤积症的病因构成,探讨几种常用临床诊断方法在诊断婴儿胆道闭锁(BA)
中价值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住院治疗的 142
例婴儿胆汁淤积症患儿为研究对象,回顾分析其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影像学检查及临床诊

断。 
结果 99 例(69.7%)明确诊断,其 常见病因依次为 BA､ 巨细胞病毒感染､ Citrin 蛋白缺乏;37 例

(26.1%)临床诊断为特发性婴儿肝炎,6 例(4.2%)病因未明;BA 组排陶土样便例数高于非胆道闭锁

(NBA)组,血 γ-GT 明显高于 NBA 组(P 均<0.01);以排陶土样便为评判标准诊断 BA敏感度､ 特异度
及准确度分别为 86.8%､ 63.4%及 69.8%,γ-GT≥300 U/L 作为评判分界点诊断 BA灵敏度､ 特异度
及准确度分别为 65.2%､ 91.8%､ 83.3%;81.2%BA 患儿胆囊窝未探及胆囊声像或胆囊体积小,NBA
组仅 13.8%(P<0.01),以胆囊窝未探及胆囊声像或胆囊体积小为评判标准诊断 BA敏感度､ 特异度及
准确度分别为 68.8%､ 90.8%及 84.9%。95.0%BA 患儿未见胆囊显影或肠道没有放射性浓聚,5.0%
为延迟胆囊显影或肠道有放射性浓聚,NBA 组 50.0%未见胆囊显影或肠道没有放射性浓聚,50.0%为

延迟胆囊显影或肠道有放射性浓聚,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放射性核素肝胆显像

未见胆囊显影或肠道没有放射性浓聚为评判标准诊断 BA敏感度､ 特异度及准确度分别为 95%､
50%及 68.0%。 
结论 本地区婴儿胆汁淤积症常见病因为 BA､ 特发性肝炎､ 巨细胞病毒感染､ Citrin 蛋白缺乏等;临
床上早期如出现排陶土样便､ 肝肋下≥ 3cm,血γ-GT≥300U/L,腹部超声胆囊窝未探及胆囊声像或

胆囊大小形态异常,放射性核素显像未见胆囊显影或肠道没有放射性浓聚,需高度怀疑婴儿胆道闭锁,
但上述指标灵敏度､ 特异度普遍不高,需要综合判断或进一步进行腹腔镜下检查及术中胆道造影等

有创检查以尽早明确诊断。 
 
 
PO-2033 

新生儿期起病的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 1 例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林鸿国
1,潘心帝

1,黄永建
1,2 

1.海南省文昌市同济文昌人民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 

 
 

目的 通过炎症性肠病(IBD)病例,进一步深化认识极早发型 IBD(VEO—IBD)的特点 
方法 报告 l 例新生儿期起病的 VEO—IBD,总结其临床诊断症状､ 体征,拟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
明确病因及指导下一步治疗。 
结果 患儿生后 7天开始出现口腔溃疡､ 肠炎,1 个多月大出现反复发热,腹泻症状, 炎症指标白细胞､

超敏 C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明显增高,2 个多月开始出现肛周脓肿,且伴有重度营养不良､ 低白蛋白

血症､ 贫血,病情反复､ 迁延不愈。其姐姐 7 月大时因“低血糖､ 重度营养不良､ 肛周脓肿､ 慢性肠

炎､ 口腔溃疡”不治死亡。  
结论 本病为少见病,容易出现误诊､ 漏诊,建议临床上有类似症状出现的患者,应警惕本病存在的可

能。对症状出现早､ 甚至新生儿期起病,有反复腹泻､ 发热､ 口腔溃疡及伴有肛周病变､ 营养不良

伴低白蛋白血症､ 贫血等的患儿,且常规治疗疗效不佳,应考虑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并
建议做进一步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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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34 

   135 例儿童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临床与内镜特点分析 
 

赵玉霞
1,梅红

1,赵玉霞
1,梅红 

1.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2.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目的    结合患儿病史,及早行结肠镜检查,依据内镜下的表现结合临床症状以及辅助检查特点有助于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早期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5 例患儿的病史特点以及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以及各指标无明显特异性。依照

内镜下特点将其分为三种镜下表现 1:单纯充血水肿型,以常见的充血水肿为主要表现,未见明显的糜

烂出血,以及各种渗出。 2:伪膜性肠炎,见肠粘膜上大量的圆形或类圆形的黄白色渗出,触之易出血,
主要集中分布在直肠或乙状结肠等远端肠管。3;糜烂出血型:内镜下表现为大部分甚至全结肠粘膜大

片的糜烂出血,粘膜脆,触之易出血,典型的纤维渗出反而不明显 
结果 根据临床表现,内镜特点,及时诊断,依照病情轻重,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均取得满意效果。 
结论 合患儿病史,及早行结肠镜检查,依据内镜下的表现结合临床症状以及辅助检查特点有助于抗生

素相关性腹泻的早期诊断。 
 
 
PO-2035 

小儿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清洁效果研究 
 

柳贺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探讨小儿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清洁方法,并对其效果进行分析。 
方法 为了探究小儿结肠镜术前肠道清洁准备的效果,将我院 90 例患儿按肠道检查顺序先后分为三组,
第一组采用开塞露加清洁灌肠,第二组口服乳果糖加开塞露加清洁灌肠,第三组口服乳果糖补盐液加

开塞露加清洁灌肠。 
结果 显示第 2 组和第 3 组的肠道清洁程度优于第 1 组,而第 2 组和第 3 组之间清洁程度无显著差

异。 
结论 采用乳果糖和 ORS 液口服做儿童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可增加儿童依从性,提高肠道准备满意

度。 
 
 
PO-2036 

2006-2016 年吉林省小儿 RV 急性腹泻的病原学 
及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孟婷玉

1,王承训
1,姜洪波

1,黄艳智
1,黎伟明

2,杨显达
2,贺岩

1,田玉玲
1,孙利伟

1 
1.长春市儿童医院 

2.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小儿腹泻病是一组多病原引起的消化道疾病,是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在我国属第二位常见多发

病,是造成儿童生长发育迟缓､ 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之一。轮状病毒(Rotavirus,RV)是引起小儿腹泻

的 主要病原,婴幼儿抵抗力弱,5 岁以下儿童几乎都感染过 RV,传染性极强。本研究旨在了解吉林

省小儿急性腹泻 RV 感染的病原学及临床流行病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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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06-2016 年长春市儿童医院 5 岁以下因急性腹泻住院患儿的粪便标本和临床病例信息,
用 ELISA 方法对粪便标本进行 RV 检测,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进行 G 血清型和 P
基因型分析;采用 EpiData 软件录入数据､并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统计分析。 
结果  
1.监测结果显示,2006-2016 年吉林省共收集 5012 份标本进行 RV 检测,2006-2010 年阳性检出率呈

逐年下降趋势,2011 年又开始升高。 
2.RV 仍是威胁 5 岁以下儿童腹泻的主要病原,尤其是 2 岁以下儿童,发病年龄 96.25%集中在 0-24 月

龄婴幼儿,高发年龄段为 7-12 月龄婴儿。男:女比值是 1.87:1;主要临床表现是腹泻､ 呕吐和发热。

因此 2 岁以下男性儿童应为 RV 重点防控对象。 
3.RV 腹泻发病有明显季节性,每年高发季节为寒冷月份(10 月至次年 2 月),在轮状病毒流行季节检出

率明显增加。 
4.RV 分型结果显示,RV 流行株仍以 G3P[8]型为主, G3 型呈下降趋势,G1 型和 G9 型有上升趋势;P
血清型以 P[8]型和 P[4]型为主,提示应关注 RV 毒株的变化。 
结论 吉林市小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仍然是 RV,P[8]型､ G3 型为主要流行株,而且 RV 毒株仍然呈现多

样性。因此应继续进行小儿腹泻监测,了解疾病的流行情况和病原的变化规律,为疫苗研发,疾病有效

预防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PO-2037 

神经性厌食合并重度营养不良一例并文献复习 
 

童超,张志泉,李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分析神经性厌食合并重度营养不良的临床特征､ 治疗和预后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患儿女,11 岁,2016 年 11 月因“纳差､ 进行性消瘦 3 月,加重 4 天”入院;查体:体重 21.5kg,身高

157cm,BMI 8.7。入院时多器官功能损害:心肌受损､ 肝功能不良､ 贫血､ 全身皮肤出血点､ 四肢肌

力明显下降。治疗经过:入院后起初予口服喂养配合,第二天拒食,予上胃管;第三天出现呼吸困难;患
儿病情稍稳定时行 PICC 置管给予肠外营养,缓慢加量,据患儿体重增长速度酌情增减;第 28 天行经

鼻空肠置管,并经鼻肠管流质饮食;肠外营养于第 44 天减停;因后期出现血流感染,予拔出 PICC 管;待
患儿完全经口半流质饮食时,拔出鼻肠管。 
结果 患儿住院 65 天,出院时已恢复自主进食,体重增至 27kg,出院后 4 个月随访体重 40kg,BMI 
16.2kg/m2,且一般情况良好,开始恢复上学。 
结论 1､ 极重度营养不良病人入院时即行鼻肠管置入,以避开易发生潴留和出血的上消化道;但同时

需考虑到极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肠道黏膜薄弱,早期行鼻肠管置入是否存在较大概率肠穿孔的风

险。因未找到相关文献,故极重度营养不良病人行鼻肠管置入时机尚无推荐,其是否因操作不当而显

著增加肠穿孔风险,仍需斟酌。2､ 重度营养不良病人喂养不当可引起再喂养综合征。营养不良程度

越重,则营养增加速度越需谨慎。3､ 国外学者提出重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在肠内营养在一周内不能有

效建立或者体重增长欠佳时,可肠外营养补充。在 2010 年中国儿科肠内肠外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

中,大于六岁儿童,肠外营养推荐摄入量中氨基酸 1-2g/kg/d､ 脂肪乳 1-2g/kg/d。但在重度营养不良

､ 自身极度消耗的病人中,完全肠外营养下氨基酸和脂肪乳推荐摄入量是明显不够的。在本例中氨

基酸 高使用至 3g/kg/d､ 脂肪乳 高至 3g/kg/d;在定期检测血清生化时,肝功能和甘油三酯未见明

显异常,体重增长理想,提示患儿代谢需求更高且耐受良好。4､ 在极重度营养不良患儿中,PICC 置管

和鼻肠管是极其重要两条生命通道。5､ 在极重度营养不良患儿中,甲状腺激素和促甲状腺激素低下,
提示脑垂体功能不足,机体生长激素是否分泌不足,是否可以使用少量生长促进组织生长和修复,暂未

找到大量循证依据,但在本病例中应用 0.05-0.1U/kg 生长激素一月余,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6､ 治
疗神经性厌食所致重度营养不良病人需多科协作,是涉及学科包括重症医学､ 精神病学､ 营养学､

内分泌科､ 康复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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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38 

儿童感染致泻性大肠埃希菌的病例对照研究 
 

常海岭
1,林征

2,葛艳玲
1,王中林

1,魏仲秋
1,徐阳

2,许浩 2,黄峥
2,许学斌

3,曾玫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长宁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3.上海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目的 了解本地区儿童致泻性大肠埃希菌(diarrheagenic E. coli)的流行特点及耐药情况,并探讨致泻

性大肠埃希菌感染与本地区儿童腹泻的相关性。 
方法 前瞻性入选 680 名门诊腹泻儿童和 680 名非腹泻儿童。采集两组患儿粪便标本,对致泻性大肠

埃希菌以及其他肠道病原进行检测,采用 低抑菌浓度方法确定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对抗菌药物的敏

感性。 
结果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检出率分别为 15.6%和 13.1%(P>0.05),为 常见的肠

道细菌。以年龄作为控制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enteropathogenic E. coli,EPEC)(aOR=1.2, 95%CI [0.8–1.8])､  肠聚集性大肠埃希菌

(enteroaggregative E.coli,EAEC)(aOR=1.1, 95%CI [0.7–1.6])及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

(enterotoxigenic E. coli,ETEC)(aOR=1.8, 95%CI [0.5–6.2])感染与本地区儿童腹泻的发生无明显统

计学相关性,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enterohemorrhagic E. coli,EHEC)及肠侵袭性大肠埃希菌

(enteroinvasive E. coli,EIEC)与本地区儿童腹泻的相关性需进一步研究。药物敏感性检测结果显示,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对氨苄青霉素､ 四环素､ 甲氧苄胺嘧啶-磺胺甲噁唑､ 阿奇霉素､ 头孢曲松的耐

药率依次为 63.8%､ 55.8%､ 48.2%､ 34.2%､ 26.6%, 而对环丙沙星､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和头孢西

丁的耐药率分别为 4.5%､ 1.5%和 0.5%。 
结论 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是本研究中腹泻儿童及无腹泻症状儿童的粪便标本中 常检出的肠道细

菌,EPEC､ EAEC 及 ETEC 感染与本地区儿童腹泻无明显的临床相关性,EHEC 及 EIEC 因检出率低,
其在腹泻儿童的致病意义尚需进一步研究。基于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对临床常用抗生素耐药率较高以

及其致病意义的不确定性,临床对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检测阳性的腹泻儿童应慎用抗菌药物治疗。 
 
 
PO-2039 

苏神方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相关性胃炎的疗效观察 
 

徐嘉辉
1,2,李宏贵

3,朱婉雯
2,余德钊

1,2 
1.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3.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苏神方治疗幽门螺旋杆菌(HP)相关性胃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广东省第二中医院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收

治的 100 例符合 HP 相关性胃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各 50 例。对照组予阿莫西林､ 克拉霉素及奥美拉唑三联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苏神方

治疗。两组均治疗 21 天。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采用中医证候评分进行总体

评价。检测两组患儿血清白介素(IL)-6､ IL-10 的水平。停药后 3 个月随访,观察两组患儿 HP 转阴率

与症状复发率。 
结果 观察组患儿总有效率为 96.00%,对照组患儿总有效率为 82.0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胃脘疼痛､ 上腹不适､ 恶心呕吐､ 饥不欲食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IL-6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观察组

治疗前后 IL-6 差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两组患儿治疗后血清 IL-10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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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IL-10 差值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 3 个月,观察组患儿 HP 转阴率为 92.00%(46/50),对照组则为 74.00%(37/50),两组

HP 转阴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观察组患儿复发率为 6.00%(3/50),对照组患儿则

为 24.00%(12/50),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苏神方能够有效改善 HP 相关性胃炎患儿的临床症状,抑制 HP 作用显著,且能显著减少复发率,
其作用与减少 IL-6 的表达有关。 
 
 
PO-2040 

24 小时动态 pH 阻抗监测在诊断胃食管反流病中的应用 
 

茹颖,姚丹,李正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应用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技术记录临床怀疑胃食管反流病患儿的胃食管反流特点,从而

探讨其在诊断胃食管反流病中的应用。 
方法 对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儿科门诊的 12 例怀疑胃食管反流病

的患儿进行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分析其胃食管反流的特点。 
结果 12 例患儿中男孩 9 例(75%)､ 女孩 3 例(25%)。患儿 小年龄 4 岁, 大年龄 14 岁,平均年龄

(9±3)岁, 小身高 105 厘米, 大身高 173 厘米,平均身高(138±20)厘米。12 例患儿在监测期间共发

生 565 次反流,其中酸反流 344 次(60.9%),弱酸反流 221 次(39.1%)。此外,餐后反流共 269 次,占所

有反流次数的 47.6%,其中餐后酸反流 160 次(59.5%),弱酸反流 109 次(40.5%)。12 例患儿在监测

期间共记录 95 次反酸胃疼等症状,其中 65(83.1%)次发生在胃食管反流前后 5 分钟内。与症状相符

的反流中酸反流 54(83.1%)次,弱酸反流 11(16.9%)次。 
结论 发生于幼儿的胃食管反流多为酸反流,其次为弱酸反流。餐后反流仍以酸反流为主。监测过程

中反流与患儿主诉症状有较高的相关性,并且酸反流更能引起患儿相关症状。 
 
 
PO-2041 

Effects and Tolerance of Protein and Energy-Enriched 
Formula in Infants Following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ui Yanqin1,Li Lijuan1,Hu Chunmei1,Shi Hui1,Li Jianbin1,Gupta Ramit Kumar2,Chen Xinxin1,Gong Sitang1,Liang 
Huiying1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Objective Nutrition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linical management to improve outcomes 
of infants following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 Protein and energy-enriched formula (PE-formula) 
may help provide adequate nutrition and promote wound healing. However, the effects and 
tolerance of increased protein and energy intakes of these infants have not been well defined. 
The Object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valuate nutritional effects and tolerance of a PE-formula as 
compared to the standard formula (S-formula) in infants in the first 5 days after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 
Methods  Fifty inf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S-formula (S-group, n =24) or PE-formula (PE-
group, n=26). Daily nutrient intakes and tolerance were recorded. Plasma amino acid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Cumulative energy balance and nitrogen balance were calculated 
in the first 5 postoperativ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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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to S-group, nutrient intak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E-group after day 1 
and all met the adequate intakes as early as day 2. Nitrogen balance in PE-groups met positive 
balance from day 2 whereas in S-group this was not until day 5. PE-group also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reased in many essential amino acids, especially leucine and isoleucin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olerable diarrhea (multivariate adjusted HR=3.16, 95%CI=1.24-8.01), PE-group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intolerable events.  
Conclusions In infants during the early postoperative period after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 early 
administration of PE-formula was as well tolerated as S-formula, and effective in achieving higher 
nutritional intakes and earlier nitrogen balance. Further research is warranted to support the use 
of PE-formula in this special group of infants. 
 
 
PO-2042 

高热量配方奶粉对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营养不良婴儿 
术后生长追赶的影响 

 
崔彦芹,李莉娟,周娜,曲江波,胡春梅,李建斌,龚四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探讨高热量配方奶粉对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营养不良的婴儿术后生长追赶的有效性及耐受性。 
方法 纳入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0 日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诊断为“先天性心脏

病:室间隔缺损”并营养不良行外科手术治疗的 6 个月及以下婴儿,按 1:1 比例随机分为高热量配方粉

(实验组)及普通热量配方粉(对照组)进行肠内营养干预,连续观察 3 个月。观察指标包括术前､ 出

ICU 时､ 出院时､ 术后 1个月､ 术后 3 个月等 5个时间点的体重､ 身长､ 上臂围､ 血前白蛋白(PA)
､ 视黄醇结合蛋白(RBP)､ 氨基端 B 型脑钠肽前体(NT-proBNP),对比两组患儿各个时间点､ 各个指

标间的差异以及不良反应。 
结果 实验组 51 例,对照组 50 例,两组术前体重､ 身长､ 上臂围､ PA､ RBP､ 平均肠内营养开始时

间､ 机械通气时间､ ICU停留时间､ 住院时间､ 平均液体摄入量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但实验

组的平均摄入热量显著高于对照组[(437.24±6.68)kJ 比(312.43±86.22)kJ,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两组患儿各不同时间点 NT-proBNP､ PA 及 RBP 的变化无差异(P 均>0.05)。试验组术后 1 个

月营养改善比例(25.0% 比 4.9%, P=0.011)和 3 个月时的营养改善比例(64.1%比 15.7%,P<0.001)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出院时体质量较术前增长(0.067±0.348)kg,而对照组

体质量则较术前减少(0.125±0.425)kg,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术后 1 个月试验组体质量

[(5.46±1.36)kg 比 (4.80±1.01)kg, P=0.008]､ 年龄别体质量 Z 值(WAZ)(-2.79±1.28 比-
3.75±1.27,P<0.001)､ 身高别体质量 Z 值(WHZ)(-2.47±1.43 比-3.62±1.77,P=0.001)均高于对照

组。术后 3 个月时两组患儿体质量[(6.78±1.42)kg 比(5.72±1.01)kg,P<0.001]､ 上臂围[(12.80±1.17)
比(12.00±0.90)cm,P<0.001]､ WAZ(-1.60±1.17 比-3.10±1.40,P<0.001)､ 年龄别身高 Z 值(HAZ)(-
1.41±1.63 比-2.10±1.41,P=0.034)､ WHZ(-0.86±1.31 比-2.59±2.13,P<0.001)均较术前有增长,而试

验组增长速率快于对照组。两组患儿均无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高热量配方奶粉有助于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营养不良患儿术后生长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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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43 

乌司他丁对新生大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保护作用研究 
 

李小兵,赖盼建,包云光 
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金华医院) 321000 

 
 

目的 分析评价乌司他丁对 NEC 新生大鼠的保护与治疗作用 
方法  3 日龄 SD 大鼠 60 只,雌雄不限,随机分 4 组(每组 15 只),正常对照组,NEC 模型组,乌司他丁治

疗组,乌司他丁组,造模成功后取肠管组织,HE 染色光镜下观察并 Shiou 评分,免疫荧光法检测 Beclin-
1 和 LC3A/B 以比较各组自噬与凋亡水平,Elisa 法检测炎性因子 TNF-α､ IL-1β 和 IL-6 
结果 乌司他丁治疗组和 NEC 模型组相比较 HE 染色光镜下可见炎症反应明显改善,病理学检测

Shiou 评分有显著性差异;免疫荧光检测 Beclin-1 和 LC3A/B 水平可见荧光强度表达显著下降;Elisa
法检测炎性因子(TNF-α､ IL-1β､ IL-6)含量明显下降,P<0.05,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乌司他丁对 NEC 新生大鼠有保护与治疗作用。 
 
 
PO-2044 

罕见累及消化道的婴儿郞格汉斯细胞肉瘤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李小兵
1,张琳倩

1,王凯旋
1,赖盼建

1,包云光
1,江米足

2 
1.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金华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LCS的临床特征､ 诊断及治疗进展。 
方法 对 1例以反复发热､ 腹泻､ 进行性肝脾肿大和中重度贫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9 月龄患儿,分析

其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 淋巴结活检和结肠黏膜活检组织病理和免疫组化结果,并对国内外相关

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CT示纵隔､ 腹腔､ 腹膜后､ 盆腔及双侧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肿大。在 CT 引导下对前纵膈淋巴

结进行细针穿刺活检,病理组织提示淋巴造血组织肿瘤,伴多量组织细胞反应,瘤细胞异型性明显,灶区

核分裂多见,免疫组化显示 S-100(+),langerin(+),CD1a(+),CD45/LCA(+),CD68(+/-),Ki-67 70%,考虑

郎格汉斯细胞肉瘤。结肠镜检查见直肠､ 乙状结肠､ 降结肠黏膜多发片状红斑､ 隆起糜烂和溃疡,
病理显示黏膜固有层内见异型淋巴样细胞浸润,淋巴造血组织肿瘤可能,免疫组化显示 S-
100(+),langerin(+),CD1a(+),CD45(+),及 CD68(+/-), Ki-67 70%。结合形态与免疫表型,诊断郎格汉

氏细胞肉瘤。 
结论 LCS 极其罕见,尤其累及婴儿消化道,尚未见报道。诊断主要依据组织病理和免疫组化。 
 
 
PO-2045 

病例讨论(2) 
 

王淑珍
1,王梅

2 
1.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2.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通过这个病例,提醒同道:呕吐并非消化系统疾病。 
方法 患儿,男,2 岁 9 月,主因“间断呕吐 1 月余,加重伴乏力 1 周”入院,近半年来患儿间断呕吐,偶有发

生,近 1 月来患儿呕吐症状频繁,为非喷射性,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无发热,病初偶有腹痛､ 腹泻,多家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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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诊,均给出消化不良的诊断,予以消化药物口服,如:复方胃蛋白酶､ 双岐四联活菌片､ 猴头菌颗粒

等等,患儿呕吐能暂时缓解,仍时有发生,就诊于我院,门诊腹部彩超提示未见幽门肥厚,可见肠系膜淋

巴结炎,给予头孢克洛干混悬剂口服,效差,遂急诊收住院。 
结果 颅内占位性病变 
结论 呕吐并非消化系统疾病,常常也是恶性肿瘤的潜在症状。 
 
 
PO-2046 

病例讨论 
 

王淑珍
1,王梅

2,王淑珍
1,王梅 

1.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2.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3.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4.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以呕吐为首发症状的不一定是消化系统疾病。以下由一份病例引出的思考! 
患儿,男,2 岁 9 月,主因"间断呕吐 1 月余,加重伴乏力 1 周"入院。 
现病史:1 月余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呕吐,为非喷射性,呕吐物为胃内容物,伴有恶心及腹部不适,初不

频繁,偶有发生,病初有轻微流涕,不伴腹胀､ 发热,无咳嗽,无烦渴､ 尿少等,无气促､ 发绀､ 呼吸困难

等,无烦躁､ 抽搐。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行腹部彩超:未见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给予"赖氨葡锌颗粒

､ 猴头菌提取物颗粒"口服,患儿仍间断呕吐,较前频繁,每天 2-4 次,伴有腹痛,省人民医院腹部彩超可

见腹部肠系膜肿大淋巴结,血常规､ CRP､ 肝肾功能均未见明显异常,给予"复方胃蛋白酶､ 酪酸梭菌

活菌散"口服数天,患儿腹痛略有好转,但仍有间断呕吐,家属未在意,按消化不良给予"胃蛋白酶散"继续

口服。1 周前患儿呕吐加重,非喷射性,呕吐物为胃内容物,伴有恶心､ 乏力､ 尿少,我院门诊腹部彩超

未见肠套叠､ 幽门肥厚等,给予"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双岐四联活菌散､ 健儿清解液"口服 3 天,症状

未见缓解,患儿精神状态极差,乏力明显,不能独立行走,体重下降明显(2 个月体重下降约 3kg),为求进

一步治疗,门诊拟诊"呕吐原因待查"收入院。发病来,患儿精神疲倦,睡眠多,纳差,大便正常,小便量

少。 
方法 病例讨论 
结果 该患儿系颅内占位性病变。 
结论 呕吐等症状并非只有消化系统疾病可以有,还要拓展思路,考虑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PO-2047 

长春市小儿病毒性急性胃肠炎临床及病原分析 
 

姜洪波,王承训,孟婷玉,孙利伟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了解长春市小儿急性胃肠炎临床特点､ 病原分布及流行规律,为小儿急性胃肠炎的预防和治疗

提供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长春市儿童医院住院急性胃肠炎腹泻患儿 2105 例。研究

方法:收集 5 岁以下住院腹泻患儿粪便标本和临床资料,对粪便标本,用 ELISA 方法进行轮状病毒

(HRV)检测,用逆转录 PCR 方法进行 G 血清型和 P 基因型分析;用 PCR 方法检测肠道腺病毒(EAdV)
､ 星状病毒(HAstV)和诺如病毒(HuCV);用 EpiData 软件录入并分析临床资料。 
结果 1.住院急性腹泻患儿一般情况 2015 例患儿男性 1262 例,女性 843 例。年龄 小 1 月龄, 大

58 月龄; 平均年龄(13.10±8.25); 不同年龄段所占比例 小于等于 6 月龄 380 人,占总人数 18.07%,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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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于 12 月龄 1198 人,占总人数 56.96%, 小于等于 24 月龄 1953 人,占总人数 92.87%, 大于 24 月

龄 150 人,占总人数 7.13%。 
2.城乡分布,城市患儿 968 例,乡村 1137 例。 
3.季节分布 发病有明显季节性,病例集中在 12 月至次年 3 月,发病高峰在 1 月份。 
4.临床特点 以腹泻和呕吐为主,64.09%伴有发热;急性胃肠炎除消化道症状外还伴有呼吸道症状(747
例,35.49%)､ 神经系统症状(27 例,1.28%)和其他症状(60 例,2.85%)。 
5.病原分布 2105 例患儿,有 1557 例检出病毒,检出率为 73.97%,检出 2 种或 2 种以上病毒 163
例,10.47%;单一病毒检出率,检出 HRV 1115 例(79.99%),检出 HuCV 234 例(16.79%),检出 HAstV 
31 例(2.22%),检出 EAdV14 例(1.00%);HRV 与 HuCV 混合感染 92 例,与 HAstV 混合感染 32 例,与
EAdV 混合感染 4 例;HuC 与 HAstV 混合感染 2 例,与 EAdV 混合感染 2 例;3 种病原混合感染 4 例。 
6.轮状病毒血清型的变化 对 HRV 进行了 G\P 分型,G 分型以 G9 为主,P 型以 P8 为主,G､ P 组合是

G9[P8]组合;不同年份流行的优势血清型不同,血清型分布也存在差异. 
结论 小儿急性胃肠炎临床表现多样,可累计多系统,除腹泻､ 呕吐症状,发热是 常见临床表现;病原

以轮状病毒为主,其次为诺如病毒,存在多种病原混合感染。 
 
 
PO-2048 

鄂西北地区 1345 例儿童慢性腹痛 
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张仕超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研究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儿童腹痛的相关性 
方法 搜集腹痛患儿 13 碳尿素呼气试验的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幽门螺杆菌与儿童慢性腹痛有相关性 
 
 
PO-2049 

一例以呕血为主要症状的牛奶蛋白过敏的个案报道 
 

李虹,张含花,高天娇,王峰,陈一,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以呕血为主要症状的牛奶蛋白过敏患儿的诊断及内镜下表现。 
方法 总结 1例以呕血为主要症状的牛奶蛋白过敏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内镜下表现､ 诊断

及治疗,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1)患儿男性,3 月 16 天,以“间断呕血 10 天。”入院。患儿一般情况可,以反复呕吐鲜红色血液为

主要临床表现。入院诊断为呕血待查,入院后给予禁饮食等对症治疗后,患儿呕血可缓解,但是进食普

通配方奶数分钟至数小时后即有呕血出现,追问病史患儿自生后一直母乳喂养,停母乳,换用配方奶后

即出现呕血症状,既往有反复湿疹病史,其母有荨麻疹及过敏性鼻炎病史,结合内镜检查及病理活检结

果,故诊断牛奶蛋白过敏。给予回避过敏饮食治疗,呕血症状未再出现,好转出院。 
结论 文献复习,对于非 IgE 或者混合介导的牛奶蛋白过敏,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及皮肤点刺试

验或斑贴试验就无法提供临床参考,故对于该类型的牛奶蛋白过敏,可行消化内镜检查,并行病理检查,
如果多点病理活检回报可见嗜酸细胞浸润大于 15-20 个每高倍视野,则可考虑牛奶蛋白过敏引起的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曾有学者对于 24 例 CMPA 引起的嗜酸细胞胃肠炎进行研究发现,其中呕吐 24
例,呕血 23 例,阵发性哭闹 24 例,腹胀 24 例,便血 1 例,伴湿疹 17 例,外周血嗜酸细胞升高 19 例,内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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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现胃､ 十二指肠粘膜充血水肿､ 糜烂及溃疡,其中胃炎 24 例,24 例病理均回报有嗜酸细胞浸润

大于 20 个每高倍视野。结论 对于小婴儿的 CMPA 无特异性的临床表现,但是是否有特异性的消化

内镜下表现及病理表现,仍需大量的临床样本支持。 
 
 
PO-2050 

病例讨论 
 

闫雪,任翼,王梅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 570203 

 
 

目的 患儿女,6 岁,主诉:呕血 2 天。现病史:患儿于 2 天前无诱因突然出现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可
见新鲜血,每次约 2-3ml,无咖啡渣样物,约 4-5 次/日,无发热,无咳嗽喘息､ 无腹痛腹泻､ 未见黑便,全
身皮肤未见皮疹或出血点。病程中患儿精神可､ 饮食欠佳､ 睡眠好,大小便正常。既往史:2 年前开

始出现间断腹胀腹痛,与进食无明显相关性,常伴有恶心呕吐,呕吐物多为胃内容物,无发热､ 腹泻。家

长未予系统治疗。婴儿期有“湿疹”病史。未发现药物食物过敏史。无疫区旅游及传染病接触史。个

人史:患儿第 1 胎 1 产,孕期足月,顺产,出生体重 2.75kg,apgar 评分 10 分,无窒息抢救史。母亲孕期

体健。生后进乳可,母乳喂养至 12 月,现普食。家族史:家族成员健康,无恶性疾病及过敏性疾病遗传

史。体格检查:T 36.5℃,R 20 次/分,P 90 次/分,BP 96/64mmHg 神清,精神尚可,全身未见皮疹及出血

点,眼结膜及甲床稍苍白,弹性良好。无肝掌和蜘蛛痣。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见明显肿大。双肺呼吸音

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心前区未闻及杂音。腹软,肝脾肋下未扪及,左上腹有压痛,无
反跳痛,肠鸣音活跃。四肢肌力､ 肌张力正常,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辅助检查:腹部超示:
腹腔多发淋巴结征象,大者约 15mm×5mm,腹部平片示腹腔散在肠管扩张､ 积气。心电图示窦性心

律不齐。电解质､ 肝肾功能及心肌酶未见异常,超敏 C 反应蛋白 10.8mg/L;血常规:WBC 
10.8×109/L,RBC 4.74×1012/L,,HGB 128g/L,PLT 368×109/L,L% 10.1%, N% 88.4%,EOS% 6.2%;
血型:O 型阳性。呕吐物潜血(++);凝血四项正常。尿常规:尿葡萄糖 2+,酮体弱阳性。 
根据以上信息,初步做哪些诊断,下一步应进行哪些检查,应与哪些疾病鉴别,如何处理? 
方法 检查:大便常规,输血前四项,血沉,13C 呼气试验,慢性炎症性肠病 IgG､ IgA 抗体,过敏原测定,皮
肤点刺试验,胸片,胃镜,肠镜 
结果 13C 呼气试验示:阳性;胃镜检查示:1､ 十二指肠球炎､ 2､ 慢性浅表性胃炎､ 3､ 食管贲门粘膜

撕裂综合征;病理提示:嗜酸细胞 20/Hp。过敏原测定:IgE>200;皮肤点刺试验提示螨虫,羽毛,花粉,牛
奶:阴性。 
结论 诊断:1､ 慢性胃肠炎急性发作  2､ 过敏性胃肠炎 3､ 食管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 
诊断依据:1､ 呕血 2 天;既往腹胀腹痛伴呕吐 2 年,未系统治疗。2､ 查体:腹软,肝脾肋下未扪及,左上

腹有压痛,无反跳痛,肠鸣音活跃。3､ 13C 呼气试验示:阳性;胃镜检查示:1､ 十二指肠球炎､ 2､ 慢性

浅表性胃炎､ 3､ 食管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病理提示:嗜酸细胞侵润。过敏原测定:IgE>200 
鉴别:肠梗阻;肠套叠;腹型过敏性紫癜;轮状病毒肠炎;凝血功能障碍性疾病;结核;非器质性复发性腹痛; 
治疗:抗幽门螺旋菌治疗十天,抑酸､ 保护胃黏膜,回避八大类易致敏食物。 
 
 
PO-2051 

病例讨论:呕吐引起休克､ 抽搐病例 
 

任翼,王梅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海口市妇女儿童医院 570102 

 
 

目的 通过病例分享,集思广益,进一步明确诊断,拟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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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病例讨论 
结果 解决临床问题:1.抽搐引起的原因,2.头颅 CT 病灶的病因,3.什么原因导致的快速休克,4.是否支

持代谢性脑病?5.可能的鉴别诊断有哪些,还需要进一步行哪些检查明确诊断,6.还需要进一步行哪些

检查明确诊断,7.预后怎样。 
结论 本病例特点:1.患儿,女,3 月,呕吐腹泻 2 天,2.加重伴发热 10 小时,3.大便呈黄色蛋花汤样,约 9-
10 次/日,量多,无粘液脓血,无果酱样便,无便后哭闹,4.抽搐 10 分钟,抽时体温 41℃。5.查体低容量性

休克体征,6.血气提示代谢性酸中毒,7.头颅 CT:左侧脑实质广泛片状低密度影,8.补液纠酸后血气电

解质很快恢复,9.出院后呕吐时仍容易出现低血容量性休克 
出现类似病史 3 次。 
 
 
PO-2052 

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术治疗先天性食管闭锁术后 
吻合口狭窄临床初探 

 
徐俊杰,杨露,魏绪霞,肖俊,谷东博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术(ERI)对于先天性食管闭锁术后吻合口狭窄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收治 4 例接受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治疗先天性食管闭锁术后

吻合口狭窄患儿临床资料,对其治疗过程､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有无并发症进行统计分析,同时查阅

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4 例患儿均在全麻下超声内镜引导中接受放射状切开术,过程顺利,且平均操作时间为 25 分钟,
吻合口狭窄环平均切开 3 次,术中有 1 例患儿反复血氧饱和度下降,停止操作加压给氧后可好转,其余

术中无并发症。4 例患儿术毕置入鼻胃管,术后 48 小时内 3 例有消化道出血,给予止血､ 抑酸､ 抗炎

及多潘立酮等治疗后症状缓解。术前吞咽困难评分平均为 3.5 分,术后随访 1-3月吞咽困难､ 呛奶症

状好转,评分降至 1 分(P<0.01)。 
结论 对于先天性食管闭锁术后吻合口狭窄,超声内镜引导下放射状切开术治疗短期临床效果显著,长
期疗效尚待进一步随访观察。 
 
 
PO-2053 

婴儿胆汁淤积性黄疸的肠道菌群研究 
 

周少明,周建利,代东伶,蔡华波,邹瑜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了解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肠道菌群的变化规律,多样性特点以及其菌群基因功能特征。 
方法 74 例婴儿进行了肠道菌群分析,其中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 42 例,正常对照组 32 例。大便标本

同一时间采用鸟枪法进行肠道宏基因测序,同时应用 KEGG 数据库对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的菌群基

因进行功能分析。 
结果 在ɑ-多样性分析中,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较正常对照婴儿的肠道菌群具

有更高的多样性改变,有显著性差异;在分类分析中,也是明显升高,表明在肠道菌群组成上具有更明显

的改变,以及更多的细菌多样性。然而,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肠道菌群的功能作用较对照组明显

减弱,双歧杆菌属明显减少,而潜在致病细菌如韦荣球菌属和 Niastella koreensis 则明显增多。根据

随机森林法的 Gini importance 分析,我们挖掘到 9 个菌种在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肠道富集,并且

与 KEGG 分析的 4 个功能强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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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肠道菌群在多样性和功能上均有明显改变。这种变化可以作为一个

潜在的生物学标志,在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诊断､ 治疗和预防上发挥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PO-2054 

凝血功能指标对儿童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价值 
 

岳玉林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溃疡性结肠炎(UC)患儿凝血酶原时间(P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纤维蛋白原

(FIB)､ D-二聚体(DD)､ 抗凝血酶(ATⅢ)和血小板(PLT)诊断指标的临床价值,探寻评估 UC 患儿病情

及严重程度的有效指标。 
方法 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南京儿童医院消化科住院的 UC 患儿资料,确定 25 例缓解

期,36 例活动期 UC 患儿为研究对象,选取 30 例健康体检儿童为对照组,结合凝血功能指标进行分

析。 
结果 UC 患儿 PT､ APTT､ FIB､ DD､ ATⅢ和 PLT 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

为 0.659､ 0.840､ 0.744､ 0.776､ 0.599 和 0.792,活动期 UC 患儿 AUC 分别为 0.849､ 0.889､
0.836､ 0.912､ 0.964 和 0.966。活动期组 UC 患儿 PT､ APTT､ FIB､ DD 和 PLT 的检测结果明显

高于对照组,ATⅢ明显低于对照组;缓解期 UC 患儿各凝血指标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异;UC 患儿不同病

情程度间 PT 和 APTT 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F=0.652､ 1.755,均 P>0.05),而 FIB
､ DD､ ATⅢ和 PLT 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F=66.495､ 32.817､ 88.284､ 22.892, 
均 P<0.05),FIB､ DD 和 PLT 与病情严重程度呈中度正相关(r=0.857､ 0.648､ 0.654,均 P<0.05),而
ATⅢ与病情严重程度呈中度负相关(r=-0.789,P<0.05);回归分析 UC 患儿病情程度与 FIB､ DD 和

ATⅢ相关 (R2=0.830,F=39.962,P<0.05)。 
结论  FIB､ DD 和 ATⅢ可作为评估 UC 患儿病情及其严重程度的指标,对临床评价 UC 患儿病情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O-2055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 60 例临床分析 
 

程勇卫,周少明 ,周建利,蔡华波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牛奶蛋白过敏导致的婴儿下消化道出血临床分析,为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5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 60 例牛奶蛋白过敏导致婴儿下消化道

出血的临床资料。 
结果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年龄 1-6 月 41 例(68.33%) 多,不同性别患儿年龄分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2=1.371,P=0.242),人工喂养 25 例(41.67%)多见;临床表现突然大便带鲜血或血丝

46 例(76.67%);电子肠镜检查:发现多发性结节增生(83.33%);病理检查表现慢性非特异性炎症,固有

层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回避牛奶蛋白饮食后,患儿治愈率情况:2 周后治愈率比 1 周后治愈率明显增多,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 周后治愈率比 2 周治愈率两者比较,差别没有统计学意

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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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以 1-6 月人工喂养患者多见,非 IgE 免疫机制可能参与了其

发病过程,回避牛奶蛋白 2-4 周后未见缓解,需要考虑嗜酸粒细胞结肠炎引起可能。  
 
 
PO-2056 

聚乙二醇(PEG)治疗儿童功能性便秘临床疗效 
的 Meta 分析和临床安全性评价 

 
赵煜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评价聚乙二醇对治疗儿童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MEDLINE､ Pubmed､ Cochrane 数据库和 EMBASE,及维普数据库､ 万方数据

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源,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6 年 12 月,收集国内外应用聚乙二醇治

疗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所有随机对照试验或前瞻性对比研究。英文检索词为“Constipation or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nd Children and polyethylene glycol or laxative”。中文检索词为“便秘”､
“功能性便秘”､ “儿童”和 “聚乙二醇”。主要效应指标为每周排便次数,次要效应指标为大便性状。 
结果 经计算机初步检索,共获得 258 篇文献,阅读题目和摘要后对其中的 21 篇文献进行了全文浏览,

终纳入 Meta 分析的文献为 7 篇。合计纳入研究患儿 662 名,其中聚乙二醇治疗组有 318 名,非聚

乙二醇治疗组有 344 名。Meta 分析森林图结果:患儿“每周排便次数”效应指标的合并 SMD 值为

0.31,95%CI 置信区间为 0.22-0.40,“大便性状改善”效应指标的合并 SMD 值为 0.42,95%CI 置信区

间为 0.26-0.58。两个效应指标的合并 95%CI 的上下限均大于 0,等价于 P<0.05,即合并效应有统计

学意义。漏斗图结果:“每周排便次数”的 Begg 检验的 P 值为 0.053(P>0.05),说明被纳入的研究发表

偏倚很小。而“大便性状改善”的 Begg 检验的 P 值为 0.009(P<0.05),说明被纳入的研究可能存在发

表偏倚,需要进一步做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每周排便次数”和“大便性状改善”两项效应指标的合

并 95%CI 均落在 1.25-1.50 和 1.29-1.79 左右,无明显的偏离,因此认为此次 Meta 分析纳入文献的研

究结果稳定性较好。 
结论 聚乙二醇治疗儿童功能性便秘安全有效。 
 
 
PO-2057 

20 例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临床特点分析 
 

陈小红
1,卢美萍

2 
1.海宁市中心医院 
2.浙江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rtis,EG)的临床特点及内镜下特点,提
高 EG 的诊断及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5 月-2015 年 5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住院并确诊为 EG 的 20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 外周血嗜酸细胞､ 过敏原､ 影像学､ 胃肠镜及病理､ 治疗。 
结果 20 例患儿中腹痛 11 例,便血 7 例,腹水 4 例,发热 3 例,腹泻 2 例,腹胀 1 例,浮肿 1 例,呕吐 1
例。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增多 12 例(60.0%)。13 例行过敏原测定,10 例对尘螨等过敏。影像学检查

CT,MRI 无特异性,内镜下表现为病变部位黏膜的充血､ 红斑､ 点状糜烂､ 血管纹理不清。85%患者

胃肠道黏膜组织的病理学检查见嗜酸性粒细胞浸润。非激素治疗 8 例,激素治疗 12 例,大多效果好,
仅 3 例疗效差,1 例末次住院行粪菌移植,取得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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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G 的临床表现以腹痛,便血为主,胃窦,降结肠,十二指肠是较常见的病变部位,外周血,腹水和胃

肠道黏膜的病理学检查中检测到嗜酸性粒细胞的增多是诊断的关键。激素治疗效果佳,应根据不同

病人制定不同治疗方案。 
 
 
PO-2058 

the clinical characters and check of 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rtis 

 
Chen Xiaohong1,Lu Meiping1 

1.haining central hospital 
2.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s and check of 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rtis (EG). 
Methods Twenty patients with EG in the zhe jiang sheng child’ hospital from 2011 to 2015 were 
studied retrospectively.The characters of EG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result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 laboratory inspection imageological examination, endoscop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phil(EOS) 
Results The children with EG usually had abdomianal pain(11cases), hemafecia(7cases), ascetic 
fluid (4cases), fever(3 cases) , sometimes with diarrheam,Abdominal distension, edema, nausea 
or vomiting etc. 60.0%Peripheral blood eosin-ophil(EOS) counts was increased.Allergens to 
determine a total of 13 people, in addition to four people with peanut, milk, protein, crab, frog fish 
food allergies, other 10 per person is allergic to dust mites and other inhaled. Lack of 
characteristic imaging examination of CT, MRI,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endoscopic examination 
can show the mucosal hyperemia, erythema, dot erosion, blood vessels, the texture is not clear. 
85% of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mucosa tissue pathology examination see eosinophil 
infiltration.Treatment 8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non-steroids,12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steroids,have good effect mostly. Only 3 patients poor effects, 1 case at the end of the time in 
hospital fecal bacteria transplantation, obtained certain result. 
Conclusions bdominal pain and  hematochezia i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 most 
patients.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gastric antrum, descending colon, the duodenum is the 
more common parts..An elevated count of eosinophilic graunlocytes in peripheral blood.ascitic 
fluid and tissues of mucous membrane are key diagnostic points. hormone treatment effect is 
goo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atients make differeng treatment schemes. 
 
 
PO-2059 

Citrin 缺陷致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 
与胆道闭锁肝组织病理特征对比分析 

 
李雪松,舒赛男,黄志华 
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分析 citrin 缺陷致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和胆道闭锁(BA)肝组织病理特点,探究其对二

者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意义。 
方法 对 2012-2015 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感染消化科收治的经临床和/或基

因分析诊断为 NICCD 的 14 例患儿进行肝组织穿刺活检术;同期手术及术中造影证实的 20 例 BA 患

儿,取肝组织,分析比较二者肝组织病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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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4 例 NICCD 肝组织病理特征:100%出现肝细胞内脂肪沉积(混合型脂肪变性占 71%);绝大多

数出现肝细胞坏死及炎症反应(以轻~中度为主);100%出现肝细胞及毛细胆管内淤胆(以弥漫性轻~中
度肝细胞内淤胆为主);多出现纤维组织增生(以轻~中度增生为主);门管区小叶间胆管呈萎缩状。20
例 BA 肝组织病理特征:100% 出现肝内纤维组织增生,多形成纤维隔甚至出现肝硬化,小叶间胆管周

围纤维化;小叶间胆管显著增生;100% 出现肝内胆汁淤积(累及范围较广范);肝细胞坏死及炎症反应

较重;肝细胞羽毛样变性明显。  
结论  NICCD 肝组织特征性病理改变为肝细胞脂肪变性,小叶间胆管呈萎缩状?肝细胞及毛细胆管内

胆汁淤积,而 BA 的突出的病理表现为显著胆管增生及肝内纤维组织增生,甚至形成纤维隔或肝硬化,
肝组织病理改变对 NICCD 与 BA 的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指导意义。 
 
 
PO-2060 

健康教育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学龄期儿童功能性腹痛的临

床研究 
 

汤卫红
1,王惠庭

1,王忠敏
1,吕晓娟

1,李才学
1,管敏昌

2 
1.杭州市儿童医院 

2.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目的 探讨学龄期儿童功能性腹痛的健康教育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效果。 
方法 纳入符合均符合儿童功能性腹痛(functional abdominal pain FAP)罗马Ⅲ诊断标准[1]110 例,根
据症状严重程度与发作频率按 4 分法进行评分( 0~3 分代表无､ 轻､ 中､ 重) , 按门诊奇数和偶数号

随机分为联合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根据临床症状给予单纯药物对症治疗, 联合治疗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进行健康教育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治疗 3 周后再进行症状评分, 观察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均能缓解, 联合治疗组能明显提高疗效,与单纯药物治疗组对照有显著

性差异(P<0.01);治疗后严重程度评分和发作频率比较联合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P<0.01);联合治疗组治疗前后严重程度评分和发作频率比较,t 值分别为 15.51 和 10.5,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P<0.01);对照组治疗前后严重程度评分和发作频率比较,t 值分别为 4.70 和 2.99,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P<0.01)。 
结论 对功能性再发性腹痛患儿进行健康教育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其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对学龄期功能性腹痛患儿进行健康教育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极为重要,值得在临床推广应

用。 
 
 
PO-2061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Fang Youhong,Luo Youyou,Yu Jindan,Lou Jingan,Chen Jie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The incidence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in children ha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during past ten years in China. Very early onset IBD (VEOIBD) demonstrate differen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adult onset IBD. Furthermore, VEOIBD displayed strong 
connection with monogenetic disease.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41 VEOIBD patients in a tertiary hospitals in China from 
November 2005 to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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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is study included 27 male and 14 female patients (Table 1). 78% (32/41) of the 
VEOIBD was diagnosed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main symptoms were diarrhea (37/41), 
hematochezia (33/41) and abdominal pain (22/41). Common complications included malnutrition 
(11/41), perianal diseases (8/41), sepsis (6/41), and small intestinal perforation (3/41). The 
colonoscopy results included ulcers (23/41), ulcers with hyperplastic lesions (10/41), hyperplastic 
lesions (1/41) and nonspecific inflammation (4/41). 13.6% (3/22) of patients was found upper 
intestinal involved. Capsule endoscopy found 72.7% (8/11) small intestinal involved. Six newly 
diagnose VEOIBD patients had sent for whole exome sequencing. One patient was identified to 
harbor a new homozygous mutation in IL10RB (c.737G>A, p.W246X). Another patient harbored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NFRSF13B. The rate of steroid therapy among these 
VEOIBD patients was as high as 78% (32/41), and the rate of enteral or para enteral nutrition 
therapy was 75.6% (31/41). And the rate of surgery was 19.5% (8/41). Six patients died since 
diagnosed.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VEOIBD in our hospital ha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during past 
five years. The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ould be helpful to diagnose rare monogenetic gene 
diseases for the neonatal and infant onset patients. 
 
 
PO-2062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to treat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llergic colitis and its impact on gut microbiota 

 
Liu Shengxuan1,Li Yinhu2,Dai Wenkui2,Shu Sainan1,Huang Zhihua1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WeHealthGene 
 
 

Objective We evaluated the curative effect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for AC 
patient, and measured GM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FMT. 
Methods Filtered, qualified donor-derived stools were collected and injected to 19 AC infants via 
a rectal tube. Clinical outcomes were noted and follow-up observations were made. Stools were 
collected from 10 AC infants before and after FMT, and GM composition was assessed for infants 
and donors using 16S rDNA sequencing analysis. 
Results AC symptoms were reduced within 2 days after FMT treatment, and no patient relapsed 
within 10 months. During follow-up, 1 AC infant suffered from mild eczema and recovered shortly 
after hormone therapy. Proteobacteria decreased and Firmicutes increased in post-FMT AC 
infants. Bacteroides, Escherichia, Lactobacillus were enriched in most of AC infants after FMT 
treatment, but Clostridium, Veillonella, Streptococcus and Klebsiella decreased dramatically. 
Conclusions FMT wa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treating AC and restoring GM balance. 
 
 
PO-2063 

慢性腹泻婴儿 132 例临床诊疗分析 
 

赵真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究慢性腹泻婴儿与食物不耐受的关系并给予相关饮食干预疗效。 
方法 分析郑州市儿童医院 2015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慢性腹泻婴儿 4 个月-1 岁病例 132 例,检测患

者血清中 14 种食物过敏源特异性 IgG 抗体,针对牛奶不耐受患儿予完全氨基酸配方或深度水解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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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干预,出院后针对是否继续进行饮食干预分为继续进行饮食干预组(干预组,94 例)和随意停用或间

断饮食干预组(对照组,38 例),并随访 3 个月观察疗效。 
结果 饮食干预组出院后 3 个月较对照组体重增长良好(P<0.05)。 
结论 牛奶不耐受可导致婴儿慢性腹泻,牛奶不耐受患儿予完全氨基酸配方或深度水解配方奶喂养非

常安全有效。 
 
 
PO-2064 

探讨过敏性肠炎患儿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 
及氨基酸配方奶粉联合益生菌的干预效应 

 
黄金,于静,李小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过敏性肠炎患儿血清中 TGF—β､ IL-2 浓度及 IL-2/IL—4 比值变化特点及氨基酸配方奶粉

联合益生菌的干预效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为牛奶蛋白过敏性直肠结肠炎,且
予以氨基酸配方奶粉联合益生菌干预治疗后 1 月的 61 例婴幼儿临床资料,另选取年龄､ 性别相匹配

的健康婴幼儿 61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通过 Uni-CAPl00E 系统检测食物过敏组及健康对照组婴幼儿

血清食物特异性 IgE(SIgE),采用 ELISA 法检测 2 组婴幼儿血清 TGF—β､ IL-2 浓度及 IL-2/IL—4 比

值水平,通过应用氨基酸配方奶粉以及联合益生菌两种治疗方案,治疗前后及参照健康组各指标变化,
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过敏组较健康对照组,婴幼儿血清 TGF—β､ 及 IL-2/IL—4比值水平降低､ IL-2､ SIgE 水平

明显升高(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 过敏组,氨基酸配方奶粉联合益生菌干预治疗后血清中

IL-2､ SIgE 水平降低,TGF-β､ 及 IL-2/IL-4 比值高于治疗前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 氨基
酸配方奶粉联合益生菌干预治疗后较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TGF-β 浓度､ IL-2/IL-4 比值及

SIgE(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①应用氨基酸配方奶粉以及联合益生菌的方案干预,可以升高过敏性肠炎患儿血清中 TGF—β
､ IL-2 浓度及 IL-2/IL—4 比值,促进 Th1 细胞成熟及 Th1/Th2 平衡;降低血清中 IgE 浓度;过敏性肠炎

患儿治疗过程中动态观察 TGF—β､ IL-2 浓度及 IL-2/IL—4 水平,可作为评估病情转归及治疗有效性

的敏感指标之一。 
 
 
PO-2065 

酪酸梭菌对子鼠肠道菌群及免疫系统发育的影响 
 

苗瑞雪
1,朱欣欣

2,万朝敏
1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究酪酸梭菌对于子鼠肠道菌群的调节及免疫系统发育影响。 
方法 将成年雌鼠与雄鼠进行交配,怀孕后分笼饲养,待雌鼠产仔后将其记为母鼠,所产小鼠记为子鼠。

在子鼠生后第 21 天将子鼠与母鼠分笼(即断乳期)。干预阶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母鼠干预阶

段,即生后第 1 天至第 21 天;第二阶段为子鼠干预阶段,即为生后 21 天始至生后第 28 天。按照干预

措施的不同将其分为 Aa､ Ab､ Ba､ Bb 四组。Aa 组为对照组,即母鼠与子鼠的干预均为对照干预

(灌胃生理盐水 0.5ml);Ab 组为子鼠酪酸梭菌干预组(即子鼠灌胃酪酸梭菌 5x108CFU/0.5ml);Ba 组
为母鼠酪酸梭菌干预组(即母鼠灌胃酪酸梭菌 5x108CFU/0.5ml);Bb 组为母鼠与子鼠均干预组(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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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与子鼠均灌胃酪酸梭菌 5x108CFU/0.5ml)。分别在生后第 14 天,21 天,28 天收集各组子鼠大便,
进行肠球菌､ 肠杆菌､ 双歧杆菌及乳酸杆菌培养并计数。分别在生后第 14 天,21 天,28 天收集各组

子鼠肠液检测 sIgA 含量。在第 14､ 21､ 28 天采集子鼠的血液,检测 IL-4,IL-5,IL-10,IL-12,INF-r, IF-
12/p70 含量。 
结果 使用酪酸梭菌实验组子鼠肠球菌､ 肠杆菌菌群计数在第 14 天及 21 天分别较对照组菌群计数

明显下降,第 28 天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菌群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使用酪酸梭菌实验组子鼠双歧杆

菌､ 乳酸杆菌在第 21 天菌群计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子鼠菌群计数。使用酪酸梭菌干预的实验组子

鼠在第 14 天时 sIgA 分泌较对照组增加(F=6.129,P=0.023)而其它阶段两者均无明显差异。使用酪

酸梭菌干预的实验组子鼠与对照组子鼠在细胞因子 IL-4､ IL-5､ IL-10､ IL-12/p70 及 INF-r 各干预

时间段均无明显差异。 
结论 酪酸梭菌有调节肠道菌群数量的作用,使用酪酸杆菌饲喂的母鼠哺乳的子鼠肠道内双歧杆菌及

乳酸杆菌较对照组有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肠杆菌与肠球菌数量有减少的趋势。酪酸梭菌调节肠道

菌群数量的作用在生命早期作用明显。母鼠使用酪酸梭菌可能会使子鼠早期肠道内分泌性 IgA(sIgA)
的分泌增加,增加子鼠早期肠道抗感染能力。母鼠使用酪酸梭菌并不会对子鼠获得性免疫系统的分

化产生影响,不会引起免疫系统发育的紊乱。 
 
 
PO-2066 

160 例 6 岁以下儿童功能性便秘基础治疗 
与乳果糖联合治疗疗效观察 

 
魏绪霞,薛宁,杨露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儿童功能性便秘基础治疗与乳果糖配合治疗的效果,观察依从性对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就诊的 160 例 6 岁以下功能性便秘患儿,就诊时以问卷形式记

录患儿便秘特点及相关因素,予以腹部超声检查无异常,且无报警症状者予以详细介绍基础治疗的注

意事项,并同时予乳果糖口服治疗。并于治疗后 2周､ 6 周,进行随访。 
结果 便秘治疗总有效率 83.75%。基础治疗情况:①调整主食种类的 45.6%,调整副食结构的

70.6%;②增加水摄入量 47.5%;③增加运动时间 42.5%;④按时进行排便训练的患儿 63.75%。坚持

按照医嘱,依据患儿排便情况服用乳果糖的 83.13%。无效患儿 26 例,除部分患儿(3 例行钡灌肠提示

乙状结肠冗长或略迂曲冗长)有可疑发育异常,基础治疗依从性更差。主食种类单一(面食为主

88.46%),副食 76.92% 以肉蛋奶甜食为主,运动量增加仅 23.08%,并有 11.54%运动量减少。排便训

练依从性仅有 42.31%。 
结论 儿童功能性便秘基础治疗的依从性并不乐观,但结合乳果糖,短期内还是能够达到较高的有效

率。 
 
 
PO-2067 

207 例儿童功能性便秘精准治疗策略经验分享 
 

张树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享 207 例儿童便秘患者的治疗经验与体会,初步探讨儿童便秘的精准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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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7 例患者,年龄 6 月-14 岁,全部符合儿童便秘 Rome IV 标准,其中婴幼儿便秘 128 例,儿童便

秘 79 例。治疗前行食物不耐受,钡灌肠,盆底表面肌电评估,肛门直肠测压检查,根据检查结果确定治

疗方案。治疗措施包括:饮食调整,缓泻剂,肠道益生菌,扩肛,中药(消食导滞),肛门坐浴加栓剂,盆底生

物反馈加电刺激等。疗效评定标准主要根据症状:不变或加重为无效,症状改善或消失为有效。 
结果 婴幼儿便秘 128 例,总有效率为 68.75%(88/128),治疗措施主要包括饮食调整,肠道益生菌,扩肛,
中药,肛门坐浴加栓剂;其中首诊病例 33 例,经饮食调整后 4 例(4/33,12.12%)症状缓解;79 例 
(79/128,61.72%)患者合并肛裂或恐惧;对 41 例不合并肛裂患者采用中药治疗,22 例(22/41,53.66%)
便秘症状缓解;79 例便秘合并肛裂患者加用肛门坐浴加栓剂治疗,51 例 (51/79,64.56%)症状缓解。

对首次治疗无效的患者给予缓泻剂缓解症状后再次应用中药治疗,11 例(11/51,21.57%)缓解。 
年长儿便秘 79 例,总有效率为 82.28%(65/79),治疗措施主要包括肠道益生菌,中药(消食导滞),盆底生

物反馈加电刺激,缓泻剂;其中 39 例 (39/79,49.37%)无盆底功能障碍,应用中药治疗后 28 例

(28/39,71.79%)症状缓解;40 例 (40/79,50.63%)合并盆底功能异常,27 例(27/40,67.5%)经中药治疗

后自行缓解,仅 13 例(13/40,32.5%)需要盆底康复治疗,有效率为 76.92%(10/13)。对于中药和盆底

康复无效的顽固性患者采用缓泻剂或洗肠缓解症状 17.72%(14/79)。 
结论 儿童便秘的治疗要根据年龄选取不同的治疗措施,在婴幼儿以调理脾胃中药为主,特别注意饮食

调整和同时治疗肛裂的重要性;而在年长儿,绝大多数可以通过中药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少部分病例

需要加做盆底康复,对那些穷尽治疗无效的病例可采用洗肠或缓泻剂缓解症状。 
 
 
PO-2068 

儿童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相关血清标志物分析 
 

翟娜娜,李宇宁,谢富佳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分析儿童过敏性紫癜(Henoch-Schonlein purpura,HSP)发生消化道出血的血清学相关危险因

素。 
方法 纳入 148 例 HSP 患儿,77 例腹痛患儿。以白细胞计数(WBC)､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淋巴细胞

绝对值､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 血红蛋白(Hb)､ 血小
板计数(PLT)､ 平均血小板体积(MPV)､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及血沉为研究指标,应
用 SPSS21.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Logistic 回归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简称 ROC 曲线)分析血清学标志物与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的相关

性。 
结果 (1)HSP 组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血小板､ NLR 较对照组升高,淋巴细胞绝对值较

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HSP消化道出血组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NLR
和 CRP 较非消化道出血组明显升高,淋巴细胞绝对值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HSP 患儿临床

评分与血清标志物白细胞计数(r=0.344,P<0.001)､ 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r=0.405,P<0.001)､
NLR(r=0.364,P<0.001)､ 血小板计数(r=0.185,P=0.024)及 CRP(r=0.258,P=0.002)呈显著正相关;(4)
经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仅 CRP 及 NLR 为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的独立相关因素;(5)根据 ROC 曲

线下面积结果,与 NLR 相比,CRP 是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的潜在的更有效的预测指标。 
结论 CRP>7.25mg/L 及 NLR>3.43 可作为预测儿童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的简易血清标志物,临床

工作中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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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69 

临床药师对 1 例儿童克罗恩病患者的药学监护 
 

魏娜
1,陈燕惠

2,刘茂柏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药学部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科 

 
 

目的 通过该病例探讨临床药师对儿童克罗恩病患者药学监护的重点和方向。 
方法 在 1 例儿童克罗恩病患者全程治疗过程中,临床药师协助临床医师从执行正确的治疗方案､ 提

高用药依从性､ 重视疗效评价和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等方面入手,加强儿童克罗恩病患者的药学监

护。 
结果 在临床药师参与下,患儿药学监护计划的制定真正做到个体化。 
结论 临床药师积极参与临床实践,通过加强儿童克罗恩病患者的药学监护,同时结合患儿的实际情况,
可提高儿童克罗恩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PO-2070 

儿童无痛胃镜检查术术前新禁食方案的研究 
 

孙波,李小芹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及分析无痛胃镜检查术患儿术前新禁食方案对术中､ 术后的影响。 
方法 将 126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A､ 实验组 B 与对照组各 42 例,对照组采取传统禁食方案,实验

组采取新禁食方案,实验组 A 给予饮用麦芽糊精果糖饮品(素乾)200ml､ 实验组 B 给予饮用葡萄糖

200ml,对三组患儿术前､ 术中及术后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三组患儿在术前 2h血糖､ 术中胃液量､ 胃液 PH 值､ 术中误吸､ 术后呕吐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儿在术后 2h血糖､ 舒适度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 A 与实验组 B 在术后 2h 血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组 A 与实验组

B 在术前饮品口感接受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前新禁食方案并未增加患儿术中及术后风险,反而提高了患儿的舒适度,也降低了术后低血糖

的风险,且素乾在口感及接受度上更适合儿童,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PO-2071 

婴儿过敏性结肠炎 30 例分析 
 

李永春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婴儿过敏性结肠炎的临床特点､ 实验室检查和内镜下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2 月~2017 年 1 月我院消化科收治 30 例诊断为过敏性结肠炎患儿的临床

表现､ 实验室检查和结肠镜下表现。年龄为 1 月~12 月,其中男 19 例,女 11 例,母乳喂养 16 例,人工

喂养 5 例,混合喂养 11 例。过敏性结肠炎的诊断标准包括正常儿童出现血便和或腹泻,回避可疑食物

后临床症状缓解,再次接触可疑食物后症状复现,同时存在排除其他需鉴别的疾病如炎症性肠病､ 寄

生虫病､ 先天性巨结肠､ 麦克尔憩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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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临床表现:30 例患儿中表现为腹泻 28 例､ 血便 18 例､ 粘液便 26 例,呕吐 12例､ 腹胀 7例､
营养不良 3 例。实验室检查:30 例患儿行实验室检查:其中血常规回示轻度贫血 6例､ 血小板计数升

高 8例､ 嗜酸性粒细胞升高 7 例;血清总 IgE 升高 12 例;血清特异性 IgG 升高 26 例;血清白蛋白降低

6 例。内镜下表现为颗粒样结节 28例､ 充血糜烂 14例､ 局部红斑 6例､ 溃疡形成 3 例,病变主要

累及直肠､ 乙状结肠､ 降结肠及横结肠。 
结论 婴儿过敏性结肠炎的临床表现多以腹泻及粘液血便为主,实验室检查血清总 IgE 和血清特异性

IgG 有不同程度升高。内镜下表现各异,颗粒样结节较多见,病变主要累及横结肠以下结直肠。 
 
 
PO-2072 

经内镜逆行胰胆道造影术在儿童胰胆道疾病中的应用 
 

叶卉初,冀明,张澍田,李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 ERCP 在诊断和治疗儿童胰胆道疾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74 例 1~14 岁接受内镜逆行胰胆道造影术(ERCP)患儿

的临床资料,对成功率､ 治疗方法及相关并发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74 例患儿共成功行 ERCP 操作 91 次,成功率 94.8%,共采用 29 种术式,术后胰腺炎发生率为

10.8%,高淀粉酶血症为 13.5%､ 应激性高血糖症为 10.8%。 
结论 ERCP 在儿童胰胆道疾病中的应用是安全有效的。 
 
 
PO-2073 

Disease Spectrum in Children with Inherited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in China 

 
Wang Neng-Li,Wang Jian-she 

Jin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Objective Genetic causes account for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pediatric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Several genetic defects have been reported in China, but the disease spectrum is 
still largely unknown.  Here we report the disease spectrum.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June 2016, 877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gDNA was extracted from EDTA treated peripheral blood, 
and evaluated by Sanger sequencing, panel sequencing, or whole exome sequencing. 
Results 295 (33.6%) of the 877 enrolled pediatric cholestatic patients received a molecular 
diagnosis. There were 18 distinct genetic disorders diagnosed. The top 7 resulted from mutations 
in SLC25A13 (41.4%), JAG1 (25.4%), ABCB11 (9.2%), ATP8B1 (6.1%), ABCB4 (4.1%), ABCC2 
(4.1%), and CYP27A1 (2.7%). Patients with disease onset at younger age we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a genetic diagnosis. The majority (85.4%) of diagnosed cases developed cholestasis 
before 4 months of age, and Citrin deficiency was the most common cause. But ABCB4 
deficiency became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patients with disease onset after one year old. 
Among the 295 diagnosed patients, 245 distinct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disease genes, 
including 61 novels. Recurrent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SLC25A13, ATP8B1, CYP27A1, and 
AKR1D1; and together accounted for 47.0% of the total mutant allel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first clarified the disease spectrum of pediatric inherited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in China and their relative frequencies. The findings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strategy optimization of genetic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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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74 

儿童乳糖不耐受研究进展 
 

李洋洋,刘捷,曾超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了解国内外对于儿童乳糖不耐受的 新研究进展,并指导临床医生进行治疗。 
方法 复习国内外关于儿童乳糖不耐受的相关文献,整理并学习相关研究,对乳糖不耐受的发病机制､

临床分型､ 诊断方法及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结果 乳糖不耐受(lactose intolerance,LI)是指因乳糖酶的相对或绝对缺乏而导致的以腹泻为主的相

关消化道症状的现象。由于遗传的多态性,不同种族人群发病率不同,我国是 LI 的高发人群。婴幼儿

LI若不引起重视可导致慢性腹泻､ 营养不良､ 贫血､ 骨质疏松等长期危害。LI 的临床分型分为 4 种:
发育性乳糖酶缺乏､ 先天性乳糖酶缺乏､ 原发性乳糖酶缺乏和继发性乳糖酶缺乏。其中,发育性乳

糖酶缺乏主要见于早产儿,原发性乳糖酶缺乏为我国大多数 LI 的发病类型。LI 的临床症状不特异,以
腹泻､ 腹胀､ 腹痛等消化道症状为主,诊断方法多样,如乳糖耐量实验､ 大便还原糖及 pH 值测定､

尿半乳糖的测定､ 乳糖氢呼气实验等,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把乳糖酶缺乏的实验室诊断作为必要的

诊断依据。治疗方法根据临床类型和症状的不同而不同,主要包括饮食回避､ 添加乳糖酶､ 益生菌

等。 
结论 乳糖不耐受的关键是乳糖酶的相对或绝对缺乏,我国是 LI 的高发人群,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严重

LI 可有潜在的长期危害。其临床症状不典型,诊断方法多样,治疗相对简单。临床医生对此应该有一

定的认识,对出现相关症状的儿童考虑到 LI 的可能,并加以鉴别。 
 
 
PO-2075 

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1 例及其超微结构改变 
 

戚伶俐,王朝霞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提高对儿童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PIL)的认识,并观察其小肠粘膜超微结构改变。 
方法 对 1 例 PIL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11 岁女孩,以腹泻､ 腹痛､ 腹胀起病,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减少,血清白蛋白及 IgG 下降,腹腔穿

刺提示乳糜性腹水,胃镜及结肠镜提示小肠淋巴管扩张症,排除其他疾病后确诊为 PIL,治疗上予富含

中链脂肪酸､ 高蛋白､ 患儿症状迅速缓解､ 实验室检查恢复正常。 
结论 慢性腹泻､ 乳糜性腹水患儿需警惕 PIL,胃镜结合结肠镜可诊断该病,治疗主要依靠长期坚持饮

食疗法。 
 
 
PO-2076 

神经型一氧化氮合酶与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间的关系  
 

胡家奇,张又祥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 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是新生儿消化常见的先天性畸形疾病,研究表明神经性一氧化氮合酶

(nNOS)缺乏是发生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CHPS)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主要通过不同剂量的 L-
NAME 建立不同梗阻程度的 CHPS 动物模型,探讨 nNOS 与幽门肥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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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孕中期 wistar 大鼠灌胃联合仔鼠皮下注射的方式给予不同剂量的 L-NAME 建立不同梗阻

程度的 CHPS 新生鼠,L-NAME 剂量分别为:B 组孕鼠 60mg/kg/d 仔鼠 25mg/kg/d,C 组孕鼠

300mg/kg/d 仔鼠 125mg/kg/d,D 组孕鼠 600mg/kg/d 仔鼠 250mg/kg/d,对照组(A 组)孕鼠和仔鼠同

样的方式给予等量生理盐水。记录新生鼠的生长发育情况,测量 1日龄､ 7日龄､ 14 日龄仔鼠胃体

积､ 胃窦厚度､ 十二指肠厚度､ 幽门 nNOS 的表达量。 
结果 L-NAME 引起新生鼠第一周体重增加速度降低,第二周恢复正常。1 日龄时仔鼠幽门 nNOS 的

量随着 L-NAME 用药量的增加而降低,各组间胃潴留程度无统计学差异。 在 7 日龄时各组之间仔鼠

幽门 nNOS 的量无统计学差异,对照组､ 低剂量组､ 中剂量组胃潴留程度随着 L-NAME 用药量的增

加,高剂量组胃潴留程度与中剂量组一致。 14 日龄时仔鼠幽门 nNOS 的量随着 L-NAME 用药量的

增加而增加,低剂量组和中剂量组胃储留程度无统计差异,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胃储留程度无统计差

异。 
结论 L-NAME 可诱导新生鼠早期 nNOS 表达量下降,引起局限性于幽门部的幽门肥厚性狭窄､ 胃潴

留､ 体重增长迟缓;新生鼠后期可通过自身调节使 nNOS 表达量升高,使体重增长量恢复正常;nNOS
缺乏可引起新生鼠早期局限于幽门部的幽门肥厚性狭窄。 
 
 
PO-2077 

城乡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 家庭集聚性及相关因素分析 
 

徐慧芳 
兰溪市人民医院 321100 

 
 

目的 探讨城乡儿童幽门螺杆菌(Hp)感染率､ 家庭集聚性及相关危险因素,旨在为建立有效的 Hp 感

染预防措施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月随机抽取城区小学､ 农村小学各 4 所,选取

4~6 年级学生 650 名。采用 13C -尿素呼气试验(13C UBT)检测是否感染 Hp,采用 Hp 感染问卷对学

生家长进行相关因素的调查。根据资料性质,先进行单因素配对资料 χ2检验,筛选有统计意义的因素

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探讨 Hp 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本地区儿童 Hp 感染率为 55.23%,其中城区为 45.35%､ 农村为 67.12%,农村儿童 Hp 感染率

显著高于城区(χ2=30.87,P<0.01)。Hp 阳性儿童家庭中,家庭集聚构成比为 59.61%,其中城区为

52.80%､ 农村为 65.15%,农村 Hp 阳性家庭集聚构成比高于城区(χ2=5.63,P<0.05)。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Hp感染与共用刷牙口杯､ 人均居住面积､ 监护人有胃病史､ 共餐者有胃病

史存在密切关系(P<0.01 或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共用刷牙口杯､ 监护人有胃病

史､ 共餐者有胃病史仍是儿童 Hp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 或 P<0.05)。 
结论 本地区儿童 Hp 感染率较高,存在较高的家庭集聚性,且农村地区更为突出。共用刷牙口杯､ 监

护人有胃病史､ 共餐者有胃病史是儿童 Hp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加强健康宣传

及普及,儿童生活洗漱用品应专用化,提倡分餐制,以有利于降低儿童 Hp 感染率。 
 
 
PO-2078 

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特点 
 

袁子杰,张先华,龙毅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10005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组累及回肠､ 直肠､ 结肠甚至全消化道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疾病,有研究

将<5 岁或<6 岁定义为极早发型 IBD,也有研究将<2 岁发病归类为极早发型 IBD,分类标准不一。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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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年龄段儿童相比,VEO-IBDD在病因构成､ 临床特点､ 治疗方法及预后等方面有所不同,需要临

床医生区别认识。本文就 VEO-IBDD 的特点,特别是与其他年龄段 IBD 的区别做一总结。 
方法 检索国内国外关于儿童早发型炎症性肠病的研究,包括系统综述､ 对照研究､ 个案报道等,总结

VEO-IBDD在病因构成､ 临床特点､ 治疗方法及预后等方面的特点。 
结果 与其他年龄段儿童相比,VEO-IBDD在病因构成､ 临床特点､ 治疗方法及预后等方面有所不同,
在极早发型 IBD 患儿中发现了一些相关基因突变,使得一些极早发型 IBD 成为单基因疾病,其治疗方

法和预后明显不同,需要临床医生区别认识。 
结论 VEO-IBDD 有别于其他年龄的儿童 IBD,确诊后应警惕单基因疾病和免疫缺陷病的可能,采取不

同的治疗方法,改善预后。 
 
 
PO-2079 

沙利度胺治疗儿童克罗恩病的临床观察 
 

陈琼,游洁玉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评价沙利度胺治疗儿童克罗恩病(CD)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诊治的英夫利昔无效的儿童 CD
并使用沙利度胺治疗的病例资料,沙利度胺起始剂量为 2mg/kg/day 并每天分 3 次口服,分别在 0 周

(治疗前)､ 4周､ 8周､ 12周､ 26 周及 52 周随访观察,运用儿童克罗恩病疾病活动评分指数(PCDAI)
､ 黏膜愈合､ 组织学愈合情况来评价疗效,及检测实验室指标(血红蛋白,红细胞沉降率,C 反应蛋白,
白蛋白,血小板),同时,监测治疗前和治疗后 52 周的体重,运用体重计算出标准差的离差法年龄别体重

Z 评分来评价治疗前后患儿营养状况及生长发育情况, 后,密切随访治疗期间发生的不良反应。 
结果 临床疗效:共有 12 例儿童 CD 进行临床研究,在治疗 12 周后 9 例达到临床缓解,11 例患儿在治

疗 52 周后达到临床缓解。12 例患儿在治疗 0周､ 4周､ 8周､ 12周､ 26周､ 52 周平均 PCDAI 分
别为 41.5±8.7､ 22.8±7.5､ 14.3±6.9､ 9.5±4.3､ 5.5±3.3､ 2.7±2.8,治疗 4周､ 8周､ 12周､ 26 周

､ 52 周与治疗 0 周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前后相比,ESR､ CRP､ PLT 均逐渐

下降,Hb 和 ALb 均逐渐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与治疗后平均年龄别体重 Z 评

分为-1.52､ 0.04,12 例患儿在治疗 52 周后营养状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沙利度胺治疗 52 周后,12 例患儿中有 10 例患儿内镜评分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所有患儿中有 41.7%达到黏膜愈合,11 例临床缓解的患儿中 45.5%达到黏膜愈合。12 例

患儿中有 9 例患儿组织学评分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所有患儿有 25.0%达到组织学愈

合,11 例临床缓解患儿中有 27.3%达到组织学愈合。12 例患儿未出现周围神经病变等严重不良反应,
其中, 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嗜睡､ 头晕反应,所有发生的不良反应均在 2 周内可缓解消失。 
结论 1.   沙利度胺治疗儿童克罗恩病(CD)的临床疗效显著,安全性好,其长期治疗的安全性仍有待进

一步进行多中心研究。2.沙利度胺治疗儿童 CD能明显促进黏膜和组织学愈合､ 改善患儿营养状

况。 
 
 
 
 
 
 
 
 
 
 
PO-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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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钙卫蛋白在儿童炎症性肠病中诊断及病情评估的意义 
 

李林曼,吴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1.研究粪便钙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FC)在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IBD)
患儿从病情初发到缓解期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病情变化的相关性。2.将 IBD 患儿病程不同时期的 FC
水平与传统炎症指标､ 内镜检查结果进行比较,探讨其一致性､ 敏感性和特异性,明确粪便钙卫蛋白

在儿童 IBD 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消化病房炎症性肠病组 23 人,
其中包括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患者 7 人。IBD 对照组为同期小儿骨科患儿 15 人;VEO-
IBD 对照组为同期小儿外科无消化道器质性病变和不适的患儿 15 人。分别留取炎症性肠病组急性

期及缓解期以及对照组的新鲜粪便标本,行 ELISA 方法检测钙卫蛋白水平。并记录同一时间患儿的

临床表现和血生化指标如白细胞计数､ C-反应蛋白､ 红细胞沉降率,以及腹部 CT､ 内镜及病理改

变。 
结果 炎症性肠病组活动期粪便钙卫蛋白均值水平(983.96±220.94ug/g)高于对照组粪便钙卫蛋白均

值水平(171.70±229.85ug/g),两者之间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01)。FC 与 CD 患者的 CDAI 呈正

相关(rs=0.699,P=0.001),FC 与溃疡性结肠炎临床严重程度分级呈正相关(rs=0.602,P=0.029)。FC
与内镜下肠道病变炎症程度分级成正相关, CD 相关系数(rs=0.820,P=0.046),  UC 相关系数

(rs=0.894,P=0.041)。FC 以 522.93ug/g 为临界值时曲线下面积为 0.991,作为筛查炎症性肠病活动

期时其敏感度为 100%,特异度为 93.3%;当 CRP 以 12.85mg/dl 为临界值时曲线下面积为 0.697,其
敏感性为 50%,特异性为 93.3%。在以 FC,CRP 作为诊断炎症性肠病活动指标比较时,FC 其灵敏度

高于 CRP 值,且诊断性能优于 CRP。 
结论 1､ 粪便钙卫蛋白与儿童炎症性肠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可作为炎症性肠病早期诊断和病情监

测的新型标记物。2､ 在活动期炎症性肠病的的诊断中,粪便钙卫蛋白以 522.93ug/g 为诊断临界值

时,具有良好的敏感性(100%)及特异性(93.3%)。3､ 粪便钙卫蛋白水平检测可协助极早发型炎症性

肠病的诊断。4､ 粪便钙卫蛋白作为炎症性肠病的无创初筛指标敏感性优于传统炎症指标 CRP 值及

白细胞计数,且诊断性能优于 CRP,在临床诊断中具有指导意义。 
 
 
PO-2081 

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儿童食管良性狭窄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 
 

万盛华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儿童食管良性狭窄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以江西省儿童医院 2010 年 10 月~2015 年 6 月住院诊治的 78 例食管良性狭窄患儿为研究对

象,回顾分析食管良性狭窄患儿临床表现､ 内镜下特点及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的近期疗效和并发症,
其中 10 例首次扩张前经气管插管口注射美蓝进行测漏。 
结果 测漏的 10 例患儿有 2 例在狭窄口上方合并食管-气管瘘,经外科手术修补后再行扩张治疗;78 例
患儿经 1 ~ 20 次间断扩张治疗后基本消除梗阻,喂养困难明显改善,其中扩张 1 次的 34 例,2 次的 16
例,3 次的 9 例,4 次的 3 例,5-7 次的 11 例,7-10 次的 2 例,11-15 次的 1 例,16-20 次的 2 例;其中 1 例

出现气胸､ 1 例出现穿孔,1 例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结论 胃镜下探条扩张儿童食管良性狭窄是一种简单､ 安全､ 有效､ 并发症少的治疗方法,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但首次扩张前 好先行测漏检查排外食管气管瘘,再行扩张治疗。 
 
PO-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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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n 缺陷并巨细胞病毒感染致婴儿 
肝内胆汁淤积症 8 例临床分析 

 
万盛华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对 Citrin 缺陷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导致的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的临床特点､ 血氨基酸谱､

基因检测及治疗进行分析。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 8 例 Citrin 缺陷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导致的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常规实验室检查､ 及血氨基酸谱分析及治疗效果､ 基因检测进行分析。 
结果 8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黄疸､ 肝脾肿大和肝功能异常,凝血时间异常､ 低血糖､ 代谢性酸中

毒,贫血､ 低蛋白血症,高甲胎蛋白,血 CMV-IgM 阳性 4 例,血 CMV-DNA 阳性 1 例,尿液 CMV-DNA
阳性 7 例,串联质谱分析发现患儿瓜氨酸､ 蛋氨酸､ 苏氨酸､ 酪氨酸､ 精氨酸至少一项升

高,SLC25A13 基因突变 8 例。经更昔洛韦抗病毒,护肝､ 退黄､ 予无乳糖､ 中链脂肪酸奶喂养等综

合治疗后,黄疸不同程度减轻､ 肝功能好转,随访 3-6 月后各项指标正常。 
结论 Citrin 缺陷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导致的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多表现为黄疸､ 肝脾肿大和肝

功能异常,易误诊为巨细胞病毒感染导致的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临床上更昔洛韦抗病毒,护肝､ 退黄

治疗效果不理想,串联质谱筛查对诊断有较高价值,确诊需依靠基因诊断,予无乳糖､ 中链脂肪酸奶喂

养等综合治疗对改善预后有重要意义。 
 
 
PO-2083 

儿童嗜酸粒细胞性食管炎(病历讨论) 
 

梅红,赵玉霞,王宝香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嗜酸粒细胞性食管炎(EOE)是一种慢性的由免疫/抗原物质介导的慢性食管功能紊乱的疾病。

其临床表现主要由食管功能紊乱所导致,病理组织学主要表现为食管上皮嗜酸粒细胞浸润的炎症。

EOE 临床表现与胃食管反流病很相似,但对质子泵抑制剂的治疗效果不佳,如果没有及时的诊断和治

疗常引起食管狭窄等严重并发症。对患儿生长发育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方法 总结分析近三年来本院确诊的资料完整的 4 例 EOE 患儿,其临床表现以反复呕吐､ 喂养困难为

主。其中男 3 例,女 1 例,确诊年龄分别为 8 岁､ 30月龄､ 24 月龄及 18 月龄。所有患儿均行上消化

道内镜检查并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结果 临床表现:4例患儿均存在反复呕吐､ 进食固体食物缓慢或困难,体重增长不佳 
结论 EOE 是一种慢性的食管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与胃食管反流病相似并有交叉。治疗以饮食限制

及糖皮质激素为主,对质子泵抑制剂的治疗效果不佳。诊断依赖内镜改变及食管粘膜病理组织学检

查,主要的并发症是吞咽困难､ 食管狭窄。如未及时诊治,随着年龄的增长食管狭窄的发生率明显升

高。鉴于本病不良的预后,临床医师有必要重视该病的诊断,认识其内镜下特点,重视病理组织学的检

查,提高本病的诊断水平 
 
 
 
 
 
 
 
PO-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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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分类方法对诊断儿童急性发作性腹痛价值的 初步探讨 
 

钱超颖
1,武庆斌

1,2 
1.常熟市妇幼保健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本研究借鉴儿童急性腹痛临床问诊原则及既往病因分类思路,将儿童急性发作性腹痛归纳总结

为五组,通过建立五组分类法分析 814 例儿童急性腹痛病例,探讨五组分类法各组中疾病构成及相关

临床特点,对比总结五组分类法较传统诊断模式的优缺点,以优化儿童发作性腹痛的临床诊断思路,提
高诊治效率。 
方法 根据儿童急性发作性腹痛临床问诊原则及既往病因分类思路,将 703 例儿童急性发作性腹痛归

纳总结为五组:第一组.危重急腹症 (包括威胁生命的外科性及内科性疾病,如急性阑尾炎穿孔伴全腹

膜炎,急性重症胰腺炎等);第二组.内､ 外科急腹症(包括胃､ 肠､ 肝､ 胆､ 胰､ 泌尿生殖系统等),为排

除第一组情况后的所有器质性疾病;第三组.病毒性感染或细菌性感染;第四组.功能性胃肠疾病急性表

现;第五组.粪便潴留或排便困难。将所有入选病例依据 终临床诊断分别归入新创立的五组,比较各

组中疾病构成(发病率)及相关临床特点(平均年龄､ 性别比､ 平均病程､ 常见临床症状的发生率､ 实

验室检查结果),分析误诊病例特点。 
结果 1.各组的疾病构成:第一组共 73 例(8.97%),常见疾病病因为急性阑尾炎合并全腹膜炎

(38.35%)。第二组共 546 例(67.08%),常见疾病病因为过敏性紫癜(31.68%)､ 急性阑尾炎(30.40%)
和急性胃肠炎(11.90%)。第三组共 71 例(8.72%),常见疾病病因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合并粪便潴留

(91.55%)。第四组,共 19 例(2.33%),常见疾病病因为粪便潴留(84.21%)。第五组共 105 例

(12.90%)。 
2.实验室检查结果:第一组的血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比例､ C 反应蛋白数值的均值较其他四组显

著增高(P<0.05),第二组的 C 反应蛋白平均数值与其他四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但均值低于第一

组。第三组､ 第四组和第五组的患儿予灌肠通便后,有 181 例(92.82%)腹痛缓解。 
3.各年龄段的腹痛病因:第一组,幼儿组､ 学龄前期组和学龄期组病例数 多的均为阑尾炎合并腹膜

炎,各占本年龄组总数的 2.34%､ 3.78%､ 3.55%;第二组,幼儿组为急性胃肠炎(21.88%)､ 急性阑尾

炎(11.72%)和过敏性紫癜(9.38%);学龄前期组为过敏性紫癜(28.18%)､ 急性阑尾炎(18.56%)和急性

胃肠炎(8.59%);学龄期组为急性阑尾炎(24.62%)､ 过敏性紫癜(20.05%)和消化性溃疡及胃､ 十二指

肠炎(9.64%)。第三组,三个年龄组均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分别占各年龄段的比例为:幼儿组

11.72%､ 学龄前期组 10.65%和学龄期组 4.82%。第四组,三组均为胃肠功能紊乱。分别占其各自

年龄组的比例为:幼儿组 19.53%､ 学龄前期组 14.09%和学龄期组 9.90%。 
结论  新分类方法细分儿童急性发作性腹痛病因结构,优化诊断思路流程,对早期有效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 
 
 
PO-2085 

Mutations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in 
pediatric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Dai Dongling,Zhou Shaoming,Wen Feiqiu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6 
 
 

Objective NAFLD is now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liver disease in children. Through several 
mechanisms are proposed, the pathogenesis of NAFLD is still not clear. To fully investigate the 
roles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in pediatric NAFLD. 
Methods Exon sequencing is performed on blood samples from 100 subjects which comprise 39 
children with NAFLD and 61 healthy obes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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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177 variants involved 30 genes are identifed between NAFLD and control group. The 
functions of the variants ar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rough PPI analysis and Go term enrichment 
analysis. 
Conclusions 2 variants (rs2306986 and rs3792683) located in MTTP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distributed in the two groups which indicates MTTP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AFLD. 
 
 
PO-2086 

The risk factors of endoscopic balloon dilatation of benign 
esophageal strictures in children 

 
Dai Dongling,Zhou Shaomin,Wen Feiqiu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6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safety, effectiveness and predictive factors for outcome of endoscopic 
balloon dilatation (EBD) treatment for benign esophageal strictures (ES) in children.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benign ES treated by EBD in two centers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4 were included. All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under tracheal intubation and 
intravenous anesthesia using the 3rd grade controlled radial expansion balloon with gastroscope. 
Outcomes were recorded and predictors for outcom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66 sessions was completed in 32 patients. The success rate was 96.9%. The 
rate of response, complication, and recurrence was 90.6%, 15.6%, and 6.5%, respectively. The 
dilatation session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smaller diameter of 
stricture (P = 0.010, 0.013), and in patients with more than one structure (P = 0.010, 0.003). The 
longer interval between surgery and the first EBD was related to more EBD sessions and poorer 
response in the patients with anastomotic esophageal strictures (p = 0.000, 0.019).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BD was an effective primary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benign ES. The diameter, length and number of the strictur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clinical outcomes, and the interval between surgery and the first EBD was a predictive 
factor for response and EBD sessions in patients with anastomotic esophageal strictures. 
 
 
PO-2087 

13 例肝豆状核变性患儿基因型与表现型临床分析 
 

杨凯华,邓朝晖,王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肝豆状核变性患儿 ATP7B 基因型与临床表现型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9 月至今共 13 例临床确诊肝豆状核变性,且 ATP7B 的 Sanger 测序同样支持

肝豆状核变性诊断的患儿的临床特征以及 ATP7B 基因测序结果。 
结果 13 例患儿,男性 7 例,女性 6 例,确诊的中位年龄 6.0 岁。以肝功能异常首发者 为常见(76.9%),
有 2 例患儿存在血尿,1 例合并红斑狼疮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不存在中枢神经系统异常表现患儿,仅
1 例患儿的核磁共振显示基底节小片异常信号。13 例患儿均行 ATP7B 基因的 Sanger 测序,共发现

15 种变异类型, 常见的为 c.2333G>T,p.Arg778Leu(9/13,69.2%),所有存在该变异的患儿无一例外

存在肝功能损害,甚至有 2 例临床诊断肝豆的患儿,基因型仅发现单一的 p.Arg778Leu 突变,也同样存

在肝功能损害。另外 2 种出现频率较高的突变为 c.2975C>T,p.Pro992Leu(3/13,23.1%)和
c.2828G>A,p.Gly943Asp(2/13,15.4%)。所有 13 例患儿中仅 1 例为纯合变异

c.2975C>T,p.Pro992Leu,该患儿的兄姐分别在 1 岁及 8 岁是不明原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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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TP7B 基因突变可引起肝豆状核变性,而鉴于该病多脏器累积､ 临床表现及预后大相径庭的特

点,对该病的基因型与表现型的相关性的研究有望早期诊断､ 预测临床表现和评估预后。 
 
 
PO-2088 

病例讨论:胆汁淤积性肝炎 
 

邱云爽,能晶晶,刘梅,黄永坤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通过一黄疸持续不消退患儿病例,探讨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炎鉴别诊断。 
方法 病例介绍 
结果 氨基酸串联质谱检查:瓜氨酸､ 精氨酸､ 甲硫氨酸显著增高;代谢性肝病 panel 基因分析报告:通
过对疾病相关基因的测序分析,发现与疾病表型相关的疑似致病性突变基因 SLC25A13,患儿及其母

亲杂合突变,其父亲未发生突变 
结论 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炎患儿在诊断不地要考虑到遗传代谢性疾病,可考虑做相应基因检测明确诊

断。 
 
 
PO-2089 

应用食管高分辨测压对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食管动力分析 
 

唐晓艳,李正红,王智凤,宋红梅,李冀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消化道受累为部分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常见表现,如系统性硬化症等,其中食管受累 为常

见。目前国内应用高分辨测压的方法对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皮肌炎､ 硬皮病食管动力功能检查报告

较少,本文试图探索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食管动力的表现。 
方法 共 4 例患儿进行检查,其中 2 例为皮肌炎,2 例为系统性硬化症。检查采用 Manoscan 食管括约

肌高分辨压力测定系统,采用 36 孔道测压电极,通道间隔 0.75cm。患儿测压前 1 周停用所有胃肠动

力药物,检查前禁食 8 小时。患儿采用坐位单侧鼻孔插入测压管,检测过程中患儿配合情况良好,测压

持续时间 30 分钟,共 10 次吞咽,每次吞咽 5mL 水,全程测压过程患儿无明显不适症状。采用

Manoview 软件分析记录下食管括约肌静息压力,吞咽状态下食管体部蠕动情况,记录远端收缩积分

DCI。 
结果 4 例患儿中 2 例硬皮病患儿吞咽轻度困难,无明显呕吐。食管高分辨测压提示上食管括约肌

(UES)压力为 63.1､ 55.3､ 36.0､ 81.9mmHg,下食管括约肌(LES)静息压力为 6.4､ 7.7､ 6.7､
7.3mmHg,4 秒整合松弛压(IRP4s)正常范围,无明显增高。2 例皮肌炎患儿共 16 次吞咽,部分 DCI 偏
低,提示食管蠕动不良。硬皮病患儿食管高分辨测压可见蠕动减弱,部分可见蠕动中断。 
结论 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皮肌炎､ 硬皮病常合并食管动力异常。在疾病早期未出现食管临床症

状前,可能已有食管动力检测异常。食管高分辨测压可用于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进行食管动力学检

查,儿童食管动力检查仍需进一步积累经验。 
 
 
 
 
 
PO-2090 

168 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患儿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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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佳琳,赵青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抗生素使用时间与年龄因素对小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发病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内科门诊与住院部临床诊断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的患

儿 168 例,其中门诊患儿 128 例,住院患儿 40 例。168 例患儿依据年龄划分为两组,1 月~2 岁年龄组

为 I 组(114 例),2 岁~11 岁年龄组为Ⅱ组(54 例),对两个年龄组的病例进行同一组中两个构成比的统

计检验,比较差异。将门诊 128 例患儿依据抗生素使用时间分为Ⅲ和Ⅳ两组,Ⅲ组(抗生素使用时间为

1~5 天)38 例,Ⅳ组(抗生素使用时间为 6~21 天)90 例,对两组病例进行同一组中两个构成比的统计检

验,比较差异。 
结果 Ⅰ组与Ⅱ组构成比的差别有显著性( χ2=21.43,P<0.01);Ⅲ组与Ⅳ组构成比的差别有显著性

( χ2=21.13,P<0.01)。 
结论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的发生与年龄及抗生素的使用时间均相关,年龄越小,抗生素使用时间越长,
越易发生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 
 
 
PO-2091 

小鼠胚胎胃肠道菌群结构､ 多样性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雷达
1,林燕

2,江逊
2,兰莉

2,张薇
2,王宝西

2 
1.95861 部队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小鼠胚胎胃肠道和胎盘组织的菌群多样性及构成,研究母乳和宿主基因型对小鼠胃肠道菌

群的影响。 
结果 1､ 小鼠胚胎胃肠道和胎盘组织菌群多样性及构成的研究。研究发现①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和

孕晚期胎盘组菌群的多样性差异较小。②菌群结构上分析,在“门”水平有 4 个优势菌群,分别是变形

菌门､ 拟杆菌门､ 放线菌门及厚壁菌门。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 孕晚期胎盘组在四个优势菌门的相

对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在科水平有 9 个优势菌科,其中三组在优势菌肠杆菌科､ 希瓦氏菌科､

莫拉氏菌科的相对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与孕晚期胎盘组仅在次要优势菌

鞘氨醇单胞菌科的相对含量有差异(P<0.05)。从菌群的种类上看,孕早期和孕晚期胚胎胃肠道菌群分

别有 65.44%和 62.73%与孕晚期胎盘组织菌群相同。从菌群的丰度上看,在“科”水平,三组相同菌群

的含量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78.16%､ 72.53%及 65.78%,说明三组中有约三分之二的菌群是一致的。 
2､ 母乳对小鼠胃肠道菌群影响。本研究发现在菌群多样性分析中,生后 3 天仔鼠胃肠道组的菌群多

样性与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的菌群多样性差异较大。在菌群结构分析中,胚胎期胃肠道的优势菌在

胎鼠出生后含量明显减少,而在胚胎期胃肠道菌群含量很低的巴斯德氏菌科､ 乳杆菌科和链球菌科

在母乳喂养后含量明显升高。 
3､ 宿主基因型对小鼠胃肠道菌群影响。研究显示:①孕晚期同一窝别胚胎胃肠道组菌群的种类明显

丰富于孕晚期不同窝别胚胎胃肠道组。②孕晚期同一窝别胚胎胃肠道组内样本之间的菌群结构更加

相似。③孕晚期不同窝别胚胎胃肠道组和孕晚期同一窝别胚胎胃肠道组菌群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在

“门”水平,变形菌门､ 拟杆菌门､ 放线菌门和厚壁菌门这四个优势菌门的相对含量有显著性差异

(P<0.05)。在“科”水平,柄杆菌科､ 微球菌科､ 葡萄菌科的相对含量也有明显差别(P<0.05)。 
结论 1､ 胚胎期胃肠道和胎盘组织已有菌群定植,胚胎期胃肠道菌群来源于母体。 
2､ 母乳喂养和宿主基因型均是影响胃肠道菌群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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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92 

游离氨基酸对牛奶蛋白过敏患儿 CD4+ T 细胞功能影响  
 

李传应,秦臻,王震,梅少华,吴成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游离氨基酸配方对牛奶蛋白过敏患儿 CD4+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牛奶蛋白过敏患儿 37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18 例)和观察组(19 例)。观察组患儿以游离氨基酸配

方联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 3 个月,对照组患儿采用深度水解蛋白配方联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片治疗 3 个月。考察游离氨基酸配方干预前后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水平､ 白细胞介素(IL)-17 和

IL-10含量水平､ Th17 和 Treg 比例。 
结果 治疗前淋巴细胞增殖水平､ IL-17 和 IL-10 含量以及 Th17 和 Treg 比例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干预后,两组淋巴细胞增殖水平显著下降,IL-17 和 Th17 水平显著降低,Treg 和 IL-10 水平显著增

加,且游离氨基酸配方改善 CD4+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明显强于深度水解蛋白配方(P<0.05)。 
结论 游离氨基酸配方可显著改善牛奶蛋白过敏患儿 CD4+T 淋巴细胞亚群 Th17 和 Treg 之间失衡,
且效果优于深度水解蛋白配方。 
 
 
PO-2093 

肝豆状核变性误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1 例 
 

钟舒文,徐亚珍,邓朝晖,蒋丽蓉,张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 1 例误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肝豆状核变性(WD)的临床表现和基因突变,分析其误

诊的原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的 1 例肝豆状核变性患儿的临床特点和实验室检查,抽取患儿及母亲的外周血基因

组 DNA,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对患儿 ATP7B 基因序列进行扩增并 Sanger 测序,使用

Mutation Surveyor 软件分析基因变异位点。 
结果 患儿,女,13 岁,早期以血小板减少起病,ANA 滴度阳性,ds-DNA 弱阳性,C3 降低,因“呼吸困难伴

间断咳嗽 3 天”拟诊“SLE”收入病房。入院后发现肝､ 肾､ 脾等多脏器累及, SLE 无法解释患儿存在

肝硬化,并且 SLE 特异性抗体指标 ds-DNA 仅弱阳性,补体 C3 下降程度和疾病的活动度无关。故

SLE 诊断可疑,进一步查肝功能异常,铜蓝蛋白降低,24 小时尿铜升高,头颅 MRI 示双侧基底节区散在

异常信号,纠正诊断为 WD。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患儿 ATP7B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变异,一处剪切位点突

变 c.1708-5T>G,另一处错义突变 c.2333G>T,p.Arg778Leu。 
结论 对于多系统累及,不明原因的肝脏病变患者应该警惕 WD。该患儿确诊为 WD,ATP7B 突变是其

致病原因。 
 
 
 
 
 
 
 
 
PO-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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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消化性溃疡 62 例临床分析 
 

李国林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儿童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及其与幽门螺杆菌(HP)感染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2 例儿童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资料､ 临床表现､ 胃镜检查､ 幽门螺杆

菌检出率。 
结果 本组 62 例,男 46 例,女 16 例,年龄:4~6 岁 12 例,7~16 岁 50 例,学龄期儿童占 80%,有明确家族

史者 20 例,临床表现: 以呕血､ 黑便就诊 32 例,呕吐､ 腹痛就诊 20 例,不明原因贫血 10 例;胃镜检查,
十二指肠溃疡(DU)50 例,胃溃疡(GU)8 例,胃十二指肠复合性溃疡 4 例;幽门螺杆菌检出率 52% : 
结论 儿童消化性溃疡好发于学龄儿童,以 DU 多见,与 HP 感染密切相关,上消化道出血常常是儿童消

化性溃疡的首发症状,儿童消化性溃疡的症状与体征不如成人典型,儿童时期对不明原因的呕吐､ 腹

痛､ 胃肠不适,有 DU 家族史,不明原因的呕血､ 便血､ 粪便潜血阳性的贫血患儿,均应警惕消化性溃

疡的可能,及时行内镜检查､ 尽早明确诊断,及时治疗。 
 
 
PO-2095 

Biliary Atresia Combined PFIC: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ong Chen,Liu Yan,Luo Tian,Zhang Benp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Neonatal cholestasis is one of the serious diseases in infancy. Biliary atresia and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are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it. The latter includes progressive 
famili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PFIC), Alagille syndrome, etc. Early diagnosis and timely 
treatment against etiology are very important to lengthen the life of patients and to early properly 
perform an operation 
Methods Our report describes a girl of 4 months old who presented with a complaint of 3 months 
of jaundice. The diagnosis of her was biliary atresia combined PFIC3. 
Results We discuss the clinical symptom, epidemiology, etiology, mechanism and diagnosis of 
biliary atresia and PFIC3.We also review the literature. At last, we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and 
correlation of extrahepatic and intrahepatic bile ducts. 
Conclusions  Neonatal cholestasis should be diagnosed early. Biliary atresia and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may sometimes coexist. So we should build a whole set of diagnosis flow for a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PO-2096 

早期应用抗生素对早产儿肠道菌群的影响 
 

朱巍巍,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早产儿正常肠道菌群的建立与免疫功能,过敏性疾病及免疫相关性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肠道菌群在早期建立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胎龄､ 生产方式､ 喂养方式等,但对于生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577 
 

后早期应用抗生素对早产儿肠道菌群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主要研究生后早期抗生素应用对肠道菌

群的影响 
方法 收集在我院 NICU 住院的 33 名早产儿的粪便,按是否早期(生后 72 小时内)应用抗生素及应用

抗生素的种类分为 4 组,包括未应用抗生素;应用青霉素类抗生素;应用一种头孢类抗生素;应用两种头

孢类抗生素。其中应用青霉素类抗生素及应用一种头孢类抗生素两组根据不同分娩方式分为两个亚

组。其中每位患儿采集 3 次粪便,分别于生后第 1 天,第 10-14 天,第 21-30 天。应用 16srRNA 技术

对粪便菌群在不同水平的构成,每种菌群的含量,每组菌群多样性,组间菌群差异进行分析。 
结果 早产儿肠道菌群的总体含量低,多样性差。早期应用青霉素类抗生素与未应用抗生素的早产儿

肠道菌群的含量及多样性差别不大。但应用头孢类抗生素的早产儿,菌群的含量及多样性均较未应

用抗生素组低,且应用两种头孢类抗生素较应用一种头孢类抗生素更低。剖宫产分娩组中,4 组在门

和纲的水平,各种菌群含量无明显差异。在目､ 科､ 属的水平,未应用抗生素与应用两种头孢类抗生

素,应用青霉素类抗生素与应用两种头孢类抗生素的芽孢杆菌含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生后早期应用抗生素对患儿肠道菌群的影响与抗生素的种类及数量有关。应用青霉素类抗生

素对早产儿肠道菌群影响 小,应用两种头孢类抗生素对肠道菌群影响 大。应用抗生素后,肠道菌

群中芽孢杆菌明显减少,而芽孢杆菌是很多益生菌的有效成分,具有促进生长及营养物质消化的功

效。同时可以减少粪便和消化道中的大肠埃希菌数量。因此,应用抗生素的早产儿可同时补充含有

芽孢杆菌的益生菌,对于预防肠道菌群的失调可能有一定帮助。 
 
 
PO-2097 

PICC 置管在儿童慢性腹泻病中的应用 
 

张可
1,朱莉

1,庞勤辉
1,龙梅

1 
 1.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PICC 经外周插管的中心静脉导管(per Inserted Catheter)在儿童腹泻病中的应用优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三向瓣膜式 PICC 置管术 57 例和外周留置 65 例,观察两组病人外周留置的局限性

和 PICC 的应用优势。慢性腹泻病 CDD 是导致小儿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采取全胃肠道外营养 TPN,
对于不能耐受口服营养物质,无法正常进食的状况下,仍可以维持营养状况,增加体重,促进愈合创伤,
保证患儿的生长发育。静脉营养支持途径:首选 PICC,其优势是减少频繁穿刺给患儿带来的痛苦,导
管不宜脱出稳定性好,便于护理安全可靠。能耐受 25%葡萄糖液､ 高渗性或粘液性液体,导管尖端位

于上腔静脉,血流量大,能迅速降低液体的渗透压及药物浓度,减少药物对血管刺激,留置时间长(5 天

至 1 年)。外周留置对输入高渗性液体不能耐受,保留时间短,频繁穿刺及易渗出引起组织坏死。 
结果  PICC 置管 57 例,成功率 100%.其中溃疡性结肠炎(UC)患儿 2 例,克罗恩(CD)患儿 2 例,癫痫患

儿 3 例,胰腺炎患儿 7 例,营养不良患儿 18 例,白血病患儿 17 例 ,消化道出血患儿 8 例,导管保留时间

长至一年;外周留置 65 例,成功率 95%。保留时间短 3 天左右,液体易外渗引起组织坏死,频繁穿刺

给患儿家长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 
结论  PICC 导管柔软无刺激,操作无需麻醉,成功率高。对于慢性腹泻患儿静脉通路保留时间长,保证

输液的连续性,避免外周留置易渗出引起组织坏死。控制医疗风险,杜绝医疗事故发生,提供了更安全,
更优质的护理,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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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98 

儿童功能性便秘与肠道菌群研究进展 
 

鲍文婷,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功能性便秘是儿科常见病,发病率高,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段,甚至可以延长到成人期,对儿童的

生理及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表明,功能性便秘患儿肠道菌群与非便

秘儿童不同,肠道菌群的变化可能参与了功能性便秘的发生发展过程。 
方法 搜集近年来关于儿童功能性便秘､ 罗马 IV 标准变化､ 便秘患者肠道菌群变化及代谢产物变化,
总结了目前儿童功能性便秘的微生态治疗。 
结果 部分研究认为功能性便秘患儿肠道中普雷沃氏菌属及拟杆菌属等菌群数量较正常人有所不同,
而菌群代谢产物如丁酸盐､ 甲烷则可能与便秘发生发展有关。目前针对功能性便秘的微生态治疗中

单纯益生菌制剂并无明确改善作用,但某些添加益生元的微生态制剂可能增加排便次数及减少排便

疼痛感方面可能有一定改善作用,但有较高的风险偏倚。 
结论 肠道菌群在正常儿童及功能性便秘儿童中有所改变,但目前相关研究样本量较少,作用机制尚未

明确。添加益生元的某些微生态制剂可部分改善或缓解功能性便秘患儿症状,但仍缺乏高质量 RCT
研究证实 
 
 
PO-2099 

儿童幽门螺杆菌临床分离菌株毒力基因 cagA 和 vacA 各亚型的

表达与抗生素耐药之间的关系 
 

秦丹,朱莉,龙梅,熊妍,刘文莉,泉小丽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分析儿童幽门螺杆菌临床分离菌株的毒力基因 cagA 和 vacA 各亚型和幽门螺杆菌耐药之间的

关系。 
方法 从有上消化道症状的患儿的的胃窦粘膜中分离培养出幽门螺杆菌 31 株,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检

测 cagA 和 vacA 的分布情况。用琼脂稀释法检测幽门螺杆菌对阿莫西林､ 克拉霉素､ 甲硝唑的耐

药性。 
结果  本地区儿童幽门螺杆菌的 cagA 基因的阳性率为 83.87%。vacA 基因亚型 s1a,s1b,s1c,m1 和

m2 的检出率分别为 83.87%(26/31),0% (0/31),19.35%(6/31),12.90%(4/31)和 74.19%(23/31)。各

组合的检出率为:s1a/m2 型 48.39%(15/31),s1a/m1 型 6.45%(2/31),s1a+s1c/m2 的

12.90%(4/31),s1a 型 12.90%(4/31),s1c/m2 型 6.45%(2/31),m1 型 3.23%(1/31),m2 型 6.45%(2/31),
有 1 例同时有 m1 和 m2 型。幽门螺杆菌对阿莫西林､ 克拉霉素和甲硝唑的耐药率分别为

16.13%(5/31)､ 19.35%(6/31)､ ､ 41.94%(13/31),未发现多重耐药菌株。s1a+和 s1a-菌株与三种

抗生素耐药性之间有差异性(P=0.007),s1a+的菌株中更容易发生克拉霉素耐药(P=0.018)。s1c+和
s1c-菌株与三种抗生素耐药性之间有差异性(P=0.014)。s1c+的菌株中甲硝唑更容易产生耐药性

(P=0.031)。三种抗生素的耐药性在 m1+和 m1-的菌株中存在差异性(P=0.036),m1+的菌株中克拉

霉素更容易产生耐药性(P=0.029)。三种抗生素的耐药性在 m2+和 m2-的菌株中存在差异性

(P=0.014),m2+的菌株中克拉霉素更容易产生耐药性(P=0.035)。三种抗生素的耐药性在 cagA+和
cagA-的菌株中存在差异性(P=0.001),cagA+的菌株中更容易发生甲硝唑耐药性(P=0.001)。 
结论  贵阳地区儿童的毒力基因 cagA+和 vacAs1m2 型为主。携带 s1a､ m2､ m1 基因亚型的菌株

中克拉霉素更易产生耐药性。携带 s1c､ cagA 基因亚型的菌株中甲硝唑更容易产生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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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00 

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张娟,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严重过敏反应指速发的可导致死亡的严重过敏反应。这一疾病近年来在儿科临床上并不少见,
由于其可出现多系统的症状,临床医生可能忽略其可致死性的临床后果,延迟或第一步治疗并不恰

当。为提高对此病认识,了解其临床症状特点,对我科住院诊治的严重过敏反应病例进行总结。 
方法 总结因严重过敏反应于 2010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住院的儿童,分析其

常见过敏原､ 速发型过敏的症状及治疗情况。 
结果 共有 19 例患儿在此期间因严重过敏反应住院。其中男 11 例,女 8 例,年龄范围:0~1 岁,10 例

(52.6%);1-6 岁,4 例(21.1%);6-14 岁,5 例(26.3%)。严重过敏反应的触发物有牛奶 5 例,鸡蛋 3 例,花
生 1 例,药物 2 例(头孢唑肟､ 布洛芬),海鲜 4 例,牛肉松 1 例,沙拉 1 例,不详 2 例。 常见的临床表

现为荨麻疹 15 例(78.9%),消化系统症状(呕吐､ 腹痛)10 例(52.6%),呼吸系统症状(声音嘶哑､ 喘鸣

､ 呼吸困难)8 例(42.1%),面色苍白 7 例(36.8%),乏力 5 例(26.3%),颜面眼睑水肿 5 例(26.3%),颜面

发绀 2 例(10.5%),头晕 2 例,一过性晕厥 2 例,视物模糊 2 例,血压下降 2 例,末梢凉 2 例。完善食物特

殊 IgE 或皮肤点刺可证实触发物的为 14 例(73.7%),所有病人均给予 1:1000 肾上腺素肌肉注射､ 抗

组胺治疗及对症治疗,临床预后较好。 
结论 儿童严重过敏反应触发物 常见为食物,多发生在婴幼儿期。严重过敏反应常涉及多个系统,除
皮肤表现外常见为胃肠道表现､ 呼吸道表现,临床医师应该及时诊断,并迅速给予 1:1000 肾上腺素肌

肉注射的一线治疗,防止病情恶化。 
 
 
PO-2101 

胃镜在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中的诊断价值 
 

杨净,朱莉,龙梅,熊妍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利用胃镜诊断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48 例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资料,通过胃镜检查分析该病的特征性表现 
结果 胃镜检查发现黏膜充血水肿 42 例(87.5%),糜烂､ 充血出血斑 36 例(75%),多发性溃疡 3 例

(6.25%)。胃镜检查发现十二指肠降段病变出现率 高(91%),其次为十二指肠球部(54%)､ 胃窦

(31%)､ 胃体(12%) 
结论 十二指肠降部病变在腹型过敏性紫癜极常见,胃镜检查对早期腹型过敏性紫癜有极高的诊断价

值。 
 
 
PO-2102 

胃肠营养管在儿童营养治疗中的应用 
 

熊妍,朱莉,杨净,张丹,庞勤辉,石维娜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2 

 
 

目的 分析胃肠营养管在儿童营养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方法: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贵

阳市儿童医院消化科行胃肠营养管置管,给予肠内营养治疗的患儿为研究对象,记录原发病､ 置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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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喂养方式､ 置管前后体重､ 并发症､ 肠内营养热卡､ 住院营养相关费用､ 住院天数､ 院内感染

率。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贵阳市儿童医院消化科行胃肠营养管置管,给予肠内营养

治疗的患儿为研究对象,记录原发病､ 置管部位､ 喂养方式､ 置管前后体重､ 并发症､ 肠内营养热

卡､ 住院营养相关费用､ 住院天数､ 院内感染率。 
结果 :21 例患儿中,男性 14 例,女性 7 例,平均年龄:2.1 岁(1 岁-9 岁)。其中幽门梗阻 8 例;迁延性及慢

性腹泻病 4 例;喉软化 5 例;肝母细胞瘤 1 例;化学性食管损伤 1 例;短肠综合征 1 例;急性胰腺炎 1 例;
经鼻胃管管饲营养 12 例,经鼻幽门后喂养 8 例;经鼻空肠管饲喂养 1 例,管饲方式中,采用连续滴注 10
例,间歇滴注 7 例;由连续滴注改为间歇滴注 4 例;4 例选用游离氨基酸奶粉喂养;3 例选用短肽类配

方,14 例选用整蛋白配方。21 例患儿中有 5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以呕吐 常见,共 3 例,2 例

自行拔管。16 例患儿带管出院行家庭营养治疗,余 5 例病情好转,拔出胃肠营养管后出院。本组患儿

体重､ 肠内营养热卡､ 营养治疗费用､ 住院天数及院内感染率在肠内营养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胃肠营养管在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中的运用是安全有效的,对改善患儿营养状况,减少住院时间及

住院费用,降低院内感染率作用显著,方法简单易行,家长易于接受和护理,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PO-2103 

婴幼儿食物蛋白过敏性胃肠炎的临床特点 
 

龙梅,朱莉,刘文莉,詹泉,潘佩英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婴幼儿食物蛋白过敏性胃肠炎的临床特点,减少误诊及漏诊,提高对本病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诊断为食物蛋白过敏性胃肠炎患儿 45 例临床表现

､ 诊断､ 内镜表现及粘膜病理学特点。 
结果 45 例患儿中男 29 例,女 16 例,年龄 1 月-1 岁 6 月,诊断食物蛋白性过敏性嗜酸性粒细胞性胃炎

7 例,食物蛋白性过敏性嗜酸性粒细胞性食道炎 2 例,食物蛋白性过敏性直肠结肠 28 例,食物蛋白性

过敏性小肠结肠炎 3 例,食物蛋白过敏性肠病 5 例,45 例患儿中均有食物蛋白接触史,纯母乳喂养 9
例,人工喂养 29 例,混合喂养 7 例,存在过敏史 11 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反复呕吐､ 呕血､ 腹胀､ 腹泻

､ 便血､ 营养不良､ 电解质紊乱等,内镜检查以食道､ 胃肠粘膜以充血､ 水肿,点､ 片状红斑､ 糜烂

为主要表现,其病理特点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结论 食物蛋白过敏性胃肠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需要通过病史采集､ 食物回避､ 内镜及病理检查等

明确诊断。 
 
 
PO-2104 

川崎病合并肝功能损害的临床分析 
 

魏红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又称为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是一种以全身血管炎为主要病理

生理改变的急性疾病,可致多器官损害。其血管炎主要累及中动脉,除了冠状动脉受累以外,腹部脏器

血管常常也发生炎症病变。川崎病患儿肝功能异常发生比例越来越高。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川崎病

合并肝功能异常的临床特点以及对丙种球蛋白的治疗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住院的所有川崎病患者,其中肝功能异常的判定指

标包括:血清谷丙转氨酶(ALT)､ 谷草转氨酶(AST)､ 谷氨酰转肽酶(γ-GT)､ 胆红素及胆汁酸数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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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或多项升高。依据肝功能是否异常分为正常组及对照组两组。对比分析两组临床特征､ 实验室指

标以及治疗转归。 
结果 此项研究共纳入 249 例患儿,均在住院期间确诊川崎病前进行了肝功能检测。其中 106 例

(42.5%)合并一项或多项肝功能异常。肝功能异常组更容易合并消化道症状(如麻痹性肠梗阻､ 腹胀

等)(P<0.05 ,发热时间更长,炎症指标(C 反应蛋白及血沉)更高(P=0.01),更容易发生冠状动脉扩张

(P<0.05 。肝功能异常组患儿均伴有白蛋白降低,胆红素升高导致黄疸病例少见(0.8%),但更容易发

生冠状动脉扩张。与对照组相比,肝功能异常组对丙种球蛋白治疗反应良好,无显著差异。合并肝功

能异常的川崎病患儿肝功能恢复较快,丙种球蛋白联合保肝药物治疗之后,川崎病症状在 48 小时左右

得到控制,肝功能一般在 1 周左右好转。 
结论 川崎病合并肝功能损害发生率高,并且与疾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胆红素升高是冠状动脉扩张

的独立危险因子。川崎病合并肝功能损害预后良好,丙种球蛋白联合保肝药物治疗后恢复快。但其

远期预后需进一步随访研究。 
 
 
PO-2105 

小鼠胚胎胃肠道菌群结构､ 多样性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雷达
1,林燕

2,江逊
2,兰莉

2,张薇
2,王宝西

2 
1.95861 部队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小鼠胚胎胃肠道和胎盘组织的菌群多样性及构成,研究母乳和宿主基因型对小鼠胃肠道菌

群的影响。 
方法 1､ 小鼠胚胎胃肠道和胎盘组织菌群多样性及构成的研究。实验共采集了昆明孕鼠的胚胎组织

24 份,分别为孕早期胚胎胃肠道组织､ 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织和孕晚期胎盘组织各 8 块。应用

DNeasy Blood & Tissue kit 提取胃肠道组织菌群和胎盘组织菌群的 DNA,然后将 24 个样本所提取

的 DNA 进行高通量测序。 
 2､ 母乳对小鼠胃肠道菌群的影响。实验共采集了 16 份组织标本,分别为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织 8
块和生后 3 天仔鼠胃肠道组织 8 块。应用 DNeasy Blood & Tissue kit 提取胃肠道组织菌群的 DNA
进行高通量测序。 
3､ 宿主基因型对小鼠胃肠道菌群影响。分别采集孕晚期不同窝别胚胎胃肠道组织 8 块和孕晚期同

一窝别胚胎胃肠道组织 8 块。应用 DNeasy Blood & Tissue kit 提取胃肠道组织菌群的 DNA 进行高

通量测序。 
结果 1､ 小鼠胚胎胃肠道和胎盘组织菌群多样性及构成的研究。研究发现①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和

孕晚期胎盘组菌群的多样性差异较小。②菌群结构上分析,在“门”水平有 4 个优势菌群,分别是变形

菌门､ 拟杆菌门､ 放线菌门及厚壁菌门。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 孕晚期胎盘组在四个优势菌门的相

对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在科水平有 9 个优势菌科,其中三组在优势菌肠杆菌科､ 希瓦氏菌科､

莫拉氏菌科的相对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与孕晚期胎盘组仅在次要优势菌

鞘氨醇单胞菌科的相对含量有差异(P<0.05)。从菌群的种类上看,孕早期和孕晚期胚胎胃肠道菌群分

别有 65.44%和 62.73%与孕晚期胎盘组织菌群相同。从菌群的丰度上看,在“科”水平,三组相同菌群

的含量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78.16%､ 72.53%及 65.78%,说明三组中有约三分之二的菌群是一致的。 
2､ 母乳对小鼠胃肠道菌群影响。本研究发现在菌群多样性分析中,生后 3 天仔鼠胃肠道组的菌群多

样性与孕晚期胚胎胃肠道组的菌群多样性差异较大。在菌群结构分析中,胚胎期胃肠道的优势菌在

胎鼠出生后含量明显减少,而在胚胎期胃肠道菌群含量很低的巴斯德氏菌科､ 乳杆菌科和链球菌科

在母乳喂养后含量明显升高。 
3､ 宿主基因型对小鼠胃肠道菌群影响。研究显示:①孕晚期同一窝别胚胎胃肠道组菌群的种类丰富

于孕晚期不同窝别胚胎胃肠道组。②孕晚期同一窝别胚胎胃肠道组内样本之间的菌群结构更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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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③孕晚期不同窝别胚胎胃肠道组和孕晚期同一窝别胚胎胃肠道组菌群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在

“门”水平,变形菌门､ 拟杆菌门､ 放线菌门和厚壁菌门这四个优势菌门的相对含量有显著性差异

(P<0.05)。在“科”水平,柄杆菌科､ 微球菌科､ 葡萄菌科的相对含量也有明显差别(P<0.05)。 
结论 1､ 胚胎期胃肠道和胎盘组织已有菌群定植,胚胎期胃肠道菌群来源于母体。2､ 母乳喂养和宿
主基因型均是影响胃肠道菌群的重要因素。 
 
 
PO-2106 

护理路径模式在小儿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的应用 
 

涂昕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护理路径模式应用于提高小儿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方法清洁度效果研究,并对其进行效果

分析。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4 月-2017 年 3 月收治的 222 例肠道患儿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222 例患

儿均在我院接受肠镜检查及治疗。按肠镜检查的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对照组两组。观察组采用常

规健康教育加导泻药物(口服硫酸镁,乳果糖,开塞露)加口服补液盐加清洁灌肠,对照组采用护理路径

模式控制饮食加导泻药物(口服硫酸镁,乳果糖,开塞露)加口服补液盐加清洁灌肠。观察记录两组患

者在进行护理干预前后的肠道清洁度和肠道准备优良率,对比两组方法效果。 
结果 对照组的护理路径模式肠道清洁度和肠道准备优良率均高于观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小儿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患儿采用护理路径模式可提高肠道准备清洁度,肠道准备优良率明显

增加,亦可以提高护理满意度。 
 
 
PO-2107 

216 例 1-6 月婴儿因牛奶蛋白过敏致便血的临床分析 
 

陈一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总结 1-6 月婴儿因牛奶蛋白过敏致便血的临床特点 
方法 选择 2013 年 5 月-2017 年 5 月在我院消化专科门诊和住院患者中以便血为主诉后确诊为牛奶

蛋白过敏致便血的 1-6 月婴儿共 216 例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16 例患儿便血特点为:大便间断含少许血丝 216 例,其中出现少量血水 130 例,无脓;合并湿疹

者 141 例。人工喂养患儿 124 例,母乳喂养患儿 43 例,混合喂养患儿 51 例;家族史特点:家族中有哮

喘病史者 7 例,有过敏性鼻炎病史者 62 例,有荨麻疹病史者 12 例,其余无明确过敏相关家族史。实验

室检查,216 例患儿腹部 B 超均未见明显异常;血常规化验末梢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者 129 例,粪
便潜血阳性者 201 例,过敏原血清特异性 IgE 检测:牛奶蛋白阳性者 132 例,蛋清阳性者 23 例,虾阳性

者 12 例,淡水鱼组合阳性者 4 例。其中 6例行电子结肠镜检查表现为充血､ 水肿､ 糜烂､ 小浅溃疡

､ 多发小结节。5 例做消化道锝-99 检查均为阴性。回避牛奶蛋白治疗(母亲去过敏饮食+氨基酸奶

粉喂养)1 周临床缓解 120 例(55.5%),2 周临床缓解 65 例(30%),4 周内临床缓解 30 例(13.8%),仅 1
例 4 周内症状无改善。 
结论 1-6 月婴儿牛奶蛋白过敏所致便血以人工喂养患儿多见,病因以牛奶蛋白过敏多见,回避牛奶蛋

白治疗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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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08 

食物蛋白性直肠结肠炎儿童肠道嗜酸性粒细胞毒性 
颗粒蛋白表达分析 

 
周小勤,李中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食物蛋白性直肠结肠炎(FPIPC)儿童肠道嗜酸性粒细胞毒性颗粒蛋白表达情况,为可能的机

制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5.01-2016.12 期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的 FPIPC 患儿 30 例为研

究对象,以肠息肉患儿(n=10)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儿肠粘膜及粪便标本嗜酸性粒细胞毒性颗粒蛋白

进行基因和蛋白水平检测。 
结果 在基因水平,通过 Real-time PCR 对两组儿童肠粘膜嗜酸性粒细胞毒性颗粒蛋白 EDN､ ECP､
MBP､ EPO 进行检测,发现 FPIPC 组 (n=15) EDN 表达高于对照组(n=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而 ECP､ MBP 及 EPO 表达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 Western Blot 进行

蛋白水平验证,发现 FPIPC 组患儿(n=15) EDN 蛋白表达高于对照组(n=10),灰度分析显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 ELISA 对两组患儿粪便 EDN 进行检测,发现 FPIPC 组患儿(n=30)粪便中

EDN 表达高于对照组(n=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FPIPC 患儿肠道嗜酸性粒细胞毒性颗粒蛋白 EDN 表达增高,可能对进一步机制研究有提示意

义。 
 
 
PO-2109 

以“呕吐､ 呕血”为首发表现的儿童肠系膜上 
动脉压迫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林晓霞,庄杰民,陈珊,陈燕惠,刘玲,殷晓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征(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syndrome ,SMAS)的临床特征､ 实

验室检查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反复呕血后诊断为 SMAS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该例患儿以反复进食或咳嗽后呕吐､ 呕血为主要表现,在外院多次诊断“急性上消化道出血”予
以治疗。查数字胃肠造影提示十二指肠淤积;肠系膜动脉 CT 造影:肠系膜上动脉与腹主动脉夹角较

小,肠系膜上动脉与腹主动脉夹角 19 度。胃镜检查提示食管炎,慢性胃炎伴糜烂。治疗上予禁食､ 胃

肠减压､ 补液､ 营养支持､ 制酸护胃等治疗后,症状明显缓解。 
结论 对于反复进食后呕吐､ 呕血的儿童,需详细的临床病史采集和影像学评估,对 SMAS 的早期发现

､ 早期诊断有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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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10 

异食癖致巨大胃石､ 幽门梗阻伴幽门螺杆菌感染 1 例 
 

林小春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吞食长发为主异物致胃石､ 幽门梗阻的治疗方案和病因,探讨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异食癖的

关系.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患儿吞食异物主要是头发为主 3 年余,形成巨大胃石致幽门梗阻病例的诊疗经过

和病因检查结果､ 随访情况。 
结果 患儿 13C 尿素呼气试验阳性,胃镜结果“慢性浅表性胃炎,胃内异物:巨大胃石,约 14x5cm”,性格

比较内向,其他检查尚正常,经过胃镜异物钳取术､ 胃镜下狄激光碎石术后巨大胃石仍不成功取出,后
改外科手术 终成功取出巨大胃石。经过抗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 父母健康教育后,随访 4 个月,目
前患儿无再发异食癖。 
结论 异食头发为主的异食癖在国内比较少见,导致幽门梗阻报道不多,胃石目前国内外临床金治疗方

案是外科手术治疗,狄激光碎石术是国内首次报道尝试取出小儿巨大胃石的新治疗方案,若治疗失败

仍需要外科手术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异食癖报道较少,本例患儿经过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和健

康教育后,无再发异食癖,可以认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是异食癖的一个重要病因,需要积极治疗. 
 
 
PO-2111 

病例讨论 
 

黄开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通过个案学习,了解少见病的临床特点 
方法 通过学习我院收治的一例迁延性腹泻患儿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特点,归纳梳理迁延性腹泻的诊

断思路。 
结果 该患儿 后诊断小肠淋巴管扩张症,该病对消化科医师来说可能不陌生,但对非消化专业的医师

来说是少见病,值得学习。 
结论 慢性腹泻,伴有低蛋白血症､ 低脂血症及血淋巴细胞绝对值减少,经常规治疗效果不明显的,需警

惕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PO-2112 

Effects of ABCB11 gene mutations on expres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bile salt export pump 

 
Zhu Mengshu1,Wang Chunli2,Huang Yan1,Yin Hanjun1,Zheng Bixia2,Jin Yu1,Liu Zhifeng1,Yang Guang1,Guo 

Hongmei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jing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Nanjing 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s, Nanjing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rogressive famili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2 (PFIC2) is caused by mutations in 
ABCB11, a gene encoding the bile salt export pump (BSEP).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he 
evaluation of two missense mutations, the c.1415A>G (Y472C) and c.3392A>T (D1131V), 
on the expres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B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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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pathogenicity of two 
mutations. The cDNA of ABCB11 was amplified and purified. After sequencing, the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BSEPWT , BSEPY472C, BSEPD1131Vand BSEPY472C + D1131V were 
constructed, and cell transfection,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technology were 
prefor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ovel ABCB11 gene mutations on bile salt export pump protein 
expression and localization. 
Results Through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the ABCB11 gene Y472C and D1131V mutations were 
found the potential changing ability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protein. The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BSEPWT , BSEPY472C, BSEPD1131Vand BSEPY472C + D1131V were 
constructed successfully, and then were transfected to 293T cells. In 293T cells, q-PC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BSEP messenger RNA (mRNA) expression level was similar between 
BSEPWT and BSEPY472C, BSEPD1131V, and BSEPY472C+D1131V(P>0.05). Western blot study showed 
much lower not only total protein expression but also cell surface expression of BSEPY472C, 
BSEPD1131Vand BSEPY472C+D1131V than of BSEPWT(P<0.05). Transfection of 293T cells showed 
targeting of BSEPY472C , BSEPD1131V and BSEPY472C + D1131V as well as of BSEPWT to the plasma 
membrane. 
Conclusions The mutations c.1415A>G (Y472C) and c.3392A>T (D1131V) can decrease the 
cell surface expression of bile salt export pump (BSEP) in 293T cells. Despite of the expression 
quantit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utation BSEPY472C , BSEPD1131V and BSEPY472C + D1131V,  as well 
as BSEPWT , show the ability of located on the cell membrane. 
 
 
PO-2113 

儿童消化性溃疡临床特征及诱因分析 
 

董芳,赵青,胡海燕,高潮燕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儿童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 呼吁重视儿童消化性溃疡的早期诊断;分析儿童消化性溃疡的

诱因,呼吁儿童消化性溃疡的防治重点在于强调心理社会因素。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我院近 5 年内 70 例儿童消化性溃疡,分析其临床特征及诱因。 
结果 临床特征:70 列患儿均经胃镜检查明确诊断,其中胃溃疡 32 例,占 45.71%(单发溃疡 18 例,多发

溃疡 14 例),十二指肠溃疡 31 例,占 44.28%,(单发溃疡 29 例,多发溃疡 2 例),复合溃疡 7 例,占 10%,
合并贫血者 12 例。学龄前期儿童 10 例(占 14.28%),学龄期儿童 60 例(占 85.72%)。大部分患儿有

腹痛､ 呕吐､ 呕血表现,且腹痛与进食无明显关系,少数患儿会有黑便表现,持续时间 1 天至-3 年不等;
腹部压痛部位不固定,有一部分患儿无腹部体征。 
诱因分析:1.幽门螺杆菌(HP)感染 28 例(占 40%);2.不良生活饮食生活习惯;3.负性生活事件､ 心理压

力是消化性溃疡的重要危险因素。 
结论 儿童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症状不典型,腹部体征不明显,极易造成误诊和漏诊,因此,对于腹痛､ 呕

血伴或不伴呕吐及黑便的患儿,应积极行胃镜检查,以明确溃疡的分期､ 部位､ 数量, 大限度的减少

出血及穿孔并发症的发生,并能检测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不失为小儿消化性溃疡诊断的“金标准”,对
儿童的消化性溃疡早期诊断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儿童消化性溃疡是一种多诱因的疾病,大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主要的诱发因素之一,
本组 70 例病例中 HP 的感染率为 40%,说明 HP 感染与儿童消化性溃疡具有一定的相关性。HP 的

存在常导致溃疡的发生,延迟了溃疡面的愈合。 
不良生活饮食生活习惯:患儿长期专注于大量的电子产品,从而运动量减少,减缓胃肠道新陈代谢;不规

则的进食､ 过量的甜食､ 零食和饮料,尤其是大量辛辣和冷饮造成胃十二指肠粘膜损害和功能障碍

是诱发儿童溃疡病重要的行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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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生活事件及长期的精神心理压力特别容易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平滑肌和血管痉挛,
局部组织营养障碍､ 胃肠粘膜抵抗力下降,是形成溃疡的基础,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引起胃肠道分泌亢

进,胃酸和胃蛋白酶分泌增多,长期作用于抵抗力下降的胃十二指肠粘膜而形成溃疡。 
儿童消化性溃疡的的临床症状不典型,早期行胃镜检查,从而做到早期诊断。积极纠正儿童不良生活

饮食习惯,重视心理社会因素在儿童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生､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防患于未然。 
 
 
PO-2114 

32例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临床､ 病理及基因分析 
 

马昕,钟雪梅,宁慧娟,朱丹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研究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活组织检查的病理及光镜结果,结合临床及基因测序探讨其在诊断中

的意义。 
方法 研究纳入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的 32 例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起病年龄

均在 1 岁以内,平均 16.47 天(±18.48 天),就诊时平均年龄 3.70 月(±2.27 月),以皮肤､ 巩膜黄染,肝脏

肿大伴质地改变为主要表现,就诊时生化检查总胆红素<85.5µmol/l,直接胆红素>17.1µmol/或者总胆

红素>85.5µmol/l,直接胆红素占总胆红素比例大于 20%(符合美国儿科学会推荐的诊断标准)。完善

术前检查,在全麻下行腹腔镜探查+胆道造影+肝活检术,经胆道造影除外胆道闭锁,术中在肝脏上取长

度为 0.5-1.0cm 组织,用 4%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片,HE 染色,光镜观察并拍照。对临床或病理检查

怀疑遗传､ 代谢性疾病的患儿进行与胆汁淤积性肝病相关的一组基因的二代基因测序,检测的基因

包括 SLC25A13､ ABCB11､ ATP8B1､ ABCB4､ GBE1､ JAG1､ NOTCH2､ ABCC2 等,综合分析

其肝脏病理和临床资料对诊断的意义 。 
结果 32 例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肝活组织检查的光镜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患者(30/32  93.75%)出现肝

细胞内和肝窦内炎性细胞浸润,大多数患儿(28/32  87.50%)出现中-重度肝细胞及毛细胆管淤胆,除肝

细胞肿胀､ 变性､ 坏死等常见表现外,多核巨细胞形成(21/32  65.62%)也是常见的病理异常。部分

患者出现胆管闭锁､ 消失(13/32  40.63%),近半数患者(15/32  46.88%)出现纤维组织增生或肝纤维

化。其中肝组织光镜结果结合临床诊断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PFIC)2例､ Alagille 综合征 4 例

､ Citrin 缺陷引起的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2例､ 糖原累积病 IV 型 1 例, 终经过基因检测

均验证和临床表现及病理诊断结果相一致。 
结论 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病因复杂多样,病理表现有共同特点,也有一些疾病具有特征性变化,对于

病因不明的患者,进行肝活检能够协助确立诊断。遗传､ 代谢性疾病在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患者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基因检测结合病理检查能够互为补充,为确定诊断提供很大帮助 
 
 
PO-2115 

克罗恩病病例讨论 
 

李小芹,王瑞锋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儿童克罗恩病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病历讨论 
结果 (1)CD 是一种慢性肉芽肿性､ 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可累及全消化道的任何部位,病变高发

于末端回肠和近段结肠; 
(2)影像学检查可见多发性､ 节段性肠腔炎症伴肠腔狭窄､ 瘘管及铺路石样改变; 
(3)活检可见炎症的穿壁性､ 非干酪样肉芽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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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疗以综合治疗为主,维持病情缓解,防止复发; 
(5)需注意与肠结核､ 原发性小肠淋巴瘤等鉴别。 
结论 临床中以“发热､ 腹痛､ 便血､ 右下腹压痛”为主要表现的病人,需警惕 CD。 
 
 
PO-2116 

胶囊小肠镜在小年龄儿童小肠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赵泓,彭克荣,马鸣,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胶囊小肠镜是诊断消化道疾病尤其是小肠疾病的无创性检查方法,其操作简单,具有较好的安全

性及耐受性,本文探讨胶囊小肠镜在小年龄儿童小肠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我院 34 例疑有小肠疾病的小年龄儿童胶囊小肠镜检

查的临床资料,男 16 例,女 18 例,年龄 0-3 岁 3例､ 3-4 岁 7例､ 4-5 岁 11例､ 5-6 岁 13 例,体重 10-
22kg,身高 82-124cm,消化道出血 6 例,腹痛待查 3 例,炎症性肠病 15 例,蛋白丢失性肠病 4 例,慢性

腹泻 2 例,P-J 综合征 2 例,反复肠套 2 例,观察胶囊小肠镜检查成功率和失败率,胶囊通过胃､ 小肠的

平均时间,病变检出率,操作过程中患儿耐受性和并发症。 
结果 1 例(2.9%)4 岁患儿自行吞服胶囊及胃镜送入均失败,19 例(55.9%)吞服困难通过胃镜送过十二

指肠降部,14 例(41.2%)成功吞服,1 例(2.9%)有效时间内未通过回盲瓣,1 例(2.9%)未进入回肠,31 例

(91%)均完成检查;胶囊通过胃的平均时间 26.2±24.9min,小肠内平均运行时间 269.0±109.1min,胶
囊平均排出时间 36.4±29.9h;检出病变 22 例(64.7%),与 终诊断符合 17 例(50%);1 例(2.9%)消化道

出血经胶囊小肠镜诊断蓝色橡皮疱痣症;1 例(2.9%)腹痛待查患儿经胃镜､ 腹部 B超､ 肠镜等各项检

查均未发现病灶,经胶囊小肠镜检查诊断过敏性紫癜;10 例(29.4%)患儿经胃镜､ 肠镜､ 消化道造影

等检查均阴性,胶囊小肠镜发现小肠多发溃疡,诊断克罗恩病小肠型;3 例(8.8%)经胶囊小肠镜检查诊

断克罗恩病小肠结肠型;2 例(5.9%)蛋白丢失性肠病患儿经胶囊小肠镜诊断小肠淋巴管扩张症;操作

过程中耐受性良好,仅 1 例(2.9%)发生胶囊滞留,5 个月后自行排出。 
结论 胶囊小肠镜检查对小年龄患儿安全､ 有效,吞服困难者可以通过胃镜送入完成检查,对小年龄患

儿小肠疾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克罗恩病和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PO-2117 

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的营养治疗及预后 
 

刘波,李中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Primary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PIL)的营养支持治疗和预

后。 
方法 对我院确诊的 15 例 PIL 患儿均采用 STRONGkids 营养风险筛查量表进行营养评估;给予患儿

足能量､ 高蛋白､ 低脂肪(补充中链甘油三酯)､ 高维生素等营养治疗和临床对症支持治疗;评估患儿

治疗前后的体重､ 淋巴细胞计数､ 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 前白蛋白等改变情况。  
结果 STRONGkids 营养风险筛查出 11 例(73.3%)存在高度营养风险,4 例(26.7%)存在中度营养风

险和 0 例存在低度营养风险;患儿入院时淋巴细胞计数(1.31±2.5)×109/L,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 前

白蛋白分别为(40.5±6.4)g/L､ (18.7±3.6)g/L､ (176.6±36.3)mg/L,经过足能量､ 高蛋白､ 低脂肪(补
充中链甘油三酯)､ 高维生素饮食的营养治疗后,体重增加(2.5±1.1)kg,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 前白蛋

白显著升高(P<0.02),分别为(55.8±7.7)g/L､ (31.4±2.7)g/L､ (286.4±22.3)mg/L;所有患儿均好转出院;
所有患儿均门诊或电话随访,有 3 例患儿因饮食不规范原因出现病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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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以足能量､ 高蛋白､ 低脂肪(补充中链甘油三酯)､ 高维生素饮食的营养治疗为基础的综合治疗

可改善 PIL 患儿临床症状,长期的膳食指导对于 PIL 患儿良好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PO-2118 

儿童肝豆状核变性伴肝衰竭 26 例临床分析及病情转归 
 

方微园,陆怡,李玉川,张雪媛,郝陈指,丘倚灵,库尔班江·阿布都西库尔,谢新宝,王建设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以肝衰竭为主要表现的儿童肝豆状核变性病例的临床特征及其病情转归。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月在本科收治､ 确诊并以肝衰竭为主要

表现的儿童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病例,总结其首发症状,主要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等临床

资料,并进行肝功能 child-pugh 评分和肝移植 King’s 评分预测患儿预后,观察病情转归。 
结果 共纳入 26 例患者,其中男 14 例,女 12 例,发病年龄为 7.0-17.4 岁(10.32±2.69 岁),首发症状以肝

病表现 为常见(92.8%,24/26),0 例以神经系统症状为就诊原因,另有各 1例以贫血､ 双下肢关节疼

痛起病。76.9%病史小于 8 周,表现为急性肝衰竭(20/26),余 5 例肝衰竭患儿确诊前病史已大于 8
周。18/26 患儿入院查体即伴有腹水,2 例伴有皮肤出血点,肝病脑病仅在 1 例患儿中出现(后该患儿

死亡);25 例患儿行 K-F 环检查阳性占 88%(22/25),3/26 例伴有血尿(后随访中尿常规均恢复正常)。
实验室检查显示仅 1 例患儿胆红素处于正常范围,6 例胆红素显著升高(TB>171umol/l),其中 4 例行

血液净化治疗后胆红素可显著下降,1 例行肝移植手术。肝酶结果显示 1 例患儿 AST 与 ALT 处于正

常范围,多数患儿出现肝酶升高,但异常程度不显著。所有患儿白蛋白水平均显著下降,复合慢性肝病

表现。血常规监测提示超过半数患儿存在三系不同程度下降,以红细胞和血小板受累常见,贫血患儿

中未见 Coomb‘s 试验阳性。铜蓝蛋白检测提示所有患儿均降低,25/26 例患者行 24 小时尿铜检查均

大于 40ug/24h。行肝脏影像学检查的 24 例患儿显示均处于肝硬化状态,7/10 例存在胃底食管静脉

曲张。头颅影像学检查提示 34.6%(9/26)存在双侧基底节区信号异常。22 例患儿行 ATP8B1 基因

测序,3 例纯和突变,其余为复合杂合突变。26 例患者的肝功能 child-pugh 评分均提示患儿处于肝硬

化失代偿状态,肝豆状核变性肝移植 King’s 评分有 5 例患者总分大于 11,其中 1 例死亡,1 例行肝移

植治疗,3 例病初行血液净化治疗后再予以驱铜治疗,病情逐渐好转。其余总分小于 11 分的病例除 1
例因高胆红素血症首先予以血液净化治疗外,均采用驱铜治疗,病情好转且病情稳定。 
结论 儿童伴豆状核变性可以肝衰竭为主要表现起病,且大部分以急性肝衰竭起病,且所有患儿就诊时

已存在肝硬化失代偿状态。本研究提示多数肝豆状核变性伴肝衰竭患儿可采用积极对症支持治疗及

驱铜药物治疗,病情可好转,病情可维持稳定,提示治疗有效,不需要进一步肝移植治疗。 
 
 
PO-2119 

疑难病罕见病研究——一例进行性家族性 
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 4 型的临床和基因诊断分析 

 
张晶,徐樨巍,周锦,王国丽,于飞鸿,郭姝,梅天璐,官德秀,苏穎,沈惠青,崔晓双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原因不明的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一直是婴儿期肝病诊治的难题。起病早,病程迁延不愈,重者可

很快出现终末期肝病表现,需早期肝移植。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PFIC)是新生儿即可

起病的一种罕见病,目前国外学者已相继发现和报道了 6 型 PFIC,其中多数为 PFIC1-3 型,仅一篇报

道了 PFIC4 型,包括 8 个致病性基因突变位点,国内目前未见 PFIC4 报道。本文对一例临床表现胆汁

淤积性肝病的患儿进行了靶基因测序,发现了不同于国外学者报道 PFIC4 型的突变基因位点,患儿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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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表现也与国外学者报道的略有所不同,故现将其临床和基因资料进行总结,并结合文献复习,以期提

高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采用进靶基因测序方法对患儿进行二代测序并得到基因突变结果,并结合患儿临床表现和大量

文献复习,对该病进行分析和总结。 
结果 本患儿来院就诊时 8 月余大,生后 3 天即出现黄疸,口服退黄药有所减轻,但不能降至正常,辗转

3 个医院病情仍不能控制,胆红素 高 314.3umol/L,直胆 165.2umol/L,且肝脏进行性增大,来我院时

肝肋下 5cm,剑突下 4cm,触韧,脾肋下 2cm;伴凝血功能轻度异常,入院检查发现右耳听力障碍(国外病

例未见报道);肝硬度增高 9.8Kpa。肝活检示:肝细胞肿胀,肝细胞外淤胆,局灶可见胆栓,胆小管略增生,
汇管区灶状淋巴细胞浸润,符合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基因测序结果:患儿 TJP2 基因存在 2 个杂合

突变,分别来自父母,构成复合杂合突变,1 个无义突变和 1 个错义突变,分别为 p.R338X 由第 338 位

原密码子编码的精氨酸(Arg)突变为 TAA 编码的终止密码子,导致蛋白质合成提前终止,p.L83R 由第

83 位原密码子编码的亮氨酸(Leu)突变为精氨酸(Arg),通过 SIFT,PolyPhen,MutationTaster 等软件

预测均显示为有害突变;设计引物扩增后进行 Sanger 测序,测序结果相同。dbSNP 137 数据库､ 千

人基因组和内部 1000 正常汉族人数据库中均无此突变。上述基因突变经专业 HGMD 数据库检索,
为新的突变,国内外均未见相同突变报道。本患儿给予熊去氧胆酸利胆､ 补充复合维生素及高 MCT
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现随访 1年余患儿总直胆和转氨酶､ 凝血功能均轻度异常,肝肋下 3.6cm,身高

和体重位于同龄儿童的低限。活动玩耍似同龄儿。 
结论 基因检测技术对儿童疑难性肝病诊断意义重大,但必须将临床资料和基因检测结果恰当的结合

起来分析,必要时需进行蛋白功能验证,才能得到一个临床病例的确诊,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 
 
 
PO-2120 

以发热为主诉的小儿积滞化热证 920 例临床分析 
 

卢宽,王妮,陈刚,黄成,张国苍,黄慧芸,朱俊,张丽 
云南省个旧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661000 

 
 

目的 分析与识别小儿积滞化热证的特点,观察大黄+益生菌+锌剂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符合入选条件的病例 920 例,历时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03 月,并经系统治疗排外其他脏

器疾病的小儿积滞化热证进行回顾性分析。多以 1-4 岁患儿多发,男 490 例,女 430 例,男:女=1.4:1。
多有糯食或高渗性食物及过冰凉食物摄入史,呈持续发热 3-5 天,伴有便秘､ 抗生素治疗无效的特

点。治疗:分 2 种情况:方法 1.配合度好的患儿:大黄 30g+开水 200ml 泡 30 分钟,再煮沸,取煮沸液

10-20ml/日,连用 3-5 天;方法 2:(配合度稍差儿)小儿导赤片 每天 2-3 片,保证每日大便 2-3 次。以上

两种方法再辅以肠道益生菌+锌剂增强肠道免疫功能。此法治疗 3-5 天。 
结果 920 例入选病例中,无一例使用抗生素,热峰均在 39-40 度之间,使用此法后保持大便 2-3 次/天,
其热峰在 3 天时可降至正常,大便<2 次/天者:热峰约 4 天;大便 0 次/天,持续 3 天以上者,热峰持达约

5 天。热程 3-5 天。在 920 例确诊患儿中 720 例 HCT 均升高达 39%-46%,CRP 增高 400 例,WBC
增高 100 例,小儿积滞化热证+合并症的病例 164 例。体温正常后咳嗽 819 例,予孟鲁司特钠白三烯

受体拮抗剂有效,体温正常后腹泻 752 例,自愈。 
结论 小儿积滞化热证以非脓毒血症性持续高热､ 热程 3-5 天为特点,与糯食及高渗性食物及冰冷食

品摄入相关,抗生素无效,用大黄或小儿导赤片+益生菌+锌剂治疗有效,热程结束后均有咳嗽,对孟鲁

司特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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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21 

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1 例分析 
 

杨洪,陈红英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门静脉海绵样变性(cavern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rtal vein,CTPV),是指肝门部或肝内门静

脉分支慢性部分性或完全性阻塞后,导致门静脉血流受阻,引起门静脉压力增高,为减轻门静脉高压,在
门静脉周围形成侧支循环或阻塞后的再通。 
方法 患者可反复呕血和柏油便,伴有轻到中度的脾大､ 脾功能亢进,因此类病人的肝功能好,故很少出

现腹水､ 黄疸及肝性脑病。 
结果 偶尔海绵样变性侧支血管可压迫胆总管,引起阻塞性黄疸。该病发病率低,儿童中更为少见,且误

诊率高 
结论 本文就我院发现的 1 例儿童门静脉海绵样变性病例进行报道,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PO-2122 

胶囊内镜对儿童小肠疾病的诊断价值 
 

宫幼喆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评估胶囊内镜对疑似患有小肠疾病的儿童患者检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对 35 例 2015 年 3 月—2017 年 5 月在我院行胶囊内镜检查的儿童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年龄

4-15 岁,其中 10 例年龄小于 10 岁。其中,腹痛待查 17 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 4 例,不明原因腹泻 1
例,腹痛伴便血 2 例,发热伴腹痛待查 11 例。 
结果 13 例检出消化道病变(37.14%),其中小肠多发溃疡 12 例,小肠肿物 1 例。所有患者均自行吞服

并排出胶囊,未见检查相关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 
 
结论 胶囊内镜对疑诊为消化道疾病尤其是小肠疾病的儿童患者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及安全性。 
 
 
PO-2123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 3 型 1 例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分析 
 

甘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 1 例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3 型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情况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1 例通过基因测序明确诊断的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

积症 3型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 肝脏组织学检查及基因测序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本例患儿临床表现不典型,以反复皮肤瘙痒为主要表现,生化检查显示肝内胆汁淤积､ 肝脏组织

学检查显示肝内胆汁淤积及肝内广泛纤维化。基因测序发现 c.3152T >C (p.V1051A)及 
c.3250C >T (p.R1084W)2 个突变位点, 终确诊为 PFIC3 
结论 PFIC3部分病例起病隐匿､ 胆汁淤积表现不明显,对临床怀疑 PFIC3 的病人,基因测序是一种可

行､ 有效的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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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24 

以心力衰竭起病的婴儿型肝血管内皮细胞瘤 1 例 
 

黄寒,钟礼立,彭丹霞,梁沫,刘鹏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婴儿型肝血管内皮细胞瘤(IHE)的特点,加强对 IHE 的认识 
方法 通过报道以心力衰竭起病的 1 例婴儿型肝血管内皮细胞瘤的诊治经过及影像特点,总结分析婴

儿型肝血管内皮细胞瘤的临床及影像特点 
结果 5 月女孩,因“声嘶 20 余天,气促 2 天,发热 1 天”入院。体查:精神差,气促,颜面稍浮肿,双肺呼吸

音粗,心率 160 次/分,心音稍低钝;腹膨隆,腹壁静脉显露,肝脏肋下 8cm,质中。入院查血常规､ CRP
､ PCT 基本正常,肝肾功能电解质正常,CK-MB50.86 U/L↑,肌钙蛋白 0.097 ng/ml↑,甲胎蛋白 99.95 
ng/ml↑,B 型脑钠肽 22112 pg/ml,心脏彩超示:右心增大,右室流出道内径增宽,肺动脉内径稍宽,肺动

脉高压,三尖瓣､ 肺动脉瓣返流(中-重度),二尖瓣返流(轻-中度),降主动脉流速测值偏高,左心功能测值

正常范围。腹部彩超示:肝脏体积明显增大,肝上界 6肋间､ 肋下 72mm;左肝长 71mm,厚 66mm,斜
径 100mm;肝实质内遍布稍低回声结节,内部及周边可见点状血流信号,性质待定,占位病变可能性大,
进一步完善腹部增强 CT,考虑婴儿型肝血管内皮细胞瘤可能,患儿肝脏中密布大量血管瘤病灶,在动

脉期影像中,可以看到肝静脉显影,提示肝内动静脉间有快捷通路。在重建影像上可以看到动脉分支

从一侧供应血管瘤,血管瘤病灶的另一侧经静脉回流入肝静脉,弥漫分布的肝内血管瘤形成了大量的

动静脉分流快捷通路,粗大的肝静脉证实了回心血量的增多,增大了右心负荷,感染进一步诱发了心力

衰竭的发生。对患儿进行强心､ 利尿､ 扩血管等治疗后,气促症状明显好转,随着心脏的缩小,声嘶症

状也逐步消失。出院后采取强的松口服治疗血管瘤,随访至今已 1 年余,复查腹部影像,血管瘤有缩小 
结论 婴 IHE 是婴幼儿 常见的肝脏良性肿瘤,影像学有典型改变。IHE 可导致回心血量增多,心脏容

量负荷增大而出现右心衰竭,对婴幼儿期出现右心衰竭的患儿,应警惕此疾病的可能 
 
 
PO-2125 

儿童 16 例炎症性肠病临床分析 
 

陆惠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研究与分析儿童 16 例炎症性肠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和预后。 
方法 选取我院近六年收治的 16 例炎症性肠病患儿为研究对象,通过回顾性分析其全部的临床资料,
对其临床表现､ 胃肠镜检查结果以及药物､ 营养治疗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16 例患儿临床表现主要为:UC(溃疡性结肠炎)患儿发热､ 腹泻､ 腹痛､ 消瘦､ 便血等;CD(克罗

恩病)患儿发热､ 腹痛､ 关节炎､ 口腔溃疡等。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 ESR､ CRP､ WBC 升高,ALB
､ HB 下降,而 CD 患儿 CRP 升高显著,且多于对照组,差异对比 P<0.05;16 例患儿均接受药物治疗及

肠内营养治疗,具体治疗方法为短期激素治疗诱导缓解､ 短期抗生素治疗､ 艾迪莎口服肠道抗炎治

疗､ 所有病例均采用氨基酸配方或深度水解配方奶粉长期肠内营养治疗。经治疗后,16 例患儿便血

症状好转,且病情恢复稳定,肛瘘及其他症状均好转。 
结论 1､ 根据炎症性肠病患儿的病变特点以及临床表现,首选消化内镜及病理检查,结合影像学､ 血

液生化实验室检查,能对患儿进行早期诊断。 
2､ 治疗上,以水杨酸制剂为基础药物,配合短期激素治疗,及肠内营养治疗,能控制病情。 
 
 
 
PO-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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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病例报告并相关基因文献复习 
 

王福萍,钟雪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通过 IL-10RA 基因突变导致的 IBD 病例,深化认识 VEO-IBD 的特点,及时对 VEO-IBD 做出基

因诊断,并对比 1 例 VEO-IBD 合并糖原累积病Ⅰb 型的发病机制,探讨针对 VED-IBD 的治疗。 
方法 报告 2 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的临床诊断(症状､ 体征和肠镜),全显子组测序明确病因的过程,
结合 IL-10 基因突变导致 IBD 的可能机制,探讨相关治疗。 
结果 患儿 1,女孩,8 月余,生后 10d 起病,临床表现为间断发热､ 排稀便,伴有直肠阴道瘘,重度营养不

良,抗生素治疗及氨基酸配方奶粉喂养无好转,结肠镜下可见多发深大溃疡及假性息肉､ 节段性病变,
予抗生素､ 美沙拉嗪､ 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后,患儿炎性指标､ 症状均好转。患儿 2,女孩,2 岁 7 月余,
生后 16d 起病,临床表现为间断发热､ 排脓血便,伴有肛瘘及口腔溃疡,重度营养不良,抗生素及美沙

拉嗪､ 益生菌治疗无好转,结肠镜可见直肠､ 结肠多发溃疡。二者进行基因测序,均明确 IL-10RA 基

因突变,患儿 1 为纯合突变(c.301 C>T,p.R101W),患儿 2 为杂合突变(c.299 T>G,p.V100G 及 c.301 
C>T,p.R101W)。 
结论 单基因突变导致的 VEO-IBD 在临床应引起更多重视,积累更多的病例,以便早期利用基因测序

明确诊断,结合患儿本身情况,合理采用水杨酸剂､ 生物制剂等治疗,尽量纠正患儿生长迟缓,改善营养

状态,为其进一步移植等治疗提供条件,提高患儿生存质量。 
 
 
PO-2127 

疑难病例投稿 
 

李明霞,赵红梅,游洁玉,欧阳红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患儿,男,11 岁 7 月,四川南充人,因“反复面色苍白 6 年,间断便血 4 年”入院。患儿于 6 年前进食

后出现呕吐,伴面色苍白,无发热及腹痛,未予特殊处理,4 年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黑便,每次量较多,
反复出现,间伴有呕血 1 次,为非喷射性吐,量较多,暗红色,伴面色苍白,病程中无发热､ 呕血及咳嗽。

起病初期,至多家医院就诊,难以明确诊断,予输血､ 抗感染､ 止血等对症支持处理后病情好转出院。

出院后病情反复。为求进一步明确病因至我院就诊,2015 年 11 月至今共六次入住我科,多次完善小

肠镜､ 胃镜､ 结肠镜､ 锝 99 核素扫描等检查,予抗感染､ 护胃､ 止血､ 抗炎､ 输血等对症支持治

疗。患儿病情仍有反复,2017 年 6月因面色苍白､ 腹痛,血色素下降再次入住我科。 
     患儿起病以来,精神､ 食纳一般,无咳嗽,小便可。 
 
 
PO-2128 

20 年儿童肝衰竭死亡病例的尸检分析 
 

段元冬,尹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总结 20 年我院肝衰竭死亡病例的尸检,提高儿科医生对肝衰竭病因的认识; 
方法 根据尸体解剖报告及国际疾病分类(ICD)标准,对 231 例尸体解剖病例中 20 例暴发性肝炎的死

亡病例进行三种统计:(1)暴发性肝炎尸检病例的疾病组成;(2)按年龄分:婴儿期(28 天~1 岁)､ 幼儿期
(1 岁~3 岁)､ 学龄前期(3~7 岁)､ 学龄期(7~1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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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肝衰竭死亡尸检病例共 20 例(8.66%),90%与死亡诊断符合;其疾病组成为 9 例先天性胆道闭

锁,8 例亚重型肝炎;EB 病毒阳性 T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 酪氨酸血症､ 硝氯酚中毒各 1 例;2.随年龄

增长,亚重型肝炎增多而先天性胆道疾病减少;3.与临床诊断符合 26 例(86.7﹪)。 
结论 先天性胆道闭锁是导致小儿暴发性肝炎死亡的一类重要疾病,应重视诊断与治疗,同时要警惕亚

重型肝炎;所有死亡病例均应尸检,尸检有助于提高临床医师对疾病诊断及医疗工作经验的总结。 
 
 
PO-2129 

儿童 Kasai 术后胆管炎医疗资源使用分析 
 

邓朝晖,蒋丽蓉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肝门空肠吻合术(Kasai 术)是治疗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常用方式,胆管炎是 Kasai 术后 常见的并

发症,反复发作性胆管炎是预后不良的因素之一,难以控制的胆管炎是 Kasai 术后死亡的重要原因。

反复发作性胆管炎对患儿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疾病负担,本研究对其住院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和成本进

行分析,寻找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减轻经济负担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3 月 2017 年 6 月 30 例 Kasai 术后胆管炎住院患儿,了解住院天数,住
院费用构成及影响因素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胆管炎发作的平均次数是 3.6 次/人,平均住院天数是 14.8 天。人均住院总费用 13321.76 元/次,
抗生素费用 5200.81 元/次。从住院费用的构成比例上看,抗生素费用占:39%,其他药费占 17%,检查

费占 14%,床位费 14%､ 化验费及其他费用各占 8%。 
结论  
Kasai 术后胆管炎具有反复发作特点,抗生素费用是主要医疗费用。应以降低抗生素费用为突破口,
以努力控制和缩短住院天数为有效的手段,减轻患儿家庭及社会经济负担。 
 
 
PO-2130 

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呼吸衰竭危险因素分析 
 

邓朝晖,蒋丽蓉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发生呼吸衰竭是肝移植术后 常见的并发症,显著影响患儿的生存率。因

此肝移植术后呼吸衰竭的预防是提高肝移植成功率和质量的关键。本研究目的在于预测肝移植术后

发生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以便对其进行积极的预防和及时的治疗。 
方法 采用回顾性的队列设计,回顾分析了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 187 例肝移植患儿的临床

资料,71 例出现了呼吸衰竭,其余的 116 例没有出现。评估了两组患儿的年龄､  体重､ 病因､ 无肝
期､ 冷缺血､ 热缺血､ 术中输血量,晚期肝疾病评分模型( PELD)和 Child-Turcotte-Pugh 评分。采

用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肝移植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 
结果 肝移植前手术年龄(<6 月)､ 体重(<7kg)､  晚期肝疾病评分模型( PELD≥25)和 Child-Turcotte-
Pugh( ≥B 级)是发生术后呼吸衰竭的重要因素(P<0.05);性别､ 病因､ 无肝期､ 冷缺血及热缺血时

间､ 术中输血量与呼吸衰竭的发生无相关性(P>0.05)。 
结论  
影响肝移植术后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  体重､ 晚期肝疾病评分模型( PELD)和 Child-
Turcotte-Pugh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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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31 

Macro-AST: A rare cause of persistent high 
aminotransferase 

 
Fang Lingjuan1,2,Ni Li1,Huang Aifen1,Ding Hongxiang1,Feng Zhichun2 

1.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BaYi Children's Hospital, Beijing Militar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Serum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increase may indicate hepatitis,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cirrhosis, cholestasis,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or skeletal muscle trauma. It can 
also be falsely increased if it is present as a macroenzym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of a 
patient presenting with persistently increased AST level and normal alanine amino transferase 
was analyzed. The refrigerated storage method and polyethylene glycol precipitation assay have 
been applied for screening macro-AST.  
Results After exclude acute or chronic hepatic diseases, skeletal muscle, myocardial or 
hemolytic disorders, macro-AST was suspected. The AST activities in this patient were not 
reduced after refrigerated storage for 1 to 5 days. The polyethylene glycol precipitation assay 
showed that precipitable activities of PEG (%PPA) in the patient were 96.3%. Finally, the patient 
was diagnosed as macro-AST. 
Conclusions Although macro-AST is rare in children, it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the cause of 
isolated high AST levels. The polyethylene glycol precipitation was proved to be an simple and 
effective test for the detection of macro-AST. The patient was able to avoid unnecessary invasive 
diagnostic methods.  
 
 
PO-2132 

An Infant Presenting with Milky Serum Diagnosed as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Type Ia  

 
Fang Lingjuan,Zhu Huan,Xu Zhang,Huang Kaiyu,Yan Xiumei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Objective The malignant hyperlipidemia is a rare disorder in infants, its common manifestation 
include severe hypertriglyceridemia, recurrent attacks of acute pancreatitis, 
hepatosplenomegaly, lipemia retinalis, or eruptive xanthomas. To diagnose an infant presenting 
with milky serum. 
Methods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patient and her parents. Multi-gene 
panel testing for genetic and metabolic liver disease by the MyGenostics Incorporated were 
performed . 
Results The infant had been diagnosed as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type Ia. Gene analysis 
revealed a G6PC gene deficiency. The patient was a homozygote for c.248G>A, p.R83H, her 
parents were both hererozygotes. 
Conclusions When infants presents with milky serum combined with hyperlactatemia, and 
meanwhile other laboratory indexes cannot be detected, the probability of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should be highly suspected. 
 
PO-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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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valuation of serum gastrin as a new marker of 
diagnosis in gastrointestinal involvement of Henoch-

Schönlein purpura children 
 

yuan liping,Cheng Ka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Province, 230022 

 
 

Objective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HSP) is the most common pediatric vasculitis. 
Gastrointestinal (GI) symptoms frequently occur in HSP patients and may precede typical skin 
changes. Early and accurate diagnosis of HSP is important because severe abdominal symptoms 
may result in life-threatening complications.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of 
serum gastrin level as a new marker of diagnosis in GI involvement of HSP patients. 
Methods 28 HSP patients who presented predominantly with abdominal symptom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Control subjects included 17 age- and sex-matched non-HSP patients with similar 
GI symptoms. Serum gastrin-17 was measured by radioimmunoassay in all patients. 
Results 17.86% of 28 patients who complained of abdominal symptoms preceded typical purpura. 
Serum gastrin-17 level in the HSP patients obvious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controls. In HSP 
patients,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astrin-17 and the abdominal score. 
Moreover the boys with HSP had lower gastrin-17 level than girls with HSP, especially in boys 
with late purpura. 
Conclusions Serum gastrin-17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HSP patients,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severe GI symptoms of HSP. It may provide a clue to the diagnosis of HSP 
presenting predominantly with abdominal symptoms. el than girls with HSP, especially in boys 
with late purpura. p> 
 
 
PO-2134 

T reg 细胞/Th17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 
在儿童胆道闭锁中的相关临床研究 

 
张天遨,邓朝晖,蒋丽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通过比较胆道闭锁患儿､ 婴儿肝炎综合征(非胆道闭锁)患儿及正常儿童外周血血清中细胞因子 
IL-2､ IL-6､ IL-10､ IL-17A､ IL-21 及 TGF-β1 表达情况,以探讨 T reg 细胞/Th17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

在胆道闭锁中的作用。 
方法 将 2016.08.11 至 2017.01.16 我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符合入选标准的共

60 例婴儿纳入研究,并收集共 60 份外周血标本,其中 33 例 BA 患儿,15 例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12 例

正常婴儿,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 IL-2､ IL-6､ IL-10､ IL-17A､ IL-21 及 TGF-β1 表达情况。 
结果 1)IL-2 水平在 BA 组､ 婴肝组及正常组表达无明显差异,各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ANOVA:P=0.490>0.05)。2)IL-6 水平在 BA 组中显著升高,在婴肝组中处于低表达水平,在正常组中

无表达。通过进行统计学比较,各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异(ANOVA:P=0.000<0.05)。3)IL-10 水平在 BA
组､ 婴肝组及正常组表达无明显差异,各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ANOVA:P=0.309>0.05)。4)IL-
17A 水平在 BA 组表达明显,而在婴肝组及正常组中均无表达。各组间进行比较,其中 BA 组与婴肝组

组间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BA 组与正常组组间有统计学差异,婴肝组与正常组则无统计学差异

(ANOVA:P=0.002<0.05)。5)IL-21 水平在 BA 组､ 婴肝组及正常组中均有表达,但表达波动明显。

各组间进行比较,IL-21 水平在 BA 组､ 婴肝组及正常组表达无明显差异,各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ANOVA:P=0.356>0.05)。6)TGF-β1 水平在 BA 组､ 婴肝组及正常组均有明显表达。在婴肝组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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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组中表达更为明显。各组间进行比较,BA 组与婴肝组及正常组组间统计学上均有显著差异,婴肝组

与正常组则无统计学差异(ANOVA:P=0.000<0.05)。 
结论 IL-2､ IL-10 浓度水平在各组表达无差异;IL-17A 在 BA 组较婴肝组及正常组有明显表达;IL-21
浓度水平在各组中表达无差异;IL-6 在 BA 组及婴肝组中均有明显表达,且 BA 组较婴肝组更显

著;TGF-β1 表达在婴肝组及正常组中较 BA 组增高。提示胆道闭锁患儿存在 T reg 细胞/Th17 细胞

失衡,且可能与 IL-6 与 TGF-β1 的调控有关。 
 
 
PO-2135 

培菲康联合三联疗法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文妤,邓朝晖,蒋丽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培菲康联合抗幽门螺杆菌标准三联疗法对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的影响和预防不良反应发生

的作用。 
方法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200 例患儿随机分为 3 组,对照组使用抗幽门螺杆菌标准三联疗法,即质子泵

抑制剂(本组使用奥美拉唑)､ 阿莫西林､ 克拉霉素,连用 2 周;观察 1 组,培菲康同时联合三联疗法共

2 周;观察 2 组,在 A 组的 2 周疗法前后各单用培菲康 2 周。青霉素过敏者阿莫西林替换为甲硝唑。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观察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直至停药 4 周后复查幽门螺杆菌根除情况。 
结果 对照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 61.43%,不良反应发生率 45.71%,观察 1 组根除率 76.92%,不良反应

发生率 24.62%,观察 2 组根除率 80%,不良反应发生率 12.31%。3 组患儿在根除率及总体不良反应

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 1 组与观察 2 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抗幽门螺杆菌标准三联疗法联合培菲康 2 周抗幽门螺杆菌,可以提高幽门螺杆菌根除率,并可减

少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治疗安全性,增加治疗有效性。延长培菲康疗程 6 周对于疗效及不良反应的

作用相比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O-2136 

Mutation Analysis of ATP7B Gene in a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Wilson Disease: Identification of Splicing Defect 

Caused by a exonic synonymous mutation 
 

郑必霞,刘志峰,金玉,王春莉,郭红梅,林谦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Objective Wilson´s disease (WD) is an 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 caused by abnormalities of the 
copper-transporting protein encoding gene ATP7B. In this study, we performed mutation analysis 
in 44 Chinese WD patients belonging to unrelated families. 
Methods  All patients were analyzed for the ATP7B gene by direct sequencing. Multiplex ligation-
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WD patients presenting only 
one ATP7B mutation. We used a bioinformatics program to analyze one synonymous mutation in 
the ATP7B gene that  The candidate synonymous mutation that presumed disrupting splice were 
further investigated by minigene assay. 
Results Mutations in ATP7B were identified in 44 Chinese patients: 7 homozygotes, 31 
compound heterozygotes and 6 heterozygotes. We identified exonic deletions of the ATP7B gene 
by MLPA technique in 3 cases. The mutations c.4128T>G/Y1376X, c.4068_4069insG 
/A1357GfsX21, c.3028A>G /K1010E and c.4014T>A are being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597 
 

minigene splicing assay in vitro showed that the c.4014T>A synonymous mutation resulted in 
incomplete loss of exon 19. 
Conclusions  Because there are causative large exonic mutations of ATP7B gene in WD 
patients, the preclinical genetic diagnosis of WD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a combination of DNA 
sequencing and MLPA analysis. Moreover,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exonic synonymous 
sequence changes may disrupt mRNA splicing. 
 
 
PO-2137 

MPV17 基因突变导致婴儿进行性肝功能衰竭病例报告 
 

叶晓琳,孙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旨在阐述 MPV17 基因突变所致的线粒体 DNA缺失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和

影像学改变. 
方法 记录 1 例 MPV17 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资料。观察指标包括病程､ 主诉､ 临床表现､ 治疗及疾

病转归等。实验室检查主要包括肝功能､ 凝血五项､ 血氨､ 血糖､ 肝胆脾彩超､ MRCP､ 气相色谱

-质谱及基因检测结果等。 
结果 我们报告了 1 例 MPV17 基因突变所致肝功能衰竭而无明显神经系统受累的患儿,通过基因诊

断检测到该病例 MPV17 基因有 2 个杂合突变,.c.271_273del 缺失突变,导致氨基酸改变 
p.91_91del(缺失),.c.116A>T 错义突变,导致氨基酸改变 p.E39V,该病例生后即出现皮肤黏膜黄染､

肝功及凝血功能障碍,进行性加重,并伴有乳酸酸中毒,至生后 8 个月出现肝功能衰竭并死亡。 
结论 建议在婴儿快速进展性肝功能衰竭病例中应考虑是否存在 MPV17 基因突变。 
 
 
PO-2138 

30 例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穿刺资料分析 
 

朱咏贵,李双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回顾性分析近 4 年湖南省儿童医院肝病中心收治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儿的临床特点及肝穿刺

资料。 
方法 对 2014-2017 年收治的 30例非酒精性脂肪肝患儿的发病形式､ 年龄特点､ 肝穿刺病理分级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结果 30 例患者中男性占 96.7%,女性占 3.3%,年龄为 5 岁-14 岁之间,以 9-12 岁 多见,平均体重

53.5±10.7kg,平均腹围 86.59±6.81cm,43%患者表现有肝脏增大,所有患者均有转氨酶升高,肝穿刺提

示病理分级 G2 占 70%(21/30),S2 及以上占 50%(15/30)。 
结论 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男性发病多于女性,年龄以青春期 9-12 岁多见,腹型肥胖 多见。几乎所

有患者均表现有转氨酶升高,约一半患者伴有肝脏增大,肝穿刺提示炎症分级主要为 2 级,约一半患者

表现有肝纤维化。 
 
 
 
 
 
 
PO-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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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早发型炎症性肠病结肠镜下特点分析 
 

朱丹,钟雪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早发型炎症性肠病在结肠镜下的特点及对疾病诊断的重要性。 
方法 研究我院住院的 9 例儿童早发型炎症性肠病患儿的结肠镜下特点,分析其诊断价值。 
结果 9 例患儿中,7 例为全结肠受累,结肠镜下表现为连续性黏膜充血水肿､ 糜烂,多发大小不一的浅

溃疡,溃疡多不规则;其中 5 例可见散在大小不一的假息肉形成,同时回盲部受累明显,结肠镜下表现为

可见深大孤立溃疡,且有假性息肉形成,1 例回盲部仅有充血水肿,未见糜烂及溃疡。其余 2 例中,1 例

仅乙状结肠及直肠受累,结肠镜下可见深大溃疡及假性息肉形成;1 例为回肠受累,结肠镜下可见弥漫

性的浅溃疡。 
结论 早发型炎症性肠病是指诊断为炎症性肠病时年龄 0 ~ 5 岁;临床特点具有非特异性,结肠镜检查

对诊断有可靠的价值。 
 
 
PO-2140 

儿童黑斑息肉综合征临床随访 10 年分析 
 

罗艳红,游洁玉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Peutz—Jegher 综合征(PJS),是以胃肠道错构瘤样息肉､ 口唇黏膜与四肢末梢皮肤色素沉着为

特征的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胃肠道息肉可导致急性或慢性腹痛,肠套叠,肠扭转,肠梗阻,胃肠道

出血以及高度恶变倾向。若反复外科手术治疗可带来一系列并发症。本文总结了我院诊治的 10 年

12 例 Peutz—Jegher 综合征患儿治疗随访资料。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至 2017 年间随访的 9 个家系 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消化内镜､ 外科手

术治疗,并发症及癌变监测。 
结果 5 例以反复发作的腹痛就诊,3 例以反复肠套叠就诊,2 例以中重度贫血就诊,2例以便血､ 肠息

肉就诊。2 例患儿的父亲,1 例患儿的母亲,1 例患儿的哥哥,1 例患儿的姐姐患有 PJS。有 5 例患儿有

癌症家族史。12 例患儿首次诊断均接受了单气囊小肠镜检查,所有病例均发现消化道息肉, 10 例

PJS 患儿给予胃内及结肠息肉在胃镜及结肠镜下常规切除外,在小肠镜下行了散发息肉的切除,2 例

接受了外科手术。STK11 基因突变的 9 例。采用电话､ 电子邮件或复诊方式进行随访。根据患儿

的临床表现､ 家族史､ 及基因表型采取了分级检查随访。术后无便血､ 贫血,无癌症家族史,无
STK11基因突变者每年复查血常规､ 大小便常规､ 胸片､ 腹盆腔､ 睾丸(男)､ 乳腺(女)B 超,每 2 年

复查电子胃镜､ 电子结肠镜､ 小肠低张造影;术后无便血､ 贫血,有癌症家族史,或/和 STK11 基因突

变者半年复查血常规､ 大小便常规､ 胸片､ 腹盆腔､ 睾丸(男)､ 乳腺(女)B 超,每年复查电子胃镜､

电子结肠镜､ 小肠低张造影;术后有便血或贫血较严重者随时复查电子胃镜､ 电子结肠镜､ 小肠低

张造影,必要时复查电子小肠镜。息肉切除行病理检测。本组 12 例随访 12 例,随访时间 1-10 年。胃

镜随访复查发现胃息肉的 PJS 患儿 9 例,结肠镜随访复查发现结肠息肉 11 例,小肠低张造影随访发

现小肠息肉 PJS 患者 4 例,小肠镜随访复查发现结肠息肉 PJS 患者 6 例,肠道 B 超发现结肠息肉

PJS 患者 5 例。腹盆腔､ 睾丸(男)､ 乳腺(女)B 超及胸片未发现有转移性病变。因新发消化道息肉

均未超过直径 3 厘米,全部在胃镜､ 结肠镜或小肠镜下切除并行息肉病检检查。未发生因息肉致肠

梗阻行急诊手术或癌变患儿。 
结论 对于不同临床表现､ 家族史及基因表型 PJS 患儿应采取分级随访的方式,有明显的癌症家族史

和息肉的高复发率,消化内镜下息肉切除是治疗的主要手段。对 PJS 患儿及其家族成员进行监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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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定期复查和及早诊治, 以减少或控制消化道息肉的并发症及脏器癌变的可能性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PO-2141 

贵阳地区儿童幽门螺杆菌药物耐药性 
及克拉霉素耐药基因突变位点分析 

 
熊妍

1,朱莉
1,陈峥宏

1,2,秦丹
1,全小丽

1,杨净
1 

1.贵阳市儿童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 

 
 

目的 了解贵阳地区儿童幽门螺旋杆菌的耐药性及克拉霉素耐药基因突变位点,为研发耐药菌株诊断

试剂盒提供理论依据,并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生素 
方法 选取 406 例因上消化道症状就诊于贵阳市儿童医院患儿的胃黏膜标本,经快速尿素酶试验,用哥

伦比亚血琼脂培养基于微需氧条件下分离培养 Hp 菌株,提取 DNA,16srRNA 扩增进行菌种鉴定;用
琼脂稀释法对临床分离鉴定的 Hp 菌株,进行体外抗生素敏感试验,了解 Hp 对阿莫西林､ 克拉霉素､

甲硝唑､ 左氧氟沙星､ 四环素的耐药情况,筛选克拉霉素耐药临床菌株 20 例,敏感菌株 34 例,质控菌

株 2 例,进行 23SrRNA 基因功能区 V 区片段的 PCR 扩增和测序 
结果 贵阳地区幽门螺杆菌临床分离菌株的耐药率分别为:甲硝唑 48.1%(26/54);克拉霉素

37%(20/54),阿莫西林 16.67%(9/54);左氧氟沙星 25.9(14/54);四环素 13%(3/23)。出现 3 例多重耐

药菌株,3 例全部对甲硝唑耐药;2 例对克拉霉素耐药;贵阳地区 20 株 Hp 克拉霉素耐药菌株的

23SrRNA 基因片段的碱基突变包括

A2144G(6/20);T2183C(10/20);T2245C(20/20);A2303G(1/20);C2695A(1/20);C2760T(2/20);G2769
T(1/20);其中 2760､ 2183､ 2245 也出现在敏感菌株中,只有 2144､ 2303､ 2695､ 2769 仅出现在

耐药菌株中 
结论 贵阳地区甲硝唑的耐药率 高,克拉霉素占第二位,四环素的耐药率 低;Hp 克拉霉素耐药基因

突变位点呈现多样性,主要为 A2144G 的突变, 2303､ 2695､ 2769 位点的突变是否与耐药性相关,还
需扩大样本量。 
 
 
PO-2142 

北方和南方两家医院五年间疾病谱 
及消化系统疾病变迁的对比分析 

 
王朝霞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通过比较南方和北方两家医院疾病谱的变化及消化系统疾病的变迁分析,了解儿童疾病发生､

发展的相关影响因素,为儿科疾病的预防和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编码(ICD-10)对深圳市儿童医院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012 年至 2016
年五年间收治的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并观察其各年疾病分布情况及消化系统疾病的五年间疾病谱的变

迁;若同一患者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疾病时,以出院第一诊断为主;将资料录入 Excel 和 SPSS17.0 统

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两家医院在住院病人中各系统疾病发病有所不同,深圳市儿童医院五年间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

疾病始终为第 1､ 2 名,损伤､ 中毒及先天畸形有减少趋势,而传染病和寄生虫感染有增加趋势,而在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五年间是呼吸系统疾病和新生儿疾病为 1､ 2 名,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和儿童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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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迅速增加。而两地消化系统疾病中儿童肝损伤､ 婴儿肝病综合症､ 变态反应性肠炎和肠息肉

均有上升趋势。 
结论 不同地区疾病谱的变化,不单单与环境､ 生活水平､ 文化背景相关,同时也与不同地区的专科发

展水平､ 疾病诊治能力､ 整体医疗状况和医疗资源配置密切相关。肠息肉发病的增加是和儿童内窥

镜的诊治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先天畸形､ 染色体变化的疾病发病较高,这与深圳

地区基因诊断及分子生物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发病较高和深圳儿童医院感

染科为省､ 市重点学科,整体医疗资源配置相关,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童感染科工作又成人感染科

承担,所以限制了本专科的发展,所以为提高对儿科疾病的防治能力及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儿童发

病疾病谱的研究应是全国不同地区､ 不同级别医院多数据的整合。 
 
 
PO-2143 

应用不同类型封堵器介入封堵室间隔缺损致 
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比较 

 
杨舟

1,陈智
1,史静铮

2,王野峰
1,肖云彬

1,向金星
1,王祥

1,王勋
1,曾闵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比较应用不同类型封堵器介入封堵室间隔缺损(VSD)致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CAVB)的发生

率。 
方法 我院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介入封堵 VSD484 例,术后 3天､ 1月､ 3月､ 6月､ 12 月

复查心脏彩超､ 心电图､ 胸片,口服阿斯匹林 6 月;发生 CAVB11 例,将封堵所应用的不同类型封堵器

发生 CAVB 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 ①膜部 VSD 共 410 例,发生 CAVB9 例,嵴内型 VSD 共 64 例,发生 CAVB2 例,肌部 VSD10 例,

无 CAVB 发生,膜部 VSD 介入封堵致 CAVB 高于其他类型 VSD;②发生 CAVB 共 11 例,应用对称型

VSD 封堵器 2 例,偏心型 VSD 封堵器 2 例,小腰大边型 VSD 封堵器 6 例,PLUG B 封堵器 1 例,应用

小腰大边型 VSD 封堵器封堵 VSD 致 CAVB 发生率要高于其他类型封堵器;③介入封堵的膜部假性

瘤形成的 VSD 或多孔型 VSD 共 292 例,应用对称型 VSD 封堵器 215 例,发生 CAVB1 例,应用小腰

大边型 VSD 封堵器 77 例,发生 CAVB6 例,小腰大边型 VSD 封堵器封堵膜部假性瘤形成或多孔型

VSD 致 CAVB 发生率要高于对称型 VSD 封堵器;④介入封堵嵴内型 VSD64 例,应用对称型 VSD 封

堵器 14 例,未发生 CAVB,应用偏心型 VSD 封堵器 50 例,发生 CAVB2 例,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①介入封堵 VSD 对于不同类型封堵器的选择要慎重,尤其小腰大边型 VSD 封堵器的选择要严

格把握指征;②封堵器需要进一步优化改进使之更适合 VSD 的封堵。 
 
 
PO-2144 

重庆社区/乡镇 0 至 3 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随访 
 

张蕾
1,刘晓燕

1,安美玉
1,朱冰

2,申宛冬
3,谭书江

2,计晓娟
1,田杰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3.重庆市涪陵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筛查及随访重庆社区/乡镇 10005 名 0 至 3 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探索适宜于西部地区“乡镇-区-市”的 CHD 筛查､ 诊断及随访体系及筛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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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抽取重庆市涪陵区 0 至 3 岁社区/乡镇儿童,由经过培训的社区/乡镇医院医师以

“CHD家族史､ 呼吸困难､ 青紫､ 特殊面容､ 其他先天性畸形､ 心脏杂音､ 脉搏血氧饱和度

(SpO2<95%)”7 项指标进行筛查,1 项及 1 项以上筛查指标阳性者行超声心动图确诊,对 CHD 患儿评

估病情,指导治疗及随访。 
结果 纳入调查 10281 例儿童,实际筛查 10005 例(应答率 97.32%)。175 例筛查指标阳性,其中 166
例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确诊 CHD60 例(患病率 0.6%) 其中单纯型 46 例(76.65%),主要为单纯型室间

隔缺损和房间隔缺损;复合型 11 例(18.33%);复杂型 CHD3 例(5%)。筛查指标中,心脏杂音单项指标

诊断 CHD 的 ROC 曲线 AUC 高,心脏杂音+特殊面容+其他先天畸形对于诊断该年龄阶段 CHD 的

效果 好。对确诊 CHD的患儿继续随访､ 外科或介入治疗,随访 6 月至 1.5 年,10 例自然闭合,13 例

行介入或手术治疗,36 例继续随访,1 例因其他原因死亡。 
结论 合理运用各项临床筛查指标,可在西部地区有效地建立“乡镇-区-市”分级的婴幼儿 CHD 筛查､

诊断和评估体系,有利于 CHD的早期发现､ 诊断及合理治疗。 
 
 
PO-2145 

Green tea extract as a treatment for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an observational study 

 
Quan Junjun,Tian Jie 

Heart Center,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PR China. 400014 
 
 

Objective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 and restrictive cardiomyopathy (RCM) mainly 
cause diastolic dysfunction with an impaired relaxation and an abnormality in ventricular blood 
filling during diastole, which may predispose patients to poor prognosis without efficient causative 
treatment. Recent reports indicate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GCG), the 
most abundant catechin in green tea, to reduce cardiac myofibril hypersensitivity to Ca2+.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changes of cardiac function, laboratory test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in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after consumption of green tea extract (GTE).  
Methods Fourteen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6.89(0.5; 14.1) years]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were submitted to clinical examination, echocardiography, electrography, and laboratory testing 
before and after daily consumption of GTE capsules containing 300 mg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for at least 12 months. 
Result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isovolumetric relaxation time (IVRT), increase of left ventricle 
end diastolic dimension (LVEDD) and left ventricle end diastolic volume (LVEDV) by 
echocardiography and decrease of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were observed after a 1-year 
period of GTE consumption. LV ejection fraction, LV wall thickness, atrial dimension by 
echocardiography remained unchanged.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EGCG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impaired relaxation 
in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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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46 

内源性二氧化硫通过抑制 TGF-β/Smad2/3 信号通路缓解野百合

碱诱导的肺动脉高压肺血管胶原重构 
 

于文,梁晨,刘叠,黄娅茜,杜军保,金红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内源性二氧化硫 (sulfur dioxide, SO2) 对野百合碱 (monocrotaline, MCT) 诱导的肺动脉高

压大鼠肺血管胶原重构的调节作用及机制。 
方法 (1) 雄性 Wistar 大鼠 32 只,随机分为 4 组 (n=8):对照组､ MCT 组､ MCT+内源性 SO2生成抑

制剂(HDX)组以及 MCT+SO2组。实验 3 周后,测定各组大鼠平均肺动脉压(mPAP)､ 观察肺血管显

微结构变化,检测肺组织中 SO2含量及羟脯氨酸含量,检测肺动脉 I､ III 型胶原表达及转化生长因子-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的表达。(2) 采用贴块法原代培养 Wistar 大鼠肺动脉成

纤维细胞,并采用慢病毒转染法过表达或敲低大鼠肺动脉成纤维细胞中的内源性 SO2生成酶 AAT1,
并给与 TGF-β1 干预。检测 Smad 2/3 磷酸化水平及 I､ III 型胶原表达。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多组间比较采用 one-way ANOVA 进行检验,P < 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MCT 刺激大鼠肺动脉高压及肺血管胶原重构,内源性 SO2体系显著激活,表现

为:MCT 大鼠 mPAP (P<0.01),肺组织羟脯氨酸及 I､ III型胶原蛋白含量､ 肺动脉 I､ III
型胶原蛋白沉积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P<0.01),血清及肺组织 SO2含量明显升高,肺组织

AAT1 表达增强 (P<0.01);(2) 内源性 SO2抑制 MCT 刺激肺动脉高压及肺血管胶原重构,
表现为:与 MCT 组大鼠相比,MCT+HDX 组大鼠肺动脉压力､ 肺组织及肺动脉胶原蛋白

含量均显著增加 (P<0.01);补充 SO2,上述指标显著降低或缓解 (P<0.01)。(3) 内源性

SO2抑制肺血管胶原重构的作用环节在于抑制胶原蛋白合成,促进胶原蛋白降解,表现

为:MCT 组大鼠肺组织中 MMP-13､ TIMP-1 蛋白含量及 MMP-13/TIMP-1 比值较对照

组明显升高 (P<0.01,P<0.05)。(4) SO2主要通过抑制 TGF-β/Smad2/3 信号通路缓解胶

原重构,表现为:MCT 组大鼠肺组织及肺动脉 TGF-β1 蛋白含量较对照组明显增强 
(P<0.01),给予 HDX 干预后,可使上述改变进一步增强 (P<0.01);补充 SO2上述改变减弱 
(P<0.01)。TGF-β1 可激活 Smad2/3 信号通路,促进胶原沉积。过表达 AAT1,补充 SO2

后,可显著降低 Smad2/3 磷酸化水平,缓解 I､ III 型胶原沉积;敲低 AAT1,抑制内源性

SO2生成,可促进 Smad2/3 磷酸化水平,促进 I､ III 型胶原沉积。 
结论 内源性 SO2体系是拮抗 MCT 诱导肺动脉高压的重要防御体系,通过抑制 TGF-β/Smad2/3 信号

通路缓解 MCT 诱导肺血管胶原重构。 
 
 
PO-2147 

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在孕期 PM2.5 暴露致子代 
小鼠心肌肥厚中的作用研究 

 
潘博,吴晓琪,田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大气 PM2.5 污染与心血管不良事件关系密切。项目探讨孕期 PM2.5 暴露对子代发育及心血管

疾病发生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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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c57 孕鼠在整个孕期接受 PM2.5 暴露(0.125mg/ml,约 300ug/m3,2 小时/天)。记录子代小鼠出

生体重,监测小鼠体重;饲养致 4 月龄,计算心脏指数,获取心脏组织。H&E 染色用以观察子代小鼠心

脏大体形态;透射电镜用于观察小鼠心肌细胞超微结构;检测小鼠血脂及血糖;Q-PCR 用于检测心脏

核心转录因子 GATA4､ Mef2c 及心肌重构相关基因 α/βMHC､ 表达水平。染色质免疫共沉淀结合

Q-PCR(ChIP-Q-PCR)检测 GATA4 及 Mef2c 启动子区域附近组蛋白 H3K9 乙酰化水平,p300 及

CBP 与 GATA4 及 Mef2c 启动子结合水平。 
结果 PM2.5 暴露后子代小鼠出现明显出生低体重现象(p<0.05),生后 11 周各组间小鼠体重无明显差

异。生后 4 月龄,PM2.5 组小鼠血糖及总胆固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光镜下 H&E 染色见

PM2.5 组小鼠心肌肥厚;心脏指数较对照组升高(p<0.05);电镜下见 PM2.5 组小鼠心脏闰盘扩张､ 肌

丝溶解､ 肌丝排列紊乱(新生时期),成年后仍可见部分肌丝溶解､ 线粒体增大。Q-PCR 结果发现心

脏核心转录因子 GATA4､ Mef2c 表达在 PM2.5 组显著升高(p<0.05),而 Nkx2.5 在各组见无统计学

差异;心肌重构相关基因 α-MHC､ βMHC 及表达明显升高(p<0.05),而 BNP 表达无明显改变。ChIP-
Q-PCR 结果发现 GATA4 及 Mef2c 启动子区域附近组蛋白 H3K9 乙酰化水平显著升高(p<0.05),同
时组蛋白乙酰化酶 P300 及 CBP 与二者启动子结合水平显著升高(p<0.05)。 
结论 孕期 PM2.5 暴露可引起子代出生低体重,糖脂代谢紊乱及心肌肥厚。P300/CBP 介导的组蛋白

乙酰化修饰调控心脏核心转录因子 GATA4 及 Mef2c 过表达在 PM2.5 暴露后子代心肌细胞肥厚中

发挥关键作用。 
 
 
PO-2148 

完全川崎病和不完全川崎病冠脉病变对比研究 
 

张丹凤,钟家蓉,王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完全川崎病和不完全川崎病冠脉病变以便提高认识､ 指导临床诊断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2 年间我院 1514 例住院川崎病患儿临床资料,分完全

川崎病和不完全川崎病组,比较冠脉病变情况有何差异。 
结果 (1)1514 例患儿中 cKD1094 例(72.3%),iKD420 例(27.7%)。CAL 发生率 3 月份 高为

58.9%,6 月份 低为 45.8%,各月份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2)全部川崎病患儿 CAL 发生

率为 51.9%;cKD 与 iKD 组 CAL 发生率分别为 57.2%､ 37.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
组不同程度冠脉病变发生情况:回声增强或小型冠状动脉瘤发生率分别为 50.4%､ 29.9%,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型冠脉瘤发生率分别为 6.3%､ 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巨大冠

脉瘤发生率分别为 0.5%､ 2.4%,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栓发生情况:共 21 例发生血栓,
两组冠脉血栓发生率分别为 0.6%､ 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小型冠状动脉瘤中有 2
例(0.3%),中型冠状动脉瘤中有 10 例(10.8%),巨大冠状动脉瘤中有 9 例(56.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其中分布于前降支 12 例,右冠 6 例,左主干 7 例,至出院前有 6 例(28.6%)血栓消失。

(3)临床超声首次发现 CAL 时间分别为 7.84±2.97天､ 8.47±2.89 天,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AL 常累及左主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其中 iKD 组左主干单独受累占 47.2%
常见, cKD 组左右冠脉同时受累占 60.2% 常见,两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1.CAL 的发生不排除与季节有关;2.不完全川崎病更容易出现冠脉病变,尤其是严重的冠脉病变

(巨大冠脉瘤)及血栓,其中巨大冠脉瘤更易并发血栓形成,且血栓好发于左前降支。3.不完全川崎病发

现冠脉病变时间较晚,不排除与首次行彩超时间晚有关;4.不完全川崎病 CAL 常见病变部位为左侧

冠状动脉主干,其类型以左侧冠状动脉单独受累 常见,而完全川崎病 CAL 常见病变部位为也为左

侧冠状脉主干,但以左右冠状动脉同时受累 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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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49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经皮介入治疗并发症的临床分析 
 

黄晓碧,江荣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分析总结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经皮介入治疗并发症的发生率､ 危险因素及处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省儿童医院 2010 年 8 月至 2016 年 6 月行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 379 例临床

资料。按照病种分为五组:房间隔缺损(ASD)组 108 例,室间隔缺损(VSD)组 34 例,动脉导管未闭

(PDA)组 182 例,肺动脉瓣狭窄(PVS)组 45 例,复合先天性心脏病(cCHD)组 10 例,统计分析各组并发

症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和处理方法。 
结果 手术成功率 98.9%,无死亡病例。共有 19 例患儿发生并发症,发生率为 5.0%;ASD 组为

4.6%,VSD 组为 12.1%,PDA 组为 4.4%,PVS 组为 2.2%,cCHD 组为 10.0%。有 7 例患儿发生严重

并发症,发生率为 1.8%(7/378);包括封堵器脱落 2 例,心脏压塞 1 例,严重三尖瓣反流 1 例,心律失常 1
例,脑栓塞 1 例,溶血 1 例。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与病种和年龄无统计学差异。其中紧急手术为 3
例(0.79%),择期手术 1 例(0.26%),保守治疗 7 例(1.85%),随访观察 8 例(2.11%)。经手术和保守治疗

后均恢复良好,顺利出院。平均随访 7.5 月(1~60 个月),随访期间未出现新的并发症。 
结论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治疗方法,近期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并发

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与年龄和病种有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手术医生应熟悉各种并发症及其处理方

法,一旦发生及时处理。 
 
 
PO-2150 

 Clinical analysis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percutaneous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Huang Xiaobi,Jiang Rong 

Anhui Provncial Children's Hospital 230051 
 
 

Objective To analysis the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of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percutaneous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Methods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379 children with CHD who underwent 
interventional therapy between August 2010 to June 2016 in Anhui Provincial Children’s 
Hospital.The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of complication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in 5 
groups;including 108 cases in ASD group,34 cases in VSD group,182 cases in PDA 
group ,45cases in PVS group and 10 cases in cCHD group . 
Results The successful procedure rate was 98.9%.There were no death .The overall 
complication rate was 5.0% in 19 patients including,4.6% in ASD group,12.1% in VSD group, 
4.4% in PDA group,2.2% in PVS group and 10.0% in cCHD group.While the serious complication 
rate was 1.85% in 7 patients of whom,occlude shift 2 cases,pericardial effusion 1 case,serious 
tricuspid valve regurgitation 1 case, arrhythmia 1 case,hemolysis 1 case, cerebral complication 1 
case.The risk factor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age and disease.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surgery rate was 0.79%.Selective surgery rate was required in 
0.26%.Conservative treatment rate was 1.85% and follow-up was 2.11%.All patients returned to 
normal and discharged successfully.The medium follow-up time was 7.5 months(range 
1~60months),there was no late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s Transcatheter intervention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an be performed safely and 
successfully in children .the severe and early complications of interventional therapy are relative 
low and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age and disease .The catheterization team need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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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ar with all types of complications and their specific mangement protocols so that early 
recogni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can be accomplished. 
 
 
PO-2151 

新疆北疆地区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危险因素分析 
 

王燕彬
1,潘金勇

1,陈永林
1,王可欣

3,谷强
2,张惠荣

2 
1.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3.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新生儿科 

 
 

目的  通过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对新疆北疆地区婴幼儿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了解该地区先心病

的发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及北疆各医院出生的 9528 例婴幼儿进行先心病筛查,对
临床检查中疑似先天性心脏病的 145 例婴幼儿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临床确诊 86 例,随机抽取 250
例健康婴幼儿作为对照组,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利用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

型对先心病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9528 例婴幼儿筛查结果显示,先心病患儿占 86 例,发病率为 9‰。其中房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

损､ 动脉导管未闭是发病率较高的先心病;通过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父母年龄､ 产检次数､ 胎数､

TORCH感染､ 孕期营养不良､ 烟草暴露､ 孕早期饮酒史､ 房屋装修､ 孕期按疗程服用叶酸与先心

病具有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父亲年龄≥50､ 母亲年龄≥ 35､
产检次数<9次､ 多胎､ TORCH感染､ 孕期营养不良､ 孕期有饮酒史､ 房屋装修､ 孕期未按疗程服

用叶酸是先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经 Logistic 回归模型似然比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孕期妇女进行先心病普查,避免危险因素,早发现､ 早治疗,降低先心病的死亡率,减轻家庭和

社会的负担。 
 
 
PO-2152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heart-specific 
enhancers in zebrafish genome 

 
Wang Feng,Yang Qian,Wu Fang,Li Qiang,Gui Yonghao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Enhancers are cis-acting DNA elements which are critical for precise patterns of gene 
expression during embryonic development . Indeed, one challenge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 of genome is to identify the regulatory elements embedded in DNA sequences. Also,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how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gene expression driven by these elements is available. Here we apply a combined 
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discover heart-specific enhancers within zebrafish 
genome. After identification, we then uncover critical motifs within these enhancers from common 
feature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equenc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new 
insight into the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of heart development. 
Methods Comparative genomic analyses a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ools to identify conserved 
non-coding elements (CNEs) which may act as potential candidates for enhancers.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gene expression database, group of heart-specific/ enriched genes were chosen as 
candidates for CNEs selection. Using website “ECRbrowser”, we screened CNEs between 
zebrafish genome and human genome. Then, a Tol2-based enhancer trap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distinct spatiotemporal enhancers in zebrafish. After identifying heart-specific enhancers,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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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 conducted de novo motif prediction algorithms to uncover top-ranked 6-nucleotide motifs 
that a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these enhancers. Finally, mutation motifs within selected heart-
specific enhancers were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predicted motifs are critical for 
heart-specific enhancer activity.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chose a set of 83 CNEs near 32 heart-specific/enriched genes. 
Subsequently, we tested their ability to drive reporter gene GFP expression using a transient 
transgenic method. We found that 12% of tested CNEs exhibited heart-specific enhancer activity. 
Application of de novo motif prediction algorithms on a set of ten heart-specific enhancers 
revealed three top-ranked 6-nucleotide motif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these enhancers. 
Experimental analyses of these motifs in zebrafish demonstrated that they are functionally critical 
for heart-specific enhancer activity. 
Conclusions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combined 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method, we 
successfully discovered heart-specific enhancers within zebrafish genome. This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approach can be adopted to other tissues of interests for enhancer trap screening. 
Moreover, characterization analyses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revealed core functional motif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gene specific expression. Our results provid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further analyses of regulatory network of heart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PO-2153 

杜氏肌营养不良患儿的心脏磁共振特点分析 
 

周璟娜,李西华,姚琼,胡喜红,黄国英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观察分析 DMD 患儿的临床及 CMR 特点,为发现患儿早期心脏损害探寻敏感指标。 
方法 对 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诊的 DMD 患儿 45 例进行统

一的 CMR 检查,同期完成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检查。根据 CMR 图像有无心肌晚期延迟钆强化显像

分为 CMR 异常组和 CMR 正常组,分析两组患儿的临床和 CMR 特点;以及总结以上三种检查特点之

间的关系。 
结果 基本信息特点:患儿平均年龄为 8.99±1.94 岁(4~12 岁)。所有患儿的超声心动图提示心脏结构

及心功能均未见明显异常。 1. CMR 特点:共发现 5 例(11.1%)患儿 CMR 出现心肌晚期延迟强化显

像,年龄 小的只有 6 岁;左室下壁和侧壁是 常见受累部位(80%)。分析发现,年龄､ 体表面积(BSA)
､ 激素使用时间这三个因素在 CMR 异常组和 CMR 正常组的患儿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CMR
异常组中患儿的运动损害程度较 CMR 正常组更严重(Z=-2.291,P=0.022),且前者丧失行走能力的患

儿比例(40%)明显高于后者(7.5%)。进一步分析 CMR 相关参数:左右心室 EF､ 标化后左右心室

EDV/ESV 等在 CMR 异常组和 CMR 正常组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心功能正常情况下,患儿

左右心室的 EF､ EDV､ ESV 均有相关性。2. 心电图与 CMR 关系:共 12 例(26.67%)患儿具有心电

图异常改变,心电图异常的患儿中出现 CMR 异常的比例较高(16.67%>9.09%),但经统计学分析心电

图异常的出现并未增加 CMR 异常的发生。异常心电图表现中“左室大/左室高电压､ 异常 Q 波”在所

有异常心电图中比例高达 91.67%。CMR 异常组有更高比例(40.00%>22.50%)患儿伴随心电图“左
室大/左室高电压､ 异常 Q 波”的出现,但统计学分析并未发现这种心电图异常改变的出现会增加

CMR 异常的发生。 
结论 在 DMD 患儿心功能正常情况下,CMR 可发现早期心肌隐匿损害,CMR 检查在 DMD 患儿心脏

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患儿心电图的改变与其 CMR 提示的早期心肌纤维化出现没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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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54 

儿童遗传代谢性心肌病 9 例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分析 
 

杨世伟,秦玉明,殷杰,李泽蔚,王凤鸣,赵乃铮,陈璇,程学英,戴艮银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在小儿心肌病中能够明确病因的约占 25%~43%,其中先天性代谢缺陷约占 11%~34%。在诊

断儿童原发性心肌病时,尤其是婴儿心肌病,必须排除各种继发性病因。近年来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

成熟和检测成本的降低,以及临床医师认识的提高,对心肌病患儿开展基因检测逐渐受到大家的重

视。为进一提高大家对遗传代谢性心肌病的认识,我们对近几年应用二代测序技术确立诊断的遗传

代谢性心肌病患儿的临床特征和遗传机制进行总结分析。 
方法 对收治的 9 例遗传代谢性心肌病患儿及其家系的临床特征进行总结分析,其中 7 例以肥厚型心

肌病(HCM)收治入院,2 例以扩张性心肌病(DCM)收治入院。7 例合并心肌肥厚患儿均接受白细胞内

溶酶体内酸性-a-葡萄糖苷酶(GAA)活性测定,并同时进行 GAA 基因 PCR 扩增和测序。2 名合并心

肌肥厚患儿和 2 名合并 DCM 的患儿接受外显子组测序,对发现的突变,进行一代测序验证。 
结果 9 例患儿就诊年龄为生后 8 天- 5 岁,均因咳嗽､ 气促入院查胸片发现心影增大收入心内科。7
例心肌肥厚患儿均为婴儿期起病, 小为出生 8 天,均同时合并肝脏肿大,肌张力稍低和血生化异常

(AST/ALT/CK 增高),部分患儿存在声音嘶哑;其中 5 例患儿外周血白细胞 GAA 活性明显降低测定,均
存在 GAA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分别来自父母, 终确诊为 Pompe 病;另 2 例心肌肥厚患儿均为男性,
外周血白细胞 GAA 活性正常,也未发现 GAA 基因突变,后应用二代测序发现 LAMP2 基因突变,确诊

为 Danon 病,其中一例为新发(de novo),另一例突变来自母亲。1 例扩心病为 4 月男孩,合并面部异

常和多毛症,头发粗直､ 二尖瓣脱垂,基因检测发现 IDUA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分别来自父母,后检测患

儿 a-艾杜糖醛酸苷酶缺乏,确诊为粘多糖病 1 型。另 1 例扩病患儿为 5 岁女孩,合并反复发作严重低

血糖､ 肌张力低下､ 小脑发育不全､ 语言动作发育迟缓,基因检测发现 PMM2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分
别来自父母, 终确诊为先天性糖基化病 Ia 型。随访发现 4 例 Pompe 病患儿均死于 1 岁左右,1 例

Danon 病死于 2 岁左右;另 1 例 Danon 病目前已随访 3 年,除存在明显心肌肥厚和持续的血生化异

常外,出现轻度的肌力下降。粘多糖病 1 型患儿目前已完成骨髓配型,待脐血干细胞移植。先天性糖

基化病 Ia 型患儿目前仍在随访中。 
结论 先天性代谢缺陷是小儿心肌病的重要病因,尤其是合并其他系统受累时,需考虑代谢性心肌病可

能。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这类患儿开展遗传诊断,将有助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并指导治疗和预后。 
 
 
PO-2155 

婴儿型糖原累积病Ⅱ型 5 例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分析 
 

李泽蔚,秦玉明,杨世伟,殷杰,陈璇,程学英,戴艮银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 5 例婴儿型糖原累积病 II 型(Pompe 病)患儿的临床特征,并进行 α-1,4 葡萄糖苷酶(GAA)
基因突变分析。 
方法 对 5 例临床表现为婴儿型糖原累积病 II 型患儿及其家族成员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检测患儿及

其父母外周血 GAA 活性;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 GAA 基因编码区及其侧翼序列,并直接双向测序

分析 GAA 基因突变情况。 
结果 5 例患儿均在 1 岁内起病,其中 4例以呼吸道感染后气促､ 呼吸困难就诊,1 例因出生后即出现

声嘶､ 反应差就诊,均有心肌明显肥厚､ 肝脏肿大和血生化异常。5 例患儿均存在外周血白细胞

GAA 酶活性明显下降,父母 GAA 酶活性不同程度略低。基因检测发现 5 例患儿均存在 GAA 基因复

合杂合突变,分别来自父母。共检测出 8 个点突变和 1 个缺失突变和 1 个错义突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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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662G>T(E888X)杂合突变,c.796C>T(P266S)杂合突变,c.2214G>A(W738X)杂合突变, 
NM_000152.3:c.2185 delC 缺失突变和 NM_000152.3:c.1822C>T 错义突变为已经报道的突

变,c.1562A>T(E521V)杂合突变,c.1562A>T 杂合突变和 c.2662G>T3145 为尚未报道的新发突变。

随访发现,5 例患儿病情均进行性加重,4 例在随访一年内死亡,1 例随访 2 月后失访。 
结论 对肥厚性心肌病合并肝脏肿大､ 血生化异常､ 肌力减退的患儿,要考 Pompe 病可能。婴儿型

Pompe 病进展快,预后差,所以我们应提高认识,如能尽早诊断,补充早诊断,尽早补充酶替代治疗,对改

善预后有积极的意义。 
 
 
PO-2156 

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对 30 例原发性扩张型 
心肌病患儿遗传机制的初步研究 

 
戴艮银,杨世伟,秦玉明,王骏 , 殷杰 ,李泽蔚 ,徐婷,张涵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本研究利用下一代测序技术对 30 例汉族儿童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患儿进行测序研究,以期探讨

这类患儿的遗传发病基础。 
方法 选择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内科诊治的 30 例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患儿及其家系成员为

研究对象,另收集于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与统计学实验室行全外显子组测序的健康人群 200 名为正

常对照组。采集所有研究对象外周血 3mL,并提取 DNA,运用二代测序技术对患儿进行外显子组进行

检测;对筛选出可能的致病基因位点,进一步应用 Sanger 测序技术验证该突变位点在患儿家系及对

照中的分布。 
结果  
1､   30 例 DCM 患儿中,男 12 例,女 18 例,发病年龄 2 月-12.67 岁,其中 28 例为散发病例,2 例有明确

家族史。 
2､   对 30 例患儿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研究,其中 26 例(86.67%)患儿发现存在扩张型心肌病相关基

因上的基因突变 65 个,40 个突变未经报道。6 例患儿存在位于同一基因上的复合杂合突变,14 例患

儿存在位于多个基因上的复合杂合突变。 
3､   与国外报道相似,本研究发现了较高频率的 TTN 基因突变,在 14 例(46.7%)患儿中发现 TTN 基

因上的突变 17 个,其中 14 个突变未见报道。 
4､   编号为 DCM-28 患儿身上发现位于 DSP 基因上的 2 个复合杂合无义突变,R1267X 杂合突变已

经报道,另一个为新发突变,该复合杂合突变临床表型有:心律失常性扩张型心肌病､ 剥脱性角质层松

解症及羊毛状头发卷曲,该表型和纯合突变 R1267X 报道表型一致。 
5､   编号为 DCM-14 患儿存在位于 TTN 基因上 4 个复合杂合错义突变:p.I20191L､ p.I23711T､
p.V29790I､ p.P10410L,2 个突变来自父亲,2 个突变来自母亲。 
6､   编号为 DCM-15 患儿存在 2 个基因复合突变,其中 DSG2 基因上杂合错义突变,位于 RBM20 基

因上杂合错义突变。该患儿家族史明显,其姐姐 1 岁左右死于扩张型心肌病,爷爷有冠心病史,近两年

出现心脏扩大,目前正在完善家系验证。 
结论  
1. 原发性 DCM 患儿存在一定的遗传基础,本研究发现的突变基因谱较广,与既往研究报道类似,需进

一步扩大样本研究,以期发现热点突变。 
2. 研究发现部分心肌病患儿存在位于同一心肌病相关基因的复合杂合突变,或者存在位于多个心肌

病相关基因上的复合杂合突变。考虑到 DCM 遗传机制的复杂性,复合突变是否是儿童 DCM 重要的

致病分子基础,有待后续的功能验证。 
3. 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进步和成本下降,对心肌病患儿开展临床遗传学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原发性扩

张型心肌病的分子基础,为今后开展心肌病的精准治疗提供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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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57 

The outcome of junctional ectopic tachycardia following 
repair of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Mi Yaping,Jia Bing,Gui Yonghao 

Cardiovascular Center,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cidence and outcome of postoperative junctional ectopic tachycardia 
(JET) in children. 
Methods We collected demographics and perioperative data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 All the patients with JET received the stepwise 
treatment beginning with surface cooling and continuous intravenous dexmedetomidine. The 
continuous intravenous amiodarone will be added if the heart rate was not controlled. 
Results There were 26 JET cases (1.86%, 26/1395), including 16 cases of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VSD), 6 tetralogy of Fallot (TOF), 2 coarctation of arch (CoA) with VSD, 1 Taussig-Bing 
anomaly with interrupted aortic arch (Taussig-Bing+IAA) and 1 Transposition of great arteries 
(TGA) with VSD. The age was from 27 days to 8 months (median: 89.5d). The weight was from 
3.8kg to 7.5kg (median: 5.7kg).The JET cases occurr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infants younger 
than six months old (24/26, 92.31%), and with no occurrence in the children older than one year. 
No related death occurred in the JET cases. Four cases were controlled only under the treatment 
of cooling and continuous intravenous dexmedetomidine. Mean ventilation time increased from 
18.5h to 75h amongst the cases without and with JET (P<0.05). Meanwhile, CICU stay increased 
from 2d to 7.5d when JET occurred (P<0.05).  
Conclusions Postoperative JET is particularly frequent in young infants after congenital cardiac 
surgery and correlates with increas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and CICU stay. The strategy of 
postperative treatment will be beneficial. Aggressive treatment with cooling, dexmedetomidine 
with/without amiodarone is mandatory.  
 
 
PO-2158 

儿童室上性心动过速临床特征及急诊治疗多中心资料分析 
 

李小梅
1,戈海延

1,石琳
2,刘雪芹

3,郭保静
4,李梅婷

1,江河
1,张仪

1,刘海菊
1,郑小春

1,李爱杰
2,张园园

2 
1.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心血管内科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4.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儿童室上速的临床特点及静脉用抗心律失常药物终止心动过速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多中心收治的 257 例室上速患儿的临床资料,前瞻性分析其

临床表现､ 心动过速发作特点､ 静脉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效果等。 
结果  257 例患儿发病年龄呈正偏态分布,0~1 岁 148 例(57.6 %),》1~3 岁 45 例(17.5%),》3~6 岁

27 例(10.5%),》6 岁 37 例(14.4%)。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 127 例(49.4%),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

11 例(4.3%),分类未明的阵发性室上速 69 例(26.8%),房性心动过速 50 例(19.5%)。阵发性室上速发

作时心室率显著高于房速 [(222.89±33.02)次/min 比(205.35±39.08)次/min](t=2.906,P=0.005),心动

过速发作持续时间显著少于房速 [(7.35±13.88)h 比(14.71±19.13)h](t=-2.537,P=0.014)。阵发性室

上速与房速的首次发病年龄和心动过速发作频率比无统计学差异。30 例患儿并发心动过速性心肌

病(13.3%,30/225),其中 27 例患儿心动过速有效控制后,LVEF 由(41.10±6.33)%升至

(60.26±9.23)%(t=-10.397,P=0.000)。静脉抗心律失常药物终止室上速发作的总体有效率为

82.5%(212/257),显著有效率 63.8%(164/257),有效率 18.7%(48/257),无效率 17.5%(45/257)。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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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酮的显著有效率(73.1%,98/134),胺碘酮的显著有效率(76.7%,23/30),均显著高于三磷酸腺苷

(44.1%,26/59)(χ2=20.524,P=0.000)。阵发性室上速药物治疗的显著有效率(67.1%,139/207),高于房

速的显著有效率(50.0%,25/50)(χ2=6.337,P=0.042)。将就诊年龄有序分 4 组,<1 岁,1~3 岁,3~6 岁,
≥6 岁,不同年龄组间疗效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χ2=13.904,P=0.031),小于 1 岁组显著有效率 低

仅 55.4%。共计 201 例记录到用药后转窦时间,三磷酸腺苷患儿 43 例均即刻转窦;余 158 例转窦时

间均值(44.74±117.86)min,中位数为 8min。普罗帕酮与胺碘酮转窦时间相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t=-
2.439,P=0.016);阵发性室上速与房速转窦时间相比无统计学差异。静脉用药过程中不良反应率

3.5%(9/257),其中 4 例出现严重低血压休克,3 例出现窦性停搏。 
结论 儿童室上速发病年龄呈正偏态分布,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占比高达 49.4%。静脉抗心律失常药

物终止室上速发作的总体有效率为 82.5%,不良反应率 3.9%。普罗帕酮和胺碘酮的显著有效率显著

高于三磷酸腺苷。 
 
 
PO-2159 

经皮介入治疗儿童主动脉缩窄的临床疗效 
 

孙春平,钱明阳,谢育梅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510100 

 
 

目的 评估儿童主动脉缩窄经皮介入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2 月~2017 年 5 月在本中心确诊并接受了经皮介入治疗的 22 例 18Y 以下

主动脉缩窄病例,对一般临床资料､ 超声心动图､ 心脏增强 CT､ 心导管检查包括造影结果､ 相关并

发症､ 随访结果和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22 例患儿中男 13 例女 9 例,年龄是 9M 至 17Y(8.7±5.7Y),体重是 9.5~80kg(30.7±20kg)。16
例主动脉缩窄行经皮球囊成形术,6 例主动脉缩窄行经皮覆膜支架置入。缩窄处收缩压峰值压力阶差

由术前 52.7±25mmHg 降至 9.7±11.4mmHg       (t=8.32,P<0.01),缩窄处直径由术前 5.3±1.9mm 增

加至 10±3.8mm(t=-6.99,P<0.01)。2 例术中出现局限主动脉夹层,随访 3-6 个月消失,无需干预;1 例

支架堵塞左侧锁骨下动脉需外科手术;无死亡病例出现。随访时间是 3 个月至 9 年,所有病例未行 2
次介入治疗或外科手术,支架未见变形及再狭窄。 
结论 对于治疗儿童主动脉缩窄介入的经皮球囊成形术和支架置入术的近中期疗效可靠,安全性高,原
发性主动脉缩窄患儿绝大部分可达到根治。对主动脉缩窄外科矫治术后再次狭窄的患儿也是一种安

全的可接受的选择。 
 
 
PO-2160 

定量蛋白组学 iTRAQ 技术分析川崎病患儿血清 
对人主动脉内皮细胞蛋白表达的影响及黄连素的干预效果 

 
徐明国,刘 琮,肖铎峰,王国兵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研究发现黄连素(Berberine,BR)对心血管系统具有保护作用,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 BR 可以促进

川崎病小鼠模型冠状动脉的修复。然而,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运用定量蛋白组学(iTRAQ)技
术探讨川崎病患儿血清对人主动脉内皮细胞(human aortic endothelial cells,HAEC)蛋白表达的影响

及黄连素的干预作用,为阐明 KD 的发病机制及 BR 治疗 KD 奠定实验基础。 
方法 体外培养的 HAEC 与健康儿童血清､ 川崎病患儿血清以及川崎病患儿血清+BR 共同孵育。孵

育 24 小时后提取总体蛋白质,运用定量蛋白组学 iTRAQ 技术进行蛋白质定量分析。肽段水平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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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数据应用 Protein Pilot 5.0 软件进行蛋白质检索,将肽段水平的原始数据转化为蛋白质的定量指标,
筛选出差异明显的分泌蛋白, 对其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对于有意义的差异蛋白进行 western-blot 定
量分析。 
结果 结果显示:经过 KD 患儿血清干预后 HAEC 的分泌蛋白较健康儿童血清有 188 个上调大于 1.5
倍,141 个下调超过 1.5 倍。BR 与 KD 患儿血清共同孵育 HAEC 后,HAEC 的分泌蛋白中 77 个蛋白

上调超过 1.5 倍,172 个蛋白下调超过 1.5 倍。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以下信号通路与差异蛋白有关:内
质网应激､ 核糖体途径､ PI3K-AKT途径､ 金黄色葡萄球菌途径､ 粘附分子途径､ 细胞外基质相互

作用､ MAPK 信号途径以及白细胞经内皮细胞迁移相关蛋白。对以下蛋白进行定量 western-blot 验
证: DNAJC3/HSP90B1/HSPG2/LAMC1/P4HB/RPS15A/VCP/ATF4/CHOP/eIF-2α/p- eIF-2α,结果

显示其变化趋势与蛋白组学结果一致。 
结论 我们第一次运用定量蛋白组学的方法研究了 KD 患儿血清对 HAEC 分泌蛋白的影响及 BR 的

干预作用。与内质网应激､ 核糖体途径､ PI3K-AKT途径､ 金黄色葡萄球菌途径､ 粘附分子途径､
细胞外基质相互作用､ MAPK 信号途径以及白细胞经内皮细胞迁移相关的蛋白,可能与川崎病的发

病及 BR 的潜在治疗作用有关。   
 
 
PO-2161 

Ambient air pollution, temperature and Kawasaki Disease 
in Shanghai, China 

 
Chu Chen1,Lin Zhijing2,Huang Guoying1,Ma Xiaojing1,Chen Jingjing1,Huang Min3,Huang Meirong4,Gui 

Yonghao1,Liu Fang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 cardi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4.Pediatric Heart Center,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 (KD) is a kind of pediatric vasculitis of unknown etiology which 
predominately targets the coronary arteries.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potential risk factors 
from the environment on the KD incidence. We performed a time-series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s of air pollution and temperature with KD in Shanghai, China. 
Methods We collected the daily-hospitalized KD patients that admitted in the major pediatric 
specialty hospitals located in the urban areas of in Shanghai from 2001 to 2010. The over-
dispersed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air pollutants on KD 
incidence on each day. Then, this model was combined with a distributed lag non-linear model to 
estimate the cumulativ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ver a week.  
Results There were positive but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between three major air 
pollutants and KD incidenc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aily mean temperature and KD was 
generally J-shaped with higher risks on hot days. The cumulative relative risk of KD at extreme 
hot temperature (99th percentile, 32.4°C) over a week was 1.91 [95% con?dence interval (CI): 
1.13, 3.23],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t temperature (10.0°C).  
Conclusions A short-term exposure to high temperature may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KD, and the evidence linking air pollution and KD incidence wa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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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62 

扑热息痛与布洛芬治疗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疗效与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庞玉生,阿纳夫,苏丹艳,叶冰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评价扑热息痛与布洛芬治疗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差异,为治疗早产儿动脉

导管未闭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Medline,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网发表的有关

扑热息痛与布洛芬对比治疗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截至 2017 年 1 月。有

两位评价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质量后,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终纳入 5 篇符合要求的 RCT 文献,共计 656 例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者,其中扑热息痛治疗组

331 人,布洛芬组 325 人。Meta 分析结果显示:扑热息痛与布洛芬治疗 PDA 总关闭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OR:1.27,95%CI:0.82-1.97,P=0.28)。第一疗程后 PDA 关闭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 1.29, 
95%CI: 0.89-1.87,P=0.18)。扑热息痛引起消化道出血(GB)的不良反应少,差异具体显著统计学意义

(OR: 0.25, 95%CI: 0.10-0.65, P=0.005)。其他不良反应如败血症､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脑室内出

血､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死亡､ 肺出血､ 少尿､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1.扑热息痛治疗 PDA 的疗效与布洛芬的疗效相似。2.扑热息痛引起消化道出血的概率比布洛

芬低。3.本研究已经评估了扑热息痛作为可选择的治疗 PDA 药物,疗效良好,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更

多的临床试验加以证实。 
 
 
PO-2163 

儿童恶性心律失常 70 例临床分析 
 

熊梅,陈名武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儿童不同恶性心律失常的构成比､ 伴发疾病､ 药物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诊断的 70 例恶性心律失常儿童的临床资料。分析不

同心律失常构成比及伴发疾病。按照治疗结局,将其分为难治性心律失常组与非难治性心律失常组,
运用确切概率法分析不同种类心律失常发生难治性心律失常概率。  
结果 70 例患儿中,男性患儿 45 例,女性患儿 25 例,心房扑动 5 例,房性心动过速 12 例,房颤合并房性

心动过速 1 例,Ⅱ。Ⅱ房室传导阻滞及Ⅲ房室传导阻滞 12 例,室上性心动过速 40 例。不同心律失常

伴发疾病不相同:室上性心动过速发作多与呼吸道感染相关,房性心动过速多合并心脏明显扩大,心房

扑动部分合并房间隔膨出瘤,Ⅱ。Ⅱ房室传导阻滞及Ⅲ房室传导阻滞 12 例多与心肌炎发生相关。室

上性心动过速发生难治性心律失常的概率明显小于房性心动过速及传导阻滞(P<0.01)。 心房扑动发

生难治性心律失常概率与房性心动过速及传导阻滞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 
结论 不同种类恶性心律失常构成比､ 伴发疾病著不同,室上性心动过速药物治疗效果明显优于房性

心动过速及房室传导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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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64 

心脏发育相关的 NOTCH1 基因增强子活性鉴定 
及其功能区域分析 

 
王凤,李强,桂永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心脏作为胚胎发育过程中 早且极为重要的器官,深入研究其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调控尤为重

要。增强子作为重要的调控元件,决定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性。但如何从庞大的基因组中尤其是非

编码区域中筛选出心脏特异的增强子,并且进行深入研究仍存在一定难度。本研究拟从心脏瓣膜发

育相关基因 NOTCH1 出发,探索心脏特异增强子研究新思路。 
方法 利用比较基因组学的原理和方法,以心脏发育相关基因 NOTCH1 为中心,在不同物种中比对序

列保守性,并筛选出进化保守区域(conserved non-coding elements, CNE)。利用 Tol2 转座子介导

的增强子功能检测方法在斑马鱼中鉴定该区域的增强子活性,并在细胞中进行双荧光素酶实验再次

鉴定其增强子活性。随后,结合生物信息学预测转录因子结果,通过截短和突变等实验方法,鉴定增强

子中发挥心脏特异性的核心功能区域及关键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结果 以 NOTCH1 为中心,筛选出 10 个 CNEs,在斑马鱼及细胞中鉴定出其中一个 CNE(即 pCNE-
WF4.4)具有心脏特异的增强子活性。pCNE-WF4.4 全长 127bp,生物信息学网站

(http://alggen.lsi.upc.edu/)预测该片段有 96 个转录因子结合。分析转录因子分布及与心脏的相关性,
截短至 42bp 时仍保持心脏特异的增强子活性,成功确定核心功能区域。构建一系列突变体后发现,
将 5 个碱基突变后,心脏特异的绿色荧光消失。 
结论 比较基因组学与增强子筛选系统相结合,可有效地筛选心脏特异表达的增强子,可广泛应用于心

脏发育相关的其他基因。本研究成功鉴定出一未被报道过的心脏特异的增强子,并且结合生物信息

学分析及实验结果,确定核心的 5 个碱基是使该自筛增强子发挥心脏特异性的关键结合位点。这一

发现为进一步研究 NOTCH1 基因的表达调控提供了新的证据。 
 
 
PO-2165 

内源性 SO2/AAT 体系下调参与血管紧张素Ⅱ所致 
小鼠心肌肥厚和心肌细胞自噬 

 
陈清华

1,张璐璐
1,陈思瑶

1,黄娅茜
1,武辉娟

1,田小雨
1,张春雨

1,唐朝枢
2,杜军保

1,金红芳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 

 
 

目的 心肌肥厚是心肌细胞长期受到各种有害刺激发生的应答反应的结果,是多种心血管疾病发生发

展的病理基础,也是猝死､ 冠心病和心力衰竭等多种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独立性危险因素,阐明其发生

机制是心血管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本研究旨在探索内源性二氧化硫对血管紧张素Ⅱ所致

的小鼠心肌肥厚和心肌细胞自噬的调节作用。 
方法 1､ 动物分组:9 周龄 C57 野生型小鼠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8 只:对照组､ AngⅡ组､ AngⅡ+SO2
组､ SO2 组。对照组小鼠背部皮下植入蒸馏水的胶囊渗透压泵,每天腹腔注射 5ml/kg 的生理盐

水;AngⅡ组小鼠背部皮肤下植入 AngⅡ的胶囊渗透压泵剂量为 1000ng/kg/min,同时每天腹腔注射

5ml/kg 的生理盐水,每天腹腔注射 5ml/kg 的生理盐水;AngⅡ+ SO2 组小鼠背部皮肤下植入 AngⅡ的

胶囊渗透压泵剂量为 1000ng/kg/min,同时每天腹部注射新鲜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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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2SO3/NaHSO3(68.04+18.72)mg/kg;SO2 组小鼠背部皮下植入蒸馏水的胶囊渗透压泵,同时每天

腹部注射新鲜配制的 Na2SO3/NaHSO3(68.04+18.72)mg/kg。 
2､ 细胞分组:人心肌细胞株 H9c2 细胞分为四组:对照组､ AngⅡ组､ AngⅡ+ SO2 组､ SO2 组。对

照组细胞使用常规培养基培养,AngⅡ组细胞使用含 AngⅡ100nM 的培养基,AngⅡ+ SO2 组细胞使

用含 AngⅡ100nM 及 Na2SO3/NaHSO3 50uM 的培养基,SO2 组细胞使用含 Na2SO3/NaHSO3 
50uM 的培养基培养。3､ 检测动物血压动态变化以及 2 周后心肌肥厚情况,动物和细胞实验均检测

内源性 SO2/AAT 体系的变化,心肌细胞标志性分子 α-MHC､ β-MHC 以及自噬标志性蛋白 LC3Ⅱ/Ⅰ
比值､ Beclin1､ Atg4B､ p62 的蛋白表达。H9c2 细胞采用激光共聚焦检测心肌细胞自噬小体的形

成。 
结果 在动物水平的研究发现给予 AngⅡ刺激 2 周后,C57 小鼠出现高血压和心肌肥厚。AngⅡ抑制

小鼠心肌细胞内源性 SO2/AAT2 体系,抑制 H9c2 细胞内源性 SO2 生成;AngⅡ刺激小鼠心肌细胞和

H9c2 细胞自噬水平增强著升高,p62 表达显著降低,表示自噬水平明显增强。在给予 SO2 供体之后,
可以缓解 AngⅡ刺激的小鼠心肌肥厚,抑制 AngⅡ诱导心肌肥厚小鼠的心肌细胞自噬,抑制 AngⅡ刺

激的 H9c2 细胞自噬。 
结论 AngⅡ诱导小鼠心肌肥厚形成过程中心肌内源性 SO2/AAT2 体系下调,SO2 抑制 AngⅡ诱导的

小鼠心肌肥厚及心肌细胞自噬。 
 
 
PO-2166 

Neutropenia after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Wang Zhenquan,Fengfeng Weng,Chen Li,Maoping Chu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325000 

 
 

Objective To evaluate differences in laboratory parameters,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incidence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 between children with neutropenic and non-neutropenic 
Kawasaki disease (KD). 
Methods All consecutive KD patients that presented to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in Wenzhou, China between January 2005 
and December 2015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KD with 
neutropenia (NKD) and KD without neutropenia (NNKD))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they developed 
neutropenia during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We compared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aboratory parameters, and treatment protocols between groups. We also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tropenia with immunoglobulin dosage and incidence of CAL. 
Results An IVIG treatment regimen of 2g/kg*1d wa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incidence of 
neutropenia compared to the 1g/kg*2d protocol. The incidence of CAL was higher in KD patients 
with neutropenia than in those without.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CAL, children should be treated with a 2g/kg*1d 
immunoglobulin treatment regimen. Follow up ultrasonic echocardiography should be performed 
in KD patients with neutropenia in order to allow for early detection of CAL and timel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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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67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lncRNA GAS5 to autophagy 
related mTOR signaling pathway genes in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Cao Yinyin,Li Jian,Ma Xiaojing,Huang Guo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he study herein aim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ncRNA in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Methods 1) Preliminary analyse the lncRNA and mRNA expression profile via arraystar lncRNA 
microarray in six VSD patients and four normal controls.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 and 
mRNA were verified with real-time PCR in heart samples (10 controls vs 30 VSD) . 2) To conduct 
GO and KEGG pathway analysis for aberrantly mRNA, and the co-expression network of 
lncRNA-target mRNA was contructed using CNC analysis. 3) Further verifi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andidated lncRNA and mRNA with real-time PCR in five iPS to myocardial differentiation 
model. LncRNA GAS5 and two target mRNA EGFR and AKT3 were selected. 4) To explore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that control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lncRNA GAS5 from autophagy 
related mTOR signaling pathways with the VSD-iPS to myocardial differentiation model.  
Results Compaired with controls, lncRNA GAS5 and its two targets EGFR and AKT3 
were sigi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VSD myocardial tissue and VSD-iPS derived 
myocardial cell. The two targets mainly enriched in mTOR signaling pathway 
associated with autophagy: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lncRNA GAS5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ctivity of mTOR signaling 
pathway. The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confirmed the enhancement of 
myocardial cell autophagy in patients with VSD.  
Conclusions This study established lncRNA-mRNA co-expression network in VSD, 
indicated lncRNA GAS5 may involved in VSD through regulating the autophagy 
related mTOR signaling pathway.  
 
 
PO-2168 

A Novel Mutation of MYH7 Caused Familial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n a Chinese Family 

 
Pu Tian,Li Bojian,Xie Huilin,Xu Rang,Wu Yurong,Sun Ku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Cardiology,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exploring the genetic basis of dilated 
cardiomyopathy (DCM). Genetic causation is attributed to over 50 genes and may explain only a 
minority of familial DCM. Mutations of the MYH7 gene are one of candidate genes in dilated 
cardiomyopathy. We aimed to identify a pathogenic mutation in a Chinese DCM family. 
Methods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in the proband,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 
were analyze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direct sequencing were applied to confirm the 
mutation 
Results A novel mutation p.E1799K of MYH7 was detected in both the proband and his father. 
Bioinformatic programs suggested that mutation p.E1799K of MYH7 should be the pathogenic 
cause of the disease in this family 
Conclusions This finding expands the spectrum of MYH7 mutations and exome sequencing 
methods may assist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leterious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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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69 

The value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symptom score to the 
diagnosis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ai Hong,Wu Lijia,Lin Ping,Li Fang,Zou Runmei,Xu Yi,Wang Cheng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Objective To design an effective, inexpensive and handy scoring system of preliminary screening 
for the diagnosis of orthostatic intolerance (OI)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274 children or adolescents complaining with the following symptoms were chosen: 
unexplained syncope, dizziness, headache, chest tightness, chest pain, sign, and so on. The 274 
cases include 141 males and 133 females aging from 5 to 18 years old with a mean age of (11.8 
± 2.7) years. All the cases in this study came from the syncope specialized clinic or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from July 2016 to March 
2017. Each patient was asked to finish OI questionnaire and head-up tilt test (HUTT). 27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UTT negative group (n=151) and positive group (n=123). The positive 
group was composed by vasovagal syncope (VVS) (n=88), postural orthostatic tachycardia 
syndrome (POTS) (n=33) and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OHT) (n=2). Among these patients were 
31 cases positive in baseline HUTT (BHUT) and 92 cases negative in sublingual nitroglycerin-
provocated HUTT (SNHUT).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18.0 software.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the eight symptoms —— palpitation, headache, profuse perspiration, 
blurred vision or amaurosis, chest tightness, dizziness,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nd syncope 
—— was seen as OI symptom score. The mean score of HUTT positive group was distinc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egative group (6.4 ± 4.6 vs. 3.5 ± 3.4,P = 0.000). Taking score ≥ 2.5 as the 
borderlin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HUTT result prediction were 79.7% and 50.3%, 
respectively. Since the score was supposed to be integer number, HUTT resul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positive when the score was ≥ 3. In the HUTT positive group, the score of POTS 
childre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VVS group (8.8 ± 5.2 vs 5.5 ± 4.1, P < 0.01). 
And vasodepressor syncope won the highest score in the VVS group. The score of BHUT 
positive group is profoundly higher than the score of SNHUT positive group (7.9 ± 4.6 vs 5.6 ± 4.4, 
P < 0.05). 
Conclusions OI symptom score has some predictive value in the results of HUTT and can be 
served as a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OI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O-2170 

川崎病冠状动脉损害预警因素分析 
 

别文辉,黎璇,陈烨,孙凌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了解苏州地区 2006-2016 年 11 年间川崎病患儿(Kawasaki disease,KD)的临床特点;拟建立川

崎病患儿并发冠状动脉损害(coronary artery lesion,CALs)危险程度的评分体系用于新发川崎病患儿

冠状动脉损害的预测并指导临床诊疗。 
方法 对 2006-2016 年 1632 例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并确诊为 KD 的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采

集并回顾性分析,研究这部分患儿的临床特征及相关检验检查资料。按照是否合并 CAL 对病例资料

进行分组,对可能影响 CAL 发生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并筛选出有意义的指标进行 Logistic 逐步回

归分析,找出能够进入回归方程的指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根据得出回归系数对各指标分别赋值,
建立简单的评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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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632 例 KD 患儿中,合并 CAL 的患儿共有 417 例,发生率为 25.55%,男女之比为 2.23:1,男孩高

于女孩。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 8 个变量纳入 佳回归方程,分别是年龄､ IVIG 使用时

间､ IVIG 不敏感､ 初次 CRP､ 白蛋白､ 支原体抗体阳性､ 手足硬肿､ 肛周蜕皮,提示上述各项指标

是川崎病合并 CAL 的独立危险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P=ey(1+e),y=∑βⅰ×Xⅰ,y=-
0.355*Age+0.109*IVIGtime+0.945*IVIGunresponsiveness+0.402*CRP+0.52*ALB+0.391*MP-
0.528*手足硬肿-0.32*肛周蜕皮。 终建立的预测 KD 合并 CAL 危险程度的简单评分体系

为:(1)Age>1year(-0.36 分);(2)IVIG time(0.11 分/d);(3)IVIG unresponsiveness(0.95 分);(4)CRP≥
100mg/L(0.40 分)(5)ALB≤37g/L(0.52 分);(6)MP 抗体阳性(0.39 分);(7)手足硬肿(-0.53 分);(8)肛周

蜕皮(-0.32 分)。其中 IVIG 起始使用时间较晚(>4d)､ IVIG 不敏感､ 初次 CRP≥100mg/L､ 白蛋白

≤37g/L､ 支原体抗体阳性为冠状动脉损伤的危险因素,年龄大于 1 岁､ 存在手足硬肿､ 肛周蜕皮体

征与冠状动脉损害呈负相关。 
结论 患儿年龄､ IVIG使用起始时间､ IVIG治疗不敏感､ 初次 CRP､ 白蛋白､ 支原体抗体阳性､ 手
足硬肿､ 肛周蜕皮为 KD 合并 CAL 的独立危险因素。 
 
 
PO-2171 

川崎病丙种球蛋白无反应高危因素的 Meta 分析 
 

黎璇,沈洁,张建敏,曹磊,吕海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系统评价川崎病丙种球蛋白无反应的高危因素。 
方法 全面检索 Pubmed,Medline,Ovid-Medline,SpringerLink,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及学位论

文数据库､ 重庆维普数据库数据 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的川崎病丙种球蛋白无反应的相关文

献,纳入原始研究､ 质量评价并提取资料,剔除不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对所纳入的研究数据采用

Stata 1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纳入文献 27 篇,共计 25492 例病人,其中丙种球蛋白无反应组累计 4438 例,丙种球蛋白敏感组

累计 21054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OR=1.23,95%CI:1.14-1.32)､ 丙种球蛋白(IVIG)起始治疗

时间>5 天(OR=1.64,95%CI:1.05-2.57)､ 中性粒细胞比例(WMD=9.562,95%CI:7.09-12.04)､ 血红

蛋白(WMD=-0.133,95%CI:-0.23--0.03)､ 血小板计数(WMD=-27.072,95%CI:-36.12--18.03)､ C 反

应蛋白(WMD=5.708,95%CI:3.66-7.76)､ 血沉(WMD=3.373,95%CI:1.04-5.70)､ 皮疹
(OR=1.87,95%CI:1.61-2.19)､ 颈部淋巴结(OR=1.36,95%CI:1.03-1.79)有统计学意义。年龄

(WMD=-0.15,95%CI:-1.94-1.64)､ 白细胞计数(WMD=-0.523,95% CI:-0.06-1.11)､ 结膜充血

(OR=0.97,95%CI:0.83-1.15)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川崎病丙种球蛋白无反应的高危因素为:男性､ 首剂丙种球蛋白治疗时间≤4天､ 中性粒细胞

比例高､ 血红蛋白低､ 血小板计数低､ C反应蛋白高､ 血沉高､ 皮疹､ 颈部淋巴结肿大。 
 
 
PO-2172 

家族性肺高压的一个 BMPR2 基因新位点突变 
 

王敏敏,赵翠芬,夏伟,孔清玉,蔡直锋,刘晓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骨形成蛋白Ⅱ型受体(BMPR2)基因外显子突变与中国家族性肺动脉高压(FPAH)发病的关

系。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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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本研究收集一例 2016 年 8 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住院的特发性肺动脉高

压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其 12 名家庭成员,男 7 例,女 5 例,进行详细询问病史､ 查体及超声心动图检

查。12 例健康查体儿童为对照组。 
2.方法:采集该家系成员和健康儿童外周静脉血 2ml,提取基因组 D N A , 构建基因组文库,通过探针

杂交捕获与肺动脉高压相关的外显子及相邻内含子区域,并进行富集。富集的目的基因片段通过高

通量测序仪进行测序,与 UCSC 数据库提供的人类基因组 hg19 参考序列进行比对,并对变异进行功

能预测及氨基酸保守性分析。 
结果 1.基因测序:测序发现先证者存在杂合子 BMPR2 基因突变(c.344T>C,p.F115S),其父亲､ 二姑

､ 三姑也存在同一杂合子 BMPR2 基因突变(c.344T>C,p.F115S),经数据库查对,该突变为一新的突

变位点,而家系其他的成员和健康对照组均未发现相同位点发生碱基突变。 
2.功能检测:应用生物信息软件 SIFT､ PolyPhen2 及 Mutation-Taster 均预测 BMPR2 基因突变

(c.344T>C,p.F115S)为有害致病性突变。采用 blastp 进行同源比对,证实该位点保守性好。 
3.临床资料:先证者为 9 岁 4 月女性患儿,因活动后面色发白､ 双下肢乏力 11 月余入院。指､ 趾末梢

轻微发绀,心尖搏动弥散,可触及抬举样搏动,肺动脉瓣听诊区第二心音亢进､ 分裂。肝肋下 3cm 可触

及。心电图示电轴右偏､ 肺型 P 波及右室大。超声心动图示右心房直径(48mm×48mm)及右心室前

后径(35mm)增大,主肺动脉直径增宽(29mm),肺动脉收缩压(72mmHg)及三尖瓣返流(中度)。胸部 X
线示肺门动脉扩张伴远端外围分支纤细(“截断”征)､ 右心房室扩大。胸部 CT 示肺动脉主干及主要分

支明显增粗,右心房及右心室增大。临床诊断为肺动脉高压(重度)及心力衰竭(NYHAIII 级)。其父亲

为未发病携带者,其二姑(超声心动图示肺动脉收缩压 88mmHg)及三姑(超声心动图示肺动脉收缩压

高压 99mmHg)均为重度肺动脉高压患者。 
结论 BMPR2 基因 c.344T>C(p.F115S)错义突变可能是与中国家族性肺动脉高压发生有关的一个新

突变位点。 
 
 
PO-2173 

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杨雪,董湘玉,杨轶男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川崎病(KD)患儿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25-(OH)D3]的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68 名 KD 急性期患儿,按照其是否合并冠状动脉损害(CAL)分为 CAL 组(25 例)和 NCAL 
组(43 例);按照其对静注用丙种球蛋白(IVIG)的治疗效果分为 IVIG 敏感组(54 例)和 IVIG 无反应组

(14 例)。同时选取年龄､ 性别匹配的健康儿童 30 例为对照组。收集所有 KD 患儿的入院基本信息

､ IVIG治疗前后心脏彩超结果及血常规､ 血生化､ C-反应蛋白(CRP)､ 红细胞沉降率(ESR)及血清

铁蛋白(SF)等实验室检查结果。收集健康对照组儿童及 KD患儿急性期､ 恢复期的静脉血标本,经化

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25-(OH)D3浓度。 
结果 1.KD 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在恢复期,其血清 25-
(OH)D3水平上升,但仍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2.CAL 组及 NCAL 组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其中以 CAL 组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IVIG 无反应组及

IVIG 敏感组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下降,其中以 IVIG 无反应组下降 明

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KD 患儿急性期的血清 25-(OH)D3水平与 SF､ 红细胞分布宽

度(RDW)､ 平均血小板体积(MPV)､ 血肌酐(SCr)水平均呈负相关性,r 分别为-0.36､ -0.29､ -0.41､
-0.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KD 急性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明显降低与 CAL 及 IVIG 无反应的发生密切相关;KD 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与 SF､ RDW､ MPV 及 SCr 水平呈负相关,预示 KD 急性期的维生素 D 水平降低可

能与机体炎症反应､ 血小板活化､ 心血管损害及肾损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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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74 

6 个月以下婴儿川崎病临床特点分析 
 

刘晓亮,周开宇,王川,余莉,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分析近 10 年来我院<6 个月川崎病(KD)的临床特征,进一步提高对 KD 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173 例<6 个月 KD 患儿的临床资

料,根据心脏超声结果分为合并冠状动脉病变组(CAL)和未合并冠状动脉病变组(NCAL),分析患儿的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心脏受累等情况。 
结果 1) 共纳入 173 例<6 个月 KD 患儿,男女比为 1.6,年龄(4.1±1.2)个月,呈全年散在发病,多见于春

夏季。2)入院前发热时间为(6.5±5.1)d,95.4%(165/173)KD 的发热时间持续≥5d,其次为口唇改变

(80.3%,139/173)､ 球结膜充血(76.9%,133/173)､ 皮疹(77.5%,134/173),而肢端改变(52.0%,90/173)
､ 淋巴结肿大(27.7%,48/173)相对少见。与 CAL 组比较,肢端改变､ 皮疹､ 口唇改变在 NCAL 组发

生率更高(P 均<0.05)。130 例同时合并其他系统或脏器受累,以呼吸系统受累 常见(54.3%),其次为

消化系统(37.0%)､ 贫血(10.0%)､ 泌尿系统(9.8%,17/1173)､ 神经系统(8.1%)。50 例(28.9%)诊断

为不完全型川崎病(IKD),42 例(24.9%)入院时已发生冠状动脉扩张,10 例(5.8%)发生冠状动脉瘤,瓣
膜返流､ 心包积液发生率分别为 5.8%(10/173)､ 2.9%(5/173)。3)CAL 组与 NCAL 组比较,Hb 降低

与 PLT 升高程度更显著(P<0.05),首剂 IVIG 治疗前发热时间更长(P<0.05)。 
结论 1)<6 个月 KD 患儿临床特征多不典型,同时多合并其他系统或脏器受累,导致误诊､ 漏诊,易发

生 CAL。2)<6 个月婴儿发热超过 5 天,需警惕 KD,及早行心脏超声检查并积极完善相关实验室检

查。 
 
 
PO-2175 

儿童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 52 例远期预后随访观察 
 

温淑娟,冯林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总结分析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endocardial  fibroelastosis,EFE)患儿长期药物规范治疗后的

临床效果及预后的远期随访观察。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断为心内膜弹

力纤维增生症并住院治疗的 52 例患儿临床及门诊随访的病例资料。 
结果 本组男童 27 例,女童 25 例,发病年龄 2 月-6 岁,平均发病年龄 8 个月,0-6 个月发病者 20 例

(38.5%),6 个月-1 岁发病者 19 例(36.5%),大于 1 岁发病者 13 例(25.0%)。入院时一般为呼吸道感染

(多为肺部感染)和(或)心功能不全。出院后定期随访 46 例,随访率 88.5%,失访 6 例,失访率 11.5%。

22 例心电图出现左室高电压,后续治疗中 15 例恢复。用 Pearson 检验对出现左室高电压患儿的 EF
和恢复后进行统计学相关性分析,P>0.05。治疗后 1 年左心室大小(LV)恢复率 34.8%, 3 年恢复率

58.7%, 6 年恢复率 76.1%。治疗后 1 年 LVEF 恢复率 71.7%､ 3 年恢复率 84.8%､ 6 年恢复率

87.0%。治疗后 1 年心内膜厚度恢复正常率 32.6%, 3 年恢复正常率 47.8%,6 年恢复正常率 87.0%,
用 Pearson 检验对心内膜厚度和 EF 进行统计学相关性分析,P>0.05。1 例合并糖原累积病,1 例合

并丙酸血症,合并遗产代谢病患儿恢复稍差。随访中 5 例死亡,3 例在治疗后 2 个月死亡,另外 2 例合

并先天性二尖瓣前叶瓣膜脱垂,治疗效果差,因其先天性瓣膜发育畸形 终均死亡。治疗 1 年好转率

93.5%､ 死亡率 7.5%;3 年治愈率 32.6%､ 死亡率仍为 7.5%;6 年后治愈率 52.2%,6 年内共死亡 5
例,6 年死亡率 10.9%,总治愈好转率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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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原发性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多发生在 1 岁以内患儿,以呼吸道感染(多以肺部感染)和(或)心
功能不全就诊;2.EFE 规范治疗后改善 早的是临床症状､ LVEF,其次是 LV､ 左室高电压,心内膜厚

度恢复 晚,心内膜厚度及左室高电压可能与 EF 无相关性,出现此结果不排除与样本量较小有关,待
日后临床病例积累较多时,扩大样本量后可再行相关性分析;3.合并先天性心脏瓣膜本身病变患儿治

疗时间长､ 效果差,病死率较高;极少数患儿可伴有糖原累积病､ 丙酸血症等遗传代谢病,合并遗传代

谢病者预后较一般患儿差;4.EFE 的治疗时间较长,病情好转需 1 年以上,痊愈需 3 年及以上,治疗后 3
个月内死亡风险 高,EFE患儿坚持长期合理规范服用药物治疗､ 定期门诊随访复查远期预后效果

良好。 
 
 
PO-2176 

铁缺乏症与高海拔藏族地区儿童右心衰竭的相关性研究 
 

胡梵,刘瀚旻,余莉,陈娇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铁缺乏症与高海拔藏族地区儿童右心衰竭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7 年 5 月于我院住院的来自藏区的住院患者共 113 人的临床资料,
包括性别､ 年龄､ 居住地海拔､ 肺动脉压力､ 铁蛋白､ 血红蛋白。剔除资料不全的患者 52 人后,剩
余患者 61 人根据临床有无右心衰竭分为心衰组和无心衰组,其中心衰组 29 人,无心衰组 32 人。采

用 SPSS23.0 软件比较两组患儿年龄､ 性别､ 铁蛋白､ 居住地海拔､ 肺动脉压力､ 血红蛋白的差异,
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秩和检验,两组患儿性别的差异采用 χ2检验。采

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右心衰竭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铁蛋白(以<15μg/L 和≥15μg/L 分层)､ 年龄

(以≥3 岁,<3 岁~1 岁,≤1 岁分层)､ 性别､ 海拔(以≥4000 米,<4000 米~3500 米,<3500 米~3000 米

分层)､ 血红蛋白(以≥120g/L,<120~60g/L, <60g/L 分层)､ 肺动脉压力(以≥

70mmHg,<70~40mmHg,<40mmHg 分层)。p<0.005 时,认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果 61 名纳入研究的患者中,男性 38 人,女性 23 人,所有患者均为藏族儿童,平均年龄 2.44±2.35
岁。心衰组平均年龄 1.63±1.54 岁,无心衰组平均年龄 3.18±2.71(p=0.09)。心衰组男性 17 人,女性

12 人,无心衰组男性 21 人,女性 11 人(p=0.61)。心衰组和无心衰组患儿平均居住地海拔分别为

3336.21±392.60 米和 3385.63±355.65 米(p=0.86)。心衰组铁蛋白 11.45±7.34μg/L,无心衰组铁蛋

白 19.57±8.42μg/L(p<0.001)。心衰组血红蛋白 90.41±30.86g/L,无心衰组血红蛋白

99.44±32.54g/L(p=0.27)。心衰组肺动脉压力 88.58±16.28mmHg,无心衰组肺动脉压力

49.00±15.28mmHg(p<0.001)。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以铁蛋白､ 性别､ 年龄､ 海拔､ 血红蛋白和

肺动脉压力为自变量时,铁蛋白与右心衰竭有相关性(OR 值 2.20,95%可信区间 1.25,3.98,p=0.01),
肺动脉压力与右心衰竭有相关性(OR 值 2.48,95%可信区间 1.46,4.23,p<0.001)。 
结论 铁缺乏症是导致高海拔藏区患儿发生右心衰竭的重要因素。 
 
 
PO-2177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in children with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III: clinical and echocardiographic study of 

31 patients 
 

Ying Qian,Wu Yurong,Chen Sun,Sun Kun 
Xin 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GSD III are at high risk of cardiovascula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cluding asymptomatic cardiomyopathy and cardiac hypertrophy. There is no unified opin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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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efine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LVH) in children. Our objective was to explore a better 
way to define LVH in GSD III children patients and identify the prevalence of LVH and its relation 
to serum biomarkers. 
Methods I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34 echocardiograms were performed in 31 children patients 
with GSD III. Echocardiograms were assessed by a single investigator. Four different ways were 
used to define LVH: Method 1: indexation of LWM by BSA. Method 2: indexation of LWM by 
height2.7. Method 3: LV mass-for height centile curves. Method 4: IVS-Z score. 
Results The incidences of LVH using different ways were 20.6%, 35.3%, 17.6% and 33.3% 
separately. LVM indexation to height2.7 was most sensitive way. Laboratory test were also 
analyzed to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LVH. Patients were subdivided into LVH group and None-
LVH group according to LVM/ height2.7.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laboratory parameters, except triglyceride level. 
Conclusions A high proportion of children with GSD III have LVH. Different methods to define 
LVH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children with respect to LVH. However, they were 
highly in accordance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LVH and serum 
biomarkers was observed. Serum biomarkers can’t indicate the involvement of heart. 
 
 
PO-2178 

胎儿期与成年期心力衰竭时心肌能量代谢的差异化代偿特征研究 
 

王涛,华益民,周开宇,张怡,段泓宇,邱大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心肌能量代谢障碍是心力衰竭(心衰)的重要标志。肥厚和衰竭心肌的线粒体氧化代谢水平降低,
糖酵解增强,脂肪酸氧化利用减少,而葡萄糖代谢增加,能量代谢模式转向 “胎儿表型”。本团队前期研

究已发现,在胎儿心衰时,心肌收缩蛋白成年表型(α-MHC, cTnI, aTnT)表达增高,而胎儿表型(β-MHC, 
ssTnI, fTnT)表达下降,提示胎儿期与成年期心衰代偿机制存在差异甚至相反的现象。因此,研究胎儿

期与成年期心衰时心肌能量代谢的差异化代偿特征,明确心脏病理性重构过程中能量代谢表型的转

换机制,将为胎儿与成人心脏疾病的靶向性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以妊娠晚期(E15.5d)SD 孕鼠为模型,于羊膜腔内注射异丙肾上腺素(ISO) 15mg/kg,建立胎儿

期心衰模型;(2)以成年期 SD 大鼠为模型,腹腔内注射 ISO 30mg/kg,连续 7 天,建立成年期心衰模

型。(3)HE 染色观察心肌细胞形态学改变;Tunel 法检测细胞凋亡;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超微结构及线

粒体损伤;RT-PCR 检测心肌重构指标(ANP, BNP, α-MHC, β-MHC)。(4)RT-PCR 及 Western-Blot
检测能量代谢基因 mRNA 及蛋白表达。(5)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蛋白表达及组织定位特征。 
结果 (1)胎儿期及成年期心衰大鼠均出现心肌组织损伤的形态学改变,胎儿心衰时线粒体形态由幼小

细长趋向于成年期形态,成年期心衰时心肌细胞凋亡及线粒体损伤评分均高于胎儿期。(2)胎儿心衰

时,葡萄糖氧化关键酶丙酮酸脱氢酶激酶 4(PDK4)表达降低;线粒体氧化代谢关键酶解偶联蛋白

3(UCP3)表达下降,线粒体肌酸激酶 mit-CK 增加;脂肪酸氧化代谢关键酶 MCAD､ ACC1､ mCPT-1
均显著升高;代谢调控基因 BAF60c 表达下降,而 mTOR､ PGC-1α､ PGC-1β 均表达增加。胎儿期

心衰时,葡萄糖与脂肪酸氧化代谢增强,代谢基因表达特征与成年期心衰相反。(3)胎儿期与成年期葡

萄糖转运体 GLUT4 表达均显著下降。 
结论 (1)心肌能量代谢模式在心衰病理生理过程中是能够诱导和转化的,胎儿期与成年期心衰存在着

差异化的代偿机制。(2)胎儿心肌氧化代谢水平低,线粒体发育不成熟,但氧化代谢的储备能力及动员

能力强。在应激状态时,心肌葡萄糖和脂肪酸氧化代谢水平显著升高,线粒体发育趋于成熟,细胞增殖

及合成减少,更多的能量代谢底物进入氧化代谢途径,心脏“成年基因程序被提前激活”。(3)胎儿期与

成年期心衰均出现 GLUT4 表达下降,提示“胰岛素抵抗”可能参与了不同时期心衰发生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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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79 

分化状态 H9C2 细胞是良好的模拟心肌细胞能量代谢 
转换的体外实验模型 

 
王涛,华益民,周开宇,张怡,段泓宇,邱大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H9C2 细胞是从胎鼠心室肌分离的成肌样细胞系,常用于体外实验中骨骼肌和心肌的替代模

型。然而,H9C2 细胞并非完全分化成熟的细胞,仍有胚胎细胞系的特性。这一点在心脏毒理学研究

中尤为重要,因为剂量效应会随着细胞分化状态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寻找并建立一个具有成熟心肌

细胞特性的细胞模型对于细胞生物学､ 电生理学和毒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以全反式视黄

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RA)诱导 H9C2 细胞分化,研究 H9C2 细胞在分化状态与未分化状态的能量

代谢转换特点,并予以异丙肾上腺素(ISO)诱导心肌细胞肥大,与心衰动物模型的代谢特征比较,以期

建立更加适合的心肌细胞体外实验模型。 
方法 (1)以 RA 诱导的分化状态 H9C2 细胞模拟成年期心肌细胞体外实验模型;以未分化状态 H9C2
细胞模拟胎儿期心肌细胞体外实验模型。(2)分别在未分化状态和分化状态 H9C2 细胞予以 ISO 干

预,建立不同时期心肌细胞肥大模型。(3)WST-1 法和 Annexin- V- FLUOS 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率和

增殖率。(4)JC-1 法检测线粒体膜电位。(5)RT-PCR 检测心肌重构标志物 ANP､ BNP､ α-MHC､
β-MHC 的表达。(6)RT-PCR 及 Western-Blot 检测能量代谢关键基因表达(线粒体氧化代谢关键

酶:mit-CK, UCP2, UCP3,葡萄糖氧化代谢关键酶:GLUT1, GLUT4, PDK2, PDK4,脂肪酸氧化代谢关

键酶 mCPT-1, MCAD, ACC1,能量代谢调控因子:BAF60c, mTOR, PGC-1α, PGC-1β, PPARα)。 
结果 (1)在未分化状态 H9C2 细胞,ISO 干预后 48h 心肌氧化代谢关键酶及调控因子表达显著上调,线
粒体氧化代谢功能增强,与胎儿期心衰动物模型代谢特征相似;(2)在分化状态 H9C2 细胞,ISO 干预后

48h 心肌氧化代谢功能显著抑制,与成年期心衰动物模型代谢特征相似。(3)ISO 干预后 H9C2 细胞

能量代谢基因表达在 24h 与 48h 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的时间依赖性,提示能量代谢存在代

偿期与失代偿的转换过程。 
结论 (1)RA 诱导的分化状态 H9C2 细胞,细胞增殖率减低,凋亡率增加,细胞的形态更趋向于成熟的心

肌细胞形态,线粒体脂肪酸与葡萄糖氧化功能增强,表现出成年期心肌细胞的代谢特征。(2)在分化状

态 H9C2 细胞,予以 ISO 干预诱导心肌细胞肥大,其能量代谢转换特征与成年期心衰动物模型相似; 
未分化状态 H9C2 细胞的能量代谢特征更趋向于胎儿心肌细胞的代谢特点。分化状态 H9C2 细胞是

良好的研究成年期心肌能量代谢模式转换的体外实验模型。 
 
 
PO-2180 

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的人格特征及行为障碍特点分析 
 

王涛,华益民,周开宇,李庆曦,冯贵碧,吴建,曹雅楠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血管迷走性晕厥(VVS)是 常见的儿童晕厥类型。晕厥患者中抑郁､ 惊恐､ 焦虑和躯体化障碍

等精神和心理障碍的发生率较正常儿童明显增加。本研究分析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的人格特征及行

为障碍的特点,为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的个体化诊治和综合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直立倾斜试验结果阳性,排除器质性疾病,且诊断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的儿童。对其进

行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EPQ-C)及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调查。分析患儿 EPQ-C 量各

维度(P 精神质,E 内外向,N 神经质,L 掩饰度)分值与国内常模的差异。并使用 CBCL 量表评估患儿行

为特点。统计学方法是用 SPSS13.0,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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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共纳入患儿 139 例。男:女比例为 12:18,年龄范围 6-16 岁,平均年龄 11.2±2.3 岁。 EPQ-
C 量表结果分析显示,精神质(P 维度 T 分):男 2.85±1.63,女 2.76±1.6;内外向(E 维度 T 分):男
14.38±4.80,女 15.88±4.44;神经质(N 维度 T 分):男 8.77±2.78,女 12.41±4.34;掩饰性(L 维度 T
分):13.30±4.25,女 15.58±4.01。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的性格特征更偏向于内向型(E 维度 T 分≤40
分者 53 例,占 38.1%),情绪不稳定(N 维度 T 分≥55 分者 68 例,占 49%),且存在明显掩饰倾向,均显

著高于国内常模(P<0.05)。CBCL 量表结果分析显示,存在行为问题的儿童 32 例,占 23.1%,其中躯

体诉述 9 例,焦虑强迫 6 例,交往不良 6 例,躯体诉述伴违纪 5 例,抑郁退缩 4 例,分裂样伴抑郁退缩 2
例。本组资料显示,患者在躯体化､ 焦虑､ 抑郁､ 人际关系､ 精神病性与国内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提示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存在着多方面精神心理障碍。 
结论 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的性格特征偏向于内向型,更倾向于神经质人格特征,且行为问题比例显著

增高。目前血管迷走性晕厥发病机制未明,社会心理应激因素可能是诱发血管迷走性晕厥的重要原

因,在治疗过程中应注重患儿人格特征及行为障碍特点,及时去除应激源及心理治疗对预防再次发作

效果明显。 
 
 
PO-2181 

68 例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超声心动图的变化 
 

边巴卓嘎,马宇德,泽碧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目的:探讨高原地区藏族婴幼儿罹患高原性心脏病心脏的超声心动图的特点,分析总结超声心动

图在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的临床价值。 
方法 方法: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对 68 例诊断为高原性心脏病藏族婴幼儿进行心脏结构及血液

动力学变化检查,并与 80 例正常藏族婴幼儿心脏彩超结果进行比较。记录数据应用统计软件

SPSS17.0 进行成组设计 t 检验,方差分析,检验标准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结果:68 例患儿中 66 例右方右室肥厚,62例三尖瓣反流､ 肺动脉高压,58 例右室前壁及室间隔

增厚,32 例右室流出道增宽,15 例射血分数､ 短轴缩短率减低,41 例主肺动脉及肺动脉增宽, 8 例主肺

动脉内径大于主动脉内径。12 例心包积液,16 例卵圆孔未闭,68例主动脉内径､ 左心房､ 心室､ 左

室舒张末容积均正常。80 例正常藏族婴幼儿超声心动图结果均正常。 
结论 结论:超声心动图是判断高原性心脏病血流动力学改变的无创的检查方法､ 具有指导临床诊治

的重要意义。流､ 肺动脉高压,58 例右室前壁及室间隔增厚,32 例右室流出道增宽,15例射血分数､
短轴缩短率减低,41 例主肺动脉及肺动脉增宽, 8 例主肺动脉内径大于主动脉内径。12 例心包积

液,16 例卵圆孔未闭,68例主动脉内径､ 左心房､ 心室､ 左室舒张末容积均正常。80 例正常藏族婴

幼儿超声心动图结果均正常。 
 
 
PO-2182 

Efficacy of Four Scoring Systems in Predicting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Resistance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in a Children's Hospital in Beijing, North China 

 
Yang Shuai,Song Ruixia,Yao Wei,Li Xiaohui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10002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efficacies of 4 existing scoring systems for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resistance in Kawasaki disease (KD)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KD in a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the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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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1569 children with KD treated at our children’s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December 2015. Age, sex,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pretreatment 
hematologic indicators were recorded. Scores were assigned using 4 existing scoring systems: 
Egami, Kobayashi, San Diego, and Formosa. A 4-case table test was used to determine 
prediction efficacies. 
Results There were 63 IVIG-resistant cases (41 males, 22 females; average age, 2.5 years). 
Nine cases were classified as high risk for IVIG resistance by the Egami system, and this system 
had a sensitivity of 14% and a specificity of 86%. Ten cases had Kobayashi high-risk scores, and 
this system had a sensitivity of 16% and a specificity of 85%. The San Diego system assigned 60 
cases as high-risk, and had a sensitivity of 95% and specificity of 3%. Finally, 27 cases had 
Formosa scores in the high-risk category, and this system had a sensitivity of 43% and a 
specificity of 47%.  
Conclusions None of the evaluated systems for assessing the risk for IVIG resistance displayed 
the combination of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necessary for screening. Our analyses show that the 
4 scoring systems have limited utility in predicting IVIG resistance among patients with KD in our 
population.  
 
 
PO-2183 

婴幼儿冠状动脉瘘的介入治疗及中长期随访 
 

陈智,杨舟,王勋,王祥,肖云彬,向金星,王野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婴幼儿冠状动脉瘘经不同国产封堵器介入治疗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07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我院诊断并接受介入治疗的 32 例婴幼儿冠状动脉瘘患者,根
据患者术中冠脉造影情况,分别选取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 不同类型室间隔缺损封堵器及血管异常

通路封堵器,比较其术中即时堵闭情况､ 术后中长期并发症的发生及病变冠脉的转归情况。术后口

服阿司匹林(3mg/kd.d)6 个月。 
结果 术中冠脉造影显示,单侧冠脉瘘 31 例,双侧冠脉瘘 1 例。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 9 例,不同类型室

间隔缺损封堵器 8 例,血管异常通路封堵器 15 例。29 例患者植入 1 个封堵器,3 例患者植入 2 个封

堵器。术中即时封堵效果:植入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优于植入血管异常通路封堵器(P<0.01),术后 1
月,31 例患者无残余分流,1 例术后残余漏并再次介入治疗,术中无残余分流。中长期随访,均未发现

血栓事件､ 血管损伤､ 心律失常､ 心肌损害､ 心脏扩大及冠脉闭塞,术后 18 月左右,部分病变冠脉开

口有缩小。 
结论 婴幼儿冠脉瘘患者,根据术中造影情况,选取不同国产封堵器进行介入治疗,在中长期随访中,是
安全､ 有效的。 
 
 
PO-2184 

儿童肺静脉闭锁的临床分析 
 

汪周平,张丽,黄萍,谢小斐,王燕飞,李伟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肺静脉闭锁(Pulmonary vein atresia,PVA)是一种罕见的致命性的肺静脉发育异常性疾病,本文

目的在于总结肺静脉闭锁患儿的临床特征､ 影像学特点,治疗及预后,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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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心内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4 例肺静脉

闭锁患儿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复习分析其临床特点,诊断,治疗及其预后。 
结果 4 例患儿中,男 2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1.8 岁;平均体重 8.5kg。其中 3 例为先天性肺静脉闭锁,1
例为继发性肺静脉闭锁。3 例因反复咳血入院,1 例因唇周紫绀,反复咳嗽半年入院。2 例合并先天性

心脏病 室间隔缺损或房间隔缺损 重度肺动脉高压,1 例合并复杂先天性心脏病 单心室 单心房 肺动

脉狭窄,1 例未合并心脏畸形。1 例为左上肺静脉闭锁,2 例为左肺静脉闭锁,1 例为右肺静脉闭锁。4
例患儿肺均有不同程度淤血､ 实变､ 纤维化以及肺动脉和肺发育不良,1 例咯血病人行了支气管动脉

栓塞术,术后无咯血,另一例重建左肺静脉与左房连接,成功解除了左肺静脉闭锁,1 例复杂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行了双侧双向 Glenn 术,肺静脉闭锁未处理。1 例因家属拒绝手术,未行任何治疗出院。手术

解除肺静脉闭锁那例完全治愈,1 例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患儿无咳血,仍有反复咳嗽,肺动脉高压,1 例放

弃治疗的患儿仍有反复肺部感染,咳血。双向 Glenn 时候患儿因重度肺动脉狭窄,肺血少,目前无明显

临床症状。 
结论 临床上如遇到不明原因的咯血,反复性下呼吸道感染或肺动脉高压时,应考虑有肺静脉闭锁可

能。尽早诊断,尽早行导管栓塞或外科重建肺静脉与心房连接,可明显改善患儿症状或治愈患儿,减少

死亡。 
 
 
PO-2185 

儿童介入封堵膜周型室间隔缺损术后完全性 
左束支传导阻滞的中长期随访研究 

 
王川,周开宇,段泓宇,李一飞,石晓青,王晓琴,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儿童经导管介入封堵膜周型室间隔缺损(perimembranous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s, Pm-VSD)
已被证实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随着介入封堵技术的成熟及封堵器械的研发,术后严重心律失常

如 III 度房室传导阻滞的发生率已显著下降。研究已证实束支传导阻滞特别是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

滞(complete left bundle branch block, CLBBB)可引起心室收缩不同步进而导致心力衰竭的发生,近
年来已有关于 Pm-VSD 介入术后持续性 CLBBB 导致心力衰竭发生的个案报道。然而,目前关于儿

童 Pm-VSD 介入术后 CLBBB 的发生率及预后转归的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儿童经导管介入封

堵 Pm-VSD 术后 CLBBB 的发生率及预后转归。 
方法 纳入 2005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在我院儿童心血管科行介入封堵 Pm-VSD 患儿 1924 例,对
术后新发生 CLBBB患儿的临床基线资料､ 封堵资料及中长期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术后共有 23 例患儿发生 CLBBB,发生率为 1.19%(23/1924),平均随访 2-10 年。其中 21 例发

生于术后 1 周,均接受激素治疗,15 例患儿于 2 周内恢复正常,2 例患儿分别于术后 3 月及 6 月恢复窦

性心律,3 例患儿转变为左前束支传导阻滞(1 例)及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左前分支传导阻滞(2
例),1 例患儿 CLBBB 持续存在;23 例患儿中另外 2 例 CLBBB 分别发生于术后 3 个月及 8 月,且持续

存在;1 例于术后 9 天恢复为窦性心律的患儿在术后 14 个月再次出现 CLBBB 且持续存在; 后共有

4 例患儿持续存在 CLBBB,1 例患儿在发生 CLBBB 后 1 年出现心力衰竭相关症状,心脏彩超提示心

脏长大及 EF 值下降,抗心力衰竭治疗效果欠佳,后于另一心脏中心接受心脏再同步化治疗,但效果欠

佳 终死亡,另外 3 例患儿心功能正常,心脏彩超未见异常。 
结论 儿童介入封堵 Pm-VSD 术后 CLBBB 发生率整体较低,大部分在接受激素治疗后可恢复正常,预
后较好;CLBBB 可在术后数月发生,可复发;持续性 CLBBB 可导致心力衰竭的发生;术后 CLBBB 应视

为严重心律失常,密切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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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86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to 
Cardiomyocytes is Regulated by miRNA-1-2 via WNT 

Signaling Pathway 
 

Shen Xing1,Bo Pan2, Zhou Huiming2, Liu Lingjuan2,Lv Tiewei 2, Zhu Jing1, Huang Xupei3, Tian Jie2 
1.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3.Charlie E. Schmidt College of Medicine,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Objective Bone marrow derived stem cells (BMSCs) have the potential to differentiate into 
cardiomyocytes, but the rate of differentiation is low and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tion is 
unclear completely. Her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R1-2 in differentiation of mouse 
BMSCs into cardiomyocyte-like cells and reveal the involved signaling pathways in the procedure 
Methods Mouse BMSCs were treated with miR1-2 and 5-azacytine (5-aza). The expression of 
cardiac cell markers: NKx2.5, cTnI and GATA4 in BMSCs were examined by qPCR. The 
apoptosis rate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was evaluated by measuring the upstream protein of this signaling pathway 
Results After over-expression of miR1-2 in mouse BMSCs, the apoptosi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5-aza group, while the expressions of cardiac-specific genes: such as Nkx2.5, cTnI 
and GATA4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5-aza group. 
Meanwhile, over-expression of miR1-2 in mouse BMSCs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wnt11, JNK, 
β-catenin and TCF in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Use of LGK-974, an inhibitor of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cardiac-specific genes 
and partially blocked the role of the miR1-2. 
Conclusions  Over-expression of miR1-2 in mouse BMSCs can induce them toward promoted 
cardiomyocyte differentiation via the activation of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Compared 
to 5-aza, miR1-2 can induce differentiation of BMSCs into cardiomyocytes more effectively with a 
less cytotoxicity 
 
 
PO-2187 

Cardiac phenotype of tnnt2a knock-out zebrafish 
assembles the dilated cardiomyopathy 

 
Liu Lian,Gui Yonghao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Cardiac troponin T(cTnT) gene mutations have been found in a variety of 
cardiomyopathies, we aim to generate tnnt2a(cTnT-coding gene) mutated zebrafish and observe 
whether there is a similar phenotype of cardiomyopathy in tnnt2a mutant. 
Methods Firstly, we utilized CRISPR/Cas9 technique to generate tnnt2a deletion mutant 
zebrafish of genetic stability. Next, we performed phenotype analysis of tnnt2a deletion mutant 
and wild type zebrafish. Then, we analyzed heart sarcomere related gene(tnnt2a, actc1a, tpm4a, 
myl7, vmhc)RNA expression levels by performing real time RT-PCR. Lastly,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ere conducted to analyze sarcomere structure and filament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changes. 
Results 2 bases deletion(Δ2) mutant zebrafish was successfully generat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terozygous mutant, and the homozygous mutants displayed significant 
malformations in heart, including cardiac arrest, atrium and ventricle enlargement, pericardium 
effusion, and the individuals died before 7 days post fertilization. The RNA expression 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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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nt2a in tnnt2a-/- zebrafish decreased constantly at each time point of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actc1a, tpm4a, myl7, and vhmc all showed higher expressions at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lower expression at late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lower expressions at late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comparison with wild type zebrafish. Eletron microscopy on cardiac tissue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of the thick and thin filament structures in tnnt2a-/- zebrafish, 
which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F-actin and Tpm4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Conclusions The tnnt2a-/- zebrafish generated by CRISPR/Cas9 bears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and therefore can be used as a tool to study 
TNNT2-deficiency related cardiomyopathy 
 
 
PO-2188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delayed diagno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Chen Yan,Ding Yueyue,Xu Qiuqin,Lv Haitao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0 

 
 

Objective A case of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IKD)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MI) was reported, delayed diagnosis, and learnliterature. 
Methods A 14-year-old girl diagnosed as IKD complicated MI was reported in order to analysis 
the revolution of clinical symptoms, signs, images and serological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IKD and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diagnosis of MI in children.  
Results A case of IKD complicated with MI was presented, a 14-year-old girl with fever, rash and 
arthralgia. On her admission, the relevant serological indicators tested were as follows: blood 
sedimentation (ESR) was 97 mm/L, C - reactive protein (CRP) was 292.73 mg/L,urinalysis 
revealed 17.8 leukocytes per high-power field. On the 8th day of illness,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was 26.56 * 10 ^ 9 / L, the platelet (PLT) was 344 * 10 ^ 9 / L,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rose to 506.5 U/L. On the 19th day of illness, abnormal myocardial 
enzymology appeared. The patient began to suffer form symptoms such as anhelation, dysphoria, 
and left shoulder radiation pain on the23th day.ECG appearance of MI occurred firstly and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was detected by the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on the 25th day. 
Considering above clinical symptoms, signs, images and serological results,the final diagnosis of 
the patient was IKD complicated with MI.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2017 AHA recommendations, the patient c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KD in the course of 8th day. However,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arthralgia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ratory indicators were ignored. Echocardiogram(ECHO) did not 
follow up timely. For suspected IKD,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typical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arthralgia, pectoralgia, dorsalgia, irritability, diarrhea, etc. Febrile patients with 
abnormal myocardial enzymes, or sudden changes of clinical symptom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KD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tis or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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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89 

Myocardium specific gene therapy can partly rescue 
cardiac troponin T deficiency related cardiomyopathy  

 
Liu Lian,Gui Yonghao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cardiac troponin T(cTnT) gene mutations can lead to cardiomyopathy. Gene 
supplement therapy is the most direct and viable option for diseases caused by a single structural 
protein deficiency. We plan to generate a transgenic zebrafish line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myocardium specific gene therapy on cTnT gene mutated-related cardiomyopathy.   
Methods Firstly, we generated to a transgenic zebrafish line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specific 
cTnT gene expression by injecting a Tol2-based knock-in vector carrying the cardiac specific 
promoter, cmlc2, the Tet-on system, and red fluorescence fusion labeled tnnt2a cDNA sequence. 
Then, we screened F1 and crossed it with tnnt2a mutant zebrafish (obtained from our lab), the in 
situ dosage-induced expression transgenic therapy zebrafish tnnt2a mutated model was obtained. 
Lastly, Dox induction rescue test and RNA-seq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observe whether 
myocardium specific gene therapy can be feasible and find underlying causes. 
Results The Tg(cmlc2-tetone-tnnt2a-p2A-mKate2;cmlc2;EGFP;tnnt2a-/-) was eventually obtained, 
which was proved by fluorescence reaction and genome sequencing. The phenotype of the Tg 
zebrafish assembles dilated cardiomyopathy without supplement therapy. Moreover, DOX 
induction test showed that the partial cardiac abnormal phenotypes of tnnt2a mutant could be 
rescued, such as atrium and ventricle enlargement, no heart beats. However, the optimization of 
multiple doses and induction time did not completely restore the heart shape. What’s more. That 
the dysregulation expressions of the valve and outflow tract associated genes had not been 
rescued efficiently through transcriptomics analysis would be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partial 
rescue.  
Conclusions Gene supplement therapy was feasible for cardiomyopathy caused by cTnT gene 
mutant. However, for the treatment of TNNT2-relevant cardiomyopathy, it wa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gene supplementation of myocyte, valve and outflow tract cell. 
 
 
PO-2190 

药物基因与川崎病致冠状动脉巨大瘤患儿华法林剂量关系的研究 
 

谢小斐,张丽,黄萍,于明华,顾晓琼,汪周平,王燕飞,李伟,黄锡静,胡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华法林药物基因与川崎病致冠状动脉巨大瘤患儿华法林有效维持剂量的关系。 
方法 在川崎病致冠状动脉巨大瘤儿童中选取华法林剂量稳定的 23 例进行华法林药物基因

VKORC1 和 CYP2C9 的检测,比较不同药物基因型华法林有效剂量的差异,分析身高､ 体重､ 体表
面积､ 体质指数与华法林有效维持剂量的相关性。 
结果 本组川崎病致冠状动脉巨大瘤患儿共 23 例,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2 例,年龄 15.83 ± 4.66(0.5 - 
15.83)岁,体重 17.38 ± 10.75(7.6 - 41.0)kg,身高 101 ± 24.65(75 - 165)cm,体表面积 0.67 ± 
0.28(0.50 - 1.56)m2,体质指数 16 ± 0.02(12 - 23)kg/ m2,INR 维持于 1.98 ± 0.21,稳态华法林用量为

0.11 ± 0.039 mg/kg.d。华法林药物基因 VKORC1 主要为 TT 型(17 例)和 CT 型(6 例),两者的华法林

维持剂量分别为 0.097 ± 0.027 mg/kg.d 和 0.148 ± 0.044 mg/kg.d,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药

物基因 CYP2C9 野生型(AA 型)22 例,仅 1 例为变异型(AC 型),未进一步分析。本组患儿华法林维持

剂量与 VKORC1基因型､ 体重､ 身高､ 体表面积和体质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45(p<0.01)､ -
0.530(p<0.01)､ -0.541(p<0.01)､ -0.546(p<0.01)和-0.15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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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药物基因 VKORC1 是影响华法林有效维持剂量的主要遗传学因素;2. 华法林有效剂量与患

儿身高､ 体重和体表面积密切相关,与体质指数无关联。 
 
 
PO-2191 

Carto 系统指导下 80 例儿童房室结折 
返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治疗的回顾性研究 

 
伍洋子,曾少颖,张智伟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探索单中心儿童射频消融治疗 AVNRT 的安全方法。 
方法 本中心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共射频消融治疗 480 例患儿,100 例诊断为 AVNRT,我们选

取其中 80 例体重大于 27Kg 或病情需要的体重小于患儿,在 Carto 系统的指导下进行射频消融治

疗。其中男 48 例,女 32 例,年龄 11.74±2.49 岁,体重 42.19±12.97kg。术前及术中反复房室结前传

文氏周期,采用解剖和电生理方法标测,能量输出采用能量滴定法。 
结果 80 例 AVNRT 儿童,体重≥27kg(74 例),体重<27kg(6 例),曝光时间 6.87±7.09min,曝光量

10.71±7.02min,手术时间 80.81±29.14min。98.75%,复发率 1.25%,并发症发生率 1.25%(1 例机械

刺激出现 I°AVB),无死亡病例。术前及术后后房室结前传不应期分别为 320.0±50.4 
ms,310.0±40.2ms,(P>0.05),无显著差异。 
的。 
结论 严格手术适应症,尽量选择大儿童,采用 Carto 系统指导下标测,结合解剖和电生理方法,能量滴

定法消融。在以上方法下,儿童 AVNRT 的射频消融治疗是安全 
 
 
PO-2192 

A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in Cx43 i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Atrial Septal Defect 

 
Song Yangliu1,Gu Ruoyi1,Sheng Wei1,Ma Xiaojing1,2,Huang Guoying1,2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Birth Defects 

 
 

Objective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associations of a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the Cx43 gene rs2071166 (-416 A>C) with risk of atrial septal defect (ASD). 
Methods A total of 450 pediatric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150 cases with ASD and 300 
healthy controls. The genotypes of rs2071166 were analyzed by sequencing afte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ll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PSS 19.0 software.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baseline information between ASD patients 
and controls (p>0.05). The CC genotype of rs2071166 was correlated with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ASD (OR = 3.891, 95% CI 1.948-7.772, p < 0.0001) and ASD risk in C allele 
carrier was 1.57-fold higher than that of A allele carrier (OR=1.567, 95% CI=1.129-2.175, 
p=0.007).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confirmed that Cx43 genetic polymorphisms rs2071166 (-416 A>C)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ASD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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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93 

自身免疫介导的胎儿心脏传导阻滞产前治疗临床研究 
 

周开宇,华益民,王川,李一飞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先天性 III°AVB 的发病率约 1:15,000-20,000 活产婴儿,其中 50%与母体抗 SSA/Ro 及抗

SSB/La 抗体阳性有关, 超过 60%需安装永久心脏起搏器, 且死亡率近 20%,危害极大。研究表明,胎
儿心脏传导阻滞(CHB)发生进展迅速,可在 1-2 周就发生 III°AVB,治疗时间窗短。临床研究表明,尽早

使用糖皮质激素可预防､ 延缓､ 甚至逆转胎儿 AVB 发生及发展。一旦进展到胎儿 III°AVB,摄入糖

皮质激素不能减轻并阻止疾病进展､ 降低死亡率及起搏器植入率。 
本研究拟探讨自身免疫介导的胎儿 CHB 的产前管理及治疗,评价产前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胎儿

CHB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调查胎儿 CHB 的孕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疾病谱,分析影响胎儿 CHB 预后相

关危险因素。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06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诊断的胎儿孤立性心脏传导阻滞病

例进行胎儿 CHB相关孕妇自身免疫疾病谱､ 胎儿 CHB 产前管理及干预情况及胎儿 CHB 预后相关

因素分析。本项研究获得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伦理会批准。 
结果 共有 35 例孤立性胎儿心脏传导阻滞纳入研究,平均孕周 18-34 周(平均 28.2 周)。其中,25 例

III°AVB,3 例 II°AVB,4 例 I°AVB(两例单胎,一例双胎),3 例 PR 间期延长。12 例心室率低于

55bpm,13 例心室率在 55-75bpm 之间,10 心室率大于 75bpm。15 例伴有胎儿水肿。35 例孕妇均

有不同种类自身抗体阳性。母体自身免疫性疾病构成情况:18 例有临床症状体征(9 例干燥综合征,6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1 例特发性关节炎,2 例未分化结缔组织病),17 例为无症状患者(48.6%)。25 例

III°AVB 患胎中,2 例进行产前地塞米松治疗两周,无改善;3 例 II°AVB 患胎均未进行产前治疗;4 例

I°AVB 患胎均进行了孕妇口服地塞米松及羟氯喹治疗,其中双胎还进行了孕期输注静脉免疫球蛋白治

疗,均恢复正常的 PR 间期,新生儿及后续随访心电图均正常;3 例 PR 间期延长,孕妇口服羟氯喹及强

的松,出生后胎儿 PR 间期稍延长。12 例心室率低于 55bpm 的患胎均伴胎儿水肿,终止妊娠;13 例心

室率在 55-75bpm 的患胎中,5 例逐渐出现明显的胎儿水肿,终止妊娠,其余 8 例出生后诊断诊断 6 例

III°AVB,2 例 II°AVB,心室率 65-90 次/分,尚未植入永久起搏器;10 心室率大于 75bpm 的患胎,出生后

诊断 III°AVB 3例､ PR 间期延长 2例､ 正常心电图 5 例,目前均在观察随访中。胎儿 CHB 不良预后

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胎儿水肿及胎儿心室率低于 55bpm。 
结论 胎儿 CHB相关孕妇自身免疫疾病谱主要包括干燥综合征､ 系统性红斑狼疮､ 特发性关节炎及

未分化结缔组织病,无症状患者约占半数。早发现及及时恰当的产前管理及干预可以明显改善患胎

预后。影响胎儿 CHB 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胎儿水肿及胎儿心室率低于 55bpm。 
 
 
PO-2194 

经导管射频消融术治疗儿童快速性心律失常 452 例临床分析 
 

韩波,杨晓斐,刘同宝,赵立健,伊迎春,张建军,姜殿东,王静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儿童不同类型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00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收治的 452 例快速性心律失常患

儿,获得心电图资料,并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对患儿进行麻醉,术中先行心内电生理检查,然后标测部位,
在二维或三维温度控制下行射频消融治疗。回顾性分析 452例儿童的临床特点､ 射频消融疗效及并

发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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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452 例儿童中发生心动过速性心肌病 4 例,心力衰竭 1 例。(2)452 例中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

(AVRT)237 例,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AVNRT)125 例,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IVT)58 例,室性早搏

(PVC)12 例,房性心动过速(AT)16 例,心房扑动(AF)4 例。合并器质性心脏病 11 例,以房间隔缺损多

见。(3)手术时间为(108.38±40.10)min,X 线曝光时间为(10.87±10.81)min。(4)手术即刻成功率为

96.90%(438/452 例),仅 1 例术后发生左侧气胸(0.22%),经胸腔闭式引流术治疗 6 天后痊愈,无死亡

及其他并发症。(5)28 例儿童术后复发,总复发率为 6.19%(28/452 例),复发时间为 2 天~5 年,平均为

术后 7 个月,其中 IVT 10 例(10/58 例,17.24%),AVRT 12 例(12/237 例,5.06%),AVNRT 4 例(4/125
例,3.20%),AT 2 例(2/16 例,12.50%)。28 例中 22 例再次接受射频消融,均成功,6 例一直用药物控

制。 
结论 (1)经导管射频消融术治疗儿童快速性心律失常成功率高,并发症少,复发率低,为安全有效的治

疗方法。(2)AVRT 在儿童快速性心律失常中 常见,其次为 AVNRT､ IVT､ AT､ 和 AF。(3)儿童经

导管射频消融术总体复发率低,IVT 和 AT 的复发率明显高于 AVRT 和 AVNRT。(4)儿童合并器质性

心脏病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成功率与非合并器质性心脏病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成功率

相同。 
 
 
PO-2195 

川崎病延期治疗冠脉损害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仇慧仙
1,施红英

1,2,褚茂平
1 

1.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环境与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探讨川崎病延期治疗患儿冠状动脉损害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09.1 至 2014.12 在我院住院的诊断为川崎病且经静脉丙球治疗的患儿,将所有患儿根据

接受丙球治疗的时间分为两组:正常治疗组(丙球治疗时间≤10 天)和延迟治疗组(丙球治疗时间>10
天),以病程 1 月时冠状动脉情况作为是否存在冠状动脉损害的指标,观察两组间冠状动脉损害情况。

同时收集其实验室指标如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比例及计数､ 红细胞计数､ 血沉､ C反应蛋白､ 谷丙

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白蛋白,根据各指标的中位数将两组病人分别进一步划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

平组,采用交互作用检验分析各指标的水平是否和延期治疗对冠脉损害间存在相互作用。 
结果 2009.1-2014.12 共收集符合条件的患儿 930,其中延迟治疗的患儿 59 例,发生率为 6.3%。病程

一个月时延迟治疗组冠脉损害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42.4%vs17.7%,p<0.01)。交互作用分

析显示,延迟治疗合并高水平 CRP 及 ESR(CRP> 79mg/L,ESR >34mm/h)发生冠脉损害的风险

高,OR=5.68,95%CI=1.17-27.59,OR=4.11, 95%CI: 1.62–10.46,交互作用 p 值<0.01。 
结论 川崎病患儿在病程 10 天后接受丙球治疗使冠脉损害的风险增加,在病程 10 天后接受丙球治疗

且 CRP 及 ESR 水平明显升高者出现冠脉损害的风险 大。 
 
 
PO-2196 

靶向捕获测序技术检测川崎病易感基因研究 
 

朱丹颖
1,宋思瑞

1,谢利剑 1,裘锋 2,杨竞
2,肖婷婷

1,黄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 通过靶向捕获测序技术检测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及冠状动脉损害(coronary artery 
lesion,CAL)形成有关的易感基因,为进一步研究 KD 和 CAL 的发病机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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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选择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就诊的 114 名 KD 患儿和

45 名门诊健康查体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分为 KD 伴 CAL 组和 KD 不伴

CAL 组。选取既往报道的 472 个与 KD 易感性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以及 512 个与 T 细胞受体信号通路､ Toll 样受体信号通路､ 细胞因子受体相

互作用､ TGF-β 信号通路相关的基因定制靶向捕获测序芯片,利用 Illumina HiSeq X10 进行高通量

测序,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到与 KD 及 CAL 相关的易感基因。 
结果 本实验共发现 26 个与 KD 有关的易感基因及 21 个与 KD 患者 CAL 发生有关的易感基因。

KEGG 富集分析发现与 KD 及 CAL 易感性相关的基因多数聚集于细胞因子和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

用的通路上。在 KD 伴 CAL 组和无 CAL 组中 CCL4､ TNFRSF12A､ IFIH1 和 IL26 基因存在统计

学差异。经性别和年龄校正的风险评估显示 CCL4(rs1719144)G 等位基因

(OR=4.132,95%CI=1.655-10.316)､ CCL4(rs1049807)A 等位基因(OR=4.132,95%CI=1.655-
10.316)､ CCL4(rs1719152)T 等位基因(OR=3.756,95%CI=1.495-9.437)出现 CAL 的风险均增加,
而 IL26(rs3741809)T 等位基因(OR=0.478,95%CI=0.246-0.929)､ IL26(rs10748100)T 等位基因

(OR=0.478,95%CI=0.246-0.930)､ IL26(rs10748101)A 等位基因(OR=0.504,95%CI=0.259-0.980)
均减少 KD 患儿发生 CAL 的风险,P<0.05。 
结论 细胞因子和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在 KD 及 CAL 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RPS6KB1､ VAV1､
ACVR2B､ CXCL14 基因是 KD 的显著易感基因,而 CCL4､ TNFRSF12A､ IFIH1､ IL26 基因与 KD
患者 CAL 的发生有关。 
 
 
PO-2197 

以肺动脉高压为主要表现的 Cb1C 型 
甲基丙二酸尿症:附 9 例报告 

 
傅立军,王剑,吴近近,郭颖,刘廷亮,沈捷,徐欣怡,李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025 

 
 

目的 甲基丙二酸尿症(MMA)的临床表现多样,可导致多器官系统的损伤,肺动脉高压(PH)是该症少见

的表现之一,本文旨在探讨 MMA 合并 PH患儿的临床特点､ 治疗反应及其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心内科 2015~2017 年收治的以 PH 为主要表现的 9 例 MMA 患儿的临床资料

和基因突变特点,并对其治疗反应和预后进行随访分析。 
结果 9 例患儿(男 4 例,女 5 例)的起病年龄为 4.5 月~11.5 岁,其中 8例以活动后气促､ 呼吸困难､ 青

紫为首发症状,另外 1例以浮肿､ 贫血为首发表现,均通过超声心动图或/和心导管检查后诊断为

PH。血常规检查提示 9 例患儿都存在红细胞体积的增大,其中 5 例合并大细胞性贫血;5 例患儿伴有

不同程度的肾损害,表现为血尿､ 蛋白尿或氮质血症,1 例伴有高血压;6 例患儿进行了胸部 CT 检查,
呈磨玻璃样改变或弥漫性小结节影。所有患儿的尿甲基丙二酸及血同型半胱氨酸均显著升高,符合

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诊断。MMACHC 基因检测显示 9 例患儿均携带两个致病

杂合突变,证实为 Cb1C 缺陷,其中 7 例携带 c.80A>G 突变,6 例携带 c.609G>A 突变。病因明确后采

用维生素 B12 肌注,甜菜碱及波生坦口服治疗,2 例出院后失访,1 例出院后未坚持治疗而死亡,另外 6
例患者经过 10 个月至 1.6 年的治疗和随访,尿甲基丙二酸及血同型半胱氨酸均明显下降,肺动脉压力

也显著降低,其中 3 例肺动脉压力完全恢复正常。 
结论 Cb1C 型 MMA 是引起儿童 PH 的病因之一,对伴有呼吸急促､ 低氧血症､ 红细胞体积增大及肾

损害的 PH 患儿,尤其是 CT 检查提示双肺磨玻璃样改变或弥漫性小结节影,应尽早进行尿有机酸分

析和血同型半胱氨酸测定。本病早期诊断治疗后可使 PH 获得明显改善,甚至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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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98 

小儿胸闷的相关心血管疾病病因分析 
 

王本臻,泮思林,邴振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小儿胸闷､ 叹气的相关心血管疾病病因,避免临床误诊､ 漏诊。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1 月于我院心脏中心就诊的 150例以反复胸闷､ 叹气为主诉并除外

哮喘､ 胸廓畸形及就诊时合并感染的患儿,总结心肌酶､ 心电图､ 动态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 胸片

及磁共振心血管造影等数据,并分析其发病原因。 
结果 150 例患儿中男 53 例,女 97 例,血清心肌酶升高者 9 例,心律失常 52 例(包括单纯房性期前收缩

2例､ I 度房室传导阻滞 2例､ 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6例､ 单纯窦性心律不齐 28例､ 窦性心律

不齐合并房性期前收缩 2例､ 窦性心动过速 6例､ 窦性心动过缓 5 例),房间隔缺损 3 例(缺损大小分

别为 2mm､ 3.5mm､ 10mm),动脉导管未闭 1 例(直径 2mm),卵圆孔未闭 15 例,致心律失常右室心

肌病 1 例。心肌酶升高者接受营养心肌治疗,心肌酶均降至正常,胸闷明显减轻;致心律失常右室心肌

病者接受营养心肌､ 强心､ 利尿等药物治疗,胸闷减轻;1 例先天性房间隔缺损患儿(大小 10mm)行心

导管介入治疗,胸闷缓解。 
结论 心律失常､ 先天性心脏病及心肌损伤等心源性病因是小儿胸闷､ 叹气的主要病因,应引起临床

医师的足够重视。胸闷患儿应尽量完善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检查,必要时行 Holter 检查,减少漏诊､

误诊。 
 
 
PO-2199 

儿童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的长期预后与基因型表型相关性研究 
 

王策
1,于宪一

1,市田蕗子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日本富山大学医学部儿科 

 
 

目的 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LVNC)是一种罕见的左室壁异常疾病,胎儿时期以及新生儿时期均可发病,
常见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2006 年美国遗传学学会把 LVNC 归类为遗传性心肌病。本研究分析

了 LVNC 患儿的临床特点以及 20 年随访长期预后,并通过下一代基因测序(NGS)的方法,对 LVNC
患儿进行基因型和表型相关性的研究。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205 例儿童 LVNC 患儿,并把患儿分为两组,婴儿组(Infantile 组,年龄<1 岁,包括胎

儿)和少儿组(Juvenile 组:1 岁≦年龄≦14 岁),对患儿进行长期随访,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特点,心脏解

剖形态学改变和长期预后差别。同时对其中 102 名 LVNC 患儿进行 73 种心肌相关基因的下一代基

因测序检测,确认致病变异的患儿进行 Sanger 测序进一步确认。进一步总结儿童 LVNC 的致病基因,
后比较携带致病变异的患儿与未携带致病变异的患儿的临床特点,以及携带不同致病基因的患儿

不同的临床特点以及预后。 
结果  60%的婴儿组(I 组)LVNC 患儿在 初确诊时已有心衰表现,左室射血分数(LVEF)明显下降。

53%的少儿组(J 组)患儿在确诊时无明显临床症状。J 组的左室后壁以及心尖部 N/C 比值,要高于 I
组(P<0.02)。研究发现 N/C 比值与患儿 LVEF 无明显相关性,而左室后壁非致密化层(LVPWC) Z-
score 同 LVEF 正相关。生存分析显示,I 组在前期随访中,生存率显著下降,要明显低于 J 组。但随访

12 年以后,两组生存率相似。LVPWC Z-score 减小是 I 组患儿死亡,心脏移植等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

因素,而 LVEF 明显降低是 J 组患儿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发现 LVNC 患儿,确诊时已合并

心衰表现和 LVPWC Z-score 明显减小是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对 102 名 LVNC 患儿 NGS
测序中,发现了 45 个致病性突变,其中 27 个突变为新发突变。肌节蛋白(Sarcomere)基因突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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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离子通道病相关基因占 13%。研究中发现 MYH7 和 TAZ 是引起 LVNC 常见的两个基因,并表

现为不同临床表型。携带致病基因突变的患儿发病年龄较早并伴有严重的左心功能不全。生存分析

提示,携带致病性变异的患儿预后较差,而携带两种变异患儿预后更差,均在 1 岁内死亡。在这 102 名

患儿中,12 例患儿死亡,3 例进行心脏移植,1 例植入 ICD。研究发现,携带致病性变异是不良预后的独

立危险因子。 
结论 本研究通过超过 20 年随访发现,无论 I 组还是 J 组 LVNC 患儿在随访 10 年后预后均较差,因此,
建议对 LVNC 患儿进行长时间的随访直至患者成年。确诊时已有心衰表现,非致密化层发育不良以

及携带致病性变异是 LVNC 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携带致病变异的患儿更应长期随访。 
 
 
PO-2200 

双导丝法在先心病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邴振,泮思林,罗刚,王本臻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双导丝法在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间在我院心脏中心治疗的 26 例先心病患儿,对其中 21
例重度肺动脉狭窄患儿进行经皮球囊扩张,5 例右心室中重度发育不良的肺动脉闭锁伴室间隔完整患

儿进行动脉导管支架植入,26 例患儿均应用双导丝法建立输送轨道,评估轨道建立耗费时间､ 建立即

刻闭塞和狭窄加重的情况及探讨轨道建立的影响因素,关键因素包括导丝的选择,导丝直径必需极小,
但同时得具有较好的操控性､ 柔顺性､ 推送力及支持力,该研究选用雅培 BMW 0.014inch-190cm 冠

脉导丝。此外,第二根相同冠脉导丝跨过三尖瓣进入流出道的方法需把握,避免损伤三尖瓣导致大量

瓣膜返流。  
结果 26 例患儿应用双导丝法成功建立轨道,建立轨道应用时间 25.38min(11.43min~53.58min),轨道

建立期间无明显血流动力学影响,未出现动脉夹层和穿孔。 
结论 双导丝法可以安全､ 有效建立输送轨道,减少严重先心病患儿手术创伤,更好改善预后。 
 
 
PO-2201 

miR-21 对胎盘 P-糖蛋白的调控研究 —经胎盘转运地 
高辛个体化治疗胎儿心力衰竭的新靶点 

 
王川,周开宇,张怡,马凡,唐昌清,段泓宇,邱大健,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结果表明经胎盘转运地高辛治疗胎儿心力衰竭疗效差异较大可能与地高辛胎盘

转运率个体化差异较大有关,而胎盘 P-糖蛋白(P-glycoprotein, P-gp)是调控地高辛胎盘转运率的重

要分子开关,深入探究胎盘 P-gp 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机制为实现经胎盘转运地高辛个体化治疗胎儿

心力衰竭提供新靶点及新思路。本研究团队前期已证实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可上调胎盘 P-gp 的

表达进而降低地高辛的胎盘转运率,然而其可能调控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究可能

参与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上调胎盘 P-gp 过程中的 microRNA。 
方法 通过 microRNA 芯片筛选小鼠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模型组(n=3)与溶剂组(n=3)中差异表达的

microRNA(Fold change>1.5 倍,P<0.05),并通过荧光定量 PCR 进行验证(溶剂组 n=8 与对照组 n=8);
随后在细胞水平(Bewo)通过 microRNA mimic 及 inhibitor 上调及下调 miR-21 的表达水平,通过 WB
及 qRT-PCR 检测 P-gp 的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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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通过 miRNA 芯片检测了 1881 个 miRNA 后,小鼠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模型组相对于溶剂

组有 12 个 miRNA 表达下调(mmu-miR-21a-5p,mmu-let-7a-5p,mmu-let-7i-5p,mmu-miR-
6368,mmu-let-7e-5p,mmu-miR-141-3p,mmu-miR-151-5p,mmu-miR-34a-5p,mmu-miR-542-
5p,mmu-miR-193a-3p,mmu-miR-196b-5p,mmu-miR-361-5p),1 个 miRNA 表达上调(mmu-miR-
2861),经 qRT-PCR 验证后发现 mmu-miR-34a-5p 与 mmu-miR-193a-3p 扩增 Ct 值>40,相较于溶

剂组, 其余 11 个 miRNA 中仅 mmu-miR-21a-5p 在模型组中显著下调且与 P-gp mRNA 表达呈负相

关,其他 miRNA 无显著差异;随后通过 microRNA mimic 及 inhibitor 上调及下调 miR-21 水平

后,Bewo 细胞中 P-gp 蛋白及 mRNA 均分别下调及上调。 
结论 miR-21 可能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上调胎盘 P-gp 的过程中有着重要调控作用,但 miR-21
对胎盘 P-gp 是直接调控还是间接调控以及其调控机制仍有待进一步阐明。 
 
 
PO-2202 

Assessment of Myocardial Strain in Children with 
Atherosclerosis-promoting Risk Factors by 3D speckle-

tracking Echocardiography 
 

Xu Yang,Sun Jinghui 
First Affiliated Bethune Hospital,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 Dyslipidemia, hypertension, obesity and fasting hyperglycemia are considered strong 
atherosclerosis-promoting risk factors. They are associated closely with subclinic myocardial 
disorders and myocardial dysfunction. However it is not known w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risk factors and the damage degree of myocardial mechanics respectively in detail. 
Methods 340 children (age 7.1-12.2 years, mean age 9.5±1.9 years; 189 male,151 female; 73 
dyslipidemia, 65 hypertension, 87 obese and overweight, 13 hyperglycemia) were enrolled. 
Fifteen age-gender-matched normal children were included as controls. The levels of serum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 (TG),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blood pressure (systolic pressure 
and diastolic pressure, SBP and DBP) and body mass index ( BMI ) were investigated. The 
parameters of left ventricular (LV) myocardial strain were acquired, including the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GLS), 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 (GCS) and global radial strain (GRS), by 
real-time 3D-STE.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ffline. 
Results LV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and 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 were lower in dyslipidemia, 
hypertension and BMI increased group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 <0.05, respectively). 
GLS and GCS of dyslipidemia, hypertension, and BMI increased group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lipid levels of TG, TC, LDL-C and blood pressure readings 
levels of SBP and DBP as well as BMI or weight levels (p <0.05, respectively).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exhibited GLS and GC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4 risk factors: 
BMI, TC, TG and systolic pressure. The damage degree of myocardial strains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along with the number of risk factors increasing in one subject (p <0.0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 that children 
atherosclerosis-promoting risk factors a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yocardial strains and the damage degree of LV myocardial strains is related with the number 
and the kind of simultaneous risk factors in on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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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03 

广州市单中心 2010 至 2014 年儿童川崎病流行病学特点分析 
 

李伟,张丽,黄萍,汪周平,黄锡静,胡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广州市儿童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患儿的发病情况､ 分布､ 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对 2010 至 2014 年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的 KD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流

行病学分析。 
结果 2010 至 2014 年在我院诊断为 KD 患儿 1433 例,男女之比为 1.92:1,发病季节以夏､ 秋为发病

高峰,发病月份为 4 至 9 月;地域分布,患儿来自广州市为 55.4%,广东省其他地级市为 36.7%,外省来

源为 7.9%;发病年龄 小 1 月, 大 15 岁,其中 1 岁以下者占 27.6%,1 至 3 岁以下占 46.5%,3 至 5
岁以下占 14.6%,大于 5 岁占 11.3%;急性期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冠状动脉瘤病例共 131 例,约占

9.1%(131/1433),冠状动脉扩张 109 例,约占 7.6%(109/1433),复发病例 37 例,复发率为 2.5%。 
结论 KD 在广州市是儿童常见心血管疾病之一,发病人数逐年增加,应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做
到早期诊断和治疗,减少后遗症至关重要。  
 
 
PO-2204 

A Serum MicroRNA-186 Induced Endothelial Cell Apoptosis 
By Targeting Smad6 In Kawasaki Disease 

 
Shen Danping,Chu Maop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35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 (KD) is an acute, self-limited vasculitis that primarily affecting 
medium-sized arteries, particularly the coronary arteries. Recent studies indicated microRNAs 
involved in many diseases, including KD. However, the detailed mechanism was still unclea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miRNA in KD and find out the new target for KD 
treatment.  
Methods   In this study, qPCR was used to verify miR-186 up-regulated in KD serum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nd fever controls. Cell apoptosis were measured 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transfected with miR-186 mimic or mimic negative control.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a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re used to confirm the targets of miR-186. The effects of the targets 
of miR-186 on endothelial apoptosis were determined using TGF-β1 stimulation.  
Results we found miR-186 was up-regulated in KD serum and KD serum could increase miR-186 
in endothelial cells. Up-regulation of miR-186 was able to induce HUVECs apoptosi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miR-186 could promote MAPK activation by targeting and inhibiting 
smad6.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KD serum associated miR-186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endothelial 
apoptosis through activating of MAPK pathway via targeting the smad6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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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05 

体位性心动过速患儿与血管迷走神经性 
晕厥患儿无症状生存率分析 

 
龙帅,田宏,陶灵,韩璐,沈晓迪,高文会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比较体位性心动过速(POTS)患儿与血管迷走神经性晕厥(VVS)患儿的无症状生存率 
方法 集 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患儿,以不明原因晕厥为主诉,排除

心､ 脑等器质性疾病,直立倾斜试验确诊为阳性的晕厥患儿 93 例,其中体位性心动过速患儿 56 例,男
21 例,年龄平均(11.05 ± 2.24)岁;女 35 例,年龄平均(10.71 ± 2.20)岁;诊断为血管迷走神经性晕厥患

儿 37 例,其中男 15 例,年龄平均(8.93± 2.84)岁;女 22 例,年龄平均(9.82 ± 2.51)岁。经过短期(1-3 月)
药物治疗及长期直立耐受训练,观察随访两组患儿 1月､ 3月､ 6月､ 12月､ 18 月无症状生存情况,
并对两组患儿的无症状生存率进行比较 
结果 (1)POTS 组中:随访 1 月比较男女两组之间无症状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P=0.252),随访 3 月比

较男女两组之间无症状生存率有统计学差异(P=0.044),随访 6月､ 12月､ 18 月比较男女两组之间

无症状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P=0.123､ P=0.537､ P=0.520)。(2)VVS 组:随访 1月､ 3月､ 6月､
12月､ 18 月比较男女两组之间无症状生存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226､ P=0.226､ P=0-311､
P=0.488､ P=0.786)。(3)POTS 组与 VVS 组比较:随访 1月､ 3月､ 6月､ 12月､ 18 月比较男女两

组之间无症状生存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234､ P=0.253､ P=0.433､ P=0.430､
P=0.395)。  POTS 组随访 3 月发现男生无症状生存时间平均为 84.8±11.2.女生无症状生存时间平

均为 89.1±5.07,POTS 组与 VVS 组整体比较两组之间无症状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与血管迷走性晕厥长期随访疗效满意 
 
 
PO-2206 

儿茶酚胺敏感性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 10 例的临床分析 
 

甄珍,袁越,高路,邵魏,崔烺,李奇蕊 
国家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观察儿茶酚胺敏感性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CPVT)患者的临床特征､ 治疗方法及预后,总结

临床经验,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选取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内科收治的 10 例 CPVT
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0 例患儿平均发病年龄为 9.27±0.82 岁( 大发病年龄为 13 岁 7 月, 小发病年龄为 5 岁 2
月),7/10 例为男性,3/10 例为女性。首发症状为运动､ 情绪激动后晕厥。其中有 3/10 例在院外误诊

为癫痫。10 例患儿心肌酶检测均为阴性。10 例患儿静息状态下心电图无明显异常,无 J点抬高､ ST
段偏移及 QT 间期异常。10 例患儿心脏彩超均未见明显异常。运动试验时,心电图记录到双向性室

性心动过速特征(2/10 例)或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特征(8/10 例)。其中 4 例送检基因二代测序检测,检
出 CASQ2 突变 1/4例､ RYR2 突变 2/4例､ PSEN1 突变 1/4 例。10 例患儿均予口服 β 受体阻滞

剂治疗,出院 2 周内患者的症状均有改善,无晕厥发作。随访患儿 3 月至 10 年,5/10 例无晕厥发

作,2/10 例失访,1/10 例反复发作晕厥后猝死,1/10 例因自行停服 β 受体阻滞剂猝死,1/10 例因反复晕

厥植入埋藏式心脏转复除颤器(ICD)后无晕厥发作。 
结论 CPVT 是好发于青少年人群的遗传性疾病。临床表现为运动､ 情绪激动后出现心动过速。可有

晕厥甚至猝死发生。患者发病时心电图表现为双向性或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特征,平板运动在 CPVT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638 
 

诊断中有重要价值。β 受体阻滞剂对该病的治疗有效。建议患者一经确诊应长期服用 β 受体阻滞

剂。必要时植入 ICD 以提高生存率。 
 
 
PO-2207 

2012~2016 全国儿童医院/妇幼医院心脏手术数据分析 
 

朱德明,于新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追踪我国儿童医院 5 年中(2012~2016)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病例数,体外循环病例数等相关

临床数据的动态变化,分析儿童医院在全国先心病治疗中角色担当。 
方法 通过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 14 年来统计情报网的已有基础,利用电子邮件形式向

已经开展心脏手术的单位发出调查表格。 
结果 5 年间,这些医院的心脏手术数量逐步增加(总增长率 18.25%。同期后三年全国先心病手术总

数却在逐年减少),体外循环手术数前四年也是逐步上升(总增长率 14.51%),但 2016 年出现下降(-
2.68%。同期后三年全国体外循环手术数连续减少),表明先心手术病例数减少的趋势在儿童医院体

现延迟,但是使用体外循环做先心的比例从 2014 年即开始下降,2016 年首次跌落至 80%以内。  
按照区域看,华东地区手术量 多(无论是手术总数,抑或体外循环数),华中､ 华北随后。 
按照手术数划分,38(或 39)家医院中大于 3000 例的单位有 1 家,1000~3000 例的 2~3 家,500~1000
例的 9~11 家,100~500 例的 6~15 家,少于 100 例的 9~16 家(上述不定数是因为年份不同而同一区

间数字不同)。如按照体外循环数计算,2016 年已经没有一家儿童医院超过 3000 例了。 
辅助循环(ECMO+VAD)增长和普及比较明显,2012 年 12 例,2016 年超过 70 例(这还仅仅是心外系

统的),表明体外生命支持技术越来越被大家接受。未来增长可期。 
体外循环所用氧合器质优品牌牢牢占据市场(90.21%),国产品牌,包括膜肺和鼓泡肺,仅仅占到 9.79%,
这还是 4 家厂家合计数(未超过 1500 例),性能和品质的差异导致国产氧合器始终无法匹敌进口品

牌。 
2016 年体外循环病例中体重 3~5kg 的患儿占到 23.61%,<3kg 的患儿占 3.40%,新生儿占 9.04%, 小
体重病儿已经接近 1/3,提现我国儿童医院先心病诊治年龄前移。 
2016 年介入治疗数(内外科)合计达到 6676 例,外科自己操作数超过 1/3,显示当今跨界治疗成为一大

特点。 
体外循环质控依旧不达标。在学会质控建议的项目中,许多医院并没有参照,隐性风险令人担忧(对病

人,对医院)。 
2016 年排名前十的医院分别是: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南京大学附属南京市儿童医

院,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江西省儿

童医院,郑州市儿童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和全国总体医院前十名先心

手术单位比对,只有一家儿童医院入列。 
结论 我国儿童医院开展先心病手术的单位尚不均 ,尤其是西部地区力量薄弱,先心病治疗主要依靠

综合性医院。先心病手术趋向小年龄,小体重,先心病人数逐年减少,放开二胎会增加病例数的可能性

尚未呈现。介入治疗未来仍有空间。加强质控是心外科和体外循环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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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08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前瞻性队列研究 
 

吴美,王川,周开宇,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川崎病临床表现多样,但表现为休克的较少见。川崎病休克综合征(Kawasaki disease shock 
syndrome, KDSS)是指川崎病患者出现持续性血压下降,收缩压低于相应年龄段正常平均血压值

20%,或具有末梢循环灌注障碍的表现。目前国内关于 KDSS 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

过前瞻性队列研究探讨 KDSS 患儿的临床特点,从而为其早期诊治及预后判断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地纳入于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心血管科确

诊为川崎病患儿共 348 例,按照有无休克分为 KDSS 组(n=11)及对照组(n=337), 并比较两组患儿基

线资料､ 实验室相关指标､ 丙球抵抗发生率及冠脉损害发生率之间的差异。 
结果 KDSS 患儿休克均发生于发热 5 天内,主要为表现为低血压､ 循环障碍,且发生休克时川崎病相

关症状常不典型,常被误诊为脓毒性休克。与对照组相比,KDSS 组患儿主要为小于 6 月龄或者大于

5 岁,且更易出现多系统受累,如消化系统及神经系统,两组患儿性别无显著差异。KDSS 组患儿中性

粒细胞比例､ 血小板宽度､ 血小板体积､ 大血小板比率､ 超敏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 肌酐､ 心肌损

伤指标均较对照组均显著升高,红细胞压积､ 血小板､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载脂蛋白 A
显著降低;此外,KDSS患儿更容易发生高胆红素血症､ 低蛋白血症､ 低钾血症､ 低钠血症及低钙血

症。KDSS 患儿对扩容效果可,仅少部分需要使用血管活性药物,且药物剂量及维持时间均较

短;KDSS 组患儿心脏受累(包括心包积液､ 心脏长大､ 瓣膜返流､ 收缩功能下降及冠脉损害)发生率

及丙球抵抗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KDSS 患儿发病年龄及早期症状均不典型,易被误诊,但对抗休克治疗效果可;更易出现全身系统

受累且有着更强的炎症反应,丙球抵抗及心脏受累的发生率很高;应提高对 KDSS 的认识,早期诊断及

治疗,改善预后。 
 
 
PO-2209 

压力-容积曲线在小鼠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 
模型心功能评价中的应用 

 
江静波

1,Huamei He2,Rorbert G Gourdie3,张智伟
4 

1.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2.Division of Genetic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 02115 
3.Virginia Tech Carilon Research Institute, Roanoke, Virginia, 24016, USA 

4.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心儿科 
 
 

目的 在小鼠离体心脏灌注模型建立压力-容积曲线,计算并探讨左心室弹性和顺应性或刚度在评价离

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心功能改变中的可靠性和敏感性。 
方法 对 15 只 12~14 周雄性 C57/6BL 小鼠进行离体心脏恒压 Langendorff 灌注,通过测量不同球囊

容积下的左心室收缩及舒张压,绘制压力-容积曲线,获得对应的收缩期末压力-容积关系(ESPVR)和
舒张期末压力容积关系(EDPVR)。分别根据 ESPVR 和 EDPVR 计算左心室收缩末期弹性(Ees)和顺

应性(Ced)。持续监测平衡灌注 30 min,全心缺血 20 min,再灌注 40 min 的心功能,并与左心室收缩末

压(LVSP)､ 左心室形成压(LVDP)､ 左心室舒张末压(EDP)､ 收缩压 大上升速率(dp/dtmax)､ 舒张

压 大下降速率(dp/dtmin) 等心功能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在小鼠离体心脏灌注模型成功建立压力-容积曲线并成功建立全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平

衡灌注期心率(395±40)次/min, LVDP(126±25)mmHg, dp/dtmax(5590±625)mmHg/s, dp/dt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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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625)mmHg/s。左心室弹性 5.7±0.3,顺应性为 0.7±0.2,刚度为 1.4±0.1。缺血再灌注损伤后,除
心率无明显变化外,LVSP､ LVDP､ dp/dtmax和 dp/dtmin分别降低为缺血再灌注前的

(57±19)%,(23±6)%,(23±7)%和(21±5)%(均 P<0.01),EDP 则增加为缺血再灌注前的(5.4±2.0)倍。相

比较,左心室弹性和顺应性分别降低为缺血再灌注前的(42±2)%和(33±2)%,刚度则升高至缺血再灌注

前的(3.1±0.2)倍。Ees､ Sed 和 Ced的变异系数较均较传统参数 LVSP､ LVDP､ EDP､ dp/dtmax､

dp/dtmin小,可信度则均较传统参数高。 
结论 在小鼠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中,压力-容积曲线具有满意的可操作性和重复性,可用于计

算左心室弹性､ 顺应性或刚度。这些指标较传统的 LVSP, LVDP, EDP, dp/dtmax, dp/dtmin 更为可靠

和敏感。 
 
 
PO-2210 

脐带血快速诊断新生儿 ABO 溶血 
对减少严重高胆红素血症的价值 

 
夏斌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出生时脐带血(血型､ 游离抗体､ 直接抗人球蛋白和抗体释放试验)诊断新生儿 ABO 溶血

对临床减少发生严重高胆红素血症和胆红素脑病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确诊为 ABO 溶

血病的晚期早生儿和足月新生儿。经出生时脐带血确诊(直接抗人球蛋白和抗体释放试验)的患儿为

研究组,入院后经静脉血确诊(直接抗人球蛋白和抗体释放试验)的患儿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儿的临

床表现,治疗及近期预后。 
结果 研究组 188 例,对照组 467 例。研究组入院年龄小于对照组(34.31±21.76h vs 
58.79±34.31h,P<0.001),入院时血清胆红素水平低于对照组(185.51±49.21μmol/L vs 
243.31±85.11μmol/L,P<0.001),发现黄疸(肉眼发现皮肤黄疸)的时间早于对照组(22.01±12.79h vs 
32.29±18.99h,P<0.001);研究组换血治疗【0 例(0%) vs 42 例(8.99%),P<0.001】和白蛋白使用率

【18 例(9.57%) vs 105 例(22.48%)P<0.001】均远低于对照组,尽管两组患儿急性胆红素脑病发生

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0 例(0%) vs 7 例(1.49%),P=0.09】,但所有急性胆红素脑病病例均见于对

照组。两组患儿的平均住院时间,光疗时间及再入院率均没有差异。 
结论 出生时脐带血筛查 ABO 溶血,能提高医生和家属的警惕,有助于早期发现需要住院光疗的新生

儿 ABO 溶血病,避免患儿发生需要换血治疗的严重高胆红素血症和胆红素脑病。 
 
 
PO-2211 

mTOR 信号通路促进缺氧缺血后神经元突触蛋白合成及机制 
 

熊涛
1,2,屈艺

1,2,母得志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2.妇儿疾病与出生缺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在体内缺氧缺血(hypoxia-ischemia,HI)条件下, mTOR 信号通路及其下游对神经元突触蛋

白合成的影响,对新生大鼠脑组织损伤的关系。 
方法 以 7 日龄新生 SD 大鼠为研究对象,行右侧颈总动脉结扎手术,8%氧氮混合气缺氧 2.5 小时制作

缺氧缺血模型。Western blot 法检测 HI 后皮层和海马区 mTOR､ S6 总蛋白和磷酸化蛋白,神经元

突触蛋白(包括突触前蛋白 synapsin 1,突触后蛋白 PSD-95 和 GluR1)表达变化;使用 mTOR 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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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剂雷帕霉素后,Western blot 法,免疫荧光检测 mTOR､ S6､ 神经元突触蛋白在 HI 后 24h 改

变;HE 染色检测雷帕霉素对 HI 后脑组织损伤影响,银染法检测轴突密度改变。 
结果 HI 后新生大鼠脑组织中 mTOR､ S6 总蛋白表达无明显变化;p- mTOR 和 p- S6 蛋白表达在 HI
后呈现逐步上升,突触前蛋白 synapsin 1,突触后蛋白 PSD-95 和 GluR1 蛋白表达在 HI 后下降。雷

帕霉素干预未改变 mTOR 和 S6 总蛋白表达量,但 p- mTOR 和 p- S6 蛋白的表达量均降低,突触前蛋

白 synapsin 1,突触后蛋白 PSD-95 和 GluR1 蛋白表达在 HI 后进一步下降。雷帕霉素降低 HI 后轴

突密度,加重组织损伤。 
结论 mTOR 信号通路促进缺氧缺血后神经元突触蛋白合成,增加轴突密度,减轻新生大鼠 HI 后脑组

织损伤。 
 
 
PO-2212 

感染作为早产儿脑室内出血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熊涛
1,2,孟俊杰 1,2,屈艺 1,2,母得志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 

2.妇儿疾病与出生缺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一些研究表明,感染增加早产儿脑室内出血(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 IVH)的风险; 然而其

他研究报道了与此矛盾的结果。本文系统评价感染对早产儿 IVH 发病率的影响,以确定感染是否增

加早产儿中 IVH 的发病率。 
方法 2017 年 1 月 11 日,检索 PubMed,Embase,EBSCO 和 EBM 数据库中发表的有关感染和早产儿

IVH 发病率的文章。 通过使用中文术语检索中文数据库 CBM,CNKI 和 WEIPU 以获得国内相应研

究。所有关于围产期感染和 IVH 发病率的研究均纳入。本研究的纳入标准是:(1)早产儿(<37 周)的
研究,(2)比较有和没有围产期感染的早产儿的研究,(3)其结果包括 IVH , (4)研究结果发表在同行评议

期刊上。由 2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 Rev 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这项 meta 分析纳入 14 项研究,包括 16758 名早产儿的数据。 结果显示,各种类型感染的早产

儿发生 IVH 的风险均增加(OR 2.39,95%Cl 1.76,3.25)。 绒毛膜羊膜炎,败血症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NEC)均增加 IVH 的发生率,其 ORs 分别为[2.02(1.28,3.71),2.76(1.60,4.72),2.79(1.46,5.33)]。 具
有各种类型感染的早产儿发生重度 IVH 的风险也增加(OR2.50, 95%Cl 1.87,3.35)。 绒毛膜羊膜炎,
败血症和 NEC 均显著增加重度 IVH 发病率,其 OR 值分别为

[2.17(1.41,3.34),2.97(1.85,4.78),2.89(1.14,7.29)]。 然而,感染并未增加早产儿发生轻度 IVH 的风

险。 
结论 与非感染对照相比,围产期感染增加早产儿发生 IVH,特别是重度 IVH 的风险。 
 
 
PO-2213 

不同母乳处理方法及泌乳时间对母乳宏量营养素的影响 
 

吴薇敏,陈小慧,张俊,刘凤,余章斌,楚雪,韩树萍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探讨巴氏消毒､ 冷冻温度及时间､ 泵奶时长及泵奶管道类型对母乳宏量营养素的影响,及一天

中不同时间段分泌的母乳的宏量营养素和能量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收集 2016 年 4 月至 12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的 188 名患儿母亲

的 202 份母乳样本,检测巴氏消毒､ 冷冻温度及时间､ 泵奶时长及泵奶管道类型对母乳宏量营养素

的影响以及一天中不同时间段分泌母乳的宏量营养素是否存在差异。在进行处理前后各抽取 5ml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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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使用母乳分析仪检测其中的宏量营养素和能量,并用配对 t 检验､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单因素

方差分析及 LSD-t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母乳经过巴氏消毒,脂肪(t=9.405,P=0.000)､ 蛋白质(t=4.785,P=0.000)和能量

(t=9.470,P=0.000)含量下降,碳水化合物(t=-3.442,P=0.000)含量升高,均存在统计学意义。不同的冷

冻温度下,母乳脂肪(F=2.007,P=0.159)､ 碳水化合物(F=1.671,P=0.198)和能量(F=2.523,P=0.115)
含量没有统计学差异,-80 较-20℃冷冻母乳的蛋白质(F=4.990,P=0.027)含量高。-20 ℃储存的母乳,
在冷冻 7､ 15､ 30､ 60 和 90 d 时脂肪､ 蛋白质含量和能量较新鲜母乳均下降,而碳水化合物含量在

冷冻 15､ 30 和 60 d 时较新鲜母乳升高(LSD 检验,P 值均<0.05);-80 ℃储存的母乳,脂肪､ 蛋白质含

量和能量在冷冻 60 和 90 d 时较新鲜母乳下降(LSD 检验,P 值均<0.05)。不同泵奶管道下,母乳脂肪

(F=0.878,P=0.454)､ 蛋白质(F=0.204,P=0.893)､ 碳水化合物(F=0.092,P=0.964)和能量

(F=0.829,P=0.480)含量没有统计学差异。而不管是通过 6､ 8､ 10 号胃管还是输液连接管,泵奶 1､
2 和 3 h 时的母乳脂肪含量较新鲜母乳均降低(LSD 检验,P 值均<0.05),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

较新鲜母乳无统计学差异(LSD 检验,P 值均>0.05)。通过 6 号胃管的母乳在泵奶 2 和 3 h 时,以及通

过 8､ 10 号胃管及输液连接管的母乳在泵奶 1､ 2 和 3 h 时的能量较新鲜母乳均降低(LSD 检验,P
值均<0.05)。一天中不同时间段分泌乳汁的蛋白质(F=0.639,P=0.723)和碳水化合物

(F=0.344,P=0.933)无统计学差异,而脂肪含量和能量在 12:01~15:00 这一时间段分泌的高于

00:01~06:00 和 21:01~24:00(LSD 检验,P 值均<0.05);且母乳脂肪含量和能量在 09:01~12:00 这一

时间段分泌的高于 00:01~03:00(LSD 检验,P 值均<0.05)。 
结论 母乳经过巴氏消毒､ 冷冻及泵奶处理,宏量营养素及能量明显损失。为满足婴儿生长发育需求,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亲喂,减少母乳处理操作。 
 
 
PO-2214 

中性粒细胞在新生儿败血症中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韩俊彦,曹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败血症新生儿外周血中中性粒细胞亚群的变化情况,为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诊疗提供依

据。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败血症患儿为病例组,
无感染患儿为对照组,并根据败血症的严重程度分为不同的亚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败血症新生

儿起病时与好转时外周血中 CD16-/CD62L-PMN(早期中性粒细胞)､ CD16-/CD62L+PMN(未成熟中

性粒细胞)､ CD16+/CD62L+PMN(成熟中性粒细胞)､ CD16+/CD62L-PMN(活化中性粒细胞)4 种亚

群的变化情况。 
结果 研究共纳入病例组 42 例,其中早产儿 26 例,足月儿 16 例。对照组患儿 33 例,其中早产儿 20 例,
足月儿 13 例。其中重症败血症 11 例,普通败血症 31 例。病例组及对照组在胎龄､ 日龄､ 出生体重

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新生儿外周血中成熟中性粒细胞水平较低,且早产儿水平更低(早
产儿成熟中性粒细胞:44.8±31.5%,足月儿成熟中性粒细胞:53.6±29.3%)(2)新生儿发生败血症时,外
周血中中性粒细胞总体水平明显升高。其中早产儿发生败血症时早期及未成熟中性粒细胞升高明显

(对照组早期 PMN:2.6±2.3%,病例组早期 PMN:5.9±5.4%,P=0.01;对照组未成熟 PMN:0.5±0.4%,病
例组未成熟:21.7±25.4%,P=0.001);足月儿发生败血症时外周血中未成熟中性粒细胞水平明显升高

(对照组未成熟:30±39×109/ul,病例组未成熟:792±2203×109/ul,P=0.02)。(3)当败血症好转时,新生儿

外周血中的中性粒细胞分布与败血症起病时相比,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4)重症败血症起病时,
外周血中早期及未成熟中性粒细胞比例较普通败血症患儿明显升高,将这两者比例与败血症的严重

程度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重症败血症患儿外周血中的早期中性粒细胞比例更高

(OR=1.2,95%CI=(1.0-1.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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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新生儿外周血中成熟中性粒细胞比例较低,且可能随胎龄的增加而逐渐升高。(2)败血症发生

时,新生儿外周血中的中性粒细胞水平均明显升高,其中早产儿以早期､ 未成熟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
而足月儿以未成熟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3)新生儿发生败血症后,其外周血中中性粒细胞分布的异常

状态存在时间较长,恢复缓慢。(4)败血症发生时早期中性粒细胞的水平可能作为重症败血症早期的

预测标志。 
 
 
PO-2215 

72 例早产儿体格生长及神经系统发育随访 
 

石丰浪,钟丹妮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随访 72 例早产儿出院后体格生长及神经系统发育的情况,分析生长发育迟缓及神经系统发

育异常的危险因素,为临床早期识别､ 合理干预治疗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 分析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病房住院的早产儿资料,
比较出院后其体格生长及神经发育情况。 
结果  
  1.根据体重､ 身长､ 头围评价,出生时宫内生长发育迟缓的发生率为 22%,17%,18%,出院时宫外发

育迟缓的发生率增高为 47%,29%,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72 例早产儿中随访在纠正 1 月后,体重､ 身长､ 头围 z 值平均数均>-1。纠正胎龄 40 周时, 低体

重､ 生长迟缓､ 小头畸形､ 消瘦､ 超重和肥胖的生长偏离率分别为 22%､ 10%､ 14%､ 7%和

4%。纠正 12月时低体重､ 生长迟 
     缓､ 消瘦发生率分别为 11%､ 22%､ 11%。 
  3.  出生体重<1500g 组及≥1500g 组在纠正 40 周至 8月的身长､ 体重､ 头围比较,前者的三项指

标落后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出生体重<1500g 组在纠正 1-6 月发育商及纠正 7 月的精

细动作能上落后 于出生体重≥1500g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小于胎龄儿(SGA)与适于胎龄儿(AGA)组在纠正 1､ 2 月体格评估及纠正 3､ 6月体重､ 头围上比

较,SGA 组低于 AG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纠正 4 月语言能上 SGA 组较 AGA 组 DQ 值

低,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 
  5.出院时 EUGR 组及非 EUGR 组在纠正 1-6 月的体格评估,在纠正 3月的粗大动作能､ 纠正 4 月

的粗大及精细动作能上,EUGR 组较非 EUGR 组落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本研究早产儿纠正胎龄 1 岁内追赶生长时,体格生长仍有一部分处于生长落后,需积极的喂养

方案以达追赶生长目标; 
2. 出生时体重小于 1500g､ 小于胎龄儿的早产儿在体格方面较出生体重大于 1500g 和适于胎龄儿

的早产儿差,出院时处于 EUGR 对早产儿近期体格发育也有不良影响; 
3.本研究早产儿纠正胎龄 6 月内神经系统发育评价异常的比例较高,随着年龄增加,发育商 DQ 渐达

正常。出生体重小于 1500g,胎龄小于 32 周,出院时处于 EUGR 的早产儿较易发生精神运动异常,需
密切随访。 
 
 
PO-2216 

早中期与晚期早产儿出生时铁代谢状态及贫血相关因素的研究 
 

丁晶,刘捷,曾超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分析和比较早中期与晚期早产儿出生时的铁代谢状态及其贫血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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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本院 2013 年 1 月至 12 月收治的 82 名符合入组标准的早产儿进行研究,分析早中期早产儿

与晚期早产儿出生时铁代谢状态及其贫血的相关因素。在两组早产儿出生第 1 天检测其铁蛋白等铁

代谢相关参数。同时收集两组早产儿至生后 4 周时贫血的发生率,红细胞输血率,医源性失血量,感染

和 Coomb’s 试验阳性发生率等临床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与晚期早产儿相比,早中期早产儿出生时铁蛋白(175.4±78.3 ug/l vs 213.5±71.1 ug/l, P <0.05),
总铁结合能力(25.1±7.0 umol/L vs 29.5±8.7 umol/L, P<0.05)和血清铁(12.2±4.8 vs15.3±5.1, P 
<0.05)水平更低,而 MCV(109±5.8 fl vs 105.8±6.3fl, P<0.05)和 MCH(37.5±2.1pg vs 36.3±1.8 pg, 
P<0.05)却更高。早中期和晚期早产儿贫血的发生率(91% vs 75%, P>0.05)没有差异。但早中期早

产儿红细胞输血率更高(39% vs 5%, P<0.01)。同时早中期早产儿比晚期早产儿医源性失血大于

10ml/kg 者更多(65% vs 3%, P<0.01),自身免疫性溶血发生率更高(13% vs 0, P<0.01) 
结论 与晚期早产儿相比,早中期早产儿铁储存水平较低,自身免疫溶血发生率更高,医源性失血量更多,
红细胞输血率更高。但他们之间贫血发病率并无显著差异 
 
 
PO-2217 

我国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分析 
 

张秀娟,陈琼,黄希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应用共词分析技术,深度剖析近十年我国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研究现状和方向,总结并分

析该领域目前的研究重点和未来趋势。 
方法 以“新生儿”､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相关文献,限定期刊发表时

间为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制定严格的纳入､ 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将符合研究要求的期刊文献

导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3。应用软件对纳入文献关键词进行整理和分析,通过 Ucinet6.0 以

及 Netdraw 绘制共现分析图,根据结点大小及关键词间线性关系展示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篇关系网

络。同时,将纳入文献关键词进一步整理,绘制折线图,动态掌握我国近十年研究热点及规律。 
结果 本次研究共纳入标准文献 378 篇,提取高频关键词 39 个,通过共现分析图及折线图,描述了各高

频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系及整体趋势,成功展现近十年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方向。 
结论 近十年各类呼吸机逐步广泛应用,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开始受到广大研究学者的重视,目前针对该

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于 2013 年左右成果 丰。从研究热点角度分析,以 2013 年

为分界点,此前呈探索式研究,研究方向相对广泛。其后呈现专项研究,2013 年我国制定并公布 VAP
诊治指南为该领域诊疗提供指导,使得相关研究重点逐步深入。通过共现分析网络的可视化呈现方

式较易看出,我国近十年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研究热点关键词总结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1)病原

学研究:病原菌､ 病原学､ 多重耐药菌､ 定植菌､ 耐药性等;(2)诊断治疗:生物标记物､ 抗生素､ 肺表

面活性物质､ 其他药物､ 药敏试验､ 正压通气､ 气管插管､ 机械通气等;(3)高危因素:高危因素､ 呼
吸机参数､ 并发症､ 流行病学､ 医院感染､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呼吸窘迫综合征､ 胎粪吸入综合征

､ 呼吸衰竭等;(4)预防及护理:吸痰､ 密闭式吸痰､ 口腔护理､ 目标性监测､ 集束化护理､ 护理干预

､ 管理､ 流行病学等。我国目前相关领域研究虽已取得较快发展,且部分研究结果较为成熟,但仍旧

缺乏非热点区域研究,如:气道护理､ 新生儿免疫､ 器械管理､ 呼吸机模式､ 营养管理等。本文首次

在该领域应用可视化研究方式,真实明了剖析我国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研究关键点,有效展示各

关键点的研究程度及相关性,成功为日后该领域研究提供方向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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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18 

两种不同撤机模式在呼吸窘迫综合征早产儿中的疗效对比 
 

刘文强,徐艳,韩爱民,孟令建,王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比较 SIMV 与 PSV+VG 两种通气模式在呼吸窘迫综合征早产儿撤机阶段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02 月至 2017 年 03 月我院 NICU 收治的需机械通气的呼吸窘迫综合征早产儿作

为研究对象,40 例符合标准的机械通气患者在撤机阶段被随机分为 SIMV 组和 PSV+VG 组,每组 20
例。比较两组的呼吸机参数,动脉血气,撤机时间,拔管的失败率,比较两组中气胸､ PDA､ BPD､ 败

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与 SIMV 组比较,PSV+VG 组的平均气道压､ 撤机时间､ 拔管失败率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而在动脉血气､ 气胸､ PDA､ BPD､ 败血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SV+VG 模式可以显著缩短撤机时间及拔管失败率,同时并未增加气胸､ PDA､ BPD､ 败血症

的发生率 
 
 
PO-2219 

孕母甲亢对新生儿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叶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通过对一例经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H)筛查阳性患儿的随访,得到启示,探讨母亲孕

期 Graves’病(GD)对新生儿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方法 介绍一例经新生儿甲低筛查阳性(促甲状腺激素水平轻度增高)新生儿召回随访过程,从中领悟

按常规新生儿筛查流程会遗漏新生儿甲亢。通过对文献回顾分析,探讨母亲 GD 与新生儿甲亢关系,
着重阐述产科及新生儿科临床医生迫切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以引起重视:孕母 TRAb 水平与新生儿

高危甲亢关系､ 脐带血测定 TRAb的实用性､  高危新生儿是否需常规测定甲状腺功能､  母亲抗甲

状腺药物对新生儿表型的影响､ 新生儿甲亢是否积极治疗及治疗疗程等。 
结果 1.病例简介:一例经新生儿筛查 TSH 轻度增高 13mIU/L,召回常规复查 TSH 正常,但因发现母亲

孕期患有 Graves’病并抗甲状腺药物治疗至分娩,复查时同时对新生儿静脉血甲状腺功能全套检查,
诊断为新生儿甲亢,及时处理避免了严重危害的发生。2. 通过 2000-2015 年 68 篇相关文献综述,总
结得出若干重要知识以鉴戒: GD 患者包括孕母即使治疗后 TSH 受体抗体(TRAb)持续存在数年,抗
体增高 4 倍以上,新生儿甲亢阳性预测值 40%;脐带血 TRAb 有助于预测新生儿甲亢的可能性,而脐带

血 FT4,TSH 不能预测新生儿甲功状态,对于母亲甲亢的高危新生儿建议在出生 3-5天､ 2周､ 1-3 月

定期追踪监测甲状腺功能,直至新生儿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转阴;甲亢母亲在服用抗甲状腺药量不大

时母乳喂养仍较安全;对新生儿甲亢出现症状或 FT4 显著增高者应立即治疗,一般疗程 1-2 月,以预防

心衰､ 颅缝早闭及智力落后。  
结论 产科应减少或避免对孕母甲状腺病的漏诊,常规检测;新生儿甲低筛查阳性者,需要常规追问母亲

甲状腺疾病史及用药史,必要时对新生儿检测血甲功(FT3､ FT4､ TSH)及抗体(尤其 TR-Ab)以及早

发现新生儿甲亢､ 及早处理,避免漏诊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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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20 

新生儿白血病 6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刘思征,王鸿武,庄静文,林晓波,林丽敏,李伟中,肖丹萍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分析新生儿白血病的临床特点,并通过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提高临床医师对其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新生儿科 2011-2016 年间收治的 6 例新生儿白血病

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6 例患儿中男 2 例,女 4 例。临床表现及合并症较多,但合并感染者较普遍,其他表现包括肝脾大

､ 皮肤浸润､ 多系统畸形及内分泌障碍,外周血幼稚细胞检查可疑诊,骨髓检查能确诊。住院天数平

均 4.8 天,预后均不良。 
结论 新生儿白血病进展快,病死率极高,治疗手段有限,应积极对症处理,尽早行骨髓检查明确诊断,争
取白血病化疗或骨髓移植时机。 
 
 
PO-2221 

先天性皮肤再生不良合并先天胫骨假关节 1 例并文献复习 
 

何泰,庄静文,肖丹萍,刘思征,林晓波,杨旅军,李伟中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先天性皮肤缺损合并先天性胫骨假关节临床上罕见,通过回顾分析我科一例报道,并复习国内外

相关文献,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总结 2016 年 12 月 09 日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1 例先天性皮肤缺损合

并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的临床特点,与检索到的文献与本例病例进行分析。 
结果 先天性皮肤缺损及先天性胫骨假关节临床发病率皆低,两者同时出现更为少见,通过临床表现､

体征及辅助检查,多可诊断。 
结论 新生儿出生时即存在皮肤缺损区,排除分娩外伤史,可诊断新生儿皮肤再生不良,对症处理后多可

愈合,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患儿出生时外观可正常,随后逐步出现胫骨弯曲畸形,易在外力情况下发生骨

折,需早期诊断及正规治疗,改善预后。 
 
 
PO-2222 

双胎妊娠新生儿结局及母孕期并发症的临床分析 
 

张懿敏,张晓蕊,曾超美,刘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分析双胎妊娠母孕期主要并发症情况及新生儿并发症的情况,探讨影响双胎新生儿临床结局的

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1 年 1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 704
例双胎新生儿的母亲孕期及围产期情况及其中 218 例转入新生儿科住院治疗的新生儿近期并发症情

况,分别对不同受孕方式､ 双胎发育是否一致､ 不同胎龄分组比较母孕期并发症及新生儿期近期并

发症情况,了解母孕期主要并发症对新生儿期并发症的影响,应用 Logistic 回归确认影响新生儿临床

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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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组和促排卵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 剖宫产率､ 新生儿出生体重明

显高于自然受孕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自然受孕组新生儿转入新生儿科率､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 新生儿肺炎､ 新生儿新生儿呼吸暂停､ 喂养不耐受､ 动脉导管未闭､ 颅内出血发生率均高于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组及促排卵组,促排卵组双胎发育不一致､ 小于胎龄儿､ 低蛋白血症､ 低血糖症､

应激性溃疡､ 新生儿贫血发生率高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组及自然受孕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2.双
胎不发育一致组母亲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新生儿胎龄､ 出生体重､ 小于胎龄儿､ 新生儿窒息､ 动

脉导管未闭､ 颅内出血､ 新生儿低蛋白血症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双胎发育一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3.妊娠合并结缔组织病新生儿窒息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是新生儿颅内出血

的独立危险因素,妊娠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是新生儿低蛋白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胎膜早破是新生儿

喂养不耐受的独立危险因素。4. 胎龄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新生儿呼吸暂停､ 新生儿低蛋白血

症的的独立影响因素。晚期早产儿与早期足月儿大部分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无差异。 
结论 1.妊娠期合并结缔组织病､ 血小板减少､ 甲状腺疾病､ 胎膜早破分别是新生儿窒息､ 颅内出血

､ 新生儿低蛋白血症及喂养不耐受的独立危险因素。 
2.辅助生殖技术受孕未增加双胎妊娠母孕期合并症及新生儿近期并发症的发生率。 
3.双胎发育不一致新生儿胎龄小､ 出生体重低,新生儿动脉导管未闭､ 颅内出血､ 低蛋白血症发生率

明显增高。 
4.胎龄增加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 新生儿呼吸暂停及新生儿低蛋白血症的独立保护因素。 
5.除贫血外,晚期早产双胎儿与早期足月双胎儿新生儿近期并发症发病率无明显差异。 
 
 
PO-2223 

极低出生体重儿经口喂养进程的现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吕天婵,张玉侠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极低出生体重儿经口喂养进程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方法  采用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资料调查表､ 经口喂养调查表对 114 例出生胎龄≦30周､ 出生

体重≦1500g 的住院患儿进行调查 
结果  极低出生体重儿开始肠内营养的时间为入院后 20.61±4.67h,经过 41.47±15.53d 达到完全肠

内营养,纠正胎龄为 34.35±2.76 周。开始经口喂养是在出生后 41.47±15.53 天,纠正胎龄为

34.58±1.98 周,完全经口喂养是在出生后 55.19±16.30 天,纠正胎龄为 36.40±1.99 周。单因素和多

元回归分析显示出生体重､ 出生胎龄､ 是否有 BPD 是影响极低出生体重儿喂养进程的显著影响因

素。 
结论 出生胎龄越小､ 出生体重越低的患儿达到各个喂养关键点所需要的天数就越多,患儿存在 BPD
明显延长了喂养进程的时间。医务人员应该认识到极低出生体重儿在经口喂养方面的困难,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促进经口喂养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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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24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autophagy inhibition on 
hippocampal glutamate receptor subunits after hypoxia- 

ischemia-induced brain damage in newborn rats 
 

Xu Lixiao,Tang XiaoJuan,Yang YuanYuan,Li Mei,Jin MeiFang,Po Miao,Li Gen,Sun Bin,Feng X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Objective Autophagy has been implic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athology of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HIBD). However, its regulatory role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utophagy in mediating α-Amino-3-hydroxy-5-methyl-4-
isoxazolepropionic  acid-type  (AMPA-type) glutamate receptors (AMPARs) during HIBD damage 
in neonatal rats. 
Methods Seven-day-old neonatal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sham operation 
group, HIBD group, HIBD+3-methyladenine (3-MA) group, and HIBD+rapamycin group. In order 
to induce HIBD, animals received left common carotid artery ligation followed by exposure to 
hypoxia for two hours. Animals in HIBD+3-MA and HIBD+rapamycin groups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3-MA and rapamycin, respectively, one hour before surgery. 
Histological changes in the hippocampus were examined by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mRNA expression was measured by RT-qPCR, and the protein level was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HIBD-induced hippocampal damage in neonatal rats was 
accompanied with increased LC3, Beclin 1 and GluR1 expression, and reduced GluR2 
express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utophagy inhibitor 3-MA greatly alleviated hippocampal injury, 
and autophagy stimulation by rapamycin 
significantly augmented HIBD-induced hippocampal injury. Additionally, 3-MA treatment efficiently 
reversed the HIBD-induced upregulation of GluR1 and downregulation of GluR2 in the 
hippocampus, compared with the HIBD group. Furthermore, rapamycin further elevated GluR1 
level and decreased GluR2 expression in HIBD-treated neonate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utophagy inhibition favors the prevention of HIBD in 
neonatal rats, at least in part, through normalizing GluR1 and GluR2 expression. 
 
 
PO-2225 

非免疫性胎儿水肿的诊断与治疗(附 10 例报道) 
 

蔡成,龚小慧,裘刚,沈云琳,颜崇兵,陈一欢,宋之君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非免疫性胎儿水肿(NIHF)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 10 例诊断 NIHF 新生儿的临床资

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10 例 NIHF 中,男 6例､ 女 4 例,出生胎龄 32~42 周,出生体重 2.25~3.95 kg。病因为,感染性疾

病 3 例,胎儿心血管异常 2 例,染色体异常 2 例,胸腔结构异常 1 例,双胎输血综合征 1 例,胎儿水肿病

因不明 1 例;3 例感染 NIHF 中,巨细胞病毒(CMV)感染､ 无乳链球菌(GBS)感染,微小病毒(HPV-B19)
感染各 1 例。临床表现为,2 处及以上水肿(或积液)8 例,仅皮肤水肿 2 例。 终 6 例治愈出院,2 例自

动出院,2 例死亡。 
结论 产前超声是诊断 NIHF 的可靠方法。孕早期胎儿水肿,尤其伴有先天畸形建议终止妊娠。出生

后的 NIHF 应及时诊治,以避免或减少严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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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26 

家庭氧疗对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短期结局的影响 
 

邓俊,富建华,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研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早产儿出院后家庭氧疗对生后第 1 年的因呼吸系统疾病就诊门诊

次数和再住院情况,并比较纠两组的身长和体重,以期对 BPD 患儿出院后家庭氧疗管理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1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一新生儿科出院后需继续家

庭氧疗的 BPD 患儿 24 例,同时选取出院后非氧疗的 BPD 患儿 29 例,收集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胎龄

､ 出生体重､ Apgarl分钟评分､ Apgar5分钟评分､ 出院体重､ NICU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 吸氧

时间。回访内容(1) 生后第 1 年呼吸系统情况: 门诊次数和时间､ 再入院次数及时间;(2)对氧气需求

(包括回家后氧气撤离时间);(3)生长发育情况:1 岁时两组患儿的身长和体重。 
结果 1､ 两组患儿一般情况(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及 Apgar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两组

患儿在 BPD 分度的比较,两组在轻度及中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家庭氧疗组在住院时间明显缩

短,住院费用减少(P<0.05),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 家庭氧疗组并未增加再入院次数及门诊就诊

次数,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两组在平均再住院时间及门诊就诊时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

家庭氧疗组在平均再住院时间及门诊时间较非氧疗组短;5､ 在 1 岁时两组之间的身高､ 体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BPD 的早产儿出院后家庭氧疗可以明显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而且在 1 岁时家庭氧疗组

的身长､ 体重增长优于非氧疗组,而且并未增加总体的吸氧时间,也没有增加生后第 1 年因呼吸系统

疾病再次入院和就诊于门诊的次数和时间。 
 
 
PO-2227 

PPHN 大鼠模型中 PPAR-γ 调节肺血管重塑的机制研究 
 

杜延娜,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PPHN)病理以肺血管收缩和肺血管重塑为特征,肺血管重塑以血管中

层肺动脉滑肌细胞(PASMCs)增殖 为突出。本研究,建立 PPHN 大鼠模型及低氧诱导 PASMCs 增

殖的细胞模型,证明 PPAR-γ 可以通过 TRPC 途径或者 HO-1/P21 通路影响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

殖,从而为 PPHN 的防治提供新的药物和治疗靶点。 
方法 采用低氧联合吲哚美辛方法建立 PPHN 大鼠模型,孕 19 天 SD 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FiO2:0.10
和吲哚美辛)和对照组(FiO2:0.21 和等量生理盐水),在孕 22 天时剖宫产取出胎鼠,采集血浆､ 心脏及

肺组织,分别用于监测血浆脑钠肽浓度､ 评价右心室肥厚及监测相关蛋白表达。应用免疫组化染色

､ Western-blot 和 Rt-PCR 方法检测肺组织中 PPAR-γ､ TRPC1､ TRPC6､ HO-1､ P21 蛋白和

mRNA 表达。本研究应用人原代肺动脉平滑肌细胞(HPASMC),分别给予低氧刺激及药物处理研究

HPASMC 增殖的发病机制。根据低氧或者药物(罗格列酮､ SKF96365､ 辛伐他汀)处理将其分为四

组:对照组,对照+药物组,低氧组,低氧+药物组,分别应用 MTT 及 Western-blot 检测细胞增殖相关蛋

白 PCNA､ cyclinD1 和 P21 表达去评估 HPASMC 的增殖,应用 IHC 或 western-blot 检测相关通路

蛋白表达(PPAR-γ/TRPC 或 PPAR-γ/HO-1/P21)。 
结果 1､ 低氧联合吲哚美辛成功建立 PPHN 大鼠模型;2､ 模型组肺组织 PPAR-γ､ HO-1 和 P21 的

蛋白表达均减少,TRPC1 和 TRPC6 蛋白表达增加;3､ PPAR-γ 蛋白和 mRNA 表达分别与肺小动脉

中膜面积百分比和厚度百分比成负相关;同时 PPAR-γ 蛋白与 TRPC1 和 TRPC6 的蛋白表达成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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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 HO-1 蛋白表达成正相关;4､ 慢性低氧促进 HPASMC 的增殖;罗格列酮､ SKF96365 和辛伐他

汀处理后,减弱了低氧条件下 HPASMC 的增殖; 5､ 低氧刺激后,HPASMC 中 PPAR-γ 蛋白减

少,TRPC1 和 TRPC6 蛋白增加,罗格列酮处理后,减弱了低氧刺激三者的蛋白表达的改变; 6､ 低氧刺
激 TRPC1 和 TRPC6 蛋白表达增加,SKF96365 处理后,减弱了低氧诱导两者的蛋白表达变化; 7､ 低
氧刺激 PPAR-γ､ HO-1 和 P21 蛋白表达下降,辛伐他汀处理后,减弱三者的蛋白表达变化。 
结论 1､ 罗格列酮激活 PPAR-γ,可以下调 TRPC 的蛋白表达或者上调 HO-1/P21 的蛋白表达,进而

减弱低氧诱导的 HPASMC 的增殖;2､ 辛伐他汀通过 PPAR-γ/HO-1/P21 通路减弱低氧诱导的

HPASMC 的增殖。3､ PPHN 大鼠模型中,减少的 PPAR-γ 可能通过上调 TRPC 蛋白表达或者通过

下调 HO-1/P21 蛋白表达促进肺血管重塑,进而参与 PPHN 的发生和发展。 
 
 
PO-2228 

RAS 在炎症性肠病小鼠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石永言,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
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是一类病因非常复杂的慢性肠道慢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关于 IBD
的确切治病机制尚不清楚,既往只有少量的研究提示 RAS 与 IBD 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没有深入研究

RAS 如何参与 IBD 的发病机制。本研究拟采用肾素基因高表达小鼠(Renin-transgenic, Ren-Tg),利
用 2,4,6 三硝基苯磺酸钠(2,4,6-trinitrobenzene sulphonic acid, TNBS)制备肠炎模型,探索 RAS 在

IBD 中的发病机制。 
方法 首先检测 RAS 各个组分在 IBD 肠炎小鼠中的表达情况;对比观察野生型小鼠和 Ren-Tg 的大体

表现､ 组织病理观察及评分､ 炎症因子及凋亡蛋白检测,流式细胞仪分析 CD4+T 细胞的分化情况

等。另一方面,分别采用肾素抑制剂阿利吉仑及非 RAS 依赖的降血压药物肼屈嗪分别干预 Ren-Tg
小鼠,探索抑制 RAS 而非降低血压对 Ren-Tg 小鼠肠炎的影响; 后,我们在普通的野生型小鼠体内分

别采用血管紧张素Ⅱ微注射和氯沙坦干预 RAS 系统,检测不同干预措施下的肠炎表现。 
结果 肠炎小鼠模型中 RAS 表达增加,且以肾素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 1 增加 显著;Ren-Tg 小鼠肠炎

表现较野生型小鼠明显加重,表现为肠上皮细胞凋亡增加及肠粘膜固有层的 Th17 反应过度激活;阿
利吉仑预处理可以减轻 Ren-Tg 小鼠的肠炎,而肼屈嗪预处理对 Ren-Tg 小鼠肠炎没有影响;血管紧张

素Ⅱ处理的小鼠肠炎加重,而氯沙坦肠炎小鼠肠炎减轻。 
结论 RAS 活化导致肠上皮细胞过度凋亡及肠粘膜固有层 Th17 免疫反应激活,可能是 IBD 的重要发

病机制之一,这种作用与机体的血压水平无关;内源性 RAS 水平的上调加重肠炎,抑制内源性 RAS 水

平减轻肠炎,提示机体 RAS 水平的调控可能作为将来 IBD 的一个重要防治靶点。 
 
 
PO-2229 

90 例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短期结局的分析 
 

王千,富建华,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 90 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早产儿临床资料的回顾

性研究,分析早产儿 NEC 临床特点及严重程度对其短期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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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被

诊断为 NEC 的早产儿 90 例临床资料,按修订 Bell-NEC 分期标准分为 3 组,A 组为Ⅰ期 NEC,共 23

例,B 组为Ⅱ期 NEC,共 40 例,C 组为Ⅲ期 NEC,共 27 例,包括一般情况(如:性别､ 出生体重､ 胎龄等)
､ 临床表现(腹胀､ 肠鸣音减弱/消失､ 血性/胆汁性胃内容物､ 呕吐､ 呼吸暂停､ 腹部压痛､ 肉眼血

便､ 腹部包块等)､ 实验室检查､ 治疗方法及短期结局。 
结果 腹胀(84.4%)､ 肠鸣音减弱(72.8%)､ 血便(45.6%)及呼吸暂停(41.4%)是早产儿 NEC 主要临床

表现。Ⅰ期治愈率为 95.7%(22/23),无手术及病死病例发生,肠狭窄发生率 4.7%(1/23);Ⅱ期治愈率

为 55.0%(22/40),手术率 35.0%(14/40),病死率 5.0%(2/40),肠狭窄发生率 27.5%(11/40);Ⅲ期治愈率

为 37.0%(10/27),手术率 96.3%,病死率 40.7%(11/27),肠狭窄发生率 11.1%(3/27),肠功能障碍发生

率 3.7%(1/27),11 例Ⅲ期 NEC 肠切除肠造瘘术患儿的短期结局,因肠管切除长度､ 肠道吸收功能及

个体差异而异。各期患儿的临床治愈率､ 手术率､ 死亡率､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RP<20
或≥100mg/l,PCT<2 或≥20ng/ml 及 PLT 改变在三组中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Ⅰ期 NEC 临床特征不典型,但血便和在腹胀为其主要表现;CRP､ PLT､ PCT 是评估早产儿

NEC 病情轻重的重要指标;Ⅱ期 NEC 主要通过保守治疗,肠狭窄发生率高;Ⅲ期 NEC 主要通过手术

治疗且病死率高。 
 
 
PO-2230 

TcpCO2 监测在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撤机后的临床应用分析 
 

王婷婷,富建华,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经皮二氧化碳分压(TcpCO2)监测在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 超低出生体重儿(ELBW)的
撤机失败率,以及与动脉血气二氧化碳分压(PaCO2)的相关性,进一步指导 VLBW､ ELBW 拔管撤机

后的呼吸管理。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住院胎龄小于 32 周,出生体重小于 1500 克,生后 24h
内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患儿,在撤机后过渡无创辅助通气,观察组给予 TcpCO2监测,对照组为单纯采

集动脉血气,观察两组患儿在撤机后不同时间段(1h,6h,12h,24h,48h,72h)血气 PaCO2结果及观察组

TcpCO2 数值,并同时记录撤机失败情况。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 孕母产前是否应用糖皮质激素)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在两组机械通气时间､ 无创通气模式及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在总 72h 内

撤机失败率有统计学差异(8.9% vs 24.4%,P<0.05);在 24h 内及 48h 内撤机失败率无统计学差异

(6.7% vs 17.8%,8.9% vs 22.2%,P>0.05);两组在撤机后 6h,12h,24h 的 PaCO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 1h,48h,72h 两组间 PaCO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不同时间段 TcpCO2 与 PaCO2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时 TcpCO2 与 PaCO2两者间具有相关性(r=0.775,P<0.05)。 
结论 在接受机械通气的 VLBW､ ELBW 撤机后给予持续动态的 TcpCO2监测,可以及早发现高碳酸

血症并给予对症处理,降低患儿撤机失败率,同时证实 TcpCO2与 PaCO2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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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31 

脂质纳米载体包裹西地那非气管内给药预防新生大鼠支气管 
肺发育不良合并肺高压发生相关研究 

 
邢玉娇,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是一种早产儿的慢性肺损伤疾病,肺动

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为 BPD 常见并发症,BPD-PH 患儿表现为肺泡发育不良伴随肺

微血管发育障碍,肺循环压力增高,预后较差。本研究旨在构建一脂质纳米载体包裹西地那非(SIL-
DPPE-PEG),应用于新生大鼠 BPD-PH 模型,通过早期单一剂量气管插管肺内给药,观察肺部局部应

用西地那非是否可以改善肺血管发育,防止肺动脉重塑及右心室增大,进而避免 PH 发生,并观察其是

否可以通过改善肺血管发育在一定程度上预防 BPD 的发生。 
方法 构建 SIL-DPPE-PEG 聚合胶束,应用 TEM 观察其超微结构。观察大鼠原代肺动脉平滑肌细胞

对其摄取情况。大鼠接受气管插管进行肺部局部给药,观察 SIL-DPPE-PEG 在肺内分布。应用

HPLC 测定 SIL-DPPE-PEG 体外释放情况及体内代谢情况。应用 60%-13% O2双向诱导方法建立

新生大鼠 BPD-PH 模型,测定 RV/(LV+S)变化。应用超声心动图及多普勒评估肺动脉压力测定肺功

能改变。通过 HE 染色,α-SMA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弹性蛋白特殊染色,Western Blot 及 PCR 技术检

测 Elastin 及 Collagen I 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进行评估。将 SIL-DPPE-PEG 应用于生后 7d 大鼠

BPD-PH 模型,14d 时对模型再次进行评估,观察 SIL-DPPE-PEG 对 BPD-PH 模型的作用。 
结果 合成的 SIL-DPPE-PEG 为纳米级别胶束微粒,结构稳定,体外环境下缓慢逐渐释放,可以被肺动

脉平滑肌细胞逐渐吸收。大鼠气管内给药后药物可在肺组织内均 分布,药物在肺部停留超过

24h。14d 时经过 60%-13% O2双向诱导建立的大鼠 BPD-PH 模型心脏超声多普勒提示模型出现肺

动脉高压。肺功能测定提示:气道阻力无明显异常,但肺组织阻力及肺弹性阻力均明显升高。肺组织

形态学发生变化:肺泡体积变大,数量减少,肺泡间隔增厚,次级分隔数减少,肺小动脉壁略增厚。

Elastin 及 Collagen I 表达增加。于 7d 对大鼠 BPD-PH 模型气管内注入 SIL-DPPE-PEG 后,14d 时

发现心脏超声肺动脉压力水平及肺功能与对照组均无明显差异,肺泡发育停滞明显改善,肺泡形态趋

于正常,肺血管壁未见明显增厚,Elastin 及 Collagen I 表达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 应用 60%-13% O2双向诱导建立模型,可使新生大鼠肺部呈现 BPD-PH 表现。SIL-DPPE-PEG
纳米微粒体结构稳定,生物相容性好,西地那非可从微粒体缓慢持续释放,肺部局部给药后,药物可以在

肺泡表面均 分布。早期,单一剂量对大鼠 BPD-PH 模型气管内给予合成的 SIL-DPPE-PEG,可以改

善肺血管发育,防止肺动脉重塑及右心室增大的发生,进而预防 BPD 和 BPD-PH 的发生。 
 
 
PO-2232 

早产儿头颅磁共振检查结果及脑损伤危险因素的分析 
 

徐洪涛,聂国明,邹敏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检查对早产儿脑损伤的诊断价值及早产儿脑损伤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早产儿头颅磁共振检查结果及临床相关资料,包括入院

日龄､ 磁共振检查时间;母亲因素:孕期吸毒史､ 妊娠高血压､ 妊娠糖尿病､ 产前和产时感染､ 药物

使用(抗生素､ 地塞米松､ 硫酸镁)､ 胎膜早破､ 胎盘和脐带情况;分娩方式:顺产､ 剖宫产;新生儿情

况: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 种族､ 复苏抢救史､ Apgar 评分(5 分钟)､ 动脉血气分析(PH､ PaCO2
､ PaO2)､ 血糖､ 血常规､ C-反应蛋白(CRP)､ 血钠､ 血钾､ 血钙､ 凝血功能(PT､ APTT､ D-二聚

体､ FDP)､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 动脉导管未闭(PDA)､ 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C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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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机械通气(MV)时间､ 败血症､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 支气管发育不良(BPD)､ 早产儿视

网膜病(ROP);排除化脓性脑膜炎､ 胆红素脑病､ 遗传代谢性疾病､ 染色体异常及神经系统发育畸

形。采用 McNemar 检验比较磁共振平扫(T1WI-T2WI)和弥散加权成像(DWI)诊断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的敏感性,以磁共振检查结果诊断早产儿脑损伤,采用 c2检验比较不同胎龄早产儿脑损伤的患病率,采
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临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早产儿脑损伤的危险因素。 
结果 DWI 对诊断缺血性脑损伤的敏感性显著高于 T1WI-T2WI(P =0.031);早产儿脑损伤患病率

23.66%,胎龄 28-32 周早产儿脑损伤的患病率显著高于胎龄 32-34 周及 35-36 周早产儿

(c2=14.332,P=0.001),但脑损伤类型中仅脑室内出血(IVH)患病率在不同胎龄早产儿间存在显著差异

(c2=10.337,P=0.006);顺产､ 复苏抢救史､ 低钠血症､ 机械通气是早产儿出血性脑损伤的危险因素,
低 Apgar 评分(5 分钟)､ 母孕期糖尿病､ 母孕期感染是早产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危险因素。 
结论 磁共振检查时采用 T1WI-T2WI 与 DWI 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提高早产儿脑损伤的检出率,胎龄越

小,IVH 患病率越高,母孕期糖尿病､ 母孕期感染､ 顺产､ 复苏抢救史､ 低 Apgar 评分(5 分钟)､ 低钠

血症､ 机械通气与早产儿脑损伤的发生密切相关。 
 
 
PO-2233 

35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与超未成熟儿临床分析 
 

周柱梅
1,韦冰梅

1,陈玉君(通讯作者)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总结分析超低出生体重儿(ELBWI)与超未成熟儿(EPI)的基本资料､ 围产期情况､ 住院并

发症情况､ 主要治疗措施及预后等,为提高 ELBWI 与 EPI 的救治技术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新生儿病房 2013 年 3 月 1 日-2017
年 3 月 31 日收治的本院出生的 35 例 ELBWI 与 EPI 的临床资料。应用统计软件 SPSS16.0 对收集

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共有 35 例 ELBWI 与 EPI 入选本研究,其中 ELBWI 29 例(82.9%),EPI 16 例(45.7%),超未成

熟 ELBWI 10 例(28.6%)。男性 15 例(42.9%),女性 20 例(57.1%),男女比例为 1:1.3。胎龄 25~33+1

周,平均胎龄 28.5±2.0 周。出生体重 750~1290g,平均体重 932.7±114.3g。2､ 围产期情况:35 例

ELBWI 与 EPI 中,自然受孕 24 例(68.6%),人工辅助生殖 11 例(31.4%)。多胎 21 例(60.0%),其中双

胎占多胎的比例为 95.2%。母孕期主要并发症为妊高症､ 胎膜早破､ 妊娠期糖尿病。胎儿宫内窘迫

9 例(25.7%)。孕母产前使用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 25 例(71.4%)。3､ 35 例 ELBWI 与 EPI 中,共有 7
例拒绝积极治疗而放弃,总放弃率为 20%,其中 5 例在生后 48 小时放弃,占总放弃人数的 71.4%。经

规范治疗存活 23 例,总体存活率为 65.7%。ELBWI 的存活率为 65.5%,EPI 的存活率为 62.5%。4､
35 例 ELBWI 与 EPI 中,住院并发症的发生率依次如下: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29 例(82.9%),
新生儿贫血 29 例(82.9%),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29 例(82.9%),新生儿肺炎 27 例(77.1%),呼吸暂停

25 例(71.4%),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22 例(62.9%),脑室管膜下-脑室内出血(IVH)20 例(57.1%),新
生儿败血症 19 例(54.3%),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17 例(48.6%),动脉导管未闭(PDA)11 例(31.4%),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1 例(2.9%)。 5､ 主要治疗情况:入院后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PS)预防或治

疗 NRDS 的有 29 例(82.9%)。入院 2 天内需要呼吸支持治疗[有创呼吸机或者无创持续气道正压

(CPAP)辅助通气]的有 28 例(80.0%)。住院期间需输注红细胞纠正贫血的有 29 例(82.9%)。6､ 35
例 ELBWI 与 EPI 中,存活组患儿平均住院天数为 72.1±21.2 天。 
结论 1､ ELBWI 与 EPI 是新生儿中的高危群体,放弃率､ 死亡率仍较高;2､ ELBWI 与 EPI 住院期间

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其中 NRDS､ 新生儿贫血､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位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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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34 

低血糖新生儿血糖波动与脑损伤的相关研究 
 

吕媛,朱玲玲,舒桂华 
苏北人民医院 225000 

 
 

目的 探讨低血糖新生儿血糖波动水平与脑损伤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9 月—2016 年 8 月本院新生儿科确诊为新生儿低血糖的患儿资料,根据头颅

MRI 和/或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结果分为脑损伤组和非脑损伤组,计算两组患儿的血糖波动指标,
分析血糖波动水平与脑损伤的相关性。 
结果 共纳入 58 例患儿,脑损伤组 13 例,非脑损伤组 45 例,脑损伤组患儿的 低血糖值(LBG)低于非

脑损伤组(P<0.001),低血糖持续时间､ 大血糖波动幅度(LAGE)､ 血糖水平标准差(SDBG)及平均

血糖波动幅度(MAGE)均高于非脑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低血糖患儿是否发生脑损伤,除了与既往公认的 低血糖水平及低血糖持续时间有关外,也与

LAGE､ SDBG 及 MAGE 等血糖变异指标有关,提示在临床治疗低血糖过程中需严密检测血糖水平,
纠正低血糖的速度不宜过快､ 幅度不宜过高。 
 
 
PO-2235 

Endothelial ET-1/ETBR imbalance contributes to vasomotor 
dysfunction in IUGR-derived HUVECs 

 
He Qi,Du Lizhong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 (IUGR) is a serious condition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perinat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educed fetal growth associates with feto-placental vascular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in adult offspring. The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endothelin-1 (ET-1) / endothelin receptor type B (ETBR) pathway involv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UGR-related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which is linked to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cardiovascular disorders later in life. 
Methods The effect of IUGR on intracellular nitric oxide (NO) metabolites and expression level of 
ET-1, ETBR, and transcription factor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 was investigated in 
cultured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Results IUGR-derived HUVECs produced reduced nitrite and nitrate, which suggested NO 
availability was decreased. There was a generalized activation in the ET-1 and HIF-1α, while a 
reduction of ETBR, and therefore an increased ET-1/ETBR ratio in IUGR-HUVECs. 
Conclusions We provide a vascular role of ET-1/ETBR imbalance in endothelium, negatively 
regulating NO bioavailability. This effect seems to be crucial to the pathophysiology of vasomotor 
dysfunction present in IUGR feto-placental ve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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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36 

小于 30 周早产儿早期使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 
与经鼻间歇正压通气的比较 

 
梁珍花,徐志诚,王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观察比较小于 30 周早产儿生后早期使用鼻塞式正压通气(NIPPV)与鼻塞式气道正压(NCPAP)
的临床疗效。 
方法 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 出生胎龄 27+6周-30+0周出生,体重≦1500g 的患儿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

室后,随机分入 NIPPV 组或 NCPAP 组。比较两组间的呼吸支持数据及临床转归情况。 
结果 125 例患儿完成实验,其中 NIPPV 组 65 例,NCPAP 组 60 例。 纠正胎龄 36 周时比较,两组的支

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无明显差异(NIPPV 组 9%,NCPAP 组 10%,P>0.05),NIPPV 组发生呼吸窘迫

综合征(NRDS)10%,NCPAP 组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 30%,NIPPV 组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 14%,发生

呼吸窘迫综合症后需要使用猪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 NIPPV 组 50%,NCPAP 组 80%。发生 NRDS
后使用 INSURE 技术,NIPPV 组需要使用有创呼吸机 10%,NCPAP 组使用 INSURE 技术后若不该用

NIPPV,使用有创呼吸机的 30%,改用 NIPPV 后使用有创呼吸机的为 18%。两组间总的有创呼吸机

使用时间､ 吸氧时间比较有显著的差异(P<0.05)。颅内出血､ 脑损伤､ 腹胀､ 鼻粘膜压伤､ 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 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无显著的差异(P>0.05) 
结论 IPPV 与 CPAP 比较,小于 30 周的早产儿生后早期使用 NIPPV 虽未能减少 BPD 的发生率,但可

以减少 NRDS 的发生,提高 INSURE 技术的有效率,减少有创呼吸机的使用及用氧时间,NCPAP 失效

时改用 NIPPV 也有效,避免有创呼吸机的使用。NIPPV 可以为早产儿提供另一种安全和有效的无创

辅助通气模式,可以常规使用,优于 NCPAP。 
 
 
PO-2237 

生后早期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对早产儿脑损伤的临床价值 
 

徐家丽
1,阴瑞媛

1,2 
1.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蚌埠医学院 
 
 

目的 探讨早产儿生后 24 小时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对判断早产儿脑损伤的临床

价值 
方法 将本院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收治的 226 例早产儿在其出生后 24 小时内检测血清

NSE 浓度,其中共有 178 例于生后 7-14 天行颅脑 MRI 检查,依据颅脑 MRI 分为脑损伤组 82 例和无

脑损伤组 96 例 
结果 生后 24 小时内脑损伤组早产儿较无脑损伤组血清 NSE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8,P
﹤0.05);并用 ROC 曲线确定早产儿生后 24 小时血清 NSE 诊断 BIPI 的 佳分界点为 22.35 ng/ml,
可对 BIPI 诊断进行量化分析 
结论 早产儿脑损伤患儿生后 24 小时内血清 NSE 值升高,外周血清 NSE 值可作为临床早期评价早产

儿脑损伤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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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38 

自然分娩与辅助生殖分娩双胎儿的围产期结局比较 
 

吴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是 常用的一种辅助生殖技术,近年来 IVF 对母婴围产期结

局的影响备受关注。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单胎妊娠中 IVF与早产､ 新生儿围产期死亡､ 低出生体重

等不良结局密切相关。然而 IVF 对双胎儿围产期结局的影响尚有争议。因此本研究比较了自然分娩

与 IVF 分娩双胎儿的围产期结局。 
方法 回顾性收集了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极低出生体重双胎儿 197 例,其中 IVF
受孕产妇 50 例,设置为 IVF 组,自然受孕产妇 96 例,设立为对照组。归纳统计数据并分析两组孕母围

产期情况､ 新生儿出生一般情况及早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用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新

生儿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 (1)本研究中 IVF 的发生率与孕周呈负相关:<32 周 47.6%,32-34 周 19.4%,≥34 周

11.5%(p <0.001)。(2)两组相比,孕母的平均孕次､ 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糖尿病､ 肝内胆汁淤积症

､ 宫内感染､ 胎膜早破的发生率､ 产前抗生素及激素的应用均无明显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

比,IVF 组孕母的平均年龄(31.0±4.4 vs 28.3±5.0,岁)较大,单绒毛膜双胎妊娠､ 剖宫产的发生率明显

较低(8.0% vs 58.3%;50.0% vs 6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相比,新生儿 1分钟､ 5
分钟 Apgar 评分及性别无明显差异。IVF 组新生儿的平均胎龄为(29.6±1.9)周及出生体重为

(1207.3±175.4)g,对照组分别为(31.2±2.5)周和(1261.5±184.1)g,两组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IVF 组早期早产儿(<32 周)的百分比(84.9%)明显高于对照组(54.8%)(P<0.05)。(4)与对

照组相比,IVF 组新生儿颅内出血(III-IV 级)､ 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明显较高

(34.2% vs 12.9%;43.8% vs 22.6%);吸氧治疗及住院的平均天数明显较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相比,新生儿感染､ 先天性畸形､ 呼吸窘迫综合征､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 死亡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VF 是引起早期早产

(OR=4.842; 95%CI 1.697-13.815)､ 新生儿颅内出血(III-IV 级)(OR=2.800; 95%CI 1.130-6.940)的
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与自然分娩双胎儿相比,IVF双胎儿发生低胎龄､ 颅内出血(III-IV 级)的风险明显较高,可能与孕

母高龄或其他不孕因素有关,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仍应慎重选择辅助生殖的受孕方式,并
积极加强孕婴围产期的监护。 
 
 
PO-2239 

中国早产儿个体化母乳强化的随机对照研究 
 

全美盈,李正红,苟丽娟,马菁苒,孙之星,刘妍,何必子,王丹华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索新的个体化母乳强化方案对住院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响。验证个体化母乳强化可提高早

产儿肠内营养蛋白质的摄入量并促进其住院期间的体格生长的假说。 
方法 该研究为单中心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入组标准为胎龄小于 34 周,体重 800~1800 克早产儿,
满足纯母乳喂养。采用随机数字表进行随机分配。标准化母乳强化组,在研究期间接受母乳及标准

量的商品化母乳强化剂。个体化母乳强化组,共有 5 个不同的强化级别,分别为-1 级,0 级,1 级,2 级和

3 级。个体化强化方案根据定期的母乳蛋白成分分析､ 早产儿体重及血尿素氮水平监测来提高或降

低母乳强化剂用量,2 级和 3 级强化时需要额外添加蛋白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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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从 2012 年至 2015 年,共 51 例早产儿入组并 终完成研究,其中标准化强化组 27 例,个体化强

化组 24 例。两组早产儿的胎龄,出生体重,住院期间主要并发症等无统计学差异。而母乳的热卡密度 
(56.7±5.7kcal/100ml vs 62.0±7.7 kcal/100ml, p=0.008), 蛋白质含量 (1.42±0.23g/100ml vs 
1.58±0.23 g/100ml, p=0.028),脂肪含量 (2.87±0.45g/100ml vs 3.26±0.80g/100ml, p=0.035) 在个体

化强化组更高。每 100ml 母乳的母乳量化剂添加量[2.6(2.8, 2.8) g/100ml vs 2.9(2.3, 3.1) g/100ml, 
p=0.052], 入组后第一周血 BUN 水平 (3.9±2.0 mmol/L vs 4.5±1.6 mmol/L, p=0.235) ,血前白蛋白水

平 (79.3±26.1 mg/L vs 88.5±18.1 mg/L, p=0.158) 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个体化强化组中 62.5% 
的早产儿在商品化母乳强化剂的基础上额外添加了蛋白质粉。尽管两组早产儿住院期间的体重增长

速度无统计学差异(18.5±3.5g/kg/d vs 18.3±3.1g/kg/d, p=0.057),个体化强化组的早产儿体重达到

1800 克(24.0±9.3d vs 22.6±10.7d, p=0.626)及 2000 克(30.3±9.2d vs 28.4±10.7d, p=0.504)时间显

示出缩短趋势。出院时的体重(-0.7±0.6 vs -0.4±1.4, p=0.368)､ 身长(-0.7±0.7 vs -0.3±1.1, p=0.142)
及头围(-0.5±0.7 vs -0.1±1.0, p=0.158)的 Z 评分比较也在个体强化组有升高趋势。 
结论 个体化母乳强化组的蛋白质摄入量高于目前的商业化标准强化组。个体化强化有促进早产儿

体重增长的潜在趋势,但因为研究样本量小,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明显差异。仍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对

照研究进一步验证以上假说。 
 
 
PO-2240 

超早早产儿继发性呼吸窘迫的危险因素及其与 BPD 关系的临床

研究 
 

全美盈
1,Nelson Claure2,Eduardo Bancalari2 

1.北京协和医院 
2.迈阿密大学医学院杰克逊纪念医院 

 
 

目的 多数超早早产儿生后早期的呼吸窘迫综合征在补充肺表面活性物质及呼吸支持治疗后很快缓

解。但部分超早早产儿再次表现出继发性的呼吸窘迫,甚至进展为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本研究

探索超早早产儿继发性呼吸窘迫的临床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并进一步评价其与 BPD 的关系。 
方法 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 2005 年至 2015 年收入迈阿密大学医学院

杰克逊纪念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出生胎龄 23~28 周且存活超过 14 天的

超早早产儿。继发性呼吸窘迫定义为生后第 8~14 天的平均吸入氧浓度(FiO2 Days 8-14)较
生后第 4~7 天的平均 FiO2(FiO2 Days 4-7)升高幅度超过 1/4。BPD 定义为校正胎龄 36 周时

FiO2>0.21,严重 BPD 定义为矫正胎龄 36 周时 FiO2≥0.30。 
结果 共 1079 例超早早产儿入组,其中 244 例(23%)诊断为严重 RDS(均有 RDS 临床表

现且生后第一天 FiO2≥0.30)。绝大多数[941 例(87%)]超早早产儿在生后第 4~7 天对氧

气需求较低(FiO2<0.30),仅有 138 例(13%)早产儿平均吸入氧浓度超过 0.30。总计 335
例(31%)的早产儿出现继发性呼吸窘迫,其中 228 例在生后第 4~7 天对氧气需求低,仅
47 例在第 4~7 天的平均吸入氧浓度超过 30%。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超早早产儿继发性呼

吸窘迫与低胎龄,小于胎龄儿,男婴,5 分钟阿普加评分<5 分以及生后 14 天内出现的败血

症及动脉导管未闭密切有关。BPD 及严重 BPD 在有继发性呼吸窘迫的早产儿中发病

率更高。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后继发性呼吸窘迫确实提高了发生

BPD 及严重 BPD 的风险,这一现象在第一周末对氧气需求较低的超早早产儿中表现的

更为明显。 
结论 超早早产儿原发性呼吸窘迫缓解后在生后第 2 周左右出现继发性呼吸窘迫现象与以后长期氧

气依赖及 BPD 明显相关。表现为以上呼吸窘迫先缓解继而再恶化的呼吸模式的超早早产儿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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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BPD 的早产儿的绝大多数。该研究对继发性呼吸窘迫的发生规律及危险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同时发现继发性呼吸窘迫与 BPD 的发生明显相关。 
 
 
PO-2241 

孕妇孕期吸烟与生产低出生体重儿关系的 meta 分析 
 

郑炳坤,李娜,刘丽君,冯艳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有研究报道孕妇在怀孕期间吸烟可导致生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增加,但是也有研究得出了阴

性结论。本研究旨在通过 meta 分析的方法明确孕妇孕期吸烟与生产低出生体重儿之间的关系。 
方法 系统的检索关于孕妇孕期吸烟与低出生体重儿之间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检索数据

库为 Pubmed 和 Embase。低出生体重儿定义为体重小于 2500 克。纳入的研究需提供有吸烟和生

产低出生体重儿风险的多因素调整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和其 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异质性检验采用 Q 检验和 I2检验。Q 检验 P 值小于 0.1 或 I2检验 I2值大于 50% 代表

异质性明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否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Stata 
12.0 软件进行。 
结果 终共纳入研究 19 篇,共 4019230 例新生儿,其中低出生体重儿有 129715 例(3.2%)。以未进

行多因素调整的 OR 值和 95% CI 进行 meta 分析,结果表明,孕妇孕期吸烟与生产低出生体重儿风险

显著相关,OR 值为 2.13,95% CI 为 1.95-2.34,I2=93.2%,PQ<0.01。以进行多因素调整的 OR 值和

95% CI 进行 meta 分析,结果表明,孕期吸烟与低出生体重儿风险仍显著相关,OR 值为 1.98,95% CI
为 1.70-2.29,I2=80.8%,PQ<0.01。有一项研究纳入的低出生体重儿仅为极低出生体重儿,排除该研究

后进行敏感性分析,OR 值无明显变化。有一项研究仅分析了怀孕后 4 个月吸烟与生产低出生体重儿

的关系,排除该研究后进行敏感性分析,OR 值无明显变化。 
结论 孕妇孕期吸烟可导致生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显著增加,孕期吸烟者生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

约是非吸烟者的两倍。 
 
 
PO-2242 

家长参与式护理模式在高危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赵磊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家长参与式护理模式在高危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7 月至 12 月入住我科的高危新生儿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分为

对照组 30 例和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患儿在住院期间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对

住院后期病情相对稳定时让其父母参与护理,比较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 NBNA 评价､ 患儿母亲焦

虑及角色适应性､ 母乳喂养率､ 家庭护理问题､ 患儿家长的满意度及随访依从性。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住院时间､ NBNA 评价､ 出院后随访的依从性,对医务人员满意度,母乳喂养成功

率均优于对照组。 
结论 高危新生儿在住院期间由家长参与护理能有效缩短患儿的住院时间,提高其出院后的随访依从

性,提高母乳喂养成功率,提高家长满意度,促进高危新生儿健康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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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43 

内皮祖细胞培养上清对高氧暴露新生大鼠 肺组织发育的影响 
 

李志,陆爱珍,钱莉玲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研究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培养上清对高氧暴露新生 SD 大鼠肺组织发育的影响, 并探讨其机

制。 
方法 从新生七天内的 SD(Sprague-Dawley)大鼠肱骨､ 股骨､ 胫骨骨髓中分离培养 EPCs,并对其进

行鉴定。 第三代(Passage3, P3)细胞用于移植及培养上清的收集。将新生 SD 大鼠随机分为六组,
每组 10 只,即(1)空气组(Control):(2)内皮细胞基础培养基空气干预组(Control-EBM)(3)高氧组

(H)(4)EBM 高氧干预组(H-EBM)(5)EPC 高氧干预组(H-EPC)(6)EPC-CM 高氧干预组(H-EPC-CM),
仔鼠分别在 21% O2及 85%O2中饲养 21 天,并在第 14 天经气管给予 100ul EBM､ EPC 培养上清

(EPC-CM)或 EPCs。于第 21 天处死仔鼠,左肺作石蜡切片,随后 HE 染色进行肺组织病理形态学观

察,并做辐射状肺泡计数及肺泡平均肺泡线性截距测量,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血管内皮细胞 FVIII 染色,
计数肺组织微血管密度;右肺迅速置于液氮中暂存,后移入-80℃留作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肺组织

KGF､ VEGF､ SP-A､ SP-C mRNA 的表达 
结果 1.各组间辐射状肺泡计数有明显差异(P < 0.05),高氧组､ EBM高氧干预组､ EPC 高氧干预组

､ EPC-CM高氧干预组与空气组､ EBM 空气干预组相比明显降低(P 均 < 0.05,高氧组､ EBM 高氧

干预组与 EPC-CM 高氧干预组相比明显降低(P 均 < 0.05)2.各组间平均肺泡线性截距有明显差异(P 
< 0.05),高氧组､ EBM高氧干预组､ EPC高氧干预组与空气组､ EBM 空气干预组相比平均肺泡线

性截距明显增加(P 均 < 0.05),高氧组､ EBM高氧干预组､ EPC 高氧干预组与 EPC-CM 高氧干预组

相比明显增加(P 均 < 0.05)。3. 各组间肺组织微血管密度有明显差异(P < 0.05), 高氧组､ EBM 高氧

干预组､ EPC高氧干预组､ EPC-CM高氧干预组与空气组､ EBM 空气干预组相比明显减少(P 均 < 
0.05),高氧组､ EBM高氧干预组､ EPC 高氧干预组与 EPC-CM 高氧干预组相比明显降低(P 均 < 
0.05)。4. 各组间 KGF､ VEGF､ SP-A､ SP-C mRNA 的表达有明显差异(P < 0.05),高氧组､ EBM
高氧干预组､ EPC高氧干预组与空气组､ EBM 空气干预组相比 KGF､ VEGF､ SP-A､ SP-C 
mRNA 的表达明显下降(P 均 < 0.05),高氧组､ EBM高氧干预组､ EPC 高氧干预组与 EPC-CM 干预

高氧组相比 KGF､ VEGF､ SP-A､ SP-C mRNA 的表达明显下降(P 均 < 0.05)。 
结论 1. EPC-CM 可促进高氧暴露新生大鼠肺组织血管形成,促进肺泡化,增加肺组织内 KGF､ VEGF
､ SP-A､ SP-C mRNA 的表达。2. EPC-CM 对高氧暴露新生大鼠治疗效果优于 EPCs 移植。 
 
 
PO-2244 

不同日龄足月病理性黄疸新生儿听觉诱发电位结果分析 
 

柳秋菊,岳嗣凤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目的 分析不同日龄足月病理性黄疸新生儿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结果,探讨足月病理性黄疸新生儿脑干

听觉诱发电位检查阳性率与日龄及胆红素水平的关系。 
方法 将 736 例足月病理性黄疸新生儿按日龄分为 A 组(日龄≤1 天),B 组(日龄 2~3 天),C 组 (日龄

4~7 天),D 组(日龄 8~14 天)和 E 组(日龄 15~32 天),比较各组 BAEP 阳性率及胆红素浓度。 
结果 在不同日龄,736 例足月病理性黄疸患儿 BAEP 总异常率为 56.52%, 其中 A 组异常率

55.56%;B 组异常率 60.67%;C 组异常率 62.04%,异常率 高;D 组异常率 50.65%;E 组异常率

52.17%;BAEP 检测异常分为轻微损伤､ 周围性听通路损伤､ 脑干中枢段损伤,经 Kruskal-Wallis 检

验,提示五组新生儿 BAEP 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5.749,P =0.000)。各组间新生儿的总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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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C 组､ D 组组内总胆红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余无统计学意义(P>0.05)。BAEP 结果异常率与日龄无相关关系(χ2=6.405,P=0.171>0.05);损伤程

度与日龄无相关关系(χ2=6.813,P=0.557>0.05)。 
结论 在不同日龄的足月病理性黄疸新生儿中,生后日龄 4~7 天(C 组)BAEP 异常率 高,但 BAEP 异

常率与日龄无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关系,在不同日龄,超出正常范围的胆红素水平均可导致 BAEP 改变,
对病理性黄疸新生儿应进行常规 BAEP 检测,以其能及早发现听阈及脑干功能异常,有助于早期诊断

和指导治疗。 
 
 
PO-2245 

新生儿水痘 22 例临床分析 
 

田树凤
1,邓继岿

1,袁静
2,许美

3,黄卫东
4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3.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4.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分析新生儿水痘临床特点､ 治疗及预后。 
方法 选取 2013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深圳地区 4 家医院收治住院的 22 例新生儿水痘病历资料为

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特征及诊治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2 例新生儿水痘患儿男女比率为 2.14:1(15/7),年龄分布为 0-28 天,中位数为 13 天,出生当天出

疹者 3 例,1 周内出疹者 2 例,2 周出疹者 7 例,3 周出疹者 5 例,4 周出疹者 4 例;19 例为母亲传播,2 例

为姐姐传播(1 例不详);其中母亲 9 例为产前出疹,8 例为产后出疹(2 例不详);患儿产前感染平均潜伏

期 11 天,产后感染平均潜伏期 8.125 天;临床表现为出疹伴不同程度的黄疸(22 例,100%)､ 发热(11
例,50%)､ 皮肤细菌感染(3 例,13.6%),无合并肺炎或脑炎等其他并发症。14 例接受阿昔洛韦静滴治

疗,4 例为阿昔洛韦+丙种球蛋白治疗,2 例丙种球蛋白治疗,1 例无药物治疗,1 例地塞米松静注 1 次,各
组治疗对于出疹时间无显著影响,平均住院时间 5.6 天,地塞米松治疗者因皮肤细菌感染延长住院 15
天。 
结论 新生儿水痘多为母亲传播,临床表现不重,为自限性疾病,预后良好。 
 
 
PO-2246 

新生儿窒息复苏后发生持续肺动脉高压的危险因素探讨 
 

白波,陈波,李广洪,杨艳萍,黄惠仪,罗惠玲,黄暖潮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花都医院/花都区人民医院 5108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窒息复苏后发生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PPHN)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2014 年 1 月~2017 年 4 月间 364 例新生

儿窒息复苏后发生 PPHN 的 43 例为 PPHN 组,同期无 PPHN 的新生儿窒息患儿 43 例为对照组。回

顾性分析两组患儿出生时的基本情况及入院时的体温､ 血压､ 血糖､ 血乳酸及动脉血气分析,用床

边彩色多普勒技术对肺动脉收缩压进行估测。 
结果  (1) PPHN 组入院中位数时间为生后 2 小时,长于对照组的 0.75 小时,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Z=-3.34,P<0.01);(2) PPHN 组入院时的平均 PH 值､ 血糖､ 体温､ 血压(收缩压)分别为 7.2±0.13, 
(2.93±1.49)mmol/L,(36.0±0.64)℃,(53±9.50) mmHg,明显低于对照组

7.3±0.10,(3.73±1.50)mmol/L,(36.21±0.50)℃,(57±5.29)mmHg 的水平,血乳酸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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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78)mmol/L 明显高于对照组(1.99±0.46)mmol/L,差异均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5);(3) 经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高乳酸血症､ 低血压､ 低体温､ 低血糖和酸中毒与新生儿窒息复苏后发生

PPHN 有明显相关性(0R 值分别为 6.083､ 5.191､ 4.623､ 4.487､ 3.353,P 均<0.05); (4) 窒息程度

与发生 PPHN 的程度无明显关系(c2=3.93,P>0.05)。 
结论 高乳酸血症､ 低血压､ 低体温､ 低血糖和酸中毒是新生儿窒息复苏后发生 PPHN 的主要危险

因素,早期及时对这些危险因素采取防治措施有助于减少窒息复苏后 PPHN 的发生。 
 
 
PO-2247 

胎龄<32 周早产儿 NEC 与早产儿脑病相关性配对研究 
 

张可,林薇薇,肖蜜黎,周建国,钱甜,胡兰,陈超,张蓉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罹患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早产儿常伴有不良神经发育预后,因此 NEC 可能是导致早产儿

脑病(EOP)的原因之一。本文通过配对研究,了解胎龄<32 周早产儿 NEC 与早产儿脑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胎龄<32 周完成颅脑

MRI 检查的早产儿资料,罹患 NEC 的早产儿纳入 NEC 病例组,据胎龄､ 体重进行 1:2 配对选取非

NEC 病例为对照组,统计分析两组 EOP 的发生情况和特点。 
结果 共 312 例<32 周早产儿纳入研究:其中 NEC 组 104 例,EOP 发生率为 27.88%(29/104);对照组

208 例,EOP 发生率 17.31%(36/208),卡方检验 x2=4.703,P=0.030,OR 
1.611,95%CI(1.049~2.473),NEC 组 EOP 发生率高于对照组。NEC 组非囊性 EOP 占比

89.66%(26/29),对照组非囊性 EOP 占比 63.89%(23/36),卡方检验 c2=5.746,P=0.017,OR 
1.403,95%CI(1.066~1.847),NEC 组非囊性 EOP 占比高于对照组。 
结论 胎龄<32 周早产儿 NEC 与 EOP 具有一定相关性,头颅 MRI 主要以非囊性损伤为主。 
 
 
PO-2248 

基于颅脑磁共振检查的早产儿脑病发生状况分析 
 

张可,胡兰,肖蜜黎,周建国,李志华,陈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早产儿脑病(EOP)是早产儿脑损伤的重要形式,是造成神经系统不良预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本

文通过颅脑 MRI 检查分析 EOP 的发生情况,为 EOP早期诊断､ 早期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早产儿的

MRI 及临床资料,对胎龄<32 周或出生体重<1500 克早产儿纠正胎龄足月时完成颅脑 MRI 检查,对胎

龄≥32 周和出生体重≥1500 克早产儿存在脑损伤高危因素者完善颅脑 MRI 检查,据颅脑 MRI 检查

结果,总结分析早产儿脑病发生情况。 
结果 共有 2718 例早产儿纳入研究,头颅 MRI 显示正常者 1599 例(58.83%),早产儿脑病 678 例,EOP
检出率 24.94%。其中胎龄<32 周早产儿 EOP 发生率为 19.64%(219/1115),出生体重<1500 克早产

儿 EOP 发生率为 17.82%(167/937)。胎龄≥32周､ 出生体重≥ 1500 克早产儿脑损伤高危因素

者,EOP 检出率分别为 28.63%(459/1603)､ 28.74%(509/1771)。对不同高危因素 EOP 分析显示,胎
龄<32周､ 出生体重<1500 克早产儿中,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者 EOP 发生率较高(分别为 26.92%
､ 31.17%),胎龄≥32周､ 出生体重≥ 1500 克早产儿 Apgar 评分<5 分和伴败血症者,EOP 发生率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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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胎龄<32 周或出生体重<1500 克早产儿 EOP 发生率较高,推荐在纠正胎龄足月时接受颅脑 MRI
检查。对胎龄≥32周､ 出生体重≥ 1500 克早产儿伴有高危因素者,EOP 检出率较高,亦推荐接受颅

脑 MRI 检查。 
 
 
PO-2249 

SP-B exon4､ SP-C exon5 基因变异 
与蒙古族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研究 

 
梅花,张钰恒,新春, 刘春枝, 张亚昱,杜巧燕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研究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surfactant protein,SP)B 基因外显子 4(exon4)区域及 SP-C 基因外

显子 5(exon5)区域基因变异与蒙古族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
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的无血缘关系

的蒙古族 RDS 早产儿 50 例,其中男性 31 例,女性 19 例;选择同期住院治疗的无血缘关系的蒙古族非

RDS 早产儿 50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分别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

多态技术和基因检测技术对 SP-B 基因 exon4区域､ SP-C 基因 exon5 区域基因进行测序。统计学

方法采用 χ2或 t 检验。 
结果 RDS 组和对照组检测出的 SP-B 基因 exon4 区域 1580 位点基因变异率分别为 28.0%(14/50)
和 22.0%(11/50),(χ2=0.480,P 值>0.05)。RDS 组 CC､ TT､ CT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16.0%(8/50)､
72.0%(36/50)和 12.0%(6/50),C､ T 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22.0%(22/100)和 78.0%(78/100);对照组

3 种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10.0%(5/50)､ 78.0%(39/50)和 12.0%(6/50),C､ T 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16.0%(16/100)和 84.0%(84/100);2 组此位点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 0.812 和 1.170,P 值均>0.05)。RDS 组和对照组检测出的 SP-C 基因 exon5 区域

c.715G>A(S186N)位点基因变异率分别为 72.0%(36/50)和 22.0%(11/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5.090,P 值<0.05)。RDS 组 GG､ AA､ AG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28.0%(14/50)､ 62.0%(31/50)
和 10.0%(5/50),G､ A 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33.0%(33/100)和 67.0%(67/100);对照组 3 种基因型频

率分别为 78.0%(39/50)､ 10.0%(5/50)和 12.0%(6/50),G､ A 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84.0%(84/100)和
16.0%(16/100),2 组此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

30.661 和 53.300,P 值均<0.05)。 
结论  携带 SP-C 基因 exon5 区域 c.715G>A(S186N)位点 A 等位基因的蒙古族早产儿患 RDS 的风

险更高,而 SP-B 基因 exon4 区域 1580 位点基因变异与蒙古族早产儿发生 RDS 无关。 
 
 
PO-2250 

Influence of Maternal Intra-amniotic Infection on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Wu Tian1,Bao Shan1,Shi Jing1,2,Qu Yi1,2,Zhang Li1,2,Mu Dezhi1,2 
1.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Obstetric & Gynecologic and Pediatric Diseases and Birth Defec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cidence of maternal intra-amniotic infection (IAI) and its influence 
on very low birth weight (VLBW)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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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used to study VLBW infant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5.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IAI exposed infants and non-exposed infants. 
Results In total, 443 VLBW infa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132 out of 443 
(29.8%) infants were exposed to IAI. The incidence of IAI was higher at low gestational age (GA): 
<32 weeks 36.9%, 32-34 weeks 17.9%, and ≥34 weeks 9.4% (p<0.001). (1)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osed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es of singletons, diabetes and 
antenatal antibiotics use (p<0.05) but lower incidences of caesarean delivery, maternal 
hypertension, fetal distress and IUGR (p<0.05). The mean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weigh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xposed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maternal age, primigravid, abortion history, antenatal steroids use, 
neonatal birth weight, sex or other maternal complications.(2)In the neonatal outcom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only BPD was significantly more frequent in the exposed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additio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as extended by approximately five 
days in the exposed group (p<0.05).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rates of IVH and PVL 
were higher in the exposed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incidence of an Apgar score≤7 at 5 min was higher in the control group than in the exposed 
group (p>0.05). However, the frequencies of Apgar scores≤7 at 1 min, RDS, pulmonary 
hemorrhage, ROP, PDA, mortality and terminated treatment did not clearly differ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3)We also analyz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AI and neonatal infections. We found 
tha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osed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es of neonatal 
pneumonia, culture-proven pneumonia and congenital infection (p<0.05). The exposed group 
seemed to have increased the risk of EOS,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re were n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s of late-onset sepsis, culture-proven sepsis,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or elevated CRP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4)To analyze the 
independent effect of IAI on neonatal complications, we incorporated potential confounding 
factors into the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 found that the risk of IVH and culture-
proven pneumonia increased nearly two times in the IAI-exposed group. Meanwhile, IAI was an 
independent protective factor of Apgar scores≤7 at 5 min in VLBW infants. 
Conclusions The rate of maternal IA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A at birth. In addition, it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s of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and culture-proven pneumonia 
but a lower risk of Apgar scores ≤7 at 5 min in VLBW infants.   
 
 
PO-2251 

Endo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from hypoxia-
induced neonatal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s regulated by 

miR-126a-5p 
 

Xu Yan Ping,He Qi ,Shen Zheng , Shi Li ping,Ma Xiaolu,Du Li zhong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3 

 
 

Objective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f the newborn (PPHN) is a clinical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medial and adventitial thickness of the lung vasculatu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 cell phenotype alteration during PPHN remodeling are 
largely unknown.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microRNAs (miRNAs) influence the endothelial-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ndMT). 
Methods We randomly selected newborn rats were exposed to hypoxia (10–12%) or room air for 
2 weeks and used microarray to identify microRNAs (miRNAs) involved in the endothelial-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ndMT) in primary cultured rat pulmonary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RPM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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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MiR-126a-5p expressions were elevated in the PPHN according to microarray analysi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126a-5p in RPMECs increased when they were exposed to 
hypoxia (p<0.05), consistent with the microarray results. Pecam1 expression decreased and 
alpha-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increased in the hypoxic RPMECs. Knockdown of miR-126a-
5p in RPMECs followed by treatment with hypoxia for 48 h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expression of Pecam1 and a reduction in α-SMA expression, with a simultaneous increase in 
PI3K (p85β) and phosphorylation of AKT at serine 473, compared with the negative control.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hypoxia change in cell homeostasis and miR-126a-5p is 
upregulated in PPHN, which is partly responsible for hypoxia-induced EndMT.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upregulation of miR-126a-5p by hypoxia probably acts through the p85-β/p-AKT 
pathway. 
 
 
PO-2252 

重症新生儿百日咳五例临床分析 
 

郑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重症新生儿百日咳患儿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2 年 8 月至 2016 年 11 月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重症新生儿百日咳

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特点､ 实验室检查､ 治疗及转归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共纳入重症新生儿百日咳患儿 5 例,其中男 2 例,女 3 例,均为足月儿。本院就诊 4 例,外院转入

1 例。起病日龄生后 12~19 d,病程 12~31d。4 例患儿存在接触史,其母亲产后有长期咳嗽病史,病程

5~90 d,未经治疗,其中 2 例患儿母亲咽拭子百日咳杆菌培养阳性;1 例无明确密切接触呼吸道感染患

者病史。患儿入院时均有不同程度的痉挛性咳嗽､ 呼吸困难。5 例患儿入院后 1~3 d 采集鼻咽拭子

百日咳鲍特氏菌培养阳性,住院期间监测血常规检查提示白细胞计数峰值均明显升

高,32.3~94.8×109/L 之间,入院时胸片及心脏彩超检查无特异性表现,1 例复查心脏彩超存在中度肺

动脉高压。1 例入院时因呼吸困难严重,呼吸不能维持应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予静脉输注阿奇霉素

10mg/(kg·d)治疗 2 天死亡,另 4 例应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CPAP)呼吸支持,予静脉输注红霉素

(10mg/kg/次,Q8H)治疗, 2 例住院期间因呼吸困难加重给予机械通气治疗,均死亡,1 例治疗 14 天后

痊愈,另 1 例红霉素应用 7 天,改为阿奇霉素治疗后治愈出院,2 例存活患儿随访 3 年内,未发生严重反

复呼吸道感染,生长发育正常;3 例患儿死亡,均死于严重呼吸衰竭。 
结论 对于重症新生儿百日咳患儿,白细胞计数显著升高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 
 
 
PO-2253 

血清 NGAL､ KL-6 在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中的表达及临床

意义 
 

贺娟,周伟,吕回,陶莉,陈晓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外周血清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胶质运载蛋白(Serum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 KL-6 在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早期诊断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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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胎龄≤32 周和/或出生体重≤1500g 早产儿,收集临床资料,采集入选早产儿生后 24h､ 1 周

､ 2 周外周血清标本,检测超敏 C 反应蛋白及降钙素原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外周血清

NGAL､ KL-6 表达水平。 
结果 纳入研究对象 55 例早产儿,符合 BPD 组早产儿 20 例,非 BPD 早产儿 35 例。BPD 组与非

BPD 组早产儿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PD 组早产儿出生体重､ 胎龄､ RDS例数､  
机械通气时间及吸氧时间均高于非 BPD 组早产儿;BPD 组早产儿生后 24h､ 1周､ 2 周血清 NGAL
水平(1.589±0.329,2.315±0.461,2.468±0.317pg/ml)明显高于非 BPD 组

(0.747±0.239,0.743±0.183,0.819±0.230pg/ml);BPD 组与非 BPD 组早产儿生后 24h 血清 KL-6 水平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813±0.893,0.782±0.932ng/ml),BPD 组早产儿生后 1周､ 2 周血清 KL-6
水平(1.174±0.157, 
1.286±0.159ng/ml)明显高于非 BPD 组(0.780±0.096,0.779±0.912ng/ml)。 
结论 BPD的发生与出生体重､ 胎龄､ 有无合并 RDS､ 机械通气时间及吸氧时间相关,BPD 组早产

儿生后外周血清 NGAL 及 KL-6 水平显著升高,可为早产儿 BPD 的发生提供早期预测依据。 
 
 
PO-2254 

早期监测血乳酸水平对新生儿感染性休克的临床预测价值 
 

唐秋霞,龙莎莎,王来栓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对新生儿感染性休克早期血乳酸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统计与分析,探讨其对

新生儿感染性休克患儿不良结局的预测价值,以期帮助临床医师对新生儿脓毒性休克的早期识别与

诊治,监测病情变化及判断预后。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的新生儿感染性

休克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内容如下:统计入院日龄､ 诊断日龄､ 性别､ 出生体重､ 胎龄､ 住院时间

､ 住院费用､ 出院时转归､ 病原学检查结果等各项内容,并以出院时转归(死亡或存活)分为死亡组与

存活组,进行单因素分析;统计诊断成立时､ 6h 及 24h 的血乳酸水平,比较两组病例在休克早期三个

时间点的乳酸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有无差异。 
结果 此次研究入组的新生儿感染性休克病例共 40 例,其中死亡组 29 例,存活组 11 例,病死率为

72.5%。入组病例总体的中位入院日龄为 12.5 天(1 天至 32.3 天),中位诊断日龄为 15 天(4 天至 53
天),中位 GA 为 34 周(30 周至 38 周),中位 BW 为 1873g(1180g 至 3188g),中位 LOS 为 15 天(2.25
天至 30 天),中位住院费用 3.27 万元(1.76 万元至 5.77 万元)。对两组患儿的一般特征､ 病情严重程

度及医疗干预强度进行比较示入院日龄､ 诊断日龄､ 住院时间､ 胎龄､ 出生体重､ Apgar 评分

(1min､ 5min)､ 诊断成立时血乳酸及其他主要血气分析指标､ 临床主要干预措施､ 剖宫产､ 胎膜早

破､ 羊水污染等项目在两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仅两组住院费用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存活组中位住院费用为 4.80 万元,死亡组中位住院费用为 3.28 万元。诊断成立时连组间

的血乳酸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诊断成立 6h 及 24h 的血乳酸水平均为死亡组高于存活组,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三个时间点的乳酸水平绘制 ROC 曲线示诊断 6 小时血乳酸水平

AUC=0.6909,24 小时乳酸水平 AUC=0.7614,当 24 小时乳酸≥3.75mmol/L 时,其预测死亡的敏感度

为 75%､ 特异度为 72.7%。对两组病例休克早期的血乳酸变化趋势进行比较,提示死亡组随病程进

展呈逐渐升高趋势,存活组在病程中呈迅速下降趋势,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新生儿感染性休克诊断成立 6h､ 24h 的血乳酸水平是新生儿感染性休克死亡的危险因素,可以

作为评估患儿不良预后的指标之一;诊断成立后 24h 的血乳酸≥3.75mmol/L 的患儿死亡风险可能较

大。早期持续监测新生儿感染性休克血乳酸水平对监测患儿病情变化､ 判断疗效与预后的意义可能

更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666 
 

PO-2255 

西罗莫司联合普萘洛尔等综合治疗 
新生儿卡波西样血管内皮瘤伴 K-M 现象 2 例 

 
廖红群,谢忠丽,杨欣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提高对卡波西样血管内皮瘤(kaposiformhemangioendothelioma,KHE)合并 Kasabach-Merritt
现象(kasabachmerritt phenomenon,KMP)的认识,探讨 KHE 合并 KMP 的治疗方法。 
方法 分析本院 2016 年 7 月至 11 月收治的 2 例新生儿巨大 KHE 合并 KMP 的诊治经过,回顾相关文

献。 
结果 一例明显好转,瘤体缩小,继续口服普萘洛尔+ 西罗莫司已 3 个月余,监测血常规､ 凝血功能､ 肝

功能和血脂均正常,体重､ 身高增长同同龄儿,无严重感染发生。另一例因合并严重感染,出现呼吸衰

竭给予呼吸机通气,治疗效果差, 后肺出血严重放弃治疗后死亡。 
结论 对 KHE 合并 KMP 的患儿,西罗莫司联合普萘洛尔等综合治疗还是有效,但合并严重感染可能还

需进一步努力,值得进一步研究。 ?。另一例因合并严重感染,出现呼吸衰竭给予呼吸机通气,治疗效

果差, 后肺出血严重放弃治疗后死亡。 
 
 
PO-2256 

B 族溶血链球菌 MLST 基因分型与新生儿侵袭性 
感染临床表现相关性研究 

 
王少华

1,李丽
1,吴本清

2 
1.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 

2.深圳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新生儿 B 族溶血链球菌感染 MLST 基因型分布与临床相关性研究。 
方法 收集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和深圳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2008 年 1 月-2014 年 8 月 26 例

GBS 感染病例。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技术,分别对分离收集的

26 株 GBS 菌株的 7 个管家基因的序列进行测序,并将序列与 BLAST 数据库中序列进行比对,确定菌

株序列型(Sequence type,ST)。  
结果 26 株 GBS 菌株基因型分为 ST-17､ ST-12､ ST-19､ ST-171､ ST-456､ ST-485,ST-23 及未

知型(NT)8 种序列型;其中 ST-17､  13 株;ST-12､ 4 株;ST-19､ 4 株;ST-171､ ST-456､ ST-
485,ST-23 及未知型均 1 株。新生儿 GBS 感染临床表现为化脓性脑膜炎中 ST-17 占 44.4%(4/9
例);ST-12､ ST-19 占 22.2%(2/9 例);ST-23 占 11.1%(1/9 例)。临床表现为败血症中 ST-17 占

64.7%(11/17 例);ST-12 占 11.8%(2/1 例);ST-19 占 17.6%(3/17 例);ST-23 占 5.9%(1/17 例)。 
结论 该研究了解了新生儿 GBS 侵袭性感染的主要基因型为 ST-17;GBS 基因型 ST17 与脑膜炎早

发型及晚发型及败血症均有相关性,为临床的预防与诊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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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57 

振幅整合脑电图对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患儿的脑功能监测意义 
 

刘志勇,王瑞泉,康淑琴,许景林,陈冬梅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振幅整合脑电图(amplitude 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aEEG)在新生儿低血糖脑

损伤急性期的改变以及其与疾病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纳入 2011 年 1 月—2015 年 7 月泉州市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病房收治的 47 例新生

儿低血糖脑损伤患儿。记录患儿的临床资料和治疗转归;采用 aEEG 进行脑功能监测;采用首都儿科

研究所儿心量表进行患儿生后 6 月龄智能评估;分析 aEEG 背景活动分类,癫痫性电活动,睡眠觉醒周

期,异常程度等参数与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患儿近期临床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急性期 aEEG 波形:连续正常电压 9 例,不连续电压 29 例,连续低电压 3 例,爆发抑制 6 例; 39 例

(83.0%)患儿记录到癫痫性电活动:单次惊厥､ 反复惊厥､ 惊厥持续状态分别为:11例､ 20例､ 8 例;
睡眠觉醒周期:无 21 例,不成熟 17 例,成熟 9 例。aEEG 异常程度判定:正常 7 例,轻度异常 9 例,重度

异常 31 例,其中重度异常中 23 例预后不良,包括死亡 3 例及随访至生后 6 月龄 DQ≤69 者 20 例。

aEEG背景活动､ SWC 分类以及 aEEG 异常程度与患儿临床近期预后通过双向有序等级相关性分

析提示存在相关性(r=0.714,0.696,0.746,均 P<0.001)。 
结论 aEEG 可以用于评估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患儿临床脑功能损伤严重程度及近期预后,是其脑功

能监测的有用工具。 
 
 
PO-2258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低血糖高危新生儿中的应用价值 
 

刘宁,程国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1.探究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低血糖高危新生儿应用的可行性。2.探究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

统在低血糖高危新生儿血糖管理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NICU 住院治疗的新生儿 72 例,应
用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Guardian REAL-Time GRT,美国美敦力公司提供)行连续血糖监测,同时间

断监测末梢血糖并做好记录。收集整理数据,匹对相应时刻 GRT 及末梢血糖数值,应用 SPSS20 及

Clarke 误差表格分析数据,得出统计学相关结论。 
结果 ①共收集 1134 对实时动态血糖监测数值(5.18±1.99mmol/l)与末梢血糖监测数值(5.23±1.96 

mmol/l),配对 t 检验显示两者呈正相关(r=0.87,p<0.05),两者差值无统计学意义(P=0.08)。②Clarke
误差表格分析显示:96.49%的点位于 A 区和 B 区,其中 77.81%血糖值位于 A 区,18.68%位于 B 区,其
余 25 对(3.51%)位于 D 区。③总体 MAD 值为 13.5%(<28%)。④仅有 3 个在探针置入过程中出血,

但出血量无进行性增加,探针置入部位无血肿､ 渗出和感染,整个监测过程中患儿无不适。⑤间断末

梢血糖监测法检测到低血糖(<2.6mmol/l)病例 7 例,低血糖事件 16 个,高血糖(>7.0mmol/l)病例 16 例,
高血糖事件 82 个;GRT 监测低血糖病例 15 例,低血糖事件 57 个,高血糖病例 21 例,高血糖事件 101
个。有 41 个低血糖事件未被间断血糖监测方法监测,持续时间大于 30min 低血糖事件 7 个,持续时

间大于 60min5 个;有 19 个高血糖事件未被间断血糖监测方法监测,持续时间大于 30min 高血糖事件

11 个,持续时间大于 60min2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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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应用于低血糖高危新生儿准确性､ 稳定性及家长与医护人员接受性

好;GRT 较常规间断末梢血糖监测方法监测到更多血糖异常事件及其持续时间,但是这些血糖异常事

件的意义目前仍是未知的。 
 
 
PO-2259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 HIE 新生儿 
亚低温治疗期间的应用价值研究 

 
刘宁,程国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究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在 HIE 新生儿亚低温治疗期间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NICU 住院行亚低温治疗的 HIE
新生儿,应用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Guardian REAL-Time GRT,美国美敦力公司)连续监测组织间液

的葡萄糖浓度,同时应用快速血糖仪(罗氏 ACCU-CHEK ®)间断监测末梢血糖。亚低温治疗 HIE 新生

儿随机分配是否联合 EPO 治疗。收集整理数据,匹对相应时刻快速血糖仪检测的末梢血糖值及

GRT 监测的组织间液葡萄糖值,并整理 HIE新生儿亚低温治疗期间不同时间､ 不同分组下的血糖数

据。应用 SPSS20.0 及 Clarke 误差分析表格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纳入患儿 17 例,男 9 例,平均胎龄 39.41±1.48w,平均出生体重 3281.77±501.29g,Apgar1min 
4±3 分,Apgar 5min 5±3 分,Apgar 10min 6±2 分,GRT 平均监测时长 67.29±28.42h。2.收集 219 对

GRT 监测组织间液葡萄糖数值(4.80±1.21mmol/l)与末梢血糖值(4.83±1.15mmol/l),配对 t 检验显示

两者呈正相关(r=0.81,p<0.05),且两者一致性好(MAD=8.76%)。3.以末梢血糖作为参考血糖,Clarke
误差表格分析显示:亚低温治疗 HIE 新生儿中 GRT 监测间质葡萄糖值 97.72%的点位于 A 区和 B 区,
其余 5 个点位于 D 区(2.18%)。4.以亚低温开始时间点为 0 点,以每 6 小时作为 1 个时间段,时间段 1
血糖水平高于时间段 10,11(p<0.05),其余时间段间血糖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每 24h 作为 1
个时间段,亚低温治疗第一天血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 4 天(p<0.05),且不同天数的糖速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5.将血糖数据依据亚低温 3 个阶段:降温阶段､ 维持阶段､ 复温阶段,分为降温期(0-6h)､ 维持

期(6-72h)､ 复温期(72-78h)､ 常温期(78h-120h)4 个时间段,数据表明降温期血糖水平高于其他时期,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17 例 HIE 患儿行亚低温治疗时随机分为亚低温联合 EPO 组及亚低温

组,两组患儿在高低血糖发生率､ 血糖异常事件频数､ 血糖异常事件持续时间(30min､ 120min)､ 平
均血糖､ 平均血糖标准差及平均绝对血糖(Mean Absolute Glucose,MAG)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1.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数值与末梢血糖监测数值相关性及一致性好,可用于亚低温治疗患儿

血糖水平的监测。2.亚低温治疗 24h 内,尤其是 6h 内血糖水平及血糖变异度相对较高,需加强该段时

间内血糖管理。 
 
 
PO-2260 

Thompson 评分预测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 
行亚低温治疗后神经结局的价值 

 
黄冰雪,王来栓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生后 6 小时内对 HIE 患儿做出准确的病情判断对指导治疗及预测治疗后(尤其是亚低温治疗后)
的结局意义重大,不同预后预测方法(B超､ MRI､ aEEG/EEG､ 近红外线波谱､ 临床神经系统检查

和分度)各有优缺点。Thompson 临床评分操作简单,以往有研究显示其对 HIE 患儿结局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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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是相关研究少,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尚不清楚,同时亚低温治疗可能会影响它的评估效力。研究

了在应用亚低温治疗后,生后 6 小时内 Thompson 评分预测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神经不良结局的能

力。  
方法 对 2012 年 02 月 0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收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NICU)行亚低温治疗的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患儿进行回顾分析,对他们进行 Thompson 评分,近期神

经不良结局定义为死亡､ 严重惊厥以及发生视听觉损伤的任意一种,并以头颅磁共振成像(MRI)的评

分结果来判断 MRI 是否显示发生了脑损伤。将 Thompson 评分与近期不良结局､ 头颅 MRI 评分进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及临界值。 
结果 共有 32 名患儿纳入研究,共有 16 名患儿发生了近期不良结局,占总人数的 50%。有 2 名患儿

因死亡未行头颅 MRI 检查,共 30 名患儿有头颅 MRI 结果,其中有 16 名(53%)患儿 BG/W 评分为 0 分,
无损伤表现,另有 3 名患儿评分为 1 分,2 名患儿评分为 2 分,8 名患儿评分为 3 分,1 名患儿评分为 4
分,共 14 名(47%)患儿头颅 MRI 显示有脑损伤。生后 6 小时内的 Thompson 评分与近期不良结局的

OR 值为 1.33(95%CI:1.02 ~ 1.73,P=0.035),与 MRI 评分的 OR 值为 1.76(95%CI:1.15 ~ 
2.69,P=0.01)。Thompson 评分与近期不良结局的 ROC 曲线示 AUC=0.736,界值为 10 分,评分≥10
分时预测近期不良结局的敏感度为 50%,特异度为 94%,阳性预测值为 89%,阴性预测值为 65%。

Thompson 评分与 MRI 显示脑损伤的 ROC 曲线示曲线下面积(AUC)=0.85,界值为 8 分,评分≥8 分

时预测近期不良结局的敏感度为 86%,特异度为 69%,阳性预测值为 71%,阴性预测值为 85%。 
结论 生后 6 小时内的 Thompson 评分对 HIE 患儿在亚低温治疗后的神经结局有着较好的预测作

用。 
 
 
PO-2261 

2013-2016 年重庆市 22 家医院小早产儿诊治现状分析:  
基于危重新生儿协作网的多中心研究 

 
王建辉

1,华子瑜
1,钟晓云

2,易明
3,伍剑

4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3.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 
4.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以危重新生儿协作网为平台,分析重庆市各 NICU收治的小早产儿的人口学特征､ 各类

并发症的诊治情况及临床预后,并通过与加拿大新生儿协作网(Canadian Neonatal Network,CNN)同
期资料的比较,探讨进一步降低小早产儿死亡率及改善临床预后的策略。 
方法 统计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间重庆地区 22 家协作单位提交至危重新生儿协作网的临床

资料,病例纳入条件为孕周<32 周或出生体重<1500g 的小早产儿,且住院时间≥24 小时,分析孕周､
出生体重､ 孕产次､ 多胎情况等人口学特征,各系统并发症发生率､ 诊治情况及远期预后,通过组间

比较的方法分析重庆市与发达国家在危重新生儿诊治方面存在的差距和差别。 
结果 研究期间数据库共收集小早产儿数据资料 1028 例,男 561 例(54.6%),女 467 例(45.4%)。平均

孕周 30.1±4.3 周,<28 周的超未成熟儿 54 例(5.3%),存活的 小孕周为 24+3周,平均出生体重

1436.2±379.0g,<1000g 的超低出生体重儿 I50 例(4.9%),存活的 小出生体重为 660g。各孕周存活

率及出生体重存活率与 CNN 比较有较大差距。经 IVF-ET 受孕的患儿有 158 例(15.4%),与自然受孕

患儿相比,在危重病例评分及存活率上没有统计学差异。产前使用地塞米松 406 例(39.5%),其中足

量使用 191 例(18.6%)。829 例(80.6%)完善头颅 B 超检查,首次检查在 3 天之内完成的有 555 例

(54.0%),315 例(34.0%)发现有颅内出血,其中 III-IV 级为 67 例(8.1%),低于 CNN 的报告。NRDS 总

体发生率为 51.4%,其中使用 nCPAP 的比率为 51.7%,PS+有创机械通气的比率逐年下降。经典型

BPD 发生率为 16.4%,新型 BPD 发生率 13.7%。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us, PDA)发生

率为 58.9%,干预比率为 4.7%,明显低于 CNN 报告的 55.6%。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etinopath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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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turity, ROP)筛查 385 例(37.5%),有 I-II 期 ROP95 例(24.7%),III 期以上 4 例(1.0%),给予干预

的 10 例(10.1%),筛查率及干预率均低于 CNN 报告。发生败血症 233 例(22.7%),其中血培养阳性

81 例(7.9%),孕周越小,出生体重越轻,败血症发生率越高。有 NEC116 例(11.3%),其中 II-III 级 30 例

(2.9%),干预 4 例(13.3%),低于 CNN 报告的 32.2%。 
结论 重庆市小早产儿的存活率与 CNN 相比有较大差距,其收治的小早产儿中,ELBWI 及 EPI 的比例

比较低。在 3 天内行头颅 B超检查､ nCPAP支持､ 加强 ROP 筛查和干预､ 内外科医师协同诊治

NEC 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PO-2262 

磁共振形态学半定量评分对极低和超低出生 
体重儿脑发育和脑损伤的评估价值 

 
王欣瑞,李志华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0 
 
 

目的 早产儿神经系统不良预后风险大,临床医生希望能够早期评估早产儿脑损伤和发育情况。目前

头颅磁共振常规分析方法仍局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对于严重程度的客观评价。本研究探索使用磁共

振形态学半定量评分方法分析极低､ 超低出生体重儿在纠正胎龄足月期间的脑损伤和脑发育情况,
分析半定量评分与患儿神经系统发育结局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分析。纳入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新生儿科的､ 在纠正胎龄足月期间完成头颅 MRI的极低､ 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对头颅 MRI
影像进行半定量评分;记录临床病史资料;采集康复科随访结果,包括全身运动评估､ Peabody 运动评

分,近期神经发育情况随访。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病例 246 例,平均出生体重 1207.0±190.2g,平均胎龄 30.4±2.3 周。 
脑白质异常信号或者囊性变的病例占 12.2%,白质以轻度异常为主。灰质和小脑异常信

号均小于 5%,灰质以无异常为主,小脑以轻度异常为主。整体评分约 70%存在异常,轻度

为主。白质､ 灰质､ 小脑总分三者间均呈正相关。MRI 不同程度整体评分异常患儿的

胎龄､ 出生体重无明显差异。扭动阶段对痉挛性脑瘫有较好预测价值的痉挛-同步性

GMs 随访到 4 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整体评分异常。不安阶段对不良预后有预测价值的

F-随访到 9 例,其中 6 例存在整体评分异常。PDMS 平均完成时间为纠正月龄 10.2±4.7
月,其中重度白质和整体 MRI 异常组的患儿粗大运动评分较无异常组明显偏低。不同程

度白质和整体异常组的精细运动评分无明显差别。近期随访到 102 例病例,其中 18 例

存在明显的运动和/或认知语言发育落后,这些患儿纠正胎龄足月时 MRI 上仅有 7 例表

现出脑损伤和/或出血,而半定量评分结果显示 15 例存在整体评分异常。 
结论 新生儿头颅磁共振半定量评分方法具有临床可行性。脑白质异常是极低､ 超低出

生体重儿 常见的脑损伤和发育异常形式。纠正胎龄足月时 MRI 半定量评分偏高的患

儿,在纠正月龄 5-22 月更容易表现为粗大运动发育的落后。认知､ 语言发育落后同样多

见,单纯定性描述为早产儿脑的患儿后期仍可能出现不良的神经发育结局,MRI 半定量评

分对脑损伤和发育的评价教常规定性分析更加全面､ 直观,可能更好地筛选出神经发育

结局不良的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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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63 

The Susceptibility to Antibiotic and Genotypes of 
Bordetella Pertussis Strains of Neonates 

 
Liu Ying,SHI WEI,YAO KAIHU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45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the susceptibility to common antibacterial drugs and genotype of 
pertussis strains in neonatal inf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6 B. pertussis isolates in neonatal infection were collected from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and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29 and 7, respectively) during May 2013-
July 2016. All of the isolates were tested for twenty drugs sensitivity and typed 
by major virulence-related antigensgenes, what's more,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the 23S rRNA 
gene. 
Results The MIC90 of all 36 isolates to amoxicillin, amoxicillin/clavulanate, ampicillin, 
levofloxacin, ceftriaxone, sulphamethoxazole/trimethoprim and meropenem were small than 
0.5μg/ml, whereas 72.2% of the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erythromycin and azithromycin. 
Genotyping results can be divided into 4 types, the dominant virulence type was 
ptxA1/ptxC1/ptxP1/prn1/fim2-1/fim3-1/tcfA2. Nine (25%) ptxP3 strains, which were reported more 
virulent, were detected and every strains were susceptible tomacrolides. All erythromycin-
resistant strains were found to have the A2047G mutation by sequencing. 
Conclusions The situation of macrolides resistance in neonates is very serious, then 
sulfonamides, quinolones and beta-lactam antibiotics can be considerd for the treatment. The 
main epidemic genotype of pertussis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vaccine strains except ptxA, and 
the proportion of ptxP3 in newborns is high compared with it in the entire age of children.  
 
 
PO-2264 

肺表面活性物质联合布地奈德预防极低出生体重儿支气管肺发育

不良的疗效观察 
 

陈名武,潘静,倪文泉,方涛,张慧,陈冶,潘家华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肺表面活性物质(PS)联合布地奈德气管内滴入预防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

良(BPD)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胎龄<32 周的患有宫内感染的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Ⅲ或Ⅳ级)的极低出生体重儿 30 例,
随机分成 PS + 布地奈德组(15 例)和 PS 组(15 例)。比较两组血气分析､ 氧合指数(OI)､ 呼吸机使
用时间､ 吸氧时间､ BPD 发生率､ 纠正胎龄 36 周时病死率以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PS +布地奈德组患儿 BPD 发生率低于 PS 组,呼吸机使用时间和吸氧时间明显短于 PS 组
(P<0.05);给药后第 2-6 天, 
PS + 布地奈德组 pH､ OI 均高于 PS 组,PaCO2 均低于 PS 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间纠正胎龄 36 周时病死率以及其他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PS 联合布地奈德气管内滴入能有效降低重度 NRDS 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 BPD 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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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65 

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与听力损伤的临床研究 
 

盛王涛,李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听力损伤相关高危因素和随访预后。 
方法 对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我院新生儿收治的 106 例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按照胆红素水

平分为 3 组: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组(TSB 峰值范围 342μmol/L~427.5μmol/L)､ 极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组

(TSB 峰值范围 427.5μmol/L~513μmol/L)､ 危险性高胆红素血症组(TSB 峰值大于 513μmol/L),在出

院前用自动脑干听觉诱发电位(AABR)进行听力筛查,对筛查未通过的患儿于三月龄时进行诊断性

ABR 检查,并对所有患儿随访听性行为反应观察状况。 
结果 三组患儿共 106 例,出院前 AABR 筛查未通过例数 33(33/106,31.13%),其中重度高胆红素血症

组未通过例数 22(22/86,25.58%),极重度高胆红血症组未通过例数 9(9/16,56.25%),危险性高胆红血

症组未通过例数 2(2/4,50.00%),各组之间差异显著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专人负责定期宣教,
全部出院前 AABR 筛查未通过的 33 例患儿于 3 月龄时来院接受诊断性 ABR 检查,结果 2 例患儿被

诊断轻度听力损伤,但其中 1 例考虑为中耳炎所致。同时,全部 106 例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均完成

听性行为反应观察,目前状况良好。 
结论 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听力损伤的高危因素之一,且血清总胆红素水平越高,听力损伤的发

生率也越明显。三月龄诊断性 ABR 未通过率较出院前 AABR 未通过率明显下降可能说明重度高胆

红素血症引起的听力损伤可逆,但也提示听力随访计划有待完善。本组患儿听性行为反应全部通过,
推测高胆红素血症造成的听力损伤可能对患儿日常生活无明显影响,但该观察项目依赖家长主观判

断,且较粗略,仍需对诊断性 ABR 检查异常的患儿进行长期随访。 
 
 
PO-2266 

基于新生儿应激性高血糖的血糖值与脑影像变化 
对危重症新生儿的远期预后评价 

 
严恺

1,陆春梅
1,杨皓玮

2,孔艳婷
1,徐素华

1,刘露
1,乔中伟

2,王来栓
1,程国强

1,周文浩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放射科 

 
 

目的 利用新生儿应激性高血糖监测所得血糖值结合脑磁共振(MR)表现来分析此两指标是否可用于

神经危重患儿的远期转归评价。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我院电子病历系统开始应用到 2016 年 6 月 27 日所有在我院

新生儿科住院且诊断包括新生儿应激性高血糖患儿。纳入标准:(1)入院后至少有 1 次以上血糖值≥

7mmol/L;(2)所得 高血糖值与完成 MRI 的时间间隔<7 日。排除标准:(1)未完成 MRI 检查已出院或

死亡;(2)MRI 完成时间超出 1 周;(3)无血糖数据。基线收集患儿围产资料,血糖数据,其他疾病状况。

血糖数据来自血气分析并根据血糖波动情况得到高血糖持续时间(h)。患儿在行常规 MRI 检查前接

受镇静,所有 MRI 结果由神经影像专科医生判定。评价标准采用 Lianne Woodward 在 NEJM 上报

道的脑异常标准评分系统,分为白质与灰质两部分各自定性。随访主要为是否发生死亡(D 组)､ 是否

出现神经发育迟缓或脑影像学异常(A 组)作为 12 个月的转归结局。采用 Stata 12.0 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34 例新生儿应激性高血糖症。(1)基线:比较 D 组､ A 组与正常 3 组的胎龄､ 出生体重

､ Apgar 评分与其他疾病状况。将影响患儿预后的疾病在单因素分析后进入回归模型,发现

PVL/IVH 对新生儿应激性高血糖转归的影响 大(OR=4.51)。(2)血糖､ MRI 与随访结局的关联:三
组间血糖值在 D 组中 高(17.3±8.2 vs 13.1±5.01 vs 10.7±5.7mmol/L, P=0.003),同时 MRI 白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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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质结果在三组间也有显著差异(P<0.001)。为排除血糖 max 与其他疾病的共线性,血糖作为因变量

与其他疾病的 Logistic 回归发现主要影响血糖的疾病因素是 MODS(RR=8.8)与休克(RR=5.2),其余

疾病因素在模型中未表现出差异。我们将诊断有 MODS 与休克的对象拒绝在回归模型以外, 后将

胎龄､ 血糖值 max､ 高血糖持续时间､ MRI 脑白质结果､ MRI 灰质结果与 PVL/IVH 带入到模型中,
发现 终可评价新生儿应激性高血糖转归的因素是血糖值 max(RR=1.18, P=0.029)与 MRI 脑白质

结果(RR=6.00,P=0.048)。(3)血糖与 MRI 脑白质的 ROC 曲线绘制:血糖 max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 血糖 max=0.7445,脑 MRI 白质结果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 白质=0.7151,将两者联合后 ROC 曲线

下面积 AUCcombine=0.8118。得到血糖的 cutoff 值为 9.2 mmol/L。 
结论 在新生儿应激性高血糖中发生 PVL/IVH 可能导致预后不良结局的发生。MODS 与休克的发

生 能影响患儿血糖值,分别可使患儿发生应激性高血糖的风险升高 8.8 或 5.2 倍。在已发生应激性

高血糖的危重症新生儿中可通过监测 高血糖值并结合脑 MRI 结果来预测患儿远期的转归情况,当
血糖值高于 9.2mmol/L 应充分重视。 
 
 
PO-2267 

高危晚期早产儿脑病临床特点及磁共振影像学评估 
 

朱燕,张可,胡兰,肖蜜黎,李志华,陈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了解高危晚期早产儿(LPI)脑病的危险因素､ 临床特点及磁共振(MRI)影像学变化。 
方法  
对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住院且存在脑损伤高危因素的 LPI,进行头颅 MRI 检查,分析晚期早

产儿脑病危险因素､ 临床特点及头颅 MRI 特征 
结果 完成 MRI 检查的高危晚期早产儿 共 1 007 例,影像学符合早产儿脑病患儿 313 例(31.1%)。高

危晚期早产儿脑病中白质损伤占 76.7%。高危晚期早产儿脑病的发生与胎龄无明显相关性,但随着

出生体重增加,脑病检出率逐渐增高(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复苏史是晚期早产儿脑病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 
结论 早产儿脑病在高危晚期早产儿中亦较常见,特别是脑白质损伤。复苏病史是晚期早产儿脑病的

独立危险因素,需引起重视。 
 
 
PO-2268 

极低出生体重儿骨折一例 
 

王凌越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现报道我院 1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发生自发性骨折病例,并对相关文献进行汇总复习,以
探讨代谢性骨病出现骨折的病因及预防措施,静脉营养中钙磷的添加,以指导临床减少疾病的发生,减
低对新生儿的损伤及纠纷的出现。 
方法 病例分析及文献复习。 
结果 骨折的发生可能与早产,早期静脉营养补充不足,重症感染,应用利尿剂及糖皮质激素,镇静等有

关。 
结论 虽然早产儿代谢性骨病并发骨折在临床中发生率较低,预后大多良好,但一旦发生,仍给患儿及家

属带来很大痛苦和担忧,且容易因家属的不理解引发医疗纠纷,我院此患儿家属也因此多次找医务处

协调。因此在早产儿管理中应高度重视新生儿骨健康,在临床允许安全范围内积极补充钙磷及维生

素 D 等营养元素,严格掌握各种可能加重早产儿代谢性骨病高风险药物的使用指征及剂量疗程,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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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检测,以减少甚至杜绝此类情况的出现,也期待有更多的多中心对照性研究在此方面开展,期待

更加规范详细的静脉营养治疗指南的出台。 
 
 
PO-2269 

新生儿血友病乙并肝出血一例并文献复习 
 

文丹丹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443003 

 
 

目的 血友病在新生儿期发病者多起病急,病情重,出血量大,尤其内脏出血常不能及时明确诊断,严重

者可危及患儿生命。通过此病例及文献复习,使临床医生提高警惕,早期正确诊断,以提高血友病患儿

的生存质量。 
方法 个案报道及文献分析 
结果 通过此病例及文献复习,我们发现在新生儿期,血友病(尤其是血友病乙)是一个误诊及漏诊率极

高的遗传性疾病,主要因为部分患儿缺乏明确家族史,生后未进行相关疾病筛查,且新生儿凝血功能的

筛查指标 APTT 及 PT 受包括疾病在内的各种因素影响并且由于新生儿的生理特点,不同群体不同胎

龄的新生儿,其正常值范围本身存在差异,特别是Ⅸ因子,即使在正常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低于参考范

围,从而和部分轻型血友病患儿发生指标重叠,导致临床难以确诊。 
结论 血友病在新生儿期是一个危险的时期,需临床医生提高警惕,早期正确诊断,以提高血友病患儿的

生存质量。 
 
 
PO-2270 

Safety and Efficacy of High-Flow Nasal Cannula Therapy in 
Preterm infants of China: A single-centre experience 

 
zheng ge1,Huang Xiaoqiu1,Jin Guoxin1,Lin Zhenlang2 

1.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eated humidified high flow nasal cannular (HHHFNC) on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compared with 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NCPAP). 
Methods An observ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performed at a tertiary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n suburban Wenzhou, China in the period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December 2015. 
Inborn infants at 28 weeks to 36+6 weeks of GA were eligible if presenting with mild to moderate 
RDS requiring noninvasive respiratory support. Infants were excluded from study if they had 
major congenital anomalies or severe RDS requiring early intubation. 
Results The mode of respiratory support as HHHFNC was similar to NCPAP with regard to the 
primary outcome: failure occurred in 20.0%vs 17.5% of infants, respectively (95%CI of risk 
difference, 0.5% to 2.9%; P = .7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secondary outcomes, including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need for surfactant, air leaks, 
and duration of respiratory support. Comparing with NCPAP group,the incidence of nasal damage 
was less in HHHFNC group (21.5% vs 42.9%; 95% CI of risk difference, 0.17 to 0.79; P = .01). 
Conclusions HHHFNC is a very effective and well-tolerated strategy compared with NCPAP as 
the initial mode of respiratory support to mild to moderate RDS in preterm infants older than 28 
weeks’ GA. 
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secondary outcomes, including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need for surfactant, air leaks, and duration of respiratory support. Comparing with NC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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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the incidence of nasal damage was less in HHHFNC group (21.5% vs 42.9%; 95% CI of 
risk difference, 0.17 to 0.79; P = .01). 
 
 
PO-2271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在重症新生儿 
胎粪吸入综合征临床病例分析 

 
张健

1,梁珍花
1,刘桂良

1,王敏
1,温志红

1,张健
1,梁珍花

1,刘桂良
1,王敏,温志红

1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治疗重症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的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12 月入住儿科-新生重症监护室(NICU)4 例重症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常
规的治疗仍出现呼吸困难,仍需要有创呼吸支持,予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及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 
结果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后明显减少有创呼吸机使用时间,缩短住院日,无并发症发生,无死亡病

例。除 1 例需要用小剂量的猪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外,其余 3 例不需要使用。 
结论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治疗重症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可明显改善肺功能,缩短病程,减少并发

症,无死亡病例的发生,只要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术中采用局部麻醉,高流量鼻导管给氧,医护配合协

调,治疗安全有效,可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PO-2272 

hsa-miRNA-20a 靶基因预测及其在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应用 

 
洪慧

1,王贝贝
1,王崇伟

1,陆亚东
1,杨洋

1,程锐
1,周晓玉

1,许卫东
2,周晓光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对 hsa-miRNA-20a ( miR-20a ) 靶基因预测并进行相关生物信息学分析,为深入研究 miR-20a
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相关的生物学功能提供理论依据。对 hsa-miRNA-20a ( miR-20a ) 靶基因预

测并进行相关生物信息学分析,为深入研究 miR-20a 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相关的生物学功能提供

理论依据。 
方法 应用 PubMed､ Google 等信息搜索工具查找 miR-20a 相关的所有研究,并通过 miRBase 获取

其序列特征以及进化的保守性;利用 miRNA 靶标基因数据库 miRGen2.0 进行 miR-20a 靶基因预测,
并利用 DAVID Bioinformatics Resources 6.8 数据库对靶基因进行功能富集分析( Gene Ontology-
analysis )及( KEGG )信号通路分析。 
结果 已有的文献表明 miR-20a 在许多生物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序列在多物种间高度保守。miR-
20a 调控的靶基因参与生物学过程､ 细胞组分和分子功能等方面,靶基因集合的信号转导通路显著富

集于轴突导向信号通路､ Wnt信号通路､ MAPK 信号通路等 ( P 均<0.05 )。 
结论 miR-20a 可能通过多条靶基因富集相关信号通路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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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73 

miR-20a 对肺泡上皮细胞 A549 合成肺表面活性物质 
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洪慧

1,3,于新桥
2,王贝贝

1,蒋耀军
2,杨洋

1,周晓玉
1,杨峰

2,周晓光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儿科研究所 

3.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miR-20a 在肺表面活性物质合成中的作用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 
方法 构建 miR-20a 过表达腺病毒载体并转染人肺泡上皮细胞 A549,通过病毒载体携带的 GFP 荧光

观察确定转染效率并通过 RT-PCR 检测 miR-20a 水平,用 MTT 法检测 A549 细胞增殖情况,RT-
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用于检测肺表面活性蛋白及 STAT3 的表达水平。 
结果 在转染腺病毒载体后 A549 过表达 miR-20a,过表达 miR-20a 促进 A549 合成肺表面活性物质,
对细胞增殖没有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过表达 miR-20a 抑制 A549 STAT3 蛋白表达水平。 
结论 miR-20a 可能通过下调 STAT3 促进 A549 细胞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合成,为 RDS 的防治提供了

新的思路。 
 
 
PO-2274 

miR-20a 对脂多糖诱发的 A549 细胞炎症反应 
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洪慧

1,2,于新桥
3,王贝贝

1,蒋耀军
3,贡永健

1,杨远
1,杨洋

1,周晓玉
1,杨峰

3,周晓光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 南京医科大学儿科研究所 

3.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 miR-20a 在脂多糖(LPS)诱发的肺泡上皮细胞 A549 炎症反应中的作用及其可能作用机

制。 
方法 利用 LPS 刺激 A549 细胞构建细胞炎症模型,在 A549 中采用 miR-20a mimic 和 inhibitor 对
miR-20a 进行功能研究。分别通过 real-time PCR 和 ELISA 检测 IL-6､ IL-8 的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用于检测细胞凋亡信号激酶 ASK1､ P38､ P-P38､ JNK､ P-JNK 蛋白的表达。 
结果 过表达 miR-20a 降低 LPS 诱导的炎症因子 IL-6､ IL-8 的表达,低表达 miR-20a 促进炎症因子

IL-6､ IL-8 的表达;此外过表达 miR-20a 减少 ASK1 的表达。 
结论 过表达 miR-20a 能够抑制 LPS 诱发的炎症反应,相反,低表达 miR-20a 则加剧炎症反应,其作用

机制可能是 miR-20a 对凋亡信号调节激酶 1(ASK1)的靶向调控。本研究表明 miR-20a 在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的炎症发生过程中可能发挥着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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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75 

急性肺损伤新生大鼠肺组织及血清 E-选择素 
的动态表达及其意义 

 
郝金斗

1,叶莉
2,周晓光

3 
1.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急性肺损伤(ALI)新生大鼠肺组织 E-选择素的表达水平及血清 sE-选择素浓度的变化,
探讨 E-选择素在新生儿 ARDS 发病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方法 选择新生 SD 大鼠 90 只,按照随机数字表进行完全随机化分组,对照组 10 只,ALI 组 80 只。ALI
组按照存活时间又分为以下 8 个亚组,即 0.5h 组､ lh 组､ 2h 组､ 3h 组､ 4h 组､ 5h 组､ 8h 组和

12h 组,每个亚组各 10 只。ALI 组新生大鼠按 4mg/kg 剂量给予 LPS 腹腔注射,制备新生大鼠急性肺

损伤动物模型;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腹腔注射。ALI 组新生大鼠分别在腹腔注射 LPS 后 0.5h
､ lh､ 2h､ 3h､ 4h､ 5h､ 8h､ 12h 等 8 个时间点将动物麻醉后断头取血,收集血液标本 0.4~0.5ml;
对照组在生理盐水腹腔注射 4h 时断头取血,收集血液标本 0.4~0.5ml,取血清置于-20℃冰箱保存,用
于检测 sE-选择素含量。新生大鼠处死后立即打开腹腔,取右肺置于 4%多聚甲醛中固定 12~24h,用
于制作 HE 染色组织切片及免疫组化切片。全部实验动物均取左肺进行肺组织湿重/干重(W/D)比值

测定。 
结果 ALI 组肺组织血管内皮细胞可见大量 E-选择素阳性细胞,阳性产物为棕黄色颗粒,均以胞浆着色

为主,呈强阳性表达。对照组肺组织血管内皮细胞仅见极少 E-选择素阳性表达细胞,阳性产物为浅棕

黄色颗粒,呈弱阳性表达。显微图像分析显示:ALI 组新生大鼠腹腔注射 LPS 后 E-选择素平均光密度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 2~4h ARDS 组平均光密度值与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腹腔

注射 LPS 后 E-选择素的表达具有明显时序性,2h 表达明显增加,4h 肺血管内皮细胞表达达高峰,8h 
E-选择素较 4h 明显下降。ALI 组新生大鼠血清 E-选择素水平在腹腔注射 LPS 后逐渐升高,在 2h 时
达峰值,此后逐渐降低,但仍然明显高于对照组;在 2h､ 4h 和 8h 等时间点测定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者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 <0.01 或<0.05)。血清 sE-选择素水平随肺组织 E-选择素表达增加

而升高,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肺组织 E-选择素表达增强及血清 sE-选择素水平升高,可反映全身炎症反应过程中肺血管内皮

细胞损伤。 
 
 
PO-2276 

Expression profile of serum microRNAs in the neonate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ang beibei1,Li Hua2,Yang Yang1,Wang Yunpeng1,Liang Honglu1,Zhou Xiaoyu1,Zhou Xioaguang1 

1.Nanj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identify miRNAs regulating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Methods All of our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Nanj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April 2011 to April 2012,divided into ARDS group(n 
= 30) and control group (n = 30).For experiment, peripheral blood was collected after 
admission.miRNA microarray and RT-PCR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i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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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318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in the 
ARDS group, of which, 132 were upregulated and 186 were downregulated. The results of RT-
PCR for miR-20a and miR- 3120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of miRNA microarray. 
Conclusions The newly identified miRNAs may play key roles in ARDS and the result provides a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of ARDS. 
 
 
PO-2277 

29 例新生儿电子支气管镜结果分析 
 

郭建明,陈丽萍,郭之强,陶荔,喻云,章高平,李建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应用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对我院 NICU 2013 年 6 月-2016 年 6 月 29 例进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9 例患儿中,喉软化 6例､ 气管､ 支气管软化 6 例;杓状会厌赘生物 2 例;会厌囊肿 2 例;杓状会

厌粘膜肿胀 2 例;会厌卷曲 1 例;气管狭窄 1 例,气管中段膜部窦道 1 例;食管性支气管 1 例,肺出血 1
例;单纯支气管内膜感染 6 例。合并支气管内膜感染 14 例。吸取痰培养标本 18 例,阳性 8 例。检查

过程中,血氧饱和度下降 6 例,检查后 24h 内一过性发热 1 例。 
结论 电子支气管镜诊断新生儿呼吸道疾病方面,安全性和确诊性较高,对于喉鸣､ 三凹征明显及撤机

困难病人,应尽快完善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明确病因。 
 
 
PO-2278 

定容通气与压力限定通气在早产儿中 
效益评估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王蓓,石卉,姚翠婵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10 
 
 

目的   比较定容通气(Volume-targeted ventilation,VTV)与压力限定通气(Pressure-limited 
ventilation,PLV)对早产儿效益评估。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2017 年第 04 期)及 CNKI 等电子数据

库,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7 年 04 月 01 日。研究仅纳入 VTV 与 PLV 对早产儿的积极干预的随机

对照研究(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RCTs)与平行对照试验。所有数据统计均采用 RevMan 5.0
软件来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依据严格纳入排除标准, 终纳入 21 个原始研究。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 PLV 相比, VTV 降

低死亡率(relative risk(RR):0.68,95% CI:0.51 ~ 0.91,I2=0%,P=0.82)､ 减少支气管发育异常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RR:0.73,95% CI:0.60 ~ 0.90,I2=25%,P=0.21)､ 缩短机械通气

时间(mean difference(MD):-2.00(天),95% CI:-3.14 ~ -0.86,I2=45%,P=0.07)､ 降低脑室出血

(intraventricular haemorrhage,IVH)(RR:0.65,95% CI:0.42 ~ 0.99,I2=53%,P=0.02)､ 降低 3/4 级
IVH(RR:0.53,95% CI:0.32 ~ 0.75,I2=21%,P=0.27)､ 降低室周白质软化症(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PVL)(RR:0.35,95% CI:0.16 ~ 0.66,I2=0%,P=0.90),减少气胸(RR:0.46,95% CI:0.25 ~ 
0.86,I2=0%,P=0.85)等。 
结论  与采用传统呼吸机 PLV 通气方案相比,VTV 通气方案在治疗早产儿方面,可明显降低死亡率､

BPD 发病率､ 缩短呼吸机通气时长与吸氧时间､ 降低无效通气率､ IVH､ 3/4 级 IVH､ 低碳酸血症

､ 气胸及室周白质软化症等事件发生率。由于,样本量与研究质量局限性,该研究结果仍需多中心､

大样本及高质量的 RCTs 来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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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79 

早产儿生后不同时间 Clara 细胞分泌蛋白的动态变化 
 

张晓荣
1,魏红艳

1,冯玉梅
1,戴红霞

2 
1.珠海市人民医院 

2.澳门理工大学高等卫生学校 
 
 

目的 探讨早产儿出生后血清 Clara 细胞分泌蛋白水平的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出生体重<37 周且体重<2500 克的活产儿共 39 例作为研究组。对照组为轻度窒息､ 具有

健康肺的足月新生儿 19 例;收集临床资料及研究组生后 2小时､ 第 3天､ 第 7天､ 第 14 天静脉血

2ml,对照组生后 2小时､ 第 3天､ 第 7 天静脉血 2ml,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ELASA)法,测
定血清 CCSP 的水平并进行比较。 
结果 研究组血清 CCSP 水平生后 2 小时(620.21±285.10 pg/ml)､ 3 天(879.37±296.05pg/ml)､ 7 天

(796.69±376.99pg/ml)､ 14 天(752.30±331.93pg/ml)。胎龄与生后 2 小时的 CCPS 水平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 0.441,P<0.05。胎龄与生后 3 天的 CCPS 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0.270,P<0.05。产后 1
分钟 Apgar 评分､ 母亲年龄､ 新生儿体重等因素对生后 2小时､ 生后 3 天 CCPS 水平无显著影响

(P>0.05)。研究组生后 2 小时的 CCSP(620.21±285.10pg/ml)低于研究组(867.85±149.85pg/ml),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生后 3天､ 7 天,两组的 CCSP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早产儿血清 CCSP 水平受胎龄的影响,生后 2小时 低､ 生后 3 天 高,生后 7 天到 14 天无明

显变化､ 趋于平稳。其胎龄影响生后 2小时､ 生后 3 天的 CCPS 水平。提示早产儿血清 CCSP 生

后 3 天的快速升高对其宫外适应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PO-2280 

不同性别对婴儿死亡率和新生儿发病率的影响 
 

赵冬莹
1,雷小平

2,张拥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研究混合性别双胎中不同性别对婴儿死亡率和新生儿发病率的影响。 
方法 研究数据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统计联合出生死亡队列。本次分析中共纳入了 108,038 对混合性

别双胞胎。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性别对胎儿死亡,新生儿及婴儿死亡率,先天性畸形,APGAR 评

分,辅助机械通气及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影响。 
结果 在混合性别双胞胎中,男性双胎(1.05%)和女性双胞胎(1.04%)胎儿死亡率的差异无显着性差

异。然而,相对于女性双胞胎,男性双胞胎的新生儿死亡率(aOR = 1.59; 95%CI 1.37,1.85)和总体婴

儿死亡率(aOR 1.43; 95%CI 1.27,1.161)的可能性增加。先天性畸形(aOR 1.38; 95%CI 1.27,1.50)
在男性中比女性双胞胎发病率更高。此外,Apgar 评分(<7)(aOR 1.15; 95%CI 1.05,1.26),辅助通气

时间> 30 分钟(aOR 1.31; 95%CI 1.17,1.47)和早产儿呼吸窘迫(aOR 1.45; 95%CI 1.26,1.66)在男性

双胞胎中的发病率相对于女性而言也明显升高。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混合性别双胞胎中,男性双胞胎中婴儿死亡率和新生儿发病率的可能性

高于女性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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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81 

氧诱导新生小鼠视网膜病 lncRNA 表达谱的初步研究 
 

彭芬
1,王宇

2,王云鹏
2,王贝贝

2,周晓玉
2,吴素英

1,周晓光
2 

1.湖北民族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采用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氧诱导视网膜病

(oxygen-induced retinopathy, OIR)新生小鼠和正常新生小鼠视网膜组织 lncRNAs 的差异表达,并应

用 Real-time PCR 进行验证,为早产儿视网膜病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新的实验依据。 
方法 清洁级 C57BL/6J 新生小鼠 48 只,按随机化配对设计分为 OIR 组和对照组,每组 24 只。OIR 组:
生后第 7 天饲养在 75±2%氧浓度环境中 5 天,返回正常空气环境中继续饲养 5 天;对照组:在正常空

气环境中饲养。两组小鼠生后第 17 天处死后摘除眼球,取视网膜组织进行 lncRNAs 高通量测序,采
用 Real-time PCR 对差异表达的 lncRNAs 进行验证。基于 lncRNA 与 mRNA 表达相关性以及

lncRNA 与 mRNA 基因组位置近邻关系,得到 lncRNAs 的潜在靶标基因。同时通过 GO 和 pathway
分析对 lncRNAs 表达谱进行初步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lncRNAs 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获得 1118 个与 OIR 相关的 lncRNAs,其中差异倍数在 2 倍以上

上调的共 239 条;2 倍以上降低的共 81 条;3 倍以上升高的共 66 条;3 倍以上降低的共 16 条;4 倍以上

升高的共 1 条;4 倍以上降低的共 7 条。采用 Real-time PCR 验证结果 OIR 组 XLOC_150632､
XLOC_150636 表达明显上调,XLOC_122045､ XLOC_100454､ XLOC_170009､ XLOC_122042
表达明显下调。差异表达 lncRNAs 的靶基因 GO 分析有 852 个靶基因富集于生物学进程,1148 个

靶基因富集于细胞组件,2100 个靶基因富集于分子功能;pathway 分析 36 个显著富集的生物学通

路。 
结论 OIR 小鼠视网膜组织中 lncRNAs 存在差异表达,其中 XLOC_150632､ XLOC_150636 潜在靶

基因 Fgf2 与磷脂酰肌醇-3 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 PI3K)通路相关,可能与 OIR 视网膜

新生血管形成相关,成为 ROP 治疗和预防潜在作用靶点。 
 
 
PO-2282 

三七总皂苷抑制 OIR 新生血管形成的机制研究 
 

闫安
1,田丽敏

1,李翠洁
1,周晓光

2,吴素英
1 

1.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三七总皂苷对高氧诱导的新生小鼠视网膜病变抑制作用的机制。 
方法 采用双盲随机对照法,将出生后第 7 天(P7)的 C57BL/6J 新生小鼠 60 只分为 A:正常空气组､ B:
高氧诱导组(OIR 组)､ C:4 μL 腹腔注射组､ D: 8 μL腹腔注射组､ E: 1 μL 玻璃体腔注射组。B､ C､
D､ E 组从 P7 至 P11 在 75%的氧浓度饲养箱中饲养 5 天,P12 回到正常环境中饲养至 P17。其中,C
､ D 组从 P7-P12 进行腹腔注射对应剂量的三七总皂苷,E 组在 P12 进行玻璃体腔注射三七总皂苷 1 
μL。P17 天时处死新生小鼠取眼球做 HE染色观察突出视网膜内界膜的血管内皮细胞核数､ 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荧光灌注视网膜铺片,取
视网膜组织提 RNA 和蛋白做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blot 检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 缺氧诱导因子 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 核转录因子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蛋白激酶 C3(Protein Kinase D3, Prkd3)､ VEGF､ 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 2(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2)的表达差异。 
结果 HE 染色中 C､ D､ E 组和 B 组比较可以看到明显的突出视网膜内界膜的血管内皮细胞核数明

显降低且 E 组细胞核数 少。E 组<D 组<C 组<B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GF-1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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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组<D 组<C 组<B 组,且 4 μL 腹腔注射组与 OIR 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8 μL腹腔注射组､ 1 μL 玻璃

体腔注射组与 OIR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HIF-1α､ NF-κB､ Prkd3､ VEGF､ EGFR2､
miR-130a-3p 表达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三七总皂苷能够抑制氧诱导的新生小鼠视网膜病变新生血管的形成,且能改善血管的扭曲和视

网膜无灌注区现象,抑制 VEGF 的表达,对氧诱导的新生小鼠视网膜病变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PO-2283 

动脉有创血压监测在重症新生儿应用中的探讨 
 

龙晓林,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动脉有创血压监测在重症新生儿抢救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对 62 例重症新生儿行动脉有创血压监测,评估动脉血

压监测部位及并发症。 
结果 桡动脉测压 38 例,肱动脉测压 10 例,腋动脉测压 12 例,股动脉测压 2 例,其中有 1 例新生儿发生

动脉留置针部位血栓,其他置管部位无任何并发症发生。 
结论 动脉有创血压监测的应用,明显改善了重症患儿抢救的成功率,在规范操作､ 按流程护理的情况

下,并发症少,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2284 

早期微量喂养对预防早产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效果分析 
 

龙晓林,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早期微量喂养对预防早产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效果。 
方法 将 140 例早产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70 例。对照组仅按医嘱喂养､ 给予常规护理。干

预组实施早期微量喂养。护理期间,监测各组患儿黄疸指数､ 血清胆红素水平等各项指标。 
结果 对照组患儿血清胆红素水平､ 黄疸指数､ 黄疸消退时间及黄疸持续时间明显低于干预组

(P <0.05)。 
结论 早期微量喂养能够有效预防早产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具有疗效确切､ 安全､ 易操作等优点,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2285 

2362 例新生儿窒息病例回顾性分析 
 

林晴晴
1,2,王鉴

2 
1.厦门市儿童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病死率､ 高危因素及器官功能损害情况,为新生儿窒息的防治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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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0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2362 例新生

儿窒息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同期 28 809 例活产新生儿,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7.57%,后 5 年新生儿窒息发生率(6.77%)低于

前 6 年(8.96%)(χ2=45.74,P=0.00);2.同期 28 809 例活产新生儿,新生儿窒息死于分娩现场的发生率

7.98/10 000,近 11 年呈下降趋势;3.住院 9913 例新生儿中,新生儿窒息 2362 例,住院新生儿窒息构

成比为 23.83%,呈下降趋势;4.住院 2362 例窒息新生儿中,死亡 38 例,病死率为 1.61%,呈下降趋势,
后 5 年住院新生儿窒息病死率(1.02%)低于前 6 年(2.29%)(χ2=6.02,P=0.01);5.新生儿窒息高危因素

前 3 位依次为剖宫产(52.66%)､ 早产(43.69%)､ 胎儿宫内窘迫(35.75%);6.新生儿窒息导致心脏损

害发生率 60.58%､ 代谢损害 29.64%､ 脑损害 24.39%,肺损害 20.32%､ 血液系统损害 11.73%､
胃肠损害 7.62%､ 肝损害 6.14%,肾损害 2.79%,心脏损害发生率 高,脑损害发生率呈下降趋势,心
脏､ 代谢损害发生率呈上升趋势;7.代谢系统损害中各构成比依次为低血糖 17.10%,高血糖 11.39%,
低血钠 6.60%,低血钙 5.46%,低血镁 2.88%。重度窒息组低血糖发生率低于轻度窒息组

(11.21%vs20.25%);重度窒息组高血糖､ 低血钠､ 低血钙､ 低血镁发生率均高于轻度窒息组

(21.19%vs6.61%､ 9.26%vs5.19%､ 9.01%vs3.57%､ 4.38%vs2.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1);8.新生儿窒息致器官功能损害发生率为 84.17%, 多器官功能损害发生率为 45.09%。后 5 年

窒息致器官功能损害发生率(85.86%)高于前 6 年(82.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5.94,P 值

=0.01);后 5 年窒息后多器官功能损害发生率(45.40%)高于前 6 年(44.7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1,P=0.73)。 
结论 1.执行新法复苏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病死率呈下降趋势;2.新生儿窒息常见的高危因素中,前
三位为剖宫产､ 早产､ 胎儿宫内窘迫;3.新生儿窒息后各器官功能损害以心脏､ 代谢､ 脑损害发生率

高,脑损害发生率呈下降趋势,心脏､ 代谢损害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新生儿窒息致器官功能损害发生

率有上升,但窒息后多器官功能损害发生率无明显上升。 
 
 
PO-2286 

1 例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征并文献复习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陈冬梅 
泉州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通过对 1 例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congenital central hypoventilation syndrome,CCHS)
患儿的临床特征､ 致病基因进行观察,并复习相关文献,提高对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的认识。 
方法 总结分析 1例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外科手术发现､ 术后

病理结果以及相关致病基因检测结果,同时检索国内外文献。 
结果 患儿临床表现为呼吸机依赖,撤机困难,撤机后频繁呼吸暂停,血气分析提示二氧化碳潴留,而且

伴有消化道畸形,术中发现回肠远端肠管细小､ 狭窄,术后病理报告提示全段肠管神经节细胞极度减

少,为巨结肠同源性,基因检测证实存在 PHOX2B 基因突变(NM-003924.3:c.202G>T(p.G68C))。检

索文献发现,95%以上 CCHS 由 PHOX2B 突变引起,其中非丙氨酸重复序列突变(non-polyalanine 
repeat mutation,NPARM)CCHS 患者约 69%需连续通气支持,而且几乎所有 NPARMs 患者均有巨

结肠表现。 
结论 对于在新生儿期有呼吸机依赖,撤机困难,撤机后频繁呼吸暂停,血气分析提示二氧化碳潴留的患

儿,同时合并有消化道畸形者,应考虑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可能,可行 Phox2b 基因检测明确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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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87 

PS 联合布地奈德气管内滴入预防早产儿 BPD 的临床研究 
 

左倩倩,茅双根,陈爱斌,张士发,权雪莉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目的 依托肺表面活性物质,联合应用布地奈德气管内滴入,以期达到早日撤离呼吸机及停氧,降低早产

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提高早产儿生存质量。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本院出生的出生体重<1.5Kg,胎龄≤32 周,有呼吸窘迫综合征､

需要机械通气的早产儿 38 例,将入院患儿随机分成 PS + 布地奈德组和 PS 组,两组研究对象分别为

18 例和 20 例。两组在出生体重､ 胎龄､ 性别､ 分娩方式､ Apgar 评分､ 产前用激素及 PS 使用剂

量､ 布地奈德使用剂量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S + 布地奈德组使用 PS 和布地奈德混合

剂 ( 每 70 mg PS 中加入剂量 0.25 mg 布地奈德) ,PS 剂量 70 mg/kg,布地奈德 0.25 mg/kg。PS 组

单使用 PS,剂量 70 mg/kg。在生后 4h 内由气管内滴入,两组给药前观察患儿的血气分析､ 氧合指数,
给药后 1天､ 2天､ 3天､ 4天､ 5 天及 6天分别检测血气分析､ 氧合指数,以及用药前及用药后 1
天､ 5 天外周血细胞因子(IL6,IL8,TNF-α)水平,机械通气时间､ 总吸氧时间､ 住院天数,BPD 发生率

以及其他相关不良反应:院内感染､ 高血压､ 高血糖､ 消化道出血､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等的发生情况。 
结果  PS 组和 PS+布地奈德组患儿用药前及用药后 1､ 2､ 3､ 4､ 5､ 6 天 PH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PS 组和 PS+布地奈德组患儿用药前及用药后 1､ 2､ 3､ 4､ 5､ 6 天 PaO2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S 组和 PS+布地奈德组患儿用药前及用药后 1､ 2､ 3､ 4､ 5､ 6 天

PaCO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S 组和 PS+布地奈德组患儿用药前及用药后 1､ 2､ 3
､ 4､ 5､ 6 天 OI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 组和 PS+布地奈德组患儿用药前及用药后 1
､ 5 天外周血细胞因子(TNF-α､ IL-6､ IL-8)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 组和 PS+布地奈

德组患儿 BPD 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 组和 PS+布地奈德组患儿机械通气时

间､ 总吸氧时间及住院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 组和 PS+布地奈德组患儿不良反

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RDS 早产儿气管内滴入肺表面活性物质(PS) 和布地奈德混合物,能有效减少炎症反应,降低

BPD 的发生率。(2)PS 联合布地奈德,可以使患儿早日撤离呼吸机,有效减少患儿总吸氧时间,缩短住

院时间。 
 
 
PO-2288 

母亲成人型斯蒂尔病伴发新生儿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 1 例 
报告并文献复习 

 
贝斐,金燕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提高对新生儿期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MAS)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收治的 1 例母亲成人斯蒂尔病合并新生儿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患儿的临床资料,并
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一例 27天日龄的新生儿因持续发热､ 水样便､ 易激惹以及明显的右侧腮腺和右侧颈部淋巴结

肿大而就诊,其母亲罹患成人斯蒂尔病。病程中患儿出现凝血功能障碍､ 多脏器功能损害､ 低纤维

蛋白原血症和高铁蛋白血症而被诊断为 MAS。血清抗 SSA/Ro52kD 和粪便轮状病毒抗原检测阳

性。经及时的静脉大剂量丙种球蛋白输注和激素治疗后症状迅速缓解,后续随访至 1 周岁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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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病毒感染与母亲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对新生儿的影响可能共同导致了新生儿期 MAS 的发生,早期

诊断和合理有效的治疗对疾病的迅速恢复至关重要。 
 
 
PO-2289 

丙氨酰谷氨酰胺防治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邓茂文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探讨丙氨酰谷氨酰胺防治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选取病情相对稳定预防性用药与对照组各 100例､ 危重新生儿预防性用药与对照组各 100 例

､ NEC 患儿治疗性用药与对照组各 25 例,入选三组均排除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者,比较患儿的各种

临床情况(包括发病率､ 治愈好转率､ 病死率等),同时研究极易发生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危重

新生儿及 NEC患儿细胞免疫功能在使用该药前后的变化情况､ 以及新生儿静脉使用 Gln 有无不良

反应 
结果 各组患儿的各种临床情况(包括发病率､ 治愈好转率､ 病死率等)的用药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研究极易发生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危重新生儿及 NEC 患儿细胞免

疫功能在使用该药前后的变化情况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入选新生儿静脉使用 Gln 均无不良

反应。 
结论  在新生儿 NEC 的治疗和预防中静脉使用丙氨酰谷氨酰胺(简称 Gln)NEC 和可能发生 NEC 患

儿的发病率降低､ 治愈好转率提高､ 病死率降低,对极易发生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危重新生

儿及 NEC 患儿细胞免疫功能有改善作用,按说明书对新生儿静脉使用 Gln 均无不良反应。 
 在新生儿 NEC 的治疗和预防中静脉使用丙氨酰谷氨酰胺(简称 Gln)NEC 和可能发生 NEC 患儿的

发病率降低､ 治愈好转率提高､ 病死率降低,对极易发生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危重新生儿及

NEC 患儿细胞免疫功能有改善作用,按说明书对新生儿静脉使用 Gln 均无不良反应。 
 
 
PO-2290 

益生菌预防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张扬

1,2,3,张伶俐
1,2,3,李汶睿

1,2,3,米雪
1,2,3,黄宗瑶

1,2,3,曾力楠
1,2,3,黄亮

1,2,3,杨晓燕
4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循证药学中心 

3.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 

 
 

目的 系统评价益生菌预防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CBM 等数据库,搜集有关益生菌预

防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均为从建库至 2017 年 5 月。由 2 位研究者按

纳入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并按预先设计好的资料提取表提取纳入研究的基线数据､ 干预措施的

具体细节､ 结局指标等信息,采用 Jadad 量表进行质量评价后,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
析。 
结果 终纳入 46 个研究,共 12071 名新生儿。Meta 分析结果显示:益生菌可显著降低新生儿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NEC)发生率[RR=0.52,95%CI(0.44,0.62),P<0.05]和死亡率[RR=0.72, 
95%CI(0.59,0.87),P<0.05],同时可缩短平均住院日[MD=-3.21,95%CI(-5.47,-0.94),P<0.05];但未能

降低败血症发生率[RR=0.82, 95%CI(0.65,1.04),P=0.32]。但是采用不同的益生菌菌株结果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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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依据所使用的益生菌菌株的不同进行亚组分析,多元复合菌株可降低新生儿 NEC 发生率和死亡率,
但未能降败血症发生率;双歧杆菌和乳酸菌可以降低新生儿 NEC 发生率,但未能降低败血症发生率和

死亡率;可能受纳入研究数量限制,酵母菌并未显示在新生儿 NEC 疾病进展中的益处。研究中未见益

生菌副作用的报道。 
结论 当前证据表明,益生菌可降低新生儿 NEC 发生率和死亡率并缩短平均住院日,而对防止败血症

的发生无明显益处。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支持益生菌对早产儿的日

常治疗,上述结论尚需进一步开展更多高质量的针对不同益生菌菌株､ 剂量､ 使用时间以及喂养方

式等开展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进行验证。 
 
 
PO-2291 

VEGF 信号通路对新生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血脑屏障的保护作用 
 

范雪,屈艺,唐军,陈娟,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IBD)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信号通路表达情况及血脑屏障

(BBB)通透性情况,探讨 VEGF 信号通路对 HIBD 后新生大鼠 BBB 损伤的作用。 
方法 分别采用 7 日龄新生大鼠和 60 日龄成年大鼠,各年龄大鼠均随机分为假手术组组,HIBD 模型组,
抗体干预组和 IgG 对照组,于建模后 0h､ 8h､ 12h､ 24h､ 48h 取大鼠大脑皮层及海马组织,检测

VEGF 及其受体(VEGFR-1､ VEGFR-2)mRNA 及蛋白质表达情况。于建模后 12h 取脑组织,宏量称

重分析脑组织水肿情况,硝酸镧示踪透射电镜观察 BBB 超微结构及通透性改变。 
结果 新生大鼠及成年大鼠 HIBD 模型组脑组织 VEGF 及 VEGFR-1 在不同观测时间点的表达均较假

手术组明显增加,而 VEGFR-2 的表达减少;与新生大鼠相比,成年大鼠 HIBD 后 VEGF 的表达增加趋

势更加显著;建模后 12h,新生大鼠及成年大鼠脑组织含水量较其假手术组显著增加,水肿明显;电镜观

察 BBB 超微结构明显损伤,硝酸镧示踪电镜观察表明 BBB 通透性增加,硝酸镧颗粒由毛细血管渗出

入组织间隙。新生大鼠与成年大鼠抗体组缺氧缺血(HI)后,VEGF 及 VEGFR-1 呈低水平表

达,VEGFR-2 表达较 HIBD 模型组相应时间点增加,其 HI 后表达降低程度较模型组减少;新生大鼠抗

体组 HI 后损伤侧大脑水肿程度进一步增加,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成年大鼠抗体组 HI
后大脑水肿程度与模型组及 IgG 对照组均无显著差异;新生大鼠抗体组 HI 后电镜观察,抗体组硝酸镧

渗出程度与模型组及 IgG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成年大鼠电镜结果显示,抗体组､ 模型组､

IgG 对照组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 VEGF 信号通路在新生脑组织中对 BBB 通透性的调控存在保护性机制,且 VEGFR-1 可能作为

关键因子调控 VEGF 与 VEGFR-2 的结合。 
 
 
PO-2292 

RELIABILITY OF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 
COMPARED TO TOTAL SERUM BILIRUBIN IN NEONATES 

WITH JAUNDICE: A REVIEW 
 

Mwipopo Ernestina,赵 东赤 
儿科 430071 

 
 

Objective Severe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can be prevented by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neonatal jaundice.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 measurement is a noninvasive method which has 
been used for screening neonates who later require total serum bilirubin for determination of 
hyperbilirubinemia treatment. The aim of this review is to assess the rel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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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ometer, whether can be used safely to guide treatment in the absence 
of total serum bilirubin measurements. 
Methods Literature was searched through electronic databases which included PubMed, 
Cochrane and general data bases such as google search. 
Results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how that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ometer is reliable and 
effective in the estimation of serum bilirubin in term and preterm neonates; and can be used for 
monitoring bilirubin in neonates under phototherapy. It is also useful to facilitate quick decisions 
on discharge of jaundiced neonates presenting in out-patient clinics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 
Most of the studies showed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 and total serum 
bilirubin by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0.8). The latest bilirubinometers like BiliCheck 
and jaundice detector JH20-1C measurements are more accurate when compared to total serum 
bilirubin thus can be used in different colored neonates. Sternum site readings by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ometers in term and preterm neonates correlate better with total serum bilirubin values 
than forehead readings. 
Conclusions In the absence of reliable total serum bilirubin measurements, latest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ometers readings on sternum can be used for directing phototherapy 
treatment, thereby preventing bilirubin-induc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resource poor settings. 
 
 
PO-2293 

不同机械通气方式联合肺表面活性剂对新生儿 
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疗效比较 

 
常明,卢红艳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研究高频振荡通气+肺表面活性剂(HFOV+PS),常频机械通气+肺表面活性剂(CMV+PS),常频机

械通气(CMV)三种治疗方式对新生儿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对呼吸力学的影

响及临床疗效的比较。 
方法 纳入 ALI/ARDS 新生儿 136 例(ALI 73 例,ARDS 63 例),其中 HFOV+PS 组 45 例,CMV+PS 组

53 例,CMV 组 38 例,前二组经气管插管注入肺表面活性剂 70-100mg/kg。分别检测机械通气 0h､
12h､ 24h､ 48h､ 72h 的 PaO2､ PaCO2､ PaO2/FiO2､ 氧合指数(OI)､ 呼吸指数(RI)。 
结果 三组新生儿的胎龄､ 出生体重､ 性别､ 肺损伤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机械通气

12h､ 24h､ 48h 时 HFOV+PS 组的 PaO2明显高于 CMV+PS､ CMV 组,PaCO2明显低于 CMV+PS
､ CMV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机械通气 72h 时三组 PaO2､ PaCO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机械通气 12h､ 24h､ 48h､ 72h 时 HFOV+PS 组 PaO2/FiO2明显高于 CMV+PS､ CMV
组,OI､ RI 明显低于 CMV+PS､ CMV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HFOV+PS 组机械通气时间､

用氧时间均低于 CMV+PS､ CMV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气漏､ 颅内出血发生率及治

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 HFOV 联合 PS 治疗可及时改善新生儿 ALI/ARDS 肺顺应性及氧合功能,缩短机械通气时

间及用氧时间,不增加并发症发生,有利于改善预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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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94 

基于 TTT 的集束化教学方法在新生儿复苏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陈琼,胡艳玲,万兴丽,苏绍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索基于 TTT 的集束化教学方法在新生儿复苏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由经过 TTT 培训的培训师对新生儿科 50 名护理人员采用 TTT 的集束化教学培训方法,按照培

训需求分析､ 培训计划制定､ 培训组织､ 培训评价等流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小班教学､ 培训分

组､ 课前“破冰”､ 理论讲授与技术操作相结合､ 有奖抢答､ 情景模拟､ 现场问答､ 要点总结等方式

进行培训。比较培训前后的复苏考核成绩及分析培训后的满意度。 
结果 培训前后护士的新生儿复苏培训得分分别为 77.72±10.88 分及 93.42±5.69 分

(t=10.305,P<0.05)。培训前后本科学历护士的复苏知识得分均高于大专学历护士,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 值分别为-2.569,-2.05,P 值分别为 0.013,0.046);培训前主管护师的复苏知识得分高于护士的复

苏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值差为 11.188,P<0.05)。培训后主管护师及护师的复苏知识得分

均高于护士的复苏知识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值差分别为 5.979,3.598,p 均<0.05)。培训后整

体满意度达 100%,单项满意度得分达 100%的条目有:课程内容切合实际､ 便于应用;培训方式生动

多样､ 鼓励参与;培训师课堂气氛和吸引力;对本人工作上的帮助程度以及对这次课程的整体满意程

度;满意度得分 低的单项条目为课程时间安排,为 86%。 
结论  
基于 TTT 的集束化教学方法在新生儿复苏培训中可有效提高相关理论水平,被培训者总体满意度高,
值得临床推广。 
 
 
PO-2295 

CNP-cGMP-PDE3-cAMP 信号交叉对 
高氧诱导新生大鼠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李慧文,金正勇,张有辰,池永学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33000 
 
 

目的 观察 CNP 通过 cGMP-PDE3-cAMP 途径保护高氧诱导新生大鼠肺损伤。 
方法 选择 Wistar 新生大鼠建立新生大鼠高氧模型后,分为 3 组对照组,高氧组(85%O2),高氧+ CNP
组。高氧+ CNP 组腹腔注射 CNP 第 7天检测新生大鼠体重､ 肺组织含水量;观察肺组织病理形态学

改变;测定肺组织 CAMP､ cGMP 含量表达;利用 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 PDE2A､ PDE3A､
PDE3B 表达水平。 
结果 1.体重及肺组织含水量测定结果:高氧+CNP 组高氧暴露后第 7 天时体重与高氧组对比明显增

高,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高氧组与对照组对比明显降低(P<0.05)。;与高氧组比较;高氧+CNP 治

疗组肺含水量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HE 染色结果: HE 染色结果示,与高氧组相

比,CNP+高氧组新生大鼠肺组织形态学改变较高氧组好转,炎症渗出改善,肺泡结构较清晰,肺组织较

前修复。3.高氧肺组织中 cAMP､ cGMP 含量变化:高氧+CNP 组大鼠肺组织中 cAMP､ cGMP 表达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上升(P<0.05)。4.Western Blot 结果:与高氧组相比,高氧+CNP 组

PDE3A,PDE3B 蛋白表达下调,其灰度值亦显著减少,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氧组相比,高氧

+CNP 组 PDE2A 蛋白未见明显变化。 
结论 CNP-cGMP 信号途径调节 PDE3 的活性,从而影响 cAMP 含量,提示 CNP-cGMP-PDE3-cAMP
信号交叉,对高氧性肺损伤起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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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96 

围产期相关因素与早产儿心肌酶状况的研究 
 

崔君浩,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早产儿时期血清心肌酶水平的参考值范围,了解不同围产因素对早产儿心肌酶是否存在影

响,以及 pH､ BE 与心肌酶的是否存在相关性,为早产儿心肌损伤的诊断提供一个统一标准,实现早产

儿心肌损伤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更好指导临床工作,改善早产儿的预后。 
方法 通过病案回顾的方法①将所收集的 404 例早产儿按照有无疾病分为:“正常早产儿”组及疾病

组。“正常早产儿”组共 96 例,作为对照组;将疾病组中患单一疾病的早产儿 113 例,按照缺氧性疾病

､ 感染性疾病及有可疑心肌损害表现分为三类;缺氧性疾病 50 例,其中窒息 27例､ 呼吸窘迫综合征

23 例,分为窒息组及呼吸窘迫综合征组,感染性疾病 21 例作为感染组,可疑心肌损害表现 42 例作为

心肌损害组;②将“正常早产儿”96 例,根据出生胎龄､ 体重､ 分娩方式分别分组;③将所收集的 404 例

早产儿中由单一因素引发早产的患儿 294 例,按围产异常因素分为胎膜早破组 93 例,妊高症组 97 例,
自发性早产组 104 例;④分析 404 例早产儿 LDH､ α-HBDH､ CK､ CK-MB 与 pH､ BE 的相关性。 
结果 胎龄､ 体重对早产儿心肌酶无影响;剖宫产组 CK-MB 显著低于自然分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不同围产期疾病组 CK-MB 均显著高于“正常”早产儿组;不同早产原因对早产儿心肌酶无显著影

响;CK-MB 与 pH､ BE 之间存在负的直线相关性。 
结论 早产儿生后 12 小时内心肌酶水平较成人高,波动范围大,窒息､ 缺氧及感染时会存在一定程度

的心肌损伤,早产儿 CK-MB 与 pH 及 BE 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常规血气分析检测,对缺氧和心肌损害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O-2297 

The impact of the exogenous thyroxine on the brain 
development of the off-springs of female rats with prenatal 

alcohol exposure 
 

Jin Zhaoling,Jin fu 
Yanbian University Hospital 133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exposure in fetal period on brain development of 
newborn rats and the impact of exogenous thyroxine on its improvement . 
Methods Thirty-six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lcohol exposure model group (group A), 
thyroxine administration group (group A + T),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N group) on the sixth day 
of pregnancy. The rats of group A and group A + T are given 20ml of alcohol of 22°every day 
from the sixth day of pregnancy to delivery, and the rats in group N are given 8% of powdered 
milk containing sugar which has the same calories with group A every day from the sixth day of 
pregnancy to delivery, and the surrogate mother rats are given the normal rat feeds. The mother 
rats in groups separated from newborn and have an anesthesia sacrifice in 6 hours after the 
delivery . Then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alcohol concentration and the content of thyroxine of 
blood from group A, group N, group A+T ; newborn rats from three groups were brought up by the 
surrogate mothers. From postnatal 1st to 10th (P1 ~ P10), newborn rats in group A and group N 
have a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0.02 ml of saline solution on the back neck every day ; while 
newborn rats in group A + T have a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thyroxine with 5μg/kg.d on the back 
neck everyday. In different postnatal days of newborn rats in each group(P7,P14,P21, P28), body 
weight and thyroxine content in blood are measured; the immunohistochemistry is adop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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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 the morph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BDNF-positive neurons in cerebral cortex; the 
Western blotting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BDNF protein in cerebral cortex. 
Results 1) The alcohol concentration in mother rats’ blood of group A and group A + 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N (P < 0.05), and the thyroxine concentration in blood is 
lower than group N (P < 0.05); The thyroxine concentration and alcohol concentration in the blood 
of group A and group A + T have no obvious difference (P > 0.05). 2) The blood thyroxine 
concentration in blood of group A in different period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N 
and group A + T (P﹤0.05); group A + 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roup N in P7,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N in P14 and P21 (P﹤0.05), but it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group N in P28 (P﹤0.05). 3) The body weight of newborn rats in group A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N (P﹤0.05) in defferent periods, it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A+T in P7, P21, 
P28,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14; compared with group N, it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oup A + T in P14, P21, P28, but it i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group N in P7. 4) Long, obviously 
prominent and mature BDNF–positive nerve cell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cerebral cortex of group 
A+T ,which are similar to group N from P7 to P28. In contrast, the maturation of BDNF–positive 
nerve cells of alcohol group are not found during postnatal life; and the number of BDNF-positive 
nerve cell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28. 5) The expression of BDNF (BDNF/β- actin) in the 
cerebral cortex of group A and group A+T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N (P < 0. 05) 
during postnatal life; Comparing group A+T with group A, i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except in P7. (P < 0. 05). 
Conclusion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birth, exogenous thyroxine can improve the low thyroxine 
status of newborn rats with a fetal alcohol exposure, promote the BDNF-positive nerve cell 
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cerebral cortex, also improve the expression of BDNF protein in 
the cerebral cortex. Result as perfect the brain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the fetal 
alcohol exposure. 
 
 
PO-2298 

48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家属出院准备度的调查研究 
 

吴娟,万兴丽,苏绍玉,曹潇逸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极低出生体重儿家属的出院准备度情况,为制定极低出生体重儿出院健康教育策略提供参

考。 
方法 采用林佑桦等人翻译验证后的中文版出院准备度量表,对 2015 年 12 月 1 日~2016 年 6 月 30
日在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出院的极低出生体重儿家属进行

调查。患儿出院当日未行出院宣教前,由接受过培训的专职护士对患儿母亲发放调查量表,患者母亲

当场填写或护士通过电话沟通填写量表。 
结果 发放量表 48 份,收回 48 份,有效问卷 48 份(有效率为 100%)。有 35 位患者母亲认为已为患儿

的出院做好准备,占 72.3%,出院准备度平均得分为 97.2±10.9。出院准备度得分 低的条目是条目

6(孩子出院回家后需要照顾孩子的事项),得分为 5.98±2.01。母亲不同的文化程度､ 患儿不同的性别

､ 胎龄､ 住院时间及出院体重的家属出院准备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3.27､ 2.03､
4.8､ 4.73､ 3.88,P 值均<0.05),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母亲出院准备得分均分为 86.8±6.06,均低于

高中以上学历的母亲,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值差分别为-14.33,-10.18,-24.20,P 值均<0.05);中期

早产患儿的母亲出院准备度得分为(87.3±6.93),均低于极早期早产儿和早期早产儿,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值差分别为-16.53,-12.09,P 值均<0.05);住院时间≥46 天的患儿母亲出院准备度得分高于住

院时间<46 天的患儿母亲,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出院体重≥2500g 患儿母亲出院准备

度得分为 110.5±6.46,高于出院体重<2500g 的患儿母亲,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值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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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13.03,P 指均<0.05);男性患儿的母亲出院准备度得分(100.2±10.6)高于女性患儿母亲得分

(93.9±1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2.03,P=0.048)。 
结论 极低出生体重儿家属的出院准备度处于中度以上水平。男性患儿､ 患儿住院时间≥ 46天､ 出
院体重在 2500g 以上的患儿母亲出院准备度均高于同类别其他患儿母亲;初中以下学历､ 中期早产

的母亲出院准备度均低于同类别其他患儿母亲。根据出院准备度情况可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出院

相关专业护理知识指导,为临床改变出院健康教育模式提供参考基础。 
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 ZH-CN;mso-bidi-language:AR-SA'>(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出院的极低出生体重儿家属进行调查。患儿出院当日未行出院宣教前,由接受过培训的

专职护士对患儿母亲发放调查量表,患者母亲当场填写或护士通过电话沟通填写量表。 
 
 
PO-2299 

Effects of Exogenous Thyroxine on BDNF in Brain of Rats 
with Fetal Alcohol Exposure 

 
Jin Fu,Li Huiwen,Jin Zhaoling 

Yanbian University Hospital 133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xogenous thyroxine on development 
of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protein in Fetal Alcohol Effects(FAE) model newborn 
rat. 
Methods Thirty six SD pregnant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alcohol group,T4 
group( n=6 each) and surrogate group(n=18). Alcohol and thyroxine levels of  pregnant rats were 
detected, Immunocytochemical method and ELISA method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BDNF in cerebral cortex and hippocampus. 
Results The blood alcohol levels of newborn rats in alcohol group and T4 group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rmal group(P<0.05).Compared with alcohol group, the thyroxine levels of 
newborn rats in T4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The expression of 
BNDF protein in T4 treatment group of different stages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of 
alcohol group(P<0.05).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BNDF protein expression in alcohol group 
at different stages after birth were significant increased (P<0.05). The numerous mature BDNF 
positive neurons began to be observed in cerebral cortex and hippocampus of T4 group at P7. 
Conclusions Administration of exogenous thyroxine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BNDF positive 
neurons in the cerebral cortex and hippocampus of FAE newborn rats, and improve neuronal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FAE. 
 
 
PO-2300 

UGT1A1 基因变异对病因不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影响。 
 

杨丽菲,李菁,王剑,须丽清,魏萌,胡瑞,郭薇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究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转移酶 1A1 基因检测对临床病因不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

价值。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入住我院新生儿科胎龄≥37 周,出生体重≥2500g,
血清总胆红素≥221umol/L(以间接胆红素为主),临床病因不明的黄疸患儿为研究对象,所有患儿行

UGT1A1 基因检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 UGT1A1 基因第 1-5 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对其产

物进行 DNA 测序。根据 UGT1A1 基因检测结果分组,比较各组患儿血清总胆红素峰值､ 性别､ 出

生体重､ 胎龄､ 喂养方式､ 产式等组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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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符合入､ 排标准的 180 例患儿,发现该基因的变异共 12 种,基因突变检出率为

73.33%(132/180)。 常见的基因突变位点是 G71R,其基因突变频率为 63.89%(115/180),其中纯合

突变 40 例(40/115,34.78%);居次位的基因突变位点为 Pro364Leu(C→T),其突变频率为

7.78%(14/180);另有新发现的突变位点 5 种:Gly54Glu(161G→A)､ Ala61Gly (182C→G)､
Pro82Ser( 244C→T)､ Leu179Gln (536T→A)和 Asn400His (1198A→C),突变频率分别为

0.56%(1/180)､ 2.22%(4/180)､ 0.56%(1/180)､ 1.11%(2/180)和 0.56%(1/180),经 SIFT､
PolyPhen-2 等功能软件预测为“可能致病性变异”的突变位点。根据 常见 G71R 位点突变情况分组,
发现无突变组与 G71R 单位点纯合突变组病儿血清总胆红素峰值的差异显著性有统计学意义

(P<0.05)。患儿喂养方式､ G71R 突变和入院日龄突变是本组患儿胆红素峰值的相关危险因素(OR
值分别 0.28,0.16,0.247,P 值分别为 0.000,0.027,0.001) 
结论 UGT1A1 基因检测对原因不明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有一定诊断价值,其中 G71R 位点突变

常见,且该位点突变､ 母乳喂养和晚期新生儿黄疸对患儿血清胆红素峰值有影响。 
 
 
PO-2301 

Congenital hyperinsulinism in China: a re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Weiyan wang1,Sun Yi1,Zhao Wenting1,Wu Tai1,Wang Liang2,Yuan Tianming1,Yu Huimin1 

1.Children&#39;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nine 
2.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is investigated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therapeutic outcomes and 
genetic mutations of CHI in Chinese individuals over the past 15 years. 
Methods The authors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one case in the department and 206 cases 
reported from January 2002 to October 2016 in China from PubMed, Ovid Medline, Springer and 
Wanfang Database, CBMD database and CKNI database. 
Results In total, 207 cases were recruited: 100 cases (48.3%%) were within 4-week, and 77 
cases (37.2%) were born LGA (large for gestational age). Seizures occurred in 140 cases 
(67.6%). Among 140 cases (67.6%) who were administered the diazoxide treatment, 90 cases 
(64.3%) were responsive. 7 cases(3.4%) received octreotide treatment, and 19 cases(9.2%) 
underwent surgery. 63/129 cases (48.8%) detected gene mutations, including ABCC8(69.8%), 
KCNJ11(12.7%), GLUD1,GCK, HADH and HNF4A. Among the diazoxide unresponsive cases, 
gene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with 20/36 (55.6%) ABCC8, 2 (5.6%) KCNJ11. Among the 
diazoxide-responsive cases, gene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as follows: 8 ABCC8, 4 KCNJ11, 5 
GLUD1 and 1 GCK.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ed that most CHI occurred in neonates, and 1/3rd cases 
were born LGA. ABCC8 and KCNJ11 are the most common gene mutations. More than half of 
the diazoxide-unresponsive CHI detected mutations in ABCC8 and KCNJ11. The GLUD1 gene 
mutations cause diazoxide-responsive CHI. Identifying the gene mutations can assist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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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02 

神经生长因子对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大鼠脑组织 
 Fas/Fas-L 表达的影响 

 
杜宜洋,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在新生儿时期有许多常见的病理状态,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hyperbilirub-inemia of newborn)便
是其中之一,严重时可并发胆红素脑病(bilirubin encephalo-Pathy)造成不可逆脑损伤(brain 
injury,BI)。因此本实验通过建立新生大鼠高胆红素血症模型,给予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的干预来观察其脑组织中 Fas /Fas-L 表达的变化,探讨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病机制及 NGF
对神经系统损伤的保护作用,进而为降低胆红素脑病的死亡率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方法 随机把 7 日龄 SD(Sprague-Dawley)大鼠共 120 只分为高胆红素血症模型组(A 组,n=40),高胆

红素血症+NGF 干预组(B 组,n=40),正常对照组(C 组,n=40)。各实验组再根据造模结束后的时间不

同分成 6h 组､ 12 h 组､ 24 h 组､ 48h 组､ 72h 组共 5 个亚组(n=8)。B 组大鼠立刻在造模后给予剂

量为 50μg/KG/d 的 NGF 通过腹腔注射(1 次/d),持续 3 天, 后将各实验组大鼠脑组织于不同时间点

取出。用 HE 染色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法对 Fas/Fas-L 进行观察和测定,然后进行结果计算和统计学分

析, 终得出结论。 
结果 (1)动物模型行为观察:A､ B 两组大鼠在造模后均表现出行为异常,B 组给予 NGF 干预后各时间

点症状较 A 组明显减轻,C 组无异常行为。(2)脑组织外观:造模后程度不同的水肿､ 萎缩甚至液化坏

死出现于 A､ B 两组大鼠的脑组织,B 组各时间点比 A 组程度减轻,C 组基本正常。(3)HE 染色:A､ B
两组大鼠的脑组织出现程度不同的神经细胞水肿､ 变性(于造模后 6h､ 12h),甚至坏死(于造模后

24h､ 48h),明显的神经元坏死､ 胶质细胞增生､ 核的固缩和碎裂出现在病灶中心(于造模后 72h);B
组比 A 组程度减轻;C 组脑组织细胞基本正常。(4)Fas/Fas-L 的表达:A､ B 两组大鼠脑组织

Fas/Fas-L 在造模后表达均升高,在 B 组的表达各时间点均低于 A 组高于 C 组,统计学差异有明显意

义(P<0.05),Fas/Fas-L 在 C 组大鼠脑组织各时间点中表达少量或不表达,各时间点组内比较差异无

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大鼠行为能力出现改变在造模后,证实高胆红素血症模型制作成功;(2)造模后不同程度的水

肿､ 萎缩及液化坏死出现在脑组织中,该程度减轻在 NGF 干预后,从病理学视角验证了高胆红素血症

所致的神经损伤可通过 NGF 治疗后减轻;(3)NGF 可能通过下调 Fas/Fas-L 的表达从而减轻脑组织

损伤过程,其中接受干预 48~72h 时效果 明显。 
 
 
PO-2303 

超低出生体重儿预后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燕,韦秋芬,潘新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超低出生体重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ELBWI)的结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超

低出生体重儿的生存质量。 
方法 通过对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在广西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收治的 129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随访至纠正胎龄 18-24 个月,对
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围产期情况､ 疾病对预后的影响关系。 
结果 129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放弃后死亡 30 例,转院 1 例,治愈出院 98 例,治愈出院者随访

88 人,失访 11 人,88 例患儿中发生精神运动发育障碍 15 例,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的 73 例,精神运动发

育障碍组中孕周较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组低,小于胎龄儿､ 有宫内感染史､ 合并 III 度颅内出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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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宫内感染史

(OR= 43.644,95%CI= 2.545-748.368)及 III 度颅内出血(OR= 55.837,95%CI= 3.422-910.988)是影

响超低出生体重儿神经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孕周为保护因素(OR=0.067,95%CI= 0.006-0.821) 
结论 超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神经系统后遗症与早产､ 宫内发育迟滞､ 宫内感染及合并 III 度颅内出血

有关。 
 
 
PO-2304 

早产儿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症相关因素分析 
 

谭伟,蒙丹华,李燕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研究早产儿胃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症(PNAC)的相关影响因素,探寻有效防治手段。 
方法 对 2012.01-2014.12 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接受≥14 天胃肠外营养(PN)的早产儿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分析,按是否发生 PNAC 分为 PNAC 组与非 PNAC 组,观察 PNAC 组患儿的胆汁淤积发生

时间､ 持续时间､ 胆汁淤积程度及肝功能损害情况,分析 PNAC 的相关因素。 
结果 早产儿 PNAC 的发生率为 27.21%,两组分别在胎龄､ 出生体重､ 禁食时间､ PN持续时间､ 达

到全肠道喂养时间､ 脂肪乳 大剂量､ 总热卡､ 出生窒息､ 感染､ 颅内出血､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黄疸出现时间､ 黄疸持续时间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NAC 平均发生在胃肠外营养后

(21.14±9.21)天,一般持续(89.43±34.58)天,其直接胆红素峰值为(112.42.±59.33)μmol/L;PNAC 患儿

中 72.4%伴有肝功能损害,肝损一般发生于胃肠外营养后(45.13 ±22.27)天,常持续(69.46 ±38.25)天,
谷丙转氨酶峰值(126.31±46.21)U/L,谷草转氨酶峰值(249.38±96.86)U/L。其中胎龄､ PN 持续时间

､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是 PNAC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PNAC 发生与胎龄小､ 出生体重低､ 禁食时间及 PN持续时间长､ 窒息､ 感染､ 颅内出血､ 坏

死性小肠结肠炎､ 黄疸以及大剂量脂肪乳的应用有关。防治 PNAC 的措施包括:尽早开始经口喂养,
尽早过渡为全胃肠营养,静脉营养配比适宜,及时应用调节肠道菌群及利胆降酶药物。 
 
 
PO-2305 

早产儿精细化管理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 
 

李秋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 浙江省妇女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早产儿精细化管理策略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应用,观察早产儿的近期发育指标

和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方法 采取成熟的宫内转运机制､ 完善的早期生命支持､ 细致的肠内外营养管理､ 规范的发育支持

护理及有效的家长联动机制等一系列精细化的医疗护理措施。 
结果 极低体重早产儿的院内感染率､ 慢性肺疾病的发生率､ 营养相关性的胆汁淤积症的发生率､

早产儿视网膜病发生率､ 出院后 1 个月内重返 NICU 率等相关数据有明显下降,院内纯母乳喂养率

及家长满意度等有很好的提升。 
结论 提示在 NICU 开展早产儿的精细化管理能提高早产儿的近期生长发育指标,提升 NICU 医疗护

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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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06 

Unconjugated Bilirubin Induces Pyroptosis in  
Cultured Rat Cortical Astrocytes 

 
Feng Jie,Li Mengwen,Wei Qian,Li Shengjun,Hua Ziyu 

Chil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4100 
 
 

Objective Bilirubin-induced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BIND), the severe complication of neonatal 
hyperbilirubinaemia, still occurs worldwide and may lead to lifelong neurodevelopmental sequelae. 
Abundant evidences demonstrated that inflammation and nerve cell death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BIND,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 highly inflammatory form of cell death, 
pyroptosis, is contributed to bilirubin neurotoxicity on cultured rat cortical astrocytes. Further, VX-
765, a potent and selective competitive drug, is used to inhibit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1. The 
effective of VX-765 in the astrocytes treated with bilirubin were observed, including the cell 
viability, the morphologic changes of the cell membrane and nucleus, and pro-inflammation 
cytokines production.  
Results Stimulation the astrocytes with unconjugated bilirubin (UCB) at conditions mimicking 
those of jaundiced newbor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1. Further, caspase1 
activity was inhibited by treatment with VX-765. The relative cell viability of VX-765 treated 
astrocytes was improved; meanwhile, formation of plasma membrane pores was prevented, as 
measured by lactate dehydrogenase release and EtBr uptake than UCB treated astrocytes. 
Moreover, the DNA fragment was partly attenuated and the release of IL-1β and IL-18 were 
apparently decreased.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pyroptotic cell death modality was involved in process of 
BIND during in vitro exposure of rat cortical astrocytes to UCB. In addition, pyroptosis may be the 
missing link of cell death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which would exacerbate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induced by UCB. More importantly, inhibition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1 with VX-765 
has strong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in astrocytes under UCB challenge by preventing pyroptosis 
and alleviating inflammation, which may throw light on a new strategy to protect developing brain 
against UCB neurotoxicity.  
 
 
PO-2307 

出生体重<1500g 早产儿 BPD 时超声心动图相关参数的变化 
 

刘通
1,罗森林

1,闫晓甜
1,夏伟跃

2,里健
1,薄涛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长沙市妇幼保健医院 

 
 

目的 研究出生体重(BW)<1500g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早产儿的超声心动图相关参数变化。 
方法 以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新生儿专科收治的 BW<1500g
､ 脱氧出院或未脱氧出院但住院治疗超过生后 28 天的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临床资料。纳

入标准:1)于生后 28 天后行心脏超声检查;2)出生胎龄(gestational age,GA)<37 周;3)出生体重(birth 
weight,BW)<1500g;4)出院时已脱氧患儿或出院时未脱氧,但住院治疗达日龄 28d 以上的患儿。排除

标准:1)未脱氧且在日龄 28 天前出院或死亡者;2)主要资料不全患儿;3)合并有先天性心脏病及其他严

重先天畸形者。参照 2000 年 6 月美国国家儿童卫生与人类发育研究机构(NICHD)等所制订的 BPD
诊断标准及分度标准。收集本研究纳入的所有研究对象的相关临床资料,采集心脏超声中主动脉内

径/主肺动脉内径(AO/PA)､ 主动脉内径/右室流出道内径(AO/RVOT)､ 肺动脉口血流速度､ 肺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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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口压力差､ 肺动脉瓣口收缩期血流加速时间､ 射血分数和右室内径。根据诊断标准将符合纳入标

准的病例分为 BPD 组与非 BPD 组,进行分析。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早产儿共 129 例,其中符合 BPD 诊断标准者 92 例,其中轻度 20 例,中度 47 例,
重度 25 例。无 BPD 组､ 轻度 BPD 组､ 中度 BPD 组和重度 BPD 组之间相比较,AO/PA､
AO/RVOT､ 肺动脉口血流速度､ 肺动脉瓣口压力差､ 肺动脉瓣口收缩期血流加速时间､ 射血分数

和右室内径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7)。肺动脉瓣口收缩期血流加速时间与 BPD 分度呈正相

关,右室内径与出生体重呈现正相关,生后 4 周内累积用氧时间与 AO/PA 呈现正相关(P<0.05)。 
结论 在 BPD 发生早期,超声心动图可能非敏感的检查 BPD 患儿发生 PH 的手段。 
 
 
PO-2308 

肠脂肪酸结合蛋白和二胺氧化酶 
与窒息新生儿胃肠功能障碍关系的研究 

 
江莲,王叶青,李梅,张会芬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测定轻､ 重度窒息新生儿生后第 1､ 5 天血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 二胺氧化酶

(DAO)的水平变化,及与胃肠功能障碍评分的相关性,从而了解窒息新生儿缺氧缺血后早期胃肠功能

障碍情况。 
方法 选择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及保定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收治的窒息新生儿 50 例(实验组),其
中轻度窒息组(30 例)､ 重度窒息组(20 例);对照组为同期住院的无缺氧､ 感染､ 先天性疾病､ 胃肠

道反应的新生儿 20 例,所选病例均无如下相关疾病:①早产儿;②重要脏器先天畸形(心肾脑);③先天

性胃肠道疾病;④感染性疾病。胃肠功能障碍诊断标准依据:出现腹胀､ 肠鸣音减弱或消失､ 咖啡样

呕吐物等表现。新生儿均于生后第 1 天(24h)､ 第 5 天抽取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试法及比色

法测定血浆标本的 DAO 及 I-FABP 水平。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生后第 1天对照组､ 轻度窒息组､ 重度窒息组新生儿的 DAO 及 I-FABP 水平变化经单因素

方差分析:重度窒息组>轻度窒息组>对照组,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生后第 5 天轻度窒息组与对

照组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无明显差异 P>0.05;重度窒息组仍高于对照组及轻度窒息组。2 轻度

窒息组胃肠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56.67%(17/30),重度窒息组胃肠功能障碍发生率为 85%(17/2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3 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变化与胃肠功能障碍评分直线相关分析:第 1､
5 天血浆 DAO 水平变化与胃肠功能障碍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1=0.884, r5=0.905)P<0.01;第 1､ 5
天血浆 I-FABP 水平变化与胃肠功能障碍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1=0.814,r5=0.918)P<0.01;且第 1､ 5
天 DAO 与 I-FABP 水平变化均呈显著正相关(r1=0.958, r5=0.905)P<0.01。4 采用 ROC 曲线分析

DAO､ I-FABP 诊断胃肠功能障碍的灵敏度及特异度(以胃肠功能障碍评分做为诊断胃障､ 非胃障的

依据):DAO 的灵敏度为 88.2%,特异度为 87.5%;I-FABP 的灵敏度为 89.2%,特异度为 87.6%。 
结论 1､ DAO 及 I-FABP 水平随窒息程度加重而增加,且胃肠功能障碍发生率越高两指标水平亦越

高。2､ DAO 及 I-FABP 在患儿发生窒息后的变化趋势一致,二者结合可以作为良好而客观的指标较

早的反应窒息后新生儿的胃肠功能状况,临床中可通过监测二者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胃肠功能障

碍的发生。3､ DAO 及 I-FABP 在窒息后新生儿胃肠功能障碍的诊断中是敏感而特异的指标,较胃肠

功能障碍评分更客观､ 及时､ 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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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09 

脐血维生素 D 结合蛋白预测早产儿早发型败血症价值的研究 
 

江莲,张原苏,张会芬,李梅,张文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探究脐血维生素 D 结合蛋白(VDBP)､ 25 羟基维生素 D(25-(OH)D)､ 降钙素原(PCT)水平变化

对早产儿 EOS 的预测价值及 VDBP､ 25-(OH)D 可否作为预测早产儿 EOS 的新指标 
方法 选取 2015-10 至 2016-12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出生并转入 NICU 的早产儿。除外存在其

他系统严重畸形､ 遗传代谢性疾病､ 新生儿溶血病､  产伤或分娩中发生窒息缺氧者。共纳入早产

儿 85 例,其中 EOS 组 39 例,EOS1 组(27 周≤GA<34 周)24 例;EOS2 组(34 周≤GA<37 周)15 例。

对照组 46 例,对照 1 组(27 周≤GA<34 周)21 例,对照 2 组(34 周≤GA<37 周)25 例。所有早产儿采

集脐血及生后 72h 内静脉血,EOS 早产儿于有效抗生素治疗 10-14 天后采集静脉血。ELISA 法测定

VDBP､ 25-(OH)D､ PCT 水平。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EOS 组早产儿脐血 VDBP､ 25-(OH)D､ PCT 水平分别为 69.37±13.42ng/ml､ 22.09±7.13ng/ml
､ 131.79pmol/L;对照组早产儿脐血 3 项指标分别为 91.30±17.07ng/ml､ 31.01±12.63ng/ml､
95.89pmol/L;EOS 组早产儿脐血 VDBP､ 25-(OH)D 水平低于对照组,PCT 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2､ 对照组早产儿生后 72h 静脉血 3 项指标分别为 93.96±14.25ng/mL､
34.23±10.71ng/mL､ 125.29pmol/L;EOS 组早产儿生后 72h 静脉血 3 项指标分别为

64.60±11.32ng/mL､ 23.52±6.03ng/mL､ 186.48pmol/L,应用抗生素后静脉血 3 项指标分别为

91.09±12.99ng/ml､ 28.52±8.46ng/ml､ 89.83pmol/L。EOS 组早产儿生后 72h 静脉血 VDBP､ 25-
(OH)D 水平低于对照组,PCT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且经抗生素治疗后血清 VDBP､ 25-(OH)D
水平升高,PCT 水平降低(P<0.05)。3､ EOS 组早产儿脐血及生后 72h 静脉血 25-(OH)D 与 VDBP
无明显相关性(P>0.05);对照组早产儿脐血及生后 72h 静脉血 25-(OH)D 与 VDBP 均呈正相关

(r=0.315;r=0.303,P<0.05)。4､ 以脐血 VDBP､ 25-(OH)D､ PCT 绘制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AUC)
分别为 0.777､ 0.807､ 0.840,均大于 0.7。 
结论 1､ 脐血 VDBP､ 25-(OH)D､ PCT 水平变化均具有早期预测 EOS 的价值。2 ､ VDBP､ 25-
(OH)D有望成为早期预测､ 诊断早产儿 EOS 及评估疗效的新指标。3､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VDBP
与 25-(OH)D 水平具有相互作用,但在 EOS 病程中 VDBP 与 25-(OH)D 无协同关系。 
 
 
PO-2310 

非药物性镇痛在新生儿科应用研究 
 

陈利双,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在新生儿科实施非药物性镇痛给患儿及工作人员带来的影响。 
方法 选择 400 例新生儿,随机分为干预组 200 例和对照组 200 例。在科室成立管理小组,制定科内

制度,通过前期培训,保障人力物力等手段,落实非药物性镇痛措施的实施后,对干预组患儿进行疼痛评

估;对照组患儿在各项管理措施未实施前进行疼痛评估。 
结果 干预组操作性疼痛评分>7 分的患儿比例为 18.4%,对照组操作性疼痛评分>7 分的患儿比例为

86.2%;培训前,护士操作前非药物性镇痛措施实施率为 11%;培训后,护士操作前非药物性镇痛措施

实施率为 84%。  
结论 科学的管理手段,提高了护士早期镇痛的意识及能力,保障了非药物性镇痛措施在新生儿科的实

施,有效降低了新生儿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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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11 

肌钙蛋白 I､ 脑钠肽联合心脏 Tei 指数评估 
新生儿窒息后心肌损伤的临床价值 

 
何静雅,章乐,王晓蕾,李征瀛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2 
 
 

目的 探讨检测血清肌钙蛋白 I(cTnI)､ 血浆脑钠肽(BNP)及心脏 Tei 指数在新生儿窒息后心肌损伤中

的临床意义。 
方法 以 60 例足月窒息后心肌损伤新生儿为窒息组,按窒息程度分为轻度窒息组(30 例)和重度窒息组

(30 例),非窒息足月新生儿 3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血清 cTnI､ CK-MB､ 血浆 BNP 及心脏 Tei 指数。

窒息组分别于急性期(生后 24h 内)及恢复期(治疗后 7 天)检测上述指数。 
结果 急性期轻度窒息组和重度窒息组新生儿血清 cTnI､ CK-MB､ 血浆 BNP 水平及心脏 Tei 指数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窒息组血清 cTnI､ CK-MB､ 血浆 BNP 水平及 Tei 指数

高于轻度窒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窒息组新生儿恢复期血清 cTnI､ CK-MB､ 血浆

BNP 水平及心脏 Tei 指数与急性期相比,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度窒息

组新生儿血浆 BNP 与血清 cTnI(r=0.762,P<0.05)､ CK-MB(r=0.483,P<0.05)､ 心脏 Tei 指数

(r=0.540,P<0.05)呈正相关;重度窒息组新生儿血浆 BNP 与血清 cTnI(r=0.612,P<0.05)､ CK-
MB(r=0.729,P<0.05)､ 心脏 Tei 指数(r=0.680,P<0.05)呈正相关。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cTnI､ 血浆 BNP 及心脏 Tei指数可早期､ 全面评估新生儿窒息后心肌损伤。  
 
 
PO-2312 

CXCR 2 在感染/炎症致新生小鼠未成熟脑髓鞘化障碍中的作用 
 

董丽娟
1,宋丽丽

2,黄志恒
1,陈超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目的 趋化因子受体 CXCR2 参与感染/炎症所致的多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但其在感染/炎症所致的早

产儿脑髓鞘化障碍中的作用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探讨感染/炎症致新生小鼠脑损伤后,小鼠脑组织

中 CXCR2 的表达与少突胶质细胞发育的关系;检测早期神经行为反射,分析 CXCR2 对早期神经功

能的影响。 
方法 ①分组:P4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三组:对照组､ 感染/炎症组､ CXCR2 抑制剂组。②P4-P14

每天称量体重。③感染/炎症后 12h,对脑组织行 HE 染色,观察脑组织病理学变化。④造模完成后不

同时间点取脑组织,进行 RT-PCR､ 免疫组化/荧光､ ELISA､ Western blot 实验,观察 CXCR2 及其

配体的表达与少突胶质细胞发育情况。⑤P10､ P14 检测步态､ 翻正及负向趋地反射,评估早期行为

发育。 
结果 ①体重:LPS 组和 CXCR2 抑制剂组小鼠体重较对照组明显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PS 组与抑制剂组体重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②感染/炎症后脑损伤模型:造模后

12h,HE 显示 LPS 组较对照组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P14 免疫组化显示 LPS 组 MBP 表达量低于对

照组(p<0.05)。造模后 48h,免疫荧光显示 LPS 组 Olig2 阳性细胞数少于对照组(p<0.05);造模后

24h,LPS 组 O4 阳性细胞数少于对照组(p<0.05);③感染及抑制 CXCR2 后相关指标:造模后 12､ 24
､ 48h,LPS 组 CXCR2 mRNA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0.05);造模后 12h,Western blot 显示 LPS 组

CXCR2 蛋白表达高于对照组(p<0.05);造模后 24h 免疫荧光显示 LPS 组 CXCR2 荧光强度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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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CXCR2 阳性细胞数多于对照组(p<0.05),抑制剂组 CXCR2 阳性细胞数较 LPS 组减少

(p<0.05)。造模后 6､ 12､ 24h,RT-PCR 和 ELISA 显示 LPS 组配体 CXCL1､ CXCL2 的表达均高

于对照组(p<0.05)。④抑制 CXCR2 后少突胶质细胞发育:O4 阳性细胞数明显多于 LPS 组(p<0.05);

抑制剂组 Olig2 阳性细胞数明显多于 LPS 组。⑤早期神经行为:P10､ P14 LPS 组和抑制剂组的步

态､ 翻正及负向趋地反射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延迟(p<0.05),LPS 组与抑制剂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①出生后感染/炎症可导致新生小鼠未成熟脑损伤,表现为少突胶质细胞数减少,髓鞘形成不足,

早期神经行为异常。②出生后感染/炎症致新生小鼠脑组织中 CXCR2 及其配体 CXCL1､ CXCL2 表

达上调;抑制 CXCR2 作用,少突胶质细胞数量增加。③CXCR2 可能在出生后感染/炎症导致的新生

小鼠脑髓鞘化障碍中发挥重要作用。 
 
 
PO-2313 

新生儿抚触加体位刺激对减轻新生儿穿刺疼痛的效果观察 
 

易灿红,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几种非药物镇痛对减轻新生儿静脉穿刺疼痛的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8 月—2017 年 1 月在我科住院的高胆红素血症的足月新生儿 300 例分成 3 组,在新

生儿接受操作性疼痛刺激时采取体位刺激､ 新生儿抚触､ 新生儿抚触加体位刺激 3 种护理干预方法,
比较减轻疼痛程度的效果。 
结果 新生儿抚触加体位刺激的干预效果优于单独使用新生儿抚触和体位刺激,新生儿抚触较体位刺

激能更好地缓解新生儿疼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当穿刺难度较低的时候,可以单独使用新生儿抚触或体位刺激来缓解患儿的疼痛;穿刺难度较大

时,建议采取联合运用新生儿抚触加体位刺激。 
 
 
PO-2314 

新生儿罕见病 Netherton 综合征病例报道一例 
 

林克钊,钟美珍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0 

 
 

目的 报道在新生儿期发病的罕见病例 Netherton 综合征病例一例。 
方法 对 Netherton 综合征的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皮肤病理结果､ 基因结果及治疗进行分

析 
结果 临床表现为全身弥漫性红斑伴脱屑､ 高渗性脱水､ 生长发育迟缓､ 反复感染,实验室检查表现

为高 IgE血症､ 嗜酸细胞高。皮肤病理结果表现为角化异常。基因结果表现为 SPINK5(NM-
006846.3)Exon17:c.1605-1606delGT;p.(Phe536fs)杂合,致病突变;SPINK5(NM-006846.3) 
Exon24:c.2260A>T;p.(Lys754)*杂合,致病突变。予口服扑尔敏､ 尿素软膏保湿､ 抗感染､ 使用新

鲜冰冻血浆及免疫球蛋白进行治疗后,患儿皮肤红斑有好转。 
结论 在新生儿期间表现为红皮病伴脱屑,嗜酸性粒细胞及 IgE 升高,头发及眉毛缺失的患儿,诊断上需

考虑 Netherton 综合征,需注意与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综合征､ 脱屑性红皮病､ 先天性非大疱性鱼鳞病

样红皮病进行鉴别。基因检测技术对患儿的 SPINK5 突变基因进行检测对诊断 Netherton 综合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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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靠的方法。输注新鲜冰冻血浆及免疫球蛋白对 Netherton 综合征患儿的病情恢复可能有帮

助。 
 
 
PO-2315 

粘质沙雷菌致早产儿 PICC 导管血流相关性感染的护理体会 
 

易灿红,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了 1 例粘质沙雷菌致早产儿 PICC 导管血流相关性感染的护理 
方法 护理要点包括:严密监测病情变化,加强病区管理,落实隔离措施,做好基础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
维持有效呼吸,合理使用药物及营养供给。 
结果 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在消毒隔离方面采取的措施是积极有效的 
 
 
PO-2316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临床分析 
 

田云粉,李利,米弘瑛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00 

 
 

目的 对 2010 年 5 月~2013 年 5 月及 2013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我科新生儿病区诊断为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患儿进行临床分析及比较,了解 NEC 的发生率､NEC 分期

与预后的关系,并对前后三年 NEC 的转归进行比较分析,为以后的临床工作提供诊治经验 
方法 对我院诊断为 NEC 的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改良 Bell 分级诊断标准进行病情分

期,用 SPSS 统计软件包,并对前后三年 NEC 患儿的早期诊断率､转归进行比较,P<0.05 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前三年我院共诊断了 40 例 NEC 患儿,1 Ⅰ 期 8 例,占 20%, Ⅱ 期 24 例,占 60%,3 Ⅲ 期 8 例占

20%。早产儿 32 例占 80%,其中早产极低出生体重儿 25 例占 62.5%。 足月儿 8 例, 占 20%, 经比

较 ( P= 0.00 < 0.05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32 例内科保守治疗占 80%,Ⅰ期均有效,Ⅱ期中 2 例放

弃治疗随访死亡,2 例内科治疗过程中病情进展改为外科手术治疗后成功,4 例院内死亡占 25%。 Ⅰ
期与 Ⅱ期 内科治疗 比较 ( P= 0.00 < 0.05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10 例手术治疗的患儿,1 例术后

家属因经济原因放弃治疗随访死亡,院内死亡 4 例占 60%。 外科治疗效果比较, ( P= 0.444 > 0.05 ) , 
Ⅱ 期 和 Ⅲ 期 病人治疗的有效率无 统计学意义 。 病 死率 比较 ( P = 0.001 < 0.05 ) 差异有 统计

学意义 。 后三年我院共诊断为 NEC 患儿 41 例, Ⅰ 期 24 例,占 59%, Ⅱ 期 14 例,占 34%,3 Ⅲ 期 3
例占 7%。早产儿 33 例占 80%,其中早产极低出生体重儿 26 例占 63.4%。 足月儿 8 例, 占 19.5%, 
经比较 ( P= 0.00 < 0.05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35 例经内科保守治疗占 85.3%,Ⅰ期均有效,Ⅱ期

中经内科治疗过程中病情进展 1 例改为外科手术治疗后成功, Ⅰ期与 Ⅱ期 内科治疗 比较 ( P= 0.00 
< 0.05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4 例手术治疗的患儿,1 例术后家属因经济原因放弃治疗随访死亡,其
余三例手术治疗有效,Ⅱ期与Ⅲ期手术治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前后三年病 死率 比较 ( P = 
0.001 < 0.05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我院前后三年早期诊断率比较Χ2 值为 12.581,p 值<0.001,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诊断 NEC 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而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是早期诊断 NEC 的血清

学指标,降低早产儿发生率是降低 NEC 发病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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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17 

评估早期与晚期启用咖啡因治疗 
极低体重新生儿的短期结局 meta 分析 

 
王宇,杜立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咖啡因是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 广泛应用的药物之一,然而早期与晚期启用咖啡因相对比作用

于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的不同短期结局尚未明确。本文汇总早期与晚期启用咖啡因的病例数据,
分析早期与晚期的短期益处及不良结局。 
方法 从 Pubmed, MEDLINE, EMBASE, EBSCO, Clinical Trials.gov,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等数据库中搜索对比 VLBW 早期启用(<3 天日龄)与晚期启用(≥3 天日龄)咖啡因

的短期结局的随机对照试验､ 队列研究或描述性研究的文献。使用 Revman5.1 软件对提取的相关

数据进行 meta 分析,质量评价,亚组分析,敏感性分析。 
结果 本文共纳入 7 篇文献(1966 年-2016 年 1 月),包括 6 篇队列研究和 1 篇随机对照研究,纳入

38425 人。在 VLBW 中,早期启用咖啡因增加死亡风险(OR, 1.18, 95% CI, 1.06 to1.31),降低发生支

气管肺发育不良(BPD)风险 (OR 0.67, 95%CI 0.55 to 0.83),降低死亡或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风险 (OR, 
0.74, 95%CI 0.60 to 0.93),降低需要治疗动脉导管未闭(PDA)几率(OR 0.59, 95%CI 0.48 to 0.74),降
低早产儿视网膜病(ROP)风险 (OR, 0.79, 95% CI, 0.76 to 0.83) 和神经损伤风险(OR, 0.85, 95% CI, 
0.81 to 0.89)。对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无明显差异(OR 1.03, 95% CI 0.96 to 1.12)。 
结论 早期启用咖啡因治疗 VLBW 的益处可能不如潜在的负面影响更大,虽然我们发现在早期启用咖

啡因治疗能减低 BPD､ 死亡或 BPD､ 需要治疗 PDA､ ROP､ 和神经损伤风险,但早期组死亡风险

提高。目前仍需要更多高质量前瞻性队列研究。 
 
 
PO-2318 

不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的血脂水平 
 

吴夏萍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新生儿病区 361003 

 
 

目的 测定不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的血脂水平,探讨早产儿出生时血脂代谢特点及其

对早产儿营养指导的意义. 
方法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月收治的不同出生体重､ 不同胎龄 151 例新生儿进行

胆固醇､ 甘油三酯的测定。用 t 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相关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结果 (1)纳入研究的新生儿 151 例,≥37 周 30例､ 37>~≥36 周 40例､ 36>~≥34 周 56例､
34>~≥33 周早产儿组 25 例,血胆固醇分别为(2.906±0.539mmol/L)､ (2.268±0.856mmol/L)､
(2.197±0.512mmol/L)､ (2.414±0.719mmol/L);血甘油三酯分别为(1.141±0.339mmol/L)､
(0.644±0.171mmol/L)､ (0.619±0.259mmol/L)､ (0.546±0.161mmol/L);出生体重分为≥3000-<4 
000 g 组 33例､ ≥ 2300-<3000g 组 63 例和≥l 500-<2300 g 组 55 例,血胆固醇分别为

(2.772±0.705mmol/L)､ (2.302±0.737mmol/L)､ (2.269±0.621mmol/L);血甘油三酯分别为

(1.050±0.325mmol/L)､ (0.640±0.234mmol/L)､ (0.608±0.250mmol/L)､ (0.546±0.161mmol/L);不
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重新生儿出生时血清胆固醇､ 甘油三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足
月儿组与其他三组早产儿组胆固醇､ 甘油三酯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产儿组组间胆固

醇､ 甘油三酯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000-<4 000 g 组与其他两组胆固醇､ 甘油三酯水平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早产儿组组间胆固醇､ 甘油三酯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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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胆固醇与胎龄呈正相关(r=0.257,P<0.01),血甘油三酯与胎龄呈正相关(r=0.616,P<0.01);血胆固醇

与出生体重呈正相关(r=0.274,P<0.01),血甘油三酯与出生体重呈正相关(r=0.485,P<0.01)。 
结论 结论 出生时胆固醇､ 甘油三酯随胎龄和出生体重增加而升高,早产儿胆固醇､ 甘油三酯水平低

于足月儿,早产儿出生时胆固醇､ 甘油三酯水平无明显差异。 
 
 
PO-2319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缺氧缺血性脑损伤中 
对自噬的调节作用 

 
杨苗,何慕兰,谷燕,杨亭,李廷玉,陈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移植治疗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ypoxic-
ischemeic brain damage, HIBD)新生大鼠中对自噬的调节作用。 
方法 在 HIBD 损伤后不同时间点检测大鼠海马组织中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 1 ､ LC3 II 的表达水平变

化。HIBD 大鼠经侧脑室移植 MSCs 后 12h 及 24h,分别检测假手术(sham)､ HIBD 和 HIBD+MSCs
三组海马组织中 Beclin 1 ､ LC3 II 蛋白表达水平变化,Morris 水迷宫检测大鼠学习记忆功能。体外

建立 OGD 损伤胎鼠原代海马神经元与 MSCs 分离共培养体系,共培养 12h 和 24h 后 western 
blotting 检测损伤海马神经元中 Beclin 1 ､ LC3 II 蛋白表达水平变化,同时透射电镜观察与 MSCs 共

培养后的 OGD 损伤神经元中自噬小体的数量。 
结果 HIBD 损伤 12-24h 后的大鼠海马组织中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 1 ､ LC3 II 蛋白表达水平均存在

显著上调,MSCs 移植后可明显抑制 HIBD 急性期引起的海马组织中 Beclin 1 ､ LC3 II 蛋白表达水平,
并可改善 HIBD 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同样,体外 OGD 损伤 12h 也可诱导原代海马神经元中

Beclin 1 ､ LC3 II 蛋白表达水平,MSCs 分离共培养后显著下调了损伤海马神经元中的相关自噬水平,
并明显减少了 OGD 损伤神经元中自噬小体的数量。 
结论 MSCs 可能通过调控损伤微环境,抑制海马神经元的自噬水平,促进 HIBD 大鼠的学习记忆功能

修复。 
 
 
PO-2320 

影响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脑病治疗效果的因素:  
系统综述及 meta 分析 

 
邹仙,苗静琨,陈启雄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观察性研究的系统综述及 meta 分析探讨影响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脑病治疗效果的

因素,早期预测亚低温治疗患儿的远期结局,以指导临床 HIE 的早期干预。 
方法  
         数据来源:搜索 PubMed, the Cochrane Library, Web of Science, Embase 和其他国际上登记

在册的数据库上的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观察性研究,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6 日。 
        文章选择:仅纳入关于比较亚低温治疗缺氧缺血脑病效果的因素的文章。排除案例报道,会议记

录,疾病定义不明､ 假设性诊断､ 样本量少于 10 例或没有主要或次要结局的文章。 
        数据提取:我们从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章中提取相关数据,并且使用科克兰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评

估评估偏倚风险。主要结局定义为出生后 7-10 天的脑异常 MRI 及 18 个月以后 3 岁以前的死亡和

主要的长期神经发育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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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2 篇描述影响亚低温治疗效果的潜在因素的文章满足纳入标准,共纳入 2131 个接受亚低温治

疗的患有缺氧缺血脑病的新生儿。发现相关联系如下:胎盘病变(OR 3.21; 95% CI, 1.53 to 
4.90),PCO2 变异度(OR 1.20; 95% CI, 0.87 to 1.53),高血糖(OR 1.42; 95% CI, 1.09 to 1.75),aEEG
背景波(OR 2.54; 95% CI, -1.42 to 6.50),一般惊厥发作(OR 2.37; 95% CI, 1.15 to 3.59),aEEG 惊厥

发作(OR 0.63; 95% CI, 0.27 to 1.00),缺氧缺血脑病程度(OR 2.28; 95% CI, 0.49 to 4.07),亚低温开

始治疗时间(OR 0.97; 95% CI, 0.73 to 1.21),亚低温治疗方式(OR 1.55; 95% CI, 0.99 to 2.12),自发

呼吸(OR 1.56; 95% CI, 1.17 to 1.95)。 
        不足:首先,我们纳入的部分文章是回顾性的。其次,在某些亚组分析中相对较小的案例数可能会

引起统计上的不精确,并且在文章设计和选择上的差异仍是不可避免的。 后,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文

章去证实这些发现。 
结论 我们发现多种潜在的影响因素和亚低温疗效之间具有确切的联系,包括胎盘病变､ PCO2 变异

度､ 高血糖､ aEEG背景波､ 惊厥发作､ 缺氧缺血脑病程度､ 亚低温开始治疗时间､ 亚低温治疗方

式及自发呼吸等可显著影响亚低温治疗 HIE 的效果。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大规模的前瞻性临床研

究去获得更精确的结果。 
 
 
PO-2321 

枸橼酸咖啡因联合不同呼吸支持模式(NCPAP/HHFNC) 
治疗早产儿反复发作呼吸暂停的临床分析 

 
李敬娴,孙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比较枸橼酸咖啡因联合不同呼吸通气模式:湿化高流量鼻导管通气( HHFNC) 与鼻塞式持续气

道正压通气( NCPAP)应用于早产儿反复呼吸暂停(AOP)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的胎龄 28-34 周合并反复呼吸暂

停的 80 例早产儿,随机分为 HHFNC 组和 NCPAP 组,接受枸橼酸咖啡因等综合治疗后分别应用

HHFNC 和 NCPAP 辅助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儿的治疗后发生呼吸暂停频次､ 撤机时间､ 静脉营养

时间及住院时间,鼻部损伤､ 腹胀等不良反应, RDP､ BPD､ IVP 等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同时出院后

随访 1 个月患儿智力量表评估(MQ､ IQ)的比较。 
结果 枸橼酸咖啡因联合 HHFNC 在早产儿反复呼吸暂停时使用,总体显效率优于 NCPAP 组,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HHFNC 组鼻粘膜损伤､ 腹胀要低于 NCPA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 ROP､ BPD､ IVH 的发生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出院后智力量表评估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联合 HHFNC 或 NCPAP 模式应用于早产儿反复呼吸暂停均有疗效;咖啡因联合

HHFNC 治疗后呼吸暂停发生率较 NCPAP 低,同时 HHFNC 的鼻粘膜损伤及腹胀发生率低于

NC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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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22 

不同产次对新生儿近期临床结局的影响-单中心队列研究 
 

杨爱娟
2,1,程可萍

1,马晓路
2,杜立中

2 
1.永康市妇幼保健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产次的新生儿患病率､ 治疗及近期临床结局,为生育政策改变后围产期的临床工作提

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我院分娩的产妇进行队列研究,根据产次分为第一胎(P1)和第

二胎(P2)两组,比较两组人群中新生儿相关疾病的发生以及治疗措施等差异;并探讨孕期疾病和既往

分娩史对新生儿临床结局之间相关性的影响。 
结果 共有活产儿 4920 人,其中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的共 4091 人,其中 P1 组 2023 人,P2 组 2068 人;
两组孕母年龄分析发现 P2 组孕母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26-34 岁(57.16%),且 P2 组剖宫产率明显高于

P1 组(p<0.01)。P1 组新生儿胎龄明显大于 P2 组,出生体重则明显小于 P2 组(p 值均<0.05)。P1 与

P2 组比较还发现:P1 与 P2 组间孕母胎膜早破与否､ 分娩方式､ 新生儿转入新生儿病房与否､ 母亲

年龄､ 新生儿出生胎龄､ 体重､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发生率､ 新生儿湿肺(TTN)发生率､

CPAP 使用率的 p 值均<0.05。以上参数在 P1 与 P2 组间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而与其他参数:母亲

胎盘早剥与否､ 前置胎盘与否､ 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期高血压､ 甲状腺疾病及新生儿其他结局:黄
疸､ 低血糖症､ 败血症､ 气胸､ 氧疗､ 呼吸机治疗与否､ SGA､ 肺炎､ 新生儿窒息的 RR 值,P 值,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研究发现高龄产妇不是我国当前生育二胎产妇的主要人群,但 P2 组剖宫产率较高,新生儿结

局中 NRDS 和 TTN 的发生率较第一胎高,以及治疗措施中 CPAP 的使用率也较第一胎高。表明第二

胎新生儿不良结局中的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有所升高。 
 
 
PO-2323 

早期强化营养对早产儿电解质平衡的影响 
 

茹喜芳,冯琪,王颖,张欣,李星,钱晶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研究早期强化的肠外营养对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超低出生体重儿(ELBVI)电解质平衡的影

响。 
方法 前瞻性队列研究。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NICU 住院治疗且生后 12h
内入院的 VLBWI/ELBWI。收集患儿基本情况,生后 7 日内每日体重和肠内肠外营养情况。生后 7 日

内每日监测患儿的血钾值,血钙值,并于生后第 2､ 4､ 6､ 7 天监测患儿血磷值。对患儿基本情况,肠
内肠外营养情况及电解质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共纳入患儿 71 例,其中男 40 例,女 31 例,胎龄(29.5±2.0)周,出生体重(1194.1±176.5)g,小于胎

龄儿 15 例(21.1%)。生后 3 天内及 7 天内低钾血症的发生率分别为 54.9%(39/71)和 64.8%(46/71);
生后 7 天内低磷血症的发生率为 67.6%(48/71),严重低磷血症的发生率为 26.8%(19/71);生后 7 天内

高钙血症发生率为 1.4%(1/71)。按 1 周内平均氨基酸摄入量将患儿分为以下 4 组,<2.0 g/(kg.d)组:8
例,2.0~2.49 g/(kg.d)组:11 例,2.5~2.99 g/(kg.d)组:30 例,和≥ 3.0 g/(kg.d)组:22 例。4 组间比较,生
后第 3 天血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4±0.9)mmol/L,(3.4±0.7) mmol/L,(3.6±0.8)mmol/L,和
(3.5±0.5)mmol/L,P<0.05];4 组 1 周内低钾血症发生率分别为 37.5%,63.6%,70.0%,和 68.2%,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氨基酸摄入量越多,生后第 6 天和第 7 天血磷水平越低,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以上 4 组 1 周内低磷血症的发生率分别为 37.5%,54.5%,66.7%和 86.4%,
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后 7 天内血钙水平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生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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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发生低钾血症者(46 例)氨基酸摄入量比未发生低钾血症者(25 例)高
[(2.8±0.4)g/(kg·d)vs.(2.5±0.6)g/(kg.d)P<0.05]。生后 1 周内发生低磷血症的患儿亦比未发生低磷血

症的患儿的氨基酸摄入量高(P<0.05)。分析生后 1 周内肠外营养占总量 75%以上的患儿,氨基酸摄

入量≥2.5g/(kg.d)者生后第 3天血钾值､ 生后 3 天内血钾 低值及平均值均低于氨基酸摄入量

<2.5g/(kg.d)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强化的肠外营养对 VLBWI/ELBVI 置关重要,但可能引起电解质紊乱,导致喂养综合征的发

生,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PO-2324 

α-细辛醚调控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的神经保护作用研究 
 

刘辉娟,苗静琨,陈启雄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α-细辛醚调控小胶质细胞介导炎症反应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建立 Li-Pilocarpine 癫痫模型和 LPS 诱导活化原代培养大鼠小胶质细胞模型,设立模型组､ α-
细辛醚干预组､ 正常对照组,观察 α-细辛醚的神经保护作用,及小胶质细胞活化､ 形态学､ NF-κB 活

化关键蛋白 IκB-α､ IKK-β 及其磷酸化形式的表达及炎症因子 IL-1β､ TNF-α 含量的影响。 
结果 (1)α-细辛醚干预可延长大鼠自发反复发作潜伏期,降低癫痫发作频率,改善大鼠癫痫后学习记忆

及认知功能,α-细辛醚具有确切的神经保护作用。(2)不同浓度的 α-细辛醚可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并
对相关神经炎症因子表达具有抑制作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胶质细胞活化增强,胞内 NF-
κB 活化入核增加,IκB-α､ IKK-β 下调失活,炎症因子 IL-1β､ TNF-α 表达明显增高(P<0.05),并在活化

后 3h 时达到高峰;与模型组相比,不同浓度的 α-细辛醚可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并对胞内 NF-κB 活化

入核,IκB-α､ IKK-β 的失活以及炎症因子的表达均有抑制作用(P<0.05),其作用呈剂量依赖性,且 100 
μg.mL-1α-细辛醚作用 明显。 
结论 α-细辛醚具有确切的神经保护作用,其作用可能与通过 NF-κB 途径调控小胶质细胞介导炎症反

应有关;α-细辛醚可用于临床治疗小胶质细胞介导炎症反应相关疾病(包括颞叶癫痫)的预防和治疗。 
 
 
PO-2325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genes associated with Pierre Robin 
sequence using bioinformatics approach   

 
Ruheena Javed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To identify novel genes associated with Pierre Robin Sequence (PRS) by performing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 
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15 PRS patients and exome sequencing was done 
using Agilent technology followed by paired-end sequencing with an Illumina Hiseq 4000 platform. 
Raw data was filtered and clean reads were aligned to the human reference genome (hg19 
version). Selected genes were analyzed using online bioinformatics tools. DAVID was used to 
generate functional annotation cluster, KEGG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relevant pathways using 
ensemble gene IDs and STRING and Cytoscape were used to generate protein-protein network 
using gene IDs. 
Results A total of 5284 genes were identified with nonsynonymous, frameshift, splicing, 3’UTR, 
stop gain and stop loss denovo mutation with minor allele frequencies <0.01. 24 functional 
annotation clusters were generated and medium enrichment score cluster was considered,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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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unctional annotation 37 genes which involved in bone development and tissue development 
pathways (Wnt/β-Catenin Signaling, Wnt Signaling, Hedgehog signaling, Cytoskelatal and 
Oseteoclast signaling Pathway)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analysis. A 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was generated using Cytoscape software with high ppi score 950-999. A total 230 
protein found to be interacted with these 37 genes. Out of 37 genes, genes which expressed in 
placenta, Umbilical vein, Uterus, Skin and muscle were shortlisted. Based on functional 
annotation CEBPB found to be functionally related with SOX9 by considering UCSC-TFBS 
(Transcriptional Factor Binding Site) database, which is previously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isolated PRS. Based on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DAAM1, DAAM2, Wnt, TJP1, INVS, and 
ROCK2 proteins were found to cluster together. IFT74 showed interaction with INVS and PLCB3 
with PTPN11 protein. 
Conclusions Based on computational analysis and Swift prediction genes which have at least 
tolerance prediction and ExAC_EAS score lower than 0.01 a total of 12 genes (CEBPB, DAAM1, 
DAAM2, PLC3B, SPR72, Wnt5A, IFT74, INVS, ROCK2, TOPAZ1, COL3A1 and TJP1)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validation study. 
 
 
PO-2326 

2013-2016 年 270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分析 
 

刘琼,黄宇戈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探讨分析 4 年来本地区 VLBW 的临床特点,为提高诊疗水平､ 降低并发症和死亡率,减少住院日

和费用等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入住我院新生儿科的 VLBW 临床资料;对 VLBW 的一般临

床资料､ 母亲围产期危险因素､ 并发症､ 治疗措施､ 住院天数､ 住院费用及影响 VLBW 转归结局

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1. 2013~2016 年我院收治 VLBW 238 例,ELBW 32 例,占同期住院早产儿 16.75%,治愈好转率

75.56%,放弃率 7.41%,死亡率 17.04%。VLBW 平均出生体重 1.24+0.20kg, ELBW 占

11.85% ,SGA 占 39.63%;平均胎龄 30.38+2.47 周,胎龄<28 周占 12.22%。2. 孕母平均年龄

30.3+5.9 岁,其中年龄<20 岁占 0.85%,35 岁以上占 20%,多胎和试管婴儿分别占 34.07%和 9.36%,
剖宫产率为 45.19%,不定期产检率 35.32%。3. VLBW 前五位并发症是 RDS､ 贫血､ 心肌损害､ 新

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早产儿脑病;BPD 和胆汁淤积发病率与出生体重成反比(P<0.05),RDS 和呼吸暂

停发病率与出生体重和胎龄成反比(P<0.05);出生体重､ 胎龄､ 试管婴儿､ 呼吸衰竭是 VLBW 预后

不良危险因素。4. PS 使用率为 67.04%,无创呼吸机使用率 59.63%,与出生体重及胎龄成反比

(P<0.05);有创呼吸机使用率 33.33%,在不同体重组间差异显著(P<0.05),而胎龄组差异不显著

(P>0.05)。 
抗真菌用药平均天数为 4.16+10.76 天,在不同体重组间差异显著(P<0.05)。我院 VLBW 平均住院天

数为 37 天,平均住院费用为 5.17 万,与胎龄及体重呈反比。 
结论 1. 我院不定期产检率高,需加强宣传定期产检必要性,减少早产发生。2. 我院 VLBW 前五位临

床并发症为 RDS､ 贫血､ 心肌损害､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早产儿脑病。3. RDS 和呼吸暂停发病

率与出生体重和胎龄成反比,BPD 和胆汁淤积发病率与出生体重成反比。4. 胎龄､ 出生体重､ 试管

婴儿､ 呼吸衰竭是 VLBW 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5. 无创和有创使用时间与出生体重成反比,无创通

气时间与胎龄成反比 6 抗真菌药物使用时间与出生体重成反比。VLBW的平均住院天数长､ 费用高,
与胎龄和出生体重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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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27 

早期不同喂养方式对危重新生儿胃肠功能影响的研究 
 

姜丹凤 
陕西省汉中市中航工业 3201 医院 723000 

 
 

目的 探究不同喂养方式对危重新生儿胃肠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 320 例危重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

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号,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160 例)和对照组(160 例)。观察组采用

早期微量喂养,于出生后 6 ~ 12 h 内开奶,奶量从 0. 4 ~4. 0 ml/kg/d 开始,对照组则采用晚期按需喂

养,于出生后 48~72 h 内或病情平稳后开奶,奶量从 10~20 ml/kg/d 开始; 比较两组的胃动素､ 胃泌素

､ 监测资料､ 临床症状(胃肠损害)情况。 
结果 观察两组发现在两组中观察足在出生体重恢复时间､ 完成全肠道喂养时间､ 住院时间和静脉

营养时间都要显著的短于对照组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通过观察发现在观察组在第 9 天,15 天

的胃动素和第 15 天的胃泌素相比于第 3 天均有显著的上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在第 9
天,15 天的胃动素相比于第 3 天均有显著的上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两组比较中发现,观察

组胃动素在营养供给第 3 和 9 天要显著的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胃泌素在第 15 天要显著的高

于对照组(P<0.05);通过观察发现观察组在黄疸和喂养不耐受上显著的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在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黄疸发生率上两组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在危重儿在出生后不建议过早的按需进行全奶方式喂养,建议选择在出生后早期微量喂养方式,
可以显著提高喂养的耐受性同时能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O-2328 

极低出生体重儿不同肠内喂养策略实施效果的初步评价 
 

杨晓燕,舒先孝,石晶,孙飞扬,唐军,赵静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本研究旨在比较不同策略的肠内喂养方案在极低出生体重儿(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VLBWIs)的效果及耐受性,探索更适宜的喂养策略。 
方法 本研究为历史对照研究。研究组为 2016 年 9 月~2017 年 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

科重症监护病房(NICU)住院的 VLBWIs,以 2015 年 7 月~12 月住院的 VLBWIs 为对照组。排除标准

包括了先天性消化道畸形､ NEC､ 严重先天畸形､ 遗传代谢性疾病等不能进行肠内喂养的患儿,以
及自动出院､ 放弃治疗死亡等不能评估终点结局指标的患儿。两组患儿均在能耐受喂养的情况下于

生后 12h 内开始喂养,每 3 小时喂养一次,研究组患儿每日增加奶量速度为 25~35mL/kg;对照组为

15~25mL/kg。两组患儿均首选母乳(及强化母乳),在母乳不足时补充早产儿配方奶;在肠内营养的早

期阶段辅以静脉营养支持;终喂养量为 160mL/kg/d。收集这些患儿的孕周､ 性别､ 出生体重､ 分娩

方式､ 5min Apgar 评分､ 达到全肠内喂养的时间､ 中心静脉置管留置时间､ 喂养不耐受发生情况

､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或死亡的发生及住院期间的体

重增长等情况。使用 SPSS 19.0 依照分组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研究组共纳入患儿 75 名,对照组纳入患儿 76 名。两组患儿的出生体重､ 性别构成､ 5min 
Apgar 评分及分娩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研究组患儿的孕周较对照组小(分别为

30.38±1.84 周及 31.10±2.09 周,p<0.05)。两组患儿均无一例死亡;其 NEC 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研究组和观察组分别为 1.3%及 7.9%,p>0.05)。研究组及观察组患儿喂养不耐受的发生情况

(分别为 45.9%及 48.6%)及住院期间体重增长情况(分别为 21.71±12.75g/kg/d 及

26.35±22.98g/kg/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研究组患儿住院时间略长于观察组患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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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35.51±16.99 天及 26.83±15.52 天),其达到全肠内喂养的时间(分别为 11.72±7.77 天及

18.96±11.24 天)及中心静脉导管留置时间(分别为 243.01±134.52h 及 351.57±194.78h)均短于观察

组(均 p<0.05)。 
结论 在 VLBWIs,“较快”的奶量增加速度(25~35mL/kg/d)是安全的,并不会增加喂养不耐受及 NEC 的

发生,且能减少这些患儿依赖于静脉营养的时间､ 使其更早达到全肠内喂养。 
 
 
PO-2329 

早产儿脑实质出血的临床研究  
 

刘云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研究早产儿不同脑实质出血类型的临床特征,深入认识该疾病。 
方法 纳入对象根据不同脑实质出血类型,分别记录围产期资料､ 临床症状､ 伴发疾病,分析其发病时

间及发病因素,并随访神经系统预后。 
结果 1. 82 例早产儿平均胎龄 29 周(25-34 周),出生体质量 1320g(610g-2270g)。IV 度脑室周围—
脑室内出血(IV 度颅内出血)合并脑实质出血 22 例(26.8%),丘脑及豆纹动脉出血 26 例(31.7%)。脑

实质多发点灶状出血 25 例(30.5%),脑实质大片状出血 5 例(6%),静脉性脑梗死 4 例(5%)。2.发病时

间:IV 度颅内出血 50%在生后 3 天内,36.4%在生后 4-7 天。丘脑及豆纹动脉出血 38.5%在生后 3 天

内,53.8%在生后 4-7 天。脑实质多发点灶状出血 36%在生后 3 天内,40%在生后 4-7 天。脑实质大

片状出血 3 例在生后 3 天内,2 例在生后 4-7 天。静脉性脑梗死 1 例在生后 3 天内,1 例在生后 4-7
天,2 例在生后 2-3 周。 
3.发病因素:IV 度颅内出血高危妊娠占 40%,产前､ 产时缺氧占 60%,肺部及循环系统疾病各占

60%。丘脑豆纹动脉出血者 70%高危妊娠, 26.9%病例存在重度窒息,肺部及循环系统疾病各占

1/3。脑实质多发点灶状出血者 80%存在高危妊娠,产前､ 产时缺氧病例占 1/4,肺部及循环系统疾病

分别占 60%及 40%。3 例大片状脑实质出血存在血管畸形。5 例 IV度颅内出血､ 3 例脑实质多发

点灶状出血及 1 例静脉性脑梗死存在败血症及中神经系统感染。4.临床表现:IV 度颅内出血均伴有

贫血及不同程度的意识改变､ 肌张力异常和惊厥。61.5%丘脑及豆纹动脉出血多数无临床症状,约
23%存在贫血。脑实质多发点灶状出血 50%存在贫血,40%无临床症状。脑实质大片出血均有神经

系统症状,80%伴有贫血。静脉性脑梗死 3 例出现惊厥。5.预后:IV 度颅内出血 13.7%无后遗症,59%
放弃及死亡,存活者多伴有神经系统后遗症。53.8%丘脑及豆纹动脉出血无神经系统后遗症。脑实质

大片状出血存活 3 例无后遗症,1 例肌张力异常。4 例静脉性梗死者,2 例放弃,2 例存活,随访至 6 个

月,暂无神经系统后遗症。 
结论 早产儿脑实质出血多发生在生后 1 周内,高危妊娠､ 产前产时缺氧､ 肺部及循环系统疾病是其

主要发病因素。血管畸形可以导致脑实质片状出血。惊厥､ 肌张力异常､ 贫血是脑实质出血的主要

临床表现。IV 度颅内出血预后不良比例较高。 
 
 
PO-2330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中血管因子的作用 
 

武慧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研究血管因子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A,VEGF-A)､ 血
管生成素-1(Angiopoietin-1,Ang-1)､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在
BPD 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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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入组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的胎龄<34
周或出生体重<1500g､ 存活大于等于 28 天的早产儿共 89 人。分别测定脐血､ 生后 24-48 小时及

生后第 7 天血清 VEGF-A､ Ang-1 及 ACE 的浓度,分析其在 BPD 发生､ 发展中的作用。 
结果 研究共入组早产儿 89 例, 终发展为 BPD 共 17 例,占 19.1%。BPD 组患儿脐血 VEGF-A 浓度 
[25.011(0.000-590.435) pg/ml 与 520.030(53.268-728.640)pg/ml,Z=-2.229,P=0.026] 明显低于非

BPD 组,生后 24-48 小时血清 Ang-1 浓度[1.861(0.371-2.650)*104pg/ml 与 3.252(0.555-
5.173)*104pg/ml,Z=-2.101,P=0.036]明显低于非 BPD 组。BPD 组患儿生后 24-48 小时血清 ACE 浓

度[158.114(140.340-186.568)pg/ml 与 134.632(114.024-154.211)pg/ml,Z=-2.297,P=0.022]明显高

于非 BPD 组。绘制脐血 VEGF-A 浓度及生后 24-48 小时血清 Ang-1､ ACE 浓度诊断 BPD 的 ROC
曲线,发现其对 BPD 均有预警价值,具备中等准确性(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14､ 0.704 及 0.723),可
用于诊断 BPD 的脐血 VEGF 浓度的 佳阈值为 32.906pg/ml(灵敏度 0.782､ 特异度 0.636),生后

24-48 小时血清 Ang-1 及 ACE 浓度的 佳阈值分别为 3.260*104pg/ml(灵敏度 0.500､ 特异度
0.909)及 134.624pg/ml(灵敏度 0.909､ 特异度 0.500)。 
结论 BPD 患儿生后早期血清 VEGF-A､ Ang-1 及 ACE 浓度与非 BPD 组相比有显著差异,提示其可

能在 BPD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尚需大样本研究以证实。 
 
 
PO-2331 

早产儿视网膜病与宫内外生长发育迟缓相关性分析 
 

孙慧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研究宫内生长发育迟缓与生后体重增加低下与严重早产儿视网膜病的相关性 
方法 此项研究共纳入 1151 例极早早产儿(出生胎龄<320/7周),自入院开始每周进行体重生长发育评

估,直至出院或至矫正胎龄 40 周。视网膜病筛查标准根据《早产儿治疗用氧和视网病变防治指南》 
结果 严重 ROP 组患儿的出生胎龄和出生体重显著低于无或轻度 ROP 组(P<0.001)。宫内发育迟缓

(IUGR)患儿严重 ROP 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适于胎龄早产儿的严重 ROP 发生率。(P=0.007)。与无

ROP 或轻度 ROP 组早产儿相比较,严重 ROP 组早产儿在生后第 4周､ 6 周和 8周的体重增长､ 体

重增长比例及平均体重增长速率显著低下(P<0.001)。 
结论 严重的 IUGR 或出生 WG 低下可能是严重 ROP 发生的高危因素,我们应密切关注严重 IUGR
早产儿的 ROP 筛查,密切监测极早早产儿生后 4 周至 8 周的 WG 和 WG 比率,减少严重 ROP 的发

生。 
 
 
PO-2332 

无创双水平通气在新生儿 非计划性拔管中的临床应用观察 
 

陈超,唐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新生儿无创辅助通气的已成为新生儿呼吸支持的热点,但是有创辅助通气也是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的核心技术之一,同时气管插管的保护和护理对于一个优良重症监护室的衡量标准之一。然而由

于各种原因任然会出现非计划性导管拔除事件发生,由此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导致死亡。首先应避免

发生此类事件,但一旦发生后需要使用合理且恰当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潜在呼吸衰竭的发生,又要避

免再插管造成的损伤。本文就此问题展开研究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挽救方案。 
方法 随机选取自 2015 年 01 月-2017 年 01 月在我院新生儿 NICU 住院的诊断新生儿呼吸衰竭患儿

且接受机械通气治疗,发生非计划性拔管的共 38 例新生儿,分别随机使用 nCPAP 及无创双水平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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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贯治疗,分别记录使用前､ 使用后 6h､ 24h､ 48h､ 血气分析结果,记录观察吸氧浓度(FiO2)平均值

､ 氧合指数､ 机械通气时间及再插管率､ 感染率､ 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等。 
结果 无创双水平辅助通气已经被更广泛推广,其优势在于高低压力的双向性,使肺泡更易复张,改善氧

合.NCPAP 治疗后 6h､ 24h 的 FiO2 大于对照组,氧合指数低于对照组,48h 及 72h 两组 FiO2 及氧合

指数无统计学差异。机械通气时间和再插管比例有降低的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住院时间及发生感

染率和对照组无明显差异。视膜病变及气胸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需要提出组内有创通气参

数较高者或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等情况时,使用无创双水平仍然存在再插管的可能,建议对于此类患者

应继续有创辅助通气治疗为上策。 
结论 应用无创双水平辅助通气技术可以大大降低非计划性拔管后再插管的几率,及早改善氧合,缩短

机械通气时间,减少有创及再插管对肺泡的损伤,从而可能改善远期预后,且该技术方便实施,具有一定

得应用价值。 
 
 
PO-2333 

宫外生长迟缓的早期早产儿生后 18 月的生长方式 
 

黄越芳,陈静贤,杨晓华,潘文序,庄思齐,李晓瑜,李易娟,余慕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00 

 
 

目的 探讨 EUGR 早期早产儿纠正胎龄(CA)18 月的生长方式及围产期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2014 年 6 月在我院 NICU住院､ 胎龄<32 周存活至出院的适于胎龄的早产

儿的住院资料及出院后随访资料,根据出院时是否发生 EUGR 将两组早期早产儿分为 EUGR 组

(n=55)和非 EUGR 组(n=95),比较两组早产儿围产期资料及并发症情况､ 新生儿期治疗情况､ 出院

后喂养情况;比较两组早产儿 CA40wk 至 18m 各项生长指标变化。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早期早产

儿 CA18m 体重及身长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EUGR 组出生后体重下降的 大程度及恢复出生体重的日龄均明显大于非 EUGR 组,EUGR 组

新生儿住院期间体重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 EUGR 组(P<0.05)。EUGR 组早产儿达完全胃肠喂养日

龄､ 蛋白质达 3g/kg/d 日龄及热量达 120kcal/kg/d日龄､ 生后头两周的蛋白质及能量累积损失量均

明显大于非 EUGR 组(P 均<0.05)。EUGR 组慢性肺病､ 颅内出血和新生儿感染发生率及生后激素

和机械通气使用率均明显高于非 EUGR 组(P 均<0.05)。两组早产儿 CA40wk 至 18m 各生长指标

(体重､ 头围､ 身长､ BMI)SDS(标准差得分)均呈增长趋势,但 EUGR 组早产儿 CA40wk 至 18m 各

生长指标 SDS 均明显低于非 EUGR 组(P 均<0.05)。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龄､ 慢性肺病､

EUGR 及 CA3m 体重 SDS 为影响早期早产儿 CA18m 体重追赶的因素。 
结论 EUGR 早期早产儿 CA40wk 至 18m 各生长指标均明显落后于非 EUGR 早产儿;胎龄､ 慢性肺

病､ EUGR 及 CA3m 体重 SDS 为影响早期早产儿 CA18m 体重追赶的因素,这些发现提示需要更密

切监测 EUGR 早产儿的生长潜能以及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减少 EUGR 发生。 
 
 
PO-2334 

27 例新生儿骨髓炎临床特点分析 
 

曾凌空 
武汉市儿童医院 100828 

 
 

目的 研究新生儿骨髓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0 到 2016 期间在武汉儿童医院诊断为骨髓炎的 27例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特征及治疗､ 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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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27 例,其中 18 例继发于败血症,9 例由邻近感染扩散而来;四肢长骨尤其是股骨､ 肱骨较常

受累,一例少见颅骨骨髓炎。8 例并发关节感染,受累关节为髋关节､ 膝关节;临床表现为肢体活动受

限及局部红肿;血或脓液､ 关节液培养出致病菌 18 例,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10 例,革兰阴性杆菌 8 例;
所有患儿均行抗生素治疗,4 例联合手术治疗,随访 15 例无后遗症发生。 
结论 新生儿骨髓炎临床表现不典型,感染指标高和新生儿疼痛评分结合可早期发现可能存在感染,B
超可早期发现病变,尽早进行病原学检查和影像学检查,早期､ 足量､ 足疗程敏感抗生素治疗可减少

后遗症的发生。 
 
 
PO-2335 

利用静息态低频波动振幅(ALFF)预测新生儿 
高胆红素血症的神经行为评分 

 
严恺,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脑静息态低频波动振幅(ALFF)随血清胆红素(TSB)的变化及与早期神

经行为评分(NBNA)的关联。 
方法 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对象选取 2016 年 1 月~17 年 6 月在我院以高胆为主要诊断的患儿,
分重症高胆组(SHB),高胆组(HB)与对照三组。考虑到不同胎龄的脑结构差异,根据纠正胎龄(CGA)行
分层分析,包括极早产(EP)､ 早产(P)､ 近足月(NT)､ 早期足月(ET)及足月(T)。纳入标准:(1)出生后

72 小时内至少一次 TSB 记录;(2)诊断高胆后 7 日内完成 MRI;。排除标准:(1)排除所有可致中枢神经

系统损伤的疾病;(2)母亲有妊娠高血压或糖尿病;(3)CGA<28 周;(4)已照射蓝光或换血治疗。对象检

查前行镇静,MRI 检测序列包括矢状位 T1WI,轴位 T1WI 与 T2WI,DWI 及静息态 BOLD。通过 SPM8
及 DPARSF 计算感兴趣区 ALFF 值。所有对象在 CGA 41~44 周测 NBNA 评分。应用 Stata12.0 统

计分析。 
结果 研究纳入 SHB 组 37 例,HB 组 46 例,对照 77 例,共 160 例。三组基线均衡可比。(1)TSB 与

ALFF 相关性:将三组静息态图像比较显示丘脑部位 ALFF 差异 为显著,ALFFSHB> 
ALFFHB >ALFFcontrol。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 TSB 与丘脑 ALFF 显著相关(r 左=0.4530; r 右

=0.4016)。根据 CGA 分层,各胎龄段下比较发现,EP 组中,ALFF 差异 明显的区域在额上内侧

回,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胆红素与 ALFF 的 r=0.4997。而其余各胎龄段 ALFF 差异 显著

的区域依旧位于基底节丘脑,且 TSB 与 ALFF 都显著相关。(2)NBNA 与 ALFF 相关性:根据 NBNA
分组,各胎龄段下两组图像间比较,显示 ALFF 差异 明显区域都位于基底节区。随着 ALFF 升

高,NBNA 呈下降趋势。在 EP 组中,ALFF 显著部位在丘脑与部分内囊。在 P 组中,ALFF 显著部

位在苍白球､ 尾状核与丘脑交界处。ALFF 在 NT 组中显著部位与 EP 组相近。ET 亚组中左侧内囊

前肢与部分尾状核区域的 ALFF 有显著改变。T 亚组中左侧半球丘脑与苍白球 ALFF 存在差异。

(3)NBNA 结局预测:Logistic 回归显示影响患儿 NBNA 结局的主要因素是 TSB 与 ALFF。我们利用

TSB､ ALFF 与 MRI 通过 ROC 曲线来预测 NBNA 异常发生率。结果显示当 ALFF 联合 TSB 与

MRI 的时候,ROC 曲线下面积 大(AUC=83.2%),灵敏度=71.43%,特异度=86.36%。 
结论 (1)静息态功能序列可在常规 MRI 基础上通过 ALFF 值定量化观察高胆脑部好损伤区域的微小

神经细胞自发性电活动变化,作为常规 MRI 的补充。(2)ALFF 与 TSB､ NBNA 都存在较好的相关

性,ALFF 结合 TSB 与常规 MRI 可预测高胆新生儿近期 NBNA 不良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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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36 

经喉罩气管内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 
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李晋辉,陈超,舒先孝,赵静,王华,唐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随机对照研究,比较经喉罩气管(LMA)内和气管插管(TI)注入肺表面活性物质(PS),对新生儿

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纳入 2017 年 5 月—6 月于我科住院并符合 NRDS 诊断标准的早产儿共 30 例,胎龄 30+2周-36
周,体重 1540g-3140g,剖宫产 26 例,顺产 4 例,其中男 17 例,女 13 例。随机分为 LMA(14 例)和 TI 组
(16 例)。两组间胎龄､ 体重无统计学差异(P>0.05)。LMA 组选用 1 号喉罩,采用盲探法置入;TI 组在

喉镜下置入气管导管。两组 PS 剂量均为 200mg/kg,用药前后均予经鼻双水平正压通气治疗

(BiPAP),LMA 组在使用 PS 的同时持续 BiPAP,通过 BiPAP 压力使 PS 在肺中分布;而 TI 组则使用传

统球囊正压将 PS 压入肺内。比较两组用药前后(用药前和用药后 3h)FiO2､ 血气分析 pH､ 动脉血

氧分压(PO2)､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CO2),及两组治愈率､ 需氧时间､ 住院时间､ 并发症发生率的

差异。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1)LMA 组治疗前后 FiO2分别为 40%±4.5%､ 24%±3.8%;TI 组治疗前后 FiO2分别为

42%±3.7%､ 26%±2.5%。使用 PS 后,LMA 组和 TI 组 FiO2均降低(P 均<0.05);(2)LMA 组治疗前后

血气分析 pH 值分别为 7.21±0.05､ 7.32±0.04;TI 组治疗前后血气分析 pH 值分别为 7.25±0.03､
7.38±0.05。两组治疗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3)LMA 组治疗前后 PO2分别为

64±13kPa､ 76±16 kPa;TI 组治疗前后 PO2分别为 61±15 kPa､ 74±17 kPa。LMA 组和 TI 组 PO2

均较治疗前提高(P 均<0.05);(4)LMA 组治疗前后 PCO2分别为 59±18 kPa､ 45±12 kPa;TI 组治疗前

后 PCO2分别为 55±15 kPa､ 40±8 kPa。LMA 组和 TI 组 PCO2均较前降低(P 均<0.05);(5)LMA 组

和 TI 组均全部治愈,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6)LMA 组需氧时间为 5.33d±2.1d,TI 组需氧

时间为 5.14d±2.62d,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7)LMA 组住院时间为 17.5d±9.5d,TI 组住

院时间为 18.2d±10.9d,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8)LMA 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1%(3/14),TI
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5%(4/16),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利用喉罩气管内注入 PS 治疗早产儿 NRDS,在保证降低所需 FiO2､ 改善氧合及 CO2排出等治

疗疗效的同时,具有操作简单､ 刺激小等优点,可在新生儿病房中广泛推广,进一步监测远期随访数据

可能提供 LMA 使用减少慢性肺损伤的依据。 
 
 
PO-2337 

应用 24 小时动态 pH 阻抗 监测频发呼吸暂停 
早产儿的胃食管反流特点 

 
茹颖,李正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引起早产儿发生呼吸暂停的原因有很多,如呼吸系统发育不良､ 感染､ 胃食管反流等。应用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技术记录临床频发呼吸暂停的早产儿胃食管反流特点,并分析胃食管反流与

呼吸暂停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北京协和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6 例频发呼吸暂停

频发的早产儿进行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分析其胃食管反流的特点以及胃食管反流与呼吸暂

停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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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6 例患儿中男孩 5 例(83%)､ 女孩 1 例(17%)。平均孕周(29±1)周,患儿 小孕周 28 周, 大孕

周 32 周。平均出生体重(1340±483)克, 小出生体重 760 克, 大出生体重 1955 克。 6 例患儿在监

测期间共发生 162 次反流,其中酸反流 28 次(17.3%),弱酸反流 134 次(82.7%)。此外,餐后反流共 66
次,占所有反流次数的 40.7%,其中餐后酸反流 0 次(0%),弱酸反流 66 次(100%)。6 例患儿在监测期

间共记录 31 次呼吸暂停,其中 15(48.4%)次发生在胃食管反流前后 5 分钟内,反流与呼吸暂停有一定

的相关性。与呼吸暂停相关的 15 次反流中酸反流 4(26.7%)次,弱酸反流 11(73.3%)次。 
结论 发生于早产儿的胃食管反流多为弱酸反流,其次为酸反流。餐后反流多为弱酸反流。胃食管反

流是引起早产儿发生呼吸暂停的一项重要诱因,应用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技术监测早产儿胃

食管反流与呼吸暂停的相关性是安全有效的。 
 
 
PO-2338 

经皮氧分压及经皮二氧化碳分压监测 
在新生儿呼吸衰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许景林 

泉州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经皮氧分压及经皮二氧化碳分压监测在新生儿呼吸衰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新生儿救护中心住院治疗的新生儿呼吸衰竭患儿作为

研究对象,接受无创辅助通气(no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或气管插管机械通

气(mechanical ventilation,MT)治疗,监测并记录患儿在开始呼吸支持治疗后 30 分钟(T0)､ 6h(T1)､
24h(T2)､ 出院前(T4)各个时间点经皮氧分压(TcPO2)､ 经皮二氧化碳分压(TcPCO2)､ 动脉血氧分压

(Pa02)､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值,并比较 TcP02､ TcPCO2检测结果与 Pa02､ PaCO2结果

之间的相关程度。 
结果 患儿在开始呼吸支持治疗后 30 分钟(T0)､ 6h(T1)､ 24h(T2)､ 出院前(T4)各个时间点 TcP02与

Pa02差值分别为(4.25±11.05)mmHg､ (3.39±9.42)mmHg､ (3.15±14.05)mmHg､
(2.06±8.05)mmHg,TcPC02与 PaCO2差值分别为(2.79±6.67)mmHg､ (1.26±11.66)mmHg､
(0.79±6.67)mmHg､ (0.51±5.08)mmHg,各时间点 TcPO2与 PaO2及 TcPC02与 PaCO2之间行相关

性分析,均提示相关性较好,相关系数(r)分别为 0.7145､ 0.8272､ 0.8775､ 0.9880 (均 P<0.05 ),随着

病情好转,相关性越来越好。 
结论 在循环功能状态稳定情况下 TcP02､ TcPC02监测可以准确､ 持续､ 无创评估新生儿呼吸衰竭

患儿的 Pa02及 PaCO2。 
 
 
PO-2339 

Different stages of histological chorioamnionitis and 
neonatal early onset infectious diseases 

 
Bao Shan,Wu Tian,Tang Jun,Qu Yi,Mu Dezhi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610041 
 
 

Objective Severe neonatal diseases, especially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neonatal short-term survivals and long-term outcomes. Early onset neonatal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been thought to be strongly connected with maternal infection, which often present in a 
subclinical way and could not be diagnosed using clinical evidence. The term histological 
chorioamnionitis refers to an inflammation of the placental membranes and connective tissues.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 cause of preterm birth and adverse neonatal outcomes by som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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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due to different study population and method, the conclusions remains controversial, 
and most of them did not introduce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horioamnionitis in their study, which 
might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neonatal diseases and reduce perinatal morbidity, our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tages of chorioamnionitis and neonatal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Data from mothers who delivered in our hospital, accompanied with placental histologic 
examination, from January 1st 2014 to December 31st 2014 were extracted. Inclusion criteria: 
delivered in our hospital, both mothers and their neonates had complete clinical data, placental 
histologic examination. Exclusion criteria: uncompleted clinical data, without placental histologic 
examination, performed stillbirth. Maternal clinical data and Neonatal clinical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 22.0)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a P 
value <0.05 was considered to be significant.  
Results A total of 994 cas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and chorioamnionits was found in 823(82.8%) 
mothers. Among these 832 mothers, only 275(33.4%) cases had obviou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could be diagnosed as clinical infection. After adjusted by kinds of ma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lications, moderate-severe  chorioamnionitis(moderate OR=5.565,1.696-18.258; severe 
OR=4.873,1.302-18.243)was found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neonatal early infectious diseases 
significantly, while non-chorioamnionitis and mild chorioamnionitis did not. Microorganism that 
most found in mothers were Escherichia coli, Candida albicans, Coagulase-negative taphylococci. 
Microorganism that most found in infants were streptococcus mutans, Coagulase-negative 
taphylococci, Klebsiella pneumonia, Escherichia coli。Bacterial spectrum found in neonates were 
mostly covered by maternal bacterial spectrum. Alternately, severe chorioamnionitis also 
increased the risk of preterm (OR=2.029,1.037- 3.972). Risk factors for chorioamnionitis included: 
IVF (OR=2.766, 1.567- 4.881), clinical infections(OR=2.825, 2.106-3.790), and WBC>10, 
CRP>10, culture proved infection.  
Conclusions Neonatal early onset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maternal 
infection. Moderate and severe chorioamnionitis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early onset neonatal 
infectious diseases.  
 
 
PO-2340 

早期头颅 MRI 及 1 H-MRS 异常改变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远期随访 
 

杨丽娟,柏根基,刘香叶,孙婷婷,赵赛,程怀平,田兆方,包天平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300 

 
 

目的 通过随访研究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早期头颅 MRI 和(或)1 H-MRS 胆红素脑损伤改变在临床上的

意义。 
方法 100 例日龄 7d 内头颅 MRI 和或 1 H-MRS 示胆红素脑损伤典型特征性改变的高胆红素血症患

儿, 经过必要的临床干预,出院后门诊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临床神经检查､ 头颅 MRI 和或 1 H-MRS､
NBNA 评分以及 BAEP 检查。 
结果 单项 MRI 不同时期胆红素脑损伤的诊断率分别是 57.0%､ 39.2%和 24.7%;单项 1 H-MRS 诊
断率 75.0%､ 39.2%和 25.8%;MRI 且 1H-MRS 均异常诊断率 25.0%､ 22.7%和 23.7%;NBNA 评分

诊断率 12.0%､ 23.7%和 23.7%;BAEP 诊断率分别为 14.0%､ 20.6%和 22.6%;临床胆红素脑损伤

诊断率分别为 12.0%､ 21.6%和 21.5%。随着日龄增加,MRI 和 1 H-MRS 对胆红素脑损伤的诊断率

显著下降(P<0.05);临床胆红素脑损伤诊断率显著增高(P<0.05);MRI 和(或)1 H-MRS 诊断率与临床

胆红素脑损伤诊断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早期头颅 MRI 或 1 H-MRS 对胆红素脑损伤诊断较敏感, MRI 和 1 H-MRS
结果均异常对胆红素脑损伤诊断临床意义较大,动态随访磁共振检查对胆红素脑损伤的预后评估,比
单次做更有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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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41 

气泡式 CPAP 与传统 CPAP 在新生儿呼吸支持的疗效比较 
 

舒先孝,陈超,唐军,石晶,王华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本研究旨在比较气泡式 CPAP(bubble 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BNCPAP)与
传统的鼻塞式 CPAP(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在新生儿呼吸支持中的疗

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3 月至 10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并使用过

BNCPAP 和 nCPAP 的患儿,按干预方式进行分组。记录所有患儿孕周(gestational age,GA)､ 性别

､ 是否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 出生体重(birth weight,BW)､ 基础疾病､

Apgar 评分､ 母分娩方式。比较两组患儿的死亡率､ 呼吸支持时间､ 治疗失败及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 早产儿视网膜病(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ROP)的发生情况,
以及总住院时间,并评价其安全性。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 19.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新生儿 107 例,其中 nCPAP 组 47 例,BNCPAP 组 60 例;nCPAP 组男性占

57.45%(27/47),平均 GA 为 32.51±2.29 周,其中 53.19%(25/47)曾接受 PS 治疗。BNCPAP 组男性

占 31.67%(19/60),平均 GA 为 32.78±1.96 周,其中 50.00%(30/60)曾接受 PS 治疗。两组患儿在

BW､ 基础疾病､ 5min Apgar 评分､ 母分娩方式､ 接受 PS治疗的日龄､ 开始接受干预的日龄等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nCPAP 组及 BNCPAP 组患儿的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

为 2.13%及 0.00%,p>0.05); 其上机时间(分别为 67.75±41.18 及 58.34±36.02)及治疗失败率(分别

为 10.43%及 13.24%)的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气胸或纵膈积气发生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2.13%及 1.67%,p>0.05)。 
结论 尚不能认为 BNCPAP 和 nCPAP 在新生儿呼吸支持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存在差异,但 BNCPAP
简单易操作,且经济成本较低,适合用于新生儿转运系统以及条件有限的基层医院。 
 
 
PO-2342 

ROC 曲线评价 G 实验联合 GM 实验在 NICU 
早产儿真菌败血症诊断的意义 

 
袁文浩,曾凌空,刘汉楚,刘晓艳,王石,赵玲霞,黄砚屏,王巧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血清 1､ 3-β-D 葡聚糖(BDG)含量检测(G 试验)联合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GM 试验)在新

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NICU)早产儿真菌败血症中的诊断阈值,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其

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 NICU 诊断为早产儿真菌败血症的患儿 51 例及对

照组 212 例患儿血清,将确诊及临床诊断患者 51 例设为病例组,212 例非真菌败血症患儿为对照组,
测定血清 BDG 及 GM 含量,同时绘制 ROC 曲线,分析 BDG 及 GM 的 佳切割值及变化趋势。计算

G 实验联合 GM 实验的诊断效能。 
结果 病例组的 BDG､ GM 平均浓度分别为 211.53pg/ml 和 1.56pg/ml,对照组 BDG､ GM 平均浓度

为 61.06pg/ml 和 0.93pg/ml,病例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DG､ GM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61 和 0.644, 佳诊断阈值为 77.5pg/ml 和 1.025pg/ml,对应其灵敏度

75.8%/35.4%､ 特异度 98%/85.9%､ 阳性预测值 92.2%/45.1%､ 阴性预测值 92.9%/80.2%､ 约登

指数 0.872/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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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BDG 是诊断 NICU 早产儿真菌败血症的良好指标,且在以 77.5pg/ml 为阈值时,特异度和灵敏度

较为理想。G 实验和 GM 实验串联分析,对早产儿真菌败血症诊断价值更大。 
 
 
PO-2343 

The Effect of Intrauterine Environment and Postnatal 
Nutrition on Children's Blood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a Large-scale Cohort Study 
 

Jin Yan,Hou Ruo-Lin ,Jin Wen-Yuan ,Zhao Zheng-Yan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Objectiv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a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genes, 
intrauterine environment and postnatal nutrition,  this study wa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rauterine environment and postnatal nutrition on the growth of 
offspring and the variation trend of related metabolic indexes. 
Methods A total of 836 pairs of later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newborns were study 
population in this cohort, and newborns were followed up from delivery to 3 
years old. The Insulin,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C peptide, 
triglyceride (TG), total cholesterol (TC),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levels in neonatal cord 
blood and peripheral venous blood at three years old were detected. The categorical 
variables and numerical variables were analyzed by chi-square test and non 
parametric test Kruskal-Walli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sulin levels between cord blood and 
peripheral venous blood at three years old, and both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irth weight. In small-for-gestational-age (SGA) group, HDL-C in 
overnutri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nutrition 
group; in appropriate-for-gestational-age (AGA) group, C peptide and insuli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ith better nutritional status; in 
large-for-gestational-age (LGA) group,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nutritional status. 
Conclusions For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birth weight, the effect of postnatal nutrition on 
their blood lipid and glucose metabolism was different, and blood insulin 
levels could be used to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intrauterine environment and 
postnatal nutrition on children's blood glucose metabolism. 
 
 
PO-2344 

Zoledronic Acid is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choice in 
Neuroblastoma with Bone metastasis in China: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an Zhen,He Kejun,Yuan Xiaojun 
Xin 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92 

 
 

Objective Neuroblastoma with bone metastasis shows a poor prognosis. In China, high-dose 
chemotherapy with autologous stem cell rescue, metaiodobenzylguanidine (MIBG) imaging or 
treatment, and anti-GD2 immunotherapy, are not widely performed in the metastatic group of 
patients due to economic restraints 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medical facility. To the pres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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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zoledronic acid (ZA) could offset the outcome for these 
high-risk patient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41 bone metastatic neuroblastoma cases treated at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Hematology and Oncology, Xin Hua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June 
2016. Zoledronic acid 2.3mg/m2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chemotherapy regimen at day 0. 12 
patients were administered ZA for 3–11 cycles. 
>medical facility. To the present study evaluate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zoledronic acid 
(ZA) could offset the outcome for these high-risk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to high-risk neuroblastoma treated only with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without ZA, the 3-year overall survival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45% vs. 22.6%, P=0.007). ZA 
has been shown 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OS (P=0.018, HR: 5.904, 95% CI: 1.363–25.574) 
rather than surgical resection and several chemotherapy courses. Patients treated with ZA 
experienced mild side-effects such as fever and bone pain. Neither the alkaline phosphatase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altered significantly nor were the annual height and weight 
gain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group. 
Conclusions Zoledronic acid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may prolong the 
survival period for high-risk neuroblastoma with bone metastasis.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are 
explicit in short duration; however, further studies are essential for prospective clinical trials. 
resection and several chemotherapy courses. Patients treated with ZA experienced mild side-
effects such as fever and bone pain. Neither the alkaline phosphatase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altered significantly nor were the annual height and weight gain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group. 
 
 
PO-2345 

重组人白介素-11 预防儿童恶性肿瘤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疗效观察 
 

李慧霞,张红梅,刘炜,李彦格,王利娟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重组人白介素-11 治疗小儿恶性肿瘤化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 108 例次恶性肿瘤住院患儿,且入选患儿都为上次

化疗有严重血小板减少发生,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4 例,治疗组在化疗后 48 小时开始应用重

组人白介素-11,观察组化疗结束后给予复方皂矾丸口服,观察 2 组疗效及不良反应。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各 54 例,治疗组在化疗后 48 小时开始应用重组人白介素-11,观察组化疗结束后给予复方

皂矾丸口服,观察 2 组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组化疗后血小板 低值､ 血小板减少持续时间及血小板输注次数均优于观察组(P<0.05),2
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重组人白介素-11不良反应为发热､ 肌肉关节痛､ 头痛,均为轻度反应。  
结论 重组人白介素-11 预防儿童恶性肿瘤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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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46 

172 例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 
症病因､ 临床及预后分析 

 
麦惠容

1,陈运生
1,郭健

2,饶斌
2,袁秀丽

1,方希敏
1,刘四喜

1,王晓东
1,王缨

1,李长钢
1,文飞球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目的 探讨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又称噬

血细胞综合征,HPS)的病因､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治疗和预后特点,以提高本病的认识,达
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降低死亡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至 2016 年我院收治的 172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其中 29 例进行 PCR 和

基因测序的方法检测 PRF1､ UNC13D､ STX11､ STXBP2､ XIAP､ SH2D1A､ Rab27a､ AP3B1
､ LYST 和 ITK 基因以鉴别遗传性和继发性 HLH。 
结果 172 例 HLH 患儿男 96 例,女 76 例,年龄 1 月~15 岁,发病时小于 3 岁 HLH 110 例,占 64%。29
例行相关基因检测检测出基因突变 8 例,占 5%;分析 164 例 HLH,感染相关性 HLH(IAHS)共 139 例,
占 80%,其中 EB 病毒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EBV-AHS) 多,共 48 例,占 IAHS 的 35%。其它特

殊感染伤寒 4 例,恙虫病 2 例,结核 1 例。继发于风湿免疫性疾病共 12 例,分别是幼年型全身性类风

湿关节炎 6例､ 免疫缺陷病 4例､ 川崎病 1例､ 系统性红斑狼疮 1 例,继发于白血病 6例､ 淋巴瘤
3例､ 韦格纳肉芽肿 1例､ 不明原因 11 例。所有患儿均有发热､ 脾肿大,血常规提示两系或三系降

低,高三酰甘油血症和(或)低纤维蛋白原血症,铁蛋白升高,骨髓细胞学检查发现噬血组织细胞,其余临

床表现还包括多浆膜腔积液､ 肝功能损害､ 黄疸､ 呼吸系统症状和神经系统症状等。8 例遗传性

HLH 均予 HLH2004 方案治疗,1 例确诊为 Chédiak-Higashi syndrome (CHS)行同胞 HLA 全相合骨

髓造血干细胞移植,随访 10 个月,复查骨髓正常,供者 100%植入。继发性 HLH 病情复杂,疾病轻重差

别大,感染相关 HLH139 例,根据病因治疗原发病,在治疗基础疾病的基础上酌情使用 HLH2004 方案,
根据疾病评估决定疗程。172 例 HLH 患儿中,缓解 134 例(78%),复发 3 例(1.7%),死亡 35 例

(20%)。死亡病例中,感染相关 HLH22 例(EB 病毒相关性 HLH11 例,脓毒血症 11 例),肿瘤 8 例,免疫

缺陷病 2 例,原因不明例 3 例。 
结论 本组病例显示 HLH 由多种病因引起,其中 EB 病毒感染相关性 HLH 多见,提高认识,及早诊断,
积极治疗能改善预后,HLH2004 方案治疗遗传性 HLH 和 EB 病毒感染相关性 HLH 有助于提高患儿

的生存率,对于遗传性 HLH,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改善免疫系统和血液系统缺陷。 
 
 
PO-2347 

基于 RUCAM 量表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化疗药物性肝损伤分析 

 
刘玉峰,毛舒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按照 RUCAM 药物性肝损伤评价标准,评价我院就诊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分析 ALL 化

疗药物性肝损伤的相关特征,提高医师对化疗药物性肝损伤的认识,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1.病例分析  收集整理我院儿童血液肿瘤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初治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病例,排除部分资料不全的病例,共计 143 例,进一步采用 RUCAM 评分量表进行

量化评分,评分≥3 分的病例共 108 例认为存在化疗药物性肝损伤。回顾性分析化疗药物与肝损伤的

关联程度､ 年龄､ 性别､ 化疗方案､ 危险度分型､ 化疗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特征､ 损伤程度､ 保肝

药物治疗效果等特征。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718 
 

2.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x2检验数据分析。 
结果 1. 临床症状:无临床症状患儿 42 例,部分患儿表现为肝大､ 黄疸､ 乏力､ 发热､ 纳差､ 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水。 
2. RUCAM 评分结果提示>8 分者占 19.45%;6~8 分者占 54.63%;3~5 分者占 25.92% 。 
3. 统计 143 例病例,发生化疗药物性肝损伤的有 108 例,其中轻度肝损伤 62 例,中度肝损伤 27 例,重
度肝损伤 19 例。 
4.临床分型:肝细胞型占 79.63% ;胆汁淤积型占 7.41%;混合型占 12.96%。 
5.发生化疗药物性肝损伤的 108 例患儿中,男 80 例,女 28 例。不同性别患儿化疗肝损伤发生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不同性别患儿中轻度化疗肝损伤所占比例均较大。 
6.肝损伤患儿中年龄<7 岁 75 例,≥7 岁 46 例,两组患儿肝损伤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       
7. 不同免疫分型患儿肝损伤总体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但是 T 型 ALL 患儿中重度肝损伤所占比例

较 B 型 ALL 高。 
8.发生化疗药物性肝损伤的 108 例患儿中,标危 36 例,中危 60 例,高危 27 例。中危型患儿总体化疗

药物性肝损伤发病率高于标危型和高危型。中危组化疗肝损伤的中重度肝损伤所占比例较标危､ 高

危组明显增高。 
9.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率在不同化疗阶段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诱导缓解治疗阶段药物性肝损伤发

生率高于其他化疗阶段。 
10.保肝药物的使用与否对化疗相关药物性肝损伤预后差别影响有统计学意义,使用保肝药物后治愈

率明显增加。 
结论 1. 儿童 ALL 化疗药物性肝损伤无特征性临床表现。 
2.化疗药物性肝损伤临床分型中肝细胞型 多,混合型次之,胆汁淤积型 少。RUCAM 评分以 6~8
分者 多。 
3.儿童 ALL化疗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率与性别､ 年龄､ 白血病免疫分型无关,但肝脏损伤的程度有

所不同。 
4.中危型 ALL 药物性肝损伤发病率高于标危型和高危型,诱导缓解阶段肝损伤发生率高于其他化疗

阶段。 
5.应用保肝药物使肝损伤的治愈率提高。 
 
 
PO-2348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二次移植挽救性治疗 2 例 
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王叨

1,2,孔惠敏
1,刘健

1,2,李白
1,2,刘玉峰

1,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儿童医院 
2.河南省儿童血液与肿瘤疾病诊疗中心 

 
 

目的 探讨非体外去 T 细胞单倍体造血干细胞二次移植治疗儿童难治性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vSAA)
的可行性。 
方法 例 1,男,7 岁,口服环孢素治疗 3 月无效,无 HLA 相合同胞供者,家属强烈要求行亲缘单倍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父亲为供者,HLA5/10,原发植入失败;例 2,女,4 岁,联合免疫治疗 6 月无效,行非血缘全合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HLA10/10),但移植 1 月后发生骨髓免疫排斥。此两例儿童难治性 vSAA
患儿,于 2016 年 5 月在本院接受亲缘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二次移植(HLA5/10)挽救性治疗,预处

理方案均采用氟达拉滨+环磷酰胺+ATG,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采用环孢素､ 吗替麦考酚酯联

合小剂量甲氨蝶呤。 
结果 两例患儿单倍体造血干细胞二次移植均成功植入,获得 100%供者基因型,中性粒细胞植入时间

分别为 13 d 和 15 d,血小板植入时间分别为 13 d 和 18 d,骨髓造血功能重建。目前随访 1 年,1 例发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719 
 

生急性 GVHD 皮肤 I 度,2 例均出现 CMV 病毒血症,治疗后好转,无慢性 GVHD 发生,血象基本正常,
生活质量良好。 
结论 对于难治性 vSAA 患儿,联合免疫治疗无效或无 HLA 相合供者,可考虑选择亲缘单倍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对于首次移植失败或发生免疫排斥的患儿,亲缘单倍体造血干细胞二次移植是一种可选择

的挽救性治疗方案。 
 
 
PO-2349 

39 例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 
 

闵燕平,徐学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1 

 
 

目的 探讨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表现､ 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变化､ 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诊治的 39 例儿童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患儿的临床资料,通过门诊和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定期随访至 2017 年 4 月,并在随访期

间对其进行血液学､ 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测并有结果可以查证的患者统计资料并分析,此外,
分析其临床表现､ 治疗情况及预后。 
结果 39 例患儿中,男性 27 例,女性 12 例,年龄 小 4 月, 大 18 岁,中位年龄 13 岁。初诊时临床表

现为发热 12 例(30.77%)､ 贫血 30 例(76.92%)､ 腹痛 6 例(15.38%)､ 腹部包块及腹部膨隆 6 例

(15.38%)､ 骨痛 6 例(15.38%)､ 乏力 5 例(12.82%)､ 出血 4 例(10.26%)､ 腹胀 3 例(7.69%)､ 苍白

2 例(5.13%)､ 阴茎异常勃起 2 例(5.13%)､ 皮疹 1 例(2.56%)。其中幼年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JCML)2 例,1 例死亡,1 例失访。成人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37 例,初诊时均有 Ph 染色体或(和)融合

基因 BCR-ABL 阳性,6 例死亡,6 例失访。初诊时慢性期 34 例,加速期 1 例,急变期 2 例,其中 1 例急

淋变经 VDCLP 方案化疗后转为慢性期,1 例急粒变放弃治疗。有 3 例患儿在病程中进入急变期,均为

急淋变,平均时间为 10 个月,1 例经 VDCLP 方案化疗后转入慢性期,1 例放弃治疗,1 例失访。 
结论 1.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常表现为发热､ 贫血､ 腹痛､ 肝脾大等,巨脾常见。 
2.阴茎异常勃起患儿需考虑可能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3.ACML 特征性改变是 Ph 染色体及融合基因 BCR-ABL 阳性。 
4.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期及加速期应用伊马替尼治疗的疗效肯定,急变期根据急变类型不同,
按急性白血病从而选择相应的化疗方案,其中急淋变的近期疗效满意。 
 
 
PO-2350 

儿童全血细胞减少的临床分析 
 

刘玉峰,杨聪聪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回顾性分析儿童全血细胞减少(Pancytopenia PCP)的临床表现和病因构成,为儿童全血细胞减

少的鉴别诊断提供一定思路。 
方法 应用病案管理系统检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近 2 年半儿内科住院患儿,根据标准选取了

416 例 PCP 患儿,应用 SPSS 21.0 软件回顾性地分析儿童 PCP 的临床表现和病因构成情况。 
结果 1.一般情况:416 例 PCP 患儿,男孩 239 例,女孩 177 例,年龄 2 月~ 16 岁,中位年龄 6 岁(2 岁 11
月,9 岁)。2.临床表现:416 例 PCP 患儿中,临床表现主要有发热 277 例(66.59%)､ 出血 199 例
(47.84%)､ 淋巴结肿大 88 例(21.15%)､ 肝大 125(30.05%)､ 脾大 73 例(17.55%)､ 骨/关节痛 22 
例(5.29%)､ 感染 232 例(55.77%)､ 咳嗽 135 例(32.45%)､ 明显食欲差 93 例(22.36%)､ 呕吐 34 
例(8.17%)､ 腹痛 34 例(8.17%),另外还有流涕､ 乏力､ 头晕等不同表现,同时在不同病因中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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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有的表现。3. 病因构成:(1)引起 PCP 的血液系统疾病共 344 例(82.69%),其中 AA162 例
(38.94%)､ AL89 例(21.39%)､ HLH53 例(12.74%)､ ITP16 例(3.84%)､ MDS12 例(2.88%)､ MA3 
例(0.72%)､ LCH3 例(0.72%)､ FA2 例(0.48%)､ 骨髓坏死 2 例(0.48%)､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生症

1 例(0.24%)和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1 例(0.24%)。(2)引起 PCP 的非血液系统疾病共 63 例
(15.15%),其中感染相关性 28 例(6.73%)､ 肝脏疾病 11 例(2.64%)､ 肾脏疾病 7 例(1.68%)､ 自身
免疫性疾病 10 例(2.40%,SLE5 例占 1.20%,JIA2 例占 0.48%,其他结缔组织病 3 例占 0.72%)､ 神
经母细胞瘤 2 例(0.48%)､ 肾母细胞瘤 1 例(0.24%)和遗传代谢病 4 例(0.96%,其中戈谢病 2 例占

0.48%,尼曼匹克病 1 例占 0.24%,石骨症 1 例占 0.24%)。(3)不明原因者有 9 例,占 2.16%。4.7 例

肾脏疾病中,HB 与 BUN 间无明显的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0.584,P=0.168)､ HB 与 CREA 有一定的

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0.846,P=0.017),结合散点图,发现 CREA 与 HB 呈一定的负相关。5.11 例肝

脏疾病中,HB 与 ALB(相关系数为 0.831,P=0.002),结合散点图,发现 ALB 值与 HB 呈一定的正相

关。 
结论 1.儿童 PCP 病因分为两大类:血液系统疾病(AA､ AL､ HLH 三者 为常见)和非血液系统疾病

(包括:感染性､ 肝脏疾病､ 肾脏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实体肿瘤和遗传代谢病)。2.肝脏疾病引起

的 PCP 患儿中,HB 与 ALB 值呈正相关。肾脏疾病引起 的 PCP 患儿中,HB 与 CREA 值呈负相关。 
 
 
PO-2351 

hoxb4 转基因斑马鱼造血发育中 rap1b 基因的表达 
 

刘冉冉,杨小燕,吴西军,何志旭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为了发现在早期造血发育中关键的调控因子,利用 hoxb4 转基因斑马鱼研究 rap1b 基因的表达

变化情况,以期明确 hoxb4 与 rap1b 在早期造血发育中的关系 
方法 通过流式分选技术将实验对照组和实验组 18hpf(斑马鱼胚胎受精发育 18h)､ 24､ 30､ 36､
48hpf 胚胎中带有绿色荧光(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EGFP)信号的细胞分选出来,利用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分选出的细胞中的 rap1b 基因的表达变化;然后收集野生型斑马鱼多时相胚

胎,制备 rap1b 基因的反义 mRNA 探针,通过胚胎原位杂交观察探针在 3 组斑马鱼胚胎 18､ 24､ 30
､ 36､ 48hpf 杂交信号表达部位。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实验组 30､ 36､ 48hpf 的斑马鱼胚胎的 rap1b 基因的表达明显增强

(P<0.05);制备了 rap1b 基因的反义 mRNA 探针,胚胎整体原位杂交结果显示:rap1b 基因在 3 组斑马

鱼胚胎 18~48hpf 之间神经发育和造血发育部位都有表达。 
结论 在过表达 hoxb4 转基因斑马鱼中 rap1b 基因表达有明显的升高趋势,提示 rap1b 基因与 hoxb4
基因可能共同参与调节早期造血发育过程。 
 
 
PO-2352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铁超载机制的研究进展 
 

刘玉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表明,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及支持治疗的过程中 MDS 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铁代谢

异常。体内铁超负荷可破坏机体铁平衡,过量的游离铁沉积在血浆及组织中,引起机体主要脏器如心

脏､ 肝脏及内分泌腺体并发症,促进 MDS 向急性髓系白血病转化,并可导致死亡率增高。去铁治疗

可以改善患者预后,延长其总生存期及无白血病生存期。通过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铁过载发生机

制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临床上对该病患者发生铁超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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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大量阅读查阅文献,对近几年研究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铁过载发生机制作一综述。 
结果 1､ 铁过载对 MDS 患者的造血具有抑制作用; 
2､ 当铁含量超过机体对铁稳态的调控水平时,就会引起 IOL 的发生; 
3､ 在骨髓中的铁过载的结果可能反过来通过妨害红系祖细胞的增殖能力使无效的红细胞生成恶化; 
4､ 未输注红细胞的 MDS 来说,hepcidinde 对铁代谢的调节是迟钝的,这可能会导致疾病的早期肠道

铁吸收增加和铁过载; 
5､ 在 MDS 患者的特定组,铁继发于铁调素水平的降低和输血铁负荷的增加是导致 IOL 的主要因素,
可能会克服 HFE 变体存在的影响。 
结论 MDS 患者铁过载的发生机制十分复杂,而铁过载会增加 MDS 患者转化为白血病的风险,增加患

者肝脏和胰腺等重要脏器的并发症死亡率,影响患者的远期预后及生存率,降低铁负荷可增高 MDS
患者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总体生存(OS)率,因此需要对 MDS 患者铁过载的发生机制进行

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PO-2353 

血细胞参数在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卢双龙,乔晓红,谢晓恬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外周血细胞参数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和再生障碍性贫血(AA)鉴别诊断中的意

义,帮助临床实现免于骨髓检查而鉴别两类疾病。 
方法 分析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儿科近年收治的儿童 ITP 36 例和 AA 40 例,运用 ROC 曲线分析,统
计对比儿童 ITP 和 AA 的外周血细胞参数在两类疾病鉴别诊断中的意义和价值。 
结果  大部分血细胞参数两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红细胞参数中,ITP 组 RBC 和 HB 均高

于 AA 组(P <0.01),ITP 组的 MCV､ MCH､ MCHC 均低于 AA 组(P <0.01)。(2)白细胞参数中,ITP 组

WBC､ ANC､ ALC､ AMC 均高于 AA 组(P 均 <0.05)。(3)血小板参数中,ITP 组的 PLT､ PDW､ P-
LCR 高于 AA 组(P 均 <0.05)。(4) ROC 曲线分析显示红细胞数和白细胞数鉴别两类疾病的曲线下

面积分为 0.98 和 0.95,血小板数鉴别两类疾病的曲线下面积为 0.65。多数血细胞参数鉴别两类疾病

的曲线下面积均大于 0.8。 
结论 ITP 和 AA 患儿的外周血细胞参数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深入分析外周血细胞参数能很好帮助鉴别

ITP 和 AA。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简单血常规数据分析,可帮助早期鉴别 ITP 和 AA,使患者免于

创伤性检查。 
 
 
PO-2354 

ETV5 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生物学功能研究 
 

孙丽娟
1,王鸿武

1,林丽敏
1,马廉

2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深圳市坪山妇幼保健院 
 
 

目的 通过电转染方式将 ETV5 siRNA 转染 HUMSCs,研究并探讨 ETV5 在 HUMSCs 的生物学功能

及其可能的调控机制。 
方法 通过小块组织贴壁法培养､ 扩增 HUMSCs,取第三代的 HUMSCs,消化､ 计数后通过电转染方

式以每孔 4×105细胞加 3uM 浓度的 ETV5 干扰 RNA(siRNA)将其转染 HUMSCs 并接种到 6 孔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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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转染了 ETV5 siRNA 的 HUMSCs 为实验组,仅单纯电处理的 HUMSCs 为对照组,培养箱培养 48h
后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生长融合度､ 消化计数并提取 RNA,采用 qRT-PCR 检测 HUMSCs 的 ETV5 
mRNA 表达情况;qRT-PCR 检测 BCL6b､ Lhx1､ CXCR4､ FOXM1 mRNA 的表达情况。 
结果 显微镜下观察电转染了 ETV5 siRNA 的 HUMSCs 培养 48h 后细胞生长融合度约 65%-70%,细
胞计数平均约 8×105,对照组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生长融合度约 80%-85%,细胞计数平均约 10.5×1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qRT-PCR 结果显示电转染了 ETV5 siRNA 的 HUMSCs 培养 48h 后

ETV5 mRNA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同时电转了 ETV5 siRNA 的

HUMSCs 较对照组 BCL6b､ FOXM1 mRNA 表达水平下降,而 CXCR4､ Lhx1 mRNA 表达水平升高,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1.HUMSCs 通过电转染 ETV5 siRNA 干扰 ETV5 表达,能抑制细胞增殖,说明 ETV5 在

HUMSCs 中能促进细胞增殖。 2.在 HUMSCs 中,随着 ETV5 mRNA 表达下降,BCL6b､ FOXM1 
mRNA 表达水平也下降,而 CXCR4､ Lhx1 mRNA 表达水平升高。3.在 HUMSCs 中,ETV5 可能通过

上调 BCL6b､ FOXM1 表达而促细胞增殖,而通过负性调控 CXCR4､ Lhx1 的表达参与细胞的增殖

､ 自我更新和细胞迁移。 
 
 
PO-2355 

Early B-cell factor 3 ( EBF3 ) is a novel tumor suppressor 
gene with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in pediatric acute 

myeloid leukemia 
 

Xu Lixiao,Pan Jian,Tao YanFang,Li ZhiHeng,Li XiaoLu,Li Mei,Chen XiaoLan,Li Gen,Yang Chun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25 

 
 

Objective Pediatric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comprises up to 20% of all childhood 
leukemia. Recent research shows that aberrant DNA methylation patterning may play a role in 
leukemogenesis. The epigenetic silencing of the EBF3 locus is very frequent in glioblastoma. 
However,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and molecular function of EBF3 in pediatric AML is still unclear. 
Methods Twelve human acute leukemia cell lines, 105 pediatric AML samples and 30 normal 
bone marrow/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NBM/ITP) control samples were analyzed. Transcriptional level of 
EBF3 was evaluated by semi-quantitative and real-time PCR. EBF3 methylation status was 
determined by methylation specific PCR (MSP) and bisulfite genomic sequencing (BG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EBF3 was investigated by apoptosis assays and PCR array analysis. 
Results EBF3 promoter was hypermethylated in 10/12 leukemia cell lines. Aberrant EBF3 
methylation was observed in 42.9% (45/105) of the pediatric AML samples using MSP analysis, 
and the BGS results confirmed promoter methylation. EBF3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in the 
AML samples compared with control. Methylated samples revealed similar survival outcomes by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EBF3 over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creased apoptosis. Real-time PCR array analysis revealed 93 dysregulated genes possibly 
implicated in the apoptosis of EBF3-induced AML cells.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firstly identified epigenetic inactivation of EBF3 in both AML cell 
lines and pediatric AML samples for the first time. Our findings also show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ranscriptional overexpression of EBF3 could inhibit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 apoptosis in AML 
cells. We identified 93 dysregulated apoptosis-related genes in EBF3-overexpressing, including 
DCC, AIFM2 and DAPK1. Most of these genes have never been related with EBF3 over 
expression. These results ma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EBF3-
induced apoptosis;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will be required to determine the underlying 
detail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EBF3 may act as a putative tumor suppressor gene in pediatric 
A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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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56 

儿童急性白血病血清 Hepcidin 的表达及其与铁代谢的关系 
 

姚凤丹,徐学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通过检测 AL 患儿血清中 Hepcidin､ IL-6､ 转铁蛋白(transferrin,TRF),铁蛋白(Ferritin,FN)的血

清浓度,分析 Hepcidin 表达异常的机制,并通过相关性分析,了解儿童 AL 中 Hepcidin 异常与 AL 铁代

谢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病区确诊 AL 患儿 63 例

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同时期健康儿童 30 例作为对照组。随访疗效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根据疗效评

价标准进行评价,分为缓解组和未缓解组。收集 AL患儿初治时､ 治疗后的外周血以及健康儿童外周

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分别检测 AL患儿初治时､

治疗后和 30 例健康对照组儿童血清中 Hepcidin､ IL-6 的表达量,并检测所有对象血清中 TRF､ FN
的表达量,比较 AL初治组､ 治疗后及对照组 Hepcidin､ IL-6､ TRF､ FN 血清水平差异,以及缓解组

与未缓解组各指标水平差异,同时分析 Hepcidin 与 IL-6 及 Hepcidin 与铁代谢相关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1)AL 初治组较对照组血清 Hepcidin､ IL-6 及铁代谢指标 FN 水平明显升高,TRF 水平明显减低。

(2)AL 缓解组治疗前血清 Hepcidin､ IL-6､ FN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后,治疗前血清 TRF 水平明显低于

治疗后;AL 未缓解组治疗前后血清 Hepcidin､ IL-6､ FN 及 TRF 水平无明显差异。(3)无论在化疗前

或者化疗后,AL 未缓解组血清 Hepcidin､ IL-6､ FN 水平均明显高于缓解组,AL 未缓解组血清 TRF
水平均明显低于缓解组。(4)AL 初治组中血清 Hepcidin 的水平与血清 IL-6 水平呈明显正相关

(r=0.866,P<0.001);铁代谢相关指标血清 TRF 水平与血清 Hepcidin 水平呈明显负相关(r=-
0.834,P<0.001),血清 FN 水平与血清 Hepcidin 水平呈明显正相关(r=0.750,P<0.001)。 
结论 (1)AL 患儿体内存在 Hepcidin 的表达异常及铁代谢的紊乱。(2)AL 患儿 Hepcidin､ IL-6､ FN
的血清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儿童,这些分子水平可作为儿童 AL 的辅助诊断指标;Hepcidin､ IL-6､ FN
以及 TRF 的血清表达水平在化疗缓解前后以及缓解与未缓解组间均有差异,提示各指标水平变化可

为评判儿童 AL 治疗效果提供依据。(3)IL-6 是 AL 患儿体内 Hepcidin 水平升高的原因之一;Hepcidin
参与儿童 AL 铁代谢的紊乱。 
 
 
PO-2357 

虎杖苷对 THP-1 细胞种植瘤生长及凋亡的影响 
 

王春美,盛光耀,罗源,王璐,白松婷,徐学聚,邹湘,方营旗,刘玉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虎杖苷对 BALB/c-nude 裸鼠体内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株 THP-1 细胞种植瘤生长及凋

亡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将处于指数期生长的 THP-1 细胞接种到 BALB/c-nude 裸鼠右腋皮下,建立 THP-1 细胞皮下种

植瘤模型。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和虎杖苷治疗组,治疗 2 周,隔日测量肿瘤体积,绘制肿瘤生长曲

线;RT-PCR 检测瘤组织中 Bc1-2､ Bax､ cyclin A 和 cyclin D1 的 mRNA 表达,免疫组化检测瘤组织

中 Bc1-2,Bax,cyclin A 和 cyclin D1 的蛋白表达,TUNEL 检测瘤组织细胞凋亡。 
结果 ①全部裸鼠于接种后 7~10d 成瘤,对照组肿瘤体积持续增大;虎杖苷治疗组的肿瘤于治疗的前 5

天内生长速度和对照组无差异,第 6 天后肿瘤生长速度明显减慢;②对照组和虎杖苷治疗组瘤重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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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1.25±0.32)g 和 (0.71±0.32)g,虎杖苷治疗组抑瘤率达 43.2%;③RT-PCR 和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虎杖苷治疗组中 cyclin D1 和 Bcl?2 mRNA 和蛋白表达显著下降(P < 0.05);cyclin A 和 Bax mRNA
和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 < 0.05)。④TUNEL 检测结果提示:虎杖苷治疗组中瘤组织凋亡细胞的阳性

率显著增高(P<0.05)。以上结果与前期的细胞株实验结果相一致。 
结论  ①成功建立了 THP-1 细胞种植瘤模型;②虎杖苷可有效抑制 THP-1 细胞种植瘤的生长,并促进

肿瘤细胞的凋亡。提示虎杖苷可能是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治疗的新策略。 
 
 
PO-2358 

Promoter of GATA binding protein 4 (GATA4) is 
hypermethylated in Chinese pediatric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n Jian,Tao Yanfang,Li Zhiheng,Chen Xiaolan,Li Xiaolu,Xu Lixiao,Fang Fang,Li Mei,Yang Chun,Lu Jun,Feng 
Xing,Hu Shaoyan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210000 
 
 

Objective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is the second-most common form of leukemia in 
children, aberrant DNA methylation patterns are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AML.  GATA4 was 
suggested to be a tumor suppressor gene with promoter hypemethylation in various types of 
human cancers. Until now the expression and promoter methylation of GATA4 in pediatric AML is 
still unclear. 
Methods Transcriptional expression levels of GATA4 were evaluated by semi-quantitative and 
Real-time PCR. Methylation status was investigated by methylation specific PCR (MSP) and 
bisulfate genomic sequencing (BGS).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GATA4 expression and 
promoter methylation was assessed in 105 cases of Chinese pediatric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 with clinical follow-up records. 
Results MSP and BGS analysis showed that promoter of GATA4 is hypermethylated in AML 
cells, such as HL-60 and MV4-11 human myeloid leukemia cell lines. 5-Aza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 GATA4 expression in HL-60 and MV4-11 cells. 
Aberrant methylation of GATA4 was observed 15.0 % (3/20) of the NBM control samples 
compared to 56.2% (59/105) of the pediatric AML sample. The transcript levels of GATA4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AML patients (33.06 ± 70.94; P =0.011) compared to NBM/ITP controls 
(116.76 ± 105.39). GATA4 promoter methyla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patient’s Leukocyte 
(P=0.035) and MRD (P=0.031).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reveale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times in samples with GATA4 promoter methylated (p =0.014). 
Conclusions Epigenetic inactivation of GATA4 by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can be observed in 
both AML cell lines and pediatric AML sample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GATA4 may be 
considered as a putative tumor suppressor gene in pediatric AML. In addition, our findings imply 
that GATA4 promoter methyla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Leukocyte and MRD,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reveale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times in pediatric AML with 
GATA4 promoter methylation.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mechanism of GATA4 
in pediatric leukemia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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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59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1 arrest and cellular senescence 
induced by LEE011, a novel CDK4/CDK6 inhibitor, in 

leukemia cells 
 

Pan Jian,Tao Yanfang,Li Zhiheng,Li Xiaolu,Chen Xiaolan,Yang Chun,Fang Fang,Xu Lixiao,Li Mei,Lu Jun,Feng 
Xing,Hu Shaoyan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210000 
 
 

Objective Overexpression of cyclin D1 dependent kinases 4 and 6 (CDK4/6) is a common 
feature of many human cancers including leukemia. LEE011 is a novel inhibitor of both CDK4 and 
6. To date, the molecular function of LEE011 in leukemia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Leukemia cell growth and apoptosis following LEE011 treatment was assessed through 
CCK-8 and annexin V/propidium iodide staining assays. Cell senescence was assessed by β-
galactosidase staining and p16INK4a expression analysis.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LEE011 
treated HL-60 cell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n Arraystar Human LncRNA Array. Gene ontology 
(GO) and KEGG pathway analysis were then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from the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Our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LEE011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of leukemia cells and could 
induce apoptosis. Hoechst 33342 staining analysis showed DNA fragmentation and distortion of 
nuclear structures following LEE011 treatment. Cell cycle analysis showed LEE011 significantly 
induced cell cycle G1 arrest in seven of eight acute leukemia cells lines, the exception being THP-
1 cells. β-Galactosidase staining analysis and p16INK4a exp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E011 
treatment can induce cell senescence of leukemia cells. LncRNA microarray analysis showed 
2083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RNAs and 3224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in LEE011-
treated HL-60 cell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Molecular func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E011 
induced senescence in leukemia cells partially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the transcriptional 
expression of MYBL2. 
Conclusions We demonstrat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LEE011 treatment results in inhibi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tion of G1 arrest and cellular senescence in leukemia cells. LncRNA 
microarray analysis showe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RNAs and lncRNAs in LEE011-treated HL-
60 cells and we demonstrated that LEE011 induces cellular senescence partially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MYBL2. These results may open new lines of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EE011 induced cellular senescence. 
 
 
PO-2360 

Inhibiting PLK1 induces autophag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s via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pathway 

dephosphorylation 
 

Pan Jian,Li Zhiheng,Tao Yanfang,Li Xiaolu,Fang Fang,Xu Lixiao,Chen Xiaolan,Li Mei,Yang Chun,Qian 
Guanghui,Li Geng,Lu Jun,Feng Xing,Hu Shaoyan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210000 
 
 

Objective Decreased autophagy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myeloproliferative state or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ML cells are often sensitive to 
autophagy-inducing stimuli, prompting the idea that targeting autophagy can be useful in AML 
cytotoxic therapy. Polo-like kinase 1 (PLK1) is a serine/threonine-protein kinase expressed during 
mitosis and overexpressed in multiple cancers, including acute leukemia. Induction of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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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ptosis by PLK1 inhibition in leukemia has been investigated in our previous study, but the role 
of PLK1 in autophagy is still unclear. 
Methods AML NB4 cells overexpressing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LC3-GFP) were screened with 69 inhibitors to analyze autophagy activity. 
AML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the PLK1 inhibitors RO3280 and BI2536 before autophagy analysis. 
Cleaved LC3 (LC3-II) an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and UNC-51–like kinase 1 (ULK1) 
during autophagy was detected with western blotting. Autophagosomes were detected us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Results Several inhibitors had promising autophagy inducer effects: BI2536, MLN0905, SK1-I, 
SBE13 HCL, and RO3280. Moreover, these inhibitors all targeted PLK1. Autophagy activity was 
increased in the NB4 cells treated with RO3280 and BI2536. Inhibition of PLK1 expression in NB4, 
K562, and HL-60 leukemia cells with RNA interference increased LC3-II and autophagy activity. 
The phosphorylation of mTOR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NB4 cells treated with RO3280 and 
BI2536, and was also reduced significantly when PLK1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in the 
NB4, K562, and HL-60 cells.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 that PLK1 inhibition induces AML cell autophagy and 
that it results in mTOR dephosphorylation. These results ma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K1 in regulating autophagy. 
 
 
PO-2361 

泼尼松诱导试验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预后关系的 Meta 分析 

 
高敬,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系统分析泼尼松诱导试验结果对评估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预后价值。 
方法 计算机检索 1980 年 1 月-2016 年 11 月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Web of 
science､ 万方､ 维普､ 知网等数据库,按照既定纳入排除标准查找泼尼松诱导试验对儿童急淋预后

评估的相关文献。2位独立的研究者筛选所检索的文献､ 提取数据和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

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7 篇文献,Meta 分析显示,经完成泼尼松诱导试验的患儿,泼尼松反应良好组与泼尼松反

应不良组的 5y-EFS､ 8y-EFS､ 持续缓解､ 复发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的 T 细胞免疫分型､ 初

始外周血白细胞计数的临床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泼尼松反应良好较泼尼松反应不良的预后较好,泼尼松诱导试验是评估儿童急淋预后的重要指

标。 
 
 
PO-2362 

PQQ 对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凋亡和自噬的诱导作用 
 

赵雅淇,赵建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细胞中,吡咯喹啉醌

(pyrroloquinoline quinone, PQQ)的抗肿瘤作用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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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CCK8 检测 100, 200, 400, 800 μM PQQ 分别干预 12, 24, 48 h 后 DLBCL OCI-LY8 细胞的

存活率;(2)AnnexinV/PI 流式检测 100 μM PQQ 干预 48 h 后细胞的凋亡;(3)透射电镜观察 PQQ 干预

后细胞的自噬体;(4)DCFH-DA 流式检测 PQQ､ PI3K 抑制剂 Ly294002､ 自噬抑制剂 3-MA､ 自噬
激活剂 RAPA､ 抗氧化剂 NAC 处理后细胞 ROS 生成变化;(5)免疫印迹检测 PQQ､ Ly294002､ 3-
MA､ RAPA､ NAC 干预后,细胞中 cleaved-caspase-3､ LC3､ Beclin-1､ AKT､ p-AKT､ mTOR 和

p-mTOR 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1)CCK8 检测结果显示,PQQ 明显抑制 OCI-LY8 细胞生存活性,且呈剂量-时间依赖关系。

(2)Annexin V 联合 PI 染色流式检测结果显示,PQQ 处理后 OCI-LY8 细胞中早､ 晚期凋亡细胞明显

增多。(3)透射电镜结果显示,PQQ 明显增加 OCI-LY8 细胞中自噬体的形成。(4)DCFH-DA 染色流

式检测结果显示,PQQ 明显增加 OCI-LY8 细胞内 ROS 的生成;与 PQQ 组相比,PQQ+NAC､
PQQ+RAPA､ PQQ+Ly294002 组 ROS 生成减少,PQQ+3-MA 组 ROS 生成增加。(5)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PQQ 增加 OCI-LY8 细胞 Cleaved-caspase3､ LC3Ⅱ/Ⅰ､ Beclin-1 蛋白表达,降低 p-

AKT､ p-mTOR 蛋白表达。与 PQQ 组相比,PQQ+NAC 组 cleaved-caspase-3､ LC3Ⅱ/Ⅰ､ Beclin-

1 表达减少,p-AKT､ p-mTOR 表达增加;PQQ+3-MA 组 cleaved-caspase-3 表达增加,LC3Ⅱ/Ⅰ､
Beclin-1 表达减少,但 p-AKT､ p-mTOR 表达无显著差异;PQQ+Ly294002 组和 PQQ+RAPA 组

LC3Ⅱ/Ⅰ､ Beclin-1 表达增加,cleaved-caspase-3､ p-mTOR 表达减少,前者 p-AKT 表达减少,后者

p-AKT 表达无显著差异。 
结论 (1)PQQ 诱导 DLBCL 细胞的凋亡和自噬。(2)PQQ 通过触发 DLBCL 细胞 ROS 的生成发挥诱

导作用。(3)PQQ 诱导的自噬在 DLBCL 细胞中具有保护细胞作用。(4)PI3K/AKT/mTOR 信号途径

与 PQQ 的诱导作用存在相关联系。 
 
 
PO-2363 

罗米司亭治疗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疗效的 meta 分析 
 

李豪,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分析罗米司亭治疗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ITP)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CNKI)､  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手工查阅计算机检索到的文献的参考文献目录,按照纳入与排除

标准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和评价纳入文献的质量,采用 Revman 5 . 3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主要观

察指标包括有效率,不良反应率､ 出血事件发生率。以系统评价罗米司亭临床用于治疗 ITP 患者的

疗效。 
结果 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43 篇,有 3 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meta 分析显示: 罗米司亭组有效率及血小

板上升至反应标准的平均时间优于安慰剂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RR=5.05,[95%CI(2.21,11.53),P<0.01]和 RR=9.67,[95%CI(1.89,49.46),P<0.01],罗米司亭组与安慰

剂组不良反应及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RR=0.95,95%CI(0.69,1.31),P>0.05]和[RR=1.65,95%CI(0.53,5.31),P>0.05];罗米司亭组与安慰剂

组出血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27,95%CI(0.92,1.75),P>0.05]。 
结论 罗米司亭对 ITP 有较好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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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64 

Application of SELDI-TOF-MS in screening serum 
biomarkers of newly diagnosed 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Liu Chunya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urface-enhanc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SELDI-
TOF-MS) method in screening the serum protein marker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disease 
monitoring, and prognosis determination of newly diagnosed 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NITP), and to establish a new molecular diagnostic method of NITP. 
Methods SELDI-TOF-M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erum proteins binding on the protein chips so 
as to obtain the serum protein expression fingerprints of the NITP and healthy controls, 
respectively,and then Biomarker Wizard and Biomarker Paterns System 5.0 softw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to establish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diagnostic model 
(ANNDM). 
Results M/E was within 2000 to 20000,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teins were those with M/E as 
4109.23 and 5521.35, respectively, which can be seen as the serum biomarkers of NITP; the 
corresponding proteins were then searched in the 
protein library; the serum markers were then input into ANNDM to accurately group the children 
with NITP from the healthy children. 
Conclusions The serum protein expression fingerprint has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ward 
the early diagnosis 
of NITP, as well as in explo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NITP. The diagnostic model composed of the 
proteins with M/E as 4109.23 and 5521.35 can completely and accurately distinguish the children 
with NITP from healthy children. 
Keywords: 
 
 
PO-2365 

血浆中血小板生成素水平在急性炎症状态的变化及意义 
 

刘蕾,魏会灵,张鑫,杨默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血小板生成素(thrombopoietin,TPO)在不同病因引起的急性炎症反应状态下的变化情况,并
进一步探讨其意义。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分析,纳入 65 例处于急性炎症反应状态病人作为研究组(其中急性心肌梗死病人

15 例,急性脑梗死病人 15 例,急性创伤病人 25 例,急性肺炎病人 10 例),42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法,对总炎症疾病组与对照组的外周血 TPO 及各系血细胞计数进行比较,评估

急性炎症状态下 TPO 的水平是否高于健康人群;并使用独立样本 Kruskal Walis H 检验及 Nemenyi
法检验进一步进行亚组分析,评估在不同病因及不同水平炎症状态下 TPO 水平是否存在差别。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总炎症疾病组的 TPO 水平明显升高(18.11±35.38 vs 96.13±9.7pg/ml,P<0.001),
且总炎症疾病组白细胞数(9.64±3.43)×109/L 也明显高于对照组(7.35±1.94)×109/L(P<0.001)。然而,
总炎症疾病组血小板计数与对照组相比并无统计学差异(P=0.313)。在进一步的亚组分析中发现,不
同炎症水平状态下 TPO 水平的变化有不同。高炎症水平状态疾病(急性创伤､ 急性肺炎)TPO 水平

较低炎症水平疾病(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脑梗死)TPO 水平明显升高(P<0.05),且各组间血小板计数并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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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急性炎症状态下,TPO 血清水平的升高与血小板数无明显相关,但与炎症水平具有相关性,并
且 TPO 可能作为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对机体产生保护性作用。 
 
 
PO-2366 

血液肿瘤患儿并发可复性后循环脑病的临床特征分析 
 

吴鹏辉,谢瑶,赵卫红,华瑛,孙青,李硕,吴晔,卢新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避免或减少血液肿瘤患儿并发可复性后循环脑病(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 PRES)的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血液肿瘤病房发生 PRES 的

5 例患儿的临床特征,对其基础疾病､ 惊厥发生的临床表现及可能的诱因等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均为学龄期或学龄前期女性,所患基础疾病 4 例为恶性肿瘤伴有肾脏受累或一侧肾脏切

除,1 例为溶血性贫血。PRES 发生前一天应用环磷酰胺､ 长春新碱和放线菌素 D化疗､ 或环孢素 A
和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都存在贫血。临床特点均为晨起或午睡起突发的无热惊厥,全身性发作伴有意

识障碍,有血压的升高和低钠血症(4/5),经过安定､ 速尿和降压等处理后很快恢复。4 例未遗留后遗

症,1 例遗留有情感及行为水平变幼稚,2 年后逐渐恢复。 
结论 并发 PRES 的高危人群可能是伴有肾损害的恶性肿瘤或血液病患儿,尤以学龄期或学龄前期女

性为著。促使 PRES 发生的诱因可能是在接受化疗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后的短时期内液体负荷加重､

电解质紊乱和内皮功能受损。保持内环境和血压的稳定有可能减少或减轻 PRES 的发生。 
 
 
PO-2367 

肺部与巨核细胞/血小板造血和肺损伤与血小板减少 
 

杨默,魏会灵,张鑫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有统计显示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 58 %的患儿血小板计数低于 150 ×109/ L, 22 %
的低于 100×109 L。 但是导致血小板减少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对于新生儿肺损伤与血小板减少之

间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更没有深入的研究。 
方法 作者分析巨核细胞-血小板生长调节和释放机理, 提出新生儿肺损伤可能是血小板减少的原因之

一。 
结果  肺部可能是血小板释放的场所 近 Looney 教授团队证实肺是个造血器官,血小板来自于肺部;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肺部储存有多种造血祖细胞,这些细胞可以用于恢复受损骨髓的造血能力

(Nature,2017)。 
肺损伤对巨核细胞生成和血小板释放的影响。我们建立了高氧性肺损伤大鼠的动物模型, 并首次研

究了高氧性肺损伤的大鼠骨髓巨核细胞集落(CFU-MK)形成能力和肺组织中巨核细胞数目的改变。

我们的研究初步证实, 肺损伤时肺组织中巨核细胞数目减少,而骨髓的巨核细胞增殖能力增加。由于

肺部可能是血小板从巨核细胞释出的一个主要器官,提示肺部高氧损伤时,释放血小板过程受损, 或巨

核细胞本身破环增加,引起血循环中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减少可通过反馈刺激使骨髓巨核细胞增殖

能力增加。 
肺损伤引起血小板减少机理假设。在长期氧疗和机械通气的情况下,持续的高压和氧毒性使肺组织

损伤,可出现肺组织纤维化及肺萎缩等病变。肺血管内皮细胞､ 支气管上皮细胞可受到损害。肺部

的巨核细胞也受损害。肺内的巨核细胞和毛细血管床受损的结果,使巨核细胞在肺毛细血管床释放

血小板过程受到影响,导致肺循环的血小板释放受阻,继而体循环中血小板减少。我们的研究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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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氧性肺损伤大鼠肺内的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和组织中巨核细胞减少,支持这一假设。另一方面,在肺

损伤时出现炎症反应,可使血小板､ 巨核细胞消耗和破坏增加。 Brus 等的研究发现早产儿 RDS 引

起血小板减少,而且血小板减少的程度与 RDS 的严重性成正比。他们同时指出 RDS 肺损伤时,引起

血小板激活和聚集, 血小板消耗增加。因此, 高压通气和高氧性肺损伤时血小板减少的另一个可能机

理是血小板消耗或破坏增加所致。由于体内存在着生理反馈调节机制,血循环中的血小板的减少可

通过该反馈调节作用使骨髓巨核细胞增殖能力增强和刺激生长的细胞因子分泌增加,从而促进体内

血小板的生长,以补充循环中血小板的需要。我们的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了高氧性肺损伤大鼠的 CFU-
MK 增殖能力增高支持了这个假设。  
结论 我们提出新生儿肺损伤可能导致血小板的减少并对其机理作出假设。肺损伤造成巨核细胞释

出血小板过程受阻和血小板､ 巨核细胞消耗或破坏增加,从而出现循环血小板减少。 
 
 
PO-2368 

TPO 的多器官保护作用研究 
 

杨默,魏会灵,张鑫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TPO 是巨核细胞/血小板生成的特异性调控因子,在造血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其受体 
c-mpl也存在于人和小鼠的神经细胞､ 心肌细胞､ 内皮细胞和卵巢等多种细胞和组织中,因此 TPO 
的多器官保护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值得进一步研究。 
方法 本研究从 TPO 生物学作用的分子机制及其对多种器官或细胞的生物学作用进行分析。 
结果 TPO 的心脏作用 :在阿霉素诱导的小鼠模型中,TPO 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明显改善阿霉素所致的

心肌细胞活力降低,且能降低损伤细胞中的凋亡信号分子如活化的 caspase-3 及其下游的蛋白质表

达,对抗阿霉素引起的细胞凋亡,从而减少心肌损伤,明显改善心功能。另外,TPO 能明显减少 DNA 氧
化损伤产物 IOD､ 82OHdG,从而对抗多柔比星所致的心肌损伤。在小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
心肌再灌注能使 IP3 产生增多,IP3 与其受体结合后促使 Ca2 + 大量释放,心肌自律性增高,产生心律

失常,TPO 能减少再灌注心律失常的发生。。TPO 激活 PI3K 后,活化后的 PI3K 能减少 IP3 的生成,
从而减少再灌注心律失常的发生; 另一方面,TPO 也可以通过 JAK-2,p42 /44 MAPK 和 KATP 通道

来实现对再灌注心肌的即时保护作用,减少再灌注引起的心肌梗死面积,并且此作用独立于其刺激血

小板的作用。有临床研究 发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体内的 TPO 升高,是机体对组织损伤或坏死的反应

性改变,说明 TPO 可能参与机体组织的保护和修复。 TPO 的神经作用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和 RT-
PCR 方法证明了 TPO 受体 c-mpl 表达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和鼠受体激活 PI3K /Akt 信号通路从而

减少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此外,TPO 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改变 MMP-9 的表达,减少中风所致的细

胞损伤,修复神经系统功能。脑炎症级联反应过程中,TPO 在小胶质细胞表达增高,它与 NF-κB 二者

可能在炎症反应中起到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TPO 的血管和卵巢等作用:在血管内皮细胞方面,TPO 
可以作用于脐静脉内皮细胞的 c-mpl 而激活内皮细胞合成血小板激活因子,并通过 STAT5B 信号通

路诱导血管生成,并在前驱内皮细胞的增殖分化中起重要的作用。TPO 还能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扩张

冠状动脉,调节冠脉血流量。TPO 能通过 PKA  TK 和 Cdc2 /p34机制影响猪卵巢细胞的增殖､ 凋亡 
催产素和雌二醇的研究也发现,TPO 参与卵泡膜内层细胞和颗粒细胞增殖的调节。 
结论 TPO 在造血系统调节巨核细胞和血小板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并对造血干细胞的早期造血具有

调控作用。这些作用主要通过 PI3K /Akt､ JAK / STAT､ MAPK 等途径来实现。此外,TPO 受体 c-
mpl 已经在多个系统和细胞中被发现,TPO 通过 c-mpl 介导保护心肌,修复受损神经细胞,促进血管内

皮的生成,以及其他多重作用,其机制与 TPO 的血液学作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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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69 

儿童血液病并发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 9 例的临床分析 
 

温伟溪,余莉华,林丹娜,王小兰,巫一立,杨丽华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 510280 

 
 

目的 探讨儿童血液病治疗期间并发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PRES)的诱发因素､ 临床表现､ 影像学

特征及预后情况,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近 5 年(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儿科血液组住院期间并发 PRES 的 9 例血液病

患者的人口学信息､ 原发病､ 用药情况､ PRES的临床表现､ 头颅磁共振特征及预后等进行回顾性

分析。 
结果 (1)诱发因素分析:女性 5 例,男性 4 例;年龄分布于 1 岁 7 个月至 12 岁 5 月(中位年龄 7 岁);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在诱导缓解化疗阶段发生 PRES 者 6 例(6/9,66.7%),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和自身免疫

性血液病口服环孢素 A 期间发生 PRES 者 3 例(3/9,33.3%)。(2)临床特征:均为急性发病;主要症状

为惊厥(8/9,88.9%)和不同程度的高血压(7/9,77.8%),血压 高者达 199/122mmHg。(3)头颅 MRI 特
征:顶枕叶片状长 T1､ 长 T2 信号,双侧基本对称,FLair 像明显高信号,亦可累及其他部位。(4)预后:对
症治疗后,7 例患儿临床症状于 7 d 内好转(77.8%),1 例 10 天内发生多次惊厥,随访 2 年仍有频繁癫

痫发作(11.1%),1 例遗留精神反应迟滞(11.1%);发病 3 个月后复查头颅 MRI,6 例患儿恢复正常

(66.7%),3 例病灶缩小,但未完全消失(33.3%)。 
结论 甲氨蝶呤等细胞毒性药物及环孢素 A 等免疫抑制剂是儿童血液病治疗期间并发 PRES 的重要

诱因;惊厥是主要的临床表现;MRI 检查是确诊该病的重要手段;PRES 并非完全可逆。 
 
 
PO-2370 

单中心十六年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诊疗经验: 
两方案的疗效比较 

 
黄礼彬,柯志勇,张映川,张晓莉,罗学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除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外,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预后较差,无事件生存率在

60%左右。比较我院不同时期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治疗方案的疗效,寻找影响预后的因素,
将可为进一步改进儿童 AML 的诊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01 年 1 月-2016 年 4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16 岁的儿童 AML,除外 PML/RARa 阳

性 APL､ MDS 转化 AML､ 开始治疗 2 周内放弃者。我院儿童 AML 主要采用两种方案化疗:2001 年

-2010 年采用以蒽环类及大剂量阿糖胞苷为主的中山一院 2000 方案化疗,2012 年以后在原方案基

础上,增加 2 疗程含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元素的方案(中山一院 2012 方案)。比较不同方案的疗

效,并分析原因,末次随访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采用 Kaplan-meier 法预测生存曲线,采用 Cox 回归

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统计软件采用 SPSS19.0。 
结果 采用中山一院 2000 方案治疗 55 例,采用中山一院 2012 方案治疗 36 例,两组在年龄､ 性别､

初诊 WBC､ FAB分型､ 危险度分组上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的诱导缓解率分别是 59.6%和

91.7%(P=0.001),治疗相关死亡率分别为 12.8%±4.5%和 0(P=0.027)P,3 年 EFS 分别为

45.5%±6.7%和 67.3%±8.6%(P=0.026)。Cox 回归分析提示形态学诊断和治疗方案是影响本组患儿

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 加强诱导方案的强度､ 更有效的支持治疗降低治疗相关死亡率､ 以及加入含急淋元素的新方

案是提高儿童 AML 疗效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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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71 

Pediatric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ith ETV6-RUNX1:a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a single institution 

 
王毓,张乐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Objective In childhood B-ALL,the ETV6-RUNX1 fusion transcript is considered to have an 
excellent outcome.But recently some institutions also doubt this view.Thus,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ETV6-RUNX1 fusion transcript itself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and whether these 
patients can still achieve a favorable outcom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77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We detected the ETV6-
RUNX1 fusion transcript by RT-PCR and monitored MRD at sequential intervals during their 
treatment course in order to determin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emotherapy response. 
Results The 5-year DFS was 96±3%,with 2 patients relapsing at a median of 42 months from 
diagnosis for a 5-year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of 2.1%.DFS differed according to their 
MRD status during the treatment ,with MRD recurrence having 50±25% DFS and MRD persistent 
negative having 99±1% DFS.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MRD ≥10-3 on Day +33 
negatively affected MRD recurrence.The 2 relapsed patients died ultimately due to disease 
progression for OS of 97±2%.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ETV6-RUNX1 fusion transcript can obtain a high rate of complete 
remission and the long-term curative effect is excellent with DFS up to more than 90%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risk-stratification treatment.Moreover, patients with ETV6-RUNX1 transcript may 
benefit from the intensive L-asparaginase and high-dose methotrexate. 
 
 
PO-2372 

NOPHO-AML 2004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 
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邱坤银,黄科,黎阳,徐宏贵,翁文骏,周敦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非 M3)采用 NOPHO-AML 2004 化疗方案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诊断的 1~13 岁 AML (非 M3)27 例,FAB 分型:M0 1 例,M1 4
例,M2 10 例,M4 3 例,M5 7 例, M6 1 例, M7 1 例;细胞遗传学危险度分组:低危 11 例,中危 7 例,高危

9 例。均采用 NOPHO-AML 2004 方案化疗。应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采用 K-M 生存分析法进行

分析。 
结果  27 例患儿诱导第 1 疗程(AIET)获完全缓解者 22 例,未缓解者 5 例,缓解率 81.5%。5 例未缓解

的患儿中,4 例经诱导第 2 疗程(AM)后获完全缓解,1 例未缓解,诱导总缓解率为 96.2%。9 例骨髓复

发,中位复发时间为完全持续缓解后 21.3 个月;≤7 岁患儿和>7 岁患儿复发率分别为 22.2%和

55.6%;化疗过程红细胞输注次数>4 次和输注次数≤4 次的 AML 患儿的复发率分别为 53.8%和

14.3%;MRD 阳性者和阴性者随访复发率分别为 55.6%和 23.5%;7 例在接受强化疗后行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2 例因复发放弃治疗而失访,死亡 2 例。3 年预测无事件生存率为 47%,3 年预测总体生

存率为 71.3%。27 例患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及骨髓抑制,或药物相关性消化道反应和过敏反应,
经对症治疗后均可耐受。 
结论 NOPHO-AML 2004 化疗方案疗效好,耐受性好,年龄是影响早期治疗反应和预后的重要因素,对
于化疗间期出现一过性原始细胞低比例升高,可继续化疗。多次输注红细胞可能是促使 AML 患儿骨

髓复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应严格掌控输血指征。首次 MRD 监测对提示复发､ 预测预后及指导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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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有重要意义。对于临床高危､ 难治性､ 复发 AML 患儿,该化疗方案的基础上联合 HSCT 可改善

预后。 
 
 
PO-2373 

PI3K/Akt 信号通路在儿童急性 T 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作用及机制 
 

师丽晓
1,王建华

2,师晓东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 PI3K /Akt 信号通路与儿童 T-ALL 的关系,为 T-ALL 发病的确切分子机制及治疗提供线索,
寻找更有效和更少细胞毒性的抗白血病靶向药物。 
方法 收集 2015.12-2016.12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发或复发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7 例及其临床资料,用年龄及性别匹配的健康儿童 7 例为对照(知情同意),用 Western Blot､ RT-PCR
分析 PI3K 通路关键基因表达情况,用 ELISA 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 PI3K 酶活性,检测 PI3K/Akt 信号

通路与儿童 T-ALL 相关性。利用 MTT 及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儿童 T-ALL 细胞模型细胞增殖凋亡状况,
实时荧光定量(Real-time PCR)及免疫印迹技术(Western Blot)､ 酶联免疫实验(ELISA)等对 T-ALL
细胞系各不同处理组检测该通路关键基因的表达及 PI3K 酶活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 临床 T-ALL 患儿 PI3K 蛋白及基因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PI3K 酶活性显著增高

(P<0.05),PI3K 抑制剂 LY294002 可使显著抑制 CCRF-CEM 细胞增殖､ 促进细胞凋亡,且
LY294002 可促进临床常用化疗药 DNR 药物作用,凋亡蛋白 Casepase3 表达处理组明显高于

Control 组,且合用组表达明显增强;PI3K/Akt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及基因表达水平,PI3K､ Akt､
GSK3β 转录水平 CCRF-CEM 对照组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PTEN 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PI3K /Akt 信号通路在儿童 T-ALL 患者存在异常激活,引起细胞增殖与凋亡。结果可为未来靶向

抑制该信号通路或与其他化疗药物的联合治疗儿童 T-ALL 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PO-2374 

GD2008ALL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研究 
 

麦惠容,方希敏,袁秀丽, 王晓东,刘四喜,王缨,李长钢,文飞球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观察 GD2008ALL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的
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 GD2008ALL 治疗方案,回顾分析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儿童 ALL 的临

床资料。 
结果 208 例初诊 ALL 患儿,男 130 例,女 78 例,男女比例 1.67:1,年龄 11 月至 18 岁,中位年龄 4 岁 6
月。免疫分型:B-ALL 188 例,T-ALL 20 例。临床分型:标危 72 例(占 35%),中危 93 例(占 45%),高危

43 例(占 20%)。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均出现感染,其中真菌感染 36 例,占 17%。死亡 14 例,死亡率为

6.7%,其中标危 3 例,中危 6 例,高危 5 例;死亡病例原因分析,复发 7 例,感染 6 例,肝功能衰竭 1 例。

复发 20 例,复发率为 9.6%,标危 5 例,中危 8 例,高危 7 例;复发病例中,7 例死亡,6 例转至其他医院,4
例放弃,3 例用复发方案后获得第二次缓解。5 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93%。 
结论  GD2008ALL 方案治疗儿童 ALL 能取得良好的疗效,控制近期和远期并发症,以达到长期存活和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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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75 

儿童伴有 t(1;19)/TCF3-PBX1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预后分析 
 

张红红,翟晓文,王宏胜,钱晓文,苗慧,朱晓华,俞懿,孟建华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儿童 t(1; 19)/TCF3-PBX1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临床特征及 BFM-
2002 方案和 CCLG-ALL2008 方案治疗疾病的预后。 
方法 收集 200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诊治的 ALL 患者 378 例。分析和比较 t(1; 19)/TCF3-PBX1
患者和其他 B-ALL 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 5 年无事件生存期(EFS),总体生存率(OS),无复发生存率

(RFS)和复发患者的临床特征。 
结果 378 例儿童中 24 例(6.3%)检测到 t(1; 19)/TCF3-PBX1,其中 7 例患者用 BFM-2002 方案治

疗,17 例患者用 CCLG-ALL 2008 方案治疗。t(1; 19)/TCF3-PBX1 和其他 B-ALL患者在临床特征､

治疗反应及预后者之间无显着性差异,两种治疗方案之间无明显差异。5-EFS 分别为 77.7%±8.9%
和 70.2%±2.9%(P=0.469),5-OS 为 86.5%±7.3%和 81.2%±2.4%(P=0.509),5-RFS 为 82%±8.3%和

76.1%±2.7%(P=0.644),尽管两组患者之间生存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 t(1; 19)/TCF3-PBX1 患者预

后更好。24 例 t(1; 19)/TCF3-PBX1 患者中有 3 例发生骨髓 BM 复发,1 例同时发生 BM 和中枢神经

系统 CNS 的复发,无单独的 CNS 的复发,BM 复发发生率高。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t(1; 19)/TCF3-PBX1 在中国儿童 ALL 中的发生率为 4.4%-6.3%。目前化疗方

案的改善明显的提高了 t(1; 19)/TCF3-PBX1 患者的治疗及预后,但仍有高的骨髓复发风险。 
 
 
PO-2376 

DNA 甲基转移酶蛋白在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中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石太新

1,郭璐阳
1,曹丽佳

1,2,赵东菊
1,肖爱菊

1,范蕊
1,李培岭

1 
1.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安阳妇幼保健院儿科 

 
 

目的 通过检测新诊断 ITP 患儿外周血清中 DNA 甲基转移酶的蛋白表达水平,进一步探讨 DNMTs 在

儿童 ITP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门诊病房就诊和治疗的新诊断 ITP 患儿 60 例纳入研究

组,对照组为 36 例同期门诊健康体检儿童。ITP 患儿诊断符合 2013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

学组制定的 ITP 诊断及分型标准,两组在 4 周内均未应用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及叶酸,年龄､ 性

别无统计学差异。无菌采集研究对象外周静脉血 2ml,收集血清,应用酶联免疫方法检测血清中

DNMT1､ DNMT3a 及 DNMT3b 的蛋白表达水平。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选取独立样本 t 检验,DNMTs 的蛋白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计数资料选择卡方检验。P<0.05 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1､ 两组 DNMTs 蛋白表达水平  研究组与对照组 DNMT1 蛋白表达水平分别为

(1.43±0.96)ug/L､ (2.05±1.24)ug/L,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47, P=0.013);
两组 DNMT3a 蛋白表达水平分别为(0.67±0.39)ug/L､ (1.04±0.58)ug/L,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3.692,P=0.000);两组 DNMT3b 蛋白表达水平分别为(0.53±0.39)ug/L､
(0.73±0.45)ug/L,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41, P=0.021)。2､ 不同年龄阶段､ 不

同性别之间 DNMTs 蛋白表达水平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3､ DNMTs 蛋白表达与研究组血

小板水平均无显著相关性(r=-0.062､ 0.161､ 0.079,P=0.636､ 0.220､ 0.549)。4､ DNMTs 蛋白表

达之间:DNMT1 与 DNMT3a 蛋白表达水平无相关性(r=-0.025;P=0.851);DNMT1 与 DNMT3b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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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无相关性(r=-0.057;P=0.665);DNMT3a 与 DNMT3b 蛋白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r=0.259,P=0.046)。 
结论 ITP 患儿存在 DNMTs 蛋白表达水平的显著降低,提示 DNA 甲基转移酶的异常表达可能在儿童

ITP 的发病机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PO-2377 

婴儿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9 例临床分析 
 

王颖超,蒋兰君,李壮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婴儿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临床特点及预后,为其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临床依据,避
免误诊误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03-2017.04 在我院儿童血液/肿瘤科就诊的 19 例婴儿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

生症患儿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 治疗及转归。 
结果 (1)19 例婴儿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患儿,男 8 例,女 11 例,中位年龄 6 月, 小 61 天, 大

11 月,诊断均符合 2009 年国际组织细胞协会制定的 LCH 诊断评估及治疗指南的诊断标准,均经组织

活检病理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查确诊。(2)主诉症状以皮疹 常见,19 例患儿中,15 例有皮

疹症状,1 例因外耳道溢液伴颈部肿物就诊,1 例因发热伴左侧耳周肿胀就诊,2 例分别以齿龈红肿和上

颚肿物就诊。15 例有皮疹症状的患儿中,8 例合并发热,1 例合并有外耳道溢液,3 例合并面颈部肿

块,1 例合并腹胀,1 例合并血便。(3)19 例患儿中,16 例为 MS-LCH,3 例为 SS-LCH,其中 2 例累及颌

骨,1 例累及皮肤。根据 Lavin-Osband 分级,13 例Ⅳ级,2 例Ⅲ级,4 例Ⅱ级。危险器官(造血系统､ 肝

､ 脾､ 肺)全部累及的 6 例,无危险器官受累的 3 例。(4)疾病诊断依靠病理活检,其中 13 例行皮肤活

检,1 例行直肠粘膜活检,2 例行淋巴结穿刺活检,3 例行局部肿块穿刺活检,均行免疫组化染

色,CD1a(+)17 例,S-100(+)18 例,CD207(+)13 例,CD68(+)11 例,Ki67 20%+—90%+不等。(5)3 例确

诊后放弃治疗死亡,3 例仅接受对症支持治疗,分别于确诊后 1月､ 2月､ 5 月死亡,3 例接受 VP 方案

化疗 1 疗程,其中 1 例好转至今,余 2 例化中疗过程合并感染,家属放弃后死亡,剩余 10 例接受 LCH
高危组规律化疗,其中 1 例化疗 8 个月后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死亡,7 例化疗结束,现病情持续好转,2
例化疗尚未结束。 
结论  LCH 是由于朗格罕细胞病理性增生并在多种器官中聚集引起的增殖性疾病,确诊主要依靠组织

病理活检和免疫组化染色,与既往报道一致,CD1a 和 S-100 对 LCH 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较高。

皮疹是婴儿 LCH 常见的症状,MS-LCH 占婴儿 LCH 的大多数,根据 Lavin-Osband 分级,婴儿 LCH
多为Ⅲ､ Ⅳ级,危险器官受累多见。相对于较大年龄 LCH 患儿,婴儿 LCH 的预后相对较差,且对单纯

长春新碱联合泼尼松化疗效果不佳,疾病缓解不理想时应及时升级化疗,即使 SS-LCH 患儿也应积极

按 LCH 高危组方案化疗并规律复查。 
 
 
PO-2378 

急性白血病患者 LNK 差异表达及临床意义 
 

罗茜,陈艳,谭梅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 LNK 基因差异表达与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分别收集 26 例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患者､ 37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患者的骨髓及其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 16 例对照组(非血液系统肿瘤患者)骨髓。利用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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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测定 LNK 基因的 mRNA 表达量;利用 Western Blot 测定 LNK 基因蛋白的表达量。利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组､ 急性髓系白血病组的 LNK mRNA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值分别为 0.015 和 0.035),两组之间不具有统计学差异,其中 64.86%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和 76.92%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患者 LNK 水平高于对照组平均值;根据危险程度将急性白血病患者

进行分组(高危组,中危族,标危组),LNK mRNA 表达水平与患者危险程度呈正相关(P=0.015,相关系

数为 0.257),且各组 LNK mRNA 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高危组 P 值为 0.018,中危

组 P 值为 0.008,标危组 P 值为 0.031),各危险组之间不具有统计学差异;根据危险程度分别将急性髓

系白血病组和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组的患者进行分组(高危组,中危族,标危组),其 LNK mRNA 表达水平

与患者危险程度呈正相关(P 分别为 0.016 和 0.007,相关系数分别为 0.327 和 0.408),再将急性髓系

白血病和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分为高危组和中标危组,其中高危患者和中标危组的 LNK mRNA 表达水

平均高于对照组,并具有统计学意义(AML 组高危与中标危组和对照组比较 P 分别为 0.0314､
0.0376,ALL 组高危与中标危组和对照组比较 P 分别为 0.0071､ 0.0155),各危险组之间不具有统计

学差异。急性白血病患者 LNK 蛋白表达量较对照组增加。 
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者 LNK 基因表达高于正常人,患者病情危险程度与 LNK 水平呈正相关。 
 
 
PO-2379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生存率､ 缓解率､ 复发率 
和死亡率的多因素分析 

 
李超男,张宝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整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儿的临床症状､ 体征､ 实验室

检查结果和生存情况。通过对其入选的 22 个研究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 ALL 患儿的无事件生存

率,探讨研究指标对无事件生存时间､ 缓解率､ 复发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为更科学的判断儿童 ALL 
的预后,正确的评估 ALL 患儿的危险度,选择合理的个体化化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2006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12 年 01 月 01 日 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内科

血液专业组住院治疗的 132 例 ALL 患儿。 
结果 收集病例共 132 例,其中包括无事件生存 105 例(诱导治疗未缓解 2 例,再次诱导治疗均达缓解),
复发 19 例,死亡 8 例。缓解率为 98.48%,复发率为 14.39%,死亡率为 6.07%。三年无事件生存率为

(74.9±0.05)%,五年无事件生存率为(63.3±0.07)%。依据危险度分级将 132 例 ALL 患儿划分为低危

组､ 中危组和高危组。其中低危组 52 例,中危组 42 例,高危组 38 例。低危组三年无事件生存率为

(87.2±0.06)%,五年无事件生存率为(71.5±0.10)%。中危组三年无事件生存率为(67.6±0.10)%,五年

无事件生存率为(67.6±0.10)%。高危组三年无事件生存率为(63.1±0.10)%,五年无事件生存率为

(50.5±0.14)%。不同危险度分组的 ALL 患儿进行生存曲线比较,差异(P=0.023)存在统计学意义。并

且随着危险度的提高,ALL 患儿的无事件生存率下降。COX 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单因素筛选结果显示:
免疫学分型(P=0.005)和依从性(P=0.046)对 ALL 患儿的无事件生存时间有影响。COX 风险比例回

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免疫学分型(P=0.005)和依从性(P=0.045)为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治疗过程中输入血液制品(P=0.040)可以提高缓解率;融合基因

(BCR/ABL)阳性(P=0.004)增加复发率;22 个研究指标均对死亡率无影响。132 例 ALL 患儿在化疗过

程中感染者 45 例,感染率为 34.09%。在感染的 ALL 患儿中,以呼吸道为主(36 例),占 80.43%。4 例

重症感染 ALL 患儿均死亡,占 ALL 死亡患儿的 50%。 
结论  
1 儿童 ALL 的危险度级别越高,无事件生存率越低。 
2 免疫学分型和依从性为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B-ALL 患儿的无事件生存率明显的高于 T-ALL 患儿,
坚持规范化治疗是预后良好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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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合基因(BCR/ABL)阳性增加复发率。 
4 治疗过程中输入血液制品可以提高缓解率。 
5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过程中的感染以呼吸道为主,重症感染易导致死亡。 
 
 
PO-2380 

铁过载动物模型铁代谢及其对骨髓单个核细胞功能影响的研究 
 

王静文,许吕宏,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目前慢性输血患者如地中海贫血､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等,由于长期频繁输血,无效红细胞形成

导致胃肠道吸收铁剂增加。体内存在铁过载的状态,造成无控制的器官铁负载,可引起多器官功能的

损伤,是其器官损伤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探讨铁过载体内的铁代谢特点以及对骨髓细胞造血功能的

影响,寻求突破点减轻体内铁过载,从而改善患者贫血状态显得尤为重要。 
方法 C57BL/6 纯系小鼠经腹腔注射右旋糖酐铁(10 mg /次,2 次/周,共 4 周),分别于铁剂注射前,铁剂

注射 2 周,铁剂注射 4 周取动物眼球血进行血常规及血清铁检查,并对各脏器(肝脏､ 脾脏,心脏､ 股

骨)铁沉积行病理分析。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铁过载动物模型血清铁调素水平;RT-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骨髓细胞膜铁转运蛋白水平,LC3 蛋白水平;流式细胞仪检测骨髓细胞内铁浓度水平､

细胞内 ROS 的水平,线粒体膜电位的变化。提取骨髓单个核细胞进行集落培养,计数红系集落形成单

位。 
结果 1.铁过载动物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血红蛋白及血小板无明显变化,而网织红细胞绝对值及百分

比均随铁剂注射次数增加而呈进行性下降(r =-0.938 ,r =-0.947,P <0.05)。铁过载动物外周血血清铁

水平随铁剂注射次数增加而呈进行性升高(r =0.894,P <0.05)。2.动物的各脏器病理分析结果发现,
铁过载动物各脏器出现均出现不同程度铁沉积。进一步研究发现,铁过载动物外周血铁调素水平均

随铁剂注射次数增加而呈进行性升高(r =0.957,P <0.05)。3.RT-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铁过

载动物模型骨髓细胞膜铁转运蛋白 mRNA 及蛋白水平均明显增高(P <0.05)。4.流式细胞仪检测结

果亦发现铁过载动物模型骨髓细胞内铁浓度水平明显升高(P <0.05)。检测细胞内活性氧水平以及细

胞去极化细胞量均逐步增多。6.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自噬标志蛋白 LC3 酶解出 LC3-II 的量增多

(P <0.05)。7. 铁过载动物红系集落形成单位计数逐步减少(P <0.0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成功建立铁过载模型后,动物体内铁负荷形成,发现红系集落形成单位计数有下降趋

势,同时观察到骨髓细胞氧化应激增多及自噬增加,说明铁过载动物模型的骨髓细胞造血功能存在抑

制,可能与其引起了体内铁调素以及膜铁转运蛋白的表达水平变化,铁调素/膜铁转运蛋白调控轴在维

持铁稳态方面受到影响相关。 
 
 
PO-2381 

28 例儿童血友病 A 产生 FⅧ抑制物的影响因素分析 
 

何丽雅,胡政斌,张悦,凌如娟,李俊,高伟玲,孙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随着血友病规范化预防治疗的不断开展,血友病 A 患儿凝血因子 FⅧ抑制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

重视。本文拟通过检测血友病 A 基因突变类型及 FⅧ抑制物水平,研究分析血友病 A 患儿 FⅧ抑制

物的产生与遗传和非遗传等多种因素的相关关系,以进一步指导血友病 A患者的临床治疗､ 改善预

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738 
 

方法 收集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确诊的 28 例血友病 A 患儿外周血样

本,采用 Bethesda 方法对 28 例患者进行 FⅧ抑制物的检测。采用问卷调查和登记表方式对患者抑

制物阳性家族史､ 首次替代治疗年龄､ 血友病 A 临床分型及暴露日等因素进行调查。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结果  28 例血友病 A 患者均为男性,年龄为 0.12-14 岁,中位数年龄 4.44 岁;其中重型 21 例,中型 6 例,
轻型 1 例。28 例患者中 FⅧ抑制物检测阳性患者共 4 例(占 14.28%),中位抑制物滴度

0.35BU(0~30.4BU)。其中基因突变类型为内含子 22 倒位的患者 11 例(35.72%),检测出抑制物阳性

2 例,显示内含子 22 倒位患者 FⅧ抑制物发生率(18.18%);非 22 内含子倒位患者共 17 例,分别为 17

种不同的基因突变,其抑制物阳性 2 例,非 22 内含子倒位患者 FⅧ抑制物发生率(11.78%)。显示 22

内含子倒位基因突变类型的患儿抑制物阳性发生率较高。28 例患儿中发现 FⅧ抑制物阳性家族史者

4 例,其中检测出抑制物阳性患者 1 例(25%),24 例无 FⅧ抑制物家族史患儿检测出抑制物阳性共 3
例(12.5%),抑制物家族史阳性或阴性对患儿是否产生抑制物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05),显
示抑制物阳性家族史的血友病 A 患儿更容易产生抑制物。而患儿的首次替代治疗年龄､ 相关临床分

型及暴露日等常见非遗传因素与血友病 A 患者抑制物阳性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中血友病 A 患儿 FⅧ抑制物阳性率为 14.28%;22 内含子倒位基因突变类型的患儿抑制

物阳性发生率较高。抑制物阳性家族史的血友病 A 患者更容易产生抑制物。而本文统计的常见非遗

传因素包括首次替代治疗年龄,血友病 A 临床分型及暴露日等,对血友病 A 患儿是否产生抑制物的影

响无明显差异。 
 
 
PO-2382 

利妥昔单抗联合 BFM95化疗方案改善高肿瘤负荷新诊断儿童､

青少年成熟 B 细胞淋巴瘤/白血病预后:一项上海单中心报告 
 

富洋,王宏胜,翟晓文,钱晓文,孟建华,苗慧,朱晓华,俞懿,陆凤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索利妥昔单抗在儿童成熟 B 细胞淋巴瘤(B-NHL)/成熟 B-细胞白血病(B-AL)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 18 岁以下新诊断 III 或 IV 期成熟 B-NHL/B-AL 患者,使用利妥昔单抗(剂量 375mg/m2,前 4
疗程化疗第 1 天各用 1 次)联合 NHL-BFM95 化疗方案治疗,结果与接受 NHL-BFM90 方案单纯化疗

患者的历史数据进行对照研究。分析患者基本特征,无事件生存率(EFS),分析复发､ 死亡情况。 
结果 自 2009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中心共新诊断 46 例 III/IV 期 B-NHL/B-AL,以利妥昔单抗联

合 NHL-BFM95 方案(R+BFM95)化疗。2005 年 1 月至 2009 年 3 月 III/IV 期 B-NHL/B-AL 按 NHL-
BFM90 方案单纯化疗 23 例, 后随访日期 2016 年 12 月 31 日。46 例 R+BFM95 组患儿,男 35 例,
女 11 例,中位年龄 6.9 岁。23 例 BFM90 组患儿,男 18 例,女 5 例,中位年龄 7.2 岁。两组患者临床特

征无显著性差异。R+BFM95 组与 BFM90 组比较 5 年 EFS 为 83.7±5.7% vs 69.6%±9.6%,无统计

学差异(P=0.1062)。III 期患者 R+BFM95 组与 BFM90 组 EFS 分别为 87.3±6.1% vs 
77.8±9.8%(P=0.2998),IV 期患者 EFS 分别为 72.7%±13.4% vs 40.0±21.9%(P=0.0878),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乳酸脱氢酶(LDH)<500 U/L 的患者,R+BFM95 组 100%生存,BFM90 组 5 年 EFS 
92.3±7.4%,亦无显著差异(P=0.2994);LDH >500 U/L 患者 R+BFM95 组 5 年 EFS 
77.2±7.7%,BFM90 组为 40.0±15.5%,差异有显著性(P=0.0048)。R+BFM95 组中 2 例(2/46, 4.3%)
未达完全缓解(CR),疾病进展死亡。诱导早期死亡 1 例(1/46, 2.2%)。复发 5 例(5/46, 10.9%)。2 例

复发患者采用 R-ICE 方案治疗,均未再次缓解。3 例复发后放弃治疗。全部复发患者均死亡。

BFM90 组 3 例(3/23, 13.0%)未达 CR。1 例对化疗无反应,二次手术仍阳性,死于疾病进展。2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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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程后放弃治疗。诱导早期死亡 1 例(1/23, 4.3%)。复发 3 例(3/23, 13.0%)。1 例复发患者采用 R-
ICE 方案治疗,未再次缓解,2 例复发后未接受进一步化疗,全部复发患者也均死亡。 
结论 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可改善 LDH>500 U/L的高肿瘤负荷儿童､ 青少年新诊断 B-NHL/B-AL 患

者 EFS;复发 B-NHL/B-AL 患者预后差。 
 
 
PO-2383 

儿童肿瘤化疗前后胃肠道粘膜屏障功能的测定及其意义 
 

江莲,路晓飞,刘翠萍,朱秀丽,金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本实验通过测定化疗前后肿瘤患儿血浆中二胺氧化酶(DAO)及肠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的水

平,研究不同强度化疗药物对肠粘膜屏障功能损伤的程度。 
方法 将反复化疗的患儿按照化疗药物致吐强度的不同分为 3 组(轻度致吐组,中度致吐组, 高度致吐

组),采集各组患儿化疗前后不同时相(化疗前,化疗后第 3 天,化疗后第 7 天)的血浆标本,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测试法及分光光度计比色法,检测 DAO 及 I-FABP 的水平;同时记录患儿化疗期间常规应用止吐

药后仍出现的呕吐次数,根据呕吐次数多少分为强呕吐组(≧3 次)及弱呕吐组(<3 次);采集每日新鲜大

便标本涂片革兰氏染色､ 高倍镜下读数,并计算出杆菌/细菌总数的比例。实验数据用 SPSS13.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化疗前,不同致吐强度组间的血浆 DAO､ I-FABP 水平基本相同,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化疗后第 3 天及化疗后第 7 天,不同致吐强度组间的 DAO､ I-FABP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其中高致吐组明显高于低､ 中致吐组(P<0.05);化疗后第 3 天及化疗后第 7 天,各组血浆

DAO､ I-FABP 水平均显著高于该组化疗前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
化疗后第 3 天各组血浆 DAO､ I-FABP 水平均高于该组化疗后第 7 天的 DAO､ I-FABP 水平

(P<0.05)。2､ 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化疗患儿呕吐频率与血浆 DAO､ I-FABP 水平呈直线正

相关(r=0.744,P<0.05;r=0.889,P<0.05);3､ 在化疗第 3 天,强呕吐组的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均

显著高于弱呕吐组(P<0.05);在化疗第 7 天,强呕吐组的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与弱呕吐组相比无

明显差异(P>0.05)。4､ 化疗组患儿的肠道菌群状况(杆菌/细菌总数比值)与血浆 DAO 及 I-FABP 水

平呈负相关(r=-0.180,P<0.05;r=-0. 222,P<0.05)。 
结论 1.各致吐组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在化疗后第 3 天及第 7 天均显著高于该组化疗前水平,其
中强呕吐组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明显高于弱呕吐组,说明化疗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胃肠黏膜屏

障损伤,且随着化疗药物致吐强度的增加,胃肠粘膜损伤越严重,其引起的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升

高亦越明显。2.化疗组患儿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的变化与患儿呕吐频率均呈正相关,提示血浆

DAO 及 I-FABP 的变化可以反映患儿接受化疗后的胃肠道功能状态的改变情况。3.化疗组患儿血浆

DAO 及 I-FABP 水平的变化与肠道菌群中杆菌/细菌总数呈负相关,提示化疗药物所导致的胃肠道损

伤越重,肠道菌群失衡的表现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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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84 

大剂量甲氨喋呤治疗儿童难治性朗格汉斯细胞组织 
细胞增生症初探 

 
谢瑶,赵卫红,华瑛,孙青,吴鹏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儿童难治性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的治疗一直是该

疾病治疗的一大难点,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方案应用与难治性患儿,均存在治疗反应不佳及复发率高的

问题。在国际组织细胞协会的 LCH 临床试验方案初始治疗阶段和 DAL-HX 83/90方案､ JLSG-
96/02 方案的维持治疗阶段均涉及到了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的 24 小时持续静脉输注,但是

大剂量为 500mg/m2,即中剂量 MTX。本单位在严格的的浓度控制及调整情况下,尝试应用大剂量

甲氨喋呤治疗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本文拟对这些患儿的病例特点及预后进行总结并

进行相关文献复习,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 
方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005-2015 年之间收治的难治性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患儿中,共有

4 例患儿 13 例次 24 小时持续静脉输注的 MTX 采用了大于或等于 1g/m2的药物剂量。本研究收集

这 4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 发病时年龄､ 用药时年龄､ 身高､ 体重､ 临床表现､ 疾病分级

､ 用药剂量､ 合并用药及疾病转归等,并以电话､ 门诊､ 住院等方式对这些患儿进行随访,对既往文

献进行检索,总结病历资料并进行分析。 
结果 4 例患儿中男性患儿 3 例,女性患儿 1 例,发病年龄为生后 3 月至生后 9 月,有 3 例患儿在我院治

疗期间首先采用的是 0.5g/m2 的 MTX 治疗,后因效果欠佳增加 MTX 剂量至 1-2g/m2,另有 1 例患儿

因入我院时已两次复发,因此在我院治疗的后续疗程均采用 2g/m2MTX 治疗。给予甲氨喋呤治疗后

6 周时均可见中度以上治疗反应,随访过程中至少持续 3 月以上达完全缓解状态,随诊中 长无病生

存时间为 10 年。所有患儿在应用 HDMTX后除了血液系统骨髓抑制及消化道系统恶心呕吐､ ALT
升高外无其他明显毒副作用发生。 
结论 在能够严密监测药物浓度,充分保证用药安全的情况下,将大剂量甲氨喋呤用于复发难治复发患

儿的化疗当中或许会有更好的临床收益,尤其是在垂体受累的 LCH 患者中可能有一定效果。 
 
 
PO-2385 

自噬抑制剂 3-MA 增强顺铂对神经母细胞瘤化疗效果 
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 

 
江莲,尚颖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研究通过抑制自噬,增强常规化疗药物顺铂对神经母细胞瘤 SH-SY5Y 细胞治疗效果的可能性,
并探究其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1 体外培养人神经母细胞瘤 SH-SY5Y 细胞株,不同浓度(0､ 1.25､ 2.5､ 5､ 10､ 20､ 40ug/ml)
的顺铂处理 24h､ 48h､ 72h,不同浓度(0､ 1.25､ 2.5､ 5､ 10mM)的自噬抑制剂 3-MA 处理 24h 后,
应用 MTS 比色法测定细胞的存活率,单独应用顺铂(0､ 1.25､ 2.5､ 5､ 10､ 20ug/ml)及联合应用 3-
MA(5mM)处理细胞 24h 后,分别计算顺铂的 IC50 值。2 设立对照组､ 顺铂(10ug/ml)组､ 3-
MA(5mM)组､ 3-MA(5mM)+顺铂(10ug/ml)组,进行 PI 染色,观察晚期凋亡及坏死细胞。3 应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LC3-Ⅱ/Ⅰ及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的表达变化

情况。实验数据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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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随着顺铂浓度的增加(0､ 1.25､ 2.5､ 5､ 10､ 20､ 40ug/ml)及作用时间的延长(24h､ 48h､
72h),细胞存活率下降显著,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3-MA 单独作用 24h,存
活率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单独应用顺铂及联合 3-MA 后顺铂的 IC50 值分别为

10.9ug/ml 和 5.25ug/ml,降低了 49%。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四组细胞的晚期凋亡及坏死数目依次增

多。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3-MA 处理后自噬相关蛋白表达下降,但 Caspase-3 表达并未见明显增

高;顺铂组 Beclin-1､ LC3-Ⅱ/Ⅰ及 Caspase-3 的表达均升高,加入自噬抑制剂后,Beclin-1､ LC3-

Ⅱ/Ⅰ的表达较单独应用顺铂组明显下降,但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的表达明显升高。 
结论 1 顺铂能够在体外抑制神经母细胞瘤 SH-SY5Y 细胞的增值,且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这种抑制作

用具有时间､ 剂量依赖性;2 单独应用 3-MA 24 小时,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无明显抑制增值作用;3 顺
铂联合 3-MA 后,可降低顺铂的 IC50 值,起化疗增敏作用;4 顺铂诱导细胞发生凋亡的同时,自噬作用

增强,且自噬在细胞凋亡过程中起保护作用;5 抑制自噬可以加强顺铂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增强其化

疗效果,提示自噬抑制剂可提高常规化疗药物顺铂对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效果,较单纯常规化疗更有

价值,为神经母细胞瘤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PO-2386 

记忆 B 细胞与儿童重型血友病凝血因子 
Ⅷ抑制物滴度的相关性研究 

 
肖娟,赵永强,周寅,李魁星,武跃芳,李卓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重型血友病伴Ⅷ抑制物患儿的治疗仍是世界性难题。动物实验显示Ⅷ抑制物的形成可能与记

忆 B 细胞相关。本研究在国内首次探索记忆 B 细胞与儿童重型血友病凝血因子Ⅷ抑制物滴度的相

关性,以期探索抑制物的形成机制和新的治疗途径。 
方法    
28 例重型血友病伴 FⅧ抑制物患儿(抑制物组),30 例无 FⅧ抑制物重型血友病患儿(病人组)及健康儿

童 30 例(健康组),年龄均在 2-16 岁间。 
应用多色流式细胞仪技术,对上述三组儿童检测外周血 T, B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的数量,包括 CD3+, 
CD4+, CD8+, CD25+, CD27+,CXCR3+, CDCCR4+, CD25+, CD45RO+, CD70+等,并进行比较和

分析。 
检测血友病患儿 FⅧ抑制物(FⅧ-I)的滴度,并将抑制物组分为:FⅧ-I≥5BU/ml 的高滴度亚组,及 FⅧ-
I<5BU/ml 的低滴度亚组。 
4 例伴抑制物血友病患儿,接受 CD20-MAb 的治疗(3 例,美罗华,100mg, Qw, 4 weeks),或免疫耐受治

疗(ITI,1 例,rFⅧ,50mg/kg, Qod),分别对治疗前､ 后 4周､ 8周､ 12 周的记忆 B 细胞及 FⅧ-I 的滴度

进行检测。 
应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血 T 淋巴细胞各亚群的比例(包括 CD4+CD45Ro+T 记忆细胞)在抑制物组､ 病人组及健康组间均无

显著性差异(P>0.05)。而记忆 B 细胞(CD19+CD27+)比例,抑制物组及病人组均明显低于健康组,其
中,抑制物组 低(P<0.05)。 
抑制物高滴度亚组(16 例)记忆 B 细胞(CD19+CD27+)的比例显著低于低滴度亚组(12 例)(P<0.05),
且 CD19+CD27+细胞的比例与抑制物的滴度呈负相关(r=-0.87, P<0.05)。 
3 例患儿接受美罗华治疗,2 例抑制物滴度明显下降,1 例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1 例 ITI 治疗的患儿,
抑制物滴度较前明显下降,治疗已进行 4 月,仍在继续中。4 例患儿治疗过程顺利,无明显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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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治疗后抑制物滴度降至<5BU/ml,其记忆 B 细胞的比例治疗前较低,治疗后逐渐上升,并恢复到正

常。另 2 例治疗后滴度仍≥5BU/ml,其记忆 B 细胞的比例治疗前后均低于正常。 
结论    
伴抑制物的血友病患儿的记忆 B 细胞的比例较低,并且记忆 B 细胞与抑制物的滴度呈负相关。提示

记忆 B 细胞可能对抑制物的形成有负调控作用。 
监测记忆 B 细胞的变化可能有助于预估伴抑制物的血友病患儿对治疗的反应和疗效。 
 
 
PO-2387 

多学科协作模式,原发颅内儿童生殖细胞肿瘤的精确诊断与治疗 
 

肖娟,宋红梅,朱惠娟,连欣,姚勇,钟定荣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目前国内文献对颅内生殖细胞瘤的总结多无病理诊断,而是基于临床诊断,其临床特点及转归的

报道可能不准确。本文探索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总结经病理精确诊断的儿童原发颅内生殖细胞肿瘤

的临床特征及其转归。 
方法 1､ 收集 2002 年-2016 年在我院经病理诊断的原发颅内生殖细胞肿瘤儿童 68 例。 
2､ 收集患儿的临床信息,并对其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 
3､ 每 1-2周为怀疑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儿举办内分泌科､ 儿科､ 神经外科､ 病理科､ 放疗科等联

合会诊讨论会。 
4､ 对其中化疗联合低剂量放疗的 42 例患儿评估疗效,并随诊。 
5､ 随诊患儿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时间。随访的形式包括住院复查､ 门诊复查､ 电话和书信。 
结果    
尿崩症､ 生长迟缓､ 性早熟等为常见的临床表现;化验常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 生长激素缺乏､ 肾

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患儿常首诊于内分泌科。  
61.7%(42/68)的患儿行神经内镜下活检术,23.5%(16/68)行立体定向脑活检术,均无并发症。10 例开

颅活检,其中 10%(1/10)并发硬膜下出血,10%出现颅内感染。  
常见的病理类型为生殖细胞瘤,占 86.8%(59/68),其次为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占 8.8%(6/68)等。  

61.7%(37/60)患儿血清 βHCG 水平正常,13.3%(8/60)脑脊液 βHCG 正常,这部分患儿不取活检诊断

困难。  
单纯生殖细胞瘤患儿血清及脑脊液肿瘤标志物 βHCG､ 甲胎蛋白(AFP)水平,明显低于非单纯生殖细

胞瘤患儿(P<0.01)。  
按病理类型分组,预后不良组 2年生存率明显低于预后良好组､ 预后中等组(P<0.01)。  
化疗+低剂量放疗后,总有效率达 92.1%,100%患儿无智力障碍､ 严重神经认知障碍等并发症。  
结论   
1､ 搭建多学科密切合作的平台,促进儿童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的早期诊断和系统治疗。  
2､ 当血清 βHCG 水平正常,而临床怀疑颅内生殖细胞瘤时,建议经神经内镜微创活检,安全性高,可早

期精确诊断。明确病理有利于治疗方案的个体化和预后的评估。。 
3､ 化疗+低剂量放疗的方案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明显改善了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的患儿生活质量和

神经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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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88 

重型血友病 A 儿童的出血都是运动惹的祸吗? 
 ----分析运动对重型血友病 A 儿童出血的影响 

 
肖娟,赵永强,周寅,李魁星,武跃芳,李卓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在血友病的有些教科书中常见到建议患儿“为避免出血自幼养成安静生活的习惯”。本文探索重

型血友病 A 儿童出血的常见诱因,以及运动对重型血友病 A 儿童出血的影响。 
方法    
选取重型血友病 A 儿童 28 例,观察期为 6 个月,前三个月按需治疗,后三个月预防治疗(FⅧ 10-

15IU/kg, 2 次/周),患儿年龄波动于 6-16 岁,所有患儿 FⅧ抑制物均<0.6BU/ml。 
要求每个患儿及家长记录活动及出血日记,详细记录活动状况､ 运动方式､ 运动量等,以及出血的次

数､ 诱因､ 部位及治疗情况等。每月来门诊由医护人员对记录进行检查和逐一复核。 
按需治疗时进行运动实验:血友病患儿运动前佩戴心率检测带,以显示患儿实时的心率。患儿坐在骑

车仪上进行蹬车运动,争取在运动开始后 1-2 分钟内达到中等强度的目标心率,目标心率=(220-年龄-
静息心率)+静息心率×(50%-59%)。并维持此心率继续骑车 15 分钟。 
运动前､ 后取血样进行血Ⅷ因子活性及血栓弹力图的检测,记录以下指标:血凝块激活的时间(R)､ 血
凝块形成的弧度与水平线的夹角(a angle)､ 体现纤维蛋白原水平及功能(K)､ 体现凝块硬度的 大

振幅(MA),以及表示整体综合凝血功能的凝血指数(CI)等。 
应用 SPSS 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三个月按需治疗中,28 例患儿总出血次数为 1287 次,其中,由于碰撞或摔倒导致的出血 932 次(占
72.4%),运动中发生的出血 138 次(占 10.7%),自发出血(或无明显原因)217 次(占 16.9%)。  
三个月预防治疗中,28 例患儿总出血次数为 183 次,其中,由于碰撞或摔倒导致的出血 156 次(占
85.2%),运动中发生的出血 11 次(占 6.0%),自发出血(或无明显原因)16 次(占 8.7%)。  
血友病患儿预防治疗时出血次数明显减少(P<0.05),并且,平均每周的运动量明显多于按需治疗时

(P<0.05)。  
患儿运动前､ 后血 FⅧ活性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2)。但血栓弹力图各指标均有显著地变化,R
缩短(P<0.05),K 缩短(P<0.05),a 角增加(P<0.05),MA 增加(P<0.05),CI 增加(P<0.01)。运动后凝血功

能较前增强。  
结论    
血友病患儿按需或预防治疗中,运动并不是导致其出血的主要原因。  
运动本身可能使血友病患儿的凝血功能趋于增强,应提倡血友病患儿适度运动,提高生活质量。 
 
 
PO-2389 

62 例血友病患儿基因突变的研究 
 

胡群,刘爱国,张柳清,张艾,王雅琴,王松咪,鲁艳军,王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分析血友病 A 患儿 FVIII 基因突变类型,初步探讨中国人群血友病基因突变谱,以及基因突变与

临床表型的关系。 
方法 采用 PCR 扩增目的基因片段,结合二代测序方法,对 62 例血友病 A 患儿进行 22 内含子和 1 内

含子检测,阴性者进行二代测序,并与国际 FVIII 基因突变数据库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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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内含子 22 倒位 20 例占 32.25. %,内含子 1 倒位 2 例占 3.23%,错义突变 18 例占 29.03%,无义

突变 5 例占 8.06%,缺失突变 7 例占 11.29%,剪切位点突变 1 例占 1.61%,大片段缺失 2 例占 3.23%,
插入突变 1 例占 1.61%。未检测到突变 2 例占 3.23,扩增失败 4 例占 6.45%。表型与基因型的关系

显示:重型血友病中 常见的基因突变为内含子 22 倒位共 20 例,占重型病人 40 %,其次为错义突变

共 11 例,占 22 %;中型血友病 常见的基因突变为错义突变共 6 例,占中型病人的 60%。 
结论 1. 血友病 A 发生率 高的基因突变类型为内含子 22 倒位,其次为错义突变,再次为缺失突变。

2.表型与基因型的关系:重型血友病中 常见的基因突变为内含子 22 倒位,其次为错义突变;中型血

友病 常见的基因突变为错义突变。3.PCR 和测序未检测到突变的 HA,需进行 MLPA(探针扩增)以
除外大片段缺失包含在全外显子部位。 
 
 
PO-2390 

回顾分析 300 例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表型 
及其微小残留病灶免疫表型的改变 

 
张晰,段明玥,张艳敏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 300 例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B-ALL)的
流式免疫表型结果,以及微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在 B-ALL 化疗阶段发生的表面

抗原改变,以期了解儿童 B-ALL 免疫表型的特征及变化特点,为临床诊断及微小残留病的监测提供依

据。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治的 300 例 B-ALL 患者的免疫分型结果及诱导化

疗第 15 天首次 MRD 数据。 
结果  (1)在 300 例 B-ALL 中,白血病相关免疫表型(characterization of leukemia-associated 
immunotyping,LAIP)的出现频率为:CD19+/CD10+/34+,46.4%;CD19+/CD10+/34 部分表

达,18.3%;CD19+/CD10+/CD13+,11.3%;CD19+/CD10+/CD33+,7.0%;CD19+/CD34+/CD20+,64.8
%;CD19+/CD10-/34+,1.4%;CD19+/CD123+/CD34-,54.9%;CD19+/CD10-/CD20-,2.8%;(2)共有

220 例 MRD 检测结果呈阳性,有 104 次(47.3%)MRD 检测结果至少有 1 个抗体荧光强度改变,其中

出现一个抗体强度变化的为 54 次(24.5%),2 个抗体荧光强度变化为 30 次(13.6%),3 个及 3 个以上

荧光强度变化为 20 次(9.1%)。抗体荧光强度变化频率 高的依次为 CD45､ CD34､ CD20;(3)共有

4 例患儿在复发时行免疫分型检查,其中 3 例与初发时有抗体荧光强度变化. 
结论  (1)儿童 B-ALL 远高于其他白血病类型,而且儿童 ALL 均具有独特的 LAIP 特征,因此免疫表型

分析对白血病的诊断和 MRD 监测可提供客观依据;(2)在儿童 B-ALL 治疗过程中,MRD 的免疫表型

可能会发生变化,在检测过程中应加以注意。 
 
 
PO-2391 

体外抗肿瘤药敏试验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化疗方案评估的临床意义 

 
张熔,李戈,廖静,贾荟,景清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探讨三磷酸腺苷-生物荧光法(ATP-TCA)体外抗肿瘤药敏试验对现有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化疗方案的评估,分析其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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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ATP-TCA 技术对初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骨髓标本共 51 例进行体外单药和联合用

药药敏试验 
结果 药物敏感试验具有个体异质性,51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体外药敏试验有效率(敏感+中度

敏感率):依托泊甙(有效率 86.27%)>柔红霉素(有效率 60.78%)>阿糖胞苷(有效率 54.90%)>环磷酰

胺(有效率 50.98%)>门冬酰胺酶(有效率 47.06%)>长春新碱(有效率 21.56%)。体外药敏试验无效率

(轻度敏感+耐药率) 高的是甲氨蝶呤(无效率 90.19%),其次是长春新碱(无效率 78.43%)。联合化疗

方案的抑制率显著高于单药(P<0.05)。含柔红霉素为主的化疗方案长春新碱+柔红霉素+门冬酰胺酶

+地塞米松药敏试验的敏感度为 73.68%,特异度为 84.6%,准确度为 76.47%,阳性预测值为 71.79%,
阴性预测值为 44%。 
结论 ATP-TCA 体外药敏试验是一种有效的抗肿瘤药物敏感技术,可用于临床白血病儿童的化疗指导,
并提供个体化治疗方案。 
 
 
PO-2392 

中国真实世界血友病预防治疗与按需治疗患儿生活质量比较分析 
 

徐卫群
1,李长刚

2,吴润晖
3,王梦媛

1,唐凌
3,冯晓勤

4,汤永民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深圳儿童医院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4.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目的 在中国少数中､ 重型血友病患儿行预防治疗,其中大多为小剂量次级或三级预防,本研究希望通

过调查了解在中国真实世界中有限的预防治疗情况下,血友病患儿生活质量与按需治疗患儿相比有

无改善,以期分析以生活质量作为考量,中国目前的预防是否充足。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6 年 4 月间在中国四家血友病诊疗中心(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儿童医院 17例､ 2 深圳儿童医院 16例､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2例､ 4 南方医科大学

附属南方医院 3 例)指导下行规律预防治疗患儿,定为预防组(定义为每周预防用药 2-3次､ 剂量

10U/kg 以上且持续 12 周以上),预防组又分为小剂量预防组(大于等于 10U/kg/次且小于 25U/kg/次)
､ 足量预防组(大于等于 25U/kg/次且小于 40U/kg/次),按需组选取与预防组年龄近似､ 疾病类型和

严重程度､ 靶关节状况均相似的按需治疗患儿。患儿生活质量评估采用 CHO-KLAT 评分(Canadian 
Hemophilia Outcomes-Kids Life Assessment Tool,加拿大血友病儿童生活质量评估工具)。各组得

分比较,经检验符合方差齐性分布的数据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方差齐性分布的数据采用 u 检验。 
结果 1.共纳入预防组患儿 48 例,其中小剂量预防和足量预防分别为 43 例和 5 例,按需组 48 例,预防

组和按需组在疾病组成､ 年龄､ 总靶关节数､ 疾病严重程度经统计学分析均无差异。2.预防组和按

需组儿童册 CHO-KLAT 得分分别为 60.4±11.7 和 58.4±10.5,p=0.383,家长册分别为 56.7±12.0 和

55.8±13.1,p=0.713,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小剂量预防组与足量预防组间生活质量儿童册 CHO-
KLAT 得分分别为 60.1±11.7 和 63.8±13.7,p=0.629,家长册分别为 56.6±12.3 和 57.7±9.9,p=0.838,
也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中国真实世界目前的预防治疗并未能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可能与大多数人做的是小剂量预防,
对已存在靶关节或关节病的患者治疗不充足有关。在该研究中足量预防病例仅 5 例,小剂量预防与

足量预防组统计学尚无差异,但儿童册得分足量组较小剂量组高(平均值升高 3.7),北京儿童医院

2017 年发表的前瞻性研究,23 例患者自身对照,结果接受足量预防后患儿家长册得分较按需治疗时

轻微升高(平均值升高 3.8, P=0.04),本研究小剂量预防与足剂量预防生活质量无差异可能与足剂量

预防患者例数过少有关。因此目前中国真实世界的预防治疗以小剂量预防为主,尚不足以改善患儿

的生活质量。待能接受足量预防的人群增加后有望可以得到预防治疗能改善患儿生活质量的结果。 
 
 
PO-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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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尖杉酯碱联合羟基脲减积治疗在高白细胞急性髓系 
白血病患儿中的应用 

 
兰凤丽,万霞,彭云,吴晓艳,周东风,金润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在伴高白细胞血症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儿中,探索高三尖杉酯碱联合羟基脲减积治疗是否能

够安全有效的降低肿瘤负荷,提高此类患儿早期生存率。 
方法 对外周血白细胞数>100G/L 且确诊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患儿,积极水化碱化,输注血小板等对

症支持治疗前提下,在开始诱导缓解治疗前,采用低剂量羟基脲(3-15mg/kg)进行减积治疗,白细胞下

降不明显者予以加用高三尖杉酯碱(1mg/M2)联合减积治疗,判断患儿白细胞下降情况并评估患儿重

要脏器功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情况。 
结果 确诊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并伴有高白细胞血症患儿共 4 例:高三尖杉酯碱碱联合羟基脲减积治

疗前白细胞数 100.8-226.21G/L 之间,平均值 133.45G/L。高三尖杉酯碱碱联合羟基脲减积治疗过程

中,3 例患者白细胞数逐渐下降,下降速度分别为 14.8G/L/d､ 16.27G/L､ 6.5G/L/d ;1 例患儿白细胞

数仍无明显下降,且随后加用阿糖胞甘联合高三尖杉酯碱及羟基脲后白细胞数仍无下降,反而上升。 
高三尖联合羟基脲减积治疗患儿中,4 例患儿在减积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重要脏器损害,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等情况,其中 1 例患儿治疗前存在肿瘤瘀滞综合征及心衰表现,高三尖杉酯碱联合羟基脲减积

治疗并积极对症支持治疗过程中,患儿肿瘤瘀滞及心衰情况逐渐纠正。 
结论 伴随高白细胞血症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儿,积极水化碱化等对症支持治疗前提下,小剂量高三

尖杉酯碱联合羟基脲减积治疗可相对安全有效降低患儿肿瘤细胞负荷。对伴高白细胞血症的急性髓

细胞白血病患儿,可考虑予以高三尖杉酯碱联合羟基脲减积治疗。 
 
 
PO-2394 

HMGB1 可通过 MEK/ERK 信号通路 
促进急性早幼粒细胞株分泌 IL-1β ､ TNF-α 

 
唐兰兰,杨明华,王乐园,曾婷,杨辉,杨良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究外源性高迁移率族蛋白 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HMGB1)对人急性早幼粒细胞株 NB4
细胞炎症因子的分泌,以期对白血病治疗相关炎症提供新的诊治思路。 
方法 通过培养人白血病细胞株 NB4 细胞,使用全反式维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和/或
HMGB1 干预,使用 Elisa 方法检测细胞上清液 IL-1β ､ TNF-α 的表达水平;使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

测相关信号通路蛋白磷酸化情况。 
结果 1.NB4 细胞在 ATRA 干预下,上清液中 IL-1β ､ TNF-α 和 HMGB1 蛋白浓度高于空白对照组

(P<0.05);ATRA､ HMGB1 联合使用时,IL-1β ､ TNF-α 和 HMGB1 浓度高于单药及空白对照组

(P<0.05)。2.HMGB1 蛋白(10μg/ml)干预 NB4 细胞 0~72 小时,细胞上清液 TNF-α 和 IL-1β 的释放

和 LDH 的表达呈时间依赖性(P<0.05)。不同浓度 HMGB1(10ug/ml,20ug/ml,50ug/ml)干预 NB4 细

胞,低浓度 HMGB1(10ug/ml,20ug/ml )组在 48 小时内未监测到对 NB4 细胞的抑制作用,但 20ug/ml 
HMGB1 干预 72 小时对 NB4 细胞有部分抑制作用(P<0.05)。3.NB4 细胞经 ATRA 和/或 HMGB1 干

预后,ERK1/2, JNK1/2, P38 和 NF-κB (p65)信号通路中 ERK1/2, JNK1/2, P38 和 NF-κB (p65)蛋白

磷酸化增强,ATRA 联合重组 HMGB1 比单用 ATRA 更能激活上述信号通路;较 ATRA+HMGB1 干预

组相比,JNK1/2, P38 和 NF-κB 信号通路抑制剂不能抑制 ATRA+HMGB1 所致的 NB4 细胞 ICA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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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P>0.05),仅 ERK1/2 小分子抑制剂 U0126 可抑制 NB4 细胞表达 ICAM-1(P<0.05)。ERK1/2 小

分子抑制剂 U0126 可抑制外源性 HMGB1 介导 NB4 细胞分泌 IL-1β ､ TNF-α。 
结论  HMGB1 可通过激活 MEK/ERK 信号通路促进急性早幼粒细胞分泌 IL-1β 和 TNF-α。 
 
 
PO-2395 

胞壁酰二肽-抗 CD10 免疫偶联物对急性白血病患儿 
树突状细胞的影响 

 
孙立荣,王玲珍,孙妍,杨静,陈蕾,卢愿,赵艳霞,孙爱莲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观察胞壁酰二肽与抗 CD10 单克隆抗体偶联物(MDP-Ab)对急性白血病患儿树突状细胞活性的

影响。 
方法 本文采用本课题组新合成的免疫偶联物(MDP-Ab)作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分离培养所得

的树突状细胞(DC)。分为 6 组,分别为:对照组､ 未偶联的抗 CD10抗体组､ 未偶联的 MDP 组､

MDP-Ab 组､ 脂多糖(LPS)组及 MDP-Ab+LPS 组,培养 8 天,收集各组树突状细胞(DC),检测细胞免

疫表型､ 内吞作用及细胞上清液中白介素 12(IL-12)水平。采用 CFSE 染色法检测各组作用的淋巴

细胞增殖情况,ELISA 方法检测上清液 IFN-γ 水平。 
结果 DC 细胞免疫表型:MDP-Ab 促进白血病患儿外周血 DC 表达 HLA-DR､ 共刺激分子(CD80､
CD86)及成熟分子(CD83)的阳性细胞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未偶联的抗 CD10 抗体组及未偶联的

MDP 组,但低于 LPS 组及 MDP-Ab+LPS 组(F=629.619,p=0.000);(2)IL-12 水平:MDP-Ab 组,LPS 组

及 MDP-Ab+LPS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未偶联的抗 CD10 抗体组及未偶联的 MDP 组

(F=857.872,p=0.000)。MDP-Ab 组与 LPS 组､ MDP-Ab+LPS 组相比,亦有显著性差异

(p<0.05);(3)DC 吞噬功能:对照组(即未成熟 DC)为(81.3±10.1)%,明显高于未偶联的抗 CD10 抗体组

､ 未偶联的 MDP 组､ MDP-Ab 组､ LPS 及 MDP-Ab+LPS 组(F=383.04,p=0.000)。(4)混合淋巴细

胞反应及 IFN-γ 水平:与对照组､ 未偶联的抗 CD10 抗体组及未偶联的 MDP 组相比,MDP-Ab 组､

LPS 组及 MDP-Ab+LPS 组 CFSE 阳性细胞及 IFN-γ 水平明显增高,以 MDP-Ab+LPS 组为 高

(F=393.36,p=0.000;F=2497.18,p=0.000)。 
结论  新合成的免疫偶联物 MDP-Ab 能促进白血病患儿外周血树突状细胞成熟,具有靶向治疗白血病

的潜力,可应用于缓解后治疗防止白血病复发。 
 
 
PO-2396 

藏红花素对顺铂致小鼠急性肝､ 肾损伤的保护作用 
及其机制研究 

 
孙妍,王玲珍,杨静,孙立荣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藏红花素对顺铂致小鼠急性肝､ 肾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30 只雄性昆明小鼠随机分为 5 组,即 1.空白对照组(生理盐水 0.2ml/d)､ 2.顺铂模型组(10 
mg/kg)､ 3.低浓度藏红花素给药组(6.25 mg/kg•d)､ 4.高浓度藏红花素给药组(12.5mg/kg•d)及 5.阳
性对照组(水飞蓟素 100 mg/kg•d)。实验第 7 天处死所有动物。HE 染色观察肝脏病理组织学改变;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小鼠血清肝功能指标(ALT､ AST)及肾功能指标(BUN､ Cr);肝脏､ 肾脏组织 浆

检测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MDA)及还原型谷胱甘肽(GSH)的含量,以及抗氧化酶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748 
 

(SOD)､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以及过氧化氢酶(CAT)的活性;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检测

肝､ 肾 浆中 p-p38MAPK, p53, and caspase-3 的表达. 
结果 1. 顺铂模型组小鼠的血清 ALT､ AST､ BUN 及 Cr 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然而,与顺铂模型组

比较,低､ 高浓度藏红花素组小鼠血清 ALT､ AST､ BUN 及 Cr 水平均显著降低。 
2. 腹腔注射顺铂可导致肝脏形态组织学改变,包括小叶中心坏死,肝小叶结构改变,以及肝细胞气球样

变性。然而,藏红花素给药后上述肝组织损伤及坏死程度均可见明显减轻。腹腔注射顺铂后,小鼠肾

脏皮质肾小管可见上皮细胞肿胀､ 空泡变性,管腔可见脱落上皮细胞,细胞排列紊乱,出现蛋白管型。

而给予藏红花素后,多数肾脏空泡变性､ 坏死明显减少,细胞排列较顺铂组规整,肾小球和肾小管结构

基本完整, 未见细胞坏死及管型。 
3. 顺铂模型组小鼠的肝肾组织中 MDA 含量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而 GSH 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但与

顺铂模型组比较,低､ 高浓度藏红花素组小鼠肝肾 MDA 含量均显著降低;低､ 高浓度藏红花素组小

鼠肝肾 GSH 含量均显著升高。 
4.顺铂所致急性肝肾损伤的小鼠,肝肾组织内 SOD､ GSH-px､ CAT 活性与空白对照组小鼠相比,均
明显降低。与顺铂模型组比较,低､ 高浓度藏红花素组小鼠肝肾内上述酶活性均显著升高。 
5.顺铂所致肝肾脏损伤的小鼠,肝肾组织中 p-p38MAPK ､ p53 及 caspase 3 的表达明显高于空白对

照组小鼠。而与顺铂模型组相比,低､ 高浓度藏红花素组小鼠肝肾组织中 p-p38MAPK ､ p53 及

caspase 3 的表达表达均显著降低。 
结论 藏红花素可明显降低顺铂致急性肝､ 肾损伤小鼠的血清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活性以及尿

素氮､ 肌酐的水平,具有肝肾保护作用。红花素可能是通过减少 MDA 生成和 GSH 的消耗,并提高

SOD,GSH-px 及 CAT 抗氧化酶的活性而发挥其抗氧化作用,减轻了顺铂对小鼠肝肾的氧化损伤。 
藏红花素具有下调 p-p38 MAPK, p53, 及 caspase-3 蛋白表达的作用。 
 
 
PO-2397 

抗氧化剂对 LED 紫外线致淋巴细胞 DNA 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袭越,杨静,王玲珍,孙妍,姜健,赵艳霞,孙立荣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还原型谷胱甘肽)对 LED 紫外线照射诱发的淋巴细胞 DNA 损伤的拮

抗作用。 
方法 提取正常人外周血的淋巴细胞,用单细胞凝胶电泳法检测不同剂量 LED 紫外线照射后对淋巴细

胞 DNA 的损伤,并观察在不同浓度维生素 C 或还原型谷胱甘肽预处理淋巴细胞后对抗 LED 紫外线

对其 DNA 的损伤。 
结果 当 LED 紫外线剂量为 2.4 J/m2时,正常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凝胶电泳显示 DNA 显著损伤

(p <0.05)。在 2.4 J/m2-200 J/m2范围内,随着照射剂量的增加,淋巴细胞的 DNA 损伤程度增加,而当

剂量达到 320 J/m2时,细胞 DNA 的损伤无增加(p >0.05)。维生素 C 和还原型谷胱甘肽的加入可明

显减轻 DNA 的损伤程度,但均未能完全阻断 DNA 的损伤。维生素 C 在浓度 0.05-0.2mmol/L 范围内, 
其剂量与修复功效呈量效关系(组间比较 p 值均<0.05)。还原型谷胱甘肽在浓度 100-500mmol/L 范

围内,其剂量与修复功效呈量效关系(组间比较 p 值均<0.05)。 
结论 2.4-200 J/m2紫外线可造成淋巴细胞 DNA 损伤;维生素 C 和还原型谷胱甘肽对紫外线照射诱发

的 DNA 损伤均有拮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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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98 

高三尖杉在小于 2 岁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陈潇潇,汤燕静,陈静,陈儒,沈树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高三尖杉酯碱(HHT)是提取自三尖杉属植物的生物碱,可通过抑制蛋白合成发挥抗肿瘤作用。

我院自 XH-99 方案中加入 HHT 治疗儿童 AML,发现小于 2 岁的患儿预后较好(5 年-EFS 83.3%),因
此推测高三尖杉酯碱可能在小年龄儿童中疗效更佳。为了进一步分析高三尖杉酯碱在这部分儿童

AML 中的疗效进行了本次研究。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之间我院确诊收治的年龄小于 2 岁的非 M3 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患儿共 53 例,均入组 SCMC-AML-2009 治疗方案。所有患儿在 DAE 方案(柔红霉素､ 阿糖胞

苷､ 依托泊苷)诱导缓解后随机分为 A､ B 两组进行治疗,A 组化疗以阿糖胞苷､ 蒽环类药物为主,B
组则以 HHT､ 阿糖胞苷为主。收集患儿的基本临床资料,随访疾病治疗的结果包括完全缓解率､ 总

体生存率､ 无事件生存率及感染情况,分析 HHT 在小于 2 岁儿童 AML 中的治疗效果及毒副作用。 
结果 共 53 例患儿,其中 A 组 27 例,男女比例为 2.86:1,平均年龄 1.12±0.42 岁,M1､ M2､ M4､ M5､
M7 各型分别有 1､ 1､ 2､ 12､ 11 例;B 组 26 例,男女比例为 1:1.16,平均年龄 1.02±0.41 岁,M2､
M4､ M5､ M7 各型分别有 1､ 6､ 17､ 2 例各。所有病例均随访至 2016 年 12 月,中位随访时间

2.92 年(0.17-7.12 年)。 
53 例患儿中 43 例在一疗程后获得缓解,38 人获得长期持续缓解并生存,9 人复发,1 人第二肿瘤。全

部 53 例病人 5 年-EFS 为 74.7±6.1%,虽然 B 组病人(84.6% ±7.1%)无事件生存率高于 A 组(64.3% 
±9.7%),但在统计学上无差异(P=0.089)。大剂量阿糖胞苷强化治疗期间,使用 HHT 的 B 组病人感染

发生率更低(P<0.001),且白细胞持续降低时间､ 粒细胞缺乏时间､ 血小板降低时间均短于 A 组病人

(WBC<1.0*109:7.36±1.79d vs. 9.38±2.15d,P=0.001;ANC<0.5*109:7.46±1.90d vs. 
10.06±3.83d,P=0.003;ANC<0.2*109:5.43±1.64d vs. 7.50±2.99d,P=0.003;PLT<50*109:5.01±1.88d 
vs. 7.34±3.76d,P=0.007)。 
结论 HHT 为主干的化疗方案能够有效治疗小于 2 岁 AML 患儿,且骨髓抑制程度较轻,感染风险相对

小;是否比蒽环类药物疗效更佳有待进一步验证。 
 
 
PO-2399 

关于儿童横纹肌肉瘤综合治疗及疗效分析 
 

韩亚丽,高怡瑾,汤静燕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分析儿童横纹肌肉瘤( RS) 综合治疗的疗效及影响预后因素,为 RS 治疗案的改进提供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05-2014 年间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诊断的 RS 患儿,根据病理分型､ TNM 治疗

前临床分期､ 术后病理分期,将危险度将为低危组､ 中危组､ 高危组和远处转移组。综合治疗方案

包括根据分组采用不同强度化疗､ 适时放疗及肿瘤根治性切除术,部分远处转移组患儿在停药前给

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及 Cox 风险回归比较各危险组的无事件生存率

(EFS)及总生存率(OS),并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 2005-2014 年期间我院共收治 RS 患儿 135 例,108 例 RS 患儿进入统计,发病年龄 7.8 月-
193.6 月,中位发病年龄 65.5 月,男女比例 1.51:1, 中位随访时间 36.9 月, 常见病理分型为胚胎型

(占 60.1%),原发部位:四肢占 22.2%,脑膜旁占 21.3%,头颈(除外脑膜旁)及泌尿生殖系统(非膀胱/非
前列腺)占 14.8%,膀胱/前列腺占 9.3%,其他部位(腹部,躯干等)32.4%。总体 5 年总生存率(5-OS)及
5 年无事件生存率(5-EFS)分别可达 86.1%,72.2%。按危险组分组, 终进入低危组 7 例,中危组组

47 例,高危组 37 例,其 5-EFS 分别为 71.4%, 85.1%, 75.7%和 29.4% (P < 0.001),5-OS 达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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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 86.5% 和 58.8% (P < 0.001),本研究通过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12 月或者≧10 岁､ 肿瘤≧ 
5cm,诊断时即存在远处转移明显影响预后。 
结论 本院 RS 治疗方案的预后与国际数据相当,低､ 中危组患儿预后较好,在以后化疗方案可考虑适

度减量,对于远处转移患儿需寻求更为有效药物以提高生存率。 
 
 
PO-2400 

儿童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征的诊断和基于疾病特点 
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李倩,罗长缨,李本尚,王坚敏,罗成娟,丁丽霞,陈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分析儿童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征(inherited bone marrow failure syndromes, IBMFS)的诊断及

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治疗的结果,讨论相关诊疗进度。 
方法 对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确诊并接受 HSCT 治疗,并随访存档的 IBMFS 病例进行回顾

性分析,存档资料包括临床特点､ 移植方案､ 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
等。 
结果 IBMFS 患儿包括范可尼贫血 12例､ 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 7例､ DKC 5例､ 先天性中性

粒细胞减少伴胰腺功能不全综合征 1 例,接受了异基因 HSCT 治疗。其中干细胞来源包括外周血

(n=20)和脐带血(n=5)。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接受了白消安为主的清髓性预处理,其余三种疾病

的患儿接受了以氟达拉滨为主的减低剂量预处理。移植中位年龄 4 岁,移植过程中回输中位有核细

胞数和 CD34+细胞数分别为 14.4 ×108/kg 和 5.3×106 /kg。粒细胞､ 血小板重建中位时间分别为为

12 和 17 天。中位随访 27 个月,仅一例植入失败。移植后 2 年生存率为 96%。Ⅱ-Ⅲ级急性 GVHD
和慢性 GVHD 发生率分别为 33.3% 和 16.7%,预处理强度是影响前者发生的唯一因素。 
结论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纠正 IBMFS 相关骨髓衰竭的有效方法;基于疾病特点,选择合适的预

处理方案是应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IBMFS 患儿的关键。 
 
 
PO-2401 

Novel Variations of FANCA Gene Provokes Fanconi 
Anemia:Molecular Diagnosis in a Special Chinese Family 

 
li niu,Ding Lixia,Zhu Hua,Li Guoqiang,Li Qian,Miu Yan,Wang Jian,Li Benshang,Chen J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Fanconi anemia (FA) is a rare inherited disorder with highly variabl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o date, 15 bona fide FA gene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known FA 
complementation groups and the FANCA gene accounts for nearly 60%. Here, we aim to identify 
the genetic cause of two FA patients in a special Chinese family. 
Methods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 using l was used to screen for causal variants in the 
genome, and the candidate variants were subsequently verified using Sanger 
sequencing.The large intragenic deletions of FANCA gene were verified by multiplex ligation-
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 test. 
Results By two steps analysis of the WES data and verification using MLPA test, one child was 
found that besides a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of c.1471-1 G>A and exons 23–30 
deletion in FANCA gene, he harbored a novel hemizygous variant of WAS gene (p.Pro402Ser). 
The other child had the same splicing variant and another novel large intragenic deletion (ex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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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del) in FANCA gene. Clone sequencing of the PCR products from the mutant FANCA cDNA 
showed the c.1471-1G>A variant generates a cryptic splice site in intron 15 resulting in a 
premature termination codon (p.Val490HisfsX6).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n FA patient with WAS gene mutation, which also 
demonstrates the complexity of FA molecular diagnosis through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FA 
pathogenic genes and the mutation spectrum, with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molecular 
diagnosis on FA in the future. 
 
 
PO-2402 

195例儿童肝母细胞瘤的临床特点､ 高危因素 
与临床疗效及预后的关系 

 
易优,张伟令,张谊,黄东生,高亚楠,胡慧敏,陈莉萍,李静,韩涛,支天,文圆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对 2006 年 4 月-2017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儿童肝母细胞瘤(HB)临床资料的回顾总结,分析

HB 的临床特点,探讨并分析本病的高危因素及临床治疗。 
方法 选取经病理确诊为肝母细胞瘤､ 随访≥ 12 个月的 195 例患儿(男 112 例,女 83 例)的临床资料,
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不同发病年龄､ 原发部位､ 甲胎蛋白水平､ 分期及危险度分组等患儿之间的预

后差异(P<0.05 有统计学意义);应用寿命表法计算全体患儿的总生存率及无事件生存率;用 Kaplan-
Meier 法分析不同分期及危险度患儿生存时间的差别以及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1.截至随访日期 2017 年 3 月,195 例肝母细胞瘤患儿均获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 31 个月(8~125
个月),1年､ 2年､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95.4%､ 87.2%､ 80%,5 年无事件生存率为 66.67%。发病年

龄平均为(2.2±2.2)岁,中位发病年龄为 1.5 岁。3 岁以内､ 3-7 岁及 8 岁以上发病患儿的 1年､ 2 年

､ 5 年 OS 分别为 96.6%､ 88.5%､ 81.8%;90.2%､ 82.9%､ 78.0%;100%､ 83.3%､ 50%。3 岁以

内发病与 3-7 岁发病的患儿 5 年 OS 无明显差异,但明显优于 8 岁以上发病的患儿。肝脏单发肿瘤及

多发肿瘤患儿的 1年､ 2年､ 5 年 OS 分别为 95.1%､ 88.5%､ 83.6%;95.9%､ 84.9%､ 74.0%。多

发肿瘤 5 年 OS 明显低于单发肿瘤患儿。 
结论 早期诊断降低危险度是提高预后的关键。多学科的协作､ 合理的诊疗手段是 终提高临床疗

效的有效途径。 
 
 
PO-2403 

41 例有家族史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临床特点及家系谱总结 
 

王一卓,钱冰涛,黄东生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有家族史的视网膜母细胞瘤(RB)患儿临床发病特点,收集 RB 患儿家系谱情况,基因筛查了

解 RB 基因突变携带情况,进行遗传咨询探讨。 
方法 1､ 选取我院儿科 2006 年 11 月至 2013 年 5 月收治的临床和/或术后病理诊断为视网膜母细胞

瘤,并有 RB 家族史的 41 例病例为研究对象。对其发病年龄､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效果､

家系谱遗传情况进行回顾性总结。2､ 统计有家族史和无家族史 RB 患儿双眼发病情况,分析有家族

史和无家族史 RB 患儿双眼发病率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统计有家族史和无家族史 RB 患儿单眼发

病继发双眼发病情况,分析有家族史和无家族史 RB 患儿单眼继发双眼发病率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3､ 根据视网膜母细胞瘤遗传模式分为 3 组:直接遗传､ 间接遗传､ 隐形嵌合体。收集各组病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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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家系谱特点,部分完善 RB 基因突变检测。4､ 采用综合治疗方法治疗,应用寿命表法进行总体生

存分析,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 1､ 临床特点:入组病例共 41 例(74 只眼),单眼发病 8 例(19.5%),双眼发病 33 例(80.5%),双眼发

病患儿中继发双眼 4 例。男:女=0.95:1,发病平均年龄 13.7 月,中位发病年龄 10.2 月,平均诊断年龄

15.3 月,中位诊断年龄 12 月。入组 RB 患儿临床分期:A 期:6 只眼;B 期:9 只眼;C 期:10 只眼;D 期:30
只眼;E 期:17 只眼;眼外期:2 只眼。2､ 有家族史 RB 患儿双眼发病 33 例(80.5%),无家族史 RB 患儿

双眼发病 318 例(31.5%)。有家族史 RB 患儿与无家族史 RB 患儿双眼发病的发病率的比较有统计

学显著性差异(χ2=42.746,P=0.00)。有家族史 RB 患儿单眼发病继发双眼 4 例,占单眼发病 33.3%,
无家族史 RB 患儿单眼发病继发双眼 3 例,占单眼发病 0.4%。有家族史 RB 患儿与无家族史 RB 患

儿继发双眼的发病率的比较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χ2=155.601,P=0.00)。3､ 生存分析:入组病例共

41 例,其中 3 例死亡,总体生存率为 92.6%。4､ RB 患儿家系谱:直接遗传 29 例,间接遗传 4 例,隐形

嵌合体 8 例。 
结论 1､ 有家族史 RB 患儿双眼发病率较无家族史患儿高,有家族史的单眼起病 RB 患儿继发双眼患

病风险较无家族史患儿大;2､ 有家族史 RB 患儿生后早期规律的眼底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眼底肿瘤,
早期治疗而保存患儿视力,提高生存质量;有家族史的单眼发病 RB 患儿需注意继发双眼患病可能,应
定期随访筛查眼底。3､ 单眼发病散发病例和家系谱中未发病的亲属都可能携带 RB 基因突变,对
RB 基因突变的筛查,有助于判断其子代患病风险性。 
 
 
PO-2404 

儿童肝母细胞瘤伴转移的临床特点､ 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高亚楠,黄东生,张伟令,张谊,王一卓,胡慧敏,李静,文圆,李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对儿童肝母细胞瘤临床资料的回顾总结,分析儿童肝母细胞瘤伴转移病例的临床特征,分析

转移的危险因素及预后情况。 
方法 收集整理我院 2006 年 4 月-2017 年 1 月的 251 例肝母细胞瘤患儿临床资料,筛选出经病理确

诊为肝母细胞瘤､ 规律治疗且随访超过 12 个月或出现终点事件的 195 例临床病例,按照有无转移进

行分组,参照 CHIC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研究,整理､ 总结形成资料库。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转移组

及非转移组临床表现的差异性并进行生存分析,从而总结肝母细胞瘤转移及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  
在性别､ 年龄､ 首发症状､ 原发部位､ 肝内瘤灶数､ 初诊时甲胎蛋白水平及病理分型等层面比较转

移组及非转移组组间分布差异,转移组与非转移组在性别､ 年龄､ 首发症状､ 原发部位及初次就诊

时甲胎蛋白水平层面上分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在肝内瘤灶数目､ 病理分型上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 
对常见肝母细胞瘤术前诊治方法:术前穿刺､ 术前介入治疗､ 术前化疗与是否发生转移进行 Logist
回归研究,发现术前穿刺与发生转移具有相关性(P=0.00 <0.05)。 
非转移组 1 年生存率 96.3%､ 2 年生存率 91.1%､ 5 年生存率 88.7%,转移组 1 年生存率 94.0%､ 2
年生存率 86.2%､ 5 年生存率 61.1%,生存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 8.096,P=0.004)。 
对转移组病例数据按照性别､ 年龄､ 原发部位､ 肝内瘤灶数､ 病理分型､ 甲胎蛋白､ 转移部位､ 肺

内外转移及术前化疗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 年龄､ 肝内瘤灶数目､ 病理分型､ 初次就诊时甲

胎蛋白水平､ 单一或多组织脏器转移､ 肺内外转移均与转移患儿的预后无关(P>0.05)。原发于肝右

叶病例 1 年生存率为 92.6%､ 2 年生存率为 78.4%､ 5 年生存率为 60.1%,原发于肝左叶病例未出现

死亡病例,生存率达 100%,原发灶累及双侧病例 1 年生存率为 93.8%､ 2 年生存率 76.4%､ 5 年生存

率 54.3%,生存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067,P=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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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肝母细胞瘤患儿经综合治疗后疗效肯定,但出现转移提示预后不佳,肝内原发瘤灶数目､ 病理分

型是发生转移的危险因素,术前穿刺虽可以尽快明确诊断,但会增加转移发生的风险,原发部位是影响

预后的危险因素。 
 
 
PO-2405 

Rhabdomyosarcoma in a Patient with Germline TP53 Gene 
Mutation: a case report 

 
陈莉萍,张伟令,黄东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176 
 
 

Objective We herein report the case of a patient with germline TP53 gene mutation who 
developed rhabdomyosarcoma. 
Methods A 29-month-old male patient with a family history of early-onset malignancies was 
diagnosed with rhabdomyosarcoma. The final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embryonal 
rhabdomyosarcoma. 
Results In this patient, two constitutional mutations at codon 215 in exon 4 and 844 in exon 8 of 
the p53 gene were identified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and LFS was suspected. Those mutations 
cause nonsense mutations (Pro-to-Arg and Arg-to-Trp) that have been shown to attenuate p53 
function. TP53 gene mutation was also found in all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e mutation sites 
were basically the same.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case of rhabdomyosarcoma in an LFS patient associated with a 
family hereditary TP53 gene mutation. 
 
 
PO-2406 

儿童单系统受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临床分析 
 

苏萌,高怡瑾,潘慈,陈静,汤静燕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单系统受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SS-LCH)患儿的临床特征､ 治疗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诊治的 60 例 SS-LCH 患儿资料,
所有患儿均采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LCH 方案化疗(包括以强的松､ 长春新碱､ VP-16､ 6-TG 为主的

52周化疗及以强的松､ 长春新碱为主的 24 周化疗),其具体方案选择由接诊医生根据其经验及患儿

病情决定。计算总体生存率(OS)及无事件生存率(EFS)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组间差异采用 Log 
Rank 检验。 
结果 60 例患儿中男 37 例,女 23 例,年龄 4 个月至 15 岁 4 个月。骨骼为 常见的受累器官(56/60, 
93.3%),其次为皮肤(2/60, 3.3%),淋巴结(1/60, 1.7%)和前纵膈(1/60, 1.7%)。56 例骨骼累及的患儿

中,35 例为单病灶,21 例为多病灶。9 例有中枢神经系统危险骨受累。6 周治疗评估有效率为

91.7%(55/60)。60 例患儿中位随访期为 3.3 年,3 年 OS 及 EFS 分别为 100%､ 79.1 ±5.4%。单病

灶受累患儿的 3 年 EFS 为 94.7 ±3.6%,多病灶组为 51.3±11.1%, 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
单病灶组中,28例患儿接受了以强的松､ 长春新碱为主的 24 周化疗,其 3 年 EFS(92.6±5.0%)较余

11 例接受 52 周化疗者(100%)无差别(P=0.362);多病灶组中,两组化疗方案效果同样未见差别(3 年

EFS 为 42.2±12.7% vs. 80±17.9%, P=0.144)。复发患儿 7 例,其中病初病灶数目是影响复发的相关

因素,而性别､ 年龄､ 6 周反应与复发无相关性。 
结论  单系统受累 LCH 患儿预后良好,病初病灶数目与预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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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07 

MLN8237 诱导细胞衰老在神经母细胞瘤复发中 
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丁丽丽

1,刘爱国
1,杨燕

2,孙君杰
1,胡群

1,李晖
3,郑凯

3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血液科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学分子中心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评估其 Aurora A 靶向抑制剂—MLN8237,在神经母细胞瘤中抑制肿瘤的作用及肿瘤复发可能

分子机制。 
方法 选择 N-MYC 高表达的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系(IMR-32 和 LAN-1),通过 SA-β-gal 染色观察衰老现

象;Western 检测相关衰老通路的蛋白表达情况;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变化;体内实验通过裸鼠皮

下肿瘤模型实现。 
结果 1.神经母细胞瘤细胞中,MLN8237 通过抑制 AuroraA 在 Ter288 位点的磷酸化从而下调 MYCN
的表达,导致细胞衰老和有丝分裂抑制。2.细胞系 IMR-32 的 NOD/SCID 裸鼠动物模型中,发现

MLN8237 能够抑制神经母细胞瘤生长,抑制肿瘤转移并延长生存期。3.在 MLN8237 作用细胞后,随
着培养时间的延长,一部分衰老的细胞重新进入了细胞周期,发生了衰老逆转。4. MLN8237 激活了

衰老细胞的 IL-6/Stat3 信号通路,STAT3 的抑制剂 LLL12 阻断 IL-6/Stat3 信号后可以抑制衰老逆

转。 
结论 MLN8237 通过抑制 MYCN 表达诱导神经母细胞瘤细胞衰老,从而控制肿瘤生长,但随后也引起

了部分衰老细胞的 IL-6/Stat3 信号通路激活。本研究为神经母细胞瘤进展和复发机制提供了新的研

究靶点。 
 
 
PO-2408 

改良的传统预处理方案改善非血缘相关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移植治疗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的临床效果 

 
黄科,周敦华,黎阳,徐宏贵,阙丽萍,翁文骏,黄绍良,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评估改良的传统预处理方案用于非血缘相关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UD-PBSCT)治疗重型 β 地

中海贫血(地贫)的可行性。 
方法 UD-PBSCT 治疗 50 例儿童重型地贫,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中位数 4.6 岁 (2~12 岁),按 Pesaro
分度Ⅰ度 10 例,Ⅱ度 36 例,Ⅲ度 4 例。造血干细胞来源为中华骨髓库及台湾慈济骨髓库提供非血缘

外周血造血干细胞;供/受体 HLA 高分辨配型 10/10 全相合 24 例,9/10 相合 24 例,8/10 相合 2 例。预

处理方案为改良的传统方案: BU+Cy+Flu+ATG。 
结果 50 例患者全部供体植入;继发植入功能不良 2 例;Ⅲ~Ⅳ级重度急性 GVHD 发生率 12%,其中供/
受体 HLA 全相合者发生率 8.3%,不全相合者 15.4%;慢性 GVHD 发生率 8%,均为局限性皮肤表现。

合并严重细菌感染发生率 12%,真菌性肺炎发生率 20%。随访时间中位数 36 个月 (9~96 个月),3 年

累积生存 47 例(94%),脱地贫生存(DFS)46 例(92%),继发排斥(RF)1 例(2%),移植相关死亡(TRM)死
亡 3 例(6%)。 
结论 1､ 采用改良的传统预处理方案进行 UD-PBSCT 治疗地贫是有效的临床方法;2､ UD-PBSCT
供/受者 HLA 高分辨配型相合很重要,不全相合者重度 aGVHD 发生率高;3､ 控制合并症的综合水平

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4､ 真菌感染率高,需要探讨 ATG 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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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09 

应用二代基因测序方法确诊丙酮酸激酶缺乏症 
 

程艳丽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通过对 2 例丙酮酸激酶缺乏症(PKD)患儿临床症状及 PKLR 基因突变的报道,探讨 PKD 的基因

诊断方法。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及 2017 年 3 月山西省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的 2 例 PKD 患儿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通过基因捕获技术,捕获目标基因,对大量候

选基因进行平行测序,对 2 例患儿 PK-LR 基因进行检测分析。回顾性分析该 2例患儿的临床症状､

常规实验室检查及基因诊断方法及相关治疗方案。 
结果  ① 2 例患儿均于新生儿期发生新生儿溶血表现,予输血预防高胆红素血症等治疗。3 月龄再次

因为溶血性贫血表现就诊,经常规化验及抗人球蛋白试验､ 骨髓细胞形态学､ 血红蛋白电泳等检查

诊断先天性溶血性贫血,红细胞脆性试验及血红蛋白电泳､ G-6-PD 酶检测及 PK 活性检测均阴性。

② 经二代基因测序方法检测结果发现 2 例患儿均为 PK-LR 杂合变异,例 1 突变位点位于外显子

exon10,chr1:155261637;c.1258C>T(p.R510X),来源于其

父,chr1:155264539,155264540;c.698delC,来源于其母,为复合杂合变异;例 2 突变结果染色体位置

chr1:155263128;c.1276G>A(E9);p.426R>w;2 例杂合突变均为 PKD 已发现的基因突变类型,明确诊

断 PKD。③2 例患儿目前均有脾大,由于年龄均在 6 岁以下,暂不能行脾切除术,家长暂无意愿为患儿

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口服叶酸及间断输血等对症支持治疗。 
结论 PKD 为红细胞酶异常疾病中发生率仅次于 G-6-PD 缺乏症的疾病,是糖酵解缺乏症中 早被发

现的遗传性红细胞酶病。纯合子或双重杂合子表现为新生儿溶血性贫血和先天性非球形细胞溶血性

贫血。杂合子多无临床及血液学异常。本病检测 PK 活性可确诊,但 PK 天然同工酶有四种(L､ R､
M1､ M2),并且表达于不同的组织。对于临床症状重､ 需长期､ 反复大量输血的患儿,不断输注红细

胞可导致患者体内红细胞 PK 活性降低不明显;且细胞年龄较轻､ 溶血发作期､ 大量新生红细胞进入

循环､ 外周血网织红细胞增多等均可导致酶活性升高;此外,PK 同工酶中白细胞 PKM2 活性比红细

胞 PKR 高 300 倍左右,实验中白细胞去除不彻底亦可能明显影响 PK 活性的测定值,上述诸多因素均

可影响 PK 活性的检测,给临床诊断带来困难。目标二代基因测序方法可用于临床 PKD 基因诊断及

基因突变类型的分析,为患儿提供精准合理治疗同时,可以通过家系突变基因分析进行产前诊断,可以

有效阻止致病基因的传递,降低生育患儿的风险。 
 
 
PO-2410 

Long noncoding RNAs and microRNAs regarding fetal 
hemoglobin 

 
Lai Ketong,He Yunyan,Luo Jian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530021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nd microRNAs 
(miRNAs) associated with fetal hemoglobin (HbF) levels and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lncRNAs in 
HbF ragulation which may provide new ways for the treatment of β-thalassemia major.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surveyed lncRNAs and miRNAs expression profiles in subjects with 
hereditary persistence of fetal hemoglobin (HPFH) and β-thalassemia minors with high HbF 
level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using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we performe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to study the microarray results; certain lncRNAs and their correlative coding gen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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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by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aberrant expression of 862 lncRNAs, 568 mRNAs and 63 miRNAs in 
the high-HbF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ltered NR_001589, NR_120526, T315543, 
miR-486-3p, miR-19b-1-5p and miR-20a-3p expression was confirmed by qRT-PCR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eveal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HbF. Gene 
Ontology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es showed 
the hematopoietic cell lineage and apoptosis to be most significantly dysregulated in HbF 
induction. We analyzed coding genes near the lncRNAs and constructed a coding-noncoding co-
express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results, lncRNAs likely contribute to increased HbF levels by 
activating expression of HBE1 and hematopoietic cell lineage-inducible molecules and by 
inhibiting that of apoptosis-inducible molecules.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s of several specific lncRNAs and miRNA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bjects with HPFH and β-thalassemia minors with high HbF level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Hematopoietic cell lineage and Apoptosis were most important pathways which 
associated with expression of HbF. LncRNAs such as NR_001589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ed 
with HbF levels. Further studies should be focused on more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functions of 
these lncRNAs involved in the HbF regulation. Advance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HbF regulation 
related lncRNAs may be beneficial for the treatment for β- thalassemia major in the future. 
 
 
PO-2411 

甲基硫氧嘧啶对大鼠骨髓基质细胞成骨分化 
及 G-CSF､ GM-CSF 分泌的影响 

 
邓蕉佃,叶中绿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研究甲基硫氧嘧啶对大鼠骨髓基质细胞成骨分化和对细胞因子 G-CSF､ GM-CSF 分泌水平的

影响,探讨甲基硫氧嘧啶对骨髓微环境的毒性作用,为甲基硫氧嘧啶在临床使用中对造血系统的影响

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1. 提取 SD 大鼠骨髓基质细胞,以 P2 代骨髓基质细胞为实验对象。 
2. 茜素红染色比较成骨对照组与成骨实验组 15 天后成骨细胞的钙结节数。 
3. 碱性磷酸酶(ALP)试剂盒､ 骨钙素(OG)试剂盒检测不同浓度的甲基硫氧嘧啶溶液对大鼠 BMSCs
成骨分化中第 3､ 6､ 9､ 12 天分泌 ALP､ OG 的影响。 
4. RT-PCR 法检测不同浓度甲基硫氧嘧啶对大鼠 BMSCs 的基因 RunX2 和 BMP2 的 mRNA 表达水

平的影响。 
5. ELISA 法检测不同浓度甲基硫氧嘧啶对大鼠 BMSCs 的 G-CSF､ GM-CSF 分泌水平的影响。 
结果 1. 成功获取并传代培养大鼠骨髓基质细胞。 
2.与对照组比较,成骨诱导组 ALP 活性均增加。随着甲基硫氧嘧啶浓度增加,ALP 活性降低。在第 3
､ 6､ 9 天,同一组 ALP 活性逐渐增加,但第 12 天 ALP 活性降低。 
3. 在第 3 天~12 天,随着作用时间延长,同一组内骨钙素分泌量持续增加。成骨诱导实验组与成骨诱

导阴性对照组相比,骨钙素分泌量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成骨诱导实验组组间比较,差异不完全有

统计学意义。 
4. 随着甲基硫氧嘧啶浓度增加,基因 RunX2 和 BMP2 的 mRNA 表达量逐渐减少。 
5. 低浓度组(2umol/L､ 10umol/L)细胞因子 G-CSF､ GM-CSF 分泌量逐渐增加,中高浓度组

(50umol/L ､ 250umol/L､ 1250umol/L)分泌量逐渐减少。 
结论 1. 甲基硫氧嘧啶抑制骨髓基质细胞的 ALP 活性及 OC 分泌,且呈浓度依赖性。 
2. 甲基硫氧嘧啶抑制基因 RunX2 和 BMP2 表达,且呈浓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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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浓度甲基硫氧嘧啶促进细胞因子 G-CSF､ GM-CSF 分泌,中高浓度甲基硫氧嘧啶抑制细胞因子

G-CSF､ GM-CSF 分泌。 
 
 
PO-2412 

中国西南地区儿童嗜血细胞综合征的大样本量回顾性研究 
 

彭磊文,江咏梅,赖春奇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嗜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是一种病因众多由淋巴､ 组织细

胞等非恶性增生大量分泌炎性因子而引起的严重､ 甚至致命的过度炎症反应,起病急,病情进展快,死
亡率高,未采用化疗死亡率大于 50%。主要分为原发型及继发型两大类,目前虽有王昭教授针对国内

成人 HLH 进行系统的诊疗分析,但依缺乏关于儿童 HLH大样本病因､ 临床特征､ 实验室检测结果

及预后的系统性研究。 
方法 本文收集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在 2010 年 1 月—2014 年 6 月收诊的年龄 14 周岁以下的

88 例儿童 HLH 患者,通过 SPSS13.0 软件和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对其原发病因及实验室检测指

标､ 主要临床特征及生存期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 50 例男性,38 例女性,男女性别比 1.32:1,疾病诊断中位年龄 3.8 周岁,4 周岁以下儿童

占总人数 50.0%。本组病例中确诊 4 例原发型嗜血细胞综合征患者,分别携带 PRF1, STX11 或者 
STXBP2 基因突变,其中 PRF1 突变 2 例;74 例继发型嗜血细胞综合征患者。感染是诱发儿童嗜血细

胞综合征 常见的病因,占总病例原发病因 69.3%,其中以 EB 病毒感染 常见,占 38.6%,EB 以外的

其他病毒感染占 11.4%,真菌感染占 8.0%,细菌感染占 5.7%,利氏曼原虫感染占 5.7%。自身免疫性

疾病和恶性肿瘤诱发儿童 HLH 比例不高,分别占 9.1%和 4.5%。本组病例中有 10 例 HLH 未能明确

原发病因。持续高热(98.7%),肝脾肿大(76.9%),血象两系以上受累是突出的临床表现。患儿初诊时

外周血计数中位数:白细胞 2.2×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0.62×109∕L,血红蛋白 86g∕L,血小板

45×109∕L。血清铁蛋白中位数 5598ng∕mL,显著增高;胆固醇､ 甘油三脂水平增高,HDL-C 水平降

低;小便常规检查中易见小圆和上皮细胞,提示患儿肾脏功能受损风险增大。86 例(97.7%)患儿进行

骨髓穿刺的涂片形态学分析,噬血现象检出率 79.1%。88 例经 HLH-2004 方案治疗后,1､ 3､ 12､
36 个月生存率分别为 88.6%､ 80.7%,75.0%､ 72.74%;原发型 HLH 的 36 个月生存率为 50.0%。 
结论 儿童 HLH 由多种病因所致,以感染为主,病因谱与成人 HLH 不同,但预后较成人 HLH 良好。EB
病毒感染诱发 HLH 患儿的早期死亡(诊断 3 个月内)风险增高(P<0.05),此外,我们还发现患儿发病诊

断年龄小于 1 周岁,外周血血小板计数低于 20×109∕L 是儿童 HLH 预后不良的独立因素。在儿童

HLH 诊疗过程中,病史询问､ 骨髓形态学涂片检查都有利于 HLH 的鉴别诊断,积极查找原发病因,对
症治疗是提高儿童 HLH 临床疗效的关键。 
 
 
PO-2413 

Mediastinal lesions across the age spectrum: A 
clinicopath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pediatric and 

adult patients 
 

Liu Tingting,Yuan Xiaojun,Tan Zhen,Chen Lei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pathologic 
distribution and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mediastinal lesions (MLs) across the age spectrum in 
Chinese series of patients and to compare with available literatur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758 
 

Methods Cas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files of a single institution (Chinese institution of Xinhua 
hospital).  A total of 409 cases with ML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between August 2012 and 
July 2016.  Clinical data concerning age at presentation, gender, symptoms, treatment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medical records.  We arbitrarily defined pediatric patient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s < 20 years of age, and adults as ≥ 20 years of age.  The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eight different age groups: (<10 years), (10-<20 years), (20-<30 year), (30-
<40) year, (40-<50) year, (50-<60 year), (60-<70 year), and (≥70 year) of age.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previously obtained from each patient and/or guardians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of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MLs were identified by imaging studies such as chest X-ray, CT, 
MRI, and/or PET scan, and imaging findings as well as medical and surgical records were 
reviewed.  The mediastinum was divided into superior and inferior compartments by an imaginary 
line traversing the manubriosternal joint and the lower surface of the fourth thoracic vertebra on 
the lateral X-ray image.  The inferior compartment was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hree 
compartments: the middle mediastinum, which containsthe pericardium and its contents as well 
as the major vessels and airways; the anterior mediastinum, which lies anterior to the middle 
mediastinum and posterior to the sternum; and the posterior mediastinum, which lies posterior to 
the middle mediastinum and anterior to the thoracic vertebral column [33].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ed sections from routinely fixed, paraffin-embedded tissues were examined.  Histopathologic 
diagnosis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morp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evaluations.  Data obtained were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on the bases of hist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MLs [34].Contingency tables were analyzed using Pearson Chi-square 
statistic.  All tests were two-sided with p-value < 0.05, were regard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software of SPSS version 17.0 (SPSS Inc., Chicago, IL, USA)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calculations. 
Results Age-related distribution of MLs 
     A total of 409 cases ranged from 0 to 84 years, with a median of 33 years.  There were 
137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the median age of 11 years (range, 0-19), and 272 adult patients with 
the median age of 58 years (range, 20-84). 
The 137 pediatric patients included 94 cases of (<10 years) and 43 cases within the (10-<20 year) 
groups of age.  The 272 adult patients included 26, 33, 39, 70, 85 and 19 cases from the groups 
of (20-<30 year), (30-<40 year), (40-<50 year), (50-<60 year), (60-<70 year), and (≥70 year) of 
age, respectively. 
Age and gender-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MLs were shown in Figure 1.  When plotted on a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age at diagnosis, a bimodal distribution was shown with the peak 
incidences occurring within the 2 groups of age: (<10 year), and (60-<70 year), with the 
incidences of 23% (94/409), and 20.8% (85/409), respectively. 
Of the 409 cases, 51.1% (209/409) were males and 48.9% (200/409) were females.  Although a 
similar bimodal distribution was seen in both sexes, male gender was predominant among 
pediatric patients, whereas female gender frequency was reported among adults of (20-<30 year), 
(50-<60 year), and (60-<70 year) age groups.   
Age-associated histopathological groups of MLs 
     Age-associated histopathological profiles of MLs were shown in Figure 2.  Of the total 409 
cases, the most common MLs were thymic lesions (TLs), followed by NTs, cysts, mesenchymal 
tumors, metastatic carcinomas, lymphoid tissue diseases, germ cell tumors (GCTs), inflammatory 
lesion and fibrosis, and thyroid lesions, with the frequency of 26.2% (107), 16.6% (68), 14.2% 
(58), 11.5% (47), 10.5% (43), 10.0% (41), 5.6% (23), 3.2% (13), and 2.2% (9), respectively. 
The 137 pediatric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NTs, followed by mesenchymal tumors, lymphoid tissue 
diseases, GCTs, cysts, TLs, inflammatory lesions and fibrosis, and metastatic carcinomas with 
the frequency of 34.3% (47), 18.2% (25), 16.8% (23), 12.4% (17), 10.9% (15), 5.1% (7), 1.5% (2), 
0.7% (1), respectively.  
Of the 272 adult patients, TLs were the most frequent diagnosis followed by cysts, metastatic 
carcinomas, mesenchymal tumors, NTs, lymphoid tissue diseases, inflammatory lesions and 
fibrosis, thyroid lesions, and GCTs with the frequency of 36.8% (100), 15.8% (43), 15.4% (42), 
8.1% (22), 7.7% (21), 6.6% (18), 4.0% (11), 3.3% (9), 2.2% (6),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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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MLs-histopathological subtyp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NTs decreased in proportion with increasing age, while on 
the contrary, TLs increased in proportion.  As shown in Table 1, the most common lesions in the 
(<10 year) age group were NTs with the frequency of 43.6% (41/94).  Lymph tissue disease were 
the most common disease in those (10-<20 year) and (20-<30 year) age groups, with the 
frequency of 25.6% (11/43) and 26.9% (7/26), respectively.  TLs occurred with their peak 
incidence rates in those ≥ 30 year of age.  Cysts were the most common diagnosis made in 
the group of (50-<60 year) of age, 25.7% (18/70), and metastatic carcinomas occurred commonly 
in those (60-<70 year) and (≥70-year) of age groups with frequencies of 23.5% (20/85) and 
26.3% (5/19), respectively.   
The 107 cases with TLs included 46 cases of non-neoplastic diseases and 61 cases of neoplastic 
diseases.  Of the 107 cases of TLs, thymic hyperplasia and true thymic hyperplasia cases were 
seen in both pediatric and adult patients, whereas thymic cyst, thymoma and thymic carcinoma 
occurred predominantly among adult patients of (40-70 year) of age. 
Clinical features and ML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As shown in Table 2, most of the cases 41.6%, (170/409) were asymptomatic at the time of 
diagnosis, including 50 pediatric and 120 adult patients.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were 
cough, 23.9% (98/409), followed by chest pain, 15.6% (64/409) and 
fever, 8.3% (34/409).  Cases that presented with myasthenia graves-associated thymoma were 
found in 3.2% (13/409).  Among the 137 cases of pediatric patients, cough, fever, and dyspnea 
were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Whereas among the 272 cases of adult patients, cough, 
chest pain and chest oppression were the main symptoms.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ge spectrum influenced the histopathologic 
distribution and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in MLs in Chinese series of patients, such differences 
might be consider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adult and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MLs.  Furthermore, our study was comparable to the available literature in many 
details.   
 
 
PO-2414 

Disease-specif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children with inherited bone marrow failure syndromes 

 
Li Qian,Luo Changying,Luo Chengjuan ,Wang Jianmin ,Li Benshang,Ding Lixia,Chen J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using an optimized conditioning 
regimen is essential for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inherited bone marrow failure 
syndromes (IBMFS). 
Methods We report the result of HSCT in 24 children with IBMFS from a single HSCT center.  
Results There were chiilren with Fanconi anemia (FA, n=12), Diamond–Blackfan anemia (DBA, 
n=7) and dyskeratosis congenita (DC, n=5) in our group. The graft source was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s (n=19) or cord blood stem cells (n=5). FA and DC patients received 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 while DBA patients had 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 The median numbers of infused 
mononuclear cells and CD34+ cells were 14.20×108/kg and 4.3×106/kg,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time for neutrophil and platelet recovery was 12 and 18 days, respectively. Complete donor 
engraftment was achieved in 23 of 24 patients. There was one primary graft failure. During a 
median follow-up of 27.5 months (range, 2–130 months), the overall survival in all patients was 
95.8%. The incidence of grade II–III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 and chronic GvHD 
was 29.2% and 16.7%,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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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HSCT can be a curative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IBMFS. 
Modification of the conditioning regimen based on the type of disease may lead to encouraging 
long-term outcomes. 
 
 
PO-2415 

95 例儿童淋巴瘤临床与病理分析 
 

曾敏慧,贺湘玲,袁小叶,朱呈光,陈可可,龚军,邹润英,邓绍阳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儿童淋巴瘤的临床和病理特点。 
方法 收集 2001 年至 2017 年期间确诊的 95 例淋巴瘤患儿临床资料。根据 WHO 2008 年淋巴组织

肿瘤分类标准进行分类,通过 Pearson 检验､ 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Kaplan-Meier 分析法对 95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95 例儿童淋巴瘤中,来自农村地区的占 68.42%(65/95)。全组资料显示男性 70 例,女性 25 例,
男女比例 2.8:1。中位发病年龄为 8 岁。淋巴结内起病 55 例(57.89%),淋巴结外起病 40 例(42.11%),
结外以胃肠道起病 常见。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 lymphoma,HL)与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起病部位有统计学差异。HL 13 例(13.68%),NHL 82 例(86.32%),病理类型以淋巴

母细胞淋巴瘤 常见 25 例,其次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14 例和伯基特淋巴瘤 11 例。临床分期以

中晚期为主,其中Ⅰ+Ⅱ期 34 例(35.79%),Ⅲ+Ⅳ期 61 例(64.21%)。Ki-67 在淋巴瘤Ⅰ､ Ⅱ期及Ⅲ､

Ⅳ期中的表达有统计学差异。单因素分析显示,B症状､ 血清 LDH 水平对临床分期有显著差异,而年

龄､ 起病部位对临床分期无显著差异。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LDH 水平为临床分期的影响因

素。本研究中儿童淋巴瘤误诊率为 36.84%(35/95), 常见误诊为淋巴结炎 42.86%(15/35),其次为淋

巴结核及上呼吸道感染,少数误诊为腮腺炎､ 结缔组织病､ 肺炎等。95 例患儿治疗期间失访 17 例,
死亡 29 例,仍在随访 49 例,采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95 例儿童淋巴瘤患儿总体生存时间范围为 0-
120 月,平均生存时间 81.59 月,总体 5 年生存率为 60.60%。 
结论 儿童淋巴瘤以 NHL 为主,6 岁以上男性儿童多见; 常见的病理类型为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弥漫

性大 B 细胞淋巴瘤及伯基特淋巴瘤。儿童淋巴瘤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易误诊。初诊时血清 LDH 水

平是临床分期的影响因素,Ki-67 高表达在Ⅲ､ Ⅳ期淋巴瘤中多见。 
 
 
PO-2416 

儿童全血细胞减少症 89 例临床分析 
 

王黎龙,张景荣,粱筱灵,王彩丽 
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分析儿童全血细胞减少症的常见病因,为临床提高对该类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2 年~2016 年全血细胞减少原因待查收治的 89 例患儿,对其病因､ 临床表现

､ 实验室检查等临床特点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儿童全血细胞减少症常见的 3 种疾病为急性白血病 24 例(36.0%)､ 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 16 例(21.3%)､ 再生障碍性贫血 13 例(16.9%),共计 66 例,占所有患儿的 74.2%;其他病因包括

噬血细胞综合征 10例､ 急性造血功能停滞 5例､ 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4例､ 脾功能亢进 2例､ 恶性

淋巴瘤以及郎格罕氏组织细胞增生症各 1 例,共 23 例,占总例数的 25.8%。临床表现上,再障患儿均

无脾脏肿大,而造血系统疾病中急性白血病患儿脾脏肿大比例为 58.2%。本研究中所有患儿中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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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0.5×109/L 者有 91.6%发热;血小板≤20×109/L 者出血倾向严重;原发血液系统疾病患者血红

蛋白多数都波动在 65~90g/L,而非原发血液系统疾病血红蛋白>90 g/L。 
结论 本研究中儿童全血细胞减少症的病因以急性白血病､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再障 为常见。

初诊全血细胞减少症患儿是否存在脾脏肿大是鉴别再障和其它原发血液系统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体

征。血红蛋白水平对是否为原发血液系统疾病有提示意义。 
 
 
PO-2417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s of Neuroblastoma Children 
with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in Single Center 

 
Tang Mengjie1,Yuan Xiaojun1,An Xia2 

1.Xin 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Huaian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neuroblastoma (NB) treated with CCCG-NB-2009/2014 protocol, and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tocol. 
Methods A total of 188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NB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mber 2015 
in Shanghai Xinhua Hospital. Data abou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SS stage, risk groups, pathology subtype, chemotherapy regimen, surgical option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analyzed. All analyzes were performed with R and EmpowerStats software. 
Results The 3-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s was 70.9±3.4% in all cases, 54.6±5.3% in 
high/very high risk group, 87.4±3.4% in low/intermediate risk group (P<0.001). The 3-year event-
free survival (EFS) was 58.4±3.7% in all cases, 39.3±5.3% in high/very high risk group, 
79.7±4.2% in low/intermediate risk group (P<0.001). Seventeen (17/98) cases with MYCN 
amplification OS rates and EFS rates were 63.1±12.1% and 37.8±12.5% respectively.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I/II stage (P<0.001), patients without metastasis (P<0.001), favorable 
pathology subtype (P=0.003), low/intermediate risk group (P<0.001) that had better prognosis.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III/IV stage (HR: 7.588, 95% CI: 1.888-31.490, P=0.0043), 
patients with metastasis (HR: 3.216, 95% CI: 1.360-7.601, P=0.0078) could be regarded as 
independent poor prognostic factor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CCCG-NB-2009/2014 protocol had better OS rates, 
especially in low/intermediate risk group. Patients with MYCN amplification or in high/very high 
risk groups had worse outcome, and need to have more effective and new treatments. 
 
 
PO-2418 

单份与双份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血液系统疾病的疗效分析 
 

孔维环,李捷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通过探讨单份与双份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血液系统疾病的疗效及预后指标的分析,为儿

童脐带血移植供体选择提供技术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移植中心 52 例脐血移植患者的疗效,按输注脐血份数分为单份脐血移植组和双份

脐血移植组,比较两组在中性粒细胞植入､ 血小板植入､ aGVHD 发生率､ 移植后感染情况､ 移植相

关死亡(TRM )和总体生存率方面的差异。52 例患儿中恶性血液病 32 例,非恶性血液病 20 例。其中

37 例行单份脐血移植,15 例行双份脐血移植。预处理方案主要采用改良马利兰/环磷酰胺(BU/CY)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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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照射/环磷酰胺(TBI / CY)。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预防:环孢菌素 A､ 霉酚酸酯

(CsA+MMF)。中位随访时间 13 个月(2 天~70 个月)。 
结果 单份脐血移植与双份脐血移植的植入率分别为 91.2%和 93.33%,II-IV 级急性 GVHD 的发生率

分别为 58.1%和 50%,III-IV 级急性 GVHD 的发生率分别为 38.3%和 21.4%,cGVHD 发生率分别为

25%和 16.7%,CMV 感染率分别为 58.8%和 73.3%,移植相关死亡率(TRM)分别为 21.6%和 26.7%,1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6.6%和 73.3%,两组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份与双份脐血移植的粒细

胞植入时间分别为 16(14-21)天和 18(16-24)天,血小板植入时间分别为 20(16-45)天和 25(20-84)天,
双份脐血移植较单份脐血移植的粒细胞植入､ 血小板植入延迟(P<0.05)。 
结论 双份脐血移植在植入率､ aGVHD 发生率及严重程度､ CMV感染､ 移植相关死亡､ 总体生存

率等方面与单份脐血移植均无明显差异。双份脐血移植的粒细胞和血小板植入时间较单份脐血移植

延迟。 
 
 
PO-2419 

FOUR CASES OF PYRUVATE KINASE DEFICIENCY 
CHILDREN WITH NEW TYPES OF PK-LR GENE MUTATION 
WERE CURED BY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uang Xiaohang,Li Benshang,Luo Changying,Wang Jianmin ,Luo Chengjuan ,Ding Lixia,Chen J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yruvate kinase, liver and RBC (PKLR) gene’s genetic 
diagnosis and the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SCT) of pyruvate kinase deficiency (PKD) 
through clinical symptoms of 4 PKD children.  
Methods In February 2009 and May 2014, 4 cases of PKD children 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were collected into this study. The blood specimens of the 4 PKD children were 
collected for the PKLR gene analyses. All children were treated by allogeneic HSCT (allo-HSCT), 
and their clinical symptom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ve types of PK-LR gene mutations: c.G119A (p. R40Q), 
c.G1015A (p.D339N), c.T848C (p.V283A), c.T941C (p.I314T), and c.G661T (p.D221Y) were 
found in gene detection of these 4 children. The SIFT function prediction results displayed a great 
influence on PKLR protein function. All 4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alloHSCT and achieved 
completed healing. So far, there is no chronic GvHD developed.  
Conclusions We believe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can be used for PKD clinical 
diagnosis and novel gene mutation discovery, the 4 novel types of mutations founded in our study 
can lead to the occurrence of PKD, and also the alloHSCT treatment can be feasible and 
effective for P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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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20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in children with inherited bleeding 
disorders a single center study in China 

 
Qareen Haque,Yilifan Abuduaini,冯晓勤,李春富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Objective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ICH) is a life threatening condition in children. Inherited 
bleeding disorders may (IBD) cause ICH. This single center study aim to identify the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neurological outcome in children with IBD 
Methods From 2005 to 2016, 240 children with inherited bleeding disorders from Nanfang 
hospital,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were evaluated. The ICH episodes were identified by CT or 
MRI exam. The risk factors, location of ICH,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outcome were noted. 
Results ICH was confirmed in 54/240 children with IBD. The overall risk of ICH among children 
with IBD was 22.5%. 52/54 (96.2%) was hemophilic patients. The mean age of patients was 53 
months and 18/54 (33.3%)  had an ICH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13/54(24%) had positive family 
history of IBD. 22(36%) out of 61 ICH episodes were caused by trauma and 39(63.9%)were non-
trauma related. Subdural hematoma was most frequently observed. Mortality risk from ICH in 
children with IBD was 5/54(9.2%). 11(22.4%) of 49 survivors had known neurological sequelae 
while 38(77.5%)  had no documented evidence of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Conclusions Hemophilia is the most common disease among IBD leading to ICH. Risk and 
consequences of ICH in IBD were high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life. 
e in children with IBD 
 
 
PO-2421 

小剂量 2-DG 杀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并逆转糖皮质激素耐

药的机制研究 
 

顾玲,张妍乐,袁粒星,马志贵,朱易萍,高举 
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细胞株为研究对象,探讨小剂量 2-DG 对 ALL 细胞生长及糖皮质激

素(GC)敏感性的影响及机制,为难治复发 ALL 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方法 用 2-DG 和/或地塞米松处理 CEM-C1-15､ CEM-C7-14､ Molt-4､ Raji 和 Nalm-6 细胞,加入甘

露糖拮抗 2-DG 的 N-连接糖基化抑制作用,MTT 法检测药物对细胞增殖的影响;Annexin V/ PI 染色

法检测细胞凋亡;PI 染色法检测细胞周期;Western blot法分析能量代谢以及周期､ 凋亡相关蛋白表

达。 
结果 在常氧下,2-DG 能有效抑制 ALL 细胞生长,其 48h 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 0.2~2.7 mM 。1 mM 
2-DG 与 1 μM 地塞米松联合作用 48h,可有效抑制 ALL 细胞增殖,阻滞细胞在 G0/G1期并诱导细胞凋

亡,各细胞系协同指数为 0.6~0.8。深入其机制,2-DG 具有抑制糖酵解和 N-连接糖基化的作用,在常

氧下,需要较高浓度才能抑制糖酵解(> 5mM),将 2 mM 甘露糖与 1 mM 2-DG 共同作用 48h,结果发现

甘露糖能几乎完全拮抗 2-DG 对 ALL 细胞的生长抑制和化疗增敏作用。深入其机制发现,1 mM 2-
DG 作用 48h 并不诱导细胞能量感受器 AMPK 和 p-AMPK 表达,但能有效诱导 ER 应激标志物

GRP78 表达,并诱导细胞凋亡,甘露糖能下调 GRP78 表达,完全逆转 2-DG 对细胞生长的影响。2-
DG 与地塞米松联合作用 48h 能有效诱导 p-AMPK 表达,诱导 GRP78 表达,进一步诱导 ALL 细胞凋

亡,联合甘露糖能下调 GRP78 表达,部分下调 p-AMPK 表达,从而恢复细胞对 GC 的耐药性。 
结论 小剂量 2-DG 通过抑制 N-连接糖基化,诱导 ER 应激,有效抑制 ALL 细胞生长,逆转 GC 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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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22 

母亲人格特性及情绪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6 个月内 
患儿生存质量的影响分析 

 
王瑞欣,周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调查患儿母亲人格特性､ 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后 6个月内母亲的抑郁､ 焦虑状态,患儿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QOL),描述 HSCT 后 6 个月

内的患儿母亲抑郁焦虑情绪､ 患儿生存质量的变化情况。探讨母亲抑郁､ 焦虑情绪､ 人格特性对造

血干细胞移植后 6 个月内患儿生存质量的影响,为医护人员对 HSCT后患儿母亲进行健康教育､ 心

理辅导,并进一步提高患儿生存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择 2-18 岁于 2015.1 到 2016.10 期间在北京儿童医院进行 HSCT 的患儿及其母亲各 51 例,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调查对象的信息。利用自制基本信息量表调查患儿及母亲的基本信息;利
用艾森克人格问卷调查患儿母亲人格特点;在移植后 0天､ +30天､ +90天､ +180 天,利用

PedsQLTM3.0 移植量表调查患儿生存质量,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调查母亲抑郁情绪以及状态-特质焦

虑量表调查母亲焦虑情绪。所有结果 后使用 SPSS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患儿母亲的抑郁焦虑平均得分在患儿移植后 0天､ +30天､ +90天､ +180 天均高于正常女

性抑郁焦虑得分。母亲抑郁焦虑平均分随着移植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降低。2.患儿总体生存质量在

移植 0 天为 61.10±8.97, 移植+30 天为 64.30±11.35, 移植+90 天为 71.37±9.49,移植+180 天为

75.69±13.92。患儿生存质量评分随着移植后时间的延长逐渐升高。患儿移植后 6 个月内的生存质

量显著低于移植 6 个月后的生存质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3.母亲人格 N 因素与母亲抑郁

焦虑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P<0.01)。4.移植后 6 个月内的四个调查点上,母亲抑郁

焦虑情绪与患儿生存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母亲人格 N 因素与四个调

查点上的患儿生存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1.在患儿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6 个月内,母亲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抑郁焦虑情绪。随着患儿移植后时间的

延长,水平逐渐下降,但不能降至正常人群水平。2.患儿生存质量随移植后时间的延长逐渐升高。移

植后 6 个月内的患儿生存质量较移植 6 个月后患儿低。3.移植后 6 个月内,患儿母亲抑郁焦虑水平越

高,患儿总体生存质量越低。移植后早期的母亲抑郁焦虑程度可以预测患儿在移植后恢复期的生存

质量。4.母亲高神经质人格特质越明显,越易产生抑郁焦虑情绪,患儿生存质量越低。5.母亲人格通

过影响母亲情绪､ 应对方式及教养方式影响患儿生存质量,对母亲人格进行干预可能改善患儿生存

质量。 
 
 
PO-2423 

构建携带 yCD:UPRT 融合自杀基因的骨髓基质细胞 
及其对白血病 nalm-6 细胞的体外抑制作用研究 

 
鞠秀丽,周盼盼,时庆,李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以骨髓基质细胞(HS-5)为基因治疗载体表达外源自杀基因酵母菌胞嘧啶脱氨酶-尿嘧啶磷

酸核糖基转移酶(cytosine deaminase:uracil phosphoribosyl transferase gene; CD:UPRT) 融合基

因对人白血病 Nalm-6 细胞生长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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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构建 yCD:UPRT 基因与 GFP(绿色荧光蛋白)联合的慢病毒载体,转染 HS-5 细胞,获得稳定表达

yCD:UPRT 融合基因及 GFP 的 HS-5/yCD:UPRT-GFP 细胞;将其与白血病 Nalm-6 细胞共培养,体
外观察前体药物 5-氟胞嘧啶(5-fluorocytosine, 5-FC)对 HS-5/yCD:UPRT-GFP 细胞及 Nalm-6 细胞

的杀伤情况和旁观者效应,实验分为四组,分别为 HS-5/yCD:UPRT-GFP 细胞+nalm-6 细胞+5-FC 组

(A 组)､ HS-5/yCD:UPRT-GFP 细胞+nalm-6 细胞组(B 组)､ 未转染的 HS-5 细胞+nalm-6 细胞+5-
FC 组(C 组)､ 未转染的 HS-5 细胞+nalm-6 细胞组(D 组),每日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的数量及形态变

化情况,并于共培养 7 天时行 nalm-6 细胞计数,评估构建的 YCD:UPRT/5-FC 自杀基因系统对 nalm-
6 细胞生长增殖的影响,同时行流式细胞仪检测四组 Nalm-6 细胞的凋亡情况。 
结果 构建的慢病毒载体转染 HS-5 细胞 72h 后,荧光显微镜观察示转染成功的 HS-5/yCD:UPRT-
GFP 细胞表达绿色荧光蛋白,转染效率达 70-80%;提取 HS-5/yCD:UPRT-GFP 细胞的总 RNA,行
RT-PCR 结果表明其成功表达融合基因 yCD:UPRT;体外共培养实验表明,在 5-氟胞嘧啶浓度为

350umol/L 的条件下,共培养 4-5 天时,A 组的 HS-5 细胞及 nalm-6 细胞的数目较其它组开始减少,且
细胞形态及大小开始趋于不规则,其余各组的 HS-5 及 nalm-6 细胞均未见明显细胞形态和大小的变

化,且 nalm-6 细胞数目较前明显增多,共培养 7 天时四组的 nalm-6 细胞计数结果示 A 组 nalm-6 细

胞的数目较其余三组明显减少(P<0.05),后者各组之间无明显差异;流式细胞术检测四组共培养条件

下 nalm-6 细胞的凋亡情况,显示各组的早期及晚期凋亡率分别为 A 组(64.70%,23.36%),B 组

(15.52%,2.2%),C 组(14.50%,2.38%),D 组(15.86%,2.60%),可见 A 组的早期及晚期凋亡率均明显高

于其余三组(P<0.05),后者之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本实验成功构建了携带 yCD:UPRT 融合自杀基因的骨髓基质细胞,由其介导的 yCD:UPRT/5-
FC 自杀基因系统于体外可有效抑制人白血病 Nalm-6 细胞生长增殖,促进其凋亡,具有明显的杀伤作

用和旁观者效应。 
 
 
PO-2424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患儿综合治疗的护理体会与疗效观察 
 

尚婉媛,陈志钧,程海霞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先天性鼻泪管阻塞不同年龄阶段的临床特点,总结先天性鼻泪管阻塞行综合治疗包括泪囊

区按摩､ 泪道冲洗和探通术的临床护理体会和效果观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的先天性鼻泪管阻塞患儿 662 例 738 眼,
其中<3 月龄 144 例 172 眼,4-6 月龄 226 例 246 眼,7-12 月龄 212 例 232 眼,>12 月龄 80 例 88 眼。

对不同年龄组分别给予泪囊区按摩､ 泪道冲洗､ 局麻及基础麻醉下行泪道探通治疗,观察转归情况,
分析综合治疗效果,总结护理体会。 
结果 经泪囊区按摩､ 泪道冲洗,<3 月龄 172 眼 89 眼自愈(51.74%);4-6 月龄 246 眼 66 眼自愈

(26.83%);7-12 月龄 232 眼 42 眼自愈(18.10%),不同月龄组自愈率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经保守治疗无效者,>4 月龄者经局麻下及基础麻醉下泪道探通治疗,4-6 月龄 246 眼 243 眼治愈

(98.78%);7-12 月龄 232 眼 228 眼治愈(98.28%);>12 月龄 88 眼接受基础麻醉下泪道探通 84 例治

愈(95.45%)。不同月龄治愈率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在不同的月龄应选择相应的诊疗措施,护理人员必须熟练掌握诊疗操作的方

法和技巧,不断提高护理水平,同时重视与家属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家属的配合程度,才能提高治疗效果,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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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25 

Study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cs, treatment outcome, 
genetic testing of unilateral retinoblastoma.  

 
Liu Guohua 

Qilu Children’s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22 
 
 

Objective From analyzing clinical characteristcs, treatment outcome, genetics of unilateral 
retinoblastoma, to provide more knowledge and bring more attention to unilateral retinoblastoma. 
Methods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203 Chinese patients at initial diagnosis of 
unilateral retinoblastoma between May 2009 and December 2014. 
Results there were 203 patients involved in our study, ranging in age from 1 to 118 months. The 
main clinical presentation was leukocoria and abnormal reflex.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Intraocular Retinoblastoma Classification, 190 patients (93.6%) were in advanced stage (Group D 
and Group E). Follow-up to December 2014, 148 patients (72.9%) were treated with enucleation. 
Only 30 patients have been done genetic detection, RB1 mutation had been identified in 5 
patients. 6 patients later developed metachronous bilateral retinoblastoma. Age at initial 
diagnosis of unilateral retinoblastoma ranged from 0.8 to 14.1 months (mean 4.1months), and 5 
patients (5/6) were under 6 months. 
Conclusions unilateral retinoblastoma has always developed to advanced stage when we detect 
the abnormal presentation. early detection and early diagnosis are important in treatment 
outcome, prognosis and survival. Genetic testing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in China. 
 
 
PO-2426 

中国南方人群中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致病基因研究 
 

丁小燕,唐妙,孙立梅,李加青,吕林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510060 

 
 

目的 观察中国南方人群中 FZD4､ LRP5､ TSPAN12 及 NDP 四个基因于 135 名 FEVR 患者中突变

谱。 
方法 收集 135 名临床确诊 FEVR 的先证者及家属的外周静脉血或口腔拭子样本,提取基因组 DNA,
聚合酶链反应扩增 FZD4､ LRP5､ TSPAN12 及 NDP 编码区及邻近内含子区序列,通过 Sanger 测
序法对目标片段进行测序。阳性结果进一步于家系内及 70 名正常对照中验证。总结以上四个基因

于 135 名先证者中的突变频率及突变谱。 
结果 于 50 名先证者中发现 41 种潜在致病性突变,FZD4 占 24 例,LRP5 占 12 例,TSPAN12 占 8
例,NDP 占 6 例。除 6 例 NDP 突变呈 X 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方式外,仅两例 LRP5 潜在致病性突变

见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家系,余均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新致病性突变共 22 种,其中 FZD4 占 8
例,LRP5 占 4 例,TSPAN12 占 6 例,NDP 占 4 例。 
结论 在 135 例 FEVR 中,FZD4､ LRP5､ TSPAN12 及 NDP 潜在致病性突变占 37.0%(50/135)。其

中,FZD4 阳性率为 17.8%,LRP5 为 8.9%(LRP5 显性遗传家系占 7.4%而隐性遗传家系占

1.5%),TSPAN12 为 5.9%,NDP 为 4.4%,较西方人群中的分布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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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27 

病例讨论 
 

杨红,戈瑶,李涛,张宪,陈博,杜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通过讨论,明确病例的诊断､ 鉴别诊断､ 进一步检查和治疗方案 
方法 患儿男,孕 40w,BW4.2kg,未吸氧。其兄 10 个月时(2010-6)因双眼“白瞳症”在北京某医院诊断

为双眼 RB,不排除 PHPV,半年内行六次化疗(从 2010-7-21 至 2010-12-5),三轮 CIK 细胞治疗,期间

做了 6 次 MRI,6 次 B 超,化疗前影像检查提示双眼视网膜脱离广泛,玻璃体腔团块状高回声,右眼尚见

视网膜条索状物,化疗后显示玻璃体腔中回声,未见高回声,视网膜脱离仍广泛。2012-3 右眼眼球缩小,
左眼瞳孔膜闭,2014-11 双眼眼球缩小,继续随诊观察 
患儿 2 个月时(2015-3)也因双眼“白瞳症”在北京某医院检查怀疑双眼 RB,PHPV。遂回到湖北治

疗,2015-4 来我院检查:双眼晶体后大块灰白组织遮挡,眼底窥不进。右眼可见被牵拉长的睫状突,诊
断双眼 PHPV 可能,分别于 2015-8 及 2016-3 分别行右眼及左眼玻切+剥膜+玻璃体腔粘弹剂填充术,
术后多次复查均可疑光感。2017-6 复查:光感可疑,双眼发育迟缓,视网膜部分复位,右眼视网膜前见

大量结晶样物质。家长诉其行动较其兄灵敏。 
结果 病例讨论时展示 
结论 白瞳症的病因诊断需根据病史､ 年龄､ 性别､ 影像学检查及家族史等综合判断。 
 
 
PO-2428 

发育迟缓患儿先天性白内障围手术期的护理 
 

张连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发育迟缓并发先天性白内障患儿,白内障手术为手术期的护理要点。 
方法 2013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确诊发育迟缓并发先天白内障患儿,并于我院眼科行白内障手术的

38 例患儿(75 眼)。其中伴有癫痫患儿 4例､ 脑瘫患儿 3 例及早产的患儿 15 例。对这些患儿白内障

手术围手术期的病情,进行观察和护理。 
结果 所有患儿术后视力均有提高。除了 1 例术后发生前房出血外,余无伤口裂开及感染等并发症发

生。 
结论 通过精心治疗和护理,发育迟缓并发先天性白内障患儿可减少术后并发症,安全度过围手术期。 
 
 
PO-2429 

Analysis of Screening Results of Retinopathy in Premature 
Infants and Short-term Observation of Anti-VEGF 

Treatment 
 

Ma Xiang, Xiang Nia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ai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ROP) with fundus screening 
in our hospital,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that induced ROP and its incidence, 
and to observ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nti-VEGF treatment of 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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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Preterm infants born with birth weight (BW)<2000 g and/or at gestational age (GA) ≤ 
37 weeks screened for ROP in 2015–2017 a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included (n = 352 , 704 eyes). The 14 factors, such as: gestational age,birth 
weight, gender, blood infusion, test-tube baby, oxygen support, applic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natural labour or cesarean section , hypoxic encephalopathy, neonatal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pneumonia, ARDS were detailed record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fundus 
screening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on ROP group and ROP group, and the two groups 
between the 14 factor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en patients (20 eyes) with preterm infants with 
pre-threshold ROP and 13 patients (26 eyes) with threshold ROP were treated with vitreous 
injection ranibizumab (0.25mg).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 months to observe the 
outcome of fundus lesions and complications. 
Results Of the 352 cases (704 eyes) of the preterm infants who completed the screening, 45 
cases (90 eyes) suffered from ROP and the incidence of ROP was 12.8%. The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fifth stage of ROP was 35.6%(16/45)､ 26.7%(12/45)､ 31.1%(14/45)､ 4.4%(2/45)､
2.2%(1/45. The 14 factors between the ROP group and the non ROP group were analyzed. The 
gestational age, birth weight, oxygen intake, fetal number, blood transfusion were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The remaining factors was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The 23 cases (46 
eyes) preterm infants with vitreous cavity injected with ranibizumab (0.25 mg), 5 eyes need 2 
times injection, and the remaining 41 eyes with a single injection follow-up observation for 3 
months.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ROP in the screening of premature infants in our hospital was 
12.8%. Low birth gestational age, low birth weight, with oxygen history, blood transfusion history, 
the use of ventilators, multiple births more prone to ROP. Intravitreal injection of ranibizumab 
treatment threshold before ROP and threshold ROP was significantly efficacy and safe short-term. 
 
 
PO-2430 

首诊于小儿眼科的儿童颅内巨大肿瘤 3 例 
 

陶利娟,谭艺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回顾分析首诊于眼科的颅内巨大肿瘤的临床病例特点 
方法 Xx 女､ 9 岁､ 因注意力下降､ 性格急躁 2 月并视力下降半月,于 2009 年 8月门诊就诊､ 查双

眼视力 0.4 眼前节正常､ 瞳孔对光反射正常,眼球运动自如､ 双眼底查见视乳头高度水肿､ 隆起､

边界不清､ 静脉扩张迂曲､ 头颅 MRI示双眼大小形态正常､ 眼眶无骨质破坏､ 颅后窝中线第四脑

室内可见高密度类园形块影(CT 值约 93Hu),块影大小约 3.7*3.3*4.0cm,向下达枕骨大孔平面､ 向上
达四叠体池平面､ 第四脑室显示不清,第三脑室及侧脑室明显扩张,可见大小约 3*3.8*4cm 椭圆形稍

长 T2 信号,增强后明显均 强化,小脑蚓部明显受压上移,脑干亦受压,幕上脑室明显扩张,双侧脑室前

后周围可见 T1T2 信号,脑中线结构居中,于当月在外院行肿瘤除术,病例切片结果为:非典型脉络膜层

乳头状瘤。术后三年追踪观察,患儿双眼视力丧失,仅光感,其余各功能恢复良好。 
刘 Xx 男 2 岁  衡东县人, 因双眼视力差\眼球摆动半年于 2008 年 05 月 27 日就诊于我院眼科.体查,
全身情况好,发育正常,神清智力正常,双眼视力检查不合作.,双眼前节无异常,眼位正常,眼球各方向运

动自如,眼球呈水平方向震颤, 角膜透明,前房清,瞳孔圆形,等大对称.药物散大约 8mm,检影右+2.00 
+2.50 *90,左+1.75 +2.75*100, 眼底:双眼视乳头椭圆形.色浅红,边界稍模糊,稍隆起,网膜 A:V=2:3 无

出血渗出.黄斑中心区反应不清。进一步追问病史,患儿无头痛恶心呕吐症状,1 年前因从二楼摔下一

时性昏迷,当地 CT 检查头颅未见异常发现。当天在我院 MRI 诊断报告(头颅 MRI 平扫及增强),鞍上

区可见巨大囊实性肿块,大小约 6*6.1*6.7cm,其内可见分隔影,其信号欠均 ,T1WI 呈低等信号,T2WI
呈高等信号 ,肿块边缘清晰,形态不规则,肿块向下伸入鞍池,向上压迫第三脑室及左侧脑室,左侧脑室

显示不清,两侧海绵窦未见明显累及,中线结构居中,右侧上颌粘度肿厚,强化扫描实性部分呈明显强化,
囊性部分无明显强化。.垂体明显受压于鞍底,视交叉明显受压.,.两侧眼球形态位置对称,两侧视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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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细正常.无扭曲.肌锥内未见异常信号影.两侧内\外直肌上直肌及下直肌形态位置信号未见异常,眼
眶骨质未见明显异常.提示:鞍上区巨大囊实性肿块,压迫视交叉和垂体.考虑颅咽管病可能性大。 
XX 男 11 岁  吉首人,因双眼视力下降 1 月于 2015 年 5 月视力下降雨查因收入院,体查､ 查双眼视力

OD0.1 屈光 OS-4.00D,左-3.25D,近视力 OD 为 0.25OS0.1双眼前节正常､ 瞳孔对光反射存,眼球运

动无受限､ 双眼底查见视乳头轻水肿､ 边界稍不清､ 静脉无明显扩张迂曲､ 入院第二天出现恶心喷

射性呕吐,急查头颅 MRI 发现蝶鞍上方巨大肿瘤。 
结果 3 例患者均转诊神经外科并进行了相关治疗。 
结论 对首诊眼科的患者需重视眼底检查,必要时完善神经系统影像学检查并积极转科治疗。 
 
 
PO-2431 

儿童眼外伤眼内取出树芽一例 
 

宋晓瑾,胡丹,惠延年,王雨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患者男,3 岁,以“右眼被树枝戳伤后眼痛 4 天”来我院就诊。 
方法 门诊诊断为“右眼角巩膜穿通伤”。查体:视力检查不合作,右眼结膜充血,鼻侧角巩膜裂伤,虹膜嵌

顿于鼻侧裂伤处,前房消失,瞳孔变形,晶体黄白色混浊,眼内窥不进;左眼阴性。辅助检查:眼眶 CT:右
眼前房缩小,晶状体改变,考虑晶状体挫伤,其内条带状低密影,待除外异物,请结合临床。急诊全麻下

行“右眼角巩膜穿通伤清创缝合+前房成形+玻璃体腔注药术”,术中发现晶体黄白色混浊,前节未见明

显异物存留征象,眼内窥不清,考虑眼眶 CT 提示眼内有异物的可能性,故在术中行玻璃体腔注药(万古

霉素 1mg),术后患儿前节稳定,术后第一天眼部 B 超检查提示:右眼晶体内条状强回声,伸入前部玻璃

体,请结合临床。遂于术后第 5 天全麻下行“右眼玻切+晶切+球内异物取出+注气术”,术中进行晶切的

过程中发现一黄棕色异物嵌顿于晶体后部皮质,并伸入玻璃体腔,自眼内取出一约

12mm×4mm×4mm 的黄棕色树芽,并进行玻切后,玻璃体腔内注入 0.8ml 长效气体。 
结果 术后患儿眼部病情稳定,未出现眼内炎迹象,并于术后 4 个月以后行“右眼人工晶体植入术”,术后

眼部病情稳定。 
结论 患儿一期手术仅为清创缝合角巩膜穿通伤,前节探查虽未见明显异物,但由于术前完善的眼眶

CT 检查提示眼内异物可能性大,同时行玻璃体腔注药术,有效地控制眼内的感染,为以后的二期手术

创造了有利条件,术后及时行眼部 B 超检查,有利于及早发现眼内异物存留的可能,此时及早的二期玻

切手术及时取出了异物,再次减轻了眼内感染的风险,有利于眼部病情的稳定。 
 
 
PO-2432 

174 例儿童急性中毒临床特点和防治策略 
 

裴保方,郭菡,陈海燕,段彦彦,李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中毒的原因,寻求相应的防治策略,进一步探索儿童安全用药管理的策略与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74 例儿童急性中毒病例资料,对儿童中毒城乡

差别､ 年龄､ 中毒类别及救治预后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 174 例儿童急性中毒病例中,农村 142 例(81.61%),城市 32 例(18.39%),从年龄阶段来看,1 岁

以下 11 例(6.32%),12-36 月 90 例(51.72%),36-72 月岁 53 例(30.46%),大于 6 岁 20 例(11.49%),中
毒种类排名依次是药物中毒 72 例(41.38%)､ 农药中毒 44 例(25.29%)､ 鼠药中毒 25 例(14.37%)､
化学试剂中毒 15 例(8.62%)､ 毒植物中毒 13 例(7.47%)。中毒患儿经过积极的治疗和护理,有 43 例

(24.71%)治愈出院,114 例(65.52%)好转出院,15 例(8.62%)自动出院,2 例(1.15%)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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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急性中毒以药物中毒 多,1~6 岁儿童发生率 高,误服是急性中毒的重要因素,家长应树立

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家庭药品和危险品管理,减少儿童意外伤害发生。 
 
 
PO-2433 

孕期摄入维生素 D 对婴幼儿哮喘发生率影响 
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陈慧,林晓霞,陈珊,刘玲,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进行孕期摄入维生素 D 对婴幼儿哮喘发生率影响的系统分析。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 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 Pubmed数据库､ OVID 数据库,收集国内

外关于孕期摄入维生素 D 对婴幼儿哮喘发生率影响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和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时
间截止至 2017 年 5 月。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后,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终纳入前瞻性队列研究文献 5 篇,RCT 研究文献 4 篇。①孕期饮食摄入维生素 D 水平对婴幼

儿及学龄前儿童哮喘及喘息发生率的影响:5 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分组的标准不同,故采用描述性分

析。5 篇文献均显示,孕期饮食摄入维生素 D 高的孕妇其后代发生哮喘及喘息的几率较小,与孕期饮

食摄入维生素 D 低的孕妇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②孕期补充维生素 D 对婴幼儿哮喘发生率

的影响的 Meta 分析:由于 4 篇 RCT 研究方法设计差异,对其中两项研究合并进行 Meta 分析,共
1355 组孕妇-婴幼儿纳入研究,其中补充维生素 D 组 683 例,安慰剂对照组 672 组,文献间异质性小,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孕期补充维生素 D 的孕妇比服用安慰剂的孕妇后代发生婴

幼儿哮喘的风险较小,OR=0.71,95% CI=(0.54,0.92),P=0.01。 
结论 孕期摄入较大剂量的维生素 D 可以减少婴幼儿哮喘的发生率,孕妇有哮喘相关的危险因素,建议

可以补充维生素 D 片剂, 佳剂量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PO-2434 

Guideline use behaviours and needs of primary ca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Zeng Linan3,4,Li Youping2,Zhang Lingli3,4,Guanjian Liu2,Zhang Yang3,5,Li Honghao6,Yu Jiajie2,Duan Yanjun7 

1.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2.2. Chines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entre/Chinese Cochrane Center,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3.1. Department of Pharmacy/ Evidence-Based Pharmacy Center,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4.3. Key Laboratory of Birth Defects and Related Diseas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Sichu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engdu, China 
5.4. West China school of Pharmac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5. West China Hospit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7.6. College of Pharmac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Omaha, America 

 
 

Objective Clinical guideline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health care 
performance.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uptake and implementation of guidelines by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guideline use 
behaviours and needs of practitioners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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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from December 2015 to May 2016 that included 
practitioners at 268 institutions in 15 provinces in China.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was 
informed by the execution of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sultation of experts. On-site surveys were 
implemented using a paper questionnaire to minimize missing responses.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ovider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clinical guidelines. 
Results Of the respondents, 91.7% (1568/1708) were aware of clinical guidelines, but only 
11.3% (177/1568) frequently used them. The main mechanism by which primary care 
practitioners accessed guidelines was public search engines (63.4%; 911/1438), and practitioners 
seldom reported using biomedical databases. The most frequently identified barriers to guideline 
use were lack of training (49.9%; 778/1560), lack of access (44.6%; 696/1560) and lack of 
awareness (38.0%; 592/1560). Less than one quarter of respondents considered current 
guidelines “entirely appropriate” for use in primary care (23.5%; 339/1442). Most participants 
(96.2%; 1509/1568) believed it was necessary to develop primary care guidelines. Provider 
attitudes towards current guidelin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location and level of the institution 
and professional title of the practitioner (P<0.05).    
Conclusions Our survey revealed poor knowledge and uptake of clinical guidelines in primary 
care, and we identified a gap between the needs of practitioners and availability of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use in primary care in China. In addition, lacking access to and training in 
guidelines also prevented primary healthcare practitioners from using guidelines in daily practice. 
 
 
PO-2435 

Guideline use behaviours and needs of primary ca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Zeng Linan1,Li Youping2,Zhang Lingli1,Liu Guanjian2,Zhang Yang1,5,Li Honghao4,Duan Yanjun5,Yu Jiajie2,Song 

Xue3,Zhen Shangwei4,Wang Xiaodong4 
1.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2.Chines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entre/Chinese Cochrane Center,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3.West China school of Pharmac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4.West China Hospit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5.College of Pharmac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Omaha, America 
 
 

Objective Clinical guideline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health care 
performance.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uptake and implementation of guidelines by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guideline use 
behaviours and needs of practitioners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 in China.  
Methods We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from December 2015 to May 2016 that included 
practitioners at 268 institutions in 15 provinces in China.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was 
informed by the execution of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sultation of experts. On-site surveys were 
implemented using a paper questionnaire to minimize missing responses.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ovider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clinical guidelines. 
Results Of the respondents, 91.7% (1568/1708) were aware of clinical guidelines, but only 
11.3% (177/1568) frequently used them. The main mechanism by which primary care 
practitioners accessed guidelines was public search engines (63.4%; 911/1438), and practitioners 
seldom reported using biomedical databases. The most frequently identified barriers to guideline 
use were lack of training (49.9%; 778/1560), lack of access (44.6%; 696/1560) and lack of 
awareness (38.0%; 592/1560). Less than one quarter of respondents considered current 
guidelines “entirely appropriate” for use in primary care (23.5%; 339/1442). Most participants 
(96.2%; 1509/1568) believed it was necessary to develop primary care guidelines.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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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s towards current guidelin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location and level of the institution 
and professional title of the practitioner (P<0.05).   
Conclusions Our survey revealed poor knowledge and uptake of clinical guidelines in primary 
care, and we identified a gap between the needs of practitioners and availability of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use in primary care in China. In addition, lacking access to and training in 
guidelines also prevented primary healthcare practitioners from using guidelines in daily practice. 
 
 
PO-2436 

儿童不伴腮腺炎症的腮腺炎病毒性脑膜脑炎 
 

林创兴,林广裕,蔡晓莹,吴家敏,陈洁玲,蔡灿鑫,陈俊铎,陈培填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研究儿童不伴腮腺炎症的腮腺炎病毒性脑膜脑炎的发病率及其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10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因病毒性脑炎入住本院儿科的患儿脑脊液标本 108 份。应用

PCR 技术对腮腺炎病毒和其他常见病毒性脑炎病毒进行检测,并分析阳性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 1､ 108 份脑脊液标本中,检出腮腺炎病毒 5 例(检出率 4.6%),5 例阳性标本中均未检出其它病

毒､ 细菌､ 真菌和结核。2､ 5 例腮腺炎阳性病例中,有 1 例在入院第 6 天出现右侧腮腺肿痛;4 例不

伴有腮腺炎症,占全部标本 3.7%。3､ 不伴有腮腺炎症腮腺炎病毒性脑膜脑炎患儿的主要症状是发

热､ 头痛､ 呕吐和抽搐。4､ 不伴有腮腺炎症腮腺炎病毒性脑膜脑炎患儿的脑脊液常规､ 生化､ 头

颅 MRI､ 脑电图结果与普通病毒性脑炎类似。 
结论 腮腺炎病毒性脑膜脑炎可以不伴有腮腺炎症,其 常见的症状是发热､ 头痛､ 呕吐和抽搐。 
 
 
PO-2437 

100 例尿路感染住院患儿临床及感染菌耐药性分析 
 

陈程,吴扬,林广裕,林创兴,蔡晓莹,吴家敏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分析小儿中段尿培养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以期对儿童临床泌尿系统感染的临床诊疗和

预防控制提供有力理论支持。 
方法 按照常规培养鉴定方法对疑似泌尿系感染住院患儿的中段尿进行病原菌培养,选择 100 例中段

尿标本分离培养出病原菌的泌尿系感染患儿,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其病原微生物分布

情况及抗生素药敏反应情况。 
结果 (1)本组泌尿系感染住院患儿中,男性患儿 61 例,女性患儿 39 例,约 3:2;性别分布随年龄不同而

不同,男孩以 3 岁以下多见,女孩以 3 岁以上多见。(2)100 例尿原菌培养阳性病例,革兰阴性菌占

90%,革兰阳性菌占 9%,真菌占 1%; 常见的革兰阴性菌为大肠埃希菌( 69%),其次为肺炎克雷伯氏

菌(8%);革兰阳性菌以肠球菌属 多见。(3)大肠埃希菌对阿米卡星､ 亚胺培南､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的敏感率均大于 90%,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对亚胺培南､ 阿米卡星､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头孢西

丁敏感率大于 90%;而屎肠球菌､ 粪肠球菌对万古霉素､ 利奈唑烷的敏感率较高。(4)100 株细菌中

检出产 β-内酰胺酶菌( ESBLs) 39 株(39%),其中大肠埃希菌产酶率 50.72%(35/69) ,肺炎克雷伯菌产

酶率 50%( 4/8);ESBLs阳性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 美罗培南､ 阿米卡星､ 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 头孢西丁的敏感率均大于 85%。 
结论 (1)泌尿系感染住院患儿中,男孩以 3 岁以下多见,女孩以 3 岁以上多见;(2)儿童泌尿系感染病原

体构成仍以革兰阴性细菌为主,以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常见,均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有较高敏

感性,尿培养结果获得之前不失为首选,危重症者可用亚胺培南。(3)儿童泌尿系统感染治疗形势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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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多重耐药和交叉耐药而日趋严峻,近年来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分离率显著

提高,须引起重视,临床中应根据药敏合理选择抗生素。 
 
 
PO-2438 

120 例儿童下呼吸道感染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分析 
 

邵萍,吴俭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我院下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肺炎克雷伯菌的药敏结果,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性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病区确诊为下呼吸道感

染患儿痰培养送检结果,对分离出的非重复性肺炎克雷伯菌进行药敏分析,并同时监测 ESBLs 和耐碳

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情况。 
结果 2024 份痰标本共分离出 120 株肺炎克雷伯菌,居有所有阳性菌首位,耐药前五位分别为氨苄西

林､ 哌拉西林､ 头孢唑林､ 头孢曲松､ 头孢噻肟,耐药率均>60%,产 ESBLs 分离率为 45%,对青霉

素(氨苄西林除外)､ 头孢菌素的耐药率明显高于非产 ESBLs 菌,对含酶抑制剂的复合剂､ 碳青霉烯

类及氟喹诺酮类药物敏感性较好,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分离率 14.5%呈逐年递增趋势。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在儿童下呼吸道感染中占据重要部分,长期动态监测耐药情况,积极筛查产

ESBLS 菌与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对于临床合理选择抗生素至关重要。 
 
 
PO-2439 

护理干预 5%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效果评价 
 

周晓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措施应用于水合氯醛保留灌肠的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我院小儿骨科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 100 例 0~3 岁幼儿 MRI 检查者为观察对象,给予

护理干预措施。 
结果 90 例患儿一次灌肠成功,2 例化脓性关节炎患儿一次灌肠未成功,重新预约检查后给苯巴比妥静

脉注射。镇静成功。2 例患儿发生不良反应,其中一例患儿检查后持续哭闹 1 小时后入睡,醒后无异

常反应,另一例早产一个月患儿,该患儿给药后突然呼吸抑制,口唇发绀,给予抢救后生命体征平稳,无
其它不良反应发生。3 例患儿家属未按照护理干预流程做保留灌肠准备。3 例患儿在执行保留灌肠

过程中与医护人员配合不当。后面 6 例患儿二次保留灌肠成功配合,取得满意镇静效果。 
结论 5%水合氯醛保留灌肠应用护理干预措施后,有效减少二次灌肠不适感及幼儿对护理处置的恐惧

感,使患儿家属乐于接受并且积极配合治疗。缩短住院时间。节省医疗费用。获得家属认可与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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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40 

激素对隐睾睾丸下降率影响的系统评价 
 

潘振宇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系统评价激素对隐睾患儿睾丸下降率的影响和安全性,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方法 系统检索 PubMed数据库､ EMBASE数据库､ Cochrane 图书馆､ 万方数据库及中国知网的

激素治疗隐睾的随机对照试验,并手工检索相关参考文献。使用 Jadad 评价纳入文献质量,提取相关

信息。应用 RevMan5.1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结果 共纳入 8 个临床研究,Jadad 评分均为 3 分。以睾丸下降率为结局,单侧隐睾中 LHRH vs. 安慰

剂[RR=0.51,95%CI(0.21,1.24),P=0.14],双侧隐睾中 LHRH vs. 安慰剂 
[RR=1.59,95%CI(1.16,2.19),P=0.04],隐睾中 LHRH vs. 安慰剂组 
[RR=4.48,95%CI(2.86,7.02),P<0.00001]。单侧隐睾中 hCG vs. 安慰剂[RR=3.02, 
95%CI(1.27,7.19),P=0.01],双侧隐睾中 hCG vs. 安慰剂[RR=2.12,95%CI(1.50,2.99),P<0.0001]。
所有纳入研究均未报道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需要高质量的研究确定激素治疗隐睾的疗效和安全性,并且这些研究应关注在激素治疗隐睾的

更细化的适应症上。 
 
 
PO-2441 

育英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儿童超说明书用药情况变化及原因分析 
 

林西西,叶继锋,张慧,陈瑞杰,张海邻,李昌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了解住院儿童超说明书用药的现状和原因,探索减少儿科超说明用药的方法,为制定超说明书用

药对策提供依据。 
方法 以温州育英儿童医院儿童呼吸科为例,分层随机抽取该科 2013 年和 2016 年住院儿童的用药医

嘱和出院带药医嘱,依据药品说明书,分析比较两年度超说明书用药变化。 
结果  共抽取 2013 年住院儿童病历 359 份(2848 条用药记录),2016 年住院儿童病历 378 份(2806 条

用药记录),按超说明书用药的医嘱计算,超说明书用药发生率分别为 38.3%和 28.7%,降幅为

25.1%(P<0.01)。各年龄段儿童超说明书用药发生率均有明显下降,婴幼儿超说明书用药发生率下降

为明显,从 38.5%降到 27.8% (P<0.01)。超剂量用药和超频次用药在超说明书用药类型中均排前

两位,其构成变化幅度不大,而超禁忌用药下降 明显,从 2013 年的 15.0%降至 2016 年的 0%。临床

药师入驻病房是超说明书给药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 
结论 儿科超说明书用药不少见,临床医生对药品说明书了解不充分及说明书中儿科用药信息的相对

缺乏是造成超说明书用药的主要原因。临床药师参与临床查房及用药宣教,可以明显降低超说明书

用药的发生,有利于临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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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42 

布地奈德对急性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 
IL-17､  IL-18 的影响及安全性分析 

 
吴学新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布地奈德对急性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白细胞介素 17(IL-17)､ 白细胞介素 18(IL-18)的影响

及安全性。  
方法 100 例急性支气管哮喘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50 例,对照组 50 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吸入,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地塞米松,治疗前后测定血

清 IL-17 和 IL-18,并观察､ 分析其不良反应。 
结果 经比较,两组在治疗后均可降低血清 IL-17 和 IL-18 的表达,而且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总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照组高于治疗组(P <0.05)。 
结论 布地奈德可以明显减少急性支气管哮喘患儿 IL-17 和 IL-18 的表达,并且是安全的。 
 
 
PO-2443 

布地奈德对急性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 
IL-17､  IL-18 的影响及安全性分析 

 
吴学新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布地奈德对急性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白细胞介素 17(IL-17)､ 白细胞介素 18(IL-18)的影响

及安全性。 
方法 100 例急性支气管哮喘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50 例,对照组 50 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吸入,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地塞米松,治疗前后测定血

清 IL-17 和 IL-18,并观察､ 分析其不良反应。 
结果 经比较,两组在治疗后均可降低血清 IL-17 和 IL-18 的表达,而且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总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照组高于治疗组(P <0.05)。 
结论 布地奈德可以明显减少急性支气管哮喘患儿 IL-17 和 IL-18 的表达,并且是安全的。 
 
 
PO-2444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individualization 
of vancomycin in neonates and young infants 

 
Chen Yewei,Lu Jinmiao,Zhu Yiqing,Li Xiaoxia,Zhu Lin,Wang Guangfei,Li Zhip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o develop a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PK) model for vancomycin in neonates and 
infants of less than 2 months of age with a wide range of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weigh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dosing regimen for this populatio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hart review from the neonatal care unit (NICU) at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neonates and young infants of less than 2 months of 
age treated with vancomycin from May 2014 to May 2017. Vancomycin concentr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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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ariates were utilized to develop a one-compartment model with first-order elimination.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final model was evaluated by visual inspections of diagnostic plots, 
nonparametric bootstrap and normalized prediction distribution errors (NPDE).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to design an initial dosing schedule targeting an AUC0-24/MIC ≥400 
for an organism with a MIC ≤1 mg/L in this popul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330 concentration-time data sets from 213 neonates and infants of less than 2 
months of age with postmenstrual age (PMA) and body weight ranging 28-47.9 weeks and 0.88-
5.1 kg were analyzed. Body weight, PMA and serum creatinine level are important factors 
explaining the between-subject variability of vancomyc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for this 
population. The typical population parameter estimates of clearance and distribution volume for a 
2.73 kg infant with a PMA of 39.8 weeks and serum creatinine of 0.28 mg/dL were 0.274 L/h and 
1.62 L, respectively. Dosing regimens based on the AUC0-24/MIC target were formulated. 
Conclusions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for vancomycin in infants of less than 2 months of 
age were estimated. Improved dosage regimens were formulated by incorporating body weight, 
PMA and serum creatinine level. Our results may help clinicians with dose individualization in 
neonates and infant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PO-2445 

利妥昔单抗和霉酚酸酯治疗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的成本效果分析 

 
李静,李琴,卢金淼,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治疗目前对于临床仍然是一个挑战,一些研究发现霉酚酸酯和利妥昔

单抗在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治疗中有效。然而,作为生物制剂,利妥昔单抗的价格远高于霉酚酸

酯,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霉酚酸酯和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成本效果。 
方法 本研究建立了具有五个健康状态(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缓解､ 未缓解､ 复发和终末期肾病)的
Markov 模型,以评估获得每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的成本 
结果 对于霉酚酸酯和利妥昔单抗治疗,每名患儿 20 年的预期费用分别为 217,760.29 元和

164,591.93 元,QALY 分别为 14.4 和 13.0。霉酚酸酯与利妥昔单抗相比,增量成本效果比为

39,773.39 元/ QALY。经过敏感性分析,结果仍然与前一致。 
结论 霉酚酸酯治疗相对于利妥昔单抗治疗更具有经济性。 
 
 
PO-2446 

布洛芬(口服或注射)与对乙酰氨基酚治疗新生儿动脉 
导管未闭的安全性研究进展 

 
戴周丽,卢金淼,吴萍,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为临床合理应用布洛芬(口服或注射)与对乙酰氨基酚治疗新生儿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以及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供参考。 
方法 查阅 Pubmed､ 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收录的(2012-2017 年)布洛芬及对乙酰氨基酚在治疗新生

儿动脉导管未闭的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文献,并据此进行归纳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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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仍然不清楚通过口服和静脉注射布洛芬及对乙酰氨基酚治疗 PDA 能实现哪些长期利益或带来

哪些永久性的危害。我们急需要进一步解决几个的关键性问题,如①建立诊断 PDA 的标准化方案,并

对其血液动力学意义进行分级,②大量随机对照多中心试验(包括未经治疗的对照组),评估大剂量布

洛芬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使用对乙酰氨基酚的药理学数据,③还应特别关注用药后患者的神

经发育并对其进行长期数据跟踪等。 
结论 在使用布洛芬治疗 PDA中应注意胃肠道､ 肾脏､ 心血管､ 视觉等不良反应的监测,对乙酰氨基

酚的安全性较优但临床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PO-2447 

丙戊酸在中国患儿中的药物基因组学与安全应用 
 

胡文清,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为了促进儿童 VPA 合理用药,应该考虑儿童有别于成人的代谢特点和结合 VPA 的代谢途径。

预测 VPA 初始剂量和血药浓度,改善 VPA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应用药物基因组学,建立 PK/PD 模型和对服用 VPA 的患儿进行常规药学监护。 
结果 VPA 的代谢和毒性跟 UGT 和 CYP450 有着紧密联系。两岁以下的患儿应慎用 VPA,对服用

VPA 的患儿进行 CYP2C9,CYP2C19,UGT1A6 等代谢酶基因多态性进行筛查,并且建立群体药动学

(PPK)模型能够更准确地预测 VPA 初始剂量及血药浓度,提升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外,可以对

服用 VPA 的患儿常规进行治疗性药物监测,通过查看血药浓度来调节治疗剂量,并使用缓释剂型。 
结论 平衡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一直是医师和药师的难题,精准医学是如今的趋势,未来希望临床诊

断治疗能有效结合精准医学,能够给儿童､ 特殊人群,甚至给每一位患者真正提供个体化用药。 
 
 
PO-2448 

药物基因组学在儿科领域的应用 
 

李静,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就目前药物基因组学在儿科领域的应用以及面临的挑战做一综述。 
方法 查阅文献,综述讨论 
结果 迄今为止,药物基因组学在儿科领域的应用以及儿童个体化治疗的发展还是非常匮乏的,并且其

发展面临着重重阻碍。尽管如此,对于儿科药物基因组学研究我们仍要特别关注并且投入更多的精

力,通过更多研究逐步理清基因表达和儿童个体发育的关系和影响,同时进一步减少药物基因组学检

测的相关费用,促进其更广泛的应用。 
结论 相信不久的将来,儿科用药将在药物基因组学的帮助和促进下 终发展为个体化的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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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49 

通过开展科研项目加强药师与门诊患者沟通的尝试 
 

陈文文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17 

 
 

目的 医院药师以开展科研项目为契机,与患者进行多种方式的交流,为下一步药师转变服务模式､ 开

展儿童癫痫患者安全合理用药服务提供尝试和参考。 
方法 随机抽取对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6 月在我院门诊接受治疗的 25 例长期口服左乙拉西坦患

儿,调查其用药情况及监测依从性,以患者临床现场随访记录的形式,收集相关治疗信息,了解患者意愿,
并建立公益咨询微信群,同时进行癫痫患儿及家属的健康教育。 
结果 25 位被邀请的患者均愿意参加调查,参与度 100%,多种形式的沟通也获得患者一致好评,长期

用药患者的安全和依从性进一步提高。 
结论 药师转变“以患者为中心”观念和工作方式,采用多种形式对患者用药实行全程关怀,对患者及家

属进行用药教育及人文关怀,真正实现药学工作者的价值,提升药师在公众当中的认知,切实保障患者

安全合理用药。 
 
 
PO-2450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 and serum electrolytes 
among neurally mediated syncope children after different 

oral rehydration salts treatment 
 

Zhang Wenhua1,2,Zou Runmei2,Xu Yi2,Wang Cheng2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 of Changsha Third Hospital 

2.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changes of serum electrolytes between oral 
rehydration salts(ORS) Ⅰ and oral rehydration salts(ORS) Ⅲ treatment among neurally mediated 
syncope children. 
Methods The children with the symptom like unexplained syncope and pre-syncope were 
col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May 2017. After head-up tilt test (HUTT), their serum 
electrolytes were examined. Those who were positive to the HUTT received ORS (ORSⅠ and 
ORSⅢ) and health education.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RSⅠ group (n=27, 4~16 
years old, male 12, female 15) and ORSⅢ group (n=49, male15, female 34, 3~15 years old). 
Results  (1)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sex, age, height, body mass, initial diagnosis 
and rediagnosis interval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2)The total effective percentage of 
ORSⅠ treatment was 62.96%,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percentage of ORSⅢ treatment was 
79.59%,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ORSⅠ group and ORSⅢ group(χ
2=2.483,P>0.05). (3)Before treatment the serum sodium[(140.20±2.26)mmol/L vs (138.39±
2.72)mmol/L,t=2.856,P<0.05] in the ORS Ⅲ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RSⅠ group, the 
serum phosphorus[(1.46±0.19)mmol/L vs (1.65±0.29)mmol/L,t=3.146,P<0.05] in the ORS Ⅲ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RSⅠ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sodium[(140.31±
2.01)mmol/L vs (138.88±2.08)mmol/L,t=2.692,P<0.05] and serum calcium[(2.31±0.09)mmol/L 
vs (2.24±0.11)mmol/L,t=2.696,P<0.05] in the ORSⅢ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RSⅠ 
group, the serum phosphorus[(1.45±0.16)mmol/L vs (1.61±0.25)mmol/L,t=3.128,P<0.05] in the 
ORS Ⅲ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RSⅠ group. (4) After ORSⅢ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serum electrolytes between HUTT positive group and HUTT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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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P>0.05). After ORSⅠ treatment the serum calcium[(2.29±0.1)mmol/L vs (2.19±0.1) 
mmol/L,t=2.501,P<0.05] and serum phosphorus[(1.71±0.24 mmol/L vs (1.5±0.21) 
mmol/L,t=2.392,P<0.05] in HUTT positiv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HUTT negative group,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serum sodium, potassium, magnesium, chloride(P>0.05). 
(5)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serum electrolytes between pre-treatment and post-
treartment of the ORSⅠ group and the ORSⅢ group(P>0.05). (6)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serum electrolytes between VVS and POTS of the ORSⅠ group and the ORSⅢ 
group before ORS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efficacy of ORSⅢ and ORSⅠ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NMS. ORSⅢ was better than ORSⅠ in compliance, and children were more 
receptive. 
 
PO-2451 

青岛市儿科住院患者多重耐药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刘小梅,林荣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了解青岛某三甲医院住院患儿临床分离的多重耐药菌的分布和变化趋势及对检出的多重耐药

菌的耐药性分析,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2015 年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住院患儿中分离的多重耐药菌,对其分布､

耐药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青岛某三甲医院 2013-2015 年共分离出 469 株致病菌,其中多重耐药菌为 357 株,革兰氏阳性

菌 208 株,革兰氏阴性菌 145 株,真菌 4 株。 多见的多重耐药菌为多重耐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RCNS),其次为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自 2013-2015 年耐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由 3.09%增长至 24.73%,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由 6.18%增长至

21.50%,HLAR 由 1.03%增长至 6.45%,产 ESBLs肺炎雷伯菌､ 阴沟肠杆菌､ 鲍氏不动杆菌逐年检

出率出现下降趋势;普通儿科检出多重耐药菌占总耐药菌的 40.89%,血液儿科为 24.64%,新生儿科为

34.47%;标本检出率 高为血液(56.58%),其次分别为尿液(14.29%)､ 痰液(8.96%),其中多重耐药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在血液中检出 高,鲍氏不动杆菌

､ 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在痰液检出 高。革兰氏阳性菌对红霉素､ 青霉素､ 克林霉素耐药率高,
而对替考拉宁､ 替加环素､ 呋喃妥因较敏感;革兰氏阴性菌对氨苄新林､ 头孢唑林､ 复方新诺明耐

药率高,而对厄它培南､ 比阿培南､ 头孢噻吩较敏感。 
结论 自 2013-2015 年该三甲医院住院儿童多重耐药菌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MRSA)呈上升趋势,产 ESBLs肺炎雷伯菌､ 阴沟肠杆菌､ 鲍氏不动杆菌呈逐年下降趋势;检出

的多重耐药菌主要对青霉素类､ 三代头孢菌素类､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有较高的耐药率,尚未培养出

对利奈唑胺､ 万古霉素耐药或中介的多重耐药菌,而对碳青霉烯类､ 加酶抑制剂复合制剂､ 糖肽类

敏感性较高,但耐药率出现升高趋势,临床医师需明确感染部位及时送检细菌培养标本,选择正确､ 有

效抗生素治疗,避免多重耐药菌产生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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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52 

WHO 儿童基本药物示范目录药品 
在上海某儿童医院的可及性调查 

 
朱琳,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以上海一家三级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为例,以 WHO 儿童基本示范

目录药品为例调查儿童基本药物的可及性,探究中国儿童基本药物可及性调研的方法路径。 
方法 选取 WHO 儿童基本药物示范目录(2015 年第 5 版)中的药品,采用 WHO/HAI 新研究方法调

查上海市一家三级儿童医院的可获得性､ 药品价格。 
结果 在所有的 2015 版 WHO 儿童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的 653 种药物(明确至有效成分､ 剂型､ 规格)
中,我院可获得的现有药品有效成分､ 剂型与之符合的有 185 种,占 28.3%;有效成分与之符合的有

362 种,占 55.4%。 
结论 在我院中,WHO 儿童基本药物示范目录中的可获得性按照有效成分计基本覆盖,药品情况符合

我国儿童的疾病发生率。但对于适宜儿童的特殊剂型以及规格,可获得性有待提升。 
 
 
PO-2453 

儿童中成药使用方法的临床研究调查 
 

张继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15 

 
 

目的 了解医院临床使用中成药的处方､ 审方､ 用药,三个不同群体对儿童患者临床使用中成药的文

化观､ 价值观,为课题开展减少偏倚性,为课题的研究提供有临床意义的关联信息,为建立本院儿童患

者临床使用中成药规范,构建一个协作跨学科的合作团队,使来我院的儿童患者从本课题研究中 终

获益。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法,与临床紧密结合科研指导思想,对本院部分临床医生,药师､ 儿童患者的法定监

护人三类人群开展“儿童中成药使用现状”的临床调查。 
结果 医生､ 药师､ 患者三方虽然各自的价值观､ 文化观､ 社会观差异性,但是对儿童患者临床使用

中成药的共同关注点具有一致性。 
结论 儿童患者特殊人群中使用中成药的安全性已引起广泛关注,构建一个优化的儿童中成药给药方

案,对儿童健康有益。 
 
 
PO-2454 

国产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儿童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慢性期的早期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张利强,陈振萍,马洁,苏雁,郑杰,吴润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评价国产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新诊断儿童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的早期血液学､ 细

胞遗传学､ 分子学反应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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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2 例初次确诊儿童 CML-CP 患者,给予国产甲磺酸伊马替尼 260-340mg/m2每日 1 次治疗,评
价其 3､ 6､ 12个月时的血液学､ 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反应及安全性。 
结果 12 例患儿均治疗≥3 个月,其中 8 例患儿治疗>6 个月,4 例患儿>12 月。治疗 3 个月时,完全血

液学反应(CHR)率为 83.3%(10/12); 41.6%(5/12)获得主要细胞遗传学反应(MCyR), 
66.7%(8/12)BCR—ABL 转录本水平≤10%。治疗>6 个月时,8 例患儿中 CHR 率为

100%(8/8);CCyR 率为 62.5%(5/8);50%(4/8)BCR-ABL≤l%,治疗>12 个月共 4 例,全部

(100%)BCR—ABL≤0.1%。 常见不良反应为血液学不良反应 50%,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依次为消化

道症状 4 例(33.3%)､ 水肿 2 例(16.6%)､ 骨关节痛 1 例(8.3%)､ 不明原因发热 1 例(8.3%),不良反

应易控制,无药物毒性相关性死亡。 
结论 国产甲磺酸伊马替尼初始治疗新诊断儿童 CML-CP的早期血液学､ 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反应

良好,安全可靠。 
 
 
PO-2455 

儿童过敏性紫癜药学服务方案的制订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张艳菊,王晓玲,赵立波,史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过敏性紫癜(HSP)用药教育的需求点及其影响因素,制订针对不同人群的 HSP 药学服

务方案。 
方法 设计调查问卷,对 2016 年 6~8 月在我院中医科住院治疗的 HSP 患儿及其家长进行共 15 个指

标的横断面调查,了解不同人群对 HSP 用药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其对 HSP 药学服务的需求点;对 6
个主要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明确了需要分别进行个体化 HSP 药学服务的人群。 
结果 被调查的所有家长均认为药师进行出院指导对患儿用药非常有帮助;家长对患儿激素的减量方

法和胃肠黏膜保护剂的用法用量知晓率极低;对于大部分指标,来自城市的家长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家长较农村家长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知晓情况好;来自农村的家长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认

为患儿存在家庭服药困难的人数占比大。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患儿家长来源于城市还

是农村与主要指标的知晓程度成正相关,而与家长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无相关性。 
结论 以 6 项主要指标作为核心内容,另 9 项次要指标作为辅助内容,依据横断面调查结果,分别针对城

市和农村两类家长人群,制订侧重点不同的个体化药学服务方案,以期为 HSP 患儿和家长提供更全面

的用药指导,提高院外服药依从性,减少复发,对 HSP 患儿远期预后产生积极影响。 
 
 
PO-2456 

循证药学在我院超说明书用药管理中的应用 
 

张云霞,赵瑞玲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循证药学方法,在促进我院超说明书用药规范化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药师运用循证药学方法对第一批上报的 6 例超说明书用药循证证据进行系统检索,对医师提供

的证据进行补充,并整理形成书面材料,呈递给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审批。 
结果 经过证据补充,6 例超说明书用药均得到一级证据,证据丰富详实,通过我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

学委员审批,在院内进行备案。 
结论 运用循证药学方法,提供更丰富更高级别的超说明书用药循证依据,以便于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

学委员会的审评,对超说明书用药的规范管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782 
 

PO-2457 

儿童急性白血病合并缓症链球菌血症 8 例 
 

林丹娜,余莉华,龙军,王小兰,巫一立,杨丽华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0 

 
 

目的 探讨儿童白血病合并缓症链球菌血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及抗生素选用方案。 
方法 选取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收治的儿童白血病合并菌血

症病例 78 例,其中缓症链球菌血症 8 例(10.26%),总结缓症链球菌血症发生的易感因素､ 临床表现

､ 药敏试验结果､ 治疗方案及病情转归。 
结果  8 例患儿均发生于白血病化疗后 1 周以上粒细胞缺乏期(粒缺);4 例感染前有 7 d 以上第三代头

孢菌素暴露史;5 例有 10 d 以上质子泵抑制剂(PPI)用药史。弛张高热发生率为 100%(8/8 例),寒战､

口腔溃疡和肺炎的发生率均为 62.5%(5/8 例)。严重合并症(重症肺炎)的发生率为 37.5%(3/8 例)。
对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 青霉素和头孢噻肟的敏感率分别为 100.0%､ 100.0%､ 37.5%和 25.0%。

7 例应用美罗培南,其中 5 例在用药 3 d 后发热无改善,根据血培养药敏结果更换为利奈唑胺;1 例患

儿应用头孢哌酮/舒巴坦。8例患儿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血培养转阴时间､ 粒缺持续时间和抗生素

总疗程分别为 1~19 d(平均 10.4 d)､ 4~22 d(平均 13.4 d)､ 10~30d(平均 21.6 d)､ 9~26 d(平均

18.3 d)。3 例重症肺炎患儿中,1 例行呼吸机辅助通气 1 周。 
结论 缓症链球菌是白血病患儿合并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之一;化疗后粒细胞缺乏､ 口腔炎､ PPI 及抗

生素暴露史为缓症链球菌感染的高危因素;发热､ 口腔炎及消化道､ 呼吸道症状为常见临床表现;青
霉素及头孢菌素类药物耐药率高,利奈唑胺敏感且疗效确切,缩短病程,改善预后,可作为经验用药。 
 
 
PO-2458 

持续静脉滴注促皮质素(ACTH)治疗婴儿痉挛症 
不良反应的观察和护理对策分析 

 
刘微,易启明,屈小金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和探讨持续静脉滴注促皮质素治疗婴儿痉挛症不良反应的护理对策和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收治的痉挛症患儿 45 例,使用小剂量促皮质素持

续静脉注射,连续治疗 14d 为一个疗程,观察治疗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和相应的护理对策。 
结果 45 例患儿预后良好,无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实时监测患儿的血压､ 心律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时处理电解质紊乱和感染等事件,严格控制

药物的摄入量,能够有效减少促皮质素持续静脉滴注产生的不良反应,改善预后情况,加快恢复的进程,
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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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59 

Off-label use of tacrolimus in children with Henoch-
Schönlein purpura nephritis: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Zhang Dongfeng,Zhao Wei 

Children's Hospital of Hebei Province 050031 
 
 

Objective Tacrolimus was used off-label in the treatment of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nephritis 
(HSPN) in children. The objective of this pilot study was to assess its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Methods Children with HSPN receiving tacrolimus as empirical treatment was included in this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Effectiveness was classified as complete remission, partial 
remission or nonresponse. General safety data analyses during and after study drug exposure 
included adverse events, reasons for discontinuation, deaths, laboratory data, and vital signs. 
Trough concentration was determined using HPLC-MS/MS method. Pharmacogene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CYP3A5 gene. 
Results A total of 20 patients with a mean age of 7.5 (range 3 – 12) yea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welve patients reached complete remission and eight patients reached partial remission 
at the end of 6 month treatment. No patients discontinued tacrolimus treatment due to adverse 
events, and no drug-related adverse events were shown to have a causal association with 
tacrolimus therapy. Dose adjusted trough concen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hildren with 
CYP3A5*1 allele as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 CYP3A5*3/*3 genotype (170.7±100.9 versus 
79.8±47.4 (ng/ml)/(mg/kg)). 
Conclusions This pilot study showed that tacrolimus might be an effective, and well-tolerated 
drug for the treatment of HSPN in children. CYP3A5 polymorphism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crolimus concentration. 
 
 
PO-2460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儿科临床用药安全性分析 
 

薛智民,赵瑞玲,高明娥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分析注射用头孢噻肟钠儿科临床应用的安全性。 
方法 采集山西省儿童医院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使用注射用头孢噻肟钠的住院病历信息,使用

SPSS13.0 软件对收集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671 例使用注射用头孢噻肟钠均有合并用药现象。收集到药品不良反应 175 例,发生率为

10.47%。不良反应发生在不同年龄段和溶媒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不良反应发生率属常见,3 岁以下儿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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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61 

锌补充制剂预防 0-5 岁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李汶睿

1,2,3,张伶俐
1,2,3,黄亮

1,2,3,曾力楠
1,2,陈莉娜

1,刘丹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循证药学中心 

3.四川大学药学院 
 
 

目的 系统评价锌补充制剂预防 0-5 岁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为临床预防性治

疗提供循证参考。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Cochrane 图书馆､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7 年 3 月,收集锌补充

制剂预防 0-5 岁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RCT)。2 名研究者对符合纳入排除标

准的临床研究进行资料提取,并参考 Cochrane 系统评价手册 5.1.0 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 5.3
统计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8 项 RCT,合计 11583 例患儿。Meta 分析结果显示:有效性部分共纳入 7 项 RCT,在急

性下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方面,锌补充制剂组与安慰剂组疗效相似 [ RR=0.91,95%CI (0.81,1.04), 
P=0.17 ];在严重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方面,锌补充制剂组与安慰剂组疗效相似

[ RR=0.64,95%CI (0.21,1.94), P=0.43 ]。按预防用药的时间进行亚组分析,锌补充制剂组(用药≥2
个月)相较于安慰剂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相似[ RR=0.90,95%CI (0.76,1.07), P=0.25 ];锌补

充制剂组(用药<2 个月)相较于安慰剂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相似[ RR=0.96,95%CI 
(0.89,1.04), P=0.25 ]。安全性部分共纳入 2 项 RCT,锌补充制剂组与安慰剂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导

致的死亡相似,未观测到不良反应的发生。 
结论 当前证据显示,与安慰剂相比,锌补充制剂无预防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疗效,未降低急性下呼吸道感

染引起的患儿死亡率,无不良反应的报道。受纳入研究数量的限制,上述结论尚需开展更多高质量研

究予以验证。 
 
 
PO-2462 

32 例危重患儿镇痛镇静药物撤药综合征临床分析 
 

杨卫国,周雀云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我院重症医学科 2015-2016 年实施镇静镇痛治疗出现的 32 例撤药综合征患儿临床特征进行分

析,找出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方法  重症医学科持续镇静镇痛(芬太尼+咪哒唑仑)患儿停药过程中出现

肢体震颤､ 激惹､ 哭吵不安,多汗及吐泻等表现,排除其它原因,将减撤药物恢复至减量前症状消失者

诊断为撤药综合征。对其发生率､ 临床症状与体征､ 影响因素等应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 
方法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病人用药时间与用药剂量分别用均数±标准差

( ±s)表示,两组之间进行 t 检验。而发病率及临床表现则进行描述性研究,了解他们发生情况 
结果 ⑴撤药综合征的发生率为 11.81%(32/271); ⑵出现撤药综合征患儿平均年龄 17.5±4.22 个月;
临床表现前三位分别为肢体颤动(59.3%,19/32)､ 烦吵(46.8%,15/32)和多汗(43.7%,14/32);撤药综合

征出现时间 43.5±3.2 小时;⑶发生撤药综合征患儿使用芬太尼量为 1428±263ug/kg, 用药时间为

9.2±2.4 天;⑷发生撤药综合征患儿使用咪哒唑仑量为 63286±1257ug/kg, 用药时间为 8.3±3.1 天;与
未发生撤药综合征患儿比较,芬太尼与咪哒唑仑用量明显增加,用药时间明显延长(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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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撤药综合征在儿童重症医学科镇静镇痛患儿减药过程中比较常见,多见于 3 岁以内患儿,且多表

现为肢体颤动､ 烦吵及多汗。出现在减药 2 天内。其发生与用药量与时间明显相关,临床工作中需

增加对该病认识,及时处理。同时尽量减少镇静镇痛药物使用剂量与时间,预防撤药综合征的发生 
 
 
PO-2463 

新生儿败血症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菌及耐药性检测结果分析 
 

姜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败血症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菌及耐药性检测结果。 
方法 对我院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产科分娩的共 3200 名新生儿进行诊断调查,统计败血

症发生率,分析其流行病学特征,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新生儿败血症产生的危险因素。对发

生败血症者行血液病原菌及耐药性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本组新生儿中共有 76 例发生败血症,发生率为 2.53%;其中男性､ 胎龄<37周､ 出生日龄<7d､
出生体质量<1500g､ 剖宫产､ 1min Apgar 评分≤7分､ 5min Apgar 评分≤7 分新生儿败血症构成

比均较高,贫血､ 肺炎､ 高胆红素血症､ 血小板减少症等为该病常见合并症;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胎
龄<37孕周､ 出生日龄<7d､ 出生体质量<1500g､ 合并肺炎､ 合并贫血是影响新生儿败血症发生的

危险因素;病原菌检测结果中革兰阳性菌､ 革兰阴性菌构成比较高,分别为 57.89%和 34.21%;凝固酶

阴性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 替加环素耐药率较低(均为 0);对青霉素 G 和红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88.33%和 88.89%,对庆大霉素的耐药率高达 61.11%,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 替加环素

耐药率较低(均为 0);对青霉素 G 和链霉素均具有高耐药性,耐药率达 88.33%;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

古霉素､ 环丙沙星､ 利奈唑胺､ 复方新诺明､ 左旋氧氟沙星､ 呋喃妥因､ 利福平､ 链霉素､ 莫西沙

星､ 替加环素耐药率均较低(均为 0);对青霉素 G､ 红霉素及庆大霉素均有较高耐药率(均为 75%);肺
炎克雷伯杆菌对丁胺卡那和呋喃妥因耐药率较低(均为 9.09%);对氨苄西林､ 头孢曲松､ 头孢唑林耐

药率高,分别为 81.82%､ 72.73%､ 72.73%;大肠埃希菌对厄他培南､ 丁胺卡那､ 头孢替坦耐药率较

低(均为 0);对氨苄西林耐药率高达 88.89%,对哌拉西林､ 头孢唑林､ 呋喃妥因也具有高耐药率(均为

77.78%),对氨曲南和头孢曲松的耐药率亦较高(均为 66.67%);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对丁胺卡那耐药率

较低(均为 0);所有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对氨苄西林､ 氨曲南､ 头孢替坦､ 头孢曲松､ 头孢唑林及呋喃

妥耐药(100%)。白色假丝酵母菌对伏立康唑､ 氟康唑和 5-氟胞嘧啶耐药率较低(均为 0),对两性霉素

-B 耐药率较高(66.67%)。 
结论 影响新生儿败血症产生的危险因素较多,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预防措施。新生儿败血症较易由

革兰阳性菌引发,且不同感染病原菌对各种抗菌药物耐药率不同,应当及时检测并给予针对性治疗,以
改善预后。 
 
 
PO-2464 

抗癫痫患儿住院-门诊全程药学服务模式探索与实践 
 

杨锐,周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索儿童抗癫痫药学专科服务在住院部和门诊部服务内容的建立。 
方法 结合我院特点以及国内外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药学服务项目的先进经验,探索构建适合儿童抗

癫痫药物长期治疗在住院部和门诊部的综合管理。汇总分析实施这项药学服务模式过程中收集发现

的该群体药物治疗现状及患儿家属关心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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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新华医院药学部自 2016 年 6 月开设抗癫痫门诊以来,其中住院部完成 50 例,截至 2017 年 2 月

底,总就诊量已达到 240 人次。通过门诊面对面交流发现 60%-70%癫痫患儿家属对患儿病情监测､

服药方法及药物认识､ 癫痫疾病治疗要点认识､ 不良反应监测认识均不全面,其中,约 5%家属对相

关知识甚至完全不知。由于对癫痫治疗要点及抗癫痫药物缺乏全面的认识,约有 25%的患者家属对

不良反应存在过度忧虑;由于短期疗效不理想或有轻微不良反应急切换药停药的家属比例高达

26%。 
结论 相当一部分癫痫患儿家属对抗癫痫药物治疗要点的认识上,以及自我用药安全监测上存在认识

盲区。住院和门诊综合全面管理的专科药学服务模式对于更好帮助患儿家属理解药物治疗,打消对

长期用药不良反应的过度顾虑,配合坚持长期药物治疗有积极的意义。 
 
 
PO-2465 

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血小板参数测定的临床意义 
 

林荣军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0 

 
 

目的 分析血小板功能状态对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取回顾性研究方法,对 90 例支原体肺炎患儿(重症 60例､ 轻症 30 例)及 30 例对照组患儿的

血小板计数( PLT)､ 血小板分布宽度( PDW)､ 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 ､ 血小板压积(PCT)､ 大血小
板比率(P-LCR)等进行测定及比较 
结果 入院 24 小时内(急性期),重症组的 PLT 与 PDW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轻症组的 PLT 显著高于对

照组,PDW 显著低于对照组;重症组的 PLT 与 PCT 均显著低于轻症组。重症组患儿入院 24 小时内

及出院前 24 小时血小板各项参数比较(急性期与恢复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急性期 PLT､
PCT 均显著低于恢复期,PDW､ MPV､ P-LCR 均显著高于恢复期 
结论 通过测定支原体肺炎患儿血小板参数可协助了解病情,其中,PLT 的变化具有临床代表性,重症支

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 PLT 常下降,而轻症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 PLT 常升高,这对临床早期识别重症

支原体肺炎患儿具有重要意义。 
 
 
PO-2466 

我院全肠外静脉营养液不合理处方分析 
 

王刚,黄晓英,余春飞,赵华,陈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对我院 2014 年 4 月---2017 年 4 月的全肠外静脉营养液(TPN)处方进行分析,为临床规范化调

配 TPN 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抽取我院 2014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期间全肠外静脉营养液电子处方,对配方成分组成

统计分析 
结果 在随机抽取的全肠外静脉营养液处方共 18502 张,不合理用药处方为 354 张,占总处方数的

1.92%,存在糖脂比不合理､ 含氮量偏低､ 及电解质用量配伍等问题 
结论 为提高临床营养治疗的安全性､ 有效性,需要建立个体化全肠外静脉营养液处方审核系统,来进

一步规范全肠外静脉营养液处方配置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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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67 

基于医疗大数据开展儿童用药上市后安全性主动监测可行性研究

—中国 17 家儿童医院信息系统现状调查 
 

尉耘翠
1,杨羽

2,胥洋
2,蔡婷

2,聂晓璐
1,刘亦韦

1,彭晓霞
1,詹思延

2,王晓玲
1,贾露露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 
 
 

目的 探讨基于医疗大数据开展儿童用药上市后安全性主动监测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 2016 年 5—7 月对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所属 17 家儿童医院(三级甲等 14
家,三级乙等 3 家,分布在全国 17 个省级行政区域)进行了医院信息系统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围绕开

展儿童用药上市后安全性主动监测所需变量设计,共 146 个问题,涉及数据库特征､ 变量信息计算机

化程度(涉及 21 个变量)､ 变量信息结构化程度(涉及 39 个变量)､ 数据类型､ 数据编码情况､ 信息

系统链接及共享意愿等 6 部分内容。对回收的问卷采用 EXCEL 2007 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 
结果 在有效回收期内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100%。信息系统内数据起始日期从 1999 年到 2014 年,共
存储约 6 000 万例患儿的医疗信息。用于评价计算机化程度的 21 个变量信息在所有科室均实现计

算机化的医院有 10 家;在半数以上科室实现计算机化的医院有 2 家。用于评价数据结构化程度的

39 个变量信息中,有 10 个变量在 17 家医院均为结构化数据,23 个变量在 10~16 家医院为结构化数

据,6 个变量在 2~6 家医院为结构化数据。数据类型和编码情况差异较大,数据编码多以院内标准为

主。17 家医院中 10 家医院(58.8%)可通过统一编号对“患者基本信息”“用药信息”“诊断信息”和“实验

室信息”等 4 类核心变量信息模块实现全部相互链接,7 家医院(41.2%)可实现部分相互链接;12 家医

院(70.6%)对共享“脱敏”后数据开展儿童用药上市后安全性研究表示支持。 
结论 多数儿童医院具备整合各模块数据形成数据链的客观能力和意愿,基于医疗大数据开展儿童药

物上市后安全性主动监测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基础。但结构化水平和编码情况差异较大,需进一步完

善医疗数据标准化建设。 
 
 
PO-2468 

胎盘屏障与药物转运研究进展 
 

秦一,孙宁,王思铮,赵立波,王晓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为了探索母体给药后对胎儿的生殖发育影响,研究药物经过胎盘屏障与药物转运的特点,对胎盘

屏障､ 胎盘转运模型､ 胎盘转运体进行了文献总结,确认了后续研究的细胞模型和转运体。 
方法 文献检索,中文文献检索万方和 CNKI 数据库,检索词“胎盘屏障”“胎盘转运体”“胎盘”。英文文献

检索 PubMed 数据库,检索词为“placenta barrier” “placenta transporter”。 
结果 相关中英文文献纳入 57 篇,中文文献 21 篇,英文文献 36 篇,均为 新研究。 
结论  
胎盘屏障和胎儿体内分布研究较少,尤其是涉及到胎儿代谢物和胎儿组织分布方面。在

胎盘转运模型方面,越来越多采用综合性模型和在体动物模型。胎盘转运体的研究主要

围绕 P 糖蛋白转运体进行,在进行相关药物探索时,可以考虑计算机模拟寻找相关转运

体。通过动物实验和生物学实验,揭示药物透过胎盘屏障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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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69 

拉莫三嗪在癫痫患儿中的稳态血药浓度分析 
 

马婧,王冉冉,黄晓会,陈霁晖,祁佳,张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癫痫患儿服用拉莫三嗪后的稳态血药浓度 
方法 选取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科门诊和病房就诊

的癫痫患儿 170 例。所有患儿均用拉莫三嗪治疗,按说明书用药。所有患儿均于用药 2~3 个月后复

诊,并静脉取血。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拉莫三嗪在癫痫患儿中的稳态血药浓度。比较拉莫三嗪

在不同年龄､ 性别癫痫患儿中的血药浓度监测结果。 
结果 拉莫三嗪的有效血药浓度(稳态谷浓度)范围为 2.0~20.0μg/ml。拉莫三嗪在 170 例癫痫患儿的

血药浓度的测定结果中,150 例(88.2%)血药浓度在治疗窗内,19 例(11.2%)血药浓度偏低,1 例(0.6%)
血药浓度偏高。0~5､ 6~14､ 15~18 岁患儿在服用拉莫三嗪后的稳态血药浓度依次为 6.3(2.3,9.8)
､ 6.0(3.2,7.8)､ 2.8(1.5,3.6)μg/ml,15~18 岁患儿拉莫三嗪的血药浓度出现明显偏低。男､ 女性患儿

在服用拉莫三嗪后的稳态血药浓度分别为 6.0(3.0,8.4)､ 5.8(2.7,7.5)μg/ml,女性与男性癫痫患儿的

拉莫三嗪血药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拉莫三嗪在癫痫患儿中的稳态血药浓度存在年龄差异,但是与性别无关。 
 
 
PO-2470 

头孢硫脒在儿童输液中的稳定性研究 
 

张淼,吕萌,李玉柳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研究头孢硫脒在儿童静脉输液中的配伍稳定性。 
方法 将注射用头孢硫脒用我院常用的输液溶媒(5%葡萄糖注射液,0.9%氯化钠注射液)进行溶解,并
稀释至所需浓度,然后将不同浓度的头孢硫脒注射液分别放置 0h､ 1h､ 2h､ 4h､ 8h､ 12h､ 16h,用
高效液相色谱进行测定,对比放置前后头孢硫脒的浓度变化。 
结果 头孢硫脒的葡萄糖注射液在 8h 内浓度未见下降,12h 时浓度开始下降,16h 时浓度降至原来的

95%以下。头孢硫脒的氯化钠注射液放置 12h 浓度未见下降,16h 时浓度稍有下降。 
结论 头孢硫脒的葡萄糖注射液放置 8h 是稳定的,8h 内尽快使用,并建议增加 10h 时的头孢硫脒的浓

度值。头孢硫脒的氯化钠注射液放置 12h 是稳定的,12h 内尽快使用。在实际输液过程中, 好做到

现用现配,配置的头孢硫脒溶液尽快使用,没有及时使用完毕的头孢硫脒注射液放置冰箱低温保存。 
 
 
PO-2471 

国内外儿童药物剂型现状分析及政策建 
 

张萌,贾露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调研对比国内外儿童药物剂型现状,分析国内外儿童药物剂型研发政策,为促进我国儿童适宜剂

型的研发提供政策建议。 
方法 研究采以课题组前期获得的 376 种儿童适宜的活性成分为研究对象,调取国内 34 家三级儿童

医院现行药品目录,同时调取 IMS PADDS 数据库,调取欧､ 美､ 日､ 韩等国家/地区已上市的相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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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信息,获得国内外儿童药物剂型,对比调研结果;搜集国内外推荐的儿童适宜剂型,为我国儿童药物剂

型研发提出政策建议。 
结果 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国内儿童药物剂型品种涉及 40 种,其中口服制剂包括 21 种剂型;国外儿童

药物剂型品种涉及 50 种,其中口服制剂包括 23 种剂型。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外药物剂型整体种类差

别不大,但单独分析各个作用类别时,国外药物的剂型种类更加丰富;从儿童用药适宜性来看,国外已上

市的药物中,更多的药物制成了 EMLc 推荐的口服液体剂型或灵活固体剂型,同时,国外药物中,直肠给

药制剂(如栓剂､ 灌肠剂､ 直肠凝胶剂等)的数量明显高于国内药物,覆盖的作用类别更广,给低龄患

儿提供了更多的用药选择,有助于提高用药依从性。同时,WHO 的《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EMLc)
及欧盟的《儿童适宜剂型评价表》都给出了儿童适宜的用药剂型,但我目前尚未有相关指南颁布。 
结论 基于研究结果,研究提出 4 点政策建议:1.加快制订我国儿童基本药物目录并出版国家权威儿科

指南;2.建议有关部门出台儿童药物研发指南,指导企业开发符合临床需求的儿童药;3.建议政府部门

对于港澳台已上市的药物,给予特殊引进政策;4.加大儿童用药研发激励政策力度,鼓励儿童药物的研

发。 
 
 
PO-2472 

长春新碱静脉注射无外渗致组织溃疡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薛晓茹,刘惠萍,王晓玲,郭俊清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对我科 5 例输脉注射长春新碱液体无外渗却出现组织红肿及静脉炎的现象进行系列分析 
方法 从药物药理作用､ 渗透压､ 血流速度､ 炎性反应等方面查找原因 
结果 通过从培训､ 规范操作､ 血管选择､ 静脉炎处理方法等方面着手 
结论 VCR 作为儿童常用化疗药之一,使用过程中渗夜风险很高,可造成化学性静脉炎,发生血管炎性

反应,从而引起组织溃疡,出现不良反应应积极处置,提高静脉输注化疗药物的预见性,避免组织出现炎

性反应现象,帮助患儿顺利完成化疗。 
 
 
PO-2473 

儿童髓外白血病个体化治疗的疗效观察 
 

王君霞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是儿童时期 常见的血液肿瘤,又是一组异质性非常高的疾病。对系

统治疗的 ALL 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探讨安全､ 有效的防治措施。 
方法 收集自 2011.01-2016.07 的 36 例 ALL,结合每个患儿的具体情况､ 家庭对疾病的感知程度及

经济因素,制定每个患儿的化疗方案;依次完成诱导缓解､ 巩固､ 庇护所治疗､ 早期强化等疗程;在维

持治疗阶段,以大剂量甲氨蝶呤(HD-MTX)+同步 VP(长春新碱､ 强的松)为“小强化”方案,同时坚持全

程三联鞘注(TTT)。 
结果 36 例诱导缓解率为 100%,1 例在骨髓抑制期出现头痛,头颅 CT 示蛛网膜下腔出血,经综合治疗

后好转;一患儿在维持阶段合并颅内出血死亡。停药的 19 例病人中,目前无复发病例。 
结论 ALL 的诱导缓解(CR)率及 5 年无病生存率(DFS)已有明显提高,但各个同一类型的 ALL 对治疗

反应有较大差别;同时患方极不稳定的依存性及其治疗的复杂性,儿童白血病的治疗仍然是业界的难

题。ALL 应强调个体分层治疗。髓外白血病的有效预防是儿童白血病成功治疗的重要环节,患儿一

旦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预后极差,且容易复发。我们重点关注髓外白血病的防治。HD-MTX 的

应用一来可以有效的预防髓外白血病的发生,是提高长期生存率的关键。二来可以降低化疗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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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避免了头颅放疗的毒副反应及有效降低化疗的成本。总结分析应用 HD-MTX的疗效､ 副反应,
旨在今后 ALL 临床工作更加安全､ 有效且经济,以期达到更加合理的诊断和治疗,使 ALL达到早期､
完全缓解,并高质量生活。 
 
 
PO-2474 

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相关因素分析 
 

裴启越,武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之间的关系及相关因素,进一步为临床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以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产科出生,新生儿科住院治疗 168 例胎龄

<34 孕周的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分为①胎盘病理诊断阳性组与胎盘病理诊断阴性组;②根

据是否存在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分为 Hs-PDA 组与无 Hs-PDA 组,探讨<34 孕周早产

儿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关系及 Hs-PDA 的危险因素。 
结果 胎盘病理诊断阳性组与胎盘病理诊断阴性组比较,孕母基本资料分析:胎膜早破发生率(p=0.049)
､ 羊水异常发生率(p=0.046)及羊水培养阳性率(p=0.023)､ 产前孕母抗生素应用时间(p=0.039)､ 产

前 C 反应蛋白(p=0.000)显著高于病理诊断阴性组。两组中新生儿基本资料分析:胎盘病理诊断阳性

组胎龄小于病理诊断阴性组(p=0.015),生后第一次血常规中白细胞数值(p=0.003)及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p=0.013)显著高于病理诊断阴性组。新生儿并发症方面:PDA(p=0.016)､ 脑室内出血(p=0.033)
､ 早期新生儿感染(p=0.036)及坏死性小肠结肠炎(p=0.037)发生率,胎盘病理诊断阳性组显著高于病

理诊断阴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PDA 组和无 Hs-PDA 组进行单因素分析,在 Hs-PDA 组

中母体炎症反应阳性发生率(p=0.025)､ 产房插管率(p=0.043)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p=0.025)发
生率显著高于无 Hs-PDA 组,血小板数值(p=0.007)显著低于 Hs-PDA 组。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

行多因素分析发现,血小板减少(OR=0.992)及母体炎症反应阳性(OR=3.426)是 Hs-PDA 的独立危险

因素。 
结论  
(1)宫内感染的早产儿 PDA､ NEC､ IVH､ 新生儿早期感染､ 羊水异常､ 羊水培养阳性率及胎膜早

破发生率明显升高。 
(2)孕母产前 CRP､ 早产儿生后第一次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宫内感

染。                                                                                                                                           
(3)母体炎症反应阳性､ 产房插管率､ RDS､ 血小板减少是 Hs-PDA 的危险因素。 
(4)母体炎症反应阳性及血小板减少是 Hs-PDA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O-2475 

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分析 
 

周楠,杨明,马明,郑一鸣,魏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总医院 110016 

 
 

目的  对儿童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为提高临床 EB 病毒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沈阳军区总医院儿科病房收治 81 例 EB 病毒感染患儿为研

究对象,回顾性分析 EB病毒感染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方法､ 临床转归及并发症。 
结果 81 例 EB 病毒感染患儿中,以幼儿和学龄前儿童为主,分别为 34 人(42.0%)和 31 人(38.3%)。临

床表现多种多样,其主要表现为发热(72.8%)､ 淋巴结肿大(60.5%)､ 咽峡炎(19.8%);其他临床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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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肿大(8.6%)､ 脾脏肿大(6.2%)､ 皮疹(14.8%)及眼睑水肿(4.9%)。全身多脏器及系统均可出现

受累表现,如粒细胞减少症(6.2%)､ 血小板减少症(4.9%)､ 心肌受累(33.3%)､ 肝功能异常(19.8%)､
早期肾脏损伤(9.9%)等。 
结论 EB 病毒感染的起病症状多种多样,可累及多个系统,识别 EB 病毒的早期症状及 EBV-DNA､
EBV 抗体可帮助提高 EB 病毒感染的诊断率。 
 
 
PO-2476 

小儿纤支镜下肺泡灌洗术手术围手术期护理研究进展 
 

廖世峨,魏兵,张英慧,魏克伦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小儿纤维支气管镜下肺泡灌洗术作为一项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治疗手段,其围手术期护理直接影响疾

病的诊治及康复,本文从术前､ 术中､ 术后三个部分详细总结了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的注意事项及

护理新进展。 
 
 
PO-2477 

儿童骨折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对健康教育的启示 
 

谭炯,谢鑑辉,易银芝,梅海波,张妮,董林,吴丽霞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小儿骨折特点,探讨其对健康教育的影响,总结出小儿骨折的部分流行病

学特点,为制定合理､ 有效地健康教育方案提供依据和指导。为儿童骨折提出较好的预防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住院的 1280 例小儿骨折的资料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研究。调查项目为骨折患儿的年龄､ 性别特点､ 骨折的种类､ 骨折发生的地点和季节等特点。 
结果 小儿骨折中以 5-12 岁儿童多见,男性高于女性;上肢骨折多于下肢骨折;外伤为小儿骨折的主要

原因;发病季节以夏秋季多见;骨折发生地点以家庭和学校为主。 
结论 在小儿各种类型的意外伤害中,骨折是 常见的,小儿骨折与成人骨折不同,由于儿童处于成长发

育期,骨骼具有独特的性质,成人主要因为严重的骨质疏松而发生骨折, 而儿童骨折往往是由于创伤造

成的 ,因此大量的儿童骨折是可以预防,根据小儿骨折流行病学的特点以及不同地区和不同医院的实

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健康教育对骨科护士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家庭､ 学校,社会共同参与

的三位一体的健康教育方式,对小儿骨折的预防起着重要作用。 
 
 
PO-2478 

住院患儿维生素 A､ E､ D 水平多因素分析 
 

王晔,魏兵,齐双辉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了解影响住院患儿血清维生素 A､ D､ E 水平的相关因素,为临床诊治及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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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我院儿科收治的各系统疾病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方法检测维生素 A､ 维生素 E､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收集所有患儿相关资料,包括患儿年龄､ 性

别､ 饮食､ 胎龄､ 出生方式､ 出生体重､ 所患疾病､ 既往史等方面的信息。 
结果 200 名患儿中,男 113 例,女 87 例,维生素 A 平均水平 0.21±0.07ng/mL,缺乏率(包括不足

率)87.5%,维生素 E 平均水平 7.31±2.17ng/mL;减少率 9.5%,维生素 D 平均水平 24.32±13.48ng/mL,
缺乏率(包括不足､ 严重缺乏)41.5%,不同年龄段的患儿,维生素 A 水平以学龄前组年龄段为减少,维
生素 E 水平以学龄前组为 少,维生素 D 水平以学龄组为 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男性患儿维生素

E 减少率较女性患儿组高,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系统疾病维生素 A､ E､ D 水平,维生素 A､ E 各组间无

统计学差异,而维生素 D 以呼吸系统疾病为 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既往患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者维生

素 D 缺乏率较高,有统计学差异,出生史与住院患儿维生素 A､ E､ D 水平关系均不大。 
结论 儿童维生素 A､ D 缺乏情况不容乐观,应针对高危人群及时施加干预,以预防维生素缺乏症的发

生,维生素 E 缺乏率虽较低,但与患儿年龄仍有密切关系,适当提升维生素 E 水平可促进患儿健康成

长。 
 
 
PO-2479 

超低出生体重儿预后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燕,韦秋芬,潘新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超低出生体重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ELBWI)的结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超

低出生体重儿的生存质量。 
方法 通过对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在广西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收治的 129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随访至纠正胎龄 18-24 个月,对
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围产期情况､ 疾病对预后的影响关系。 
结果 129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放弃后死亡 30 例,转院 1 例,治愈出院 98 例,治愈出院者随访

88 人,失访 11 人,88 例患儿中发生精神运动发育障碍 15 例,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的 73 例,精神运动发

育障碍组中孕周较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组低,小于胎龄儿､ 有宫内感染史､ 合并 III 度颅内出血发生率

较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宫内感染史

(OR= 43.644,95%CI= 2.545-748.368)及 III 度颅内出血(OR= 55.837,95%CI= 3.422-910.988)是影

响超低出生体重儿神经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孕周为保护因素(OR=0.067,95%CI= 0.006-0.821)。 
结论 超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神经系统后遗症与早产､ 宫内发育迟滞､ 宫内感染及合并 III 度颅内出血

有关。 
 
 
PO-2480 

空气污染与儿童呼吸道感染门急诊量的相关性研究 
 

郑成中 
解放军第三 0 六医院 100101 

 
 

目的 了解空气污染与儿童呼吸道感染门急诊量的相关性。 
方法 医院门(急)诊量数据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306 医院儿科,空气污染指数(API)来自于北京市环保

局网站,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超级监测站。研究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采用 SPSS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研究各空气质量指标与儿童上呼吸道感染

､ 支气管炎､ 肺炎门急诊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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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空气中 SO2､ CO､ NO2浓度与上呼吸道感染门急诊量存在相关性。PM2.5､ PM10､ CO､
NO2､ AQI 与支气管炎门急诊量均存在相关性。PM2.5､ PM10､ SO2､ CO､ NO2､ AQI 与肺炎门

急诊量均存在相关性。NO2浓度与各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门急诊量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结论 空气污染与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门急诊量存在相关关系,且 NO2的相关性更高。 
 
 
PO-2481 

海啸后儿童心理问题 
 

郑成中,牛杰 
解放军第三 0 六医院 100101 

 
 

目的 对海啸后儿童常见心理反应作系统综述 
方法 系统复习近 10 年相关文献 
结果 主要包括急性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适应障碍。 
结论 危机干预是一种为减轻灾害对受害者或救援人员极度痛苦的情绪而采用的干预方法,对于儿童

而言,这一方法的使用更需要根据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及所出现的心理危机的特殊性采用不同于成

年人的干预方法。对于儿童而言,危机干预模式更应关注心理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采用建没性的应

对方式,这是由儿童的认知和行为发展的水平决定的。 
 
 
PO-2482 

Glasgow 昏迷量表评分 3 分昏迷儿童脑死亡的判定分析 
 

王荃,武洁,刘珺,鲁聪,李艳,钱素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临床疑似脑死亡儿童在脑死亡判定过程中的临床特点和技术要点。 
方法 对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24 例 Glasgow 昏迷量

表评分为 3 分且自主呼吸消失的儿童进行脑死亡判定,所有患儿均接受至少一项确认试验。根据中

国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分为脑死亡达标组和未达标组,分析其临床判定特点,计算脑电图(EEG)､ 短
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SLSEP)､ 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的灵敏度､ 特异度､ 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 
结果  24 例患儿中男 16 例,女 8 例;年龄 5.6(2,8.8)岁,10 例完全符合脑死亡判定标准。12 例

(50%,12/24 例)患儿进行了自主呼吸激发试验,共 25 人次,成功 21 人次。EEG､ TCD 和 SLSEP 的

完成率分别为 100.0%(24/24 例)､ 83.3%(20/24 例)和 54.2%(13/24 例);其中 EEG 灵敏度(100%)和
特异度(79%) 高;SLSEP 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仅 40%。EEG 与 SLSEP 组合时特异度､ 灵敏度

高。 
结论  做好脑死亡判定前的准备工作､ 接受正规专业培训及规范操作是正确判定脑死亡的关键。儿

童脑死亡判定时,单项确认试验中 EEG 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为优选项目;确认试验组合时以

SLSEP 和 EEG 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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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83 

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的临床病例分析 
 

唐成和,尤庆旺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1.分析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NHBI)的相关因素,探讨孕妇产前糖皮质激素应用对 NHBI 的价值;
通过对低血糖脑损伤头颅核磁共振(MRI)的分析及对患儿的随访了解低血糖脑损伤患儿头颅 MRI 与
患儿预后的关系,从而提前拟定合理的康复治疗计划以减轻低血糖脑损伤的远期影响,提高患儿的生

存质量。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新乡医学院一附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及新生儿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诊断明确的新生儿低血糖病例 85 例,其中明确诊断为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 36 例,
无低血糖脑损伤 49 例,纳入及排除标准符合实用新生儿及毛健的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诊断标准将资

料输入电脑,应用美国 IBM 公司编制的 SPSS19.0 统计软件给予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进行方差齐性检

验,方差齐者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产前糖皮质激素应用对新生儿生后

低全血血糖及低血糖持续时间的影响予单因素方差分析;低血糖脑损伤的相关因素及低血糖脑损伤

与 低血糖水平､ 低血糖持续时间做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及双变量相关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1.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提示母亲产前糖皮质激素应用对低血糖新生儿生后 低血糖值有明显影

响(P=0.02),母亲产前应用糖皮质激素所生低血糖新生儿 低血糖值明显高于较未应用者;产前糖皮

质激素应用对低血糖持续时间有明显的影响(P=0.01),母亲产前应用糖皮质激素者所生低血糖新生儿

低血糖持续时间明显短于母亲产前未应用糖皮质激素者 
2.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示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与出生医院(P=0.011)､ 母亲妊娠期高血压(P=0.031)
密切相关,有统计学意义;与胎龄､ 性别､ 胎膜早破､ 母亲妊娠期糖尿病､ 产前糖皮质激素应用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双变量相关分析提示低血糖脑损伤与非低血糖脑损伤组 低血糖值及低血糖持续时

间差距有显著性,血糖越低､ 持续时间越长越易发生低血糖脑损伤。 
3. 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头颅 MRI信号改变位置､ 范围,头颅 MRI 信号出现异常持续时间与新生儿低

血糖脑损伤后遗症的发生关系密切,头颅 MRI信号改变范围越大､ 持续异常时间越长后遗症表现越

明显。 
结论 1.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受多种因素影响,与出生医院产科及儿科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医疗管理水

平､ 母亲合并症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包括子痫及子痫前期)关系密切, 低血糖值､ 低血糖持续时间

与低血糖脑损伤关系密切; 低血糖值越低､ 低血糖持续时间越长,低血糖脑损伤发生率越高;产前糖

皮质激素应用能提高低血糖新生儿血糖水平,缩短低血糖持续时间,但是否能减少低血糖脑损伤的发

生率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2.头颅 MRI 的应用尤其是弥散加权成像(DWI)对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诊断有重要意义,头颅 MRI 对
低血糖脑损伤的预后有一定的预判价值。 
 
 
PO-2484 

输液港在新生儿中的应用及护理 
 

李霞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输液港在新生儿中的应用效果,总结其护理措施,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对 6 例新生儿应用输液港从脐静脉置入的方法治疗,同时加强输液港的维护和护理观察。 
结果  6 例新生儿完成全治疗过程,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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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输液港在新生儿中的应用,极大减少了患儿反复穿刺的痛苦､ 护士穿刺不成功的烦恼,还可以输

注血液制品等,保证了新生儿及时有效的治疗。 
 
 
PO-2485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人民医院儿科住院婴幼儿 
营养不良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秀秀

1,李玖军
2 

1.那曲地区人民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了解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人民医院儿科 1-36 月龄住院婴幼儿的营养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

提高那曲地区婴幼儿身体素质及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首次于我科住院的 1371 名婴幼儿中出现营养不良的患儿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住院婴幼儿营养不良总发病率为 50.18%,其中生长迟缓发病率 高,占 25.31%;喂养方式､ 添
加辅食(糌粑糊)时间及是否早产均对营养不良发病率有较大影响。 
结论 那曲地区人民医院儿科住院婴幼儿营养不良发病率高,应对婴幼儿家长大力宣传正确喂养观念,
早期母乳喂养为主,及时､ 合理添加辅食,及加强孕产妇保健,以改善婴幼儿的营养状况,进而提高其健

康水平。 
 
 
PO-2486 

无创辅助通气联合氦氧混合气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疗效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陈龙,史源,李雪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系统评价无创通气(NIV)联合氦氧混合气(heliox)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证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OVID､ EMBASE､ PubMed､ Cochrane 图书馆､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

国知网､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4 年 12 月,纳入 NIV 联合

heliox 与 NIV 联合标准医疗气体(空氧混合气)为对照的 RCT 文献或半随机对照试验。以气管插管率

､ PaCO:和 heliox 相关不良事件为主要结局指标,以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并发症发生率､ NIV 持续

时间､ 住院时间等为次要结局指标。采用 Review Manager 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3 篇文献进入系统评价,共纳入 123 例早产儿。2 篇文献随机化方法和分配隐藏为低度偏倚,3
篇文献的结果数据均完整,均未选择性报告结果,但均未提及盲法实施。①与标准医疗气体比

较,hcliox 显著降低了气管插管率(RR=0.42,95%CI:0.23—0.78)和 PaCO,水平(MD=一 9.61 
mmHg,95%CI:一 15.76~一 3.45 mmHg)。②3 篇文献均未观察到 heliox 相关的不良事件。③支气

管肺发育不良､ 动脉导管未闭､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两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标准医疗气体相比,NIV 联合 heliox 可显著改善通气,并降低气管插管率。鉴于本研究样本量

有限,NIV 联合 heliox 的临床价值尚需大样本 RCT 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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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87 

早产儿与足月儿静息态功能磁共振默认网络的研究 
 

冯帅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早产儿与足月儿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蹦 RI)脑默认网络的差异及 
意义 
方法  选择 2012q013 年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儿科收治的新生儿进行 Rs—mRI 扫描筛查。通过采

用低频振幅(ALFF)算法观察和比较早产儿组与足月儿组不同大脑区域 ALFF 的增强及减弱。 
结果 研究期间共招募 85 例新生儿,排除 39 例脑损伤显著和图像预处理不符合标准者,共 46 例新生

儿的结果纳入后续研究分析。17 例早产儿与 29 例足月儿的 RS.蹦 RI 结果显示,与足月儿相比,早产

儿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 额下回､ 眶额度层､ 壳核､ 前颞叶､ 中闭颞叶､ 前扣带回､ 后扣带回､ 中

扣带回､ 苍白球､ 旁海马皮质脑区 ALFF 减弱,楔前叶､ 距状裂皮质 AⅡ’F 增强 
结论 静息状态下,早产儿在额叶和颞叶等脑区功能活动显著减低,但部分集中在视觉区域的功能活动

增强,提示早产儿脑内可能存在补偿效应。 
 
 
PO-2488 

机械通气联合不同途径止血药治疗新生儿肺出血的观察 
 

李雪莲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观察机械通气联合静脉注射/气管内滴入白眉蛇毒血凝酶(商品名:邦亭)治疗新生儿肺出血的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0 月收治的新生儿肺出血患儿的临床资料,进一步明确

不同给药途径的疗效。对照组 32 例,给予呼吸机联合静脉推注邦亭;治疗组 33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同时给予气管内滴入邦亭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较,治疗组新生儿肺出血时间短(1.5±0.3 VS 2.8±0.5)d,24 小时内止血患儿预后好

(18 VS 7),出血停止的患儿数量较多(22 VS 11)d,而且撤离呼吸机时间快(3.9±1.2 VS 6.2±1.5)d,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机械通气联合静脉注射和气管内滴入邦亭新生儿肺出血能进一步提高止血效果,减少上机时间,
缩短病程,降低死亡率,对治疗新生儿肺出血具有显著疗效。 
 
 
PO-2489 

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支持下吸入氦氧混合气 
和空氧混合气治疗胎粪吸入综合征的随机对照试验 

 
马娟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胎粪吸入综合征(MAS)新生儿在同步间歇指令通气( SIMV)支持下吸入氦氧混合气( Heliox)
和空氧混合气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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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4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0 日在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NICU 住院的 MAS 新生儿,
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Heliox 组和对照组,全部患儿均给予 SIMV 作为呼吸支持模式;Heliox 组吸入

Heliox 70(He 70%,O2 30%) 6 h 后更换吸入空氧混合气(O2 30%);对照组吸入空氧混合气。主要观

察指标为治疗期间氧合指数( OI)和拔管时间,次要观察指标为机械通气并发症发生率､ NICU 住院时

间､ 血气分析､ 炎症反应指标､ 心肌损伤标志物､ 生后 28 d 和 100 d 时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 
结果 结果 Heliox 组和对照组分别纳入 33 和 31 例。Heliox 组 OI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 022),Heliox 组拔管时间､ 机械通气并发症发生率及 NICU 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 037,0. 013 和 0. 010);两组呼吸支持后 2､ 6､ 12､ 24､ 48 h 时点血

气分析指标( pH､ HCO3-1 ､ BE､ PaO2 ､ PaCO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 05);Heliox 组 6 
h 时点炎症反应指标( IL-6､ IL-8､ TNF-α､ CRP)和 24 h 时点心肌损伤标志物(CK､ CK-MB)均较 0 
h 时点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 05)。Heliox 组生后 28 d 和 100 d 时 aEEG 检查神经发

育重度异常发生率分别为 9. 1%和 3. 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25. 8%和 9. 6%(P <0. 05) 
结论 在 SIMV 支持下吸入 Heliox 治疗 MAS 新生儿较空氧混合气具有良好的疗效,安全性好,值得深

入研究。 
 
 
PO-2490 

部分液体通气救治难治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赵锦宁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部分液体通气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效果。 
方法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 1 例早产儿,胎龄 29+3周,生后出现新生儿呼吸窘

迫综合症,X 胸片提示双肺“白肺”。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常频和高频)､ 多次使用肺泡表面活性物质,
但效果不佳,患儿 X 胸片改善不明显,持续低氧血症。在征得患儿家属知情同意后, 将全佛溴辛烷

(PFC)加温至 35℃, 按 3ml/kg 缓慢经气管插管滴入气道内,随后以 1-2ml/kg/h 持续泵入,以弥补 PFC
经肺部吸收和通过呼吸机管道挥发的损耗。根据患儿血气分析调节机械通气参数。动态监测血气､

生化､ 血压､ 经皮氧饱和度及 X 胸片。 
结果 PLV 后 30min 后患儿血氧饱和度明显上升,6h 后氧合情况明显改善, 呼吸机参数下调,X 胸片显

示双肺“白肺”明显改善,通光度增加;72 h 后患儿出现心力衰竭,多次强心扩容等抢救无效死亡。 
结论 部分液体通气在严重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时可以使用,但是需要继续评价其在临床医疗中的

使用时机和剂量。 
 
 
PO-2491 

 the correlation of Microbial and metabolomic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term neonate 

 
lu qi 

chongqing children hospital 400016 
 
 

Objective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is a devastating intestinal disease. Previous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gut bacteria dysbiosis precededNEC in very lowbirthweight infants,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stinal colonization to NEC onse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in full term is 
not understood. 
Results: 20 samples from infants who developed NEC tended towards lower Firmicut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 Furthermore, samples from the remaining NEC cases were dominated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798 
 

by Proteobacteria, specifically Enterobacteriaceae (median relative abundance >90% in the NEC 
cases and 74% in controls, P = 0.01). Marked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the metabolic profiles of 
fecal extracts corresponded to some metabolite from fatty acid biosynthesis (palmitoleic acid,L-
Leucine/L-Isoleucine,alpha-licanic acid,Linderic acid,Capric acid, P<0.05),intracellular signaling 
(PIP,LysoPC,Dehydrophytosphingosine,Myristic acid,PS,Phosphorylcholine, P<0.05) and 
hormone-like effect (Prostaglandins,α-Linolenic Acid,P<0.05). 
Methods We analyzed stool samples collected from infants >37 weeks gestational age, including 
20 infants who developed NEC for bell's stage 2 or 3 and 20 matched controls. Stool bacterial 
communities were profiled by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Fecal metabolomic profiles were 
assessed by LC-MS. 
Results 20 samples from infants who developed NEC tended towards lower Firmicut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 Furthermore, samples from the remaining NEC cases were dominated 
by Proteobacteria, specifically Enterobacteriaceae (median relative abundance >90% in the NEC 
cases and 74% in controls, P = 0.01). Marked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the metabolic profiles of 
fecal extracts corresponded to some metabolite from fatty acid biosynthesis (palmitoleic acid,L-
Leucine/L-Isoleucine,alpha-licanic acid,Linderic acid,Capric acid, P<0.05),intracellular signaling 
(PIP,LysoPC,Dehydrophytosphingosine,Myristic acid,PS,Phosphorylcholine, P<0.05) and 
hormone-like effect (Prostaglandins,α-Linolenic Acid,P<0.05).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integrate sequencing and metabolomic analysis in term 
neonate, demonstrating that dysbiosis in term is also strongly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EC, and microflora metabolites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NEC. Changes in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lipid metabolism which may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NEC by 
the way of participating in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and inflammation response on the host. 
 
 
PO-2492 

68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合并休克患儿的临床护理救治分析 
 

刘致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小儿重症手足口病合并休克患儿的不同护理方案作用与影响因素。 
方法 我院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确诊的 68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HFMD)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儿均按手足口病重症标准确诊,且并发休克。随机分为观察组 34 例和对照组 34 例行不同护理

方案。比较满意度和护理质量,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经比较发现观察组患儿舒适度较好,临床护理质量､ 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年龄､ 家长态度､ 护

理技巧､ 并发症 4 项作为小儿重症手足口病合并休克患儿临床护理救治风险因素[1]。 
结论 适当的护理方案可改善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生命体征提高护理质量,提高危重症 HFMD 抢救成功

率,必须提高医护人员对儿童神经源性肺水肿(NPE)发病机制与临床症状和体征的认识,护士密切观

察患儿的病情变化,抓住疾病的高危因素,进行有效的干预和防范,提高重症高危手足口病的抢救成功

率。同时应做好患儿家长宣教工作获得进一步支持。 
 
 
PO-2493 

电子心力测量法评价早产儿血流动力学变化 
 

苏锦珍,杨玉兰,丁璐,吴本清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 比较早产儿与足月儿心功能监测相关指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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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电子心力测量法(electriacal cardiometry)监测心功能。通过 SPSS13.0 进行方差分析及相

关关系分析。 
结果 1)早产儿与足月儿体重､ 身高､ BMI/BSA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2)早产儿与足月儿心功能监

测相关指标对比:� 泵血功能:每博输出量､ 心输出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28-31+6 周早产

儿的指标较低,提示胎龄较小的早产儿的泵血功能不足。每博输出指数及心指数差异提示在体表面

积下的各组每博心输出量及心输出量差异也有统计学差异,且与胎龄有正相关关系。�前负荷:28-
31+6 周早产儿的相关指标与足月儿及其余各组早产儿的均有差异,其中,修正的射血时间､ 胸腔液体

水平与胎龄具有正相关关系,而每博输出量变异与胎龄之间暂不能肯定为负相关关系,因 P>0.05。�
后负荷:28-31+6 周早产儿的外周血管阻力及外周血管指数与足月儿及早产儿的均有差异,其余组间

部分有差异。而各组间的心脏指数无显著性差异。且外周血管阻力与胎龄呈负相关关系。④心肌收

缩力:足月儿与早产儿的心肌收缩指数是有差异的,且心肌收缩指数与胎龄呈负相关关系。⑤输氧

量:28-31+6 周早产儿与其余各组是有差异的,且输氧量及氧输送指数与胎龄均有正相关关系,即胎龄

越大,输氧量及氧输送指数越多。 
结论 足月儿的泵血功能､ 前负荷､ 输氧量相比于早产儿更佳,尤其是 28-31+6 周早产儿较差。而后

负荷及心肌收缩指数则与胎龄呈负相关关系。 
 
 
PO-2494 

极/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临床随访 
 

姚丽平,韦秋芬,李燕,沈开颜,闭宏娟,许靖,谭伟,经连芳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极/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 3 岁内随访结局。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12 月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的住院 28 d 以上的极/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
根据氧依赖(>21%)是否超过 28 d 分为 BPD 组和非 BPD 组,随访患儿 1 岁内､ ~ 2 岁和~3 岁时的支

气管炎､ 肺炎､ 喘息发作次数和住院次数;1 岁时检测肺功能。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秩和检验

和 χ2检验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情况。 
结果 共纳入 72 例极/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其中 BPD 组 34 例,非 BPD 组 38 例。BPD 组胎龄､ 出生

体重､ 应用 INSURE 技术比例均低于非 BPD 组,男性､ RDS､ PDA､ 宫内感染性肺炎､ 机械通气

､ 医院感染､ 吸氧浓度>40%的比例均高于非 BPD 组,住院时间长于 BP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BPD 组 1 岁内､ ~2 岁和~3 岁时支气管炎发生次数分别为 55例次､ 38例次､ 18 例次,
喘息分别为 27例次､ 22例次､ 11 例次,均高于非 BP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肺炎发

生率及再入院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PD 组较非 BPD 组呼吸频率和潮气呼气峰流速增加,
潮气量､ 呼气达峰时间和呼气达峰容积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BPD 常发生于胎龄小于 32 周的早产儿,其导致的婴幼儿肺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为小气道阻塞性

改变,患儿 3 岁内支气管炎､ 喘息的发生率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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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95 

俯卧位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的临床研究 
 

段娓 
1.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2.易明 
 
 

目的 研究俯卧位对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治疗早产儿呼

吸窘迫的临床疗效。 
方法 我科 2011 年 5 月至 2012 年 5 月收治的需要 CPAP 辅助通气的中度呼吸窘迫早产儿 50 例,随
机分为实验组 25 例和对照组 25 例,实验组行俯卧位,对照组行仰卧位,每组患儿按治疗不同时间分为

0小时､ 1小时､ 6小时､ 24 小时四个时段,监测各时段动脉血氧分压(PaO2)､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呼吸频率(RR)､ 吸入氧浓度(FiO2)和氧合指数(OI)。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 PaCO2､ FiO2､ ､ RR 下降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aO2
､ OI 上升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呼吸暂停及胃潴留的发生率低,
有统计学意义,而鼻塞意外脱落及鼻黏膜糜烂的发生两组比较并无差异。 
结论 CPAP 能有效治疗早产儿中度呼吸窘迫,与仰卧位相比,俯卧位更有利于氧合,并可减少呼吸暂停

及胃潴留的发生率。 
 
 
PO-2496 

不同喂养方式对极低出生体质量儿胃肠功能影响的比较 
 

封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经幽门喂养(TP)和经胃管喂养(IG)对极低出生体质量儿胃肠功能的影响,以制订合理的早

期肠内营养(EEN)方案。 
方法 将 60 例极低出生体质量儿随机分为 TP 组 IG 组,每组各 30 例。观察两组病儿呼吸暂停发生频

率､ 体质量增长速度､ 达出生体质量时间､ 喂养不耐受时间､ 达 TEN 时间､ 宫外发育迟缓(EUGR)
发生率以及胃动素､ 胃泌素､ 住院时间､ 喂养相关并发症､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肠穿孔等指标。 
结果 TP 组病儿喂养不耐受时间和达 TEN 时间均明显低于 IG 组(P<0.05),呼吸暂停发生频率明显低

于 IG 组 (P<0.01)。两组病儿的体质量增长速度､ 出院时 EUGR 发生率､ 并发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和住院时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病儿胃动素和胃泌素水平出生后第 8 天与喂养前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0.01),且胃动素水平 TP 组明显高于 IG 组,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TP 可用于胃管喂养耐受性差或反复出现呼吸暂停的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在进行喂养时应针对不

同情况制订个体化方案。 
肠结肠炎和肠穿孔等指标。 
 
 
PO-2497 

枸橼酸咖啡因对早产儿呼吸暂停的疗效研究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陈冬梅 
泉州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应用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疗效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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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本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 96 例诊断有原发性呼吸暂停

的早产儿分为治疗组(n=51)和对照组(n=45),两组均在维持内环境稳定基础上,首次发生呼吸暂停后

给予托背､ 刺激足底､ 给氧､ 保持呼吸道通畅等治疗,同时对照组应用安慰剂治疗,治疗组则应用枸

橼酸咖啡因治疗,比较两组治疗的有效率､ 并发症等资料。 
结果 治疗组有效 43 例(79.6%),对照组有效 26 例(48.1%),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10.274,P=0.001);治疗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10 例,动脉导管

开放(patent ductus ateriosus,PDA)11 例,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ROP)5 例,
脑室内出血(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IVH)12 例;对照组发生 BPD21 例,PDA23 例,ROP15
例,IVH26 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原发性呼吸暂停疗效显著,而且有效降低 BPD､ PDA､ ROP､ IVH 等

早产儿并发症的发生。 
 
 
PO-2498 

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病例分析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陈冬梅 
泉州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的病因及临床特点。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新生儿救护中心住院,确诊为急性胆红素脑病的新生

儿,出院后随访 12 个月,收集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 62 例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患儿,血清总胆红素 (TSB) 为 (559.92±110.75)μmol/L,包
括警告期 39 例(62.9%),痉挛期 23 例(37.1%),黄疸主要原因为溶血(30.6%,19/62)､ 感染
(25.8%,16/62)､ G-6-PD 缺乏(19.4%,12/62)。所有患儿入院即给予加强光疗,12 例接受换血治疗。

院内死亡 6 例,56 例临床症状好转出院,出院后死亡 5 例,随访不良转归 26 例,完全正常 16 例,失访 9
例。 
结论 溶血､ 感染､ G-6-PD 缺乏是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的主要病因。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病情

凶险,死亡率高,预后差。应加强宣传､ 出院后的随访和及时就诊,减少胆红素脑病的发生。 
 
 
PO-2499 

重庆地区胎龄≥35 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与 UGT1A1 基因 211G>A 突变相关研究 

 
吴丹,华子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了解重庆地区胎龄≥35 周新生儿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转移酶(Uridine diphosphate 
glucuronosyltransferase enzyme,UDPGT)基因(UGT1A1)211G>A 突变情况,探讨该基因突变与重

庆地区足月/近足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关系。 
方法 提取重庆地区胎龄≥35 周新生儿脐带血 DNA,PCR 扩增包括 UGT1A1启动子､ 编码区第 1 外

显子及部分内含子区域并测序,根据 211G>A 突变情况分为野生型及突变型两组,进行前瞻性研究,随
访两组新生儿经皮胆红素值水平(参考 2011 年 Zhang-Bin Yu 等人制备的中国足月/近足月儿经皮胆

红素小时百分列线图)及接受蓝光治疗的情况,比较两组间经皮胆红素值水平及蓝光治疗率的差异,分
析该基因突变与重庆地区足月/近足月儿经皮胆红素水平及蓝光治疗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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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前期回顾性研究显示,UGT1A1 基因 211G>A 突变可能与重庆地区病因不明的足月新生儿高胆

红素血症及重症高胆红素血症有关,OR 值(95%CI)分别为 1.54(3.083~8.108)､
2.46(1.278~4.508)。因此,本前瞻性研究对 2016 年 4 月-5 月在我校附属医院产科出生的胎龄 35-42
周新生儿 219 例,男:女 1:1.01,脐血 DNA 检测提示,UGT1A1 基因 211G>A 突变野生型 147 例,突变

型 72 例(纯合突变 8例､ 杂合突变 64 例),211G>A 总突变率､ 纯合突变率､ 杂合突变率分别为

32.9%､ 3.7%､ 29.2%,低于我国浙江地区(39.6%､ 2.0%､ 37.5%)。生后(1-3)天､ (4-7)天经皮胆红

素值位于高危区比例,野生组分别为 19.0%､ 20.4%,蓝光治疗率为 9.5%;突变组分别为 51.4%､
50.0%,蓝光治疗率为 20.8%,两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0.001､ <0.001､ 0.02)。发

生高胆红素血症的新生儿及非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211G>A 突变率分别为 51.7%､ 30.0%(P=0.02),
高于土耳其(41.0%､ 32.1%)､ 马来西亚(13.0%､ 4.0%)､ 北印度(0%､ 0%)及我国北方地区(45.2%
､ 25.4%)､ 广西黑衣壮族(28%､ 9%)､ 深圳(47.2%､ 13.9%),低于日本(65.2%､ 32.7%)。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UGT1A1 基因 211G>A 突变对重庆地区胎龄≥35 周新生儿(1-3)天､ (4-7)天经皮胆红

素值位于高危区的 OR 值(95%CI)分别为 4.71(2.353~9.446)､ 4.28(2.190~8.360),而需蓝光治疗的

OR 值(95%CI)为 2.80(1.161~6.735)。 
结论 UGT1A1 基因 211G>A 突变可能与重庆地区足月/近足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及需蓝光治疗风

险度有关。 
 
 
PO-2500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哮喘关系的 Meta 分析 
 

于少飞,冯万禹,柴少卿,朱华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探讨 25 羟维生素 D 与儿童哮喘的关系,进而为儿童哮喘的治疗与预防提供有利依据。 
方法 通过对计算机 PubMed､ Web of science､ Springer Link､ 超星 Medlink､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服务系统､ 万方､ 维普和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的检索。采用 Meta 分析法对 199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发表的关于 25 羟维生素 D 与儿童哮喘关联的研究进行探究,总结得出结论。此次检索均严格

依据儿童哮喘的纳入与排除标准选取参考文献,哮喘儿童的研究组共计 1387 例患儿,另有 780 例健

康儿童为健康对照组。对比分析研究组与对照组儿童的维生素 D 差异情况。其中 Meta 分析数据采

用 review manager 4.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而疗效分析则取合并加权均数差进行统计分析。同时,敏
感性分析则采用 95%CI 进行检验分析。 
结果 检索结果显示,共计 32 篇关联性密切文献,其中共有 8 篇符合此次研究选择标准,共计 787 例哮

喘儿童和 420 例健康儿童,Meta 分析表明,各文献间经异质性检验差异显著,P<0.05,因此应取随机效

用模型对研究､ 对照两组儿童进行建模分析。 终结果表明,研究组的哮喘儿童无论是其 WMD 值,
还是 95%CI 值同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即哮喘患儿的 25-(OH)D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儿童,P<0.05,
统计学意义显著。 
结论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儿童相比哮喘儿童其体内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即儿童哮喘的发生同其体内

维生素 D 缺乏密切相关。 
 
 
PO-2501 

骶尾部畸胎瘤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肖菲,刘秋玲 
武警总医院 100039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儿童骶尾部畸胎瘤(sacrococcygeal teratoma,SCT)复发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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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3-2016.12 经我院诊治的 37 例骶尾部畸胎瘤患者资料,总结其临床特点,包括

首次手术肿瘤是否完整切除､ 术中肿瘤是否破裂､ 首次手术是否完整切除尾骨､ 病理分型､ Altman
分型､ 诊断年龄､ 肿瘤体积等,通过统计学软件分析肿瘤复发的危险因素。回顾性分析 2003.3-
2016.12 经我院诊治的 37 例骶尾部畸胎瘤患者资料,总结其临床特点,包括首次手术肿瘤是否完整切

除､ 术中肿瘤是否破裂､ 首次手术是否完整切除尾骨､ 病理分型､ Altman分型､ 诊断年龄､ 肿瘤

体积等,通过统计学软件分析肿瘤复发的危险因素。 
结果 11 例患者出现复发,复发的中位时间是首次术后 11.8 个月(0.8-31.1 月)。2 例复发瘤为

AltmanI 型,4 例复发瘤为 AltmanⅡ型,5 例复发瘤为 AltmanⅢ型,AltmanⅣ型无复发瘤。2 例复发灶

初始病理类型为成熟型畸胎瘤,4 例复发灶初始病理类型为未成熟型,5 例复发灶初始病理类型为恶性

型。截止随访日期获得 CR14 例,PR6 例,死亡 3 例,尚在治疗中 12 例。其中 11 例复发者中,CR2 例,
死亡 2 例,7 例治疗中。单因素分析显示首次手术未完整切除肿瘤､ 术中肿瘤破裂､ 首次手术未完整

切除尾骨与复发相关(P<0.05,OR>1),而病理类型､ 肿瘤体积､ 诊断年龄､ Altman 分型与复发无关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首次手术未完整切除肿瘤与肿瘤复发相关(P<0.05,OR>1),其他因素与骶

尾部畸胎瘤复发均无关联(P>0.05)。肿瘤复发组(65.6%)与未复发组(90.0%)的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

(P=0.375)。 
结论 SCT 复发的危险因素是首次手术未完整切除肿瘤。术后 3 年内需定期随访以便早期发现复发

瘤,早期干预,改善预后,提高生存率。 
 
 
PO-2502 

儿童肾母细胞瘤 IV 期肺转移相关因素和临床特点 
 

关会会,刘秋玲 
武警总医院 100039 

 
 

目的 总结 WT IV 期肺转移的临床特点及发生肺转移的相关因素,提高 WT IV 期肺转移患儿生存率。 
方法 收集自 2006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武警总医院儿科经病理确诊的 91 例 WT 患

儿临床资料。胸部 CT 评价肺结节,分为肺转移组 18 例,无肺转移组 73 例。回顾性分析两组患儿详

细临床资料,包括年龄､ 性别､ 发病部位､ 首发症状､ 初诊时肿瘤体积､ 危险度､ 分期､ Ki-67。 
结果  肺转移组>2 岁占 83.3%,无肺转移组>2 岁占 46.0%,P=0.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肺转移组

患者初诊时腹部局部肿瘤体积大于无肺转移组(P =0.017),有统计学意义;肺转移组患者腹部分期多

为 II､ III 期,趋势卡方检验 P =0.00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性别､ 肿瘤发生部位､ 危险度方

面,P >0.05,与 WT 是否发生肺转移无关。肺转移组 2 年 OS 36.1%;无肺转移组 2 年 OS 是

86.0%,P=0.00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WT IV 期肺转移组患儿发病年龄大于无肺转移组患儿。肺转移组初诊时肿瘤体积大､ 腹部分

期 II､ III 期多见。肺转移组患儿较无肺转移组总生存率低,预后差,复发及高危患儿通过个体化综合

治疗仍能取得一定的缓解,但总生存率低,需要研究新的治疗方案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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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03 

高氧和炎症对新生小鼠肺 NFκB 的影响及其 
与肺微血管发育的关系 

 
张晗,邓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高氧及炎症对新生小鼠肺微血管发育及 NFκB 的影响,探讨 NFκB 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及产后慢性炎症中肺微血管发育的关系。 
方法 新生 1 天内的 C57BL/6 小鼠 40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四组: 高氧组,空气对照组,炎症组,生理

盐水组,每组 10 只,高氧组于高浓度氧气[FiO2=0.85]中饲养,空气对照组于空气中[FiO2=0.21]饲养,
炎症组每天按照 25mg/kg 鼻内滴入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于空气中饲养,生理盐水组每天

鼻内滴入等体积的生理盐水于空气中饲养,于实验后的第 14 天,21 天每组随机选取 5 只小鼠进行处

死取肺,运用 HE 染色观察各组小鼠肺组织形态学改变,免疫组化观察 CD31 的表达并进行微血管密

度计数(MVD),免疫组化观察 P65 及 IκBα 的表达情况及定位,western blot 检测 P65,IκBα 及磷酸化

P65(ser536)蛋白水平的变化。 
结果 与空气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比较,高氧组及炎症组 HE 染色均表现为明显的肺泡简单化,放射性

肺泡计数(RAC)高氧组(p<0.001)及炎症组(p<0.001)减少,肺泡平均截距(MLI)高氧组(p<0.001)及炎

症组(p<0.001)升高,炎症组还可在血管气管周围见明显的炎症细胞浸润。CD31 免疫组化示 CD31
多表达于肺微血管内皮细胞,进行微血管密度计数可见和空气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相比,高氧组

(p<0.001)及炎症组(p<0.001)均减少。P65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和空气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相比,高氧

组(p<0.01)及炎症组(P<0.05)P65 表达增加,多分布于细胞核。IκBα 免疫组化结果示与空气对照组及

生理盐水组相比,高氧组(p<0.01)及炎症组(p<0.01)IκBα 表达减少,分布于胞质。Western blot 显示相

比于空气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P65 蛋白水平高氧组(p<0.001)及炎症组(p<0.05)升高,IκBα 蛋白水平

高氧组(p<0.001)及炎症组(p<0.05)减少,磷酸化 P65(ser536)蛋白水平高氧组(p<0.001)及炎症组

(p<0.01)升高。 
结论  高氧及炎症可致新生小鼠肺微血管发育紊乱,产后慢性炎症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中占有重

要作用,NFκB 活性的升高可能参与了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及产后慢性炎症肺微血管发育紊乱的

发病机制。 
 
 
PO-2504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对早产儿血源性感染的影响 
 

杨静,刘晓露,华子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早产儿血源性感染的一般情况和临床特点,并研究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在早产儿血

源性感染中实施的情况及问题,探讨其对早产儿血源性感染病原学及病情转归的影响。 
方法 纳入我院新生儿病房 2010 年至 2011 年(整治前组)､ 2012 年(过渡期组)和 2013 年至 2014 年

1 月~9 月(整治后组)出院诊断确诊或疑诊为败血症､ 化脓性脑膜炎､ 急性血源性骨髓炎的早产儿病

例 280例､ 267 例和 698 例,并进行重新评估筛选得到三组确诊病例为 93例､ 103 例和 289 例,并
回顾性研究其临床资料。 
结果 1.整治前组､ 过渡期组和整治后组新生儿病房所有患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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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组早产儿血源性感染收治率(0.66%,1.38%,2.13%)显著升高(P<0.001)。②三组早产儿血源性感

染医院感染发生率(0.13%,0.43%,0.54%)逐渐升高(P<0.001)。③三组抗菌药物使用强度(11.94, 
10.05,8.43)逐渐下降,变化幅度-29.40%。  
整治前组､ 过渡期组和整治后组早产儿血源性感染病例比较: 
①临床特点:三组胃肠外营养的使用率(74.19%, 88.35%, 86.85%)､ 静脉脂肪乳的使用率(70.97%, 
83.00%, 85.47%)､ PICC 的使用率(7.53%, 15.53%, 21.80%)､ 机械通气的使用率(26.88%, 
32.04%, 41.18%)及蓝光光疗的使用率(58.06%, 65.05%, 75.78%)比较整治后组高于整治前组 
(P<0.05)。②病原菌种类:三组早产儿败血症病原菌种类革兰阳性菌感染率( 56.67%, 29.17%, 

33.33%)有所下降(P<0.05)。③耐药情况:三组常见病原菌及真菌对各种抗菌药物耐药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④三组抗菌药物单用率(8.6%, 33.01%, 53.65%)比较逐渐升高(P<0.001),抗菌药物联用二

联率(77.42%, 56.31%, 42.51%)和抗菌药物联用三联率(13.98%, 10.68%, 3.83%)比较逐渐下降

(P<0.001)。⑤三组更换次数均值为((1.58±1.37)次,(1.44±1.59)次,(1.19±1.09)次)逐渐下降

(P=0.021)。⑥三组特殊及抗菌药物使用率､ 抗菌药物使用天数､ 出院转归情况及平均住院天数比

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随着我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具体措施的实施,抗菌药物整体使用强度逐渐下降,对于早

产儿血源性感染的抗菌药物联用情况及更换次数有明显好转,且并未增加患儿住院天数及改变临床

病情转归,提示我院在早产儿血源性感染中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具有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PO-2505 

Marshall-Smith 综合征伴 XIAP 突变 1 例报告 
 

朱梦茹,武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总结本例 Marshall Smith 综合征的临床特征,报道了其新的表现型,以提高临床儿科医生对

本病的认识。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1 例 Marshall Smith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 化验检查､ 治疗过程进行总结,并
对患儿及其父母行全外显子检测. 
结果 Marshall Smith 综合征是一种以骨骼提前成熟,生长发育迟缓,面部畸形为特征的突变综合征,涉
及神经､ 骨骼肌肉､ 呼吸系统､ 结缔组织､ 眼､ 耳等多个系统和器官。结合本案例患儿症状､ 遗传

学及基因检测,其 Marshall Smith 综合征诊断明确。该患儿基因检测提示伴有 XIAP 突变,除此之外,
我们发现了其具有新的表现型——右侧鼻翼旁皮下肿物,肛门处肉赘。 
结论 Marshall-Smith 综合征存在多系统发育异常,需详细查体,结合化验检查,甚至基因检查等进行全

面评估以明确诊治。 
 
 
PO-2506 

214 例超/极低出生体重儿 18 月龄生存质量跟踪报告 
 

章晓婷,钟晓云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10 

 
 

目的 通过对超/极低出生体重儿出院后跟踪随访,获得其 18 月龄生存质量,以期早期干预,改善更远期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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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14 例自 2013.05-2015.05 入住我科 NICU 超/极低出生体重儿,出院后定期回我科高危儿随访

门诊坚持随访至少 1..5 年。纠正胎龄 18 月龄后,完成体格发育､ 神经系统发育评测､ 视力及听力检

查。 
结果 纠正 18 月龄时,45%的婴儿体格发育较同龄儿童有不同程度的落后。所有随访对象均完成眼底

筛查,其中激光光凝术 3 例。听力筛查,单侧未通过 10 例,双侧未通过 3 例。Gesell 发育量表评估,轻
度发育迟缓 78例､ 中度 8 例;随访过程中再次入院率 14%。 
结论 家庭经济条件及父母文化程度影响 VLBW 婴儿存活及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 
 
 
PO-2507 

NK-1R 调控哮喘气道重塑大鼠气管平滑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魏兵,焦绪勇,张超,李沫,李银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探讨幼年哮喘气道重塑大鼠中气管平滑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变化及 NK-1R 对其的影响机制。 
方法 应用 OVA 对幼年 SD 大鼠进行 8w 的激发,通过免疫荧光､ MTT比色法､ transwell小室､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Western blot 等方法,观察幼年哮喘气道重塑大鼠气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迁

移､ 合成分泌的变化及 NK-1R 的表达。 
结果 1.哮喘各组 ASMC 中 NK-1R 的 mRNA､ 蛋白的表达均高于对照组,以哮喘 8w 组表达 高

(P<0.01);2. MTT 法测得 8w 哮喘组细胞的平均 A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WIN62577 10-8mol/L
组对 ASMC 的增殖抑制作用 强(P<0.01);3.哮喘组较对照组细胞迁移数量明显增多,NK-1R 拮抗剂

组细胞迁移数目较哮喘 8w 组明显减少 (P<0.05) ;4. 哮喘各组Ⅲ型胶原平均灰度值均高于对照组,以

哮喘 8w 组为 高(P<0.01),NK-1 R 阻断后,Ⅲ型胶原平均灰度值明显降低(P<0.05)。 
结论 哮喘气道重塑组 ASMC增殖､ 迁移､ 合成分泌功能增强,NK-1R 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PO-2508 

Changes of T-lymphocyte subsets, D-Dimer and 
immunoglobulin in mycoplasma pneumonia children and 

its significance 
 

郑成中,郝丽 
解放军第三 0 六医院 10010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lymphocyte subsets, D-Dimer and immunoglobulin in 
mycoplasma pneumonia children and its significance.  
Methods The levels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CD3 +､ CD4 +､ CD8 +､ CD4 +/CD8 +)in 50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MPP Group)and 50 healthy children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levels of D-Dimer were detected by immunoturbidimetry; the levels of serum 
immunoglobulin (IgA､ IgM､ IgG) were detected by immune turbidimetric method.  
Result The results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CD3 +and 
CD4 + peripheral blood cells in MPP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lined (P<0.001), while CD8+ 
cells were increased slightly, but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D4+/CD8+ ratios were 
decreased slightly. The results of D-Dimer: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D-
Dimer in MPP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escalated (P<0.001).The results of immunoglobulin: IgA 
and IgM in MPP group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rmal group (P<0.05), but 
IgG was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in norm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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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not only require conventional anti-
mycoplasma pneumonia treatment, but also require detecting the levels of D-Dimer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immune system. 
 
 
PO-2509 

训练哨对 3 岁以上儿童 Master Screen 型 
肺功能检查准备达标率的影响 

 
闫玉苹,李健,李雪华,张英慧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研究训练哨对 3 岁以上儿童 Master Screen 型肺功能检查准备达标率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沈阳军区总医院儿科进行肺功能检测的 120 例患儿,随机

分两组,实验组 60 例,应用训练哨对患儿进行肺功能检查,对照组 60 例,应用常规方法进行检查。对

两组患儿进行肺功能检查所需时间,检查次数,完成率及患儿家长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应用训练哨后,实验组患儿进行肺功能检查的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次数较对照组有

明显减少(P<0.05),完成率较对照组有所提高(P<0.05),家长满意度较对照组提高(P<0.05)。 
结论 训练哨的应用可提高 3 岁以上儿童 Master Screen 型肺功能检查准备达标率。 
run:'yes';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减少(P<0.05),完成率

较对照组有所提高(P<0.05),家长满意度较对照组提高(P<0.05)。 
 
 
PO-2510 

灾害护理培训中战伤救治模式的应用于思考 
 

张英慧,李健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提升护理人员灾害现场救援和护理能力。 
方法 通过将战伤救治模式融入灾害救援培训中, 完成伤情评估､ 预见性护理､ 抢救的时效性等培训

内容,确保救护人员能正确识别和处置各种损伤。并依次模拟灾害环境的独特性､ 灾害救护的特殊

需求和气道､ 休克､ 出血控制的特殊处理原则等,特别强调了灾害救护时应预防再度损伤。训练护

理人员的灾难救援和护理能力。 
结果 护理人员的应激能力､ 行动力､ 操作能力均得到了增强,团队协作意识提高。 
结论 将战伤救治模式用于医院护理人员的灾害救援护理培训,可以充分发挥护理人员的灾害救援能

力, 大限度的提高救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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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11 

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核心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李健,周丽娟,李雪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构建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为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在执行演练及非战

争军事行动任务时,提供可量化的指标及依据。 
方法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专家小组总结整理誊本列出条目池,应用德尔菲法建立指标体系,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拟定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 
结果 两轮德尔菲法函询,每轮发放问卷 34 份,回收率分别为 88.24%(30)和 100%(34);确定野战医疗

所中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包含一级指标 4 个,二级指标 27 个,变异系数在 0.102-0.294 之

间,权重系数在 0.101-0.364 间。 
结论 本研究较为科学可靠的建立了野战医疗所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为

野战医疗所培训文职人员提供了思路,为筛选文职人员参加和参与训练､ 演习提供客观､ 有力的依

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PO-2512 

新生儿晚发型败血症的临床分析 
 

王腾飞
1,吕小明

2,武辉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本中心新生儿晚发型败血症(LOS)的临床表现､ 高危因素､ 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情况等临床

特点,为新生儿 LOS早期预防､ 及时合理经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241 例确诊 LOS 新生儿

的临床资料并作为病例组,高危因素分析选择同期住院未并发败血症的 241 例新生儿作为对照组。 
结果    (1)新生儿 LOS 的临床症状不典型,以反应差､ 皮肤颜色异常､ 发热､ 喂养不耐受为主要表

现。(2)单因素分析显示 GA≤34W､ BW<1500g､ 禁食时间≥ 4d､ 无创辅助通气≥ 7d ､ PICC､ 气
管插管､ CMV感染､ RDS､ BPD､ NEC 与新生儿 LOS 有关(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GA
≤34W､ BW<1500g､ 气管插管､ 无创辅助通气≥ 7d､ PICC､ CMV 感染是 LOS 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   (3)院内感染与院外感染比例为 4.4:1。占前五位的致病菌依次为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

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假丝酵母菌和表皮葡萄球菌。致病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2013 年检出

致病菌占 34.6%,其中革兰氏阴性菌 22.3%,革兰氏阳性菌 11.5%,真菌 0.8%;2014 年检出致病菌占

26.5%,其中革兰氏阴性菌 14.6%,革兰氏阳性菌 8.8%,真菌 3.1%;2015 年检出致病菌占 38.8%,其中

革兰氏阴性菌 20.4%,革兰氏阳性菌 10.8%,真菌 7.7%。 (4)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 哌拉

西林､ 头孢唑林､ 头孢曲松､ 头孢呋辛耐药率>75%,对头孢吡肟､ 头孢他啶､ 氨曲南耐药率为

50%~75%。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唑林耐药率>75%,二者对阿米卡星､ 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耐药率

<10%。金黄色葡萄球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G､ 红霉素的耐药率>75%。真菌对常用抗

真菌药物耐药率为 0%。 
结论    (1)新生儿 LOS 临床表现不典型。 (2)GA≤34W ､ BW<1500g､ 气管插管､ 无创辅助通气≥
7d ､ PICC 和 CMV 感染是新生儿 LOS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3)新生儿 LOS 以院内感染为主,致
病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占前五位的分别是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假

丝酵母菌和表皮葡萄球菌。真菌感染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4)本中心细菌耐药情况普遍,尤其是

肺炎克雷伯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加强耐药性监测､ 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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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13 

超未成熟儿临床流行病学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吕小明,朱梦茹,武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分析超未成熟儿基本资料､ 住院期间并发症､ 转归及预后影响因素,为超未成熟儿临床救治提

供资料。 
方法 通过设计病例调查表对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科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164
例超未成熟儿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 SPSS 统计学软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比较影响预后的

危险因素。 
结果 1､ 男 88 例,女 76 例;胎龄 24~276/7周,出生体重 500~1600g。       2､ 2010~2015 年超未成熟

儿分别为 12例､ 22例､ 21例､ 24例､ 45例､ 40 例。3､ 胎龄主要分布在 26~276/7周;出生体重

主要分布在 750~1249g。4､ 常见并发症及发病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83.1%;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 73.4%;早产儿视网膜病 61.3%;动脉导管未闭 58.0%;颅内出血 50.3%;败血症 38.5%;肺出血

14.0%;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9.8%。5､ 总体存活率 42.7%。2010~2015 年基本呈逐年增加趋势;近 3
年与前 3 年相比,存活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胎龄<25周､ 25 周~､ 26 周~､ 27
周~存活率分别为 0%､ 29.4%､ 43.8%､ 46.8%,出生体重<750g､ 750g~､ 1000g~､ 1250g~存活

率分别为 6.7%､ 35.7%､ 48.6%､ 65.2%。6､ 总体放弃治疗率 35.4%。7､ 单因素分析发现:两组

胎龄､ 出生体重､ Apgar1~3分､ 产前用激素､ 休克､ 肺出血､ Ⅲ-Ⅳ度颅内出血及硬肿症 8 个因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8､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肺出血､ Ⅲ-Ⅳ度颅内出血､ 硬肿症

是超未成熟儿死亡/放弃的独立危险因素,产前用激素为保护性因素。 
结论  1､ 2010~2015 年我院新生儿科住院超未成熟儿呈逐渐增加趋势。  2､ 胎龄主要分布在

26~276/7周,出生体重主要分布在 750~1249g。3､ 总体存活率为 42.7%,与胎龄及出生体重呈正相

关,近 3 年存活率较前 3 年明显提高。4､ 放弃治疗率高。5､ 并发症位于前 6 位的为支气管肺发育

不良､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早产儿视网膜病､ 动脉导管未闭､ 颅内出血及败血症。6､ 低胎龄

､ 低出生体重､ Apgar1~3分､ 产前未用激素､ 休克､ 肺出血､ Ⅲ-Ⅳ度颅内出血及硬肿症是超未成

熟儿死亡/放弃的危险因素,其中肺出血､ Ⅲ-Ⅳ度颅内出血及硬肿症是独立危险因素,产前用激素为保

护性因素。 
 
 
PO-2514 

早期新生儿感染相关影响因素 1:1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杜金凤
1,刘盼盼

2,武辉
2 

1.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明确本中心早期新生儿感染的高危因素,为其临床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科生后 3 天内合并感染(包括新生

儿感染､ 新生儿败血症､ 化脓性脑膜炎)的 441 例新生儿作为病例组,并按 1:1 比例在同期住院生后

3 天内无感染同性别及胎龄的新生儿中随机抽取 441 例作为对照组。根据既往文献资料中早期新生

儿感染(EONI)的影响因素设计成调查表对既往病例进行信息采集。应用 SPSS21.0 软件对 EONI 相
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统计分析,明确 EONI 的高危因素。 
结果 (1)一般信息:441 对新生儿,男 246 对,女 195 对,病例组胎龄 34.19(31~38)周,对照组胎龄

34.20(31~38)周。病例组新生儿感染 335 例,化脓性脑膜炎 5 例,新生儿败血症 101 例,其中血培养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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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40 例,病原体种类繁多,革兰氏阳性葡萄球菌 18 例,革兰氏阴性杆菌 13 例,革兰氏阳性链球菌 5 例,
革兰氏阳性杆菌 3 例,白假丝酵母菌 1 例,常见致病菌有:大肠埃希菌 7例､ 金黄色葡萄球菌 5例､ 表
皮葡萄球菌 3例､ 人葡萄球菌人亚种 3 例。(2)单因素分析结果:胎膜早破>18h､ 羊水粪染､ 孕母产

前发热､ 产前应用抗生素､ 极低出生体重儿､ 生后窒息､ 生后 3天内发热､ 新生儿出血性疾病､ 生

后 24 小时内白细胞计数异常(<5. 0×109/L 或>25×109/ L)及血小板计数降低(<150×109/L)是 EONI
的相关危险因素。(3)多因素回归分析:PROM>18h､ 羊水粪染､ VLBW､ 孕母产前发热､ 生后 3 天

内发热､ 生后 24 小时内白细胞计数异常(<5.0×109/L 或>25×109/ L)及血小板计数降低

(<150×109/L)是 EONI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1)本中心 EONI 血培养阳性率低,病原体种类繁多,以革兰氏阳性葡萄球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为

主,常见致病病原菌包括:大肠埃希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人葡萄球菌人亚种。(2) 
PROM>18h､ 羊水粪染､ 孕母产前发热､ 产前应用抗生素､ VLBW､ 生后 3天内发热､ 新生儿出血

性疾病､ 生后 24 小时内白细胞计数异常及血小板计数降低是 EONI 的相关危险因素。

(3)PROM>18h､ 羊水粪染､ VLBW､ 孕母产前发热､ 生后发热､ 生后 24 小时内白细胞计数异常及

血小板计数降低是 EONI 的独立危险因素。 
�羊水粪染､ VLBW､ 孕母产前发热､ 生后 3天内发热､ 生后 24 小时内白细胞计数异常

(<5.0×109/L 或>25×109/ L)及血小板计数降低(<150×109/L)是 EONI 的独立危险因素。 
 
 
PO-2515 

新生儿简易蓝光头罩的制作与临床应用 
 

尚丹,李健,许丽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24 

 
 

目的 可以有效减少及预防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在蓝光治疗过程中新生儿眼炎的发生几率,减少患儿出

现的面部红疹,以及佩戴及摘除眼罩对患儿眼部皮肤刺激,促进患儿舒适。 
方法 1 准备一张长 80cm 宽 50cm 厚 0.3cm 的硬纸板,一卷两面胶,一卷透明胶带,纯棉透气的粉红色

､ 黑色软布各一块,90 °弯状多用双通接头(取自于德国芬兰 SERRES 公司生产的芬兰引流袋上方的

用于连接引流管的白色患者接口)。首先将硬纸板的反面与粉红色软布用两面胶粘好。其次在硬纸

板的正面上计算好头罩体各个平面的长度､ 宽度和高度并画好刻度,制作成具有四个区域的平面图,2
然后沿着刻度线将各个平面之间的连接处用透明胶带固定好,制作成长 30cm､ 宽 25cm､ 高 25cm
的具有一个开口的长方体结构,同时在头罩的顶端将依据医用吸氧管的大小选用的多用双通接头的

一段妥善固定于头罩体内部,另一端用来连接医用吸氧装置。 后将黑色软布依据头罩体各个面的

比例及顶部的吸氧通路做成“半门帘”形式的帽子套在头罩体外表面, 
结果 经临床应用后发现此头罩取代眼罩后,有效的减少了由于眼罩与患儿眼部皮肤长时间接触产生

分泌物而引起的新生儿眼炎及面部皮疹,也避免了由于面部皮疹产生痒感而使患儿烦躁导致脸部划

痕,患儿能够安静的接受蓝光治疗,提高了蓝光照射的有效性。 
结论 该头罩制作简单,操作方便,空间大,既能够预防及减少面部皮疹及新生儿眼炎发生率,促进患儿

舒适,又可以有效保障患儿蓝光照射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同时具备氧源,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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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16 

超低出生体重儿预后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燕,韦秋芬,潘新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超低出生体重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ELBWI)的结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超

低出生体重儿的生存质量。 
方法 通过对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在广西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收治的 129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随访至纠正胎龄 18-24 个月,对
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围产期情况､ 疾病对预后的影响关系。 
结果 129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放弃后死亡 30 例,转院 1 例,治愈出院 98 例,治愈出院者随访

88 人,失访 11 人,88 例患儿中发生精神运动发育障碍 15 例,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的 73 例,精神运动发

育障碍组中孕周较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组低,小于胎龄儿､ 有宫内感染史､ 合并 III 度颅内出血发生率

较运动语言发育正常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宫内感染史

(OR= 43.644,95%CI= 2.545-748.368)及 III 度颅内出血(OR= 55.837,95%CI= 3.422-910.988)是影

响超低出生体重儿神经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孕周为保护因素(OR=0.067,95%CI= 0.006-0.821)。 
结论 超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神经系统后遗症与早产､ 宫内发育迟滞､ 宫内感染及合并 III 度颅内出血

有关。 
 
 
PO-2517 

敌草快中毒二例 
 

李小明,雷智贤,冯乃超,赵峰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570206 

 
 

目的 报道 2 例急性敌草快中毒儿童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增强对儿童急性敌草快中毒及其诊断治

疗的认识 
方法 采用病例回顾性分析方法,归纳､ 总结两例儿童敌草快中毒的成因､ 主要临床表现､ 诊治经过

及近期疗效 
结果 儿童敌草快急性中毒经过及时清除毒物､ 血液净化等综合治疗,可以取得理想效果 
结论 儿童口服敌草快急性中毒早期诊断､ 及时血液净化可挽救生命,改善预后 
 
 
PO-2518 

延胡索酸酶缺乏症一例 
 

李银萍,魏兵,岳小哲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延胡索酸酶缺乏症(Fumarate Hydratase,FH)是由 FH 基因(Fumarate Hydratase gene)突变引

起的新生儿或婴儿早期脑病,主要表现为进食差,生长不良,肌张力低下,嗜睡,癫痫,小头畸形,磁共振显

示大脑异常,可有脑萎缩,异常小脑干等表现。其通常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患儿的父母往往均携带致

病突变[1]。目前国内尚无 FH 基因突变引起延胡索酸酶缺乏的病例报道。现综合相关文献,对沈阳军

区总医院收治的 1 例患儿进行分析,以加强对该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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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延胡索酸酶缺乏症(Fumarate Hydratase,FH)是由 FH 基因(Fumarate Hydratase gene)突变引

起的新生儿或婴儿早期脑病,主要表现为进食差,生长不良,肌张力低下,嗜睡,癫痫,小头畸形,磁共振显

示大脑异常,可有脑萎缩,异常小脑干等表现。其通常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患儿的父母往往均携带致

病突变[1]。目前国内尚无 FH 基因突变引起延胡索酸酶缺乏的病例报道。现综合相关文献,对沈阳军

区总医院收治的 1 例患儿进行分析,以加强对该病的认识。 
结果 延胡索酸酶缺乏症(Fumarate Hydratase,FH)是由 FH 基因(Fumarate Hydratase gene)突变引

起的新生儿或婴儿早期脑病,主要表现为进食差,生长不良,肌张力低下,嗜睡,癫痫,小头畸形,磁共振显

示大脑异常,可有脑萎缩,异常小脑干等表现。其通常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患儿的父母往往均携带致

病突变[1]。目前国内尚无 FH 基因突变引起延胡索酸酶缺乏的病例报道。现综合相关文献,对沈阳军

区总医院收治的 1 例患儿进行分析,以加强对该病的认识。 
结论 延胡索酸酶缺乏症(Fumarate Hydratase,FH)是由 FH 基因(Fumarate Hydratase gene)突变引

起的新生儿或婴儿早期脑病,主要表现为进食差,生长不良,肌张力低下,嗜睡,癫痫,小头畸形,磁共振显

示大脑异常,可有脑萎缩,异常小脑干等表现。其通常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患儿的父母往往均携带致

病突变[1]。目前国内尚无 FH 基因突变引起延胡索酸酶缺乏的病例报道。现综合相关文献,对沈阳军

区总医院收治的 1 例患儿进行分析,以加强对该病的认识。 
 
 
PO-2519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预防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儿感染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王家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目的评价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对降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治疗期间的感染率的效果。 
方法 按照患儿及家属是否给予“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按照儿科血

液病护理常规､ 分级护理制度进行常规护理及宣教。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应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
理念,对其进行 P“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首先成立 P“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护理小组,该小组成

员均需参加系统的 P“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教育培训,对实验组组的患儿除进行常规护理及宣教外,在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理念的指导下,根据治疗的不同阶段患儿家长的心理特点､ 患儿的年龄特征以

及化疗方案所应用的药物对患儿及其家长进行护理干预。(1)详细介绍 P“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的理

念､ 优势,使家长及年长患儿充分认识到其自身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引导家长及年长儿诉说

他们内心的焦虑､ 担忧等,评估其心理状态及信息需求种类,建立护理档案,制定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
给予心理支持及相关信息分享。(3)详细讲解患儿病情,指导家属参与患儿安全､ 卫生､ 活动､ 营养

､ 治疗等合作性照护项目,并保证患儿家属切实掌握必备的照顾知识和技能,使之能完成患儿所需的

护理工作,如,积极预防感染,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方案,掌握正确的口腔护理方法;(4)向患儿及家属提

供必要的医疗护理信息,令家属能有效地参与到护理工作决定中,并使其了解患儿的诊疗计划;(5) 实
施“同伴教育”[3],即组织接受过治疗的患儿和其家长介绍经验,使他们彼此安慰､ 相互支持,增强战胜

疾病的信心。 
结果 实验组白血病患儿的感染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4,P<0.05),见表 1。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儿治疗期间发生感染率的比较 
   
组别 总人数 感染人数 感染率(%) 
实验 82 9 10.98 
对照 74 22 29.73 
注:χ2=3.84,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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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有助于降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治疗期间的感染率,值得在临

床工作中广泛应用。在今后的临床护理工作上,如能将“医护､ 患儿､ 家庭三者紧密合作､ 促进家庭

成员参与患儿的护理工作”的先进理念落实在临床及院外的医疗护理工作上,无疑将对中国护理工作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PO-2520 

应用 USCOM 及 ICON 监测正常足月新生儿心功能研究 
 

杨玉兰,吴本清,苏锦珍,丁璐,钟桂朝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 探究 ICON 与 USCOM 两者无创心功能监测方法在早期正常足月儿血流动力学监测的一致性,
寻找更准确､ 便捷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方法。 
方法 同时采用 ICON 和超声心输出量检测仪(ultrasonic cardiac output monitor,USCOM)测量 50 例

早期健康足月儿的各项血流动力学参数,对监测得的结果分别进行 Bland-Altman 法及配对 t 检验。 
结果 ICON 测得的心脏指数为(3.155±0.732)L/min/m2,USCOM 测得的心脏指数为

(3.314±0.849)L/min/m2,两者的差值的平均值和一致性区间为(-0.16±1.05)L/min/m2,平均百分误差为

65%。ICON 测得的外周血管阻力指数为(1326.160±329.594)d.s.cm-5.m2,USCOM 测得的外周血

管阻力指数为(1244.060±361.361)d.s.cm-5.m2,两者的差值的平均值和一致性区间为

(82.10±445.61)d.s.cm-5.m2,平均百分误差为 69%。 
 
结论 虽然 ICON 与 USCOM 对血流动力学监测的一致性较差,但两者均能很好的监测早期足月新生

儿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PO-2521 

维生素 A 对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免疫调节作用研究 
 

齐双辉,魏兵,张超,李沫,王晔,王雪娜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维生素 A 对婴幼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免疫调节作用,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诊治 353 例 0.5-3 周岁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婴幼儿,随机分

为治疗组(176 例)和对照组(177 例)。两组婴幼儿均给予抗感染及对症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婴幼儿在

此基础上加用口服维生素 A (2.0 万 U / d),随访 3 个月,治疗前后检测 T 细胞亚群和免疫球蛋白,并进

行两组临床疗效评判,随访期间统计患者呼吸道感染复发次数。 
结果 治疗组治疗后 T 免疫球蛋白(IgG､ IgA､ IgM)､ 细胞亚群(CD3､ CD4､ CD4/CD8)均较治疗前显

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对照组治疗前后免疫球蛋白及 T 细胞亚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后的组间结果比较,治疗组免疫球蛋白(IgG､ IgA､ IgM)均高于对照组(P<0. 05),特别是 T 细胞

亚群(CD3､ CD4､ CD4/CD8)差异具有极显著的统计学意义。3 个月期间,比较两组间平均呼吸道感

染次数,结果显示治疗组的患病次数显著少于对照组(P<0. 05)。而且,在此期间,治疗组一直按照医嘱

口服 VitA,经检验,治疗组的血清 VitA 恢复的正常率,由 初的 2.04%上升到 89.7%,恢复水平显著。

而对照组的血清 VitA 恢复病率几乎没有变化。治疗组的血清 VitA 恢复水平及恢复率,恰好进一步印

证了 VitA 缺乏与 RRTI 的正相关性。 
结论 维生素 A 具有提高反复呼吸道感染婴幼儿机体免疫力,并降低其疾病的复发次数和缩短病程的

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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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22 

超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情况的研究 
 

吴艳,钟晓云,陈文,李刚,周利刚,谢茜,王琪,沈彪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15 

 
 

目的 总结分析早产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的情况,为提高早产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生存率和

生存质量提供帮助;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收集 197例早产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一般临床资料､ 住院期间的喂养

方式､ 营养状况､ 并发症等; 
结果 (1)收治的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有逐年增加趋势,救治存活率亦逐渐提高,从 2011 年 80.77%上

升到 2014 年 87.36%;(2)引起死亡疾病依次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败血症､ 持续性肺动脉高压

､ 脑室管膜下-脑室内出血 III-IV°､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3)出院时体重､ 头围宫外生长发育迟缓发生

率为 45.18%､ 24.53%;(4)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 63.45%;败血症发生

率 14.72%,其中早发性败血症占 34.48%､ 晚发性败血症占 65.52%;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

0.51%;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率 9.88%;视网膜病变发生率 21.65%;胆汁淤积发生率 1.01%。 
结论 影响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存活率因素除医疗救治水平外,与家庭经济状况､ 患儿预后关系密切;
为了提高极早早产儿的存活率和存活质量,应进一步加强孕妇产前规范化应用类固醇激素促胎肺成

熟,应用 INSURE 技术,规范氧疗､ 肠内外营养､ 抗菌素应用等防治感染措施。 
 
 
PO-2523 

一例肢带型肌营养不良 2J 型患儿的临床与基因分析 
 

张超,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探讨 1 例肢带型肌营养不良 2J 亚型(1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type 2J,LGMD2J)患者

的临床与基因突变情况。 
方法 对 1 例 LGMD 2J 患儿进行临床资料收集及通过二代测序检测基因突变情况,并结合文献进行

总结。 
结果 该患者临床表现符合肢带型肌营养不良,基因检测发现 LGMD 2J 致病基因 TTN 基因存在复合

杂合突变(c.101766G>C､ c.4874C>G､ c.61289G>A)。 
结论 LGMD 2J 的诊断需综合患者临床,但 终确诊需结合基因诊断。 
 
 
PO-2524 

健康足月儿生后早期体温动态观察与护理管理 
 

许丽,李健,张英慧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连续测量健康足月儿生后 72h 内体温变化,为新生儿低体温发生提供预防及临床护理管理依

据。 
方法 随机抽取 2015 年 11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1 日在我院产科分娩 100 例健康足月儿,生后早期

连续进行体核温度(肛温､ 腋温)､ 体表温度(腹壁温)测量,以观察新生儿生后早期体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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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新生儿生后早期肛温､ 腋温､ 腹温在新生儿初生时低于 36.5℃者分别占 8%､ 69%､ 70%,生
后 0.5h 依次为 38%､ 72%､ 74%,生后 3h 依次为 16%､ 25%､ 54%,生后 6h 依次为 13%､ 33%､
53%,生后 72h 依次为 11%､ 28%､ 42%。肛温(核心温度)在初生时~0.5h 下降幅度 大。 
结论 新生儿低体温发生不仅在脐带结扎后数分钟至数小时,随着时间推移体温虽有所上升,生后 72h
仍存在低体温情况,临床护理工作者应掌握对新生儿低体温发生机制,加强深部新生儿生后早期体温

动态观察,科学有效的进行体温管理,尽早给予护理干预,避免低体温发生对新生儿生存质量造成不良

影响。 
 
 
PO-2525 

Identification of volume parameters monitored with a non-
invasive ultrasonic cardiac output monitor for predicting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children afte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surgery 

 
Chen Yuwei,Li Jing,Xu Fe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The present prospective trial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of stroke volume variation 
(SVV) and corrected flow time (FTc), which were assessed with an ultrasonic cardiac output 
monitor (USCOM), for predicting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children after CHD surgery.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60 children who underwent elective CHD surgery. Once the blood 
pressure (BP) decreased to the minimum value, 
, 6%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was administered (10 mL/kg) over 30 min for volume 
expansion(VE). The USCOM was used to monitor the heart rate(HR), 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stroke volume index (SVI),SVV, FTc of the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VE. 
Additionally, the SVI change (△SVI) was calculated, and the inotropic score (IS) was determined. 
Children with a △SVI ≥15% were considered responders, while the others were considered non-
responders. The children were also divided into IS ≤10 and IS >10 groups. 
Results Of the 60 children, 32 were responders and 28 were non-responders. We found that only 
SVV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VI (r = 0.42, P < 0.01). SVV could predict fluid 
responsiveness after surgery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0.776, P < 0.01), and the optimal 
threshold was 17.04% (sensitivity, 84.4%; specificity, 60.7%). Additionally, the SVV AUC was 
higher in the IS >10 group than in the IS ≤10 group (0.81 vs. 0.73). 
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stroke volume index (SVI),SVV, FTc of the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VE. 
Additionally, the SVI change (△SVI) was calculated, and the inotropic score (IS) was determined. 
Children with a △SVI ≥15% were considered responders, while the others were considered non-
responders. The children were also divided into IS ≤10 and IS >10 groups. 
Conclusions SVV measured with a USCOM can be used to predict fluid responsiveness after 
CHD surgery in children. Additionally, the accuracy of SVV for predicting fluid responsiveness 
might be higher among patients with an IS >10 than among those with an IS ≤10. 
an>△SVI (r = 0.42, P < 0.01). SVV could predict fluid responsiveness after surgery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0.776, P < 0.01), and the optimal threshold was 17.04% (sensitivity, 84.4%; 
specificity, 60.7%). Additionally, the SVV AUC was higher in the IS >10 group than in the IS ≤10 
group (0.81 vs. 0.73). 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stroke volume index (SVI),SVV, FTc of the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VE. 
Additionally, the SVI change (△SVI) was calculated, and the inotropic score (IS) was 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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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ith a △SVI ≥15% were considered responders, while the others were considered non-
responders. The children were also divided into IS ≤10 and IS >10 groups. 
 
 
PO-2526 

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与血管活性物质的研究进展 
 

唐健,武辉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与血管活性物质的研究进展 
方法 检索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与血管活性物质方面的文章,进行总结。 
结果 早产儿 PDA 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参与的复杂病理过程,涉及复杂的分子机制及组织细胞。因为

早产儿 PDA 发病机制复杂,所以治疗应根据发病机制采取措施。临床上,治疗 PDA 的药物主要是布

洛芬和吲哚美辛,主要是对环氧合酶的抑制而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研究指出,布洛芬较吲哚美辛能明

显降低少尿发生率,较少的胃肠道和肾功能方面毒副作用的发生率[13][14]。当布洛芬治疗失败或有

禁忌症的情况下,且具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大的 PDA 早产儿给予口服扑热息痛[13]。除了布洛芬和

吲哚美辛,目前还在积极寻找潜在价值的 PDA 治疗药物[15]。动物研究实验证实,在早产儿中,NO 合

成酶抑制剂对闭合导管作用更大,而在足月儿中,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对动脉导管闭合作用更大,因
此胎儿出生后联合使用 NO 合成酶抑制剂和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比单独使用前列腺素合成酶抑

制剂在关导管更有效。有临床报道,在接受咖啡因治疗的早产儿中,动脉导管闭合的自然闭合率较未

接受咖啡因治疗的早产儿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治疗量咖啡因对动脉导管具有收缩作用[16]。此外,研
究发现微粒体前列腺素合成酶 1 在导管平滑肌细胞前列腺素合成中发挥关键作用,据此推断,微粒体

前列腺素合成酶 1 抑制剂在治疗 PDA 上将比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更有效[17]。 
结论 早产儿 PDA 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参与的复杂病理过程,各因素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共同

促进疾病的发生发展,目前对早产儿 PDA 的发病机制仍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许多理论只停留在动物

实验层面上。关注并研究 PDA 的发病机制,并且能够将其与临床实践联系在一起,对于寻找新的､ 有

效的预防及治疗途径以降低早产儿 PDA 的发生率及病死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相信随着对相关

机制的进一步阐明,早产儿 PDA 的治疗也会有所进展。 
 
 
PO-2527 

三关节融合术治疗马蹄内翻足患儿的康复护理 
 

李梦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对三关节融合术后患者功能恢复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通过选取 20 例马蹄内翻足患者进行手术,术后的康复护理以及回访,对结果进行观察整理。 -
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 AR'>患者功能恢复效果的影响。 
结果 通过整体的康复护理,选取的观察对象无术后并发症发生,康复护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结论 及时实施有效的康复护理,可以减轻患者术后的疼痛程度,减轻痛苦,从而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提
升患者家属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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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28 

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任宇斌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方法 分析青春期白血病患儿的心理特征,从提供良好的护理环境､ 做好健康教育､ 注重观察患儿的

心理变化､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家属的支持､ 培养患儿的兴趣爱好､ 增强患儿的求生信

念､ 呼吁社会支持､ 做好化疗的护理指导等几方面进行回顾性总结。 
结果 根据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特征给予精心的心理护理和治疗后,患儿配合治疗,减少不良

情绪的发生,能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促进患儿的心理健康,增强患儿对抗疾病的勇气和信心,提高生存

率,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结论 从提供良好的护理环境､ 做好健康宣教､ 注重观察患儿的心理变化､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减少不良情绪的发生,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促进患儿的心理健康,增强患儿对抗疾病的勇气和

信心,提高生存率,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PO-2529 

机械通气患儿不同方法呼吸道管理的应用 
 

王珊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10 

 
 

目的 探索使用密闭式吸痰(Closed tracheal suction system,CO)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机械通

气患儿中的应用及护理体会。 
方法 将对我院 PICU 2015 年 7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机械通气患儿中随机抽取 60 例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分别采用开放式吸痰(Open tracheal suction system,OS)和密闭式吸痰 CO,通
过将两组吸痰方法在吸痰过程中的患儿生命体征观察(心率 HR､ 血氧饱和度 SPO2.呼吸 R 的变化),
及吸痰过程中有无痰液飞溅出及痰痂形成等的比较,密闭式吸痰均优于开放式吸痰,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果 通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吸痰过程中患儿生命体征的变化及吸痰过程中有无痰液飞溅出及痰

痂形成等比较。 
结论 密闭式吸痰在多方便都优于开放式吸痰,更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PO-2530 

小儿使用力月西导致静脉炎与防治体会 
 

赵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10 

 
 

目的 对力月西引起静脉炎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寻找合适的防治措施,尽可能降低力月需引起静脉

炎发生 ,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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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需要使用力月西镇静的患者 147 例,分析给予力月

西注射液治疗后患者出现静脉炎原因。对静脉炎患者给予两种不同护理措施,观察组给予 6 小时黄

柏液冰敷湿敷,6 小时后用黄柏液湿敷治疗方法,对照组仅用黄柏液。观察两组患者平均治愈时间。 
结果 研究发现,药物浓度､ 患者因素以及护理因素是导致力月西静脉炎的主要原因,黄柏液冰敷外治

疗方法对于力月西注射液所致静脉炎的康复疗效显著。 
结论 需对力月西致静脉炎的原因引起足够重视 ,同时通过采取有效防治措施来降低静脉炎的发生

率。 
 
 
PO-2531 

手足口病患儿并发脑炎的早期识别及护理 
 

周冬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究与分析手足口病患儿并发脑炎的早期识别与护理干预。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140 例手足口病并发脑炎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均 70 例,对照组在治疗过程中采用常规护理手段,观察组则根据手足口病发病特点对其并发症进行

早期识别并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方式后,患儿手足口病发脑炎的治愈率

情况及患儿家属的满意度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达到满意程度以上的人数较对照组多 42.86%,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

者手足口病并发脑炎的治愈率为 88.57%高于对对照组的 54.29%,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密切关注手足口病患儿生命体征是早期识别手足口病并发脑炎的重要手段,在治疗过程中采用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手段可以有效疾病的治愈率,且患者家属对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应于临床护理领

域广泛推广。 
 
 
PO-2532 

一例 Prader-WIilli 重症酮症酸中毒 
并发急性胰腺炎患儿的护理体会 

 
张亮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总结一例 Prader-WIilli 重症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患儿的护理方法及相关经验. 
方法 通过严格的生命体征监护,及时纠正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监测血糖,尿糖,纠正低血钾,纠正并

发症,积极抗感染。 
结果 患儿通过精心的护理,有效的对症治疗,患儿生命体征日渐平稳。经治疗 18 天,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细致的病情观察,精心的综合护理,有效的沟通指导可促进重症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患儿

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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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33 

医务场所暴力对儿科护士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刘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了解儿科护士经历医务场所暴力对其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为医院管理者改善临床工作环境､ 提

高儿科护士职业认同感提供依据和参考.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运用医务场所暴力问卷表和职业认同感量表,对我院 100 名儿科护士进行

调查. 
结果 50 名(50%) 儿科护士经历过医务场所暴力,大多数护士(82%)经历暴力后想法消极.儿科护士职

业认同感总体得分为(56.04~7.55)分,社会说服力的平均值得分 高(3.77~0.15),留职获益与离职风

险(3.04~0.57) 低.经历组与未经历医务场所暴力的儿科护士在职业认同感的职业自我概念､ 留职

获益与离职风险､ 社会说服力三个维度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医院管理者们应重视加强儿科护士应对医务场所暴力的能力.从而降低其对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PO-2534 

甲流患儿的病情观察及护理 
 

杨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甲流患儿的病情观察和护理。探讨甲流患儿的病情观察和护理。 
方法 对 20 名甲流患儿在做好严格的消毒隔离和正确的医疗诊治的基础上,结合合理饮食和心理护理

等,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 终达到临床治愈。 
结果 20 名重症甲流患儿全部治愈,无一例死亡。 
结论 护士掌握甲流发病的病因､ 临床表现､ 病情变化､ 并发症等,及时给予有效的护理措施,是达到

临床治愈的关键。 
 
 
PO-2535 

有关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哮喘的全方位气道护理的研究 
 

胡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究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哮喘全方位气道护理。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5 月~2016 年 8 月间收治的 80 例重症哮喘患儿作为此次研究样本,分为两组

对比研究,对照组 36 例,采用实验组 46 例,均行机械通气治疗,对照组机械通气期间采用常规护理干

预,实验组采用全方位气道护理,观察两组患儿机械通气治疗前后血气指标变化与机械通气的治疗效

果。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儿在机械通气前 SaO2､ PaO2､ PaCO2 指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经机

械通气治疗后,两组以上指标均改善,实验组改善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患儿机械通气期间实施全方位的气道护理,治疗总有效率为 97.8%,对照组为 88.2%,两组总有效率

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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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哮喘实施全方位的气道护理可以确保治疗顺利进行,治疗效果显著,有效

减少了哮喘发作频率,减轻了临床各症状,使患儿得到及早治愈,值得采用。 
 
 
PO-2536 

一种附加计量功能吸痰管的制作与临床应用 
 

刘亚丽,刘侠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客观､ 准确地观察痰液的颜色和量,为临床及时提供病情信息。 
方法 设计并制作一种附加计量功能的吸痰管,改良后的吸痰管具有即时准确观察计算痰液吸出量的

功能,对每次吸出的痰液精确计算。 
结果 有效观察痰液颜色及量,为准确判断并有效治疗提提供科学依据。 
结论 减少过多的操作环节及降低污染机会,提高了人力及时间成本,避免资源浪费,降低病人医疗支出,
适合临床推广。 
 
 
PO-2537 

股动脉与桡动脉采血在儿科门急诊临床应用中的效果比较 
 

李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对儿科门急诊需要采集动脉血的患儿,采用两种不同方法采集动脉血,观察比较两种采血方法的

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儿科门急诊需要采集动脉血的患儿 200 例以及家属 240 例

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股动脉采血法,观察组采用挠动脉采血

法。 
结果 对照组一次性采血成功率为 88.0%,标本合格率为 90.0%,并发症发生率为 9%,家属满意度为

58.33%;观察组一次性采血成功率为 96%,标本合格率为 98.0%,并发症发生率为 2%,家属满意度为

91.67%.观察组采血成功率､ 标本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家属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 
结论 挠动脉采血法用于儿科门急诊患儿动脉采血具有安全､ 成功率高､ 并发症少､ 操作简单的优

点,并且提高家属的满意度,减轻患儿多次穿刺的痛苦。 
 
 
PO-2538 

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相关因素分析 
 

裴启越,武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之间的关系及相关因素,进一步为临床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以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产科出生,
新生儿科住院治疗 168 例胎龄<34 孕周的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分为①胎盘病理诊断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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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胎盘病理诊断阴性组;②根据是否存在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分为 Hs-PDA 组与无

Hs-PDA 组,探讨<34 孕周早产儿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关系及 Hs-PDA 的危险因素。 
结果 胎盘病理诊断阳性组(49 例)与胎盘病理诊断阴性组(119 例)比较,孕母基本资料分析:胎膜早破

发生率(p=0.049)､ 羊水异常发生率(p=0.046)及羊水培养阳性率(p=0.023)､ 产前孕母抗生素应用时

间(p=0.039)､ 产前 C 反应蛋白(p=0.000)显著高于病理诊断阴性组。两组中新生儿基本资料分析:胎
盘病理诊断阳性组胎龄小于病理诊断阴性组(p=0.015),生后第一次血常规中白细胞数值(p=0.003)及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p=0.013)显著高于病理诊断阴性组。新生儿并发症方面:PDA(p=0.016)､ 脑室内

出血(p=0.033)､ 早期新生儿感染(p=0.036)及坏死性小肠结肠炎(p=0.037)发生率,胎盘病理诊断阳

性组显著高于病理诊断阴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PDA 组(113 例)和无 Hs-PDA 组(55 例)
进行单因素分析,在 Hs-PDA 组中母体炎症反应阳性发生率(p=0.025)､ 产房插管率(p=0.043)及新生

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NRDS)(p=0.025)发生率显著高于无 Hs-
PDA 组,血小板数值(p=0.007)显著低于 Hs-PDA 组。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血
小板减少(OR=0.992)及母体炎症反应阳性(OR=3.426)是 Hs-PDA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1)宫内感染的早产儿 PDA､ NEC､ IVH､ 新生儿早期感染､ 羊水异常､ 羊水培养阳性率及胎膜早
破发生率明显升高。  
(2)孕母产前 CRP､ 早产儿生后第一次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宫内感

染。                                                                                                                                           
(3)母体炎症反应阳性､ 产房插管率､ RDS､ 血小板减少是 Hs-PDA 的危险因素。 
(4)母体炎症反应阳性及血小板减少是 Hs-PDA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O-2539 

小儿 DDH 切开复位 Dega截骨､ 人位石膏固定术 
的围手术期护理 

 
骆珊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究小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切开复位 Dega 截

骨､ 人位石膏固定术”围手术期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骨科 170 例 DDH“切开复位 Dega截骨､ 人位石膏固定术”
患儿临床资料的汇总分析。 
结果 170 例患儿术后恢复良好,其中 3 例出现半脱位,2 例出现股骨头坏死,所有患儿无切口感染及褥

疮发生,均痊愈出院。 so-bi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font-kerning:1.0pt;mso-ansi-
language: 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截骨､ 人位石膏固定
术”患儿临床资料的汇总分析。 
结论 “切开复位 Dega截骨､ 人位石膏固定术”治疗小儿 DDH 疗效满意,进行良好的围手术期护理能

促进患儿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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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40 

儿童脊柱侧弯术后食欲下降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何婷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脊柱侧弯术后患儿食欲下降的原因及对患儿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并对此作出相应的护理

措施。 
方法 通过对我科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78 例脊柱侧弯术后食欲下降的患儿进行系统

详细的观察,分析出影响患儿术后食欲下降的原因,并根据其原因给予相应的护理,如疼痛的护理､ 贫

血的护理､ 发热的护理､ 肠蠕动减慢及肠麻痹的护理､ 心理护理等一系列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并观

察护理干预后的效果及患儿食欲的变化。 
结果 对食欲下降的患儿进行一系列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后,患儿食欲有显著的提高,腹痛､ 恶心､ 呕吐

等症状明显减少,大大缩短了患儿身体恢复的时间。 
结论  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大大减少患儿食欲下降的发生,使其摄入更多的营养,提高抵抗力,缩短

治疗时间。 
 
 
PO-2541 

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齐红阳,徐建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讨论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护理中应用。 
方法 通过对患者病情的全面评估,结合其临床表现和症状,从生命体征的观察与护理､ 导管的护理､

肢体功能锻炼､ 心理护理及特殊用药的指导等方面对 12 例小儿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患儿实施综

合护理干预。 
结果 10 例好转出院,1 例出院时肢体活动仍然受限,1 例家属要求退院,无一例死亡,无并发症的发生,
取得家属对护理工作的配合与肯定,患儿预后良好,达到了预期治疗效果。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对本病恢复有明显的效果,为患儿提供恰当准确的综合护理,是维持和促进患儿健

康的关键。 
 
 
PO-2542 

1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的病情观察与护理体会 
 

常玉杰,徐建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小儿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的急救与护理措施。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的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 11 例实施的护理措施进行

总结和归纳。 
结果 本组 11 例患儿经过急救处理及全面精心治疗护理,病情得到控制,无护理并发症发生。 
结论 通过及时迅速的明确诊断并给予有效的护理措施是保证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治疗效果和病情

稳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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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43 

选择性 IgA 缺乏症 1 例 
 

吕红娇,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北方医院 110031 

 
 

目的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PID)是一组免疫器官､ 组织､ 细胞或

分子缺陷,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不全的疾病。血清 IgA 的缺乏被认为是 常见的人类免疫缺陷, 它在亚

洲人群中并不少见。 
方法 对本科收治一患儿进行分析,患儿男,9 岁,因咳嗽 4 天入院, 患儿既往反复呼吸道感染,化验血清

IgA <0.0667g/L,细胞免疫功能检测及血清 IgM､ IgG 均正常,符合选择性 IgA 缺乏症的诊断。 
结果 符合选择性 IgA 缺乏症的诊断。 
结论 选择性 IgA 缺乏症在四岁以上病人, 除外其他原因引起的低丙球蛋白血症。IgA 是重要的粘膜

免疫功能障碍。然而,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感染增加,可能是因为其余的免疫机制代偿。只有少数患

者有症状。这些病人可能出现复发感染､ 自身免疫性疾病､ 胃肠道疾病,过敏性疾病,血液制品过敏

反应。sIgAD 是排斥的诊断。必须考虑其他免疫疾病和其他药物引起 IgA 缺乏。 
 
 
PO-2544 

强化心理护理对性早熟患儿的影响 
 

吴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心理护理在中枢性性早熟(CPP)患儿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将 60 例 CPP 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2 组均注射达菲林,对照组只进行常规医

学护理,观察组在常规医学护理的同时给予心理护理。 
结果 通过艾氏儿童行为量表统计,观察组患儿外显的行为问题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心理护理在 CPP 的治疗中具有确切疗效,值得重视及推广。 
 
 
PO-2545 

eNO 在哮喘患儿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中的指导意义 
 

文香,廖莉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400030 

 
 

目的 通过监测呼出气一氧化氮(eNO)的动态变化,指导吸入糖皮质激素(ICS)在哮喘儿童中的合理性

应用。 
方法 对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7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 50 例年龄在 4-7 岁的哮喘患儿进行肺功能 
､ 离线式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及儿童哮喘控制测试问卷(C-CAT)。 
结果 50 例哮喘患儿治疗前 eNO 浓度为(38.83±6.97)ppb,较对照组儿童 (9.78±2.57)ppb 有明显增高

(P<0.01)。哮喘患儿经过 ICS 正规治疗 1月､ 3月､ 6 月后,测定 eNO 浓度分别为(28.94±7.46)ppb
､ (22.12±8.04)ppb､ (16.48±8.98)ppb,与治疗前相比,eNO 浓度均显著下降(P<0.01)。经 ICS 治疗

1 月,通过 C-CAT 评分,有 41 例患儿达临床控制,控制率达 82%,治疗 3月､ 6 月,分别有 45例､ 48
例患儿临床控制,控制率分别为 90%和 96%,但治疗 6 月后的 eNO 浓度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经 ICS 治疗 6 月,50 例哮喘患儿呼气峰流速(PEF)由治疗前的 181.9±22.8 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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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19.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 42 例(84%)患儿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用力肺活量

(Vcmax)超过 80%。 
结论  
哮喘患儿 eNO 水平与患儿 C-CAT 评分及肺功能检测均高度符合,可以作为哮喘患儿病情监测及指

导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敏感指标。 
 
 
PO-2546 

四种小儿化疗性静脉炎的治疗方法及其疗效观察 
 

郭丽娜,韩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化疗药物通常具有高渗性､ 强刺激性等特点,加之小儿自控能力差,易因运动等原因造成局部血

管损伤,导致静脉输液药物的渗漏,因此,静脉炎成为患儿化疗过程中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化疗性静

脉炎一般秉承较长,不仅会导致穿刺所属静脉费用,而且会增加患儿痛苦,降低治疗依从性,进而阻碍治

疗的顺利进行。我院小儿外科门诊经常采用芦荟､ 还带或者新鲜马玲薯片配合喜辽妥外敷治疗化疗

性静脉炎,本研究旨在观察比较上述几种静脉炎治疗方法对小儿化疗性静脉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自 2014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小儿外科门诊进行静脉推注长春新碱的肾母细胞瘤

患儿,将 235 例化疗后发生静脉炎的患儿随机分为喜疗妥组(76 例)､ 芦荟联合喜疗妥治疗组(52 例)
､ 海带联合喜疗妥治疗组(33 例)以及新鲜马铃薯片联合喜疗妥治疗组(74 例)。各组分别采用相应的

材料贴敷 1 h 后涂抹喜疗妥,治疗 5 d 后比较各组的治疗效果。根据静脉炎分级标准以及前人研究经

验,规定疗效评价标准为:治愈:疼痛､ 红肿消失,血管循环良好,静脉条索和硬结消失,可以顺利进行静

脉输液;显效:治疗后局部红肿消失,疼痛症状缓解,条索范围缩小 2/3 以及硬结变软;有效:疼痛症状缓

解,红肿范围缩小,条索范围缩小 1/3;无效:治疗后静脉炎症状无改善。 
结果 各组的总有效率和治愈率分别为喜疗妥组 77.63%和 9.21%,芦荟联合喜疗妥治疗组 92.31%和

31.69%,海带联合喜疗妥治疗组 81.82%和 9.09%,以及新鲜马铃薯片联合喜疗妥治疗组 94.59%和

13.51%。芦荟联合喜疗妥组和新鲜马铃薯片联合喜疗妥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喜疗妥单独治疗组,
芦荟联合喜疗妥组的治愈率显著高于新鲜马铃薯片联合喜疗妥组。 
结论 相较于新鲜马玲薯片+喜辽妥组､ 海带+喜疗妥祖以及喜辽妥单独治疗组,芦荟联合喜辽妥对小

儿化疗性静脉炎的治疗效果更为明显。 
 
 
PO-2547 

婴儿捂热综合征临床特征分析 
 

陈瑜,刘铜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婴儿捂热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预后不良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2 月-2017 年 5 月 9 例婴儿捂热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随访,分析

预后不良的因素。 
结果 9 例患儿均为婴儿,平均年龄 5.2±0.41 月。其中 1 例为家长放弃拔出气管插管后死亡,8 例全部

存活,存活患儿中严重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 3 例,表现为昏迷不醒植物人一例,智力落后 1 例,语言和

运动发育严重落后 1 例;轻度 HIE 后遗症 4 例,表现为轻度运动发育落后和言语不清,痊愈 1 例。发病

季节均为 11 月至次年 3 月。重症组(死亡和严重 HIE 后遗症患儿)的平均热峰(40.73±0.89)℃,明显

高于轻症组(轻度 HIE 后遗症和痊愈患儿)的(39.68±0.93)℃(P<0.05)。9 例患儿全部出现抽搐,其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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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儿出现昏迷､ 休克,重症组患儿昏迷时间 6.2±0.65 天,明显长于轻症组 3.5±0.73 天。重症组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的发生率､ 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ICS)､ 氧合指数(OI)､ 代谢性酸中毒的严重程

度､ 乳酸水平和乳酸脱氢酶(LDH)均高于轻症组(P<0.05);重症组血糖(Glu)､ WBC 计数和 Na+浓度

高于轻症组(P<0.05)。 
结论 婴儿捂热综合征易发生在冬季,整体预后不良,HIE 后遗症发生比率高,这与家长发现病情晚有极

大的关系,大部分家长无法说明发生捂被的具体时间。死亡或出现严重 HIE 后遗症患儿易出现超高

热､ 昏迷时间长,DIC 重,低 PH 值,高乳酸､ 高 LDH､ 氧合情况差､ 高血糖､ 高血钠､ 高白细胞以及

高 PCIS 评分均有助于早期病情的判断和及时处理。但是作为医务人员,对家长进行健康教育预防捂

被发生非常重要。 
 
 
PO-2548 

A novel mutation in the gene coding of the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zeng lingkong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100828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amily history of a novel mutation gene Wiskott-Aldrich syndrome 
(WAS) boy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o develop the expansion of existing knowledge of 
WAS. 
Methods  A three-generation WAS family histories of 8 members were investigate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analyse all exon mutations of WASP gene using sanger 
sequencing. Flow cytometry to Detecting the WASp of PBMCs. 
Results The patient' s clinical score was 4,antibodies to PM-Scl,PCNA were positive., the patient 
co-suffered from anemia,hrombocytopenia, autoimmune disease, abnormal renal function without 
eczema ,.A homozygous mutation (C > T) was found at 928 bp of exon 2,corresponding to 
Glutamine changed to Termination codon .His mother and grandmother was the carrier of the 
mutation,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and aunts didn’t carry the mutation. 
Conclusions This was the first report the phenotype c928C>T mutation of WASP without 
eczema, WAS should be recognized earlier and diagnosed by genetic testing. 
 
 
PO-2549 

以发热为首发症状的儿童肝豆状核变性一例 
 

于聪,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肝豆状核变性(HLD)又名 Wilson’s 病(WD),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致病

基因 ATP7B 定位于染色体 13q14.3 编码一种铜转运 P 型 ATP 酶,ATP7B 基因突变导致 ATP 酶功

能减弱或丧失,引致血清铜蓝蛋白合成减少以及胆道排铜障碍,蓄积于体内的铜离子在肝､ 脑､ 肾､

角膜等处沉积,过度沉积的铜可损害累及器官的组织结构和功能而致病,引起进行性加重的肝硬化､

锥体外系症状､ 精神症状､ 肾损害及角膜色素环等。根据受累器官的不同,可分为肝型､ 脑型､ 其

他类型及混合型等。儿童的好发年龄以 7-12 岁多见,男孩略多于女孩,Mark 等计算汉族发病率远远

高于欧美人群,因此本病在我国比较多见,但是本病为基因突变所致,发病无地域性及规律性,所以至今

没有大范围的样本数总结我国儿童肝豆状核变性的现状及特征。 
方法 患儿,男,10 岁,因“发热一月”为主诉入院,胸腹部 CT:双肺未见异常,肝硬化,脾大,肝内多发结节,
考虑肝硬化再生结节,肝病性胆囊改变。腹部超声:胆囊炎,胆囊周边液性暗区。肝炎病毒八项:乙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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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抗体阳性,其余未见异常。甲胎蛋白 676.53ng/ml;癌胚抗原 0.64ng/mL;血清免疫球蛋白 A 5.29g/L;
血清免疫球蛋白 M 3.31g/L;血清免疫球蛋白 G 21.27g/L;类风湿因子 17.1IU/mL;AST 75.99U/L;ALT 
140.05U/L;血清总胆汁酸测定 86.2umol/L;血清总胆红素测定 56.7umol/L;血清直接胆红素测定

28.2umol/L;肾功阴性;凝血功能正常;眼科会诊:裂隙灯下可见:双眼角膜边缘后弹力层有黄绿色角膜

色素环,即 K-F 环阳性。血清铜蓝蛋白 12.9mg/dL;血清铜 796.4ug/L;24 小时尿铜含量

177.3ug/24h。头部 MRI:脑实质内未见明显异常信号,脑室系统未见扩张,脑沟､ 裂池未见增宽,中线

结构居中。父母及患儿分子遗传学检查结果:均阳性。来自母亲的等位基因存在一个致病突

变:ATP7B   c.2128G>A   p.(Gly710Ser)    杂合:致病突变 
来自父亲的等位基因存在一个致病突变:ATP7B   c.2333G>T   p.(Arg778Leu)     杂合:致病突变 
结果解释:检测到两个杂合的致病突变。所检测到的基因变异的解

释:ATP7B   c.2128G>A    p.(Gly710Ser)   常染色隐性遗传 
结果 综上所述,患儿所患疾病符合儿童肝豆状核变性的诊断。治疗主要是驱铜及保肝:青霉胺和二巯

丙磺钠促进铜排泄,硫酸锌减少铜吸收,低铜饮食;多烯磷脂酰胆碱､ 还原型谷胱甘肽､ 复方苷草酸甘

､ 促肝细胞生长素等保护肝细胞生长等。治疗后患儿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血清铜降低,临床好转出

院,随访 1 年未复发。 
结论 WD 是少数几个能用药物治疗且疗效较好的遗传代谢病之一,加强对本病的认识,及时对症治疗,
预后良好。 
 
 
PO-2550 

无喉镜气管插管术在新生儿窒息复苏中的应用 
 

曾凌空,刘汉楚,张卫红 
武汉市儿童医院 100828 

 
 

目的 研究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中使用无喉镜气管插管术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 
方法 在新生儿窒息复苏中需要气管插管时使用指引法插管术,和常规气管插管术比较,观察以下指标:
插管所需时间(T1)､ 低经皮血氧饱和度(SPO2 ) ､ 低心率 (HR) 值,心率低于 60 次/分时间,和一

次插管成功率之间的差异,并评估上颚损伤､ 粘膜损伤发生率之间差异。 
结果 气管插管所需时间指引法为 7.12±3.28 秒,常规喉镜法 11±4.13 秒,P<0.05,两者之间有统计学

差异,心率<60 次/分的时间指引法为 12.12±6.28,常规喉镜法 15±5.22,P<0.05,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

异, 低经皮血氧饱和度指引法为 67.12±8.12,常规喉镜法 65±9.13､ P>0.05, 低心率指引法为

57.12±10.2,常规喉镜法 53±8.66､ P>0.05 两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牙龈上颚损伤常规喉镜法 5 例,
指引法 0 例,P<0.05,咽部损伤常规喉镜法 5 例,指引法 3 例,P>0.05。误入食管喉镜组 4 例,指引法 0
例。 
结论 指引法在新生儿窒息复苏中应用安全性高,插管时间减少,能较快恢复心率,有利于提高抢救成功

率,值得推荐。 
 
 
PO-2551 

215 例超低和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分析 
 

李捷,钟晓云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00 

 
 

目的 探讨近年来 ELBWI(Extreme-Low-Birth-Weight Infant,超低出生体重儿)和 VLBWI(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极低出生体重儿)的流行病学情况及临床资料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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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2013.9-2016.11 共 3 年来于重庆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 215 例 ELBWI/VLBWI 为研究对

象,分析其流行病学,并比较 ELBWI(n=28)和 VLBWI(n=187)临床特点及其转归。 
结果 215 例 ELBWI/VLBWI 中均为早产儿(胎龄小于 37 周),平均胎龄 30.6±2.12 周(范围 24-36 周),
平均出生体重 1264.7±189.2g(650g-1490g),产前因素中,多胎(双胎及以上)､ 胎膜早破､ 试管婴儿为

主要其的产前合并症(52.1%､ 44.2%､ 35.3%),产前使用过地塞米松､ 硫酸镁､ 抗生素的患儿分别

达 71.2%､ 49.8%､ 24.2%。两组患儿的比较分析中,ELBWI 较 VLBWI 的存活率更低(71.4% 
vs.90.9%,P<0.05);住院时间延长(38.4 天±30.8 天 vs. 33.3 天±16.8 天, P<0.05),但差异尚不具统计

学意义。治疗方面:ELBWI 的机械通气率和 PS(Pulmonary Surfactunct,肺表面性物质)(50.0%､
75.0%)使用率均显著高于 VLBWI(13.9%､ 51.3%),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发症:ELBWI 在
NRDS(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 败血症､ 休克､ 重度颅

内出血(Ⅲ°Ⅳ°)(85.7%､ 35.7%､ 17.9%､ 10.7%)的发生率均高于 VLBWI(63.1%､ 18.7%､ 4.3%､
1.6%)(P<0.05) 
结论 多胎(双胎及以上)､ 胎膜早破､ 试管婴儿为极低或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主要原因, ELBWI 和
VLBWI 相比,其生存率更低,机械通气和 PS 使用率更高,严重并发症如 NRDS､ 败血症､ 休克､ 重度

颅内出血(Ⅲ°Ⅳ°)的发生率更高。 
 
 
PO-2552 

鼠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联合护理干预对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血

清 NSE､ GFAP ､ S100B 蛋白表达的影响 
 

张恩胜
1,王静

2,黄磊
1,万振霞

1,王庆玲
1,芦庆花

1,李玉红
1,姜春平

1,毛青青
1,王军

3 
1.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山东省妇产医院 

2.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3.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鼠神经生长因子(mNGF)注射液联合护理干预对中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患儿

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 星形胶质源性蛋白(S100B)表达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和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足月中重度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患儿 120 例,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 鼠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组(NGF
治疗组) ､ 护理干预组和联合治疗组,治疗前以正常足月新生儿 30 例作为健康对照。常规治疗组给

予对症支持治疗; NGF 治疗组确诊后在对症支持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肌肉注射 mNGF20μg /( k g ·d ),
共 14 天;护理干预组在对症支持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抚触按摩处理;联合治疗组在护理干预组的基础上

给予肌肉注射 mNGF20μg /( k g ·d ),共 14 天。  
结果 治疗前各治疗组血清 NSE､ GFAP､ S100B 无统计学差异,各组 HIE 患儿血清 NSE､ GFAP､
S100B 均高于健康对照组。治疗 2 周后,常规治疗组患儿的血清 NSE､ GFAP､ S100B 均高于其他

三组,治疗 1､ 2 周后,护理干预组､ NGF 治疗组患儿的血清 NSE､ GFAP､ S100B 水平高于联合治

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单独鼠神经生长因子注射液或护理干预治疗均可减轻足月儿中重度 HIE 的神经损伤,联合治疗

可取得更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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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53 

5 例儿童高楼坠落伤诊治心得 
 

张盛鑫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分析我院 PICU 近一年收治的高楼坠落伤患儿,为高楼坠落伤的综合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我院 PICU 于 2016.6-2017.6 收治的 5 例高楼坠落伤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儿童高楼坠落伤多位多发伤,多发伤发生于创伤后数分钟或数小时。严重多发伤诊治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要遵循边救边诊边救三原则:即诊断-抢救-诊断-治疗。 
结论 儿童意外导致的高楼坠落伤已严重威胁儿童的生命安全,应根据不同的损伤表现,采取不同的综

合处理方法。 
 
 
PO-2554 

Establishment of age and gender specific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liver function tests in healthy Han 

children 
 

周琪,许建成,武辉,闫佳秀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ge and gender specific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of liver function tests among Han children in Changchu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1394 healthy Han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The levels of serum ALT, AST, 
GGT, ALP, TP, ALB, TBIL and DBIL were measured on Hitachi 7600-210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he age and gender specific reference intervals were partitioned using Harris and Boyd’ 
s test and calculated using nonparametric rank method 
Results All the analytes required some levels of age partitioning. Proteins and bilirubins did not 
require gender partitioning. Considerable gender partitioning was required for serum ALT, AST, 
GGT, and ALP. TP, TBIL, and DBIL showed steady increases, AST showed decreases, ALT, 
GGT, ALP, and albumin demonstrated complex trends of change. ALT and GGT increased in 
males from 11 years to juveniles. ALP markedly declined in females from 13 years to 14 years 
Conclusisons There were apparent age or gender variations for liver function tests. When 
establishing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partitioning according to age and gender is frequently 
necessary 
 
 
PO-2555 

血浆置换治疗小儿重症溶血尿毒综合征的护理与观察 
 

孟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研究血浆置换治疗小儿重症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 2015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 10 例重症溶血性尿毒综合征患儿进行血浆置换治疗

18 次。总结护理方法 1.根据患儿年龄､ 体重选择合适的导管型号种类及留置位置,配合医生建立中

心静脉留置导管。 2.置管护理,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维护良好的血管通路,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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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导管局部皮肤的观察与护理,每日床旁交接班,妥善固定导管,防止打折及脱管。3.血浆置换操作

中护理,根据规范操作指南正确预冲管路,在治疗过程中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做评估及病情观察,
正确调整机器参数,及时处理机器报警提示,保证治疗有效安全进行。4.为家属及患儿做好心理护理

及操作宣教。 
结果 血浆置换治疗顺利完成后,患儿临床症状缓解。患儿血红蛋白､ 乳酸脱氢酶､ 肌酐､ 尿素､ 胆

红素水平在血浆置换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浆置换对治疗小儿重症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疗效显著,正确有效的护理与观察是保证血浆置换

有效进行的必要条件。 
 
 
PO-2556 

新生儿急性肾损伤的研究进展 
 

刘君丽,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一种常见疾病。在血容量低下､

缺氧､ 休克､ 低体温､ 感染､ 溶血､ 先天性神发育异常等情况下均可发生急性肾损伤,可以出现少

尿或者无尿的､ 酸碱紊乱､ 体液紊乱以及血浆肾脏代谢产物浓度升高。AKI 是引起危重患儿死亡的

主要原因,并且有较高风险发展为慢性肾功能不全 
方法 研究表明 AKI 是导致新生儿致残和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诊断以及及时干预是治疗新生儿

急性肾损伤的关键,以期达到降低新生儿病死率的效果。新生儿时期是儿童生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殊

的关键时期,目前国内外对于新生儿急性肾损伤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其发生率和病死率很高,研究表

明危重新生儿急性肾损伤在 NICU 的发生率高达 8%-24%,由于缺乏急性肾损伤早期诊断的敏感指

标,病死率高达 10%-61% 
结果 新生儿急性肾损伤 新进展 
 
 
PO-2557 

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临床研究 
 

孙雪丽,姜春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及二胎政策的开放,早产儿的出生率也随之升高,早产儿呼吸暂停作

为临床早产儿的一种常见症状,严重威胁着早产儿的生存及预后。经过专家的临床研究发现,合理有

效的药物治疗,配合必要的非药物辅助治疗,可明显的降低早产儿呼吸暂停现象,并能改善预后。目前

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甲基黄嘌呤类药物,如氨茶碱及咖啡因,本文旨在观察研究咖啡

因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选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 2012.1.1—2015.12.31 应用甲基黄嘌呤类

药物治疗的早产儿,设定纳入及排除标准,按照标准选取胎龄在 28-34 周之间,出生体重为

1000g~2000g 的 110 例患儿,根据应用药物不同,分为咖啡因组及氨茶碱组,对药物使用的有效率､

有创通气时间､ 无创通气时间､ 氧疗持续时间及不良反应等方面进行回顾性分析,然后应用统计学

加以处理。  
结果 应用咖啡因与氨茶碱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两组患儿,胎龄(咖啡因:31.03±1.55,氨茶

碱:30.65±1.82)､ 出生体重(咖啡因:1466.4±262.4,氨茶碱:1426.8±268.0)及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经咖啡因治疗的患儿有创通气时间及氧疗持续时间较氨茶碱组缩短(P<0.05),而无创通气

时间两组无明显差异;治疗效果方面,咖啡因组的显效率要明显高于氨茶碱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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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而两者的总有效率差别不大;咖啡因及氨茶碱两种药物使用过程中统计的不良反应及相关

因素,枸橼酸咖啡因组:心动过速(9.0%)､ 腹胀(1.8%)､ 呕吐(0%)､ 喂养不耐受(7.3%)､ BPD(1.8%),
氨茶碱组:心动过速(27.3%)､ 腹胀(12.7%)､ 呕吐(9.0%)､ 喂养不耐受(21.8%)､ BPD(12.7%),氨茶

碱组不良反应及相关因素发生率明显高于枸橼酸咖啡因组,且各独立不良反应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在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方面临床效果好,起效时间快,不良反应较少,可作为呼吸暂

停的首选用药。及时有效的使用,减少呼吸暂停发生次数,缩短患儿有创通气时间,从而减少呼吸机造

成的肺损伤及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降低早产儿死亡率并改善预后。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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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1 

超声诊断小儿后肾间质肿瘤 1 例及文献复习 
 

刘庆华,刘小芳,张新村,苗莉莉,杨翠华,闫玉玺,庞焕平,吕宗烨,张爱英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小儿后肾间质肿瘤非常罕见,其发生率微乎其微,许多临床医生/影像医生/病理学医生可能一生

中不会碰到 1 例,其声像图表现至今文献未见报道。本文旨在探讨小儿后肾间质肿瘤的超声诊断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 例后肾间质肿瘤患儿的超声资料。男孩,7 个月,患儿以当地

医院诊断肾积水复诊。 
结果 左肾形态失常,于左肾中下极实质深部向肾盂肾门外膨出一实性团块回声,边界清晰,实质呈密集

分布的纤维束样中等回声,与肾实质相连,周围可见小网状暗区,CDFI 示团块内丰富血流信号,血流信

号来源肾脏血管。团块于肾门及肾血管后下方向下膨出生长,肾门血管受推移前移贴边走形。超声

诊断:左肾实性占位性病变,考虑先天性肾脏肿瘤,先天性中胚层肾瘤可能性。CT 诊断:左侧肾盂内低

密度影——囊肿?MR 诊断:左肾内侧不规则长 T2 信号影。外院超声会诊:左肾盂盏内占位,首先考虑

肾盂型肾母细胞瘤。病理诊断:(左肾中盏)后肾间质肿瘤。 
结论 2000 年后肾间质肿瘤首次被描述。在此之前,大多数这类肿瘤被归类为先天中胚层肾瘤。超声

检查对后肾间质肿瘤的诊断､ 定位､ 制定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后肾间质肿瘤作为一类新发现的

罕见疾病,只有通过病例积累,掌握新的诊断信息,才能使诊断和治疗日趋完善。 
 
 
PU-0002 

小儿美克尔憩室的超声误诊漏诊原因分析 
 

张展,王爱珍,方玲,张延刚,杨礼,裴勖斌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通过总结小儿美克尔憩室急性炎症期声像图特征及其并发症表现,提高超声诊断符合率,减少误

诊漏诊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三年来西安市儿童医院收治的 28 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美克尔憩室患儿的临床

及超声声像图资料。应用 iU 22 及 iU Elite 超声诊断仪,L12-5MHz 高频线阵探头及 C8-5MHz 腹部

探头,以脐周及回盲部为中心进行扫查 
结果 超声共检出美克尔憩室 20 例,诊断符合率 71.4%(20/28),漏诊 5 例,误诊 3 例。超声声像图表现

为管状或囊性包块 9 例,无明显蠕动。一端与肠管相连,另一端为盲端,其壁较厚,具有肠壁的特征,彩
色血流显示:包块壁上可见短棒状血流信号,这是典型的美克尔憩室图像特征;超声声像图表现为混合

性包块 6 例,为憩室穿孔所致,周边为炎性渗出､ 脓肿形成;超声表现为美克尔憩室继发性肠套叠 4 例;
超声表现为憩室继发肠梗阻 1 例;超声声像图未见异常 5 例;超声误诊 3 例,均误诊为阑尾周围脓肿。 
结论 美克尔憩室好发于儿童,超声常表现为脐周或回盲部异常增厚的管腔回声,呈一囊袋样结构,一端

为盲端,壁较厚,形态较固定,无明显蠕动。美克尔憩室炎可同时合并阑尾炎,检查过程中应注意追踪回

盲部,辨认肿大的阑尾。美克尔憩室开口位于回肠,而阑尾开口于盲肠。当美克尔憩室穿孔后,下腹部

形成脓肿,此时也易误诊为阑尾周围脓肿,应在急性期消炎治疗后复查,以避免误诊漏诊。综上所述,当
患儿有阑尾炎､ 消化道出血､ 肠梗阻等病史时,应重点使用高频线阵探头仔细扫查,以提高对美克尔

憩室的检出率。超声简便､ 无创､ 可动态观察重复检测,因此可作为临床上美克尔憩室首选的影像

学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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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3 

 婴幼儿囊性胆道闭锁及胆总管囊肿的超声诊断价值分析 
 

张展,刘百灵,方玲,王爱珍,裴勖斌,张延刚,杨礼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总结婴幼儿肝外胆管囊性病变的不同临床及超声声像图特点,探讨超声检查在囊性胆道闭锁和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中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西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收治的 45 例肝外胆道囊性

病变患儿的临床表现､ 肝功能指标､ 超声图像､ 术中胆道造影资料,其中男 28 例,女 11 例。统计两

组患儿肝门部囊肿大小､ 肝门部纤维块､ 肝内胆管扩张､ 胆囊大小､ 胆囊形态及肝动脉内径,应用

χ2 检验或 t 检验对各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胆总管囊肿和胆道闭锁临床均表现为梗阻性黄疸,超声显示胆道闭锁组肝门部囊肿较小,囊肿与

胆管不相通;胆囊形态僵硬､ 收缩功能差;肝动脉增宽;部分患儿肝门部可见强回声纤维块,肝内胆管呈

条索样改变。胆总管囊肿肝门部囊肿大小较胆道闭锁组有明显差别(P<0.05),囊肿与胆管或肝管相通;
胆囊形态良好,胆囊收缩功能与胆道闭锁组有明显差别(P<0.05);肝动脉内径无增宽;肝门部无纤维块,
肝内胆管管腔可见。 
结论 针对囊性胆道闭锁和胆总管囊肿的鉴别,超声可依据肝门部囊肿的大小,形态,与胆管是否相通,
肝门部纤维块､ 胆囊形态及大小､ 肝内胆管回声､ 肝动脉内径等指标进行分析,从而为临床治疗方

案的选择提供依据。超声检查无辐射､ 可动态观察､ 可重复操作,因而临床上可作为对肝外胆道囊

性病变进行鉴别的首选影像学方法,具有明确的应用价值。 
 
 
PU-0004 

超声诊断小儿肺动脉吊带 
 

蒋国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超声诊断小儿肺动脉吊带的特征和方法。 
方法 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查,胸骨旁主动脉根部短轴切面显示肺总动脉和左､ 右肺动脉分叉,观察肺总

动脉和左､ 右肺动脉内径和左肺动脉的起源。发现左肺动脉起源于右肺动脉时注意左肺动脉的行走

方向,测量肺总动脉和左､ 右肺动脉内径及比值,测量左肺动脉起源距肺动脉分叉距离。彩色多普勒

观察左肺动脉的起源和行走方向。  
结果 18 例超声诊断肺动脉吊带小儿中 9 例手术证实,1 例心血管造影证实,8 例经 CT 证实。18 例肺

动脉吊带小儿超声均显示右肺动脉起始处明显增宽,右肺动脉与肺总动脉直径平均比值 0.73。肺动

脉分叉处无左肺动脉回声及血流,左肺动脉从右肺动脉发出,左肺动脉与肺总动脉内径平均比值

0.44。彩色多普勒显示左肺动脉向左肺方向行走。18 例肺动脉吊带小儿中 1 例合并室间隔缺损,1
例合并动脉导管未闭和房间隔缺损,4 例合并房间隔缺损,2 例合并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动脉导

管未闭合并主动脉瓣狭窄 1 例,1 例合并房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未闭,法洛氏四联症和

房间隔缺损 1 例,右肺动脉缺如+右支气管､ 右肺动脉右肺静脉发育不良+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 1
例,6 例不合并心血管畸形。彩色多普勒均显示左肺动脉的起源于右肺动脉向左侧方向行走。  
结论 胸骨旁主动脉根部短轴切面显示右肺动脉是肺总动脉的直接延续, 
肺动脉分叉处无左肺动脉发出,需考虑肺动脉吊带可能。 
胸骨旁主动脉根部短轴切面显示粗大的右肺动脉发出向左行走较细的左肺动脉是肺动脉吊带的特

征。 
彩色多普勒有助于观察左肺动脉的起源和行走方向,确立肺动脉吊带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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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5 

肺动脉短轴切面诊断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 
 

蒋国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超声探讨肺动脉短轴切面诊断左/右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的价值。 
方法 超声心动图在胸骨旁主动脉短轴切面以肺动脉辩为中心顺时钟调整探头方向至肺动脉短轴切

面,从肺动脉根部向上至肺动脉分叉处检查冠状动脉起源的位置和行走方向。 
结果  20 例患儿超声心动图在肺动脉短轴切面显示 1 例右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右侧壁,相当于时针

3 点处。12 例显示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根部左后侧壁,2 例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根部后侧

壁,5 例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右后侧壁, 其中 1 例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右后侧壁上方肺动脉

干近分叉处。超声心动图检查诊断左/右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的部位与手术和 X 线心血管造影结

果一致。 
结论 肺动脉短切面能直接显示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的部位和行程。 
 
 
PU-0006 

超声探讨小儿川崎病冠状动脉血栓的特征 
 

蒋国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小儿川崎病冠状动脉血栓的超声特征 
方法 20 例小儿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血栓病例,在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查基础上重点观察左､右冠状动

脉近端和远端,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和回旋支内血栓回声,测量冠状动脉和血栓大小,同时观察冠状静脉

窦内血栓,测量冠状动脉内血栓横径与冠状动脉内径比值。 
结果 20 例小儿川崎病冠状动脉血栓患儿中左冠状动脉 5 例,左冠状动脉前降支 7 例血栓,右冠状动

脉远端血栓 3 例,左､右冠状动脉血栓 4 例,左冠状动脉合并前降支血栓 1 例。 
20 例冠状动脉血栓平均大小 0.81cm *0.43cm, 大血栓约 1.7cm *1.0cm,20 例冠状动脉血栓处均有

不同程度的冠状动脉局部扩张,内径 1.01±0.34cm。1 例超声检查左､右冠状动脉内巨大血栓同时发

现冠状静脉窦内血栓,20 例冠状动脉血栓患儿中 3 例发生心肌梗死。 
结论 小儿川崎病冠状动脉明显扩张时注意观察冠状动脉内血栓。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血栓 常见,冠
状静脉窦也可能同时合并血栓。 
 
 
PU-0007 

超声诊断小儿双主动脉弓畸形 
 

蒋国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超声诊断小儿双主动脉弓的特征和方法。 
方法 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查,胸骨上主动脉弓长轴切面显示主动脉弓内径明显小于升主动脉､ 主动脉

弓只能显示 2 个分支时,重点观察升主动脉分叉,胸骨上主动脉弓切面观察左､ 右主动脉弓及其分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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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3 例超声诊断双主动脉弓小儿中 6 例手术证实,1 例心血管造影证实, 1 例磁共振证实, 另 5 例

由 CT 证实。13 例双主动脉弓小儿中 9 例测量左位主动脉直径和升主动脉直径的比值 0.31-0.57,平
均 0.45,胸骨旁主动脉根部短轴切面显示降主动脉横断面不位于肺动脉分叉后方,位置明显右移至右

肺动脉第一分支处。左､ 右主动脉弓仅有 2 个分支。13 例双主动脉弓小儿中 8 例不合并其他心血

管畸形,2 例合并房间隔缺损､ 1 例合并肺动脉瓣闭锁､ 1 例合并法乐氏四联征､ 1 例合并室间隔缺

损+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 
结论 1､主动脉弓内径明显小于升主动脉内径,两者比值小于 0.6,而主动脉弓仅有 2 个分支时要考虑

双主动脉弓可能。2､ 胸骨上切面显示升主动脉分叉和 2 个主动脉弓及其分支时可确诊双主动脉

弓。 
  
 
PU-0008 

两例孤立性三尖瓣脱垂术前､ 术中､ 术后超声诊断 
 

高峻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孤立性三尖瓣脱垂的术前､ 术中､ 术后超声诊断价值 
方法 两例孤立性三尖瓣脱垂患儿均行超声术前诊断､ 术中食道超声检查､ 术后随访 
结果 Case 1 患儿性别:男    年龄:14 岁 9 月 
病史:发现心脏杂音 12 年。PE: 胸骨右缘 3-4 肋间闻及 3/6GSM 
超声心动图 
1.术前经胸超声:右心增大,右室横径 43mm,右房横径 56mm,三尖瓣前叶增大冗长,瓣叶收缩期向右

房面膨出,CDFI:三尖瓣口收缩期可见大量反流,峰值流速 2.1m/s,压差 18mmHg; 
2.术中食道超声: 
术后即刻:三尖瓣环横径 28mm,三尖瓣口舒张期峰值流速 0.9m/s,压差 3.2mmHg;收缩期可见数束细

束反流,峰值流速 2.0m/s,压差 16mmHg; 
3.术后 3 月:右房横径 39mm,右室横径 36mm,三尖瓣环横径 28mm,CDFI:三尖瓣口舒张期峰值流速

1.2m/s,压差 6mmHg;收缩期可见数束反流,峰值流速 2.6m/s,压差 27mmHg; 
手术: 
L.三尖瓣前瓣大部分脱垂于右房,注水后反流明显; 
2.重叠缝合缩小三尖瓣前叶,环缩缝合瓣环,使三尖瓣直径达 3cm。 
Case 2  患儿性别:男     年龄:1 岁 6 月 
病史:发现心脏杂音 1 年半。PE: 胸骨右缘 3-4 肋间闻及 3/6GSM 
超声心动图 
1.术前经胸超声:右心增大,右室横径 29mm,右房横径 29mm,三尖瓣瓣环横径 20.5mm,三尖瓣叶前叶

瓣体冗长,隔叶略短小;收缩期脱入右房,深度约 5mm,CDFI 示瓣上大量反流,呈偏心性,反流流

速 2.3m/s,压差 21mmHg。 
2.术中食道超声: 
术后即刻:三尖瓣口舒张期血流流速 1.1m/s,压差 5.0mmHg,收缩期可见微少量反流,束宽 3.3mm。 
3.术后第 10 天:三尖瓣口舒张期过瓣流速 1.3m/s,压差 7mmHg,收缩期瓣上探及微少量反流,反流流

速 2.1m/s,压差 19mmHg。 
手术: 
L.三尖瓣前瓣可见一腱索断裂注水见三尖瓣大量反流,将断裂的腱索移栽就近的乳头肌位置上注水仍

有少量的反流;间断缝合环缩三尖瓣环,行 Devega 成形术; 
结论 临床上三尖瓣脱垂非常少见。孤立性三尖瓣脱垂病因可为:(1)先天性:腱索缺失､ 心肌致密化不

全､ 结缔组织疾病;(2)后天性:胸外伤(腱索断裂)､ 心内膜炎､ 退行性变､ 心肌缺血､ 梗死。 
    该两例三尖瓣脱垂病例,发病时间均在幼年较早阶段,因而考虑腱索缺失､ 断裂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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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阜外医院报道,对先天性三尖瓣部分腱索缺如(6 例)和胸外伤所致的三尖瓣腱索断裂(3 例)所致

的三尖瓣重度关闭不全采用三尖瓣脱垂瓣叶及其对应的瓣环折叠技术(9 例,随访 1 月-109 月),可有

效修复上述两种原因所致的重度关闭不全,能取得满意疗效。 
 
 
PU-0009 

儿童梨状窝瘘合并感染的超声表现 
 

杨泽胜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分析儿童梨状窝瘘合并感染的超声表现特征,提高临床及超声医师对此病的认识,为早期诊断及

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手术治疗且有病理结果的 10 例梨状窝瘘合并感染患儿,总结其临床及超声表

现。 
结果 10 例患儿均以颈部肿痛就诊,均伴有颈部淋巴结肿大。2 例左颈部反复出现感染,7 例反复出现

左颈部脓肿并累及甲状腺左叶中上极,1 例右颈部脓肿累及甲状腺右叶上极。10 例患儿超声均可见

颈部不均质低回声肿物,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有压痛或波动感,内可见不规则､ 透声差的液性区夹杂

斑点样回声。其中 7 例可见同侧甲状腺侧叶中上极内不均质低回声肿块,内可见点､ 线样强回声气

体,1 例可见同侧甲状腺侧叶回声不均 。10 例患儿超声均显示感染灶于颈总动脉前内侧与甲状腺

上极外侧缘之间,其中 4 例可见脓肿穿透颈前肌层延伸至皮下,此表现与瘘管解剖走形一致。10 例患

儿彩色多普勒显示病灶内均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结论 儿童梨状窝瘘合并感染的超声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超声检查可作为儿童梨状窝瘘合并感染的

首选检查方法。 
 
 
PU-0010 

 超声诊断幼儿息肉 2 例及文献复习 
 

臧静,罗红,万晋州,张波,庞厚清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610041 

 
 
目的  患儿男,3 岁,无明显诱因腹痛 1d,无恶心､ 呕吐､ 腹泻､ 血便等,查体:腹软,左上腹轻度压痛,无
反跳痛,余无阳性发现。腹部超声示:左中腹肠管内查见大小 1.5x1.8x1.8cm 不均质弱回声团,可见一

蒂与肠壁相连,根蒂宽约 0.5cm,内部回声不均 ,内可见蜂窝状低回声区,团块内及蒂内血流信号较丰

富,查见动脉频谱, 大流速约 26.9cm/s。超声诊断:左中腹肠管内弱回声团(肠息肉?)。患者行肠镜

检查空肠见粉红色息肉样物,大小 1.6x1.5x1.6cm,带蒂,术中冰冻及术后病理诊断:符合幼年性息肉。 
患儿男,5 岁,因腹痛､ 呕吐半天就诊,无腹泻､ 发热､ 血便等,查体:急性病容,腹软,脐周轻度压痛,余无

阳性发现。腹部超声示:右上腹肠管内查见 3.4x1.8x2.6cm 不均质弱回声团,内见数个液性暗区,其旁

可见一根宽约 0.5cm 蒂似与肠管壁相连,内探及树枝状血流信号,其旁查见扩张肠管,内径约 2.2cm。

超声诊断肠息肉可能,合并肠梗阻待排。患儿进一步行全腹部 CT 检查提示:结肠及直肠管腔扩张､

积气积液,横结肠可见宽大气液平,回盲部稍肿胀。CT 诊断:肠梗阻,给予患儿开塞露､ 灌肠等对症处

理后,腹痛､ 呕吐明显缓解,患儿结肠镜检查发现升结肠内见 2.5x2.5cm 的息肉样回声,术后病理诊断

为幼年性息肉。 
结论 幼年息肉(Juvenile Polyp) 早由 Horrilleno 命名,多数学者认为幼年性息肉是一种错构瘤性息

肉,由于病变组织中存在腺管囊性扩张及囊液潴留,从而又称潴留性息肉。幼年性息肉大多数为单发,
常见于 3-5 岁儿童,发病率为 1%,男性多于女性,几乎不会发生癌变,但单发幼年性息肉内存在腺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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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时可引起癌变。幼年性息肉多发≥5 个时称为幼年性息肉病,具有家族遗传倾向,发生癌变风险

高。临床表现为血便,腹痛､ 呕吐常见,息肉小时可无明显症状,本文两例患儿因息肉较大引起胃肠功

能紊乱而就诊。 
幼年性息肉超声表现为肠腔内椭圆形或类圆形的中等或低回声团,边界清楚,内部回声不均 ,团块内

可有液性暗区镶嵌,团块具有一定活动度,周围肠气包绕或灌肠液充填肠管时可清晰显示团块整体轮

廓,追踪扫查可见长短不一､ 粗细不等的蒂与肠管壁相连,不同于腹腔内肠套叠征象,幼年性息肉的团

块相对固定。多普勒超声显示幼年性息肉团块血流丰富,由一支主血管经蒂向团块四周分布,故呈现

出树枝状血流信号,血流频谱多表现为高阻低速血流。幼年性息肉起病隐匿,病程较长,患儿出现症状

时息肉已经较大,故临床上常合并有肠梗阻､ 肠套叠,而超声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肠管扩张､ 积气积

液,息肉附近肠管出现肠套叠征象,如“同心圆”征及“套筒”征。 
 
 
PU-0011 

高频超声在小儿假性肠套叠中的诊断价值 
 

陈晓康,陈泽坤,戴泽艺,林锋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高频超声在肠套叠水压灌肠复位后出现假性肠套叠的诊断价值。 
方法 293 例小儿肠套叠在超声监视下水压灌肠治疗后观察是否出现假性肠套叠,总结其声像图特征

及临床价值。 
结果 水压灌肠后 15 例患儿出现假性肠套叠,其中 9 例小肠性和 4 例回盲瓣炎性假性肠套叠､ 2 例同

时存在两种套叠。小肠性套叠在 24h 内可自行复位,回盲瓣炎性套叠经抗炎对症治疗后恢复。假性

肠套叠的包块套入长度､ “同心圆”直径均明显小于复发性肠套叠(3.71±0.84 VS 
5.36±1.25,2.13±0.52 VS 3.25±0.71,P 均<0.05)。 
结论 灌肠复位后可出现小肠性和回盲瓣炎性假性肠套叠,有效识别假性肠套叠的声像图特征可避免

短时间再次水压灌肠或手术治疗。 
 
 
PU-0012 

正常婴儿屈髋冠状切面的超声定量分析及其临床意义 
 

苗莉莉,刘庆华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正常婴儿髋关节屈髋冠状切面超声定量分析的影响因素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对 100 例婴儿分别进行中立位及屈髋 90°髋关节冠状切面扫查,测量髋臼的 α 角､ β 角(包括经

盂唇中央测量的 βc 角和经盂唇尖测量的 βt 角)以及股骨头骨性髋臼覆盖率(FHC),比较两种体位下

以上测量指标的变化。 
结果  ①中立位及屈髋位下测得的 α 角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FHC 在屈髋位时减小,
与中立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两种体位下,βc 均>β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屈
髋位状态下,βc 和 βt 均大于中立位的测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正常婴儿髋关节冠状切面下,所测得的髋臼 α 角结果稳定可靠,不随体位变化的影响。而髋臼 β
角､ FHC 随体位变化。β 角测量点选取盂唇顶点重复性好,应选取该点测量 β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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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3 

The role of echocardiography in diagnosing crossed 
pulmonary arteries 

 
Zhang Jing,Gao Yan,Huang Guoying,Hu Xihong,Yang Jialun ,Ma Xiaoj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Crossed pulmonary artery (CPA) is a rare anomalies and it does not cause significant 
hemodynamic repercussions, but still has clinic significance. The diagnosis of CPA is more relay 
on 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r tomography (MSCT) or cardiac angiography. We aimed to analysis 
the value of transthoratic echocardi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CPA to see whether it can be 
diagnosis by echocardiography accurately.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echocardiographic data of CPA in our single-center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 The Vivid 7 Dimension (GE) with M4S transducer, Vivid i 
Cardiac system (GE) with 7S-Rs transducer and iE33 Ultrasound (Philips) with S8-3 and X5-1 
transducer with a frequency of 5 to 7.5 MHz were used.  
Results Totally 29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CPA by echocardiography. Except 2 cases were 
misdiagnosed as pulmonary artery sling at first time, the other patients got definite diagnosis by 
echocardiography. 7 patients had MSCT,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echocardiography. 16 
patients with other intracardiac malformations, including 8 atrial septal defect,  3 perimembrane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1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with right aortic arch and left superior vena 
cava, 1 double outlet of  right ventricular, 1 triatriatum, 1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and 1 bicuspid 
aortic valve. 13 single CPA including 1 patient was Kawasaki disease with coronary aneurysm - 
like dilatation. 
Conclusions Echocardiography is the preferred method of CPA and can make definite diagnosis 
of it, which should be mad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ith pulmonary artery sling. Sweep superior-
inferior at the high left parasternal view of the bifurcation of the pulmonary artery is important to 
diagnose CPA. 
 
 
PU-0014 

染色体异常超声软指标-胎儿轻度侧脑室扩张的临床研究进展 
 

祁晓英,罗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简要介绍胎儿轻度侧脑室扩张评价预后的临床意义及相关临床研究进展,期望对临床处理及产

前咨询提供参考。 
方法 对胎儿侧脑室扩张病因,侧脑室扩张超声诊断标准,轻度侧脑室扩张与染色体异常关系,其预后相

关影响因素及婴幼儿神经发育评估进行论述 
结果  
1:胎儿侧脑室扩张病因:妊娠期胎儿侧脑室可出现暂时性功能失调而发生扩张,在分娩前或出生后不

久自行恢复正常。其它颅内结构异常如:Dandy-Walker 综合症､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 脑穿通畸形

等常引起重度侧脑室增宽。胎儿宫内感染或其他部位病变也可引起侧脑室间接性扩张,其中侧脑室

扩张是宫内感染巨细胞病毒的 常见表现;部分胎儿轻度侧脑室增宽合并右心功能异常,可能是由于

胎儿右心功能不全使全身静脉压增高,导致脑脊液回流不畅侧脑室扩张。 
2:侧脑室扩张超声诊断标准:妊娠 14 周后至足月,正常胎儿侧脑室宽度约为(7.6 土 0.6)mm。侧脑室

宽度在 10-12mm 之间称为轻度侧脑室扩张,12.1-14.9mm 为中度侧脑室扩张,>15mm 为重度侧脑室

扩张。若轻度侧脑室扩张不伴有其他脑内或脑外畸形或异常称为孤立性轻度侧脑室扩张,合并其他

异常时称为非孤立性轻度侧脑室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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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轻度侧脑室扩张与染色体异常关系:胎儿轻度侧脑室增宽与染色体异常存在相关性,以 21-三体综

合征 常见。当发现轻度侧脑室增宽时,还应仔细扫查寻找有无其他超声软指标,如心室强光点､ 肠

管强回声､ 鼻骨缺失等。超声发现胎儿畸形的软指标越多,其染色体异常的可能性越大。 
4:影响胎儿轻度侧脑室扩张预后因素:侧脑室宽度小于 13mm 时自行消失的可能性大;双侧侧脑室增

宽较单侧侧脑室增宽合并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率高;非对称性双侧侧脑室轻度扩张神经系

统异常的发生率高于双侧对称性轻度侧脑室扩张;侧脑室进行性增宽者预后较差。 
5:婴幼儿神经发育评估:孤立性轻度侧脑室增宽病例预后较好,但部分仍可能出现发育或智力障碍;孤
立性轻度侧脑室扩张中,双侧和单侧侧脑室增宽儿童智力发育和神经运动发育无明显差异;妊娠后期

侧脑室增宽逐渐消失的儿童智力发育和神经发育明显好于扩张未消失的儿童 
结论  
胎儿轻度侧脑室扩张与染色体异常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产前超声检查中,对于≥12mm 的侧脑室扩

张要密切关注;发现胎儿侧脑室增宽时,应仔细检查胎儿有无合并其他结构畸形。临床工作中,应对合

并结构畸形及异常者建议行染色体检查,对于未合并结构畸形或异常者,应密切关注其宫内转归及出

生后神经系统发育情况。 
 
 
PU-0015 

超声检查婴幼儿腰骶部脊髓及其 
在脊髓栓系综合征的应用价值初探 

 
陆双泉,周建敏,夏斯莉,冯婷,陈志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婴幼儿腰骶部脊髓及其在脊髓栓系综合征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脊髓栓系综合征(TCS)患儿 18 例,
对其超声和 MRI 图像进行比较分析,评价超声诊断 TCS 的准确性;另选取同期非脊髓病变患儿 20 例

作为对照组,对比分析超声检查和 MRI 图像,分析两者诊断符合率。患儿年龄 10 天~21 月,平均年龄

4 个月,其中新生儿 5 例,28 天~12 月婴幼儿 20 例,13~21 月幼儿 3 例,患儿中男性 21 例,女性 17
例。患儿水合氯醛镇静灌肠后取右侧卧位检查,探头中心频率 8MHz,沿脊柱背侧进行矢状位及横断

位扫查。 
结果 38 例患儿 41 例次超声扫查和对应患儿 MRI 检查做对比,脊髓圆锥终止位置的符合率为

92%(38/41);其中 18 例 TCS 患儿中,超声定位脊髓圆锥终止位置和 MRI 对比的符合率为

88%(16/18)。超声观察脊髓骶尾段形态与 MRI 完全相符,其中脊髓尾段膨大 6 例,常见型 18 例,尾段

呈鼠尾状 14 例(均为 TCS 患儿)。超声可动态观察脊髓及马尾神经振动情况,41 例次检查显示脊髓

振动减弱 16 例次(TCS 患儿 14 例次,非脊髓病变新生儿 2 例),脊髓振动消失 4 例次(均为 TCS 患儿),
脊髓振动正常 21 例次;马尾神经振动对照组均正常,TCS 患儿 21 例次检查中 13 例次见马尾神经振

动正常,5 例次振动减弱,3 例患儿马尾神经与椎管内脂肪瘤完全粘连包裹显示不清。18 例 TCS 患儿

中超声检查均发现伴发畸形,其中脊膜膨出 2 例,脊髓脊膜膨出 2 例,16 例伴脂肪瘤。与 MRI 结果比

较,超声检查将 1 例脊髓脊膜膨出误诊为脊膜膨出。 
结论 婴幼儿腰骶部脊髓超声及 MRI 检查均可准确定位脊髓圆锥末端位置､ 清晰显示脊髓形态及腰

骶管大小､ 腰骶部软组织病变。MRI 软组织分辨率高,在显示附壁或脂肪瘤包绕的马尾神经方面效

果较佳。超声检查可动态观察脊髓及马尾神经振动情况,弥补了 MRI 诊断 TCS 的不足,并可用于随

访观察手术松解的效果。与 MRI 比较,超声检查具有快捷､ 费用低､ 便于重复检查等优势,可作为临

床排查脊髓栓系及其术后随访的首选影像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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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6 

Berry 综合征的超声心动图诊断价值分析 
 

张玉奇,张志芳,陈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分析 Berry 综合征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图像特征,评价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对 Berry 综合征的

诊断价值,分析超声心动图漏误诊的原因,旨在提高超声心动图技术对 Berry 综合征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21 例经心外科手术或经核磁共振(MRI)检查明确为 Berry 综合征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对其超声

心动图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Berry 综合征畸形主要包括远端主肺动脉间隔缺损(21 例)､ 右肺动脉异常起源于升主动脉(21
例)､ 主动脉弓离断(A 型 19 例)及主动脉缩窄(2 例)､ 室间隔完整(21 例); 常见的合并畸形有肺动脉

高压(21 例)､ 动脉导管未闭(19 例)､ 房间隔缺损(9 例)､ 卵圆孔未闭(4 例)､ 主动脉瓣狭窄(1 例)､
二尖瓣狭窄(1 例)。21 例患儿中,超声诊断符合 17 例(占 81.0%);超声漏､ 误诊 4 例(占 19.0%),其中

2 例漏诊右肺动脉异常起源于升主动脉､ 1 例漏诊主肺动脉间隔缺损及右肺动脉异常起源于升主动

脉;1 例主动脉弓中断 A 型误诊为 B 型。 
结论 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可以较准确地诊断 Berry 综合征的各种组合畸形,但容易漏诊,必要时可

行 MRI 检查协助诊断。 
 
 
PU-0017 

超声心动图估测健康儿童冠状动脉 Z 值的研究 
 

张玉奇,洪雯静,陈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建立健康儿童冠状动脉 Z 值标准及相关的回归公式。 
方法 515 名无心脏结构或功能异常的正常儿童为研究对象,同步记录心电信号,应用超声心动图测量

左冠状动脉总干(LMCA) ､ 左冠状动脉前降支(LAD)､ 左冠状动脉回旋支(LCX)､ 右冠状动脉总干

(RCA)及主动脉瓣环(AOA),计算冠状动脉-主动脉指数(LACA/AOA､ RCA/AOA);对冠状动脉测值与

性别､ 年龄､ 身长､ 体重､ 体表面积等参数进行回归分析,根据相关性 好的相关模型计算 Z 值。 
结果 冠状动脉与体表面积的三次方程相关性 好,三次方模型中 LMCA､ LAD､ LCX､ RCA 的调整

R2分别为 0.553､ 0.601､ 0.518､ 0.515,P 均<0.001。RCA/AOA 及 LMCA/AOA 与年龄､ 性别､ 身

高､ 体重､ 体表面积等无相关性,RCA/AOA = 0.14 ± 0.02 , LMCA/AOA = 0.15 ±0.03。 
结论 根据目前测量的冠状动脉数据可以建立儿童冠状动脉超声心动图估测 Z 值,该研究可为小儿冠

状动脉疾病患者提供准确的冠状动脉异常判断标准;冠状动脉-主动脉指数可以用来快速定性判断冠

状动脉扩张。 
 
 
PU-0018 

超声心动图在诊断婴幼儿先天性血管环中的应用 
 

刘小芳,刘庆华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在诊断婴幼儿先天性血管环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1 例经 CTA 及手术证实的先天性血管环患儿的超声心动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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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先天性血管环在婴幼儿主要见于肺动脉吊带和双主动脉弓,其中肺动脉吊带发病率远远高于双

主动脉弓,先天性血管环多合并其他心血管畸形。本组 81 例先天性血管环病例中,有 8 例双主动脉弓,
有 73 例肺动脉吊带,其中 6 例为单纯性双主动脉弓,12 例为单纯性肺动脉吊带,1 例为单纯性左下肺

动脉吊带,46 例为先天性血管环合并卵圆孔未闭或房间隔缺损,20 例为先天性血管环合并冠状静脉

窦扩张､ 永存左上腔静脉,11 例为先天性血管环合并室间隔缺损,7 例为先天性血管环合并动脉导管

未闭, 5 例为外院其他先心病术后脱机困难,来我院支气管镜发现气管局部受压,超声心动图证实为肺

动脉吊带。 
结论 超声心动图可以准确的判断是否存在先天性血管环及血管环的类型,对于存在气管或食管压迫

症状的患儿进行早期诊断并早期治疗,有效的提高患儿生活质量,并可避免合并其他先天性心脏病因

漏诊血管环而进行二次手术。 
 
 
PU-0019 

超声活检在小儿肌肉系统病变的诊断价值评估 
 

岳瑾琢
1,裴勖斌

2 
1.西安市安琪儿医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超声引导下小腿腓肠肌活检在小儿肌肉系统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方法:选取 2013 年 1 月-2015 年 3 月间住院患儿 29 例,实验室检查血清肌酸磷酸激酶异常升高,
达正常值的 10-15 倍,男性 23 例,女性 6 例, 小年龄 2 天, 大年龄 11 岁。患儿俯卧位,在局麻或静

脉复合麻醉下行超声引导下小腿腓肠肌活检。选用 Philip 公司 IU22 超声仪,高频探头 12-5MHz 引

导,14G 活检针,徒手穿刺。进针 2-3 次,标本固定方法:标本分三份,一份 4%甲醛液固定,一份 2.5%戊

二醛液固定,一份湿生理盐水纱布包裹,低温保存送检。术后轻度加压包扎 。 
结果 结果:27 例小腿腓肠肌活检､ 1 例股外侧肌群活检､ 1 例三角肌活检,取材成功率为 100%。通

过组织学､ 酶学､ 免疫组化､ 电镜等多种方法分析,病理结果如下:29 例患儿中,17 例符合进行性肌

营养不良改变,2 例先天性肌营养不良,2 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1 例线粒体肌病,3 例多发性肌炎,1 例

肌纤维糖原增加,2 例缺血性肌病变,1 例正常。无一例并发症发生。部分患儿进行了染色体核型分析

均正常;部分患儿做了基因检测。 
结论 超声引导下小腿腓肠肌组织活检完全可以替代外科肌肉活检,满足病理科诊断所需的标本量,获
得病理学诊断。 
 
 
PU-0020 

左冠状动脉“窃血” 
 

岳瑾琢 
西安市安琪儿医院 710000 

 
 
目的 超声心动图诊断小儿冠状动脉起源异常的价值 
方法  男性患儿,3 月大,主诉咳嗽 5 天,加重伴呼吸急促 2 天。胸部 CT:两肺炎症,部分实变,部分间质

性改变。CK-MB: 6.33ng/ml､ 高敏肌钙蛋白 118.5ng/L､ 肌红蛋白 <21ng/ml､ BNP: 16766pg/ml。
ECG 示:窦性心动过速,I､ avL 异常加深 Q 波,T 波改变,左前分支阻滞。当地超声心动图发现右冠增

宽,左室扩大,室壁运动异常。 
结果 心超心动图: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后窦;左心扩大;左室后壁､ 侧壁及下壁运动幅度减低;心
包积液(少量);左心 EF30%;肺动脉高压。彩色血流示:左冠脉血流逆流入肺动脉,左前降支远端与右

冠脉分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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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超声心动图技术结合循证医学思维,可以准确诊断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超声心动图在

众多的影像学检查中,以其简便､ 经济､ 无射线损害成为主要且可信的诊断技术。 
 
 
PU-0021 

超声医学在儿童脊髓栓系术前及术后的应用 
 

楚立凯,田亚康,王勤,王正艳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研究超声医学对新生儿及婴幼儿脊髓栓系术前诊断及评估和术后恢复情况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我院 14 例脊髓栓系术患儿术前及术后脊髓圆锥形态､ 脊髓末端终止位置､ 脊髓圆锥运动能

力､ 马尾神经摆动情况及患儿残余尿量进行对比,以此辅助临床对患儿术前栓系严重程度及术后恢

复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对我院 14 例脂肪瘤引起的脊髓栓系患儿进行术前检查及术后随访复查,并与磁共振结果进行对

比,术前超声诊断:14 例脊髓栓系患儿中,2 例脊髓圆锥形态正常,12 例脊髓圆锥成鼠尾状;3 例患儿脊

髓末端终止于 L3,,6 例终止于 L4,4 例终止于 L5,1 例终止于 S1;12 例患儿脊髓运动消失,2 例患儿脊

髓运动减弱;4 例患儿由于脂肪瘤包裹不能显示马尾神经,8 例患儿马尾未见明显摆动,2 例患儿马尾神

经稍有摆动;3 例脊髓栓系患儿残余尿量在 0—5ml,3 例患儿残余尿量为 6—10ml,5 例患儿残余尿量

为 11-15ml,2 例患儿残余尿量为 16—20ml,1 例患儿残余尿量大于 21ml; 
14 例脊髓栓系患儿术后 5 个月进行复查:14 例脊髓栓系患儿术后脊髓圆锥形态及脊髓末端终止位置

变化不大;11 例患儿脊髓运动能力明显改善,3 例患儿脊髓运动能力稍差;13 例患儿马尾神经摆动幅

度明显改善,1 例患儿马尾神经摆动幅度稍增加;6 例脊髓栓系患儿残余尿量在 0—5ml,3 例患儿残余

尿量为 6—10ml,4 例患儿残余尿量为 11-15ml,1 例患儿残余尿量为 16—20ml,其中 8 例患儿残余尿

量较术前明显改善,5 例患儿残余尿量未见明显改变,1 例患儿残余较量较之前稍有增加。 
结论 超声对脂肪瘤引起的脊髓栓系疾病确诊率高,超声检查脊髓圆锥形态与磁共振结果相符,脊髓圆

锥终止位置较磁共振提示位置偏高,同时,超声可动态观察脊髓运动能力及马尾神经的摆动幅度,定量

测量患儿残余尿量的变化情况,且相较于磁共振,超声更加便捷且价格低廉,因此超声可作为脊髓栓系

筛查及术前､ 术后评估的重要手段。 
 
 
PU-0022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小儿睾丸卵黄囊瘤的诊断价值 
 

董硕,裴广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color Doppler ultrasound,CDUS)对小儿睾丸卵黄囊瘤的诊断价值和超声

表现。 
方法 2006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我院收治 102 例(99 例单侧,3 例为双侧同时发病)小儿睾丸肿瘤

患者,均经外科手术治疗､ 术后病理确诊。其中,20 例为卵黄囊瘤患儿,我们回顾性分析了这些患儿的

超声表现及临床病理学特点,包括发病率､ 年龄､ 临床表现､ 甲胎蛋白(AFP)､ 肿瘤位置､ 病理类型

､ 大小､ 超声表现等。 
结果 本项研究中,畸胎瘤是 常见的睾丸肿瘤(47.6%,50/105),表皮样囊肿居第 2 位(26.7%,28/105),
卵黄囊瘤居第 3 位(19%,20/105)同时也是小儿睾丸 常见的恶性肿瘤。这 20 例卵黄囊瘤患儿中,19
例单侧发病,均为单纯卵黄囊瘤;1 例双侧发病,左侧睾丸为单纯卵黄囊瘤,右侧睾丸为成熟性畸胎瘤。

所有卵黄囊瘤患儿其超声表现均为实性为主的囊实性肿块或纯实性肿块,内部回声多数为小片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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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区(12 例),也可回声相对均 (4 例),或呈分叶状(4 例),或伴有点状钙化(2 例)。CDFI 多数(85%)
肿瘤血供丰富。 
结论 卵黄囊瘤是小儿睾丸肿瘤的少见类型,同时也是 常见的睾丸恶性肿瘤。其超声表现具有一定

的特异性,结合年龄､ AFP 等临床资料,完全可以做出病理学的诊断。 
 
 
PU-0023 

实时超声在小儿肠梗阻定性､ 定位及病因诊断中的应用 
 

刘畅,吴明君,付秀婷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实时超声在小儿肠梗阻定性､ 定位及病因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我院手术证实的肠梗阻患儿 135 例,其中十二指肠膜式狭窄/闭
锁 11 例,环形胰腺 4 例,肠旋转不良合并中肠扭转 15 例,先天性小肠闭锁 22 例,先天性巨结肠 8 例,胎
粪性肠梗阻 5 例,肛门闭锁 20 例,肠狭窄 3 例,腹内疝 10 例,粘连性肠梗阻 16 例,肠内异物 6 例,嵌顿

疝 15 例。术前均行超声检查,应用实时超声节段顺序检查法,依消化道解剖结构,自十二指肠至直肠

顺次扫查,超声明确提示梗阻位置及病因,并与手术结果对照。 
结果 在 135 例患儿中,超声对肠梗阻的定性､ 定位诊断准确率可达 100%。在病因诊断中,准确率可

达到 91.8%,其中 2 例十二指肠膜式狭窄/闭锁误诊为环形胰腺,2 例胎粪性肠梗阻误诊为小肠闭锁,2
例全结肠型巨结肠误诊为小肠闭锁,2 例粘连性肠梗阻误诊为腹内疝,1 例腹内疝误诊为肠狭窄,余
124 例与手术结果完全符合。 
结论 小儿肠梗阻是外科常见急腹症,通常起病急､ 进展快,及早的明确梗阻部位及原因对手术时机､

术式选择及预后评估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因此临床对影像检查的准确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以往常用的腹部 X 线､ 消化道造影常因各种因素出现假阴性结果,且在诊断各种梗阻病因之间存在

较大的交叉性;另外,钡剂滞留会进一步加重梗阻对患儿机体造成的不良影响。对于多发梗阻,通常只

能提示第一处梗阻情况,对于合并的其他消化道畸形往往漏诊。 
实时超声无创､ 无辐射,能早于 X 线发现肠梗阻,且能准确定位､ 定性及分析病因。实时超声可沿肠

管走行追踪扩张､ 萎瘪肠管交界处,从而确定梗阻部位,于梗阻点观察肠组织及周围组织形态结构可

明确显示梗阻病因,且实时超声可以动态观察肠管蠕动及血管走形､ 肠壁血供,对其发生梗阻的时间

及相关的动力性质进行全面的观察分析,判断是否为机械性､ 麻痹性或血运性肠梗阻。同时,实时超

声节段顺序检查法依消化道解剖结构,自上而下顺次扫查,可直观显示全消化道情况,对于多发消化道

畸形继发的梗阻,超声独具优势。因此, 实时超声在小儿肠梗阻定性､ 定位及病因诊断中具有较高的

应用价值. 
 
 
PU-0024 

改良心肌做功指数评价小儿心力衰竭的可行性研究 
 

唐颖,朱善良,陈俊,陈晔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通过结合同步体表心电图来改良心肌做功指数(MPI)的测量方法,探讨改良指标在评价小儿心力

衰竭中的可行性。 
方法 以 40 例心力衰竭患儿及 40 例健康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组织多普勒(TDI)记录二尖瓣环处心肌

组织的运动频谱､ 测算心肌做功指数(MPITDI),结合同步体表心电图测得改良心肌做功指数(MPITDI-R);
并将 MPITDI-R与其他超声心动图指标及儿童改良 Ross 心功能分级进行相关分析。各项测量指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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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测量连续 3 个心动周期的测值,取平均值代入统计分析。计量指标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均数的 t 检验,同类反映心功能的指标之间采用直

线相关分析,MPITDI-R与儿童改良 ROSS 心力衰竭分级之间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P<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MPITDI-R与 MPID､ MPITDI之间均存在良好的相关性(分别为 r=0.820,r=0.844),与改良 Ross 心

功能分级之间也有良好的相关性(r = 0.769),心力衰竭组 MPITDI及 MPITDI-R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诊断小儿有无充血性心力衰竭,改良 Tei 指数 MPITDI-R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大于 MPITDI(0.862
对 0.833)。改良 Tei 指数的重复性较好。 
结论  改良 Tei 指数是一种测量简便,重复性较好的评估小儿心功能的新指标,相对传统方法测定的

Tei 指数有更高的对心力衰竭的诊断效能,与其他心功能指标也有更好的相关性,可以较好地反映心力

衰竭患儿心功能的不同等级。 
 
 
PU-0025 

ROC 评价 Alvarado 改良评分联合高频超声回盲部定位法对小儿

不同病理分型阑尾炎的诊断价值 
 

刘娜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 Alvarado 改良评分联合高频超声回盲部定位法对小儿不

同病理分型阑尾炎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10-2017.1 在我院小儿外科收治的阑尾炎患儿 158 例,所有患者均手术病理证实为

阑尾炎者为阳性诊断,术中未发现阑尾有炎症或发现其它病变者为阴性诊断。术前对患儿进行单独

应用 Alvarado 改良评分法,单独应用高频超声回盲部定位法以及两种方法联合检查。分别计算三种

方式诊断阑尾炎的准确率､ 敏感度和特异度,并绘制 ROC 曲线评价三种方式对阑尾炎的诊断价值。 
结果 经过手术的 158 例阑尾炎患儿,Alvarado 改良评分联合高频超声回盲部定位法诊断阑尾炎的准

确率､ 灵敏度､ 特异度分别为 96.8%､ 97.3%､ 87.5%,均高于单一诊断方法。ROC 评价显示二者

联合方法的曲线下面积(0.921)>高频超声定位法(0.825)>Alvarado 改良评分法(0.708),二者联合方法

较单一方法诊断准确(P<0.05)。 
结论 Alvarado 改良评分联合高频超声回盲部定位法有助于小儿阑尾炎病理分型的准确诊断,为临床

做出正确的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PU-0026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造瘘术在小儿重度肾积水 
治疗中应用效果分析 

 
周莉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武汉市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经皮造瘘术在小儿重度肾积水重度应用效果。 
先天性肾积水是小儿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据有关[1]显示,新生儿先天性肾积水发生率约为 11.5/10 
000,其中 15%的患者可能出现肾功能损害。小儿先天性肾积水 主要的病因是肾盂输尿管连接部

梗阻(Ureteropelvic junction obstruction,UPJO)[2],对重度 UPJO 患儿,治疗的目的是去除梗阻,保留或

恢复患者的肾功能,但对肾功能差的巨大肾积水,术前先进行肾造瘘术,在肾功能恢复后再进行二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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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较直接手术效果更理想。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超声介导经皮穿刺肾造瘘术已取代传统手术

方法,成为肾积水的首选方法[3]。本研究采用超声引导穿刺造瘘治疗小儿重度肾积水,获得良好效

果。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 21 例 UPJO 所致的重度肾积水患儿进行研

究,21 例患儿中,男 18 例,女 3 例;年龄 15 天-2 岁 6 月,小于 1 个月 3 例,1 个月至 1 岁 14 例,1 岁以上

4 例,平均年龄 0.64 岁;左侧肾 15 例,右侧肾 6 例,伴有对侧肾轻度积水者 5 例,产检时曾发现肾积水

患儿 14 例,体检发现肾积水患儿 5 例,因泌尿系感染发现肾积水患儿 2 例。 
1.2 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胎儿外科协会(Society of Fetal Urology,SFU 分级[4]4 级;(2)肾实质厚度小

于 2mm 的巨大肾积水。 
1.3 治疗方法 治疗前超声先测量肾脏大小,明确肾位置,了解肾积水的程度,明确患侧 UPJO 情况,治疗

时患儿取侧卧位垫高腰部,穿刺过程中采用超声引导,一般定位点位于腋后线与 11 肋下交界处,局部

采用 1%-2%利多卡因,术者采用 7 号穿刺针向肾盂出口方向穿刺,穿刺成功标准为:有落空感､ 拔出

针芯见尿液流出,送入金属导管丝,进入肾盂后退出穿刺针,用筋膜扩展器扩张通道,留置 F8 气囊导尿

管进行肾造瘘,超声引导下调整造瘘管位置,妥善固定。 
1.4 术后处理  术后 3 周-1 月复查超声,测量肾皮质厚度,确定是否行 Andreson-Hynes 术。 
结果 21 例患儿均入院后 24h 内行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肾造瘘术治疗,一次性成功置管,置管成功率

100%;手术时间 10-25min,平均 19.82min,未发生术后出血,感染,造瘘管脱落､ 造瘘管感染等并发

症。治疗后复查超声显示肾脏轮廓较术前显著缩小,肾皮质明显增厚。 
为了减少长时间置造瘘管引发的患侧肾感染的风险,21 例患儿均于 3 周-1 月后行二期 Andreson-
Hynes 手术治疗,效果良好,无感染发生。 
结论 随着介入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超声引导经皮肾造瘘术已成为解除重度肾积水的首选方法[5]。

超声可实时引导穿刺的角度和深度,定位的准确性高,手术过程中可避免大血管､ 周围脏器的损伤
[6]。 
 
 
PU-0027 

新生儿阑尾炎的高频超声诊断价值 
 

王婷,刘百灵,刘芳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新生儿阑尾炎高频超声诊断价值,分析新生儿阑尾炎的超声特点,早期发现病变,帮助临床早

期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4 年 8 月~2017 年 5 月高频超声检出的 42 例新生儿阑尾炎患儿。其中男 31
例,女 11 例,年龄 1 天~28 天,平均年龄 17 天。早产儿 28 例,足月儿 14 例。42 例新生儿患者的超声

表现结合临床病史均作出明确诊断。 
结果 42 例患儿中,临床症状主要有呕吐､ 腹胀､ 发热､ 拒奶等表现。13 例保守治疗好转出院。1 例

因合并复杂性心脏病放弃治疗。28 例行手术治疗,其中 15 例术前超声诊断为新生儿阑尾炎,术中已

证实。7 例术前超声诊断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并肠穿孔,术中发现阑尾有脓苔,行阑尾切除术。2 例术前

超声诊断为胎粪性腹膜炎,行剖腹探查,阑尾受侵,手术予以切除。1 例超声诊断右肝下间隙低回声包

块,新生儿阑尾炎不排除,临床给予穿刺活检,病理结果为,致密结缔组织慢性炎。3 例漏诊,超声诊断肠

胀气,术后为先天性巨结肠合并阑尾炎。因此,超声诊断新生儿阑尾炎符合率达 67%。 
结论 新生儿阑尾炎较为罕见,没有特异性,早期不易发现,由于新生儿解剖生理学特点,病程进展快,临
床表现极不典型,早期明确诊断困难。新生儿阑尾炎常伴发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巨结肠,胎粪性腹膜炎

等,病情把握常常需要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并需要一个系统的观察过程。但是,新生儿腹壁薄,高频超

声观察腹腔肠道情况占据优势,能尽早发现肠道异常改变,有助于临床合理治疗。总之,超声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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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 方便､ 可重复性高,可床旁操作,大大方便了新生儿尤其早产儿､ 上呼吸机的危重患儿检查,不
失为一种好的检查方法。 
 
 
PU-0028 

床旁超声在 NICU 中引导 PICC 置管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莫泽来,丘雅波,陈昌钊,吕立威,轩妍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570001 

 
 
目的 研究应用床旁超声在 NICU 中为重症新生儿 PICC 置管进行引导及置管后效果评价的临床价

值。 
方法 应用 GE LOGIQ VIVID-i 床旁超声对 50 例 NICU 新生儿行 PICC 置管引导并评价疗效,并对照

50 例 NICU 新生儿无超声引导 PICC 置管情况;此 100 例新生儿置管均为经股静脉置管,100 例新生

儿置管后均行超声及胸片检查置管效果,推荐 PICC 尖端位置应在下腔静脉上段靠近下腔静脉与心房

连接处。 
结果 50 例床旁超声引导 PICC 置管均成功置管,50 例无超声引导 PICC 置管成功 48 例,2 例无法成

功置管;50 例床旁超声引导 PICC 置管均准确放置 PICC 尖端于下腔静脉上段靠近下腔静脉与心房

连接处,超声结果与胸片结果一致;48 例无超声引导 PICC 置管成功者 5 例尖端位于心房内,均被超声

及胸片发现并做出校正。 
结论 床旁超声能够为 NICU 重症新生儿 PICC 置管进行准确引导,并能准确判断 PICC 尖端位置,具
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床旁超声简便易行,应用超声判断 PICC 尖端位置､评价置管效果能够避免床边

胸片检查带来的电离辐射,减少新生儿放射损伤,具有重要意义。 
 
 
PU-0029 

7311 例海口市婴儿髋关节超声筛查分析 
 

莫泽来,丘雅波 ,符俊娟 , 颜雪萍 , 吴青京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570001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在婴儿髋关节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 Graf 法并辅助应用动态 Harcke 法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来我院体检的 6 月内

7311 例(14622 个髋关节)婴儿髋关节行超声检查,分型按 Graf 法进行分型,并记录临床体检发现异常

(存在一定程度的大腿纹､ 臀纹不对称,存在双侧髋关节､ 双下肢不对称或采取外展试验显示为阳性)
病例数,对异常髋关节及需要治疗的病例追踪观察,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正常髋关节 14516 个(99.27%),其中男婴 3760 例(7520 个髋关节),女婴 3551 例(7102 个髋关

节);髋关节发育不良 106 个(0.73%),其中男婴 55 个(0.37%),女婴 51 个(0.35%);左侧 54 个(0.37%),
右侧 52 个(0.35%);106 个髋关节发育不良中Ⅱa 型 86 个(0.58%),Ⅱb 型 6 个(0.04%),ⅡC 型 3 个

(0.02%),Ⅱd 型 5 个(0.03%),Ⅲ--Ⅳ型 6 个(0.04%);其中体检异常者 63 例(0.43%),超声发现异常者

15 个(0.10%,占体检异常者 23.81%);99 例随访病例中(7 例失访,失访率 0.71%),82 例Ⅱa 型 4 周后

随访恢复正常(失访 4 例),Ⅱb 型及ⅡC 型各 1 例发展为Ⅲ型,其余Ⅱb 型､ ⅡC 型及Ⅱd 型连续随访

均恢复正常(2 例失访);Ⅲ--Ⅳ型 5 个吊带治疗后连续随访均恢复正常(1 例失访)。 
结论 超声检查能早期发现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对临床诊断及治疗随访具有重要意义;但
是,DDH 在本地区的发病率较文献报道我国其它地区偏低(P<0.05),小儿骨科体检后阳性婴儿的

DDH 阳性率明显高于儿保科常规筛查婴儿 DDH 阳性率(P<0.05),因此规范化超声筛查值得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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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0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少见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李静雅,王芳韵,金兰中,马宁,郑淋,张鑫,孙妍,卫海燕,张晓琳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一种少见

的肺静脉发育异常类疾病,经典的病理分型可分为心上､ 心内､ 心下及混合四型,每型中又可细分为

亚型。但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发现,在基础分型上存在很多少见变异病例。本文旨在对临床中发现的

变异病例进行分析,总结其超声心动图诊断要点。 
方法 共纳入 5 例 TAPVC 患者,搜集患者的临床资料,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及治疗方法,并对以往文献

进行复习。 
结果 5 例婴幼儿患者,因“发现心脏杂音”就诊,心脏听诊可闻及病理性杂音,触诊可及震颤。患者超声

心动图均诊断 TAPVC,均经增强 CT 或手术证实。各例的变异特点总结如下:心上型 2 例,其中一例

共同静脉腔与垂直静脉均位于脊柱右侧,并有奇静脉汇入共同静脉腔, 终经右上腔静脉回流右心房,
另一例垂直静脉回流一膨大囊腔,该囊腔有奇静脉､ 左上腔静脉汇入, 终经冠状静脉窦回流右心房;
心内型 1 例,为右上､ 右中肺静脉汇合后直接回流右心房,右下与左侧肺静脉汇合后直接回流右心房;
混合型 2 例,其中一例存在心上､ 心下两途径,其中心上途径存在变异是右侧两支肺静脉分别直接引

流至上腔静脉,另一例是左上肺静脉走行心上途径,余肺静脉走行心下途径,但两途径间有交通静脉存

在。 
结论 TAPVC 是因为胚胎期共同肺静脉干与原始左心房后壁融合失败,而原始肺静脉与体静脉间保持

联系造成的。目前常见的分型有四型,但这四型无法涵盖 TAPVC 患者的肺静脉回流途径变异的情

况。这就需要对变异较复杂的患者进行肺静脉“路线图”的绘制,将其病理变化规律细分。通过对本组

病例及相关文献的回顾,我们归纳出 TAPVC 在变异发生时的几个特点:(1)肺静脉数目的变异,如右侧

可有三支肺静脉分别发出;(2)肺静脉回流途径变异,包括垂直静脉走行变异和出现异常的交通静脉;(3)
合并其它体静脉的异常回流,如奇静脉。通过临床细化的 TAPVC 诊断分型,才能使超声心动图医生

在诊断过程中考虑到更多变异的可能,从而提高诊断能力。 
 
 
PU-0031 

超声诊断与核素显像对儿童美克尔憩室准确性 
及精确性的临床研究 

 
贺雪华,关步云,朱莉玲,张遇乐,王娜,陈金卫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超声诊断与核素显像对儿童美克尔憩室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60 例临床拟诊为美克尔憩室的患儿均行腹部超声检查及高锝酸盐(99TcmO4

-)腹部平面显像,
所有病例检查资料均参照临床 终结果进行评价。 
结果 超声检查与 99TcmO4

-显像诊断美克尔憩室的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度分别为 89%和

90%,88%和 92%,90%和 94%。 
结论 超声检查诊断对儿童美克尔憩室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且无创､ 无放射性､ 简单易行､ 快速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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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2 

斑点追踪技术评估正常儿童三尖瓣环位移值的研究 
 

鲍圣芳,张玉奇,张志芳,陈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运用斑点追踪技术(speckle tracking imaging,STI)测量正常健康儿童三尖瓣环位移(tricuspid 
annular displacement,TAD),探讨该方法用于临床无创评估右心室功能的可行性和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0-14 岁健康儿童 121 例,采集心尖四腔心切面图像,清晰显示三尖瓣环及心尖,输入 Qlab10.0 分

析软件得到 TAD 各参数,包括:收缩期右心室侧壁瓣环处位移(TAD1)､ 室间隔壁瓣环处位移(TAD2)
､ 瓣环连线中点处位移(TADm)和右室长轴缩短分数(longitudinal shortening fraction, LSF),分析

TAD1 与 M 型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ricuspid annular plane systolic excursion,TAPSE)的一致性,分
析各测值是否受年龄､ 心率､ 性别因素影响,并对各参数进行重复性检验。 
结果 TAD 测量方便､ 过程省时,完成四腔心切面图像采集后,在超声心动图仪上在线分析､ 输出数据

结果,用时<15 秒。多元线性回归发现,TAD 各参数均不受心率因素影响(P>0.05)。男､ 女 TAD 各参

数间无明显差异(P>0.05)。TAD1､ TAD2､ TADm 三个参数(Y,单位:毫米)分别与年龄(X,单位:年)呈
正线性相关[TAD1:Y=14.41+0.46X (r=0.606, P<0.001), TAD2:Y=8.53+0.28X (r=0.535, P<0.001), 
TADm: Y=11.60+0.38X (r=0.662, P<0.001)], LSF(Y,单位:%)与年龄(X,单位:年)呈负线性相关[LSF : 
Y=25.77-0.41X (r=-0.552, P<0.001)]。STI 法测得的 TAD1 与 M 型 TAPSE 之间的一致性好,可以替

代。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差异分别小于､ 等于 15.11%､ 20.37%。 
结论 TAD 各参数的影响因素是年龄,不受性别､ 心率因素影响,重复性高,临床应用简便,无创评估儿

童右心室收缩功能具有可行性。 
 
 
PU-0033 

儿童卵巢扭转的超声预测评分系统的研究 
 

裴广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卵巢扭转占儿童急性腹痛事件 2.7%,其严重后果是不可逆性缺血坏死,影响将来的生殖功能,所
以及时诊断非常重要。超声检查是卵巢扭转首选检查方式,本次研究将主要超声相关征象全部引入

评估,进行分级和赋值,建立一个综合超声评分系统,以此提高超声检查对儿童卵巢扭转的诊断率。 
方法 通过回顾性研究观察 8 个指标并通过统计学分析,进行筛选､ 分级和赋值,建立超声评分系统,并
确立相应阈值,用于区分扭转与非扭转､ 自发扭转与继发扭转。在前瞻性研究中运用已确立的超声

评分系统对临床疑诊卵巢扭转进行筛选,计算灵敏度和特异度。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利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诊断效力和阈值的确立采用 ROC 曲线;统计软件采用 SPSS19.0 和

MedCalc12.7.0;取值 P<0.05 认为差异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卵巢扭转组和对照组比较:回顾性分析中,首先通过 ROC 曲线和 DeLong et al 非参数法明确

Vmax/Vmin 比值为评价卵巢大小变化的 佳指标,阈值 Vmax/Vmin>3;然后同其它 7 个指标共同引

入用于鉴别卵巢扭转与否,结果显示 6 个指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结合临床实践将上述 6 个

指标进行分级和赋值,建立超声预测卵巢扭转的评分系统。 后利用 ROC 曲线和 DeLong et al 非参

数法对新建立的评分系统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其在卵巢扭转鉴别诊断方面具有很好的效力

(AUC=0.987),阈值>1 时,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前瞻性研究中的 38 例,运用超声预测评分系

统对疑诊卵巢扭转的患儿进行筛查,以阈值>1 作为诊断标准,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卵巢自发

和继发扭转比较:回顾性分析中,利用 ROC 曲线和 DeLong et al 非参数法评估新建立的超声评分系

统对卵巢自发和继发扭转方面的鉴别能力,结果发现统计学上有意义,Youden 指数 0.2500,以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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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3.5 为诊断标准,但其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临床应用价值不高。退而选择分别引入各个观察指标,
通过卡方检验､ ROC 曲线和 DeLong et al 非参数法发现:Vmax/Vmin(阈值>9)､ 卵巢形态､ 外周移

位卵泡及探头局限压痛 4 个指标在自发和继发扭转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且 Vmax/Vmin 和

卵巢形态诊断效力 高,外周移位卵泡和探头局限压痛次之。前瞻性研究中, Vmax/Vmin>9 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 高;卵巢形态趋圆形或不规则形次之;显示卵巢扭转组中,若出现卵巢失去椭圆形形态､

Vmax/Vmin>9,伴有探头局限压痛阳性和/或外周移位卵泡现象缺失,继发扭转的可能性大,反之,自发

扭转可能性大。 
结论 儿童卵巢扭转的超声预测评分系统对卵巢扭转具有很高的预测能力,当评分>1 时,卵巢扭转的可

能性大,需要手术干预;当评分>1 并伴有以下特征:卵巢失去椭圆形形态,Vmax/Vmin>9,还可伴有探头

局限压痛阳性和/或外周移位卵泡现象缺失,则考虑继发扭转 
 
 
PU-0034 

45,x/46,xy 嵌合型性发育异常的超声特征并文献复习 
 

范舒旻,夏焙,周靖然,林洲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经盆腔及会阴部超声检查在 45,x/46,xy 嵌合型性发育异常病例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在深圳市儿童医院收治的性发育异常患儿常规进行染色体检查,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8 月~2016
年 5 月期间染色体检查均为 45,x/46,xy 嵌合型的患儿 10 例,所有患儿均进行生殖系统等超声检查､

终经性腺活检明确诊断。对全部患儿的临床表现､ 生殖系统超声表现､ 手术结果及病理结果进行

对照分析。 
结果  10 例患儿初诊年龄范围 1 个月~14 岁,社会性别“女性”7 例､ “男性”3 例。临床表现多以外生殖

器畸形就诊,“男性”患儿表现为会阴型或尿道下裂､ 外阴畸形伴或不伴隐睾;“女性”患儿有阴蒂肥大､

外阴畸形;有 1 例“女性”患儿有身材矮小､ 肘外翻､ 颈蹼或原发性闭经等 Turner 综合征的临床表

现。性腺活检病理结果显示一侧为正常睾丸､ 另一侧为条索状性腺(卵巢组织或卵巢组织+睾丸组织)
者 5 例 ( 1 例为右侧条索状性腺, 左侧睾丸; 4 例为右侧睾丸, 左侧为发育不全的条索状性腺 ),这 5 例

超声检查均显示为一侧为正常的睾丸声像,另一侧性腺未显示;性腺活检病理结果显示双侧均为睾丸

性腺者 1 例,均显示为双侧正常的睾丸声像;性腺活检病理结果显示双侧睾丸发育不良伴右侧性腺母

细胞瘤 1 例,超声未显示双侧性腺;性腺活检病理结果显示为双侧卵巢性腺发育不良 2 例,超声检查均

未显示双侧性腺,其中 1 例符合 Turner 综合征表现;性腺活检病理结果显示为双侧条索状性腺,右侧

输卵管样组织､ 左侧输精管样组织者 1 例,超声检查未显示双侧性腺。超声检查显示盆腔内有发育

不良的子宫声像 8 例,术后证实为发育不全的子宫或前列腺囊。 
结论 由于 45,x/46,xy 嵌合型 DSD 患儿临床表现多样,可表现为“男性”外观,也可因存在 45,x 细胞系,
而表现为 Turner 综合征相类似的临床表现,如身材矮小和性腺发育不良。所以对于外生殖器模糊､

尿道下裂的患儿,都应及早进行超声检查､ 染色体核型分析,明确诊断。含有 Y 染色体的 Turner 综合

征患儿可引起性腺肿瘤,超声检查可帮助扫查患儿内外生殖器官是否存在异常,是否存在占位性病变,
在性发育疾病的诊断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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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5 

高频超声对小儿食管闭锁及狭窄的诊断价值 
 

张新村,刘庆华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频超声诊断先天性食管闭锁或食管狭窄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证实的 42 例新生儿食管闭锁及 11 例食管狭窄病例的超声声像图表现､ 临

床资料､ 并发畸形及手术对照情况。 
结果  42 例食管闭锁病例中,男 25 例,女 17 例,年龄 1 天~9 天,平均年龄 3 天;超声诊断Ⅲa 型 16
例,Ⅲb 型 24 例,Ⅰ型 1 例,V 型 1 例,其中 2 例超声诊断Ⅲa 型,手术证实为Ⅲb 型。11 例食管狭窄病

例中,男 4 例,女 7 例,年龄 4 天~4 岁,平均年龄 8 月;上段狭窄 4 例,中下段 7 例,管壁非对称性增厚､

管腔偏心性狭窄 3 例,对称性纤维肌性狭窄 8 例。 
结论 高频超声在小儿食管闭锁及狭窄的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及广泛的应用前景。 
 
 
PU-0036 

床旁颅脑超声诊断新生儿颅内出血 
 

张波,罗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床旁颅脑超声在诊断新生儿颅内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病房住院的 861 例高危患儿(早产儿

578 例,足月儿 283 例)的床旁颅脑超声资料,并与 CT 或 MRI 结果进行对照。 
结果 (1)新生儿颅内出血患病率: 578 例早产儿中颅内出血 117 例,患病率 20.2%,283 例足月儿中颅

内出血 23 例,患病率 8.13%,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2)颅内出血类型:I 级出血 55 例(47.0%),表现为

侧脑室前角和体部下方室管膜下出现团片状高回声区;II 级出血 39 例(33.3%),表现为室管膜下出血

破入脑室,侧脑室腔内出现回声增强或脉络丛增粗,外形不规整,局部可见突起的强回声;III 级出血 14
例(12.0%),表现为脑室内部分或完全由高回声积血充填,伴不同程度的脑室增宽;IV 级出血 5 例

(4.3%),表现为脑室内异常高回声､ 脑室扩张合并脑室周围脑实质内异常高回声区;小脑出血 1 例

(0.85%),表现为小脑半球或蚓部小团块高回声团,或显示为小脑半球回声弥漫性增强不均 ;硬膜下

出血 2 例(1.7%),表现为颅骨与脑组织之间距离增大,呈梭形无回声区;蛛网膜下腔出血 1 例(0.85%),
表现为中脑裂隙增宽或纵列池增宽伴回声增强。(3)与 CT 或 MRI 比较:上述 117 例患儿中 52 例行

CT 或 MRI 检查,其中 45 例与超声结果相符,符合率 86.5%;同时,CT 或 MRI 发现 16 例超声漏诊病例,
包括硬膜下出血 6 例､ 蛛网膜下腔出血 6 例及小脑出血者 4 例。 
结论 颅内出血在高危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中的发病率较高。床旁颅脑超声检查能够为新生儿颅内

出血诊断提供可靠､ 准确的信息,并且便捷､ 无创､ 易于随访,应作为筛查､ 监测新生儿颅内出血的

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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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7 

婴儿肝炎综合征的剪切波弹性成像 
和血清肝纤维化标志物检测研究 

 
彭娅,段星星,刘金桥,李佩岚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剪切波弹性成像和血清肝纤维化标志物在预测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肝纤维化方面的应用

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2017 年 5 月在我院确诊的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慢

性肝炎纤维化分期标准分为 S1~4 期,同期体检的 20 名健康婴儿为对照组,利用剪切波弹性成像检测

60 例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肝硬度,并检测患儿血清肝纤维化标志物。 
结果 年龄､ 血红蛋白(HB)､ 总胆红素(TB)､ 透明质酸(HA)､ IV 型胶原(IV-C)和剪切波弹性成像

(SWE)肝硬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5),HB 与肝纤维化呈显著负相关,其他均为显

著正相关。HA､ IV-C 和 SWE 肝硬度与肝纤维化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天冬氨酸转氨酶(AST),
丙氨酸转氨酶(ALT),γ-谷氨酰转肽酶(GGT)与肝纤维化分期之间没有显着相关性(p>0.05)。与 HA 和

IV-C 相比,使用 SWE 检测肝硬度在轻度纤维化､ 中度纤维化和重度纤维化分析中均具有 高的曲

线下面积,依次为 0.866､ 0.904 和 0.893。在轻度纤维化 ROC 曲线分析中,HA 曲线下面积(0.837)
大于 IV-C(0.716),而在中度纤维化和高度纤维化 ROC 曲线分析中,IV-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12 和

0.854,均分别高于 HA(0.722 和 0.830)。 
结论 剪切波弹性成像和血清肝纤维化标志物(HA 和 IV-C)在婴儿肝炎综合征肝纤维化方面均具有良

好的诊断效能,剪切波弹性成像要优于血清肝纤维化标志物。 
 
 
PU-0038 

速度向量成像技术评估单心室术前､ 后纵向收缩功能 
 

陈丽君
1,张玉奇

1,吴立军
2,钟舒文

1,赵艳君
1,殷璐曼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单心室纵向运动情况,观察 VVI 技术(velocity vector imaging, VVI)在评价单心室术前､ 术

后患儿心室收缩功能中的可行性和应用价值。 
方法 在我院诊治的功能性单心室患者 57 例[单心室术前组 20 例(SV 组),Glenn 术后组 20 例(Glenn
组),Fontan 术后组 17 例(Fontan 组)],以及正常儿童 60 例(对照组),使用 Sequoia C512 超声成像仪,
计算出心内膜的速度矢量,测量主心腔各节段的纵向收缩期峰值速度(V)､ 纵向收缩位移(D)､ 应变(S)
､ 应变率(SR),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除外 SV 组､ Glenn 组､ Fontan 组非残腔侧中间段､ 心尖段及 Fontan 组残腔侧心尖段速

度,SV 组､ Glenn 组､ Fontan 组非残腔侧心尖段,Fontan 组非残腔侧中间段位移,Fontan 组非残腔

侧心尖段应变,及 SV 组非残腔侧心尖段应变率,其它节段各项数值均低于对照组(Glenn 组残腔侧心

尖段速度,非残腔侧心尖段应变､ 应变率,Fontan 组非残腔侧基底段速度 P <0.05,其余节段 P 
<0.01)。与 SV 组比较,Glenn 组及 Fontan 组残腔侧基底段､ 非残腔侧基底段及中间段应变均较术

前增大(P <0.01),Fontan 组非残腔侧中间段速度(P <0.05)较术前增大。Fontan 组与 Glenn 组相比,
各节段速度､ 位移､ 应变､ 应变率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 单心室患儿主心腔纵向收缩功能低下,残腔的存在对单心室主心腔节段收缩功能的运动有影

响。单心室患儿术后纵向收缩功能较术前有所改善,但是仍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Glenn 术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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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an 术后比较无明显差异。经心率校正的应变､ 应变率较其它指标更敏感,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单

心室主心腔的纵向收缩功能。 
 
 
PU-0039 

超声在婴儿胆道闭锁诊断中的应用 
 

杨胜,金梅,张兴园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61 

 
 
目的 早期诊断胆道闭锁,在肝硬化之前完成肝门纤维斑块切除术,显露肝门处于通畅状态的毛细胆管,
同时行肝门-空肠吻合手术(Kasai 手术),使得胆道闭锁患儿得到相对长久的自体肝生存时间。 
方法  
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胆道闭锁婴儿 35 例,男 22 例,女 13 例,年龄 小为 14 天, 大为

163 天,临床表现为黄疸进行性加重,伴有淡黄色或陶土样大便。 
2. 检查方法 
对于需做胆道超声检查婴儿,需做好空腹准备,可给予适量水合氯醛(0.5ml/kg)口服或灌肠。凸阵探头

频率 3—8MHz,线阵高频探头频率为 5—12MHz。重点观察肝胆超声表现,包括:(1)胆囊形态及大

小;(2)胆囊收缩功能检查:进食后 30 分钟､ 60 分钟及 120 分钟分别观察胆囊形态变化。(3)第一肝门

情况:胆总管内径,有无纤维斑块,有无小囊样回声,(4)肝脏大小形态及回声及血流情况。 
结果 22 例胆囊长径小于 1.5cm,橫径小于 0.3cm;24 例胆囊呈裂隙状;32 例行胆道收缩功能检查示胆

囊形态无明显变化,5 例示肝门部可见纤维条索(条状强回声),4 例胆总管显示欠清,2 例提示肝门区有

小囊腔形成,30 例提示肝脏肿大。 
结论 新生儿出现黄疸,应辨别是生理性或病理性。胆道闭锁属于肝后性黄疸的疾病,又大致分为肝外

和肝内闭锁两大类型,闭锁发生的病因尚不清楚,胆道闭锁在临床上鉴别诊断比较困难,能否及时进行

早期诊断和治疗,直接关系患儿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超声早期筛查和诊断婴儿胆道闭锁就显得尤

为重要。胆道闭锁患儿超声表现:胆囊形态及胆道收缩功能检查是超声诊断胆道闭锁比较重要的观

察项目。该组病例中,大部分婴儿空腹时胆囊充盈比较差,内径小于 5mm,形态比较僵硬,进食后 30 分

钟､60 分钟及 120 分钟分别观察胆囊形态及大小,约 91%患儿胆囊形态无明显变化。胆道收缩功能

患儿需严格禁食,一般 4 小时左右,检查时由于空腹时间较长,哭吵较剧烈,一般需给予适量镇静剂镇静

后容易检查。检查时需耐心比较空腹与进食后情况,观察胆囊形态变化。再结合肝门部纤维块､小囊

肿､肝脏肿大等其它超声表现,超声提示胆道闭锁可能。另 Humphrey 等研究显示,胆道闭锁组肝动脉

内径(2.2±0.59)mm,较非胆道闭锁组(1.6±0.4)mm 明显增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作为参考指

标。 黄疸患儿比较普遍,部分患儿由于漏诊或误诊耽误 佳治疗时机,后期失去手术机会,给家庭带来

巨大创伤。超声可早期发现该病,给临床给以提示。因此细心观察肝胆超声综合表现,为临床提供准

确､有效的诊断依据,是改善胆道闭锁患儿生活质量的关键。 
 
 
PU-0040 

腹部超声检查对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刘萍萍,田晓先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腹部超声检查对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临床应用价值,为该病的诊疗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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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 116 例 NEC 患儿的临床资料,依据修正

Bell-NEC 分级标准将之分为确诊组(n=50)和疑似组(n=66),再依据临床转归分为手术组(n=37)和内

科治愈组(n=79),对比确诊组和疑似组的腹部超声与 X 线检查结果,以及内科治愈组和手术组的腹部

超声与 X 线检查结果。 
结果 在确诊组和疑似组中,腹部超声对门静脉积气､ 肠壁积气的检出率均高于 X 线摄片(P<0.05)。
腹部超声还发现了肠道蠕动缓慢､ 肠道蠕动消失､ 肠系膜增厚､ 肠间粘连和腹腔积液;内科治愈组

腹部超声对肠壁增厚､ 肠管扩张和腹腔积液的检出率低于手术组(P<0.05);内科治愈组 X 线摄片对

肠管扩张的检出率低于手术组(P<0.05)。 
结论 与腹平片 X 线相比,腹部超声检查在发现门静脉积气､ 肠壁积气具有优势,而且可以动态､ 直观

､ 重复观察肠道蠕动､ 肠系膜增厚､ 肠间粘连､ 腹腔积液,在 NEC 的诊断与预测临床转归中均有重

要作用,且不存在放射性伤害。 
 
 
PU-0041 

小儿常见消化道畸形超声诊断 
 

闫海燕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小儿消化道畸形是小儿先天性畸形中 常见的畸形,但是临床表现不典型,易漏诊。临床以先天

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肠重复畸形及先天性肠旋转不良多见。通过对我院常见的三大类小儿消化道畸

形进行超声检查并经临床证实的病例分析,超声是 简便,无创的一项检查,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方法 1 研究对象:对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临床高度怀疑消化道畸形的患儿行超声检查,经临床

证实的患儿共 177 例,年龄 1 天-12 岁,其中男 124 例,女 53 例。 
2 仪器与方法:仪器使用 PHLIPS IU22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 5-12MHZ 和 1-5MHZ 相结

合,患儿仰卧位,先使用低频探头对腹部进行纵切,横切,矢状切多切面扫查,当发现可疑部位时,使用高

频探头,仔细观察病变部位。幽门病变,观察幽门管肌层长度,厚度;肠道病变,观察肠管走形及形态,注
意有无盲管样结构及囊性结构及内部回声;怀疑先天性肠旋转不良时,在胰头附近观察肠系膜上动脉

､ 肠系膜上静脉走形关系,有无包绕旋转关系。 
结果 超声检查对小儿常见消化道畸形敏感性､ 特异性较高,与手术结果对比一致性较高。 
声像图表现:1 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临床表现以呕吐,体重不增为主,男 92 例,女 32 例,超声表现为

幽门管肌层增厚,厚度大于 3cm,幽门管增长大于 16cm,胃内容物较多,通过幽门时受阻。长轴切面显

示幽门管细长,肌层增厚,短轴切面显示呈“靶环样”改变。 
2 肠重复畸形:患儿表现以腹痛､ 血便为主,男 14 例,女 12 例,分为囊肿型和管状型,囊肿型多见,超声

表现为与肠管紧邻的囊性结构,壁较厚,可见肠壁结构,合并感染时,囊腔内透声不佳;管状型超声表现

为一萎瘪的粘膜明显增厚的肠管样结构。 
3 先天性肠旋转不良:患儿以腹痛,呕吐为主,男 12 例,女 9 例,在胰头附近可见一包块,旋转探头有漩涡

征,CDFI 显示肠系膜上静脉围绕肠系膜上动脉旋转。 
结论 由于胚胎发育异常,小儿消化道畸形 常见,发病率 高。以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肠重复畸

形及先天性肠旋转不良多见,临床表现以呕吐,腹痛,便血为主,易引起患儿脱水,电解质紊乱,影响生长

发育。超声表现都有其典型特征,诊断率较高。尤其是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超声诊断率可达

100% ,与手术诊断有较高的一致性。在超声检查中,低频探头扫查全部消化道,再结合高频探头针对

病变部位仔细扫查,提高诊断率。 
总之,超声检查可作为小儿消化道畸形检查的首选方法,无辐射损伤,安全､ 方便,可重复性好,为临床

提供准确的诊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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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42 

颅脑超声在新生儿颅内出血中的诊断价值 
 

关步云,朱莉玲,贺雪华,张遇乐,王娜,陈金卫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超声在新生儿颅内出血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新生儿科 800 例新生儿(男 428 例,女 372 例);早产儿 605 例,足月儿 195 例,在出生后

3 天内行颅脑超声检查并与 MRI 检查结果对照分析。 
结果 (1)605 例早产儿颅内出血 94 例,阳性率 15.6%,195 例足月儿颅内出血 20 例,阳性率 10.7%,早
产儿颅内出血发病率高于足月儿(P<0.05)。428 例男新生儿颅内出血患儿 64 例(14.9%)372 例女新

生儿颅内出血 53 例(14.2%),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4 例颅内出血早产儿脑室出血 87 例

(92.5%),脑实质出血 7 例(8.0%);20 例足月儿颅内出血病例,脑室出血 18 例(90%),脑实质出血 2 例

(10.0%)。另与 MRI 检查对照,超声漏诊 4 例颅内出血,其中硬膜下出血 2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2 例。

(3)114 例新生儿颅内出血病例中,79 例(69.2%)有临床表现,35 例(30.7%)无明显临床表现。 
结论 早产新生儿颅内出血发病率较高,部分患儿无明显临床表现,应进行常规颅脑超声检查。颅脑超

声对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诊断率高,对硬膜下出血､ 蛛网膜下腔出血诊断敏感度低。超声检查可作

为新生儿颅内出血的首选影像学方法。 
 
 
PU-0043 

超声检查在胆总管囊肿破裂诊断中的价值 
 

朱莉玲,关步云,贺雪华,张遇乐,王娜,陈金卫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超声在胆总管囊肿破裂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对象为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行胆总管囊肿破裂

手术 18 例患儿。回顾性分析患儿术前腹部超声检查资料(肝脏大小､ 肝实质回声､ 肝缘情况､ 肝包

膜､ 胆囊､ 胆总管､ 肝总管､ 肝内胆管､ 肝周包裹性积液､ 腹腔积液)。所有患儿监护人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符合伦理学规定。 
结果 18 例胆总管囊肿破裂患儿表现为胆总管不同程度扩张,胆总管壁不光整,肝门部胆总管周围可见

包裹性积液,胆囊壁增厚,大量腹水。 
结论 超声对诊断胆总管囊肿破裂具有重要价值。 
 
 
PU-0044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小儿睾丸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陈金卫,关步云,张遇乐,朱莉玲,贺雪华,王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小儿睾丸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1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睾丸肿瘤患者的超声检查结果,从睾丸形态､ 内部回声､ 血

流情况(PSV､ RI)以及肿瘤的包膜等方面综合分析,总结小儿睾丸肿瘤的声像学特征,并评价超声在

睾丸肿瘤中的诊断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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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病例中卵黄囊瘤 19 例,畸胎瘤 15 例,混合性生殖细胞瘤 1 例,间质细胞瘤 4 例,表皮样囊肿

1 例,腺泡状横纹肌肉瘤 1 例。其共同声像图特征表现为睾丸肿大,形态失常,实质回声不均 ,肿瘤血

流信号一般较丰富,RI 偏低,恶性肿瘤未见明显包膜,边界不清。不同病理类型睾丸肿瘤声像图特征各

有差异。本组超声诊断符合率达 85%。 
结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能较准确､ 快捷对小儿睾丸肿瘤作出初步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

用价值,是睾丸肿瘤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PU-0045 

儿童肝门部囊性包块的超声表现分析               
 

李娜,刘百灵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总结儿童肝门部囊性包块的超声表现,探讨超声对儿童肝门部囊性包块的诊断价值。 
方法 使用 PHilip IU elite 及 IU 22 型 超声诊断仪,患者平卧位,常规腹部凸阵探头(5-2 MHz)及高频探

头(12-5 MHz),患儿超声检查前禁食 4~8 h,先于上腹部剑突下纵横切扫查观察肝左叶,再沿右肋下､

右肋间旋 转探头做各种方向的扫查,观察肝脏大小､ 包膜､ 肝内实质回声､ 胆囊形态及充盈排空情

况､ 肝动静脉､ 门脉､  肝内外胆道系统有无扩张及扩张情况,并用彩色多普勒检测第一､ 第二肝门

区门静脉及肝动静脉血流情况;发现囊性 包块时重点扫查包块情况,来源,是否与肝内外胆管相通,仔
细观察囊性包块的大小､ 形态､ 边界､ 张力､ 内部回 声及囊壁厚度,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 
回顾分析我院 2016.12-2017.6 经病理和手术证实的 52 例肝门部囊性包块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呕

吐､ 腹痛､ 黄疸进行性加重､ 发热等临床表现,对其超声表现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52 例肝门部囊性包块患者中,30 例超声诊断为胆总管囊肿,其中 3 例与手术不相符(2 例术后诊

断为胆道闭锁,1 例术后诊断为幽门管重复畸形)。22 例超声诊断为胆道闭锁,与手术相符。 
结论 儿童肝门部囊性包块的超声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临床表现､ 超声特点,仔细全方位的观察,
诊断符合率优于 x 线,可作为临床诊断的首选。 
 
 
PU-0046 

超声检查对新生儿消化道畸形的诊断价值 
 

李娜,刘百灵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对新生儿消化道畸形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7-2017.2 对经超声检查并经临床证实的新生儿消化道畸形 116 例,其中男性 71
例,女性 45 例,年龄 0-30 天。所有患儿均为新生儿,以呕吐､ 腹胀､ 胎粪延迟､ 便秘､ 便血等就诊。 
应用 PHilip HDI 5000 及 IU 22 型超声诊断仪。患者平卧位,常规腹部凸阵探头(5-2 MHz)结合高频探

头(12-5 MHz),对全腹部进行多切面扫查,观察胃及肠管的变化。对异常部位重点做高频探查,重点观

察肠管走形,有无梗阻,肠管周围血运等。 
结果  不同的消化道畸形有各自的声像图特征。116 例患儿中肥厚性幽门狭窄 92 例,环形胰腺 2 例,
肠旋转不良 6 例,十二指肠狭窄 2 例,肠系膜囊肿 4 例,肠重复畸形 3 例,膈疝 2 例,巨结肠 5 例。 
超声检查确诊 111 例,误诊 5 例,2 例肠系膜囊肿误诊为附件区囊肿,3 例巨结肠误诊为消化道胀气。 
结论 超声作为一种无创､ 简便､ 可重复操作的检查方法,对新生儿胃肠道疾病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与传统的 x 线相比,能够减少患儿的痛苦,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因此,应作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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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47 

新生儿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的超声诊断及随访价值 
 

俞劲,叶菁菁,李晓英,杨秀珍,彭学慧,徐彬,何瑾,何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探讨超声对新生儿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的诊断及随访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 年 11 月~2016 年 10 月间 27 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新生儿肾上腺 NB 的声

像图表现,并结合临床表现及其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27 例新生儿肾上腺肿块边界清,大小 2.7CM*1.7CM*1.7CM~7.0CM*6.5CM*6.0CM。其中 24
例肾上腺 NB 为实质性包块(其中伴散在钙化点 19 例,5 例未合并钙化点),2 例囊性包块(其中 1 例有

多分隔),1 例囊实性包块。超声诊断正确率 96.3%,误诊 1 例,因其中 1 例囊性无分隔肾上腺神经母细

胞瘤误诊为肠系膜囊肿。 
15 例手术年龄<2M 的新生儿肾上腺 NB 全部行手术治愈。手术或活检年龄位于 2M 和 3M 之间有 4
例,其中 2 例后腹膜淋巴结､ 周围淋巴结转移;手术或活检年龄位于 3M 和 6M 之间的 8 例,其中 4 例

发生全身转移,体表多发肿块;1 例伴后腹膜,门静脉旁淋巴结肿大。 
根据美国儿童肿瘤协作组分期系统(CCSG)分期:Ⅰ期 15 例,Ⅱ期 5 例,Ⅳ期 1 例(新生儿期发现多处

转移),Ⅵs 期 1 例(8D 发现肝转移)。Ⅰ期､ Ⅱ期 20 例行手术切除肿瘤和转移的淋巴结,随访至今预

后良好。1 例Ⅳ期死亡,1 例Ⅵs 期化疗中。 
结论   超声可作为胎儿及新生儿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可以做到早发现､ 早诊

断､ 早治疗,提高治愈率。 
 
 
PU-0048 

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引导经皮小儿房间隔缺损封堵术的评估和随访-
--附 129 例随访 

 
叶菁菁,俞劲,杨秀珍,徐玮泽,石卓,李建华,张泽伟,俞建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评估 TEE 引导下经皮小儿 ASD 封堵术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单纯 TEE 引导下经皮成功封堵 ASD 患儿 129 例,男性 56
例,女性 73 例,年龄 68.20±38.73M(范围 13M-180M),体重 21.06±11.09KG(范围 9KG-77KG) ,单孔

型 ASD 118 例,两孔型 ASD 8 例,多孔型 ASD 3 例。单孔 ASD 封堵器选择为腰径比 ASD(TEE 测量)
的直径长 4~6mm,多孔根据实际 ASD 的情况选用封堵器。房间隔的长度>所选封堵伞左房侧的直径

(腰+伞边*2)。静脉肝素(0.5mg/KG)后,在 TEE 的引导下,股静脉穿刺,经过下腔静脉至右心房,通过

ASD 进入左房途径,将封堵器经输送鞘送入右房通过房间隔缺损,随着输送鞘慢慢的回撤,封堵器的左

伞片､ 腰部及右伞面被打开,使房间隔夹在左右伞片之间。然后做推拉试验,充分评估,一切正常后,释
放封堵器,安全退出鞘与输送钢缆。 
手术过程中要密切注意心电图有无传导阻滞,血压有无降低等情况,如有发现,即刻停止手术,待恢复再

次尝试。术后门诊随访 3 月,并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检查,评估封堵效果。 
结果 TEE 引导下经皮成功封堵 ASD 患儿 129 例,继发孔 ASD 大小 9.52±4.12mm(3 mm~24 mm),
封堵器大小 14.19±4.60 mm(6 mm~32 mm)。继发孔 ASD 中单孔型 118 例,术后即刻 TEE 检查均

无异常;两孔型 ASD 8 例,其中 1 例两孔 ASD 相距 8.3mm,置入 2 把封堵器,7 例均各置入 1 把封堵器,
术后即刻 TEE 检查 1 例封堵器下缘 1.7mm 的残余分流,其余均无异常;多孔型 ASD 3 例均各置入 1
把封堵器,1 例封堵器下缘 3 mm 的残余分流,其余无异常。129 例患儿置入 Amplatzer 封堵器 130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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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术后门诊定期随访 3 月,常规 TTE 检查,均无封堵器变形､ 移位,及其他并发症发生。两孔型

ASD 封堵器下缘 1.7mm 残余分流在随访中自愈;多孔型 ASD 封堵器下缘 3mm 残余分流在随访中

未消失。心电图显示无心率失常等。 
结论 TEE 引导下经皮封堵小儿 ASD 安全有效,成功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价格合理,易推广。 
 
 
PU-0049 

小儿拇指扳机的高频超声表现 
 

朱云开,陈亚青,刘卫勇,李銮,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小儿拇指扳机指的高频超声表现。 
方法  对 111 例临床诊断为单侧拇指扳机指的患儿行超声检查。测量患儿健侧及患侧拇指 A1 滑车

增厚水平,并分别在拇指掌指关节水平以及大鱼际中点水平测量拇长屈肌肌腱的横断面面积,通过计

算该两处拇长屈肌肌腱横断面面积比值得到患侧及健侧拇长屈肌肌腱在指掌指关节水平的增厚率。 
结果 111 例拇指扳机指患儿中右侧发病 58 例,左侧发病 53 例。所有患儿患侧均探及增厚的 A1 滑

车,其平均厚度 1.2±0.4mm,平均长度约 3.4±0.9mm,而健侧均未探及 A1 滑车。患侧拇长屈肌肌腱在

指掌指关节水平的增厚率为 141±82%,显著高于健侧(28%±26%,P=0.000)。 
结论 A1 滑车增厚并伴有患侧拇长屈肌肌腱掌指关节处增厚是小儿拇指扳机指的超声特征性表现。 
 
 
PU-0050 

Efficacy of combined transperineal (TP) and 
transabdominal (TA) ultrasonography in diagnosis and 

follow-up of vaginal malignancies 
 

Yang Xiuzhen,Ye Jingjing,Yu Jin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0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onographic features of vaginal malignancies in girls and 
the efficacy of transperineal(TP) in conjunction with transabdominal(TA) ultra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and follow-up of vaginal malignancies in girls. 
Methods Imaging data of 16 cases of vaginal malignancies in our center from January 2000 to 
December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haracteristics of ultrasonography, CT and MR 
were summarized. All case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Patients aged form  3m7d to 6y. In this 
group, 10 cases were vaginal endodermal sinus tumors, 4 cases were embryonal 
rhabdomyosarcomas, one was nephroblastoma and one was metastatic neuroblastoma. All 
patients underwent transperineal(TP) in conjunction with transabdominal(TA) ultrasonography, 
some underwent CT and MR.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ransperineal and trans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In the 16 cases, 
the  pelvic hypoechoic masses could be shown by trans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4 cases 
combined intrauterine hematocele. However, it could be clearly display the  size, border, blood 
flow of the vaginal hypoechoic occupancy,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occupancy and vagina by 
transperineal ultrasonography. There were no obvious necrotic liquefaction and calcification in the 
mass.  During the follow-up process of 14 cases after chemotherapy, the vaginal tumor could not 
be clearly shown by trans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after the tumor shrinkage, while it still be 
clearly shown by transperineal ultrasonography. Ten cases underwent CT examination. Lesions 
appeared as similar-circular soft tissue  masses with heterogeneous density, variable nec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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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ystic degeneration on unenhanced CT. Twelve cases underwent MR examination. Masses 
were uniformly isointense on T1-weighted images, heterogeneously hyperintense on T2-weighted 
images.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especially peripherally was noted on both CT  and MRI 
contrast-enhanced images. 
Conclusions Vaginal malignancies often have characteristic echo pattens. Transperineal in 
conjunction with trans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are helpful in diagnosing and following up of 
vaginal malignancies.Therefore,ultrasound may be preferred as the initial investigation  for cases 
of vaginal malignancy as it is a non-invasive,radiation-free,inexpensive technique. 
 
 
PU-0051 

食道超声引导下经肋间超微切口封堵小儿干下型室间隔缺损 
 

俞劲,张泽伟,叶菁菁,李建华,马良龙,石卓,杨秀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本研究评估食道超声心动图(TEE)引导下经肋间超微切口封堵小儿干下型室间隔缺损(DCVSD)
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2014 年 8 月至 2016 月 12 月间,40 例 DCVSD 患儿经单纯 TEE 引导下采用肋间超微切口(≤
1CM)及心包悬吊技术行 DCVSD 封堵术。TEE 引导及监测封堵全过程,术后定期随访评估封堵效

果。 
结果 40 例 DCVSD 患儿成功封堵 39 例,手术成功率 97.5 %。VSD 大小 3.59±0.92 mm(范围

2.2mm~ 6.0 mm),偏心伞封堵器型号 5.33±1.40 mm(范围 4 mm ~ 9 mm),手术时间为 45.04 ± 
12.81 min(范围 18~70),住院时间 8.58±2.06 d(范围 6~16)。术后随访时间为 6 月~24 月。DCVSD
合并轻度主动脉瓣反流(AR)患儿 7 例, 1 例术后好转,6 术后无变化。成功封堵的 39 例均无围手术期

死亡,无封堵器变形移位,无残余分流,无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无瓣膜影响。2 例术后少量心包积液,随
访中消失。1 例因封堵后仍有较明显分流中转体外循环下 DCVSD 修补术。 
结论 TEE 引导下经肋间超微切口行小儿 DCVSD 封堵术避免 x 
线辐射,无需切胸骨,安全可靠,疗效确切,并发症发生率低,手术 
切口小,而且能够准确定位, 操作简单,值得推广。 
 
 
PU-0052 

舒张期左室后壁应变(DWS)在评价先天性膈疝患儿 
左室舒张功能中的价值 

 
赵丽娇,孙锟,席丽丽,吴力军,郁怡,汪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舒张期左室后壁应变(DWS)是一种评价左室舒张功能的新方法,目前较多用于评价成人左室舒

张功能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分别测量先天性膈疝患儿术前､ 术后舒张期左室后壁应变(DWS),同时

将正常新生儿作为对照组,评价 DWS 在先天性膈疝患儿左室舒张功能中的价值。 
方法 2015.01.-2016.05 我院小儿外科重症监护室收治的先天性膈疝患儿 16 例,16 例患儿均于出生

后当天(术前)测量舒张期左室后壁应变(DWS),其中 2 例患儿家长放弃治疗,自动出院,其余 14 例患儿

于外科根治术后 1 天(术后)测量舒张期左室后壁应变(DWS)。同时将 40 例正常新生儿作为对照

组。常规采集左室短轴 M 型超声心动图,分别测量收缩期左室壁厚度(PWs)､ 舒张期左室壁厚度

(PWd),舒张期左室后壁应变(DWS)=(PWs–PWd)/PWs。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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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先天性膈疝患儿术前 DWS 低于正常新生儿对照组,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0.25± 0.06,0.45± 
0.10,p<0.05),先天性膈疝患儿术后 DWS 较术前升高,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0.42± 0.09,0.26± 
0.06,p<0.05),先天性膈疝患儿术后 DWS 低于正常新生儿对照组,但两者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0.42± 
0.09,0.45± 0.10,p>0.05)。 
结论 先天性膈疝患儿外科术后,舒张期左室后壁应变(DWS)得到较明显的升高。舒张期左室后壁应

变(DWS)可以简单有效地评价先天性膈疝患儿的左室舒张功能。 
 
 
PU-0053 

4 例新生儿李斯特菌败血症颅内超声检查结果分析 
 

庞厚清,罗红,张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新生儿李斯特菌败血症的颅内超声检查特点,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两年我院新生儿病房收治的 4 例血培养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菌阳性的新生儿

败血症患儿的颅内超声检查结果和临床资料。包括母孕期情况､ 颅内超声表现及预后。 
结果 4 例患儿均为足月儿,剖宫产。4 例母孕晚期及产后均有明确发热史,体温 37.5-39.00C。其中 2
例有多年不孕史。产前均有宫内窘迫,产时羊水异常。4 例患儿中仅有 1 例存活,随访有严重神经系

统后遗症,其余 3 例病情危重签字出院后死亡。 
  4 例患儿出生后 24 小时内颅内超声检查均有异常发现,表现为脑实质回声增强,脑沟回模糊,2 例有

Ⅰ级颅内出血。此后每日随访颅内超声,3 例患儿均在一周内迅速发展为Ⅳ级颅内出血､ 重度脑积水,
其中 1 例出血同时合并脑实质内出血,脑梗死。1 例发展为Ⅱ级出血未再加重,但后期出现典型脑室

旁脑白质软化。 
结论 新生儿李斯特菌败血症死亡率高,近来报道发病率有上升趋势,多数病例颅内超声检查有阳性发

现,颅内超声表现多样,急性期可有脑实质回声增强､ 脑水肿､ 颅内出血､ 脑梗死等表现,恢复期可出

现脑白质软化。颅内出血是新生儿李斯特菌败血症的主要超声表现,可能与李斯特菌可产生一种溶

血性外毒素有关,因此新生儿李斯特菌败血症时颅内出血发生率高,进展快,可短期内由 I 级出血发展

到四级出血。颅内出血程度与病情密切相关,病情越严重,颅内出血越重､ 进展越快。因此对于有感

染征象的新生儿,尤其是母孕晚期有发热病史的新生儿应常规行颅内超声检查,及时发现颅内出血,为
临床治疗提供信息。 
 
 
PU-0054 

小儿肠系膜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超声表现 
 

钱晶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探讨小儿肠系膜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IMT)的超声特征,提
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肠系膜 IMT 的超声表现,男性 4 例,女性 2 例,年龄 1.75 岁

~15 岁,平均年龄 7.3 岁。分析肿块的发生部位､ 大小､ 形态､ 边界､ 内部回声､ 血流信号及有无转

移,结合临床病史与相关文献报道进行分析。 
结果 6 例病灶均为单发,回盲部 4 例,升结肠 2 例。临床表现:腹痛 3 例,腹部肿块 1 例,发热 1 例,伴发

肠套叠 1 例。超声检查 6 例瘤体 大径>5CM。肿块呈现形态不规整低回声包块,内回声不均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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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肠管､ 网膜回声增强,肿块内血流信号较丰富,其中 2 例边界清楚,4 例边界不清楚。2 例伴有腹腔

积液,1 例有钙化斑。6 例 IMT 均未发生恶变和转移。 
结论 小儿肠系膜 IMT 的超声表现有一定特异性,需与小儿腹部炎性包块相鉴别,确诊仍依赖于病理及

免疫组化检查。超声检查能清楚显示 IMT 的部位､ 大小､ 形态､ 边界､ 内部回声､ 血流信号及有无

转移,并对术后复查随访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PU-0055 

SMI 技术在指导儿科肿瘤穿刺活检中的作用 
 

陈亚青,朱云开,方静,管雯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超微血管成像(Superb Microvascular Imaging,SMI)技术在提高小儿实体肿瘤血流显现力

及指导肿瘤穿刺活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 65 例拟在我院行实体肿瘤穿刺活检的患儿,其中因肿瘤穿刺径路

中不能避开血管及肠管等重要脏器､ 或患儿全身状况不适合麻醉 终放弃穿刺活检的 8 例,因未同

时行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彩色多普勒能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Color Doppler 
Energy,CDFI/ CDE)和 SMI 检查的 9 例, 终纳入统计分析的共 48 例(48 个肿瘤)。48 例患儿年龄

0.08 岁-15 岁,平均年龄 4.58±3.62 岁。所有患儿在穿刺前分别应用 CDFI/CDE 和 SMI 检查模式观

察肿瘤内部的血管情况,并采用 Alder 血管分级标准对肿瘤血管丰富程度进行分级;在检查后 3 天之

内对肿瘤血管丰富部位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同时选取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我院行

CDFI/CDE 超声引导下肿瘤穿刺活检的患儿 35 例(年龄:1.6-15 岁,平均年龄 5.6±3.2 岁)作为对照。

统计比较二组患儿穿刺标本满足病理诊断的标本合格率。 
结果 48 个实体肿瘤的 CDFI/CDE 肿瘤内部血管评分 0 级的 2 个(4.2%,2/48)､ Ⅰ级 16 个

(33.3%,16/48)､ Ⅱ级 16 个(33.3%,16/48)､ III 级 14 个(29.2%,14/28); SMI 肿瘤内部血管评分 0 级

的 0 个(0%,0/48)､ Ⅰ级 1 个(2.1%,1/48)､ Ⅱ级 8 个(16.7%,8/48)､ III 级 39 个(81.3%,39/48),SMI
模式对肿瘤血管显示的敏感性明显高于 CDFI/CDE 模式(P<0.001)。48 个经 SMI 引导穿刺的肿瘤均

获得明确病理诊断,穿刺标本合格率为 100%(48/48)。35 个经 CDFI/CDE 引导穿刺的肿瘤中获得明

确病理诊断的 31 个,4 个因获取的为坏死组织未完成穿刺病理诊断而采用开放式活检获取病理诊断,
其穿刺标本合格率为 88.6%(31/35),SMI 引导的肿瘤穿刺活检的标本合格率明显高于 CDFI/CDE 引

导的肿瘤穿刺(P=0.025)。 
结论 SMI 检查模式通过提高微小血管的显现力能明显提高肿瘤血管的显示;由 SMI 引导下的实体肿

瘤穿刺可避免对肿瘤坏死/纤维化部位的取材,从而提高穿刺标本的病理诊断合格率。 
 
 
PU-0056 

运用斑点追踪技术测量三尖瓣环位移评价 
漏斗胸患儿右心室功能的价值 

 
闵杰青,洪伟,魏骊铮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通过二维斑点追踪技术测定三尖瓣环位移在漏斗胸(funnel chest)患儿与正常对照组的对照研

究,探讨在临床上应用该技术评估漏斗胸患儿右心室功能变化的运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5 月心脏外科进行治疗的漏斗胸患儿 38 例作为漏斗胸组(FC 组),同时

另选 50 例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分别测量三尖瓣环右心室游离壁收缩期峰值位移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860 
 

(TMAD1)､ 三尖瓣环室间隔收缩期峰值位移(TMAD2)､ 三尖瓣环连线中点收缩期峰值位移(TMADm)
以及右心室纵向缩短分数(TMADm%)。 
结果 两组患儿 TMAD1､ TMAD2､ TMADm 以及 TMA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斑点追踪技术测定三尖瓣环位移方法简洁､ 准确､ 重复性好。可以客观真实的反映右心室收

缩功能情况,漏斗胸患儿可以运用该技术作为评价右心室功能的指标。 
 
 
PU-0057 

超声检查在儿童肱骨外髁骨折闭合复位术中的应用 
 

孙杰,赵亚平,沈先涛,张庆,何钊群,彭晶,高峻,康瑾,宋柟,李蔚,周莉,冯肖媛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在小儿肱骨外髁骨折闭合复位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7 例小儿肱骨外髁患儿在闭合复位前､ 闭合复位过程中､ 复位后经皮克氏针固定时,通过 8 个

方位进行超声的静态和动态观察. 
结果 27 例患儿在超声引导下行闭合复位,成功复位并经皮克氏针固定 26 例,转开放复位 1 例, 指导

成功率达 96.3%。27 例骨折涵盖了 3 种骨折类型,其中难度较大的: 有旋转的完全移位的肱骨外髁

骨折的闭合复位, 超声引导能明确提高成功率。 
结论 高清实时的超声影像,能很好地观察肱骨外髁骨折的闭合复位和皮克氏针固定的整个动态过

程。能提供高清的局部结构信息,能实时动态观察,有良好的可重复性,无损伤辐射之虞。是小儿肱骨

外髁骨折的诊断和引导固定的极具优势的影像工具。 
 
 
PU-0058 

小儿毛母质瘤的超声诊断 
 

方倩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超声在小儿毛母质瘤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我院行超声检查并经病理确诊的 65 例毛母质瘤患

儿(70 例肿瘤)的超声声像图及临床病理资料。 
结果 60 例为单发,5 例为双发;好发于头面部,肿物均位于皮下。超声图像上表现为低回声结节内伴

不同程度的点状或弧形钙化,部分后伴声影,32 例肿物周边可见低回声环绕,18 例肿物内部可见血流

信号。 
结论 毛母质瘤的临床表现及超声声像图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熟悉及掌握其特点,有助于提高毛母质瘤

的超声诊断符合率。 
 
 
PU-0059 

超声对异位睾丸的诊断价值 
 

刘晓,夏焙,于红奎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超声诊断异位睾丸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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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0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临床及手术确诊为异位睾丸的 50 例

患儿,首诊年龄为 15 天-12 岁,回顾分析其临床资料及声像图表现。 
结果 ①50 例患儿中左侧睾丸异位 26 例,右侧睾丸异位 23 例,双侧睾丸异位 1 例。②18 例睾丸横过

异位,其中异位至对侧阴囊内 9 例,对侧腹股沟管内 5 例,对侧盆腔内 4 例;32 例睾丸异位至同侧,其中

同侧会阴部浅筋膜层 18 例,同侧前腹壁皮下浅筋膜层 7 例,同侧腹股沟管外侧皮下浅筋膜层 3 例,同
侧大腿根部 3 例,阴茎根部 1 例。③睾丸大小:异位侧睾丸径线小于非异位侧睾丸,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④合并症:异位睾丸合并睾丸发育不良 5 例,合并对侧睾丸下降不全 7 例,对侧腹股沟疝 5 例,同侧

腹股沟疝 2 例,对侧鞘膜积液 7 例,同侧鞘膜积液 3 例,睾丸异位合并睾丸扭转 1 例,睾丸异位合并苗

勒氏管永存综合征 1 例。 
结论 超声可清晰显示异位睾丸的位置､ 大小及其他并发症,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PU-0060 

儿童期原发性卵巢扭转的超声诊断价值 
 

付秀婷,吴明君,刘姿薇,刘畅,田野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儿童原发性卵巢扭转非常少见,可发生在任何年龄,症状为突然腹痛､ 恶心､ 呕吐,反复扭转可致

反复发病。卵巢扭转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实验室检查无特异指标,与其他疾病混淆而难于确诊,导致

手术延迟造成卵巢保留率低,故早期诊断和及时手术是保留卵巢的关键。本文探讨儿童期原发性卵

巢扭转的超声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我院 14 例卵巢扭转病例,分析整理超声检查结果,并与术中探

查和术后病理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以判断超声诊断原发性卵巢扭转的临床价值。 
结果 14 例卵巢扭转病例中超声检查明确诊断为卵巢扭转 13 例,1 例超声诊断为卵巢畸胎瘤,术中及

术后病理证实为卵巢扭转并卵巢坏死。14 例患儿中 8 例接收腹腔镜治疗,6 例开腹手术。术中诊断

卵巢扭转坏死 9 例,行切除术,5 例卵巢扭转复位。卵巢扭转超声检查的直接征象为卵巢蒂部扭转,超
声观察到卵巢蒂部成旋涡状。卵巢扭转时位置异常,体积增大,周围组织回声增强,卵巢内卵泡增大,分
布于卵巢皮质､ 髓质(髓质中发现增大的卵泡更有诊断价值),扭转早期卵泡张力高,随着扭转时间增

加,周围组织回声增强,卵泡张力减低,内壁不光滑､ 塌陷。彩色多普勒表现为血流减少直至消失。 
结论 超声诊断卵巢扭转方便､ 易行,准确率高。对病史采集困难的儿童,超声常规检查有益于早期诊

断。 
清晰的诊断思路使检查有序进行。检查时首先关注卵巢位置是否异常,接着观察卵巢回声是否异

常。上述异常表现,提醒超声医生注意观察卵巢蒂部回声。在观察到卵巢及其蒂部的超声改变,明确

诊断卵巢扭转后,还应进行彩色多普勒的观察,以便准确判断是否存在卵巢坏死。检查技巧是检查结

果准确的保障。高频探头有益于显示卵巢蒂部及卵巢内部的变化。滑动扫查能发现蒂部扭转的程

度。 
 
 
PU-0061 

超声心动图对弯刀综合症的漏诊分析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弯刀综合症的超声心动图诊断特征,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减少临床的漏诊率,为早期诊断与治

疗提供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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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3 例经多层螺旋 CT､ 造

影或手术证实为弯刀综合症的病例,将所有病例与超声心动图诊断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超声心动

图的诊断要点,对漏诊原因进行着重分析。 
结果 23 例患儿中,超声诊断符合 17 例(占 73.91%),13 例为右侧全部肺静脉汇合成共干后与下腔静

脉连接,4 例为右下肺静脉与下腔静脉连接,所有患儿均出现右心增大,11 例合并房间隔缺损(ASD),5
例发现心脏位置右移,3 例合并右侧肺动脉发育不良,2 例合并动脉导管未闭,1 例合并室间隔缺损,所
有患儿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肺动脉高压,同时 6 例可见降主动脉进入右肺内的体肺侧支血管。本组超

声漏诊 6 例(占 26.09%),3 例仅诊断为 ASD 合并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均在检查时没有对下腔静脉进行

常规扫查,未能及时发现右侧肺静脉汇合成共干后向下走形,与下腔静脉连接。此 3 例患者共干与下

腔静脉连接口出现明显梗阻,是造成肺淤血､ 重度肺动脉高压的主要原因;1 例伴有较大的下腔型

ASD,右侧肺静脉共干与下腔静脉的连接处距离右房较近,同时梗阻不明显,彩色多普勒血流没有仔细

分析血流的方向而漏诊,1 例因同时合并法鲁四联症,右下肺静脉连接于下腔静脉的远端,未发现下腔

静脉的异常血流,同时也未常规扫查每根肺静脉的走形而漏诊;另 1 例因扫查者经验不足,对不明原因

的右心增大未将此病考虑在内而漏诊。 
结论 弯刀综合症的超声心动图特征明显,但临床容易漏诊,检查时应常规探查每根肺静脉的走形､ 观

察下腔静脉内有无异常血流进入,尤其在右侧肺静脉显示不清时,需考虑部分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可

能。当出现心脏位置居中或右移,右肺动脉的内径小于正常值,合并肺动脉高压,同时发现降主动脉发

出异常走形的动脉血管进入右肺时,因高度警惕弯刀综合征的可能性。 
 
 
PU-0062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在小儿室间隔缺损经 
皮胸前穿刺封堵治疗中的应用 

 
陈俊,莫绪明,朱善良,左维嵩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引导下胸前经皮穿刺进行室间隔缺损(VSD)封堵治疗的可行性,并
总结操作要点,评价其临床价值及近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通过胸前经皮穿刺成功治

疗 24 例 VSD 的病例资料。所有患儿均为单纯 VSD,不合并其他心内畸形。术前经胸超声多切面显

示缺损位置及分流方向,在胸壁选择 佳穿刺点及穿刺方向,术中 TEE 引导穿刺针及导引钢丝进入右

室,使导引钢丝通过室间隔缺损进入左室,沿导丝导入动脉止血鞘,待内芯拔出后,将装载室间隔缺损封

堵器插入动脉鞘,释放封堵器左右盘面,作反复推､ 拉实验后,确认封堵器位置固定无误,无残余分流,
不影响房室瓣及主动脉瓣的启闭功能后再释放封堵器,鞘管依然留置在右室内,将右室壁堵闭器插入

动脉鞘,送出封堵器左盘面,回拉推送杆将左室盘片贴附在右室内膜面,接着在心外膜释放封堵器右盘

面,并将输送鞘管完全退出,并评价即刻封堵效果。 
结果 24 例患者术前 TEE 测量的 VSD 直径 3~6mm,平均(4.33±0.78)mm,缺损上缘距主动脉瓣

0~2mm,使用 VSD 封堵器的直径 5~7mm,平均(5.84±1.33)mm,19 例使用对称型封堵器,5 例使用偏

心型封堵器。术后所有患者的封堵器与 VSD 边缘吻合紧密,未出现残余分流,封堵器不影响各瓣膜开

放活动,无封堵器移位､ 脱落,无血栓形成。所有患儿术后随访 1 个月~18 个月,封堵器均未见移位,未
出现瓣膜反流加重等现象,术后心脏收缩功能与术前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所有患儿术前左心室

及肺动脉径线均大于同龄儿童,术后 1 月内复查,各径测线值略小于术前(P>0.05),术后第 3 月､ 第 6
月､ 第 12 月复查,各径线较术前有明显减小,基本恢复正常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在 TEE 指导和监测下,胸前经皮穿刺 VSD 封堵术安全可行,较胸前小切口封堵进一步减少创伤,
恢复更快且近期疗效满意。但也同时存在对超声的技术要求高､ 手术操作困难等缺点。需要通过大

样本的病例去不断积累经验,争取在未来将更大地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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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3 

超声心动图诊断心耳并置的临床价值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心耳并置(JAA)的超声心动图诊断特征,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减少临床的漏诊,降低手术风险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的 22 例 JAA 患者的

超声心动图图像,将全部患者的声像图表现与多层螺旋 CT 或手术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并总结其诊断

要点。 
结果 22 例患者中,右心耳并置(JRAA) 20 例(90.9%,20/22),左心耳并置(JLAA)2 例(9.1%,2/22)。
JRAA 组合并 常见畸形为右室双出口 6 例(30%,6/20),大动脉异位 4 例(20%,4/20),三尖瓣闭锁 3
例(15%,/20),大动脉转位 3 例(15%,3/20),肺动脉闭锁 2 例(10%,2/20),18 例合并右室流出道梗阻或

闭锁。1 例 JLAA 合并继发孔房间隔缺损,另外 1 例合并室间隔缺损､ 肺动脉高压。JRAA 的超声心

动图特征:①左心室长轴观显示房间隔从主动脉后壁向左心房后壁垂直走行,部分患者可观察到主(肺)
动脉后壁与左心房之间存在右心房的一部分;②剑突下四腔观或心尖四腔观房间隔凸向左心房面,左
心房包绕右心房,右心房容量小;③剑突下四腔观或心尖四腔观探头略向后倾斜,可见右心耳在左心房

前面向左走行,与左心耳并置;④胸骨旁大动脉短轴观前面部分房隔从右向左走行,水平走行部分与并

列的右心耳相连,构成右心耳后壁;⑤剑突下腔静脉长轴观显示房隔走行光滑,不能显示正常右心耳结

构。JLAA 的超声心动图特征:①左心室长轴观显示房间隔从主动脉后壁向右心房后壁垂直走行,左心

耳从大动脉后方向右上方走形;②胸骨旁大动脉短轴观正常位置无法清晰显示左心耳,压低探头可见

左心耳在右心房前面向右走行;③剑突下四腔观或心尖四腔观房间隔走形异常,能清晰形态异常的右

心耳结构;④胸骨旁四腔观探头略向后倾斜,可见左心耳在右心房前面向右走行。 
结论 JAA 较为少见,常合并于复杂先心病中,尤其对于圆锥动脉干畸形或三尖瓣病变的患者需要常规

探查左右心耳结构,若心耳形态显示欠佳, 并发现房间隔走行异常,应警惕心耳并置存在的可能。对复

杂先心病而言,明确术前每一个心脏解剖畸形对制定手术方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准备行

Senning､ Mustard 手术或 Rashkind 球囊行房间隔撕裂术时,术前应特别注意心耳的位置､ 心房的

大小及房间隔的走向。而超声心动图技术可以比较准确地诊断 JAA,降低手术风险性。 
 
 
PU-0064 

超声心动图对后位完全型大动脉转位误诊为 
右室双出口的原因分析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超声心动图诊断后位完全型大动脉转位(p-TGA)的要点, 分析误诊为右室双出口的原因,旨
在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证实为 p-TGA 的 4 例病例,将所有病例与术前超声心动图诊断结果进行对比

研究,总结超声心动图声像图特征及诊断要点,并把外院及本院初诊中全部误诊为右室双出口的原因

进行深入分析。 
结果 4 例患儿均为心房正位,心室右襻,房室连接一致,两个大动脉近似正常的半包绕关系,主动脉位于

肺动脉右后方,主动脉完全发自右室,肺动脉完全发自左室,2 例室间隔缺损(VSD)远离大动脉,1 例

VSD 位于主动脉瓣下,1 例 VSD 为膜周部,1 例合并肺动脉瓣下流出道及肺动脉瓣狭窄,1 例显示主动

脉瓣与二尖瓣前叶有纤维连接。本组 2 例外院误诊为右室双出口,2 例本院初筛时同样误诊为右室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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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我们分析由于本畸形主动脉与肺动脉位置关系正常,在左室长轴切面及大动脉断轴切面对主肺

动脉与右室流出道显示不理想或不全面,超声检查易误认为肺动脉与右室流出道相连,但剑突下双流

出道长轴切面上可清晰显示两大动脉与心室的连接关系,明显肺动脉与左心室连接而使该畸形得以

确诊。本组 2 例患儿多层螺旋 CT 同样误诊为右室双出口,只因三维重建显示肺动脉靠前发出,误认

为从位于前方的右心室发出,对心内心室与大动脉的关系没有详细进行追踪。本组 3 例患儿行大动

脉调转术(ASO),1 例行右侧腔静脉肺动脉双向分流术(双向 GLENN 术)。 
结论 p-TGA 极为罕见,临床易误诊,超声检查时当发现圆锥动脉干畸形,同时发现主动脉位于肺动脉

的右后方,且包绕关系正常,要充分考虑到此畸形的可能性,剑突下双流出道切面的扫查是本病诊断及

鉴别诊断的关键。只要临床及超声医生对本病有所认识,在检查时注意多切面的扫查,多可对本病做

出正确的诊断。由于此类患儿均需手术矫正,我们术前诊断除常规检查,更需要仔细观察冠状动脉走

形,同时对于肺动脉发育不良的患儿要判断肺动脉主干及左右肺动脉的发育情况,以便为患儿选择

理想的手术方案,降低手术风险。 
 
 
PU-0065 

超声心动图对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的诊断价值 
 

陈俊,朱善良,左维嵩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在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CAPA)中的诊断价值, 分析超声心动图漏误诊

原因,旨在提高超声对 ACAPA 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经多层螺旋 CT､ 造影或手术证实为 ACAPA 的 42
例病例,将所有病例与超声心动图诊断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超声心动图的诊断要点,超声着重观察

左房室大小,左心收缩功能,心内膜及乳头肌回声,冠状动脉开口位置､ 侧支的分布情况等,并通过直接

征象及间接征象做出准确诊断,对误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结果 本组 40 例为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LCAPA),其中包括 1 例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异常起

源于肺动脉,2 例为右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RCAPA)。除 4 例合并房间隔缺损,2 例合并动脉

导管未闭,1 例合并部分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外,其余均为单发畸形。本组 40 例 ALCAPA 病例中,超声

诊断符合 34 例(占 85%),其中 21 例左主干起源于肺动脉左后窦,6 例左主干起源于肺动脉右后窦,4
例左主干起源于肺动脉壁,2 例左主干起源于肺动脉前窦,1 例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起源于肺动脉左后

窦。超声误诊 6 例(占 15%),误诊的 6 例病例中,其中 3 例误诊为扩张性心肌病,1 例误诊为心内膜弹

力纤维增生症,1 例误诊为右冠状动脉右室瘘,1 例误诊为多发小梁肌部室间隔缺损。本组另外 2 例

ARCAPA,1 例诊断符合,右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右后窦;另 1 例误诊为左冠状动脉右室瘘合并多发

小梁肌部缺损,2 例 ARCAPA 左心功能均正常。 
结论 ACAPA 较为罕见,且容易误诊,检查时发现左室增大,左室收缩功能减低,心内膜及乳头肌增厚､

回声增强等声像图表现时,需常规探查左右冠状动脉,以排除 ALCAPA 可能;当发现一侧冠动脉明显

增粗,心壁内出现连续性血流,除考虑冠状动脉瘘以外,更要考虑 ACAPA 的可能,如果发现一侧冠状动

脉开口于肺动脉根部或主干,冠脉血流逆流入肺动脉可直接诊断为 ACAPA。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

无创､ 可重复,能清楚显示冠状动脉起源及走形､ 血流情况,能够早期诊断,有助于及时手术治疗,降低

死亡率,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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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6 

儿童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超声诊断 1 例并文献复习 
 

孟争亮,高峻,冯肖媛,李蔚,康瑾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超声对一例儿童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SPTCL)声像图特征的诊断,提高对该疾病的

认知。 
方法 对一例临床确诊 SPTCL 患儿术前超声､ 手术及病理､ 以及超声追踪检查,结合文献进行分

析。 
结果 2 岁男性患儿,门诊以“左大腿包块”收入院。查体于左大腿皮下触及一 2.0cmx1.5cm 包块,质软

活动可,周围组织无红肿。超声检查提示:左大腿中段探及一稍高回声包块,形态欠规则,边界不清,内
部回声欠均 ,可见管状低至无回声,包块血流信号不明显(图 1)。 
手术:术中发现包块类似脂肪组织,侵及皮下组织,未及肌层。病理:镜下送检组织见脂肪细胞间大量淋

巴细胞浸润,夹杂少数组织细胞及浆细胞,部分细胞具有一定异型性,核分裂象易见,并可见组织细胞吞

噬的核碎屑。倾向皮肤淋巴造血系统肿瘤性病变或自身免疫性代谢性疾病所致脂膜炎(图 2)。 
患者髓象分析:TBNK 检查结果显示 CD4+/CD8+T 淋巴细胞比偏低。髓像分析显示粒细胞比例减低,
幼红细胞比例增高(图 3)。 
1 月后复诊,查体颈部及颌下扪及数枚黄豆大小淋巴结,前胸壁及左大腿各扪及一质硬包块,对包块再

次超声检查。超声提示左胸壁及左大腿探及与术前左侧大腿包块类似声像图特征结论: 皮下脂膜炎

样 T 细胞淋巴瘤(SPTCL)是一种主要累及皮下脂肪组织的皮肤原发性细胞毒性 T 细胞淋巴瘤。儿童

较罕见[1]。2001 年 WHO 将该病分型为独立的 T 细胞淋巴瘤亚型,属于一种特殊的肿瘤”。该病早期

为身体多发性斑或结节,临床为不明原因反复高热,消瘦,肌肉胀疼,可出现肝脾肿大,部分可出现噬血

细胞综合征(HPS)。 
结论 根据超声对该病例声像图诊断提示我们对于皮下软组织类似片状高回声光团间有淋巴管样回

声应警惕 SPCTL 可能性。同时超声能实时引导穿刺,定位准确,提高取材精确性,超声随访检查无创

方便快捷。 
 
 
PU-0067 

小儿继发性肠套叠高频超声诊断体会 
 

王婷,刘百灵,杨礼,李娜,卫晶丽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高频超声诊断小儿继发性肠套叠经验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超声诊断 37 例继发套叠患儿的临床资料。将

所有患者的高频超声诊断结果与手术诊断结果做对照,分析引起继发性肠套叠的原因。 
结果 37 例继发肠套叠患儿的高频超声检查中,发现 11 例为肠息肉,12 例为肠重复畸形,8 例为麦克尔

憩室,4 例为淋巴瘤,1 例为异物。以上病例均经手术验证。 
结论 高频超声由于敏感性和分辨率高､ 图像细腻等特点,适用于小儿肠道病变的检查,可准确诊断肠

套叠,能动态观察肠套叠头端和套筒内情况,并可运用彩色多普勒对套筒内部病变及周边肠管血流情

况进行检测,增加了病变诊断的准确性,同时可术后随访肠道情况。因此,高频超声在小儿继发性肠套

叠诊断方面准确性高,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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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8 

造影增强超声定量评价小儿肾脏皮质血流灌注及其临床意义 
 

毛木翼
1,夏焙

1,杨军
2,陈伟玲

1,何学智
1,于薇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超声科 

2.深圳市儿童医院肾脏免疫科 
 

 
目的 探讨造影增强超声定量评价小儿肾脏皮质血流灌注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前瞻性研究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治的肾脏疾病患儿 37 例,其中,通
过经皮肾穿刺活检术后病理诊断为紫癜性肾炎 11 例､ IgA 肾病 7 例､ 狼疮性肾炎 5 例､ 系膜增生

性肾小球病变 4 例､ 其他病理类型 10 例,以及健康对照组 12 例。全部受试者共 49 例,男性 28 例,女
性 21 例。年龄(8.82±3.49)岁,身高(131.85±22.47)cm,体重(30.51±12.89)kg。采用 GE LogicE9 超

声诊断仪,9L 线阵探头(5MHz~9MHz),经静脉快速推注六氟化硫微泡 2.5ml,实时动态存储原始图

像。对造影图像进行时间-强度曲线定量分析,计算到达皮质时间(ATm)､ 达峰时间(TTP)､ 上升支斜

率(A)､ 峰值强度 DPI 等肾皮质血流灌注指标。在造影剂注射前后同步进行心率､ 呼吸､ 血压､ 经

皮血氧饱和度等监测,记录相关的不良反应。 
结果 全部受试者均完成了肾脏造影增强超声,并获得了完整的肾皮质灌注曲线。(1)经造影增强肾皮

质血流灌注的各项参数分别为 Atm(0.31~31.99s,中位数 11.90s)､ TTP(4.664~119.349s,中位数

25.230s)､ A(0.284~4.322,中位数 1.094)､ DPI(-57.92~-29.08dB,中位数-36.11dB)。(2)超声显示

六氟化硫微泡在肾皮质的清除时间为 4.50~18.50min,中位数为 8.17min。(3)造影剂注射前､ 后的

比较,受试者的心率[(103.55±18.48)次/min vs (104.71±18.24)次/min)､ 呼吸[(22.43±3.97)次/min vs 
(22.49±3.73)次/min]､ 收缩压[(111.18±14.86) mmHg vs( 109.41±15.26)mmHg]､ 舒张压

[(66.69±14.30)mmHg vs ( 65.43±15.18)mmHg]､ 经皮血氧饱和度[(98.63±1.82)% vs 
(98.90±1.28%)]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造影增强超声过程中,全部受试者均无呼吸异

常,无面色苍白,无皮疹等不良反应表现。 
结论 应用六氟化硫微泡进行儿童造影增强肾脏超声,可用于显示肾脏皮质的血流灌注情况,定量评价

肾脏皮质的血流灌注。注射用六氟化硫微泡应用于儿童患者安全可行。 
 
 
PU-0069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小儿隔离肺的诊断价值 
 

王爱珍,张展,方玲,李娜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通过分析小儿肺隔离的声像图特征,结合手术及病理结果,总结隔离肺的超声声像图特征,提高超

声诊断小儿肺隔离的准确性。 
方法 西安儿童医院超声科对 5 例因肺部感染住院的婴幼儿进行了彩色多普勒检查,其中 6 月两例,1
岁一例,3 岁一例,4 岁一例。采用 PHILIPS-Elite,PHILIPS-HD15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 C5-2
､ C8-5。采用平卧位,侧卧位,检查胸部和腹部,观察是否有包块,重点检查包块位置､ 大小､ 内部结

构､ 回声､ 与周围组织关系等。 
结果 5 例患儿经手术确诊全部为隔离肺,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隔离肺的准确率达 100%。患儿中隔离

肺病灶均为单侧,其中 4 例患儿病灶位于左侧胸腔,1 例位于右侧胸腔,全部病例隔离肺均为肺叶外型,
其中 3 例为隔上型,2 例为隔下型。肺叶外型隔离肺主要供血 4 例来自胸主动脉,1 例来自腹主动脉。

声像图特征为强回声或偏强回声团块,内部回声均 ,团块与周边组织分界尚清晰,2 例有粘连,大多位

于胸腔底部,团块大小不一,伴有胸腔积液,1 例为血性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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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隔离肺是以血管发育为基础的胚胎缺陷的肺先天畸形,由胚胎发育的前原肠､ 额外发育的气管

和支气管肺芽接受体循环的血液供应而形成的无功能的肺组织团块,分为肺叶內型和肺叶外型两

类。隔离肺大多在胎儿时期就能发现,是新生儿 常见的先天性肺疾病之一, 主要的影响是出现反

复的肺部感染,与正常气道不相通。隔离肺仍与其他疾病有相似之处,容易发生误诊,在检查时重点观

察,主要区别是观察供血来源,隔离肺供血来自体循环动脉,而不是肺循环动脉。隔离肺在患儿出生前

后,也可能会自行吸收,病灶消失,出生后具备手术指征的,可实施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 
 
 
PU-0070 

经超声心动图诊断胎儿心脏憩室并 17 例病例报道 
 

玉今珒
1,潘微

2 
1.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儿科,广东省华南结构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2.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母胎医学科,广东省华南结构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目的 心脏憩室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可以分为纤维性或肌性,其大小及位置可以影响胎儿心

脏功能,部分病例中憩室有呈不断增大趋势,严重者可导致胎儿心衰､ 心律失常､ 血栓形成､ 心脏破

裂等,对于部分患儿需要在产后进行及时处理。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至今经胎儿超声心动图

诊断的心脏憩室病例,探讨超声诊断胎儿心脏憩室的方法。 
方法 2011 年至 2016 年我中心经超声心动图诊断胎儿心脏憩室共 17 例,大部分因外院超声筛查提

示胎儿心胸比增大､ 胎儿心腔异常增大等原因转我院进一步诊断。孕妇年龄为 19-38 岁(中位年龄

30 岁),孕周 22-38 周(中位孕周 26 周)。使用 Aloka α7 或 α1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 3-
5MHz,选择胎儿心脏检查模式,使用常规二维超声､ 彩色多普勒超声､ e-flow 技术,通过四腔心､ 左

室流出道､ 右室流出道､ 三血管平面､ 三血管-气管平面､ 主动脉弓长轴等切面对心脏及大血管进

行扫查。 
结果 17 例病例中,9 例为右室憩室,6 例为左室憩室,2 例为右房憩室,以心尖部和前侧壁多见;6 例卵圆

孔偏大,4 例合并少量心包积液,1 例合并频发早搏,1 例可见膨大的憩室压迫右侧肺组织。70%的病例

(12/17)心胸比例增大,中位心胸比为 0.38。二维超声多普勒在四腔心切面可见局部心腔向外膨出,心
腔与憩室交通口均较小,膨出处心肌组织局部变薄或缺失,仍可见室壁搏动,但较正常心肌组织减弱,其
中两例右室憩室病例可见右室室壁明显增厚;憩室位于三尖瓣瓣环处者可对瓣环造成压迫,致开放受

限。彩色多普勒及 e-flow 显像技术可见血流经交通口由心腔流入憩室,呈双向分流,憩室内血流缓慢,
部分可探及涡流,均未见血栓反射;三尖瓣受压者三尖瓣血流频谱高尖。 
结论 在胎儿心脏超声检查发现四腔心切面异常,尤其是单个心腔异常增大时需警惕心脏

憩室可能。心脏憩室超声可见心腔局部膨出,常位于心尖或心室前侧壁,常通过一个狭窄

的交通口与心腔相通,其内可见来自心腔的血流,室壁运动大多与心腔同步;部分胎儿同

时合并心包积液､ 心律失常､ 胎儿水肿。 
 
 
PU-0071 

超声诊断孤立性永存左上腔静脉 1 例 
 

张明,宋琼,李川,王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超声诊断孤立性永存左上腔静脉对临床的意义 
方法 病例报道 
结果 超声诊断孤立性永存左上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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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例患者以窦性心律不齐为首发症状,无其他心脏畸形,临床容易漏诊,随着人们对冠状静脉窦解

剖及电生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心导管介入治疗的普及,该病的检出率有所提高,然其漏诊率仍很高,
自然病程尚待研究,针对性治疗亦不系统,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即二级预防)对患者的远期影响

有积极意义,临床医生应予以重视。 
 
 
PU-0072 

回顾性分析高频超声在小儿肠旋转不良的应用价值 
 

王爱珍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小儿输尿管息肉诊断的可行性,积累声像特征数据,为更深入的研究做准

备。 
方法 针对 7 例尿血的患儿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男 5 例,女 2 例,年龄 3-15 岁。均为单侧,其中左

侧 6 例,右侧 1 例。输尿管上段 5 例,下段 2 例。PHILIPS-HD15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 L12-
5。患儿平卧,将探头放置在腹部,适当挤压,观察输尿管各段部位。 
结果 7 例患儿中,经手术确诊全部为输尿管息肉,术后病理报告均为输尿管纤维上皮性息肉。术后症

状均消失,超声检查未发现肾积水加重,未见息肉复发及恶变。 
结论 输尿管息肉系输尿管原发性良性病变,临床较为少见,主要为中､ 青年男性发病,有报道发生在学

龄前儿童。本病病因尚未明了,可能与炎症､ 损伤､ 慢性刺激､ 激素失调､ 致癌物质等有关。可发

生于肾盂到输尿管的任何部位,多发生于上段输尿管,特别是肾盂输尿管连接处,中下段相对较少,本组

病例发生在输尿管下段 2 例。临床表现为腰部胀痛不适,血尿,原因为病变部输尿管梗阻,使输尿管扩

张､ 肾积水,梗阻引起上尿路感染和或病变组织表面糜烂所致。以往主要依靠静脉(或逆行)肾盂造影

检查得以发现和诊断, 彩色多普勒超声可直观地显示扩张的输尿管,并能追踪探查发现病变,明确部位,
且能重复检查对人体无损伤,经济方便,病人无痛苦,故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影像检查方法,且能给临床提

供一定的诊断治疗依据,可根据息肉部位､ 大小及肾受累情况选择不同的术式。 
 
 
PU-0073 

回顾性分析高频超声在小儿肠旋转不良的应用价值 
 

王爱珍,方玲,刘慧,张展,张延刚,刘百灵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通过分析小儿先天性肠旋转不良的声像图特征,总结肠旋转不良的超声表现,探讨高频彩色多普

勒超声在肠旋转不良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75 例因呕吐住院的小儿进行超声影像和手术进行分析。其中男 48 例,女 27
例。其中新生儿 60 例,早产儿 8 例。采用 PHILIPS-HD15, PHILIPS-Elite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高
频探头 L12-5。将探头放置在上腹部胰头位置仔细寻找肠系膜上动脉､ 肠系膜上静脉,从根部观察其

位置关系,动态连续扫查,直至两者消失为止。适当加压的同时上下滑动探头观察是否存在“靶环

征”“旋涡征”,根据血管位置关系的变化,计算其旋转度数。若两血管位置关系无明显异常而存在肠梗

阻时,仔细扫查全肠腹管,寻找梗阻位置,注意观察肠管周围组织是否异常,观察肠管的扩张､ 蠕动､ 充

气状况。 
结果 75 例患儿中,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有 68 例,这 68 例均进行了超声检查。其中 38 例肠旋转不良

并伴有肠扭转,12 例单纯性肠旋转不良,十二指肠膜状狭窄 15 例,急性肠叠套 1 例,2 例小肠闭锁。38
例肠旋转不良伴有肠扭转的患儿声像特征明显:肠系膜上静脉围绕肠系膜上动脉旋转,呈现“旋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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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例单纯性肠旋转不良患儿中,其中 8 例肠系膜上静脉位于肠系膜上动脉左侧者和 4 例肠系膜上静

脉位于肠系膜上动脉前方者,结合消化道造影证实为肠旋转不良。 
结论 肠系膜上静脉与肠系膜上动脉的位置关系不能完全确定肠旋转不良,因正常人中也存在肠系膜

上静脉与肠系膜上动脉位置倒置,操作中注意挤压肠气减少干扰,探头选择在满足探测深度的前提下

尽可能用高频探头,上下滑动有利于发现“旋窝征”。超声在肠旋转不良分型中特异性不明显,尤其是

索带压迫以及空肠上段膜状组织压迫是肠旋转不良常见类型,由于索带回声与周围系膜回声无明显

差异对比,所以超声在索带压迫的诊断中不存在优势,需要通过梗阻等一些间接征象,综合正确的判

断。 
 
 
PU-0074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小儿输尿管息肉的应用价值 
 

王爱珍,方玲,朱洪煊,刘芳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小儿输尿管息肉诊断的可行性,积累声像特征数据,为更深入的研究做准

备。 
方法 针对 7 例尿血的患儿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男 5 例,女 2 例,年龄 3-15 岁。均为单侧,其中左

侧 6 例,右侧 1 例。输尿管上段 5 例,下段 2 例。PHILIPS-HD15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 L12-
5。患儿平卧,将探头放置在腹部,适当挤压,观察输尿管各段部位。 
结果 7 例患儿中,经手术确诊全部为输尿管息肉,术后病理报告均为输尿管纤维上皮性息肉。术后症

状均消失,超声检查未发现肾积水加重,未见息肉复发及恶变。 
结论 输尿管息肉系输尿管原发性良性病变,临床较为少见,主要为中､ 青年男性发病,有报道发生在学

龄前儿童。可发生于肾盂到输尿管的任何部位,多发生于上段输尿管,特别是肾盂输尿管连接处,中下

段相对较少,本组病例发生在输尿管下段 2 例。临床表现为腰部胀痛不适,血尿,原因为病变部输尿管

梗阻,使输尿管扩张､ 肾积水,梗阻引起上尿路感染和或病变组织表面糜烂所致。以往主要依靠静脉

(或逆行)肾盂造影检查得以发现和诊断, 彩色多普勒超声可直观地显示扩张的输尿管,并能追踪探查

发现病变,明确部位,且能重复检查对人体无损伤,经济方便,病人无痛苦,故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影像检

查方法,且能给临床提供一定的诊断治疗依据,可根据息肉部位､ 大小及肾受累情况选择不同的术

式。 
 
 
PU-0075 

高频超声对臀位产小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诊断价值 
 

张鑫,史莉玲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臀位产小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发病

率及高频超声在 DDH 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0 例 6 月龄以内的足月臀位产(孕周>37 周)小婴儿(200 例)进行超声静态 Graf 法及

Morin 法检查,通过观察骨性髋臼､ 骨性髋臼外侧缘､ 软骨性髋臼形态及 α､ β 角及股骨头覆盖率

(MRI)的测量,对髋关节发育情况进行评估。采用飞利浦 Iu22 超声诊断仪器,患儿镇静状态下取侧卧

位,下肢呈自然松弛状态屈膝屈髋 45°,髋关节中立位,膝关节平肩宽,探头至于髋关节外侧长轴与身体

长轴平行。测量以平直的髂骨为基线,髂骨下缘点与骨性髋臼窝的切线为骨顶线,关节盂唇中点与骨

缘转折点的连线为软骨顶线,基线与骨顶线相交成 α 角,基线与软骨顶线相交成 β 角。在标准切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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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直的髂骨声影为参考线,股骨头被髋臼覆盖的直径( d ) 与股骨头直径(D)之比为 MRI。正常髋关

节:α≥60°,β<55°,55%≤MRI<60%;髋关节不稳定:55°≤α<60°,55°<β<77°, 45%<MRI<55%;髋关

节发育不良:50°≤α<55°, 55°<β≤77°, 45%≤MRI<55%;髋关节半脱位: 45°≤α

<50°,β>77°,MRI<45%;髋关节脱位:α<45°,β 及 MRI 均无法测量。采用 Harcke 动态超声检查法观察

运动与加压下股骨头的稳定性,正常无移位或移动范围不超过 1-2mm,关节囊松弛择超过 2mm。同

时选取 200 例 6 月龄以内的足月头位产小婴儿作为对照组,行上述髋关节超声检查方法。 
结果 足月臀位产 DDH 患儿髋臼骨顶呈凹面或斜面,骨性髋臼缘圆钝或平滑,软骨性髋臼回声减低､

形态不规则,股骨头在髋臼内可发生移位。臀位产组 DDH 的发病率(12/200)明显高于对照组(5/200),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83 例剖宫产婴幼儿中,臀位组 DDH 的发病率(12/200)高于头位组(3/83),二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关节松弛组 DDH 的检出率(10.1%)明显高于关节稳定组(1.8%)。 
结论 孕晚期胎位异常是婴幼儿罹患 DDH 的高危因素,应尽早给予预防和纠正。高频超声可清晰显示

髋关节的形态,Graf 法及 Morin 法可定量评估髋关节发育情况,Harcke 法可动态观察股骨头在髋臼内

的位置,为临床提供了丰富信息,有利于 DDH 的早诊断､ 早干预。超声检查是一种安全､ 有效､ 重复

性强的检查手段,在小婴儿 DDH 的诊断和疗效监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到临床医生所青睐。 
 
 
PU-0076 

CDFI 与 SWE 对婴儿病理性黄疸的鉴别诊断价值 
 

刘百灵,卫晶丽,张卉,杨礼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CDFI)与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real-time shear wave elastography,SWE)
对婴儿病理性黄疸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手术治疗的 120 例病理性黄疸患儿(年龄 21 天~9 月)术前腹部 CDFI 及肝脏

SWE 资料,根据术中或术后病理诊断分为胆道闭锁组(83 例)及淤胆型肝炎综合症组(37 例),同时选取

正常对照组 80 例(年龄 20 天~1 岁)作为参照,主要观察胆囊大小形态､ 肝门部囊肿或纤维块､ 哺乳

后胆囊收缩率以及肝脏杨氏模量平均值等。 
结果 1. 高频超声:结合哺乳后胆囊收缩率,其诊断胆道闭锁的灵敏度､ 特异度及准确性分别为:85.9%
､ 100%和 93.3%。 
1.1 胆囊异常:大胆囊 21 例(21.2%),胆囊体积大或大小基本正常,囊壁增厚僵硬､ 不规整,呈小憩室样

改变,哺乳 0.5 小时及 1 小时后胆囊大小形态未见明显变化;萎瘪小胆囊 30 例(30.3%),胆囊小､ 萎瘪,
或胆囊区仅见一狭小腔隙,囊壁欠清晰;胆囊痕迹或无胆囊 48 例(48.5%),胆囊区见一索样强回声,或
未探及明确胆囊声像。 
1.2 胆总管异常:肝门部典型纤维块 63 例(63.6%),肝门部囊性回声 5 例(5.1%),肝门部胆管显示不满

意 31 例(31.3%)。 
1.3 肝内胆管异常:8 例呈串珠状或囊性扩张,21 例格林森鞘呈条索样回声增强,7 例肝内局部见小囊

腔伴管腔连续性差,37 例肝内胆管显示不满意。 
2.剪切波弹性成像: 杨氏模量值分别为正常对照组为(4.54±0.55)Kpa,淤胆型肝炎综合症组为

(5.07±0.40)Kpa,胆道闭锁组为(16.14±2.75)Kpa,其中,淤胆型肝炎综合症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1.256,P 值>0.05),胆道闭锁组分别与正常对照组及淤胆型肝炎综合症组对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t=3.845,4.238,P 值均<0.01)。 
结论 CDFI 提示胆囊形态异常､ 肝门部纤维块以及哺乳后胆囊收缩率<50%是诊断婴儿胆道闭锁的

重要指标;SWE 检测肝脏杨氏模量平均值可无创定量评估肝脏纤维化及其程度,二者结合可进一步提

高婴儿病理性黄疸的鉴别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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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7 

高频超声对小儿消化道重复畸形的诊断价值分析 
 

刘百灵,张卉,卫晶丽,杨礼,李娜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小儿消化道重复畸形的临床特点及高频超声诊断价值,提高小儿消化道重复畸形的诊断及

鉴别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西安市儿童医院普外科及新生儿外科 2009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的

164 例消化道重复畸形患儿的临床资料､ 超声声像图表现及术后病理诊断结果。男性 90 例,女性 74
例;患儿年龄 1 天~11 岁,中位数年龄 4.6 岁。 
结果  
1. 临床特点: 66 例主要表现为反复腹痛,41 例主要表现为间断便血,25 例并发急性肠套叠或曾有肠

套叠发病史, 19 例以腹部包块就诊(产前检查发现腹部包块 8 例),13 例主要表现为间断呕吐。 
2. 超声提示:  
1)消化道重复畸形发生部位:食管 1 例(漏诊 1 例),胃大弯 1 例,幽门管 1 例(误诊 2 例),空肠 2 例,回肠

36 例,回盲部 87 例,结肠 13 例;共漏误诊 23 例,诊断符合率 85.9%。 
2)消化道重复畸形超声特点:可见囊性包块,呈类圆形或管形,可大可小,本组大小范围为

13x33~46x65mm,边界清晰,与毗邻消化道关系密切,囊壁较厚,厚度多大于 2.5mm,并可见消化道肌

层低回声结构,囊腔内透声好或差,囊壁可见血流信号。 
3)消化道重复畸形合并症:合并急性肠梗阻 28 例,合并肠套叠 18 例,合并美克尔憩室伴感染 6 例,合并

肠旋转不良 2 例,合并肠坏死或肠穿孔 4 例,合并腹膜炎 6 例,合并脐尿管未闭伴感染 1 例;共漏误诊

24 例。 
结论 消化道重复畸形可发生于消化道的任何部位,以回盲部 多见,食管及胃重复畸形相对少见。小

儿消化道重复畸形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缺乏特异性,多以肠梗阻､ 消化道出血､ 肠套叠､ 腹部包块等

并发症就诊,高频超声检查对小儿消化道重复畸形的部位及其并发症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作

用。 
 
 
PU-0078 

小儿先天性胆管扩张症的超声诊断及误诊分析 
 

刘百灵
1,李娟

2,杨礼
1,卫晶丽

1,王婷
1,李娜

1,朱洪煊
1 

1.西安市儿童医院超声科 
2.西安市儿童医院病理科 

 
 
目的  探讨小儿先天性胆管扩张症的超声诊断价值。 
方法 1.分析我院 2009 年 9 月~2016 年 7 月经手术证实的 346 例小儿先天性胆管扩张症的超声声像

图特点及临床诊治资料。其中男性 97 例,女性 239 例,男女比例约 1:2.5。年龄 2 天~12 岁,其中 1 月

以下者 23 例,1 月~1 岁者 100 例,1 岁~3 岁者 121 例,3 岁~12 岁者 102 例。临床表现以黄疸､ 发热

就诊者 246 例,腹部包块就诊者 49 例,伴发腹痛者 157 例,包括囊肿破裂并腹膜炎者 10 例。 
2. 346 例患儿中,314 例行一期根治,即胆囊切除+囊肿切除+胆道重建术;32 例外引流术后行二期根

治术。 
3. Tonadi 分型标准:Ⅰ型:胆总管囊状扩张,Ⅱ型:胆总管憩室型,Ⅲ型:胆总管末端囊肿或膨出,Ⅳ型:肝
内､ 外胆管囊肿,Ⅴ型:肝内胆管多发囊肿。 
结果 1. 手术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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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例中,Ⅰ型 312 例(占 90.2%),继发胆道感染 256 例,伴胆道破裂并腹膜炎 8 例;Ⅲ型 26 例(占
7.5%),继发胆道感染 16 例,伴胆道破裂并腹膜炎 2 例;Ⅳ型 6 例(占 1.7%);Ⅴ型 2 例(占 0.6%)。 
2. 超声诊断 
346 例中,超声提示Ⅰ型 321 例,Ⅳ型 5 例,Ⅴ型 1 例,诊断符合率 92.7%(其中Ⅰ型和Ⅲ型超声鉴别诊

断困难,因此不包括在内)。 
其中,321 例肝门部门静脉前方见胆总管囊状或梭形扩张, 大 98×75mm, 小 22×12mm,为两端或

一端变细,与上或下端肝管或胆管相通,囊壁毛糙,囊内伴或不伴有密集光点､ 絮状回声沉积于后壁,其
中 3 例伴胆道破裂,可见囊壁连续中断;5 例肝内､ 外胆管呈囊状､ 串珠状扩张或梭性改变; 1 例胆总

管未见扩张,肝内胆管呈多发,大小不一､ 不规则囊状扩张。 
3.漏误诊统计 
346 例中,超声漏误诊 25 例(7.3%)。 
其中,10 例患儿反复黄疸伴胆管间断性扩张,误诊为胆道结石或蛔虫残体梗阻后胆道继发改变;5 例女

患儿腹腔内多房囊性包块,误诊为卵巢囊肿或囊性畸胎瘤;3 例误诊为大网膜囊肿。10 例伴胆道破裂

并腹膜炎者,超声漏误诊 7 例(占 7/10),4 例误诊为阑尾脓肿,3 例误诊为结核性腹膜炎。 
结论 超声检查是先天性胆管扩张症的首选检查方法,可直观显示扩张胆管的大小､ 形态､ 部位及程

度,以及囊壁结构有无异常及并发症,为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黄疸､ 腹痛及腹腔包块等疾病提供依

据。 
 
 
PU-0079 

不同喂养方式对出院后早产儿早期体格生长的影响分析 
 

赵玮婷,杜兆辉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地段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护理医院 200122 

 
 
目的 探讨上海社区儿保门诊早产低出生体重儿,不同喂养方式对其生后 1-4 个月阶段的体重､ 身长

､ 头围等体格发育的影响。 
方法 以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期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保门诊系统体检

的 96 例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孕周小于 37 周且出生体重小于 2500g)为研究对象,干预措施:试验组采

用强化母乳喂养(20 例),对照组采用早产儿出院后配方奶(PDF)(23 例)､ 普通配方奶(TF)(16 例)和纯

母乳喂养(BM)(37 例);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比较各喂养组在生后 1､ 2､ 4 月龄时体重､ 身长､ 头围

增长值的差异。 
结果 试验组在 1､ 2､ 4 个月时的体重､ 身长､ 头围增长值大于对照组中纯母乳喂养组和普通配方

奶组(p<0.05),对照组中,PDF 组在 1､ 2､ 4 月时的体重､ 身长､ 头围增长值大于普通配方奶组和纯

母乳喂养组(p<0.05),试验组和 PDF 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强化母乳喂养和早产儿奶粉喂养是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生后比较理想的喂养方式,对早产儿早期

体格生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帮助其实现追赶性生长,减少宫外发育迟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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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0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ternal pre-pregnancy 
body mass index,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and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XU JIAN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Pre-pregnancy overweight/obesity or excessive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GWG) 
defined based on 2009 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criteria has adverse impacts on sustaining 
breast-feeding, however, whether the 2009 IOM criteria is applicable to Chinese pregnant women 
remains unclear.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inappropriateness of the 2009 Institute of Medicine 
criteria to Chinese women,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re-pregnancy body-
mass-index (BMI), gestational-weight-gain (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among Chinese 
women.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birth-cohort study included 225 mother-child pairs in Shanghai from 
2010 to 2012. Mothers were interviewed during mid-to-late pregnancy and at 24-36 months 
postpartum. Information on pre-pregnancy BMI/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was collected 
during pregnancy and at 24-36 months postpartum, respectively. Two-piecewis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e-pregnancy BMI, 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using a data-driven approach based on spline-smoothing fitting of the data. 
Results The mean±SD of pre-pregnancy BMI and GWG were (22.1±2.9) kg/m2 and (15.0±4.7) 
kilograms, respectively. Mothers being younger, working longer hours per day, and less time 
living with children per week were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breast-feeding duration (P<0.05). The 
"inverted-U"-shaped and "flat-then-declining"-shaped associations between pre-pregnancy BMI, 
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were observed, respectively. Adjusting for related confounders, 
the increases in pre-pregnancy BMI among women with BMI below 22.5 kg/m2 and above 22.5 
kg/m2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P=0.044) and marginal decrease (P=0.077) in breast-
feeding duration, respectively. One-kilogram increase in GWG was associated with 0.4-month 
decrease (95% CI: -0.7, -0.1) in breast-feeding duration when GWG was ≥ 17.5 kilograms, 
however, with no significant change when GWG was <17.5 kilograms.  
Conclusions  Non-linear associ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pre-pregnancy BMI, GWG and 
breast-feeding duration. Appropriate pre-pregnancy BMI (around 22.5 kg/m2) and GWG (< 17.5 
kilograms) were favorable for longer duration of breastfeeding. 
 
 
PU-0081 

儿童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及预防 
 

孙利群,刘春艳,吴会军,许飞雪,郭莉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儿童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及预防措施。 
方法 对西安市儿童医院门急诊外科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间接诊的意外伤害儿童进行回顾性

分析。 
结果 一年间共接诊意外伤害儿童 3492 例。其中意外伤害发生在家中的患儿总数为 1920 例,公共场

合为 1572 例;男孩 2588 例,女孩 904 例。意外伤害类型按照例数的多少排序依次为跌落或撞击伤､

挤压及切割伤､ 擦伤及软组织损伤､ 车祸伤､ 烫伤､ 消化和气道异物､ 药物中毒等。3 岁以下婴幼

儿是构成家中意外伤害的主要群体,3 岁以上的男孩是构成大龄儿童意外伤害的主要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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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有逐年上升趋势,应根据儿童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建立针对不同年龄

段儿童意外伤害的监测及预防体系 
 
 
PU-0082 

云南贫困地区某卫生院婴幼儿定期体检状况分析 
 

郑小斐
1,岳都仙

2,付业菊
2,吴其君

3,陈津津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云南省镇雄县五德镇卫生院 

3.云南省镇雄县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云南省某不发达乡镇婴幼儿定期体检情况,为促进该地区儿童保健工作的发展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9 月出生的于云南省镇雄县五德镇卫生院建卡体检的婴幼儿的随访状

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 237 名婴儿纳入该卫生院定期体检体系,其中坚持定期随访体检的 34 名(14.3%),满月后失访

的 38 名(16.0%),3 月龄后失访的 30 名(12.7%),6 月龄后失访的 18 名(7.6%),8 月龄后失访的 24 名

(10.1%),12 月龄后失访的 11 名(4.6%),18 月龄后失访的 1 名(0.4%),不详的 81 名(34.2%)。另外,6
月龄贫血率 12.1%,8 月龄贫血率 15.2%。 
结论 该乡镇婴幼儿定期健康体检率较低,6 月龄贫血未能得到有效治疗。需多方面努力提高基层卫

生院儿童保健服务和系统管理水平以及当地群众的儿童保健意识。 
 
 
PU-0083 

6 岁至 12 岁入学儿童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水平的分析 
 

刘兰香,祝兴元, 李正秋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通过对六组不同年龄段儿童体内的乙肝两对半的定量检测,探讨 6 岁至 12 岁已入学儿童自出生

后按国家计划免疫接种乙肝疫苗后体内乙肝表面抗体的产生水平。 
方法  为了排除母体抗体对儿童的影响,选取 6 岁到 12 岁的入学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在 6 岁~7 岁

､ 7 岁~8 岁､ 8 岁~9 岁､ 9 岁~10 岁､ 10 岁~11 岁和 11 岁~12 岁各六组不同年龄阶段入学儿童的

体内乙肝表面抗体的产生水平 。具体分为:6 岁~7 岁的儿童 1690 例,7 岁~8 岁的儿童 652 例,8 岁~9
岁的儿童 602 例,9 岁~10 岁的儿童 552 例,10 岁~11 岁的儿童 452 例,11 岁~12 岁的儿童 927 例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技术对各组不同年龄段入学儿童血清乙肝两对半做定量检测,同
时进行免疫效应分析。  
结果  390 例 6 岁~7 岁的儿童中 HBsAb<10 mIU/ml 的 177 例,占 45.38%;HBsAb 10~100mIU/ml 的
105 例,占 26.92% ;HBsAb>100mIU/ml 的 105 例,占 26.92%。370 例 7 岁~8 岁的儿童中

HBsAb<10 mIU/ml 的 173 例,占 46.76%;HBsAb 10~100mIU/ml 的 95 例,占
25.68%;HBsAb>100mIU/ml 的 100 例,占 27.03%。400 例 8 岁~9 岁的儿童中 HBsAb<10 mIU/ml
的 210 例,占 52.5%;HBsAb 10~100mIU/ml 的 80 例,占 20%;HBsAb>100mIU/ml 的 105 例,占
26.25%。480 例 9 岁~10 岁的儿童中 HBsAb<10 mIU/ml 的 185 例,占 38.54%;HBsAb 
10~100mIU/ml 的 125 例,占 26.04%;HBsAb>100mIU/ml 的 165 例,占 34.38%。390 例 10 岁~11
岁的儿童中 HBsAb<10 mIU/ml 的 196 例,占 50.26%;HBsAb 10~100mIU/ml 的 120 例,占
30.77%;HBsAb>100mIU/ml 的 70 例,占 17.95%。430 例 11 岁~12 岁的儿童中 HBsAb<10 mIU/ml
的 199 例,占 46.28%;HBsAb 10~100mIU/ml 的 145 例,占 33.72%;HBsAb>100mIU/ml 的 85 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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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各年龄组组间乙肝抗体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不同浓度乙肝抗体水平趋势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6 岁至 12 岁入学儿童按国家计划免疫接种乙肝疫苗后抗体水平部分出现随年龄增长而明显下

降的趋势,10 岁至 12 岁时处于较低水平,应加强乙肝疫苗注射,及时完成接种第二针及第三针乙肝疫

苗,且应在第三针接种完后隔半年检查乙肝两对半的抗体水平,以便及时补种疫苗。预防儿童成年期

乙肝病毒的感染。 
 
 
PU-0084 

早期预测过敏性疾病高危儿方法初探 
 

邢梦娟,胡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00 

 
 
目的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方法对婴幼儿过敏性疾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联合应用多种危险因

素预测过敏性疾病高危儿的价值,拟为临床医务工作者提供筛查过敏性疾病高危儿的新思路。 
方法 2016 年 9 月~2017 年 2 月期间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专科医生诊断为食物过敏､ 变应

性鼻炎､ 特异性皮炎､ 支气管哮喘以及无上述过敏性疾病的 3 岁内婴幼儿 590 名参与本研究。采用

问卷调查方式获得研究对象的过敏相关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过敏性疾

病相关危险因素,计算危险因素对过敏性疾病的阳性预测值;采用 ROC 曲线评价联合各危险因素在

筛查过敏性疾病高危儿中的价值。 
结果 1.家族史､ 孕期使用抗生素或解热镇痛药､ 孕期吸烟或接触吸烟环境､ 孕期接触杀虫剂或驱蚊

剂､ 辅食引入时间小于 4 月龄､ 辅食引入时间大于 6 月龄是影响过敏性疾病发生的高危因素

(P<0.05)。2.单独应用家族史预测过敏性疾病高危儿的价值有限,其阳性预测值为 73.9%;ROC 曲线

下面积为 0.671,95%CI(0.626,0.716)。单独应用家族史对几种常见类型过敏性疾病的阳性预测值均

仅为 50%左右。3.家族史联合任一环境危险因素可以增加预测过敏性疾病高危儿的效能,阳性预测

值上升至 81%~88%。4.危险因素数目越多,过敏性疾病高危儿的可能性越大。5.以各危险因素的

OR 值之和计算过敏风险分值,其预测过敏性疾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40,[95%CI(0.699,0.781)],灵敏度 0.571,特异性 0.816,尤登指数 0.387。 
结论 临床医务工作者可用多危险因素联合指标筛查过敏性疾病高危儿,其阳性预测值及灵敏度均较

家族史这一项单一指标好。 
 
 
PU-0085 

高原地区 2016 年健康藏族儿童微量营养素现状研究 
 

德吉美朵,次旦卓嘎,索朗卓玛 ,次旦旺姆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在拉萨地区(海拔 3690 米)进行 1860 例藏族儿童(3-4 岁)微量营养素前瞻性研究,重点检测铁､

锌､ 钙､  镁等微量营养素主要指标,了解高原地区藏族健康儿童微量营养素现状,为高原地区防治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在我院儿保科,将研究对象 1860 例 3-4 岁藏族健康儿童,分男､ 女两组,进行铁､ 锌､ 钙､  镁检

测结果纳入研究;入选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间进行 1860 例 3-4 岁藏族健康儿童并进行了认真

分折,同时除外患有疾病､ 检测项目不全､ 包括标本量不足､ 凝血,其他民族的儿童。诊断标准:实用

儿童保健学.黎海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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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铁､ 锌､ 钙男､ 女各组间比较铁､ 锌､ P 值均<0.05,有统计学差异。铁检测值低于内地

参考值范围内｢ 1-3｣ 本组:镁,钙,男､ 女各组比较,P 值均>0.05,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与内地参考值

相近｢ 2｣ 。 
结论 通过近期儿童保健,微量营养素现状研究,规范微量营养素缺乏儿童保健､ 治疗,为进一步防治儿

童营养性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PU-0086 

 高原地区健康婴幼儿体格发育护理现状 
 

郑晓玲,俄地,罗珍,官晓庆,扎西普尺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了解藏族婴幼儿的体格发育现状,参与婴幼儿生长发育体检工作,给予婴幼儿营养包口服并观察

疗效。 
方法 选取西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海拔 3690 米)儿保藏族婴幼儿 1237 名,测量体重､ 身高(长)､ 头

围､ 坐高､ 胸围体格发育指标,按男女各分为 4 个年龄组。 
结果  婴幼儿的体重､ 身高､ 坐高､ 头围 4 个体格发育指标,同年龄组除 3 岁组男女间无统计学差异

外,藏族男童体重､ 胸围,女童体重､ 身长与 2005 年内陆九市城区数据比较 3 岁以后逐渐落后,藏族

男童身高､ 坐高和女童坐高 3 岁以后逐渐落后,藏族儿童头围男童 4 岁以后低于内陆儿童。藏族女

童胸围 4 岁以后略低于内陆儿童。藏族男女童头围明显高于 WHO 标准,体块指数藏族男童 4 岁前

､ 女童 3 岁前 BMI 略高于 WHO 标准。对于体格生长发育落后婴幼儿给予婴幼儿营养包口服,2 个

月后复查体格发育及血红蛋白有无改善情况。 
结论 藏族儿童的体格发育符合自然发展规律,部分指标仍落后者给予婴幼儿营养包口服,可明显改善

体格发育及营养状况。 
 
 
PU-0087 

高原地区藏族健康儿童“三病”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罗珍,郑晓玲,官晓庆,俄地,扎西普尺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高原地区(拉萨市:海拔 3690 米)进行 1237 例儿童艾滋病､ 梅毒､ 乙肝“三病”健康教育。重点

宣教“艾滋病､ 梅毒､ 乙肝”知识,了解高原地区藏族健康儿童对“三病”的知晓率,为今后“三病”宣教工

作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在我院儿保科,将 1237 例藏族儿童体检者纳入研究,于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间进行“三
病”知识的宣教。对“三病”有关基础知识运用自拟题目问卷方式进行宣教,对“三病”有关基础知识运用

自拟题目问卷方式进行宣教, 
结果 1237 例藏族儿童宣教前知晓率 42%,宣教后的知晓率 82%。 
结论 根据不同年龄健康儿童“三病”知晓率前后对比,认为健康教育因从儿童开始,需增强自我保健意

识,加强儿童“三病”的宣教工作,提高“三病”等知识的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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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8 

高原地区 2016 年例新生儿访视中出生缺陷现况分析 
 

德吉美朵,次旦卓嘎,索朗卓玛,次旦旺姆,郑晓玲,王香莉,金雪峰,俄地,罗珍,扎西普尺,官晓庆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探讨拉萨地区(海拔 3690 米)新生儿访视中出生缺陷现况,了解拉萨地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

产科新生儿访视中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为预防干预新生儿出生缺陷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妇产科进行新生儿访视 3128 人,其中新生儿出生缺陷 349
人进行现况分折。 
结果 发生率:新生儿访视 3128 人先天出生缺陷 349 占 11 %。足内翻 189 人,足外翻 99 人总足内､

外翻 288 人占 9%,在访视中给予专人指导矫正足内､ 外翻。神经管畸形 3 人占 0.09 %,先天性心脏

病 1 人占 0.031%､ 无脑畸形 1 人占 0.031%､ 脑膨出 1 人占 0.031%唇裂 10 人占 0.31 %,腭裂 6
人占 0.19%,唇腭裂 11 人占 0.35%,总唇裂 27 人占 0.86 %,多指(趾)8 人 0.25%,其中 55 名新生儿出

生缺陷者占 1.75%,建议转我院相关科室诊治。先天出生缺陷 349 人给予干预 346 人,干预率达

99.1%。 
结论 今后对先天出生缺陷新生儿应及时干预,完善不足,对加强新生儿先天出生缺陷筛查及孕期宣教,
增强保健意识。 
 
 
PU-0089 

  西藏不同地区藏族健康儿童 3886 例乙肝现状分析 
 

次旦卓嘎
1,德吉美朵

1,任晖晖
2,索朗卓玛

1,次旦旺姆
1 

1.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对西藏不同地区藏族健康儿童进行“乙肝”筛查和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检测工作,了解藏

族儿童乙肝感染､ 肝脏功能现状,为儿童预防免疫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2016 年 1 月-12 月对西藏拉萨市､ 山南市隆子县､ 日喀则市江孜县､ 昌都市丁青县､ 昌都市

边坝县的 3886 例 3-14 岁藏族健康儿童,清晨空腹进行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检测和乙肝五项

检测,生化 ALT 设备为 Architect  C1600 生化分析仪,方法是 NADH 速率法,乙肝五项使用设备为

Architect  i2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方法是吖啶酯标记的化学发光技术。 
结果  拉萨市筛查结果 2342 人(男: 1195 人  女:1147 人 ),乙肝病人 24 人(男 14 人,女 10 人),其中肝

功能损害 ALT 增高 5 人,乙肝病人,占筛查总人数的 1.02%  ,Anti-HBs 滴度≥100 的 703 人(男 353
人､ 女 350 人),占筛查结果正常总人数的为 30.32%。其他各县筛查结果 1544 人(男: 788
人   女:756 人 ),乙肝病人 89 人(男 43 人,女 46 人),其中肝功能损害 ALT 增高 16 人,乙肝病人占筛查

总人数的 5.76%  ,Anti-HBs 滴度≥100 的 163 人(男 89 人､ 女 74 人),占筛查结果正常总人数的为

11.20%。 
结论 随着近年来乙肝疫苗的普及和乙肝母婴阻断工作顺利开展,拉萨市(城市)乙肝患病率为 1.02% , 
但其他各县乙肝患病率为 5.76%,  因此要加强本地区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和深入乙肝母婴阻断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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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0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婴幼儿营养不良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秀秀
1,李玖军

2 
1.那曲地区人民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了解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人民医院儿科 1-36 月龄婴幼儿的营养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

其身体素质及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首次于我科住院的 1371 婴幼儿中出现营养不良的患儿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婴幼儿营养不良总发病率为 50.18%,其中轻度营养不良发病率 高,占 25.31%,2-5 个月各月龄

营养不良发病率均高于总发病率;喂养方式与添加辅食(糌粑糊)时间均对营养不良发病率有较大影

响。 
结论 该地区婴幼儿营养不良发病率高,应对婴幼儿家长大力宣传正确喂养观念,早期母乳喂养为主,及
时､ 合理添加辅食,以改善当地婴幼儿的营养状况,进而提高其健康水平。 
 
 
PU-0091 

11 例婴幼儿湿疹后给予艾草水涂抹护理的效果观察与探讨 
 

张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2 

 
 
目的 通过 11 例婴幼儿湿疹后给予艾草水局部涂抹护理及观察,有效的缓解婴幼儿湿疹产生的局部红,
肿,痒及脱屑等临床症状,从而减轻痛苦。以此说明艾草水在婴幼儿湿疹治疗上的效果。 
方法 干艾草 100 克,清水 1000 毫升,锅中小火熬制 30 分钟,制成艾草水。清洁面部后涂抹于患处,每
日三次。 
结果 该 11 名患儿在实施护理措施后湿疹症状消退或缓解,通过艾草水在婴幼儿湿疹处的涂抹,使其

红,肿,瘙痒､ 渗出､ 脱屑､ 糜烂等临床症状逐渐减轻､ 消退。 
结论 通过此 11 例患儿的艾草水涂抹后的护理观察证明,婴幼儿湿疹予以干艾草经熬制后的汤汁涂抹

后可有效缓解湿疹产生的局部红,肿,瘙痒､ 渗出､ 脱屑､ 糜烂等临床症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婴幼儿

湿疹症状减轻痛苦,同时即经济又简便,缓解家属的压力。 
 
 
PU-0092 

 铁剂对 530 例早产儿发育的影响 
 

王丽芳,张婕,贺莉,高静文,赵小艳,常城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0 

 
 
目的 为促进早产高危小婴儿的发育推荐更佳补充铁剂的方式 
方法 前瞻性纵向队列方法收集 530 例早产高危儿(268 例为观察组,262 例为早产对照组),234 例足

月健康婴儿为正常对照组,三组采用不同剂量与时间补充铁剂治疗[1-3 ][ 4 ] [5 ]  
结果  1､ 到 7 月龄时 2 组早产儿组间在盖泽(Gesell Development Scale,GDS)粗大运动发育商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GMD)方面开始出现差异(t=22.00,P<0.05),一直持续到 12 月龄,提示补

充铁剂晚的､ 持续时间短的婴儿会出现较差的运动能力;到 12 月龄时观察组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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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t=-0.75,P>0.05)。提示早期持续小剂量补充铁剂,能促使早产儿的粗大运动发育(GMD)达到正常

发育水平。2､ 到 12 月龄在应人能､ 应物能､ 言语能方面,两组早产儿组间各能区发育商值

(Development Quotient,DQ)出现差距(分别为 t=7.12､ t=14.65､ t=21.00, 三组 P 值均<0.05);而观

察组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性(t=-1.1､ t=-0.14   t=-0.57,三组 P 值均>0.05)。提示早期持续补充小剂

量铁剂对早产儿的言语､ 社交､ 认知发育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 在睡眠质量方面,以夜间觉醒

次数为依据,从 7 月龄开始两组早产组间出现差异(x2=9.50,P=0.002), 到 12 月龄仍然存在差异

(x2=12.085,P=0.001),提示早期持续小剂量补充铁剂可以减少夜醒､ 夜奶次数,拥有完整的睡眠时

间。而 12 月龄观察组与正常对照组夜醒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4､ 体格发育指标到 12 月龄(按
纠正胎龄计算)时 2 组早产儿组间出现差异(P<0.05),而且早产儿组与正常对照组也存在差别

(P<0.05)。提示小剂量长期补充铁剂对体格发育有影响,但到 12 月龄追赶生长还没有达到正常指

标。 
结论 持续小剂量补充铁剂对生长发育高峰期的早产儿在神经运动､ 言语､ 认知发育､ 睡眠质量方

面影响更大。而对体格发育的影响较小。 
 
 
PU-0093 

儿科住院家属的有效沟通和技巧 
 

燕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对儿科住院家属的心理进行分析后实施技巧性沟通,从而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 
方法  对我院儿科患儿家属进行分析其心理特点,组织人员学习并采取技巧性沟通。 
结果  护理人员熟练掌握技巧性沟通。 
结论 通过有效是技巧性沟通,降低了护患纠纷,提升了患者的满意度。 
 
 
PU-0094 

脂肪 PID1 蛋白通过与 LRP1 相结合来影响 
机体糖稳态及餐后脂质清除率 

 
陈玲,王星云,朱金改,季晨博,池霞,童梅玲,郭锡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妇幼保健院) 210029 
 

 
目的 PID1 基因是我们课题组分离并鉴定的一高表达于肥胖人群腹部脂肪组织的肥胖相关新基因。

前期体外实验表明,PID1 蛋白可以通过影响细胞周期来促进 3T3L1 脂肪细胞增殖,但对分化无影响;
且可通过抑制 PI3K/AKT 胰岛素信号通路来抑制糖摄取。本研究拟从整体动物水平来研究 PID1 对

代谢的影响。 
方法 构建 PID1 脂肪组织特异性转基因小鼠(aP2-PID1tg)动物模型; 
结果 aP2-PID1tg小鼠高脂饮食后,出现餐后脂质清除率延迟和低体重,且胰岛素抵抗的表型。

PI3K/AKT 信号通路与胰岛素刺激下 GLUT4 转膜水平均受到抑制,与胰岛素抵抗的结果相一致。利

用共定位和免疫共沉淀分析,发现在脂肪细胞中 PID1 通过 PTB 功能结构域与 LPR1 相结合;进一步

研究发现,PID1 可以通过 LRP1 来影响 GLUT4 蛋白的稳定性,以致小鼠出现胰岛素抵抗。此外,PID1
同样可以抑制人脂肪细胞糖摄取能力。 
结论 PID1 可能是脂肪组织中重要的糖脂代谢调节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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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5 

一种新型代谢调控因子 
——人脂肪细胞来源外泌体提取分离方法的比较 

 
崔县伟,张凡,尤梁惠,王兴,李沄,文娟,郭锡熔,季晨博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29 
 

 
目的 脂肪组织作为人体内 大的能量存储和调控器官,可分泌多种脂肪因子参与至器官间的对话,发
挥抗炎､ 调控能量代谢等诸多作用。外泌体是由细胞产生的微小囊泡,内含多肽､ 脂类､ mtDNA､
miRNA､ cirRNA､ lncRNA､ mRNA 等多种调控因子。为了研究脂肪细胞产生的外泌体的特征及潜

在功能,我们比较并优化了三种常用的外泌体分离提取方案。 
方法 分别利用 PEG6000 法､ 超速离心法､ Exo-quick 法(商业试剂盒)三种方法提取同一批人原代

白色脂肪细胞上清(n=3)中的外泌体。利用透射电镜､ 蛋白印迹技术和 NTA 颗粒粒度分析仪检测观

察三种不同方案所提取的外泌体的形态､ 蛋白表达量､ 浓度与粒径分布,评估提取效率。利用变性

琼脂糖凝胶电泳以及安捷伦 2100 电泳仪,分析比较三种方法所提取外泌体所得 RNA 的基本特征差

异。利用荧光定量 PCR 仪比较三种方法所提取的 miRNA 含量。 
结果 三种方法所提取的外泌体均表达外泌体特异性标志物 CD9､ CD63。经蛋白浓度测定发

现,Exo-quick 法所提取的外泌体浓度显著高于超速离心法以及 PEG6000 法所提取的外泌体。SDS-
PAGE 检测发现,超速离心法所提取的外泌体中小片段蛋白含量 多(< 25KDa),而 Exo-quick 法所提

取的外泌体大片段蛋白含量 多(35-55 KDa)。超速离心法所提取的外泌体形态规则圆润,直径在

30-100 nm 之间,符合外泌体的基本特征;而 PEG6000 法所提的外泌体混有大量的 PEG6000 颗粒,
隐约可见直径 30-100 nm 颗粒;Exo-quick 法所提的外泌体形态圆润但直径偏大,分布于 30-200 nm
之间。根据电泳及 qPCR 结果判断,三种方法所提取的 RNA 中均以 miRNA 为主,亦参杂 lncRNA､
mRNA 等较长片段 RNA,但 miRNA 是外泌体内含有的主要 RNA;且超速离心法提取的 miRNA 含量

高。 
结论 针对于脂肪细胞外泌体的分离提取,Exo-quick 法所得的囊泡总量 高,但是超速离心法所提取

的囊泡直径分布于 30-100 nm 的总量 多,所得 miRNA 的含量 高。 
 
 
PU-0096 

Association of maternal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concentrations in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with risk of 

macrosomia 
 

Wen Juan,Cui, Xianwei ,Wang Xingyun ,Zhu Lijun , Ji Chenbo,Guo Xiro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21000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maternal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 concentrations with risk of macrosomia. 
Methods  In this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545 women subsequently delivered macrosomia and 
1090 controls), we measured serum 25(OH)D concentrations by enzyme immunoassa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of 25(OH)D concentrations with 
macrosomia risk. And receiver-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and graphical nomogram 
were also used. 
Results The 25(OH)D concentr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women delivered macrosomia 
than in controls. For women with concentrations < 50.0 nmol/L, they had a 33% increase in 
macrosomia risk (95% CI = 1.01-1.74), when compared with women with 25(OH)D from 50.0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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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nmol/L. The risk of macrosomi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the decreasing 
concentrations of the serum 25(OH)D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P for trend = 0.001). 
Interestingly, the risk effect on delivering macrosomia was more prominent among pregnant 
woman with a male fetus. Further interactive analysis detected a significantly multiplic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erum 25(OH)D concentrations and fetus gender on macrosomia risk (P = 
0.031). We also observed a threshold for 25(OH)D of 50.0 nmol/L for delivering macrosomia and 
a nice predictive accuracy of the 25(OH)D concentrations included panel, with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0.712 for delivering macrosomia.  
Conclusions Maternal serum 25(OH)D < 50.0 nmol/L may be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delivering macrosomia, and it should be monitored for the high-risk pregnant women. 
 
 
PU-0097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the human milk-
sourced peptide PDC211 

 
Cui Xianwei, Li Yun,Wang Xing , Chen Ling, Zhang Jun, Wang Xingyun,Ji Chenbo ,Guo Xiro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210029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PDC211 against the common nosocomial pathogens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NICUs).  
Methods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was done by bioinformatics. The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curve and disk diffusion test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PDC211. The 
antimicrobial mechanism of PDC211 was studied by Fluorescent dye methods, electron 
microscopy experiments and DNA-binding activity assays.  
Results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DC211 derived from β-casein and showed 
significant sequence overlap. Antibacterial activity showed that PDC211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E.coli and Y.enterocolitica. Ultrastructural analyses further indicated that antibacterial mechanism 
of PDC211 is through cytoplasmic structures disintegration and bacterial cell envelope alterations 
but not combination with DNA.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e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PDC211 ,our data 
demonstrate that PDC211 has potential therapeutic valu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athogens in neonatal infection. 
 
 
PU-0098 

高原地区新生儿访视中常见问题及护理指导 
 

官晓庆,德吉美朵,罗珍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了解高原地区新生儿访视中常见的问题 , 指导家长学习新生儿护理的科学知识及技巧,从而提

高新生儿存活率,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新生儿的保健质量。 
方法 对 2017 年 1-4 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保院做的 672 例新生儿访视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在
访视中对家长进行护理指导。 
结果 672 例新生儿访视发现母乳喂养率:96%,健康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100%,低体重儿发生率为 
15.0%,通过访视､ 护理指导,家长对新生儿的护理知识由访视前的多数普遍缺乏到初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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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新生儿访视可以指导与协助家长做好新生儿或早产儿的护理工作,及时帮助家长纠正不良习俗,
早期发现新生儿疾病,做到及时治疗,宣传母乳喂养知识,提高母乳喂养率,有效的提高了新生儿的保健

水平。 
 
 
PU-0099 

延续性护理在白血病患儿维持治疗期的应用效果 
 

刘雨菡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延续性护理在白血病患儿维持治疗期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我科于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收治的急性淋巴细胞型白血病患儿 80 例,将这些白血

病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干预组 4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的出院指导,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由护理延伸小组利用电话､ 微信等手段对患儿家长进行跟踪随访､ 视频宣教､ 解答共性问题等护理

干预,分析两组患儿从定期服药,定期复查,picc 导管的院外护理,维持治疗期的饮食四方面的对疾病治

疗知识的了解和遵医行为等情况。 
结果 干预组患儿的遵医行为较对照组改善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白血病患儿的延续性护理改善了其遵医行为,值得进行临床应用。 
 
 
PU-0100 

利用 PDA 提高 PICC 置管术后的健康教育有效性的成果研究 
 

侯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利用 PDA 达到 大的资源共享,提高小儿血液内科对患儿家属实施 PICC 置管术后健康教育的

有效性。 
方法 通过跟踪调查法,对利用 PDA 进行宣教的患儿家属对 PICC 置管术后的健康教育内容进行考核,
再利用对比分析法,与未给予通过 PDA 进行宣教的患儿家属对健康教育内容的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

进行对比归纳和总结。 
结果  通过考核及对比,得出 PDA 进行健康宣教患儿家属的考核成绩明显高于未经 PDA 宣教的患儿

家属的成绩。 
结论 利用 PDA 将原本弹性的,难以量化的健康教育内容进行系统整合(包括添加生动的图片,护士自

己制作的小视频,及井然有序的幻灯片等),能有效提高 PICC 置管术后的健康教育有效性。 
 
 
PU-0101 

ICB 矫形鞋垫对纠正儿童足外翻作用的研究 
 

芮洪新,宋骏,陈忆晴,华晶,李婷,张敏,童梅玲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分析 ICB 矫形鞋垫对儿童足外翻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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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122 例足外翻儿童随机分两组,一组作为治疗组配置 ICB 矫形鞋垫并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另一

组作为对照组只进行常规康复训练。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对两组患儿进行下肢生物力学分析及录

像法步态分析; 
结果 穿戴 ICB 矫形鞋垫并结合常规康复训练的儿童足外翻纠正程度较常规康复训练儿童效果显著,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CB 矫形鞋垫通过给予患儿提供正确力线,有效的改善了儿童足外翻姿势及步态,并促进儿童足

部骨骼发育,增加足部本体感觉的输入和躯体的稳定性。 
 
 
PU-0102 

家庭环境对学龄前儿童电子产品使用的影响分析 
 

章景丽
1,苏亭娟

1,陶芳标
2,于伟平

1,左笑宇
1,陈秋

1 
1.扬州市妇幼保健院扬州市红十字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描述扬州城区学龄前儿童电子产品使用现状,探讨不同的家庭环境对学龄前儿童电子产品的使

用的影响,为正确指导使用电子设备,促进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于 2015 年 4~5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取 7 所幼儿园共 2 531 名在园儿童,对其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电子产品使用情况。 
结果 98.00%的儿童每天使用一种以上的电子产品,时间>1h/天的占到 63.53%。触屏电子产品每天

使用总频率为 67.05%(>1h/天的为 15.21%)。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总的时间为(1.68±1.45)h, 主要的

是电视机,其次为手机和平板电脑,且周末较工作日使用时间更长。单因素分析发现,学龄前儿童使用

电子产品主要与年龄､ 父母的文化程度､ 家庭收入及主要带养者相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母亲文化程度低(OR=6.45)及祖辈及其他人带样(OR=1.63)为其危险因素。 
结论 扬州城区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频率较高,尤其是父母文化程度低､ 祖辈及其他人带样的人

群,家长应对其进行科学管理与教育,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PU-0103 

不同受孕方式的双胎 SGA 和 AGA 生后第 1 年体格生长差异队

列研究 
 

张萱,杨琴,程茜,胡燕,陈立,蒋志阳,刘晓,代英,钟元峰,张站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400014 

 
 
目的 探讨不同受孕方式双胎中的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SGA)和适于胎龄儿

(appropriate for gestational age, AGA)在生后 1 岁内快速生长期的体格生长规律和差异。 
方法 依照纳入标准收集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

的 83 对双胎。按照受孕方式分为自然受孕(47 对)和人工受孕(36 对)2 组。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

法,随访并收集双胎 SGA 和 AGA 出生时､ 生后 3､ 6､ 9､ 12 月龄左右 5 个时间点的体重､ 身长､

头围､ 身长的体重的 Z 值(早产儿取矫正胎龄计算矫正 Z 值),比较体格生长指标和 SGA 的追赶生长

情况。 
结果 1. 虽然自然受孕儿的出生体重和身长 Z 值不如人工受孕儿,但其生后一年内的身长追赶明显,头
围在 1 岁左右也比人工受孕儿大(P<0.05)。自然受孕和人工受孕两种方式的早产(51.1% vs.66.7%)
､ SGA(38.3% vs. 30.6%)､ 低出生体重(6.4% vs. 1.4%)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 
将双胎中的 SGA 和 AGA 分别按受孕方式分 2 组发现:在 SGA 中,第 2-4 个时间点头围 Z 值均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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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受孕比人工受孕儿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SGA 中自然受孕者头围发育较人工受孕儿好。分

析 SGA 的追赶生长发现:1)在生后 4 个时间点两组体重均有明显追赶生长(△Z>0.67)。2)自然受孕

SGA 在生后第 2-4 个时间点身长△Z 均>0.67,而人工受孕 SGA 仅在生后第 3 个时间点身长△

Z >0.67,提示自然受孕的 SGA 身长追赶生长好于人工受孕儿。3)两组在各时间点头围均无明显追赶

生长(△Z<0.67)。4)两组在生后 4 个时间点身长的体重 Z 值变化值均明显>1,提示两组体型 称度

均有明显追赶生长。在 AGA 中,自然受孕儿在生后第 1 年的身长增长比人工受孕儿快,人工受孕儿的

出生体重 Z 值､ 出生身长 Z 值､ 生后第 1 个时间点身长的体重变化值､ 生后 1 岁时的体重的 Z 值

均较自然受孕儿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人工受孕儿的父母更重视孕期及生后营养有关。 
结论 自然受孕和人工受孕两种方式的双胎中的早产､ SGA､ 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自

然受孕儿生后一年内的身长追赶明显,头围在 1 岁左右也比人工受孕儿大。两种方式受孕的双胎中

的 SGA 在生后 1 年内体重､ 身长的体重均有明显追赶生长,但头围无明显追赶生长;自然受孕 SGA
身长一直有追赶生长,其头围发育和身长追赶生长均好于人工受孕 SGA。自然受孕 AGA 身长增长

也比人工受孕儿快。 
 
 
PU-0104 

双胎中的早产和足月小于胎龄儿生后第一年的体格生长队列研究 
 

张萱,杨琴,程茜,胡燕,陈立,蒋志阳,刘晓,代英,钟元峰,张站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400014 

 
 
目的 探讨双胎中的早产和足月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SGA)在生后 1 岁内的体格生

长规律和追赶生长情况。 
方法 依照纳入标准收集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就诊的 97 对双胎中的 SGA 66 人,
分为早产 SGA 组(39 人)和足月 SGA 组(27 人)。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出生时､ 生后 3､ 6､ 9
､ 12 月龄左右的体重(WAZ)､ 身长(LAZ)､ 头围(HCAZ)､ 身长的体重(WFLZ)的 Z 值(早产儿计算矫

正胎龄 Z 值)及其变化值△Z,比较体格指标和追赶生长情况。 
结果 早产 SGA 出生时 WAZ､ 第 1 个时间点 WAZ､ LAZ､ HCAZ,生后 2-3 个时间点 LAZ 均大于足

月 SGA,提示早产 SGA 前 3 个月内的体格生长水平较足月 SGA 好,LAZ 在生后 1 年内较足月 SGA
大。第 1 个时间点早产 SGA 的△WAZ､ 2-4 个时间点两组的△WAZ 均>0.67。早产 SGA 在生后前

3 个月左右体重的增长潜力大于足月 SGA,但之后至 1 岁,早产 SGA 体重增长优势不明显。1-4 个时

间点早产 SGA 的△LAZ 均>0.67,足月 SGA 均<0.67,提示早产 SGA 身长在 1 岁内一直有明显追赶

生长,足月 SGA 无明显追赶生长。4 个时间点早产 SGA 的身长增长速度均明显大于足月 SGA。早

产 SGA 在 2-4 个时间点的△HCAZ 均小于足月儿。两组 SGA 在出生时的 WFLZ 均小于-1,但 4 个

时间点△WFLZ 在两组均明显>1.00,提示虽然出生时 SGA 均明显偏瘦,但生后 1 年内一直有明显追

赶,生后 3-6 个月时 WFLZ 大,之后又逐渐下降。生后第 1 年两组 SGA 体重追赶生长率均随年龄

逐渐升高,在各时间点早产 SGA 的追赶生长率均较足月 SGA 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到 1 岁左右早

产和足月 SGA 的体重追赶生长率分别是 74.1%和 69.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身长的追赶生长率

也有随年龄逐渐升高趋势,4 个时间点追赶生长率均是早产 SGA 明显大于足月 SGA(前 3 个时间点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 SGA 的体型 称度在 1 岁内均有明显追赶生长,早产 SGA 较足月 SGA
稍明显。SGA 追赶组和无追赶组的出生体重､ 出生体重 Z 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 6 月龄左右的

WAZ 追赶组明显大于无追赶组(P=0.000)。 
结论 本次调查的双胎中的早产及足月 SGA 在 1 岁内体重一直有追赶生长,早产 SGA 可能早于足月

SGA。生后 1 岁左右,早产和足月 SGA 体重追赶生长率分别是 74.1%和 69.2%。半岁左右体重 Z
值对于 1 岁左右有无追赶生长可能有预测意义。早产 SGA 在生后 1 年内身长增长潜力大于足月

SGA,但头围生长潜力小于足月 SGA 儿。早产和足月 SGA 体型 称度在生后 1 岁内均有明显追赶

生长。 
PU-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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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胎中的 SGA 和 AGA 生后第一年的体格生长队列研究 
 

张萱,杨琴,程茜,胡燕,陈立,蒋志阳,刘晓,代英,钟元峰,张站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400014 

 
 
目的 探讨双胎中的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SGA)和适于胎龄儿(appropriate for 
gestational age, AGA)在生后 1 岁内快速生长期的体格生长规律和差异。 
方法 依照纳入标准收集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

的 97 对双胎,其中 SGA 66 人,AGA128 人。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出生时､ 生后 3､ 6､ 9､ 12
月龄左右 5 个时间点的体重(WAZ)､ 身长(LAZ)､ 头围(HCAZ)､ 身长的体重(WFLZ)的 Z 值(早产儿

计算矫正胎龄 Z 值)及其变化值△Z,比较体格生长指标和 SGA 的追赶生长情况。 
结果 SGA 儿的平均胎龄比 AGA 大(36.04 周 vs. 35.31 周,P=0.011),但 SGA 儿的出生 WAZ､ LAZ
､ WFLZ､ 第 1 年内 4 个时间点的 WAZ､ LAZ､ HCAZ(P=0.000)､ 第 2-4 个时间点的

WFLZ(P<0.05)均明显小于 AGA 儿,提示 SGA 儿在生后第 1 年内的体重､ 身长､ 头围水平和体型

称度均较 AGA 儿明显低。SGA 儿在生后第 1 个时间点的△WFLZ､ 生后第 2-4 个时间点的△WAZ
和△LAZ 均较 AGA 儿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SGA 儿在生后第 1 年内体重､ 身长的生长速度较

AGA 儿快,追赶生长明显。但 SGA 和 AGA 在生后第 1 年内头围生长速度无明显差异。SGA 追赶组

和无追赶组的出生体重和出生体重 Z 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出生体重对 1 岁左右有无追赶生

长无明显预测作用。但 6 月龄左右的 WAZ 追赶组明显大于无追赶组(P=0.000),提示到半岁左右,体
重 Z 值对于有 1 岁左右有无追赶生长可能有预测意义。 
结论 本次调查的双胎中的 SGA 儿在生后第 1 年内的体重､ 身长､ 头围水平和体型 称度均较

AGA 儿明显低。SGA 儿在第 1 年内体重､ 身长的生长速度较 AGA 儿快,追赶生长明显。SGA 和

AGA 在生后第 1 年内头围生长速度无明显差异。半岁左右体重 Z 值对于 SGA 儿在 1 岁左右有无追

赶生长可能有预测意义。 
 
 
PU-0106 

双胎 SGA 和 AGA 生后第 1 年体格生长指标 
异常发生率的队列研究 

 
张萱,杨琴,程茜,胡燕,陈立,蒋志阳,刘晓,代英,钟元峰,张站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400014 
 

 
目的 分析双胎中的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SGA)和适于胎龄儿(appropriate for 
gestational age, AGA)在生后 1 岁内快速生长期的体格生长指标异常的发生率。 
方法 收集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的 97 对双胎,
其中 SGA 66 人,AGA128 人。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出生时､ 生后 3､ 6､ 9､ 12 月龄左右

5 个时间点的体重､ 身长､ 头围､ 身长的体重的 Z 值(分别以 WAZ､ LAZ､ HCAZ､ WFLZ 表示)(早
产儿取矫正胎龄计算矫正 Z 值),比较体格生长指标异常的发生率。 
结果 SGA 儿出生时 WAZ､ LAZ､ WFLZ 在-3~-2 之间的比例在 16%-30%之间,WFLZ<-3 比例高达

16.7%,出生时 WAZ､ LAZ､ WFLZ 三个指标<-2 的比例分别是 21.2%､ 20.9%和 46.7%。提示

SGA 在出生时不仅体重､ 身长水平低,体型瘦的比例更高,接近一半。而 AGA 儿出生时以上 3 个值

在-3~-2 之间很少,WFLZ<-2 仅 9.2%,远远低于 SGA 儿。在生后 1 年内 SGA 儿的低体重､ 生长迟

缓及消瘦率逐渐下降,尤其是消瘦比率下降明显,1 岁左右三个指标<-2 的比率分别是 WAZ 
9.4 %,WLZ 11.3%,WFLZ 1.9%,提示双胎中的 SGA 在 1 岁左右体重追赶较明显,低体重和消瘦比例

较出生时明显降低,但仍有 11%左右的 SGA 在 1 岁时身高仍不理想。SGA 在生后第 1 个时间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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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AZ<-2 的比例达 15.8%,其后逐渐下降,到 1 岁左右只有 3.8%,提示 SGA 在生后 1 年内头围也有

明显追赶生长。而 AGA 中生后 1 岁内无 HCAZ<-2 者。SGA 儿在出生时及生后 4 个时间点各体格

指标 Z 值>2 的比例很小。双胎中的 AGA 从生后第 1 个时间点开始,各指标 Z 值>2 的比例较 SGA
儿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其发生营养不良的比例均为 0,说明双胎中的 AGA 在生后营养状况好,
有部分 AGA 儿有超重风险。比较 SGA 与 AGA 各体格指标 Z 值在-3~-2 之间的发生率,发现 SGA
在生后 1 年内发生中度低体重和生长迟缓的比例明显大于 AGA(P<0.05),而中度消瘦的发生率二者

无明显差异。SGA 出生时重度消瘦､ 生后 3 月龄内重度低体重发生率明显大于 AGA(P<0.05)。
SGA 中的早产和足月儿之间､ AGA 中的早产和足月儿之间,各体格生长指标异常的发生率差异几乎

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调查双胎中的 SGA 在生后 1 年内营养不良(低体重､ 生长迟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AGA,SGA 生后 1 岁左右低体重和消瘦比例较出生时明显降低,仍有 11%左右的 SGA 在 1 岁时身高

仍不理想。双胎中的 AGA 在生后营养状况较好,部分 AGA 儿有超重风险。是否早产对双胎 SGA 或

AGA 体格生长指标异常的发生率无明显影响。 
 
 
PU-0107 

三关节融合术治疗马蹄内翻足患儿的康复护理 
 

李梦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对三关节融合术后患者功能恢复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通过选取我科收治的 20 例马蹄内翻足患者进行手术,术后的康复护理以及回访,对结果进行整

理。 
结果 通过整体的康复护理,选取的对象无术后并发症发生,康复护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了预防畸

形复发,平衡肌力,往往将胫前肌外移,以加强足背力量,收到较好的效果。 
结论 及时实施有效的康复护理,可以减轻患者术后的疼痛程度,减轻痛苦,从而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提
升患者家属满意度。术后尽早的采取康复措施可以预防肿胀,粘连和肌肉萎缩等各种并发症和肢体

的功能障碍的发生. 主动配合康复训练, 大限度的恢复患肢功能,因此早期的康复训练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PU-0108 

小儿 DDH 切开复位 Dega 截骨､ 人位石膏固定术 

的围手术期护理 
 

骆珊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究小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切开复位 Dega 截

骨､ 人位石膏固定术”围手术期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骨科 170 例 DDH“切开复位 Dega 截骨､ 人位石膏固定术”
患儿临床资料的汇总分析。 
结果 170 例患儿术后恢复良好,其中 3 例出现半脱位,2 例出现股骨头坏死,所有患儿无切口感染及褥

疮发生,均痊愈出院。 
结论 “切开复位 Dega 截骨､ 人位石膏固定术”治疗小儿 DDH 疗效满意,进行良好的围手术期护理能

促进患儿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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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09 

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的优势及护理体会 
 

刘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总结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的临床优势及护理方法 
方法 总结 33 例弹性髓内钉治疗股骨干骨折的患儿,给予围手术期护理和术后康复训练。并对该 33
例患儿做长期随访 
结果 成功随访 33 例患儿,随访时间 6-18 个月,全部获得骨性愈合,愈合时间为 2-4 个月,术后 2 个月

关节功能可达到正常,无感染､ 断钉､ 畸形､ 骨不愈合 
结论 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具有创伤小､ 出血量少,稳定性好､ 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的优

势,配合科学的围手术期护理以及术后正确的功能锻炼,可促进康复,提高疗效 
 
 
PU-0110 

睡姿干预可降低早产儿头颅畸形的发生率 
 

胡斌,王成举,李文藻,杨望,常琴,张雨平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 探讨睡姿干预对早产儿头颅畸形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2015 年 4 月~2017 年 3 月,218 例在我院儿保门诊及新生儿监护室住院的早产儿随机分为睡姿

干预组和对照组。睡姿干预组在婴儿住院及出院后给予睡姿干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比较两组

婴儿 6 月龄时头颅畸形的发生率。 
结果  睡姿干预组正常婴儿显著多于对照组,睡姿干预组轻度､ 中度､ 重度头颅畸形的发生率均小于

对照组。 
结论 睡姿干预可降低早产儿头颅畸形的发生率。 
 
 
PU-0111 

西安市 533 例集体儿童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分析 
 

史晓薇 
西安交大一附院 710061 

 
 
目的 了解西安市集体儿童维生素 D(VitD)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到 2017 年 2 月期间寒､ 暑假来我院儿保科做健康体检的 533 例西安市集体

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 25(OH)VitD(简称 VitD)水平,并分析季节､

性别对其影响;进一步,按照被研究儿童所处学校的性质将其分为幼儿园组,小学组和中学组,比较三组

儿童 VitD 营养状况。 
结果 被研究儿童血清维生素水平为 24.94±1.03 ng/mL, VitD 缺乏和不足的检出率分别为 34.71% 
(185/533) 和 34.15%(182/533)。寒､ 暑假集体儿童的 VitD 水平有显著性差异(21.20±11.01 ng/mL,
与 27.71±8.68 ng/mL,t=7.62,P<0.001),寒假来体检儿童 VitD 缺乏率､ VitD 不足率和 VitD 充足率分

别为 57.71%(131/227)､ 20.26%(46/227)和 22.03(50/227),暑假来诊儿童 VitD 缺乏率､ VitD 不足

率和 VitD 充足率分别为 17.64(54/306)､ 44.44%(136/306)和 37.91(116/306),两组儿童不同水平维

生素 D 水平检出率有显著性差异(X2=103.3,P<0.05 )。男童和女童 VitD 水平(25.06±10.67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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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4.72±9.52 ng/mL,t=0.377,P>0.05)与缺乏的检出率无统计学差异(35.03%与 
34.17%,X2=0.04,P>0.05)。其中幼儿园组,小学组和中学组 VitD 水平分别为 31.93±10.02 
ng/mL,,22.33±8.34 ng/mL,和 19.45±7.27 ng/mL(各组间比较 t=10.56,10.49 和 2.192,P<0.05),幼儿

园组儿童 VitD 缺乏率､ VitD 不足率和 VitD 充足率分别为 9.88%(17/172)､ 28.49%(49/172)和
61.63%(106/172),小学组儿童 VitD 缺乏率､ VitD 不足率和 VitD 充足率分别为 45.55%(123/270)､
35.55%(96/270)和 19.89%(51/270),中学组儿童 VitD 缺乏率､ VitD 不足率和 VitD 充足率分别为

49.45%(45/91)､ 40.66%(37/91)和 9.89%(9/91),不同年龄组儿童不同水平 VitD 的检出率有统计学

差异(X2=125.8,P<0.05)。 
结论 西安市集体儿童 VitD 营养与年龄与季节相关,该群体儿童 VitD 缺乏率较高,尤其是中､ 小学阶

段的儿童更为突出,医务人员应重视对该部分儿童 VitD 营养的保健指导。 
 
 
PU-0112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临床特点及发病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何玉莹
1,杨莹

2,邵冬冬
2,陈希蕊

2,贺莉
2,张婕

2,陈艳妮
2 

1.西安市妇幼保健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儿的早期临床特点及发病影响因素。 
方法 2005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集在西安市儿童康复训练中心进行训练的 ASD 患儿,采用连续

入组方法共纳入 193 例。按照 1:1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要求,2016 年 3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收集在西安

市城区幼儿园及小学就读的儿童 193 例为健康对照组。2 组由家长填写一般情况问卷､ 儿童病史问

卷､ ASD 诊断表､ 孤独症行为评定量表(ABC)､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病例组由医师填写

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采用 Excel 软件双人双份录入原始问卷,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并应用条件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70.8%(137/193 例)的 ASD 患儿在 2 岁及以前发现异常,54.9%(106/193 例)在 3 岁及以前得到

确诊,从发现异常到确诊平均延迟 17 个月。 初异常主要表现为对呼唤无反应 153 例(79.3%)､ 很

少与人主动接触 141 例(73.1%)､ 沉默不语或较少使用语言 137 例(71.0%)､ 避免与他人目光接触

或缺少面部表情 121 例(62.7%),容易被误诊为精神运动发育迟缓及语言发育迟缓。病例组 ABC 量

表总分平均(56.52±22.140)分,分量表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ABC 量表与临床诊断的阳性符合率为 56.5%。病例组 CARS 量表总分平均(36.4±8.6)
分,CARS 与临床诊断的阳性符合率为 78.8%。2 组在父母亲文化程度､ 母亲职业､ 家族史方面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在主要抚养人､ 家庭是否和睦､ 家庭收入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组独立性､ 成功性 2 个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0､ 0.890)。病例组在家庭亲密度､ 情感表

达､ 知识性､ 娱乐性､ 道德宗教观､ 组织性､ 控制性 7 个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病例组的矛盾性维度评分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2 组在胎龄､ 出生缺氧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

发现,孩子由父母以外的人担任主要抚养人､ 出生缺氧､ 母亲职业非专业技术人员､ 家庭娱乐性低

可能为危险因素;家庭人均月收入 3 000 元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 家庭矛盾性低可能

为保护因素。 
结论 大多数 ASD 患儿 2 岁及以前就有易识别的临床特点,但明确诊断延迟,导致干预介入较晚,防治

体系要加强此项工作。母亲职业､ 母亲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水平､ 家庭环境､ 抚养人及出生缺氧可

能成为防治工作的有效切入点。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889 
 

PU-0113 

小儿营养不良的健康教育及保健方法分析 
 

李轩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小儿营养不良的健康教育及保健方法。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74 例小儿营养不良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及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健康教育和保

健措施。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长健康知识掌握､ 健康行为规范以及满意度分别为 91.9%､ 78.4%､ 94.6%,对
照组患儿家长健康知识掌握､ 健康行为规范以及满意度分别为 70.3%､ 64.9%､ 81.1%,两组比较差

异显著(P <0.05);观察组患儿的预后不良率为 10.8%(4/37),对照组患儿的预后不良率为 24.3%(9/37),
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 <0.05)。 
结论 对小儿营养不良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和保健指导,有助于提高患儿家长的健康知识掌握率,规范家

长的健康行为,提高患儿的预后质量,值得广泛推广。 
 
 
PU-0114 

焦虑障碍儿童的心理控制源的研究 
 

吴玲,汪玲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探讨国内 AD 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家庭环境相关因素,了解 AD 儿童的心理内外控制源特点,以及

心理内外控制源和焦虑评分之间的相关性,为 AD 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收集 8-15 岁的确诊为焦虑障碍的儿童 52 例作为研究组,随机抽取广州市内的一所小学和初

中,进行随机抽样抽取正常对照组 80 例。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对两组儿童分别进行自编一般情况调查

表､ 儿童焦虑情绪筛查量表(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CARED),
心理内外控制源量表儿童版(Nowicki-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CNS-IE)的评

估。 
2.使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处理。 
结果 1. AD 患儿组和对照组的一般情况相比较,AD 患儿组的非独生子女所占比例高于对照组

(P<0.01),父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低于对照组(P<0.01);两组的 0-3 岁是否与母亲分离及家庭

月收入相比较,AD 组 0-3 岁期间与母亲分离的儿童所占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AD 组的家庭月收

入低于对照组(P<0.05)。0-3 岁期间主要带养人､ 母亲的文化程度及母亲产后有无情绪问题两者相

比无统计学差异。 
2. AD 组儿童的心理内外控制源与对照组相比,AD 组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AD 组在内控型上人

数所占比例低于对照组,在混合型和外控型上的人数所占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 
3. 心理内外控制源与 SCARED 各分量表得分之间无相关关系(p>0.05) 
结论 AD 儿童在幼儿期多数与母亲有分离史,更多的是非独生子女,在心理控制源的方面更多的表现

为外控型,对自我能力的估计较低,更多的注重外界因素的影响。提示我们在对 AD 儿童进行干预时

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内外控制,对他们进行认知治疗,调整他们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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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15 

神经调节蛋白 4 在儿童脂肪组织中的表达特征和临床意义 
 

王冉,杨帆,孙斌,李晓南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观察儿童不同部位脂肪组织 Nrg4 mRNA 表达水平,并阐明 Nrg4 mRNA 的表达与脂肪组织部

位､ 年龄､ 性别､ BMI､ 腰围等关系。 
方法 应用 real-time PCR 的方法检测 97 例腹部手术儿童不同部位脂肪组织(30 例腹部皮下脂肪组

织,9 例肾周脂肪组织,58 例腹部皮下及网膜配对的脂肪组织)中 Nrg4､ UCP1 及 TNFα mRNA 表达

水平。同时测定儿童身高､ 体重､ 腰围及臀围。 
结果  
1､ 儿童脂肪组织 Nrg4､ UCP1 及 TNFα mRNA 表达具有明显的部位差异性,皮下脂肪组织 Nrg4､
UCP1 mRNA 水平显著高于网膜(p<0.001),TNFα mRNA 水平显著低于网膜。脂肪组织 Nrg4 
mRNA 表达无性别及年龄差异(p>0.05)。 
2､ 肥胖儿童皮下脂肪组织中 Nrg4 表达显著低于正常体重儿童(p=0.001),且肥胖儿童脂肪组织中

Nrg4 mRNA 表达的部位差异性消失(p=0.683)。 
3､ 皮下脂肪组织 Nrg4 mRNA 的表达与 BMI(r=-0.375, p<0.001)､ BMISDS(r=-0.497, p<0.001)､
WHR(r=-0,227, p=0.041)､ WHtR(r=-0.338, p=0.002)呈现显著负相关;网膜脂肪组织中 Nrg4 
mRNA 表达与 BMI(r=-0.372, p=0.004)､ BMISDS(r=-0.466, p<0.001)､ WHtR(r=-0.344, p=0.010)
存在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显示,BMISDS(β=-0.221,p<0.001)､ WHtR(β=-0.171,p=0.001)分别是皮

下和网膜脂肪组织 Nrg4 mRNA 表达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儿童皮下脂肪组织 Nrg4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网膜,并与 BMISDS 呈负相关;网膜脂肪组织

Nrg4 mRNA 表达随 WHtR 增加而下降,儿童脂肪组织 Nrg4 mRNA 表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体脂

肪的含量及分布。 
 
 
PU-0116 

肥胖儿童血清神经调节蛋白 4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研究 
 

王冉
1,青丽

1,黄荣
1,李荣

1,彭璐婷
1,李晓南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肥胖儿童血清中 Nrg4 的水平,探讨血清 Nrg4 水平与年龄､ 体重､ BMI､ 体成分､ 体脂分

布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血清 Nrg4 水平与血清糖脂代谢及 NAFLD 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本院儿童保健科就诊的年龄在 7-16 周岁的超重､ 肥胖儿童

和青少年,测量其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应用生物电阻抗法测定体脂质量(FM)､ 去脂体质量(FFM)
等体成分。同时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空腹血清 Nrg4､ leptin 及 adiponectin 水平;放射

免疫法测定血清胰岛素水平;生化法测定血糖､ 总胆固醇(TC)､ 甘油三酯(TG)､ 高密度脂蛋白(HDL-
C)水平。进行肝脏 B 超检查确定有无脂肪肝。 
结果  
1､ 共纳入肥胖儿童 123 例(男 84 例,女 39 例),其中单纯肥胖组 65 例(男 43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

10.5±2.3 岁;肥胖合并 NAFLD 组 58 例(男 41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 10.7±1.8 岁。 
2､ 肥胖合并 NAFLD 组儿童血清 Nrg4 水平(2.24(1.20,3.22)ng/ml)显著低于单纯肥胖组

(5.50(2.45,10.85)ng/ml)(p<0.001),adiponectin 水平(6.67(4.72,8.32)ng/ml)显著低于单纯肥胖组

(7.99(6.22,10.95)ng/ml)(p=0.006),而 leptin 水平(28.52(20.44,38.03)ng/ml)显著高于单纯肥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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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17.91,31.86)ng/ml)(p=0.031)。肥胖儿童血清 Nrg4 水平与 BMI(r==-0.222,p=0.014)､ 腰围

(r=-0.242,p=0.009)､ WHR(r=-0.194,p=0.037)､ WHtR(r=-0.263,p=0.005)呈显著负相关,与
FFM%(r=0.204,p=0.025)呈显著正相关,逐步回归分析显示,WHtR 是血清 Nrg4 水平 主要的影响因

素(β=-2.875,p=0.004)。 
3､ 肥胖儿童血清 Nrg4 水平与 TG(r=-0.268,p=0.003)､ FBI(r=-0.312,p=0.001)､ HOMA-IR(r=-
0.322,p<0.001)､ leptin(r=-0.182,p=0.044)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与 HDL-C 水平(r=0.222,p=0.015)呈
显著正相关。 
4､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Nrg4 水平的增加可以显著降低 NAFLD 的发生风险,在控制年龄

､ 性别､ 体脂参数､ 血脂､ HOMA-IR､ leptin､ adiponectin 后仍然存在(p<0.05)。 
结论 血清 Nrg4 水平的增加可显著降低肥胖儿童 NAFLD 的发生风险,提示血清 Nrg4 水平下降是肥

胖儿童 NAFLD 发生的重要预测因子。 
 
 
PU-0117 

全国部分城市儿科医生工作满意度及离职意愿调查分析 
 

张焱
1,施长春

1,陶骏贤
2,张靖

1,汪晓慧
1,李小小

1,程洁洁
1 

1.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 
2.南京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全国儿科医生工作满意度及离职意愿现状,分析其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

出对策建议。 
方法 随机抽取全国部分城市儿科医生 1206 名,采取互联网问卷调查法,运用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短

式量表(MSQ)､ 离职意愿量表及自行设计的条目进行调查。 
结果 受调查儿科医生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率 63.3±0.13%,离职意愿得分率 76.1±0.11%。不同年

龄､ 学历､ 职称､ 工作年限､ 月平均收入､ 医院等级的儿科医生满意度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

学历､ 职称､ 工作年限､ 月平均收入的儿科医生的离职意愿有显著性差异。经逐步回归分析,影响

总体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为月收入､ 年龄和职称,均为正相关;影响离职意愿主要因素为总体满意度､

年龄和职称,均为负相关。被调查对象 65~71%的人认为待遇不高､ 风险太大､ 工作太辛苦是儿科

医生产生离职意愿的主要原因。91%的儿科医生建议政府应加大对儿科的资金投入､ 多增加儿科医

生的收入。 
结论 目前我国儿科医生的工作满意度较低､ 离职意愿较高。政府和医院加大对儿科的投入和倾斜;
提高儿科医生的工作待遇;实行分级诊疗,降低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和风险是提高儿科医生的工作满

意度､ 降低其离职意愿的三个关键举措。 
 
 
PU-0118 

氯化钴预处理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修复 
缺氧缺血脑损伤大鼠认知功能中的作用 

 
代英,李文迪,钟敏,陈洁,程茜,李廷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缺氧缺血引起的围产期脑病常常引起慢性神经病变和认知障碍。本文拟探讨采用氯化钴

(CoCl2)体外缺氧预处理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条件培养基移植对缺氧缺血脑损伤大鼠(HIBD)
脑组织解剖和功能恢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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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HIBD 动物模型构建后 3 天,采用 Alzet 微型真空泵将新鲜浓缩培养基以 0.5μL/ 小时持续脑室

内灌注 1 周。根据接受培养基的不同类型,HIBD 大鼠分四组(1DMEM 组､ 2BMSCs-DMEM 组､

3CoCl2-DMEM 组､ 4 CoCl2-BMSCs 组､ 5CoCl2-2ME2 组),通过神经病理､ Morris 水迷宫检测大鼠

的学习记忆能力,神经电生理技术诱导 HIBD 大鼠海马 LTP,免疫荧光检测突触可塑性关键指标

AMPA 受体亚基 GluR2 受体等不同层次探讨 BMSCs 条件培养基改善认知功能的机制。 
结果 CoCl2预处理后缺氧诱导因子 1(HIF-1α)及其靶基因的蛋白水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促红细胞

生成素在 BMSCs 明显增加。生后 7 周 HIBD 大鼠 Morris 水迷宫测试结果表明空间工作记忆功能在

脑缺血缺氧损伤后得到部分恢复,脑组织的神经元丢失､ 细胞解体和收缩得到改善。8 周龄的大鼠脑

片记录提示 CoCl2预处理引起细胞外兴奋性突触后电位基线和振幅增加,免疫组化定量显示 GluR2
蛋白表达增加。 
结论 CoCl2可激活 BMSCs 的 HIF-1 信号。经 CoCl2预处理的 BMSCs 培养基诱导神经保护作用和

长时程增强效应,可能与 GluR2 表达的相关。缺氧预处理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旁分泌作用可能在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新的细胞治疗策略中发挥作用。 
 
 
PU-0119 

牛奶蛋白过敏所致婴儿湿疹的 早期识别及干预的研究 
 

马立新,易娟娟 
广东省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528000 

 
 
目的 探讨牛奶蛋白过敏和婴儿湿疹的关系,研究牛奶蛋白过敏早期识别及早期回避对婴儿湿疹的作

用。 
方法 对 241 名婴儿湿疹患儿,治疗组中母乳喂养儿母亲回避牛奶及其制品,人工喂养儿给与氨基酸配

方奶或深度水解蛋白配方奶喂养,混合喂养儿母亲回避牛奶制品及添加氨基酸配方奶或深度水解蛋

白配方奶喂养,对照组患儿进食普通配方奶粉或/和母亲不能回避牛奶制品。于生后 6 个月内随访观

察婴儿皮损情况。 
结果 6 个月龄时治疗组婴儿湿疹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中人工喂养儿总有效率明显高于母乳喂养及混合喂养

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牛奶蛋白过敏是婴儿湿疹 常见病因,早期识别及早期回避可以明显减少婴儿湿疹的发生,改善

不适症状,有利于儿童生长发育。 
 
 
PU-0120 

EB 病毒感染对儿童肝功的影响 
 

李毅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100045 

 
 
目的 了解 EB 病毒感染对患儿肝功能的影响,为 EB 病毒导致肝损伤的防治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的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 87 例 EB 病毒 DNA 阳性血清和 85
例表观健康儿童的血清进行肝功能的检测,分析 EB 病毒感染者肝功能的变化,比较急性 EB 病毒感染

组和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组的肝功指标的变化. 
结果 EB 病毒感染者的 ALT､ AST､ GGT､ TBA､ CG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急性 EB
病毒感染组的 ALT､ AST 明显高于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组,而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组的 TBA 增高明

显。单纯 EB 感染组与 EB 混合感染组的肝功检测指标比较,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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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B 病毒感染可以引起肝功能不同程度的损伤,急性 EB 病毒感染和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对

肝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除了造成肝脏损伤外,还可累及到肝胆。临床

上应重视 EB 病毒的筛查,对确诊 EB 病毒感染的患儿检测肝脏功能,防止出现肝脏损伤。 
 
 
PU-0121 

气质类型､ 家庭环境对学龄前儿童体格发育的影响 
 

张立琴,马方方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儿童的体格发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遗传､ 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就气质类型､ 家庭

养育环境与儿童体格发育的相关性进行综述。 
方法 论文综述 
结果 1.气质偏积极型儿童的身高､ 体重发育均优于偏消极型,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预防儿童体格发育不良,要营造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提高主带养着的育儿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的

进食习惯。 
3.家庭环境对气质类型及气质维度均有一定的影响 
结论 儿童生长发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因素均可能影响儿童的体格生长,父母在抚养子女的过程

中要了解其气质特点,针对气质特点选择合理的教育方式,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提供合理的饮食及营

养,从而使子女的生理､ 心理行为得到健康发展。 
 
 
PU-0122 

启东市 1991-2015 年 5 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变化趋势及死因构成分析 

 
盛凯华,樊春笋,张永辉,朱健,姚红玉,陈建国,黄祖辉 

启东市人民医院 226200 
 

 
目的 观察并分析启东市 1991-2015 年 25 年间的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under-5 mortality 
rates,U5MR)变化趋势以及主要死亡原因构成情况。 
方法 从启东市居民全死因数据库抽取 5 岁以下儿童的死因资料,主要包括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死亡日期､ ICD10 编码､ 具体诊断等,原始数据导入 SAS 9.3 软件及 R 软件计算死亡率,死亡率变化

趋势的确定采用趋势卡方检验。 
结果 启东市 1991-2015 年死亡的 5 岁以下儿童共 2652 名,活产人数共 173181 名,U5MR 为

15.313‰(14.732‰-15.911‰)。1991-2015 年 25 年间,以 5 年为一个时期,新生儿死亡率､ 婴儿死

亡率以及 U5MR 的下降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2011-2015 年的 U5MR 为

5.189‰(4.373‰-6.106‰)。25 年间 5 岁以下儿童死因排名前四位为肺炎､ 意外溺水､ 窒息和先天

性心脏病。 
结论 启东市近年来的 U5MR 维持在较低水平,后续降低 U5MR 的重点在于提高产前诊断水平,加强

新生儿复苏技术以及对 1-5 岁儿童意外溺水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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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3 

10925 例儿童 25-羟基维生素 D3 不足及缺乏情况分析 
 

刘颖,宋文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调查 1 个月-16 岁 10925 例儿童 25-羟基维生素 D3(25-OH-D3) 不足及缺乏情况,为维生素缺乏

症的防控和合理补充维生素 D 提供重要依据。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科常规体检的 1m-16y 儿童 10925 例进行全血 25-OH-D3

检测,并对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及全年各月的儿童 25-OH-D3不足及缺乏率进行分析。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科常

规体检的 1m-16y 儿童 10925 例进行全血 25-OH-D3检测,并对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及全年各月的儿

童 25-OH-D3不足及缺乏率进行分析。 
结果 10925 例儿童中,不同季节比较中夏季和冬季儿童 25-OH-D3不足及缺乏率高于春､ 秋季;不同

月份比较中 12､ 3､ 7 和 8 月不足及缺乏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12 月不足及缺乏率为

23.06%,为全年 高;不同年龄组儿童之间 25-OH-D3不足及缺乏率比较,1 月-1 岁及>6 岁以上儿童

25-OH-D3不足及缺乏率高于其他年龄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男童和女童之间 25-
OH-D3不足及缺乏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 1 月-1 岁及>6 岁儿童中 25-OH-D3普遍不足及缺乏,应加强<1 岁和>6 岁儿童的维生素 D 制

剂的补充及合理安排户外照射时间,>6 岁以上儿童增加户外运动时间,定期监测 25-OH-D3的水平,合
理指导对儿童的维生素 D 制剂的补充。 
 
 
PU-0124 

维生素 K 对骨钙素羧化率的影响 
 

徐传伟 
滨州市人民医院 256610 

 
 
目的 通过观察维生素 K 对骨钙素羧化率的影响得知维生素 K 对佝偻病有一定的治疗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到 2016 年 12 月在滨州市人民医院儿科就诊的佝偻病激期患儿 80 例。随机

分为治疗组 42 例和对照组 38 例,对照组患儿服用维生素 D 400 IU,每天 1 次;治疗组在维生素 D 
400IU 基础上加用维生素 K4 4mg/d,以上两组均连续用药 1 周。两组患儿分别于治疗前后早晨抽取

静脉血 3ml 测定血清骨钙素､ 羧化不全骨钙素。溶血标本剔除。并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 
结果 80 例佝偻病患儿,其中治疗组 42 例,对照组 38 例。因家长配合意识差以及抽血困难､ 溶血等

因素治疗组和对照组均有部分患儿淘汰, 终纳入分析的治疗组 33 例,对照组 29 例。两组患儿年龄

､ 性别､ 体重､ 母乳喂养状况等基本情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骨钙素､ 羧

化不全骨钙素及羧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用药后,治疗组骨钙素与对照组骨钙素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羧化不全骨钙素､ 羧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前后骨钙素

､ 羧化不全骨钙素､ 羧化率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维生素 K 可通过提高骨钙素的羧化率影响骨骼的矿化速率,降低佝偻病的发生率。维生素 K 联

合维生素 D 治疗佝偻病疗效优于单纯使用维生素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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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5 

糖皮质激素对肝细胞脂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杨帆,戴焱焱,闵翠婷,李晓南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 GCs)是体内一类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甾体激素,对肝脏脂代谢有

重要的调控作用。本研究通过使用不同浓度 GCs 体外干预 HepG2 细胞,观察其脂代谢相关基因及

转录调控因子表达改变,并检测细胞中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含量,探索 GCs 调节肝细胞脂代谢的

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含有不同浓度 GCs 的 DMEM 培养基干预 HepG2 细胞;用油红 O 染色观察细胞形态及胞

内脂滴形成;应用 TG 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中 TG 含量;Real-time PCR 检测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 FASN)､ 乙酰辅酶 A 羧化酶(acetyl-CoA carboxylase, ACC)､ 固醇酰辅酶 A 脱氢酶

1(Stearoyl-CoA desaturase 1, SCD1)､ 脂蛋白脂肪酶(lipoprotein lipase,LPL)､ 肝型脂肪酸结合蛋

白(liver-type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L-FABP)､ 肉碱棕榈酰转移酶 1(carnitine 
palmitoyltransferase1,CPT1)和微粒体甘油三酯转移蛋白( microsomal triglyceride transfer 
protein,MTP)等脂代谢相关因子及转录因子胆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c(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1c,SREBP-1c)和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 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α,PPARα)的 mRNA 表达水平;并在使用米非司酮(mifepristone,Mi,GC 受体拮抗剂)条件下

重复上述实验,观察指标。 
结果 用浓度 125nM GCs 刺激 HepG2 细胞 48 小时后,细胞内脂滴增多,TG 含量增加;细胞内脂合成

相关的 ACC､ SCD1､ FASN､ SREBP-1c 的 mRNA 水平较对照组升高(P<0.05),CPT1 较对照组明

显降低(P<0.05),LPL､ PPARα､ MTP､ L-FABP 与对照组相比无差异(P>0.05);在 5μM Mi 干预下

GCs 的上述作用消失。 
结论 GCs 通过与肝细胞 GC 受体结合,提高肝细胞脂质合成､ 降低脂肪酸氧化,导致肝细胞中脂质异

常堆积。 
 
 
PU-0126 

儿童和青少年威廉姆斯综合征的甲状腺形态及功能评估 
 

陈维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儿童及青少年威廉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WS)的甲状腺容积､ 甲状腺功能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我院确诊的 86 例 0.2-16.5 岁的威廉综合征患儿的甲状腺功能(T3､ T4､ TSH､
FT3､ FT4)､ 甲状腺抗体(TG-Ab､ TBO-Ab)和超声甲状腺容积,其中 23 例进行平均 1.5 年(0.4-4.1)
的纵向随访观察。 
结果 86 例患儿,82 人完成了甲状腺功能及甲状腺抗体检查,49 人完成了超声甲状腺体积评估。1､
WS 患者中,甲状腺功能异常患病率为 28.9%,其中 1.2%为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27%为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低下(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SH),全部患者甲状腺抗体均阴性。在不同的年龄段中(0-
1 岁､ 1-3 岁､ 3-6 岁､ 6-9 岁､ 9-18 岁),SH 的发生率分别为 25.0%,28.5%,44.4%,16.7%,4.7%。2
､ 42%的 WS 患者存在甲状腺发育不良(Thyroid Hypoplasia,TH),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率逐渐增加,在
不同年龄段发生率分别为 20%,30%,43%,50%,66%。合并 TH 的 WS 患儿,SH 发生率较甲状腺体积

正常的患儿高(36% VS 21%),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3､ 针对 WS 患儿个体 TSH 值的动态随访

研究发现,TSH 值随年龄增长逐渐降低,但在 6 岁以内存在反复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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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WS 患儿合并甲状腺异常发生率高,是 WS 特征之一。出生后需要常规进行甲状腺功能及形态

学评估,年龄小于 6 岁,合并甲状腺发育不良,是 SH 的高危因素。 
 
 
PU-0127 

浅谈西藏儿童接种百白破疫苗 与不良反应监测 
 

次旦旺姆 
西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850000 

 
 
目的 掌握我院接种百白破(无细胞)疫苗情况及接种后的不良反应监测[1] [2]､ 处理情况,评价疫苗的安

全性,增强公众对预防接种的信心,为建立西藏预防接种安全监测体系提供依据。 
方法 2015 年至 2017 年 5 月根据知情同意的原则来我院接种百白破(无细胞)疫苗的实种儿童情况､

异常反应监测及处理的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1､ 接种百白破(无细胞)疫苗实种人次数共计 12695,2015 年常驻､ 流动儿童实种人次数分别

为 2261､ 3423;2016 常驻､ 流动儿童实种人次数分别为 2482､ 2080;2017 年 1-5 月常驻､ 流动儿

童实种人次数分别为 1501､ 948。2､ 监测中发现一般反应 14 例,占 0.11%,其中 9 例发生在接种第

4 剂次百白破(无细胞)疫苗,占一般反应的 64.89%,接种第四剂次百白破(无细胞)疫苗其发生疫苗一

般反应的概率较第 1､ 2､ 3 剂次高。偶合症 6 例,占 0.05 %,无异常反应病例。3､ 接种疫苗一般反

应均进行对症处理,偶合症病例转相关科室进行诊治,治愈率 100%。 
结论 1､ 无论常驻儿童､ 流动儿童我院均按照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对适龄儿童进行常规免疫接种工

作。2､ 为了提高百白破(无细胞)疫苗预防接种安全性,接种第四剂次百白破(无细胞)疫苗需要严格做

好排查接种禁忌､ 接种后的注意事项等宣教工作。3､ 及时处理接种后的一般反应及偶合症等反应,
能够促进预防接种的安全性并增强公众对预防接种的信心[3]。 
 
 
PU-0128 

儿童肥胖与其母亲孕期增重和婴儿喂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程明珍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了解儿童肥胖现状,探讨儿童肥胖与其母亲孕期增重和婴儿喂养方式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 4 所幼儿园的 儿童及家长进行整群抽样调查。调查儿童的身高､ 体重,儿童母亲孕期相关情

况以及儿童婴儿期的喂养方式等情况。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儿童肥胖与其母亲孕期增重和

婴儿喂养方式的相关性。 
结果 调查问卷的成功收回率为 96.13%。受访的儿童中,肥胖发生率为 7.89%。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是母亲孕期体重增加超过 12.5kg(OR=2.139,P<0.05),儿童肥胖的保

护因素是婴儿 4 月龄内纯母乳喂养(OR=0.528,P<0.05)。 
结论 指导孕妇孕期注意体重的增加,鼓励婴儿出生后采用纯母乳喂养的方式进行喂养,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预防儿童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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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9 

全身运动质量评估在随访早产儿发育结局中对脑瘫的预测 
 

罗琼,张峰,陈福建 
江西省赣州市妇幼保健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全身运动质量评估在早产儿发育结局随访中对脑瘫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我院儿童神经康复科门诊随访的早产儿(孕周均小于 37
周)110 例,其中男孩 68 例,女孩 52 例,将上述 110 例早产儿分别在扭动运动阶段及不安运动阶段各

进行一次全身运动质量评估,记录每个早产儿的发育轨迹,纠正 1 岁龄时通过神经系统体格检查､ 临

床诊断及 Gesell 发育量表评定发育结局。 
结果 参与 1 岁随访的早产儿有 96 例(男孩 60 例,女孩 46 例),失访 14 人。其中扭动阶段正常的有

26 例,单调性全身运动结果的有 57 例,痉挛-同步性全身运动结果的有 12 例,混乱性全身运动结果的

1 例,正常性不安运动结果的有 78 例,不安运动缺乏的有 18 例。1 岁随访时诊断脑性瘫痪的有 12 例,
轻微神经发育缺陷(MND)的有 13 例,发育正常的有 71 例。 
结论 痉挛同步性扭动运动与不安运动缺乏对发展为脑瘫的预测价值较高,单调性扭动运动预测价值

不高,全身运动质量评估正常的早产儿 1 岁时并不一定能追赶上正常同龄儿,全身运动质量评估作为

一种脑瘫的早期筛查工具,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PU-0130 

中国山东孕妇孕期镉暴露对婴儿神经发育的影响 
 

王依闻
1,陈丽梅

2,高宇
2,张妍

2,王彩凤
2,周义军

2,户宜
2,施蓉

2,田英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系(科) 

 
 
目的 虽然动物实验已发现孕期镉暴露可导致神经发育缺陷,但在人群中的研究仍较少,特别是关于机

制方面的研究。 
方法 我们在中国山东,从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共招募 300 名孕妇,通过检测孕妇血镉水平

及脐带血清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含量,运用格塞尔婴幼儿发育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hedules, Gesell) 从粗动作能､ 精细动作能､ 应物能､ 言语能､ 应人能 5 个方面分析 1 岁婴儿的

神经发育,分析孕期镉暴露对 1 岁神经发育的影响,并探讨 BDNF 在孕期镉暴露诱导的神经发育缺陷

中所起的作用。 
结果 研究发现孕妇血镉中位数水平为 1.24 μg/L。孕妇镉水平与 1 岁婴儿应人能负相关,与脐 BDNF
水平负相关。脐 BDNF 水平与 1 岁婴儿应人能正相关。 
结论 研究结果提示孕期低水平镉暴露可影响神经发育,并且 BDNF 在孕期镉暴露引起的神经发育缺

陷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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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1 

孩子长高小秘诀 
 

顾佩华 
泗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601 

 
 
目的 人的生长发育是连续不断进行的,有时快些,有时慢些。在体格方面,年龄越小,生长速度越快。

一般来说,出生后半年的生长发育 快,半岁以后生长速度减慢,到青春期又增快。本论文就是寻找影

响身高的因素。 
方法 调查儿童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季节,不同日照对儿童身高增长的变化。 
结果 营养均衡､ 睡眠充足､ 适宜运动､ 愉快心情对儿童身高增长有不同的影响。 
结论 春天是宝宝“蹿个儿”的 好季节,合理的营养､ 科学的饮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给宝宝配

置好“长个餐”。 
 
 
PU-0132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Wang YuTong 

the Nanj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4 
 

 
Objective This study sought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ssues. 
Methods  Seventy-one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were screened using the Achenbach 
CBCL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We performed paired screening of children of the same gender, 
with an age difference of less than 3 months. We also enrolled 142 normal children as the control 
group. We assessed the children’s vision using the Snellen chart and their eye movement ability 
using the DEM (Developmental Eye Movement test). We also investigated vis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using the MVPT-3 (Motor-Free Visual Perceptual Test-3) to evaluate visual analysis 
and perception and the RAN/RAS tests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tests) to assess rapid 
naming abilit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more abnormal eye movements in the visual perception and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tests (P<0.01). In the rapid naming test,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bnormal rate (P<0.05).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normal children,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showed 
impairments in eye movement, visual analysis, perception and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abiliti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show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visual 
perception.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assess visual per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to implement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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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3 

儿科新入职护士静脉留置针穿刺失败原因分析及对策 
 

刘萌萌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通过调查､ 分析儿科新入职护士在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静脉留置针穿刺失败原因,探讨相应的对

策。 
方法 自行设计问卷对 100 名儿科新入职护士进行调查。 
结果 儿科新入职护士静脉留置针穿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护士技术因素､ 心理因素､ 血管

因素､ 环境因素､ 患者因素。 
结论 静脉留置针穿刺是护理工作 常见､ 多见的一个护理操作,为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满意度,
应加强对护生的技能培训､ 加强血管评估､ 加强环境建设､ 加强心理素质等多方面入手,以提高儿

科护士静脉留置针穿刺成功率,减轻患者痛苦。 
 
 
PU-0134 

抽动障碍儿童抑制功能研究 
 

杨继英
1,马骏

2 
1.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比较抽动障碍儿童(tics disorder,TD)与正常儿童反应抑制功能的差异,以探讨抽动障碍儿童发

病的神经病理基础。 
方法 运用运用按键/不按键任务分别对 18 名抽动障碍儿童和 22 名正常儿童进行反应抑制功能测试,
比较两组儿童反应抑制功能的差异。 
结果 抽动障碍组儿童在 go/no-go 任务中执行抑制任务时的正确率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组,反应时间

(response time)明显高于正常组儿童(P<0.05)。 
结论 抽动障碍组儿童存在反应抑制功能缺陷。 
 
 
PU-0135 

早期干预对小早产儿和/或极低出生体重儿矫正年龄 1 岁时神经发

育的影响 
 

袁欣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3 

 
 
目的 评价小早产儿和/或极低出生体重儿出院后神经运动发育状况及探讨早期干预的影响。 
方法 自 2014 年 1 月起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出院的小早产儿(胎龄<32 周) 和/或极

低出生体重儿(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VLBWI)共 70 例进行随访,根据出生体重分为两组,体重

<1500 克 38 例,体重≥1500 克 32 例,随访时间为出院后 7-10 天及矫正胎龄 40 周,达矫正月龄 1 个

月后每月一次至 1 岁,随访时进行体格测量(身长､ 体重､ 头围)､ 20 项神经行为检查,矫正月龄 6､
12 个月时分别进行 CDCC 婴幼儿智能发育量表评估,检测血分析､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BALP)､ 血生化､ 颅脑超声､ 脑电图､ 颅脑核磁共振检查。对神经行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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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以物理康复训练为主的综合干预治疗,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疗育结合的干预模式。采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70 例患儿平均胎龄 30.4±1.8 周,平均出生体重 1463.7±307.5g,宫外发育迟缓(Ex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EUGR)发生率 57.1%,矫正月龄 6 个月时神经发育损害(neurodevelopmental 
impairment,NDI)发生率 14.3%,脑瘫倾向 6 例(8.6%),矫正月龄 12 个月研究组 NDI 发生率为

2.9%,CP 发生率 2.9%,NDI 发生率､ MDI､ NDI 分数比较有统计学差异。两组患儿 NDI､ PDI<70､
MDI<70､ 脑瘫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早期干预可改善神经发育结局,降低神经发育损害发病率。 
 
 
PU-0136 

孕中期母亲皮质醇水平及焦虑状况与小婴儿气质的相关分析 
 

吴瑞,陈佳,唐华,颜引妹,金龙涛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江苏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212001 

 
 
目的 了解母亲孕中期皮质醇水平､ 焦虑状况与小婴儿气质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定群追踪调查设计,以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 200 名孕中期母亲,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跟
踪调查至婴儿 3 月龄。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孕中期母亲､ 《小婴儿气质问卷》对 3 月龄的婴

儿进行调查分析,测量孕中期母亲血清皮质醇水平。 
结果 小婴儿气质各维度中仅注意分散度在性别上存在统计学差异(t=2.067,P=0.040),焦虑状况与小

婴儿情绪本质相关性存在统计学差异(r=0.152,P=0.045),母亲孕中期皮质醇水平与焦虑状况间相关

无统计学意义(r=0.028,P=0.710)。 
结论 孕中期母亲焦虑状况对小婴儿气质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孕中期母亲皮质醇水平与焦虑状

况间无关联。 
 
 
PU-0137 

针刺疗法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金龙涛,刘颖,高华利,吴瑞,陆玲,刘晓雅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江苏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212001 

 
 
目的  探讨针刺疗法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江苏大学附属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门诊就诊的脑瘫患儿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和核心稳定性训练,治疗中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针刺疗法,治疗 6 个

月后采用改良的 Ashworth 分级法和粗大运动功能评定对两组患儿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治疗后两组 Ashworth 分级情况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粗大运动功能评定总百分比情况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均有提高,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且治疗组较对照组提高明显,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结论 针刺疗法联合核心稳定性训练比运动疗法能更好地提高脑瘫患儿的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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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8 

镇江市中学新生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及生活满意度 

与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陈佳,金龙涛,陆玲,吴瑞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江苏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212001 

 
 
目的 探索镇江市区中学新生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间的路径关系,为中学新

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1986 名中学新生,运用中学生生活事件多维评定问卷

(MLERQ)､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与中学生心理健康评定

量表(MSSMHS)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镇江市区中学新生心理健康总均分为 1.69±0.54。相关分析中,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

(r>0),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r<0)。回归分析表明,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 生活

满意度均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因素。心理健康与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间的路径系数分别

是 0.81,-0.05,-0.05。 
结论 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及生活满意度对中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均存在不同影响。 
 
 
PU-0139 

高危儿神经系统评估方法的探讨 
 

吕攀攀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 探索在高危儿神经系统发育结局预测中,神经系统评估方法的选择。 
方法 采用全身运动质量评估､ 0~1 岁神经运动 20 项检查及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对 336 例高危儿

进行早期神经系统发育评估。 
结果 GMs 扭转运动阶段,正常者 203 例,异常者 33 例;不安运动阶段,正常者 218 例,异常者 18
例;0~1 岁神经运动 20 项检查,正常者 202 例,异常者 34 例;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异常者 12 例。 
结论 GMs 质量评估､ 0~1 岁神经运动 20 项检查及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三种方法更完善的早期或

超早期综合预测高危儿神经系统发育情况。 
 
 
PU-0140 

吉林省小儿流感病毒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型别变化的研究 
 

贺岩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是由各种病原引起的呼吸道的急性感染,是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病原,也是引

起儿童死亡的主要疾病。病因可由各种病毒和细菌感染引起,其中 90%以上为病毒感染。流感病毒

分为甲､ 乙､ 丙三型,是流行性感冒(流感)的病原体。吉林省位于我国北方,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

的流感病毒型别有明显的差异。本研究分析了 2016 年 2-5 月和 2017 年 2-5 月长春市儿童医院小

儿流感病毒甲型和乙型检出情况,旨在了解本地区小儿流感病毒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型别变化,为流

感的预防和早期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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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对象,2016 年 2-5 月和 2017 年 2-5 月长春市儿童医院就诊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共计

240 例;采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核酸;部分样本进行核酸测序。 
结果 1.甲型流感病毒总阳性检出率:吉林省 2016 年 2-5 月和 2017 年 2-5 月对 240 例急性呼吸道感

染患儿 进行甲型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病例为 64 例,阳性检出率为 26.67%; 
2. 乙型流感病毒总阳性检出率:吉林省 2016 年 2-5 月和 2017 年 2-5 月对 240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

儿 进行乙型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病例为 54 例,阳性检出率为 22.5%; 
3.不同年份流感病毒检出率:2016 年对 120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甲型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病例为

10 例,阳性检出率为 8.33%;乙型流感病毒阳性 52 例,阳性检出率为 43.33%;2017 年对 120 例急性

呼吸道感染患儿甲型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病例为 54 例,阳性检出率为 45%;乙型流感病毒阳性 2 例,阳
性检出率为 1.67%。经卡方检验,2016 年和 2017 年的阳性检出率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2016 年冬春季小儿流感病毒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优势型别为甲型;2017 年冬春季小儿流感病

毒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优势型别为乙型。 
 
 
PU-0141 

婴儿被动操与智能训练对婴儿早期发育的影响分析 
 

刘陵霞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探讨婴儿被动操与智能训练对婴儿早期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儿保体检 42 天婴儿 840 例,按随机分为观察组(424 例)
和对照组(416 例)。观察组为从婴儿 42 天起,家庭成员每天上､ 下午各一次对婴儿进行婴儿被动操

和智能训练,对照组为未接受婴儿被动操和智能训练。通过两组婴儿 6 个月体检时体重测量及智力

发育筛查(采用 DST 测验)对比分析进行研究。 
结果 观察两组婴儿在体重､ 大运动､ 社会适应能力､ 智力发育等方面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结论 婴儿被动操与智能训练对婴儿生长及早期智力发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PU-0142 

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应答性共同注意特点的研究 
 

周子琦,程茜,魏华,何燕,李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中发病率 高的

疾病,在儿童早期发病,可终身致残。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是 ASD 儿童诊治的关键,可以极大的改善预

后。了解 ASD 儿童早期临床表现特点对 ASD 儿童的诊治有重要意义。目前公认 ASD 患者存在共

同注意缺陷,但 ASD 儿童早期共同注意的特点仍需进一步研究。故本研究目的是通过眼动仪测试应

答性共同注意,研究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应答性共同注意的特点,为 ASD 儿童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与心理健康

中心,收集用孤独症观察诊断量表(Autism Diagnosis Observation Schedule, ADOS)和 Gesell 发育

诊断量表诊断的 ASD 儿童 28 名,同时收集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各能区均大于 85 分的正常儿童 16
名,年龄均为 1-3 岁,性别比例予以控制。以 ASD 为研究组,正常儿童为对照组。两组均予以眼动仪

测试应答性共同注意(responding to joint attention, RJA),收集正确 RJA､ 错误 RJA､ 未出现 RJA
的次数,正确 RJA 中完整性共同注意(evalu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joint attention,EAJA)的次数,不
同场景下(人物､ 娃娃､ 大玩具､ 小玩具､ 盆栽)正确 RJA 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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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ASD 组儿童的正确 RJA 的次数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组,有统计学差异(p=0.008)。2､ EAJA
的次数在两组间有明显差异,ASD 组水平 低,有统计学差异(p=0.006)。3､ ASD 组中对于人物场景

较其他场景出现 RJA 的次数更低。在五种场景之间的比较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但在人物场景中

两组的比较的 p 值接近 0.05(p=0.057)。 
结论 1､ RJA 在 ASD 幼儿中具有明显质和量的缺陷,且 ASD 儿童的 RJA 中缺乏 EAJA,提示 ASD 的

RJA 的出现可能只是一种反射,这样的 RJA 表现可能与其存在社交含义的不理解有关;2､ 在 RJA 的

测试中使用人物为目标物的场景可能对鉴别 ASD 更有意义,进一步研究应该扩大样本量。 
 
 
PU-0143 

 易位型 21-三体胎儿筛查漏筛病例的再思考 
 

娄超,张利平,吴涵之,剡红民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710061 

 
 
目的 应用孕妇外周血血清学筛查三体综合征,为预防三体征胎儿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但是依然有相当

部分的三体征胎儿落在低风险范围内而不被检测。在全国遗传咨询从业人员培训班上,北京协和医

学院黄尚志教授提议用“筛查逃逸”来描述此现象。因为说“漏检”似乎实验室工作有漏洞之嫌,实际上

出现这种情况是方法学的限制,是由于胎儿和孕妇本身的特殊情况所致,所以用“逃逸”比较贴切,类似

于“免疫逃逸”。但这种说法还有待同行的论证和接受, 需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方法 临床唐氏筛查 
结果 发现 2 例易位型 21-三体胎儿筛查漏筛 
结论 21 三体胎儿筛查漏筛现象是一种常见的唐氏血清学筛查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中心遇到 2 例易位

型 21 三体胎儿筛查漏筛现象,也算是低概率事件了,往往是孩子查出是 21 三体,查父母才知道一方是

平衡 Roberson(rob)易位, 我们把病例拿出来分享,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在工作中重视知情同意书的

填写和解释工作,以免遇到类似事件而措手不及。 
 
 
PU-0144 

儿童虐待问题研究 
 

郭凤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摘要】近年来,无论是在学校､ 社会还是家庭,虐待儿童的事件都频繁发生,导致儿童的生理

和心理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有的儿童因此致伤致死。对此,我们应该提高对儿童虐待问题的关

注力,对虐待儿童事件加强法律监管力度,保证儿童的合法权益,避免类似惨案再次发生。只有这样才

能使儿童在良好的环境下健康快乐的成长。本文通过对社会认知度以及社会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

几点保障儿童的健康权益的建议,望有关部门参考采纳。 
方法 1.虐待儿童问题的社会认知程度 
2.我国现阶段儿童虐待问题情况     
3.对虐待儿童问题的思考 
结果 儿童虐待问题在全世界范围都时有发生,只是不同地区文化不同､ 习惯不同､ 思想教育不同,其
虐待儿童现象发生的频率与程度也不尽相同。根据研究发现,社会群体对儿童虐待问题的认知度越

高,儿童虐待问题的发生率就越低,就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儿童的健康发展。但是就目前来说,我国的

认识程度普遍不够,对儿童虐待问题也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提高虐待儿童问题的社会认知程

度是极其必要的,也是迫不及待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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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在我国,虐待儿童问题是个普遍的现象,只是由于认识的程度较低以及划定的界线不明

确而没有受到关注。但是,在我国经常发生儿童被虐待致死的惨案时,已经有专家开始研究儿童虐待

问题了,可以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当下,我们该做的便是完善相关道德规范与法律规定,做到家庭社

会互相监督,完善儿童社会保障体制,促进我国学校､ 社会､ 家庭多方面对儿童的爱护与关心,关爱儿

童健康发展,才能解决儿童虐待问题。 
 
 
PU-0145 

探讨运动疗法对纠正婴幼儿韧带松弛导致 
的髋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万凯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运动疗法对纠正婴幼儿韧带松弛导致的髋关节半脱位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 例 2 岁以内因韧带松弛导致的髋关节半脱位婴幼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患儿通过运动功能训练提高韧带张力,加强髋臼与股骨头的稳定性,从而纠正髋关节半脱位;对照组按

照传统治疗方法佩戴“蛙式位”支具,两组治疗时间为期 3 个月,观察运动功能训练是否对韧带松弛所

致的发育性髋关半脱位有改善作用。 
结果 经过 3 个月康复治疗后,治疗组 10 名患儿髋关节半脱位恢复情况及运动功能水平明显优于对照

组. 
结论 运动疗法对纠正婴幼儿韧带松弛引起的髋关节半脱位有巨大疗效。 
 
 
PU-0146 

乐山市城区学龄儿童体格偏离､ 性早熟及龋齿现患率调查 
 

魏琼,王俐,鲁志力,吴敏,李毓林 
乐山市人民医院 614000 

 
 
目的  探讨乐山市学龄儿童体格偏离趋势､ 性早熟､ 龋齿现患率,为儿童保健､ 性早熟的防治提供理

论依据。 
方法 测量乐山市城区学龄儿童的身高､  体重,计算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MBI),筛查龋齿､ 性

早熟患病情况,采用 2005 年中国儿童生长参照标准进行营养状况评价。 
结果 肥胖和超重儿童所占比例高,消瘦检出率 低,而男童肥胖检出率高于女童。性早熟主要见于女

童,且 7 岁女童为发病高峰期。超重和肥胖儿童中性早熟检出率高于正常体质量组儿童。6?7 岁是儿

童患龋率的髙峰年龄,而 9?12 岁组患龋机会减少。 
结论 乐山市学龄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基本得到控制,但儿童超重和肥胖儿童的快速增加成为新的特

点。性早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且超重和肥胖可能与性早熟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儿童患龋率的髙

峰年龄,与多数流行病学调査结果是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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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7 

探讨枕骨下肌､ 头夹肌､ 颈夹肌放松对 

改善婴幼儿角弓反张的疗效观察 
 

万凯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枕骨下肌､ 头夹肌､ 颈夹肌放松对改善婴幼儿角弓反张 
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20 例 2 岁以内角弓反张的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0 人,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

在此基础上进行枕骨下肌､ 头夹肌､ 颈夹肌的放松训练,为期 1 个月,观察是否可以改善患儿角弓反

张姿势。他们治疗前基本情况无明显差异(p>0.05)。主要观察指标为治疗时机及疗效。 
结果 经过 1 个月康复治疗后,治疗组 10 名患儿角弓反张较对照组均有很大改善. 
结论 枕骨下肌､ 头夹肌､ 颈夹肌放松对改善婴幼儿角弓反张有巨大疗效。 
 
 
PU-0148 

两年规范治疗管理对哮喘患儿的控制效果 和肺功能转归研究 
 

侯晓玲,皇惠杰,朱康 ,王亚如,苗青,许巍,李珍,任亦欣,刘永革,王燕,关辉,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两年规范治疗管理的支气管哮喘(以下简称哮喘)患儿的控制率､ 肺功能转归分布,初步探

讨影响哮喘控制稳定性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北京儿童院过敏反应科行规范治疗管理≥2 年的学龄

期哮喘儿童的病史资料,分别对哮喘随访达一年,两年的入组病例进行年度哮喘控制效果及肺功能转

归评价。根据哮喘控制用药情况及治疗反应性将病例分为两组,控制稳定组和难控制组:控制稳定组

是指治疗管理期间无需使用药物升级治疗即可达到并维持哮喘控制状态,难控制组是指治疗管理期

因哮喘控制不佳使用升级治疗方案≥1 次或使用 4~5 级治疗方案后仍控制不佳。比较两组间性别､

年龄､ 哮喘病程､ 合并过敏性鼻炎､ 变应原致敏及肺通气功能参数包括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

肺活量百分比(FEV1/FVC), 大呼气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EF%pred),用力呼出 25%~75%肺活

量时的瞬间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F25%~75%pred), 大呼气中期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MMEF%pred)指标的分布差异。 
结果 共入选 149 例患儿,初诊时使用 2 级,3 级和 4~5 级控制治疗比例分别为

20.1%,67.1%,12.7%。治疗管理一年后哮喘控制率分别为 81.8%。治疗管理一年时肺功能各指标均

显著高于治疗管理前(P<0.05)。稳定组及难控制组相关影响因素性别､ 年龄､ 哮喘病程､ 合并过敏

性鼻炎､ 变应原致敏及初始控制治疗级别均无统计学差异,控制稳定组 PEF%pred 显著高于难控制

组(97.3±14.3vs93.1±15.1,P<0.05),治疗管理两年后哮喘控制率为 83.2%。与治疗管理一年期相较,
治疗管理两年期肺功能 FEF25~75%/perd 及 MMEF%pred 升高,而 FEV1%pred 及 PEF%pred 降低,
但均无统计差异(P>0.05)。稳定组变应原阳性检出率显著低于难控制组(P<0.05),稳定组 FEV1/FVC
显著高于不稳定(81.0±9.47vs77.4±8.95,P<0.05)。 
结论 随着治疗管理时间延长,哮喘控制率升高。治疗管理一年后肺通气功能指标显著提高,而两年后

部分肺通气功能指标 FEV1%pred 及 PEF%pred 略下降,余 FEF25~75%/perd 及 MMEF%pred 指标

升高亦不明显。变应原致敏状态和肺通气指标 PEF%pred 及 FEV1/FVC 偏低是儿童哮喘难控制的

影响因素。对个体化管理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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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9 

长期住院儿童抑郁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付书琴,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2 

 
 
目的 了解长期住院儿童抑郁的特点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对 300 名在郑州市儿童医院住院的学龄儿童进行分组 (住院时间≥1 月的分为 A 组,住院时间

<1 月的分为 B 组,年龄在 6-12 岁),同时取门诊健康体检儿童 100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在 6-12 岁),进
行抑郁水平及相关因素的调查。 
结果 A 组儿童的抑郁得分(45.80±7.25 分)显著高于 B 组及对照组儿童(38.42±6.80)分,而 B 组与对

照组间的差异不显著。其中 A 组长期住院儿童中缺乏父母双方陪伴､ 家庭贫困的儿童抑郁得分 高

(47.30±6.22 分),且在高年龄阶段(9-12 岁)中主效应显著(F(4,167)=8.20,P<0.01)。父母在住院期间

与儿童的陪伴时间在高年龄阶段(9-12 岁)中主效应边缘显著(F(4,182)=1.98,P=0.07)。 
结论 为了保护长期住院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适当的心理干预是必不可少的。父母在儿童的住院期

间, 好避免与其长期分离,父母至少一方长期的陪伴及安慰,有助于缓解长期住院儿童的抑郁情绪。 
 
 
PU-0150 

西安市 1259 例儿童维生素 D 与锌､ 铁单一及合并缺乏分析 
 

王伟,董莉,杨丽芳 
陕西省人民医院 10245417 

 
 
目的 分析西安市 1259 名儿童维生素 D(VD)与锌(Zn)､ 铁(Fe)缺乏现状,为了合理补充此类营养素提

供依据。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25(OH)D 水平､ 原子吸收法检测 Zn､ Fe 含量。分别比较婴儿组､

幼儿组､ 学龄前组及学龄组间该三种营养素单一及合并缺乏率。 
结果 1259 例儿童中, VD 不足及缺乏 700 例(55.60%);Zn 缺乏 636 例(50.52%);Fe 缺乏 265 例

(21.05%)。其中单纯 VD 不足及缺乏 426 例(33.84%);单纯 Zn 缺乏 198 例(15.73%);单纯 Fe 缺乏

63 例(5.04%);Zn 与 Fe 同时缺乏 89 人(7.07%);VD 不足及缺乏合并 Zn 缺乏 291 例(23.11%);VD 不

足及铁缺乏合并 Fe 缺乏 55 人(4.37%);三者均缺乏 58 例(4.67%)。总体及单纯 VD 不足及缺乏率随

年龄均呈增长趋势(X2
总=192.02,p<0.001;X2

单=417.97,p<0.001),学龄前组 VD 不足及缺乏率达

83.23%;单纯 VD 不足及缺乏率达 80.24%。学龄组 VD 不足及缺乏率为 89.09%;单纯 VD 不足及缺

乏率达 77.56%。幼儿组 Zn 缺乏率 高 58.61% ( X2=90.63,p<0.001);单纯 Zn 缺乏率为 23.6 
( X2=53.68,p<0.001)。Fe 缺乏率随年龄呈下降趋势,婴儿组 Fe 缺乏率 高达

36.93%  ( X2=84.00,p<0.001);单纯铁缺乏率达 12.22% ( X2=54.27,p<0.001)。Zn 与 Fe 同时缺乏率

以婴儿组 高为 11.08% ( X2=29.76,p<0.001)。VD 不足及缺乏合并 Zn 缺乏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 X2=84.39,p<0.001),学龄前儿童为 43.71%;学龄期为 32.73%;VD 不足及缺乏合并 Fe 缺乏随年龄

增长明显下降。VD 不足合并 Zn､ Fe 缺乏率以学龄前组 高为 10.78%。 
结论 婴儿期以补充 Fe 及 VD 为主。幼儿期注意 Zn 元素的补充。学龄前及学龄儿童应同时补充 VD
及 Zn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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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51 

浅谈护患纠纷的相关因素 
 

乔建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分析临床护患关系纠纷发生的原因,探讨采取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方法通过参加各种培训班,
提高护士的整体素质,加强护士自身休养,规范其职业行为,掌握语言沟通技巧,加强护患沟通,使护理

工作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结果   通过学习提高了语言沟通能力,增加了护患关系,减少或

避免护患纠纷的发生。 
方法 分析临床护患关系纠纷发生的原因,探讨采取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方法通过参加各种培训班,
提高护士的整体素质,加强护士自身休养,规范其职业行为,掌握语言沟通技巧,加强护患沟通,使护理

工作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结果   通过学习提高了语言沟通能力,增加了护患关系,减少或

避免护患纠纷的发生。 
结果 只有不断的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灵活应用语言沟通技巧,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取得患者的信任及

配合治疗护理,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减少和避免护患纠纷的发生。 
随着社会的进步,病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持自己的正当权益,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逐渐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护士每天和患者打交道,难免会发生一些矛盾。若矛盾不能及时解决,不但会影响正常的

护理工作秩序,也会影响患者的康复,所以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要确保护理安全。护理安全是指在实施

护理的全过程中,患者不发生法律和法规允许范围以外的心理､ 机体结构或功能上的损害､ 障碍､

缺陷或死亡,确保护理安全才能避免护患纠纷。如何提高服务质量,加强专业素质训练,增进彼此沟通,
优化护患关系,避免护理纠纷,将是未来实际工作中的重点内容。那么在医疗纠纷中认真分析护理工

作过程产生的护患纠纷,对完善护理服务质量是十分有益的。 
结论 护理工作是医疗保健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疾病预防､ 治疗和康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近年来随着病人和家属维权意识的提高､ 健康需求的增高,对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 技术水平

､ 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临床工作中不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护理纠纷,不仅影响了护理队

伍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医院的信誉。本文为此将具体探讨护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同时提出

了一些避免护患纠纷的措施,从而以利于更好的完成医院大量的抢救护理工作。 
[目的] 分析临床护患关系纠纷发生的原因,探讨采取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方法通过参加各种培训班,
提高护士的整体素质,加强护士自身休养,规范其职业行为, 
 
 
PU-0152 

压差式流量传感器和超声传感器对 
儿童肺通气功能检测的比较分析 

 
侯晓玲,皇惠杰,王亚如,朱康,苗青,许巍,李珍,任亦欣,刘永革,王燕,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压差式流量传感器和超声传感器对儿童肺通气功能检测的一致性,为临床肺功能仪的选择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于北京儿童医院肺功能室分别采用压差式流量传感器(德国

Jaeger 公司 Mater Screen 肺功能仪)和超声式流量传感器(德国康讯公司 Power Cube 肺功能仪)行
大呼气流量容积曲线法(MEFV)肺功能检测儿童的肺功能结果,对同一儿童同一时间段(两种方法测

试间隔<30min)的行不同传感器检测的数据进行一致性分析。采用配对 t 检验,组内相关系数(ICC)和
Bland-Altman 方法对纳入分析指标包括:深吸气量(IC%pred)､ 补呼气量(ERV%pred)､ 大肺活量

(VCmax%pred)､ 用力呼气容积(FVC%pred)､ 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pred)､ 第 1 秒用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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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百分比(FEV1/FVC)､ 大呼气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EF%pred),用力呼出

25%~75%肺活量时的瞬间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F25%~75%pred)､ 大呼气中期流量占预计

值的百分比(MMEF%pred)等 11 项肺通气流量指标进行一致性及相关性检验。 
结果 共收集可配合完成双次肺功能检测儿童 150 例;年龄 4-15 岁;其中男 109 例;女 41 例 。依照

《儿童肺功能系列指南(二):肺容积和通气功能》进行结果判读。其中两种仪器均诊断正常者 12 例;
均诊断异常者 103 例。正常肺功能,小气道功能异常,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及混

合性通气功能障碍诊断一致率分别为 76.7%､ 82.7%､ 62.7%､ 96.6%和 86.7%。压差式流量传感

器和超声传感器所测 FEV1/FVC,FEF50%pred 及 MMEF%pred 3 项指标无统计学差异。与压差式

流量传感器相比,超声传感器所测 FEF75%pred 较
高,IC%pred,ERV%pred,VCmax%pred,FVC%pred,FEV1%pred,FEF25%pred ,FEF75%pred 及
MMEF%pred 均较低。

IC%pred,ERV%pred,VCmax%pred,FVC%pred,FEV1%pred,FEV1/FVC,PEF%pred,FEF25-
75%pred,MMEF%pred 简单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0.356,0.315,0.347,0.303,0.435,0.537,0.452,0.330,0.676,0.439,0.623。(P<0.001)各参数差值的均

值分别为 6.56,12.22,8.79,9.85,8.73,-0.41,10.63,19.07,2.44,-13.55,-0.85。 
结论 与压差式流量传感器相比,超声传感器所测多数肺通气指标较低,但两方法对各项参数的测量无

显著偏倚,超声传感器可作为肺功能测试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替代选择,但需要制定适宜的参数解读标

准。 
 
 
PU-0153 

母亲和胎儿维生素 A 和 E 在妊娠期糖尿病的改变 
 

杜沁文,骆忠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792 

 
 
目的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脐带血中 α-生育酚浓度的下降可能与胎儿的氧化应激相关。但是,另一些抗

氧化氧化应激的维生素,例如维生素 A 和 γ-生育酚的浓度在妊娠期糖尿病中的改变尚不清楚。所以

我们测定了维生素 E(α-生育酚和 γ-生育酚)和维生素 A 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和无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的母血及脐带血中浓度的改变。 
方法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26 人,非妊娠期糖尿病孕妇 
225 人),我们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 α-生育酚､ γ-生育酚､ 视黄醇和 β-胡萝卜素在母亲血浆和

脐带血血浆中的浓度。 
结果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血浆中的 β-胡萝卜素浓度低于无妊娠期糖尿病孕妇(0.50 ± 0.39 μM vs. 
0.76 ± 0.59 μM),但脐带血浓度没有统计学差异。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与无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血浆

及脐带血血浆 α-生育酚､ γ-生育酚､ 视黄醇浓度及 γ-生育酚:α-生育酚比值无统计学差异。α-生育酚

､ γ-生育酚的脐带血浓度(5.61 ± 3.34 μM, 0.74 ± 0.46 μM)均低于孕妇血浆浓度(19.67 ± 6.09 μM, 
2.26 ± 1.48 μM),而脐带血血浆中的 γ-生育酚:α-生育酚比值(0.136 ± 0.07)显著高于孕妇血浆 (0.276 
± 0.08) 。 
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与母亲血浆中的 β-胡萝卜素相关,但是没有发现 α-生育酚､ γ-生育酚和视黄醇在

两组间的显著差异。脐带血血浆中的 γ-生育酚:α-生育酚比值几乎是母血血浆中的一倍。这个发现

提示了胎儿对 γ-生育酚的选择性富集不被妊娠期糖尿病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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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54 

手持式自动验光仪在儿童眼保健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刘红仙 
昆明市官渡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目的 手持式自动验光仪在儿童眼保健中的应用分析,达到早期防治弱视的目的。 
方法 采用美国伟伦公司生产的 Suresight 视力筛查仪对 2-7 岁集体儿童进行视力筛查, 手持式自动

验光仪筛查为屈光不正者进一步散瞳进行散瞳验光检查, 对其两种检查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 2~7 岁年龄段儿童均能配合筛查, 初次筛查阳性率为 17. 3% , 各年龄组之间不存在差异, 存在

性别差异, 手持式自动验光仪筛查结果与散瞳验光检查结果:弱视符合率达 78.7%､ 散光符合率

达 98.8%､ 远视符合率达 21.2% ､ 近视合率达 96% 。 
结论  Sur esight 手持式自动验光仪用于个体及集体儿童进行视力筛查非常方便､  适用, 除远视外检

查准确性较高, 节省时间和人力物力, 值得推广。 
 
 
PU-0155 

3-16 岁小儿 25 羟维生素 D 缺乏的临床表现分析 
 

李维君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 3-16 岁儿童血清 25-(OH)D 水平和临床症状的特点,为临床诊断 3-16 岁儿童维生素缺乏

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择 2016 年 5 月到 2017 年 4 月在江西省儿童医院健康体检的 3-16 岁儿童 146 人,检测血清

25-(OH)D 缺乏程度,发家长问卷,根据儿童主诉有症状临床脚酸痛,脚麻,乏力,喜抱,运动水平低等记

录。 
结果 3-16 岁儿童健康体检组和有症状组维生素 D 不足率分别为 14.8%和 8.7%,缺乏率分别为 8.7%
和 18.4%,两组间有症状儿童更容易存在维生素 D 不足和缺乏(p<0.05)。表现为脚酸痛､ 脚麻者维

生素 D 不足率 26%,缺乏率 18%。乏力､ 运动水平低､ 乏力､ 喜抱等表现者不足率 46.7%,缺乏率

20%。两种常见主诉的儿童都较无症状的儿童出现维生素 D 不足或缺乏的概率更高(分别

p=0.02,p=0.01)。 
结论 3-16 岁儿童有脚酸痛､ 脚麻或运动水平低､ 乏力､ 喜抱等可能提示儿童体内维生素 D 缺乏。 
 
 
PU-0156 

沙盘游戏治疗对 7-12 岁儿童焦虑障碍的疗效分析 
 

王晨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沙盘游戏疗法对 7-12 岁焦虑障碍儿童的治疗疗效。 
方法 选取 20 例 7-12 岁不同程度焦虑障碍儿童,接受 8 次沙盘游戏治疗,每周 1 次,每次 30 分钟,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其治疗前､ 后进行评估。 
结果 经过沙游治疗后,患儿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的分值均有显著下降(p<0.05)。 
结论 沙盘游戏治疗对焦虑障碍儿童有明显的疗效,可作为儿童焦虑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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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57 

儿科学科发展策略分析 
 

肖静,姜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立足儿科学科发展,提高儿童生命质量; 
方法 利用文献综述的方法探讨未来儿科学科长远发展需要立足的注重点; 
结果 未来儿科学科发展需要注重一下几个方面;1.加强围生期监护与新生儿筛查;2.注重儿童期保健

和青春期的心理卫生教育;3.基层和农村继续重视儿童常见病的防治;4.重大疾病的研究;5.成人疾病

的儿童期预防;6.加强儿科专业队伍的建设; 
结论 健康是人类一切活动 重要的价值取向,儿童是新世纪的主人,爱护儿童,以尽可能优良的环境抚

育儿童健康成长关系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需要每一位儿科医生的参与与努力。 
 
 
PU-0158 

不同年龄触觉感统失调儿童神经纤维电流感觉阈值观察 
 

薛波,杨志英,薛晓焕,方旭忠,刘秀红,荆丽,李林蔚,陈向丽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触觉感统失调儿童神经纤维电流感觉阈值(CPT)的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感觉神经定量分析仪检测 110 例触觉感统失调儿童正中神经-拇指(C6)的 CPT,分析 6~8
岁组､ ~10 岁组､ ~12 岁组触觉感统失调儿童 CPT 的差异。 
结果 1､ 触觉感统失调儿童不同年龄组 CPT 值各异,由高到低顺序分别为:左 2000KHz､ 左右

250Hz:6-8 岁组､ -10 岁组､ -12 岁组;右 2000KHz:-10 岁组､ -12 岁组､ 6-8 岁组;左 5Hz:6-8 岁组

､ -10 岁组､ 12 岁组;右 5Hz:6-8 岁组､ -12 岁组､ -10 岁组。随年龄增长,感统失调儿童的 CPT 值

有逐渐降低趋势。2､ 正中神经-拇指(C6)左侧 2000Hz 的 CPT 在不同年龄组儿童组内､ 组间比较

差异有意义(F=3.43,P=0.035),6~8 岁组与~10 岁组､ ~12 岁组比较差异有意义(P=0.006､
P=0.008)。 
结论 随年龄增长,感统失调儿童的 CPT 值有逐渐降低趋势,反映了神经功能的敏感性随儿童发育逐

渐增强完善。2000 Hz CPT 可做为客观､ 量化评估不同年龄触觉感统失调儿童感觉异常的有效指

标。 
 
 
PU-0159 

儿童发育偏移与骨密度的关系分析 
 

颜引妹,金龙涛,李曼丽,陆玲,吴瑞,唐玲 
江苏省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镇江市妇幼保健医院 212001 

 
 
目的 探索发育偏移儿童的原因,以便使其早日回归正常发育轨迹。 
方法 对来我院就诊疑似有发育偏移儿 76 例,进行盖塞尔发育评估､ 骨密度测定。 
结果 盖塞尔发育评估正常儿 14 例,骨密度 Z-SCORE(M/S)为:0.34±0.84;边缘型 10 例,骨密度 Z-
SCORE(M/S)为:-0.18±0.85;轻度迟缓 30 例,骨密度 Z-SCORE(M/S)为:-0.39±1.22;中度迟缓 15 例,
骨密度 Z-SCORE(M/S)为:-0.77±1.02;重度迟缓 7 例,骨密度 Z-SCORE(M/S)为:-1.75±0.48;轻度迟

缓儿､ 中度迟缓儿､ 重度迟缓儿分别与正常儿的骨密度 Z-SCORE(M/S)比较均有显著下降,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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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差值分别为:(0.73±0.33,P=0.03),(1.10±0.38,P=0.01),(2.09±0.30.47,P=0.00)。盖塞尔评分得分

与骨密度的 Pearson Correlation 为-0.46,P=0.00。 
结论 骨密度与发育偏移儿有相关性,期望在干预儿童发育偏移时提供辅助治疗,使其早日回归正常的

发育轨迹。 
 
 
PU-0160 

婴幼儿乳糖酶活性与体格发育的相关性分析 
 

颜引妹,金龙涛,魏浩文,李曼丽 
江苏省镇江市妇幼保健医院 212001 

 
 
目的 调查婴幼儿乳糖酶活性,探索其对婴幼儿体重身高发育的影响。 
方法 从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从门诊随机收集 0-3 岁体检婴幼儿共 2568 例(男 1302
例),并记录日龄与喂养方式。将体重值分别以下(1-73 例)､ 中下(2-158 例)､ 中(3-1321 例)､ 中上(4-
664 例)､ 上(5-352 例)记录,身高值分别以下(1-106 例)､ 中下(2-119 例)､ 中(3-1311 例)､ 中上(4-
527)､ 上(5-425 例)记录,并 1 阴性､ 2 阳性记录尿半乳糖定性测定值。 
结果 横向统计:体重中等与上､ 中上､ 中下､ 下的尿半乳糖测定值比较有显著意义,均值差分别为(-
0.16±0.06,P=0.007)､ (-0.12±0.04,P=0.003)､ (-0.05±0.02,P=0.027)､ (-0.06±0.03,P=0.029);体重

中等与上､ 中上､ 中下､ 下的尿半乳糖测定值比较也有显著意义,均值差分别为(-
0.16±0.04,P=0.001)､ (-0.11±0.04,P=0.003)､ (-0.08±,0.03,P=0.001)､ (-0.10±,0.03,P=0.001);纵向

统计:18 月组(48 例)与 1-3 月组(1144 例)､ 6 月组(790 例)8 月组(362 例)､ 12 月组(164 例)的尿半乳

糖测定值比较无显著意义。 
结论 婴幼儿体重/身高为中下/下等和中上/上等存在有尿半乳糖阳性的可能性,应结合临床给予指

导。 
 
 
PU-0161 

深圳市初一学生超重肥胖率研究 
 

刘嘉琪,周少明,周建利,王慧慧,王丽,魏菊荣,张鹏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了解深圳市初中学生超重肥胖率情况,,为深圳中学生的营养干预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本文对 4 所中学的 1371 名初一学生,应用全国中学生体检标准进行身高､ 体重测量,根据测量

的身高和体重数据计算体重指数(BMI),利用中国肥胖工作组制定的 BMI 标准选择肥胖与超重儿童,
分析超重肥胖率。 
结果 男生 773 人､ 女生 598 人,共计 1371 人,平均身高 158.1CM,平均体重 50.1KG,超重人数为

238 人(17.36%),肥胖 154 人(11.23%);合计 392 人(28.59%)。其中男生超重 162 人(20.96%),肥胖

117 人(15.14%),合计 279 人(36.09%);女生超重 76 人(12.71%),肥胖 37 人(6.19%),合计 113 人

(18.90%),男女生超重及肥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超重率?2=15.98,P<0.05,肥胖

率?2=27.07,P<0.05)。 
结论 深圳市初一学生超重及肥胖率较高,以男生患病率升高明显,表明深圳市初一学生的体质及营养

状况较差,需及时采取干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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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2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an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leep outcomes in toddlers 

 
Deng Yujiao,Wang Guanghai,Jiang Yanrui,Lin Qingmin,Zhu Lixia,Jiang Fa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enous blood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 
with sleep in toddlers. 
Methods As part of the Shanghai cohort study, 175 toddlers at their 2-years-old follow-up with 
Vitamin D status were selected. Among them, 144 toddlers’subjective sleep outcome were 
available, while 73 toddlers had their objective sleep outcomes. Toddler’s sleep was assessed by 
both the Brief Infant Sleep questionnaire and the actiwatch. Concentrations of 25(OH)D in venous 
blood were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lower than 50nmol/L) and insufficiency 
(50~75nmol/L) was 28% and 50.3%, respectively. After controlling for cofounding factors, Vitamin 
D status wa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ly measured night sleep time (β=0.176, P=0.025) total 
sleep time (β=0.207, P=0.009) and the longest continuous sleep time (β=0.176, P=0.044). The 
Vitamin D status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actiwatch-measured night sleep time (β=0.289, 
P=0.009), total sleep time (β=0.335, P=0.003) and sleep efficiency (β=0.248, P=0.026). 
Conclusions Among toddlers, low levels of total serum 25(OH)D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er 
sleep, both subjectively and objectively measured, including short sleep duration and lower sleep 
efficiency. 
 
 
PU-0163 

Elevated blood lead levels in preschool children due to a 
traditional topical powder: hongdanfen 

 
Ying Xiaolan,Yan Chonghuai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of elevated blood lead levels 
(BLLs) in preschool age children living in a rural area in China attributable to the folk remedy 
hongdanfen, a red lead containing powder used for skin care. 
Methods 102 preschool children living in Shangrao, Jiangxi province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Information on the usage of hongdanfen was collected by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the 
caregivers. Venous BLLs were measured by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AAS).  
Results The average ± standard deviation BLL was 10.5±9.2 μg/dL. 74 children (72.5%) had 
BLLs ≥5.0 μg/dL.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with lead poisoning as currently defined in China 
(BLL≥10μg/dL) was 41.2%. 80 out of the 102 children had a history of hongdanfen usage. These 
children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BLLs (mean 12.2μg/dL) than non-users (4.6μg/dL).  
Conclusions  Traditional use of hongdanfen for skin care is still in common usage in this region 
and contributed to elevated BLLs in children. BLL screen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may reduce the 
rate of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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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4 

Sources, sympto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 experience from a Lead Specialty Clinic in 

China 
 

Ying Xiaolan,Yan Chonghuai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ources of lead exposure, identified patient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evaluated the symptoms of children with elevated blood lead levels (BLLs) 
referred to a pediatric lead specialty clinic in China.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515 consecutive outpatients attending the Pediatric Lead 
Poisoning Clinic in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between 2011 and 2016, referred for BLLs 
≥ 5μg/dL.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was used to measure venous BLLs. 
Results The mean±SD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4.1±3.2 years. Their BLLs ranged from 5 to 126 
μg/dL. The geometric mean and median BLLs were 24 and 26 μg/dL, respectively. 43.1% (222 
children) were exposed to industrial lead pollution - mainly from Zhejiang, Jiangsu, Hunan, Henan 
and Anhui provinces; whereas 41.4% (213 cases) were induced by folk medicines used widely 
throughout China. Other nonindustrial sources of lead exposure included lead containing tinfoil 
and tin pots.  Household lead paint was a rare source. Most patients exhibited nonspecific 
symptoms, such as hyperactivity, attention difficulty, aggressiveness, constipation and anorexia. 
Conclusions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folk medicines are the major sources of lead exposure in 
China.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may be difficult to diagnose clinically as symptoms are 
nonspecific. Thus blood lead screening may be necessary to identify children at high risk of 
exposure. Education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potential sources of exposure resulting in their 
elimination would be expected to decrease the incidence of children with elevated BLLs.  
 
 
PU-0165 

精准骨龄检查纳入社区儿童体检的初步探讨 
 

曹萍
1,丁敏

2,成燕
2,田葛

2,杨丽萍
2,胡超

2,余蓉
2,周静

2,叶韬
2,叶义言

2 
1.湘雅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叶义言儿科专家工作室 
 

 
目的 初步探讨精准骨龄检查进入社区儿童体检的意义和问题。 
方法 (1)2017 年 4~5 月,本社区 2~7 岁儿童 527(男 288､ 女 239)人,新增精准骨龄检查:采用中国儿

童骨龄评分法(TW-C)远程系统,儿童左手伸进终端机罩内,罩外无辐射,罩内 X 线 10 毫安以下､ 0.06
秒,微辐射量,摄取左手和腕部正位 X 线数码图像,远程评定后,发回骨龄报告,全程 15 分钟左右。(2)
骨龄评定员固定 3 人,骨发育分期符合率 89.3~89.7%,相差 1 期 5.0~5.3%,相差 2 期 0~0.2%。(3)身
高体重按中国 0~18 岁儿童､ 青少年标准(2005 年)。(4)统计分析采用 SPSS17.0 软件。 
结果  (1)本组儿童 2~3 岁 7(男 4､ 女 3)人､ 3~4 岁 101(男 56 人､ 女 45 人)人､ 4~5 岁 166(男 91
､ 女 75)人､ 5~6 岁 153(男 77､ 女 76)人､ 6~7 岁 100(男 60､ 女 40)人。身高 P75 及以上:136(男
74､ 女 62)人,占比 25.8%(男 25.7%､ 女 25.9%);P3~10:32(男 21､ 女 11)人,占比 6.1%(男 7.3%､
女 4.6%);≤P3:15(男 9､ 女 6)人,占比 2.8%(男 3.1%､ 女 2.5%)。体重超重 43(男 27､ 女 16)人,占
比 8.2%(男 9.4%､ 女 6.7%),肥胖 28(男 22､ 女 6)人,占比 5.3%(男 7.6%､ 女 2.5%)。(二)骨龄检查

44(男 29､ 女 15)人,占比 8.3%(男 10.1%､ 女 6.3%),骨龄提前 1 岁及以上 24(男 15､ 女 9)人,占比

4.6%(男 5.2%､ 女 3.8%);骨龄落后 1 岁及以上 3(男 3､ 女 0 人),占比 0.6%(男 1%､ 女 0%)。发现

有异常矮小､ 发育快､ 肥胖等生长发育病症共 67(男 46､ 女 21)人,占比 12.7%(男 16%､ 女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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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进一步诊疗 1 人,占比 1.5%。该例男,3 岁,骨龄 2.7 岁,身高 85.6cm,体重 10.6kg,检查后初诊为

亚临床甲低､ 生长激素接近完全缺乏,单用优甲乐治疗 2 月,复查甲功正常,长高 2.1cm､ 增重 0.9kg,
进食､ 社交明显改善。 
结论 精准骨龄检查进社区,有关技术条件已具备,可使儿童生长发育有关问题就近早期发现､ 及时诊

治,并便于纵向生长监测,从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提高社区儿童保健质量。但目前社区家长接受度

很低,需要政策支持､ 宣教引导,使精准骨龄检查不断普及而纳入社区儿童体检常规项目。 
 
 
PU-0166 

NICU 出院低出生体重儿 0-1 岁体格发育状况分析 
 

田园,于广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描述和分析 NICU 出院的低出生体重儿体格发育特点,为开展出院后随访监测提供依据。 
方法 利用回顾性分析法,分析 2004 年 4 月-2013 年 4 月期间,上海市儿童医院 NICU 出院并在高危

儿整合门诊随访的低出生体重儿 0-12 月龄体格发育指标,分析平均身长和体重增长的情况。 
结果 共研究低出生体重儿 360 例,平均出生胎龄 31.7±2.6 周,平均出生体重 1674±403g,低出生体重

儿校正 12 月龄内身高体重的总体增长情况,以 VLBW 组女婴 佳,VLBW 组男婴 不理想。 
结论 出生后 1 年内,是低出生体重儿和早产儿追赶生长的 佳时期,NICU 出院高危儿出生后,不同性

别和出生体重 LBW 追赶生长的情况有所差异,出院后定期监测生长发育,对早期识别发育偏离,尽早

采取营养干预措施确保适度追赶生长,具有重要意义。 
 
 
PU-0167 

Maternal PlGF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cord blood leptin 
concentrations in infants born small-for-gestational-age 

 
Luo Zhongcheng1,2,He Hua1,Nuyt Anne Monique 2,Audibert Francois 2,Wei Shu-Qin 2,Julien Pierre 3,Fraser 

William4 
1.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2.University of Montreal, Sainte-Justine Hospital Research Center, Montreal, Canada 

3.Laval University Hospital Research Center, Quebec City, Canada 
4.University of Sherbrooke, Hospital Research Center, Sherbrooke, Canada 

 
 
Objective Circulating placenta growth factor (PlGF) is a biomarker of placental function. Mothers 
with low circulating PlGF levels are more likely to deliver small-for-gestational-age (SGA) infants 
who are at increased risk of metabolic syndrome related disorders in later life. Leptin and 
adiponectin are important hormones in regulating insulin sensitivity. We sought to assess whether 
maternal circulating PlGF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leptin and adiponectin concentrations in 
infants born SGA. 
Methods This was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in a prospective pregnancy cohort - the Integrated 
Research Network of Perinatology in Quebec (n=2366). Maternal plasma PlGF at the 3nd 
trimester (32-35 weeks) of gestation and cord plasma leptin and adiponectin were measured. The 
study included 162 SGA (birth weight <10th percentile) and 162 AGA (25th -75th percentiles) 
singleton infants matched for ethnicity, smoking status and gestational age. 
Results SGA newborn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maternal PlGF and cord plasma leptin 
concentrations than AGA infants. Maternal plasma PlGF concentra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birth weight (r=0.35, P<0.0001) and cord plasma leptin (r=0.14, P=0.03) concentrations, but not 
correlated with adiponectin concentrations. Interestingly, there were differential cor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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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maternal PlGF and cord leptin concentrations in SGA (r=0.20, P=0.03) and AGA (r=-
0.08, P=0.35) infants. Among SGA neonates, those with low maternal PlGF concentrations 
(<25th percentile) had lower cord blood leptin concentrations (median: 6128.00 vs. 8335.00 pg/ml, 
P=0.01).  
Conclusions O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reveal that maternal PlGF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cord 
blood leptin in SGA infants. Maternal PlGF may be a biomarker partly reflecting adiposity in 
fetuses/infants. 
 
 
PU-0168 

青岛市 449 例儿童贫血患病率调查分析 
 

蒋艳,宫相翠,马少春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为了解青岛市儿童的贫血状况,从而为其及时干预提供依据,我们将 2015.6-8 月我院儿保科健

康体检的儿童的血常规检测结果随机抽样调查,汇总如下。 
方法  
2.1 对象:随机抽取我院儿保科健康体检的儿童 449 名,其中女童 213 名,男童 236 名。 
2.2 诊断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对诊断儿童贫血的标准,即儿童 6 月-6 岁,HB<110g/L,诊断为贫血。 
2.3 方法: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数据分析。 
结果 贫血患病率 2 岁以下明显高于 2 岁以上年龄组。而 2 岁以下组又以 6 月-1 岁组为 高。 
女童和男童的患病率分别如上,两者比较无显著差异. 
2 岁以下组及 2 岁以上组儿童血红蛋白数值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青岛市儿童贫血患病率与安徽等地比较发病率较低,但与北京市等地区比较发病率偏高,表示贫

血发生率与当地经济状况关系密切. 
 
 
PU-0169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screen time on mental 
health in preschool: the mediation role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Zhao jin,Zhang Yunting,Jiang Fan 
Shanghai Children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children remains a global concern. One-fifth of preschool 
children have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which may persist into ensuing year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evid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reen time and mental health in school-aged 
children, but the evidence in preschool is insufficient. Furthermore, the mechanism behind this 
relationship has not been empirically tested.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creen screen time on mental health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investigate whether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layed the mediation role in the pathway. 
Methods 20,899 children aged 3-4 years from 191 kindergartens were enrolled in the cross-
sectional study, which in stratified clustered sampling design to represent 167,597 population who 
just started kindergarten in Shanghai, China. Parent report the screen time of children separately 
at weekdays and weekends.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were assessed 
respectively by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and Chines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Scale (CPCI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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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effect of screen screen time on mental health.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was operated to 
test the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Results On average, children during this stage in Shanghai were exposed to 170 (SD: 140.4) 
minutes of screen time daily, with 78.6 %(95%CI: 77.8 - 79.3) exceeding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 recommendation (no more than 1 hours). Children who exposed to screen 
more than 4 hours would have higher rates of total ifficulties (OR: 2.24, P<0.001), prosocial 
behavior (OR: 1.40, P<0.001), emotional symptoms (OR: 1.95, P<0.001), conduct problems (OR: 
1.60, P<0.001), hyperactivity/inattention (OR: 1.54, P<0.001) and peer problems (OR: 1.76, 
P<0.001), compared those less than 1 hour, adjusted by potential covariat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screen time on mental health through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was significant (total difficulties: 
0.191, P<0.001; prosocial: -0.083, P<0.001; emotional symptoms: 0.026, P<0.001; conduct 
problem: 0.036, P<0.001; hyperactivity/inattention: 0.078, P<0.001; peer problems: 0.052, 
P<0.001). 
Conclusions The more time children spend on screen, the more likely they would hav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layed the mediation role in the indirect pathway. 
 
 
PU-0170 

深圳市中学生体格发育对比研究 
 

刘嘉琪,周少明,周建利,王慧慧,王丽,魏菊荣,张鹏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研究深圳市初一学生与高一学生的体格发育状况以及超重肥胖率。 
方法 对 1371 名初一学生和 1010 名高一学生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并根据身高体重进行体质指数

(BMI)计算,按照年龄的 BMI 进行超重和肥胖的评估,及对比分析。 
结果 1371 名初一学生的平均身高为 158.1CM,平均体重为 50.1KG,其中男生的平均身高为

159.1CM,平均体重为 51.7KG; 女生的平均身高为 156.7CM,平均体重为 47.9KG;高一学生的平均身

高为 166.6,平均体重为 58.5KG;其中男生平均身高为 172.2CM,平均体重为 62.7KG,女生平均身高

为 160.7CM,平均体重为 54.2KG。初一学生超重比例为 17.36%(238/1371),肥胖比例为

11.32%(154/1371),高一学生的超重比例为 16.24%(164/1010),肥胖比例为 7.82%(79/1010),其中超

重比例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X2=0.52,P>0.05),肥胖比例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X2=7.66,P<0.05)。 
结论 深圳市中学生体格发育较好,高一学生身高较初一学生明显增高,同时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明显

减少,在初一和高一学生中,均发现女生的肥胖发病较男生明显降低。 
 
 
PU-0171 

重庆市 146 例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患儿治疗随访回顾性分析 
 

樊欣,赵妍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13 

 
 
目的 对重庆市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CH)患儿规范治疗与随访后的

疗效评价与分析。 
方法 对重庆市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重庆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筛查中心筛查确诊的 146 例先

天性甲低患儿,进行规范治疗与随访管理,于患儿 3 岁时采用 WHO 制定的标准差法进行体格生长评

价,用 Gesell 发育量表评估患儿的发育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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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筛查新生儿 274380 例,阳性率 0.68%,召回率 98.7%。确诊 CH146 例,均在出生后 40 天内开

始替代治疗,并定期随访,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3 岁时所有患儿体格生长均达正常水平,智能发育评

估 81.5%达正常。持续性甲低占 45.2%,暂时性甲低占 54.8%。 
结论 经筛查的 CH 患儿早期诊断､ 及时诊疗,多数患儿体格生长与智能发育能达正常同龄儿水平,能
有效改善患儿的预后;甲状腺 B 超是诊断 CH 的一种良好辅助诊断手段;实施医疗救助能有效帮助患

儿坚持长期治疗,获得良好疗效。 
 
 
PU-0172 

Peptidomic analysis of zebrafish embryo exposure to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on ocular development 

 
Li Nan,Zhang Xin ,Zhang Qingyu ,Guo Xirong,Chi Xia ,Tong Meiling 

Affiliated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4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exposure to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on endogenous 
peptides in zebrafish embryos and screen out ocular development related peptides. 
Methods The zebrafish embryo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and PCB exposure 
group. After 48 hours, they were analyzed by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and quantified by ProteinScape software. Al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T-test. Then we analysed the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ial peptides. Th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is conducted by the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IPA) and Gene ontology 
(GO)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90 differentiated peptides were screened, of which 29 were up-regulated and 
61 were down-regulated. Their molecular weights are mostly distributed below 2500, and the 
isoelectric poin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weak acid (5-7) and weakly alkaline (8-9), indicating that 
most of the peptides are of high purity and stability. We analyzed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eptides using the IPA software .The P value of the retin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rve 
development was 8.0E-03 and 2.1E-07. GO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ecursor genes were most 
involved in zebrafish embryonic development in a single biological process, the major cellular 
component was membrane components, and the main molecular function was binding. The most 
relevant signaling pathways is Axon guidance mediated by netrin.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ocula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list the peptides associated with eye development 
under exposure of PCBs for further study.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the peptides would be affected after exposure to PCBs in the 
embryonic period and most of the differential peptides were stable.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differential peptid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ye development, suggesting that these peptide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ocular development after exposure to PCBs. 
 
 
PU-0173 

Maternal night sleep time in late pregnancy and infant’s 
cord blood concentration of leptin 

 
Zhu Lixia1,Wang Guanghai1,Jiang Yanrui1,Song Yuanjin1,Dong Shumei1,Lin Qingmin1,Deng Yujiao1,Tong 

Shilu2,Jiang Fan1 
1.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Work 
 

 
Objective To explore maternal sleep dynamics in late pregnancy and its impact on the cord blood 
concentration of lep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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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measured maternal sleep by wearing an actigraph for 7 consecutive days during 
36-38w of pregnancy and cord blood leptin concentrations among 171 mother-child pai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Cord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umbilical vein immediately after delivery. 
Results Mothers slept average 7.05h per night (SD=1.05h, ranging from 3.94h to 9.61h) in late 
pregnancy. 47.4% of these mothers (N=81) had short sleep time (ST<7h) in this study. The sleep 
efficiency of mothers was 72.85% (SD=8.81) and total night wake after sleep onset (WASO) was 
88.67min (SD=33.62min). When stratified by infant gender, women carrying a girl had longer 
sleep time (7.23h vs 6.85h; t=2.379, P=0.018), better sleep efficiency (74.39% vs 71.12%; 
t=2.443, P=0.020) and less WASO (83.04min vs 94.93min; t=-2.341; P=0.020) than those 
carrying a boy in the third trimester. Compared with mothers in the long sleep group (ST≥7h), 
those in the short sleep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log-transformed cord blood leptin 
levels (0.59ng/ml vs 0.70ng/ml; t=-2.191, P=0.030). After adjustment for potential 
confounders, one hour increase in maternal sleep time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of 
1.44ng/ml in cord blood leptin levels.  
Conclusions The women carrying a girl seemed to sleep better than those carrying a boy during 
late pregnanc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shorter sleep time during late pregnancy 
decreases cord blood leptin levels, which may have a long-term effect on childhood development. 
 
 
PU-0174 

环境的干预对儿童身高促进的影响 
 

周利华,陈凯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 334000 

 
 
目的 探讨环境的干预对儿童身高促进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儿科门诊就诊的 4-8 岁的儿童矮身高 40 例进行环境

干预。随机将他们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的儿童实施环境因素干预,对照组的儿童实施常规的

身高测量,对这些儿童进行为期 1 年的随访调查,记录他们随访前后身高状况。 
结果 结果干预组的儿童身高增长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对生长发育存在偏高的儿童,若我们尽早发现,尽早干预,使环境因素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身高缓慢可以得到部分纠正。 
 
 
PU-0175 

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联合 M-CHAT-R/F 筛查自闭症的效果初探 
 

罗美芳,郭翠华,曹牧青,梁晶晶,王旭祥,静进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系 510080 

 
 
目的 探索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三版(ASQ-3)联合附后续访谈的改良版婴幼儿孤独症筛查量表(M-
CHAT-R/F)筛查婴幼儿孤独症谱系障碍(ASDs)的效果。 
方法 以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三甲医院儿童保健科做常规保健,并且 M-CHAT-R/F 筛查阳

性(筛查分数>=3 分)的 291 名 16~30 月龄儿童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员与家长共同完成 ASQ-3,测评儿

童在沟通(C)､ 粗大动作(GM)､ 精细动作(FM)､ 解决问题(SP)､ 个人-社会(PS)等能区的发展水平。

筛查阳性儿童由专科医师进一步根据 DSM-5 进行确诊。比较 ASQ-3 联合 M-CHAT-R/F 与单独使

用 M-CHAT-R/F 对 ASD 筛查的阳性预测值(P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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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91 例 M-CHAT-R/F 筛查阳性儿童中 终确诊 ASD 患儿 50 例,M-CHAT-R/F 对于 ASD 筛查

的 PPV 为 17.2%(50/291)。社交和沟通障碍为 ASD 的核心症状,在筛查阳性､ 确诊 ASD 儿童

中,ASQ-3 五大能区不通过率 高的均为 C 能区(筛查阳性 vs.确诊者:56.0%vs.92.0%),其次为 PS
能区(筛查阳性 vs.确诊者:42.3%vs.76.0%)。将 C 和 PS 能区均不通过作为预测因子,其在 M-CHAT-
R/F 阳性群体中对于 ASD 筛查的 PPV 为 42.7%,大于单独采用 M-CHAT-R/F 筛查的

PPV(P<0.001)。 
结论 ASQ-3 联合 M-CHAT-R/F 可提高婴幼儿孤独症的筛查效果,建议对 M-CHAT-R/F 筛查阳性的

婴幼儿辅以 ASQ-3 测评,以期提供更全面的辅助诊断依据。 
 
 
PU-0176 

 小儿中毒及其预防问题的研究文献综述 
 

王丹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减少小儿中毒的发生率 
方法 通过对国内学者的 10 多篇学术文章进行分析综述,主要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内容

涉及中毒小儿年龄､ 中毒原因､ 中毒途径､ 小儿中毒的预防措施等方面的研究,笔者更好地联系临

床现状进行客观解读分析从而达到更好的临床实践效果 
结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儿中毒问题的发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学龄前小儿辨别事物的能力尚

不足,易受外界的诱惑与干扰;青春期少儿心理发育尚不成熟,容易被外界刺激从而产生轻生故意服毒

的行为;家长对小儿监管不到位,毒物的放置不合理,对处于青春期儿童疏于心理辅导,均提高了小儿中

毒的发生率,所以要在这几个方面高度重视。 
结论 小儿中毒的问题重在预防,我们应更大范围地向人们做好安全宣教从而达到影响小儿思想行为

的效果,比如现阶段的网络自媒体等等方式加以干涉,均能起到减少小儿中毒的发生。 
 
 
PU-0177 

营养性贫血婴儿 Hb 发展的轨迹分析模型: 
非随机带同步对照组自身前后比较的队列研究 

 
张淑一,张霆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离乳期儿童营养不足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主要为补充微营养素和改善膳食,潜在的儿童 Hb 发展

个体差异可能影响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价。本研究目的:检验补充铁剂和家庭喂养指导对 6-11 月龄营

养性贫血儿童 HB 升高的轨迹模型,检验各亚组在 HB 发展趋势和喂养方式的差别。 
方法 本研究设计为带同步对照组的自身前后比较队列研究(before-and-after study with concurrent 
control);鉴于伦理学的考虑,非随机分组研究对象。河北赵县两个乡镇的全体 6-11 月龄儿童中分别

检出 137 和 87 名营养性贫血(Hb < 110 g/L),以乡镇为单位进入干预组和对照组,完成 12 个月的干

预和随访。所有入选婴儿检出贫血后立即接受 3 到 6 个月常规补铁治疗;干预组婴儿同时进行 12 个

月家庭喂养指导。随访 3､ 6､ 12 月时检测儿童 Hb,运用轨迹分析模型(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ling)评价 Hb 上升轨迹。 
结果 2012 年 5 月 19-20 日共招募 441 名 6-11 月龄营养性贫血的儿童,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有 137
和 87 名儿童接受了全程随访。随访数据完整儿童 Hb 发展轨迹分析模型表现出高值和低值两个亚

组(入选时 Hb 分别为(97.58±9.64)g/L 和(83.63±10.51)g/L,高值亚组为优势亚组(占 63.6%);高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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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 Hb 发展轨迹呈二次曲线,折点在 6 个月,6 个月后 Hb 上升速度减慢;低值亚组的 Hb 发展轨迹呈

一次曲线。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儿童 Hb 发展轨迹模型也表现出相似的高值和低值两个亚组。随访时

Hb 相比于入选时的上升值作为主要效果结局,干预组的高值亚组在 3､ 6､ 12 个月皆高于对照组的

高值亚组,且差异具有显著性(P ‹ .001);干预组的低值亚组在 3､ 6､ 12 个月与对照组的低值亚组的

差异不具有显著性(P › .05) 
结论 离乳期营养性贫血婴儿的 Hb 发展轨迹存在异质性,高值亚组为优势亚组。家庭喂养指导能够

加强､ 促进和持续常规补铁对儿童 Hb 提高的效果。离乳期营养干预应考虑儿童 Hb 发展不同亚组

的特点,以及喂养指导可能产生的短期和长期效果。 
 
 
PU-0178 

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陪护模式 
在极低出生体重儿出院计划中的应用 

 
朱雨晨,李秋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 浙江省妇女医院) 310006 
 

 
目的 提高极低出生体重儿家长照护技能,保障患儿出院后回归家庭得到专业 
恰当的持续性照顾和护理,有效识别异常征象,降低的再入院概率。 
方法 选取胎龄 26w~30w 的极低出生体重儿,家长知情家庭条件允许,科室制定详细操作规范和流程,
严格考核后让家属参与早产儿在院期间的基础护理,并熟悉掌握和疾病相关的一般护理技能 
结果 实验组患儿出院后一年内再住院率为 0,对照组出院后一年再住院率为 20%,其中 3 名患儿因呼

吸道感染住院,1 名患儿因胃肠道感染住院。目前仍有 1 名患儿在定期接受康复治疗。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陪护模式能提高家长的照护技能和照护信心,使早产儿出院后得到家长专

业的持续性照顾,有效降低了极低出生体重儿的再住院率。 
 
 
PU-0179 

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治疗前后体质指数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张建美
1,杨素红

1,顾再研
2 

1.杭州市儿童医院 
2.嘉兴市第一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研究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ICPP)女童在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GnRHa)
治疗前后体质指数(BMI)的变化。 
方法 选取 40 例 ICPP 女童为研究对象,并根据治疗前患儿 BMI 分为单纯 ICPP(A 组),合并超重的

ICPP 组(B 组),合并肥胖的 ICPP 组(C 组),治疗疗程(2.38 0.47)。观察三组患儿治疗前､ 治疗后 6
个月､ 治疗后 12 个月､ 治疗后 18 个月､ 治疗结束后 6 个月的身高､ 体质量,分别比较各组治疗前

后年龄别体质指数标准差分值(BMISDSCA)变化。 
结果 A 组患儿治疗期间随疗程延长,BMISDSCA较治疗前呈增加趋势,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B､ C 组患儿治疗后 18 个月高于治疗前､ 治疗后 6 个月及治疗后 12 个月,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 05),但随访观察至治疗结束后 6 个月,二组患儿 BMISDSCA较治疗结束时明显下降,逐
步回落至治疗前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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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nRHa 治疗对单纯 ICPP 组女童 BMI 无影响。ICPP 合并超重或肥胖者在应用 GnRHa 治疗

期间 BMISDSCA明显增加,但结束治疗后 BMISDSCA逐步回落至治疗前,提示 GnRHa 治疗对 BMI 影
响是暂时和可逆的。 
 
 
PU-0180 

超声检查对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的诊断价值 
 

郭丹阳,吴明君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超声诊断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的价值 
方法 对本院 2015 年 2 月—2017 年 5 月经超声诊断并经临床证实的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 80 例声像

图特征回顾性分析。其中男 42 例,女 38 例,年龄 20 天~1.5 岁,无难产及外伤史,出生后颈部未见明显

异常,家长主诉 早在新生儿 15 天时发现颈部包块,亦有未扪及肿块发现婴儿头偏向一侧而就诊。采

用 Philips iU22､ 和 GE E9 彩色超声诊断仪,探头中心频率为 7~15MHz。患儿仰卧位充分暴露颈部,
沿胸锁乳突肌自上而下进行全面的纵向及横向扫查,观察胸锁乳突肌的形态､ 大小､ 内部肌肉纹理

及其回声强度变化,双侧对比,对颈部肿块重点观察,测量胸锁乳突肌的厚度及其累及的范围。然后行

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测量阻力指数。 
结果 本组 80 例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均发现异常声像图改变。左侧 30 例(30/80,37.5%),右侧 50 例

(50/80,62.5%),小于 3 月龄的 55 例(62/80,77.5%),3 月~1 岁 15 例(15/80,18.7%),大于 1 岁的 3 例

(3/80,2.5%)。 
根据声像图特征,80 例先天性肌性斜颈分为两种类型 : 肿块型 61 例(61/80,76.3%) ,弥漫型 19 例

(19/80,23.7% )。20 例( 20/80,25 . 0 % ) 先天性肌性斜颈内显示低速高阻动脉血流,阻力指数 0 . 
72~0 . 87 。其中两例为一侧胸锁乳突及两处包括。 
结论  小儿肌性斜颈是儿童医院较常见畸形,随着家长的关注度增强及超声检查技术展,彩色多普勒对

儿先天性肌性斜颈的早期检出率大大增加,早期诊断后通过正规的手法推拿痊愈率可高达 80%以

上。若胸锁乳突肌已有挛缩或局部出现畸形,即便采用手术治疗,预后亦较差。因此,小儿肌性斜颈的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十分必要。超声检查可以早期准确诊断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具有无痛,无创伤,
操作快的特点,是临床的首先检查方法。 
 
 
PU-0181 

孕期维生素 D 水平与新生儿不良健康结果关系的研究进展 
 

陈晓利,仰曙芬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目的 维生素 D 是一种类固醇衍生物 ,对人体具有重要作用,维生素 D 缺乏可导致多种疾病。近年来

发现孕期维生素 D 缺乏现象严重。本文主要从孕期维生素 D 缺乏对新生儿不良出生结局的影响进

行综述,以期提高对孕期维生素 D 补充的认识,减少新生儿不良出生结局的发生。 
方法 综述 
结果 孕期维生素 D 缺乏可导致不良的出生结局,而孕期补充维生素 D 可降低新生儿不良出生结局的

发生率。 
结论 孕期补充维生素 D 可降低新生儿不良出生结局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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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2 

1734 例学龄前儿童血液微量元素及血铅的相关性研究 
 

吴海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探讨学龄前儿童体内血铅(Pb)､ 微量元素铜(Cu)､ 锌(Zn)､ 钙(Ca)､ 镁(Mg)､ 铁(Fe)的水

平及其相关性。 
方法 对 1734 例学龄前儿童采集静脉血液,用原子吸收光度法检测全血微量元素的含量;用钨舟法检

测血铅的含量,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Pb､ Zn､ Fe､ Ca 的含量在不同年龄段中比较有差异;男性儿童的血铅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儿童,
二者比较 P <0.05;血铅含量高的儿童体内 Zn､ Fe 的含量明显高于血铅含量低的儿童,二组比较有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P <0.01)。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全血中铅与锌､ 铁的含量之间存在正相关。 
结论 学龄前儿童体内微量元素水平与血铅含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补充 Zn､ Fe､ Ca 时要注

意监测血铅含量。 
 
 
PU-0183 

南宁市健康儿童维生素 D 水平调查分析 
 

潘秀花,李小妹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分析本市健康儿童维生素 D 水平,探讨儿童健康保健和疾病预防对策。 
方法 利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来我院体检的 4956 例儿童血清维生素 D(25-羟维生素 D)水平;分组分

析血清维生素 D 与年龄､ 性别及季节关系。 
结果 本次儿童 25-羟维生素 D 平均水平为(93.27+34.35)nmol/L,性别比较无差异(P>0.05);各年龄组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F=295.861,p=0.00),儿童维生素 D 水平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学龄

前期和学龄期儿童维生素 D 缺乏与不足比例 高,分别为 15.86%､ 36.22%和 16.04%､ 43.85%。

季节分析中春季 25-羟维生素 D 均值 高(98.40+37.76)nmol/L,冬季 低(83.16+33.08)nmol/L,两者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冬季的维生素 D 缺乏率和不足率是一年中 高(17.35%和

26.08%)。 
结论 维生素 D 水平在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及冬季时候的 低,应重点监测这几个时间段内儿童体内维

生素 D 水平。 
 
 
PU-0184 

南宁市健康儿童维生素 D 水平调查分析 
 

潘秀花,李小妹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分析本市健康儿童维生素 D 水平,探讨儿童健康保健和疾病预防对策。分组分析血清维生素 D
与年龄､ 性别及季节关系。 
方法 利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来我院体检的 4956 例儿童血清维生素 D(25-羟维生素 D)水平; 
结果 本次儿童 25-羟维生素 D 平均水平为(93.27+34.35)nmol/L,性别比较无差异(P>0.05);各年龄组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F=295.861,p=0.00),儿童维生素 D 水平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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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和学龄期儿童维生素 D 缺乏与不足比例 高,分别为 15.86%､ 36.22%和 16.04%､ 43.85%。

季节分析中春季 25-羟维生素 D 均值 高(98.40+37.76)nmol/L,冬季 低(83.16+33.08)nmol/L,两者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冬季的维生素 D 缺乏率和不足率是一年中 高(17.35%和

26.08%)。 
结论 维生素 D 水平在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及冬季时候的 低,应重点监测这几个时间段内儿童体内维

生素 D 水平。 
 
 
PU-0185 

脐带血 DDE 水平对新生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曹露露
1,2,余晓丹

1,2,赵丽
1,2,刘军霞

1,2,邹向宇
1,2,颜崇淮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 
 

 
目的 DDE 是曾经在我国广泛使用的一种有机氯农药。由于其半衰期很长,在环境中持久存在,主要通

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本次研究主要探讨脐带血 DDE 暴露水平及其对新生儿身长､ 体重及头围的影

响。 
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整群抽样原则,选上海市十家医院作为研究基地,以 1600 对健康母子为研究

对象,分娩时收集脐带血,分离得到血清,利用气相色谱电子俘获检测器测定其 DDE 含量。分娩后由

新生儿医生测定新生儿头围､ 身长及体重。 
结果 p, p'-DDE 在脐带血中的检出率为 97.9%,中位数(全距)为 1.85(0.15-31.66)ug/l。新生儿的出生

身长(均数±标准差)为 49.97±1.67cm,出生体重为(均数±标准差)为 3390±411.84 g,出生头围(均数±
标准差)为 34.22±1.35 cm。相关分析统计结果显示 log p, p'-DDE 与新生儿出生身长､ 体重负相关,
但无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亦未发现 log p, p'-DDE 对新生儿身长､ 体重及头围的影

响。 
结论 p, p'-DDE 是广泛存在于脐带血清中的有机氯农药,在本次调查中未发现目前暴露水平对新生儿

生长发育的不利影响。 
 
 
PU-0186 

学龄前儿童神经精神发育状况与家庭饮食行为关系探讨 
 

陈桂霞,谭剑辉,孙小铃,曾国章,刘文龙,杨梅凤,张娟,张微,吴星东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分析城乡学龄前(38 月龄~66 月龄)儿童的神经精神发育状况与家庭饮食行为的关系。 
方法 进行儿童年龄与发育进程评估和家庭饮食行为问卷调查,通过现场讲解和受过培训的学生帮助

家长完成问卷,应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影响因素。 
结果 测试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三版(ASQ-3)【1】

低于界值者占 15.1%(36/239);测试年龄与发育进

程问卷:社交-情绪(ASQ-Se)【2】
高于界值､ 需要进一步关注者占 23.8%(57/239)。ASQ-Se 结果与

ASQ-3 结果进行直线相关回归分结果显示 ASQ-3 的沟通､ 精细动作和个人-社会测试分数越

高,ASQ-Se 结果越好(P 值分别为 0.006､ 0.031､ 0.023)。ASQ-3 的精细动作结果越好,其进餐速度

就越快(P=0.014)。每天玩电子产品时间越长(P<0.01)､ 每天运动时间越少(P=0.014)､ 父亲文化程

度越低(P<0.01),ASQ-Se 总分越低､ 越需要专科干预。 
结论 儿童神经精神发育 ASQ-3 和 ASQ-Se 监测有利于早期识别儿童发育迟缓或偏差问题,给予早期

干预和特殊教育。良好的儿童家庭饮食行为对于儿童神经精神发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减少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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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使用､ 增加运动时间､ 培养良好的进餐行为,有利于改善儿童 ASQ-3 和 ASQ-Se 的监测结果,
为儿童早期神经精神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PU-0187 

厦门市婴幼儿过敏的影响因素研究 
 

陈桂霞,曾国章,孙小铃,史俊霞,张继永,吴星东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探索厦门市婴幼儿过敏性症状的影响因素,制定有效预防措施,指导临床工作,降低过敏风险。 
方法 随机抽取两个社区调查 0~30 月龄婴幼儿母亲及妊娠 28 周以上孕妇,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 
结果 本次调查收集有效婴幼儿家长问卷 391 份,孕妇问卷 74 份,统计两问卷表过敏症状发生率:婴幼

儿､ 孕妇分别为 27.4%､ 27.0%。①孕妇问卷与家长问卷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占 76.3%)。②在进行

卡方检验和 Spearman 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婴幼儿过敏的影响因素有胎儿期

母亲接触吸烟环境､ 使用空气清新剂､ 父母过敏史､ 儿童接触杀虫剂或驱蚊化学品､ 连续 3 天使用

抗生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仅胎儿期母亲使用空气清新剂为负相关。 
结论 胎儿期母亲应当避免接触吸烟环境､ 婴幼儿避免接触杀虫剂或驱蚊化学品､ 避免连续使用抗

生素;有父母过敏史的婴幼儿应当尽早采取预防措施,如可考虑适当使用空气清新剂等,以降低过敏风

险。 
 
 
PU-0188 

调查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的水平,为昆明地区 
儿童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分析提供依据 

 
王美芬,王明英,段金涛,邓成俊,李娟,方佳慧,刘四香,徐苏琦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228 
 

 
目的 调查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的水平,为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分析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昆明地区健康体检的儿童血浆标本 3769 例,采用电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方法检测 25(OH)D 的水平,并在各年龄段及男女性别间做比较 
结果 3769 例儿童中,男性 2210 例,女 1559 例 ,平均年龄 4.99 岁, 总体维生素 D 水平为

88.93±31.28nmol/l,其中男性 90.21±30.40nmol/l,女性 87.12±32.4nmol/l;维生素 D 缺乏 310 例,占
8.22 %维生素 D 不足 1062 例,占 28.18 %,维生素 D 充足 2397 例,占 63.57%。25(OH)D 水平在不

同年龄组间及男女间做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昆明地区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或者缺乏率较高,维生素 D 营养状况不容乐观,进一步需要加强昆

明地区维生素 D 的营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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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9 

NICU 新生儿听力筛查及影响因素的探讨 
 

陈奕冰,李蕊 
长春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30000 

 
 
目的 探讨分析 NICU 新生儿的听力筛查结果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我市在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月间入住我市 NICU 新生儿 200 例以及同期出生的正

常新生儿 200 例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将其分别设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两组新生儿的听力筛查结

果进行分析。 
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的听力筛查未通过率为 18%,显著高于对照组新生儿未通过率的 4%,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中有 79 例早产儿,其中未通过听力筛查者 20 例;新生儿窒息 8 例,其中 6 例

未通过听力筛查。 
结论  NICU 新生儿的听力筛查未通过率远高于正常新生儿,影响其听力筛查的主要因素是早产以及

窒息。 
 
 
PU-0190 

超短波联合 654-2 辅助治疗婴幼儿细菌性肺炎疗效分析 
 

徐娟娟,叶中绿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1.观察统计超短波联合 654-2 对婴幼儿细菌性肺炎的辅助治疗后临床指标的时间变化及 CRP
变化。 
2.观察超短波联合 654-2 对婴幼儿细菌性肺炎的辅助治疗后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双盲临床研究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诊断的的 60 名患儿作为受试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对照组 1 及对照组 2,共 3 组,比例为 1:1:1,给予相应的试验治疗,A 组(试验组),B 组(超短波组),C 组

(山莨菪碱组),每组各 20 例,试验周期 8 天。治疗后分别对患儿咳嗽减轻时间,肺部啰音减轻时间,体
温恢复正常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进行比较。再对 A,B,C 三组的入院前,及入院第 8 天的 CRP 结果

进行对比。 
结果 三组患儿临床指标比较:对三组临床指标(咳嗽减轻､ 肺部啰音消失､ 体温恢复正常以及平均住

院时间)进行比较,研究组〔 3.75±1.51 〕d､ 〔4.30 ±1.38 〕d､ 〔2.85 ±1.26 〕d､ 〔8.10±0.64 〕
d,与对照组 1〔6.75±1.40〕d､ 〔7.45±1.46〕d､ 〔4.10±0.78〕d､ 〔11.90±1.02)d 和对照组 2
〔6.45±1.46  〕d､ 〔 5.8±1.15   〕d､ 〔 4.2±1.23 〕d､ 〔10.05± 0.88〕相比较,明显各项指标均

有减少,研究组临床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三组临床疗效比较:研究组治疗有效率为 90%,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0%及 65%。CRP 差值对比,在研究组为 9.6760 mg/L,对照组 1 为 9.1989 
mg/L ,对照组 2 为 9.1252 mg/L  ,三组差值对比 P>0.05,三组 CRP 下降的程度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结论 超短波联合 654-2 辅助治疗婴幼儿肺炎比单纯使用超短波治疗肺炎或 654-2 治疗肺炎疗效更

显著,临床效果满意。超短波联合 654-2 辅助治疗婴幼儿细菌性肺炎中 C-反应蛋白下降程度与单纯

使用超短波治疗肺炎或单纯使用 654-2 辅助治疗肺炎 CRP 下降的程度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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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1 

瞬态耳声发射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可行性与临床意义 
 

刘迎新,陈奕冰 
长春市妇幼保健计划服务中心 130000 

 
 
目的 探讨应用瞬态耳声发射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可行性与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我市 2015 年 1 月~12 月妇产科可供听力筛查的新生儿 46221 例,使用丹麦生产的

AccuScreen 耳声发射分析仪对 44365 例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筛查结束后分析筛查合格率及未合

格率。 
结果  妇产科可供听力筛查的新生儿共 46221 例,参加初次筛查人数有 44365 例,初筛通过人数为

38364 例,初筛通过率为(86.47%),参与复筛人数为 3144 例,复筛通过 2798 例,复筛的通过率为

89.00%,实际参与筛查例数 47509 例,筛查通过 41162 例,筛查总通过率为 86.64%。 
结论  由于新生儿出现听力障碍的发病率较高,瞬态耳声发射是一种快速､ 有效､ 简便的筛查方式,使
用这种筛查方式的确能起到较为显著的效果,准确的筛查出新生儿可能出现听力障碍的几率,做到早

发现､ 早治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192 

大鼠内质网应激 IRE1α-siRNA 慢病毒载体 
的构建及稳定转染细胞株的建立 

 
崔宁迅,朱雪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构建表达大鼠内质网应激 IRE1α 基因的小分子 RNA(siRNA)的慢病毒载体并建立稳定转染大

鼠肝细胞 BRL (buffalo rat liver)细胞株。 
方法 以大鼠 IRE1α 基因 mRNA 序列作为干扰靶点,设计 4 组靶向 IRE1α 的 shRNA 序列,合成寡核

苷酸,与经过 BamHI､ EcoRI 双酶切后的 GV248 载体连接获得重组慢病毒,通过感染 293T 细胞对慢

病毒进行包装。体外培养大鼠肝细胞,不同浓度嘌呤霉素处理肝细胞,确定嘌呤霉素的 佳筛选浓

度。使用包装好的慢病毒感染肝细胞,应用 Real time-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检测感染后细胞中

IRE1α mRNA 及蛋白的表达情况,筛选出干扰效果 佳的慢病毒组, 佳筛选浓度的嘌呤霉素处理细

胞,建立稳定转染的细胞株。 
结果 经酶切以及基因测序鉴定证明慢病毒载体构建成功。筛选出嘌呤霉素处理 BRL 细胞的 小浓

度为 0.8μg/mL。Real time-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包装后的第一组慢病毒抑制效果 好,
用该组慢病毒感染肝细胞,建立了 IRE1α 沉默的稳定细胞株。 
结论 成功构建表达大鼠 IRE1α-siRNA 的慢病毒载体,它能有效沉默 IRE1α 基因在大鼠肝细胞株中

的表达并建立了稳定转染细胞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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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3 

脑损伤筛查在儿童保健门诊中的应用 
 

仇和喜 
东台市妇幼保健院 224200 

 
 
目的 为了早期发现婴儿脑损伤,并对婴儿脑损伤进行早期诊断和早期康复治疗,从而达到减少残障儿

发生,提高儿童健康素质的目的。 
方法 筛查对象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东台市各儿保门诊进行健康检查的婴儿。 
1.2 筛查培训与管理 
由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对各镇卫生社区服务中心儿童保健医生进行脑损伤筛查工作的培训,并对脑损

伤筛查工作进行统一管理, 把脑损伤筛查工作纳入各镇儿童保健中心工作要求, 定期进行检查考核。 
结果 本次筛查共发现可疑脑损伤 241 例,经市妇幼保健院 0~6 岁儿童神经心理发育检查,查出可疑

患儿 86 例,其中 43 例是 3 个月龄以上的, 直接转送到上级医疗保健单位进行确诊, 目前共确诊脑损

伤 7 例, 小头畸形 3 例, 精神发育迟滞 3 例, 语言发育迟缓 1 例。 
结论 脑损伤筛查方法可靠性高, 简单易学, 费时不多､ 指标明确､ 检查器材易得､ 技术容易掌握, 比
较适合基层应用。另外, 脑损伤家庭监测的 10 条也很适合基层在婴幼儿健康检查门诊时常规进行筛

查和询问。尽管我们对筛出的可疑患儿未能全部跟踪随访到, 从筛查结果看, 我市采用脑损伤监测方

法和脑损伤家庭监测方法, 能够起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婴儿脑损伤的目的, 是行之有效的。 
 
 
PU-0194 

感觉统合训练对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干预效果的评价 
 

秦志强,张晓敏,袁兆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评价感觉统合训练对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临床干预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 月—12 月确诊的 60 例学龄前 ADHD 儿童,随机分为 2 组:干预组和对照组

各 30 例。干预组由专业物理治疗师进行感觉统合训练;对照组不给予任何干预措施。在干预前和干

预后使用 SNAP-IV 量表对两组儿童进行评估;在干预前及每个疗程结束后对干预组进行感觉统合能

力发展评定量表评定。 
结果 干预组儿童 SNAP-IV 分值较对照组有减少(P<0.01);干预组感觉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表的前庭

平衡､ 脑神经､ 触觉防御､ 运动障碍､ 视觉空间形态､ 本体觉的分值较前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其中前庭平衡､ 视觉空间形态 P<0.05,余均<0.01)。 
结论 感觉统合训练对学龄前 ADHD 儿童安全有效,能够改善患儿的 ADHD 症状。 
 
 
PU-0195 

浅谈小儿感冒的预防与护理 
 

胡志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小儿感冒是儿科临床中 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疾病之一。由于小儿免疫力较差,对温度变化等感

知力较弱,因此易于感染感冒等疾病。本文浅谈小儿感冒产生的病因,给予适当的预防措施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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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抽取我院 2017 年 1 月~5 月收治的 120 例感冒患儿进行分析。 
结果 经过治疗后,全部患儿均治愈。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减少了患儿的感冒发病率。 
结论 做好护理与感冒预防工作,能有效减少小儿感冒发病率,让小儿健康成长。 
 
 
PU-0196 

自闭症 新诊断标准引发训练方式选择的思考 
 

宋阳,邵萍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201101 

 
 
目的 自闭症谱系障碍,已成为全世界 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检出率越来越高,也
依赖于诊断工具的不断改进。其诊断工作,各国大都参照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写《精神障碍诊断与

统计手册》与国际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手册》诊断标准。DSM 历经五次改版,2013 年 5 月 18
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对自闭症患者的定义､ 分

类､ 领域､ 诊断特征等做很大修订,这些修订不仅影响自闭症幼儿的诊断,也给他们的训练起到指导

意义。 
方法 通过对新旧诊断标准的比较,突出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从而对症选择更有效的训练方法。 
1 分类的改变 
在 DSM-4 中,自闭症隶属广泛性发育障碍,与自闭症并行诊断有艾森伯格(Asperger)障碍,Rett 障碍

等。DSM-5 中,自闭症谱系隶属神经发育障碍,去除艾森伯格(Asperger)和 Rett 障碍等。新分类标准

出来后,研究者普遍认为,不将自闭症谱系障碍进行更细分类具有积极意义。 
2 诊断标准的改变 
国际上广为人知自闭症三大标准:社交障碍､ 言语交流障碍和刻板行为,都来自 DSM-4 区分。笔者对

DSM-4 诊断类目进行了整理,可看到,DSM-4 诊断立足于对症状的描述。DSM-5 诊断标准相比有很

大变化,由三项标准变成两项,取消语言交流障碍类目,强化社会交往和刻板方式相关类目。 
结果 新诊断标准对社会交往核心障碍的强化,为自闭症康复训练开展带来新启发,通过诊断标准中核

心症状的分析来选择更针对核心障碍的训练方式。 
(1)针对社交情感互动缺陷 。这是自闭症儿童症状中比较难改善的,情感互动的主观性很强,必须是社

交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引出。而且情感的表达要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运用才有意义,所以在训

练方式的选择上,强调现实生活､ 家长参与､ 社交互动的内容会比较有意义。 
(2)针对非语言行为交流缺陷 。传统的训练模式把自闭症社交能力弱归因为语言能力弱,所以重点放

在了语言训练,而对于非语言能力的培养比较忽视。但新的诊断标准提示我们非语言行为的交流缺

陷才是决定性的。所以训练重点之一应放在对非语言能力的培养上。 
(3)针对发展､ 维持和理解人际关系缺陷。这是社会交往能力中较高层次的要求。首先幼儿要学习

与人互动,与人协同合作。在不断的互动中,发展出伙伴关系,并自然地运用于生活中。这需要有系统

地进行社交能力的干预。 
结论 自闭症诊断标准的修改体现了我们对这一疾病的认识逐渐加深,透过患者纷繁复杂的症状,究其

本质核心问题在于社会交往能力的缺失。所以我们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可以综合运用多种训练

方法,但是针对社交能力的训练是绝对不能缺少和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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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7 

一例 Cockayne 综合征的临床及 ERCC8 基因突变特征 
 

马秀伟,封志纯,朱丽娜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 Cockayne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 影像学和 ERCC8 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经基因检测确诊的 Cockayne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以及应用目标序

列捕获和第二代测序技术检测患儿相关基因,并采用 Sanger 测序验证突变位点的结果,并对其父母

､ 姐姐样本进行突变位点的序列分析。 
结果 女性患儿,7 岁,主要临床表现为精神运动发育迟滞､ 生长发育障碍､ 特殊面容､ 光敏性皮炎､

痉挛性瘫痪､ 小脑共济失调;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半卵圆中心､ 脑室旁白质对称脱髓鞘改变,小脑萎

缩;二代测序结果显示患儿 ERCC8 基因外显子区域两处杂合突变点 c.397C>T 和 c.394_398del,分
别引起氨基酸变化 p.Q133X 和 p.L132fs,Sanger 测序结果显示 2 个突变分别来源于母亲和父亲,为
复合杂合突变。c.394_398del 位点已报道为致病突变,c.397C>T 为首次报道。 
结论 二代测序技术可准确检测 Cockayne 综合征的 ERCC8 基因突变,本研究扩大了中国 Cockayne
综合征患者的基因突变谱。 
 
 
PU-0198 

多学科合作开展 NICU 出院高危儿综合管理的效果评价 
 

田园,张宇鸣,王瑜,冯金彩,于广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分析多学科合作的随访和早期综合干预对 NICU 出院高危儿神经精神发育结局的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和比较 1999.1-2012.12,以及 2013.1-2016.6 期间,在上海市儿童医院 NICU 出院后纳

入高危儿整合门诊接受随访的高危儿发育情况,并通过前瞻性干预对照研究,评价多学科合作开展随

访和早期干预,对 NICU 出院早产儿神经精神发育结局的影响。 
结果 1999.1-2016.6 累计登记随访 NICU 出院高危儿 1366 例,两个阶段中的高危儿随访至 12､ 18
月龄段时,接受规范化管理和早期干预的高危儿,各能区的发育异常发生率显著降低。干预对照研究

表明 NICU 出院早产儿接受规范随访和早期干预后,在矫正 18 月龄时较好的实现了追赶生长。 
结论 NICU 出院高危儿,接受规范化随访管理能够有效改善预后,新生儿､ 儿童保健､ 康复专业医生

组成多学科合作团队,开展全面､ 全程的发育监测和早期综合干预是高危儿管理的趋势。 
 
 
PU-0199 

母孕期和婴儿早期钙补充对婴儿 BMI 及肠道菌群的影响 
 

昌雪莲
1,尚弈

3,刘雅静
2,李苹

1,王源源
1,梁爱民

1,齐可民
1 

1.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3.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钙缺乏与肥胖发生密切相关。本文旨在探讨母孕期和婴儿早期钙补充对婴

儿 BMI 及肠道菌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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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队列研究设计,以 2015 年 5 至 10 月北京两个区妇幼保健院建档的 1752 名健康孕产妇及

其婴儿(母乳喂养)为对象。利用问卷调查了解母亲孕期及婴儿早期的基本情况及钙和维生素 D 的补

充状况;记录婴儿出生及 6 月龄的身长､ 体重及 BMI 值。同时,采集 6 月龄时的粪便,采用 16sDNA-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测定肠道菌群。 后,比较母孕期和婴儿期钙补充组与非补充组(对照组)之
间婴儿出生和 6 月龄时 BMI 和肠道菌群的差异。 
结果 母孕期钙补充婴儿出生及 6 月龄身长(50.65±2.20 cm,69.43±2.88 cm)､ 体重(3.50±1.19 
kg,8.64±1.12 kg)､ BMI 值(13.64±0.52,17.88±0.23)均明显高于非补充组

(49.81±2.10,67.82±2.55)(3.29±0.57,8.17±1.01)(13.24±0.47,17.75±0.16)(P<0.001);而婴儿肠道菌

群构成未见显著差异(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母孕期补钙或非补钙情况下,出生后婴儿同

时补钙和维生素 AD 组 6 月龄的 BMI 值(17.88±0.69,17.94±2.18)与单独补充维生素 AD 组

(17.69±0.89,17.62±1.56)之间无差异;但出生后至 6 月龄 BMI 增量在婴儿同时补钙和维生素 AD 组

均显著高于单独补充维生素 AD 组,分别增加了 0.47 和 0.69(P<0.05)。同时发现,无论是母孕期补钙

或非补钙情况下,婴儿同时补钙和维生素 AD 组粪便中乳酸杆菌属含量(21.04±4.68,24.74±7.32)较单

独补充维生素 AD 组(16.13±2.34,14.64±3.71)有所升高(P<0.05);双岐杆菌属含量无变化。Logistic
回归分析证实,孕期补钙可影响新生儿身高[β=0.176;OR=1.108;95%CI= (1.085,1.131)],体重

[β=0.235;OR=1.206;95%CI= (1.101,1.325)]及 BMI 值[β=0.335;OR=1.238;95%CI= 
(1.172,1.453)]。而孕期补钙组婴儿期补钙可增加婴儿体重及 BMI 值[β=0.163;OR=1.175;95%CI= 
(1.027,1.325)]。 
结论 应鼓励孕期补钙,促进胎儿自身的生长发育。出生后婴儿早期即给予钙补充可引起 BMI 增加过

快,并促进肠道乳杆菌生长,这可能是后期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这一结论,仍需要继续随访观察 BMI
变化和肥胖发生情况。 
 
 
PU-0200 

第二代测序技术诊断球形细胞脑白质营养不良 1 例 
 

马秀伟,朱丽娜,封志纯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球形细胞脑白质营养不良(Krabbe 病)患儿的临床､ 影像学和 GALC 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经基因检测确诊的 Krabbe 病患儿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应用目标序列捕获

和第二代测序技术检测患儿的相关基因,采用 Sanger 测序验证患儿的突变位点,并对其父母亲样本

进行突变位点的序列分析。 
结果 本例 Krabbe 病患儿为晚发婴儿型,主要临床表现为精神运动发育倒退､ 抽搐。头颅 MRI 显示

双侧脑室后角旁白质､ 胼胝体压部､ 内囊后肢对称性长 T1 长 T2 信号。二代测序结果显示患儿

GALC 基因第 15 外显子 1 个杂合突变 c.1832T>C 和第 9 外显子 1 个杂合突变 c.979T>G,分别引起

氨基酸变化 p.L611S 和 p.F327V,为复合杂合突变。Sanger 测序结果显示 2 个突变分别来源于母亲

和父亲,c.1832T>C 已有报道,c.979T>G 为首次报道。 
结论  通过二代测序技术可以准确检测出 Krabbe 病的 GALC 基因突变,可协助临床诊断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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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1 

126 例晚期早产儿母亲中医体质调查分析 
 

申量
1,熊霖

2 
1.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2.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目的 了解晚期早产儿母亲中医体质类型分布情况,为预防早产提供思路。 
方法 随机抽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之间在我院分娩的晚期早产儿 126 例,采用中华中医药

学会颁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对其母亲进行问卷调查､ 体质评估。 
结果  126 例晚期早产儿母亲体质中阳虚质占 25.84%,气虚质占 21.91%,与平和质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偏颇质占 82.54%,与平和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早产儿母亲

中偏颇体质较多,阳虚质和气虚质为早产儿母亲的多发体质。对育龄妇女孕前保健时有必要了解中

医体质类型,对偏颇体质及早干预,使其达到平和状态,对预防早产的发生有意义。 
结论 早产儿母亲中偏颇体质较多,阳虚质和气虚质为早产儿母亲的多发体质。对育龄妇女孕前保健

时有必要了解中医体质类型,对偏颇体质及早干预,使其达到平和状态,对预防早产的发生有意义。 
 
 
PU-0202 

维生素 A､ E 和反复呼吸道感染 
 

东利娟,李秋实,刘洋阳,仰曙芬 
儿内科 150000 

 
 
目的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是常见脂溶性维生素,在日常生活中其参与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同时现今

有研究表明其在儿童生长发育阶段存在对免疫力方面的影响,此次文章主要探讨维生素､ A､ E 对小

儿常见疾病如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影响,同时探讨其在感染患儿中对疾病康复存在的意义,以更好地指

导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治疗,促进疾病的康复,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预防干预措施减少儿童反复

呼吸道道感染的发病,以降低儿童疾病给予患儿家属及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 
方法 查阅 新相关维生素 A､ E 研究文献进展,将所有与儿童发育免疫机制相关内容做以总结,同时

将各种机制做以联系和分析,对维生素 A､ E 和反复呼吸道感染之间相关性进行归纳。 
结果 维生素 A 在以下方面影响免疫功能:(1)天然免疫系统(维生素 A 和黏蛋白合成相关性)在人气管

支气管上皮细胞中,视黄酸(RA)的添加可恢复粘液分化,并诱导粘蛋白基因 MUC2,MUC5AC 和

MUC5B 的表达,调节细胞膜稳定性,为抵抗病原体提供保护性屏障,同时维生素 A 可通过调节细胞因

子和表皮因子影响黏蛋白表达。(2)适应性免疫(维生素 A)维生素 A 可以增强 DC(树突状细胞)成熟

和功能,包括抗原加工和呈递能力;维生素 A 可以调节 Th1 和 Th2 细胞比例进而影响细胞免疫。维生

素 E 和免疫功能相关联系:(1)维生素 E 可以涉及不饱和脂质膜的保护,防止可能氧化,被认为屯溪细

胞群体和免疫刺激剂的活化剂;(2)维生素 E 补充可以提高溶菌酶活性,促进吞噬细胞等免疫功能发挥,
同时其激活补体替代途径活性,促进免疫功能发挥;(3)维生素 E 可以诱导 T 细胞的活化,改变 CD4 和

CD8 比例影响免疫功能发挥。 
结论 维生素 A､ E 在机体多方面影响免疫功能发挥,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其免疫功能存在异常,通过

生活中维生素的补充我们可以发现其可以促进儿童免疫系统发育,减少儿童感染性疾病发生率,在对

部分儿童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提倡给予婴幼儿补充维生素 A､ E 以减少后期儿童

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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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3 

幼儿辅食添加及饮食习惯与构音问题之间关系研究 
 

寇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对构音有问题排除器质性的幼儿辅食添加及饮食习惯的研究,探讨幼儿时期辅食添加以及

饮食习惯与幼儿口腔咀嚼能力的关系,进而影响儿童发音以及构音问题。 
方法 选择因发音不清楚来我科门诊就诊的构音幼儿 50 例,排除器质性构音障碍。常规保健查体无构

音障碍幼儿 50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对比两组幼儿辅食添加时间及饮食习惯。结果:有构音

问题幼儿中,未及时添加辅食比例更高,饮食软硬比例高,咀嚼能力差比例高。与无构音障碍儿童比较,
差异明显(P<0.05)。 
结果 幼儿时期辅食添加及饮食习惯已经成为了儿童构音问题的原因之一。所以在幼儿时期要按时

添加辅食､ 良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不同质地的食物都需要正确添加,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而影响儿童发音以及构音问题。 
结论 幼儿时期辅食添加及饮食习惯已经成为了儿童构音问题的原因之一。所以在幼儿时期要按时

添加辅食､ 良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不同质地的食物都需要正确添加,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而影响儿童发音以及构音问题。 
 
 
PU-0204 

2845 例 0~42 月小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测查结果分析 
 

华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了解武汉地区 0~42 月小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状况,探讨影响小儿神经系统发育的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北京妇幼保健院修订的《0~6 岁儿童发展诊断法》(Gesell),对武汉市汉阳区､ 汉口区､ 武

昌区 2845 例婴幼儿进行神经心理行为发育评估。 
结果 武汉市三个地区婴幼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无区域性统计学差异;2845 例婴幼儿在动作能､ 应物

能､ 言语能､ 应人能 4 个能区总的发育商均值为 77.29±0.54､ 77.40±0.53､ 75.12±0.62､
83.13±0.50。 
结论 针对各月龄中各能区的发育情况,着重训练相关薄弱的能区,从而全面提高婴幼儿心理行为发育

水平。 
 
 
PU-0205 

早产母乳中宏量营养成分含量及相关因素的分析 
 

唐艺玮,陈佳,向龙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6 

 
 
目的 探讨早产儿母乳中宏量营养成分的变化及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队列研究的方法,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分娩产妇 80 人

(其中早产产妇 34 人),收集分娩后 3-5d､ 12-14d､ 1 月､ 3 月和 6 月的母乳共 358 份,采用 MIRIS 
HMA 母乳分析仪测定母乳中宏量营养素及能量,并于分娩后 1 月对乳母进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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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DS)评估,比较乳母不同分娩方式､ 不同泌乳阶段､ 不同孕周､ 不同产后情绪间母乳营养成分的

差异。 
结果 (1)初乳中顺产组的母乳中蛋白质和总固体含量显著高于剖宫产组(P<0.05),过渡乳和成熟乳中

脂肪､ 蛋白质､ 乳糖､ 总固体､ 能量在顺产､ 剖宫产两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2)早产母乳中蛋白

质含量:初乳>过渡乳>成熟乳,差异有显著性(P<0.05)。(3)早产初乳中蛋白质显著高于足月初乳

(P<0.05);早产成熟乳中脂肪､ 蛋白质､ 乳糖､ 总固体､ 能量和足月成熟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4)
≤30 周组早产初乳中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 30-33 周组和 34-36 周组(P<0.05);≤30 周组早产初乳中

能量显著低于 30-33 周组和 34-36 周组(P<0.05);30-33 周组早产成熟乳中蛋白质和能量均显著高于

≤30 周组和 34-36 周组(P<0.05)。(5)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总分≥13 分组成熟乳中脂肪､ 蛋

白质､ 能量均显著低于 EPDS 总分≤12 分组(P<0.05)。 
结论 早产初乳､ 过渡乳､ 成熟乳宏量营养成分差异显著;不同孕周早产母乳宏量营养成分亦存在差

异;乳母产后情绪对母乳营养成分有较大影响。 
 
 
PU-0206 

婴儿营养性铁缺乏与辅食添加时机的相关性研究 
 

杨舒,王畅,王若思 
昆明市延安医院 650051 

 
 
目的 观察婴儿营养性铁缺乏与辅食添加时机的关系,为婴儿科学喂养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保健门诊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 1520 例满 6 个月龄到我科行健康体检婴儿进行血常

规检查,比较不同喂养方式及辅食添加时机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按照喂养方式分为满 4 月龄添

加辅食组 693 例与未添加组 827 例,比较这两组婴儿缺铁性贫血发生率。 
结果 满 4 月龄添加辅食组贫血患病率 9.86%;铁缺乏发生率 17.45%,未添加辅食组贫血患病率

21.33%,铁缺乏发生率 48.6%。 
结论 WHO 推荐应纯母乳喂养 6 个月,6 个月龄时添加辅助食品。本研究发现延长完全母乳喂养与缺

铁性贫血高度相关,4 月龄以上婴儿完全母乳喂养的有铁缺乏的风险。认为 4 月龄合理添加富铁辅食

是有效预防 6 月龄婴儿缺铁性贫血的发生的关键。 
 
 
PU-0207 

18 月龄幼儿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神经发育的临床观察 
 

熊淑英 
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 518045 

 
 
目的 探讨 18 月龄幼儿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对神经发育的影响。 
方法 对 1283 例 18 月龄幼儿进行血清维生素 D 含量检测,将其分为缺乏､ 不足､ 正常组;采用上海

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0~6 岁发育筛查测验 (DST),比较三组幼儿发育商(DQ)和在运动､ 社会适应､ 智

力能区的差异。 
结果 �1.18 月龄幼儿血清维生素 D 缺乏､ 不足､ 正常率分别为 3.35%､ 30.16%､ 66.48%,不同性

别幼儿血清维生素 D 的分布 ( 缺乏､ 不足､ 正常)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2.维生素 D 缺乏组在智力能区得分低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对幼儿的神经心理发育有不良影响,应及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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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8 

初探西藏地区 3698 例藏族健康儿童血常规参考值 
 

德吉美朵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为今后建立西藏地区健康儿童血常规正常值提供基线数据。 
方法 1､ 2015~2016 年选取 2~13 岁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进行儿童保健体检检测血常

规的藏族儿童及“三病筛查”项目中调查的健康藏族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检测统一在西藏自治区人民

医院检验科同一参比试验条件下专人进行检测工作。检测及研究指标为血常规白细胞､ 红细胞､ 血

红蛋白､ 红细胞压积､ 血小板等 24 项。统计方法使用百分位数法计算 95%医学参考值范围(双
侧,P2.5-P97.5)。 
结果 白细胞:(3.79-11.38)×109 g/L,红细胞:(4.35-5.84)×1012 g/L､ 血红蛋白:( 106.00-157.00)､ 红细

胞压积:33.30-45.90､ 血小板:(173.98-449.10)×109 g/L。 
结论 了解 2~13 岁健康藏族儿童血常规 95%百分位数,将为今后建立西藏地区健康儿童血常规正常

值提供基线数据。 
yes';font-family:宋体;color:rgb(0,0,0);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0.0000pt;" >g/L､ 血红

蛋白:( 106.00-157.00)､ 红细胞压积:33.30-45.90､ 血小板:(173.98-449.10)×109 g/L。 
 
 
PU-0209 

2012-2015 年长春市城区示范幼儿园 儿童体检结果分析 
 

刘迎春,胡锦华,姜华,聂晶,杨旭 
长春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30051 

 
 
目的 了解长春市城区示范幼儿园五官保健状况,为进一步规范幼儿园儿童保健管理工作,促进儿童身

心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以 2012-2015 年,长春市城区示范幼儿园 6 岁以下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专业方法对儿童的视

力､ 口腔､ 听力等健康状况进行筛查,筛查资料分析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受调查的儿童在 2012 至 2015 年,视力筛查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5.78%,8.04%,6.65%,6.53%,有
下降趋势。龋齿检出率分别为 63.85%,68.38%,64.62%,64.69%,虽有下降趋势,但检出率较高。听

力筛查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9.89%,11.86%,9.91%,10.99%,有上升趋势。 
结论 龋齿防治是幼儿园儿童保健的重点,视力保健应进一步加强,儿童听力保健不容忽视。加强幼儿

园儿童的视力､ 口腔､ 听力等健康状况筛查,尽早发现儿童常见疾病,及早进行治疗和干预。在进行

幼儿园五官保健宣传的同时结合有趣的儿歌､ 韵律操等,促进儿童认知水平发展,逐渐培养儿童的良

好卫生习惯,对于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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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0 

 拉萨地区藏族健康儿童 3678 名静脉血白细胞系临床探讨 
 

索朗卓玛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为了解拉萨地区健康儿童血常规白细胞系,采集 3678 名藏族健康儿童静脉血进行白细胞系检

测。 
方法 1､ 2015~2016 年选取 2~13 岁藏族健康儿童 3678 名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进行

儿童保健体检作为研究对象。并采集静脉血 1ml 有我院检验科在检测同一参比试验条件下专人进行

检测工作。检测及研究指标为血常规白细胞系､ 中性细胞粒比率､ 淋巴细胞粒比率､ 单核细胞粒比

率､ 嗜酸性粒细胞比率､ 中性粒细胞数､ 淋巴细胞数､ 单核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 9 项。统计方法使

用百分位数法计算 95%医学参考值范围(双侧,P2.5-P97.5)。 
结果 白细胞:(3.79-11.38)×109 g/L,中性细胞粒比率 22.02-64.80%.淋巴细胞粒比率 27.1-71.11%､
单核细胞粒比率 0.19-9.40%､ 嗜酸性粒细胞比率 0.40-7.51%､ 中性粒细胞数 1.09-6.42%､ 淋巴细

胞数 1.73-5.99 109 g/L､ 单核细胞 0.10-0.729 g/L､ 嗜酸性粒细胞 0.03-0.529 g/L､ 嗜碱性粒细胞

0.01-0.089 g/L。 
结论 藏族健康儿童静脉血白细胞系在 95%百分位数,儿童静脉血白细胞系 9 项与儿科学第 8 版将比

较有差异;有待扩大样本量做进一步分析。 
 
 
PU-0211 

 拉萨地区藏族健康儿童静脉血血小板各值临床探讨 
 

次旦卓嘎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为了解拉萨地区健康儿童血小板各值,采集 3678 名藏族健康儿童静脉血进行血小板各值检

测。 
方法 1､ 2015~2016 年选取 2~13 岁藏族健康儿童 3678 名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进行

儿童保健体检作为研究对象。并采集静脉血 1ml 有我院检验科在检测同一参比试验条件下专人进行

检测工作。检测及研究指标为静脉血血小板各值､ (血小板､ 血小板分布宽度､ 平均血小板体积､

大型血小板比率､ 血小板压积)。统计方法使用百分位数法计算 95%医学参考值范围(双侧,P2.5-
P97.5)。 
结果 血小板 173.98-449.10 109 g/L､ 血小板分布宽度 6.98-16.40 fL､ 平均血小板体积 7.22-
43.70 fL､ 大型血小板比率 5.32-12.30 %､ 血小板压积 0.17-0.42。 
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0.0000pt;" >血小板分布宽度､ 平均血小板体积､ 大型血小板比率

､ 血小板压积)。统计方法使用百分位数法计算 95%医学参考值范围(双侧,P2.5-P97.5)。 
结论 藏族健康儿童静脉血血小板各值在 95%百分位数,儿童静脉血血小板各值与儿科学第 8 版将比

较有差异;尤其是血小板值在 449.10 109 g/L 考虑与高原缺氧环境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eight:normal;font-size:12.0000pt;mso-font-kerning:0.0000pt;" >､ 血小板压积)。统计方法使用百分

位数法计算 95%医学参考值范围(双侧,P2.5-P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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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2 

拉萨地区藏族健康儿童 3678 名静脉血红细胞系临床探讨 
 

次旦旺姆 
西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850000 

 
 
目的 为了解拉萨地区健康儿童血常规红细胞系,采集 3678 名藏族健康儿童静脉血进行红细胞系检

测。 
方法 1､ 2015~2016 年选取 2~13 岁藏族健康儿童 3678 名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进行

儿童保健体检作为研究对象。并采集静脉血 1ml 有我院检验科在检测同一参比试验条件下专人进行

检测工作。检测及研究指标为血常规红细胞系､ 红细胞､ 血红蛋白､ 红细胞压积､ 红细胞平均体积

､ 平均血红蛋白量､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红细胞分布宽度 SD 值､ 红细胞分布宽度 SD 值､ 红细胞

分布宽度 CV 值 9 项。统计方法使用百分位数法计算 95%医学参考值范围(双侧,P2.5-P97.5)。 
结果 红细胞 4.35-5.841012 g/L､ 血红蛋白 106.00-157.00g/L､ 红细胞压积 33.30-45.90､ 红细胞平

均体积 64.49-85.40fL､ 平均血红蛋白量 20.09-29.70pg､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307.20-369.00g/L､
红细胞分布宽度 SD 值 33.50-42.71%､ 红细胞分布宽度 SD 值､ 红细胞分布宽度 CV 值 11.90-
17.11。血红蛋白量､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红细胞分布宽度 SD 值､ 红细胞分布宽度 SD 值､ 红细

胞分布宽度 CV 值 9 项。统计方法使用百分位数法计算 95%医学参考值范围(双侧,P2.5-P97.5)。 
结论 藏族健康儿童静脉血红细胞系在 95%百分位数,儿童静脉血红细胞系 9 项与儿科学第 8 版将比

较有差异;尤其是血红蛋白值在 169g/L 考虑与高原缺氧环境所致血液粘稠度增高有关,有待进一步探

讨。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红细胞分布宽度 SD 值､ 红细胞分布宽度 SD 值､ 红细胞分布宽度 CV 值

9 项。统计方法使用百分位数法计算 95%医学参考值范围(双侧,P2.5-P97.5)。 
 
 
PU-0213 

宜昌地区 0-6 岁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李文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443003 

 
 
目的 分析探讨 0-6 岁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及家庭预防哮喘的急性发作提出对

策。 
方法  对我院门诊就诊的 0-6 岁儿童哮喘病人 110 例(观察组) 和选取同期来院的无喘息发作史的 0-
6 岁儿童 110 例(对照组) 进行研究分析。 
结果 影响 0-6 岁儿童哮喘的单因素危险因素变量包括性别､ 食物过敏史､ 吸入性过敏史､ 呼吸道感

染､ 家族过敏史､ 湿疹史､ 过敏性鼻炎史､ 被动吸烟(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食物过敏史､ 呼吸道感染､ 家族过敏史､ 湿疹史､ 过敏性鼻炎史､ 被动吸烟这 6 个因素是 0-6 岁儿

童哮喘发作的主要危险因素(P<0.05)。 
结论 食物过敏史､ 呼吸道感染､ 家族过敏史､ 湿疹史､ 过敏性鼻炎史､ 被动吸烟均是 0-6 岁儿童哮

喘急性发作的危险因素,患儿家属及临床工作者重视这些危险因素,同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干预,对
于哮喘急性发作的预防具有重要的临床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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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4 

22 例小儿川崎病的护理体会 
 

罗玲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小儿川崎病(KD)的临床护理方法。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川崎病患儿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中的临床

护理措施。 
结果 川崎病是儿科较为严重的一种疾病,其临床症状及引起的心血管病变,均会给患儿造成严重的损

害,因此,护士在临床工作中,要严密监测患儿的情况,并根据病情实施有效合理的护理措施,从而减轻

患儿的病痛,促进其尽快康复。22 例川崎病患儿经过我科的积极治疗,通过加强高热及饮食护理､ 口

腔护理､ 皮肤黏膜护理､ 药物治疗护理､ 及预防并发症等有效的护理措施,并对患儿及家长进行健

康心理指导,均康复出院,无一例并发症发生。 
结论 对于川崎病患儿有效合理的护理是缩短病程是提高治愈率的有效方法。 
 
 
PU-0215 

儿童保健门诊婴幼儿早期干预后的效果随访 
 

林桂秀
1,陈燕惠

1,殷晓荣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保健门诊婴幼儿早干预后的后续效果。 
方法 在我院儿科保健门诊婴幼儿早期干预指导的档案中随机抽取自愿参加婴幼儿早期干预指导连

续 9 个月以上的 32 名婴幼儿为随访研究组,并从干预指导档案记录中提取参加早期干预前和连续干

预 9 个月后发育商(DQ)测评的总值。对照组选择与随访研究组的基本条件相同的儿童,无但因各种

原因无法连续参加参加早期干预指导的婴幼儿,并且有基础发育商(初级发育商 DQ)和 9 个月后的发

育商(DQ)的测验记录。随访研究组和对照组儿童早期干预结束 5 年后进行韦氏幼儿智力或韦氏儿童

智力测评。 
结果 随访研究组儿童 IQ 值比对照组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4, P<0.05), 而且 IQ 值的提高与

DQ 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R=0.742,  P>0.01)。 
结论 早期干预指导对儿童智力发展有良好的效果。 
 
 
PU-0216 

快速自动命名和快速交替刺激测试(RAN/RAS Tests) 
学龄前本土化常模的研究 

 
张敏(小),解雅春,杨蕾,洪琴,童梅玲,池霞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建立学龄前本土快速命名(RAN)测试常模。 
方法 本研究通过采用随机分层抽样调查方法,利用本土化后的 RAN 和快速交替刺激测试(RAS)测试

对南京市区 8 所幼儿园的 314 名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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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采取随机分层抽样法抽取 314 名儿童(男 156 名,女 160 名)进行测试,分为四个年龄组,性别比

为 1:1.01;2)不同性别测试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个年龄组各个条目得分,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逐渐下降(P<0.001)3)时间信度相关系数范围为 0.92~0.95,测试者重测信度相关系数范围为

0.98~0.99,效度检测提示两两相关系数均 P<0.001。 
结论 本土化后的 RAN/RAS 测试各指标有着显著的年龄梯度,符合发育规律,可作为国内发展性阅读

障碍的早期评估的工具。 
 
 
PU-0217 

孤独症婴幼儿图片测验分析 
 

龚俊,邹时朴,李维君,钟云莺,邱晓露,刘冬梅,钟霞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孤独症婴幼儿图片测验作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筛查量表在江西省适用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方法 1)通过当场填写的方式,对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在江西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接受

常规体检或诊治的 18-56 月龄儿童进行婴幼儿图片测验调查; 
2)选取江西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诊断的 56 月龄以下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为病例组,以在我科就诊

的全面性发育迟滞和常规体检的正常儿童为对照组,其中孤独症谱系障碍是采用 CARS 量表结合美

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DSM-V)诊断;全面性发育迟缓是采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DSM-V)诊断;正
常儿童是采用丹佛发育筛查量表(DDST)来筛选。三组间保持人口学特征(性别､ 年龄)具有可比性。 
4)对孤独症婴幼儿图片测验进行条目分析､ 信效度､ 灵敏度､ 特异度等检验。 
结果 1)共测验 181 人,其中孤独症谱系障碍组男孩 81 名,女孩 9 名,年龄 33.53±8.382 月(18∽56 月);
全面性发育迟缓组男孩 26 名,女孩 6 名,年龄 37.47±10.389;正常儿童组男孩 41 名,女孩 18 名,年龄

31.93±7.631 月。 
2) PASS-IT 中文版的 Cronbach a 系数 0.739;经过 Spearman-Brown 修正后的分半信度系数为

0.76。 
3)各条目分和量表总分的 spearman 相关分析:条目 1､ 2､ 3､ 4､ 5､ 6､ 7､ 8､ 9､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的 P 值均<0.01(除条目 15 的 P 值<0.05),具有较好

的内容效度,但是条目 10､ 11､ 21 的内容效度较差。 
4)鉴别效度:用 K-w 检验对各项目的评分进行三组之间比较:条目 1､ 2､ 3､ 4､ 5､ 6､ 7､ 8､ 9､ 12
､ 13､ 14､ 16､ 17､ 18､ 19､ 20､ 23､ 24､ 25 的 P 值<0.01,鉴别效度较好;条目 10､ 11､ 15､
21､ 22 的鉴别效度较差。 
三组总分比较及两两多重比较,孤独症谱系障碍组和精神发育迟缓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值<0.01;
孤独症谱系障碍组和正常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精神发育迟缓组和正常组之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1。 
5)灵敏度 100%,特异度 3.3%,阳性预测值 50.6%,阴性预测值 100%。 
结论 孤独症婴幼儿图片测验分析是一种适合医疗保健机构应用的孤独症谱系障碍筛查量表,信效度

较好,能有效发现疑似孤独谱系障碍的患儿,但少数条目需要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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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8 

雾化吸入疗法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发作的研究进展 
 

闫立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小儿哮喘是儿科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控制哮喘发作,减轻临床症状。目

前大量研究表明,雾化吸入疗法是治疗小儿哮喘 安全,有效的方法。近几年来雾化吸入疗法方式､

用药､ 护理等有了进一步发展,现将吸入疗法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发作的 新研究作一综述 
方法 小儿哮喘是儿科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控制哮喘发作,减轻临床症状。目

前大量研究表明,雾化吸入疗法是治疗小儿哮喘 安全,有效的方法。近几年来雾化吸入疗法方式､

用药､ 护理等有了进一步发展,现将吸入疗法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发作的 新研究作一综述 
结果 小儿哮喘是儿科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控制哮喘发作,减轻临床症状。目

前大量研究表明,雾化吸入疗法是治疗小儿哮喘 安全,有效的方法。近几年来雾化吸入疗法方式､

用药､ 护理等有了进一步发展,现将吸入疗法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发作的 新研究作一综述。 
结论 小儿哮喘是儿科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控制哮喘发作,减轻临床症状。目

前大量研究表明,雾化吸入疗法是治疗小儿哮喘 安全,有效的方法。近几年来雾化吸入疗法方式､

用药､ 护理等有了进一步发展,现将吸入疗法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发作的 新研究作一综述 
 
 
PU-0219 

Infant Sleep Coaches: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Directions 
 

Wang Guanghai,Jiang Yanrui,Lin Qingmin,Zhu Lixia,Deng Yujiao,Jiang Fa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Sleep disturbances occur in 20-30% of young children aged 0 to 3 years and result in 
negative outcomes, but professional service in child healthcare system is pretty scarce. Therefore, 
there are emerging sleep coaches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study aimed to depict the definition 
and practice of sleep coaches and introduce the statement of Society of Behavioral Sleep 
Medicine (SBSM) on sleep coaches, and discuss the future directions. 
Methods Review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advertising on sleep coaches and mak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Sleep Coaches are also called sleep consultants who provide education, advice, and 
support to families struggling with behavioral childhood sleep problems. Many focus on 
addressing concerns in young children, but others also provide services to old children and adults. 
Currently, there are no regulatory bodies in China, America or other countries that oversee or 
certify sleep coaches, while there are independent training programs that provide an avenue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sleep coaches. Sleep coaches may or may not be licensed professionals.  
Conclusions While sleep coaches help to bridge the service gap for behavioral sleep 
disturbances in young children and disseminate sleep knowledge, they require more training on 
pediatric sleep medicine and official certification and regularity for their practice. Parents are 
recommended caution in using sleep c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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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0 

2012-2015 年长春市城区示范幼儿园 儿童体检结果分析 
 

刘迎春,胡锦华,姜华,聂晶,杨旭 
长春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30051 

 
 
目的 了解长春市城区 20 所示范幼儿园五官保健状况,为进一步规范幼儿园儿童保健管理工作,促进

儿童身心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以 2012 年-2015 年,长春市城区 20 所示范幼儿园 6 岁以下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专业方法对

儿童的视力､ 口腔､ 听力等健康状况进行筛查,筛查资料分析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受调查的儿童在 2012 至 2015 年,视力筛查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5.78%,8.04%,6.65%,6.53%,有
下降趋势。龋齿检出率分别为 63.85%,68.38%,64.62%,64.69%,虽有下降趋势,但检出率较高。听

力筛查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9.89%,11.86%,9.91%,10.99% ,有上升趋势。 
结论 论:龋齿防治是幼儿园儿童保健的重点,视力保健应进一步加强,儿童听力保健不容忽视。在进行

幼儿园五官保健宣传的同时结合有趣的儿歌､ 韵律操等,促进儿童认知水平发展,逐渐培养儿童的良

好卫生习惯,对于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有意义。 
 
 
PU-0221 

北京市局部地区儿童疫苗接种现况分析 
 

祁祯楠
1,齐建光

1,王官军
2,高志英

3,梁卫兰
1,迟春花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十堰市太和医院 

3.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了解北京市儿童疫苗接种现况,为改善儿童预防接种服务､ 加强儿童初级卫生保健､ 推进儿童

分级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于 2016 年 3 月至 4 月间,选取同期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院组)及北京

市西城区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组)儿童保健门诊进行疫苗接种的儿童家长开展问卷调查,采
集人口学资料､ 疫苗缓种情况､ 接种后不良反应､ 对疫苗接种服务满意度､ 二类疫苗知晓率､ 知晓

种类及知晓途径､ 二类疫苗接种意愿､ 二类疫苗接种顾虑等信息。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共收集有效问卷 266 份,其中医院组 99 份,社区组 167 份。家长认为出现过疫苗缓种的儿童占

31.6%,医院组儿童疫苗缓种率明显高于社区组,尤其是医院组进行疫苗接种的儿童因疾病原因所致

缓种的比例明显高于社区组(P<0.05)。家长认为疫苗接种后出现过不良反应的儿童占 19.2%,医院

组明显高于社区组(P<0.01)。家长对儿童疫苗接种服务“非常满意”167 例(62.8%),“满意”92 例

(34.6%),医院组和社区组无明显差异。知晓第二类疫苗的家长占 74.4%,医院组高于社区组

(P<0.01)。有 72.5%的家长愿意给儿童接种二类疫苗,且北京户口儿童､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儿

童家长二类疫苗接种意愿更强。家长不愿给儿童接种二类疫苗的主要顾虑是“担心二类疫苗质量无

法保障”和“担心存在不良反应”。 
结论 家长对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体满意度较高。儿童疫苗接种的健康宣教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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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2 

通过磁珠耳穴贴压缓解维吾尔族儿童 
分离焦虑情绪的交叉实验研究 

 
孙大磊

1,李伯琦
1,曹敏

2,王璇
1,刘佳

1,热甫卡提·地力毛拉提
1,刘奕杉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尝试在幼儿园利用磁珠耳穴贴压方法辅助缓解儿童的分离焦虑情绪并分析其效果。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儿童随机分成两组,并运用方法 A(磁珠耳穴贴压+教师疏导)和方法 B (教师疏

导)分别进行两个阶段的治疗。在第一次缓解治疗中,第 1 组使用方法 A,第 2 组使用方法 B。在第二

次缓解治疗中,两种方法互换,从而完成了两种方法的交叉实验研究,并在研究中记录所有参与患儿的

平均心率､ 不配合时间,并据此进行两种方法的比较。 
结果 使用方法 A 的儿童平均心率小于使用方法 B 儿童(P<0.05),使用方法 A 的儿童不配合时间小于

使用方法 B 儿童(P<0.05)。 
结论 磁珠耳穴贴压可以帮助降低维吾尔族儿童分离焦虑情绪,将其运用在 4-6 岁患儿的行为管理中

是可行的。 
 
 
PU-0223 

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分析及预防､ 治疗研究 
 

马艳 
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 110011 

 
 
目的 分析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对症治疗,研究预防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婴幼儿 800 例,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婴幼儿年龄进行

分组,6 个月以内为 6 个月组,7-18 个月为 18 个月组,19-30 个月为 30 个月组,分析 3 组婴幼儿缺铁性

贫血的发生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对症治疗,观察预防及治疗效果。 
结果 6 个月组､ 18 个月组贫血率均高于 30 个月组,6 个月组贫血率高于 18 个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3 组中坚持亚铁剂治疗组治愈率均高于不能坚持亚铁剂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6 个月组､ 18 个月组中不能坚持亚铁剂治疗组治愈率均低于 30 个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针对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的发病原因进行尽早预防及治疗,效果更佳。 
 
 
PU-0224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因素研究 
 

金志娟
1,杨友

1,刘世建
1,金星明

1,黄红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生长发育､ 母孕期､ 围生期､ 家庭情况等相关因素暴露情况与 ASD 的关系,为儿童孤

独症的防治及病因和发病机制探讨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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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上海市 3~12 岁在园在校儿童 ASD 流行病学调查中确诊的 203 名孤独症儿童作为病例组,未
确诊儿童作为对照组进行病例对照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因素调查表》进行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儿童生长发育基本情况､ 母孕期和围生期情况以及家庭一般情况。将问卷中涉及的

各因素分别进行 logistic 单因素回归,筛选出与 ASD 可能有关的危险因素,然后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结果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孩､ 出生缺氧窒息史､ 既往高热惊厥史､ 癫痫史､ 先天畸形史､

母孕时父亲年龄偏大､ 孕期母亲心情抑郁或紧张､ 孕期母亲服药史､ 直系亲属孤僻不合群､ 父亲性

格内向或孤僻,父亲文化程度高,都是 ASD 的危险因素,而母乳喂养､ 主要抚养人为爸爸妈妈则是保

护性因素。 
结论 婴幼儿期疾病､ 母孕期､ 围产期､ 家庭情况等相关因素可能是儿童孤独症的危险因素,控制这

些危险因素的暴露可能有效预防和降低儿童孤独症的发生。 
 
 
PU-0225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安全因素分析及防范措施 
 

朱亚琼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分析与探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安全因素,并对相应的防范措施进行讨论。 
方法 选取本院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患儿共 78 例,对其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了解患儿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安全因素与相应的防范措施。 
结果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主要护理安全相关因素为护理管理因素､ 护理人员因素以及儿科重症监

护病房因素,针对此类因素进行积极的预防与整改,能够降低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差错发生率,并
提高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安全。 
结论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由于其特殊性,存在多种安全隐患,因此掌握护理过程中的安全因素,并采取相

应的措施进行防范,能够达到降低护理差错的目的。 
 
 
PU-0226 

嘉兴市 2011—2016 年出生缺陷监察分析 
 

唐红梅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嘉兴市市立三一医院 314000 

 
 
目的 分析嘉兴市 2011—2016 年出生缺陷动态变化及现状,为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制定合理､ 有效

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方法 按照《嘉兴市出生缺陷监测方案》要求,对嘉兴市 2011—2016 年对嘉兴地区孕满 28 周至生后

42 天内发现的缺陷进行监测。 
结果 监测 167150 例总人数中,出生缺陷儿 3823 例,出生缺陷发生率为 22.87 ‰,6 年出生缺陷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前 5 位出生缺陷依次为: 先天性心脏病､ 外耳畸形､ 多指(趾)及并指

(趾)､ 血管瘤､ 唇腭裂。各年龄组产妇的围产儿出生缺陷及城乡出生缺陷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呈现先逐年上升､ 近年波动缓慢下降的趋势;男女出生缺陷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 < 0. 05) 。 
结论 加强孕前筛查及产前诊断工作,开展孕前孕早期保健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出生缺陷产前检出率,是
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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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7 

婴儿喂养问题综合干预效果评价 
 

陈静静,方拴锋,张赟,叶蓓,任灵敏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研究婴儿期喂养问题的发生率,总结出干预方法,建立有效的喂养困难的综合干预模式。方法:选
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本院进行定期体检､ 接受健康咨询的 300 名健康婴儿(0-1 岁),测量

干预前后婴儿的体格生长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6 个月至 1 岁的喂养问题发生率较高。采取包

括家长咨询､ 膳食指导､ 口腔功能训练､ 喂养行为矫正等综合干预方法可以显著改善不良喂养行为,
促进体重增长。结论:婴儿期喂养问题普遍存在,采取有效的综合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预防生长发育偏

离的发生。 
方法 1.2.1 营养评估 由本科室儿童保健医生按照标准方法对所有婴儿进行体格测量,身长采用卧式

测量器,精确度为 0.1cm,体重采用电子秤,精确度为 5g。 
1.2.2 喂养问题的评价标准 1.2.2 问卷调查 本次研究采用本科室自制的喂养行为调查问卷,问卷一共

24 个条目,了解包括食物制备､ 喂养人行为､ 婴幼儿行为､ 喂养环境以及环境卫生 5 个部分的内

容。由经过培训的儿童保健科医生对婴儿的主要带养人进行调查。 
结果 2.1 喂养问题发生率 年龄在 0-6 月龄之间的婴儿喂养问题发生率为 16.8%(19/113),年龄在 6-
12 月龄之间的婴幼儿喂养问题发生率为 27.3%(51/187),这说明年龄在 6-12 月龄是婴儿喂养问题发

生的高峰期。 
结论 3.1 喂养问题早期发现 不适宜的喂养方法和知识不充分往往是比缺乏食品更重要的营养不良

决定因素,喂养人的喂养知识､ 态度和行为将直接影响婴幼儿的营养和生长发育[4]。对于发育期的儿

童,即使体重增加,也不能完全排除喂养问题。本研究中 B 组婴儿虽然评估时暂无体重下降,但存在喂

养问题的风险,当喂养和营养摄入失衡之后,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喂养问题。另外 2 组数据中未经干预

者在 6 个月后,体重的生长速率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因此喂养问题的早期发现不能仅依靠现有的身

高､ 体重数据或者生长速率,儿童保健工作者更应关注出现异常之前的喂养行为及其他方面的问

题。 
 
 
PU-0228 

肥胖哮喘儿童血清抵抗素在糖皮质激素治疗中的预测价值 
 

王长英,李雄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目的  检测哮喘儿童血清抵抗素水平,并探讨其是否影响哮喘儿童对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反应。 
方法 检测哮喘儿童(32 例肥胖,32 例非肥胖)及健康儿童血清抵抗素水平,在吸入性皮质类固醇治疗 8
周后重复检测,分析血抵抗素水平与哮喘儿童各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 肥胖哮喘儿童的抵抗素水平 高,其次为非肥胖哮喘儿童, 低为健康儿童,三者比较有统计学差

异(P 均<0.05)。哮喘儿童血清抵抗素水平与 FEV1%呈负相关(r =-0.67, P <0.05)。哮喘儿童抵抗素

水平和哮喘病程无相关性(r =0.17, P >0.05)。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哮喘儿童血抵抗素水平显

著降低(P 均<0.05),但肥胖与非肥胖儿童无统计学差异(P >0.05)。哮喘儿童治疗前抵抗素水平,与对

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反应程度成正相关(r =0.71,P <0.05)。 
结论  抵抗素是急性发作期哮喘儿童对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敏感的标记物,其高低水平可作为

预测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儿童哮喘效果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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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9 

小剂量补铁预防早产儿贫血的疗效分析 
 

张春梅
1,张敏

2,朱春
2,池霞

2 
1.泰兴市人民医院 

2.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小剂量补铁预防早产儿贫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高危儿随访中心进行随访的早产儿 68 例作为干预组,根据喂养方式给予

小剂量铁剂口服,母乳喂养者铁元素每日 2mg/kg,人工喂养者每日铁元素 1mg/kg,混合喂养者按配方

奶占总奶量的比例:<50%,每日铁元素 2mg/kg;≥50%,每日铁元素 1.5mg/kg。同期选择未参加高危

儿随访并且未补充铁剂的 72 名早产儿为对照组,两组早产儿均在生后 6 月龄检测血常规。 
结果 干预组的血红蛋白平均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干预组贫血的发生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P<0.05);干预组不同喂养方式之间比较贫血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别。 
结论 基于喂养方式的小剂量补铁,能有效增加早产儿体内铁储备,降低早产儿贫血的发生率。 
 
 
PU-0230 

静态平衡仪与儿童运动评估在评定儿童平衡功能的相关性 
 

华晶,张敏,芮洪新,何彦璐,童梅玲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探讨静态平衡仪与儿童运动评估成套工具(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2,M-
ABC)在评定儿童平衡功能中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121 例 3-10 岁门诊儿童,由专人采用 Tetrax 静态平衡仪和儿童运动评估对每位受试儿童

平衡功能进行评定,并将每位儿童静态平衡仪测试跌倒指数(Fall Index,FI)结果和儿童运动评估量表

中平衡项目评分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M-ABC 量表平衡项目评定结果与静态平衡仪检测结果间具有显著低相关性(r=0.24,P<0.01),且
M-ABC 中的静态平衡项目得分与 FI 具有显著相关性(r=0.35,P<0.01),而 7-10 岁 M-ABC 中儿童垫

上单脚站评分与 Tetrax 平衡仪垫上睁眼站立评分具有高度相关性(r=0.76,P<0.01)。 
结论 M-ABC 中平衡测试与静态平衡仪在评定儿童平衡功能方面一致性较低;M-ABC 量表法简单易

行可用于筛查儿童平衡功能,而静态平衡仪能量化客观地评定儿童在站立位静态平衡状态并分析其

平衡机制,所以在临床使用时应合理选择。 
 
 
PU-0231 

保教人员儿童急救培训不同方法知识保持情况的比较 
 

李锋
1,江帆

2,沈晓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比较保教人员三种不同儿童急救培训方法学员的知识保持情况。 
方法 对参加急救培训后三种模式(互动式､ 授课式､ 教学录像式培训模式)1067 名学员采取随机抽

样的方法,用 SPSS 15.0 分别随机从互动式模式及授课式培训模式中抽取学员 120 名进行培训后 6
个月知识保持情况的评估;用同样的方法从互动式､ 授课式､ 教学录像式培训模式中分别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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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各 110 名进行培训后 9 个月知识保持情况的评估。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学员儿童急救知识保

持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培训后 6 个月互动式模式与授课式比较理论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96,P=0.293);培训后

9 个月三种模式间理论成绩平均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96,P = 0.744);在培训后 6 个月理论得

分互动式模式及授课式模式与培训后立即自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636,P= P<0.001;t=-
8.736,P= P<0.001);三种模式培训后 9 个月与培训后立即理论知识考试成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互动式模式 t=-11.243,P= P<0.001;授课式模式 t=-9.403,P= P<0.001;教学录像模式 t=-
8.818,P P<0.001);互动式模式及授课式模式培训后 6 个月与培训后 9 个月自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0.118,P=0.906;t=0.546,P=0.586)。对培训后 6 个月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发现教育程度高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较高,年龄越小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越高,公立托幼机构学员知

识保持水平较高,回归模型有统计学意义(F=10.799,P<0.001)。对培训后 9 个月学员知识保持水平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职业为保健老师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较高,月收入较高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

较高,年龄越小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越高,复习过教材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较高,回归模型有统计学意

义(F=11.046,P<0.001)。 
结论   三种培训模式对学员的知识保持水平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培训后 6~9 月期间学员的知识水

平下降趋缓,建议在培训后 6 个月左右可选择经济有效的教学录像模式对学员进行再培训。 
 
 
PU-0232 

保教人员儿童急救培训不同方法知识保持情况的比较 
 

李锋
1,江帆

2,沈晓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比较保教人员三种不同儿童急救培训方法学员的知识保持情况。 
方法 对参加急救培训后三种模式(互动式､ 授课式､ 教学录像式培训模式)1067 名学员采取随机抽

样的方法,用 SPSS 15.0 分别随机从互动式模式及授课式培训模式中抽取学员 120 名进行培训后 6
个月知识保持情况的评估;用同样的方法从互动式､ 授课式､ 教学录像式培训模式中分别随机抽取

学员各 110 名进行培训后 9 个月知识保持情况的评估。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学员儿童急救知识保

持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培训后 6 个月互动式模式与授课式比较理论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96,P=0.293);培训后

9 个月三种模式间理论成绩平均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96,P = 0.744);在培训后 6 个月理论得

分互动式模式及授课式模式与培训后立即自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636,P= P<0.001;t=-
8.736,P= P<0.001);三种模式培训后 9 个月与培训后立即理论知识考试成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互动式模式 t=-11.243,P= P<0.001;授课式模式 t=-9.403,P= P<0.001;教学录像模式 t=-
8.818,P P<0.001);互动式模式及授课式模式培训后 6 个月与培训后 9 个月自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0.118,P=0.906;t=0.546,P=0.586)。对培训后 6 个月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发现教育程度高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较高,年龄越小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越高,公立托幼机构学员知

识保持水平较高,回归模型有统计学意义(F=10.799,P<0.001)。对培训后 9 个月学员知识保持水平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职业为保健老师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较高,月收入较高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

较高,年龄越小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越高,复习过教材的学员知识保持水平较高,回归模型有统计学意

义(F=11.046,P<0.001)。 
结论   三种培训模式对学员的知识保持水平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培训后 6~9 月期间学员的知识水

平下降趋缓,建议在培训后 6 个月左右可选择经济有效的教学录像模式对学员进行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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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3 

广州 1-6 岁儿童饮食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关系研究 
 

刘慧燕
1, 陈蓁蓁

1,林穗方
1,陈小霞

2,卓慕春
3,吴志华

1,产凡凡
1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天河区妇幼保健院 

3.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了解广州 1-6 岁儿童饮食行为问题,分析其与家庭环境的相关性,为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的干预提

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调查儿童和抚养人的社会人口学资料､ 儿童饮食行为问题及家庭环境因

素,采用 χ2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家庭环境与儿童饮食行为的相关性。 
结果 59.26%的儿童有饮食行为问题,其中经常吃饭慢(>25 分钟)及对食物不感兴趣检出率 高,分别

为 24.84%和 24.53%,经常喝含糖饮料的检出率 低(3.73%)。24~36 月龄是检出率 高的月龄,3 岁

以下儿童更多表现出“吃饭时需要一些道具(45.45%)或做其他事情(34.85%)､ 吃饭地点不固定

(22.73%)”,3 岁以上儿童更多表现为“吃饭慢(33.59%)､ 不愿意尝试新食物(21.09%)､ 饭后喝汤

(46.09%)”。祖代抚养的儿童发生饮食行为问题多于父母抚养(P<0.01),屏幕时间每天超过 1 小时的

儿童出现饮食行为问题越多(P<0.01)。饮食行为问题与语言发育障碍具有相关性(P<0.01)。多因素

分析显示,主要抚养人文化程度高是保护因素(OR= 0.54;95%CI:0.33~0.88),儿童年龄越小发生饮食

行为问题越多(OR= 0.76;95% CI:0.61~0.95),父母经常担忧孩子饮食更容易出现儿童饮食行为问题 
(OR=2.74 ; 95%CI:1.89~3.99)。 
结论 广州市 1-6 岁儿童饮食行为问题较为突出,且家庭环境对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应针

对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切实做好早期干预,使儿童形成良好的饮食行习惯。 
 
 
PU-0234 

1703 例上海市 1-18 月龄婴幼儿发育水平筛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石惠卿
1,陈津津

1,王红兵
2,胡湘英

2,王健
2,孙洁

2,蔡臻
2 

1.上海市儿童医院 
2.上海市静安区妇幼保健所 

 
 
目的 探索各因素对社区婴幼儿认知-运动发育水平的影响,为今后进一步完善社区儿童卫生保健工作

提供线索和依据。 
方法 整群抽取 2016 年 6 月至 12 月间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妇幼保健所儿童保健门诊进行常规健康体

检的 1703 例 1-18 月龄的婴幼儿。采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第三版》(ASQ-3)4､ 8､ 12､ 18 月

龄问卷,分别检测婴幼儿沟通､ 粗大动作､ 精细动作､ 解决问题和个人-社会 5 大能区的发育水平。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指导监护人根据儿童基本情况､ 围生期情况和家庭情况进行填写。由经过统一

培训的专业儿童保健科医生对儿童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评估,同时采集所有参加体检对象的血液样品,
采用氰化高铁法测定,于调查当日在现场实验室检测血红蛋白。 
结果 在 1703 名婴儿中,有 2.64%(45 名)的婴幼儿(男童 29 名,占 1.70%;女童 16 名,占 0.94%)存在 1
个或多个能区的分值低于正常界值。高危儿在 ASQ-3 沟通能力(P=0.001)､ 粗大动作(P=0.005)､
精细动作(P=0.001)､ 问题解决(P=0.001)､ 个人-社会(P=0.001)五大能区的得分均小于对应的非高

危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早产儿在粗大动作能区的评分值低于足月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6);贫血的婴幼儿在沟通能力方面(P=0.017)､ 粗大动作(P=0.006)两项低于非贫血儿童;头围

Z 值<-1 在沟通能力方面小于 Z 值≥-1 的婴幼儿(P=0.001);低出生体重儿在粗大动作方面的得分低

于正常出生体重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0-5.99 月龄组的婴儿在精细动作方面低于其他年龄

组,与 18-23.99 月龄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巨大儿在精细动作方面得分低于正常出生体重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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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7).母亲高龄(分娩时年龄大于或等于 35 岁以上)的婴幼儿在粗大动作

(P=0.004)､ 精细动作(P=0.041)､ 问题解决方面(P=0.002)的得分低于分娩时母亲年龄小于 35 岁的

儿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①运用 ASQ 发育评估量表对婴幼儿群体进行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发育落后者,特别是无临床

症状但存在潜在倾向的患儿②妇幼保健工作者应对影响早期发育的危险因素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
以减少发育风险的产生,特别是针对母亲为高龄产妇､ 非正常出生体重､ 头围偏小､ 贫血及存在产

前或新生儿期高危因素的儿童。 
 
 
PU-0235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3~7 岁儿童生长发育状况调查研究   
 

杨晓宇,张勤勉,张孝灵,赵亚兰,李易,程颖,梁瑛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妇幼保健院 741000 

 
 
目的 对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2014 年 3~7 岁幼儿园儿童体格发育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秦州区

3~7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的变化规律。 
方法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调查秦州区 3~7 岁儿童体格发育状况,包括体重､ 身高 2 项指标。分男

､ 女 4 个年龄组,男童 4742 人,女童 4227 人,共 8969 人。 
结果 天水市秦州区 2014 年 3~7 儿童各个年龄组男女的体重､ 身高均值与推荐的 2006 年 WHO 参

照值比较,男童除了农村 5､ 6 年龄组､ 女童除了城镇､ 农村 4､ 5､ 6 年龄组外,其余各年龄组均高

于 WHO 的各个年龄段男女儿童体重均值参照值;除城镇及农村 6 岁年龄组女童身高均低于

2006WHO6 岁年龄组参考值外,其它的各个年龄段男女儿童身高均值均高于 WHO 的各个年龄段男

女儿童身高参照值;城镇男童身高除 4､ 6 岁､ 城镇女童身高除 3 岁低于农村相应年龄组外,其它各个

年龄组男女的体重､ 身高(长)增长均值均高于农村儿童。体重､ 身高均值与推荐的卫生部 2009 年 9
月颁布的中国 7 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相比较,城镇男童体重除 6 岁､ 城镇女童体重除 5､ 6
岁､ 农村男女儿童除 4､ 5､ 6 岁年龄组外,其它年龄组均高于卫生部 2009 年 9 月颁布的中国 7 岁以

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身高(长)均值城镇男女儿童除 6 岁､ 农村男女儿童除 5､ 6 岁年龄组外均

高于卫生部 2009 年 9 月颁布的中国 7 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城镇男童身高除 3､ 4､ 6 岁､

城镇女童身高除 3､ 5､ 6 岁低于农村相应年龄组外,其它各个年龄组男女的体重､ 身高(长)增长均值

除均高于农村儿童。城镇及农村儿童各个年龄组体重､ 身高(长)增长男高于女。 
结论 本调查显示秦州区 3~7 岁儿童体重､ 身高(长)增幅较明显,且身高增幅大于体重,反映本地区儿

童体格发育和营养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但与营养较好的城市儿童比较还存在一定差距。加强对幼

儿园儿童体格发育的检查,可及时掌握儿童身高､ 体重､ 营养等身体状况,从而促进其生长发育水平,
此外,加强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的管理,提高保教人员的卫生知识培训,保证儿童膳食营养的均衡,可避

免由营养缺乏和过剩而导致的营养不良､ 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等问题的发生,同时加强儿童的体格锻

炼,保证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PU-0236 

重庆市大足区儿童康复概况分析 
 

彭利玲 
大足区人民医院 402360 

 
 
目的 为了提高大足区儿童康复治疗的整体水平,使残疾儿童得到更好的治疗与救治。 
方法 问卷调查法､ 调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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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大足区儿童康复的政策保障制度情况处于低水平阶段,对康复儿童的资助水平较低,名额较少,康
复治疗专业人员较为缺乏,大足区康复团队整体水平偏低,制度不完善,开展康复治疗的医院数量较少,
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较好。 
结论 建议大足区人民政府加大对儿童康复事业的投入,社会应该给予儿童康复更多的了解与关注,加
快培养专业的康复团队,组织相关医学工作者进行相关的学习与培训,完善儿童康复的相关制度,从而

切实提高大足区儿童康复的整体水平。 
 
 
PU-0237 

小儿排尿异常与外生殖器疾病 
(气囊导管治疗小阴唇粘连 1900 例的临床观察) 

 
安冰 

解放军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普及推广气囊导管治疗小儿阴唇粘连。 
方法 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来我院就诊的 1900 例幼女小阴唇粘连的患儿。采用气囊导管扩张

疗法治疗。将导管轻轻地插入裂隙部位扩张充气 1—2 次,将粘连的小阴唇完全分开,使尿道前庭完全

显露,阴道系带及舟状窝显露,无渗出及出血。涂少许红霉素眼膏,连用 7 天,2 周后复诊。 
结果 气囊导管治疗小儿阴唇粘连取得满意临床效果。 
结论 我院采用气囊导管扩张术治疗的 1900 例小阴唇粘连患儿,无不良反应,临床效果满意,且经济可

靠,同时减轻了家长的心理负担,更有利于婴幼儿的生长发育。 
 
 
PU-0238 

小儿排尿异常与外生殖器疾病(小儿包茎 39800 例的治疗进展)。 
 

安冰 
解放军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小儿包茎的发病率有逐年增多趋势,幼儿体检中发现小儿包茎发病率 40%。这一问题还未引起

专家学者及家长的普遍关注,甚至认为包茎可自愈､ 没有危害,常常延误诊断和治疗。气囊扩张疗法

治疗小儿包茎与手法剥离和血管钳分离包皮粘连扩张外口相比,具有时间短､ 痛苦小､ 效果好,又比

包皮环切术安全经济简便。为小儿包茎的治疗提供一条经济､ 简便易行､ 痛苦小､ 并发症少､ 病人

乐意接受的全新途径,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此项技术。 
方法 对比气囊扩张疗法治疗小儿包茎与手法剥离和血管钳分离包皮粘连扩张外口及包皮环切术治

疗效果。 
结果 气囊扩张疗法治疗小儿包茎,治疗过程痛苦小,无手术切割易被家长和患儿接受;治疗时间短(数
分钟完成),不需要住院;术后即刻可下地活动,几乎不影响生活和学习; 微量渗血,风险小;一次性成功

率可达 99.6%;无其他不良反应及后遗症。 
结论 气囊扩张疗法治疗小儿包茎简便易行､ 痛苦小､ 并发症少､ 病人乐意接受的全新途径,可在更

大范围推广应用此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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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9 

山西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10 年苯丙酮尿症患儿治疗效果评估 
 

朱玲,杨建平,董勤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评估苯丙酮尿症(phenylketonuria,PKU)患儿的治疗效果。 
方法 2004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在山西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确诊,并坚持随访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的 102 例 PKU 患儿,纳入分析。治疗期间,定期监测患儿血苯丙氨酸

(phenylalanine,phe)浓度,计算血 phe 浓度控制在理想水平的次数占监测次数的百分率。患儿在首

诊､ 6 月龄及每个整岁时检测体格及智力发育情况。患儿 6 月龄及每个整岁时检测血常规､ 血锌､

血维生素 B12 和血脂,超声检测骨强度,了解患儿营养状况。取 后一次监测结果分析患儿的体格､

智力发育及营养素缺乏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χ2检验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102 例患儿中男性 57 例,女性 45 例;确诊 PKU 的平均年龄为(28.61±11.09)天;轻度 PKU 31 例,
经典型 PKU 71 例;开始治疗的中位年龄为 31 天(14~120 天);末次随访年龄为 11 个月~10 岁 7 个

月。94.12%的患儿体格发育水平正常,91.18%的患儿 DQ 或 IQ 正常。50 例患儿于生后 1 月龄前开

始治疗,平均发育商或智商高于 1 月龄后开始治疗的 52 例患儿[(93.07±9.50)分与(85.67±14.18)
分,t=3.09,P=0.00]。16.67%患儿骨强度不足,82.47%锌缺乏,31.46%血脂异常。102 例患儿血 phe
浓度控制在理想水平的次数占监测次数的比例为(59.73±19.03)%。智力发育水平与患儿开始治疗年

龄呈负相关(r=-0.25,P=0.01),与父亲､ 母亲文化程度呈正相关(r=0.21,P=0.03 和 r=0.23,P=0.02),居
住在城市的患儿智力发育好于农村(r=-0.03,P=0.00)。 
结论 PKU 患儿接受规范治疗后,体格及智力发育水平可基本达到正常水平,且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但

须关注治疗期间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的防治,并要更多的关注农村 PKU 患儿的智力发育情况。 
 
 
PU-0240 

广州市 103 家婴幼儿游泳场所卫生现状调查分析 
 

邢艳菲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了解目前广州市不同类型婴幼儿游泳场所卫生现况,为制定相关管理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在广州市医疗机构中根据不同的机构级别分区分层进行抽样,非医疗机构根据分区方便抽样的

方法,共调查 59 家医疗机构和 44 家非医疗机构。通过问卷调查､ 样本采样检测等方法获取信息。 
结果 《山东婴幼儿游泳场所卫生规范(试行)》标准中空气温度､ 空气细菌和水温等指标相比较《游

泳场所卫生标准》(GB9667-1996)､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等标准更为严格,但
是没有操作台､ 操作人员的手､ 毛巾和游泳圈细菌检测情况的相关要求;根据《山东婴幼儿游泳场

所卫生规范(试行)》标准,医疗机构空气温度､ 湿度､ 水温､ 余氯的合格率比非医疗机构的合格率低

(医疗机构分别为 21.13%､ 57.63%､ 6.35%､ 52.27%,非医疗机构为 26.53%､ 68.18%､ 45.45%
､ 43.55%),医疗机构细菌控制情况比非医疗机构要好,其中非医疗机构操作台､ 毛巾､ 游泳圈和操

作人员手细菌合格率分比为 68.18%､ 77.27%和 56.82%,医疗机构为 91.53%､ 100%､ 71.19%和

84.75%,操作人员手细菌总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医疗机构毛巾和游泳圈大肠杆菌合格率分别为

97.73%和 93.18%,医疗机构为 100%和 94.92%。医疗机构的地板材料､ 消毒设备和要求均优于非

医疗机构,公共用品一婴一患一消毒的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 
结论 完善婴幼儿的游泳场所规范,建立常规的监管流程,更加关注非医疗机构的细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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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1 

小儿营养不良的保健方法分析及临床研究 
 

杨源,叶丽珍 
黄河三门峡医院 472000 

 
 
目的 分析小儿营养不良的保健方法及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 月 23 日-2016 年 5 月 23 日儿保门诊收治的 102 例营养不良患儿,分为常

规组与实验组两组,其中对常规组采取一般治疗方案,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保健方法进行保健,对比

两组患儿的应用效果。 
结果 实验组与常规组患儿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4.12%与 76.47%,P<0.05;实验组治疗时间､ 不良饮

食纠正率､ 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优于常规组,P<0.05;实验组与常规组的满意度分别为 92.16%与

74.51%,P<0.05。 
结论 对营养不良患儿采取保健方法进行保健指导有利于提高患儿治疗效果,帮助患儿将治疗时间缩

短,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值得实践推广。 
 
 
PU-0242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手足口病”预防工作中的作用 
 

陈红敏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手足口病”预防工作中的作用 
方法 用随机抽样方式抽取郑州市金水区 300 名居民进行健康教育前､ 后问卷调查。 
结果 居民“手足口病”防治知识水平对比:居民对“手足口病”的认识教育前､ 后无差异;对传播途径和临

床表现的认识教育前､ 后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手足口病”预防工作中的发挥重要作用 
 
 
PU-0243 

母乳喂养与新生儿体重增长的关系研究 
 

何春燕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21 

 
 
目的 通过观察记录哺乳前后新生儿体重变化,探讨新生儿进食母乳前后体重变化与产妇泌乳量的关

系,改变母亲“认为母乳不足”而放弃纯母乳喂养,进一步提高纯母乳喂养率。 
方法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某区的两家分娩机构,招募 4 对初产妇及其新生儿为研究对象,从分娩第 1 天

开始进行 10 小时的母乳喂养随访,直至生后第 10 天结束;由于产妇依从性较低,有 2 对研究对象在出

院前失访。 
采用检定分度值为 5g 的电子婴儿体重秤每天 8:00-18:00 之间,在新生儿每次母乳前､ 后进行体重测

量,记录变化值。同时记录 24 小时母乳喂养次数及大小便次数､ 新生儿黄疸发生情况等。以每天第

1 次喂奶前体重作为婴儿每天的体重值进行记录。在院期间,由研究项目组成员测量;出院后,带秤回

家由家长测量。 
结果 两名新生儿出生时体重分别为 3620g(女性),3290g(男性);生后第 1 天和第 2 天每天母乳前后体

重变化值总和不足 100g,第 3 天开始出现不断增加。男性新生儿在生后第 5 天开始出现体重增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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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以 30 克/天的速度增长,在生后第 10 天达到出生时体重的 96.20%;女性新生儿从出生后体重一直

下降,出生后第 10 天时,体重达到出生时体重的 88.67%;两名新生儿大小便次数均在生后第 1 天和第

2 天 少。生后第 3 天,大小便次数开始增加。男性新生儿与女性新生儿分别在出生后第 5 天和第 4
天开始出现黄疸,第 10 天时消退。 
结论 新生儿生后 1-10 天每次进食母乳的前､ 后体重有增加,产妇应该对纯母乳喂养保持充足的信

心。 
 
 
PU-0244 

过敏性哮喘患儿变应原分析(灾害学组) 
 

瞿廷念,黄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563000 

 
 
目的 探讨遵义地区过敏性哮喘患儿变应原的情况,为了预防和临床治疗过敏性哮喘提供有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1 月,于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哮喘专科门诊就诊的 106 例过

敏性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
测。 
结果 遵义地区过敏性哮喘患儿 常见的变应原为尘螨,变应原阳性率与患儿年龄有关,过敏性哮喘患

儿可同时对多种变应原呈阳性反应,过敏哮喘患儿控制情况与变应原反应无关。 
结论 提示过敏性哮喘发作可能为多种诱发因素同时存在而激发。 
 
 
PU-0245 

婴儿先天性心脏病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殷刚柱,王燕,邵子瑜,赵丽芳 
合肥市妇幼保健所 230001 

 
 
目的 探讨婴儿先天性心脏病(congential heart disease, CHD)发生的危险因素。探讨婴儿先天性心

脏病(congential heart disease, CHD)发生的危险因素。 
方法 利用彩色超声技术对婴儿进行心脏彩超筛查,按照 1:2 配比进行病例对照研究,采用自编调查问

卷对 146 名病例组婴儿和 292 名正常对照组婴儿家长进行调查。采用卡方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

分析婴儿先天性心脏病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父母亲文化程度､ 职业､ 家庭经济收入､ 噪声污染､ 母亲被

动吸烟､ 孕期有毒有害物质接触为影响儿童 CHD 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父母文化程度较低､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 母亲孕期受噪声污染､ 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及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是儿童 CHD 发

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 婴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应加强育龄妇女及其家庭成员相关知识的

健康教育,另一方面应对婴儿进行早期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提高诊断水平,降低儿童 CHD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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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6 

拉萨地区 218 例藏族儿童血铅水平的临床分析 
 

边巴仓决
1,德吉美朵

2,次旦卓嘎
2,洛桑多吉

2,次仁白玛
2 

1.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系 
2.西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了解拉萨地区(海拔 3690 米)2-5 岁藏族儿童血铅水平及铅中毒状况,为预防儿童铅中毒提供科

学依据。  
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对 2014 年 5 月-2014 年 10 月在拉萨地区妇幼保健院进行健康体检

的 218 例藏族儿童末梢血进行血铅浓度测定,比较不同性别､ 年龄之间的差异。 
结果 接受检查的 218 例儿童血铅平均值为 4.55μg/L,其中血铅含量≥100μg/L 的有 1 例,占 0.5%;不
同年龄儿童的血铅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不同性别儿童血铅水平及高血铅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目前拉萨地区藏族儿童铅浓度及血铅中毒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血铅发生率较低,不同年龄间

血铅水平有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大,儿童血铅浓度及铅中毒率均呈增高趋势,应重视儿童铅中毒的预

防,通过干预儿童的日常行为,提高儿童的饮食卫生水平及优化儿童的生活学习环境,有利于降低铅中

毒的风险。 
 
 
PU-0247 

温州地区学龄期儿童体块指数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关系 
 

刘金荣,留佩宁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温州地区学龄期儿童体块指数(BMI)与体内 25-OH-vitD 水平的关系。 
方法 对 2014.4.1-2.15.3.31 来我院健康体检的 1542 名学龄期儿童的身高､ 体重及 BMI､ 血清 25-
OH-vitD 水平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 1542 名学龄期儿童的年龄为 6.0-18.1 岁,平均 9.9±2.6 岁,身高 105-185.5cm,平均

140±15.8cm,体重 14.0-111.0kg,平均 36.6±14.7kg,BMI 为 11.9-37.5,平均 18.0±3.9,血清 25-OH-
vitD 水平为 3.57-43.9ng/ml,平均 21.3±6.5 ng/ml。正常体重儿童人数为 1079 人,超重儿童为 234 人,
肥胖儿童为 229 人。1542 名儿童中,共有 577 名(37.4%)儿童的维生素 D 水平处于不足状态

(12ng/ml≤25-OH-vitD<20 ng/ml),有 100 名(6.5%)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处于缺乏状态(25-OH-
vitD<12 ng/ml)。1542 名儿童的维生素 D 水平与 BMI 呈显著负相关(r=-0.176,p=0.000)。正常体重

儿童的维生素 D 水平显著高于肥胖儿童的维生素 D 水平(t=2.146,p<0.05)。 
结论 学龄期儿童的血清 25-OH-vitD 水平与 BMI 呈显著负相关,提示肥胖与维生素 D 水平下降有

关。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953 
 

PU-0248 

早期睡眠干预策略对婴儿体格生长与睡眠觉醒模式的影响  
 

李正,王念蓉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10 

 
 
目的 通过行为干预和健康教育的方法对婴儿睡眠进行早期干预,探讨干预方法对婴儿体格生长与睡

眠觉醒模式的影响以及对婴儿睡眠问题的作用。 
方法 选取 600 例 1 月龄健康婴儿随机进入干预组和对照组,填写睡眠问卷,均接受每月普通儿保常规

指导随访至 6 月龄。干预组由睡眠专科医生发放婴儿睡眠健康教育宣传页进行睡眠认知教育和睡眠

问题咨询,对睡眠问题婴儿按睡眠健康处方进行综合干预。 
结果  比较两组婴儿体格生长指标､ 睡眠觉醒模式指标和睡眠问题发生率:①干预组婴儿身高较对照

组有明显差异(P<0.05);②干预组夜醒次数､ 夜醒时间､ 白天睡眠次数､ 白天睡眠总时间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 干预组夜间总睡眠时间较对照组增加(P<0.05),入睡潜伏期､ 入睡时间､ 白天小睡时

间与对照组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③干预组睡眠问题在夜醒多度方面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在入睡困难､ 觉醒/就寝节律紊乱方面无明显差异。 
结论 认知行为干预和健康教育的早期干预策略能够对 0-6 个月婴儿体格生长及睡眠觉醒模式产生有

利影响,能减少婴儿睡眠问题的发生。 
 
 
PU-0249 

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冷漠无情特质的评估 
 

张慧凤,张劲松,潘景雪,帅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冷漠无情特质(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CU)是指个体的情绪反应和共情能力降低,在儿童

及青少年中的表现为缺乏愧疚感,不关心自己的表现,情感肤浅,缺乏同情心,喜欢刺激和从事冒险行为

等。本研究为探究 CU 与 ADHD 之间的联系,同时探讨学龄前冷漠无情特质量表(Inventory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ICU)(Parent Version-Preschool, 父母版)在临床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诊断标准的 ADHD 儿童 53 例, 孤
独谱系障碍(ASD)儿童 42 例,以及普通幼儿园健康儿童 59 例(年龄 4 岁 0 月~5 岁 11 月)。由家长填

写 ICU(父母版)､ 家长版长处和困难问卷(SDQ)､ SNAP-IV 问卷及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问

卷(BRIEF-P),对数据进行协方差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 多重线性回归及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

析。 
结果 (1)ICU 冷漠因子及总量表分与 SDQ 品行问题及困难总分呈中度正相关

(r=0.30~0.37,Beta=0.32~0.37,p<0.05);ICU 冷漠因子､ 不关心因子及总量表与 SDQ 的情绪问题､

多动问题及伙伴问题呈弱相关;ICU 冷漠因子､ 不关心因子及总量表与 SDQ 亲社会行为因子呈中度

负相关(r=-0.46~-0.62, Beta=-0.32~-0.37,p<0.05);ICU 量表与 BRIEF-P 各因子呈中度正相关

(r=0.38~0.68, Beta=0.17~0.50,p<0.05);ICU 量表与 SNAP-IV 各因子之间存在中度正相关

(r=0.26~0.52,Beta=0.39~0.48,p<0.05)。(2)ICU 量表的不关心因子及总量表分对 ADHD 疾病的发

生存在一定的影响(OR=1.15~1.27,p<0.05),同时性别及对立违抗问题亦是其危险因素

(OR=1.24~1.36,p<0.05)。(3)控制其他混杂因素(性别和对立违抗问题),不关心因子及量表总分对

ADHD 的增值效度具有显著的增加(ΔR2=7~9%, p<0.05)。(4)ASD 组及 ADHD 组的 ICU 量表得分

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得分(F =12.47~22.25, p<0.001),ASD 组与 ADHD 组在 ICU 不关心､ 冷漠因

子及总量表得分上亦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1) ICU 量表与内外化行为问题及执行功能具有良好的相关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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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无情特质对 ADHD 疾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为其危险因素。(3)性别及对立违抗问题对

ADHD 疾病的发生存在影响,为其危险因素,但是品行问题未见类似影响。(4)在控制了其他混杂因素

(性别､ 对立违抗问题)的影响下,冷漠无情特质对 ADHD 的增值效度的增加值较显著。(5)ICU 量表

对 ADHD､ ASD 及正常儿童具有良好的区分性. 
 
 
PU-0250 

IgA 肾病纤维化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凋亡及蛋白 
Bid/Bcl-xL 的表达及大蒜素对其的影响 

 
马丹萍

1,黄燕萍
2,高娜

3,王祥
4,贺改涛

3 
1.大理学院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陕西省人民医院 
4.莱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 IgAN 肾脏纤维化大鼠模型,探讨 IgAN 纤维化过程中大鼠肾脏系膜细胞凋亡及其调控蛋白

Bid 和 Bcl-xL 表达的特点及相关性,同时观察不同剂量的大蒜素对其的影响 
方法 模型建立后取肾组织标本制作成石蜡切片,分别做 HE､ Masson 染色及免疫荧光检查,用
TUNEL 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聚合物两步免疫组化法,结合图像系统 Image-Pro Plus 用平均光密度

值检测肾小球系膜区蛋白 Bid 和 Bcl-xL 的表达情况。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 
结果 1)模型建立成功。 
2)与正常对照组相比,IgAN 纤维化模型对照组的系膜细胞明显增生,而模型对照组比正常对照组肾小

球系膜区细胞凋亡指数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 低剂量大蒜素组的细胞凋亡指数分别

为(20.21±2.43;19.44±1.40),高､ 低剂量大蒜素组均较正常组细胞凋亡指数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3)实验中各组大鼠肾小球系膜区均有促凋亡蛋白 Bid 的表达,其平均光密度值在正常组､ 模型组､ 低

剂量组､ 高剂量组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分别为

(0.037±0.0027;0.046±0.0032;0.078±0.0026;0.088±0.0061),模型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在高､ 低剂量大蒜素组 Bid 蛋白的表达均较模型对照组及正常对照组增加;而高､ 低剂量间

蛋白 Bid 的表达差异有显著性。 
4)实验的各组大鼠肾小球系膜区均可见抑制凋亡蛋白 Bcl-xL 的表达,其平均光密度值在正常组､ 模

型组､ 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分别为(0.038±0.0040;0.063±0.0064;0.096±0.0063;0.093±0.0108),其
中模型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 低剂量大蒜素组均较模型对照组表达增

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统计示 Bid 与 Bcl-xL 的表达呈正相关,r=0.903,P=0.000;Bid 的表达与细胞凋亡指数呈正相

关,r=0.155,P=0.042;Bcl-xL 的表达与细胞凋亡指数呈负相关,r=-0.233,P=0.029;Bid 与 Bcl-xL 的比

值和细胞凋亡指数相关系数 r=0.038,P=0.086。 
结论 1)成功建立了 IgA 肾病纤维化大鼠模型。 
2)IgA 肾病纤维化大鼠存在系膜细胞凋亡的不足。 
3)Bid 和 Bcl-xL 的相互调节表达参与 IgA 肾病的进展。 
4)Bid 与 Bcl-xL 通过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参与调节肾小球系膜细胞的凋亡,同时肾小球系膜细胞凋

亡除蛋白 Bid 与蛋白 Bcl-xL 的表达影响外,还受其他多因素调节。 
5)大蒜素对 IgA 肾病影响的可能机制与“影响 Bid 和 Bcl-xL 在肾小球系膜区的表达､ 诱导系膜细胞

凋亡,进而抑制系膜细胞的增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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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1 

闽南传统文化对儿童饮食行为影响的研究 
 

林卫华
1,陈燕惠

2,王昆毅
3,蔡芸

1,黄柏青
1,洪金串

1 
1.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临床学院儿科 
3.泉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加工区办 

 
 
目的 探讨闽南传统文化对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为促进闽南地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依据。 
方法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泉州市 1804 名 2~6 岁儿童,按照标准分为闽南籍儿童组和非闽南籍儿童组,
采用自行设计的《儿童饮食行为问卷》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进餐规律､ 进餐习惯､ 食欲差､

挑食偏食､ 平衡饮食､ 吃零食､ 饮用饮料,所得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分析。 
结果 闽南籍儿童 583 人,非闽南籍儿童 79 人。两组儿童中进餐规律好的分别是 77.2%和 60.8%;进
餐习惯较好的分别是 43.6%和 53.2%;食欲差的分别是 19.7%和 12.7%;挑食偏食的分别有 22.3%和

38.0%;吃零食的分别有 32.4%和 27.8%;饮用饮料的分别有 11.8%和 16.5%。 
结论 闽南籍儿童组的进餐规律性､ 平衡饮食较非闽南籍儿童组好;进餐习惯､ 胃口较差､ 吃零食和

饮用饮料两组间差异不明显。 
span> 
 
 
PU-0252 

针对性饮食干预对托幼机构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的影响 
 

林卫华
1,陈燕惠

2,王昆毅
3,郑瑞霞

1,洪金串
1,黄柏青

1 
1.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儿科 
3.泉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加工区办 

 
 
目的 探讨针对性饮食干预对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的影响。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泉州市鲤城区 303 名托幼机构儿童饮食行为情况,并针对不同的儿童饮食行为问

题进行针对性的饮食干预。干预三个月后再次调查儿童的饮食行为情况。 
结果 儿童吃饭固定时间､ 固定地点､ 固定饭量从干预前的 89.1%､ 84.5%､ 80.5%分别增加到干预

后的 94.7%､ 92.7%､ 88.0%;边吃饭边看电视或玩玩具､ 边走或边玩边吃从干预前的 38.3%､
14.2%分别减少到干预后的 29.6%､ 7.0%;进食奶制品的儿童从 53.1%增加到 67.4%;吃零食的儿童

从 33.7%减少到 15.3%。家长进餐时教育批评孩子､ 因吃饭对孩子发脾气､ 对孩子食欲差担心的分

别由干预前的 28.4%､ 26.4%､ 47.2%减少到干预后的 20.3%､ 19.3%､ 37.9%;家长提示后孩子服

从的由干预前的 39.6%增加到干预后的 44.1%。而每顿饭所花的时间､ 吃饭时需大人喂饭､ 含饭､

不咀嚼固体食物､ 食欲差､ 挑食偏食､ 喝饮料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对性的饮食干预可以通过改变家长的教育方式,纠正儿童不良饮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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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3 

早产儿贫血影响因素分析 
 

陈菲,田园,龚小慧,陈津津,王瑜,杨剑敏,张宇鸣,于广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分析早产儿在校正胎龄 6 月龄时发生贫血的影响因素。 
方法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11 月收集门诊随访早产儿校正胎龄 6 月龄时的血红蛋白检测结果以及

其他相关临床资料,分析影响早产儿贫血发生的相关因素。 
结果 共入选早产儿 124 例,其中男 70 例､ 女 54 例,胎龄中位数 33.7 周,平均出生体重 1910g;校正 6
月龄时 38 例发生贫血,贫血发生率为 30.6%。贫血及未贫血早产儿相比,喂养方式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其中母乳喂养的早产儿贫血发生率为 66%,显著高于混合喂养的早产儿贫血发生率,19%和人工

喂养的早产儿贫血发生率,13%,(p=0.000);其他,出生胎龄､ 出生体重等在两组间无明显的差异。 
结论 早产儿在校正胎龄 6 月龄时的贫血发生率与不同喂养方式有关,母乳喂养是贫血发生的高危因

素,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干预。 
 
 
PU-0254 

PICC 操对降低白血病患儿静脉炎发生率的效果观察 
 

侯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在小儿血液病房推广患儿坚持每天做 PICC 操后减低患儿置管术后机械性静脉炎发生率的

效果。 
方法 选取小儿血液内科在 2 个月内进行 PICC 置管术的患儿对其进行 PICC 操的教学,并坚持每日

做一次(实验组,n=55),与之前 2 个月内进行 PICC 置管术后未得到教学的患儿(对照组,n=50)一个月

内术后静脉炎的发生率进行对比。 
结果 置管术后实验组静脉炎的发生率为百分之二,低于对照组。 
结论  PICC 操能有效降低小儿血液内科 PICC 置管术后的患儿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率,是一种有效

的实践模式。月内术后静脉炎的发生率进行对比。 
 
 
PU-0255 

银川市儿童孤独症影响因素分析及 
学龄前儿童孤独症患病率调查 

 
席文军,张慧,王宝珍,马金凤,杨宁梅,孙永静,哈丽君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750001 
 

 
目的 目的 在银川市建立儿童孤独症筛查网络,筛查出可能患上孤独症的幼儿,并探讨儿童孤独症的影

响因素;通过横断面调查得出银川市学龄前儿童孤独症的发病率。 
方法 方法 利用三级网络的组织优势筛查并在我院进行复筛的 70 名可疑孤独症幼儿(排除智力障碍)
作为病例组,随机抽取来我院体检的正常儿童 40 例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一般资料。通过基层机构､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宁夏附属医院､ 残联､ 孤独症康复机构多途径获取学龄前患孤独症的儿童名单,
得出银川市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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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 病例组患儿黄疸史､ 精神科疾病家族史均高于对照组;银川市学龄前儿童孤独症患病率为

1.97‰”。 
结论 儿童孤独症的危险因素包括黄疸史､ 精神科疾病家族史,幼儿孤独症的临床特征主要为语言发

育､ 躯体障碍与社会交往障碍。银川市学龄前儿童的孤独症的患病率低于国内外的报道。 
 
 
PU-0256 

11 例婴幼儿湿疹后给予艾草水涂抹护理的效果观察与探讨 
 

张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2 

 
 
目的 通过 11 例婴幼儿湿疹后给予艾草水局部涂抹护理及观察,有效的缓解婴幼儿湿疹产生的局部红,
肿,痒及脱屑等临床症状,从而减轻痛苦。以此说明艾草水在婴幼儿湿疹治疗上的效果。 
方法 干艾草 100 克,清水 1000 毫升,锅中小火熬制 30 分钟,制成艾草水。清洁面部后涂抹于患处,每
日三次。 
结果 该 11 名患儿在实施护理措施后湿疹症状消退或缓解,通过艾草水在婴幼儿湿疹处的涂抹,使其

红,肿,瘙痒､ 渗出､ 脱屑､ 糜烂等临床症状逐渐减轻､ 消退。 
结论 通过此 11 例患儿的艾草水涂抹后的护理观察证明,婴幼儿湿疹予以干艾草经熬制后的汤汁涂抹

后可有效缓解湿疹产生的局部红,肿,瘙痒､ 渗出､ 脱屑､ 糜烂等临床症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婴幼儿

湿疹症状减轻痛苦,同时即经济又简便,缓解家属的压力。 
 
 
PU-0257 

改良后固定方法在小儿血液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效果  
 

张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2 

 
 
目的 观察并比较改良后静脉留置针的固定方法与传统静脉留置针的固定方法在小儿血液系统疾病

输液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12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入院的 152 例患儿抽取 0 岁-6 岁之间的血液系统疾

病患儿 100 例按留置针穿刺日期,设单号为实验组(改良后)53 例,双号为对照组(传统方法)47 例。实

验组采用改良后固定方法固定留置针,对照组则采用传统固定方法固定留置针,观察并比较两组固定

方法在 72 小时内成功留置的留置率､ 脱管及不良反应。 
结果 实验组在 72 小时内成功留置的留置率､ 脱管及其他不良反应等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改进固定方法可以提高静脉留置针的留置率,减少其不良反应的发生,延长了留置时间,减少了反

复穿刺带给患儿的痛苦,减少了护士穿刺的次数,提高了临床护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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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8 

甲基转移酶缺陷弱毒麻疹疫苗株研发 
 

汪一龙,赵正言,周朵,郝晓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麻疹是麻疹病毒引起的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急性传染病,能够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甚至导致患

者死亡,属于国家法定乙类传染病。在实行强化免疫,麻疹疫苗覆盖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近几年我国

在麻疹疫情出现大幅度回升。国内研究发现现有“沪 191”麻疹疫苗对麻疹流行株保护能力正在下降,
且接种疫苗株后会引起一定副反应,5%~15%的接种者会出现高于 39 摄氏度的高热,5%的接种者会

出现皮疹。为达到我国消除麻疹的目标,研发毒力更低､ 副反应更少､ 保护能力更高的新型麻疹疫

苗越发显得重要。本研究拟运用反向遗传学技术建立“沪 191”麻疹疫苗株的反向遗传学系统,并拯救

出毒力下降､ 副反应减少的 mRNA 甲基转移酶缺陷弱毒麻醉疫苗株。为研发新型麻疹疫苗的研发

提供新的思路及技术手段。 
方法 1:构建麻疹病毒沪 191 毒株反向遗传系统所需麻疹病毒 N､ P､ L 蛋白的辅助质粒 
2:构建麻疹病毒沪 191 株全长基因组克隆 
3:体外拯救出麻疹病毒沪 191 毒株 
4:通过生物信息学软件对麻疹病毒 L 蛋白基因组进行序列比对分析 
5:通过体外定点突变构建麻疹病毒甲基转移酶缺陷突变株 
7:体外拯救麻疹病毒突变株 
8:非洲绿猴肾细胞上检测麻疹病毒突变株的增殖动力学实验 
9:检测麻疹病毒突变株于细胞传代过程中的基因稳定性 
10:通过动物实验检测麻疹病毒于动物体内的复制能力和致病力 
11:通过动物实验对麻疹病毒的免疫原性进行评估 
结果 1:成功构建了麻疹病毒沪 191 毒株的反向遗传学系统 
2:成功拯救出多株甲基转移酶缺陷的麻疹病毒突变株 
3:麻疹病毒突变株与麻疹病毒沪 191 疫苗株相比,突变株在体外非洲绿猴肾细胞中复制能力更弱 
4:甲基转移酶缺陷麻疹突变株在细胞传代过程中突变位点是稳定的。 
4:动物实验结果显示:甲基转移酶缺陷麻疹病毒突变株在动物体内复制能力与致病力下降,且基因组

稳定 
5:动物实验结果显示:甲基转移酶缺陷麻疹病毒突变株均能够产生高水平的中和抗体 
结论 1:通过运用反向遗传学技术我们能够有效的从体外拯救出麻疹病毒 
2:甲基转移酶缺陷的麻疹病毒株可以作为非常好的减毒麻疹病毒减毒活疫苗候选 
3:除麻疹病毒,甲基转移酶可以成为致弱其他 RNA 病毒很好的位点。 
 
 
PU-0259 

伴有共患病 ADHD 儿童疗效的临床研究 
 

龚群,胡立群,陈津津,张凤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研究伴有共患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采取自身对照研究方法。将 2014 年 6 月一 2016 年 5 月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儿保门诊就诊且符

合 SNAP-IV 中 ADHD 诊断标准的患儿,剔除 CRT 测试<100 者,分为无共患病组､ 单共患病组､ 双/
三共患病组,给予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治疗,分别于 6 周､ 6 个月后采用 SNAP-IV 家长使用量表进行疗

效评估,观察共患病对 ADHD 患儿治疗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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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患病的存在对注意缺陷型及混合型 ADHD 治疗效果存在影响,伴随的共患病种类越多,对治疗

效果的影响越大;对多动/冲动型 ADHD 治疗效果则无影响。 
结论 盐酸哌甲酯控释剂治疗儿童 ADHD 疗效受到共患病的影响。 
 
 
PU-026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use of folic acid 
supplements and risk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Wang Meiyun,Li Ling,Zhao Dongmei 
Ji’n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22 

 
 
Objective Previous review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use of folic acid supplements and risk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in Children, with no 
exact conclusion. We therefor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to re-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PubMed, Web of knowledge and Wanfang database were carefully 
searched to find the eligible studies (up to March 2017). The following search terms were used: 
[ “folate” OR “folic acid” OR “vitamins” OR “diet”] AND [“Autism” 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OR“ASD”].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f they presented data regar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olic 
acid supplements during maternal and ASD risk. All the studies whose results were not explicitly 
stated, as well as reviews, editorials, comments, and publications written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or Chinese were excluded. Two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ors searched and reviewed all 
identified studies. A random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combine the relative risk (R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publication bias were conducted. 
Results  A total of 12 articles with 17 studies comprising 4748 ASD cas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port. Overall, folic acid supplements during maternal compared with those no supplements 
could reduce the risk of ASD [RR= 0.792, 95%CI= 0.672-0.934, I2=57.0%,Pheterogeneity= 0.002]. 
Inverse relationships were found both in prospective studies [RR=0.894, 95%CI=0.799-0.999] 
and in case-control studies [RR=0.435, 95%CI=0.264-0.717]. The associations were also 
significant among Asian populations [RR=0.669, 95%CI=0.461-0.972], European populations 
[RR= 0.852, 95%CI= 0.744-0.977] and American populations [RR= 0.405, 95%CI= 0.165-0.994] .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is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suggested that maternal use of 
folic acid supplements compared with those no supplements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ASD in Children. 
 
 
PU-0261 

江西省上饶市城区矮身材发病率筛查 
 

周利华
1,童童

2 
1.上饶市妇幼保健院 

2.上饶市立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江西省上饶市城区 6~12 岁儿童青少年身高分布情况及筛查矮小症检出率,为我国三

线城市矮小症检出率提供流行病学数据,为后续矮小症病因研究及疗效研究提供基线资料。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了上饶市信州区共 3 所小学校的全部 6~12 岁的 3106 名学

生,包括男性 1611 名､ 女性 1495 名,测量其身高并分析其身高分布情况 ,以 2005 年九省市儿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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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发育调查数据的标准,以身高较同种族､ 同年龄和同性别人群身高处于-2SD 以下计算矮小的检出

率并分析其年龄分布特点及地区变化。 
结果 上饶市城区儿童青少年矮小症的总检出 54 个,检出率为 1.74%,男性矮小症的检出 30 个,检查

率为 1.86%,女性矮小症的检出 24 个,检查率为 1.60%。 
结论 此次调查整体矮小发病率为 1.74% 。提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矮小发病率的差异,可见南方身

高水平要低于北方。 
 
 
PU-0262 

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周兰,鲁皓琳,赖冬梅,向龙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6 

 
 
目的 分析影响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率的因素及相应对策,以便早期干预.以避免漏筛和误诊。 
方法 选取 2015-2016 年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生的 3280 名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并对筛查结果进

行对比研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操作者采用便携式耳声发射仪(丹麦 madsen 公司)进行新生

儿听力筛查。测试时婴儿处于安静觉醒或者自然入睡的状态,双耳均瑶测验。耳声发射刺激强度为

65\55db SPL,测试频率分别为 200Q,300Q,400Q,500QHz。各项测试均在环境噪音小于 50db 的室

内进行测验,三次未通过即放弃,不能强行通过。新生儿出生后第 3 天进行测试,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出

院的新生儿出院后进行测试(不大于 42 天)。根据筛查仪器结果判断标准,4 个频率点的测试有 3 个

频率点通过即为通过,小于等于 3 个频率点未通过即为未通过,单耳未通过即为未通过(复筛时测验双

耳),初筛和复筛均未通过,转诊至成都市儿童听力筛查中心,并定期随访追踪。 
结果 通过对 3280 名新生儿进行筛查,筛查人数为 3275 人,筛查率 99%,初筛通过人数 3210 人,通过

率 97%,复诊人数 50 人,复筛率 71%,转诊 12 人,转诊率 2%,其中 1 人诊断先天性听力障碍。 
结论 1.出生后 3 天内的新生儿筛查率对比大于 3 天,小于 42 天新生儿筛查率较低,。2.测试者有丰富

筛查工作经验的测试通过率相对其他测试者高。3.新生儿家属医从性高,能很好配合测试人员进行测

验的新生儿通过率较高。4.完全符合测试环境测试出的通过率较高。5.新生儿外耳道发育正常,无分

泌物阻塞通过率高。 
 
 
PU-0263 

1 例典型孤独症患儿案例分析 
 

程芒芒
1,王家勤

1,尹连海
1,关甜甜

1,王晓玲
1,肖丽

1 
1.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2.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 1 例典型孤独症小儿社会环境因素及康复治疗进行分析,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治疗提供

思路。 
方法 典型孤独症患儿 1 例,患儿存在明显以社交障碍､ 沟通障碍和局限性､ 刻板性､ 重复性行为为

主要特征的心理发育障碍。临床表现为:言语少,认知差,仅可发少量单音节词,无主动交流意识,注意

力差,多动,易兴奋,反复拍手,喜欢旋转物体及机械类物品,简单指令无法完成。针对其生活的社会环

境因素进行分析,并给予言语训练､ 作业训练､ 认知知觉障碍训练及感觉统合训练等综合康复治

疗。父母职业､ 文化程度,生育年龄､ 家庭经济水平､ 家庭环境､ 扶养人等社会环境因素与孤独症

患儿生存质量相关。 
结果 经过 1 年系统康复治疗,患儿情况好转,喜悦､ 悲伤等的情绪表达较前明显增多,常边拍手边唱歌,
对亲人的离开有明显的哭泣表现,存在走出自我封闭的倾向。其他能力表达均较前改善,如:认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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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模仿他人意识,能在协助下模仿一些单纯动作及发音,以动作模仿为主,且对音乐模仿能力强;生活自

理方面;语言､ 交流方面:会与家长一起玩耍,对有兴趣的事能听从指令,会说简单单词,偶可说双音节

词。 
结论 孤独症的康复效果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中父母在提高孤独症患儿生存质量中起到积极作

用。正确､ 规范､ 长期的针对性康复训练能较好地改善孤独症儿童的认知､ 情绪表达能力。积极开

展社区宣教,提高父母亲对孤独症认知程度,以早期识别孤独症儿童,做到早期发现､ 早期干预,帮助孤

独症患儿融入家庭,融入社会。 
 
 
PU-0264 

孕期睡眠与产后抑郁的关系研究 
 

江施惟
1,徐健

1,田英
1,欧阳凤秀

1,江帆
2,张劲松

1,张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市环境与儿童健康重点实验室 儿童保健科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儿童保健科 

 
 
目的 探讨孕期睡眠对产后 42 天抑郁水平的影响。 
方法 从 2013 年至 2014 年在上海优生儿童队列中招募的 3709 名孕早期妇女中调查睡眠情绪状况

并在孕中期随访睡眠情绪状况,婴儿分娩后采用爱丁堡问卷(EPDS)评估产妇的产后 42 天抑郁水平,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孕早期､ 孕中期睡眠状况对产后抑郁水平的影响。 
结果 孕期睡眠和产后抑郁的相关系数为 0.20(p=0.000)。61.1%和 4.42%的孕妇 EPDS 分数分别为

<9 分和>=12 分。矫正相关混杂因素以后,孕早期妇女睡眠状况与产后抑郁 EPDS 分数无明显相关

性,而在矫正孕妇的孕期抑郁水平､ 本地居住时间和其他妇女和婴儿的人口学信息后,孕中期睡眠中

打鼾次数多(β 0.41;95%CI 0.18~0.63)､ 咳嗽次数多(β 0.42,95%CI  0.12~0.71)､ 经常发冷(β 
0.17;95%CI  0.02 ~0.32)､ 疼痛次数多(β 0.31,95%CI  0.12~0.51)的孕妇产后抑郁水平更高。 
结论 孕中期不良睡眠状况(睡眠期间经常打鼾､ 咳嗽､ 发冷､ 感觉疼痛)可能是产后抑郁的诱发因素

之一。 
 
 
PU-0265 

基于 citespace 的肥胖儿童青少年的胰岛素抵抗的可视化分析 
 

青丽,李晓南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应用 CitespaceⅤ软件的“共词分析”功能,对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索肥胖儿童青少年胰

岛素抵抗的研究热点。 
方法 本研究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杂志为来源数据库,利用 CitespaceⅤ软件,以“childhood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 OR ob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and insulin resistance OR children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为主题词,检索出的 1216 篇相关文献,进一步对文献所在国家或地区

､ 机构､ 作者和关键词､ 文献等进行可视化分析和解读。 
结果 可视化分析显示,美国在此方面的发文量 多,与其不同机构间的相互合作密切有关,说明机构间

的相互合作有利于该领域的发展和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作者共现分析表明,该领域的研究学者较

多,分布较散,研究团队内的学者之间合作密切,但不同的研究团队间缺乏合作。对关键词可视化分析

可知,该研究领域涉及到糖脂代谢､ 心血管危险因素､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青春期､ 脂肪细

胞因子等热点词,NAFLD､ 心血管代谢风险因素等仍是未来肥胖研究热点及重点。 
结论 利用 CitespaceⅤ软件的“共词分析”功能,了解肥胖儿童青少年胰岛素抵抗的研究区域分布､ 涉

及的热点和主要发现,提示 NAFLD 和 CVD 是肥胖儿童青少年胰岛素抵抗领域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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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6 

两孩政策对儿童保健就诊情况的影响 
 

邱晓露,邹时朴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了解国家两孩政策对我院儿童保健就诊情况的影响。 
方法 分析 2015 年 1 月到 2017 年 6 月在江西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就诊情况。 
结果 两孩政策实行以来,我科 2016 年下半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就诊人数较同期分别增长了 11.17%
和 20.2%。就诊人数中 0-1 岁的小年龄段增长迅速,较同期增长 35.22%。在诊断病种方面,健康体

检的人数明显增大,2016 年 7-12 月和 2017 年 1-6 月分别较同期增长 22.14%和 25.35%。营养不良

的就诊率较同期增长 25.47%。语言发育落后､ 孤独症谱系障碍和多动性障碍的就诊率分别较同期

增加 66%,14%和 28%。 
结论 随着国家两孩政策的实行,人们对儿童保健体检的意识增强,对儿童保健疾病的认识也增强了。 
 
 
PU-0267 

成都市高新区早产儿骨密度结果分析 
 

马苏娟,唐艺玮,何琴,周兰,向龙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00 

 
 
目的 研究成都市高新区早产儿矫正胎龄 1 月龄时骨密度情况,探讨早产儿骨密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 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随机选取户籍为高新区且于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儿保科

门诊随访的孕 28-37 周早产儿和正常足月儿各 55 例进行骨密度检测,采用以色列 Sunlight 公司定量

超声骨密度仪测量 1 月龄婴儿(早产儿为矫正胎龄 1 月龄)骨密度情况。测量时均采用 CR 探头,检测

左侧胫骨中 1/3 段内侧面骨密度,探头沿着定位线移动来扫描测量部位,结果以超声波声速度 SOS 值

和 Z 值表示。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录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

究该地区早产儿矫正胎龄 1 月龄时骨密度情况及影响因素。 
结果 
1.矫正胎龄 1 月龄的早产儿骨密度不足的检出率达 92.14%,明显高于正常足月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矫正胎龄 1 月龄的早产儿 SOS 值及 Z 值明显低于 1 月龄正常足月儿。 
2.在早产儿组中,不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 SOS 值和 Z 值不同,且胎龄越小､ 出生体重越

低,SOS 值及 Z 值均越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在早产儿组及足月儿组中,小于胎龄儿 SOS 值及 Z 值均较适于胎龄儿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性别之间,SOS 值及 Z 值差异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P>0.05)。 
4.在早产儿组中,人工喂养组平均骨密度值(2986.53±143.64)高于混合喂养组(2846.75±152.28),混合

喂养组(2846.75±152.28)骨密度值高于纯母乳喂养组(2635.54±176.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喂养方式下补充维生素 D 组平均骨密度值均高于未补充维生素 D 组。 
结论 成都市高新区作为成都经济较发达地区,早产儿骨密度不足发生率仍较高。胎龄､ 出生体重及

不同喂养方式为影响骨密度的重要因素。早期进行骨密度监测､ 合理的喂养指导,及时足量补充维

生素 D,加强宣传教育,降低早产发生率是减少骨密度不足发生率的重要措施,以降低儿童代谢性骨病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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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8 

我国农村孕早期妇女叶酸增补剂服用情况及叶酸营养状况调查 
 

吕岩玉,王芳,裴培,赵莉,张霆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为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我国自 2009 年起,对农村育龄期妇女免费增补叶酸。本研究目

的是了解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孕早期妇女叶酸服用状况及体内血浆叶酸､ 红细胞叶酸营养状况水平,
为强化叶酸项目的效果评价积累基础数据。 
方法 根据不同地理区域,在全国选择六个地区,在 2012 年冬春季节,每个地区至少调查 150 名 18-40
岁初次到孕期保健门诊进行孕期检查的农村孕早期妇女,共对 1163 名孕早期妇女进行了问卷调查､

体格检查和血液标本的采集。应用 ACCESS2 顺磁性微粒化学发光免疫测定调查对象的血浆叶酸､

红细胞叶酸。 
结果 本研究共募集 1163 人。剔除资料不合格者, 终用于统计分析人数为 1140 人,占募集总人数

98.0%。汉族 905 人,占研究人群的 79.39%。北方 455 人,占 39.9%,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26.0 岁(17-
40 岁),平均孕周为 9.7 周,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 45.88%。体质指数(kg/m2)平均为 20.98,消瘦者

占 15.47%,正常者占 64.67%,超重者占 11.60%,肥胖者占 8.26%。 
在所调查人群中,有 46.49%的育龄妇女收到了免费发放的叶酸增补剂,但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育

龄妇女是在末次月经前服用,即孕前服用。近三个月来每周至少服用一次叶酸增补剂的占 68.25%。

有 72.11%的孕早期妇女知道围孕期增补叶酸可以预防神经管畸形;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地区经济

是否发达､ 水果和绿叶蔬菜的摄入频率､ 产次､ 知道服用叶酸可以预防神经管畸形与围孕期是否服

用叶酸密切相关。 
孕早期妇女血浆叶酸中位数为 10.90 ng/ml,几何均数为 10.31ng/mL,95%可信区间:10.01-10.61 
ng/mL。以血浆叶酸值<3ng/ml 为缺乏标准,总体叶酸缺乏率为 0.98%,北方为 2.43%,南方为 0%。

红细胞叶酸中位数为 445.48 ng/ml,几何均数水平为 435.70ng/mL,95%可信区间:420.53-451.42 
ng/mL,以红细胞叶酸值<140ng/ml 为缺乏标准,总体红细胞叶酸缺乏率为 4.63%,北方为 9.73%。南

方为 1.19%。多因素分析表明围孕期是否服用叶酸为孕早期妇女血浆叶酸水平差别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地理位置､ 地区经济是否发达､ 是否服用叶酸增补剂､ 年龄､ 被动吸烟与红细胞叶酸缺乏明显相

关。 
结论 在对农村妇女免费增补叶酸项目实施后,孕早期妇女的叶酸营养状况仍然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应加强对北方人群,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免费叶酸增补剂发放和服用的强化。 
 
 
PU-0269 

   糖尿病儿童家长健康知识调查分析 
 

周琳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0 

 
 
目的 调查分析糖尿病患儿家长对糖尿病知识的掌握现状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150 例糖尿病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150 例糖尿病儿童家长对糖尿病的原因及危害的相关知识普遍缺乏,知识来源途径狭窄,专业性

差,干预措施单一,无系统性 
结论 糖尿病儿童家长对儿童糖尿病的知识相对缺乏,尚存在一些不利于健康的行为,应加强相关健康

知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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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0 

7-12 岁 ADHD 儿童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调查分析 
 

陈敏,华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回顾分析 7-12 岁 ADHD 儿童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并寻找其与疾病可能的关联。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5 月之间在我院就诊的 236 例 7-12 岁 ADHD 患儿的 25-
(OH)D 水平,并探索其与 ADHD 程度之间的可能关联。 
结果 211 例患儿的 25-(OH)D 水平低于正常,均值 21.6±4.17ng/ml(89%,211/236),未发现其与

ADHD 疾病程度有明显相关性。 
结论 7-12 岁 ADHD 患儿中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需引起重视。是否是 ADHD 的加

重因素,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研究。 
 
 
PU-0271 

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卧床常见并发症的护理 
 

苏双双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调查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卧床常见并发症护理的知识､ 态度的现状,并分析护士的一般资

料对常见并发症的护理知识,态度的影响。 
方法 选择来自我省 3 所三甲医院的 99 名护士进行调查。 
结果 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卧床常见并发症的知识､ 态度的现状的平均得分率分别为 72%､
80%。其中护士所在医院等级､ 科室性质､ 护士的年龄､ 工作年限､ 学历､ 职称､ 职务､ 聘用形式

对护士的知识有影响,护士所在医院等级､ 护士的学历､ 职务､ 聘用形式对护士的态度影响。 
结论 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卧床常见并发症护理的知识､ 态度较积极,但知识仍需提高。 
 
 
PU-0272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儿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分析 
 

蒋新液,郭冰冰,裴晶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14002 

 
 
目的 目前维生素 D(vitamin D)缺乏已成为世界普遍问题,在有些国家维生素 D 不足的发病率高达

87%, 已逐渐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有很多研究提示,维生素 D 缺乏和骨外系统疾病有显著

的相关性,特别是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肿瘤及糖尿病等有关。本研究通过检测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

退症患儿 25 羟维生素 D [25(OH)D]及促甲状腺素(TSH)､ 游离甲状腺素(FT4)､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

氨酸(FT3)､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水平,旨在探讨维生素 D 与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关联性。 
方法 检测 2003 年--2016 年经无锡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确诊为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高

TSH 血症的患儿,其中男 84 例,女 91 例,年龄 3 月-13 岁。这些儿童经早期诊治目前甲状腺功能均在

正常范围。所有入选者均由固定专人应用校准的身高标尺和体重秤测量身高(cm)和体重(kg),计算体

质指数(BMI),同时抽取静脉血检测 25 羟维生素 D [25(OH)D]及促甲状腺素(TSH)､ 游离甲状腺素

(FT4)､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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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Ab)。采用 ELISA 法测定血清 25 羟维生素 D。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TSH､ FT4 ､ FT3 
水平,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TPOAb､ TGAb。应用 SAS9.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男女之间的血清 25(OH)D 水平､ 甲状腺功能､ TPOAb ､ TGAb ､ BMI､ 甲状腺缺如例数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儿和高 TSH 血症患儿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分别为 67.89±26.04 nmol/L, 75.34±22.41,两者有显著差异(P<0.05);3､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

退症患儿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比率分别为 6.45%､ 21.51%,显著高于高 TSH 血症患儿(P<0.05);4
､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儿中甲状腺缺如儿童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水平

(TPOAB)分别为 59.62±26.55,0.74±0.57 低于甲状腺正常儿童(P<0.05);5､ 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儿

童的 TSH 水平分别为 9.55±8.79,5.55±4.45 高于维生素 D 正常儿童(P<0.05);维生素 D 水平与 TSH
水平呈负相关､ 与甲状腺是否缺如呈正相关。 
结论 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维生素 D 缺乏有相关性,维生素 D 水平可能影响甲状腺功能。但是尚需要有

更多的证据来阐述维生素 D 在甲状腺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另外,补充维生素 D 对改善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是否有确切疗效,还需大样本､ 高质量､ 随机试验的实施,还有很多不能确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

步探索。 
 
 
PU-0273 

婴儿抚触对促进早产儿骨代谢的临床应用 
 

胡莉敏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究早产儿实施抚触方案对骨密度值的影响情况。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生的新生儿 67 例, 采用超声骨密度分

析仪测定婴儿左胫骨中点处的超声传导速度(SO S), 并随机分为对照组 33 例和干预组 34 例。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干预组在补充维生素 D 和钙剂, 预防婴儿疾病等方面采取综合性护理干预措

施。3 个月后回访观察婴儿 SOS 水平。 
结果 抚触组早产儿的超声骨密度值高于对照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抚触加上合理喂养方式及补充维生素 D 和钙剂能够减轻早产儿出生时钙磷矿物质储备不足,促
进骨形成,增强骨密度及骨强度,对早产儿骨密度值增长有重要的影响。 
 
 
PU-0274 

脑发育不良之病因及早期治疗临床分析 
 

曾繁霞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对 97 例新生儿脑发育不良病例进行分析,总结新生儿脑发育不良的可能原因,探索新生儿

脑发育不良的 佳治疗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10 月收住院 97 例新生儿脑发育不良的临床资料。依照入组

标准选择新生儿脑发育不良病例 97 例, 依照诊断标准及临床分型分为轻度 28 例,中度 46 例,重度

23 例。对所有患儿资料进行分析,分析 97 例新生儿脑发育不良的可能原因,确诊后对患儿进行密切

监护,纠正电解质紊乱,恢复脑血流灌注,控制脑水肿,抗惊厥,维持正常脑代谢等治疗,观察患儿治愈情

况,为以后的防止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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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引起新生儿脑发育不良的可能原因依次为窒息 69.4%､ 孕母妊高症 31.5%､ 产程过长 23.1%
､ 羊水污染 20.4%､ 胎头负压吸收助产 16.7%､ ､ 宫内胎儿窘迫 16.7%､ 脐带绕颈 13%;97 例新生

儿脑发育不良病例,治愈 67 例,好转 20 例,放弃治疗 7 例,死亡 3 例。 
结论 围产期脑损伤是新生儿脑发育不良发生的主要原因。做好围产期保健,重视 HIE 的防治,对改善

预后,减少后遗症,降低新生儿脑发育不良的病死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PU-0275 

致儿童 PICC 堵管的因素分析及干预措施 
 

高舒静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本文从 PICC 堵管的分类,引起儿童堵管原因的分析以及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对临床

工作带来帮助。 
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分析了导致儿童 PICC 堵管的原因以及相关干预措施,并通过研读文献提出了对

进行儿童 PICC 堵管干预措施的期望。 
结果 由于 PICC 管径大小､ 开口方式的不同,目前对 PICC 堵管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临床因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尽早识别并处理。干预措施作为预防堵管重要的一步,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儿童 PICC 堵管

的用药干预措施。 
结论 专业的技术､ 合理的健康教育､ 适当的用药是预防 PICC 堵管的重要一步,但针对儿童药物预

防堵管尚缺乏相关文献,希望今后有更多关于预防儿童 PICC 堵管用药的临床研究。 
 
 
PU-0276 

儿童保健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分析及护理措施 
 

穆伦鸿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400030 

 
 
目的 分析儿童保健对于婴儿生长发育产生的影响以及护理措施。 
方法 分析对象选取本院在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间出生的婴儿 76 例,以计算机表法予以分组

(38 例/组)。对照组予以家庭式常规护理,而观察组在该基础之上予以儿童保健护理,对比 2 组的生长

发育状况。 
结果 2 组予以不同的保健护理以后,观察组的生长发育状况相比对照组更优差异明显,P<0.05,统计学

具有对比意义。 
结论 增强儿童保健护理的实施力度,利于婴儿生长与发育,具有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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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7 

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合理喂养 
 

霍言言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早产/低出生体重儿是婴幼儿期生长迟缓､ 发育落后､ 感染性疾病的高危人群,合理喂养是保证

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关系近期生长和疾病转归,并利于远期健康,本文旨在促进合

理喂养的实施。 
方法 《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和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

儿童保健学组分别在 2009 年､ 2016 年发表了“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喂养建议”､ “早产､ 低出生体重

儿出院后喂养建议”,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出生后的相关喂养建议,并贯穿出院前后,
本文将以此为基础,结合新生儿营养支持相关临床指南,就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合理喂养问题作适当

详述,细化相关标准,总结出更贴近临床､ 简单易懂的喂养策略,动态评估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营养状

况并系统化随访与管理,在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喂养过程中加强家长教育并增加家长依从性。 
结果 合理喂养是保证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关系近期生长和疾病转归,并利于远期

健康。 
结论 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合理喂养可促使早产/低出生体重儿获得与同孕周胎儿相似的体质结构,满
足生长发育需要,提高生存质量,促进远期健康。 
 
 
PU-0278 

n-3 不饱和脂肪酸预防儿童湿疹的系统评价 
 

朱帝玲,章岚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17 

 
 
目的 评价 n-3 不饱和脂肪酸对儿童湿疹的预防作用。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等,获得有关补充 n-3 不饱和脂肪酸预防儿童湿疹的随机对

照试验,检索时间到 2017 年 3 月。采用 Cochrane 系统评价的方法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 10 项随机对照试验符合纳入标准。其中共 6 个研究报道了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儿童湿疹

患病率的影响,OR 值为 0.86(95%CI:0.70,1.05 )(P=0.14),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6 项研究报道

了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儿童湿疹累计发病率的影响,OR 值为 0.85(95%CI:0.68,1.06)(P=0.14),两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结论 目前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补充 n-3 不饱和脂肪酸可降低儿童早期湿疹的发病风险,鉴于部分研究

的质量风险及存在的临床异质性,结论需谨慎看待,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在生命早期补充多不饱

和脂肪酸对湿疹的预防效应。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968 
 

PU-0279 

低温等离子射频技术联合甲强龙注射治疗 
先天性后鼻孔闭锁 1 例报告 

 
于海玲,李达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临床资料:患儿,女, 1 岁 4 月,家长于患儿出生后即发现其持续性鼻塞,伴张口呼吸,睡眠打鼾, 白
日活动正常。电子鼻咽镜检查发现双侧后鼻孔闭锁,后鼻孔处较多脓涕; 鼻窦 CT: 双侧后鼻孔处片状

密度增高影,鼻道部分被阻塞,鼻咽部未见异常。诊断为: 先天性后鼻孔闭锁。全身麻醉下使用鼻内镜

经鼻观察后鼻孔闭锁部位,用美国 ArtroCare7070 型等离子射频刀头自下鼻道下缘开始消融闭锁黏

膜, 贯通至鼻咽部可窥及圆枕等结构,术中未见骨性闭锁; 后于后鼻孔周围粘膜下均 注射甲强龙,
预防挛缩。术后 2 周术区白膜大部分已脱落,张口呼吸及睡眠打鼾等症状消失;术后 1 个月, 后鼻孔区

白膜完全脱落, 粘膜光滑, 双侧基本对称;随访 2 个多月成形的后鼻孔域黏膜上皮化良好, 无挛缩, 鼻
腔通气良好。 
结论 鼻内镜下低温等离子射频技术联合甲强龙注射治疗先天性后鼻孔闭锁前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有待长期随访观察。 
 
 
PU-0280 

 小儿行纤维支气管镜异物取出术的护理体会 
 

苏秀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小儿行支气管异物取出术术前､ 术后护理操作技术过程中减少并发症的重要作用。 
方法 通过对本院 33 例行支气管异物取出术的患儿配合医生做好术前准备并严密观察病情,加强术后

护理及健康指导,并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33 例患儿行支气管镜异物取出术后,异物成功取出,无一例气管切开,无一例发生低氧血症,术后

均未出现气胸､ 纵膈气肿和皮下气肿､ 气管内出血､ 急性呼吸衰竭等并发症。 
结论 对小儿支气管异物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和取出异物是安全有效的。这不仅需操作医师具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 娴熟的纤支镜操作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1],同时也需要专科护士加强手术前术后

护理,严格按照科学的护理程序积极密切配合,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U-0281 

婴幼儿先天性耳形态畸形无创矫正的初步研究 
 

王素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总结本院开展的外耳廓矫正系统应用于婴幼儿先天性耳形态畸形的临床工作,为临床提供参

考。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2017 年 1 月在我院耳鼻咽喉科应用 EerWell 耳廓矫正系统治疗婴幼儿先

天性耳形态畸形 8 名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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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 名耳形态畸形患儿中,有杯状耳 1 例,垂耳 2 例,垂耳合并隐耳 1 例,耳轮畸形 1 例,隐耳 3 例;其
中 5 名患儿是双侧耳形态畸形,3 名是单侧耳形态畸形。10 例耳形态畸形应用 EerWell 耳廓矫正系

统进行治疗,其中 1 例中途放弃治疗,成功率 90%。 
结论 1-6 个月内婴幼儿使用矫正装置可有效治疗先天性耳形态畸形,可避免后期手术治疗和心理危

害。 
 
 
PU-0282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合并鼻用盐酸羟甲唑啉 
在治疗伴有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中的作用 

 
刘文龙,曾清香,周丽枫,罗仁忠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在临床上,大约有 30%的伴有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对鼻内激素效果不佳。本研究主要

探讨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内舒拿)合并鼻用盐酸羟甲唑啉在治疗这部分患儿中的疗效,并评估药物性

鼻炎的发生情况。 
方法 本研究为两期,随机双盲双模拟对照研究。180 例伴有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被纳入本

研究。在第一阶段,所有患儿随机分为内舒拿组和安慰剂组,分别使用内舒拿或安慰剂六周(每日 1
次)。在第二阶段,首阶段非应答患儿被随机分为 4 组,分别给予 8 周内舒拿+安慰剂,内舒拿+羟甲唑

啉(用 1 周,停 1 周),安慰剂+羟甲唑啉(用 1 周,停 1 周),安慰剂+安慰剂。给予患儿进行主观症状评分

(用药前,用药后 1 周,2 周,1 月,2 月,3 月,半年,一年),内镜评分和鼻腔容积检测。 
结果 停药后随访 1 年内,内舒拿+羟甲唑啉组患儿的鼻塞评分略有反弹,但仍显著低于基数水平

(1.3±0.2 vs 2.6±0.4, P<0.05),流涕､ 打喷嚏､ 鼻痒评分也明显缓解;腺样体与后鼻孔比例也从 87%
下降至 28%;鼻腔容积从 11.2±0.7 cm3 增加至 15.2±0.7 cm3;药物性鼻炎没有发生。内舒拿+安慰剂

组,安慰剂+羟甲唑啉组,安慰剂+安慰剂组停药后症状恢复至用药前水平。 
结论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合并鼻用盐酸羟甲唑啉在治疗伴有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中安全

､ 有效,且起效快,维持时间长。 
 
 
PU-0283 

多导睡眠监测儿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应用及护理体会 
 

杨君,谭晶,魏杰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总结多导睡眠监测仪在儿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的应用及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 120 例因打鼾就诊的患儿进行多导睡眠监测的护理措施。包括监测前的护理,监测中的护

理,监测后的护理,监测内容包括脑电图 ､ 眼动图 ､ 心电图 ､ 鼾声 ､ 气流､ 胸呼吸､ 腹呼吸､ 肢体

运动､ 体位､ 氧饱和度､ 脉率､ 脉搏波形。对 OSAHS 患者的健康教育。认为护士在整个监测中的

有效护理,对于整个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确保操作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结果 通过整夜多导睡眠图( PSG) ,115 例得到确诊,单纯鼾症者 24 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
( SAHS) 者 96 例( 轻度 17 例,中度 69 例,重度 10 例) ,结果不符合诊断指标的 5 例。 
结论 及时进行多导睡眠监测 有利于尽早诊治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970 
 

PU-0284 

儿童呼吸道异物并发症与早晚期诊断 
及异物类型､ 部位的相关性研究 

 
黄敏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儿童呼吸道异物早晚期诊断与异物类型､ 部位及术前并发症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收治的 2 773 例儿童呼吸道异物病例资料,按 24 h 内确诊和 24 h 之后确诊分

为早期诊断组和晚期诊断组,比较并发症类型在两组间的统计学差异以及在异物类型和部位上有无

统计学差异。 
结果 本研究共 2 773 例呼吸道异物患儿,男女比例为 1.89 : 1,异物类型以植物类异物 2561(92.35%)
例为主,异物部位以支气管异物 2 257(81.39%)为主,术前 常见的并发症为肺炎(43.30%)和肺气肿

术(27.60%)。研究发现金属类异物早期诊断率明显高于植物性异物,不同异物类型早期诊断率存在

差异( 2 = 47.125,P < 0.05))。早晚期诊断组患儿中术前肺炎､ 肺气肿的发生率存在差异,经统计学

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9 例并发气胸者异物均为坚果类。除 1 例

内源性异物患儿术后死亡外,其余病例均获治愈。术后新发并发症如肺水肿､ 气胸 9 例,二次手术 4
例,以上患儿异物均为坚果。17 例气管､ 双侧支气管异物患儿因 ARD 转入 ICU 治疗,其中 15 例异

物为坚果。 
结论 异物类型是影响呼吸道异物能否早期确诊的相关因素,大多数坚果类异物由于发生场景无特殊

､ 异物性状及滞留位置,早期难以确诊,病程越长,并发症发生率越高。对于气管､ 双侧支气管异物合

并肺炎､ 气胸的患儿,坚果类异物也增加了发生 ARD 的风险性。 
 
 
PU-0285 

血小板激活标记物(PF-4)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的表达 
 

周丽枫,罗仁忠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血小板在多种炎症状态下可以释放产物促进炎症反应的发生。 近研究显示,变应原可以促进

血小板激活并释放血小板因子 4(PF4)继而在 Th2 型疾病中发挥作用。然而,其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

的作用尚不清晰。本研究拟探讨 PF-4 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的表达和作用。 
方法  研究纳入 60 例变应性鼻炎儿童患者和 20 例正常儿童。分别采用 IHC,qPCR 和 ELISA 检测

PF-4 和 Th2 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提纯 PBMC 进行 PF-4 调节试验。培养鼻上皮细胞用于 PF-4
刺激试验。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PF-4 mRNA(血清:2.05±0.02 vs 0.57±0.01, P<0.01;盥洗液:1.73±0.11 vs 
0.82±0.05, P<0.01)和蛋白(血清:42.1±3.5 vs 6.4±1.6, P<0.05;盥洗液:13.3±2.4 vs 4.5±0.9, P<0.01)
在变应性鼻炎儿童血清和鼻腔盥洗液中表达均升高。鼻腔局部 PF-4 表达和 Th2 因子表达正相关

(PF-4 和 IL-4, r=0.43, P=0.02; PF-4 和 IL-5, r=0.48, P=0.01; PF-4 和 IL-13, r=0.63, P=0.01)。体外

实验也显示 PF-4 可促进 Th2 反应。 
结论 我们的结果显示 PF-4 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表达增强并可放大 Th2 反应。本研究为变应性鼻炎

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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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6 

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听力损害的危险因素分析 
 

章虎,陈迎迎,徐志伟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寻巨细胞病毒感染(cytomegalovirus,CMV)后引起听力损害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 2013-2015 年住院的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 275 例,对所有研

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和脑干诱发电位(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 ABR)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采用 c2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听力损害的危险因素。 
结果  275 例(550 耳)患儿中,听力正常 202 例,异常 73 例。550 耳中 443 耳听力正常,107 耳听力异

常,轻度异常 79 耳(占 73.8%)。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 头颅 MRI 异常是 CMV 感染患

儿听力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2.042,2.999,P <0.05);肝炎､ 皮肤出血点与听力损害的关系为负

相关(OR = 0.113,0.217,P <0.05)。 
结论 CMV 感染会对患儿听力造成损害,以轻度异常为主。男孩及头颅 MRI 异常的患儿,相对来说更

容易出现听力损害。 
 
 
PU-0287 

婴幼儿人工耳蜗植入的并发症和效果分析 
 

罗仁忠,刘文龙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近年来随着人工耳蜗技术的不断进步有越来越多的婴幼儿接受此手术,但相关病例分析并不多

见。本研究拟分析语前聋婴幼儿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和并发症。 
方法 50 例 12 月龄以下婴儿及 50 例 12~36 月龄幼儿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植入单侧人工耳

蜗。记录分析内容分为两部分,手术相关部分包括术前常规听力学和影像学检查､ 手术时间､ 术中

出血量､ 住院时间､ 手术和术后并发症,听力学部分包括术后 12 和 24 个月采用听力表现指数(CAP)
对两组患儿的听觉发育能力分别评分。 
结果 婴儿组与幼儿组的住院时间分别为(6.2±0.5)天和(6.1±0.8)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

时间､ 术中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1.23 和-0.98,P 值均>0.05)。手术并发症包括:术中

出现井喷 3 例。术后一过性面瘫 2 例,外耳道后壁损伤 2 例,头皮血肿 3 例。全身并发症:发热 8 例､

呕吐 5 例。所有病例未见脑脊液漏和脑膜炎的发生。随访时间 12~24 个月,随访期间,婴儿组术后

24 个月的 CAP 得分的改善情况(相比于术后 12 个月)均高于幼儿组(P<0.05)。两组患儿中大前庭导

水管综合征患儿分别为 4 例和 5 例,脑白质病变分别 5 例和 6 例,术后听力学评估与正常患儿无明显

差异。 
结论 12 月龄以下婴儿人工耳蜗植入具有可行性,可缩短患儿听力剥夺时间,听力表现相对幼儿更好,
因此,尽早人工耳蜗植入更有利于患儿的言语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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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8 

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在病毒性面瘫 
小鼠脑干面神经核团的表达及意义 

 
牟鸿,李东梅,张建基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建立 1 型单纯疱疹病毒(HSV-1)致小鼠面瘫的动物模型,探讨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在病

毒性面瘫小鼠脑干面神经核团中表达的变化规律及糖皮质激素对 ICAM-1 表达的作用。 
方法 将 170 只四周龄 Balb/c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病毒接种组(135 只),生理盐水对照组(26 只)和空白

对照组(9 只)。病毒接种组中面瘫小鼠分为 A-C 亚组,A 组不进行干预,B 组为 MPSS 干预组,C 组为

MPSS+RU486 干预组。通过将 HSV-1 接种至小鼠耳廓背面皮肤的方法建立面瘫动物模型,评估小

鼠面神经功能,药物干预后用 real-timePCR､ western blot 检测小鼠脑干面神经核团中 ICAM-1 的表

达。 
结果 1.病毒接种组小鼠中有 95 只(55.88%)于接种后 2-5 天出现不同程度的面瘫症状。2.ICAM-
1mRNA 及蛋白在生理盐水组小鼠脑干面神经核团表达处于低水平,与空白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病毒接种组小鼠,面瘫后 6h 可见 ICAM-1mRNA 及蛋白表达升高,2d 达到高峰,与空白

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此后表达逐渐降低。3.在 HSV-1+MPSS 组,ICAM-1 蛋白的

表达在面瘫后第 2 天明显下降。4.在 HSV-1+MPSS+RU486 组,MPSS 对 ICAM-1 蛋白表达的抑制

作用被减弱。 
结论 1.提示 ICAM-1 参与了 HSV-1 致小鼠面瘫的病理过程。2.MPSS 对于贝尔面瘫的治疗作用可

能是通过对 ICAM-1 的抑制作用来实现。 
 
 
PU-0289 

下鼻甲来源的软骨粘液样纤维瘤个案报道 
 

王洁,朱晶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一例幼儿鼻腔肿瘤患者的治疗及预后,为临床判断预后,提供帮助。 
方法 本例病案为一名 2.3 岁女童,家长代主诉:生后数月即发现患儿鼻塞。伴有打鼾､ 张口呼吸､ 偶

有憋气､ 有流涕､ 为粘脓涕､ 双眼分明物多､ 无鼻衄病史,无晨起喷嚏,揉鼻,揉眼睛病史。否认湿疹,
荨麻疹病史。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其父:30 岁,其母:28 岁,父母体健,否认特殊疾病史。第一胎,第
一产。孕期体健,顺产,生后评分 10 分,新生儿期无特殊疾病,按卡接种。查体:见左侧鼻腔一苍白息肉

样肿物完全堵塞左侧鼻腔,右侧前鼻孔狭窄。CT 示:左侧鼻腔一 2.8 2.4 3.2cm 肿物; 伴鼻中隔挤

压偏曲,右侧鼻腔狭窄。门诊遂以鼻肿物?鼻息肉收住。入院后血常规未见异常,嗜酸性粒细胞无明显

增加,肝肾功,输血前检查,胸片正常。给予抗感染,布地奈得雾化吸入治疗,呋麻滴鼻,肿物无减小。磁

共振及增强磁共振考虑:鼻咽纤维血管瘤。术前备血,行鼻内镜下等离子刀肿物切除术。术中见肿物

来源于下鼻甲,呈苍白黏液样,夹杂有软骨碎片,含血量并不十分丰富。完整切除肿物及部分下鼻甲后

行右侧鼻中隔骨折外移术。术后双侧膨胀海绵填塞,3 天后取出。 
结果 病理示:软骨黏液样纤维瘤。随访 4 年,无不适主诉。 
结论 软骨黏液样纤维瘤是非常罕见的良性分叶状肿瘤。占骨肿瘤的 0.5%,良性肿瘤的 1.6%。发生

于鼻腔的软骨黏液样纤维瘤,症状与肿瘤的发生部位有关。一些症状可能包括复视, 面部疼痛, 眼球

突出, 神经痛, 构音障碍, 鼻出血, 鼻共同治理, 头痛､ 骨肿胀, 或持续的慢性鼻窦炎症状。结合症状,
查体及 CT 检查及活检可以诊断。CT 中有少部分可见钙化,该肿瘤边缘清楚,大多数有一个扇形的, 
僵化的边缘。典型的 MRI 表现,呈 T1 低信号､ T2 像高信号。鉴于其罕见, 但却良性肿瘤的本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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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黏液样纤维瘤必须与分化的软骨肉瘤相鉴别。因为软骨肉瘤常提示预后较差。Hong et al, 调查发

现:发生于头颈部的软骨黏液样纤维瘤的 5 年生存率为 73%。Wu et al, 一项 278 例的全身软骨黏液

样纤维瘤的调查显示其复发率和恶变率分别为 11.5%和 0.7%。提示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切除鼻腔鼻

窦骨骼,避免面部发育的畸形。 
 
 
PU-0290 

西北地区儿童变应源检测分析 
 

朱晶,王洁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对西北地区儿童变态反应性疾病患儿行变应源检测,分析西北地区变应源分布及年龄相关特点,
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使用美国库尔克公司,贝克曼特殊蛋白分析仪及其试剂速率散射比浊法对 835 名变态反应性疾

病患儿行血清特异性 IgE 检测。2､ 使用协和医院生产的标准化试剂对 700 例患儿进行皮肤点刺试

验。 
结果  1.血清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示:吸入性变应源主要是艾蒿和螨组;食入性变应源中蛋清､ 花生和

淡水鱼阳性率较高。2､ 确诊的 222 例变态反应性疾病中,特异性 Ig E 检测,阳性率较高的送检原因

有体检(40%)､ 咳嗽(42.86%)､ 湿疹(47.05%)､ 荨麻疹(42.85%)､ 咽炎(50%)､ 上感(44.44%)。3
､  变应性鼻炎主要检出吸入性变应源,皮肤系统疾病(皮炎/湿疹/丘疹性荨麻疹/荨麻疹)主要检出食入

变应源。其他(咳嗽/哮喘/鼻炎/咽炎/支气管炎/上感/过敏性紫癜)可由吸入､ 食入或者是混合性因素

所致。腹泻亦可由吸入性变应原所致。4. 700 例患儿变应源皮肤点刺试验示: 尘螨､ 户螨､ 大籽蒿

粉为主要变应源;5､ 幼儿期变应源以单一变应原为主,随着年龄增长,合并 1 种或 2 种及以上的变应

源的患儿较单一变应源的患儿增多。且 2 种变应源过敏的患儿以螨合并花粉组过敏为主。6､ 血清

特异性 Ig E 抗体检测,与皮肤点刺实验主要检出的西北地区变应源相同。 
结论 1､ 西北地区儿童吸入性变应源主要是艾蒿和螨组。2､ 过敏性鼻炎主要检出吸入性变应原;皮
肤系统疾病(皮炎/湿疹/丘疹性荨麻疹/荨麻疹)主要检出食入变应源。3､  幼儿期检出变应源以单一

变应源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合并 1 种或 2 种及以上的变应源的患儿增多,且 2 种变应源过敏的患儿

以螨合并花粉过敏者较为常见。 
 
 
PU-0291 

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手术联合无创通气治疗 1 例 
 

李达,于海玲,刘玉欣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患儿,男,12 岁, 因睡眠打鼾 2 年,憋气半年入院,平卧位时呼吸暂停及憋气明显,白天嗜睡,精神

差。查体: 心率 102 次 /min､  血压 111 /83 mmHg､  体重 81kg,身高 110 cm, 体重指数 66.9, 双扁

桃体Ⅲ度大,表面光滑,慢性充血。电子鼻咽喉镜示:腺样体增生,堵塞后鼻孔约 3/4 以上。心电图检查

示:T 波倒置。心脏彩超检查示:右房右室轻度扩张,肺动脉高压。多导睡眠监测( PSG) : 睡眠呼吸暂

停及低通气指数( AHI) 77.1 次 /h､  夜间睡眠 低血氧饱和度 20%,平均血氧饱和度为 60%。诊断: 
1.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重度);2. 肺源性心脏病。 
方法 入院后行 CPAP(持续正压通气治疗)双水平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1 周后患儿嗜睡症状明显减轻,
精神状态改善明显,呼吸机通气下监测血氧:于全麻下行腭咽成形术及等离子辅助下腺样体切除术,术
中切除双侧扁桃体并将悬雍垂两侧软腭切除约 3mm,并行后弓及前弓缝扎。术后送入 ICU 持续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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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辅助呼吸,术后第 1 天拔出气管插管,成功撤机,术后第 2 天行睡眠呼吸监测(床垫),结果示:平卧位时

血氧饱和度为 50-60%,侧卧位时血氧饱和度为 70-90%,清醒时血氧饱和度为 90%以上。术后第 3
天出院,继续行 CPAP 治疗,积极减肥。 
结果 术后 1 个月随访,患儿嗜睡症状明显改善,睡眠憋气､ 张口呼吸症状消失,仍有打鼾。 
结论 对于合并肥胖的 OSAHS 儿童,手术前后使用无创通气治疗可以减少手术风险,使患儿安全度过

围手术期,有利于术后阻塞症状的恢复。 
 
 
PU-0292 

鼻内窥镜下低温等离子切除咽侧壁成熟性畸胎瘤 2 例 
 

张海港,尹德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对采用鼻内镜下低温等离子切除咽侧壁成熟性畸胎瘤的经验进行总结,探讨低温等离子技术的

安全性和可行性。 
方法 我科于 2016 年 10 月收治咽侧壁成熟性畸胎瘤 2 例,均于内窥镜下行低温等离子切除术。 
结果 手术顺利完成,未见并发症,术后随访 8 个月,未见复发。 
结论 内窥镜下低温等离子切除咽侧壁成熟性畸胎瘤可以清晰､ 安全､ 完整地切除肿瘤,手术效果肯

定。 
 
 
PU-0293 

儿童分泌性中耳炎反复发作的相关因素探讨 
 

朱珠,李琦,谢利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儿童反复发作性分泌性中耳炎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 2013 年 2 月~2015 年 8 月期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治后一年内复发的 121
例患儿为研究组(复发组),选择同期就诊的未复发的 125 例患儿为对照组(非复发组), 对与分泌性中

耳炎复发相关的可能因素包括病程､ 年龄､ 性别､ 反复呼吸道感染､ 慢性鼻炎､ 慢性鼻窦炎及过敏

性鼻炎,胃食道反流､ 腭裂､ 扁桃体腺样体肥大､ 乳突气化情况､ 被动吸烟史､ 既往中耳炎病史及

鼻腔结构异常情况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比较主要危险因素在不同年龄组的

发生率以及两组间鼻部疾病每年发病次数。 
结果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小年龄､ 过敏性鼻炎､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扁桃体肥大Ⅳ°大
､ 腺样体肥大Ⅲ°和Ⅳ°肥大､ 乳突气化不良是儿童 OME 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其影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3~6 岁组､ <3 岁组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 7~14 岁组[(χ2=5.512, 
10.081,P<0.05)],3~6 岁组腺样体(Ⅲ°､ Ⅳ°)肥大所占比例高于<3 岁组和 7~14 岁组

[(χ2=6.303,5.252,P<0.05)],而<3 岁组和 7~14 岁组之间无明显差异(χ2=1.023,P>0.05)。复发组患

儿每年慢性鼻窦炎､ 过敏性鼻炎及慢性鼻炎的发作次数均明显高于非复发组

[(t=7.343,22.251,16.781,P=0.000)],两组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年龄､ 过敏性鼻炎､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扁桃体Ⅳ°､ 腺样体Ⅲ°和Ⅳ°､ 乳突气化不良可能

是导致分泌性中耳炎复发的主要因素,年龄越小､ 鼻部疾病每年的发作次数增多,OME 反复发作的机

率越高,反复呼吸道感染对幼儿期､ 学龄前期影响较为显著,腺样体肥大(Ⅲ°､ Ⅳ°)对学龄前儿童的影

响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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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4 

耳廓矫形器对先天性小耳畸形治疗的相关研究 
 

王敏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对 6 个月以内存在耳廓形态畸形的患儿,进行耳廓矫形器(Earwell)佩戴,从而改善耳廓形态畸形

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对于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04 月来我院门诊就诊 6 个月以内､ 存在耳廓形态畸形的患儿佩戴

耳廓矫形器,并对已佩戴耳廓矫形器的 40 例患儿进行随访调查,观察这 40 例患儿佩戴矫形器后耳廓

形态改善情况及佩戴后出现的相关并发症,如:皮肤过敏､ 压疮､ 局部组织坏死､ 矫形器移位､ 脱落

等,并总结对于存在早期耳廓形态畸形的患儿,佩戴矫形器的 佳时机。 
结果 通过对 40 例患儿进行早期佩戴耳廓矫形器,28 例患儿耳廓形态改善明显,基本与对侧相仿,8 例

改善一般,4 例患儿无明显改善;40 例患儿佩戴矫形器后出现皮肤过敏 5 例(占 12.5%),压疮 4 例(占
10%),局部皮肤坏死未出现,矫正器移位 8 例(占 20%),矫正器脱落 2 例(占 5%);对出生后 7-15 天佩

戴耳廓矫形器为 佳“窗口期”,该时间段效果 佳､ 难度低､ 稳定性好､ 时间短､ 成功率高,对于年

龄稍大的患儿治疗难度稍大,且矫正时间长。 
结论 通过随访调查,对 6 月以内的患儿佩戴耳廓矫行器有助于耳廓形态恢复,成功率高,并发症少,避
免了耳廓手术治疗,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PU-0295 

看护人呼吸道异物知识-行为-态度的掌握情况 
对预防儿童呼吸道异物的作用 

 
刘光亮

1,彭湘粤
1,2 

1.湖南省儿童医院 南华大学儿科学院 
2.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看护人呼吸道异物知识-行为-态度的掌握情况对预防儿童呼吸道异物发病率的影响,探索

呼吸道异物的预防方法。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 500 例确

诊为呼吸道异物的患儿(病例组)和 2000 例非呼吸道异物患儿(对照组)的临床特点,并对其看护人进

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实际看护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呼吸道异物早期识别知识的了解程度;呼吸道异

物的预防及急救知识的掌握程度;对预防该病的重视程度;采取预防该病的具体措施等。对调查结果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病例组中实际看护人为祖父母占 74.2%,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占 65.3%,43.2%的

看护人对呼吸道异物早期识别知识掌握不足,84.2%的看护人对预防及急救知识掌握不足,59.2%的

看护人对呼吸道异物的重视不够,93.2%的看护人未采取措施预防呼吸道异物的发生。对照组与病例

组单一因素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认为研究的各因素均与呼吸道异物的

发病率有关,提高研究的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可以降低呼吸道异物的发病率。 
结论 呼吸道异物的发病率与看护人对儿童呼吸道异物知识-行为-态度等有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密切

联系,应针对看护人关于呼吸道异物相关知识掌握的薄弱方面加强宣教,以减少呼吸道异物的发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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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6 

正常学龄前儿童宽频声能吸收率的初步研究 
 

邹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测量正常学龄前儿童中耳宽频声能吸收率(wideband absorbance,WBA),分析频率及年龄对

WBA 的影响。 
方法 选取正常学龄前儿童 602 例(年龄范围 2-7 岁),平均年龄 2.17-6.75 岁,其中男 325 例,女 277 例,
共 1015 耳,近 6 月,无耳科疾病病史(耳流脓耳痛听力下降等),其耳廓､ 外耳道及鼓膜形态正常,且鼓

室图为 A 型,镫骨肌反射引出,瞬态耳声发射通过。根据年龄分为 2-3 岁组(70 耳),3-4 岁组(262
耳),4-5 岁组(378 耳),5-6 岁组(250 耳),6-7 岁组(55 耳)。 
结果 1.各年龄组学龄前儿童宽频声能吸收率频率-吸收率曲线呈不对称的“M”型,即在中低频随频率

增大,吸收率逐渐增各年龄组儿童进行宽频声能吸收率测试,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大,仅在

1122-1414Hz 附近处有一小切迹,于 4490Hz 附近达 大值,然后于 5657Hz 处陡降至 8000Hz;2.2-5
岁各年龄组 WBA 在 1000Hz 以下随年龄增大吸收率逐渐增大;3.2-3 岁组､ 3-4 岁组､ 4-5 岁组在

1000Hz 以下 WBA 低于 5-6 岁组､ 6-7 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2-5 岁各年龄组､ 5-7 岁各年龄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在 1000Hz 及以上各年龄组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结论 1.各年龄组学龄前儿童宽频声能吸收率频率-吸收率曲线呈不对称的“M”型;2.2-5 岁学龄前儿童

对低频声能的传导尚不成熟;在 5 岁左右时趋于稳定。 
 
 
PU-0297 

未通过新生儿听力筛查的 NICU 新生儿听力特点分析 
 

徐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未通过新生儿听力筛查(TEOAE 或 AABR)的 NICU 新生儿的听力损失特点,探讨适合

NICU 新生儿的听力筛查方案。 
方法 采用回顾性收集 2015.1.1-2016.12.31 期间 TEOAE 或 AABR 未通过 NICU 的新生儿 295 例

(583 耳), 同期 366 例(722 耳)足月健康新生儿作为对照,采用以听性脑干反应 (ABR)为主的综合听力

检查手段进行确诊,并比较两组听力损失高危因素的差异性。 
结果 NICU 组 和足月健康组 click-ABR 阈值>35 dB nHL 分别为 58 耳(25%) and  9 耳(11%) 
(P<0.05), 终确诊为先天性耳聋两组分别为 33 耳和 5 耳( P<0.05),两组重其他 click-ABR 阈值>35 
dB nHL 新生儿声导抗均异常。确诊为听神经病 NICU 组有 9 耳,对照组仅 1 耳( P<0.05)。NICU 组

听力损失的高危因素为: 高胆红素血症(达到换血指标), 缺血缺氧性脑病,梅毒,其中高胆红素血症嗜

听神经病发病 显著高危因素;对照组听力损失的高危因素为:小耳畸形,耳聋家族史。 
结论 NICU 新生儿先天性听力损失及听神经病发病率高于足月健康儿。高胆红素血症是导致听神经

病的高危因素;中耳功能异常是导致新生儿听力筛查不能通过的重要原因,建议将高频声导抗纳入

NICU 新生儿听力筛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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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8 

内镜下电凝术在治疗儿童梨状窝瘘中的应用 
 

顾政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内镜下电凝封闭梨状窝内瘘口治疗儿童梨状窝瘘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收治的 8 例梨状窝

瘘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分析总结患者的临床资料､ 术后复发率及手术并发症。 
结果 8 例患者术后顺利恢复,按时拔出胃管,恢复正常饮食。其中,5 例单纯行内镜下电凝封闭梨状窝

内瘘口,术后无复发,3 例行内镜下电凝封闭梨状窝内瘘口联合颈外进路梨状窝瘘管切除术,术后无复

发。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喉返神经麻痹或甲状腺功能低下等并发症。 
结论 内镜下电凝封闭梨状窝内瘘口治疗儿童梨状窝瘘是一种安全有效､ 创伤小､ 恢复快的方法。

另外,年龄大､ 病史长､ 有多次颈部切开引流或手术史的患者通过内镜下电凝封闭梨状窝内瘘口联

合颈外入路切除瘘管,可能将复发率降至 低。 
 
 
PU-0299 

HLA-G 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的临床意义 
 

梁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60 

 
 
目的 变应性鼻炎是一类主要由 IgE 介导的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疾病,以 Th2 细胞反应为主。人类

白细胞抗原 G(Human leukocyte antigen-G,HLA-G)是一类非经典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抗原。

HLA-G 被认为是体内重要的免疫调节分子,参与到妊娠､ 器官移植､ 肿瘤､ 炎症及过敏性疾病等各

方面。目前 HLA-G 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的表达及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拟探讨 HLA-G 在儿童变应

性鼻炎中的表达并分析与患儿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4 例 1 至 12 岁被诊断为变应性鼻炎的患儿与 12 例正常儿童,收集其外周血,使用 ELISA
法检测外周血可溶性 HLA-G､ 特异性 IgE､ IL-4 及 IFN-γ 的含量,比较变应性鼻炎患儿与正常儿童上

述指标的差异,同时分析 HLA-G 与变应性鼻炎患儿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变应性鼻炎患儿的外周血平均可溶性 HLA-G 含量及特异性 IgE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儿童

(P<0.01),变应性鼻炎患儿 IFN-γ/IL-4 比值小于正常儿童(P<0.01)。可溶性 HLA-G 水平与患儿变应

性鼻炎的持续时间､ 症状严重程度及血清特异性 IgE 密切相关(P<0.05),而与患儿性别､ 年龄､ 眼部

伴随症状,皮肤点刺试验无关(P>0.05)。 
结论 HLA-G 在儿童变应性鼻炎中表达升高,且与患儿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提示 HLA-G 可能参

与儿童变应性鼻炎的免疫调节,且可作为评估疾病进展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PU-0300 

鼻后滴漏致儿童咳嗽的相关因素分析 
 

舒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鼻炎鼻窦炎患儿鼻咽部储留分泌物对临床咳嗽症状的影响,分析可能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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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门诊诊断鼻炎鼻窦炎且符合以下条件的 182 例患儿作为本组观察对象。(1)行鼻窦内窥镜及鼻

咽镜检查,于鼻咽部或咽后壁查见粘性或粘脓性分泌物;(2)不伴哮喘和胃-食管反流性疾病;(3)X 线胸

片检查无异常发现;(4)肺功能检查无异常。采集病史,将患儿的咳嗽症状进行分级。0 级:无明显咳

嗽;1 级:偶尔咳嗽或清嗓子,无明显时间规律;2 级:晨起或夜间轻度咳嗽,不影响睡眠;3 级:晨起或夜间

明显咳嗽,咳嗽剧烈时可致呕吐,影响睡眠;4 级:晨起夜间及白天均有咳嗽,影响睡眠及白天活动。将镜

下所见分度,Ⅰ度:鼻咽部储留少许粘性分泌物;Ⅱ度:鼻咽部储留明显粘性或粘脓性分泌物。 
结果 182 例患儿中,0 级有 65 例(31%),1 级有 37 例(29%),2 级有 63 例(35%),3 级有 12 例(6.6%),4
级有 13 例(7%)。在有咳嗽症状的患儿中,咳嗽程度与镜下所见分泌物呈正相关,与年龄呈负相关,与
病程､ 是否鼻阻､ 是否流涕等不相关。 
结论 儿童鼻炎鼻窦炎可致不同程度的咳嗽症状,其严重程度与年龄及鼻咽部储留分泌物的多少相关,
年龄越小､ 储留分泌物越多,则咳嗽越重,为慢性咳嗽的临床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我们的研究还

发现,儿童鼻炎鼻窦炎鼻咽部的分泌物在约 31%的患儿中不引起咳嗽症状,是否与咳嗽反射或咳嗽受

体相关,需进一步研究。 
 
 
PU-0301 

上呼吸道感染对儿童变应性鼻炎的影响 
 

杨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上呼吸道感染对儿童变应性鼻炎的影响。 
方法 对因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就诊而有变应性鼻炎病史的 26 名患儿为实验组,对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就

诊而没有变应性鼻炎病史的 26 名患儿对照组,分别记录变应性鼻炎症状的 VAS 评分､ 内镜下评分

､ 血常规白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数量､ 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的比例。 
结果 实验组总体上的的 VAS 评分､ 内镜下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

中有 15 例同时存在感染性指标以及变态反应指标的升高。 
结论 上呼吸道感染可以诱发儿童变应性鼻炎的发作,细菌或病毒感染可同时合并变态反应,治疗这类

变应性鼻炎的发作需重视感染因素。 
 
 
PU-0302 

过敏性鼻炎儿童生存质量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袁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重庆地区过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患儿生存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为预防儿童过敏性

鼻炎,提高其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确诊的 AR 患儿为研

究对象,采用儿童过敏性鼻炎生存质量量表评价患儿的生活质量,同时收集患儿人口统计学等一般情

况资料,分析重庆地区 AR 患儿生存质量现况及其相关因素。 
结果 儿童过敏性鼻炎生存质量量表的总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7,分半信度为 0.872,量表总得分

与各维度得分间的相关系数较大,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AR 患儿生活质量较好及以上者占

27.4%;不同性别､ 年龄间儿童过敏性鼻炎生存质量量表的总得分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鼻部症状每天累计时间､ 鼻部症状持续时间､ 接触性皮炎史､ 年龄､ 对家庭经济的影响是 AR 患儿

生存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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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R 可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其主要影响因素为鼻部症状每天累计时间､ 鼻部症状持续时间

､ 接触性皮炎史､ 年龄､ 对家庭经济的影响,预防过敏性鼻炎应从多方面入手。 
 
 
PU-0303 

OPN 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变应性鼻炎相关性的研究 
 

张志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发现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项研究表明,哮喘

患者外周血 OPN 浓度明显升高;OPN 与哮喘患者 IL-5 和嗜酸性粒细胞增加显著相关;变应性鼻炎

(allergic rhinitis,AR)患儿经过舌下免疫治疗后外周血 OPN 浓度降低。基于“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
理念,OPN 亦参与到 AR 的疾病过程,但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我们拟从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single 
nuceotide polimerphisms,SNPs)入手,探讨 OPN 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与成人变应性鼻炎的关系,以
期发现 AR 的易感基因。 
方法 收集 1020 例 AR 和 1173 例对照组成人静脉血。提取 DNA,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

度多态性(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技术,对 OPN 的

3 个位点(rs9138､ rs1126616､ rs1126772)和 OPN 的 4 个受体的各 2 个位点(ITGA4:rs1449263 和

rs3770136,ITGAV:rs3738919 和 rs3911238,ITGB3:rs5918 和 rs2056131,CD44:187116 和

rs16927061),共 11 个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同时使用直接测序进行分型验证。 
结果 AR 组和对照组的基因分型结果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P>0.05)。采用二元 logistic 统计分析,
下列几个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 AR 组中明显高于对照组:rs9138 AA 基因型及 A 等位基因

(P<0.001);rs1126616 CC 基因型及 C 等位基因(P<0.001);rs116772 AG 基因型及 G 等位基因

(P<0.001)。OPN 受体 α4(ITGA4)rs1449263 AA 基因型及 A 等位基因(P<0.001); OPN 受体

CD44  rs187116 TT 基因型及 T 等位基因(P<0.001)。其余位点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OPN 的 3 个位点 rs9138,rs1126616,rs1126772,OPN 受体 ITGA4 的位点 rs1449263 和受体

CD44 的位点 rs187116 与变应性鼻炎有相关性。 
 
 
PU-0304 

新生儿期重症高胆红素血症的不同治疗手段 
与新生儿听力筛查 通过率相关性分析 

 
高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评估早期换血治疗以及单用蓝光光疗对新生儿期重症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听力筛查通过率的相

关性分析。 
方法 究分析,其中 SH 组分为换血治疗组(317 例)和光疗组(1047 例),肺炎患儿为对照组,所有患儿均

采用 TEOAE 进行听力筛查,未通过筛查者 42 天进行听力复筛。 
结果 换血治疗组､ 光疗组初筛及复筛通过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但换血治疗组与光疗组初筛

及复筛均无统计学意义,换血组胆红素水平下降至一半疗程>5 天与≤5 天初筛通过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光疗组胆红素水平下降至一半治疗疗程>5 天初筛通过率低于治疗疗程≤5 天组患儿

(p<0.05%),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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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胆红素血症是儿童听力障碍的高危因素,换血治疗与光疗治疗方法在高胆红血症患儿听力障

碍的发生率无明显影响,但是高胆红素血症蓝光光疗胆红素水平下降缓慢应提早性换血治疗,可有效

改善听力障碍发生概率。 
 
 
PU-0305 

外耳道不同压力下正常学龄前儿童宽频声能吸收率的特性分析 
 

郭倩倩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外中耳正常汉族学龄前儿童外耳道不同压力下宽频声能吸收率(wideband 
absorbance,WBA)特点,为宽频声导抗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随机选取重庆市区 5 所正常幼儿园中 2-7 岁学龄前儿童共 860 名 为研究对象,筛选出耳廓､

外耳道及鼓膜形态正常,鼓室图“A”型､ 镫骨肌反射引出,瞬态耳声发射通过的儿童共 602 例(男 325
例,女 277 例,共 1015 耳),分别于外耳道背景压力和峰压时进行宽频声能吸收率测试,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频率､ 不同外耳道压力､ 性别对声能吸收率的影响。 
结果 1.外耳道压力为 0daPa 和峰压时频率对 WBA 均有显著影响,外耳道压力为 0daPa 和峰压时均

表现为中低频(226-4000Hz)时 WBA 随频率增大而增大,4000Hz 处达 大,后随频率减小而 WBA 逐

渐减小。2.外耳道处于 0 daPa 和峰压时,226-1000Hz 外耳道压力为 0daPa 时 WBA 明显小于峰压

时,4000-8000Hz 时外耳道压力为 0daPa 时 WBA 则大于峰压时,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该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外耳道压力为 0daPa 和峰压时 2000Hz 处 WB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不同性别

能量吸收率在中低频(226-2000Hz)差异显著,两种测试压力下,男性在中低频均稍高于女性。 
结论 1.正常学龄前儿童宽频声能吸收率在外耳道两种测试压力下频率-吸收率曲线总体趋势一致,2.
外耳道背景压力下中低频 WBA 小于峰压时,高频时稍大于峰压时;3.外耳道两种测试压力下性别均在

低频处影响 WBA。 
 
 
PU-0306 

儿童突发性耳聋临床特征与预后分析 
 

孙雪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儿童突发性耳聋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确诊并接受治疗的 11 例突发性聋的儿童患者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临床表现､ 听力学检查､ 血液学､ 影像学检查､ 治疗方法和疗效评估等,探
讨儿童突发性耳聋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法。 
结果 11 例患儿发病年龄在 5-17 岁间,性别无明显差异(p>0.05)。2 例双耳同时发病,9 例单耳发病

(左耳 6 例,右耳 3 例)。可明确突聋诱因的 1 例,首发症状为听力下降 8 例,耳鸣 2 例,眩晕 1 例,发病

后≤7 天治疗者 7 例,>7 天治疗者 4 例。11 例患者听力损失呈高频下降听力曲线 7 耳,治疗有效 1 例;
平坦型 2 耳,痊愈;全聋型 4 耳,治疗有效 1 例。白细胞计数异常 1 例,血液流变学异常 4 例,风疹病毒

､ 巨细胞病毒､ 单纯疱疹病毒 IgG 抗体异常 6 例,凝血功能均无异常,心电图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均正

常。突发性耳聋的总有效率为 13%。 
结论 儿童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多样化,双侧突发性耳聋疗效较单侧耳差,就诊时间越短,听力损失程度越

轻,突聋预后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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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07 

先天性小儿外耳道闭锁的临床听力学表现 
 

翁美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了解先天性小儿外耳道闭锁的临床听力学特点及有效的检测方法。 
方法 将 180(280 耳)例先天性外耳道闭锁患儿分为轻度､ 中度和重度闭锁三组,均进行听性脑干诱发

电位 ABR(气､ 骨导)和多频稳态听觉诱发电位(ASSR)测试。 
结果 (1)听力损失性质:轻､ 中､ 重度三组的听力损失性质传导性听力损失共 265 耳,混合性听力损失

共 15 耳,P<0.01 有显著统计学差异。(2)听力损失程度:轻度闭锁组 80 例(120)耳)中 95 耳(80%)表
现为中度听力损失,25 耳(21%)表现为重度听力损失。中度闭锁组 65 例(110 耳)中 85(77%)表现耳

为中度听力损失,25(23%)耳表现为重度听力损失。重度闭锁组 35 例(50 耳)中 30(60%)耳表现为中

度听力损失,20(40%)耳表现为重度听力损失。三组患儿 ASSR 结果多以低频下降高频上升为主。 
结论 先天性外耳道闭锁是导致小儿听力异常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以传导性质的听力损失为主,听力

损失程度以中度为多见,ABR(气､ 骨导)可作为有效的听力检查方法,必要时结合 ASSR 检查了解各

频率听力损失。 
 
 
PU-0308 

49 例儿童突发性聋临床特征分析 
 

陈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突发性聋的病因,分析其治疗疗效以及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8 年 1 月-2015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49 例(61 耳) 突发性聋患者临床资料。

统计患儿年龄､ 性别､ 初诊时间､ 诱因､ 发病耳侧､ 伴随症状､ 治疗方法､ 治疗前后听力结果。将

患儿按年龄､ 性别､ 就诊时间､ 发病耳侧､ 伴随症状､ 听力损失程度､ 听力曲线类型进行分组,均
给予综合保守治疗方案,分析不同组别间患者的治疗效果,通过 SPSS19. 0 软件对各组间治疗疗效差

异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 49 例(61 耳)伴耳鸣者 32 耳(65.3%),伴眩晕者 5 耳(7.9%); 1 例(2.0%)伴有病毒性腮腺炎病史,1
例伴有巨细胞病毒感染;有上呼吸道感染史 10 例(20.4%),因头部外伤后出现听力下降 2 例(4.0%),噪
音史 1 例(2.0%);轻度､ 中度聋 14 耳(23.0%),重度聋 14 耳(23.0%),极重度聋 33 耳(54.1%);低频下

降型 0 耳(0.0%),高频下降型 7 耳(11.5%),平坦型 17 耳(27.9%),全聋型 37 耳(60.7%);1~8 岁组 28
耳(45.9%),8~16 组 33 耳(54.1%)。经治疗后痊愈 8 耳(13.1%),总有效率 26.2%。对预后相关因素

进行统计学分析,单因素分析中,其中听力曲线分型､ 听力损失程度､ 年龄对治疗疗效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儿童突发性聋病因包括病毒感染､ 外伤､ 噪声,其中病毒感染可能是 常见因素;儿童突发性聋

一般听力损失重､ 全聋型居多,治疗效果欠佳;听力损失程度越轻的大年龄儿童,治疗效果更好;就诊时

间､ 性别､ 单双侧､ 是否伴有耳鸣､ 眩晕因素与预后无关。 
 
 
 
 
 
 
PU-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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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中耳胆脂瘤的发病机制及咽鼓管功能对其影响 
 

张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中耳胆脂瘤不同发病机制在儿童中的概况,观察咽鼓管功能在儿童中耳胆脂瘤发病中作

用。 
方法 选取 2012 年 8 月--2016 年 11 月间因中耳胆脂瘤于我科行鼓室成形术患儿 153 人(男 74 人,女
79 人,共 157 耳),术前根据病史､ 查体及 CT 检查按发病机理分为三类:先天性､ 后天原发性及无法

判断类型(包括后天继发性)。术后于门诊随访 6 月-5 年,观察各种发病机理的中耳胆脂瘤鼓室成形术

后内陷囊袋发生率。 
结果 儿童中耳胆脂瘤中后天原发性类型占 58%(其中双侧发病 4 人均为此类型),先天性类型占 21%,
无法判断类型占 21%,其中双耳发病者均为头天原发性类型。后天原发性中耳胆脂瘤术后再次内陷

比例达到 32%,其中 1 例内陷并形成囊袋,门诊无法清除其内胆脂瘤。先天性中耳胆脂瘤术后未发现

形成内陷囊袋者。无法判断类型中耳胆脂瘤则有 10%鼓膜内陷,未发现囊袋和胆脂瘤形成。 
结论 儿童中耳胆脂瘤大部分为后天原发性,其发病机制为内陷囊袋学说,鼓室成形术后易再次形成内

陷囊袋并复发。先天性中耳胆脂瘤也占据了相当比例,鼓室成形术后其再次形成内陷囊袋概率低。

咽鼓管功能不良在儿童中耳胆脂瘤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PU-0310 

硬食管镜辅助下球囊扩张术治疗小儿食道闭锁术后吻合口狭窄 
 

张砚,阿里木江 
乌鲁木齐市儿童医院 830002 

 
 
目的 探讨利用硬食管镜辅助,治疗因球囊导管置入困难而不能在胃镜下或透视下施行的食道闭锁术

后重度吻合口狭窄的手术方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收治小儿重度食管狭窄患儿 8 例,年龄 10-23 个月,均为先天性食管

闭锁术后患儿。扩张前行上消化道造影,明确病灶部位及狭窄程度,在静脉复合麻醉下和气管插管下,
通过硬食管镜,直视下导入球囊扩张器,分别用不同规格球囊扩张食管;扩张后复查造影,观察狭窄口大

小改变情况,饮食恢复情况,营养状况。 
结果 8 例患儿共进行 21 次扩张,平均每例扩张 2.6 次。扩张后进食困难及呕吐症状明显改善,治疗前

食管狭窄段平均直径为 2.3,治疗后食管狭窄段平均直径为 10.8,扩张有效率 100%。 
结论 硬食管镜辅助下球囊扩张术治疗食道闭锁术后吻合口狭窄效果确切。 
 
 
PU-0311 

无创耳廓矫形器在婴儿先天性耳廓畸形中的应用 
 

王小亚,罗仁忠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观察婴儿先天性耳廓畸形的分类及无创耳廓矫形系统应用于先天性耳廓畸形婴儿的治疗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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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7-3 到 2017-6 间接受爱韦尔无创耳廓矫形系统治疗的婴儿期耳廓畸形的病例,记录患

儿基本资料及耳廓矫形结局。 
结果 共 58 人(76 耳)接受爱韦尔无创耳廓矫形系统治疗,平均年龄 47 天,平均治疗时间 24 天。耳廓

畸形分类:耳廓结构畸形 9 耳,耳廓形态畸形 67 耳。除 2 例结构畸形耳,治疗结束 1 月后畸形恢复到

治疗前程度外,74 耳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年龄越小,治疗时间越短,效果越好。并发症包括,34 例耳廓局

部压疮,14 例湿疹,1 例耳廓感染,静脉用药及局部用药后好转。2017 年 5 月底开始与院内新生儿科

及产科合作,按就诊时间分为 A 组(2017-3 到 2017-5)34 耳和 B 组(2017 年 6 月)42 耳,B 组在年龄､

治疗时间和结局与 A 组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无创耳廓矫形系统能够纠正新生儿及低龄婴儿的绝大部分耳廓形态畸形和轻度结构畸形,其副

反应低,使用简便,可与新生儿科和产科联合开展。 
 
 
PU-0312 

新生儿梨状窝瘘:个案报道和回顾性分析 
 

唐新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梨状窝瘘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鳃源性疾病,为咽囊结构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未能完全闭合残留而

形成。在所有鳃器畸形中所占的比例约 1%~3%。约 90.3%发生于左侧。儿童期梨状窝瘘常因颈部

反复感染就诊,诊断依靠病史和支撑喉镜餐检查发现瘘管。新生儿期梨状窝瘘的临床表现与大龄儿

童有明显不同,常因巨大颈部包块压迫气道而导致呼吸困难。本文报道 1 例在我科诊治的新生儿梨

状窝瘘病例,同时回顾性分析国内外文献,总结新生儿梨状窝瘘的诊治特点。 
方法 根据 1 例在我科诊治的新生儿梨状窝瘘病例,同时回顾性分析国内外文献 
结果 新生儿期的梨状窝瘘在影像学上有其特征性改变,新生儿期的梨状窝瘘治疗原则也不同于儿童

期。 
结论 对新生儿的左侧颈部肿块,影像学检查提示单房囊性､ 壁厚､ 累及甲状腺且上极出现气体影时,
应考虑梨状窝瘘诊断可能。纤维喉镜或支撑喉镜检查发现梨状窝底壁或外侧壁瘘口,且挤压颈部包

块瘘口有分泌物溢出,可诊断为梨状窝瘘。新生儿期诊断梨状窝瘘明确者,我们推荐尽早治疗。非感

染期完整切除囊肿及结扎瘘管,可避免复发。术中自梨状窝内瘘口注入美兰,将瘘管､ 囊肿蓝染,更有

利于准确､ 完整切除病变组织,术后复发率低且预后良好。 
 
 
PU-0313 

食道异物钳在大型气管､ 支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应用 
 

敬云龙,赵斯君,李赟 ,黄敏,陶礼华 ,彭湘粤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应用食道异物钳在大型气管､ 支气管异物取出术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收治的 30 例大型气管､ 支气管异物病例,均在全身麻醉下,用食道异物钳取

出。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们应用食道异物钳行大型气管､ 支气管异物取出术 30 例,其中

男性 2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3 岁 6 个月至 10 岁,平均年龄 6.35 岁。右支气管异物 18 例,左支气管异

物 10 例,气管异物 2 例;异物种类:果核 7 例,磁铁 1 例,圆珠笔帽 11 例,螺丝 3 例,弹珠 2 例,口哨 6
例。。由于声门及声门下是整个呼吸道 狭窄的部位,在支气管镜检取异物时,容易在此处刮脱,造成

气道阻塞甚至窒息,大型气管､ 支气管异物尤为常见。而支气管异物钳钳叶较为短小,力度有限,虽在

夹取花生､ 瓜子等植物性异物或部分体积较小的骨头､ 矿物质异物时可以发挥良好作用,但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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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光滑､ 圆盾的异物,常难以夹稳､ 夹牢,在异物嵌顿处常难以拖动,异物通过声门时常发生脱落,取
出难度大,若借助特殊异物钳操作,夹取力量大,则大大增加手术成功率。食道异物钳体形较大,能导入

SIZE4.0 及以上型号的 Storz 硬质支气管镜,故应用食道异物取支气管异物适用于较大年龄段小儿或

气管､ 支气管发育较好的小儿,像圆珠笔帽､ 口哨､ 果核等特殊类型的呼吸道异物绝大部分是大龄

患儿(3 岁以上)。所有异物患儿均先选择支气管异物钳钳取,多次钳取未能成功取出,然后选择合适的

食道异物钳钳夹异物,均顺利取出异物。当患儿年龄小或异物大而不规则,估计异物通过声门困难或

通过声门时可能引起严重的声带损伤,不宜贸然暴力钳取,可考虑行气管切开术或开胸手术。 
结果 本组 30 例大型气管､ 支气管异物患儿,术中皆先应用支气管异物钳钳夹失败,后改用食道异物

钳均成功取出,其中 16 例患儿支气管异物应用食道异物钳 1 次钳取出,成功率为 53.4%,10 例经 2 次

钳取成功,成功率为 33.3%,4 例患儿经 3 ~ 5 次钳取后成功取出异物,成功率为 13.3%。本组手术中

未发现异物变位所致窒息､ 死亡和气胸､ 纵膈气肿､ 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7 例术后出现短暂声音

嘶哑,经雾化治疗后痊愈。9 例患儿气管､ 支气管黏膜少量出血,经对症治疗后好转。 
结论 应用食道异物钳可使术者更易取出大型气管及支气管异物,提高了气管､ 支气管异物手术的成

功率和安全性。 
 
 
PU-0314 

儿童自发性脑脊液耳鼻漏 2 例报告 
 

魏苗,赵媛,朱晶,胡春燕,樊孟耘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43 

 
 
目的 通过分析 2 例儿童自发性脑脊液耳鼻漏并发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的发病及诊疗经过,探讨儿童自

发性脑脊液耳鼻漏的诊断及治疗方法,防止漏诊､ 误诊。 
方法 回顾性地分析､ 总结 2 例儿童自发性脑脊液耳鼻漏并发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

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该 2 例患儿均因化脓性脑膜炎于我院神经内科治疗,既往均有鼻腔长期流“清涕”病史,其中 1 例

患儿出生时听力筛查未通过,1 例未行听力筛查。入院后查颞骨薄层 CT 及内耳 MRI 检查示单侧内耳

发育畸形､ 前庭､ 半规管形态异常､ 中耳乳突腔积液,听力学检查提示患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

聋。行鼻腔分泌物及鼓膜穿刺液常规及生化检查结果证实为脑脊液。2 例患儿均在全麻下行内耳探

查及脑脊液漏修补术,术中发现其镫骨底板存在裂孔,脑脊液自裂孔处向外流出。术后患儿恢复良好,
随访至今,未再复发。 
结论 儿童自发性脑脊液耳鼻漏是一种罕见疾病,患儿常因反复发作的脑膜炎就诊于儿科或神经内科,
易误诊,尤其是单侧畸形,因对侧听力正常,易漏诊。临床上对既往有长期流“清涕”病史､ 反复发作化

脓性脑膜炎的患儿,应高度警惕脑脊液耳鼻漏的可能。早期行颞骨薄层 CT 及内耳 MRI 检查可明确

诊断,同时行鼻腔分泌物及鼓膜穿刺液常规及生化检查对自发性脑脊液耳漏的诊断也有一定意义。

另外,对于新生儿听力筛查确诊为单侧重度以上聋的患儿,应尽早行颞骨高分辨率 CT 诊断,排查内耳

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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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15 

DBP 对 SD 大鼠生殖结节的发育及雄激素水平的影响 
 

张亚,李祥,周云,李晋昊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DBP)是工农业及生活用品上的常用塑化剂,可对环境造成

污染。本实验研究妊娠期暴露 DBP 对雄性子代生殖系统,尿道下裂发生率及雄激素水平的影响。 
方法 将 SD 大鼠孕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和 DBP 组。怀孕 13-19 天,用灌胃法对 DBP 组孕鼠给予

每天 750 毫克/千克体重溶于每只 2ml 玉米油的 DBP,对照组给予相应量的玉米油作安慰剂。孕第

19 天,用 4%水合氯醛将孕鼠麻醉后,剖宫取出胎鼠,判断性别并计数,称量体重,测量生殖结节到肛门

距离(anogenital distance,AGD),生殖结节的长度及直径。对胎鼠生殖结节组织切片进行 HE 染色,光
镜观察组织结构。将胎鼠断头取血,离心,取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监测血清睾酮水平。 
结果 DBP 组子代雄性胎鼠和雌性胎鼠的比例较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但 DBP 组每窝活胎鼠个数

的均数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有明显统计学差异。DBP 组子代胎鼠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GD 明显缩

短,AGD/体重比例､ 生殖结节体积及生殖结节体积/体重比例明显减小(p<0.05)。DBP 组雄性胎鼠尿

道下裂发生率为 43.64%,正常对照组未见尿道下裂。DBP 组雄性胎鼠血清睾酮水平较正常对照组

明显降低,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孕期暴露 DBP 能诱导子代胎鼠尿道下裂的发生,能明显抑制雄性子代胎鼠血清睾酮的合成,对
雄性子代胎鼠生殖结节的发育具有明显影响。 
 
 
PU-0316 

不同智力水平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智力结构分析 
 

李文豪,胡莉菲,吴玲玲,竺智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3 

 
 
目的 探讨不同智力水平的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幼儿智力结构特征 
方法 采用韦氏幼儿智力量表第 4 版中文版(WPPSI-IV)对 22 例 ASD 幼儿(平均年龄:5.16±0.65,男孩

为 90.91%)进行智力测定。根据全量表合成分数将其分成三组:低智商组(11 例)､ 边缘智商组(7 例)
､ 正常智商组(4 例),比较分析 WPPSI-IV 的分测验项目､ 各个指数合成分数在三组间的差异,及各组

内部智力结构的分布情况。 
结果 组间比较显示:低智商组在 WPPSI-IV 的各个分测验项目及各指数的合成分数均显著落后与正

常智商组(p<0.05);与边缘智商组相比,常识(p=0.057)和拼图(p=0.785)两个分测验项目及视觉空间指

数合成分数(p=0.070)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其他均落后于边缘智商组(p<0.05)。边缘智商组与正

常智商组相比较,图片记忆(p=0.922)和找虫(p=1.000)两个项目得分接近,且无统计学差异;其余项目

及各指数均落后于正常智商组,但仅在常识､ 类同､ 积木和图画概念四个分测验项目及言语理解､

视觉空间和流体推理三个合成指数具统计学差异(p<0.05)。组内比较显示:分测验项目中,正常智商

组以积木得分 高,常识 低;边缘智商组内图片记忆 高,常识 低;低智商组拼图 高,常识仍然

低。合成分数中,视觉空间在三组均为 高得分项;言语理解在低智商组和边缘智商组均为 低得分

项,在高智商组仅优于工作记忆。 
结论 三组不同智力水平的 ASD 幼儿均存在视觉空间为优势能力区､ 言语理解为劣势能力区的特点,
但群体智力结构尚需增加样本数进一步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1986 
 

PU-0317 

MOTOmed 虚拟情景训练结合生物反馈 
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及 ADL 的影响 

 
高晶,何璐娜,王丽娜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223002 
 

 
目的 观察 MOTOmed 虚拟情景训练结合生物反馈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及 ADL 的影响。 
方法 选取痉挛型脑瘫患儿 42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 22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对照组采用 MOTOmed 虚拟情景训练,治疗组在此基础上采用 
MOTOmed 虚拟情景训练结合生物反馈治疗。治疗前后,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88(GMFM-88) 
评定患儿粗大运动功能,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对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综合评定和

观察。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和对照组的 GMFM 和 ADL 评分均显著高于组内治疗前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治疗组的 GMFM 和 ADL 评分分别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MOTOmed 虚拟情景训练结合生物反馈可有效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和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 
 
 
PU-0318 

Wnt 信号通路在孤独症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程娟
1,谢江

2,许文明
3 

1.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2.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3.四川大学华西附二院 

 
 
目的 综述 Wnt 信号通路异常在孤独症发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Web of science､ 知网､ 万方､ 维普等数据库中发表的涉及 Wnt 信号

通路与孤独症关系的基因､ 动物模型､ 调节因子的文献,找出并进行综述。 
结果 Wnt 信号通路各成分及其调节因子异常都有可能导致孤独症的发生,遗传变异与孤独症密切相

关,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Wnt/β-catenin 信号转导通路异常与孤独症的发生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其分子机制可以为我们

更好诊断和治疗孤独症儿童提供可能。 
 
 
PU-0319 

穴位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儿童多动症 58 例疗效观察 
 

曹正良 
成都西南儿童医院 611000 

 
 
目的 探讨治疗多动症的 佳治疗方案 
方法 鼠神经生长因子配合中药内服治疗儿童多动症,目前还未发现此方法的不良反应,比较安全可靠,
疗效显著,患者及家属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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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穴位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对治疗儿童多动症成效显著。 
结论 经过多例多动症儿童分类使用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和可乐定透皮贴片治疗效果表明,穴位注

射鼠神经生长因子对治疗儿童多动症成效显著,优于可乐定透皮贴片。 
 
 
PU-0320 

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行为预警指征研究 
 

金春华 
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探索孤独症(ASD)儿童社交互动及行为模式。 
方法 采用文献复习,观察 ASD 儿童并访谈家长,自行编制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社交互动行为筛查量

表,用该量表和克氏量表分别对孤独症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包括智力障碍､ 语言障碍等非孤独症儿童

以及健康体检儿童进行访谈和评估。 
结果 儿童 147 例,男 128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 3.80±1.35 岁。其中,孤独症组 58 例,非 ASD 组 23 例,
健康体检儿童组 66 例,三组儿童社交互动行为量表得分分别为 100.1±21.3､ 59.3±20.4､
17.8±18.5(F=251.630,p<0.001),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克氏量表得分分别为 14.9±3.9
､ 8.9±3.9､ 3.5±3.10(F=148.338,p<0.001),组间也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量表得分越高,ASD 风

险越大。以临床诊断 ASD 为标准绘制 ROC 曲线,自行编制筛查量表总得分和克氏量表得分曲线下

面积分别为 0.978､ 0.951,依据 ROC 曲线移动诊断界点获得界限分,大于 95 分可临床诊断 ASD,大
于 75 分应高度疑似 ASD。 
结论 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行为有别于正常儿童,量表项目内容具有预警性。 
 
 
PU-0321 

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行为预警指征研究 
 

金春华
1,2,张丽丽

1,孙兰兰
2,徐文英

3 
1.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 

2.北京首儿李桥儿童医院综合科治疗中心 
3.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目的  探索孤独症(ASD)儿童社交互动及行为模式 
方法 采用文献复习,观察 ASD 儿童并访谈家长,自行编制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社交互动行为筛查量

表,用该量表和克氏量表分别对孤独症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包括智力障碍､ 语言障碍等非孤独症儿童

以及健康体检儿童进行访谈和评估。 
结果  儿童 147 例,男 128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 3.80±1.35 岁。其中,孤独症组 58 例,非 ASD 组 23
例,健康体检儿童组 66 例,三组儿童社交互动行为量表得分分别为 100.1±21.3､ 59.3±20.4､
17.8±18.5(F=251.630,p<0.001),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克氏量表得分分别为 14.9±3.9
､ 8.9±3.9､ 3.5±3.10(F=148.338,p<0.001),组间也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量表得分越高,ASD 风

险越大。以临床诊断 ASD 为标准绘制 ROC 曲线,自行编制筛查量表总得分和克氏量表得分曲线下

面积分别为 0.978､ 0.951,依据 ROC 曲线移动诊断界点获得界限分,大于 95 分可临床诊断 ASD,大
于 75 分应高度疑似 ASD。 
结论 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行为有别于正常儿童,量表项目内容具有预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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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2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工作记忆及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 
 

李慧曦
2,余金

1,沈周玲
2,范静怡

1,2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所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工作记忆的特点,及其在神经心理学和事件相关电位中

的变化特征,寻找反映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工作记忆的客观指标,提高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认

知发育的认识,以及在临床诊断和后期康复评估中的水平。 
方法 选择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神经心理门诊就诊的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儿童患者,所有患者由专科医生根据第 5 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进行筛查,
参考 Conner’s 教师量表､ Conener’s 父母量表､ 瑞文推理测验进行初步评估诊断,筛选出符合条件

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患者。同时选取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

所有纳入研究的被试儿童,都需要完成以下的检测及评估:1､ 视觉工作记忆 N-back 测试,包括 0-
back､ 1-back 和 2-back 三种记忆负荷条件下的任务,主要评估被试儿童的视觉工作记忆特点;2､ 事

件相关电位 P300 的测定:采用视觉 Oddball 范式诱发,观察被试儿童 P300 的潜伏期和波幅的变化特

征。 
结果 1､ 在视觉工作记忆 0-back 任务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正确率与正常儿童差异不显著,两
组的反应时在统计学上达到显著。2､ 在视觉工作记忆 1-back 和 2-back 任务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儿童的正确率与正常儿童差异显著,两组的反应时并不显著。3､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组与对照组

儿童 P300 在左前额区(F3)､ 左中央区(C3)､ 右中央区(C4)､ 左顶区(P3)､ 右顶区(P4)､ 前额区(Fz),
中央区(Cz)这 7 个点的波幅与正常儿童相比,在统计学上呈显著性差异(P <0. 05),而在右前额区(F4)
､ 顶区(Pz)和枕区(Oz)处,两组儿童没有显著差异。4､ 视觉工作记忆任务 N-back 可以作为检查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认知功能的客观指标。不仅可以应用在早期的诊断中,还可以运用在后期的改

善和评估中。 
结论  ERP 可以尝试作为 ADHD 患儿诊断与治疗的客观检查手段之一。 
 
 
PU-0323 

A survey of hand grip strength in Chinese healthy children 
in Nanjing 

 
Yang Lei1,Hong Qin1,Wang Jing2,Jiang Bei2,Xu Qu2,Ou Jiaxin2,Zhang Qingyu2,Li Nan2,Tong Meiling1,Guo 

Xirong1,2,Chi Xia1,2 
1.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2.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hand grip strength of 3–12-year-old children in Nanjing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d grip strength and body measures , providing a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further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healthy children ranging in age from 3 to 
12 years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The final sample were divided into 26 groups by age and 
gender,including 784 boys and 774 girls.Grip strength data of both hands were collected 
using a bulb dynamometer in standard sitting posture .The mean of three trials for each hand was 
used as the grip strength scor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hand grip strength data in terms of the 
age, gender and both hands.For both genders,the grip strength increased with advancing age in 
both hands.Hand grip strength for girls was significantly weaker than that of boys up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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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after which mean hand grip strength was approximately parallel for both gender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between both hands until 9 years of age , after which right hand 
was stronger than left hand.Strong correlations existed between hand grip strength and 
the body measures height, weight and hand size. 
Conclusions  The reported values of this study provided an important referred data of hand grip 
strength,and enabled us to identify som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hand grip strength for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age, gender, and body measures. 
 
 
PU-0324 

A survey of pinch strength in Chinese healthy children in 
Nanjing  

 
Wang Jing1,Hong Qin2,Yang Lei2,Jiang Bei1,Ou Jiaxin1,Xu Qu1,Zhang Qingyu1,Li Nan1,Tong Meiling2,Guo 

Xirong1,2,Chi Xia1,2 
1.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inch strength of 7–12-year-old children in Nanjing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nch strength and body measures , providing a basis for the further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healthy children ranging in age from 7 to 
12 years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They final sample were divided into 12 one-age groups ,including 
387 boys and 383 girls.Pinch strength date of both hands were collected using a PG-30 Pinch 
gauge in standard sitting posture .The mean of three trials for each hand was used as the 
pinch strength scor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inch strength data in terms of the age, 
gender and both hands. The pinch strength increased with advancing age in both hands for boys 
and girls, including palmar pinch strength,tip pinch strength and key pinch strength. In addition,  
comparison of palmar pinch strength for both genders showed that girls appeared to be weaker 
than boys up to 10years ,after which mean palmar pinch strength was approximately 
parallel between both genders ,while the tip pinch strength and key pinch strength all showed that 
girls have Lower strength than boys across all age ranges .Another,The tip pinch strength and 
key pinch strength all showed that right hand tended to be stronger than left hand after 
8years .However,the comparison of palmar pinch strength between both hands was 
approximately parallel in all age groups. Moreover,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palmar pinch 
strength and key pinch strength appeared to be greater than tip pinch strength.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palmar pinch strength and key pinch strength. Finally,strong 
correlations existed between pinch strength and height, weight and hand size. 
Conclusions The reported values of this study provided an important referred data of pinch 
strength,and enabled us to identify som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pinch strength for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age, gender, and bod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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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5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共同注意训练有效策略 
 

郑蓉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共同注意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核心症状,提升共同注意力是孤独症儿童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参考相关资料与文献及个人的教学经验,整理出可以增进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力的介入策略,以
提高孤独症儿童的共同注意力。 
方法 参考相关资料文献及个人的教学经验 
结果 本文整理总结了以观察倾听的方式跟随孩子,以解说､ 模仿､ 介入参与孤独症儿童的活动,在日

常例行性活动中提供大量互动的机会,调整体位､ 充满活力地与孩子互动以及大量示范并及时回应

幼儿非口语的沟通方式等有效介入策略,提升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力 
 
 
PU-0326 

 GnRHa 联合生长激素治疗女童初潮后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 
 

顾谦学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226018 

 
 
目的 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GnRHa)联合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治疗有月经初潮的特发

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ICPP)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6 年 6 月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生长发育门诊 27 例有月经初潮的

ICPP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GnRHa 联合 rhGH 治疗组(联合用药组)和单用 GnRHa 治疗(单用组),随
访观察 6 个月,比较两组患儿生长速率(GV)､ 身高､ 预测成年身高(PAH)､ 身高标准差积分改变(△
HtSDS)变化及联合用药组治疗 6 个月后与治疗前 GV､ 骨龄的 HtSDS(HtSDSBA)､ PAH 比较。 
结果  联合用药组和单用组治疗 6 个月后身高､ GV､ △HtSDS､ PAH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骨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用药组治疗 6 个月后 GV､ HtSDSBA､ PAH
与治疗前比较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龄/年龄(BA/C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对就诊时间较晚､ 骨龄超过 11.5 岁已有月经初潮的 CPP 女孩,生长潜能严重受损者,建议

GnRHa 联合 rhGH 治疗,可使身高增长加快,改善成年身高,且不显著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 
 
 
PU-0327 

公立性医疗机构承担国家“七彩梦”自闭症项目的体会            
 

孟群,黄肇华,申波,范杏红,张琴 
九江市妇女儿童医院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332000 

 
 
目的 通过分析“医-教”结合模式在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中的具体应用,探讨在公立性医疗机构实施“医
-教”结合的可行性和优势。 
方法 选择在本院儿童发育行为专科接受国家“七彩梦”对自闭症儿童资助项目内的儿童和家庭 25 例,
在诊疗过程的不同阶段采取“医-教”结合的不同形式。其中在诊断过程中由专科医生和特教老师分别

进行相应领域的观察和评估,前者着重于标准化临床观察和测评及量表分析,如:Gesell､ ABC､
CHAT-23 等,后者着重于具有相对灵活性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的评估,如:PEP-3､ 游戏行为观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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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沟通评估等, 后由专科医生结合多方面评估意见,组织由儿童家长､ 特教老师及辅助人员共同参

与的诊断意见沟通会,在向家长解释诊断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儿童的学习优势及特点和可训练项目的

参考意见上;在后期干预过程中,专科医生负责人定期参与教师教学讨论会,1 次/周,主诊医生每天动态

了解在训儿童的生理情况,包括饮食､ 睡眠､ 疾病和情绪及家庭变化,及时处理并反馈给训练教师。

训练教学主管定期总结并分析在训儿童总体情况,对训练具体项目开展质量控制;在家长培训课程及

家庭支持项目中,教师主讲 ABA 等理论和实操课程,专科医生参与并讲授部分内容,共同收集家长反

馈信息并做相应调整。分别统计儿童训练依从性及家长配合和对疾病认识等方面的情况。   
结果 25 例 ASD 儿童均为男童,其中 2~3 岁组 4 例,3~4 岁组 16 例,4~6 岁组 5 例;其中重度 4 例,中度

17 例,轻度 4 例。坚持训练均达 3 个月-12 个月不等,出勤率达 85%以上(排除因疾病请假)的儿童 19
例(76%),训练依从性较好;家长培训到课率 100%,部分家庭反复学习。在项目实施 1 年期间,3 位

(12%)ASD 儿童全程回归普通幼儿园,16 例(64%)ASD 儿童进入融合教学训练(半天普通幼儿园,半天

个体化强化训练),2 例(8%)进行学前准备。 
结论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 年)》把“医教结合”作为特殊教育的一种政策导向和实验推出,
引发了诸多讨论。本文尝试的在公立性医疗机构实施“医-教”结合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力争进一步探索形成符合 ASD 儿童和家庭需求的教育和康复的整合模式——医教结合。 
 
 
PU-0328 

母乳喂养婴儿肥胖的危险因素及预后研究 
 

滕晓雨
1,杨召川

1,衣明纪
1 

1.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对母乳喂养婴儿肥胖的危险因素及预后研究进行总结。 
方法 对近期母乳喂养婴儿肥胖的危险因素及预后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与回顾,总结某些母乳喂

养特别是纯母乳喂养的婴儿为什么肥胖,这种现象对远期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 
结果 母乳中的高蛋白质含量,高水平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 饥饿激素､ 瘦素以及寡糖多样

性可能是导致母乳喂养婴儿生长过快的危险因素;人乳奶瓶喂养､ 夜间喂养次数多､ 每次喂养持续

时间长､ 每次喂养间隔时间短等喂养行为问题也是母乳喂养婴儿肥胖的高危因素;遗传因素､ 脂肪

重聚时间､ 早期体块指数(BMI)增长速度以及是否使用抗生素等也对肥胖的发生产生影响。研究表

明不论是对母乳喂养还是配方奶喂养的婴儿,婴儿期超重或肥胖都会增加以后儿童期肥胖的风险。 
结论 应当正视母乳喂养婴儿肥胖的现状,在提倡母乳喂养的同时,还要注意喂养的形式､ 乳母的膳食

情况､ 母乳中的成分变化等因素,改善母乳喂养行为､ 调整乳母饮食。 
 
 
PU-0329 

选择性缄默症儿童行为表现的分析 
 

欧婉杏,汪玲华,查彩慧,杨思渊 
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研究选择性缄默症儿童的行为表现 
方法 通过儿童行为量表和自行设计的儿童情况调查表,对 37 例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心理门诊

确诊为选择性缄默症儿童进行调查,评估儿童的行为问题。 
结果 选择性缄默症儿童在交往不良､ 强迫因子上得分比对照组儿童高,有显著差异;在攻击､ 多动因

子上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在家庭中,选择性缄默症儿童表现更多的易激动､ 情绪变化大。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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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家庭环境的比较中,选择性缄默症儿童家庭中家庭关系更松散,而患儿对家长的依赖性有显著升

高。 
结论 改变家庭环境,对孩子不良行为的纠正,是治疗选择性缄默症儿童重要的一步。 
 
 
PU-0330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韦氏智商特征比较 
 

杨斌让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 ADHD) 儿童韦氏智商特征。 
方法   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四版(WISC- IV)对 113 名 (ADHD 儿童 92 名和对照组儿童 21 名) 
进行智商测定,以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儿童在韦氏智商测定中有统计学差异,ADHD 组儿童总智商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儿童。具

体来说,ADHD 组儿童在工作记忆及加工速度分测量上的得分明显较低。 
结论 ADHD 儿童存在一般认知功能方面的缺陷。 
 
 
PU-0331 

3-5 年级学业不良儿童注意瞬脱特征研究 
 

卢海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目的 探索学业不良儿童的注意瞬脱特征,丰富注意瞬脱研究的实验对象 
方法 采用“注意瞬脱”现象研究常采用的常速 AB 范式,采用 E-Prime 1.1 软件制作实验工具,设计了单

/双实验任务,对上海市 3-5 年级学业不良儿童及同龄普通儿童进行实验。 
结果 第 1 个目标刺激与第 2 个目标刺激之间的间隔越大时,学业不良儿童的注意瞬脱现象降低;第 1
个目标刺激持续时间的增加或任务难度的加大,有利于减小学业不良儿童 lag1 位置上的注意瞬脱现

象。 
结论 相比于普通儿童,学业不良儿童处于相同条件下产生注意瞬脱现象比例更高。 
 
 
PU-0332 

浅析针罐结合“虚实补泻”论治儿童抽动障碍 
 

张月华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原:成都市中医院) 610071 

 
 
目的 抽动障碍属儿科多发､ 难治疾病,中医治疗多“从肝论治”,采用药物治疗或针灸治疗。然而本病

病程一般较长,发病年龄较小,长期服药或针刺治疗依从性较差,且本共病多､ 传变快,临床上不易进行

精确的脏腑辩证､ 经络辩证。虚实辩证以疾病的邪正盛衰为纲领,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结合针､ 罐治

疗“以病为输”的治则治法,探讨治疗抽动障碍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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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33 

家庭沙盘游戏疗法对抽动秽语综合征(TS)患儿焦虑情绪障碍 
及其家庭环境的影响研究 

 
焦贝蓓,章小雷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本研究通过家庭沙盘游戏疗法对抽动秽语综合征(TS)患儿及其父母进行整体干预,观察该方法

对 TS 患儿焦虑情绪障碍及家庭环境情况的影响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就诊于广东医科大学儿童行为发育中心,确诊为抽动

秽语综合征(TS)的患儿,将通过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患儿选为实验对象者,随机分为 3 组,即 A 组:
家庭沙盘游戏治疗组,B 组:药物组,C 组:空白对照组。治疗前后对三组受试对象采用家庭环境量表和

儿童焦虑自评量表测评,比较 3 组之间及治疗前后 TS 患儿的焦虑自评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得分差

异。 
结果  
1.组间比较:  
①干预前,3 组受试者之间家庭环境量表和儿童焦虑自评量表各因子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②干预后,3 组受试者家庭环境量表复测结果示:道德宗教和组织性 2 个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其余 8 个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儿童焦虑自评量表复测比较结果示:7 个因子得分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2.组内比较: 
①家庭环境量表:A 组受试者在反映家庭良好环境特征的亲密度､ 情感表达､ 独立性､ 成功性､ 知识

性及娱乐性 6 个因子得分较前升高,反映家庭环境不良特征的矛盾性和控制性得分较前降低,治疗前

后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和 C 组治疗前后各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②儿童焦虑自评量表:A 组儿童在总分､ 简明焦虑､ 躯体化､ 广泛性焦虑､ 分离性焦虑､ 社交恐惧及

学校恐惧得分均明显降低,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和 C 组治疗前后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1. 家庭沙盘游戏疗法能够改善抽动秽语综合征(TS)患儿的家庭环境,有利于 TS 患儿心理健

康。 
2. 家庭沙盘游戏疗法对抽动秽语综合征(TS)儿童能够有效缓解 TS 患儿焦虑性情绪障碍。 

 
 
PU-0334 

基于扎根理论抽动障碍儿童初始家庭沙盘的诊断编码研究 
 

徐海南,章小雷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本研究旨在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编制一套针对性强､ 可行性高的抽动障碍儿童初始家庭沙

盘诊断编码标准,以探讨家庭沙盘在抽动障碍儿童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选取 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1 月 7 日期间就诊于广东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的 68 例抽动障碍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原理和方法,将收

集的原始资料导入 Nvivo8.0 软件中,提取其中有意义的单元作为编码的要素,逐步进行开放式编码､

关联编码､ 核心编码,从而分别获得抽动障碍儿童家庭沙盘的三级､ 二级､ 一级诊断编码,并对编码

的结果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后对编码建立适当的操作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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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定性分析结果: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编码分析 终获得抽动障碍儿童家庭沙盘诊断编码,包括

44 个三级诊断编码,14 个二级诊断编码和 4 个一级诊断编码,并且对其中的 39 个编码进行了操作性

定义;关联编码的关系类型为“属于”,且成功建立了对应的模组;条件编码查询和编码比较查询的结果

提示编码有效､ 可信。 
    2.定量统计结果:从编码频数分布情况可知,家庭像中部分家庭成员出现的频数 高;而家庭沙盘作

品多表现为沙具的使用数量和种类过多过杂,在限制摆放家庭场景的条件下,家庭外场景出现的频数

仍较高,沙盘混乱､ 拥挤,相融性差,无交集,摆放过程无整体规划,逻辑性､ 连接性差;家庭关系中呈现

冷清,且母子联盟､ 父子冲突频数高,疏离型为主;家庭界限方面以孤独､ 分裂､ 镇压､ 拥挤､ 能量和

沟通出现频数高,主要表现为涉入型。 
结论 该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成功编制出一套抽动障碍儿童初始家庭沙盘诊断编码表,该表可信度及效

度高､ 操作性强,可为抽动障碍儿童家庭问题在心理方面的诊断提供参考价值,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治

疗。 
 
 
PU-0335 

孤独症与手指比率关系的研究 
 

程娟
1,谢江

2,许文明
3 

1.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2.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3.四川大学华西附二院 

 
 
目的 探讨孤独症患者手指长度比率及体格发育水平的变化。 
方法 研究对象及纳入标准:自成都市孤独症患者培训学校选取孤独症患者作为实验组,所有研究对象

均获得父母及合法监护者知情同意,孤独症患者以 DSM-IV-TR 为诊断标准,ABC 量表及孤独症筛查

量表(M-CHART)辅助诊断;自成都市正常幼儿园选取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测量实验组和对照组儿童

身高､ 体重､ 头围及手指长度,计算左右手食指与无名指比率。 
结果 组间比较头围､ 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身高实验组男孩(n=39)与对照组(n=31)
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手食指与无名指比率实验组(n=21)(0.93±0.05)低于对照组

(n=65)(0.96±0.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右手比率实验组(0.93±0.04)低于对照组(0.96±0.0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男孩实验组(0.92±0.04)与对照组(0.96±0.03)差异更明显,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手指比率较低,其中男孩右手较明显,这提示食指与无名指比率可作为孤独

症的一个筛查指标,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PU-0336 

ADHD 模型鼠行为及中枢神经系统 5-羟色胺系统功能的研究 
 

黄靓,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 5-羟色胺(5-HT)系统在 ADHD 模型鼠(SHR)的改变及其与 SHR 大鼠行为的关系。 
方法 3 周龄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为 ADHD 模型组,另 3 周龄 WKY 大鼠为正常对照组(WKY
组)。每组各 15 只。采用开场实验､ Lat 迷宫分别评价各组大鼠的自发活动水平和注意力缺陷程

度。所有大鼠行为学测试时间均安排在上午 8:00~10:00。利用脑立体定位仪定位大鼠前额叶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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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微透析技术提取各组大鼠前额区细胞外液标本,结合高效液相色谱及电化学技术检测标本中 5-
HT 含量。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 5-HT1AR､ 5-HT2AR 表达水平。 
结果 1.开场实验测验结果:SHR 大鼠穿越格子数(80.07±23.55)较 WKY 大鼠(3.47±1.60)明显增多

(P<0.05)。2.Lat 迷宫测验结果:SHR 大鼠直立次数(157.67±33.69)较 WKY 大鼠(30.27±10.63)明显

增多(P<0.05)。3. 大鼠前额区细胞外液 5-HT 含量:SHR 组大鼠前额区 5-HT 水平(16.95±5.89)较
WKY 组大鼠(21.25±5.05)表达减少(P<0.05)。4. 大鼠前额区 GR､ 5-HT1AR､ 5-HT2AR 免疫组化

结果:SHR 组大鼠前额区 GR 表达水平(23446.00±2123.34)和 5-HT2AR 表达水平

(7753.02±1870.83)较 WKY 组(30725.19±1474.03,14742.76±2484.88)均减少(P<0.05),5-HT1AR
表达水平则增多(16950.43±1413.82 vs 14228.01±1591.10,P<0.05)。  
结论        SHR 大鼠存在中枢神经系统 5-羟色胺系统功能紊乱,其前额区 5-HT 含量缺

乏,5-HT1AR 表达水平升高,5-HT2AR 表达水平降低,与其多动､ 注意缺陷行为相关。 
 
 
PU-0337 

不同心理行为干预对学习困难共患 ADHD 儿童的疗效评估 
 

姚晓治,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通过采用一般干预和综合干预来观察学习困难(LD)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的行为

及学习转变情况,探讨有效的干预策略。 
方法 分别采用一般心理干预(n=22)和综合干预(一般心理干预联合 BarkIey’s 父母培训八步法)(n=22)
对 2 所普通小学 2~4 年级的 718 名学生中共患 ADHD 的 LD 儿童/(LD+ADHD 组,n=44)进行干预,采
用持续性注意力测定(CPT)､ 过度活跃症状检查量表(SNAP-IV)､ Conners 儿童行为问卷(TRS)及学

习成绩评定干预前后的行为状况的变化,并通过笑脸卡评价儿童的心境变化情况。 
结果  所调查的 718 名学龄儿童中,LD 儿童 55 名,其中患有智力障碍(IQ<70)7.27%(4/55),而共患

ADHD 的儿童则高达 80.00%(44/55)。LD 共患 ADHD 儿童干预后 CPT､ SNAP-IV､ TRS､ 学习成

绩及心境较干预前明显改善(P< 0.05),且综合干预组较一般干预组改善更为显著(P< 0.05)。 
结论 一般心理干预的基础上联合 Barkley 父母培训八步法可有效提高共患 ADHD 的 LD 儿童的学习

能力,提高 LD 儿童的生活质量。 
 
 
PU-0338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大鼠行为的影响 
 

郑小兰,卢洪珠,郑杰,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被认为是由生物学因素､

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单独或协同作用造成的以注意缺陷､ 多动､ 冲动为主要临床症状的一种精神疾

病。ADHD 的具体发病机制尚存在很大争议和盲区。本文以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 SHR)构建 ADHD 模型,运用开场实验､ Y 迷宫评估大鼠多动自主活动性和注意力,
揭示 GR 功能在调节 SHR 多动､ 注意维持中的作用,为 ADHD 的防治提供新思路和新靶点。 
方法 选取 3 周龄(P21)雄性 SHR 及 WKY 大鼠各 30 只,各自随机分成 3 组,即 GR 激动剂(DEX 组)､
GR 抑制剂(RU486 组)､ 对照组(CON 组),每组各 10 只。GR 激动剂组､ GR 抑制剂及对照组大鼠分

别给予 DEX 0.5mg/kg.d､ RU686 54mg/kg.d､ 生理盐水 0.5ml/kg.d,腹腔内注射,每日一次,于晨间

8:00 给药,连续用药 14d。在药物干预前后采用开场实验､ Y 迷宫评价大鼠行为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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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HR 药物干预后, DEX 组在开场实验和 Y 迷宫中的表现为穿越格子数､ 直立次数､ 正确反应

率较干预前均明显减少(P=0.02;P<0.001;P=0.002)。RU486 组､ CON 组药物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GR 激动剂 DEX 可明显改善 ADHD 模型大鼠 SHR 多动行为和注意缺陷,提示 DEX 有可能成

为 ADHD 新的治疗药物,结合 ADHD HPA 轴与单胺能系统之间可能的交互作用和机制,外源性糖皮

质激素可能改变 SHR 脑内单胺能系统功能,从而改善行为学表现,可继续研究 GR 激动剂对 SHR 脑

内单胺能系统神经递质､ 转运蛋白表达等的影响,探究 GR 激动剂影响 SHR 行为学的机制,从而为

ADHD 提供新的防治方法。  
 
 
PU-0339 

系统化健康教育对癫痫患儿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燕惠,罗淑珍,汤倩茜,林晓霞,邱鸣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观察癫痫儿童系统化健康教育前､ 后服药依从性､ 心理状态､ 生活质量的变化,研究系统化健

康教育对癫痫儿童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索相应的对策,提
高癫痫患儿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方法 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对 2015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就诊小儿神经专科门诊癫痫患

儿 51 例,随机分成实验组 26 例和对照组 25 例。(1)健康教育方式:实验组行系统化健康教育方法干

预。具体方法有发放癫痫儿童健康教育科普手册､ 癫痫日记､ 进入儿童癫痫慢性病管理微信平台

等。对照组予常规的口头需要注意事项说明。(2)癫痫儿童心理状况调查: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

量表(SCARED)及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评估。(3)癫痫儿童生活质量情况:用儿童生存质

量测定量表评定。(4)采用自编的基本情况调查问卷表 ､ 服药依从性和癫痫相关知识问卷,分析服药

依从性和癫痫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及可能影响儿童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分析系统化健康教育前､ 后

3 个月评估儿童心理状态及儿童生存质量。 
结果  1. 系统化健康教育对治疗依从性及癫痫相关知识的影响:实验组癫痫患儿服药依从性和家长癫

痫发作基本知识掌握正确率,分别由教育前的 34.6%和 19.2%上升到健康教育后的 76.9%和 53.8%,
系统化教育前后有显著差异(P<0.05)。2.干预前后儿童心理状态比较:癫痫患儿系统化教育干预后

SCARED 及 DSRSC 量表总分分别为(11.88±6.99)分及(7.15±5.42)分均明显低于教育前 SCARED
及 DSRSC 量表总分[分别为(20.62±9.04)分和(9.92±3.91)分],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社交恐惧因

子得分也明显低于健康教育前,有统计学意义(P<0.05)。3.健康教育前后患儿生活质量比较:癫痫患

儿健康教育后生存质量中生理功能得分为(84.38±11.52)分,明显高于健康教育前(75.24±12.34 分)。
健康教育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生存质量总得分及其余各项因子得分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差异

(P>0.05)。4.癫痫患儿情绪与生存质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癫痫儿童的焦虑情绪障碍与患儿的生存

质量总分及各因子具有相关性, 呈负相关(P<0.05),其中以焦虑(r=-0.579)总分的相关性 大。抑郁情

绪障碍与癫痫患儿生存质量无相关性(P>0.05)。5.影响癫痫儿童生存质量相关因素分析:根据自编基

本情况调查表结果,显示与患儿学习成绩､同伴交往关系､患儿对癫痫疾病的认识和是否独生子女因

素对癫痫儿童生存质量有影响(P<0.05)。 
结论 系统化健康教育可以通过提高癫痫患儿及家长对癫痫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改善癫痫患儿治疗依

从性。系统化健康教育有助于减轻癫痫患儿焦虑和抑郁心理障碍,缓解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及社

交恐惧,通过改善躯体生理功能,而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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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0 

家长对儿童肥胖认知行为健康教育效果研究 
 

何毅,钟燕,朱莎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家长对儿童肥胖认知行为状况,并探讨对家长实施健康教育对家长儿童肥胖知信行及儿童

肥胖的影响。 
方法 取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7 月间本院门诊确诊为肥胖的 70 例肥胖儿童设为肥胖组,另选择本

院同期实施健康体检的 70 例健康儿童设为健康组,对两组儿童家长均实施本院门诊制定的儿童肥胖

知信行状况问卷调查,了解两组儿童家长的儿童肥胖认知行为状况;并对肥胖组家长实施儿童肥胖健

康教育,干预半年后再次对家长实施儿童肥胖知信行状况问卷调查,统计对比肥胖组家长教育前后的

认知行为差异及儿童肥胖状况。 
结果 肥胖组儿童家长的儿童肥胖认知､ 态度､ 行为评分与健康组相比明显较低;肥胖组儿童家长实

施健康教育后对儿童肥胖认知､ 态度､ 行为评分与教育前组相比明显较高;肥胖组儿童健康教育后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能量摄取状况及不良饮食与教育前相比明显较低,运动时间与教育前相比明显

较高;肥胖组儿童的实施健康教育后 BMI 指数与教育前相比明显较低,肥胖组儿童实施健康教育后肥

胖率与教育前相比明显较低,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家长实施健康教看有效提升家长儿童肥胖认知行为。 
 
 
PU-0341 

婴儿湿疹与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的关系研究 
 

朱莎,钟燕,陈宇,何毅,丁大为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 410007 

 
 
目的 探讨婴儿湿疹和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间的关系,为婴儿湿疹的临床诊治提供理论参考依

据。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对 86 例湿疹婴儿和 57 例正常对照婴儿进行 14 种食物特异

性 IgG 测定,分析食物不耐受与婴儿湿疹的关系。 
结果 86 例湿疹患儿血清中 14 种食物特异性 IgG 阳性率分布不同(x²=6.83,P< 0.05),其中以牛奶检

测阳性率 高,其次分别蛋清/蛋黄､ 虾､ 蟹､ 大豆等,西红柿和蘑菇阳性率 低。86 例湿疹患儿 14
种食物不耐受检测的严重程度也不同(x²=3.24,P< 0.05),其中牛奶和蛋清/蛋黄的中重度不耐受比例

高,分别为 49.4%､ 48.1%,其次为虾 30.9%,蟹和大豆,均为 23.5%。湿疹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14
种食物特异性 IgG 阳性率以牛奶､ 蛋清/ 蛋黄､ 虾､ 蟹､ 大豆 高;鳕鱼､ 牛肉､ 大米､ 小麦､ 猪肉

次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湿疹组 14 种食物不耐受总阳性率较对照组高,分别为 94.2%､  64.9%,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湿疹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其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检测 3~6 项阳性率前者均

高于后者,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婴儿湿疹患儿体内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较高,提示婴儿湿疹可能与食物不耐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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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2 

ABC 和 CABS 量表在孤独症谱系障碍中的应用对比分析 
 

朱莎,钟燕,江淑娟,卿小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 410007 

 
 
目的 探讨儿童孤独症行为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ABC)和克氏孤独症行为量表(Clancy 
Autism Behavior scale,CABS)在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辅助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对 36 例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简称孤独症组)､ 32 例精神发育迟滞患儿(精神发育迟滞组)及 36 
例健康儿童(正常对照组)进行 ABC 和 CABS 的评定,并对评定结果进行对比与分析。 
结果 孤独症组和精神发育迟滞组､ 正常对照组儿童相比,前者 ABC､ CABS 量表总分均明显高于后

者(均为 P< 0.01)。ABC 量表对 3 组的评估结果与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DSM-V)的一致性较高

(Kappa=0.74);CABS 量表对 3 组的评估结果与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的一致性稍低(Kappa=0.60)。
ABC 量表对孤独症组和精神发育迟滞组的评估结果与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的一致性较高

(Kappa=0.69);CABS 量表对 2 组的评估结果与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的一致性较低(Kappa=0.51)。
ABC 和 CABS 量表对孤独症组和正常对照组的评估结果与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的一致性均较高

(Kappa=0.85､ 0.72)。 
结论 ABC 量表和 CABS 量表相比,前者对辅助诊断儿童孤独症､ 鉴别诊断儿童孤独症与精神发育迟

滞及正常儿童的价值优于后者。 
 
 
PU-0343 

ADHD 模型鼠不同脑区皮质酮水平及糖皮质激素受体 GR 表达 
 

谢琳琦,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通过研究 ADHD 模型鼠—自发性高血压幼鼠(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HR)构建的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模型大鼠不同脑区的皮质酮

(corticosterone,CORT)水平及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GR)表达,进而探讨 HPA 轴

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功能。 
方法 采用生后 21 天(Postnatal day 21, P21)的 SHR 雄性大鼠､ WKY 雄性大鼠为研究对象,每组 40
只,再随意平均于海马处及前额叶处置管。采用脑微透析法收集海马区及前额叶区细胞外液,并予以

行眶静脉取血;分别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及免疫分析法测定不同脑区细胞外液中 CORT 水平及血清

CORT 水平。采用旷场试验和 LAT 迷宫评价大鼠多动和注意行为。 
结果 (1)药物干预前,SHR 海马区 CORT(2.35±0.58 ng/ml)较前额叶区水平明显减低(2.79±0.56 
ng/ml,P=0.018 ),而在 WKY 大鼠海马区 CORT 水平(3.43±1.83 ng/ml)与前额叶区( 3.31±1.16 ng/ml)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且 SHR 海马区 CORT 较 WKY 大鼠明显降低(P =0.017)。
(2)SHR 血清 CORT 水平(8.17±5.20 ng/ml )较 WKY 大鼠(11.36±6.25 ng/ml)明显降低(P=0.015)。
(3)SHR 海马区 GR 表达水平(73.58±16.86)较 WKY 大鼠(111.61±32.46)也明显降低(P=0.04),而在

前额叶区,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相关分析显示 SHR 血清皮质酮水平､ 海马区

皮质酮水平及 GR 水平与行为学表现呈负相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提示血清皮质酮及海马区皮质酮

水平越低,SHR 的 ADHD 核心症状越显著,同时线性回归分析提示海马区皮质酮水平越高,则血清皮

质酮水平与 GR 水平越高。 
结论 (1)SHR 存在着血清及海马区 CORT/GR 表达水平明显减低,提示 SHR 存在 HPA 轴的功能异

常;(2)SHR 血清 CORT 及海马 CORT/GR 表达水平低下与 ADHD 症状密切相关。(3)GR 表达水平

低下可能是 ADHD 动物模型 HPA 轴低反应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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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4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 的相关研究 
 

胡启,钟燕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了解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发

生率,分析食物不耐受与 ASD 相关关系。 
方法 选取 2016 年 03 月一 2017 年 02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初诊为 ASD 患儿 50 例为研究对象,年
龄在 2-5 岁之间,设置同年龄段正常儿童 50 例为对照组,均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法)进行 14
项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 
结果 ASD 组儿童的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发生率为 86%,明显高于对照组 32%,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重度 ASD 儿童的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的阳性发生率比轻中度

ASD 儿童发生更普遍,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发生率

前五位:鸡蛋(62%)､ 牛奶(52%)､ 螃蟹(36%)､ 鳕鱼(32%)､ 虾(30%)。 
结论 ASD 儿童食物不耐受现象高于正常儿童。重度 ASD 儿童较轻中度 ASD 食物不耐受发生率更

高。 
 
 
PU-0345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对脑瘫儿童脑功能的影响 
 

杨志英,薛波,刘秀红,方旭忠,薛晓焕,李林蔚,赵海丽,岳松梅,杨荣玉,何恒霞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小儿脑性瘫痪是全球 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是近年来新兴的治疗脑瘫合并

注意力障碍的方法之一。通过脑电生物反馈训练,患儿有意识控制自身脑电活动,有效的纠正脑电波

异常,改善脑功能。本研究对部分患儿在综合干预基础上,增加脑电生物反馈训练,研究干预前后患儿

的脑电波变化特点。 
方法 纳入在我院儿保行康复治疗的 29 例脑瘫患儿,男 17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 6.01±0.71 岁。纳入

患儿均符合 2004 年全国小儿脑性瘫痪专题研讨会小儿脑瘫诊断标准,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并有正

常生活､ 思维及判断能力,排除患儿同时患有其他严重影响生存质量的疾病。 
1､ 干预方法:对入组儿童采用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和传统综合康复训练(包括 PT､ OT､ ST､ 理疗､

感觉统合训练等),脑电生物反馈治疗采用 VBFB3000 脑电生物反馈诊疗系统,设置抑制 4~8Hz 的慢

波,强化 12~15Hz 感觉运动节律波为治疗目标,每次训练约 25 分钟,每周训练 3 次,20 次为一个疗程,
每疗程结束后进行评估,调整训练方案。 
2､ 观察指标:应用 Thompson 脑电波量化评价软件,对儿童进行测试,收集儿童脑电信息,选择频段 θ
波､ α 波､ β 波､ SMR 波(sensorimotor rhythm)的功率以及 θ/β､ α/β 的比值作诊断分析。 
3､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8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描述性数据用( - X±s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三个变量以上(包括三个变量)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1､ 干预前后患儿量化脑电各项指标变化趋势:训练后患儿 β 波､ SMR 波逐渐上升,θ 波､ α 波

､ θ/β 逐渐下降。 
2､ 干预前后患儿量化脑电指标多重比较:采用方差分析(F 检验)β､ θ､ α､ SMR､ θ/β 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患儿干预前后量化脑电波数值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干预后各项指标均有所改善,治
疗 2 个疗程后 θ/β(P=0.016)､ θ(P=0.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3 个疗程后 β(P=0.000)､
SMR(P=0.000)､ α(P=0.005)､ θ/β(P=0.000)､ θ(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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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智力水平是影响脑瘫患儿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脑电生物反馈训练,患儿可以学会对脑电波

自我控制,使患儿注意力水平和智力水平提高,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患儿应至少进行 2 个疗程

的治疗,以更好地改善脑功能。 
 
 
PU-0346 

180 例 6-12 岁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智力特征分析 
 

魏华,梅其霞,张天秀,张渝,程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以社会互动､ 交

流缺陷,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临床上根据患儿智力商数或发育商数的高低将儿童孤独症分为

低功能孤独症 ( Low-functioning autism,LFA) 和高功能孤独症 ( High-functioning autism,HFA) 两
类。现有的干预经验表明,不同功能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预后存在明显不同。因此本研究拟通过

测评 6-12 岁未经干预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智力水平,进一步分析探讨 LFA 和 HFA 孤独症谱系障

碍儿童的智力结构的特征。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就诊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确诊的 180 例孤独症

谱系障碍患儿为研究对象,年龄为 6-12 岁,所有患儿均未经干预。采用湖南医科大学龚耀先教授主持

修订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C-WSIC) 作为评估工具。 
结果 180 例 6-12 岁未经干预的 ASD 患儿中 47.3%(85 例)的患儿总体智商(IQ))<70,均数为

52.75±10.22,为 LFA 组。52.7%(95 例)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总体智商(IQ))≥70,均数为

93.41±15.90,为 HFA 组。其中 LFA 儿童的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无明显差别,HFA 儿童的语言智商高

于操作智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未经干预的 6-12 岁孤独症儿童中约有一半的患儿存在智力的损害,且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均存

不同程度的损害。而约一半的儿童为 HFA,但存在智力发育的不均衡。提示不同功能孤独症患儿的

能力发育具有不同特质。 
 
 
PU-0347 

术前心理干预对儿童患者诱导期合作程度的影响 
 

张平英,黄振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术前心理干预对儿科手术患者麻醉诱导期合作程度的影响。 
方法 择期手术的适龄患儿 42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干预组(n=21)。对照组患儿不行心理干预,直
接进入手术室进行诱导;干预组则给予适当心理干预措施后进行诱导。观察两组诱导期合作度量表

评分,记录诱导过程中不良事件的发生。 
结果 和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儿诱导期合作度量表评分低(p < 0.01),不良事件发生较少。 
结论 围手术期心理干预有助于提高患儿诱导期合作程度,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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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8 

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视听觉诱发电位研究 
 

周秉睿,冯菁菁,张凯峰,徐琼,李慧萍,徐秀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比较 ASD 幼儿与正常发育幼儿视听觉诱发电位的差异,了解 ASD 幼儿的视觉和听觉信息

处理能力及其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 
方法 ASD 组纳入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行为发育科门诊并根据 DSM-V 诊断为 ASD 的 18-
30 月龄幼儿,正常对照组来源于儿保门诊健康体检的同年龄阶段正常幼儿。在镇静后入睡状态下,对
ASD 组幼儿进行闪光视觉诱发电位(FVEP)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检测,分别比较 ASD 组和正

常对照组幼儿在 FVEP 的 P2 波潜伏期､ BAEP 的各波潜伏期和峰间期及 III-V/I-III 比值上的差异。

同时,结合 ASD 组幼儿 ADOS-2 和 GMDS-ER 评估结果,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探究 ASD 幼儿视听觉

信息处理能力与临床症状严重程度､ 发育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评价指标分析:ASD 组幼儿(n=52)BAEP 的 I､ III 波潜伏期较正常对照组

(n=32)缩短,V 波潜伏期无显著差异,而 I-III､ III-V､ I-V 波峰间期则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延长

(P<0.05),III-V/I-III 比值与正常对照幼儿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未发现 BAEP 的各波潜伏期和峰间期

与幼儿发育水平和 ASD 症状严重程度有显著相关性。 
2.  闪光视觉诱发电位评价指标分析: ASD 组幼儿(n=50)FVEP 主波 P2 波潜伏期较正常对照组

(n=72)延长(122.03±18.69 vs 114.16±6.77,P<0.001),且 ASD 组幼儿 P2 波潜伏期与 GMDS-ER 的

表现能区得分(EQ,rE=-0.427,P=0.005)和总发育商(GQ,rG=-0.480,P=0.001)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与
手眼协调能区得分(DQ)也存在负相关趋势(rD=-0.284,P=0.075)。 
结论  
1. ASD 幼儿脑干听觉通路结构和功能的发育成熟度可能低于正常幼儿,使听觉信息在脑干的传导时

间延长,速度减慢。 
2. 与正常幼儿相比,ASD 幼儿对视觉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弱,且与其视觉空间认知能力和总体发育水平

落后相关。 
 
 
PU-0349 

发作性睡病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例诊治分析 
 

易琴,郝燕,华丽,陈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 430030 

 
 
目的 探讨 1 例发作性睡病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临床特点､ 诊治过程,并对容易漏诊､ 误诊

的原因进行分析。 
方法 对 2016 年 7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就诊的 1 例发作性睡病伴 ADHD
的患者临床资料(包括首诊表现､ 问卷及量表评估结果､ 多导睡眠监测(polysomnography, PSG)､
多次小睡潜伏期实验(mutiple sleep latency test, MSLT)､ 其他辅助检查､ 用药及随访过程)进行回

顾分析,总结其特点,对容易误诊､ 漏诊的原因进行分析。 
结果 该患者就诊年龄为 14 岁,以多动､ 注意力不集中 1 年为主诉就诊,仔细询问病史中得知患儿 5
年前开始即有白天容易打瞌睡的表现,平均每天出现 2-3 次,每次几分钟至半小时不等,甚至出现考试

中睡着的情况,而夜间难以入睡,经常做噩梦。根据 DSM-V 的诊断标准,患儿可诊断 ADHD。MSLT
显示患儿平均入睡潜伏期为 1.8 分钟,出现 SOREM5 次,结合患儿白天嗜睡､ 夜间难以入睡的临床表

现,诊断为发作性睡病。头颅 MRI､ 脑电图及血常规､ 肝肾功能均未见异常。诊断后给予盐酸哌甲

酯 18mg/d 进行治疗,治疗 20 天开始出现注意力的改善,但入睡困难及白天嗜睡的情况无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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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加用可乐定,夜间入睡困难得到改善,但仍不时出现噩梦,白天仍有嗜睡。治疗 8 个月左右仍存在白

天嗜睡的情况。 
结论 发作性睡病多以白天睡眠增多为主,少有猝倒的严重表现,不容易引起家长重视。本例患者以注

意缺陷､ 多动为主诉就诊,ADHD 的诊断较为容易,但容易忽视其睡眠障碍问题,发作性睡病容易漏

诊。因此询问病史需详细､ 全面,体检应仔细,发现睡眠问题应完善脑电图､ 多导睡眠监测及多次小

睡潜伏期实验以辅助诊断。 
 
 
PU-0350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questionnaire (SCQ) positive screening 

results - based on a large population study 
 

Yang You1,Jin Zhijuan1,Liu Shijian1,Jin Xingming1,Huang Hong2, 
 1.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arents' personality on the SCQ screening positive results 
through a large population-based screening and to provide the possible basis for pathogenesis 
and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Methods During June 2013, using the method of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children of 3-12 years old in 7 counties from Shanghai city we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for the census, ordinary schoo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e divis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a sample survey. A total number of 84943 people was investigated, including 859 
students in special education and 84075 students in normal school (including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CQ and the family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 
Results Parental person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CQ positive outcomes (paternal 
personality, OR=1.348, P<0.001, maternal personality, OR=1.527, P<0.001). Parents' personality 
interacted with sex, upbringing styleand caregiver. Further studies were conducted on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ASD, whose parental personality remaine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SD 
(paternal personality, OR=1.671, P=0.022, maternal personality, OR=1.695, P=0.047). 
Conclusions Parents may have some influence on 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 through congenital 
heredity and acquired environment. There i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SD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prior to the absence of a definite ASD etiology mechanism and effective ASD 
treatment. 
 
 
PU-0351 

 ADHD 的家庭辅助治疗方案  
 

田梅,汪萍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证明临床中对多动症儿童的家庭指导能有效促进多动症儿童的康复。 
方法 采用临床观察和家长反馈的方式。对多名多动症儿童定期进行家庭指导。 
结果 文中总结的 7 中方法有效促进了多动症儿童的康复。 
结论 在多动症儿童的治疗中给予家庭指导,让家长参与到多动症儿童的治疗中对于多动症儿童的康

复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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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2 

骨代谢标志物与儿童体脂率的相关性研究 
 

蒋琳琳,钟燕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明确儿童维生素 D､ 骨钙素和 I 型胶原 C 末端肽水平与体脂率之间的关系,为指导儿童控制体

重和预防骨代谢疾病提供依据。 
方法 以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就诊儿童 167 例。检测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和

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检测血清 25-羟维生素 D3､ 血清骨钙素､ I 型胶原 C 末端肽水平,采用人体成分

分析仪测量其体脂含量和体脂率。 
结果 1.体脂率增高儿童低密度脂蛋白高于正常体脂率儿童,而高密度脂蛋白低于正常体脂率儿童

(P<0.05),而正常体脂率儿童和轻度体脂率增高儿童的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水平无明显差异

(P>0.05);2.中重度体脂率增高组血清 25-(OH)D3低于正常体脂率组和轻度体脂率增高组(P<0.05);
体脂率增高儿童血清骨钙素水平低于正常体脂率儿童(P<0.05),I 型胶原 C 末端肽水平高于正常体脂

率儿童(P<0.05);3.体脂率增高儿童维生素 D 缺乏的发生率高于正常体脂率儿童(P<0.05);4.儿童体脂

率与 25-(OH)D3 ､ 骨钙素呈负相关(r=-0.312,-0.204,P<0.01),与 I 型胶原 C 末端肽呈正相关

(r=0.366,P<0.01)。 
结论 体脂率增高儿童更容易出现维生素 D 缺乏､ 骨钙素降低和 I 型胶原 C 末端肽升高,即脂肪堆积

导致骨代谢异常的发生率增加。 
 
 
PU-0353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睡眠与情绪行为问题的相关性研究 
 

张红艳,钟燕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 ADHD 儿童睡眠与情绪行为问题的相关性。 
方法 使用儿童睡眠习惯问卷及长处和困难问卷对 72 名调查 ADHD 患儿家长及正常对照组进行问卷

调查,了解 ADHD 儿童睡眠问题及情绪行为问题发生情况。并对 ADHD 儿童睡眠总分､ 各睡眠层面

得分与 ADHD 儿童困难总分､ 困难分问卷､ 亲社会行为分问卷得分两两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ADHD 儿童总睡眠问题发生率高于正常儿童;在睡眠阻抗､睡眠焦虑､异态睡眠､睡眠呼吸障碍

､白天嗜睡层面睡眠问题较正常儿童严重。2､ ADHD 儿童较正常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多,困难

大;ADHD 儿童较正常儿童亲社会化水平低,长处少。3､ ADHD 儿童多动注意不能与睡眠阻抗､ 睡

眠焦虑､ 白天嗜睡呈正相关;冲动与睡眠阻抗､ 睡眠焦虑呈正相关。 
结论 关注 ADHD 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及相关核心症状时,应关注 ADHD 儿童睡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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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4 

Behavior and social problems in preschoolers with 
language disorders. 

 
Ma Xirui,Zhang Yiwe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Children having language disorders always show low behavioral and learning 
competence compared to their normal peer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hildren with language disorders can develop poor behavioral skills. 
Methods The sample consists of 151 children aged from 3 to 6 ( M=4.27 boys 30.5% girl 69.5% ) 
who took the Diagnostic Receptive and Expressive Assessment of Mandarin (DREAM-C) 
language test measuring children’s language competence by scoring in domains of perceptive 
language, expressive language, syntax and semantics, while their parents completed Conners 
test. 
Results Behavior performanc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in the expected direction between poor 
language group (Dream-C scored lower than 80) and normal controls (Dream-C scored higher 
than 80). Preschoolers in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in learning problems (F(1, 
130)=21.018,p<0.001),oppositional problems(F(1,130)=8.488,p=0.004), 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 F(1,130)=10.090,p=0.002), HIT RI ( F(1,130)=14.938,p<0.001) by Conners scaled scores. Poor 
expressive language, perceptive language, semantics and syntax abilities are remarkably 
associated with learning problem, oppositional problem, 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and HIT RI as 
well. 
Conclusions We found that language problems in children are associated with hyperactivity, 
impulsivity and learning difficulties, oppositional behaviors, but not with increased anxiety and 
psychosomatic problems. Children with poor expressive language and perceptive language, 
semantics and syntax abilities develop much more behavioral problems than their normal peers. 
 
 
PU-0355 

中山市 2013 年~2016 年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分析 
 

朱建萍,廖加洛,谢惠源,王桂兰,唐家彦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分析和总结 2013~2016 年中山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状况,了解中山市新生儿主要遗传代谢病的发

病率及特点。 
方法 收集中山市 2013~2016 年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标本,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免疫荧光法,
定量酶法及 G6PD 酶活性速率定量法等。首先对新生儿足跟血干血滤纸片进行初筛,阳性者召回测

静脉血以确诊。 
结果 共筛查新生儿 199216 例,确诊 G6PD 缺乏症初 2286 例(发病率 1/87),男性发病率>女性;先天

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H)337 例(发病率 1/591);苯丙酮尿症(PKU)18 例(发病率 1/11068);先天性肾

上腺皮质增生症(CAH)30 例(发病率 1/6641)。CH､ PKU､ CAH 经过早期的积极治疗,患儿的智能

发育达到正常同龄儿水平,G6PD 缺乏症患儿做好喂养宣教工作,以预防 G6PD 缺乏引起的疾病。 
结论 中山市新生儿 G6PD 缺乏症发病率较高;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的筛查对遗传代谢疾病的防治､

干预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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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6 

感觉-运动反馈训练对感统失调儿童动态平衡 
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薛晓焕,薛波,杨志英,刘秀红,李林蔚,赵海丽,杨荣玉,岳松梅,王俊,田安娜,张晓燕,周蕊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观察感觉运动反馈训练对感觉统合失调儿童动态平衡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通过 PK252 平衡仪对纳入的感觉统合失调儿童进行感觉-运动控制反馈训练,分析训练前后动

态平衡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 
结果 经训练后,不同分型 SID 儿童圆周稳定性指数､ 平均长度错误和负重偏差(AFV)较干预前好

转。SID 儿童右侧平衡功能较左侧改善早,说明优势侧的感觉运动控制训练效果好。感统失调儿童平

衡功能各项指标改善多在训练 20 次后显著。 
结论 感觉-运动控制训练对前庭型与本体型感统失调儿童的动态平衡功能有较好的训练效果,值得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 
 
 
PU-0357 

Relation between behavior and language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 

 
Ma Xirui,Zhang Yiwe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Children with poor language skills usually present low behavioral an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kindergartens compared to their normal peers,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language disorders and behavior an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Methods The sample consists of 151 children aged from 3 to 6 ( M=4.27 boys 30.5% girl 69.5% ) 
who took the Diagnostic Receptive and Expressive Assessment of Mandarin (DREAM-C) 
language test 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DREAM-C measured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level by scoring perceptive language, expressive language, syntax and semantics, 
while their parents completed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Results Poor language group (Dream-C scored lower than 80)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conduct problems (F(1, 133)=5.966, p<0.016), hyperactivity/inattention (F(1,133)=25.026, 
p<0.001), peer problems ( F(1,133)=34.594, p<0.001), prosocial behavior ( F(1,133)=14.506, 
p<0.001) , total difficulties(F (1,133)=31.906, p<0.001 ) by SDQ scaled scores. Poor expressive 
language, syntax abilities are remarkably associated with conduct problems, peer problems, 
hyperactivity/inatten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total difficulties, then perceptive language 
and semantic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eer problems, hyperactivity/inatten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total difficulties,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nduct problems.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preschoolers with language disorder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behavior and social problems. They could develop poo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eers show much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usually present conduct and behavior problems in kindergartens. 
These children are hyperactive and easily to di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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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8 

儿童淋巴管畸形的介入治疗 
 

刘东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儿童淋巴管畸形的介入治疗的方法及疗效 
方法 选择淋巴管畸形患儿 8 例,通过影像学方法引导经皮穿刺,注射硬化剂,对淋巴管畸形行硬化治

疗。 
结果 8 例患儿,女性 3 例,男性 5 例。年龄自 1 岁至 6 岁。颌面部 3 例,躯干 3 例,四肢 2 例。接受介

入治疗 2-3 次后,淋巴管畸形体积明显缩小,瘤体纤维化。未见复发。淋巴管畸形即过去所称的"淋巴

管瘤",为儿童常见良性肿瘤,是胚胎期淋巴组织发育异常所致错构瘤,具有畸形及肿瘤双重特性,大多

数病变在出生后 1~2 年被发现,好发于头颈部。颈部巨大的淋巴管畸形亦称囊性水瘤。按其临床特

特征及组织结构,可分为微囊型与大囊型两类。(1)微囊型:旧分类中称为毛细管型及海绵型淋巴管瘤,
由衬有内皮细胞的淋巴管扩张而成。淋巴管极度扩张弯曲,构成多房性囊腔,则颇似海绵状。淋巴管

内充满淋巴液。在皮肤或黏膜上呈现孤立的或多发性散在的小圆形囊性结节准或点状损,无色､ 柔

软,一般无压缩性,病损边界不清楚。(2)大囊型:旧分类中称为囊肿型或囊性水瘤。一般为多房性囊腔,
彼此间隔,内有透明､ 淡换色水样液体。病损大小不一,表面皮肤色泽正常,呈充盈状态,扪诊柔软,有
波动感。超声可帮助诊断淋巴管畸形。肿瘤可侵犯皮肤､ 皮下组织､ 肌肉､ 腺体等,瘤体不规则,边
界不清,手术切除难度高。我院通过影像学方法引导经皮穿刺,注射硬化剂,对淋巴管畸形行硬化治

疗。药物主要使用博来霉素。博来霉素为抗肿瘤药物,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淋巴内皮细胞的生长和

作为化学刺激物使间隙纤维化的双重作用达到目的,通过刺激淋巴管内皮细胞产生无菌炎症反应,纤
维组织增生,使血管淋巴管闭塞而达到缩小甚至使囊性瘤体完全消失的效果。可用于原发性血管瘤

淋巴管瘤的治疗,部分手术复发或手术后无法治愈的病例也可试用该方法治疗 
结论 通过影像学方法引导经皮穿刺,注射硬化剂,对淋巴管畸形行硬化治疗有非常好的疗效。 
 
 
PU-0359 

Microwave ablation combine with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treating unresectable 

hepatoblastoma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蒋贻洲,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of Microwave ablation (MWA) combine with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for unresectable hepatoblastoma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17 patients with stage III and IV hepatoblastoma unresectable 
by conventional resection were treated with TACE, MWA and chemotherapy. Approval was 
obtained from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ll cases were diagnosed b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liver tumor biopsy before TACE procedure. All patients received 2 courses of TACE and 
1-2 times of MWA. Finally, several cycles of chemotherapy would be arranged. 
Results Of 17 patients, 14 were alive and well with normalized alpha-fetoprotein levels. And the 
other 3 patients died from tumor progression. The follow-up periods ranged from 10 to 68 months. 
Complete ablation was achieved in the 14 patients (14/17, 82.35%), and the alpha-fetoprotein 
(AFP) level was also decreased to normal in the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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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WA combine with TACE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reating unresectable 
hepatoblastoma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with controllable side effects. It provides an attractive 
option to the patient with unresectable hepatoblastoma because of its less invasive characteristic. 
 
 
PU-0360 

多西环素硬化治疗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的疗效与安全性 
 

陈昆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多西环素硬化治疗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以多西环素硬化治疗的 12 例舌部微囊型淋巴管

畸形患儿的临床资料。所有患儿术前结合临床症状及影像学检查诊断为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部
分病例结合术中穿刺液进一步确诊。全麻后在影像引导下穿刺病灶,成功后用多西环素进行硬化治

疗,4 周后未达到治愈标准可重复硬化治疗,术后随访 3~15 月。 
结果 12 例患儿共行硬化治疗 28 次,平均 2±0.3 次/例。9 例患儿治疗后临床症状消除,瘤体基本消失,
影像学检查未见瘤体或仅有少量残余硬化病灶,随访无复发,达到治愈标准;3 例患儿治疗后瘤体缩小

50%以上,影像学检查仍有少量囊性病灶残余,达好转标准,建议继续随访,必要时再次硬化治疗。术后

3 例次出现轻至中度发热,5 例次局部肿胀,2 例次出现舌粘膜浅表破溃,经对症治疗后可恢复正常。本

组患儿均无继发感染､ 药物过敏等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多西环素硬化治疗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疗效确切,创伤小,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361 

引流导管在各类型淋巴管畸形硬化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分析 
 

陈昆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引流导管在各类型淋巴管畸形硬化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院确诊的各类型淋巴管畸形引流导管置入治疗的 16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所有患儿术前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CT 或 MRI 扫描诊断为淋巴管畸形,结合临

床特征及术中穿刺液进一步确诊。全麻下在彩超或 CT 引导下穿刺淋巴管畸形并置入引流导管,术后

予多西环素溶液冲洗及硬化治疗,拔管后 4 周后未达到治愈标准,行多西环素局部注射治疗,4 周后再

评估是否继续注射,术后随访 6~18 月。 
结果 本组 12 例患儿治疗后,影像学检查未见瘤体或仅有少量残余硬化病灶,随访无复发,达到治愈标

准,本组 其余 4 例瘤体缩小 50%以上,影像学检查仍有少量囊性病灶残余,达好转标准,建议继续随

访。总体有效率达 100%。 
结论 引流导管可应用于各类型淋巴管畸形硬化治疗,并具有安全有效､创伤小､治疗周期短及复发率

低的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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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2 

术前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在肝母细胞瘤的临床应用 
 

陈昆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术前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在肝母细胞瘤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对常规估计不能切除的 20 例肝母细胞瘤患者采用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然后再进行外科手术

切除,观察患儿的术中情况､临床疗效,并对远期效果进行随访。 
结果 术前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后 1-4 个月内复查,患儿肿瘤体积明显缩小,甲胎蛋白降低明显,且经过

动脉化疗栓塞 后 ,20 例患儿均可以接受外科 切除 手术,手术切除标本的病理改变显示肿瘤明显坏

死。远期随访发现,动脉化疗栓塞术后 2 年死于肺转移者 7 例,2 例复发,11 例患者无瘤存活平均时间

23.6 月,随访时间 30 个月。 
结论 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可以有效杀死肿瘤细胞,并能使患儿获得外科手术的机会,明显改善预后,延
长患儿无瘤生存时间,在肝母细胞瘤的治疗中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 
 
 
PU-0363 

儿童直接数字 X 线脊柱全长正侧位摄影的图像质量 
 

边传振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儿童数字 X 线脊柱全长正侧位摄影图像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我院行脊柱全长正侧位摄影检查的患儿 40 例所得

的拼接图像,根据年龄段分 A 组(5-8 岁)及 B 组(9-12 岁)。采用 Ortho Long Spine Both 摄影程序进

行数据采集并完成拼接,由放射科主管技师､ 副主任医师各 1 名对图像质量以《全国放射科 QA.QC
学术研讨会纪要》为依据,采用单盲法进行图像质量评价。 
结果 A 组患儿的正位摄影得分(3.85±0.23)及拼接得分(3.79±0.25)均低于 B 组(分别为

3.98±0.67,3.97±0.09),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023,0.008);侧位摄影得分(3.82±0.23)及
拼接得分(3.69±0.26)亦低于 B 组(分别为 3.95±0.11,3.84±0.23),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033,0.040)。 
结论 A 组患儿脊柱全长正侧位摄片的图像质量均低于 B 组;影响图像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患儿不自主

的肢体运动以及呼吸运动。 
 
 
PU-0364 

先天性肝外门体分流一例及文献复习 
 

谭亚兰,郭万亮,胡章春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探讨先天性肝外门体分流的临床､ 影像学表现及治疗方法。 
方法 报道我科诊断的 1 例先天性肝外门体分流患儿,结合文献复习其临床､ 影像学表现与治疗方

法。 
结果 患儿男,10 岁,因“皮肤青紫半年”入院。查体: SpO2 88%(未吸氧),杵状指。彩超示第一肝门区异

常静脉团。CT 增强示:食管胃底､ 肠系膜上下静脉共同汇入脾门区扭曲血管团,再汇入左肾静脉,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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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体积增大。提示先天性肝外门体分流,脾肿大。血管造影示:右心室､ 左右肺动脉及分支血管未见

动静脉瘘征象;门静脉干变细,肝门区大量侧支血管形成;肠系膜上静脉､ 脾静脉汇合成一扭曲扩张的

异常血管回流至下腔静脉,胃底及脾静脉曲张明显。提示门静脉海绵样变性;先天性门体分流(II 型)。 
结论   先天性肝外门体分流又称 Abernethy 畸形,该病的门静脉与腔静脉之间存在异常吻合,因此门

静脉系统血流不入或少量流入肝脏,大部分经肝外门静脉侧支汇入腔静脉。一般认为它与胚胎期脐

静脉､ 卵黄静脉发育异常有关。该病分两型:I 型为完全性门体分流,无门静脉血入肝;Ⅱ型为部分性

门体分流,门静脉细小,门静脉系统的血流可通过分流道与下腔或其他体静脉沟通。 
Abernethy 畸形临床表现多变,主要与分流量､ 分流类型及患者年龄有关,儿童对门体分流有较好的

耐受性。部分患者可无临床表现,也可因门静脉血灌注不足引起肝功能受损､ 代谢异常,包括高半乳

糖血症､ 高胆汁酸､ 肝性脑病､ 肝肺综合征等;肝动脉血流代偿增加可能引起肝结节再生增生､ 局

灶结节增生､ 腺瘤甚至肝细胞癌发生。其中 I 型患者常伴有其他脏器的先天畸形,如多脾､ 内脏异位

､ 心脏畸形等。 
 该病的诊断需 DSA､ CT､ MR 及超声等影像学检查明确。超声易操作且能对异常血流方向､ 流速

等进行测定,常作为首选,但存在肠气影响大､ 受操作人员技术水平影响大等不足。CT 及 MR 增强可

确诊 Abernethy 畸形,磁共振血管成像和 CT 血管成像可准确描绘门体分流全程。但当门静脉和分支

发育不良时,CT 上门静脉可能无法看清,DSA 是确认门静脉肝内分支是否缺如从而进行分型的重要

方式。 
本病治疗应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分型决定。1､ 无症状者密切随访。2､ 保守治疗,主要是保护肝

功能和治疗肝性脑病。3､ 阻断分流道适用于Ⅱ型患者,但阻断前需评估肝内门静脉系统发育情况,对
发育不良者应行多步关闭或肝移植手术。对 I 型是否关闭分流仍有争议。4､ I 型､ Ⅱ型患者上述疗

效不佳时,进行肝移植治疗。 
 
 
PU-0365 

低场 MRI 半剂量 Gd-DTPA 动态增强在儿童垂体扫描中的应用 
 

吴继志,方林,武林,韩啸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评价低场 MRI 半剂量 Gd-DTPA 动态增强技术在检查儿童垂体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7 例经临床治疗及随访与检查结果一致的垂体半剂量 Gd-DTPA 动态增强扫描图

像。 
结果 低场 MRI 半剂量 Gd-DTPA 动态增强扫描的成功率为 100%。共检出 54 例垂体增生;2 例垂体

囊性占位;1 例为平扫容积效应导致信号异常,动态增强扫描正常。所有病例均与临床实验室生化检

查及用药治疗随访结果一致。 
结论 低场 MRI 半剂量 Gd-DTPA 垂体动态增强扫描在儿童是相对容易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可以作为

儿童尤其是青春期儿童性早熟及生长发育异常用药治疗前的检查。 
 
 
PU-0366 

儿童脑积水术后 MRI 评估价值 
 

干芸根,徐坚德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 MRI 常规扫描序列､ 矢状位 T2WI 薄层､ 三维稳态进动结构干扰(3D-CISS 序列)及电影

相位对比(cine PC)在儿童脑积水术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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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 PudMed 检索“Hydrocephalus”,总结近年来脑积水概念､ 分类新进展;利用 MRI 对儿童脑

积水术前及术后进行检查,检查序列除常规轴位 T1WI､ T2WI 及 FIARE 外,增加矢状位 T2WI 薄层､

3D-CISS 序列及相位对比电影。 
结果 Kristopher 等提出脑积水 新定义,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脑脊液生理异常所致的脑室异常扩张,该
定义强调产生脑积水的原因是脑脊液正常生理发生改变。Agarwal 等提出新的分类法,该方法将脑积

水分为“交通性”或“非交通性”两大类。交通性又分为无脑脊液吸收障碍及有脑脊液吸收障碍两大类,
前者包括正常颅内压脑积水和脑脊液产生过多脑积水,后者包括蛛网膜下出血､ 脑膜炎和软脑膜癌

引起的脑积水;非交通性指脑脊液在脑室系统内回流受阻。MRI 序列中矢状位 T2WI 薄层可显示脑脊

液的流空现象。3D-CISS 序列是利用残存横向磁化,使其参与 MR 信号,FISP 序列除纵向磁化保持稳

定外, 消除梯度场对横向磁化的去相位效应,使横向磁化在下一次射频激发时也保持一个恒定的幅度,
采集的回波是由自由感应衰减回波形成。3D-CISS 序列可清晰显示脑脊液通路解剖信息;显示脑室

轮廓､ 透明隔及脑池解剖细节;显示膜性结构的位置､ 数量和范围;可指导外科手术进程。cine PC
是采用 MR 信号的相位差别重组获得相位速度图,图中每个像素都含有流动质子速度和方向信息,由
于运动质子沿着梯度场排列有不同横向相位,信号强度改变代表其运动方向和速度的变化。cine PC
可明确中脑导水管中脑脊液流动,对脑脊液进行定量分析。 
结论 MRI 在脑积水术后随访中有重要的价值,可较准确判断脑室腹腔分流术及第三脑室底部造瘘术

效果,对分析并发症的发生原因有一定的帮助。 
 
 
PU-0367 

小儿脑静脉血栓的影像诊断 
 

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掌握小儿脑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特征和影像诊断 
方法 结合文献和临床病例分析小儿脑静脉血栓形成的准确诊断､ 鉴别诊断。 
结果 脑静脉血栓好发于青年人和儿童,成人患者中四分之三为妇女,大部分患者预后良好。70-85%
女性静脉窦血栓发生在育龄期。儿童发病率约 0.6/10 万,新生儿发病率 040/10 万。病因主要分为感

染性和非感染性。约 20-35%的患者原因不明。 
脑静脉血栓的临床表现复杂而不典型,取决于其受累范围､ 部位以及血栓活性。一个较大的原发性

血栓常导致一系列症状如头痛､ 颅高压､ 晕沉､ 眼部的不适(包括视力障碍和眼胀､ 或结膜充血)､
癫痫､ 神经功能障碍､ 耳鸣脑鸣和颈部不适等。而单独大脑皮层静脉血栓的患者症状更加局限,比
如运动和感觉的异常,局灶癫痫等。深静脉血栓罕见,常导致间脑水肿,类似于肿瘤或者丘脑出血。需

要强调的是:头痛是 常见的症状,约 80%的患者有头痛。其他常见症状体征包括眼底视乳头水肿､

局灶神经体征､ 癫痫及意识改变等。 
影像学检查:(1)脑 CT 及 CT 静脉血管成像(CTV):在上矢状窦血栓形成的早期,部分患者 CT 强化扫描

可见空三角征。直窦和 Galen 静脉表现为条索征,但不具有特征性。CT 的间接征象是脑梗死或出血

性梗死､ 侧支静脉血管等。(2)磁共振(MRI)及磁共振静脉血管成像(MRV):不同时期血栓信号不同。

(3)脑血管造影:DSA 可直接显示血栓的部位和轮廓,是 CVT 诊断的金标准。但由于是有创性检查,且
价格昂贵,在临床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结论 儿童脑静脉窦血栓是一种少见脑血管病,目前磁共振成像联合磁共振静脉造影是其诊断的 佳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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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脑梗死的临床特点及磁共振 DWI 的应用价值 
 

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脑梗死的临床特点及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 例新生儿脑梗死的临床及 MR 资料,8 例均行脑部常规 MRI 及 DWI 检查,其中 7
例行临床随访观察,3 例行 MR 复查。 
结果 8 例均为足月儿,其中 4 例有围产期高危因素。8 例中,7 例以惊厥发作为首发症状;影像学检查

前,8 例首诊被临床误诊为其他疾病。8 例中,5 例急性脑梗死,2 例为亚急性脑梗死,1 例为陈旧性梗

死。8 例均为单侧脑梗死,皮层受累 5 例,基底节区受累 4 例,侧脑室旁受累 2 例;急性期病灶在 DWI
表现为高信号,亚急性及慢性病灶在 DWI 为低信号。7 例临床随访预后良好。 
结论 新生儿脑梗死 常见的首发症状为惊厥,临床易误诊,其确诊需要早期行磁共振检查。DWI 能早

期发现病变､ 判断梗死累及范围,为临床预后评估提供依据。 
 
 
PU-0369 

新生儿低血糖脑病的典型与非典型 MRI 特征 
 

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新生儿低血糖脑病的典型与非典型 MRI 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 例确诊为新生儿低血糖脑病患儿的临床及 MRI 资料。 
结果 20 例中,入院时 18 例血糖值均≤1.4 mmol/L,2 例为 2.1 mmol/L,其中反复低血糖者 13 例。临

床症状表现为抽搐､ 反应低下､ 发绀及呼吸暂停。9 例 MRI 表现典型,均有枕叶或顶叶皮层或皮层

下受累,其中 4 例伴有胼胝体压部受累,1 例伴有内囊后肢受累。11 例 MRI 呈非典型表现,受损脑区

为胼胝体压部 8 例,侧脑室旁白质 6 例,多发皮层或皮层下白质 5 例(枕顶叶除外),基底节区 3 例,半卵

圆中心 2 例,苍白球 1 例,额叶局部皮层 1 例,桥脑 1 例,单侧海马 1 例,双侧丘脑及中脑､ 脑干､ 延髓

同时受累 1 例。 
结论 新生儿低血糖脑病典型 MRI 表现为枕顶叶皮层或皮层下受累,非典型 MRI 表现为除枕顶叶外其

他脑区受累,常损伤多个部位。反复严重低血糖患儿易出现非典型 MR 表现。 
 
 
PU-0370 

小儿副鼻窦正常气化时间的 MRI 分析 
 

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副鼻窦疾病在小儿阶段发病率较高,其中以副鼻窦炎尤为普遍,此类患儿可有嗅觉减退或缺失､

记忆力减退､ 经常流脓涕､ 头痛､ 思想不能集中等症状 ,甚至引起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而临床

在诊断小儿副鼻窦疾病时,往往需要了解小儿副鼻窦的发育气化情况。因此,熟悉副鼻窦的 初气化

时间对于小儿副鼻窦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有指导意义。目前国内对副鼻窦 初气化发育时间的研究较

少,国外的相关报道存在样本量少或时间段划分不够精细等不足,以至于副鼻窦初始气化发育时间至

今仍无广泛认可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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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 MRI 图像分析小儿副鼻窦的 初气化时间,为副鼻窦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影像学信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99 例小儿(年龄 0-15 岁)头部平扫 MRI 图像,观察各组副鼻窦的气化时间。 
结果 筛窦发育气化 早,1 月内气化率 100%(46/46),所有观察对象中未发现尚未气化者。其次为上

颌窦,第一个月时气化率为 45.7%(21/46),在 7-12 月间气化率达 97.8%(45/46)。蝶窦在第 4 个月可

见气化,在 1-2 岁间气化率为 86%(43/50)。额窦 初气化时间 晚,在 1-2 岁间气化率为

8%(4/50),14-15 岁气化率增至 97.7%(42/43)。 
结论 MRI 能用于观察小儿副鼻窦的气化情况。小儿各组副鼻窦的 初气化时间较以往文献报道的

早。 
 
 
PU-0371 

胎儿磁共振成像的临床应用价值 
 

周作福,林元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探讨胎儿磁共振成像技术在胎儿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12 月对 384 例孕妇行 1.5T 磁共振检查,并进行双盲发分析､ 部分生后

手术证实。 
结果 无异常 34 例。胎儿异常 350 例,其中胎头小于胎龄 34 例､ 胎头大于胎龄 6 例､ 脑室扩大 78
例､ 脊柱曲度改变 2 例､ 胼胝体缺如 16 例､ 脑裂畸形 3 例､ 脑穿通畸形 2 例､ 前脑无裂畸形 1 例

､ Chairi 畸形 5 例､ 枕大池增大 45 例､ 蛛网膜囊肿 23 例､ Dandy-Walker17 例､ 双胎脑室大 2 例

､ 透明隔增宽或囊肿 15 例､ 白质软化 18 例､ 脑出血 3 例､ 右侧脑室发育小 5､ 脑室囊肿 7 例､ 肺

囊腺瘤样畸形 7 例､ 肺隔离症 5 例､ 胸水 3 例､ 肠系膜囊肿 2 例､ 腹水 7 例､ 腹裂畸形 3 例､ 肝母

细胞瘤 3 例､ 淋巴管瘤 15 例;泌尿系异常 23 例,其中双肾多囊肾 8 例､ 单侧发育不良肾 7､ 单侧或

双侧肾积水 6 例;伴发脐带绕颈 47 例和产前胎盘异常 25 例,其中前置胎盘 18 例､ 球拍状胎盘 5 例

､ 胎盘血肿 2 例;妊娠合并其它异常 4 例。 
结论 1､ 胎儿 MRI 的准确性､ 直观性的提高: (1)､ 神经系统病变: ①､ 脑室扩大:能较好显示脑室的

轮廓､ 大小和结构以及脑实质结构,有助于了解脑室扩大的原因,同时可区分脑积水和脑出血。②胼

胝体发育畸形: MRI 诊断胼胝体畸形和相关神经系统畸形的准确率明显高于超声。③､ 神经元移行

异常:产前超声诊断神经元移行异常较为困难,而 MRI 对神经元移行异常的诊断优于超声。④､ 其

他:MRI 对颅内出血性疾病､ 小脑蚓部发育情况等均有很高的诊断价值。(2)､ 其它系统组织病变:①
､ 肺组织异常:MRI 可根据 T2WI 序列上肺组织的信号改变提示肺组织发育状况;②､ 腹部异常: 对胎

儿肿物一般可区分良恶性,与周围组织是否有粘连浸润等;还可准确了解肾积水情况及肾组织有无结

构异常。 
2､ 可以降低产后的医疗纠纷: 可为胎儿异常的明确诊断而帮助产科减少医疗纠纷,并能很好的为胎

儿出生后第一时间进行相关的治疗。 
3､ 妊娠并发症检查的诊断准确率提高: MRI 检查多方位成像的优势可明确子宫口的位置和胎盘的相

对关系､ 胎盘早剥､ 胎盘绒毛膜血管瘤､ 胎盘梗塞等。 
4､ 妊娠期 MRI 检查可提高子宫及附件异常的诊断准确率,对制定手术方案在行剖腹产时手术切除病

变､ 胎儿健康。 
总之,MRI 检查在胎儿疾病的诊断上具有重要价值,弥补了超声检查的局限性,对提高产前诊断水平,
降低出生缺陷率和医疗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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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I 对新生儿脑损伤的诊断价值 
 

周作福,杨斌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探讨磁共振在新生儿各类脑损伤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 GE1.5T 磁共振,采用新生儿专用线圈,除常规扫描序列外,弥散加权(DWI)为必备扫描序

列,2011 年 1 月-2016 年 5 月经临床拟诊脑损伤行头颅 MRI 检查的新生儿共 302 例,年龄为出生-28
平均年龄在 6.2 天。 
结果 302 例中明确诊断新生儿脑损伤病例共 131 例,其中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脑损伤 67 例､ 新生

儿卒中 13 例､ 早产儿脑白质损伤 27 例､ 高胆红素脑病脑损伤 14､ 低血糖症脑损伤 10 例。 
结论 脑损伤是新生儿时期危害严重的疾病之一,及早诊断对患儿的预后有很大帮助;DWI 序列与常规

序列相比,其优势在于能检测细胞内水肿,故 DWI 可早期预测新生儿的脑损伤。1､ 新生儿缺血缺氧

性脑病脑损伤:是新生儿期后病残儿中 常见的病因之一,头颅超声对足月新生儿脑梗死的监测的敏

感性差;CT 不能完全反映 3-12 日新生儿的 HIE 病理改变,需要 1 个月时复查;重症 HIE 的脑梗死灶和

基底核改变要比 MRI 少。因此,在 HIE 脑损伤中 MRI 检查 具优势。2､ 新生儿卒中:指发生于胎龄

28 周至生后 28 天内的急性脑血管事件,是由于多种原因所引起的脑主要动脉或分支动脉供血发生障

碍而导致的局灶性或多灶性神经组织坏死。目前认为是新生儿脑梗死神经影像学检查的金标准,典
型表现为梗死区域的 T1WI 低信号､ T2WI 高信号,但急性期常规 MRI 并不敏感,是由于不成熟的髓

鞘形成及有缺血损伤所致的脑水肿与正常新生儿脑部高含水量很难区分,故 DWI 可在早期发现病变,
表现为高信号。3､ 早产儿脑白质损伤:指胎龄 24-35 周出生的早产未成熟儿由于血管损伤或炎症反

应等导致的大脑白质病变;胎儿期脑白质是血管分布的分水岭,早产儿主要的少突胶质细胞类型是晚

期祖细胞,这些细胞对缺血易损性增加。MRI 对脑室旁白质损伤,包括深层脑白质的局灶坏死和中央

脑白质的弥漫性病灶,可以是囊性或非囊性(包括 PVL),伴或不伴脑室内､ 脑实质的斑点状出血的显

示优于其它影像学检查,尤其是早期病变。4､ 高胆红素脑病脑损伤:MRI 表现中出现异常信号的部位

与病理相符, 常见的是双侧苍白球区对称性 T1WI 高信号为其相对特征表现;当合并窒息缺氧 DWI
信号增高。5､ 低血糖症脑损伤:其损伤特点与脑白质耗氧量程度有密切关系,耗氧量越大越易受

累,MRI 可清晰显示并可判断损伤程度及预后。总之,MRI 检查对新生儿脑损伤的准确诊断具有其他

影像学检查无法比拟的优势,对临床的准确诊断后预后的精确判断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PU-0373 

儿童中晚期肾母细胞瘤术前栓塞化疗的疗效评价 
 

赖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为了评价术前肾动脉栓塞化疗(TACE)与术前常规全身化疗对儿童肾母细胞瘤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62 例中晚期肾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入选标准:①肿瘤直径>10 cm
或内侧边界超过腹中线;②影像学检查提示肿瘤侵犯临近脏器､ 有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或腹水;③
下腔静脉瘤栓形成;④有肺､ 肝､ 骨等远处转移;⑤双侧肾母细胞瘤。按治疗方法分为 3 组:术前动脉

化疗栓塞组:31 例,肾动脉注入超液碘油+长春新碱+表阿霉素或吡柔比星混合的栓塞乳剂,1 周后静脉

滴注更生霉素,连用 5d,2 周后手术切除瘤肾。术前静脉化疗组:20 例,静脉滴注长春新碱,每周 1 次,连
用 4~5 周;更生霉素连用 5d;表阿霉素连用 2d,4~5 周后切除瘤肾。初期手术组:11 例,入院后即行瘤

肾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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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TACE 治疗组､ 术前静脉化疗组以及初期手术组比较,三组患者肿瘤完整切除率分别为 87.1%
､ 70.0%和 18.2%,TACE 组与术前化疗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ACE 组肿瘤平均缩小 32.4%,
术前化疗组肿瘤缩小 20.3%,两组肿瘤减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初步研究结果提示,术前动脉化疗栓塞和常规术前静脉化疗,对中晚期肾母细胞瘤均有明显疗效,
术前动脉化疗栓塞后,肿瘤缩小和坏死更明显,术前治疗时间缩短,全身毒副反应较小,肿瘤完整切除率

较高,术后无瘤生存率更高。 
 
 
PU-0374 

小儿支原体肺炎低剂量肺部 CT 诊断价值 
 

陈春霞,林开武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探讨低剂量肺部 CT 成像在小儿肺部的作用,分析小儿支原体肺炎肺部 CT 表现,提高影像学诊

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3 月-2014 年 4 月来我科行肺部 CT 检查,采用 GE16 排螺旋 CT,扫描条件

为 120KV､ 30mA､ 0.5s､ 5mm 层厚,并经酶联免疫吸附实验肺炎支原体抗体 IgM 阳性或痰检证实

支原体肺炎的 98 例资料,其中男 56 例(占 57.1%),女 42 例(占 42.9%),年龄 3 月岁-9 岁,平均年龄 3.2
岁;所有患儿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热､ 咳嗽､ 伴咯痰等临床表现。 
结果 单侧肺病变者 25 例,占 25.5%;双侧肺病变者 73 例占 74.5%;单肺段病变者 15 例,占,15.3%,多
肺段病变者 83 例,占 84.7%;其中,肺段实质侵润性病变(大片实变影)51 例;肺小叶实质侵润性病变(斑
点状或斑片状实变影)37 例;肺间质侵润性病变(散在斑点或斑片状影)29 例,磨玻璃影 8 例,多数大片

实变影和斑点或斑片状实变影共同存在。 
结论 1､ 低剂量肺部 CT 成像越来越受到影像科医师和患者家属的重视,在不影响诊断质量的前提下,
应推广低剂量 CT 成像,本组低剂量扫描条件的患儿接受剂量均控制在平均没人 0.5msv 以内,是常规

扫描剂量 10-15 分之一。 
2､ 支原体肺炎是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较高,且好发于学龄前的儿童,秋季和冬春交替时

为本病的高发时段,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本病的发病有往低年龄段的趋势。3､ 支原体肺炎患儿胸

部 CT 表现有一定特点,双侧多与单侧,多病灶多于单病灶,并多有实变影,且常可见不同形态和大小的

实变影共存;同时部分病例由于治疗不彻底,肺内可见纤维化病灶,结合病原学或痰检检查,可较为明显

诊断。 
      总之,低剂量肺部 CT 虽然与常规扫描条件相比图像质量有降低,但并不影响图像的诊断质量,且
显著降低患儿接受的辐射剂量,是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的技术,有着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和社会效

益。 
  
 
 
PU-0375 

低剂量 MSCT 气道重建诊断儿童先天性气管性支气管 
 

苏宇征,Chenchunxia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探讨低剂量 MSCT 气道重建对先天性气管性支气管(TB)的诊断和分型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2 例 TB 患儿的低剂量 MSCT(120KV,30mA)扫描影像资料,包括多平面重建(MPR)
､ 小密度投影(minIP)､ 容积重建(VR)及仿真支气管内窥镜(VB),获得支气管树的三维重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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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 TB 是否移位和起始部位,将 TB 分为 3 型:本组 53 例病例Ⅰ型 3 例(5.7%),1 例伴左主支气

管狭窄;Ⅱa 型 16 例(30.2%),其中伴 TB 管腔狭窄者 5 例,伴发先天性心脏病 4 例;Ⅱb 型 5 例(9.4%),
伴管腔狭窄者 3 例,Ⅲ型 29 例(54.7%),伴 TB 管腔狭窄者 9 例,伴食管闭锁 2 例,伴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 例。 
结论 1､ 气管性支气管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气道发育畸形,是指某一支气管直接自气管发出,狭义 TB 指

sandifort 提出的起源于气管的右肺上叶支气管;广义 TB 泛指起源于中央气道(包括主气管､ 主支气

管､ 中间段支气管及下叶支气管)并且走向相应侧肺上叶的一系列支气管异常。 
2､ TB 的分型:Conacher 及贺李毅根据患者所需要建立的通气模型不同而将气管性支气管分为 3
型,Ⅰ型即起自气管的右主支气管仅连接右上叶, 右肺中下叶支气管来源于左主支气管, 其分叉一般

位于 T5､ T6 水平, 低于正常隆突水平, 也有学者将此型命名为支气管桥;Ⅱ型 常见, 即右上叶支气

管直接从气管的中下 1/ 3 发出;Ⅲ型即右上叶､ 右中间段相连的支气管与左主支气管同时出现在同

一水平, 隆凸位于三根支气管分叉处。笔者认为上述各种不同的 TB 分型各有优劣,而 Conacher 及
贺李毅的 3 分类法在临床气道建立和治疗上似乎更具指导价值。 
3､ MSCT 后处理技术的优势 
气管性支气管的诊断以往主要依靠支气管镜检,但此种方法为侵入性检查,小儿不宜接受。随着多层

螺旋 CT 薄层扫描及气道的后处理技术的进一步应用,TB 的检出率有了很大的提高。MSCT 采用具

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及空间分辨率,图像清晰度明显较 X 线片提高,TB,轴位 CT 由于层厚的原因,
可能会造成漏诊或假阴性,但经过薄层重建,多种三维重组后处理图像能直观､ 立体地显示病变气管

支气管树以及邻近肺结构,为气管支气管起源异常的诊断提供极为准确直观的影像信息,同时还可以

显示肺部的病变,如肺炎､ 肺实变､ 肺不张､ 支气管的扩张､ 肺部的间质改变等,为临床提供更多的

帮助。同时,随着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开展,胸部 CT 扫描的辐射剂量进一步降低。 
总之,综合合理运用 MSCT 各种后处理技术,能够全面评估气管性支气管气管变异的状况,明确其临床

诊断要求,合理指导临床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气管插管及支气管内镜检查。 
 
 
PU-0376 

小儿腹部 Burkitt′s 淋巴瘤多排螺旋 CT 表现与鉴别 
 

孙海林
1,袁新宇

1,李龙
2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外科 

 
 
目的 探讨小儿腹部 Burkitt`s 淋巴瘤的多排螺旋 CT 影像特点及鉴别诊断 
方法 收集 21 例经手术及病理活检证实的小儿腹部淋巴瘤 21 例,其中,Burkitt`s 淋巴瘤 12 例,非
Burkitt`s 淋巴瘤 9 例,分别比较两组淋巴瘤的临床症状､发病部位､肿块大小､肿块内坏死灶情况､受累

肠壁厚度及扩张度､腹腔淋巴结及肝脾情况等 CT 影像表现,结果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计算结果。 
结果 Burkitt`s 淋巴瘤常常形成较大肿块,直径>40mm,占 91.7%, 常见发生于肠管,占 66.7%,受累肠

管肠壁呈肿瘤样增厚,占 66.7%,受累肠管常常扩张而非狭窄,占 50%,肝脾肿大较少见.与非 Burkitt`s
淋巴瘤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5)。 
结论 小儿腹部 Burkitt`s 淋巴瘤在螺旋 CT 上有多个特征性影像表现,结合病史及临床表现能够做出

比较明确的诊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016 
 

PU-0377 

儿童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的 CT 表现与临床病理研究 
 

孙雪峰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FNH)的 CT 影像特点,提高影像诊断正确率 
方法 回顾性搜集经病理证实的 FNH 13 例,其中男 5 例,女 8 例,年龄为 10 个月至 12 岁(中位年龄为

5 岁 3 个月)。术前均进行 CT 平扫及增强扫描 
结果 本组 13 例 16 个病灶,病灶位于右叶 8 个,位于左叶 5 个,累及两个肝叶 3 个。瘤体径长约

5.5~11.5 cm,(中位径长为 7.5 cm),病理表现 2 例典型,11 例不典型;12 例病灶形态规则,1 例见包

膜,CT 平扫 1 例为等密度,余 12 例为低密度;2 例见裂隙状､ 星芒状低密度中央瘢痕。增强扫描动脉

期 12 例明显强化,1 例轻度强化,中心瘢痕未见强化,其中 12 例见明显增粗迂曲的动脉;门脉期强化程

度均不同程度减低,10 例呈稍高密度,2 例呈等密度,1 例呈低密度,中央瘢痕轻度强化;延迟期病灶实

质部分强化程度持续下降,12 例呈等密度,1 例呈稍低密度,中央瘢痕延迟期强化呈稍高密度 
结论 儿童 FNH 的 CT 表现多样,但有一定特征性,CT 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可反映大体病理变化,了解

其 CT 影像特点,结合临床特征,有助于早期诊断 
 
 
PU-0378 

螺旋 CT 扫描在先天性肝外门腔分流诊疗中应用价值初探 
 

陶然,孙雪峰,袁新宇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初步探讨螺旋 CT 扫描在先天性肝外门腔分流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4 例影像资料完整且经术中造影证实并接受手术治疗的 CEPS 患儿的临床及 CT 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比较术前 CT､ 术中造影及术后 CT 的异同。 
结果 3 例 CEPS 患儿术前 CT 所见征象与术中造影相同;1 例术前 CT 图像中肝内门静脉分支未显影

而术中造影可见;3 例门静脉矢状部于术前 CT 及术中造影未显影,但术中解剖见门静脉矢状部。术后

CT 显示 4 例桥静脉通畅､ 肝内门静脉显示,肝脏体积较术前明显增加;3 例门静脉主干通畅,3 例原门

腔分流血管内大量血栓形成。 
结论 螺旋 CT 扫描有助于 CEPS 的术前诊断及术后情况的评估,但无助于手术方式的选择。 
 
 
PU-0379 

儿童戊二酸血症Ⅰ型的影像学分析 
 

唐文伟
1,田忠甫

2,王瑞珠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戊二酸血症Ⅰ型的影像学表现及其意义,提高其影像学诊断水平。 
方法 本组 2 例戊二酸血症Ⅰ型患儿,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 11 月和 17 月。因发热 1 周咳嗽四天和咳

嗽两天,抽搐两次入院,临床上均出现抽搐､ 发热,查体:其中一例一般情况可,神经系统无阳性体征,另
一例神经反射阴性,肌张力稍低,尿戊二酸高。2 例均行头颅 MRI 检查,1 例行头颅 CT 平扫,采用

SIEMENS 公司的 1.5T MRI 及 PHILIPS 的 16 层螺旋 CT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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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例患儿头颅 MRI 平扫均显示:两侧基底节区及深部脑白质呈对称性的长 T1､ 长 T2 信号,两侧

大脑半球脑皮层下散在的点片状长 T1､ 长 T2 信号,病变区有明显的弥散障碍,其中一例有硬膜下积

液､ 侧裂池增宽,额颞叶萎缩样改变。CT 表现为大脑半球散在对称性的低密度病灶。 
结论 戊二酸血症Ⅰ型是戊二酸血症的两型中的一种,以神经学症状为表现,基底节区和深部脑白质的

对称性病变并有弥散障碍的 MRI 征象具有一定的特点,同事可有皮层下脑白质的病变､ 硬膜下积液

､ 脑萎缩样改变,部分表现为巨颅,结合临床的相关病史以及资料,对戊二酸血症Ⅰ型的诊断具有一定

的价值。 
 
 
PU-0380 

婴幼儿心脏前后位 DR 摄影适宜距离的选择 
 

闫淯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婴幼儿心脏前后位 DR 摄影距离对心脏放大失真的影响,明确摄影适宜距离。 
方法 回顾性选取我院行胸部 CT 检查且心脏无异常患儿 60 例,年龄 3 月至 3 岁 10 月,平均年龄

1.7±1.0 岁。测量心影 大横径､ 胸廓 大横径､ 胸廓前后径以及心影 大横径中点及胸廓 大横

径层面至背部皮肤的距离。依据影像放大几何成像原理分别计算出不同摄影距离下心脏及胸廓影像

的放大率､ 投影､ 心胸比率及心脏､ 胸廓影像的半影,并以 CT 测得的结果为对照与 DR 摄影计算结

果进行比较。 
结果 CT 测量心影 大横径平均为 66.33±10.74mm,胸廓 大横径平均 140.95±14.05mm,心影 大

横径中点至背部皮肤距离平均为 76.35±9.18mm,胸廓 大横径层面至背部皮肤表面距离平均为

53±6.14mm。心胸比率平均为 0.47±0.06。当摄影距离为 400mm-900mm 时, DR 摄影心胸比为

0.52-0.49,大于 CT 测量值;当摄影距离为 1000-2000mm 时,心胸比为 0.48-0.47,与 CT 测量结果相

近。选用焦点标称值为 0.6 时,在摄影距离为 800-1300mm 时,心脏半影为 0.17-0.10mm;摄影距离

为 700-1300mm 时,胸廓半影为 0.17-0.08mm;选用焦点标称值为 1.2 时,当摄影距离≧1300mm 时,
心脏半影为 0.19mm;当摄影距离为 1100-1300mm 时,胸廓半影为 0.19-0.16mm。半影均小于

0.2mm,所得影像清晰。 
结论 婴幼儿 DR 心脏前后位摄影适宜的距离不得低于 1000mm,所得影像可较准确地反映婴幼儿心

脏大小。 
 
 
PU-0381 

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 胸部 CT 表现(附 30 例分析) 
 

李素荣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的胸部 CT 表现､ 转归及 CT 检查临床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的临床与 CT 资料,比较坏死性肺炎组与

对照组临床指标,统计坏死性肺炎不同病程的 CT 表现,绘出坏死性肺炎大叶肺实变及相关征象动态

变化曲线。 
结果 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坏死性肺炎占同期坏死性肺炎的 57.7﹪(30/52)。坏死性肺炎组高热持续

时间､ 外周血 WBC 峰值､ 中性粒细胞比率､ WBC 异常持续时间､ CRP 峰值､ CRP 异常持续时间

均高于对照组,两组间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坏死性肺炎胸部 CT 表现包

括:93.3﹪为单侧大叶肺炎,56.7﹪为 1 个肺叶实变,行增强 CT 扫描者肺实变内均存在强化减低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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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空腔。50.0﹪强化减低区或空腔累及肺段范围,33.3﹪为整个肺叶受累,16.7﹪为 2 个肺叶受

累。中位时间 6 个月(范围 4 个月~3.5 年)10 例坏死性肺炎复查 CT,2 例肺实变吸收,4 例肺不张,4 例

肺叶囊性变,其中 1 例行囊性变肺叶切除术。 
结论 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临床表现与非坏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有显著区别,坏死性

肺炎病程迁延,转归包括痊愈､ 肺不张或肺叶囊性变,肺叶囊性变长期不闭合需手术切除。 
 
 
PU-0382 

桡骨骨韧带样纤维瘤 1 例 
 

杨莉云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550003 

 
 
目的 探讨骨韧带样纤维瘤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桡骨韧带样纤维瘤的影像表现 
结果 X 线检查:左侧尺桡骨中下段尺桡骨间距增宽,其内见增厚软组织影,密度较均 ,尺桡骨远端骨

质密度不均,骨干受压变扁平,骨皮质变薄。桡骨远端可见多个囊状低密度影,其内后缘骨皮质缺损,呈
喇叭口状,骨髓腔显示不清。病理诊断为左侧桡骨韧带样骨纤维瘤 
结论 骨韧带样纤维瘤因无特异性临床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结合患者的临床影像资料,可提高其诊

断准确率。 
 
 
PU-0383 

Swi 序列在胎儿颅脑出血中得应用 
 

王志伟,张旭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 SWI 序列在胎儿颅脑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检查的 16 例胎儿颅脑出血病例,扫描序列包括:常规序列扫描､ SWI 序列,其中

SWI 序列扫描层数约 100 层,扫描时间约 50 秒,扫描范围包含胎儿全脑。统计分析 SWI 序列发现出

血范围､ 出血位置并与常规序列分析比较; 
结果 常规序列 16 例胎儿脑出血病例均可发现脑室系统内血肿,6 例伴有脑实质内出血,5 例伴有血管

畸形,SWI 序列 16 例病例发现脑室系统内血肿范围比常规序列大,7 例伴有脑实质内出血,其中 1 例

为室管膜下小出血灶,5 例伴有血管畸形,2 例发现小血管异常。 
结论 SWI 序列在胎儿颅脑出血中得应用可以发现小的出血灶及小的血管畸形,在常规序列很难发现,
在脑室系统内血肿范围较常规序列发现大,对复查患儿脑室系统的增大有一定的意义。在发现或怀

疑胎儿颅脑出血的病例加扫 SWI 序列对出血的诊断及范围判断更有帮助。 
 
 
PU-0384 

婴幼儿 II 型右位主动脉弓的 CT 影像表现与临床意义 
 

马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先天性 II 型右位主动脉弓的 CT 影像表现以及对该疾病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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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6 至 2016. 5 在本院就诊发现的 3 例 II 型右位主动脉弓患儿的影像资料,认识

并分析其解剖结构,总结其形态特点。 
结果 3 例 II 型右位主动脉弓中,1 例合并心内畸形及肺动脉韧带,1 例合并主动脉弓狭窄,1 例产生气

管压迫。3 例中合并 Kommerell 憩室者 2 例。CT 增强扫描断层图像及重建图像能很好的显示大血

管的解剖结构及位置关系, 小密度投影可以显示气管有无受压及程度。 
结论 临床诊断目前以动脉 CTA 诊断 为确切,可以很好的显示心脏大血管的形态学改变,对临床提

供直观的治疗依据。 
 
 
PU-0385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影像学分析 
 

王更辉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研究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PTP)CT､ MRI 影像学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经病理证实的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临床及 CT 和 MRI 影像学表现。 
结果 SPTP 是好发于青少年女性的一种少见的胰腺肿瘤,胰头､ 体部位好发.CT 及 MRI 影 像学表现

为境界清晰的类圆形肿块.CT 平扫表现为囊实性混杂密度,无钙化, MRI 表现为混杂信号,肿块周围呈

实性,其内可见小片状短 T1 信号,提示肿块内部有出血灶,DWI 序列实性部分弥散明显受限呈高信号.
动态增强肿块实性部分早期轻度强化,后期强化不明显.3 例肿瘤 肿块包膜完整清晰,肿块内多伴有出

血及囊变。 
结论 CT 及 MRI 对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诊断有重要价值,MRI 可提示病灶有无出血,囊变,包膜方面更

具优势。 
 
 
PU-0386 

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的磁共振诊断价值 
 

王莉莉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探讨低血糖脑损伤患儿的 MRI 表现及诊断要点。 
方法 对新生儿科 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收治的 例低血糖导致的脑损伤患儿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9 例均出现双侧枕顶叶 DWI 异常高信号,受累区域包括双侧枕顶叶皮层 9 例,,合并胼胝体受累 6
例,半卵圆中心受累 2 例,脑室周围受累 1 例,内囊受累 2 例。 
结论 9 例均出现双侧枕顶叶 DWI 异常高信号,受累区域包括双侧枕顶叶皮层 9 例,,合并胼胝体受累 6
例,半卵圆中心受累 2 例,脑室周围受累 1 例,内囊受累 2 例。 
 
 
PU-0387 

喜炎平注射液干预手足口病的临床研究 
 

欧阳学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5 

 
 
目的 研究喜炎平注射液干预手足口病的疗效和安全性,从而为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提供依据。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020 
 

方法 选择手足口病例 160 例,分为治疗组 80 例和对照组 80 例,观察两组的病程､ 总体疗效､ 不良反

应,发热､ 手足疱疹､ 口腔溃疡的消退时间,治疗前后两组白细胞､ 血小板､ 血糖､ 谷丙转氨酶､ 肌

酐､ 肌酸激酶的情况。 
结果 1.疗程结束后,两组总有效率,发热､ 手足疱疹､ 口腔溃疡消退时间,住院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组发热､ 手足疱疹､ 口腔溃疡消退时间及住院天数

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2.治疗前后两组组内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白细胞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组间治疗后比较,白细胞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3.治疗

前后两组组内和组间比较,两组血小板､ 血糖､ 谷丙转氨酶､ 肌酐､ 肌酸激酶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4.两组均未见任何不良反应。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能提高手足口病的总有效率,减少发热､ 手足疱疹､ 口腔溃疡的消退时间,缩短住

院天数,降低白细胞,服药期间无明显肝肾功能损害,无不良反应,安全性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0388 

手足口病患儿发展为重症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中柱,程秦苗 
湖北理工学院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 435000 

 
 
目的 探讨分析 HFMD 患儿发展为重症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于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来我院就诊的 HFMD 住院患儿 420 例,其中重症患儿共

245 例为重症组,轻症患儿 175 例为轻症组。采用单因素分析法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对比分

析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两组患儿多个因素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精神差､ 神经反射异常､ 体温 39℃>3 天､ 意识障碍､

年龄<3 岁､ 血糖>9mmol/L､ 白细胞>12×109/L､ 抽搐为重症 HFMD 的危险因素,(X2=186.169､
339.594､ 55.489､ 42.391､ 59.282､ 42.023､ 33.327､ 39.521,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二

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五个因素为独立危险因素,分别为精神差

(OR=4.276,95%CI:1.335~13.698)､ 神经反射异常(OR=9.346,95%CI:1.402~62.320)､ 体温

39℃>3 天(OR=4.486,95%CI:1.092~18.433)､ 血糖>9mmol/L(OR=1.156,95%CI:1.006~1.329)､
年龄(OR=4.783,95%CI:1.356`16.8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临床 HFMD 患儿年龄<3 岁易发展为重症或危重症,发病时,应高度重视伴有持续高热､ 神经系

统症状､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多､ 血糖水平升高的患儿,可有效降低 HFMD 患儿发展为重症的可能

性。 
 
 
PU-0389 

中国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分析 
 

廖琼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0115748 

 
 
目的 展现中国关于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研究情况,描绘该领域的研究趋势,提供未来研究的可能方

向。 
方法 采用共词分析法,于 2016 年 10 月以自由词“胆汁淤积”及“婴儿”在 CNKI 及万方数据库进行文献

检索及筛选,通过 Excel 2010 建立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使用 Ucinet 6.0 及 Netdraw 绘制高频关键词

可视化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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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纳入相关文献 383 篇。共现分析图显示,在整个国内研究领域中以“婴儿”“胆汁淤积”为核

心,“婴儿肝炎综合征”“新生儿”“肝内” “胆道闭锁” “遗传代谢” “肝炎” “CMV” “黄疸” “结合胆红素”为主要

研究热点,其余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肠外营养” “肝胆显像” “(基因)突变” “肝活检”等方面。而关于疾病

的外科诊断技术手段如“腹腔镜”“胆道造影”等相关发文量相对较少,有关疾病的治疗包括“更昔洛韦” 
“熊去氧胆酸” “肝移植”, “疗效”,以及“胆汁酸”等肝功能指标的研究相对更少。 
结论 中国关于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研究热点集中于病因学及鉴别诊断,基因诊断是近年来的关注

点,有关治疗的研究尚有待加强,新的诊断技术是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PU-0390 

丙种球蛋白在严重脓毒症患儿中的治疗价值 
 

卿璐,刘忠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索丙种球蛋白对严重脓毒症患儿的预后及住院时间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015 年 07 月至 2016 年 6 月入住儿童重症监护室的严重

脓毒症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患儿性别,年龄,体重,入院体温,入院危重评分,入院昏迷评分,住院天数,
体温､ PCT 恢复正常的时间,预后等基本情况,同时收集每例患儿住院过程中丙种球蛋白使用情况,并
据此将患儿分为:丙球组和非丙球组,分别比较两组患儿住院天数,体温､ PCT 恢复正常的时间,预后

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06 例严重脓毒症患儿,其中男 54(50.9%)例,女 52(49.1%)例,年龄 0.36~153.00
月(平均 82.6±7.0 月),体重 2.70~45.00Kg(平均 11.1±8.8Kg)入院危重评分 60~96 分(平均 82.6±7.0
分),入院昏迷评分 3~15 分(平均 82.6±7.0 分),入院体温 36.2~39.9℃(平均 37.5±0.9℃)。丙球组患儿

70 例,非丙球组患儿 36 例,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体重,入院体温､ 危重评分､ 昏迷评分上均无统计

学差异。比较两组患儿的住院天数(10.7±7.7 vs 14.2±10.4, P=0.079)､ 体温恢复正常时间(2.8±2.5 
vs 2.0±2.6, P=0.112)､ PCT 恢复正常时间(3.5±2.6 vs 4.8±7.7, P=0.355),良好预后的比例(62.9% 
vs 61.1%,p=0.861)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严重脓毒症患儿中,丙种球蛋白的治疗价值尚不明确,有待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明确。 
 
 
PU-0391 

儿科重症监护中脓毒症患儿的功能状态及预后 
 

杨雨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脓毒症､ 重度脓毒症患儿的新发功能障碍发病率及功能状态。 
方法 回顾性病例观察性研究,总结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ICU 收

治的所有脓毒症患儿资料,在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进行功能状态评分(FSS),并计算出院与入院 FSS
的差值(△FSS),统计新发功能障碍发生率,根据脓毒症诊断标准分为脓毒症组和重度脓毒症组。比较

入院 FSS､ 出院 FSS､ △FSS､ △神志 FSS､ △感觉 FSS､ △沟通 FSS､ △运动 FSS､ △喂养

FSS､ △呼吸 FSS,分别应用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研究期间共收治 103 例患儿,其中男 64 例､ 女 39 例,年龄(28.1±1.9)月龄。脓毒症组 69 例,新
发功能障碍 4 例,新发功能障碍发生率 5.8%,重度脓毒症组 34 例,新发功能障碍 13 例,新发功能障碍

发生率 38.2%,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重度脓毒症组的入院 FSS､ 出院 FSS､ △FSS､ △神

志 FSS､ △感觉 FSS､ △沟通 FSS､ △喂养 FSS､ △呼吸 FSS 均高于脓毒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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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4±6.80)vs(9.54±3.90)､ (16.50±9.90)vs(8.03±4.11)､ (1.76±7.96)vs(-1.51±3.04)､
(2.12±1.45)vs(1.45±0.85)､ (2.15±1.43)vs(1.45±0.74)､ (2.79±1.25)vs(1.96±0.76)､
(3.65±1.37)vs(2.07±1.48)､ (2.32±1.45)vs(1.33±0.78)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 均<0.05)。 
结论 重度脓毒症患儿新发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脓毒症患儿,易造成神志､ 感觉､ 沟通､ 喂养､

呼吸功能障碍,影响预后。 
 
 
PU-0392 

EB 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儿童 
在瞬时弹性成像下的肝脏特征 

 
曾凡森,徐翼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感染科 510180 
 

 
目的 瞬时弹性成像技术(FibroTouch)在成人中广泛应用,在儿童应用中鲜有报道。我们

评估 FibroTouch 在儿童应用的可行性及 EB 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
儿童在瞬时弹性成像下的肝脏特征 
方法 用 FibroTouch 检测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18 岁儿童的肝脏硬度值(LSM),及肝脏脂肪

衰减参数(CAP)。检测对象为非肥胖(BMI 百分比<90%)儿童,分为 EB 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单核细

胞增多症组(IM)及健康对照组。 
结果 在被 FibroTouch 检测的 341 名儿童中,成功检测 326 名(95.6%,中位数 4.65 岁,范围 1.4-12 岁,
男性 例)。IM 组的 CAP(n=102,  196±20dB/m)与健康组(n=224,  182±19)比较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01)。IM 组的 LSM(4.9±1.7kPa)与健康组(3.4±1.2)比较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01)。在所有

人群中 LSM 与 CAP 具有相关性(ρ=0.338),IM 组中 LSM 与 CAP 具有相关性(ρ=0.269),健康组中有

相关性(ρ=0.217)。IM 组中 EB 定量(ρ=0.395),AST (ρ =0.365), ALT(ρ =0.427)及 APRI(ρ=0.379)与
LSM 成正相关;AST ,EB 定量及 BMI 百分比为 LSM 的独立影响因素,传单组中肝大患儿与非肝大患

儿的 LSM､ CAP 有统计学差异(p =0.033,p =0.010)。IM 患儿治愈后与治疗前的 LSM 比较有统计

学差异(P <0.001) 
结论 IM 儿童有较高的肝脏硬度值,肝硬度值与 EB 定量,AST , ALT, APRI 呈正相关,与肝脏大小有

关。痊愈后的 IM 患儿,肝脏硬度会下降。FibroTouch 能够瞬时提供 LSM､ CAP 数据,为一种无创有

效的评估各年龄儿童肝脏硬度及脂肪变性的工具。 
 
 
PU-0393 

EV71 受体 SCARB2 和 PSGL-1 的表达及基因的相关性研究 
 

林爱伟,李继安,徐道彦,刘丽艳,聂秀真,王少宁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 EV71 受体清道夫受体 B2(Scavenger receptor class B, member 2,SCARB2) 和 P 选择

素糖蛋白配体-1(P-selectin glycoprotein ligand-1,PSGL-1)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探索 SCARB2､
PSGL-1 基因的差异对 EV71 感染的影响。 
方法 用 EV71 腹腔注射感染小鼠,应用 Westblot､ 荧光定量 RT-PCR 法检测小鼠大脑､ 小脑､ 脑干

､ 脊髓､ 心脏､ 肺脏 SCARB2､ PSGL-1 的表达。收集 EV71 感染病例 186 例,提取患儿外周血白

细胞的基因组 DNA,应用 PCR-RLFP 及 PCR-SSCP 方法检测 EV71 感染轻型手足口病和并发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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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 SCARB2､ PSGL-1 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记录患儿的症状､ 体征､ 临床特点､ 实验室检测指

标。 
结果 在感染后一定时间段内,SCARB2､ PSGL-1 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相对表达量较心脏或/和肺脏的

相对表达量明显升高,尤其在脑干和大脑。SCARB2 的外显子 12-2-1091 等位基因 G 和基因型 GG
､ 外显子 12-3-1819 等位基因 T 和基因型 TT､ 外显子 12-4-2106 等位基因 G 和基因型 AA 携带者

有易于患重症的倾向;PSGL-1 的外显子 3-191 等位基因 A 和等位基因 AA 携带者有易于患重症的倾

向。 
结论 在 EV71 感染后 SCARB2､ PSGL-1 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相对表达量明显升高,SCARB2､
PSGL-1 基因多态性与 EV71 感染患儿疾病严重程度存在密切关系。 
 
 
PU-0394 

脓毒症患儿单核细胞中 hsa-miR-1273g-3p 
与线粒体融合蛋白 1mRNA 表达的关系 

 
孙中媛

1,2,张琪
1,2,崔晓岱

1,杨健
1,张宝元

1,宋国维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附属儿研所教学医院 

 
 
目的 探索影响儿童脓毒症外周血单核细胞线粒体融合蛋白 1(MFN1)mRNA 表达有关联的 miRNA
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第一部分:收集 4 例脓毒症患者(脓毒症组)以及性别年龄与之相匹配的 3 名健康体检者(健康对

照组)的外周血单核细胞,应用 LC Sciences microRNA 及 mRNA 表达谱芯片技术对 2 组 miRNA 及

mRNA 表达进行差异筛选。 
第二部分:收集 12 例脓毒症患者(脓毒症组)以及性别年龄与之相匹配的 11 名健康体检者(健康对照

组)的外周血单核细胞,应用 qRT-PCR 对筛选出有表达差异的 10 个 miRNA 以及线粒体融合蛋白

1(MFN1)表达情况进行验证。 
第三部分:通过 TargetScan 和 miRanda 软件分析与 MFN1 的 mRNA 表达有关联的 miRNA,并进行

靶基因预测及对其基因功能(GO)和基因组通路(KEGG)进行分析,并评估其临床意义。 
结果 1.芯片实验结果显示脓毒症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共有 22 个差异表达的 miRNA,其中表达上调

的 miRNA 有 9 个,表达下调 miRNA 有 13 个。MFN1mRNA 表达量下调。 
2.经扩大样本 qRT-PCR 验证显示,脓毒症组 hsa-miR-4532,hsa-miR-4516 较健康对照组相比表达

量上调(P<0.05);has-let-7g-5p,has-miR-1273g-3p,hsa-miR-199a-3p 表达量下调(P<0.05)。 
3.经扩大样本 qRT-PCR 验证显示,脓毒症组 MFN1mRNA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表达量下调(P<0.05)。 
4.靶基因预测结果显示 hsa-miR-1273g-3p 与 MFN1mRNA 的表达调控相关。 
结论 脓毒症患儿外周血单核细胞 MFN1mRNA 与 hsa-miR-1273g-3p 表达下调,两者可能通过共表

达的方式影响儿童脓毒症病理生理过程中线粒体融合-断裂的动态平衡及线粒体功能。 
 
 
PU-0395 

面部表情疼痛量表对 0 至 5 岁急性发热儿童舒适度评估的效果 
 

龚宗容,舒敏,万朝敏,朱渝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 Wong-Baker 面部表情疼痛量表( Wong-Baker 量表) 评价 0 至 5 岁急性发热儿童舒适度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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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体温≥37. 5℃ 且病程≤7 d 的 0 至 5 岁儿童, 非睡眠情况下观察 2 h 后, 在父母或抚育者在

场的情况下, 先后行 Wong-Baker 量表和中文版新生儿疼痛与不适量表( EDIN) 评估发热患儿的舒

适度, 对 2 个量表舒适度评价的一致性行 Spearman's 相关性分析。 
结果 97 例住院发热患儿进入本文分析, 男 56 例, 年龄≤1 岁 31 例, ~ 3 岁 49 例, ~ 5 岁 17 例;体温

≤38. 0℃ 35 例, ~ 39. 0℃ 49 例,≥39. 0℃ 13 例; 感染性疾病 43 例( 44. 3% ) ,呼吸系统疾病 25 例
( 25. 8% ) ,发热待诊 21 例( 21. 6% ) ,血液系统疾病 7 例,消化系统疾病 1 例。Wong-Baker 量表评

估发热患儿均感受到疼痛,有点痛和轻微疼痛 29. 9% ,不同性别､  年龄对疼痛明显､  疼痛严重和疼

痛剧烈的感受较一致,且随着体温的升高对不同程度的疼痛感受越来越明显。中文版 EDIN 评估发

热患儿 90% 以上表现为不适; 在不同性别､  年龄 1 ~ 3 分状态感受较一致, 随着体温的升高, 睡眠

质量好､  与研究人员接触友好和较容易安抚的患儿在减少。Wong-Baker 量表和中文版 EDIN 
Spearman' s 相关系数为 0. 742( P < 0. 001) ,呈显著正相关,且不受患儿性别､  年龄和体温等影

响。 
结论  Wong-Baker 量表对评价 0 至 5 岁急性发热儿童舒适度和中文版 EDIN 具有一致性。 
 
 
PU-0396 

中文版新生儿疼痛与不适量表在 0 至 5 岁儿童急性 
发热舒适度研究中的信度效度评价 

 
龚宗容,舒敏,万朝敏,朱渝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对《新生儿疼痛与不适量表》(Echelle DouleurInconfort Nouveau-Ne,neonatal pain and 
discomfort scale,EDIN),检验其中文版 EDIN 量表在 0 至 5 岁儿童急性发热舒适度研究中的信度､

效度和反应度。 
方法 ①对 EDIN 进行翻译､ 回译,由语言､ 儿科临床和量表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委会对 EDIN 翻译版

本进行讨论､ 修改后,形成中文版 EDIN 预试验版。②约邀 5 名儿科临床专家和 30 名急性发热儿童

监护人分别对 EDIN 预试验版,进行表面效度检验,形成中文版 EDIN。③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

97 例 0 至 5 岁急性发热儿童,选取正式量表人群采用因子分析､ 信度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等对正式量

表的信度､ 效度和反应度经行评价。 
结果 ①5 名儿科学专家和 30 名急性发热儿童的监护人在我院儿科门诊当场填写中文 EDIN 预试验

版,均不需要对量表条目进行解释,量表填写完整,完成时间<5min,反映量表条目表达清楚,易于理解。

②分半信度为 0.887,重测信度为 0.734,总克朗巴赫系数为 0.892,信度较好。③以 Wong-Baker 量表

为标准,检验中文版 EDIN 与标准量表测定结果的相关性,两种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 r=0.885,标准关

联效度非常好;对 5 个维度进行主成分分析,显示面部活动维度对总体方差贡献率为 78.4%。④对 97
例住院患儿分别在入院时和治疗 72h 后进行 EDIN 量表评价, 5 个维度评分及总分经配对 t 检验,第 1
次和治疗 72h 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为 0.000),反应度很好。 
结论 中文版 EDIN 信度､ 标准关联效度和反应度均良好,结构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基本可以用于中

国 0 至 5 岁儿童急性发热舒适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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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7 

手足口病区的职业暴露风险评估及防护对策 
 

赵仕勇,宋闻 , 陈海哨 , 陈东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014 

 
 
目的 调查手足口病区的医务人员肠道病毒 71 型(EV71)和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CAl6)的隐性感染

情况,为减少手足口病(HFMD)的职业暴露风险和防控防护提供重要参考。 
方法 采集医务人员 63 人(其中 HFMD 病区的医务人员 23 人)和健康成人 43 人粪便 5~8 g/份,标本

采集后放入无菌采便管内,同时抽取其外周血 3ml 送实验室,均-70 ℃以下冷冻保藏。用荧光 PCR 法

进行粪便 EV71 和 CAl6 病毒核酸检测,利用酶联免疫分析(ELISA)间接法检测血清 EV71 和 CA16
的 IgG 抗体。 
结果 医务人员和健康体检成人粪便肠道病毒核酸均阴性。医务人员与非医务人员的血清 EV71 抗体

IgG 阳性率分别为 17.46%及 18.60%,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023,P>0.05);血清 CA16 抗体 IgG
阳性率分别为 95.24%和 53.49%,医务人员血清 CA16 抗体 IgG 明显高于非医务人员,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6.219,P<0.05),手足口病区与非感染传染科医务人员比较,血清 EV71 抗体 IgG 阳性率分

别为 26.09%及 12.50%,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047,P>0.05);血清 CA16 抗体 IgG 阳性率分别为

91.30%和 97.50%,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247,P>0.05),医生与护士比较,血清 EV71 抗体 IgG 阳

性率分别为 11.11%及 35.71%,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CA16 抗体 IgG 阳性率分别为

100.00%和 92.86%,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uage:AR-SA'>和 CA16 的 IgG 抗体。 
结论 儿科医务人员 CAl6 隐性感染情况明显高于成年人健康组;而 HFMD 病区医务人员 EV71 和

CAl6 感染隐性情况没有明显增加;故应该加强儿科全体医务人员 HFMD 防控防护意识和措施,减少

职业暴露风险。 
 
 
PU-0398 

儿童复杂性肺炎旁胸腔积液特点分析 
 

郝晓静
1,安淑华

2,2,于哩哩
1 

1.河北省人民医院 
2.河北省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复杂性肺炎旁胸腔积液患儿的临床特点,得出其发生的相关因素,以达到早期诊断的目的,指
导临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一科因肺炎并发胸腔积液住院的

142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依据应用抗生素是否有效及相关文献分为复杂性肺炎旁胸腔积液组及非复杂

性肺炎旁胸腔积液组。收集两组患儿的一般情况及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结果,包括性别､ 年龄

､ 入院前病程及热程,B 超检测下胸腔积液深度､ 是否存在纤维分隔形成及胸膜增厚,外周血中白细

胞数､ 中性粒细胞比例､ 血小板､ C-反应蛋白,血清中乳酸脱氢酶､ 免疫球蛋白含量(包括 IgA､ IgG
､ IgM)及纤维蛋白原含量,支原体(MP)抗体,胸腔积液常规及生化检查,包括白细胞数及多核细胞比例

､ 乳酸脱氢酶､ 葡萄糖､ 腺苷脱氨酶､ 乳酸､ C-反应蛋白及总蛋白含量,先进行组间对照比较,对其

中 P<0.05 的指标进一步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曲线,评价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 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CPPE 组与 UPPE 组患儿在胸腔积液内的 LDH､ ADA､ LAC 水平间的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进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经 ROC 曲线分析示 佳切点值分别

为 1325 U/L,93.5U/L,4.19mmol/L;2.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胸腔积液中 ADA 及 LAC 水平为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026 
 

CPPE 的独立相关因素(P<0.0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0.672,具有中

等诊断准确度(P=0.001)。 
结论 胸腔积液内 ADA>93.5U/L,LAC>4.19mmol/L 是儿童复杂性肺炎旁胸腔积液发生的独立相关因

素,可以用来预测肺炎旁胸腔积液患儿是否进一步加重发展成为复杂性肺炎旁胸腔积液。 
 
 
PU-0399 

槐杞黄颗粒对复发性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疗效观察 
 

李淑华,魏超平,余巍,唐书生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探讨槐杞黄颗粒在复发性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中的疗效。 
方法 在我院门诊就诊诊断复发性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纳入标准:规范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 1 个

月后呼吸道感染症状再次出现的患儿),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32 例)和对照组(48 例),治疗组和对照组

其他治疗处理相同。比较两组在治疗后 1､ 3､ 6 个月内再发生咳嗽喘息的病例数。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在 1 个月内再次发生咳嗽喘息的病例数差异不显著。治疗组在第 3､ 6 个月内

再次发生咳嗽､ 喘息的病例数少于对照组;需要再次使用孟鲁斯特纳和/或普米克令舒雾化吸入的病

例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槐杞黄颗粒可有效缩短支原体感染诱发慢性咳嗽和喘息病程。 
 
 
PU-0400 

可溶性 ICOSL 在脓毒症患儿外周血中的表达及意义 
 

胡筱涵,李毅平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脓毒症是严重感染引起的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是 ICU 患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免疫抑制

是脓毒症患者的典型特征,但其机制尚不清楚。ICOSL 是重要的共刺激分子,在 T 细胞免疫功能调控

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异常表达与多种炎症性疾病密切相关。ICOSL 与儿童脓毒症的关系尚未报道。

本文拟研究可溶性 ICOSL(sICOSL)在儿童脓毒症中的表达特点,及其与脓毒症相关炎症因子的关

系。 
方法 收集 ICU 脓毒症患儿(n=47)和健康儿童(n=23)外周血,ELISA 测定其中 sICOSL 的表达,流式细

胞术检测脓毒症相关炎症因子 IFN-γ､ TNF-α､ IL-10 和 IL-6 的水平。 
结果 与健康儿童相比,脓毒症患儿外周血中 sICOSL 的表达显著下降(P< 0.01),炎症因子 IFN-γ 和

TNF-α 的表达降低(P<0.01),IL-10 表达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健康儿童外周血 sICOSL 与 IFN-γ
､ TNF-α､ IL-10 和 IL-6 均无相关性,而脓毒症患儿外周血 sICOSL 则与 IL-10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r=0.34,P<0.05)。 
结论 脓毒症患儿存在 sICOSL 表达异常和免疫抑制,sICOSL 可能通过调控 IL-10 的表达参与诱导脓

毒症患儿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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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1 

小儿传染科总务护士在教学中的作用探讨 
 

李黎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4200 

 
 
目的 目的:探讨小儿传染科总务护士参与教学所起的作用。 
方法 方法:小儿传染科总务护士在临床教学中负责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负责抢救仪器､ 药品､ 一

次性物品的管理;严格查对制度;质控护理病历,督促护生及低年资护士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 
结果 结果:2016 年 2 月总务护士参与教学后,科室消毒隔离､ 抢救车､ 除颤仪的使用等培训次数和

培训考核分数都有所增加,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论:总务护士参与教学,很多教学计划如期完成并取得满意效果。 
 
 
PU-0402 

中性粒细胞 CD11b 对新生儿败血症诊断价值 meta 分析 
 

贝丹丹,程雁,王宁玲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系统评价中性粒细胞表面抗原 CD11b 对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 维普､ 万方､ PubMed ､ Embase､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图书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的文献,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4 年 6 月。采用 QUADAS 量表对纳

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估,采用 MetaDisc1.4 及 Stata11.0 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异质性检验并根据异质性

结果选择相应的效应模型进行定量合成,计算敏感度､ 特异度及其 95%CI,计算验前､ 验后概率,绘制

受试者工作曲线(S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及 Q*指数。 
结果 9 篇文献进入 meta 分析,分析结果显示:CD11b 对新生儿败血症的汇总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79(95%CI:0.73-84)和 0.86(95%CI:0.83-0.89),SROC 的 AUC 为 0.89,Q*指数为 0.83;CD11b 不增

高时新生儿败血症验后概率为 4%,CD11b 增高时新生儿败血症概率为 88%。 
结论 CD11b 对新生儿败血症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度较高,有助于早期诊断新生儿败血症。 
 
 
PU-0403 

A fatal case of mitochondrial DNA depletion syndrome with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variants of the 

deoxyguanosine kinase gene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谢新宝,陆怡,王建设,方微园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Objective To report a fatal case of mitochondrial DNA depletion syndrome (MDS) an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deoxyguanosine kinase (DGUOK).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to review the characteric and gene detection of a 
fatal case with mitochondrial DNA depletion syndrom 
Results A Chinese girl, manifested weight stagnation, jaundice,hypoglycemia, coagulation 
disorders,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and multiple abnormal signals in brain, died at about 10 months 
old. Genetic testing revealed a compound heterozygote of alleles c.128T>C (p.I43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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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3C>T (p.R105*). c.128T>C, a novel variant located at the exon 1 of DGUOK gene 
NM_080916), which has not either included in the Human Gene Mutation Database, the NHLBI 
GO Exome Sequencing Project (ESP) and 1000 Genomes Project nor reported previously. Her 
mother was a heterozygote of allele c.313C>T which located at the exon 2 of DGUOK gene 
and between the 3rd and 4th alpha helixes of DGUOK protein. c.313C>T is predicted to result 
in a 173–amino acid residue truncation at the C terminus of the DGUOK protein. 
Further literatures collection showed that there are as many as 116 cases related to DGUOK 
gene variants. These variants include missense mutations, nucleotide deletion, nucleotide 
insertion and nucleotide duplication. 
Conclusions Integrated data showed that mutations in both conserved and non-conserved 
amino acid of DGUOK are associated with death cases. 
 
 
PU-0404 

危重型手足口病急性期诊治病例报告及治疗体会 
 

连楚南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儿童危重型手足口病临床特点及救治方法 
方法 本文总结 2014 年我科收治的危重型手足口病 4 例,男 4 例,女 0 例,年龄 12-18 个月。全部病例

均表现为高热,手足皮疹,中枢性呼吸衰竭 4 例,肺出血 3 例,循环差 3 例,高心率 4 例(>180 次/分)。3
例为 EV71,1 例为柯萨奇 A16 感染。治疗上全部病例给高 PEEP 6-10cmH20 机械通气,扩管(咪力

农,立其丁)脱水､ 利尿,控制输液量及速度,四肢物理加温,其它支持对症治疗。 
结果 全部病例均度过急性期(7-10 天)。2 例经后期康复治疗完全恢复,1 例 21 天后转外院继续康复

治疗,1 例在治疗 12 天后家属要求放弃治疗自动出院。 
结论 手足口病并发脑干脑炎时,病情凶险,急性期死亡率高达 60-100%,正确认识病理生理特征,恰当

合理处置,有利于提高存活率,治疗应当及时控制肺出血,维持正常血氧,防止因缺氧及交感性心动过速

的情况下出现心脏衰竭继而循环衰竭死亡,高 PEEP(6-10cmH2O)正压通气,镇静,脱水､ 利尿,米力农

使用,肢体热敷扩张外周血管,限液速,维护内环境的稳定,支持治疗是整个急性期合理有效的治疗措

施。 
 
 
PU-0405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并发类麻疹样改变 1 例报告 
 

蒋婷婷,毕晶 
保定市儿童医院 071000 

 
 
目的 了解 EB 病毒相关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皮疹的多样性 
方法 个例报道 
结果 对症抗病毒治疗后皮疹可缓慢消退。 
结论 皮疹可与急性病程中 EB 病毒感染所致的直接的免疫反应相关,更进一步提示本病皮疹的多样

性,也为以后的病例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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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6 

中药制剂治疗普通型手足口病多中心､ 前瞻､ 随机､ 对照研究 
 

曾凡森,房春晓,叶家卫,谭丽梅,徐翼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中医药热毒宁注射液治疗普通型手足口病的有效性､ 安全性。 
方法 按照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设计的中央随机系统随机方案设计将诊断为普通型

手足病儿童随机分为 3 组,分别为西医治疗组 117 例､ 热毒宁组 116 例､ 西医+热毒宁组 116 例,其
中西医治疗组给予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0 年版》的西医治疗方法,热毒宁组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给予热毒宁注射液,西医+热毒宁组在西医治疗基础上给予热毒宁注射液,干预时间为 7-10 天,随
访 5 天,比较三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退热起效时间､ 皮疹症状消失时间､ 并发症发生率､ 治愈率

､ 重症转化率､ 不良反应的差异,利用 SPSS 进行方差分析､ log-rank 检验及 Z 检验。 
结果 西医+热毒宁组在体温恢复正常时间(Chisq=6.2327,P=0.0443)､ 皮疹症状消退时间

(Chisq=12.7103,P=0.0017)､ 临床治愈率(Chisq=12.644,P=0.0018)､ 重症转化率

(Chisq=11.666,P=0.0029)优于其他两组, 三组在退热起效时间(Chisq=4.0824,P=0.1299)､ 并发症

发生率(=1.70,P=0.4284)､ 不良反应事件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医药热毒宁注射液能快速缓解普通型手足口病的发热症状,促进皮疹消退,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推荐作为普通型手足口病抗病毒治疗用药。 
 
 
PU-0407 

广州地区 2010~2015 年手足口病病原学流行特征分析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谭丽梅,房春晓,杨峰霞,张芬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 2010~2015 年广东地区儿童手足口病肠道病毒基因型变化趋势与临床症状关联。 
方法 选取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0~2015 年住院手足口病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实时荧光逆转

录 PCR 检测肛拭子/咽拭子标本中总肠道病毒(Enterovirus,EVs)､ 肠道病毒 71 型(Enterovirus 
71,EV71)和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Coxsackievirus A 16,CVA16)的表达;并对非 EV71 非 CVA16 感

染肠道病毒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2010~2015 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共收治 7176 例手足口病儿童患者,EV71 感染率由

2010 年的 53.3%降至 2015 年 8.6%,CVA16 感染率由 2010 年的 24.7%下降至 2015 年的 7.5%。

其他肠道病毒感染率由 2010 年的 19.5%上升至 2015 年的 75.1%。提示 2010~2015 年广东地区非

EV71 和非 CVA16 其他肠道病毒感染逐渐成为流行株。 
结论 2010~2015 年广东地区流行的肠道病毒相关的手足口病的基因型构成发生重大变动,EV71 与

CVA16 从优势株逐渐转为非优势株;而 CVA6 与 CVA10 从非优势株转变为优势株,同时并存多种肠

道病毒基因型共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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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8 

肠道病毒感染对 MAVS 蛋白表达的影响 
 

徐翼,朱伟金,叶家卫,谭丽梅,房春晓,杨峰霞,张芬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研究不同亚型肠道病毒感染对接头分子线粒体抗病毒信号传送蛋白 MAVS 表达的影响并探讨

其致病机制。 
方法 提取感染不同类型肠道病毒手足口病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细胞

内 MAVS 蛋白的差异性表达。 
结果 与正常儿童相比较,手足口病患儿外周单个核细胞内 MAVS 表达量均有明显的降低。不同类型

肠道病毒对 MAVS 的裂解程度存在差异:EV71>CVA10>CVA6。 
结论 肠道病毒感染通过降低接头分子线粒体抗病毒信号传送蛋白 MAVS 表达,抑制 RLRs 信号转导

通路,逃逸宿主的先天性免疫,可能是肠道病毒致病机制之一。且重症手足口病的发生发展可能与

MAVS 表达量存在关联,MAVS 表达越少,手足口病病情越重。 
 
 
PU-0409 

儿童马耳他布鲁氏菌感染的临床护理 
 

何淑凤,朱彩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儿童马耳他布鲁氏菌感染的临床护理对策及注意事项。 
方法 通过对我科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一例马耳他布鲁氏菌感染患儿进行临床观察,并采取相应的治

疗及护理措施。 
结果 针对患儿临床症状及皮肤损害制定具体护理策略,患儿恢复良好出院。 
结论 布鲁氏杆菌病是由布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性传染病,及时有效的临床护理及健康宣教有助于

该病的好转,同时也提高了该病的护理水平。 
 
 
PU-0410 

龙泉驿区呼吸道感染非细菌病原体检测结果分析 
 

于旭旭
1,苏秦

1,2 
1.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 

2.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龙泉驿区儿科住院患儿常见的呼吸道感染非细菌病原体流行情况。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儿科住院的 858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

鼻拭子及血清标本,检测常见的 7 种常见的呼吸道病毒和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 
结果 858 例标本中,阳性率为 52.80%(453/858),其中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的阳性率 高,为 30.46%,
其后依次为呼吸道合胞病毒 23.84%,副流感病毒 14.79%,乙型流感病毒 13.25%,甲型流感病毒

9.71%,腺病毒 7.95%。MP 和各种病毒在冬季发病率 高,1 岁以内儿童的 RSV 感染率高达

52.27%。 
结论 呼吸道感染的非细菌病原体检出率与年龄和季节密切相关,进行非细菌病原学检测,可避免抗生

素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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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1 

新生儿院内感染源变迁的分析及护理 
 

宇亚娟,杜柯凝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了解新生儿病房院内感染病原谱及各种病原变迁规律,同时寻找发生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制定

院内感染预警和防控措施。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住院的 1112 例新生儿于入院当天和入院 72 小时分别采集粪便

标本进行产 ESBL 菌检测。将患儿一般资料､ 产 ESBL 菌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对住院新生儿产

ESBL 菌感染者进行各项消毒和前瞻性的隔离。 
结果 入院当日粪便产 ESBL 菌阳性检出率为 21.40%。入院 72 小时后粪便产 ESBL 菌阳性检出率

为 45.23%。 
结论 前瞻性采取隔离措施可以有效地控制患儿间的交叉感染。 
 
 
PU-0412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复方丁香开胃贴佐治手足口病胃肠道症状研究 
 

王屹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目的 研究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复方丁香开胃贴佐治手足口病胃肠道症状临床疗效。 
方法 方法 将 2016 年 6~9 月于大连市儿童医院住院的手足口病患儿 220 例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予

抗病毒或联合抗细菌等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复方丁香开胃贴治疗,比较两

组患儿消化道症状发生率。 
结果 结果 观察组中食欲不振､ 恶心呕吐､ 腹痛､ 腹泻､ 腹胀､ 大便干燥发生率分别为 65.3%､
42.9%､ 46.9%､ 34.7%､ 36.7%和 22.4%高于实验组 29.2%､ 18.8%､ 12.5%､ 14.6%､ 13.5%和

8.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复方丁香开胃贴可有效降低手足口病患儿消化道症状发生率,临床推荐

使用。 
 
 
PU-0413 

Omegaven prior to acute lung injury rats attenuates 
cytokine production and apoptosis in the lung and 

improves liver function 
 

Huang Limi,Qian Y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Objective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re at higher risk having acute lung injury (ALI) and more often in 
need of parenteral nutrition 
Methods we sought to study whether preconditioning with representative of lipid emulsions for 
one week could benefit rats from ALI. Methods: Using an LPS-induced ALI rat model and 
techniques such a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dUTP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s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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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PGE2 production in the serum was highest in the LPS group, followed with Intralipid 
group, and the PGE2 level of thes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P <0.05) higher than the rest. 
Intralipid conditioning caused significantly less production of LTB4 than the LPS, Clinoleic, or 
Omegaven group. In contrast to Intralipid, rats pretreated with Clinoleic or Omegave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ir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IL-1 β, IL-6 and TNF-α), had less 
apoptosis in the lung tissues, and Omegaven greatly improved liver function upon 
lipopolysaccharide (LPS) challenge. 
Conclusions In an ALI setting, preconditioning with Omegaven or Clinoleic was better than 
Intralipid in de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the cytokine storm and apoptosis caused by LPS challenge 
and Omegaven in addition had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liver function. 
 
 
PU-0414 

重症 HFMD 患儿血清 S100B 和 NSE 水平 
与 T 淋巴细胞亚群的相关性研究 

 
黄月艳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目的 观察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血清星形胶质源性蛋白(S100B)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与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及相关性并讨论其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5 年 9 月在本院收治的手足口病患儿 156 例,包括普通病例 80 例(普通

组),重症病例 76 例(重症组),另外选取 70 例健康幼儿作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S100B 和 NSE 水平并分析血清 S100B 和 NSE 水平与 T 淋

巴细胞亚群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普通组和重症组 T 淋巴细胞总数､ CD4

+､ CD8
+､ CD4

+ /CD8
+均降低且重症组降

低明显(P<0.05)。与对照组和普通组比较,重症组血清 S100B 水平(1.64± 0.28)µg/L 和 NSE 水平

(52.83± 4.68)ng/mL 均升高(P<0.05)。重症组血清 S100B 和 NSE 水平与 T 淋巴细胞亚群呈负相关

(P<0.05)。 
结论 T 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清 S100B､ NSE 水平指标组合对于重症手足口病的早期识别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PU-0415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SCARLET FEVER 
AND GROUP A STREPTOCOCCUS IN CHILDREN IN 

SHANGHAI DURING 2011-2015 
 

Yao Weilei1,Cai Jiehao1,Chen Mingliang2,Zeng Mei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bjective Annual outbreak of scarlet fever among children occurred in Shanghai since 2011. 
Investigation of epidemiology is helpful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outbreaks. This surveillance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ology of scarlet fever 
outbreak and the pathogen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utbreak. 
Methods We performed an active surveillance of scarlet fever and GAS carriage among children 
in Shanghai and characterized the emm types, superantigen profile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GAS iso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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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number of culture-proven scarlet fever cases ranged from 959 (2013) to 2508 
(2015). Scarlet fever was prevalent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peaked between April and June 
during late spring to mid-summer in Shanghai, and a smaller peak can also be observed between 
November and January in the winter season. Of 8362 children with culture-proven scarlet fever, 
boys outnumbered girls (62.8% versus 28.2%); children attending kindergarten and school 
accounted for 96.6%. All cases fully recovered. Nine emm types (emm1, 3, 4, 11, 12, 22, 75, 89, 
170) were identified with 68.7% of emm12 and 39.4% of emm1. The prevalence of emm1 
increased since 2013. No speA and speM were detected in 45 isolates. The frequencies of 
resistance to erythromycin, arithromycin and clindamycin among GAS isolates were 99%. 
Conclusions emm12 GAS isolate caused the 2011 large outbreak of scarlet fever in Shanghai. 
The benign outcome of outbreak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revalence of emm type and 
superantigen profiles.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to macrolides and clindamycin in GAS was 
serious in Shanghai.  
 
 
PU-0416 

儿童以多发浆膜腔乳糜液为主要表现 
的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 1 例  

 
姜勇超 

襄樊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分析儿童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方法 本文对 1 例以多发浆膜腔乳糜液为主要表现的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

检查及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临床儿童病例罕见,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缺乏特异性。诊断标准主要包

括:1)外周血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超过 1.5×109/L,并伴临床症状和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2)除外其他

可引起嗜酸粒细胞增高的原因,如寄生虫和病毒感染､ 过敏性疾病､ 血管炎､ 肿瘤,药物或化学物质

引起､ 肾上腺功能低下等。 
结论 临床上不明原因的嗜酸性粒细胞高,伴有多系统功能损害时,应考虑到高嗜酸性性粒细胞综合

征。 
 
 
PU-0417 

PD-1 表达与呼吸道合胞病毒持续存在 
致微小病变型肾病 CD8+ T 细胞免疫功能紊乱 

 
张辉,王峥,叶丽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T 细胞功能紊乱在微小病变型肾病(MCNS)发病中具重要作用。该实验拟采用不同方法从激素

敏感单纯型肾病综合征(SRSNS)患儿标本寻找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持续存在证据,并首次在患儿体

内外研究 RSV 持续存在与 CD8+ T 细胞功能紊乱的相关性,初步探讨 PD-1 在 RSV 持续存在致

MCNS CD8+ T 细胞免疫功能紊乱中的调控作用。 
方法 采用 RT-PCR､ 蛋白质组学､ ELISA 等方法检测 SRSNS 儿童在初发､ 复发､ 持续缓解期尿

液､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血清中呼吸道病毒 RNA､ 蛋白､ 抗体。通过体内外实验,流式细胞术检测

T 细胞亚群比例､ CD8+ T 细胞表面 PD-1 表达､ 细胞因子 TNF-a､ IFN-γ､ IL-2 分泌能力,并通过抗

PD-1 抗体阻断 PD-1/PD-L 信号通路,再次观察上述细胞因子表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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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 RT-PCR 方法检测 SRSNS 初发组(9/30,30.0%)､ 复发组(8/20,40.0%)患儿尿液､ 外周血

发现 RSV 阳性率明显高于肾炎型肾病组(1/15,6.7%)､ 紫癜性肾炎组(0/15)､ 毛细支气管炎组

(2/15,13.3%)和健康对照组(0/15)(P<0.05)。运用蛋白质组学方法随机分析 8 例病人尿液标本,结果

发现 RSV 蛋白阳性者 2 例,检测到蛋白为:large polymerase､ fusion protein。ELISA 检测结果与

RT-PCR 基本一致。且临床发现 MCNS 发病前 2-4 周均有呼吸道感染史。流式细胞术检测 RSV(+) 
SRSNS 组(56.1±5.1%)和 RSV(-) SRSNS 组(50.8±4.9%)外周血中 CD8+ T 细胞比例与毛细支气管

炎组(34.2±3.8%)､ 健康对照组(29.4±4.1%)相比有明显升高(P<0.05),说明 RSV(+) SRSNS 组病人

T 细胞亚群比例失调。RSV(+)SRSNS 组 PD-1 阳性率为 21.9±1.1%,与其余三组(1.2±0.2%､
0.9±0.2%､ 0.1±0.1%)相比有明显升高(P<0.05),而胞内细胞因子 TNF-a(26.7±1.2%)､ IFN-
γ(22.5±0.9%)､ IL-2(20.6±0.8%)分泌明显减少(P<0.05)。通过阻断 PD-1/PD-L 信号通路,发现 TNF-
a(42.3±1.1%)､ IFN-γ(39.8±1.2%)､ IL-2(36.2±0.9%)的表达较前明显增加(P<0.05)。通过体外实验

也得出相似结果。 
结论 SRSNS 患儿 RSV 检出率明显增高,直到疾病缓解期仍能检测出病毒存在,且发病前 2-4 周均有

呼吸道病毒感染史,为寻找呼吸道病毒持续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在呼吸道病毒持续存在基础上,患儿

体内 CD8+ T 细胞发生功能障碍, 重要的是抑制性受体 PD-1 表达水平增高;而通过阻断 PD-1/PD-
L 信号通路,能部分恢复 CD8+ T 细胞功能,证实 PD-1 参与调控 CD8+ T 细胞免疫功能。 
 
 
PU-0418 

PD-1 调控 CD8+ T 细胞在呼吸道合胞病毒持续存在 
致微小病变型肾病免疫功能紊乱中作用机制 

 
张辉,王峥,叶丽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T 细胞功能紊乱在微小病变型肾病(MCNS)发病中具重要作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与病

毒持续存在密切相关,在 T 细胞活化､ 增殖及效应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期研究已提出 RSV 发生

免疫逃逸而在体内持续存在可能致 MCNS 免疫功能紊乱,主要表现为 CD8+ T 细胞功能障碍。本课

题拟观察 CD8+ T 细胞核内信号分子 stat3､ stat5､ p38 活化程度及探索可能的关键信号分子,初步

探讨 PD-1 调控 CD8+ T 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分为 RSV(+)激素敏感单纯型肾病综合征(SRSNS)组､ RSV(-
)SRSNS 组､ 毛细支气管炎组､ 健康对照组各 10 例。用流式细胞术等方法检测 CD8+ T 细胞表面

PD-1､ 核内信号分子 stat3､ stat5､ p38 表达水平,通过抗 PD-1 抗体阻断 PD-1/PD-L 通路后再次检

测上述信号分子;同时 siRNA 沉默上述关键信号分子,检测 PD-1 表达变化,据此找出 PD-1 调节

CD8+ T 细胞所依赖的关键核内信号分子。 
结果 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RSV(+)SRSNS 组 PD-1 阳性表达率为 21.9±1.1%,与 RSV(-
)SRSNS 组(1.2±0.2%)､ 毛细支气管炎组(0.9±0.2%)､ 健康对照组(0.1±0.1%)相比有明显升高

(P<0.05)。RSV(+) SRSNS 组病人 CD8+ T 细胞核内信号分子 stat3 表达水平(14.3±0.5%)与 RSV(-) 
SRSNS 组(2.5±0.4%)､ 毛细支气管炎组(3.6±0.2%)､ 健康对照组(4.1±0.5%)相比明显升高(P<0.05),
而 stat5(2.4±0.4%,3.4±0.3%,3.7±0.2%,3.8±0.4%)､ P38(5.8±0.4%,2.9±0.4%,4.9±0.3%,5.1±0.5%)
表达在四组均无明显变化(P>0.05)。体外阻断 PD-1 发现 stat3 表达水平较前降低(5.3±0.2%);同时

通过 siRNA 沉默 stat3,即减弱核内活化信号,发现 PD-1 表达水平较前下降(10.6±0.7%)。 
结论 通过前期研究已发现在病毒持续存在的基础上,CD8+ T 细胞发生免疫功能障碍, 重要表现为

PD-1 在细胞表面高表达,同时表现出更强的细胞内活化信号 stat3,通过阻断 PD-1/PD-L 信号通路发

现 stat3 活化程度降低,siRNA 沉默 stat3,则 PD-1 表达水平较前降低,该结果提示 stat3 可能在 PD-1
介导的 CD8+ T 细胞功能紊乱中充当了关键核内信号分子的作用,但其具体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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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9 

270 例儿童肾外结核病尿检异常单中心流行病学调查 
 

王凌超,杨达胜,赵德安,毕凌云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通过住院肾外结核病儿童尿检异常结果进行回顾分析,对儿童肾外结核病的尿检异常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以期评估尿检异常在肾外结核病继发肾损伤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选择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结核病医院病区)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的儿童

肾外结核病患儿,统计､ 分析尿检异常情况,并对肾外结核病尿检异常患儿临床资料等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 
结果 儿童肾外结核发病情况男女之比 1.73:1,发病高峰在 13~18 岁,占总数 85.5%,农村多于城镇,发
病部位以肺和/或胸膜结核 常见,占 78.9%,60 例(22.2%)家属不能提供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 
guerin vaccine,BCG)接种史,尿检异常检出率 21.1%,且结核累及器官数目多者尿检异常检出率偏高;
入院前是否应用抗结核药物两组比较尿检异常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1.354  p=0.245)。 
尿检异常肾外结核患儿男女比例 1.28:1,发病年龄高峰在 17~18 岁,占总数(61.4%),农村多于城镇,发
病部位以肺和/或胸膜结核 多见,占 54.4%,有结核病接触史 7 例(12.3%);临床症状具有非特异性､

隐匿性;实验室检查主要以协助诊断结核感染项目为主,而关于肾脏相关检查除肾功外未进行其他检

查;57 例中有 50 例(87.7%)预防性应用保肝药,但均未应用保肾药物;经抗结核治疗 57 例中 10 例

(17.5%)结核感染痊愈,尿检恢复正常,36 例(63.2%)结核感染好转出院,其中 5 例接受随访随着结核

感染的控制尿检均转至正常,余均未定期复查尿检;1 例(1.8%)继发性肺结核并结核性胸膜炎患儿死

亡。 
结论 1  结核病为儿童常见传染病,肾外结核感染儿童的尿检异常发生率较高; 
2  尿检异常的阳性率和结核病累及的器官数目有关; 
3  肾外结核感染患儿合并尿检异常可能提示结核病继发肾损伤。 
 
 
PU-0420 

喜炎平注射液能提高干扰素 α1b 对手足口病的疗效 
 

顾教伟,张澈,王勇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在雾化吸入重组人干扰素 α1b 的基础上比较喜炎平注射液和利巴韦林注射液对普通型手足口

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167 例患儿依照被随机分为两组,在雾化吸入重组人干扰素 α1b 和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静

脉滴注利巴韦林注射液,治疗组静脉滴注喜炎平注射液,观察两组的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7.46%,利巴韦林组的总有效率为 79.51%;喜炎平组的疱疹

消退时间､ 退热时间､ 皮疹消退时间和住院时间均要明显早于利巴韦林组;差异均小时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联合干扰素 α1b 治疗儿童手足口病疗效更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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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1 

科赛斯治疗儿童恶性血液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临床观察 
 

李彦格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评价科赛斯治疗儿童肺孢子菌肺炎(PCP)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在 2013 年 3 月-2017 年 3 月间,9 例不能耐受复方磺胺甲基异恶唑(SMZCO)治
疗的 PCP 患儿应用科赛斯治疗的临床资料 
结果 应用科赛斯治疗的 9 例患儿疗效显著,与 SMZCO相比疗效无差异性 
结论 对于不能耐受 SMZCO治疗的 PCP 患儿,应用科赛斯替代治疗疗效显著,为 PCP 的临床治疗提

供更多的治疗方法。 
 
 
PU-0422 

川崎病患儿血清 Alb/sh-crp 对冠脉病变的预测 
 

何玲,金诺红,王松,符宗敏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探讨川崎病患儿急性期血清白蛋白与超敏 C-反应蛋白的比值(Alb/sh-crp)对冠脉损伤的预测价

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住院治疗的 31 例川崎病患儿临床资

料。其中男 17 例,女 14 例,年龄:6 个月-4 岁 2 月,平均年龄 2.65±1.25 岁,其中 0-1 岁 8 例,1-3 岁 20
例,>3 岁 3 例。典型川崎病 22 人,非典型 9 人,所有病人于入院次日采集空腹静脉血 3ml 送检血常规

､ CRP､ 肝功能､ 肾功能。入院 1-4 周行超声心动图检查。与 20 例同期住院的支气管炎患儿对

照。 
结果 川崎病患儿急性期血清 CRP 水平明显增高,而白蛋白水平及 Alb/sh-crp 明显降低

[75(45,154),29.55±3.62,0.38(0.19,0.63)],与肺炎组[37.60±4.39,10.5(0.82,21),4.1(1.89,44.51)]比较

p<0.05。川崎病中并发冠脉损伤组急性期血清 CRP 增高,而白蛋白水平及 Alb/sh-crp 降低

[127(89,165),28.00±2.73,0.19(0.16,0.23),与冠脉正常组

[49.4(42.5,61.2),31.06±3.66,0.54(0.25,0.71)]比较 p<0.05;sh-crp､ 白蛋白､ Alb/sh-crp 与冠状动损

伤的相关性比较及 ROC 曲线分析:相关系数和 ROC 曲线下面积 AUC 分别为:0.53､ -0.47/-0.67 和

0.179､ 0.760､ 0.889 。 
结论 Alb/sh-crp 比值更能预测川崎病并发的冠脉损伤。 
 
 
PU-0423 

感染性疾病科的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和预防控制措施 
 

周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通过分析感染性疾病科的医院感染危险因素,提出预防控制措施    
方法 文献查阅和现状分析 
结果 除患者本身因素外,建筑布局不合理,医务人员自身防护意识不强,家属感染预防意识薄弱,消毒

不到位存在环境污染和医疗废物处置不当等原因是导致感染性疾病科院内感染高风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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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感染性疾病科的建筑布局､ 环境装修和设计应合理,消毒隔离和防护用品应配齐,院感控制制度

应建立健全并加强制度落实检查,应严格执行消毒隔离措施,加强培训,注重自身防护,合理处置医疗用

品和加强环境监测。才能有效预防院内感染发生。 
 
 
PU-0424 

穿心莲内酯磺化物对 H1N1 诱导狗肾细胞凋亡的影响 
 

郑晨,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北方医院 110031 

 
 
目的 探讨穿心莲内酯磺化物对 H1N1 诱导狗肾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将 H1N1 流感病毒接种于狗肾细胞(MDCK),观察不同浓度的药物对病毒致 CPE 的影响,测定药

物对病毒的增殖抑制率;采用 Annexin Ⅴ和 PI 双染试剂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评价喜炎

平注射液对甲型流感病毒(H1N1)诱导狗肾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 随 AD 药物浓度增加,其抗病毒活性增强,病毒抑制率升高,且药物浓度与病毒抑制率间有直线关

系(P < 0. 01);AD 具有明显抑制 H1N1 诱导狗肾细胞凋亡的作用,并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 
结论 穿心莲内酯磺化物对 H1N1 诱导狗肾细胞凋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PU-0425 

婴儿不典型麻疹 1 例 
 

孟建辉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为减少婴儿不典型麻疹的误诊,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病例 患儿,女,7 个月, 主因:反复抽搐 1 周,咳嗽 5 天,发热 1 天入院。患儿入院前 1 周突然出现

抽搐,表现为:意识丧失､ 双眼上翻､ 四肢抖动､ 口周青紫､ 口吐白沫,持续约 3-4 分钟缓解,不伴大小

便失禁,无发热､ 腹泻､ 呕吐等症状;于当地县医院住院治疗(具体治疗不详)。入院前 5 天出现咳嗽,
呈单声咳,经当地医院治疗 4 天,咳嗽无好转,期间反复抽搐 3 次,表现与第 1 次相似。入院前 1 天出

现发热,伴鼻塞､ 流涕,热峰体温达 38.6℃,应用“布洛芬”后体温可降至正常,间隔 4 小时左右再次发热,
为进一步诊治遂来我院。按计划接种疫苗;家属诉有缺氧史,生后肌张力高。入院查体:T 36.8℃､ P 
138 次/分､ R 38 次/分､ W 9 次/分,神清,精神好,全身皮肤无皮疹､ 黄染及出血点,周身浅表淋巴结未

及肿大,颈软,无抵抗;前囟约 1.0×1.0cm,平坦,张力正常;口周及唇无发绀,口腔黏膜光滑,咽充血,扁桃

体无肿大;呼吸平稳,双肺呼吸音粗,偶可闻及痰鸣音;心腹未及异常;巴氏征､ 克氏征均阴性。入院查

心肌酶 CK 1771U/L､ CKMB 88U/L,血常规:WBC 6.5×109/L､ NE 33.2%､ LY 53.7%､ Hgb 
110.0g/L､ Plt 99×109/L;视频脑电图未见异常;生化全项基本正常;呼吸道病原体谱八项均阴性;胸片

示:肺纹理增多;入院诊断:癫痫､ 支气管炎､ 心肌损害;给予营养神经细胞,蟾酥注射液清热解毒,干扰

素 α1b 抗病毒,磷酸肌酸营养心肌细胞;入院第 3 天,体温正常,颜面､ 躯干先后出现红色粟粒样皮疹,
故考虑为“幼儿急疹”;入院第 4 天,患儿再次发热,皮疹遍及全身,口腔出现柯氏斑,考虑为“麻疹”,转传染

病医院治疗。 
结果 讨论 麻疹是儿童 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之一,其传染性很强。典型麻疹分为四期:潜伏期约

10 天;前驱期一般为 3-4 天;出疹期多在发热后 3-4 天出现皮疹;恢复期 出疹 3-4 天后皮疹开始消退。

麻疹病毒只有一个血清型,抗原性稳定。故生后接种疫苗后可获得终身抗体。该患儿为 7 月龄婴儿,
尚未接种麻疹疫苗,故可感染上麻疹。该患儿病初即开始应用抗病毒药物,造成临床症状､ 病程不典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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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国实施计划免疫后,麻疹发病率已明显降低,但由于人口流动增加,部分儿童麻疹疫苗漏种或免

疫失败等原因,致使麻疹小规模流行时有发生。现在麻疹患者大多为 8 月内婴儿和 7 岁上学龄期儿

童,成人偶有发病。临床上对婴儿期患儿,尤其是尚未有过“幼儿急疹”的患儿,需提高警惕,密切查看口

腔黏膜,慎重应用激素。 
 
 
PU-0426 

硫酸镁对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NSE 的影响 
 

朱琳,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硫酸镁对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NSE 的影响及效果评价。 
方法 将我院 2016 年 3 月-2016 年 12 月重症手足口病伴血清 NSE 异常患儿 100 例, 随机分为对照

组与治疗组,两组均常规给予抗病毒､ 抗感染､ 对症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不

同剂量硫酸镁静脉滴注,对照组使用神经节苷脂静滴。对两组患儿入院当天､ 治疗开始后第 3､ 7 天

血清 NSE 值进行对比。 
结果 对照组与治疗组入院时血清 NSE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7 天后,两组患儿血清

NSE 水平均低于治疗前(P<0.05),且治疗组血清 NSE 下降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硫酸镁可有效降低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血清 NSE,对患儿病情转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PU-0427 

重症手足口病并化脓性脑膜脑炎 1 例报告 
 

朱琳,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总结本院 1 例重症手足口病并化脓性脑膜脑炎患儿的治疗经验,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患儿,女,9 月 29 天,因“间断发热 6 天,惊颤､ 长叹气半天”为代主诉入院。既往体健。入院前 6
天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热峰 40.2℃,就诊于当地医院,发现患儿口腔内疱疹及双手足皮疹,给予药物

口服 3 天,体温好转,2 天前再次出现高热,并出现非喷射性呕吐 4 次,半天前出现频繁惊颤,伴有长叹

气､ 双吸气。入院时查体:T38.9℃,P162 次/分,R31 次/分,BP96/54mmHg,嗜睡状,精神反应差,左手

足可见数个红色针尖样皮疹,压之褪色,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迟钝。口唇干燥,口
周微绀,咽部充血,口腔粘膜可见散在疱疹,颈软,无抵抗,呼吸浅表,有频繁长叹气,双肺呼吸音粗,左肺

底可闻及少许细湿罗音。心音有力,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肝､ 脾肋下未

触及,肠鸣音正常。四肢末梢凉,未见皮肤花纹,四肢关节无畸形,关节无红肿。四肢肌张力低,肌力约

4 级,CRT2S。实验室检查及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 10.91*10^9/L,红细胞 3.79*10^12/L,血红蛋白

110g/L,红细胞压积 29.40%,血小板 101*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5.9%,淋巴细胞百分比 22.3%,
单核细胞百分比 1.6%,C-反应蛋白定量测定 113.56mg/L;红细胞沉降率 72mm/h;降钙素原

5.99ng/ml;脑脊液常规:颜色 淡黄色,透明度 微浑,潘氏试验 阳性,白细胞 0.480*10^9/L,单个核细胞

53%,多个核细胞 47%;脑脊液生化:氯 119.0mmol/L,葡萄糖 2.00mmol/L,脑脊液蛋白 3000.0mg/L;脑
脊液培养:肺炎链球菌;头颅 MRI 示:1.双侧枕顶额叶脑沟内线状 flair 高信号,2.右侧大脑半球皮层肿胀,
局部弥散受限—考虑细胞毒性水肿;手足口相关病毒:通用型肠道病毒 阳性,CA16 核酸 阴性,EV71 核

酸 阳性。临床诊断为:1.化脓性脑膜脑炎,2.呼吸衰竭,3.重症手足口病,4.严重脓毒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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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入院后给予机械通气,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利巴韦林抗病毒,地塞米松抗炎,鼠神经生

长因子营养神经,甘露醇联合速尿脱水降颅压等综合治疗。治疗 26 天后患儿体温正常,复查脑脊液检

查正常,仍处于浅昏迷状态,流涎､ 肌力低,于我院继续康复治疗。 
结论 重症手足口病并化脓性脑膜脑炎发病率低,积极完善脑脊液检查,早期发现和积极治疗是关键。 
 
 
PU-0428 

左卡尼汀手足口病心肌酶谱异常的影响 
 

宋春兰,崔亚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左卡尼汀对手足口病伴心肌酶异常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3 年 5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诊治的 660 例伴心肌酶谱指标 AST､ LDH､ CK､ CK-
MB､ cTnI 异常的 HFMD 患儿,随机分为 A 组(果糖二磷酸钠治疗组,220 例)､ B 组(左卡尼汀治疗

组,220 例)､ C 组(左卡尼汀联合果糖二磷酸钠治疗组,220 例),三组患儿均予常规基础治疗。分别在

治疗前和治疗后 7 天,检测血 AST､ LDH､ CK､ CK-MB､ cTnI 水平的变化,同时观察每日心率变化

､ 治疗前后心电图变化以及重症转化率等指标,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①治疗前,三组患儿性别､ 年龄､ 病程､ 心率､ 心肌酶谱等指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②治疗后,B
组和 C 组患儿痊愈率,显著高于 A 组(均 P<0.05);B 组和 C 组患儿重症转化率､ 心电图恢复率均显著

低于 A 组(均 P<0.05); 心率恢复正常时间,B 组和 C 组均较 A 组明显缩短(均 P<0.05);而 B 组和 C 组

两组比较,在临床痊愈率､ 重症转化率､ 心电图恢复率､ 心率恢复正常时间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均 P>0.05);③治疗后心肌酶谱指标 AST､ LDH､ CK､ CK-MB､ cTnI 恢复率比较,B 组､ C 组均显

著高于 A 组(均 P<0.05);心肌酶谱指标平均水平 B 组和 C 组患儿均较 A 组降低(均 P<0.05);而 B 组

和 C 组之间相比,治疗后两组心肌酶恢复正常率､ 心肌酶谱指标平均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均
P>0.05)。 
结论 肠道病毒感染后手足口病并心肌酶异常的患儿,给以左卡尼汀等辅助营养心肌治疗可显著改善

心肌酶谱指标及心电图的异常,同时降低危重症转化率及改善预后。 
 
 
PU-0429 

成人呼吸道感染患者肺炎衣原体感染分析 
 

魏田力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分析呼吸道感染住院成人患者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 CP)IgM 抗体性别､ 年龄

和时间分布特点。 
方法 收集 1647 例呼吸道感染成人患者血清,采用胶体金法检测血清 CP IgM 抗体。 
结果 1647 例患者 CP IgM 抗体阳性率为 12% ;男女患者 CP IgM 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
人群年龄的增加,CP IgM 抗体阳性率逐渐下降;2013 年 1 -3 月,CP IgM 抗体阳性率较低,从 4 月开始

阳性率明显上升,到 10 月又有下降趋势。 
结论 对于在夏､ 秋季出现的呼吸道感染年轻患者,应考虑 CP 感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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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0 

37 天婴儿胆道闭锁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 1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王少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61 

 
 
目的 加强对婴儿结合胆红素升高黄疸的认识 
方法  对我院 1 例胆道闭锁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病例进行分析报告。 
结果  该例患儿在院外门诊监测经皮胆红素,黄疸持续时间长,且不降反升,入院后静脉血胆红素发现

结合胆红素升高､ 巨细胞病毒抗体阳性,且 B 超显示不除外胆道闭锁,经外科确诊为胆道闭锁。 
结论 对于婴儿持续不退的黄疸,要高度警惕肝炎综合征可能。 
 
 
PU-0431 

喜炎平治疗儿童疱疹性咽峡炎临床疗效观察 
及对外周血粒细胞的影响 

 
汤建顺 

宝应县人民医院 225800 
 

 
目的 观察喜炎平治疗儿童疱疹性咽峡炎的临床疗效及对外周血粒细胞的影响。 
方法 将 216 例疱疹性咽峡炎患儿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108 例,给予喜炎平注射液(江西青峰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10mg/kg/d;维生素 C 注射液 100mg/kg/d,每日一次,分瓶滴注。对照组 108 例,给予利巴

韦林注射液 10mg/kg/d;维生素 C 注射液 100mg/kg/d,每日一次,分瓶滴注。疗程 5 天,并于第一天(治
疗前)､ 第三天､ 第五天检测血常规,观察患儿退热时间､ 咽峡部疱疹消失时间及外周血粒细胞的变

化。 
结果 治疗组热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疱疹消失时间两组无明显差异。外周血

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显著差异。 
结论 喜炎平治疗儿童疱疹性咽峡炎疗效明显优于利巴韦林,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推广应用。 
 
 
PU-0432 

口服补液盐Ⅲ治疗病毒感染性发热的临床疗效观察 
 

金凤华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观察口服补液盐Ⅲ对病毒感染性发热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 例病毒感染性疾病伴发热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在常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口服补

液盐Ⅲ治疗 
结果 总有效 181 例(20 例失访),占 90.05%。就诊后 24 小时内体温降至 37.4 以下者 85 例,其中未

口服补液盐者占 38 例,口服补液者占 47 例;就诊后 24-48 小时内体温降至 37.4 以下者 53 例,其中未

口服补液盐者占 6 例,口服补液者 47 例;就诊后 48-72 小时内体温降至 37.4 以下者 36 例,其中未口

服补液盐者占 8 例,口服补液者 28 例;就诊后 72-96 小时内体温降至 37.4 以下者 7 例,均经口服补液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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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口服补液盐治疗病毒感染性发热患儿,能缩短患儿发热时间,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但仍

需进行对照研究。 
 
 
PU-0433 

某三甲医院 141 份抗菌药物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调查 
 

方玉婷,计明红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了解某三甲医院在用抗菌药物说明书中有关儿童用药的提示信息,为促进儿科合理用药提供参

考 
方法 全面调查某三甲医院在用抗菌药物说明书,了解说明书中有关儿童用药的提示信息并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共调查说明书 141 份,有儿童用药信息的为 131 份(92.91%),其中有用法用量的有 109 份

(77.30%) 。注有“儿童禁用”的有 5 份,占 3.55%,注明儿童用药“尚不明确”的有 35 份(24.82%) 
结论 某三甲医院使用的抗菌药物说明书存在儿童用药提示信息不够全面的问题,部分说明书内容有

待进一步更新或开展相关研究进行完善,同时对于临床超说明书用药应加强管理。 
 
 
PU-0434 

一例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临床护理体会 
 

党娟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通过总结一例大疱性表皮松懈症患儿的护理,探讨大疱性表皮松 懈症的护理理方法及护理要点,
避免护理误区,提高护理质量,对并发症进行有效的护理,使患儿在住院期间没有新的并发症发生。 
方法 正确评估一例大疱性表皮松懈症患儿在住院过程中出现的症状､ 体征,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对
患儿进行有计划的护理措施。 
结果 该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护理人员熟知大疱性表皮松懈症患儿的症状､ 体征以及疾病的发展过程,并及时准确实施护理

措施,对于疾病的转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护理人员加强护理观察,做好预见性护理,注重心理护理,加
强健康教育,做好出院前对患儿及家长的健康教育及出院后随访护理。 
 
 
PU-0435 

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患儿的病情观察及护理 
 

郭娜,梁秋景,赵保玲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患儿的病情观察及护理措施,以提高对此病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 例重型渗出性多形性红斑患儿的临床特点,并分析各种护理措施。 
结果 通过精心有效的护理,患儿经过积极的治疗,预后良好,均治愈出院。 
结论 结论 通过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及精心有效的护理措施和树立患儿及家属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是保证患儿早日治愈出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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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6 

露消毒丹加减治疗危重型手足口病的疗效观察  
 

张静,李春丽,侯红丽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观察甘露消毒丹治疗危重型手足口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120 例危重型手足口病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例。两组均予常规治疗,治疗组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甘露消毒丹煎剂口服。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3%,对照组为 75%,2 组在热退时间､ 皮疹消褪时间､ 口腔疱疹消褪时间

､ 精神､ 食欲好转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甘露消毒丹加减治疗危重型手足口病有一定的临床疗效。 
 
 
PU-0437 

醒脑静注射液治疗 EV71 感染重型手足口病临床分析 
 

李鹏,宋春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了解醒脑静注射液治疗 EV71 型重型手足口病患儿疗效。 
方法 对 65 例进入本次试验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随机分 2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醒脑静组在常规

治疗基础上给予醒脑静注射液 0.4-0.6ml/kg.d,1 次/日,疗程 5 天,比较两组的疗效。 
结果 醒脑静组治疗前后,CK､ NSE 有显著性差异(P<0.05);醒脑静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 CK､
NSE 有显著性差异(P<0.05)。醒脑静组退热时间､ 皮疹/疱疹消退时间明显缩短(P<0.05)。 
结论 醒脑静在重症手足口病治疗中对退热､ 抗病毒､ 保护心肌及神经系统有较好疗效,值得在重症

手足口病的治疗中推广应用。 
 
 
PU-0438 

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肺炎 88 例临床疗效分析 
 

施传娥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医院 211700 

 
 
目的 分析讨论应用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随机收集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期 
间我院收治的 88 例小儿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的将其分成对照组与研究组,其中对照组选择

红霉素注射液治疗, 
而研究组选择阿奇霉素治疗。 
结果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分析,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77.27%,研究组患者的 
总有效率为 95.45%,其中研究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P<0.05),具备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应用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其具备着较好临床效果,可以有效地使患者生活以及临床效果得到

提升,在临床中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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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9 

降钙素原对早期脓毒症诊断价值的研究 
 

郭红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索降钙素原(PCT)检测在脓毒症的早期诊断中的价值进行研究以及其他炎症标志物在脓毒症

中的关系,进一步了解降钙素原(PCT)､ 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 白细胞在细菌感染､ 病毒感染､

免疫性疾病患儿中的分布情况,明确降钙素原(PCT)在脓毒症诊断中的作用以及研究价值空间,为临

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分析方法,检测的结果用 SPSS 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检测的数据服从正态性分布的用

均数±标准差(`x±s)表示,应用 t 检验等方法进行检测,非正态分布的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检
测结果 P<0.05 为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 无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Hs-crp<0.5mg/L 时统

一按 0.4mg/L 进行计算。) 
结果 降钙素原(PCT)对细菌感染的严重程度有一定的影响,感染越重,降钙素原(PCT)的水平越高,所
反映的疾病越严重。因此,对于早期检测降钙素原(PCT)可以明确疾病的进展程度,对于早期阻断疾

病的进展有一定的预知作用。 
结论 1 降钙素原(PCT)､ 超敏 c-反应蛋白､  白细胞计数在细菌感染的早期阶段就出现升高,脓毒症

或者 MODS 患儿降钙素原(PCT)升高较明显,并与感染的严重程度相关,因此降钙素原的检测对疾病

的早期诊断､ 预后和评估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空间,可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抗生素的应用。2.降钙素原

(PCT)在细菌感染时可表现为明显升高,因此可作为脓毒症的早期诊断指标。3.钙素原(PCT)水平在

病毒感染时无明显升高,所以对于病毒感染降钙素原无特异性。4 过敏性紫癜患儿对降钙素原(PCT)
的水平高低无明显影响。 
 
 
PU-0440 

以嗜酸性粒细胞增高为临床表现波散性隐球菌一例 
 

邓绍阳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隐球菌是一种人类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是仅次于曲霉菌､ 念珠菌的常见致病真菌,主要致病菌为

新生隐球菌和格特隐球菌。隐球菌可侵犯人体各个器官和组织,常见侵犯部位为中枢神经系统和肺

脏。波散性隐球菌是指患者两个不连续部位同时发生隐球菌病。外文文献报道隐球菌病多发生于免

疫抑制患者,尤其是 HIV 阳性患者可达 30%,免疫功能正常儿童隐球菌病发病率低于 1%。而我国文

献报道在儿童中,超过 60%隐球菌病发生于免疫功能正常人中。诊断主要依据宿主(危险)因素､ 临

床证据､ 真菌学证据､ 组织病理学证据四个部分组成。治疗主要采取抗真菌药联合､ 序贯治疗。 
 
 
PU-0441 

品管圈在提高传染病患儿家属隔离防护知识知晓率中的应用 
 

龙莉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提高传染病患儿家属隔离防护知识知晓率,提高护理质量,防止疾病传播及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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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成立品管圈,通过头脑风暴及权重评分法,确定“提高传染病患儿家属隔离防护知识知晓率”为活

动主题。采用 PDCA 循环工作程序,利用自设查检表收集资料进行现状调查,通过柏拉图对资料进行

分析,得出本次活动需改善的重点项目,设定预期目标,通过鱼骨图等方法进行根因分析,圈员根据“5-
3-1”原则圈选要因,筛选出的要因再经过验证,找出真因。针对真因,通过“5W2H”原则制定对策并实

施。 
结果 传染病患儿家属隔离防护知识知晓率由活动前 73.4%提高到活动后的 90.5%。 
结论 品管圈活动改进了宣教方法,提高传染病患儿家属隔离防护知识知晓率,提高护理质量,防止疾病

传播及交叉感染。 
 
 
PU-0442 

姜黄素对肺炎链球菌诱导 BEAS-2B 细胞 SLPI､ TNF-α､ IL-1β
表达的影响 

 
余璐,林立,李海燕,温顺航,张海邻,李昌崇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姜黄素(Cur)及其衍生物(Y20､ 6B)对肺炎链球菌诱导 SLPI､ TNF-α､ IL-1β 表达调节及可

能机制。 
方法 建立体外 SP 感染模型,采用实时定量 PCR(qRT-PCR)检测对照组､ 感染组､ Cur､ Y20､ 6B
处理组在感染 1h､ 3h､ 6h､ 9h 分泌型白细胞蛋白酶抑制剂(SLPI)､ 感染 3h､ 6h､ 9h 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 白细胞介素-1β(IL-1β)mRNA 水平,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检测 TNF-α､ IL-1β 的

蛋白分泌水平,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检测 3h､ 6h､ 9h Toll 样受体 2(TLR2)､ 磷酸化核转录因子-
κB p65(NF-κB)蛋白表达。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 Cur､Y20､6B 药物处理组 SLPI mRNA 表达较 SP 感染组增加

(P<0.05),TNF-α､IL-1βmRNA 表达较 SP 感染组明显下降(P<0.05)。ELISA 结果显示感染不同时间

段,TNF-α､IL-1β 在药物处理组中表达下降(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SP 感染 3h､6h､9h 在

药物处理组中 TLR2､NF-κB 表达较感染组下降. 
结论 在不同感染时间,Cur､Y20､6B 促进 SP 感染的 BEAS-2B 细胞 SLPI 表达,减少 TNF-α､IL-1β 分

泌,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TLR2 表达,下调 NF-κB 转录活性有关。 
 
PU-0443 

儿童淋巴瘤化疗后粒缺伴反复发热——坏死性筋膜炎的诊治 
 

郭海霞,吴翠玲,卜朝可,梁添奇,陈中献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总结儿童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极为少见并且死亡率高的急性坏死性筋膜炎的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发生在 11 岁淋巴瘤患儿脊椎病变后卧床出现压疮,化疗后反复发热､ 终诊断为

坏死性筋膜炎的经验,并结合文献分析 
结果 患儿因“发现颈部包块半月,腰部疼痛 3 天”入院。双侧腰部夜间疼痛明显,不能平卧､ 入睡。颈

部､ 腹部 CT 示:1.胃壁多发结节,考虑肿瘤性病变 2.肝门区､ 腹膜后､ 胃小弯侧､ 肠系膜多发肿大

淋巴结。3.双侧颈部 I-III 区多发肿大淋巴结,T11-L1 水平椎管内硬膜外为主及硬膜内区占位病变。

颈部肿块活检病理诊断为 Burkitt 淋巴瘤(III 期)。MR 考虑腰骶部筋膜炎。开始化疗效果不明显,因椎

管内肿瘤致双下肢瘫痪行急诊手术椎管减压,病理同前。化疗后粒细胞缺乏期反复发热,CRP､ PCT
很高,第 2 次发热时双侧腰部､ 背部､ 双侧腹股沟及双侧大腿内侧出现大量非瘙痒性红色丘疹,局部

皮温不高,联合利奈唑胺后迅速降温,皮疹消退。其后合并肺部感染､ 骶尾部压疮､ 低蛋白血症､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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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质紊乱。化疗中期 PET-CT 检查提示双侧臀部皮肤､ 皮下组织､ 臀大肌代谢稍增高。骶尾部创口

敷料干燥,无渗血渗液。局部 B 超无异常。在此化疗后发热时通过经直肠 B 超级 MR 增强诊断为左

侧臀部皮下多发低回声区,考虑感染可能;右侧臀部皮下窦道形成。经抗感染及引流,无发热,但局部分

泌物增多,行感染扩创,病理提示脂肪组织坏死伴急性炎,经积极综合治疗,局部伤口基本愈合 
结论 坏死性筋膜炎是一种少见 的凶险性的软组织感染,如果诊断治疗不及时,死亡率可高 达 30%。

粒缺期表现更不典型,对卧床､ 食欲差的肿瘤患儿尤其有压疮者尤应注意,对不明原因的高热患者,要
仔细询问病史和严格体检,否则容易漏诊。腰臀部筋膜炎诊断需结合经直肠 B 超或 MR 增强。手术

切开引流和坏死组 织清除必不可缺,抗生素需针对混合性细胞感染 
 
 
PU-0444 

基于 Th 细胞平衡探讨“宣降清”三法对 RSV 感染 
幼龄大鼠 T-bet､ GATA3 表达的影响 

 
黄燕,崔振泽,徐超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观察定喘汤“宣降清”三法对 RSV 感染幼龄大鼠肺组织内 T-bet､ GATA3､ 和血清中 IFN-γ､ IL-
4 的表达的影响,并对其调节 Th1/Th2 免疫平衡的作用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方法 将 54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 RSV 模型组､ 定喘汤组､ 宣法组､ 降法组和清法组,每
组 9 只。除正常组外,余各组用 RSV(Long 珠)病毒予大鼠滴鼻造模,造模后正常组和模型组均以等体

积的生理盐水灌胃,各干预治疗组分别予相应的药物灌胃。采用蛋白印迹法检测肺组织中 T-bet 和
GATA3 的蛋白表达水平,ELISA 法检测各组大鼠血清中 INF-γ 和 IL-4 细胞因子的含量。 
结果 1､ 定喘汤及各分解剂组均可不同程度的调节 RSV 感染后大鼠的一般状态和降低 RSV 感染后

的肺指数(P<0.05);2､ RSV 模型组和各干预组大鼠较正常组比较肺组织中 T-bet 蛋白表达均降低､

GATA3 蛋白表达均升高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定喘汤及宣法组与 RSV 模型组比较均可上调

T-bet 蛋白表达及下调 GATA3 蛋白表达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3､ 与正常组比较,RSV 模型组

大鼠血清中 INF-γ 含量明显降低､ IL-4 含量升高且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与模型组比较,定喘

汤组可上调 INF-γ 含量､ 各干预组药物均可下调 IL-4 含量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定喘汤“宣降清”三法对于感染 RSV 幼龄大鼠体内 T-bet 细胞因子具有明显提高作用,而对

GATA3 则有明显抑制效果,其具有调节 Th1/Th2 细胞免疫平衡能力,为定喘汤防治 RSV 感染有效性

的重要机制之一。 
 
 
PU-0445 

定喘汤及其分解剂对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大鼠肺组织 
TSLP､ GATA-3 表达的影响 

 
黄燕,崔振泽,刘明涛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观察定喘汤及其分解剂对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大鼠肺组织 TSLP 及 GATA3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Wistar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组､ 模型组､ 定喘汤组,宣法组､ 降法组和清法组。采

用滴鼻法建立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模型,应用荧光定量 PCR､ Western blotting 技术检测大鼠肺组织

中 TSLP､ GATA3mRNA 及其蛋白含量表达情况,观察定喘汤及其分解剂对上述指标及肺指数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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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肺指数､ TSLP 和 GATA3 蛋白含量､ TSLP 及 GATA3 mRNA 表达均明

显升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定喘汤组能降低肺指数､ TSLP 和 GATA3 蛋白含量,下调 TSLP 及

GATA3 mRNA 表达(P<0.05),各分解剂组下调 TSLP mRNA 表达作用明显(P<0.05),宣法组对降低

RSV 感染大鼠肺指数和下调 GATA3 蛋白含量作用优于其他各分解剂干预组。 
结论 定喘汤对 RSV 感染的干预机制可能与降低 RSV 感染大鼠肺组织中 TSLP 和 GATA3 蛋白含量,
下调 TSLP 及 GATA3 mRNA 表达有关。 
 
 
PU-0446 

口周皮肤溃疡伴消瘦 1 例病例报道 
 

张晓青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以皮肤溃疡和消瘦为主要表现症状的可能性疾病种类 
方法 通过报道 1 例皮肤溃疡,消瘦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例,存在间歇性腹泻,口腔溃疡,肠镜表现有结

肠多发溃疡及隆起,炎症性肠病?分析可能的疾病。 
结果 临床诊断:重度营养不良,炎症性肠病?免疫缺陷? 
结论 炎症性肠病和免疫缺陷关系密切,该病人存在免疫缺陷,是重度营养不良和慢性炎症继发的免疫

缺陷,还是原发免疫缺陷继发导致炎症性肠病尚需要进一步明确。 
 
 
PU-0447 

一例黑热病患儿的护理体会 
 

董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通过总结一例黑热病患儿的护理,探讨黑热病的诊疗及护理方法,总结其诊疗及护理经验,从而

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针对我科于 2017 年 4 月收治的一例黑热病患儿从病例来源､ 发病年龄､ 发病季节､ 临床表现

､ 检验､ 治疗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正确对患儿进行护理评估,提出护理问题,制定预期目标及护

理计划并对患儿实施消毒隔离､ 基础护理､ 口腔护理､ 发热护理､ 锑剂治疗､ 饮食护理､ 心理护理

及健康教育等多项对症护理措施。 
结果 经过医护人员的积极治疗与精心护理,患儿治愈出院,医护人员同时也掌握并累积了关于黑热病

的临床护理经验。 
结论 黑热病是可以预防的,在流行地区进行黑热病的防治宣传,提高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在白

蛉活跃季节做好灭蛉和防蛉工作,保护易感人群,出现疑似患儿要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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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48 

小儿荨麻疹与肺炎支原体相关性探讨 
 

梁正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诊断小儿荨麻疹病例与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关系,从而给临床漏诊､ 误诊肺炎支

原体感染提供实用经验 
方法 选取从 2013 年到 2016 年在我院儿科住院出院诊断荨麻疹病例 76 例临床资料,从中抽取 67 例

与感染有关病例进行分析。 
结果 67 例患儿中发现 33 例肺炎支原体抗体和呼吸道病原体十一项肺炎支原体抗体(IgM)阳性,占
49.2%。经予地塞米松､ 扑尔敏､ 氯雷他定､ 炉甘石治疗,并同时予阿奇霉素 10mg/Kg.d,静滴,Qd,
连用 3-7 天,后改口服阿奇霉素 10mg/Kg.d,Qd,服 3 天停 4 天,连用 2-3 周,经治疗后皮疹均在 1 至 8
天内消失 
结论 临床工作中,遇到荨麻疹患儿就诊时,应注意考虑肺炎支原体感染因素,检查肺炎支原体抗体

(IgM),避免漏诊､ 误诊,导致治疗效果差 
 
 
PU-0449 

阿奇霉素联合康复新液治疗患儿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疗效比较 
 

陈勇 
成都市龙泉驿区妇幼保健院 6101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阿奇霉素(azithromycin, AZM)联合康复新液(Kangfuxin Ye,KFX)治疗患儿社区

获得性肺炎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本地区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随机分为接受阿奇霉素 10 mg / kg /天,每日 1 次。共有 87 名患

儿入选进入本研究,其中肺炎支原体感染 55 例,肺炎衣原体感染 32 例。87 名患儿分别接受单纯阿奇

霉素治疗和康复新液联合阿奇霉素治疗。 
结果 所有支原体或衣原体感染的患儿均临床治愈。在接受康复新液联合阿奇霉素的 42 例患儿中有

3 例(6.6%),在 45 名接受单纯阿奇霉素的患儿中有 12 例(21.8%)观察到胃肠道副作用,包括呕吐,腹
痛和腹泻(p = 0.015)。 
结论 阿奇霉素联合康复新液治疗患儿支原体或衣原体肺炎安全性更高,其消化道不良反应更少。 
 
 
PU-0450 

温州地区急诊绿色通道患儿的流行病学调查 
 

夏蝉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了解急诊绿色通道患儿的流行病学特点,以提高儿科医师对儿科急危重患儿的早期识别和诊治

水平。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调查了 2014-2015 年本院儿内科急诊绿色通道患儿的病例记录,将绿色通

道患儿分为普通急诊患儿组及危重急诊患儿组。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4810 例患儿,其中普通急诊患儿 4026 例(83.7%),危重急诊患儿 784 例

(16.3%)。①年龄分布:普通急诊患儿以 1~3 岁幼儿为主(X2=96.66 P <0.01),危重就诊患儿以<1 岁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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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为主(X2=121.52  P <0.01)。②就诊时间:普通急诊患儿组以白班收住为主(X2=862.56,P <0.01);危
重患儿组以中班收住为主(X2=160.82,P <0.01)。③危重患儿区域分布:偏远地区危重病患儿所占比

例更高。④疾病季节特点:肺炎在 12､ 1､ 2 月份是高峰期,惊厥在 7 月份是高峰期,中毒就诊人数全

年比较稳定,没有明显季节特点,休克在 10､ 11､ 12 月份是高峰期。⑤各类疾病去向:急诊绿色通道

患儿 44%转病区继续治疗,46%患儿留院观察 4-24 小时后好转出院,8%转 PICU,2%死亡。⑥疾病构

成:普通急诊组患儿常见病种构成:惊厥(24.0%)､ 中毒(14.4%)､ 肺炎(11.3%)､ 呕吐(6.7%)､ 哮喘

(4.4%)。危重急诊组患儿常见病种构成:休克(21.9%)､ 肺炎(15.1%)､ 惊厥持续状态(12.6%)､ 颅内

感染(6.4%)和心肺骤停(6.25%)。 
结论 加强儿科急诊医护人员资源的合理分配､ 拓展儿科急诊医师诊断思维､ 规范化儿科生命支持

的培训将是减少儿童､ 尤其 1 岁以下危重患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 
 
 
PU-0451 

糖原累积病 IX 临床和遗传特征 
——— 表现为肝肿大的糖原累积病 IX 1 例 

 
狄军波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糖原累积病 IX (GSD IX) 是由 PHKA2､ PHKB､ PHKG2 基因突变导致磷酸化酶激酶(PhK)缺陷引

起的。患儿通常表现为反复酮性低血糖､ 生长延迟,但有些患者可能仅有肝肿大。GSD IX 是 GSD
常见的类型之一,发病较少,其生化和基因诊断尚不确定,表型与其他类型的 GSD 往往有重叠,有一

定的遗传多样性。本文报告了一例 6 岁大的男性患儿,该患儿仅有肝肿大,无其他临床表现,生长发育

正常, 后由组织学检查及基因检测,发现 PHKA2(NM-000292.2)基因 Exon32: c. 344-3467del; 
p.(Leu1149-Thr1156del)半合子变异,确定患 GSD IX。 
 
 
PU-0452 

维生素 D 对婴儿季节性甲型流感的预防作用 
 

张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25003 

 
 
目的 评估维生素 D 预防及治疗甲型流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一个 400 例婴儿参与的随机､ 对照临

床试验。 
方法 婴幼儿随机分为低剂量的维生素 D 和高剂量维生素 D 组, 4 个月内共三次检测血清钙､ 无机磷

和 25-羟维生素 D 水平。监测甲型 H1N1 流感患儿的症状,包括发热､ 咳嗽､ 喘鸣,并评价维生素 D
预防使用后的病原体水平和药物安全性。 
结果 本研究中共有 121 例发生流感病毒感染,其中低剂量维生素 D 组感染病例为 78 例,大剂量维生

素 D 组为 43 例,两组间存在有显著性差异(χ2 = 14.6324,P = 0.0001)。仅观察流感感染病例,高剂量

维生素 D 组发热､ 咳嗽､ 喘息的中位持续时间短于低剂量维生素 D 组。两组感染病例中虽病毒载

量呈下降趋势,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检测数据表现出显著性差异(高剂量维生素 D 组下降趋势更明

显)。此外,不良事件(AES)的发生率和严重不良事件(SAES)是罕见的,组与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高剂量的维生素 D(1200 IU)适用于预防季节性流感的症状,在感染病例中能迅速降低病毒载量,
促进疾病的恢复。此外,高剂量维生素 D 对婴儿来说是相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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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3 

肠道病毒 71 型(EV71)通过阻断 p-STAT1/2 
的核转位抑制干扰素的抗病毒作用 

 
王春阳,严琴琴 

西安医学院 710021 
 

 
目的 为了系统研究 EV71 与干扰素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揭示 EV71 的致病机制。 
方法 应用 EV71 感染的细胞模型,结合分子生物学的手段,研究 EV71 是否抑制干扰素信号通路的主

要信号分子。应用结晶紫染色法和 TCID50的实验检测细胞病变效应;应用免疫印迹实验观察一些列

蛋白的表达;应用核浆分离实验和免疫荧光实验检测 STATs 的核转位。 
结果 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在 IFN 预处理过的细胞感染 EV71 病毒,采用结晶紫染色法和 TCID50的实

验结果显示,用 IFN 预处理细胞既不能抑制 EV71 感染造成的细胞病变效应,也不能抑制病毒的复制

和释放。另外,免疫印迹的实验结果显示,大剂量的 EV71 感染,对干扰素受体 IFNAR1 ､ JAK1 和信

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1/2,STAT1/STAT2)的蛋

白水平均没有明显的影响。进一步通过核浆分离实验和免疫荧光实验我们发现,EV71 感染并不抑制

IFN 诱导的 STAT1/2 的磷酸化,但是却阻断了 p-STAT1/2 的核转位。 
结论 本研究阐明了 EV71 通过阻断 p-STAT1/2 的核转位进而抑制 IFN 发挥抗病毒作用。 
 
 
PU-0454 

“宣降清”理论干预 RSV 感染大鼠 Th2 上游因子 
TSLP 蛋白表达的研究 

 
黄燕,徐超,崔振泽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观察定喘汤全方及其宣､ 降､ 清分解剂对 RSV 感染大鼠 TSLP 蛋白表达的变化,探讨定喘汤及

其宣､ 降､ 清分解剂的疗效机制。 
方法 将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 RSV 模型组､ 定喘汤全方组､ 宣法组､ 降法组及清法组各 9
只,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用 RSV(Long 珠)病毒滴鼻感染大鼠,感染后正常组和模型组均以等体积的

生理盐水灌胃,各干预治疗组分别予相应的中药灌胃。在感染后 7 天,取大鼠肺组织行病理分析,并采

用蛋白印迹法(WB)和 SABC 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大鼠肺组织 TSLP 蛋白表达的情况。 
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肺组织中 TSLP 蛋白表达增高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与模型组比

较,定喘汤组及宣法分解剂组 TSLP 蛋白表达显著减弱(P<0.05);与定喘汤组比较,各分解剂组的

TSLP 蛋白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结论 定喘汤干预 RSV 感染大鼠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大鼠 Th2 上游因子 TSLP 蛋白表达有关。 
 
 
PU-0455 

儿童布氏杆菌感染 1 例分析 
 

吴俊峰,许华山 
福建省泉州市儿童医院 362000 

 
 
目的 提高布鲁氏菌病低发区儿童感染该病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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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福建省泉州市儿童医院收治的一例反复发热､ 关节疼痛患儿的诊治。 
结果 终确断为布鲁氏菌病,给予利福平和复方新诺明联合治疗,症状痊愈。 
结论 对临床上表现不明原因反复发热､ 多汗､ 关节疼痛､ 肝脾肿大等症状的病人､ 要注意询问是

否有牛羊或相关乳制品的接触史,给予相关的检查,警惕布鲁氏菌感染的可能。 
 
 
PU-0456 

结核感染患儿合并银屑病 1 例 
 

张婕,艾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临床报道 1 例确诊的肺结核､ 结核性脑膜炎患儿,合并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给予抗银屑病治疗

后病情好转,以期探讨结核感染与银屑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总结本院 1 例炎肺结核､ 结核性脑膜炎患儿治疗过程中并发银屑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者系 12 岁女性青春期患儿,以“反复发热 10+天,头痛､ 头晕 7 天”于 2012 年 5 月 31 入住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胸部 CT 提示:左肺下叶背段见斑片影及条索影,气管前腔静脉后可见钙化灶,
气管隆突下可见小钙化点;脑脊液常规:有核细胞 80*106/L,淋巴细胞 86%,单核细胞 9%,脑脊液生化:
蛋白明显升高( 1729.3mg/L),糖降低(1.49mmol/L),氯化物降低( 107.2mmol/L)。临床诊断:肺结核,结
核性脑膜炎。给予 HRZS(异烟肼､ 利福平､ 吡嗪酰胺､ 链霉素)四联抗痨治疗后患儿体温渐降至正

常。但开始治疗 10+天后,患儿再次出现反复高热,伴全身进行性加重红斑,红斑基础上可见脓疱,尼氏

征阳性,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 C 反应蛋白较前升高。调整为乙胺丁醇､ 左氧氟沙星联合丁胺卡那

抗感染治疗,加用异甘草酸镁､ 丙种球蛋白及抗过敏治疗后皮疹无好转。完善自身抗体､ 细胞免疫

､ 体液免疫检查未见明显异常,遂按“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加用“甲枫霉素､ 海棠合剂”治疗后,皮疹渐

消退,体温正常。再次按 HRZE 方案给予异烟肼､ 利福平､ 吡嗪酰胺､ 乙胺丁醇治疗,皮疹无反复,带
药出院。 
结论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 复发性皮肤鳞屑性皮肤病,常与遗传､ 感染､ 免疫紊乱等相关,其中感染病

因中链球菌､ EB 病毒感染均有报道,但结核感染继发银屑病鲜有报道。同时因抗痨药物 常见毒副

反应为皮疹,故本例患儿易被误诊为药疹,但给予更换药物及抗药疹治疗后,病情无好转。转而以银屑

病治疗收效较好,再次恢复抗痨治疗,病情无反复。考虑患儿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可能系结核感染一

部分表现,当然结核感染与银屑病关系需待经过临床观察及基础研究证实其关系。 
 
 
PU-0457 

不同年龄组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分析 
 

李劲松,张利,高海英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人民医院 518055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征及实验室资料改变。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确诊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131 例,按年龄分为婴幼儿

组( 1 月~) 24 例､ 学龄前组( 3 岁 ~) 56 例､ 学龄期组( 6 ~ 14 岁) 51 例。比较不同年龄段儿童 
MPP 的临床表现､ 肺部体征､ 胸片及实验室检查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婴幼儿组 MPP 患儿痰咳与喘息症状相对明显,发热多以中低热为主,肺外表现以胃肠道症状为

主,肺部体征较明显; 学龄期儿童组 MPP 患儿多表现为高热,干咳,多不伴喘息,肺外表现以皮损多见,
肺部体征轻;学龄前组患儿临床表现介于两者之间。婴幼儿组､ 学龄前儿童组 MPP 患儿胸片以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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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肺炎为主要表现,而学龄期儿童胸片以肺段实质浸润为主,易引起胸膜炎或肺不张;学龄儿童组血 
CRP､ ESR 水平高于婴幼儿组,而婴幼儿组心肌酶 CKMB 高于学龄期儿童组。 
结论 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 MPP 临床特征不同,尤其是婴幼儿与学龄期儿童之间差异更明显。 
 
 
PU-0458 

盐酸氯胺酮对脓毒症肝损伤疗效观察及 TNF-a､ IL-6 的影响 
 

赖敏 
湖南省株洲市中心医院 412200 

 
 
目的 研究盐酸氯胺酮对 SD 大鼠脓毒症致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采用盲肠结扎穿孔(C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CLP)诱导形成脓毒症大鼠肝损伤模型,盐酸氯

胺酮分别于造模术后 30min 开始给药,然后每 12h 经双下肢交替肌注给药,直至动物死亡或 3 天观察

期结束。将 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三组,分别为假手术组(SHAM)､ CLP 模型组､ 氯胺酮

(CLP+KET 5% 10mg/kg in)治疗组。记录一般情况并检测 CLP 术后大鼠死亡或观察期结束时各组

大鼠的存活率,血清中谷丙转氨酶(ALT)､ 谷草转氨酶(AST)水平及各组小鼠肝脏组织中肿瘤坏死因

子(TNF-a)､ 白介素一 6(IL-6)水平及其 HE 染色的病理变化情况。 
结果 除 SHAM 组外,其余各组动物术后 24h 为死亡高峰期.至 72h 各组存活率分别是:CLP 组

0%,KET 组 20%。组间存活率比较:KET 和 CLP 组比较均具有显著差异(P<0.05).显示盐酸氯胺酮能

提高实验性脓毒症大鼠的存活率;术后 24h,大鼠血清 AST､ ALT 值:脓毒症模型组较对假手术组血清

AST､ ALT 值显著升高(P<0.05),盐酸氯胺酮治疗组明显改善(P<0.05);肝组织 TNF-a､ IL-6 水平:脓
毒症模型组较对假手术组肝组织 TNF-a､ IL-6 值显著升高(P<0.05),氯胺酮治疗组明显改善(P<0.05);
病理切片显示假手术组大鼠肝脏结构轻微改变,脓毒症模型组肝组织肝细胞坏死点灶状坏死､ 混合

炎细胞浸润､ 肝细胞脂肪变性,氯胺酮治疗组肝脏组织病理损伤情况均较模型组明显改善。 
结论 盐酸氯胺酮对 CLP 诱导的 SD 大鼠肝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PU-0459 

特异性肠道病毒鸡卵黄抗体喷剂对疱疹性咽峡炎患儿 
口腔疱疹的消除效果观察 

 
宋自强,陈春宝,张璇 

三峡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443003 
 

 
目的 评价特异性肠道病毒鸡卵黄抗体喷剂对疱疹性咽峡炎患儿口腔疱疹消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100 名患儿在疾病规范治疗基础上,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使用特异性肠道病毒鸡卵黄抗体喷

剂对口腔疱疹喷雾消毒,对照组不使用抗体喷剂:观察患儿口腔疱疹症状､ 体温的变化及副反应,两组

均持续观察 7 天。 
结果 研究组患儿口腔疱疹在 7 天内均消除并恢复正常,体温回复正常,无任何严重毒副反应。研究组

口腔疱疹好转和消退时间,发热好转和消退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三价肠道病毒抗体对疱疹性咽峡炎患儿口腔疱疹消除是有效和安全的,可用于儿童手足口病和

疱疹性咽峡炎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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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0 

儿童 EB 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征的回顾性研究 
 

于莹,李双杰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 EB 病毒感染儿童的临床特点及实验室检查情况。 
方法 对诊断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征的 204 名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4 例中,男性 126 例(61.8%),女性 78 例(38.2%),<3 岁 59 例(28.9%),>3 岁 145 例(71.1%)其
中入院前发热大 182 例(89.2%),体温 38.0~41℃,热程 1~16d,其他常见的临床表现有眼睑浮肿､ 扁

桃体肿大､ 颈部淋巴结肿大､ 肝脾肿大等。实验室异常指标包括:白细胞计数､ 异型淋巴细胞比例

､ 肝酶及心肌酶定量､ 全血 EBV-DNA 定量､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其中男性患儿组和女性患儿组相

比,≤3 岁组和>3 岁组相比,女性患儿及年长儿肝酶增高比例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 EB 病毒感染可引起多种疾病,临床表现及体征多种多样,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而年长儿更

容易产生系统症状,累及脏器的损伤,外周血异型淋巴细胞比例､ EBV VCA-IgM 及 EB 病毒 DNA 检

测有助于表现不典型年幼患儿的早期诊断。 
 
 
PU-0461 

不同剂量更昔洛韦治疗巨细胞病毒引起 
的婴幼儿呼吸道感染疗效观察 

 
李文峰 

湖北省黄石市爱康医院 435001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的更昔洛韦(GCV)治疗婴幼儿巨细胞病毒(CMV)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的疗效和副作

用。 
方法 采用不同检测方法从 221 例疑是巨细胞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的婴幼儿中筛选出 145 例巨细

胞感染阳性患儿随机分为高剂量组和低剂量组,分别采用 10mg/kg 和 5mg/kg 治疗,比较不同检测方

法的阳性率以及更昔洛韦治疗的效果和副作用 
结果 咽拭子 CMV-DNA 阳性率 55.20%高于血清标本 CMV-DNA 的阳性率 19.46%,两组差别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3),GCV 大剂量组咽拭子 CMV-DNA 转阴率为 82.5%,GCV 低剂量组咽拭子 CMV-
DNA 转阴率为 81.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剂量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78.08%高于低剂量治疗组 34.72%,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集咽拭子检测 CMV-DNA 的方法来诊断 CMV 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的方法优于血清学检查,小
剂量的 GCV 治疗 CMV 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与大剂量相比同样有效,且副作用更小,值得临床推广。 
 
 
PU-0462 

103 株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朱芹 
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了解本院 2012 年 1 月到 2013 年 9 月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的临床分布情况及耐药性分析,为临床

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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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近年来本院各感染标本中分离出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用法国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对细

菌进行鉴定,并做临床常用抗生素耐药性分析,用 whonet5.4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03 株分离的洋葱伯克霍尔德菌主要来自于重症监护室,标本主要来源于呼吸道感染的痰标本

以及咽拭子中;药敏结果显示,复方新诺明,米诺环素等对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有较好的抗菌活性,耐药率

依次为 5.83﹪,6.8﹪;对妥布霉素,亚胺培南,庆大霉素,丁胺卡那,多粘菌素 B,奈替米星,氨苄西林/舒巴

坦,替卡西林/棒酸的耐药率依次为 99.03﹪,98.06﹪,98.06﹪,97.09
﹪,97.09%,97.09%,96.12%,96.12%。 
结论 本院临床分离的洋葱伯克霍尔德菌主要来源于重症监护室,呼吸道感染病人痰液标本中,耐药现

象比较严重,需加强耐药性监测,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控制院内感染。 
 
 
PU-0463 

儿科感染可能出现的“后抗生素时代”的应对措施 
 

王陆芬 
1.云中医医院南省 
2.云南中医学院 

 
 
目的 探析儿科感染滥用抗生素可能出现的“后抗生素时代”,并积极探讨应对措施。 
方法 通过顺查法和追溯法,检索查阅了 2006 年以来中国知网收录的与儿童用药相关的期刊文章､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报纸文章等文献资料。 
结果 儿科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普遍存在,但抗生素处方率及家长自备抗生素的使用率不降反升高,广
谱抗生素使用在增加,儿科抗生素使用现状堪忧。 
结论 目前临床上处理儿童感染,多采用抗生素进行治疗,抗生素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主观认识

上的误区为抗生素的滥用创造了条件,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及细菌耐药性的变迁, 给儿童的健康造成严

重危害,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有可能出现“后抗生素时代”。 
 
 
PU-0464 

宋氏志贺氏菌 D 群痢疾杆菌感染的临床特征 
 

徐静鸿 
鹤壁市人民医院 458030 

 
 
目的 了解宋氏志贺氏菌 D 群痢疾杆菌感染的临床特征。 
方法 通过对集体感染事件分析及统计,发现临床特征。 
结果 34 人感染,33 例发热,27 人在应用抗生素治疗前留取大便培养,并进行细菌分型,20 人结果阳性,
大便培养一致为宋氏志贺氏 D 群痢疾杆菌生长。全部对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对头孢曲松耐药。所

有患儿全部治愈,退热时问为 2 天,(平均 1.8d),腹泻停止时间 2—5 d(平均 3.5d),大便培养转阴时间

3~4.5 d(平均 3.5 d)。随访 2 个月,无发热､ 大便性状正常､ 无营养不良状况等。 
所有病人先选用抗生素头孢哌酮巴坦冶疗.病情迅速缓解并趋于稳定. 
结论 34 例宋氏志贺氏痢疾杆菌 D 群感染患儿感染日期不详,发病日期相对集中。周六周日休息,周
一发病,应该是细菌感染,且毒理相对弱。20 例大便培养一致为宋氏志贺氏 D 群痢疾杆菌生长。本组

病例为宋氏志贺氏痢疾杆菌 D 群感染,毒力相对较弱,证实推测。全部病例发热､ 腹泻､ 腹痛､ 呕吐

､ 脓血便,仅 1 例发热抽搐,无休克症状。全部对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对头孢曲松耐药。提示耐药菌

株的产生。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效果显著。本次事件给幼托机构负责部门敲响警钟。大力加强以

食品卫生､ 环境卫生及其病原微生物孽生地在内的综合防治,把好病从口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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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5 

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 220 例临床分析及探讨 
 

蔡晶娟
1,陈飞

1,何露
1,罗艳

1,余春丽
1,周晓玲

1,庄琴
1 

1.成都儿童专科医院 
2.成都儿童专科医院 

 
 
目的 分析轮状病毒性肠炎(RSV)的发病情况及其合并症对小儿的危害程度,探讨如何对该病的早期

干预,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方法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 将我科 220 例(新生儿不纳入其中)轮状病毒性肠炎住院患儿的

临床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轮状病毒性肠炎的诊断;根据发病年龄及流行季节､ 不洁饮食､ 大便

性状(大多呈水样便),我院化验室主要用快速金标法检测粪便中的 A 群轮状病毒抗原阳性来确诊。 
结果 220 例 RSV 中,男 121 例,女 99 例;年龄:29 天~1 岁 98 例,~2 岁 81 例,~5 岁 34 例;~7 岁 6 例。

220 例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除具有急性发热､ 腹泻､  腹胀､ 腹痛和恶心呕吐等主要临床表现外;有
合并症的 175 例 
结论 腹泻病是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情况:轮状病毒是幼儿病毒性急性胃肠炎 常见的病因,传播

途径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A 组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婴幼儿腹泻传染性强,可在家庭内和医院迅速

传播,生活的密切接触可导致散发感染。根据我科收住院的 220 例轮状病毒肠炎分析:5 岁以下的男

孩易感,且可致多种发症。因此,早发现､ 早干预､ 早治疗;同时及早处理并发症､ 以降低死亡率是关

键;而搞好公共卫生及宣教､ 减少该病的发生是根本。 
 
 
PU-0466 

儿童肺部恶性肿瘤七例临床分析 
 

徐丹,陈志敏,顾伟忠,王颖硕,黄美霞,唐兰芳,张园园,姜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探讨儿童肺部恶性肿瘤的临床特点､ 影像学特点以及预后。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确诊的 7 例儿童肺部恶性肿

瘤的临床､ 影像以及病理表现,治疗及预后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本组均首诊于儿内科,症状例数:咳嗽 6 例､ 呼吸困难 4 例,发热､ 纳差各 2 例､ 胸闷､ 胸痛

､ 跛行､ 腹胀及便秘各 1 例,未发现咯血､ 喘息或进行性消瘦的病例。体检:肺部听诊示 5 例单侧呼

吸音减低,1 例可闻及湿啰音及哮鸣音,1 例肺部听诊无明显发现;肺外表现包括左髋关节压痛､ 左阴

囊内包块各 1 例;未发现杵状指､ 贫血貌､ 淋巴结肿大､ 肝脾肿大等。(2)化验:血常规示白细胞仅 1
例偏高,为 17.44×109/L,其余均在正常范围,中性粒细胞 34.8%~76.7%,C 反应蛋白<1mg/L 
~162mg/L,均无贫血,血肿瘤标志物 4 例中有 3 例增高。(3)影像学:肺内多发结节状阴影 3 例,肺内多

发囊腔性病变 2 例(均为胸膜肺母细胞瘤),支气管内软组织块影 1 例,肺内类圆形肿块影 1 例,合并纵

隔内肿块影 1 例。合并肺不张 3 例,气胸 2 例,纵隔疝 2 例,胸腔积液 1 例,皮下气肿 1 例。(4)所有患

儿均接受肿瘤穿刺活检或肿瘤切除,经病理诊断确诊为:胸膜肺母细胞瘤 3 例,内胚窦瘤 2 例,鳞状细胞

癌､ 甲状腺乳头状癌各 1 例。(5)随访:存活 3 例,死亡 2 例,失访 2 例。死亡患儿为胸膜肺母细胞瘤合

并多处骨转移与胸膜肺母细胞瘤各 1 例,家长均放弃治疗出院。目前存活并在继续随访中的 3 例随

访时间分别为 19 个月､ 11 个月､ 2 个月,1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肺转移行右甲状腺癌根治+甲状腺左

叶切除+改良选择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后,接受碘 131 治疗;1 例内胚窦瘤肺转移 3 次化疗后行左腹

膜后肿瘤切除+左侧睾丸肿瘤切除术,再行 6 次化疗;另 1 例内胚窦瘤肺转移予 3 次化疗后出院等待

下次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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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肺部恶性肿瘤并非少见,但其症状常为非特异性,易漏诊或误诊,对影像学表现为肺内多发囊腔性

病变､ 支气管内软组织块影及多发结节状阴影者,但无感染征象或抗感染治疗无效的,应特别警惕,必
要时尽早行病理学检查。 
 
 
PU-0467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的临床研究 
 

欧阳学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5 

 
 
目的 研究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的效果和安全性,从而为中医药防治小儿急性

化脓性扁桃体炎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小儿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病例 200 例,分为治疗组 100 例和对照组 100 例,观察两组的病

程､ 总体疗效､ 不良反应,发热､ 咽痛､ 扁桃体肿大､ 脓性分泌物的消退时间,治疗前后两组白细胞

､ 超敏 C 反应蛋白､ 谷丙转氨酶､ 肌酐､ 肌酸激酶的情况。 
结果 1.疗程结束后,两组总有效率,发热､ 咽痛､ 扁桃体肿大､ 脓性分泌物消退时间,住院天数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组发热､ 咽痛､ 扁桃体肿大､ 脓性分泌

物消退时间及住院天数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2.治疗前后两组组内比较,治疗后两组白细胞､ 超

敏 C 反应蛋白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组间治疗后比较,白细胞､ 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治疗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3.治疗前后两组组内和组间比较,两组谷丙转氨酶

､ 肌酐､ 肌酸激酶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均未见任何不良反应。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能提高小儿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的总有效率,减少发热､ 咽痛､ 扁桃体肿大､ 脓

性分泌物的消退时间,缩短住院天数,降低白细胞､ 超敏 C 反应蛋白,服药期间无明显肝肾功能损害,
无不良反应,安全性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0468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临床观察 
 

欧阳学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5 

 
 
目的 研究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效果和安全性,从而为中医药防治小儿支气管肺炎提

供依据。 
方法 选择小儿支气管肺炎病例 200 例,分为治疗组 100 例和对照组 100 例,观察两组的病程､ 总体

疗效､ 不良反应,发热､ 咳嗽､ 喘息､ 啰音的消退时间,治疗前后两组白细胞､ 超敏 C 反应蛋白､ 谷

丙转氨酶､ 肌酐､ 肌酸激酶的情况。 
结果  1.疗程结束后,两组总有效率,发热､ 咳嗽､ 喘息､ 啰音消退时间,住院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组发热､ 咳嗽､ 喘息､ 啰音消退时间及住院天数显著

少于对照组(P<0.05)。2.治疗前后两组组内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白细胞､ 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治疗后比较,白细胞､ 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3.治疗前后两组组内和组间比较,两组谷丙转氨酶､ 肌酐､ 肌酸激酶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均未见任何不良反应。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能提高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总有效率,减少发热､ 咳嗽､ 喘息､ 啰音的消退时间,缩
短住院天数,降低白细胞､ 超敏 C 反应蛋白,服药期间无明显肝肾功能损害,无不良反应,安全性好,值
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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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9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肺炎疗效及对 
免疫球蛋白､ 炎症因子的影响分析 

 
李学英 

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 054000 
 

 
目的 分析和探讨在小儿肺炎治疗中使用喜炎平注射液的临床治疗效果以及对免疫球蛋白及炎症因

子的影响分析。 
方法 选择了 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36 例小儿肺炎患儿作为探究对象,按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成了对照组 66 例和实验组 70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治疗,而实验组患儿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又给予了喜炎平注射液治疗,7d 后观察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和两组疗免疫球蛋白､

炎症因子(IL-2､ IL-6､ IL-10 和 TNF-a)的水平变化。 
结果 实验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94.3%)比对照组的(75.8%)高,(X2=9.3 P<0.05)。实验组治疗后

IgA 和 IgG 分别为(1.64±0.65)g/L 和(14.21±2.81)g/L,对照组分别为(1.31±0.62) g/L 和

9.77±2.24)g/L,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治疗后 IgM 为

(1.12±0.16)g/L,对照组为(1.95±0.67)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10.07,P<0.05)。治疗后两组 IL-
2､ IL-6､ IL-10 和 TNF-a 炎症因子水平均显著下降(P<0.05),实验组 IL-2､ IL-6､ IL-10 和 TNF-a 炎

症因子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小儿肺炎临床治疗过程中,采用喜炎平注射液治疗,不仅可以对患者的临床症状进行有效的改

善。显著减低患儿 IgM 水平,提高 IgA 和 IgG 水平;显著降低患者的各炎症因子水平,并且是安全有效

的,值得推广与使用。 
 
 
PU-0470 

通过宣传减少抗生素在哮喘病人中的应用临床研究 
 

陈官进 
青田县人民医院 323900 

 
 
目的 通过宣传减少抗生素在哮喘儿童病人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举办哮喘之家活动､ 通过青田县电视台､ 青田县广播电台定期举办哮喘知识讲座,临床医

生定期举办培训班提高哮喘知识的掌握,从而减少抗生素在哮喘儿童病人中的应用。通过对宣传前

后的哮喘病人各 1000 张处方的检查,了解宣传效果。 
结果 通过一年的努力,哮喘儿童病人的抗生素应用减少,通过宣传前后各 1000 张哮喘儿童病人处方

的检查,效果明显,通过卡方检验,有显著差异。 
结论 通过宣传,可以减少抗生素在哮喘儿童病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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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1 

通过宣传减少抗生素在哮喘病人中的应用临床研究   
 

陈官进 
青田县人民医院 323900 

 
 
目的 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如嗜酸性粒细胞､ 肥大细胞､ T 淋巴细胞､ 中性粒细胞和气道上皮

细胞等)和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疾患。而影响哮喘发生和发展因素有宿主因素(遗传/基因､

性别､ 肥胖)和环境因素(变应原､ 感染､ 职业致敏物､ 吸烟､ 空气污染､ 饮食)。笔者发现在临床工

作中基层医院对喘息发作的患儿均在应用抗菌素治疗。这与哮喘诱发因素的多样性相违背。为使抗

菌素在哮喘病人中减少及合理的使用,本院于 2012 年 3 月起开展对患儿家属及临床医师哮喘方面的

学习及宣传。 
方法 1.2011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曾有过住院经历的哮喘患儿 48 例,其中男 28 例占 58.3%,女 20 例

占 41.7%,其中年龄大于 5 岁:8 例占 16.7%,3-5 岁的 26 例占 54.1%,3 岁以下 14 例占 29.2%,住院大

于 2 次 4 例占 8.3%,2 次的有 8 例占 16.7%,1 次 36 例占 75%。近一年气喘发作大于 10 次 11 例占

22.9%,5-9 次 28 例占 58.3%,低于 5 次 9 例占 18.8%。48 例病人中,近一年来有过吸入治疗超过 3
个月的仅 1 例占 2.1%。所有病例每次气喘发作均有用抗菌素占 100%。2011 年 3 月-2012 年 3 月

随机抽取喘息治疗处方 1000 张,其中有 956 张处理使用了抗菌素,抗菌素使率达 95.6%。 
2.在 2012 年 3 月起对 48 例病例家属进行定期哮喘之家活动,让家属了解滥用抗菌素的后果､ 哮喘

的发病原理､ 哮喘的病因､ 哮喘发作的高危因素,同时介绍 GINA 方案好处。对临床医生进行哮喘患

儿管理培训。 
结果 通过一年的随防,48 例中仅有一例再次住过院,近一年气喘发作超过 5 次的没有一例,在所有气

喘发作后应用抗菌素例次是共 10 人占 20.8%共 20 次。按 GINA 方案进行吸入治疗 40 例占 83.3%,
其中吸入超过 6 个月达 15 例 31.2%,超过 3 个月 25 例 52%。 
随机抽取 2012.3-2013.3 门诊喘息治疗处方 1000 张,其中使用抗菌素 453 张占 45.3%。 
通过临床宣传门诊喘息患儿治疗处方中抗菌素的使用对比  

   
使用抗菌素处方 
(单位:张)  未使用抗菌素处方(单位:张)  合计(单位:张)  

宣传前 
宣传后  

965(709) 
453(709)  

35(291) 
547(291)  

1000 
1000  

合  计  1418  582  2000  
通过卡方检验结果 X2=635.29 大于 6.63。P 小于 0.01,差别主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通过临床宣传 48 例样本中因喘息发作使用抗菌素的人数对比(单位:位)  
   使用抗菌素  未使用抗菌素  合计  
宣传前  48(29)  0(19)  48  
宣传后  10(29)  38(19)  48  
合  计  58  38  96  
通过卡方检验结果 X2=62.9 大于 6.63。P 小于 0.01,差别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宣传可以减少抗生素在哮喘儿童病人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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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2 

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咯血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孟燕妮,陈艳萍,安照辉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评价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咯血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6 月 38 例咯血患儿均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并同时收集灌洗液(BALF)
做普通培养､ 真菌培养､ 找肺含铁血黄素细胞,必要时行活检。 
结果 38 例咯血患儿经纤支镜检查, 后诊断肺部炎症 30 例(其中包括 1 例不动纤毛综合征),异物 2
例､ 支气管内膜结核 2 例､ 先天性肺血管畸形 1 例､ 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 3 例。病原学检查

细菌培养阳性 5 例(13.9%)肺炎克雷伯菌 2 例,大肠埃希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各 1
例。真菌培养阳性 1 例(2.7%),为烟曲霉菌。 
结论 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咯血的诊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PU-0473 

哮喘患儿调节性 B 细胞改变及意义初探 
 

马卓娅,刘萍,张建平,王国兵,郑跃杰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调节性 B 细胞(Regulatory B cells,Breg)在儿童哮喘发病中可能的作用。 
方法 选取急性期哮喘患儿 23 例,同年龄健康儿童 21 例,取血备检。采用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外周血

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 Breg 比例及 Breg 细胞表面共刺激分子 CD80､ CD86 的
表达水平;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CD4+ T 细胞中 IL-17A､ IL-17F､  IFN-γ､ T-bet､ GATA3､
RORγt､ IL-10､ TGF-β mRNA 表达;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 B 细胞培养上清中 IL-10 蛋白浓度。 
结果 (1)急性期哮喘患儿外周血中 CD24hiCD27+Breg 细胞比例及 B 细胞培养上清的 IL-10 浓度低于

同年龄对照组,(P<0.05);共刺激分子 CD80､ CD86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2) 急性

期哮喘患儿 CD4+CD25+Foxp3+Treg 比例明显低于同年龄对照组(P<0.05); CD4+ T 细胞中 T-bet､
IFNG､ RORγt､ IL-17A､ IL-17F 表达上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GATA3 表达未见显著性差

异(P>0.05);(3)CD19+ B 细胞中 IL-10 mRNA 在急性哮喘患儿和对照组间的无明显差异,而 TGF-β 
mRNA 在急性哮喘患儿中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Breg 细胞数量及功能异常可能是哮喘发病机制之一。 
 
 
PU-0474 

感染后咳嗽病原学调查以及家庭雾化的疗效分析 
 

王冰洁,王桂兰,容嘉妍,黄娟,刘翔腾,林嘉镖,杨赛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探讨中山地区引起感染后咳嗽的常见病原以及评估家庭雾化对感染后咳嗽干预效果。 
方法 选择符合入组标准患儿 119 人,分为干预组及对照组,分析两组患儿在住院期间病原学结果,分
析导致感染后咳嗽的常见病原;干预组使用加压雾化机进行每日家庭雾化,对照组无特殊治疗,分别于

7 天､ 14 天､ 21 天通过电话回访收集两组患儿症状体征资料,进行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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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儿感染后咳嗽的常见病原均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流感病毒､ 副流感病毒及肺炎支原体;
干预组在 7 天､ 14 天及 21 天疗效有统计学差异(χ2= 29.69,P<0.01);对照组在 3 个时间点疗效有统

计学差异(χ2=  4.44,P>0.05);2 组间 7 天､ 14 天及 21 天的两组疗效比较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31.41､ 62.77､ 62.23,P 均<0.01);干预组显效患儿中细菌显效率 高,7 天､ 14 天及 21 天分别为

50%､ 54.7%及 51.7%;干预组病毒显效率其次,7 天､ 14 天及 21 天分别为 30.6%､ 26.4%､ 34.5%;
支原体/衣原体显效率 低,7 天､ 14 天及 21 天分别为 19.4%､ 18.9%､ 13.8%。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 流感病毒为引起中山地区感染后咳嗽常见病原,使用布地奈德家庭雾化能有

效控制感染后咳嗽患儿的临床症状;病毒及支原体/衣原体所引起的感染后需治疗时间较细菌引起的

更长。 
 
 
PU-0475 

腺苷 A2a 受体在慢性间歇低氧小鼠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 
 

蔡晓红,洪芳芳,林晶,方励,陈帆,蔡慧琳,张依纯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 A2aR 在慢性间歇低氧所致小鼠认知功能损害中的作用。 
方法 将雄性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 7 组:空白对照组(A)､ 空气模拟对照组(AC)､ 慢性间歇低氧模

型组(IH)､ A2aR 激动剂组(CGS21680)､ A2aR 拮抗剂组(SCH58261)､ A2aR 基因敲除小鼠组(KO)
及溶媒对照组(DMSO),每组 6 只。A 组在同一室内氧舱外饲养,AC 组在空气模拟对照舱,其余组小鼠

均放入间歇低氧舱,造模 4 周。造模 后 1 周行八臂迷宫训练,造模结束当天行八臂迷宫测试。测试

结束后将小鼠断头,分离海马,膜片钳技术行 LTP 测定,HE､ TUNEL 法观察小鼠海马神经元病理学改

变及凋亡变化,WB 检测海马 Syntaxin､ PKA-cα､ BDNF､ Caspase3､ Bcl2 蛋白表达。 
结果  (1)行为学:八臂迷宫测试各组小鼠 WME､ RME､ TE 均随训练日的增加而减少(P<0.05);与 A
组比较,IH 组 WME､ RME､ TE 均升高(P<0.01);与 IH 组比较,拮抗剂组､ 基因敲除组 WME､ RME
､ TE 明显减少(P<0.05),激动剂组增多(P<0.01)。(2)形态学观察:光镜下,与 A 组比较,IH 组小鼠海马

CA3-CA1 区变性神经元增多,有明显凋亡(P<0.01);与 IH 组比较,拮抗剂组､ 基因敲除组小鼠海马

CA3-CA1 区变性神经元减少,凋亡减少(P<0.01),激动剂组小鼠海马变性神经元增多,凋亡增多

(P<0.01)。(3)LTP:与 A 组比较,IH 组 LTP 的斜率明显下降(P<0.01);与 IH 组,比较拮抗剂组､ 基因敲

除组 LTP 的斜率明显升高(P<0.05),激动剂组 LTP 的斜率降低(P<0.05)。(4)WB:与 A 组比较,IH 组

Syntaxin､ Bcl2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0.01);与 IH 组比较,拮抗剂组､ 基因敲除组 Syntaxin､ Bcl2 表

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激动剂组降低(P<0.05)。与 A 组比较,IH 组 PKA-cα､ BDNF､ Caspase3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1);与 IH 组比较,激动剂组 PKA-cα､ BDNF､ Caspase3 表达水平升高

(P<0.05),拮抗剂组､ 基因敲除组 PKA-cα､ BDNF､ Caspase3 表达水平降低(P<0.01)。 
结论 慢性间歇低氧可通过激活腺苷 A2a 受体,加重脑区炎症反应,导致海马 CA3-CA1 区神经元凋亡,
降低突触传递性,造成小鼠认知功能损伤。 
 
 
 
PU-0476 

伏立康唑抢先治疗儿童侵袭性肺念珠菌病的疗效观察 
 

段效军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并比较伏立康唑和氟康唑抢先治疗儿童侵袭性肺念珠菌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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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在本院呼吸内科､ 儿童重症

监护病房住院患儿中符合儿童侵袭性肺念珠菌病临床诊断标准的 41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使用的

抗真菌药物种类分为伏立康唑组 16 例､ 氟康唑组 25 例,观察两组患儿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时间,
并对入选患儿的菌种分布及药敏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伏立康唑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明显低于氟康唑组( P<0.05) 。伏立康唑组患儿治疗

的有效率为 100.0%,明显高于氟康唑组的 56.0%( P<0.05)。非白色念珠菌对氟康唑及伏立康唑的耐

药率明显高于白色念珠菌,白色念珠菌及非白色念珠菌对伏立康唑的敏感率均要高于氟康唑

( P<0.05)。 
结论 伏立康唑抢先治疗儿童侵袭性肺念珠菌病的疗效要优于氟康唑,氟康唑治疗失败的原因可能与

非白色念珠菌感染有关。 
 
 
PU-0477 

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的 FeNO 与 NNO 的关系 
 

温赤君,朱明风,任文美,朱瑶琼,武亦文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探讨支气管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上､ 下气道炎症相关性性,为精准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比较支气管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A 组),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B 组),非过敏咳嗽患儿(C 组)
和无咳嗽组(D 组)的 FeNO, NNO 和 EOS%的变化。采用尚沃纳库仑一氧化氮分析仪检测各组患儿

的 FeNO 和 NN0。同时检测各组患儿的血常规。 
结果 FeNO, NNO 和 EOS%水平: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组(A
组)(64.57±30.55,599.82±182.41,9.40±2.53);咳嗽变异性哮喘组(B
组)(34.07±12.78,393.40±117.22,8.10±1.55);非过敏组(C 组)(19.05±9.58,166.57±99.93,5.77±1.89)
和无咳嗽组(D 组)(17.88±9.21,142.41±127.73,5.74±1.16)。A 组和 B 组的 FeNO, NNO 和 EOS%水

平明显高于 C 组和 D 组,有统计学意义(F=65.24,119.83,77.51。P<0.05)。A 组 FeNO, NNO 和

EOS%水平又高于 B 组(P<0.05)。C 组与 D 组之间 FeNO, NNO 和 EOS%水平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P>0.05)。高 FeNO､ NNO 水平中 A 组的百分比明显高于 B 组(P<0.05)。C 组与 D 组之间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FeNO 的 ROC 曲线,其曲线下面积为 0.855,95%可信区间为

(0.788,0.921)。约登指数 大值为 0.686。灵敏度为 72.2%,特异度为 96.4%。NNO 的 ROD 曲线,
其曲线下面积为 0.850,95%可信区间为(0.781,0.920)。约登指数 大值为 0.610。灵敏度为 79.2%,
特异度为 81.8%。相关性比较中,A 组与 B 组的 FeNO, NNO 和 EOS%存在显著相关性(r=o.567, 
0.714,P<0.01)。FeNO 与 NNO 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r=0.715,P<0.01)。 
结论 FeNO, NNO 对支气管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诊治有临床意义。二者之间有密切关系。 
 
 
PU-0478 

细胞因子谱､ CRP､ PCT 在小儿重症 
支原体肺炎诊治中的临床意义 

 
郭艳梅,李晓春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探讨小儿肺炎急性期血清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 白细胞介素-6(IL-6)､ 白细胞介素-
8(IL-8)､ 白细胞介素-10(IL-10)､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C 反应蛋白(CRP)､ 降钙素原(PCT)的浓

度水平变化在小儿重症支原体肺炎诊治中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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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肺炎患儿 127 例,将其中 64 例支原体肺炎(MPP)作为研究组,63 例非支原体肺炎(NMPP)
患儿作为对照组;并将研究组分为重症组和轻症组,同时又可将重症组 MPP 分为急性期和恢复期。采

用 ELISA 法检测各组急性期血清 CRP､ PCT､ IL-1β､ IL -6､ IL-8 ､ IL-10､ TNF-α 的浓度变化及

重症 MPP 组恢复期各炎症指标浓度水平。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儿血清 IL-1β 浓度水平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P>0.05)。重症组患儿急性期血清

IL-6､ IL-8､ TNF-α､ CRP､ PCT 的浓度水平均高于轻症组､ 对照组和重症组恢复期,比较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0.05),而血清 IL-10 在重症组､ 轻症组和对照组的浓度水平无明显差别,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ROC 曲线分析血清 IL-6 检测在诊断 MPP 上特异性较高。 
结论 血清 IL-6､ IL-8､ TNF-α､ CRP､ PCT 等炎症指标对早期诊治重症 MPP 有重要意义。 
 
 
PU-0479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孟鲁司特钠对小儿咳嗽 
变异性哮喘血清细胞因子的表达及疗效研究 

 
胡国华

1,方国兴
2 

1.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 
2.浙江省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目的 探讨观察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孟鲁司特钠对 CVA 患者血清 TFN-γ､ TNF-α 及 IgE 水平变化､ 临

床疗效及复发率 
方法 选取我院门诊 2015 年 2 月~2016 年 8 月间收治的 90 例 CVA 患儿,全部符合中华医学会制订

的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中有关 CVA 的诊断标准[5]: 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常

规治疗,对照组用孟鲁司特钠 3 岁~5 岁 4mg,6 岁~5mg,每晚睡前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

布拉氏酵母菌散剂 1.0g/次,一日 2 次口服。2 周一疗程。比较两组血清细胞因子的表达､ 临床疗效

及复发率等情况。实验方法:2 组采集晨起空腹静脉血 3~4mL,低温离心(3000r/min)后取上层血清,置
于-20°C 冰箱待检。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 IgE､ IFN-γ 和 TNF-α 水平,
试剂盒来自试剂由北京宝泰克生物公司提供。使用美国宝特 Elx-800 酶标仪,操作过程严格按说明书

进行。2 周后再次检测两组上述炎症细胞因子。疗效评定标准:(1)诊治后完全不咳嗽者,判为咳嗽消

失;(2)较首诊时咳嗽频度减少 30%者,判为咳嗽减轻;(3)与首诊比较咳嗽频度无区别者,判为咳嗽无改

变;(4)较首诊咳嗽频率增加者,判为咳嗽加重。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患儿细胞因子的的表达,临床疗效及

安全性评价。同时分别对两组患儿随访 6 个月,观察分析其复发率等情况 
结果 治疗后两组血清 TNF-α､ IgE 均较治疗前下降,IFN-γ 较治疗前上升。但观察组下降与上升幅度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观察组咳嗽消失(62.22%)明显高于对

照组(28.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总有效率(95.56%)明显高于对照组(73.33%),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复发率观察察组(6.67%)明显低于对照组率(28.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小儿 CVA 能降低 TNF-α､ IgE 水平,提高 IFN-γ 水平。提高

临床疗效及减少复发率,无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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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0 

婴儿神经内分泌细胞增生症临床特征及随访分析 
 

刘沉涛,王霞,黄榕,张国元,黄叶红,郑湘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总结婴儿神经内分泌细胞增生症的临床特征､ 胸部高分辨 CT 特点与随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儿科诊治的 7 例婴儿神经内分

泌细胞增生症的临床和胸部高分辨 CT 资料,进行分析和随访。 
结果 本组患儿中男 5 例,女 2 例;发病年龄为 1 月至 6 月;2 例患者从新生儿期开始出现呼吸增快但不

需要氧疗,生后 2-6 个月在一次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后呼吸明显增快,氧需求增加;其余 5 例患者的呼吸

道症状出现于生后的 1-3 个月间,在一次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后出现。7 例患者均有肺部爆裂音,3 例患

者有低氧血症,3 例患者合并胃食道返流。胸部高分辨 CT 扫描结果显示:所有病例均有肺中心区磨玻

璃样病变,3 例患者肺周围区域病变;6 例患者有气体潴留。所有患者至少有 2 个肺叶受累,4 例患者 4
叶以上的肺叶受累。随访发现所有患者在 2 岁以后,临床症状改善,不再需要氧疗。随着病程延长,1
例患者达到临床和 CT 缓解;4 例患者临床缓解,但仍有 CT 改变。 
结论 婴儿神经内分泌细胞增生症常婴儿期起病,主要临床表现为持续性气促､ 三凹征､ 爆裂音和低

氧血症,肺部高分辨 CT 常表现为肺中心区磨玻璃样病变并气体潴留。本病无特异性治疗,多数病例

预后良好,呼吸道症状在数年后缓解。 
 
 
 
PU-0481 

喘可治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应用价值 
 

昌晓军,陆鸣,麻海鹏,余升 
杭州市余杭区妇幼保健院 311100 

 
 
目的 探讨喘可治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价值。寻求毛细支气管炎治疗的新方法。 
方法 对 2015 年 8 月-2017 年 2 月本科住院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72 例,其中男 38 例,女 34 例,年龄

平均为 5.8 月(2 月-19 月)。将其随机分为喘可治组及对照组,喘可治组 39 例,对照组 33 例,两组均给

予常规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喘可治组用 0.9%氯化钠液 2ml,喘可治液 2ml,雾化吸入,1 天 2 次,7
天为一疗程;对照组用 0.9%氯化钠液 2ml,硫酸特布他林液 1ml(0.25mg),异丙托溴铵液 1ml(250ug),
雾化吸入,1 天 2 次,7 天为一疗程。入院时均测肺功能,入院第五天均复查肺功能。 
结果 1.喘可治组总有效率为 93.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1.7%(P<0.05)。2.喘可治组平均住院时间

为 6.5 天,对照组平均住院时间为 8.6 天(P<0.05)。3.喘可治组 5 天肺功能显著改善率为 89.5%,对照

组 5 天肺功能显著改善率为 76.9%(P<0.05)。4.喘可治组及对照组均未见明显副作用。 
结论 采用喘可治佐治毛细支管炎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肺功能,减少激素应用,且操作简便,依从性好,
未见明显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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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2 

肺炎支原体耐药现状分析 
 

王霖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分析中国儿童支原体感染现状 
方法 查阅文献,综合分析 
结果 基因点突变导致靶点改变是导致 MP 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的 重要原因,耐药菌株存在不

同程度的耐药基因突变,其中以 23S rRNA 结构域 V 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作用靶位的基因突变 为

普遍。 
结论 随着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增多,支原体耐药性研究刻不容缓,期待新型大环内酯类药物研发。 
 
 
PU-0483 

 13705 例中山市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学分布特点分析 
 

黄娟,王桂兰,容嘉妍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分析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我院住院患儿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病例常见病原微生

物在不同性别､ 年龄､ 季节的分布及特点 
方法 共纳入 13705 例儿童 CAP 病例,其中男 8411 例,女 5294 例。患儿年龄为 1 个月至 14 岁,平
均年龄为 3.5±2.9 岁。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 胶体金法和细菌

培养法联合检测患儿痰､ 咽拭子､ 血标本､ 肺泡灌洗液中的常见呼吸道致病微生物 
结果 病原学检测阳性数为 8412 例(61.38%);检出率排在前 3 位的是呼吸道合胞病毒 2660(19.41%)
､ 肺炎支原体 2195(16.02%)和流感嗜血杆菌 1798(13.12%);混合感染率为 2936(21.42%)。男女患

儿的肺炎支原体感染率不同;肺炎支原体和衣原体在 6~14 岁组的检出率 高,<1 岁组 低,腺病毒检

出率在 3-5 岁组阳性率 高,RSV､ 副流感病毒､ 大肠埃希氏菌的检出率则以 <1 岁组 高;MP 检出

率夏秋季明显高于春冬季;流感病毒检出率春季 高,RSV 的检出率则是春冬季明显高于夏秋季,除了

肺炎链球菌外,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埃希氏菌均为冬春季检出率

明显升高(均 P<0.05) 
结论 呼吸道合胞病毒在儿童 CAP 致病微生物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冬春季需要特别关注,同
时要警惕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流行,注意夏秋季节的暴发,杆菌在婴幼儿 CAP 的检出率明显升高;
不同年龄段及季节变化 CAP 患儿各致病微生物检出率不同 
 
 
PU-0484 

肺炎支原体肺炎 46 例临床分析 
 

李向文 
神木县医院 719300 

 
 
目的 分析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PP) 感染的发病机制､ 临床特

点及治疗效果。 
方法 我院儿科于 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2 月收治的 8 个月至 13 岁儿童 46 例,男 27 例,女 19 例患

儿进行临床分析,并采用红霉素静滴及阿奇霉素静滴或口服治疗,观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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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6 例患儿发热占 44/46,咳嗽为 46/46,46 例全部经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12 天好转。 
结论 提示 MPP 临床特征及 X 线表现缺乏特异性,易误诊,对临床经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患儿应想

到 MP 感染,应及早进行血清 MP-IgM 检测或做胸片､ CT 检查确诊,并对因治疗,大环内酯类药物红

霉素为首选,效果可靠。大叶性肺炎与 SMPP 有增多趋势,早期诊治能减少大叶性肺炎的发生。 
 
 
PU-0485 

鼻腔冲洗在婴幼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 
 

曾丽娥,郑敬阳,林印涛,张谭,林春燕 
泉州市儿童医院 362000 

 
 
目的 观察鼻腔冲洗辅助治疗婴幼儿上呼吸道感染的疗效。 
方法 选择患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婴幼儿 9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500 例,对照组 480 例,其中对照

组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进行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鼻腔冲洗治疗,记录两组病例

治疗前存在发热的例数､ 发热时间､ 高体温､ 白细胞计数､ C 反应蛋白升高比例､ 应用过抗生素

比例,并对比两组治疗前后体温变化情况､ 咳嗽､ 鼻塞､ 流涕及睡眠评分情况,抗生素使用率。 
结果 观察组在开始治疗第 1､ 2､ 3 天的平均体温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 3 d 后鼻塞､ 流涕､ 睡眠评

分和抗生素使用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 05) ,两组治疗后咳嗽评分无明显差异 ( P > 0. 05),12 例

患儿出现少量鼻腔出血(1.2%),无其他不良反应。 
结论 鼻腔冲洗辅助治疗婴幼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可以缩短热程,改善婴幼儿的鼻部症状及生病时的

生活质量,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不良反应少。 
 
 
PU-0486 

影响舌下免疫治疗儿童依从性因素分析及 
患者管理与健康教育方式讨论 

 
李岚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影响舌下脱敏治疗儿童家属依从性因素,指导科室如何进行患者规范化管理以及临床医师

如何进行健康教育。 
方法 对江西省儿童医院呼吸科脱敏治疗室舌下脱敏 4 岁—14 岁 300 例患儿家属进行电话随访及微

信管理,216 患儿均建立脱敏档案,其中 152 例进行微信管理。对已经脱落患者原因进行统计分析,并
且对比微信管理与电话随访患者脱落率 
结果 记录 2106 年患者档案共计 216 份,脱落患者 78 例,脱落率 36.11%。其中因患者自觉好转或者

痊愈导致脱 24 例,占脱落患者 30.76%;因联系中断脱落 13 例,占比 16.67%;脱敏半年内因疗效不佳

脱落 13 例,占比 16.67%;脱敏半年以上因疗效不佳脱落 2 例,占比 2.56%;因需要经常复查脱落 5 例,
占比 6.41%;因家长迁移外地复查不便脱落 5 例,占比 6.41%;因首次处方后未开始用药脱落 5 例,占
比 6.41%;因脱敏前期不耐受反应未能正确处理脱落 3 例,占比 3.85%;因对脱敏理解有误,认为有副

作用脱落 3 例,占比 3.85%;因患者鼻窦炎等并发症为有效控制脱落 1 例,占比 1.28%;因复查被非专

业医师建议停药 1 例,占比 1.28%。216 例脱敏患者均记录患者档案进行每三个月一次电话随访外,
另外其 152 例额外进行微信管理,微信管理患者脱落 43 例, 脱落率为 28.89%;未进行微信管理患者

64 例,脱落 35 例,脱落率 54.69% 
结论 舌下免疫治疗患者脱落率可能是影响舌下免疫治疗疗效因素之一;通过微信平台对患儿家属进

行及时回复与管理加强与患儿家属联系相比传统定期电话随访能够更有效降低脱落率;相关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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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对患儿家属入组前要进行足够详细的首诊教育,规范处方标准,长期复诊期间对患儿家属给予鼓

励,指导规范用药以及健康教育。 
 
 
PU-0487 

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婴儿肺炎疗效观察 
 

刘明良 
广西贺州市人民医院 542800 

 
 
目的 探讨盐酸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婴儿肺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医院收治的婴儿肺炎患者 200 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10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基础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盐酸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 比较 2 
组临床效果。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8%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观察组患者咳

嗽､ 痰鸣､  气促､ 肺部体征消失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结论 盐酸氨溴索雾化吸入治疗婴儿肺炎, 治疗作用更为直接, 痰液易于排除, 能够显著提高治疗效果, 
较快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且无不良反应, 因此盐酸氨溴索雾化吸入安全､  有效, 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PU-0488 

121 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患儿 2 岁内再入院临床分析 
 

犹景贻,符州,舒畅,龚财惠,刘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 患儿 2 岁内再入院的临床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1 例 BPD 患儿 2 岁内 242 例次因反复下呼吸道感染再入院的临床资料。 
结果 242 例次再入院 BPD 患儿中,127 例次(52.5%)有喘息,且 1~2 岁喘息发生率较 1 岁内明显增高

(P<0.05)。193 例次行胸部影像学检查结果示肺纹理增多､ 模糊､ 充气不均 184 例次(95.3%),斑点

､ 斑片､ 条索影 183 例次(94.8%),片状高密度影 142 例次(73.6%),肺不张 57 例次(29.5%),肺气肿

35 例次(18.1%),网格影､ 线状高密度影及纤维条索影 32 例次(16.6%),囊状透亮影 31 例次(16.1%),
马赛克征 3 例次(1.6%),且 CT 对 BPD 的诊断准确率明显高于 X 线(P<0.01)。39 例行肺功能检查结

果示 BPD 患儿 TV/kg､ TPEF/TE､ VPEF/VE､ TEF50､ TEF75､ RR 与无呼吸道疾病患儿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8 例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气道发育异常 21 例(75%),其中气管支气管狭

窄 16 例(57%)､ 气管型支气管 6 例(21%)､ 气管软化 5 例(18%)､ 支气管开口异常 3 例(11%)､ 支

气管缺如或未发育 1 例(4%)。1 例肺活检结果示肺泡腔萎陷,肺泡壁增厚,肺泡壁毛细血管稀少,肺包

膜增厚,有纤维细胞增生､ 玻变。242 例次均吸入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CS)无治疗相

关副作用发生;4 例(3.3%)患儿 6 例次(2.5%)静脉使用人脐血间充质干细胞(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UCB-MSCs)无输注相关事件及不良反应发生,其中 1 例治疗后顺

利脱氧。 
结论 BPD 患儿生后 2 年内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率及再入院风险较高。目前尚无针对 BPD 再入院基础

疾病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ICS 可能具有改善其预后的潜力,hUCB-MSCs 也为其治疗提供了广泛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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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9 

重症监护室婴幼儿重症肺炎病原学分析 
 

丁林,陈正荣,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了解重症监护室(PICU)住院婴幼儿重症肺炎病原学特点,更好地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ICU 住院治疗的 252 例

重症肺炎婴幼儿病原学资料。 
结果 252 例患儿中~1 岁 210 例(83.33%),病死率为 11.9%。病原检测阳性 202 例(80.16%),其中单

纯细菌 104 例(41.27%),单纯病毒 28 例(11.11%),单纯肺炎支原体(MP) 6 例(2.38%),混合感染 64 例

(25.4%)。252 例患儿中细菌检出阳性 162 例(64.29%),其中 126 例(77.78%)检出革兰阴性菌,细菌

检出 多是金黄色葡萄球菌(46 例),其次为肺炎克雷伯杆菌(33 例)､ 肺炎链球菌(28 例)､ 大肠埃希

菌(26 例)及铜绿假单胞菌(26 例);病毒检出阳性 82 例(32.54%),以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检出

高;MP 检出阳性者占 15.08%。混合感染以细菌混合病毒多见,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混合 RSV 多。 
结论 PICU 婴幼儿重症肺炎主要以小年龄婴儿多见,细菌是主要的致病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

克雷伯杆菌､ 肺炎链球菌､ 大肠埃希菌及铜绿假单胞菌为主,病毒以 RSV 为主,混合感染不容轻视。 
 
 
PU-0490 

维生素 D 与婴幼儿喘息的相关分析 
 

陈琼华,王俊育,郑敬阳,林印涛,刘艳艳,曾丽娥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 与婴幼儿喘息(除外先天畸形,异物,贫血,营养不良等因素)的关系。 
方法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泉州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的婴幼儿喘息 50 例作为观察组,取
同期在我院健康体检的婴幼儿 50 例为对照组,对比两组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钙､ 磷及碱性磷酸酶

水平。另外,将观察组病人再随机分为 VitD 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VitD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补充

维生素 D,对比两组咳嗽､ 喘息､ 肺部体征消失时间。 
结果 婴幼儿喘息组血清 25-(OH)-D 浓度比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维生素 D 治疗组咳嗽,肺部

体征消失时间均短于常规治疗组(P<0.05),但咳嗽消失时间对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喘息婴幼儿(除外先天畸形,异物,贫血,营养不良等因素)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低于健康儿童,适当

补充维生素 D 对治疗有一定帮助。 
 
 
PU-0491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儿童腺病毒肺炎的临床疗效 
 

刘茂花,刘成军,于风飞 
临沂市中心医院 276400 

 
 
目的 探讨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腺病毒肺炎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腺病毒肺炎患儿 60 例,采用随机数表分组法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对症治疗,对照组给予利巴韦林静滴治疗,观察组给予喜炎

平注射液治疗。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胸片吸收

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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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0.0%,高于对照组的 76.6%,患儿退热时间(6.15±1.87d)､ 咳嗽消失时间

(8.83±2.38 d)､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8.16±1.87d)､ 胸片吸收时间(7.64±1.56d)均短于对照组

(7.63±1.52d､ 10.56±2.66d､ 9.95±1.46d､ 9.12±1.87d),观察组呼吸衰竭､ 胸腔积液､ 肺不张､ 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心力衰竭､ 肝功能损害､ 中毒性脑病､ 腹泻病､ 凝血功能障碍等发生率分别低

于对照组发生率,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能够能有效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减少儿童腺病毒肺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治疗效

果。 
 
 
PU-0492 

机械辅助通气治疗小儿呼吸衰竭的气道护理方法和要点探讨 
 

李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分析机械辅助通气在小儿呼吸衰竭临床治疗中的气道护理方法和护理要点。 
方法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使用机械辅助通气治疗的小儿呼吸衰竭病例中选择 191
例为研究对象,给予细致的气道护理,观察患儿呼吸机撤离成功情况､ 死亡情况､ 放弃治疗以及利用

机械辅助通气进行治疗的时间。 
结果 191 例患儿中,有 167 例呼吸机撤离成功,成功率 87.43%;放弃治疗或自行出院者 12 例,放弃治

疗比率 6.28%;死亡 1 例,死亡率 0.52%;机械辅助通气持续治疗时间 1~9(5.11.7)d。 
结论 应根据机械辅助通气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合理制定护理方案,为患儿提供具有适用性和可行性

的气道护理,以确保患儿呼吸道的畅通性能够得到有效维持,使患儿得到充足氧气供应,如此一来才能

够促使小儿呼吸衰竭症的机械辅助通气临床治疗顺利进行,尽早转危为安。 
 
 
PU-0493 

评价妥洛特罗贴剂改善小儿喘息性疾病肺功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余嘉璐,谢志伟,刘影芬,陈晨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院区 510075 

 
 
目的 评价基础治疗合并使用妥洛特罗贴剂对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或毛细支气管炎治疗前后肺功能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为随机､ 开放标记､ 阳性药物平行对照设计。实际符合方案入选病例:妥洛特罗贴剂 ,试
验组 100 例;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对照组 100 例,疗程均为 7 天。采用潮气呼吸法测定婴幼儿流速

-容量环(TFV),旨在研究治疗前后患儿气道改善情况,并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和依从性。 
结果 (1)肺功能结果显示:治疗前后各项肺功能指标均明显改善,而试验组较对照组更能明显改善喘息

性患儿的气道阻塞。(2)用药意愿的比较显示:试验组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证明试验组药物以其独特

的给药方式在使用上具有优势。(3)安全性方面:妥洛特罗贴剂与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无统计学差

异,安全性相当。 
结论 认为妥洛特罗贴剂对改善小儿因喘息性支气管炎或毛细支气管炎引发的气道阻塞有明显疗效

且非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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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4 

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研究 
 

姜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小儿重症肺炎的临床护理方法,总结护理经验。 
方法 对 80 例小儿重症肺炎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寻找促进疾病痊愈的 佳护理措施。分别

在基础护理､ 病情观察､ 高热､ 用药､ 呼吸道以及心理 6 个方面给予精心护理。 
结果 80 例患儿通过系统治疗与护理,住院平均时间为 7.2d,58 例患儿临床治愈出院,8 例患儿临床症

状好转出院,14 例患儿因先天性心脏病转入外科治疗。 
结论 对于小儿重症肺炎,合理的护理措施是缩短病程､ 提高治愈率的有效方法。 
 
 
PU-0495 

基于免疫水平分析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耐药情况 
 

马百成,林书祥,郭伟,王维,徐勇胜,党利亨,方玉莲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了解我院肺炎支原体患儿耐大环内酯抗生素情况,解析免疫因素与肺炎支原体耐药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住院肺炎患儿的肺泡灌洗液(BALF)和血清,荧光 PCR 法检测患儿肺炎支原体的耐药率,同
时测定患儿血清中 IgG､ IgA､ IgM､ IgE､ C-反应蛋白(CRP)､ 白介素 6(IL6)水平,并进行分析比

较。 
结果 MP 阳性患儿的检出率为 62.1%(82/132),其中耐药阳性检出 58 例,耐药率为 70.7%(58/82)。
MP 耐药患儿血清中的 IgG､ IgA､ IgM､ IgE､ CRP 和 IL6 水平均高于单纯 MP 阳性患儿,其中 IgM
､ CRP 和 IL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儿童 MP 肺炎耐药率较高,荧光 PCR 法可及时准确的鉴定 MP 肺炎患儿是否耐药,免疫因素参

与 MP 耐药,提高儿童免疫力可能会改善预后。 
 
 
PU-0496 

支原体肺炎合并球结膜出血 1 例报告 
 

郭志强,杨方,单伟清,欧阳祖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510632 

 
 
目的 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表现多种多样,除呼吸道感染症状外,亦可引起溶血性贫血､ 肾炎､ 格林—
巴利综合征,心肌炎等肺外表现。肺炎支原体虽然可以引起肺炎,引起多脏器损害,但合并球结膜出血

临床偶见报道。本院 2017-02-23 收治一例患儿,年龄 4 岁 10 个月,女,因“咳嗽半月余,发现眼周红肿

､ 球结膜出血 3 天”入院。查体:体温:37.1℃; 呼吸:26 次/分;脉搏:105 次/分;体重:16kg;神清,发育正

常,皮肤无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双下眼睑可见 斑,双眼内侧球结膜有片状出血,双
眼视力大致正常,双眼直接和间接对光反射正常,颈软,双肺未闻及细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

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肝脾肋下未及。关节无红肿､ 畸形。肌张力正常。生理反射存在,未
引出病理反射。胸片报告:支气管肺炎。颅脑平扫:头颅 CT 平扫未见异常。DIC 全套(-),生化全套(-)
肺炎支原体 IgG:阳性(26.5)RU /ML､  肺炎支原体 IgM:阳性(+),HGB:118.8g/L､ 血小板计数

PLT:427.30X10^9/L､ C 反应蛋白:0.5mg /L。入院后球结膜出血加重,予阿奇霉素抗感染､ 氨溴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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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痰､ 酚磺乙胺止血､ 雾化等对症治疗,患儿治疗 14 天,球结膜出血消失,无咳嗽,肺部体征(-),治愈出

院。本例支原体肺炎合并球结膜出血认为可能与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患儿长期咳嗽,刺激咳嗽中枢

形成持久的兴奋灶,痉挛性咳嗽不止,眼结膜小血管破裂出血所致。 
 
 
PU-0497 

广州地区单中心住院儿童重症腺病毒呼吸道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吴佩琼,江文辉,曾森强,谢志伟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0 

 
 
目的 分析儿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进展为重症的相关因素,为早期识别重症腺病毒呼吸道感染提供参

考。 
方法 回顾性的收集了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小儿呼吸道腺病毒感染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分上

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重症肺炎和死亡组。以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重症腺病毒呼吸道感染的相

关因素。 
结果 544 例 的腺病毒呼吸道患儿进入分析, 临床诊断和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上呼吸道感染 63 例,
支气管炎 87 例,非重症肺炎 339 例,重症肺炎 58 例,死亡 7 例。1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β=-0.021 
95% CI: -0.11 ~ -0.006)血常规的白细胞数(β=-0.021 95% CI: -0.31 ~ -0.010)与呼吸道腺病毒感染

严重程度呈负相关性,而发热天数(β=0.036 95% CI: 0.027 ~ 0.045), 血清 ALT 水平(β=0.006 95% 
CI: 0.004 ~ 0.008), 血清 AST 水平(β=0.003 95% CI: 0.002 ~0.004),血清 CK 水平(β=0.001 95% 
CI:0.000~ 0.001), 血清 CK-MB 水平(β=0.006 95% CI: 0.003 ~ 0.009), 血清 LHD 水平(β=0.000 
95% CI: 0.000 ~ 0.001)和混合感染(β=0.344 95% CI: 0.206~ 0.0.483)与呼吸道腺病毒感染严重程

度呈正相关性,,2 选择单因素分析后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和实验室指标行多重回归线性分析,年龄和

血常规白细胞数与呼吸道腺病毒感染严重程度仍呈负相关性(P<0.05),而发热天数(β=0.028 95% CI: 
0.018 ~ 0.037)､ 血清 CK 水平(β=0.000 95% CI: 0.000~ 0.001),血清 LDH 水平(β=0.000 95% CI: 
0.000 ~ 0.000)和混合感染 (β=0.298 95% CI: 0. 166~ 0.430)是重症腺病毒呼吸道感染的独立相关

因素 
结论 腺病毒已成为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患儿的主要病原体,疾病早期存在持续高热､ 血清 CK 水平

血清 LDH 水平增高是进展为重症腺病毒呼吸道感染的独立相关因素。 
 
 
PU-0498 

地塞米松对哮喘大鼠血中性粒细胞嗜铬蛋白 A 表达的影响 
 

方丽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04 

 
 
目的 通过观察地塞米松对血中性粒细胞(PMN)嗜铬蛋白 A 表达的影响,探讨地塞米松治疗哮喘炎症

的部分作用机制。 
方法 卵白蛋白复制哮喘模型,随机平均分为哮喘组､ 对照组､ 地塞米松组,分离提纯血 PMN,分别采

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和免疫组化法测定 PMN 嗜铬蛋白 A  mRNA 和蛋白的表达。 
结果 哮喘组嗜铬蛋白 A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依次为:1.97±1.35 RQ 值;0.18±0.02 OD 值)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依次为:1±0 RQ 值;0.11±0.02 OD 值)(分别为 P<0.05,P<0.01);地塞米松组嗜铬蛋白 A
蛋白(0.15±0.03  OD 值)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哮喘组(P<0.05),而嗜铬蛋白 A mRNA(1.15±0.21 RQ
值)的表达水平与哮喘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070 
 

结论 哮喘大鼠血 PMN 嗜铬蛋白 A 的表达升高,PMN 可能通过嗜铬蛋白 A 达到促进哮喘气道炎症的

作用,这种作用能被地塞米松所抑制。 
 
 
PU-0499 

自然热退的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5 例临床分析 
 

魏庆,农光民,陈峋,张晓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MPP)的临床表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诊断的 5 例自然退

热的儿童 MPP 的临床资料。 
结果 1､ 5 例患儿均以发热､ 咳嗽为主要表现,发热以中､ 高热为主,热程 6-9d;1 例患儿出现呼吸困

难;1 例患儿合并胸膜炎。2､ 3 例患儿胸部影像呈节段或大叶性肺炎改变,表现为单侧肺大片状阴影;
另 2 例患儿胸部影像呈支气管肺炎改变,表现为双侧肺散在小斑片状阴影。3､ 5 例患儿外周血

WBC 发热期､ 热退后均不高,3 例发热期患儿 CRP 增高(>10mg/L),热退后降至正常;3 例患儿行

PCT 检查,发热期及热退后均不高。4､ 5 例患儿虽然热退,但肺部症状､ 体征并未随热退而改善。 
结论 儿童 MPP 可自然热退,但其肺部症状､ 体征改善与热退不同步;自然热退的儿童 MPP 临床表现

､ 影像学无特征性。 
 
 
PU-0500 

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系统评价 
 

杨迪元,樊慧峰,林萍萍,张东伟,卢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评价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安全性。 
方法 检索 Medline､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中有关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文献。检索时间均从建库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按纳入

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系统评价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安全

性。数据分析采用 Revman5.3.3 软件进行。 
结果 共纳入 3 篇文献,包括 434 例患儿。与对照组(布洛芬或者安慰剂)相比,对乙酰氨基酚组患儿在

哮喘急性发作风险(OR=1.11,95%CI: 0.71~1.75,P=0.64)､ 哮喘急性发作次数(MD=-0.06,95%CI:-
0.33~0.21,P=0.67)､ 哮喘控制时间百分比(MD=-1.00,95%CI:-3.94~1.94,P=0.51)､ 沙丁胺醇急救

吸入次数(MD=-0.20,95%CI: -0.97,0.57,P=0.61)､ 非计划就医频次(MD=-0.01,95%CI:-
0.26~0.24,P=0.94)､ 呼出气一氧化氮(MD=4.00, 95%CI:-11.40~19.40,P=0.61)､ 肺功能指标(第一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 1 秒率(FEV1/FVC)､ 大呼气中期流速(MMEF))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应用对乙酰氨基酚不增加轻度持续哮喘幼儿及学龄前儿童哮喘急性发作,不影响哮喘的控制水

平。单剂量对乙酰氨基酚不会导致短期肺功能改变。鉴于此次纳入的 RCT 研究对象较少,故此结论

应谨慎对待,仍需要更对设计良好的大样本､ 多中心的 RCT 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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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1 

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小儿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临床护理研究 
 

王静茹 
三好街 36 号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A 座 20 楼 11100 

 
 
目的 评价规范化护理管理在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小儿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以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医院接收并应用用多导睡眠监护仪监测 12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

象,据入院顺序,将患儿分为对照组､ 实验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规范化管理,包
括环境管理､ 舒适管理､ 沟通､ 卫生清洁､ 睡觉前 6h 禁止激烈活动､ 用药管理､ 饮食管理等监测

前､ 监测时､ 监测后管理;统计不良事件与监测指标参数。 
结果 实验组监测推迟､ 睡中清醒､ 重测､ 有哭闹行为例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组 LSaO2､ MSaO2 高于对照组,CT90､ A､ H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实验组

多导睡眠监测参数变异指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小儿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进行规范化护理管理,可降低不良事件发生

率,保证监测计划及时､ 有效的落实,进而直接影响监测参数结果,影响诊断。 
 
 
PU-0502 

持续个性化护理关注在支气管哮喘患儿中的应用研究  
 

王静茹 
三好街 36 号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A 座 20 楼 11100 

 
 
目的 分析持续个性化护理关注在支气管哮喘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至 6 月收治于我院的哮喘儿童病例 90 例做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等

量(45 例)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接受哮喘常规住院护理,试验组接受持续个性化护理关注干预,比较

两组儿童哮喘病例干预后各相关观察指标的差异性。 
结果 试验组哮喘家庭干预后哮喘知识掌握度评分､ 治疗依从率､ 哮喘控制率和生命质量评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持续个性化护理关注对哮喘儿童施加干预,可显著提高该类护理对象哮喘知识掌握度､ 治

疗依从率､ 哮喘控制率及生命质量。 
 
 
PU-0503 

粤东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 
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陈培填,林广裕,林创兴,蔡晓莹,吴家敏,陈洁玲,蔡灿鑫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00 
 

 
目的 探讨 2007 年-2012 年粤东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流行病学。 
方法 1.收集 2007 年 7 月-2012 年 6 月期间,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

患儿的咽拭子标本 2037 份,选取同期健康体检儿童咽拭子标本 90 例作为对照组,并登记患儿的临床

资料。2､ 提取标本病毒核酸,使用 RT-PCR 及多重 PCR 技术扩增后,对标本进行流感病毒(A､ 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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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流感病毒(1､ 3 型)､ WU 多瘤病毒､ 腺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 鼻病毒､ 偏肺病毒､ 博卡病毒

8 种呼吸道病毒的筛查;3､ 对 RSV 阳性病例,进行年龄分段､ 性别､ 季节等资料分析。 
结果 1､ 对照组 90 例儿童未检出病原体。观察组 2037 份咽拭子标本中,男女比 1.93:1,病毒检出率

53.02%,男女检出比为 2.06:1,与总样本男女比相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检出以 Inf A 型为

主,共 369 例(18.11%),其余依次递减为 HRV 335 例(16.45%),RSV 308 例(15.12%),HBoV 142 例

(6.98%),PIV-3 140 例(6.87%),ADV 84 例(4.12%),PIV-1 75 例(3.68%),WUPy V 44 例

(2.16%),HMPV 41 例(2.01%),InfB 23 例(1.13%)。2.混合感染检出 360 例,其中,RSV 合并感染 151
例,二重感染 100 例,三重感染 41 例,四重感染 8 例,五重感染 2 例。3.RSV 以冬季病毒检出率 高,
为 22.95%,夏季为 16.24%､ 春季为 14.84%,秋季为 8.29%,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 
30.40,P<0.001)。2007 年 7 月-2008 年 6 月 RSV 的检出率为 14.6%,2008 年 7 月-2009 年 6 月为

14.86%,2009 年 7 月-2010 年 6 月为 8.7%,2010 年 7 月-2011 年 6 月为 30.29%,2011 年 7 月-2012
年 6 月为 13.18%,以 2010 年 7 月-2011 年 6 月检出率 高,该 5 段时间 RSV 检出率有统计学意义

(c2=67.38,P<0.001)。4.308 例 RSV 阳性病例,男女检出比为 2.67: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c2=7.67,P<0.05)。<6 月龄组检出 122 例(22.76%); 6-12 月龄组检出 64 例(14.95%),1-3 岁组检出

87 例(13.70%);3-7 岁组检出 30 例(8.88%);7 岁-14 岁组检出 5 例(5.00%),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 1.RSV 是粤东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的重要病毒病原体之一。2.RSV 有着年龄越小,检
出率越高的趋势,1 岁以内男性的小婴儿是预防 HRSV 感染的重点对象。冬季为粤东地区 RSV 高发

阶段。3.RSV 主要引起下呼吸道感染,患儿多伴有喘息症状。 
 
 
PU-0504 

新生儿肺炎合并气胸 26 例临床分析 
 

刘素琴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扬州市红十字医院 225002 

 
 
目的 探讨新生儿肺炎合并气胸的临床特点与防治措施。方法:对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26 例新生儿肺

炎合并气胸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26 例新生儿肺炎合并气胸中 16 例(61.4%)为吸入性肺炎,10 例

(38.6%)为感染性肺炎,经保守治疗,胸腔穿刺排气或胸腔闭式引流,24 例(92.5%)患儿气胸治愈。结论:
新生儿肺炎合并气胸一旦发现,及时处理,预后良好,积极控制孕期､ 产时､ 产后感染,防止胎儿吸入可

防止新生儿肺炎合并气胸的发生。 
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组病例中,男 17 例,女 9 例,体重<1500g4 例,1500-2499g9 例,2500-3999g11
例,>4000g2 例。单侧气胸 19 例,双侧气胸 7 例。吸入性肺炎 16 例,感染性肺炎 10 例。胎龄 32-
41+5 周中,其中<37 周 8 例,37-41+5 周 18 例。发生气胸的时间为生后 24 小时内 10 例,24-72 小时

9 例,72 小时后 8 例。初生有气囊加压给氧史 15 例,肺炎治疗过程中,予呼吸机机械通气辅助治疗 8
例。羊水Ⅱ°污染 10 例,羊水Ⅲ°污染 7 例。 
1.2 临床表现:肺炎合并气胸轻症患儿仅表现为肺炎原有症状:口吐白沫,气促紫绀,部分有阵发性咳

嗽。重症者逐渐或突然出现呻吟,面苍,气促加重,呼吸困难,听诊呼吸音突然减轻或消失,心音对侧移

位,紫绀予吸氧不能缓解,或暂时缓解,停氧后再次出现 ,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等。部分患儿可合并

腹胀,心动过速,一侧或双侧胸廓明显隆起等。 
1.3 胸片 X 线特点:典型表现为胸廓不对称,患侧肋间隙增宽,心脏､ 纵膈向健侧移位,可见压缩肺边缘,
余健肺可见双肺弥漫性模糊影,或点片状浸润影,或以间质或肺气肿多见。 
1..4 治疗:所有患儿均予抗生素治疗,病毒性肺炎增抗病毒治疗,支原体肺炎予阿奇霉素治疗,同时予维

持生命体征稳定剂营养支持治疗。对肺压缩<30%,紫绀及呼吸困难不明显者予保守治疗,对肺压缩

<30%但紫绀和呼吸困难明显,以及对肺压缩>30%者均及时胸穿抽气,抽气量明显高于肺容量者予胸

腔闭式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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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动态复查胸片,气胸在 2 天内消失者 8 例(30.8%),3-8 天内消失者 16 例(61.5%),放弃治疗 2 例

(7.7%)。 
结论 新生儿肺炎合并气胸一旦发现,及时处理,预后良好,积极控制孕期､ 产时､ 产后感染,防止胎儿

吸入可防止新生儿肺炎合并气胸的发生。 
 
 
PU-0505 

2009-2016 年苏州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 
博卡病毒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谭嘉红,季伟,张新星,顾文婧,陈正荣,严永东,王美娟,邵雪君,黄莉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分析苏州地区儿童呼吸道感染博卡病毒(human Bocavirus,HBoV)流行病学特征,为临床合理诊

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治疗的 16913 例呼吸道

感染患儿的痰标本和临床资料,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HBoV,分析 HBoV 检出情况。 
结果 16913 例患儿中,HBoV 阳性检出率为 5.16%(873/16913 例)。男性患儿 HBoV 阳性检出率为

5.42%(573/10566 例),女性患儿为 4.73%(200/6347 例),男性患儿 HBoV 检出率高于女性患儿

(c2=3.928,P=0.047)。<1 岁､ ~3 岁､ ~7 岁以及≥7 岁患儿的 HBoV 检出率分别为 4.03%(325/7963
例)､ 8.75%(401/4584 例)､ 3.99%(134/3357 例)､ 1.29%(13/1009 例),各年龄组 HBoV 检出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c2=93.801,P<0.01),1~3 岁年龄组为易感人群。春夏秋冬四季 HBoV 阳性检出率分别

为 3.36%(146/4341 例)､ 6.92%(295/4261 例)､ 6.88%(287/4172 例)､ 3.50%(145/4139 例),夏秋季

患儿 HBoV 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冬春季(c2=104.086,P<0.01)。2010 年夏季为 8 年来 HBoV 高检

出季节,检出率高达 10.41%,2012 年春季 HBoV 检出率仅为 1.8%,为 低水平。除 2013 年四季

HBoV 检出率无明显波动,余年份四季的 HBoV 检出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波动。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和 2013 年 HBoV 检出率分别为 6.50%､ 5.36%､ 5.78%､ 6.99%,处于较高水平,而 2016 年

HBoV 检出率仅为 3.38%,为 8 年来 低水平,其余年份 HBoV 检出率均维持在 4.5%左右。 
结论 苏州地区呼吸道感染儿童 HBoV 检出率为 5.16%,幼儿 HBoV 检出率高,男性患儿高于女

性,HBoV 感染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夏秋季为 HBoV 感染的高发季节。 
 
 
PU-0506 

1 例小儿呼吸衰竭的护理体会 
 

徐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在儿科中常常会出现由于呼吸衰竭导致幼儿呼吸停止的情况,所以说呼吸衰竭在儿科中是属于

危重症的疾病,必须重视对小儿呼吸衰竭的监护和护理工作,尽量避免小儿呼吸衰竭情况的发生,一旦

发生要通过正确的护理方式来将其对患儿身体的危害降到 低。 
方法 本文主要对小儿呼吸衰竭的临床护理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小儿呼吸衰竭的临床表现､ 病情观察

､ 抢救方式和护理方式。 
结果 小儿呼吸衰竭是儿科中较为常见的危重症疾病,科学合理的临床护理工作对于小儿呼吸衰竭的

预防､ 抢救和治疗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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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这个病例让我认识到了小儿呼吸衰竭发病急,变化快,病情危重,应重点观察,我们护理人员

应具备良好的护理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全面掌握常见并发症的特征及相关处理原则。发现问题,应
积极配合医生处理,提高抢救的成功率。 
 
 
PU-0507 

护理干预配合纤维镜下肺泡灌洗术对哮喘患儿肺功能的影响分析 
 

王蕊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小儿哮喘采用护理配合纤维镜下肺泡灌洗术干预的效果,并研究这种方式对患儿肺功能的

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106 例哮喘患儿纳入研究,将其随机分成研究组､ 常规组各 53 例。常规组予

以常规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纤维镜下肺泡灌洗术配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治疗效果以及肺功

能指标。 
结果 研究组有效率为 96.23%,高于常规组的 83.02%,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研究组治疗后的

FEV1､ FVC､ FEV1/FVC 均高于常规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利用纤维镜下泡灌洗术联合护理对小儿哮喘进行干预,有利于促进患儿肺功能改善,值得临

床推广。 
 
 
PU-0508 

多导睡眠监测及夜间无创通气治疗脊髓性肌萎缩患儿前后分析 
 

郭文卉,曹玲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了解脊髓性肌萎缩(SMA)患儿的整夜多导睡眠监测(PSG)情况,以及对中-重度睡眠呼吸紊乱

(SDB)患儿使用夜间无创通气治疗后 SDB 改善的情况。 
方法 对我院门诊 11 例 SMA 患儿进行 PSG 检查,了解 SDB 的监测数据特征及严重程度。并对其中

中-重度患儿进行夜间无创通气治疗,了解治疗后 PSG 各指标的改善情况。 
结果 其中 2 例 1 型 SMA 患儿中 1 例为中-重度 SDB,另 1 例为轻度;8 例 2 型患儿中,2 例为中-重度

SDB,6 例为轻度;1 例 3 型患儿为轻度 SDB。中-重度与轻度两组间具有明显差异的指标依次为:平均

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 与呼吸事件相关的觉醒指数､ 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及低通气指数。3
例使用夜间无创通气治疗的患儿 PSG 结果有明显好转,且处于正常范围,改善 显著指标依次为低通

气指数(t=3.741,P=0.020)､ AHI(t=3.196,P=0.033)､ 平均 SpO2(t=-3.130,P=0.035) 
结论 SMA 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睡眠呼吸紊乱情况,其特征以低通气为主要表现,少数因合并上气道

阻塞伴有阻塞性睡眠呼吸紊乱。1 型患儿中-重度睡眠呼吸紊乱的比例较 2 型患儿多。平均 SpO2､
与呼吸事件相关的觉醒指数､ AHI 及低通气指数可反映 SMA 患儿睡眠呼吸紊乱的严重程度。使用

NIV 治疗可明显改善 SMA 患儿睡眠呼吸紊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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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9 

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 4 例临床分析 
 

史长松,程艳波 ,程东良,曹振锋 ,王倩涵,王 艳 ,杨中文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450003 

 
 
目的 总结儿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病因及临床表现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 例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3 例患者有使用激素的病史,1 例系白血病强化疗后;当发生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时,体温明显升

高,均有咳嗽､ 呼吸困难,1 例发展为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1 例合并类白血病反应,肺部 CT 均有典

型磨玻璃影,病情进展可出现致密､ 边界清楚的结节实变影,伴或不伴晕征,空气新月征或空洞。 
结论 儿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往往见于有激素使用病史或因化疗等使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患儿,临床

表现较一般肺炎重且病程长,可并发呼吸窘迫综合征及类白血病反应,肺部 CT 有一定特异性。提示

临床上应合理使用激素,如在使用广谱高效抗生素过程中出现体温升高,类白血病反应结合肺部 CT
有磨玻璃影应高度怀疑合并真菌感染可能。 
 
 
PU-0510 

小儿侵袭性肺部曲霉菌感染并脓毒症类 
白血病反应一例及文献复习 

 
史长松,李洁 ,聂超群 ,张美惠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450003 
 

 
目的 总结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并类白血病反应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并类白血病反应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女,7 月,因咳嗽,加重伴喘息,外院使用抗生素､ 激素后无效,并行机械通气后转入我院。入

院后使用广谱抗生素治疗后病情一度好转, 撤离呼吸机,后病情反复,查血及痰培养有曲霉菌生长,肺
部 CT 有胸膜下密度增高的结节实变影和(或)楔形实变影､ 团块状阴影,及后期的空洞或新月形空气

征,诊断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IPFI),期间出现周围血中 WBC 超过 50×109/L,因骨髓检查未见白血病

细胞,诊断类白血病反应,给予抗真菌治疗后,临床症状如:发热､ 咳嗽均好转,肺部 CT 好转:肺部空洞

消失。 后确定诊断: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并白血病反应。患儿目前仍在进一步治疗随访中。 
结论 IPFI 主要发生于基础疾病程度重,机械通气､ 抗生素､ 糖皮质激素应用时间长的患儿,其可以并

发类白血病反应。临床要注意结合临床､ 实验室检查预防并及早诊断和治疗 IPFI。 
 
 
PU-0511 

PM2.5 暴露水平对儿童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影响 
 

管敏昌
1,杭金国

1,汤卫红
1,2,王惠庭

2 
1.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2.杭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大气细颗粒物(PM2.5)暴露水平对儿童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不同地区(城区､ 农村和山区)幼儿园学龄前儿童各 45 例作为观察对

象。对 3 组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进行检测,并与 PM2.5 暴露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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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城区组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分别为(71.89±6.05) IU/L､ (321.56±7.67)ng/ml 和
(109.84±9.78)ng/ml,农村组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分别为(68.00±5.25)IU/L､
(315.44±10.39)ng/ml 和(91.92±9.89)ng/ml,山区组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分别为

(64.76±5.07)IU/L､ (299.15±10.67)ng/ml 和(67.40±7.18)ng/ml,差异有显著性(p<0.01);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与 PM2.5 暴露水平呈正相关(r=0.66;0.68;0.63,p <0.01)。 
结论 PM2.5 暴露可使儿童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显著升高,血液 AKP､ TNF-α､ IL-1β 水平

能反映 PM2.5 暴露水平。 
 
 
PU-0512 

哮喘小鼠肺组织 TGF-β1,MMP-9 和 TIMP-1 在气道重塑的表达 
 

管敏昌
1,杭金国

1,王丽珍
1,汤卫红

1,2,王惠庭
2 

1.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2.杭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观测小鼠哮喘激发后 TGF-β1,MMP-9 和 TIMP-1 在气道重塑的表达,探讨 TGF-β1,MMP-9 和

TIMP-1 在哮喘气道重塑中的的机制。 
方法  哮喘组:40 只健康小鼠,分为 4 组,用卵蛋白超声雾化激发哮喘,分为激发前组､ 激发 2 周､ 激发

4 周和激发 8 周,观察 4 组气道形态学参数､ 哮喘小鼠肺组织 TGF-β1,MMP-9 和 TIMP-1 有无统计

学差异及相关性。 
结果 哮喘小鼠肺组织 TGF-β1,MMP-9 和 TIMP-1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1);气道形态学参数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P<0.05)。哮喘小鼠肺组织 TGF-β1,MMP-9 和 TIMP-1 含量与气道形态学参数呈正相

关,哮喘小鼠肺组织 TGF-β1,MMP-9 和 TIMP-1 含量亦呈正相关。 
结论 哮喘小鼠肺组织 TGF-β1,MMP-9 和 TIMP-1 可能参与了哮喘的病理生理过程,并参与了哮喘气

道重塑。 
 
 
PU-0513 

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及支原体 DNA 在支原体肺炎中应用 
 

管敏昌
1,杭金国

1,王丽珍
1,2,汤卫红

13,王惠庭
3 

1.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2.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3.杭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及 MP-DNA 在 MPP 中应用价值。 
方法  MPP 组选择 2015 年 8 月~2016 年 8 月住院 MPP 患儿 60 例,对照组取同期因支气管肺炎住

院患儿 60 例,对 2 组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及 MP-DNA 进行检测,比较 2 组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及 MP-
DNA 变化。 
结果  2 组诱导痰有核细胞计数比较,差异无显著性(Z=-1.49,p>0.05);2 组诱导痰中性粒细胞比例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Z=-7.76,p<0.01);MPP 组诱导痰 MP-DNA 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c2=50.83,p<0.01);
诱导痰 MP-DNA 阳性率与 MPP 临床诊断呈显著相关; 
结论  诱导痰中性粒细胞学比例及 MP-DNA 检测对 MPP 早期诊断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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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4 

微信互动的延续护理模式对哮喘患儿的疗效观察 
 

苏云鹤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探讨出院后延续护理对支气管哮喘患儿的干预效果。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入住本科的支气管哮喘患儿 110 例, 在患儿出院前依据随机数

字表分为观察组 58 例和对照组 52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建立微信群的互动方法进行

延续护理,观察两组患儿一年内的病情控制情况及家长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病情加重频次和住院频次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哮喘控制测试分值明显高于对

照组 (P<0.05), 高峰值流速变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患儿家长满意率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通过微信群互动的延续护理模式有助于儿童哮喘的病情控制 ,为哮喘患儿提供了不间断地持续

护理,做到实时互动,传递信息,保证了患儿的正常生长发育,提高了患儿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了患儿

的治疗依从性,有效的控制了哮喘的反复发作,提升了患儿家长满意度。 
 
 
PU-0515 

重组人干扰素 α-1b 不同给药途径治疗婴幼儿 
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实验 

 
肖兰,刘文君,邹艳,刘春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评价重组人干扰素 α-1b 不同给药途径治疗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320 例确诊为毛细支气管炎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A):雾化 1 组(B):雾化 2 组
(C):肌注组(D)=1:1:1:1,每组 80 例。A 组:对症支持治疗:根据病情给予解热镇痛药､ 吸氧､ 雾化布地

奈德+β2-受体激动剂/或 M 受体抑制剂。B 组:对症支持治疗+ 1μg/kg/次 rhIFN-α1b 雾化吸入,2 次/
日。C 组:对症支持治疗+ 2μg/kg/次 rhIFN-α1b 雾化吸入,2 次/日。D 组:对症支持治疗+ 1μg/kg/次
rhIFN-α1b 肌注,1 次/日。比较临床疗效､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和疗效指标评分､ 住院时间､ 肺功能。

同时观察记录不良反应。 
结果 雾化及肌注干扰素组对缓解咳嗽､ 肺部哮鸣音､ 缺氧症状､ 退热时间､ 肺功能改善､ 住院天

数､ 治疗总有效率上均优于对照组(P<0.05),在缓解肺部哮鸣音､ 改善缺氧症状､ 住院天数方面,雾
化 2 组均优于雾化 1 组､ 肌注组。且安全､ 无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重组人干扰素 α-1b 对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有明显疗效,且雾化吸入的效果优于肌肉注射,临床

疗效显著､ 安全,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使用。 
 
 
PU-0516 

护理干预在小儿肺炎门诊雾化治疗的效果分析 
 

马晓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运用护理干预的方法指导小儿雾化治疗效果的依从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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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7 月小儿肺炎门诊雾化吸入治疗 1000 例患儿,取得患儿家属

知情同意。将 1000 名雾化患儿随机分成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护理干预组采取在常规雾化的基础

上进行护理干预以辅助治疗,对照组则采取常规雾化治疗。运用统计学对比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治

疗成功率,分析干预效果及患儿及家属的依从性。 
结果 护理干预组成功率为 95.8%,对照组成功率为 90.2%。护理干预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比组,且
护理干预组患儿雾化治疗较为顺利,患儿哭闹减少,治疗效果提高,患儿家属满意度提高。 
结论 护理干预对小儿肺炎雾化治疗有很好的依从性,缩短了小儿肺炎的治疗疗程,减少了患儿的痛苦,
大大提高了患儿家属的满意度,值得门诊推广与应用。 
 
 
PU-0517 

kartagener 综合征 1 例及文献复习 
 

罗淑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提高对 kartagener 综合征的认识及诊断水平。 
方法 方法  对 2015 年湖南省儿童医院收治的 1 例 kartagener 综合征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进行相

关的文献复习。 
结果 结果  患儿男性,12 岁,反复咳嗽咳痰,有鼻窦炎,胸腹 CT 示内脏反位,支气管扩张,电镜下微管结

构 9+2 结构异常。 
结论 结论  对幼年发病,反复呼吸道感染,胸部影像学有支气管扩张的患儿,需要鉴别 PCD,可通过电

镜观察纤毛超微结构以明确诊断。同时合并内脏反位,鼻窦炎,支气管扩张可诊断 kartagener 综合

征。 
 
 
PU-0518 

CCR5 膜外环 2 的拮抗短肽对哮喘小鼠肺组织炎症 
细胞浸润和 TNF-α/NF-κB 信号通路的影响 

 
梁蓉蓉,李雯静,刘娟,黄花荣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成功构建小鼠哮喘模型并探究 CC 趋化因子受体 5(CC chemokine receptor 5,CCR5)膜外环 2
的拮抗短肽对哮喘小鼠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和 TNF-α/NF-κB 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利用不同浓度鸡卵白蛋白(ovalbumin,OVA)致敏液构建急性 BALB/c 小鼠哮喘模型,根据小鼠激

发后行为表现行症状评分并分级,结合肺组织炎症细胞直接计数及气管周围炎症分级,筛选出 适宜

的小鼠哮喘模型。在哮喘模型建立成功的基础上,经尾静脉予小鼠哮喘模型各浓度短肽注射液,利用

HE 染色进行肺组织病理观察,利用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技术分别检测小鼠肺组织

TNF-α/NF-κB 信号通路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 不同 OVA 致敏浓度的模型组小鼠激发后出现不同程度哮喘急性相表现及肺组织炎性改变。

以 500 μg/mL OVA 致敏组小鼠激发后症状分度中度,小鼠体重､ 胃纳､ 活动能力稳定,激发后肺组

织炎症细胞浸润程度适中,故选取 500 μg/mL OVA 致敏液构建小鼠哮喘模型。 
2. 致敏组与模型组的炎症分级均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炎症细胞以嗜酸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为主,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各浓度短肽(1.5 mg/mL､ 2.5 mg/mL､ 3.5 mg/mL)的干预下,预防组及各

剂量治疗组小鼠肺组织各类炎症细胞计数及炎症分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和下降,以嗜酸性粒细胞及

淋巴细胞下降为主,以 2.5mg/mL 短肽治疗组效果 为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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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致敏组与模型组的 TNF-α mRNA 相对表达量及 TNF-α､ P-p65､ P-IKKα 蛋白相对表达量较空白

对照组明显升高,在短肽的干预下相应表达量下降,以 2.5 mg/mL 短肽治疗组效果 为显著

(P<0.05)。各组 p65 mRNA 水平及 p65､ IKKα 蛋白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致敏组及模型组

IKBα 蛋白相对表达量下降,经短肽干预后各组相对表达量升高,其中 2.5mg/mL 短肽治疗组升高 显

著(P<0.05)。 
结论 利用 500μg/mL OVA 致敏及 2000μg/mL OVA 激发 BALB/c 小鼠,可成功构建小鼠哮喘模型。

CCR5 膜外环 2 的拮抗短肽能有效减轻哮喘小鼠肺组织炎症细胞的浸润程度,抑制 TNF-α/NF-κB 信

号通路的表达,且具有一定的浓度依赖性及预防作用。 
 
 
PU-0519 

一例婴儿百日咳合并肺高压的肺功能特征 
 

宁静,董汉权,徐勇胜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0 

 
 
目的 探讨婴儿百日咳合并肺高压的肺功能特征 
方法 回顾分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收治的以“肺高压“”为突出表现的婴儿百日咳博德特菌感染

病例,通分析其临床特征､ 肺功能特点､ 实验室特征以及转归情况。 
结果 该患儿以呼吸促､ 痉咳住院,有神经系统受累表现,白细胞增高,肺功能表现为严重混合性通气功

能障碍,经相关治疗后,肺功能转为中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临床症状好转。 
结论 应关注百日咳杆菌感染喘息患儿临床及肺功能情况,密切关注 PAH 的发生,以减少

对右心功能的损伤。 
 
 
PU-0520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 Swyer-James 综合征一例分析及文献复习 
 

陈晓颖,付卓,李小乐,徐勇胜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感染后肺部远期并发症的发生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汇报一例肺炎支原体感染后 Swyer-James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和影像学特征。 
结果 结合文献,探讨了 Swyer-James 综合征的诊断流程,肺炎支原体感染后 Swyer-James 综合征的

发病原因。 
结论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除了气道上皮损伤外,受损部位缺氧和低灌注不容忽视,二者可能互为因果,
肺炎支原体作为潜在的血管损伤因子,应引起重视。 
 
 
PU-0521 

布地奈德肺泡灌洗治疗儿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研究 
 

饶兴愉,罗开源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布地奈德肺泡灌洗在儿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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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 100 例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大环

内酯类药物抗感染､ 激素减轻炎症反应及祛痰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布地奈德

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治疗,比较两组病例的临床疗效及转归情况。 
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94.00%)显著高于对照组(52.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组发

热消失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啰音消失时间､ 疗程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两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组患儿治疗后 1 周､ 2 周及 4 周后复查 CRP､ PCT､ ESR 及血常规数值较对照组明显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布地奈德肺泡灌洗治疗儿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PU-0522 

家庭压缩雾化吸入治疗学龄前儿童喘息性疾病的疗效和护理体会 
 

张宝芹,赵德安,韩子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通过家庭压缩雾化吸入治疗学龄前儿童喘息性疾病,观察其治疗效果,总结治疗过程中的护理体

会。 
方法 遴选 2015.1.1—2016.12.20 我院儿科门诊就诊的喘息性疾病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根据患

儿的依从性高低结合患儿家属意愿分组家庭组雾化组和门诊雾化组。其中门诊雾化组(门诊组)153
例,男 89 例,女 64 例,平均病程 5.2±2.5 天,平均年龄 4.1±0.6 岁;家庭雾化组(家庭组)87 例,男 53 例,
女 32 例,平均病程 7.1±1.3 天,平均年龄 3.6±1.3 岁。两组均采用相同的压缩雾化治疗方案,即给予布

地奈德混悬液 1mg+特布他林 2.5mg+生理盐水 1ml,共同注入喷雾器中,一日两次。每次雾化时间为

15min。门诊雾化组要求患儿定时来门诊接受治疗,由门诊护士配送药物,在专业医护人员的监管下

完成治疗。家庭雾化组则由患儿家长自行完成患儿的雾化操作过程,雾化操作前家属均经专业医护

人员的指导､ 培训合格,并掌握雾化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两组病例均进行病例档案注册并自愿

接受随访。所有病例进行压缩雾化后 2 周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门诊雾化组和家庭雾化组婴幼儿喘息性疾病临床症状改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症

状缓解有效率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雾化吸入治疗与门诊雾化治疗效果相当,且具有易于操作､ 交叉感染率低､ 依

从性高､ 节约成本的优势。 
 
 
PU-0523 

半饱和量西地兰在婴幼儿肺炎心力衰竭前期的应用研究 
 

段培锋,贾秀红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 评价半饱和量西地兰在婴幼儿肺炎心力衰竭前期的应用价值及安全性,并监测其治疗前后血浆

B 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的变化,评价 NT-proBNP 在婴幼儿肺炎合并心力衰竭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 NT-proBNP 大于 750 pg/ml 的 216 例婴幼儿肺炎住院患儿,
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 半饱和量西地兰组和饱和量西地兰组,治疗后观察 3 组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

应,同时分析比较治疗前后血浆 B 型钠尿肽水平的变化 
结果 半饱和量西地兰组和饱和量西地兰组在改善婴幼儿肺炎临床疗效､ 缩短病程､ 心力衰竭发生

率方面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优于常规治疗组;半饱和量西地兰组和饱和

量西地兰组在改善婴幼儿肺炎临床疗效､ 缩短病程､ 心力衰竭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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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半饱和量西地兰组和饱和量西地兰组在西地兰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半饱和量西地兰组低于饱和量西地兰组;常规治疗组､ 半饱和量西地兰组和饱和量西地兰

组 NT-proBNP 水平在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治疗组 NT-proBNP 水平治疗后比治

疗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半饱和量西地兰组和饱和量西地兰组治疗后 NT-proBNP
水平均比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常规治疗组比半饱和量西地兰组和饱

和量西地兰组 NT-proBNP 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半饱和量西地兰组比

饱和量西地兰组 NT-proBN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T-proBNP 可作为婴幼儿肺炎合并心力衰竭的早期预测指标,也可作为判断心力衰竭治疗疗效

的指标;半饱和量西地兰可有效防止婴幼儿肺炎心力衰竭前期心力衰竭的进展,且相对安全。 
 
 
PU-0524 

苏州地区住院儿童呼吸道腺病毒混合感染的研究 
 

黄圆美,郝创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了解腺病毒感染患儿的混合感染情况,比较腺病毒单纯感染与混合感染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392 例呼吸道腺病毒

感染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进行混合感染病原学分析,并将单纯 ADV 感染与 ADV 混合感染患儿临床

资料进行比较。 
结果 1.392 例 ADV 感染者混合其他病原感染 242 例(61.7%),其中合并 1 种､ 2 种､ 3 种､ 4 种病原

所占比例分别为 43.1%､ 15.8%､ 2.6%､ 0.2%。2.混合感染中检出肺炎支原体 144 例(36.7%),细
菌 135 例(34.4%),病毒 34 例(8.7%),检出的病毒以博卡病毒感染 为多见,细菌以肺炎链球菌和流感

嗜血杆菌为主。3.ADV 混合感染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的儿童,以 3-5 岁儿童所占比例 高(占 28.9%),
腺病毒与细菌混合感染多发生在 3 岁以下。4.在临床诊断方面,上呼吸道感染多见于单纯感染,而大

叶性肺炎多发生于混合感染组。5.与非混合感染组相比,混合感染组发热持续时间和住院时间更长;
咳嗽､ 喘息､ 发热≥7 天且≥39℃易发生在混合感染组患儿,而高热惊厥在单纯感染组多见;混合感

染患儿的 LDH 水平及肌酸激酶同工酶升高发生率均高于非混合感染患儿,行支气管镜灌洗治疗的比

率更高,且更多地需要丙种球蛋白和糖皮质激素治疗。 
结论 1.半数以上腺病毒感染住院患儿存在混合感染,以肺炎支原体为 常见。2.腺病毒混合感染可

影响患儿临床进程。 
 
 
PU-0525 

重症腺病毒肺炎的临床分析 
 

黄圆美,郝创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分析重症腺病毒肺炎患儿的临床､ 实验室和放射学特征,并比较呼吸衰竭和非呼吸衰竭患儿的

临床差异。 
方法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重症腺病毒肺炎患儿 60 例,根据患

儿有无呼吸衰竭,将其分为呼吸衰竭组和非呼吸衰竭组,并将同期入院的 135 例轻症腺病毒肺炎患儿

作为对照组。收集所有患儿的临床特征､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资料及诊治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1.60 例重症腺病毒肺炎患儿,2 岁以下发病 49 例(81.7%),其中≤6 个月的患儿有更高的呼吸衰

竭发生率(P<0.05)。2.所有患儿均有发热表现,热峰在 39.1~42.0℃者 57 例(95%), 中位热程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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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天,呼吸衰竭组和非呼吸衰竭组热程和热峰均显著长于对照组(P<0.05)。3.三组间比较,呼吸衰竭

组机械通气时间､ 吸氧时间､ 住院及住 ICU 时间更长,且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等基础疾病､ 出现肺外

并发症､ ALT>2 倍正常值､ 病程中合并血红蛋白下降的发生率也更高(P<0.05)。4.SAP 患儿中影像

学表现为肺部实变者 33 例(55.9%),以双侧和左下肺实变为主,呼吸衰竭组和非呼吸衰竭组出现肺实

变的比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病变累及 3 个及 3 个以上肺叶在呼吸衰竭患儿更为常见(P<0.05)。 
结论 1.重症腺病毒肺炎好发于 2 岁以下的婴幼儿,以 6 个月以下者病情更重,进展为呼吸衰竭的患儿

常伴有基础疾病。2.重症腺病毒肺炎患儿发热持续时间长,热峰高,常伴有肺内､ 肺外多脏器损害。 
 
 
PU-0526 

137 例儿童先天性气管支气管软化症并存肺炎临床特征分析 
 

周进进,郝创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儿童先天性气管支气管软化症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苏大附儿院住院治疗并首次经电子支气管镜检查

诊断为先天性气管支气管软化症且合并支气管肺炎的患儿,共 137 例,作为“气道软化组”。另外,回顾

性分析同时期因支气管肺炎住院治疗并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且排除气道软化的患儿,共 36 例,作为

“非气道软化组”。 
结果 1.一般资料:①气道软化组共 137 例,其中男 104 例,女 33 例。年龄范围 1 月~31 月,其中≤12
月者 111 例,占 81.02%。②气道软化组较非气道软化组:性别比例无统计学差异(P=0.428>0.05);年
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79>0.05);入院前天数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586>0.05);住院天数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P=0.212>0.05)。 
2.软化部位及程度:①137 例病例中,支气管软化症 85 例,占 62.04%。②软化累及支气管病例中,右侧

支气管软化 52 例。③1 单发性软化病例中,累及气管 25 例,占 28.74%。④多发性软化病例中,同时

累及两个部位的软化 29 例,占 58%。⑤137 例病例中,中度软化 101 例,占 73.72%。⑥不同年龄段

患儿软化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0.501>0.05;P=0.116>0.05;P=0.221>0.05)。⑦137 例病例中,合并

喉软化 25 例。合并其它气道异常之间,软化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0.331>0.05)。 
3.临床表现:①多发性软化患儿呼吸困难比例较单发性软化患儿高,两组有统计学差异

(P=0.033<0.05)。②不同软化程度之间,临床表现无统计学差异(P=0.960>0.05)。③气道软化组较非

气道软化组:气促､ 呼吸困难､ 吸气性三凹征､ 重症肺炎比例均高,两组有统计学差异

(P=0.008<0.01;P=0.003<0.01;P=0.011<0.05;P=0.027<0.05)。 
4.肺部普通 X 线及普通 CT 检查:结果均未提示气管､ 支气管软化,主要为肺部炎症的表现。 
5.合并症 
5.1.支气管肺炎:不同软化程度组之间､ 不同软化范围组之间,肺炎严重程度均无统计学差异

(P=0.571>0.05;P=0.184>0.05)。 
5.2.除气道软化外的其它系统发育异常:心脏病､ 脑性瘫痪､ 癫痫､ 生长发育迟缓､ 脑损伤综合征､

21-三体综合征。 
6.137 名患儿接受常规治疗,同时在电子支气管镜下根据病情需要进行灌洗､ 清除分泌物治疗,住院

时间为 10(7~15)天。 
结论 1､ 先天性气管支气管软化症多见于 1 岁以内男性儿童。 
2､ 支气管软化症相对常见,右侧软化较左侧常见。软化程度以中度为主,合并喉软化 为常见。 
3､ 先天性气管支气管软化症患儿合并肺部感染时临床表现较不伴气道软化患儿更为严重。 
4､ 肺部普通影像学检查对诊断先天性气管支气管软化症的帮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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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7 

雷公藤红素对肥胖型哮喘 Th17 和气道高反应的影响研究 
 

曾泽宇,张维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雷公藤红素(celastrol)对肥胖型哮喘小鼠 Th17 细胞与气道高反应的影响。 
方法 雄性 C57BL/6 小鼠 42 只,随机分为 7 组:正常对照组(A)､ 哮喘组(B)､ 肥胖组(C)､ 肥胖型哮喘

组(D)､ 低剂量 celastrol 组(E)､ 中剂量 celastrol 组(F)和高剂量 celastrol 组(G)。D､ E､ F 和 G 组

予以高脂饲料(HFD)喂养 16 周,于第 13 周起第 1 天和第 13 天腹腔注射卵清蛋白/氢氧化铝

[OVA/AL(OH)3]致敏,第 25 天至第 31 天连续 7 天雾化吸入 OVA 激发,E､ F 和 G 组在每次雾化吸入

前 30min 口服 celastrol(1mg/kg､ 5mg/kg､ 15mg/kg)。B 组进行普通饲料喂养+OVA 致敏激发。C
组进行高脂饲料喂养+生理盐水致敏激发。A 组进行普通饲料喂养+生理盐水致敏激发。运用小鼠肺

功能仪检测小鼠气道高反应性(AHR)的指标呼吸气道阻力(Rn),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脾脏

Th17/CD4+T 淋巴细胞比例,ELISA 法检测小鼠血清白介素(IL)-17 水平,并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1)B 组和 C 组 Rn 值显著高于正常 A 组,D 组 Rn 值高于其余各组,E､ F 和 G 组 Rn 显著低于 B
组和 D 组(P 均<0.01),且 G 组 Rn 与 A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乙酰甲胆碱激发后,B
组和 C 组小鼠 Rn 值上升幅度显著高于 A 组(P<0.01),D 组 Rn 值上升幅度高于其余各组,E､ F 和 G
组小鼠较 B､ C 和 D 组小鼠相比,Rn 值上升幅度显著降低(均 P <0.01);且 G 组小鼠 Rn 值的上升幅

度与 A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B､ C 和 D 组 Th17 细胞/CD4+T 细胞比例显著高于 A
组(P<0.01);E､ F 和 G 组 Th17 细胞/CD4+T 细胞比例显著低于 B 和 D 组(P<0.01);而 G 组与 A 组间

比较 Th17 细胞/CD4+T 细胞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B､ C 和 D 组血清中 IL-17 水平显

著高于 A 组 (P<0.01);E､ F 和 G 组血清中 IL-17 水平显著低于 B 和 D 组(P<0.01);而 G 组与 A 组间

比较血清中 IL-17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雷公藤红素显著减轻肥胖型哮喘小鼠 Th17 细胞炎症,降低其呼吸气道阻力,改善了其 AHR。 
 
 
PU-0528 

血脂与学龄期儿童哮喘的关系 
 

李佳红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00211 

 
 
目的  

1. 探讨血清中血脂水平和学龄期儿童哮喘的关系。 
2. 探讨血脂在学龄期儿童哮喘和肥胖关系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一 2017 年 3 月门诊治疗的 6-14 岁哮喘患儿 220 例;按照 BMI 指数分肥胖

(BMI≥30),超重(BMI25-30),低体重组(BMI<20)和正常组(BMI20-24.9);同期非哮喘健康查体儿童

100 例为对照组。 
结果  
1.哮喘组和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两组的年龄､ 身高､ 体重､ 超重比例及肥胖比例差异无显著性(P
均>0.05)。其年龄､ 身高､ 体重､ 超重比例及肥胖比例无明显性别差异。哮喘组的哮喘家族阳性比

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女孩(P<0.001)较男孩(P<0.05)差异更明显。被动吸烟情况哮喘组与对

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哮喘组被动吸烟情况明显多于对照组。 
2.哮喘组与对照组血脂水平比较:哮喘组的 TC 的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哮
喘组的 LDL-C 及 VLDL-C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将哮喘组和对照组按性别

分组后两组比较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哮喘组和对照组的 HDL-C 和 TG 差异无显著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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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哮喘组和对照组的 TG 整体差异无显著性,但按性别分组后在哮喘组男孩的 TG 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哮喘组患儿按 BMI 分组后血脂水平比较:肥胖组及超重组的 TG 水平高于正常组和低体重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肥胖组及超重组的 HDL-C 低于正常体重组及低体重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4.超重儿童血脂水平:男孩,超重组哮喘患儿血脂异常的风险高于(更高的 TG,TC,和 LDL-C 和更低

HDL-C)非超重哮喘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且这种关联在女孩中同样存在。另外,超
重组 TC 水平明显高于非超重组,而 HDL 水平低于非超重组(P 均<0.05)。 
5.肥胖患儿血脂水平:男孩,肥胖的哮喘患儿血脂异常的风险高于(更高的 TG,TC,和 LDL 和更低 HDL)
非肥胖哮喘患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且这种关联在女孩中同样存在。另外,肥胖组

TC 和 LDL 水平明显高于非肥胖组,而 HDL 水平低于非肥胖组(P 均<0.05)。 
6.高 TIgE 组和 TIgE 正常组血脂水平比较:哮喘患儿按 TIgE 水平进行分组后,结果显示高 TIgE 组和

TIgE 正常组的血脂水平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 均>0.05)。 
气传性过敏原阳性组和阴性组血脂水平比较:过敏原过敏阳性组 LDL 水平高于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学龄期哮喘儿童其血脂水平与哮喘､ 肺功能､ 特应性及肥胖有关。 
 
 
PU-0529 

小儿哮喘整体护理干预的应用分析 
 

晁艳艳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究小儿支气管哮喘患儿应用整体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方法 使用 2015 年 2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进行诊治的 70 位小儿支气管哮喘患儿,分为实验组以及

对照组。对照组用一般的护理方法,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整体护理干预,对比两组病人的病

情､ 护理的满意程度以及复发率情况。 
结果 实验组的发作次数以及住院次数小于实验组,并且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小儿支气管哮喘患儿应用护理干预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PU-0530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婴幼儿病毒性肺炎疗效观察 
 

刘成军,刘茂花,沈彤,李海英 
临沂市中心医院 276400 

 
 
目的 探讨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我科收治的婴幼儿(年龄 1-3 岁)病毒性肺炎患儿 120 例,采用

随机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两组均给予退热､ 止咳化痰､ 平喘等对症治疗,对照组给予利巴

韦林静滴治疗,观察组给予喜炎平注射液静滴治疗。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退热时间,咳嗽消失

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出院后随访 1 周。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3.3%,高于对照组的 78.3%(P<0.05),患儿退热时间(2.63±0.90 d)､ 咳嗽

消失时间(9.51±2.65 d)､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5.04±1.64 d)､ 住院时间(8.65±2.56d)均短于对照组

(3.11±0.82d､  10.65±2.82d､  5.73±1.56d､  9.71±2.31 d)(P 均<0.05),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无

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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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能够能有效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提高临床疗效,安全性高,值得临床应用。 
 
 
PU-0531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分析 
 

卢志威,杨卫国,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81000 

 
 
目的 探讨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治疗及转归。 
方法 分析 2013 年 6 月-2017 年 5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收治的 8 例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继发噬

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特点及治疗转归情况。 
结果  8 例患儿中男 4 例,女 4 例,年龄 7 月~8 岁。临床表现以持续高热､ 咳嗽,精神差为主,全血细胞

减少､ 铁蛋白升高,凝血功能异常,血肺炎支原体抗体阳性和或咽拭子或肺泡灌洗液 DNA 阳性,胸部

CT 检查提示肺部有大片状实变影,其中 3 例合并有大量胸腔积液。3 例患儿经抗感染及大量丙种球

蛋白治疗后痊愈,2 例接受了抗感染及糖皮质激素､ 大剂量丙种球蛋白治疗后痊愈,2 例进行了地塞米

松､ 环孢素 A(CSA)及依托泊苷(VPl6)三联治疗后死亡,1 例仍然在三联疗法当中。5 例患儿随访 1-3
年后无复发。 
结论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继发的噬血细胞综合征较为少见,病情进展迅速,死亡率较高。早期

诊断和及时的免疫抑制治疗非常重要,糖皮质激素和大剂量丙种球蛋白治疗有效。年龄小､ 病程长

､ 合并感染､ 多脏器系统受累,往往提示预后不好。 
 
 
PU-0532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儿童不明病原的重症肺炎中的应用 
 

卢志威,李志川,鲍燕敏,王和平,郑跃杰,赵海霞 
深圳市儿童医院 581000 

 
 
目的 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 15 例儿童不明病原重症肺炎的病原体,为临床诊治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将 2017 年 4 月-5 月陆续出现经常规检测手段检测不到病原的重症肺炎患儿 15 例的肺泡灌洗

液(BALF)送深圳华大基因公司进行高通量技术测序,同时留取标本在本院进行呼吸道病毒抗原免疫

荧光检测,包括(流感病毒 A,流感病毒 B,副流感 I,II,III,呼吸道合胞病毒､ 人腺病毒),以及 BALF 培

养。所有 BALF 测序阳性标本再经 P C R 验证。 
结果  2017 年 4 月-5 月共有 15 例病原不明的重症肺炎,男 8 例,女 7 例,年龄 5 月-4 岁 8 月,临床表现

为持续高热不退,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及低氧血症,伴有精神萎靡及脱水貌,9 例影像学表现为双侧多

发斑片状高密度实变影, 4 例表现为单侧实变影伴少量胸腔积液,2 例表现为节段性肺不张。所有患

儿痰培养､ 咽拭子肺炎支原体､ 沙眼衣原体及百日咳 DNA 均为阴性,甲､ 乙型流感抗原检测阴性,咽
拭子呼吸道病毒免疫抗原检测(包括流感病毒 A,流感病毒 B,副流感 I,II,III,呼吸道合胞病毒､ 人腺病

毒)阴性。所有患儿均行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2 例吸出树形样分泌物。15 份 BALF 经高通量技术

测序提示全部为腺病毒 B1,经 P C R 检测验证,均为腺病毒,扩增病毒基因序列经测序分析与人腺病

毒 3 型､ 7 型同源性 高。我院的 BALF 呼吸道病抗原免疫荧光提示腺病毒阳性 8 例,15 例 BALF
细菌培养均阴性。 
结论 腺病毒肺炎的临床表现通常为非特异性,不同型别的腺病毒具有不同的致病性。腺病毒的常规

检测手段敏感性不高。高通量测序技术敏感性及准确性明显高于常规检测技术,在疑难危重感染､

病原不明的情况下为临床医师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实验室数据,为临床的诊断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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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3 

深圳甲型 H1N1 流感死亡患儿分析 
 

卢志威,杨卫国,郑跃杰,王和平 
深圳市儿童医院 581000 

 
 
目的 了解 2009 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以后,该型流感危重症死亡患儿的临床特征及死亡原因,为进

一步认识甲型流感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4 年-2017 年 5 月经咽拭子甲型流感核酸检测证实为甲型 H1N1 流感,危重症死亡患儿 8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并与我院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期间死亡的 5 例患儿进行比

较。 
结果 (1)2009 年 11 月-2010 年 1 月甲型 H1N1 流感流行期间死亡 5 例,男,3 例,女,2 例,年龄 1 岁 1
人,年龄 7-12 岁 4 人;2009 甲型 H1N1 大流行后,死亡 8 例,男 4 例,女 4 例,年龄在 10 月-4 岁 8 月,其
中 5 例死于 2016 年 3-5 月深圳甲型流感高峰期。(2)2009 甲型 H1N1 流感期间死亡病例无基础疾

病,而 2009 甲型 H1N1 流行过后,8 例死亡病例中有基础疾病 3 例,1 例为急性淋巴白血病化疗骨髓处

于抑制期,1 例为家族性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坏死性脑病;1 例为肾病综合征。(3)2009 甲型 H1N1 大流

行过后,出现 3 例患儿发病到死亡时间短暂,平均时间 3 天(2~4d),其中 2 例死于坏死性脑病和脑病,另
1 例死于重症肺炎继发肺炎链球菌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4)甲型 H1N1 流感死亡 常见的并发症为

重症肺炎和坏死性脑病或脑病,所有坏死性脑病或脑病患儿一旦出现惊厥后迅速进入昏迷状态。

(5)2009 甲型 H1N1 流感期间有 1 例死于继发性真菌性脓胸及真菌性脑膜炎,而 2009 甲型 H1N1 大

流行过后,有 2 例没有基础疾病患儿均继发肺炎链球菌感染引起严重脓毒血症。(6)所有死亡病例常

见症状为发热､ 咳嗽､ 气促､ 惊厥､ 昏迷､ 精神反应差伴呻吟。 
结论 2009 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以后,该型流感的发病人数虽然减少,但在流感高发期,儿童流感死

亡率较高。婴幼儿和有基础疾病可能是死亡的高危因素。死亡病例的症状､ 体征均较严重,且发展

迅速,进入多脏器功能衰竭。引起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流感相关性脑病和继发严重的细菌感染。 
 
 
PU-0534 

调节性 B 细胞在哮喘发病的初步研究 
 

马卓娅,张建平,王国斌,郑跃杰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调节性 B 细胞(Regulatory B cells,Breg)在儿童哮喘发病中可能的作用。 
方法 选取急性期哮喘患儿 23 例,平均年龄 6.58±2.38 岁,男女比例:2.83:1;同年龄健康儿童 21 例,平
均年龄 5.43±1.91 岁,男女比例 2.00:1;(1)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Treg､ Th1､ Th2､ Th17､
Breg 比例及 CD80､ CD86､ CD1d 表达水平;(2)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IFN-γ､ T-bet､ GATA3､
IL-17A､ IL-17F､ RORγt､ IL-10､ TGF-β mRNA 表达;(3)采用 ELISA 检测血浆 IL-10 浓度; 
结果 1)急性期哮喘患儿外周血中 CD24hiCD27+ Breg 细胞比例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共刺激分子

CD80､ CD86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而 CD1d 的表达水平有下降趋势(P>0.05);(2)
急性期哮喘患儿的 CD4+CD25+Foxp3+ Treg 比例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3)急性期哮喘患

儿外周血浆的 IL-10 浓度低于正常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4)急性期哮喘患儿外周血 Th1 细

胞比例显著降低,而 Th2 及 Th17 细胞比例显著增高,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荧光定量 PCR 检

测观察到急性期哮喘患儿中 CD19+ B 细胞中 IL-10 的表达无明显差异,而 TGF-β 的表达水平是升高

的有统计学意义(P<0.05);(6)急性期哮喘患儿 CD4+ T 细胞中 T-bet､ IFNG､ RORγt､ IL-17A､ IL-
17F 表达上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GATA3 表达未见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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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D24hiCD27+ Breg 比例下降及分泌 IL-10 功能减弱可能是导致急性期哮喘患儿 CD4+T 细胞

诱导分化异常的重要因素,共刺激分子 CD80､ CD86 表达下调可能也影响了急性期哮喘患儿

CD24hiCD27+ Breg 的免疫调节功能。 
 
 
PU-0535 

2009 年-2016 年深圳市儿童医院皮下注射特异性 
免疫治疗患者不良反应观察 

 
马卓娅,刘萍,刘晓丽,闫魏娟,郑跃杰,迟巧梅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观察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过程中患者的不良反应,总结这种治疗方法的安全特征,便于

预防､ 及时发现､ 处理和不良反应。 
方法 100 例接受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患者,按照剂量递增治疗方案进行螨变应原标准化免疫

注射治疗,询问观察每次注射后不良反应情况并记录,总结不良反应发生规律。 
结果 100 例患儿共注射了 3453 次,共 38 例 95 人次发生不良反应(2.75%)。其中速发不良反应 34
例 71 人次(2.05%),迟发不良反应 10 例 24 人次(0.70%);局部不良反应和全身不良反应分别为 62 人

次(1.80%)和 33 人次(0.95%)。局部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注射部位红肿､ 瘙痒。全身不良反应主要

为咽痒､ 荨麻疹､ 呕吐,无 1 例发生过敏性休克。剂量递增阶段和剂量累积阶段分别有 46 次(1.33%)
及 49(1.42%)人次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 螨变应原皮下注射免疫治疗不良反应主要以局部不良反应为主,多在注射后 30 分钟内发生。剂

量递增阶段与剂量累积阶段不良反应发生率没有差异。 
 
 
PU-0536 

汉化版过敏儿童生活质量问卷在哮喘儿童中的应用 
 

张建平,董琳琳,鲍燕敏,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汉化版过敏患儿生活质量问卷(PADQLQ)在支气管哮喘患儿管理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于我院呼吸专科就诊的 141 例哮喘患儿,进行面对面的调查问

卷,填写 C-ACT 或 ACT 和 PADQLQ,并进行 FeNO 和肺功能检查。分析 PADQLQ 与哮喘患儿控制

及临床客观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PADQLQ 总分､ 活动维度及症状维度得分上未控制组明显高于部分控制组,并且部分控制组

高于完全控制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情感维度得分上未控制组明显高于部分控制组及完全

控制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部分控制组与完全控制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FEV1%预计值与

PADQLQ 总分有相关性(r=-0.257,P<0.05)。近期使用 ICS 治疗组的 PADQLQ 总分及症状､ 活动维

度得分比 ICS 未治疗组的低,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是在情感维度上使用 ICS 治疗组的得分低

于未使用 ICS 治疗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汉化版 PADQLQ 可以适用于哮喘患儿的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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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7 

门诊哮喘患儿近 4 年哮喘控制情况的调查分析 
 

张建平,冯志冠,鲍燕敏,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了解近 4 年来门诊随诊的哮喘患儿的疾病控制情况,并探讨影响控制水平的因素。 
方法  2012 年及 2016 年两次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呼吸专科随诊的 4-18 岁的哮喘患儿进行 C-ACT 或

ACT 面对面的调查问卷,比较 2012 年 144 例和 2016 年的 145 例的哮喘控制水平。 
结果 2016 年调查哮喘患儿的良好控制率(部分控制率+完全控制率)(91.0%)高于 2012 年的良好控制

率(66.7%),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 年近期使用吸入型糖皮质激素治疗组的良好控制率(96.1%)
高于未使用吸入型糖皮质激素治疗组(79.1%),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 年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

组的良好控制率(87.9%)低于哮喘未合并过敏性鼻炎组(100%),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近四年我院门诊哮喘患儿的良好控制率有明显提高。 
 
 
PU-0538 

口服酪酸梭菌 CGMCC0313-1 减轻 OVA 诱发的气道过敏 
 

张娟
1,苏慧

1,李秋红
1,吴海霞

1,刘梦昀
2,黄建琼

2,曾敏华
1,孙新

1,郑跃杰
2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益生菌能够调节免疫作用,诱导免疫耐受,在过敏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具有很大的潜在应用价

值。本研究探讨酪酸梭菌 CGMCC0313?1 对气道过敏小鼠的气道炎症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研究使用卵清蛋白(OVA)诱导的气道过敏小鼠模型。在 OVA 致敏阶段和致敏以后每天给小鼠

灌胃酪酸梭菌。检测气道功能､ 肺部炎症指标､ 肥大细胞脱颗粒､ T 辅助细胞(Th)特异性因子及抗

炎症因子､ OVA 特异性 Ig､ 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和病理组织学变化 
结果 酪酸梭菌能够明降低气道过敏小鼠的肺阻力､ 肺部炎症､ 肥大细胞脱颗粒和气道重塑,并且口

服酪酸梭菌以后 OVA 特异性 IgE/G1 表达降低,Th1/Th2 失衡得以纠正,抗炎症因子 IL-10 增加。 
结论 酪酸梭菌能够减轻 OVA 诱导的气道过敏性炎症,可能应用于过敏性哮喘的添加或辅助治疗。 
 
 
PU-0539 

哮喘儿童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规范治疗停药后复发相关因素分析 
 

王傲杰 
天津市咸水沽医院 300353 

 
 
目的 探讨哮喘儿童经规范应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停药后复发情况及相

关因素分析,以便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降低其复发率 
方法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哮喘门诊患儿中选取经规范治疗

后(符合中国儿童哮喘诊断与治疗指南)停用 ICS 的患儿共 104 例,其中男 70 例､ 女 34 例,年龄 4-14
岁。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观察停药 1 年及以上哮喘儿童哮喘复发情况,并分析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104 例患儿中,64 例于停用 ICS 后出现哮喘复发,复发率为 61.54%;不同性别比较,复发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霉菌过敏组复发率高于无霉菌过敏组､ 6 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组复发率低于人工喂养组合

混合喂养组､ 过敏性疾病家族史阳性组复发率略高于阴性组､ 早产儿组复发率高于足月组､ 剖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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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复发率高于顺产组､ 超重组和消瘦组复发率均高于体重正常组､ ICS 联合长效 β 受体激动剂治疗

组复发率低于单用 ICS 治疗组,合并鼻窦炎患者的复发率高于未合并鼻窦炎患者,但均无统计学意

义,P 均>0.05;2.6 岁前发病的哮喘患儿复发率明显高于 6 岁及 6 岁后发病的患儿(P<0.05); 3.ICS 应

用疗程 6-11 个月组的复发率高于 12-24 个月组､ >36 个月组,(P<0.05);疗程大于 36 个月组复发率

低于其他三组,与 12-24 个月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4.停药前稳定期(哮喘临床缓解时间)<4
个月组哮喘患儿复发率高于≥12 个月(P<0.05);稳定期≥12 个月组复发率低于稳定期<4 个月组

(P<0.05);5.重度哮喘复发率高于轻､ 中度组,(P<0.05);6.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复发率高于未合并过

敏性鼻炎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7.冬季停药组复发率高于春､ 夏､ 秋停药组,但只有与夏

季停药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8.螨虫过敏组复发率高于非螨虫过敏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除螨治疗后复发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9.停药时高 FeNO 水平组复发

率高于低 FeNO 水平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10.相关危险因素包括上呼吸道感染､ 运动､ 过敏

原暴露､ 大笑､ 雾霾､ 天气变化､ 学习压力,以上呼吸道感染和过敏原暴露为主。 
结论 结论 1.哮喘儿童停用 ICS 后复发与发病年龄､ ICS 疗程､ 病情严重程度､ 停药前哮喘缓解时

间､ 共患过敏性鼻炎､ 停药季节､ 是否除螨治疗及停药时高 FeNO 水平相关;2.哮喘儿童停用 ICS
后复发的主要触发因素为上呼吸道感染和过敏原暴露。 
 
 
PU-0540 

儿童肺炎支原体合并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 
 

刘金玲,李淑娴,陈志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31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MP)合并 EB 病毒(EBV)混合感染后肺炎的临床及免疫学特征。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期间因肺炎住院治疗且病原学检测 MP 及 EBV 均阳性的 107
例患儿作为混合感染组,并将同期入院的 100 例单纯 MP 肺炎患儿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儿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采用流式细胞学方法检测 T 细胞亚群 CD3+､ CD4+､ CD8+百分比,并通过

流式微球阵列(CBA)技术分析 Th1/Th2 细胞因子(IL-2､ IL-4､ IL-10､ TNF-α 和 IFN-γ)表达水平。 
结果 支原体肺炎及 MP 合并 EB 病毒感染患儿发病率均以学龄期偏高。两组患儿的性别､ 外周血白

细胞､ CRP 比较均无显著差异(P>0.05)。混合感染组发热时间较 MP 单纯感染组显著延长

(P=0.007)。两组 T 细胞亚群 CD3+､ CD4+､ CD8+及 CD4+/CD8+比值均无显著差异(P>0.05)。混

合感染组患儿血清中 IL-2 浓度较单纯感染组明显升高(P=0.036),其余细胞因子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P>0.05);混合感染组 IgA 和 IgG 水平较单纯感染组显著升高(P=0.005,P=0038)。 
结论 MP 混合 EB 感染可通过诱导机体分泌 IL-2 而加重病情。肺炎支原体､ EB 病毒感染机体后对

机体造成的损伤往往是由免疫反应导致的,因此抗 MP 治疗及抗 EB 病毒治疗效果不佳时免疫调节治

疗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PU-0541 

以憋气为主要表现的 3 月内婴儿类百日咳综合症 20 例临床分析 
 

陈学高 
临泉县人民医院 236400 

 
 
目的 探讨 3 月内小婴儿类百日咳综合症的临床特征。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治的 20 例年龄小于 3 个月的类百日咳综合症患儿的临床特

征､ 辅助检查结果及治疗情况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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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3 个月以下小婴儿类百日咳综合症咳嗽后憋气症状突出,痉咳症状不典型,憋气严重伴有发绀,
少数有伴随喘息症状;②存在血白细胞增高[血白细胞计数>10×109/L 15 例(75%)]及分类淋巴细胞占

优势[淋巴细胞比例升高 11 例(55.5%)];③12 例(60%)呼吸道症状与体征分离,即痉咳症状突出,但肺

部听诊无异常。④胸片或肺部 CT 表现为右上肺局灶性实变 6 例(30%),经上消化道造影发现合并有

胃食道返流 4 例及胃扭转 1 例。⑤丙种球蛋白联合红霉素治疗,能很快改善憋气症状,经综合治疗均

好转或痊愈出院。 
结论 3 月内小婴儿类百日咳综合征临床痉咳合并憋气发病率高､ 危险大,要注意识别合并胃食道返

流及胃扭转的可能性。及早联合丙种球蛋白与红霉素治疗具有较好的疗效。 
 
 
PU-0542 

布地奈德和氨溴索雾化吸入联合超短波辅助治疗 
小儿急性支气管炎的护理总结 

 
赵红伟 

1.沈阳市儿童医院 
2.沈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布地奈德和氨溴索雾化吸入联合超短波辅助治疗小儿急性支气管炎的综合护理干预效

果。 
方法 在医院 2015 年 8 月到 2016 年 4 月期间诊治的急性支气管炎患儿中抽取 76 例作研究对象,对
其实施布地奈德和氨溴索雾化吸入联合超短波辅助治疗,并通过随机抽签方式分组,对照组(n=38)采
用常规护理,研究组(n=38)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与治疗依从性。 
结果 研究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 治疗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 
结论 布地奈德和氨溴索雾化吸入联合超短波辅助治疗小儿急性支气管炎的综合护理干预效果满意,
且可提升患儿治疗依从性,可借鉴。 
 
 
PU-0543 

D-二聚体检测在儿童坏死性肺炎早期识别中的临床意义 
 

姚钧兰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3 

 
 
目的 探讨 D-二聚体检测在儿童坏死性肺炎早期识别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儿科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坏死性肺炎患儿 24
例,分析在入院时､ 热退 3 天后外周静脉血血浆 D-二聚体水平,同时随机选取 34 例同期大叶性肺炎

患儿血液标本作为对比。 
结果 坏死性肺炎组入院时(3.41±1.04)和热退 3 天后(7.73±2.23)D-二聚体水平有统计学差异( t =﹣4. 
036,P < 0. 05) ; 大叶性肺炎组入院时(1.48±0.89)和热退 3 天后(1.67±1.20)D-二聚体水平无统计学

差异( t =﹣0.604,P > 0. 05);坏死性肺炎组入院时､ 热退 3 天后与大叶性肺炎组 D-二聚体水平比较

均有统计学差异( t 值分别为 3. 203､ 5.104,P 均 < 0. 05)。 
结论 通过血浆 D-二聚体水平的检测,能够早期直观地反应患儿体内的炎症反应和凝血状态,可为及早

鉴别坏死性肺炎提供判断和监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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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4 

Kartagener 综合征 1 例报告 
 

刘芳,李晓春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0 

 
 
目的 分享我院收治 1 例为 KS 患儿的病例资料。 
方法 根据患儿有长期反复咳喘､ 流脓涕病史,结合心脏､ 胸片､ 华氏片临床诊断为 Kartagener 综合

征。 终结合患儿支气管粘膜活检诊断为 Kartagener 综合征。 
结果 Kartagener 综合征(KS) : 是由于相关基因的突变导致纤毛结构和/或功能缺陷从而引起纤毛的

功能障碍,常继发鼻窦炎､ 反复上下呼吸道感染 [1],是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的一种,原发性纤

毛运动障碍(PCD)合并内脏转位即为 KS, PCD 包含四种类型,KS 是其中的一个类型[2]。此病临床极

为罕见,国外统计发病率约为 1/120000—1/32000[3]。患者可出现频繁的上下呼吸道感染､ 如未及时

､ 规范的诊疗,可致支气管扩张,感染进行性加重等,进行性心､ 肺功能损害, 终可致呼吸循环功能衰

竭 [4] 。 
结论 KS 为基因突变引起纤毛结构异常引起黏膜和黏液清除功能异常。其临床影影像学特点比较典

型,但明确诊断期间常被误诊,对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鼻窦炎病史者应及时行影像学检查从而警惕

本病的可能。纤毛的电镜下超微结构分析被作为 KS 诊断的金标准。基因检测作为一种新的确诊技

术逐渐被应用于 KS 患者。若增强机体免疫力､ 接受规范治疗､ 长期规律随访,可延缓该病的进展及

其并发症的出现, 终可提高患者生存的质量。 
 
 
PU-0545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外周血白介素的表达与肺功能变化的相关性 
 

邓跃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MPP)肺炎患儿外周血中 IL-10､ IL-17 的表达水平与肺功能变化的相关性。 
方法 以我院 2014 年 9 月-2016 年 3 月收治的 70 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以是否有哮鸣

音分为喘息组和非喘息组,以 30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空腹采血 5ml,分离血清,ELISA 检测血清中 IL-
10､ IL-17 的表达水平,肺功能检测仪检测受检者的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PEV1), 大呼气流量(PEF),
用力肺活量(FEV1/FVC)。 
结果 喘息组中 IL-10 的表达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喘息组中 IL-10 的表达水平与非喘

息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喘息组中 IL-17 的表达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喘息组中

IL-17 的表达水平与非喘息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喘息组和非喘息组中 IL-10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喘息组和非喘息组中 IL-17 水平均高于于对照组。非喘息组较喘息组 PEV1､ PEF､ PVE1/FVC 值

高,差异显著(P<0.05)。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中的 IL-10 的水平与 PEV1､ PEF､ PVE1/FVC 呈

正相关,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中的 IL-17 的水平与 PEV1､ PEF､ PVE1/FVC 呈负相关。 
结论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中 IL-10 表达低于正常儿童,IL-17 表达高于正常儿童,IL-10､ IL-17 的

表达水平与肺功能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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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6 

小儿牛黄清心散治疗支气管肺炎 80 例 
 

张么成,聂国明,邹敏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评价小儿牛黄清心散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将 80 例支气管肺炎患儿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20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小儿牛黄清心散。每

日观察患儿发热､ 咳嗽及肺部罗音恢复情况,对治疗前后症状体征变化进行对比,并对发热､ 咳嗽等

进行评分。治疗结束后复查胸部 x 线片,观察胸部 x 线片恢复情况。同时进行血､ 尿､ 便常规及肝

､ 肾功能的检查,观察不良反应事件。 
结果 2 组患儿治疗后症状平均积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1),联合小儿牛黄清心散组患儿临床症

状积分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2 组患儿均未见明显的肝､ 肾不良反应。 
结论 小儿牛黄清心散能提高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疗效,快速缓解症状;小儿牛黄清心散是治疗小儿支气

管肺炎安全､ 有效的方案。 
 
 
PU-0547 

支气管哮喘的家庭管理 
 

覃燕莉, 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开展家庭管理的疗效及预后进行分析评价。 
方法 将我科 1350 诊断支气管哮喘的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开展缓解期健康教育及家庭雾化

治疗,另一组按常规治疗。对两组进行 3 年追踪,对两组发作次数､ 发作严重程度评分､ 支气管哮喘

住院次数､ 呼吸道疾病住院次数进行比较。 
结果 与常规治疗组相比,健康教育组发作次数显著减少(p<0.01),发作严重程度评分降低(p<0.01),因
喘息发作次数明显减少(p<0.01),呼吸道疾病住院频率亦减少(p<0.05)。 
结论 对支气管哮喘的患儿进行家庭雾化及缓解期健康教育管理可有效减少哮喘患儿的发作次数､

发作期的严重程度及住院次数,有效减少哮喘患者家庭的经济及心理负担。 
 
 
PU-0548 

学龄前儿童哮喘 PM2.5 暴露水平与血液白细胞介素-8 水平表达 
 

管敏昌
1,王丽珍

1,2,杭金国
1,2,徐加勤

1,王惠庭
13,汤卫红

13 
1.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2.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3.杭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学龄前儿童哮喘 PM2.5 暴露水平与血液白细胞介素-8 水平表达。 
方法 哮喘组选择 2016 年 5 月~2016 年 7 月住院哮喘急性发作患儿 50 例,对照组取同期健康体检儿

童 50 例,对 2 组儿童 PM2.5 暴露水平及血液中白细胞介素-8 水平进行检测,比较不同哮喘程度

PM2.5 暴露水平和血液中白细胞介素-8 水平变化。 
结果 2 组 PM2.5 暴露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7.21;P <0.01);2 组血液白细胞介素-8 水平比

较,差异有有统计学意义(t=15.63;P <0.01);随着哮喘发作程度加重,PM2.5 暴露水平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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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血液白细胞介素-8 水平显著升高 (P<0.01);血液白细胞介素-8 水平和 PM2.5 暴露水平与哮

喘发作程度呈正相关(r=0.76;0.80,P<0.01) 
结论  儿童哮喘与 PM2.5 暴露水平有关,可能通过血液中白细胞介素-8 表达。 
 
 
PU-0549 

NOTCH 基因突变在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中的机制研究 
 

樊蕊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遗传基因突变在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BMPR2 是公认的 PAH 致病基因但

只有 10-20%发病,其他分子如 ENG､ KCNA5 及 TOPBP1 等基因的突变与 PAH 发病的关系近年来

愈受关注。本研究的目的是拓宽 PAH 致病基因谱,进一步阐明基因突变在 PAH 发病过程中的作

用。 
方法 我实验室前期通过文献回顾找到 BMPR2 等 13 个 PAH 致病相关基因,利用 NGS 测序技术,对
30 例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儿的血清标本进行了该 13 个基因的全外显子测序,发现 4 例存在 NOTCH
家族分子的基因突变,随后应用 sanger 测序方法进行了验证。 
结果 在 NOTCH1､ NOTCH3 分子中,分别发现了数个国内外均尚未见报道的基因突变位点,其中

NOTCH1 分子 2 处､ NOTCH3 分子 3 处,均位于胞外的 EGF 结构域内。NOTCH 分子的胞外 EGF
结构域,主要功能是和胞外配体结合,启动 NOTCH 信号通路的转导。我们推测,EGF 结构域的基因突

变,会影响 Jagged1 等相关配体与 NOTCH 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正常的 NOTCH 受体与配体的结合,
影响信号的传导, 终导致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分化异常,致肺动脉高压发病。下一步我们

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证实,同时利用体内体外功能实验进一步确定相关基因突变对该疾病的

具体作用及分子机制。 
结论 遗传与肺动脉高压的发生､ 发展及预后均密切相关,基因筛查可以确定检测对象是否携带致病

性遗传变异,还可以发现确诊肺动脉高压患者的家庭成员中携带致病基因突变但尚未发病的家属,提
供早期预警;NOTCH 信号转导通路在心血管发育与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找到可导致 PAH 发病的

NOTCH 家族分子的基因突变位点,可以深入研究 PAH 的发病机制,寻找个体化的诊断及治疗手段和

新的治疗靶点。 
 
 
PU-0550 

布拉氏酵母菌对湿疹患儿免疫功能的影响 
 

任明星,薛国昌,沈琳娜,王海彬,张黎雯,夏欢,宋月娟,夏雪霞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无锡市手外科医院 214062 

 
 
目的 婴幼儿湿疹是婴幼儿时期常见的一种皮肤病,多见于生后 1~3 月的婴儿,2 岁以后发生的概率会

减小。婴儿湿疹病因复杂,反复发作,其发病率在过去 20 年里增加了 2~3 倍,严重影响患儿生活质量,
研究表明其发病机制与患儿免疫功能紊乱有一定关系,近年研究发现布拉氏酵母菌对婴儿湿疹具有

治疗作用。本研究将观察布拉氏酵母菌对湿疹患儿的治疗作用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110 例湿疹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61 例,常规治疗组 49 例。常规治疗组予湿疹常规治疗,治疗

组予常规治疗外,加用布拉氏酵母菌治疗 1 个月。于治疗前及口服布拉氏酵母菌 1 月治疗后检测免

疫功能水平。 
结果 经治疗 1 个月后治疗组总有效率 88.6%,对照组总有效率 68.1%,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1)。治疗组和对照组患儿治疗前 CD3+､ CD4+､ CD8+､ IgG､ IgA､ IgM 和 IgE 均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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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 均>0.05)。布拉氏酵母菌治疗 1 个月后 CD3+(61.23±6.32)%显著高于对照组(59.34±6.9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CD8+(24.38±1.23)%显著低于对照组(31.52±1.46)%,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布拉氏酵母菌治疗 1 个月后 IgE(67.17±21.13)显著低于对照组(102.29±27.83),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口服布拉氏酵母菌 1 月能有效地治疗婴儿湿疹,调节湿疹患儿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尤其

是对 IgE 有明显的下调作用。 
 
 
PU-0551 

鼻一氧化氮检测对儿童过敏性鼻炎诊断和管理的价值 
 

陈杰华,刘萍,董意妹,黄丽,赵海霞,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10240619 

 
 
目的 了解鼻一氧化氮(nNO)检测对儿童过敏性鼻炎的诊断和治疗后随访的价值。 
方法 选择经症状和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确诊的过敏性鼻炎的儿童 21 例为过敏性鼻炎(AR)组,无过

敏性疾病家族史的正常体检儿童 12 例为对照(NC)组。使用 Sunvou 呼出气 NO 测定系统,采用鼻被

动呼气+静音技术检测 nNO,分别测定 AR 和 NC 组 nNO 值。AR 组 8 例给予鼻用激素治疗 2 周后复

查 nNO 值,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估疗效。使用 graphpad prism5.0 进行 t 检验或配对 t 检验。 
结果 AR 组男 16 例,女 5 例,年龄 8.7±0.5 岁;NC 组男 8 例,女 4 例,年龄 8.3±0.7 岁。AR 组 nNO 显

著高于 NC 组(869.3±173.2 ppb vs 289.1±32.5 ppb, p=0.02)。8 例 AR 治疗后 VAS 显著降低(治疗

前 5.5±0.3 vs 治疗后 3.0±0.3,p<0.001),其中 6 例 AR 治疗前 nNO>500 ppb,治疗后显著降低(治疗

前 1141.0±239.9 ppb vs 治疗后 588.7±81.4 ppb,p<0.05),1 例治疗后 nNO 461 ppb 与治疗前 431 
ppb 相近;1 例治疗前 nNO 55 ppb,降低,鼻用激素和抗生素治疗后上升至 605 ppb。 
结论 过敏性鼻炎的 nNO 水平升高,鼻用激素治疗后显著下降,nNO 检测对 AR 的诊断和管理具有临

床价值。一些 AR 病例 nNO 不高甚至降低,可能与合并鼻窦炎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PU-0552 

长期吸入糖皮质激素对轻中度哮喘患儿身高影响的研究 
 

方佳,钟礼立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4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长期吸入中低剂量吸入型糖皮质激素(ICS)对轻中度哮喘患儿身高的影响以及

ICS 长期治疗对于哮喘患儿病情控制的优越性,为指导哮喘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提高哮喘控制水平。 
方法  
 1.本研究为回顾性调查研究,共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我院儿童哮喘门诊就诊的 3~9.5
岁轻中度哮喘患儿 173 例,包括 ICS 长期治疗组 80 例,均规范吸入中低剂量 ICS≥1 年;ICS 非长期

治疗组 93 例,为接受中低剂量 ICS 治疗<1 年,或既往接受任何剂量任何剂型糖皮质激素累积不超过

2 个月/年;50 名同期在我院儿童保健科体检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入组时由专业人员测量获得入

组时身高､ 体重。本研究为减少年龄､ 性别､ 地区因素对身高的影响,将身高测量值校正为身高标

准差值(SDS)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2.由固定调查人员协助监护人完成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入组 1 年前身高体重､ 父母身高体

重､ 运动状况､ 母亲学历､ 家庭收入､ 既往哮喘发作及控制情况､ 以及 ICS 使用疗程和剂量等情况

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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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Kruskal-Wallis H 检验分析三组研究对象间身高 SDS､ 生长速率的差异;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 ICS 长 
期治疗组各调查因素与身高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三组研究对象间入组身高 SDS 比较均无显著差异(0.05±0.98 vs 0.04±0.86 vs 
0.05±0.65,F=0.242,P=0.785)。ICS 长期治疗组患儿入组身高 SDS 与入组体重 SDS､ 家庭收入呈

正相关;生长速率与体重增长率､ 家庭收入及父亲身高呈正相关,与年龄呈负相关。2. ICS 长期治疗

组生长速率低于 ICS 非长期治疗组(Z=-2.913,P=0.0.004),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的降低(Z=-
1.748,P=0.080)。3.ICS 长期治疗组与 ICS 非长期治疗组哮喘年平均发作次数无明显差异(P=0.385),
但前者因哮喘住院次数及急诊就诊次数显著低于后者(P=0.000,P=0.040)。 
  4.ICS 长期治疗组入组身高 SDS､ 生长速率与 ICS 疗程､ 剂量及吸入装置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1.长期规范吸入中低剂量 ICS 未发现对轻中度哮喘患儿的身高有明显影响,且有利于哮喘的控

制;2.哮喘儿童的身高增长与年龄､ 家庭､ 遗传和营养存在相关性,与 ICS 疗程､ 剂量及吸入装置无

关。 
 
 
PU-0553 

重症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浆 D- 二聚体动态变化意义 
 

徐勇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目的 探讨重症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浆 D- 二聚体水平的动态变化。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 103 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包括重型 57 例(观察组),普通型 
46 例(对照组)。对观察组第 1､ 2､ 3､ 4､ 5 天与对照组入院第 1 天血浆 D- 二聚体水平进行比较及

观察组第 1､ 2､ 3､ 4､ 5 天之间血浆 D- 二聚体水平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第 1､ 2､ 3､ 4､ 5 天血浆 D- 二聚体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第 1､ 2
､ 3､ 4､ 5 天间血浆 D- 二聚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入院第 1 天 高,第 2 天次

之。 
结论 重症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浆 D- 二聚体水平明显升高,且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可作为预测病情

严重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PU-0554 

联合干扰素和孟鲁司特治疗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卢孝明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人民医院 435100 

 
 
目的 探讨联合干扰素和孟鲁司特治疗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随机抽取 100 例在我院住院的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

照组给予抗感染,止咳化痰等常规治疗,并给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上加用干扰

素雾化吸入,孟鲁司特口服治疗,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的近期和远期疗效。 
结果 近期疗效:治疗组的发热､ 咳嗽､ 喘息､ 哮鸣音等症状的消退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均显著短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总有效率为 98%,显著高于对照组 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远期疗效:治疗组治疗 3 个月和 6 个月的再次复发率分别为 4%和 8%,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22%,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组未出现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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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联合干扰素和孟鲁司特对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治疗和预防有一定作用,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

广使用。 
 
 
PU-0555 

奥司他韦治疗儿童流感病例 100 例疗效分析 
 

l 卢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人民医院 435100 

 
 
目的 探讨奥司他韦治疗儿童流感病例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门诊 100 流感样病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采用利巴韦林颗粒､ 小儿翅翘颗

粒治疗,治疗组采用奥司他韦颗粒和小儿翅翘颗粒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退热时间､

流鼻涕､ 咽痛､ 咳嗽消失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 < 0.05),两组无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奥司他韦颗粒治疗儿童流感样病例临床效果显著,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0556 

喜炎平注射液对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的疗效分析  
 

周洁,黄星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究喜炎平注射液对儿童患者 RSV 感染性肺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将 RSV 导致儿童肺炎住院患者 369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23 例。A 组采用喜

炎平注射液联合利巴韦林静脉滴注治疗 7 d,B 组采用喜炎平注射液静脉滴注治疗 7d,对照组采用利

巴韦林静脉滴注治疗 7 d,三组患者对症进行积极的支持治疗。观察并记录三组患儿住院时间､ 退热

时间､ 肺啰音消失时间､ 咳喘消失时间及 X 线胸片吸收时间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 A 组总有效率为 95.1%,治疗 B 组总有效率 93.5%,对照组总有效率 85.4%。治疗 A 和 B
组治疗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A､ B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住院时间､ 退热时间､ 肺啰音消失时间､ 咳喘消失时间､ X 线胸片吸收时间方面,治疗

A 和 B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A 和 B 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患儿均无严重副反应发生。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儿童 RSV 肺炎患者的疗效确切,且临床应用效果优于利巴韦林,不良反应小,
值得应用推广。 
 
 
PU-0557 

简明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筛查量表信效度和筛查效能 
 

张静,唐铭钰,江帆,陈洁,殷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评价中文版简明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OSAS) 筛查量表( 简称量表) 在打鼾儿童中

的信效度 和筛查 OSAS 的能力。汉化量表,包括问题 Q1 ~ Q6。前瞻性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院)睡眠门诊和耳鼻咽喉科门诊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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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夜间睡眠打鼾为主诉的､ 年龄≥3 岁的连续病例, 在行 PSG 前由患儿家长回顾孩子近 6 个月的睡

眠情况自行填写量表,以多导睡眠监测(PSG)作为诊断 OSAS 的金标准(阻 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OAHI)每小时≥5 次)。考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 OAHI 每小时 1 次､ 3 次和 5 次界值分组考 察量

表筛查儿童 OSAS 的效能。  
方法 汉化量表,包括问题 Q1 ~ Q6。前瞻性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院)睡眠门诊和耳鼻咽喉科门诊就诊的､ 以夜间睡眠打鼾为主诉的､ 年

龄≥3 岁的连续病例, 在行 PSG 前由患儿家长回顾孩子近 6 个月的睡眠情况自行填写量表,以多导

睡眠监测(PSG)作为诊断 OSAS 的金标准(阻 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OAHI)每小时≥5 次)。考察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 OAHI 每小时 1 次､ 3 次和 5 次界值分组考 察量表筛查儿童 OSAS 的效

能。  
结果 符合本文纳入､ 排除和剔除标准的 425 例夜间睡眠打鼾儿童进入本文分析,以 OAHI≥每小时 
5 次为诊断标准,82 例(19%)被诊断为 OSAS(OSAS 组),余为非 OSAS 组。两组性别､ 低血氧饱

和度和阻 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量表筛查 OSAS 的整体内在信度克朗

巴赫 α 系数 0.785。对量表行 探索性因子分析,抽样适度度量为 0.783,Bartlett's 球形检验 P<0.001,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 2 个因子(对各问题),载 荷系数均>0.5。以 OAHI 每小时≥5 次､ 3 次和 1 
次作为 OSAS 组和非 OSAS 组的分组标准时, 佳临界值分别为 2.32､ 2.32 和 1.99,敏感度

均>65%,特异度 50% ~ 60%。  
结论 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快速有效地用于在夜间打鼾儿童中 筛查中重度 OSAS。 
 
 
PU-0558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疗效观察 
 

刘晓萌,寻文龙,郑凤鸣 
日照市人民医院 276800 

 
 
目的 探讨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科收治的病毒性肺炎患儿 160 例,年龄 1~5 岁,无心力衰竭

､ 呼吸衰竭等并发症,未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营养不良等疾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80
例,两组均给予相同的基础治疗,主要包括退热､ 止咳祛痰､ 平喘等对症治疗。对照组给予利巴韦林

静滴治疗,观察组给予喜炎平注射液治疗。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患儿退热时间,咳喘消失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1.2%,对照组 80.0%,两组差异显著(X2=4.11,p<0.05)。观察组患儿退热

时间(2.74±0.98d)､ 喘憋消失时间(4.05±1.56 d)､ 咳嗽消失时间(8.92±2.53 d)､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5.15±1.37 d)､ 住院时间(9.12±2.47d)均短于对照组(3.15±1.03d,4.68±1.48d,9.79±2.68 d ､
5.68±1.54d,10.17±2.69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为 2.579,2.414,2.112,2.257,2.574,p 均

<0.05)。治疗期间不良反应轻微,发生率观察组为 5.25% ;对照组为 4.7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临床效果较好,能较快改善患儿症状､ 体征,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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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9 

血清骨桥蛋白(OPN)检测在儿童哮喘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王瑢 
武汉市第三医院 430060 

 
 
目的  通过对儿童哮喘患者及正常对照儿童血清中骨桥蛋白(OPN)的检测,探讨 OPN 浓度与儿童哮

喘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100 例哮喘急性发作期患儿与 40 例对照组儿童均于入院当日抽取血液检测 OPN 值。 
结果 血清骨桥蛋白在哮喘组比对照组明显增高(P=0.006) 
结论  OPN 是一种细胞外基质蛋白,具有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包括调节 IgE 反应,炎症细胞迁移等。

OPN 在哮喘儿童中血清水平明显增高,研究它们的水平对帮助诊断儿童哮喘,治疗及预后的判断具有

指导作用。 
 
 
PU-0560 

两种简易雾化器在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治疗中的应用比较 
 

李雨铮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比较两种氧驱动雾化吸入器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我科收治的喘息性支气管炎 80 例,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每天 2 次用

氧驱动简易雾化吸入器(独有双单向阀系列)雾化吸入治疗,对照组采用简易喷雾器每天 2 次雾化吸入

相同药物。 
结果 两组患儿哮鸣音消失时间及出院时间无差别,观察组每次完成雾化吸入时间(7 分 53 秒±2 分 10
秒),少于对照组完成雾化时间(10 分 28 秒±3 分 20 秒)。 
结论 两种氧驱动雾化吸入器雾化吸入均是辅助治疗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有效方法,使用带有双单

向阀的雾化吸入器可以减少吸入时间,同时噪音低,家长更容易接受。 
 
 
 
PU-0561 

不同时期哮喘小鼠模型气道炎症病理生理进程研究 
 

昝懿恒,谢亮,刘瀚旻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以不同时期哮喘的小鼠模型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气道炎症病理现象的发生发展进程,为精准治

疗和控制哮喘提供理论支撑。 
方法 利用卵清蛋白(OVA)致敏和反复雾化激发建立不同时期哮喘小鼠模型。根据处理方式随机分为

正常对照组(Con 组)､ 哮喘组(OVA 组)､ 布地奈德雾化组 (BUD 组)。各组内根据处理时间长短分为

3 天组､ 7 天组､ 3 周组､ 5 周组､ 6 周组､ 10 周组,每组 8 只。末次激发后留取肺泡灌洗液(BALF)
及肺组织以行细胞涂片､ HE 染色､ 液相芯片等。 
结果 1､ 全肺炎症评分:与 Con 组相比,OVA､ BUD 组在 3 天､ 7 天､ 3 周､ 5 周､ 6 周时全肺炎症

评分明显升高,P<0.05;10 周时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与 OVA 组比较,BUD 组全肺炎症评分在 6 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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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降低,P<0.05, 其他各时间点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Con 组内不同时间点的全肺炎症评分无差

异;OVA､ BUD 组内全肺炎症评分从 3 天到 3 周逐渐达到峰值,之后依次下降,10 周时 低。 
2､ BALF 中细胞分类比例:(1)OVA 组的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在 3 天､ 7 天､ 3 周､ 6 周组明显高于

Con 组,单核细胞百分比明显低于 Con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OVA 组在 5 周､ 10 周时与

Con 组的细胞分类无统计学差异,P>0.05。(2)BUD 组的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在 3 天､ 7 天､ 3 周､

6 周时明显低于 OVA 组,在 3 天､ 7 天时单核细胞百分比高于 OV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5
周､ 10 周组小鼠模型,细胞分类无统计学差异,P>0.05。 
3､ BALF 中细胞因子的表达 
(1)IL-5:与 Con 组比较,OVA 组 IL-5 的表达量在 3 天､ 7 天､ 3 周､ 5 周､ 6 周时明显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差异,P<0.05;BUD 组 IL-5 的表达量在 3 天､ 5 周时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
OVA 组比较,BUD 组 IL-5 的表达量在 7 天､ 3 周､ 6 周时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 
(2)IFN-γ:与 Con 组比较,OVA 组 IFN-γ 的表达量在 3 周､ 5 周､ 10 周时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BUD 组 IFN-γ 的表达量在 10 周时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 OVA 组比

较,BUD 组 IFN-γ 的表达量在各时间点无差异,P>0.05。 
结论 利用 OVA 建立不同时期哮喘小鼠模型,在急性期即有炎症细胞浸润,在 3 周时达到高峰后依次

降低,不能恢复至正常。急性期(7 天内)､ 亚急性期(3 周内)､ 慢性期(6 周内)的气道炎症分别以嗜酸

性粒细胞浸润为主,嗜酸性粒细胞､ 单核细胞共同浸润,以单核细胞浸润为主。各期细胞因子类型以

Th2 表达为主。 
 
 
PU-0562 

儿童混合感染性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特征分析 
 

胡冰,王贵莲 
宜春市人民医院 336000 

 
 
目的 探讨混合感染性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临床特征,以指导治疗。 
方法 收集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 2013 年至 2016 年儿科收治的 CAP 患儿病例资料共 449 例,所有

患儿均进行了痰细菌､ 病毒､ 非典型病原体检测,将所有病例分为两组,检测出两种､ 两种以上病原

体的为混合感染组(共 206 例),其中细菌与病毒混合感染者 82 例,细菌与支原体､ 衣原体混合感染者

106 例,细菌与病毒､ 支原体混合感染者 36 例。仅检出一种病原体或未检出病原体的为单一感染组

(共 243 例)。分别比较两组在热程､ 胸部 X 线改变､ 实验室 C-RP 及 PCT 数值､ 住院时间长短､

远期合并症方面的差异。 
结果 混合感染组热程高于单一感染组,更容易出现大叶性肺炎及胸腔积液,C-RP 与 PCT 值､ 平均住

院时间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在远期合并症方面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儿童混合感染性 CAP 可致热程及平均住院时间延长,影像学表现与实验室指标与非混合感染组

存在差异,但均预后良好。 
 
 
PU-0563 

支气管哮喘儿童健康教育的长期效果观察 
 

何新霞 
诸暨市中医医院 311800 

 
 
目的 观察健康教育对支气管哮喘儿童长期治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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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12 例患儿随机分为教育组 58 例和对照组 54 例,教育组通过多种方式对患儿及家长进行哮喘

相关健康知识的教育,对比两组近 1 年急诊次数､ 误学天数､ 住院天数､ 近 1 周 β2受体激动剂使用

量,以及治疗效果和用药依从性。 
结果 教育组近 1 年急诊次数､ 误学天数､ 住院天数､ 近 1 周 β2受体激动剂使用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治疗效果及用药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通过哮喘患儿健康教育可以控制临床症状､ 提高用药依从性,改善患儿生活质量。 
 
 
PU-0564 

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血清维生素 A､ D 及体液免疫变化 
 

徐亚利,付素珍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通过观察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血清 VA､ VD 含量及体液免疫指标的变化,结合反复呼吸道感染

患儿临床资料,来探讨两种维生素与体液免疫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用病例对照的方法,采用高效液相内标法､ ELLISA 法及免疫比浊法检测所有样本血清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及免疫球蛋白指标,观察､ 分析其变化 
结果 ①研究组维生素 A(0.88±0.22)μmol/L 低于对照组维生素 A(1.06±0.24)μmol/L,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t=-3.496, P=0.001);②研究组维生素 D(21.10±8.57)ng/ml 稍低于对照组维生素

D(22.41±5.29)n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22, P=0.415),提示研究组儿童可能存在 VD 不足;③
研究组除 IgM 外,IgA､ IgG 较对照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t=-4.463､ -2.360, P=0.000､
0.023);④维生素 A 与 IgA 存在正相关性(r=0.295, P=0.008),与 IgG､ IgM 无相关性(r=-0.001､ -
0.002, P=0.990､ 0.985);维生素 D 与 IgA､ IgG､ IgM 均无明显相关性(r=0.025､ 0.061､ -0.048, 
P=0.83､ 0.60､ 0.67)。 
结论 维生素 AD 含量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息息相关,其含量下降可减弱儿童免疫力,引起该病的

发生。因此在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时不仅要注重抗生素和免疫调节剂的使用,还需检查维生素 
AD 的含量,并及时补充所缺乏的维生素,可降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发生。 
 
 
PU-0565 

沙眼衣原体与百日咳综合征的关系探究 
 

徐庆荣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沙眼衣原体在百日咳综合征发病中的病原学作用 
方法 对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共 110 例百日咳综合征患儿采用固相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沙

眼衣原体特异性 IgM 抗体,同时分析沙眼衣原体感染所致百日咳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结果 110 例百日咳综合征患儿中沙眼衣原体阳性者 25 例,占 22.7%;对照组 30 例中阳性者 2 例,占
6.6%,1-3 个月百日咳综合征患儿中沙眼衣原体抗体阳性者 18 例,占 31.0%;3-6 个月沙眼衣原体感染

者 5 例,占 14.2%;6 个月到 2 岁沙眼衣原体感染者 2 例,占 11.7%。 
结论 沙眼衣原体是引起本地区百日咳综合征的病原体中的一种。沙眼衣原体感染无明显年龄差

异。沙眼衣原体所致的百日咳综合征临床上以刺激性咳嗽､ 咳憋为主要特点,部分伴有喘息,可有肺

外表现;血淋巴细胞计数及分类明显升高,肺部影像学改变较轻微,恢复慢,病程约 1-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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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66 

C 反应蛋白联合血常规检测对社区获得性 
肺炎病原的鉴别诊断意义  

 
徐晓丽,许东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社区获得性肺炎是儿童常见感染性疾病,鉴别细菌性､ 还是非细菌性肺炎对临床合理应用抗生

素､ 有效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 C 反应蛋白(CRP)联合血常规检测用于鉴

别诊断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2015 年 3 月在西京医院儿科住院的 101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出院时确

诊为细菌性感染患儿 56 例为细菌组,非细菌性感染患儿 45 例为对照组,两组患儿均在用药前取静脉

血液测定血清 CRP 浓度和血液常规。阳性判断标准: CRP>5mg/L;WBC>10.0×109/L。 
结果 1. 101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中,56 例细菌感染患儿血清 CRP 浓度为(15.4±3.6) mg/L､ 白细

胞计数为(13.8±3.7) ×109/L､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为(3.5±1.1);45 例非细菌感染患儿血清 CRP 浓

度为(4.3±2.1) mg/L､ 白细胞计数为(6.5±2.5)×109/L､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为(1.3±0.7),细菌感染患

儿血清 CRP 浓度､ 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数值明显高于非细菌感染患儿,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2. 56 例细菌感染患儿 CRP 升高率 82.1% (46/56),血液白细胞总数升高率

75% (42/56);45 例对照组患儿 CRP 升高率 31.1% (14/45),血液白细胞总数升高率 26.7% (12/45),
细菌感染患儿 CRP 及白细胞总数升高率明显高于非细菌感染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 反应蛋白联合血常规检测(分析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可以为社区获得性肺

炎患儿鉴别细菌感染和非细菌感染提供重要的临床诊断依据。 
 
 
PU-0567 

冬春季小儿下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及炎症标志物分析 
 

马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了解石家庄及周边地区冬春季小儿下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分布特点,及其与炎症标志物,血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 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比例的关系,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5 月期间,在河北医大第二医院儿科住院的下呼吸道感染患

儿 84 例,其中男 56 例, 女 28 例。将所有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三组:婴儿组(小于 1 岁)41 例,幼儿组

(1~3 岁)26 例,儿童组(大于 3 岁)17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于住院次日,抽取静脉血 2ml 采用间接免疫

荧光法测定九种常见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抗体。原体的分布情况以及其与年龄､ 性别相关的流行特

点。并按检测结果将患儿分为 RSV-IgM 阳性组､ MP-IgM 阳性组 2 组,同时选取抗体阴性且 hsCRP
升高者作为对照组,分析比较各组间 hsCRP 和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比例的关系。结果用 SPSS 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应用 t 检验､ 卡方检验､ 秩和检验等方法,数据服从正态性分布的用均数±标
准差(`x±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sCRP<0.5mg/L 时统一按 0.4mg/L 进行计算。) 
结论 1.本地区冬春季下呼吸道感染病原以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其次为乙型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多见于婴儿期。非典型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感染为主,年龄多为以大于三

岁的儿童。混合感染以肺炎支原体合并其他病毒感染为主。 
2.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是导致本地区婴儿冬春季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肺炎支原体是引起儿

童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肺炎支原体感染可导致血 hsCRP､ 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时血 hsCRP､ 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比例显著低于细菌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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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实验通过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常见的九项致病原 IgM 抗体,具有特异性强､ 敏感性高､

重复性好､ 操作简便､ 快速的优点,可作为感染的早期诊断指标。     
 
 
PU-0568 

门诊哮喘儿童遵医行为的调查研究 
 

高艳,钟丽萍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调查门诊哮喘儿童遵医行为的现状,并探讨相应的改进措施。 
方法 通过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门诊哮喘儿童遵医嘱用药,正确使用峰流速,正确登记哮喘日记,定期复

诊,避免诱发因素五个方面是否完全遵医行为进行调查,同时了解患儿未能完全遵医的原因。 
结果 门诊哮喘儿童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完全遵医行为,家属及患儿对哮喘疾病及遵医行为的重要性

的认识有待提高。 
结论 正确及全面的疾病认识有利于提高患儿及家属的遵医行为,日常治疗中,要不断加强哮喘患儿及

家属对哮喘疾病的认识,使其认识到遵医行为对患儿病情的重要意义,同时,医患之间,护患之间加强沟

通,在医护患的共同协作下,提高患儿的遵医行为,使哮喘病情实现 理想的控制。 
 
 
PU-0569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D-dimer Detection in severe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Children 

 
Gao Jie,ZHANG Qing-you,LIAO Yi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Objective Childhood severe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PP) can cause life-
threatening events. Both early recognition and early initiation of treatment are so important, while 
there still lack indicator to predict the severity of MPP. Our study investigate whether D-dimer 
could be used as a biomarker to identify severe MPP in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We preform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which enrolled hospitalized MPP children in 
Pediatric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from May 2016 to April 2017.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ir severity of MPP, thus severe MPP group and non-severe 
MPP group (control group). We compared the D-dimer levels betweenf the two groups and use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to explore the cut-off value to distinguish severe 
MPP children.  
Results Of the 41 enrolled patients, 22 were severe MPP patients, and 19 were controls. The 
severe MPP group had significant higher D-dimer level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04). The 
ROC curve demonstrated a prediction value of severe MPP when D-dimer is higher than 
0.71mg/L(sensitivity 77.3%, specificity 89.5%). 
Conclusions D-dimer>0.71mg/L was an indicator of severe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children.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103 
 

PU-0570 

哮喘儿童吸入变应原 sIgE 在 1 年内的变化趋势 
 

朱康,高琦,侯晓玲,王亚如,皇惠杰,王燕,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哮喘儿童常见吸入变应原血清特异性 IgE(specific IgE ,slgE)在 1 年内的变化趋势。 
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就诊的 89 例

哮喘患儿。男 58 例,女 31 例;年龄 6.8±2.6 岁。 
应用 UniCAP250 变应原定量 IgE 检测系统分别在初诊时､ 距初诊半年和距初诊 1 年时三个时点测

定 9 种常见吸入性变应原 sIgE 水平。并将 9 种常见吸入变应原分为 6 大类:霉菌类(包括链格孢(m6)
和霉菌混合(mx2))､ 尘螨类(包括户尘螨(d1)和粉尘螨(d2))､ 春季树木花粉类(tx4)､ 秋季杂草花粉类

(wx5)､ 动物皮屑类(包括猫毛皮屑(e1)和狗毛皮屑(e5))､ 蟑螂(i6)。并将尘螨类､ 动物皮屑类和蟑螂

归为室内变应原,春季树木花粉类､ 秋季杂草花粉类归为室外变应原。其中霉菌混合(mx2)包括黄青

霉/多主枝孢/烟曲霉/白色念珠菌/链格孢/长蠕孢霉 6 种霉菌变应原;春季树木花粉混合(tx4)包括榆/梧
桐/柳/杨/栎 5 种树花粉变应原;秋季杂草花粉混合(wx5)包括豚草/艾蒿/法兰西菊/蒲公英/一枝黄花 5
种草花粉变应原。 
结果 随访观察 1 年,室内变应原的阳性检出率保持稳定趋势,霉菌类阳性检出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49.4%,52.8%,70.8%;P<0.05),室外变应原的阳性检出率在不同时点的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对 3 个时点各类变应原的级别和浓度进行比较,发现 i6 的浓度在距初诊 1 年时[0.02(0,0.09)]
略低于初诊时[0.04(0.02,0.11)](Z=-2.58,P<0.05);tx4 的浓度在距初诊半年时[0.11(0.07,0.32)]略低于

初诊时[0.19(0.11,0.51)](Z=-2.32,P<0.05);变应原血清总 IgE 浓度距初诊半年时显著低于初诊时和

距初诊 1 年时[160.0(78.3,418.0)vs217.5(78.0,468.0)vs220.0(111.5,529.5)]。 
三个时点多重致敏(≥2 种)均居首位,变应原致敏种类无进展。 
结论 随访观察 1 年哮喘儿童霉菌类变应原阳性检出率呈不断增长趋势;吸入变应原血清 sIgE 级别和

浓度和总 IgE 大致趋于稳定趋势,变应原致敏种类无进展。 
 
 
PU-0571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雾化吸入的护理进展 
 

付磊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从环境准备､ 雾化吸入方式的选择､ 时间和频次､ 体位､ 药物选择等方面综述了小儿雾化吸

入的护理进展,为临床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及指导。 
方法 运用万方､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雾化吸入治疗及护理相关文献进行

综述。 
结果 通过学习归纳小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雾化吸入效果及护理,以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患儿康复。 
结论 综上所述,因小儿气管､ 支气管较成人短且狭窄,黏膜柔嫩,血管丰富,软骨柔软,缺乏弹力组织而

支撑作用差,加之黏液腺分泌不足而使气道干燥,纤毛运动较差致清除能力差,易于感染,感染时易致呼

吸道阻塞。雾化吸入疗法可将药物雾化后吸入呼吸系统,在局部聚集成较高浓度,并直接作用于气道

表面的感受器或靶受体而发挥作用,且可从气道黏膜和肺部直接吸收,迅速发挥药理作用,临床实践已

取得显著效果。雾化吸入疗法治疗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疗效显著､ 使用方便､ 安全､ 副作用小,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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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2 

 2015~2016 年西安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下 
呼吸道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罗建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西安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MP)下呼吸道感染状况。 
方法 应用 ELISA 方法对西安地区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9648 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血

清标本进行 MP-IgM 抗体检测。 
结果 9648 例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血清标本中 MP-IgM 抗体阳性 2971 例,总阳性率为

30.79%。其中婴儿组(<1 岁),幼儿组(1~3 岁),学龄前组(3~6 岁),学龄组(6~14 岁)中 MP 阳性检出率

分别是 7.00%,27.29%,36.10%和 37.76%;不同季度 MP 感染的检出率也有明显差别,其中第一季度

MP 感染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季度(P <0.01),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2015 年~2016 年西安地区存在 MP 感染流行,儿童 MP 感染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第一季度感

染率较高,因此需加强对 MP 感染的预防和监测。 
 
 
PU-0573 

启动子甲基化调控 ORMDL3 基因转录表达的初步研究 
 

张慧文,吴晓露,庄丽丽,周国平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ORMDL3 基因异常表达是儿童哮喘发病的危险因素,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中在哮喘患儿体内检测

到高表达的野生型 ORMDL3。有研究发现,哮喘患儿 ORMDL3 基因启动子存在病理性低甲基

化,ORMDL3 5`非翻译区 CpG 岛内 CpG 位点 cg02305874 和 cg16638648 甲基化水平与 ORMDL3 
mRNA 表达呈负相关。还有研究以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 5-Aza-dC 处理 293T 细胞和 MCF-7 细胞后

ORMDL3 表达上调,但该研究未对该上调机制作进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 ORMDL3 启动

子甲基化修饰如何影响 ORMDL3 基因的转录表达。 
方法 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野生型 ORMDL3 CpG 岛位置,以 HEK293 细胞基因组为模板,PCR 扩增

ORMDL3 基因 5`侧翼区启动子序列,并定向插入 pGL3-Basic 载体构建萤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质

粒。以 5-Aza-dC 刺激 Beas-2b 细胞系,运用双萤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系统检测启动子活性变化。采

用补丁甲基化技术,在体外对 ORMDL3 基因启动子片段进行甲基化处理,构建甲基化 ORMDL3 启动

子报告质粒,利用双萤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启动子活性。通过实时定量荧光 PCR(real-time PCR)和
蛋白质印记法(Western blot)检测 5-Aza-dC 刺激后 ORMDL3 基因在 Beas-2b 细胞中表达水平。通

过硫化测序 PCR (bisulfate-sequencing PCR, BSP)技术检测临床哮喘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和 5-
Aza-dC 刺激前后 Beas-2b 细胞中 ORMDL3 基因启动子 CpG 岛 CpG 位点甲基化水平。 
结果 ORMDL3 基因启动子区(chr17: 39,927,812-39,927,464)为 CpG 岛,该区域包含核心启动子(-
84 bp ~+58 bp)。成功构建包含 CpG 岛的启动子区(-212bp ~+137 bp)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质

粒 pGL3-400 及其甲基化报告质粒。5-Aza-dC 刺激 Beas-2b 细胞后,报告质粒 pGL3-396 活性上

调。完全甲基化的报告载体转录活性较未甲基化报告载体活性明显降低。5-Aza-dC 刺激 Beas-2b
细胞后,ORMDL3 基因 mRNA 和蛋白表达增加。与国内外其他报道一致:哮喘患儿外周血白细胞

ORMDL3 基因 CpG 岛异常低甲基化,同时 Bease-2b 细胞中 ORMDL3 基因 CpG 岛甲基化程度低,
且 5-Aza-dC 处理后 ORMDL3 基因 CpG 岛仍呈低甲基化水平,较未处理组无下降。 
结论  ORMDL3 基因启动子活性受 DNA 甲基化修饰调控,DNA 去甲基化修饰促进 ORMDL3 基因转

录和表达,但该上调作用不是通过直接下调启动子区 CpG 岛甲基化水平发生,可能涉及其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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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4 

儿童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临床免疫特点 
 

吴巾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分析难治性支原体肺炎(RMPP)患儿体内临床免疫特点,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 选取从 2012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所收治的 120 例 MPP 患儿作为临床研究对象,明确 RMPP
患儿体内免疫特点以及炎症细胞因子 IL-6 水平。 
结果 RMPP 患儿临床症状与体征持续时间均较对照组长,同时体内炎症指标包括

CRP,ESR,LDH,ferritin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研究发现 RMPP 患

儿体内 T 细胞､ NK 细胞比例及活化程度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而 B 细胞比例增加,同时 IgM 水平升

高,炎症细胞因子 IL-6 水平明显增加,IL-6 与 RMPP 的发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 RMPP 患儿体内体液免疫水平亢进,可能是由于过高的 IL-6 介导所致,提示 IL-6 对预测疾病严

重度和进展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PU-0575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相关性研究 
 

姚丛月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221009 

 
 
目的 观察咳嗽变异性哮喘儿童血清 25-(OH)VD3 浓度,分析其与咳嗽变异性哮喘有关的血清总免疫

球蛋白含量(总 IgE)的相关性。 
方法 两组儿童均抽取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 2ml,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血清 25-(OH)D3浓度及总 IgE
含量(试剂盒由广州菲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设检验水平 α 为 0.05 ,以 P<0.05 为差异有显著。血清维生

素 D 水平与总 IgE 含量关系采用单因素相关分析。 
结果 1 两组儿童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及总 IgE 含量  咳嗽变异性哮喘组儿童血清 25-(OH)D3浓度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1),有统计学意义;咳嗽哮喘组儿童总 IgE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显著性(P<0.01),有统计学意义。 
2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总 IgE 含量关系  咳嗽变异性哮喘组儿童血清 25-(OH)D3与总 IgE 呈显著负

相关(r=-0.937, P=0.000);正常对照组儿童儿童 25-(OH)D3与总 IgE 与无相关性(r=-0.048, 
P=0.781)。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是导致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与 25-(OH)D3对总 IgE 抑

制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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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6 

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菌培养 
及气道炎症情况分析 

 
高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研究分析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病原菌分离培养结果及气道炎症情

况。 
方法 收集我院近 1 年内共 364 例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并检验肺泡灌洗液的患儿,根据患儿诊断情况,
分为反复呼吸道感染组､ 支气管异物组､ CAP 重症组,对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进行常规细胞学

检查及细菌分离培养鉴定,并进行 IL-6 及 IL-8 试验,对以上 3 组进行组间结果的对比分析。 
结果 364 例患儿中诊断为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为 20 例(5.5%),支气管异物的为 14 例(3.8%),CAP 重症

的为 297 例(81.6%)。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患儿进行肺泡灌洗液培养后,其中 9 例患儿细菌培养阳性,
阳性分离率为 45%(9/20),病原菌菌株分别为草绿色链球菌菌 4 株(44.4%)､ 肺炎链球菌青霉素敏感

菌株 3 株(33.3%)､ 奈瑟氏菌 1 株(11.1%)及铜绿假单胞菌 1 株(11.1%)。在 BALF 常规细胞学检查

的中性粒细胞比例和吞噬细胞比例方面,反复呼吸道感染组与支气管异物组无明显差异(P 值均大于

0.1),而反复呼吸道感染组与 CAP 重症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小于 0.05)。对 BALF 进行 IL-
6 及 IL-8 检测时,反复呼吸道感染组与支气管异物组无明显差异(P 值均大于 0.1),而反复呼吸道感染

组与 CAP 重症的 IL-6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值小于 0.05),IL-8 无明显差异(P 值大于 0.1)。 
结论 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肺泡灌洗液(BALF)的病原菌以草绿色链球菌等毒力较弱的细菌为主,且其

气道炎症指标 IL-6 及中性粒细胞比例均低于 CAP 重症患儿,更接近于正常气道。 
 
 
PU-0577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咳嗽患儿的临床表型及肺功能分析 
 

颉雅苹,谢志伟,余嘉璐,吴佩琼,陈晨,卢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急性期后部分患儿出现反复咳嗽和(或)喘息发作,甚至发展为持续性哮喘,
通过对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患儿临床症状及肺功能分析,探讨肺炎支原体感染对儿童呼吸道症状的近

期及远期影响。 
方法 选择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咳嗽患儿 45 例为观察组,初诊记录患儿的呼吸道症状并进行肺功能的检

测,2 个月后复查肺功能并记录患儿的呼吸道症状变化。 
结果 剔除无效病例后,38 例患儿中,8 例诊断咳嗽变异性哮喘。 
结论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伴随有肺功能的损伤,对患儿的大小气道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容易引

起气喘或哮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开展治疗。鉴于儿童 MP 感染的高发病率,期望通过儿童 MP
感染相关喘息的合理防治,有助于减少 MP 感染导致儿童呼吸系统长远受损以致哮喘发生的潜在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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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8 

维生素 D3 对于改善儿童轻度持续性哮喘肺功能 
和气道炎症水平的有效性分析 

 
林俊宏,何春卉,陈容珊,邓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探讨补充维生素 D3 对于儿童轻度持续性哮喘患者肺功能和气道验证指标的有效性。 
方法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呼吸科门诊轻度持续性哮喘患者 60 人,平均年龄(7.66±2.28)岁,
随机分为维生素 D3 组:男 15 例,女 15 例;对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两组均使用吸入丙酸氟替卡松

125mcg,每天两次。维生素 D3 组再此基础上口服维生素 D3 400IU/天,疗程 8 周。治疗前后,分别检

测患儿维生素 D3 水平､ FEV1､ FEV1/FVC､ 呼出气体一氧化氮(FeNO)。 
结果 维生素 D3 组平均年龄(8.37±2.04)岁,对照组平均年龄(7.43±2.16)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维生素 D3 组和对照组的维生素 D3 水平､ FEV1､ FEV1/FVC､ 呼出气体一氧化

氮(FeNO)分别是(43.2±7.87)nmol/L VS (42.37±9.08)nmol/L;(1.42±0.47)L VS 
(1.33±0.36)L;(82.73±7.9)% VS (87.0±6.41)%;(53.1±28.49)ppb VS (57.1±19.1)ppb,组间差距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维生素 D3 组和对照组的维生素 D3 水平为(65.7±7.8)nmol/L VS 
(41.4±7.16)nmol/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FEV1､ FEV1/FVC､ 呼出气体一氧化氮(FeNO)分
别是(1.61±0.35)L VS (1.36±0.3)L;(85.7±6.98)% VS (86.4±6.77)%;(14.4±4.9)ppb VS 
(16.1±3.9)ppb,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吸入糖皮质激素可有效改善儿童哮喘患者的肺通气功能,降低气道炎症水平。补充常规剂量的

维生素 D3 后血清维生素 D3 水平较治疗前有显著升高,但对于改善肺通气功能､ 降低气道炎症水平

方面没有显著意义。 
 
 
PU-0579 

小儿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临床特征及诊治 
 

印根权,曾强,江文辉,陈容珊,黄儒霖,林俊宏,谢志伟,卢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PBB)的临床特征及诊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呼吸科门诊的咳嗽>4 周､ 并

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其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细菌培养阳性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符合 PBB 入选标准的呼吸科门诊患儿 20 例,其中男 14 例,女 6 例;年龄中位数为 1.5 岁,其中年

龄<6 岁 17 例。咳嗽病程中位数为 2.1 月。主要临床特征为湿性咳嗽,夜间､ 晨起及活动后明显;伴
喘息 13 例､ 肺部痰鸣音 16 例;1 例起病前有熟花生米呛咳史;合并过敏性鼻炎 3 例､ 鼻窦炎 5 例､

腺样体肥大 4 例､ 支气管哮喘 2 例。外周血白细胞正常 17 例;C-反应蛋白正常 19 例;10 例查胸部 X
线平片,正常或肺纹理增多;14 例查肺部 CT 示气管或支气管狭窄改变 5 例。20 例均行气管镜检查,
可见气管内膜分泌物附着,有脓性分泌物 7 例,5 例气管软化,1 例气道狭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ALF)细菌培养阳性,其中肺炎链球菌 14 例,其中 3 例耐药;流感嗜血杆菌 7 例;卡他莫拉菌 5 例;金
黄色葡萄球菌 4 例,其中 2 例耐药;3 例为肺炎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混合感染。治疗主要予阿莫

西林克拉维酸钾､ 阿奇霉素为主,耐药肺炎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将根据药敏选择利奈唑胺或复

方新诺明口服,平均疗程为(19.5±4.6)d,预后良好。 
结论 儿童 PBB 临床特征为湿性咳嗽,可伴喘息,感染病原菌以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为主,应根

据药敏选择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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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0 

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 meta 分析 
 

杨迪元,樊慧峰,张东伟,谢志伟,林萍萍,卢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评价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安全性 
方法  检索 Medline､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中有关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文献。检索时间均从建库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按纳入

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系统评价哮喘儿童应用对乙酰氨基酚的安全

性。数据分析采用 Revman5.3.3 软件进行 
结果 共纳入 3 篇文献,包括 434 例患儿。与对照组(布洛芬或者安慰剂)相比,对乙酰氨基酚组患儿在

哮喘急性发作风险(OR=1.11,95%CI: 0.71~1.75,P=0.64)､ 哮喘急性发作次数(MD=-0.06,95%CI:-
0.33~0.21,P=0.67)､ 哮喘控制时间百分比(MD=-1.00,95%CI:-3.94~1.94,P=0.51)､ 沙丁胺醇急救

吸入次数(MD=-0.20,95%CI: -0.97,0.57,P=0.61)､ 非计划就医频次(MD=-0.01,95%CI:-
0.26~0.24,P=0.94)､ 呼出气一氧化氮(MD=4.00, 95%CI:-11.40~19.40,P=0.61)､ 肺功能指标(第一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 1 秒率(FEV1/FVC)､ 大呼气中期流速(MMEF))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应用对乙酰氨基酚不增加轻度持续哮喘幼儿及学龄前儿童哮喘急性发作,不影响哮喘的控制水

平。单剂量对乙酰氨基酚不会导致短期肺功能改变。鉴于此次纳入的 RCT 研究对象较少,故此结论

应谨慎对待,仍需要更对设计良好的大样本､ 多中心的 RCT 进一步论证。 
 
 
PU-0581 

中山市小儿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感染及定植情况分析 
 

刘翔腾,王桂兰,黄娟,容嘉妍,林嘉镖,林汉炼,王冰洁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分析中山市小儿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community 
acquir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CA-MRSA)感染及定植情况。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中山市博爱医院小儿呼吸科收治的 281 例呼吸道分泌物

培养出 MRSA 的肺炎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流行病学资料,寻找普通肺炎中 CA-MRSA 定植患儿的各种

危险因素。 
结果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我院小儿呼吸科痰培养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社区获得性肺

炎 1099 例患儿中,MRSA 的检出率为 281 例(占 25.6%),而根据临床及指南确定诊断为 CA-MRSA
肺炎的 13 例(仅占约 1.2%),其余临床均判断为定植,这种 CA-MRSA 定植的情况有一定的季节和区

域分布,其中以冬季和乡村 多,分别占 33.5%和 77%,危险因素分析结果显示:CA-MASR 定植与年

龄<3 岁(P =0.002,OR =4.121 ,95%CI =1.659-10.237)､ 存在肺部基础疾病(P =0.000,OR 
=46.782 ,95%CI =12.927-169.302)､ 呼吸道过敏性疾病(P =0.000,OR =15.769 ,95%CI =6.246-
39.809)､ 反复呼吸道感染(P =0.000,OR =28.458 ,95%CI =11.955-67.742)相关,而且与近 1 年多次

门诊就诊史(P =0.000,OR =0.181 ,95%CI = 0.070-0.472)密切相关。 
结论 本地区痰培养为 MRSA 的肺炎患儿大部分是一种呼吸道定植,并且从 2014 年 7 月到 2016 年 7
月 CA-MRSA 在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中这种定值有明显增多趋势,年龄<3 岁､ 存在肺部基础疾病､

呼吸道过敏性疾病､ 反复呼吸道感染､ 近 1 年多次门诊就诊史等可能是 CA-MRSA 定植的危险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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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2 

4 例支气管动脉-肺循环瘘致弥漫性肺泡出血病例分析 
 

代佳佳,王立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02201 

 
 
目的 分析 4 例临床表现为弥漫性肺泡出血的支气管动脉-肺循环瘘患儿的临床资料,以提高对该病的

认识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6 年间 4 例诊断为支气管动脉-肺循环瘘患儿的病例资料,对其

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纤支镜检查结果,DSA 表现及支气管动脉栓塞术后随访等进行分析。 
结果 4 例支气管动脉-肺循环瘘患儿均为女性,一例患儿为 29+5 周早产儿;余三例患儿为孕足月出生

正常体重儿,无窒息抢救史。起病年龄均为 4 岁以内。4 例患儿均表现为反复咳嗽､ 贫血,其中轻度

贫血 1 例(25%),中度贫血 1 例(25%),重度贫血 2 例(50%)。3 例有气促,均无咯血表现。肺泡灌洗液

含铁血黄素试验均阳性,影像学呈毛玻璃样改变 3 例(75%),间质改变 1 例(25%)。4 例患者均行选择

性支气管动脉造影术,提示存在支气管动脉-肺循环瘘,确诊为支气管动脉-肺循环瘘,均经导管内栓塞

治疗,术后随访半年均未因“咳嗽､ 贫血”再入院 
结论  
支气管动脉-肺循环瘘儿童期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可表现为反复贫血及咳嗽表现,极少表现为大咯血

发作,选择性支气管动脉造影术不仅能明确诊断,经导管栓塞术还能进行治疗。 
 
 
PU-0583 

盐城地区 2016 年儿童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 
 

祁静
1,郝创利

2,张桂芹
1 

1.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盐城地区不同年龄段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PP)
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特征,以提高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 搜集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盐城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呼吸内科住院患儿,
符合 MPP 诊断标准的病例作为研究对象,共 262 例,入院后完善摄片,于次日清晨空腹抽取末梢静脉

血做血清支原体 IgM､ IgG 抗体､ 血常规､ CRP､ PCT､ ALT､ CKMB 等检查。按年龄分为四组,分
别为小于 1 岁､ 1-3 岁､ 3-5 岁和大于 5 岁。对四组患儿的各项资料进行分析,包括性别､ 年龄､ 季

节分布､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X 线表现､ 肺外系统损害表现等进行分析。同时对比分析支原体

引起支气管肺炎和支原体引起大叶性肺炎的临床特征对比。 
结果 各年龄组 MPP 发生率分别为:<1 岁 5 例(1.9%)､ 1-3 岁 68 例(25.9%)､ 3-5 岁 124 例(47.3%)
､ >5 岁 65 例(24.8%)。好发年龄在 3-5 岁,<1 岁较少见;262 例患儿中发热的有 170 例(占 65%);咳
嗽的有 249 例(占 95%);胸片示斑片影在<1 岁年龄段 多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其他三

各年龄组相比,<1 岁年龄组胸片显示为大片影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其他各个年龄段,>5 岁年龄组胸片

显示为大片影明显高于其他各个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8);>5 岁年龄组患儿肺不张发生

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 岁组患儿支气管闭塞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其

他各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5 岁年龄组患儿皮肤表现及胃肠道表现比例高于其他各

年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262 例 MPP 患儿中,3-5 岁儿童多见。2.MPP 患儿多有发热､ 咳嗽。不同年龄段临床特征有

差异,<1 岁年龄组易出现喘息,肺部影像学多表现为支气管肺炎,并发症少;>5 岁年龄组喘息发生 少,
肺部影像学多表现为大叶性肺炎,并发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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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体描在呼吸道感染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蒋高立,王立波,钱莉玲,张晓波,黄剑锋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婴幼儿体描仪是检测功能残气量(FRC)和气道阻力(Raw)的经典仪器,应用体描仪检测婴幼儿肺

炎及喘息性支气管炎的肺功能改变,以探讨体描仪对呼吸系统感染的诊断价值及其临床实用性,为呼

吸系统感染的诊疗和预后评估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采用婴幼儿体描检测 136 例喘息性支气管炎(喘支)和 212 例婴幼儿肺炎患儿的肺功能改变,在
正常婴幼儿中选取身长､ 体重､ 年龄等基础参数与疾病组无差异的呼吸生理正常儿 103 例作对照。

出生信息､ 病史及肺功能检查结果录入 EpiData 软件数据库统一管理。汇总资料后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婴幼儿喘支､ 肺炎与对照组的 TPTEF/TE 分别为 19.3±9.1､ 20.5±6.4､
34.3±6.3%,VPTEF/VE 分别为 22.4±7.7､ 23.4±4.9､ 34.3±5.5%,TEF25分别为 53.6±17.7､
56.9±16.6､ 62.9±16.1mL/s,疾病患儿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 均<0.001);而 PTEF 分别为

106.4±32.2､ 93.7±29.7､ 81.9±20.7mL/s,TEF75分别为 102.8±31.3､ 92.0±29.3､
77.3±20.8mL/s,FRCP中位数分别为 199､ 168､ 176mL,FRCP/kg 分别为 20.5､ 18.8､ 18.1 
mL/kg,sReff 中位数分别为 1.08､ 0.62､ 0.44kPa·s,Reff 分别为 4.47､ 2.83､ 2.21 kPa·s·L-
1,Reff/kg 分别为 0.47､ 0.31､ 0.21kPa·s·L-1·kg-1,疾病组均高于对照组(P 均<0.001);进一步两两比

较发现:喘支的上述肺功能指标与对照组的差异较肺炎与对照组的差异更为明显,且存在不同程度的

潮气呼吸受限,VT/kg 较对照组降低(分别为 7.26±1.48､ 7.59±1.15mL/kg,P=0.033),而肺炎患儿的

VT/kg､ FRCP､ FRCP/kg 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36 例喘支中有 123 例(90.4%)肺功能

异常,212 例肺炎中有 196 例(91.7%)肺功能异常,两组患儿肺功能损害均以阻塞性病变为主(分别为

86.2%､ 87.2%),但喘息性支气管炎重度阻塞所占的比率明显高于肺炎患儿(分别为 40.6%､
16.4%,P<0.001)。 
结论 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的潮气呼吸受限,呼气延长,阻塞性病变较肺炎患儿严重,FRC､ Raw 显著

升高,存在明显的肺过度充气,呼吸负荷加重,呼吸做功增加;体描能敏感地反映肺功能的异常,对呼吸

系统疾病的诊断价值较高,值得临床推广。 
 
 
PU-0585 

科学城地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细菌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 
 

邓益斌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621900 

 
 
目的 分析四川省科学城地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的细菌病

原学分布,为抗生素的经验治疗提供有力的实验室依据。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在我科确诊的 CAP 患儿,在入院当天取下呼吸道分泌物进行一般

细菌培养。 
结果 298 例 CAP 患儿中病原学检测阳性者 132 例(44.3%):其中革兰氏阳性菌 51 例,占 38.64%,革
兰氏阴性菌 81 例,占 61.36%。革兰阳性菌主要为肺炎链球菌 35 株(26.52%)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15
株(11.36%);革兰阴性菌主要为流感嗜血杆菌 36 株(27.27%)､ 大肠埃希菌 19 株(14.39%)和肺炎克

雷伯杆菌 11 株(8.33%)。≤1 岁组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链球菌､ 大肠埃希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

炎克雷伯杆菌的感染机会明显高于>1 岁组(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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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链球菌､ 大肠埃希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是本地区儿童

CAP 的主要细菌病原体,1 岁以内的婴幼儿感染的机会高于 1 岁以上的儿童。 
 
 
PU-0586 

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插管在皮-罗氏 
序列征患儿术前管理的临床应用 

 
谢志伟,卢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插管在皮罗氏序列征(PRS)患儿术前管理应用中的应用价值和安

全性。 
方法 选择于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需以择期外科介入治疗的皮

罗氏序列征患儿 60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术前管理中气管插管方式的不同分为 A 组和 B 组,每组 30
例。在诱导麻醉下,A 组通过直接喉镜行气管插管,B 组在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行气管插管。记录两

组气管插管前,气管插管过程中､ 气管插管后各个时点的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比较两组气管插管

成功率,插管所用时间､ 尝试次数､ 并观察术后不良反应。 
结果 两组各时点血压､ 心率､ 血氧饱和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B 组比较,A 组插管

成功率更高,插管所用时间更短､ 尝试次数更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 A 组术后不良反

应少。 
结论 纤维支气管镜具有显示清楚､ 损伤小､ 操作简单等优点,应用于皮罗氏序列征患儿气管插管中

具有明显优势。 
 
 
PU-0587 

健康综合干预对儿童支气管哮喘疗效影响的研究  
 

汤卫红
1,王惠庭

1,吴克义
1,吕晓娟

1,汤巧巧
2,管敏昌

2 
1.杭州市儿童医院 

2.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目的  探讨健康综合干预对儿童支气管哮喘疗效影响。 
方法 将支气管哮喘患儿 408 例,按就诊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4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
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健康综合干预,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FEV1%､ QOL,并进行综合干预

达标情况､ 治疗效果及再次住院率､ 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 FEV1%比较,治疗前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为(69.34±7.23)､ (69.55±7.24)差异无显著性

(p>0.05),治疗后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为(73.42±8.31)､ (77.35±8.36),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1);两组 QOL 比较,治疗前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为(73.26±8.27)､ (69.67±8.55),差异无显著性

(p>0.05),治疗后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为(77.62±9.39)､ (85.56±9.19),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1);两组健康教育达标情况比较,差异有显著性(Z=-7.87,P<0.01);两组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Z=-6.93,P<0.01);两组再次住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11.25,p<0.01);两组满意度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5.81,p<0.05)。 
结论 健康综合干预在儿童支气管哮喘干预中极为重要,可提高临床疗效,减少发作次数,从而提高儿童

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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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8 

气管镜下热消融技术联合血管介入治疗气道内出血性肿瘤 
 

刘淑萍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报道一例气道内肿瘤并大出血病例的成功诊治经过,为儿童气道内肿瘤在特殊情况下的诊治提

供参考方法。 
方法 本病例是一个 7 岁男孩,因“咯血､ 气促 14 天,发现气道内赘生物 12 天”入院。由于血块的机械

雍塞及继发感染,迅速导致气促､ 发绀表现,肺部影像学提示左主支气管开口处一个赘生物,性质不明,
纤支镜下可见赘生物周围有活动性出血,患儿病情进展快,病情危重,为了改善患儿肺部通气功能及明

确肿块性质,多次试图通过纤支镜下止血,但疗效欠佳。 后采取支气管动脉栓塞术,选择性栓塞了赘

生物的供血血管,减少出血风险,缩小赘生物体积。继而在纤支镜下采取热消融技术,切除赘生物送病

检。 
结果 病检结果提示幼年性血管瘤,术后继续口服药物治疗,复查肺部影像学提示肺复张良好,目前随访

病情治愈。 
结论 热消融技术试用于气管､ 支气管腔内肿瘤:可以打通阻塞､ 改善通气,缓解和治愈呼吸困难,对某

些部位的的良性肿瘤可以代替手术治疗,但是不适合出血性疾病,如血管瘤。介入栓塞可大大减少出

血风险,为后续内镜治疗提供有利条件,但需由有经验的介入科及儿童纤支镜医师完成。 
 
 
PU-0589 

中药复方联合抗生素治疗儿童急性咳嗽的临床优势研究 
 

李瑞婷,齐瑞,罗建峰,张欢,杜永平,张月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桑杏二陈汤联合抗生素治疗小儿急性咳嗽相对于单纯抗生素治疗的临床优势。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就诊于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儿科的 288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

患儿,按照孩子和父母的意愿分为联合用药组(158 例)和单纯西药组(130 例)。联合用药组给予口服

桑杏二陈汤,联合抗生素治疗;单纯西药组仅给予抗生素治疗,比较两组患儿使用抗生素的天数､ 使用

抗生素的种类､ 静脉使用抗生素的天数,以及 3 个月内再次发生呼吸道感染的人次。 
结果 联合用药组的抗生素使用天数和静脉使用抗生素天数均低于单纯西药组(P < 0.01);联合用药组

两种抗生素联合使用的比率明显低于单纯西药组(P < 0.05);3 个月内联合用药组患儿再次发生呼吸

道感染的人次也低于单纯西药组(P < 0.01)。 
结论 桑杏二陈汤联合抗生素治疗小儿急性咳嗽可明显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同时也能降低近期内反复

发生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PU-0590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尿 LTE4､ 血清 IL-8 的变化及意义 
 

陈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急性期尿 LTE4(白三烯 E4)､ 血清 IL-8 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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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郑州儿童医院住院并确诊为毛细支气管炎的患儿 30
例,选取同期择期外科术术前准备的普通患儿 30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留取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急性期

(入院后 24 小时内)､ 恢复期(入院治疗 7 天后)和对照组的尿液标本,用相应的 ELISA 试剂盒进行检

测并进行两两比较。 
结果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急性期的尿 LTE4､ 血清 IL-8 明显高于恢复期和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恢复期尿 LTE4､ 血清 IL-8 仍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意义(P<0.05)。 
结论 LT､ IL-8 参与了毛支气管炎的急性发病过程,可能参与感染后气道慢性炎症。 
   
 
 
PU-0591 

细胞因子谱､ CRP､ PCT､ ESR 在小儿重症 
支原体肺炎诊治中的临床研究 

 
郭艳梅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探讨小儿肺炎急性期血清细胞因子 IL-1β､ IL-6､ IL-8､ IL-10､ TNF-α､ C 反应蛋白(CRP)､ 降

钙素原(PCT)､ 血沉(ESR)的水平变化,以早期鉴别支原体感染并评估小儿支原体肺炎的严重程度。 
方法 将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院儿科住院的肺炎患儿中随机选取 157 例进行研究,所选病

例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制定的肺炎诊断标准,其中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84 例作为研

究组,对照组为同期在我科住院的非支原体肺炎患儿 73 例;将研究组分为重症组和轻症组,同时又将

重症组 MPP 分为急性期和恢复期。分别检测研究组和对照组急性期及重症 MPP 组恢复期血清肺

炎支原体抗体､ IL-1β､ IL -6､ IL-8 ､ IL-10､ TNF-α､ CRP､ PCT､ ESR 水平,对样本进行统计分

析。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结果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三组患儿在性别､ 年龄上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研究组与对照组血清 IL-1β 浓度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IL-6､ IL-8､ TNF-α､
CRP､ PCT､ ESR 水平在重症组､ 轻症组､ 对照组三组间均有差别(P<0.05),且在重症组的水平均

高于轻症组和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167),轻症组与对照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 P>0.0167)。血清 IL-10 的浓度水平在三组间无明显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在重症组患

儿急性期 IL-6､ IL-8､ IL-10､ TNF-α､ CRP､ PCT､ ESR 的水平均高于恢复期(P<0.05)。 
3. 以血清 IL-6､ IL-8､ TNF-α､ CRP､ PCT､ ESR 的水平为检验变量,重症 MPP 组(1=重症 MPP
组,0=NMPP 对照组)为效应变量。ROC 曲线显示:血清 IL-6 的曲线下面积 AUC=0.853;血清 IL-8 的

曲线下面积 AUC=0.0.769;血清 TNF-α 的曲线下面积 AUC=0.768;血清 CRP 的曲线下面积

AUC=0.903;血清 PCT 的曲线下面积 AUC=0.754;血清 ESR 的曲线下面积 AUC=0.750。 
结论 1.IL-1β 在支原体肺炎发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2.重症 MPP 组中血清 IL-6､ IL-8､ TNF-α､ CRP､ PCT､ ESR 的水平明显高于轻症组和对照组,且
在重症 MPP 组急性期的水平也高于恢复期,且通过 ROC 曲线分析,IL-6､ CRP 在诊断重症 MPP 方

面价值较高。临床上可将血清 IL-6､ IL-8､ TNF-α､ CRP､ PCT､ ESR 等指标作为早期诊断 MPP
的重要依据推广使用。 
3.血清 IL-10 作为抑制因子在炎症反应的初期,通过升高来抑制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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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2 

α1b 干扰素 雾化吸入对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 
及治疗效果的影响 

 
刘红仙 

昆明市官渡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650200 
 

 
目的 研究 α1b 干扰素雾化吸入对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及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在我院就诊的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的 70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观察组患儿接受 α1b 干扰素雾化联合常规抗病毒治疗和支持治疗,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抗病毒

治疗和支持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以及临床症状. 
结果 观察组患儿有效率 98.04%明显高于对照组 76.18%(P<0.05);患儿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咳嗽停

止时间､ 流涕停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 
结论 α1b 干扰素雾化吸入联合常规治疗有助于缓解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 
 
 
PU-0593 

哮喘患儿照顾者照顾负担与患儿生存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李爱求
1,2,王佳妮

13,李田田
1,2,姜允丽

1,2,董晓艳
1,2,陆敏

1,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上海市儿童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调查哮喘患儿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程度和患儿生存质量情况,分析照顾者负担与患儿生存质

量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运用 Zarit 照顾负担量表和儿童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PedsQL4.0 中文版,采用方便抽样对上海市

儿童医院 165 名哮喘患儿的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使用 SPSS22.0 软件包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照顾者负担得分为 36.30±18.84 分,哮喘患儿生存质量得分为 80.67±14.02 分,照顾者负担与患

儿生存质量存在相关性,照顾者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水平对照顾者负担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照顾者负担与哮喘患儿生存质量呈负相关,照顾者负担越重,患儿生存质量越差,本研究建议要加

强对哮喘患儿照顾者的健康教育,提高照顾者的减轻低收入者的经济负担从来降低照顾者负担和提

高患儿生存质量。 
 
 
PU-0594 

2008 年-2015 年儿科支气管肺炎抗生素应用分析 
 

苏学文,朱华,斯日古楞,袁海凤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010017 

 
 
目的 调查分析近八年来我院儿科收治的支气管肺炎患儿抗生素应用情况的变化,提高儿科医师在临

床工作中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意识及水平。 
方法 应用回顾性调查研究方法,随机选取我院 2008 年-2011 年儿科支气管肺炎住院患儿 800
例,2012 年-2015 年儿科支气管肺炎住院患儿 800 例,进行抗生素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从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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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调取病例及相关数据,对儿科支气管肺炎住院患儿抗生素用使用率､ 抗生素联合使用率､ 白细胞

及中性粒细胞水平､ 病原送检率､ 住院时间及出院治愈率等进行调查统计分析。 
结果 在上述两时间段儿科支气管肺炎住院患儿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水平､ 出院治愈率无统计学差

别(P>0.05)的情况下,2012-2015 年较 2008-2011 年抗生素使用率､ 抗生素联合使用率明显下降,三
代头孢使用率下降,阿奇霉素使用率升高,病原送检率提高,住院时间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儿科医生应加强对支气管肺炎患儿抗生素用药的重视,在保证相同的治疗效果,根据病原学检测

结果,安全､ 有效､ 合理选择抗生素品种､ 使疾病治疗方式更注重针对病原治疗,减少不必要使用抗

生素,从而减少对患儿不必要损害。 
 
 
PU-0595 

18 例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临床分析 
 

张亚莉,朱晓萍,李波,杨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儿童医学中心 550004 

 
 
目的 通过对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ronchilitis obliterans,BO)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探讨 BO
的临床症状､ 体征､ 病原学检查､ 肺功能､ 影像学､ 治疗反应及预后,为提高儿童 BO 的诊治水平奠

定一定临床基础。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 18 例 BO 患儿一般情况､ 临床表现､ 病原学检查､ 肺功能及影像学

资料､ 基础疾病､ 治疗方法及其效果､ 预后等资料 ,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1)本组 BO 患儿发病年龄为 3 月~4 岁,平均年龄为 11.61±10.88 月,发病年龄高峰在 6 月~1 岁;
一年四季均有发病,以冬季多见,占 38.88%;病程长,平均病程为 46.83±21.84d;2)本组 BO 患儿均表

现为持续性咳嗽､ 喘息,肺部听诊均可闻及湿啰音,94.44%闻及哮鸣音;3)血清学检查明确病原菌者 8
例,痰培养检查明确病原菌者 4 例,其中以肺炎支原体检出率 高(22.22%);4)TBFV 环均表现为呼气

降支向横轴凹陷;VPEF/VE､ TPTEF/TE､ TEF50/TIF50､ Ti/Te 均值均低于正常值;15.38%的 BO
患儿 TEF50/TIF50<0.6;经 t 检验,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前后 VPEF/VE､ TPTEF/TE 等肺功能指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5)胸部 X 线均提示双肺纹理粗糙､ 紊乱并过度充气;胸部 CT 检查均提示气

体潴留征象,44.44%有典型马赛克灌注征;6)18 例 BO 患儿均伴有基础疾病,其中免疫功能低下､ 先

天性心脏病 常见;7)BO 治疗以糖皮质激素､ 支气管舒张剂､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及抗生素联合治疗

为主;糖皮质激素及抗生素使用时间长,分别达 15.28±5.86d;随访时间为 1 个月~2 年,其中 2 例出院

后半年内死亡,余 12 例患儿仍有咳喘,且易患呼吸道感染,其中 2 例因症状加重反复住院治疗,平均住

院次数为(3.2±2.4)次。 
结论 1.BO 冬季多发,以男性婴儿多见;2.BO 病程长,临床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咳喘;3.感染是儿童 BO 的

首位发病因素,病原菌多样,其中以 MP 检出率高;4.肺功能表现为不可逆的小气道的阻塞性通气功能

障碍;5.影像学表现多样,以马赛克灌注征为重要征象;6.BO 需糖皮质激素､ 支气管舒张剂､ 白三烯受

体拮抗剂及抗生素联合治疗,且疗程长,总体预后不良,必须重视对 BO 诊治的研究。 
 
 
PU-0596 

喜炎平治疗病毒感染性喘息性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 
 

李恒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420106197501034414 430070 

 
 
目的 观察喜炎平治疗病毒感染性喘息性支气管炎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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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8 例病毒感染性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分喜炎平组和对照组,喜炎平组用喜炎平,对照组不使用喜

炎平,两组均给予特布他林+普米克令舒雾化。临床观察发热持续时间､ 哮鸣音消失､ 咳嗽消失时间

的差异。 
结果 喜炎平组发热持续时间､ 哮鸣音消失､ 咳嗽消失时间均较对照组短,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结论 喜炎平治疗病毒感染性喘息性支气管炎,疗效确切,起效迅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597 

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观察 
 

赵瑜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科住院符合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 123 例患儿,随机分

为治疗组(气管镜组)69 例,对照组(常规组)54 例。对照组予以清理呼吸道,抗感染,维持水､ 电解质､

酸碱平衡及对症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尽早行支气管镜检查､ 灌洗治疗,每周 2 次,共 1-3
次。 
结果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且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疗效确切,安全性好,应该得到广泛的开展。 
 
 
PU-0598 

19467 例儿童 9 项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结果分析 
 

杨湛
1,陈芷

1,2,贺锦华
1,宋丽瑶

1,陈艾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 
2.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014 级高职一班 

 
 
目的 了解本地区儿童呼吸道 9 项呼吸道病原体的 IgM 抗体检测结果､ 流行趋势以及与发病年龄等

的相关性,为临床预防及合理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 19467 例住院儿童呼吸道九项病原学 IgM 抗体结果进行多

维度分析 
结果 1)19467 例下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有 6623 例送检,送检率达 34.02%。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

阳性人次为 5784 例,阳性率为 87.33%。阳性率 高的两种病原体为:肺炎支原体(MP,44.05%)､ 乙

型流感病毒(IFB, 27.77%)。2)呼吸道病原体在各年龄组患儿中的检测结果:各种病原体在各个年龄

段分布有统计学差异(χ2 = 455.039,P <0.05),2-5 岁年龄组的易感病原学为 MP､ 嗜肺军团菌 (LP),
乙型流感病毒(IFB),､ 肺炎衣原体(CP);而甲型流感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攻击高峰为<1 岁婴儿;腺
病毒的易感年龄组为 1-2 岁;副流感病毒 1､ 2 和 3 型两个高峰为<1 岁和 2-5 岁。 
结论  本地区近 3 年来,病毒和非典型呼吸道病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以肺炎支原体以

及乙型流感病毒易感性 高,各病原体易感年龄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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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9 

麻杏石甘汤对卵蛋白致敏大鼠肺组织 STAT4 
及其 mRNA 表达的影响 

 
虞琳

1,潘建伟
1,叶乐平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麻杏石甘汤对卵蛋白致敏大鼠肺组织 STAT4 及其 mRNA 表达的影响,探讨其在哮喘治疗

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卵清白蛋白致敏建造哮喘模型,将 55 只 SPF 级 SD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对照组(A 组),哮喘组(B
组),高､ 中､ 低剂量麻杏石甘汤+哮喘组(C 组､ D 组､ E 组)。留肺泡灌洗液(BALF)测 IL-12 及 IL-13
含量,留取肺组织标本 HE 染色后观察气道炎症,免疫组化法及原位杂交法分别检测 STAT4 蛋白及其

mRNA 表达。 
结果 (1)哮喘组大鼠 BALF 中 IL-13 浓度升高,IL-12 含量下降,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明显。(2)STAT4
蛋白及 STAT4 mRNA 在各组大鼠气道平滑肌及血管肌层中均有表达,正常对照组呈强阳性表达,哮
喘组阳性表达 弱。(3)麻杏石甘汤干预后哮喘大鼠 IL-13 浓度下降,IL-12 上升,炎症反应减

轻;STAT4 蛋白表达上调,其中高剂量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剂量､ 中剂量麻杏石甘汤组

STAT4 mRNA 表达与哮喘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卵蛋白致敏大鼠气道及血管肌层 STAT4 表达受抑制,麻杏石甘汤可能通过上调 Th1 细胞因子

､ STAT4 及其 mRNA 的表达,减轻哮喘大鼠气道炎症反应。 
 
 
PU-0600 

不同影像表现肺炎支原体肺炎儿童 血 D-二聚体､ CRP 检测分析  
 

宋健波 
北京首儿李桥儿童医院 101300 

 
 
目的 探讨不同影像表现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点及血 D-二聚体､ CRP 检测的意义。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将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的肺炎支原体肺炎

(Mycoplasina pneumoniae pneumonia,MPP)患儿根据肺部影像表现分为小叶性肺炎组(A 组)､ 大

叶实变组(B 组)及间质性肺炎组(C 组),分别比较临床特点,采集血液检测白细胞计数(WBC)､ 中性粒

细胞计数(N)､ D-二聚体(DD)及 CRP。 
结果 三组患儿在性别､ 体温及肺部体征上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909,0.744,0.079);发病

平均年龄 A 组(4.0±2.3)岁､ B 组(6.0±2.9)岁､ C 组(3.9±1.9)岁,存在统计学差异 P 值为 0.000,B 组

与 A 组及 C 组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000,0.023),A 组与 C 组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值

0.865);三组患儿 DD 在总体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 值为 0.000),B 组与 A 组及 C 组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P 值分别为 0.000,0.016),A 组与 C 组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值 0.787);CRP 总体上存在统计学差异

(P 值 0.002),B 组与 A 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 值为 0.000),A 组､ B 组与 C 组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值

分别为 0.720,0.152);WBC 及 N 均无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895,0.319)。 
结论 大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多存在高凝状态及过度炎症反应,CRP 及 DD 检查有助于临床早期发现

MPP 大叶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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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1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106 例的临床分析 
 

王巧红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MPP)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106 例儿童 MPP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MPP 多发生于较大年龄儿童,住院患儿中 1-3 岁患病率亦不低(37.7%)。以咳嗽为主要表现

(95.3%),多数伴发热,部分伴喘息。肺炎支原体 IgM(MP-IgM)敏感性高。多数 CRP 可见升高

(76.4%)。可合并多系统肺外并发症,心肌损害多见(28.3%)。影像学表现较体征明显。阿奇霉素治

疗多可治愈(96.2%),重症患儿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 
结论 MPP 多以咳嗽为主要表现,肺部体征不明显。MP-IgM 阳性,CRP 可见升高,影像学表现多样。

阿奇霉素治疗效果好,及时治疗预后良好。 
 
 
PU-0602 

2016 年河北省大叶性肺炎流行病学及病原学分析 
 

王雪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 2016 年河北省儿童大叶性肺炎流行病学及病原学新特点。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我科收治的大叶性肺炎 457 例,从 16 年不同月份

､ 季节间对比;与上一年度进行对比分析;进行病原学统计。 
结果 1､ 2016 年我省儿童大叶性肺炎罹患患儿例数明显高于 15 年。 
2､ 2016 年夏季我省儿童大叶性肺炎罹患患儿例数无明显减少,这点明显异与 2015 年。 
3､ 此研究中显示肺炎支原体为儿童大叶性肺炎的主要致病原。 
4､ 3 岁以下大叶性肺炎患儿并不少见。 
结论 儿童大叶性肺炎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点正逐年发生变化,希望能引起广大儿科医生的关注,不
断更新知识,结合病例特点及实验室检查,早期明确诊断及病原,使治疗更及时､ 安全､ 有效。 
 
 
PU-0603 

儿童纤维支气管镜活检的配合及护理 
 

李秀龙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分析儿童纤维支气管镜活检的配合及护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活检配合及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给予活检及舒适护理 
结果 两组患儿负面情绪对比,观察组患儿护理后 SAS､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两组患儿家长满意度对比,观察者患儿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纤维支气管镜活检的配合及舒适的护理能有效的缓解患儿的焦虑､ 抑郁程度,降低活检并发症

发生率,患儿家属满意度高,具有临床推广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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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4 

不同通气方式在新生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中的应用比较 
 

李秀龙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比较不同通气方式在新生儿纤维支气管镜检查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新生儿重症肺炎 72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38 人。试验组采取气道内给氧,对照

组采用经鼻插入法。同时监测两组患儿检查前后的心率,血氧及呼吸次数。 
结果 试验组心率失常及低氧血症明显少于对照组 
结论 经纤维支气管镜检查采用气道内给氧方式是安全可行的,有助于提高患儿的血氧饱和度,减少心

律失常及低氧血症的发生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PU-0605 

维生素 D 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研究 
 

修小莹,崔玉霞,周娟,黄玉瑛,范丽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评价哮喘患儿维生素 D 水平及探讨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哮喘症状控制水平分级的

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童哮喘专科门诊就诊的哮喘患儿 71 例,
根据控制水平不同将入组儿童分为哮喘良好控制组､ 部分控制组及未控制组三组,对入组儿童进行

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测定。 
结果 1､ 哮喘儿童血清 25-羟维生素 D 平均浓度(23.16±6.79)ng/ml,低于正常水平(30-40)ng/ml。2
､ 哮喘未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浓度平均值(19.59±5.96)ng/ml;哮喘部分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

素 D 浓度平均值(23.70±5.67)ng/ml;哮喘良好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浓度平均值

(29.06±7.41)ng/ml;三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哮喘症状控制水平越差,血清 25-羟维

生素 D 浓度越低。 
结论 1､ 哮喘患儿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水平。2､ 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哮喘

症状控制水平关系密切,提示血清 VitD 水平的测定可作为我们进一步评估儿童哮喘病情的依据。 
 
 
PU-0606 

贵阳地区 350 例哮喘患儿血清特异性 IgE 水平分析 
 

张金凤
1,朱晓萍

1,王娇娇
1,李波

1,杨俊
1,崔玉霞

2,卢根
3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儿童医学中心 
2.贵州省人民医院 
3.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哮喘患儿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Specific allergen,SIgE)检测结果,为进一步提高对哮

喘患儿的诊治､ 预防及评估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欧蒙印迹法(EUROLINE)对哮喘患儿血清进行 SIgE 检测;并采用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120 
 

结果 ①350 例哮喘患儿 SIgE 阳性 276 例(78.85%),其中 高为尘螨组合 209 例(59.71%),其次依次

为屋尘 144 例(41.14%)､ 狗上皮 102 例(29.14%)､ 淡水鱼组合 38 例(10.85%)。②婴幼儿期(<3 岁)
､ 学龄前期(3-6 岁)与学龄期组(7-15 岁)三组在吸入性过敏原上比较,三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χ2 

=15.041, P﹤0.01)。③婴幼儿期､ 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在食入性过敏原上比较,三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2 =7.044,P﹤0.05)。④随着年龄的增长,吸入性过敏原的阳性强度也随之升高,其中以尘螨

､ 屋尘､ 狗上皮比较显著;而食入性过敏原中,对鸡蛋白的阳性强度呈明显减少的趋势。 
结论 ①尘螨是贵阳地区哮喘患儿的主要致敏原。②学龄前期､ 学龄期以吸入过敏原为主,对尘螨的

阳性率明显高于婴幼儿;婴幼儿以食入性过敏原为主,对鸡蛋白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余两组。③随着

年龄增长,哮喘患儿对尘螨､ 屋尘､ 狗上皮等吸入性过敏原的阳性强度也随之升高,而对鸡蛋白等食

入性过敏原的阳性强度呈明显减少趋势。 
 
 
PU-0607 

溶血葡萄球菌引起的坏死性肺炎 1 例 
 

赵慧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了解坏死性肺炎的临床表现､ 诊疗要点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总结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 2016 年 8 月收治的 1 例溶血性葡萄球菌坏死性肺炎患儿

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女,1 岁 7 个月,主因“发热 4 天,咳嗽 1 天”入院。入院查体:T38℃ P156 次/分 R60 次/分 
BP88/56mmHg,意识清晰,精神欠佳,贫血貌,双眼睑浮肿,呼吸急促,三凹征弱阳性,左肺呼吸音粗,右肺

呼吸音低,可闻及少许湿啰音及喘鸣音,腹膨隆,肝肋下 3cm 可及,质中等,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非指

凹性轻度水肿,神经系统查体未见异常。胸部 CT 示右肺中下叶及左肺下叶炎症,右肺下叶实变;右侧

胸腔积液。血培养结果回报示:耐甲氧西林溶血葡萄球菌。住院积极抗感染等治疗半月余复查胸部

CT 示:右肺中叶及下叶病变范围减小,新增多发空洞,左肺下叶炎症及右侧胸腔积液较前吸收。依据

胸部 CT 结果,考虑坏死性肺炎,进一步查 G 实验及 γ-干扰素实验排除结核和真菌感染。患儿共住院

26 天,出院 1 周后复查一般情况良好。 
结论 本病例是耐甲氧西林的溶血葡萄球菌引起的坏死性肺炎,起病快,病情重,合并多个脏器损伤,早
期血培养有助于明确病原体并指导抗生素的应用。在治疗过程中,免疫支持治疗及支气管镜的应用

也是重要的方面。儿童坏死性肺炎绝大多数经内科积极治疗后恢复良好。 
 
 
PU-0608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周血 ECP､ IL-5 和 IgE 水平变化及意义 
 

孙平平,马少春,李德华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探讨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 白细胞介素 5(IL-5)和免疫球蛋白 E(IgE)在毛细支气管

炎气道炎症中的作用以及对儿童再次发生喘息和发展为哮喘的早期预测意义。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4 月期间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儿内科住院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40 例,留取治疗前后的血清标本。以同期 20 例门诊同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

免疫分析法(ELISA)测定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治疗前后及对照组血清中 ECP､ IL-5 的水平,同时在本院

免疫室化验检查测定 IgE 水平。对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在治愈后进行半年的随访,了解有无再次喘息

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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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治疗前血清中 ECP､ IL-5 水平(57.43±25.47,62.38±23.04)明显高于治疗后

(47.66±22.56,49.59±24.00)和对照组(28.92±,11.03,35.63±17.3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
疗前组 IgE 水平(41.10)高于对照组(24.6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毛细支气管炎治愈后半

年内再发喘息患儿治疗前血清中 ECP､ IL-5 水平(62.21±23.08,69.42±20.66)高于未再发喘息患儿

(43.95±16.25,52.59±17.5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gE 水平(50.40,38.70)在两组患儿中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CP､ IL-5 和 IgE 可能共同参与了毛细支气管炎的炎症过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治疗前血清中

ECP､ IL-5 水平越高,毛细支气管炎治愈后再次出现喘息的机率越高 。 
 
 
PU-0609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使用孟鲁司特治疗临床效果观察 
 

熊艳明
1,熊艳明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观察小儿在感染肺炎支原体时,使用孟鲁司特治疗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及分析其临床应用价

值以提高医务人员对该病的认识和护理水平。 
方法 近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的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风险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参照 2016 年 8 月-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肺炎支原体感染患者,所有患儿均符合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标准,并排出存在支

气管哮喘或过敏史者,及合并其他严重感染､ 肝肾功能不全者 100 例,分成常规组与联合组,分别予以

常规抗肺炎支原体治疗(常规组)和常规联合孟鲁司特治疗(联合组)经过住院期间的治疗,对比 2 组的

临床疗效。 
结果  联合组发热､ 咳嗽的消退时间､ 胸片吸收时间均显著低于常规组(P 小于 0.05);联合组腹痛､

腹泻､ 呕吐等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半年复发率显著低于常规组(P 小于 0.05). 
结论 采用孟鲁司特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效果确切,治疗效果较好,明显降低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病发特征､ 病照消失的时间与用药时间均缩短且有临床用药应用。 
 
 
 
PU-0610 

儿童坏死性肺炎纤维支气管镜治疗后胸部 CT 表现及转归 
 

王晓丽,王文棣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归纳行纤维支气管镜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术的坏死性肺炎(necrotizing pneumonia,NP)患儿胸部

CT 影像特点及疾病转归,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9 月-2016 年 10 月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收治的 66 例 NP 患儿

的临床资料､ 影像学特点,其中 46 例行纤维支气管镜和肺泡灌洗术为观察组,与 20 例未行

此术患儿(对照组)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 66 例患儿病初均出现肺实变,后期在实变影内出现多发含气囊腔。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一般资料

､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病原学及肺炎面积上无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患儿肺部并发症并发率低,肺
部阴影完全吸收率更高,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胸部 CT 为 NP 的早期诊断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依据,用于评估行纤维支气管镜和肺泡灌洗术治

疗的 NP 患儿疾病转归变化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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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1 

复诊情况及用药依从性与儿童哮喘控制率的关系 
 

陈艳飞,杨运刚,张建民,陈幼芬,吴谨准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就诊次数及治疗依从性对哮喘临床控制的影响。 
方法 通过我院儿科哮喘门诊的电子信息数据平台,对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0 期间在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哮喘门诊新确诊哮喘并随访的患儿进行数据收集及分析,研究用药依从性

､ 复诊次数与哮喘控制率的关系。 
结果 新确诊哮喘 1296 人,仅有 586(45.2%)人有进行复诊。复诊病人中,确诊哮喘超过半年的有 303
人,共复诊 942 人次,平均复诊次数为 3.1 次,复诊 3 次以上者仅 167 人(占 25%),复诊 6 次以上仅 35
人(约占 5.2%),随复诊次数增加,患儿哮喘控制率逐渐上升,在第 6 次复诊时控制率达 高 71.4%;确
诊哮喘半年以内的有 283 人,共复诊 405 人次,平均复诊次数为 1.45 次。复诊时规律用药的哮喘控

制率达 57.3%,明显高于未规律用药的 14.4%(χ2检验,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电子信息系统在哮喘门诊的推广和应用,有利于医疗质量的提升和监控,并便于对临床数据的收

集､ 整理及分析。研究提示大部分哮喘患儿未能坚持规律随访,应加强儿童哮喘的健康教育及门诊

管理,监督其长期､ 规律复诊,提高用药依从性,从而提高儿童哮喘的控制率。 
 
 
PU-0612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 TH17 细胞的水平及对哮喘预测的价值 
 

王彩燕, 武怡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通过检测外周血 TH17 细胞比例及其主要效应因子水平变化,探讨其能否与 API 一起预测喘息

患儿的转归。 
方法 各组患儿分别于入院后立即或次日早上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 2mL,取 0.5mL 外周血行流式细胞

术(FCM)检测各组患儿外周血 TH17 细胞比例,另 1.5mL 加入相同体积的淋巴细胞分离液,2000r/min
离心后取上清液置-80℃冰箱,用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检测外周血 IL-17､ RORγt 水平,
分离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置-80℃冰箱,用于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检测外周血

RORγt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 API 阳性组､ API 阴性组､ 非喘息组及正常对照组患儿外周血 TH17 细胞比例分别

为:14.12%±2.64%､ 6.18%±1.12%､ 1.91%±0.93%､ 0.69%±0.32%,API 阳性组､ API 阴性组

TH17 细胞比例明显高于非喘息组及正常对照组,P<0.05。2､ 各组患儿外周血 IL-17 水

平:180.55±18.12 pg/mL､ 132.56±10.53 pg/mL､ 118.45±8.16 pg/mL､ 85.21±6.03 pg/mL,API 阳
性､ API 阴性组患儿血清 IL-17 水平均高于非喘息性肺炎组及正常对照组,P<0.05;外周血 RORγ 水

平:0.82±0.10 pg/mL､ 0.64±0.06pg/mL､ 0.36±0.03pg/mL､ 0.24±0.02pg/mL,API 阳性､ API 阴性

组患儿血清 IL-17 水平均高于非喘息性肺炎组及正常对照组,P<0.05。3､ 各组患儿外周血 RORγt 
mRNA 平均表达量:6.62±0.87､ 5.24±0.78､ 3.53±0.68､ 3.28±0.65,API 阳性组､ API 阴性组

RORγt mRNA 明显高于非喘息组及正常对照组,P<0.05。 
结论 外周血 TH17 细胞比例､ 血浆 IL-17 及 RORγt 水平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高表达,且 API 阳性组

高于 API 阴性组,考虑 TH17 细胞参与了 API 阳性患儿的气道炎症反应。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123 
 

PU-0613 

不同药物雾化顺序对治疗喘息患儿临床效果研究  
 

王宗润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观察布地奈德､ 复方异丙托溴铵不同雾化吸入顺序对喘息患儿(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治疗效

果。 
方法 将纳入临床研究的患儿分为 A 组和 B 组(性别及年龄､ 病情严重程度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每组 
100 例;两组患儿均采用氧气驱动雾化方式(频率均为 TID),A 组先给予雾化吸入布地奈德,后予复方

异丙托溴铵; B 组患儿先予雾化吸入复方异丙托溴铵,后吸入布地奈德,两组雾化吸入药物顺序不同,
观察患儿临床治疗效果(临床症状及体征方面) 
结果 A 组患儿发热､ 咳嗽､ 咳痰､ 喘憋､ 肺部湿啰音及哮鸣音减退时间及住院天数与 B 组具体数

值不同,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雾化吸入布地奈德､ 复方异丙托溴铵顺序不同,对治疗毛细支气管炎效果有明显统计学差异,预
先吸入复方异丙托溴铵后吸入布地奈德对治疗喘息效果更显著。 
 
 
PU-0614 

婴儿期抗生素使用与 5~7 岁儿童哮喘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余巍,唐书生,何丽雅,何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婴儿期抗生素使用与 5~7 岁儿童哮喘发病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 103 例 5~7 岁哮喘患儿和 103 例 5~7 岁非哮喘患儿进行统一问卷调

查,分析婴儿期抗生素使用及使用疗程次数与 5~7 岁儿童哮喘发生之间关系 
结果 婴儿期抗生素使用与儿童哮喘发病呈正相关(P<0.01),婴儿期抗生素使用是儿童哮喘发生的独

立危险因素之一;婴儿期抗生素使用疗程次数与儿童哮喘之间存在剂量效应关系,使用一个疗程的抗

生素不会增加儿童哮喘的发病风险(P>0.05),但是使用 2 个及 2 个以上疗程抗生素发展为哮喘的风险

显著增高(P<0.01) 
结论 婴儿期抗生素使用是增加 5~7 岁儿童哮喘发病的危险因素,婴儿期抗生素使用次数越多,哮喘发

病风险越高。 
 
 
PU-0615 

如何提高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管理 
 

李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提高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管理。哮喘是多种细胞和细胞组分参与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这
种慢性炎症与导致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胸闷和咳嗽(尤其是夜间或清晨)的气道高反应性有关;是儿

童时期 常见的呼吸道慢性疾病之一。 
方法 对哮喘患儿及监护人进行心理护理､ 家庭护理指导､ 健康教育､ 饮食指导的综合管理教育。

有文献报道,哮喘的长期发作是引起儿童行为问题的一个高危因素。而各种心理因素又可促发或加

重哮喘的症状,使患儿发生各种行为问题,后者又可诱发或加重哮喘的发生,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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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哮喘患儿及监护人对哮喘的基本知识有正确认识,自我监测病情,掌握相关药物的基本作用和正

确使用方法,使患儿得到合理的预防和治疗。哮喘控制治疗应越早越好。要坚持长期､ 持续､ 规范

､ 个体化治疗原则。注重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相结合,不可忽视非药物治疗如哮喘防治教育､ 变

应原回避､ 患儿心理问题的处理､ 生命质量的提高､ 药物经济学等诸方面在哮喘长期管理中的作

用。 
结论 综合管理教育对有效控制哮喘疾病发作､ 提高哮喘患儿用药依从性､ 减少住院次数､ 减轻患

儿家庭经济负担及提高患儿学习质量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PU-0616 

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浓度监测在 
孟鲁司特有效性评价中的意义 

 
朱韵倩

1,王兰兰
2,王晓明

1 
1.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毓璜顶医院 

 
 
目的 探讨 FeNO 对哮喘患儿使用孟鲁司特有效性评价的价值 
方法 选取 40 例哮喘患儿,口服孟鲁司特 12 周,根据儿童哮喘控制水平分级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在

治疗前､ 治疗后 1 周､ 2 周､ 4 周､ 8 周､ 12 周检测两组 FeNO 变化。 
结果 显效组治疗前 FeNO 与治疗后共 6 次测量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5)。无效组治疗

前与治疗后共 6 次测量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两组在治疗前 FeNO 有统计学差异

(P=0.01)。 
结论 哮喘患儿起始 FeNO 水平越低,孟鲁司特的治疗效果越好。 
 
 
PU-0617 

γ 分泌酶抑制剂 MW167 致呼吸道合胞病毒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GATA3 降低 
 

刘良宵,吴福玲,张雪静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 研究 γ 促分泌酶抑制剂(GSI)MW167 阻断 Notch 信号后,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毛细支气管炎

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 GATA 结合蛋白 3(GATA3)的变化。 
方法 募集 RSV 毛细支气管炎 30 例,正常组 25 例。分离 PBMC,分为正常对照组､ RSV 组､

MW167 处理组。ELISA 检测培养细胞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 4(IL-4)水平,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细

胞中 GATA3 mRNA 水平,Western blot 法检测细胞中 Notch1 胞内结构域(NICD)及 GATA3 蛋白的

表达。 
结果 与 RSV 组相比,MW167 处理组 IL-4 水平降低,GATA3 mRNA､ NICD 以及 GATA3 蛋白水平均

显著降低。 
结论 GSI 阻断 Notch 信号通路,可降低 GATA3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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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8 

5 岁以下哮喘患儿治疗依从性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陈欧,王丽雯,朱晓波,陈少杰,马宇,王一彪 
山东大学 250012 

 
 
目的 探讨影响 5 岁以下哮喘患儿治疗依从性的相关因素,以期有针对性的采取干预措施,提高哮喘患

儿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门诊就诊的 5 岁以下哮喘患儿家属 83
例,进行一般情况调查和哮喘患儿治疗依从性调查。 
结果 影响 5 岁以下哮喘患儿治疗依从性的主要因素是父母的文化程度(P<0.01),父母婚姻状况

(P<0.01)及家庭人均月收入情况(P<0.05)。 
结论 提高哮喘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应结合患儿的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对于具有高危影

响因素的家庭,应密切定期随访,提高患儿治疗效果。 
 
 
PU-0619 

儿童咯血疾病诊治体 
 

王惠丽,张曦,赵瑜,张诺芳,冯长国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回顾开封市儿童医院收治的咯血患儿的救治过程复习相关文献,提高对儿童咯血疾病诊治的认

识 。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开封市儿童医院收治的 4 例咯血患儿的诊治过程的临床

资料。 
结果  4 例患儿,男 2 例。女 2 例,年龄 6-14 岁,主要临床症状为咳嗽､ 咯血,分别经支气管镜检查､ 肺

CTA､ DSA 检查证实咯血原因分别为:左下肺隔离症 (叶内型);右中下肺支气管异物(麦穗､ 麦芒);右
下肺肺炎;支气管肺动静脉瘘。肺隔离症､ 支气管肺动静脉瘘患者通过实施选择性支气管动脉造影

术联合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终止了患者咯血。支气管镜钳取异物使咯血停止。 
结论 儿童咯血病因复杂,要注意和呕血､ 上呼吸道出血相鉴别。遇到大咯血患儿,应严密监测患者基

础生命体征,积极救治休克,防止咯血窒息。有时需多学科联合查找病因,治疗原发病,方能终止咯血。 
 
 
PU-0620 

推拿治疗对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临床价值探讨 
 

huangcongfu 
龙岗区妇幼保健院 10279794 

 
 
目的 该研究探讨推拿治疗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龙岗区妇幼保健院儿科住院诊断为婴幼儿喘息性疾病 100 例

患儿,选择患儿及家长愿意配合推拿治疗的 50 例作为治疗组;另外选取患儿及家长不愿意配合推拿治

疗,愿意配合家庭雾化治疗的 50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儿都采取综合治疗措施,治疗组患儿给予推拿

治疗,对照组给予家庭雾化治疗,对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并分析结果. 
结果 对照组患儿喘息缓解时间为 5.6±1.36 天､ 1 年内喘息复发次数为 2.35±1.13 次､ 1 年内出现呼

吸道感染次数为 2.96±1.22 次､ 1 年内需要再住院次数为 0.85±0.58 次;而治疗组患儿喘息缓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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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82±1.44 天､ 1 年内喘息复发次数为 2.31±1.09 次､ 1 年内出现呼吸道感染次数为 2.89±1.19
次､ 1 年内需要再住院次数为 0.86±0.51 次,两组患儿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 值分别为

0.5737､ 0.4179､ 0.523､ 0.872。两组患儿达峰时间比在治疗前､ 治疗后 1 月及治疗后 6 月,及达

峰容积比在治疗前､ 治疗后 1 月及治疗后 6 月对比,P 值均>0.05。 
结论 推拿治疗能达到与家庭雾化治疗一样的效果,方法简单､ 易行,无任何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PU-0621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联合乳糖酸阿奇霉素 
对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体征改善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朱薇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观察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联合乳糖酸阿奇霉素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7 月~2016 月 9 月收治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78 例,依照治疗方案不同分组,
各 39 例。对照组予以乳糖酸阿奇霉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治疗。观

察对比两组退热､ 咳嗽消失时间,统计临床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退热､ 咳嗽消失时间少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4.87%(37/39)高于对照组

66.67%(26/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0.26%(4/39)与对照组

17.95%(7/39)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联合乳糖酸阿奇霉素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效果显著,康复快,安全性较

高。 
 
 
PU-0622 

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观察 
 

赵瑜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科住院符合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 123 例患儿,随机分

为治疗组(气管镜组)69 例,对照组(常规组)54 例。对照组予以清理呼吸道,抗感染,维持水､ 电解质､

酸碱平衡及对症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尽早行支气管镜检查､ 灌洗治疗,每周 2 次,共 1-3
次。 
结果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且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疗效确切,安全性好,应该得到广泛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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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3 

儿童咽喉反流与呼吸系统疾病 
 

尹冰如,陆敏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00 

 
 
目的 了解儿童咽喉反流 LPR(Laryngopharyngeal reflux,LPR)在不同年龄､ 性别､ 疾病中的发病情

况;LPR 发生率､ 咽喉 pH 值､ 反流事件发生次数､ 反流持续时间等与患儿年龄､ 性别､ 体位､ 过敏

等的关系;药物治疗对 LPR 和反流相关咳嗽的改善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市儿童医院 2015.2.1~2016.1.31 间因慢性咳嗽､ 长期反复咳嗽､ 疑似反流症

状(胸闷､ 胸痛)等呼吸系统相关症状就诊,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的 118 例儿童,均进行 24 小时咽喉 pH
监测。记录患儿性别,诊断,基础疾病,感染情况,过敏情况,24 小时 pH 监测结果(Ryan 指数､ 咽喉 pH
值､ 不同体位反流事件发生次数及反流持续时间)。存在 LPR 的患者予适当药物治疗后评估疗效。 
结果 共回顾病例 118 例,其中男孩 62.7%(74/118),慢性咳嗽患者 63.6%(75/118)。存在 LPR 患儿

33.9%(40/118)。慢性咳嗽儿童中 36%(27/75)的患者存在 LPR。LPR 在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的儿

童中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但与大年龄儿童相比,月龄<12 月的儿童,24 小时咽喉 pH 值更低,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单纯食物过敏组患者 LPR 发生率更高,反流事件次数更多､ 反流持续事件更长,差异

均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 LPR 发生率高,36%的慢性咳嗽患者存在 LPR。月龄<12 月儿童,24 小时咽喉 pH 值更

低。儿童 LPR 与食物过敏间存在相关性。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不同年龄儿童正常咽喉 pH 值､ LRP
与食物过敏间相关性的发病机制。 
 
 
PU-0624 

儿童油脂吸入性肺炎的临床特征及转归 
 

孙秋凤,杨运刚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0 

 
 
目的 研究儿童油脂吸入性肺炎的临床表现､ 治疗及预后转归。研究儿童油脂吸入性肺炎的临床表

现､ 治疗及预后转归。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住院的 10 例油脂吸

入性肺炎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点及治疗､ 预后。 
结果 1. 人群特征:10 例患儿中,9 例男性,1 例女性,年龄 16 月~48 月(中位年龄 24 月),6 例吸入缝纫机

油､ 3 例吸入煤油､ 1 例吸入蚊香水;2.临床表现:大部分患儿吸入后 24h 内出现症状(9/10),症状包括

咳嗽(6/10)､ 气促(6/10)､ 发绀(5/10)､ 意识障碍(3/10)､ 发热(9/10),大部分患儿肺部啰音不明显。3.
实验室及病原学检测:所有患儿均出现白细胞增高,中性粒细胞为主,6/10 患儿 CRP>50mg/dl, 6/7 患

儿 PCT>0.5。肺泡灌洗液培养发现 1 例合并真菌感染,1 例合并肺炎克雷伯菌感染､ 1 例合并肺炎链

球菌感染,4.胸部影像学表现:影像学表现以实变为主,多数(8/10)累及双下肺,范围超过 1/4 肺野,右肺

为主,1 例并发纵膈气肿;4.治疗:3 例患儿出现呼吸窘迫需行气管插管及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7 例患

儿鼻导管吸氧;9/10 例患儿均行肺泡灌洗治疗,1 例患儿因就诊时间>吸入后 1 周未再行气管镜检

查,7/10 例患儿于起病后 24h~48h 内进行气管镜检查及灌洗,所有患儿均应用三代头孢抗生素及雾化

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8/10 例患儿应用静脉或口服糖皮质激素,出院后均雾化糖皮质激素 1 月。5.转
归:所有患儿均好转出院,其中 1 例患儿失访,1 例仍在随访中,7 例患儿随访结束,复查胸片或胸部 CT
均吸收好转,吸收时间 20 天~4 月,1 例遗留肺大泡,1 例遗留肺间质改变。两例残留肺后遗症患儿均

在吸入 48h 后行肺泡灌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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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油脂吸入性肺炎大部分均可吸收好转,临床症状严重程度与肺部病变范围相关,少部分可残

留肺部后遗症;尽早气管镜灌洗治疗是减少损害的重要手段。 
 
 
PU-0625 

2012-2016 年支气管哮喘住院儿童临床特征分析:   
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分析 

 
陈婷,钟琳,丘力,刘瀚旻,陈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10 年来中国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患病率逐年上升,给患儿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精神及经济负

担。为更好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通过回顾性分析 2012-2016 年我院支气管哮喘住院儿童的临床特

征,探讨引起哮喘儿童住院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减少哮喘急性发作及加强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及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2016 年因呼吸道症状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且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的

住院病例共 141 例。收集并分析患儿的人口学特征､ 过敏史､ 此次发病诱因､ 病史特点､ 实验室检

查及病原学结果等资料。 
结果 141 例患儿中男女比例约为 1.5:1(男 86 例,女 55 例)。平均年龄为 4.9 岁,其中婴幼儿 64 例

(45.4%)。急性发作的高发季节为秋季(53 例,占 37.6%)。有明确过敏史的有 27 例(31.9%),有过敏

性疾病史的有 9 例(13.69%)。平均哮喘病程为 22.7 月,其中有 1 例首次发作即表现为哮喘持续状

态。诱发因素主要为呼吸道感染(135 例,占 95.7%),其余为接触过敏原(5 例,4.3%)。此次发病距离

哮喘发作时间大多在 3 天内(60 例,42.5%),平均住院日为 7.1 天。痰培养阳性(24 例,14.95)。仅 1 人

使用机械通气辅助呼吸。 
结论 本研究提示引起哮喘患儿住院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呼吸道感染､ 婴幼儿及秋季。大多数患儿未

予规律用药,因此加强对哮喘儿童的管理及宣教以提高患儿的依从性,降低哮喘患儿的入院率,推进哮

喘防治工作有着重大的意义。 
 
 
PU-0626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对 LPS 诱导肺上皮细胞炎症因子的影响 
 

聂文莎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对脂多糖(LPS)诱导大鼠肺上皮细胞分泌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 对经 LPS 诱导的大鼠肺上皮 MLE12 细胞给予不同浓度的 CGRP 干预,同时设立对照组,分别收

集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 LPS､ CGRP 或二者联合干预后肺上皮 MLE-12 细胞分泌炎

症因子的变化。 
结果 正常 MLE12 细胞分泌 CGRP 较少,但 LPS 诱导后 CGRP 的分泌明显升高,且呈现一定的浓度

和时间依赖性。LPS 能够诱导 MLE-12 细胞中炎症因子的分泌,外源性 CGRP 对 MLE12 细胞分泌

炎症因子没有影响,内源性 CGRP 拮抗剂可以阻断某些炎症因子的分泌。 
结论 内源性 CGRP 可明显下调 LPS 诱导的 MLE12 细胞中炎症因子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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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7 

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转入重症监护室的危险因素分析: 
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陈婷,丘力,钟琳,刘瀚旻,陈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时期 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中肺炎是引起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 常见原因。

重症肺炎由于病情进展快､ 典型表现被掩盖或忽略等因素,可出现抢救时间仓促､ 错过 佳治疗时

机,当下医疗资源紧张,且重症监护室的治疗费用昂贵,因此准确评估呼吸道感染病情意义重大。本研

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因呼吸道感染由儿科普通病房转入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患儿的人口学特征､

入院时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等资料,探寻呼吸道感染患儿需入住重症监护室的危险因素,以
指导临床早期准确地评估患儿的病情,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同时根据病情需要及时转入 ICU 接受进一

步治疗。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因呼吸道感染由儿科普通病房转入儿科重症监护室的病

例作为病例组,以同期儿科普通病房且主要诊断为重症肺炎的的病例作为对照组,记录两组患儿的人

口学特征､ 入院时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和病原学检测结果。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因呼吸道感染由普通病房转入重症监护室的患儿(病例组)共 51 例,
同期普通病房收治的主要诊断为重症肺炎的患儿(对照组)共 136 例。两组对比分析结果如下:两组在

人口学特点(既往呼吸道感染)､ 临床表现(此次发病伴有发热､ 喘息､ 入院时体温､ 呼吸､ 心率)､
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计数､ 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C 反应蛋白升高､ 低钠､ 痰培养阳

性)及合并症(气道发育异常)等方面均有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因呼吸道感染由普通病房转入重症监护室的患儿(病例组)共
51 例,同期普通病房收治的主要诊断为重症肺炎的患儿(对照组)共 136 例。两组对比分析结果如下:
两组在人口学特点(既往呼吸道感染)､ 临床表现(此次发病伴有发热､ 喘息､ 入院时体温､ 呼吸､ 心

率)､ 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计数､ 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C 反应蛋白升高､ 低钠､ 痰培

养阳性)及合并症(气道发育异常)等方面均有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院时伴有明显心率增快,实验室检查发现白细胞总数异常､ 中性粒细胞百

分比升高､ 痰培养阳性,合并气道发育异常,提示有转入 ICU 的风险。 
 
 
PU-0628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对 LPS 诱导肺上皮细胞炎症因子的影响 
 

聂文莎,付红敏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对脂多糖(LPS)诱导大鼠肺上皮细胞分泌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 对经 LPS 诱导的大鼠肺上皮 MLE12 细胞给予不同浓度的 CGRP 干预,同时设立对照组,分别收

集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 LPS､ CGRP 或二者联合干预后肺上皮 MLE-12 细胞分泌炎

症因子的变化。 
结果 正常 MLE12 细胞分泌 CGRP 较少,但 LPS 诱导后 CGRP 的分泌明显升高,且呈现一定的浓度

和时间依赖性。LPS 能够诱导 MLE-12 细胞中炎症因子的分泌,外源性 CGRP 对 MLE12 细胞分泌

炎症因子没有影响,内源性 CGRP 拮抗剂可以阻断某些炎症因子的分泌。 
结论 内源性 CGRP 可明显下调 LPS 诱导的 MLE12 细胞中炎症因子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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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9 

中成药口服联合艾灸对哮喘缓解期患儿免疫功能的改善 
 

曹振锋,史长松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小儿哮喘缓解期艾灸配合口服中成药对免疫能力的影响。 
方法 收集 90 例哮喘缓解期患儿为对象,按照不同治疗分成 2 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5 例。常规吸入

布地奈德气雾剂,观察组患儿再予以中成药玉屏风颗粒联合艾灸治疗。 
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的 IgA､ IgG､ IgE 水平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中成药口服联合艾灸对哮喘缓解期患儿的免疫功能具有一定调节作用。 
 
 
PU-0630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 
的病原诊断及治疗的影响 

 
刘虹 

厦门市妇幼保健医院 361003 
 

 
目的 研究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病原诊断及治疗的意义 
方法  研究对象: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住我院儿科病房的巨细胞病毒感染合并肺炎患儿(<6
月),共 30 例,行肺泡灌洗术,对灌洗液巨细胞病毒-DNA 阳性病例随机分为 2 组:A 组:对症治疗;B 组:
更昔洛韦+对症治疗,同时观察 2 组病人的临床疗效 
结果 (1) 30 例病例中肺泡灌洗液阳性病例为 27 例,阳性率达 90%,巨细胞病毒 DNA 拷贝数介于

1.19E+04 至 5.95E+06 之间。(2)B 组与 A 组患儿相比在总咳嗽时间､ 喘息､ 呼吸困难缓解时间､

肺部体征消失时间､ 肺部 X 吸收时间及治疗转归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可明确肺炎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肺部病原并指导治疗,提高治疗的有效率 
 
 
PU-0631 

维生素 D 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研究 
 

修小莹,崔玉霞,周娟,黄玉瑛,范丽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评价哮喘儿童维生素 D 水平及探讨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哮喘症状控制水平分级的

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童哮喘专科门诊就诊的哮喘儿童 71 例,
根据控制水平不同将入组儿童分为哮喘良好控制组､ 部分控制组及未控制组三组,对入组儿童进行

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测定。 
结果 1､ 哮喘儿童血清 25-羟维生素 D 平均浓度(23.16±6.79)ng/ml,低于正常水平(30-40)ng/ml。2
､ 哮喘未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浓度平均值(19.59±5.96)ng/ml;哮喘部分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

素 D 浓度平均值(23.70±5.67)ng/ml;哮喘良好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浓度平均值

(29.06±7.41)ng/ml;三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哮喘症状控制水平越差,血清 25-羟维

生素 D 浓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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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哮喘儿童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水平。2､ 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哮喘

症状控制水平关系密切,提示血清 VitD 水平的测定可作为我们进一步评估儿童哮喘病情的依据。 
 
 
PU-0632 

IL-13R130Q 多态性对支气管平滑肌细胞的功能影响 
 

何亚芳
1,包军

1,鲍一笑
1,2,华丽

1,刘全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浦滨儿童医院 

 
 
目的 探索 IL-13R130Q 多态性对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收缩､ 分泌､ 增殖和迁移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野生型及变异型 IL-13 重组蛋白,以不同浓度(1ng/ml,10ng/ml,50ng/ml,100ng/m)刺激原代培养

的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24h 后运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肌动蛋白､ 肌凝蛋白

､ 钙调节蛋白及高亲和力 IgE 受体的表达;Elisa 法检测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培养液中 IL-4､ IL-5 及

嗜酸性粒细胞趋化蛋白的分泌量;钙离子荧光探针法检测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以及应用 Trans-
well 迁移实验法检测变异型及野生型 IL-13 重组蛋白对平滑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 在刺激浓度为 10-100ng/ml 刺激范围内,IL-13R130Q 可明显的促进平滑肌细胞肌动蛋白､ 肌

凝蛋白､ 钙调节蛋白及高亲和力 IgE 受体的表达;增加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促进平滑肌细胞分

泌 Eotaxin､ IL-4､ IL-5;并增加平滑肌细胞的迁移能力。在刺激浓度为 1-100ng/ml 刺激范围内,IL-
13 及 IL-13R130Q 对平滑肌细胞的增殖能力均无明显影响 
结论 IL-13R130Q 多态性可明显增加平滑肌细胞的收缩､ 分泌和迁移功能,但其对平滑肌细胞的增

殖活性没有影响 
 
 
PU-0633 

第一,二腮弓综合征合并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1 例 
 

林小娟,钱淑琴,钟礼立,彭瑛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第一､ 二腮弓综合征是一种半侧颜面短小畸形,多表现为单侧颅面发育不良,常累及患侧面部骨

骼､ 肌肉､ 软组织､ 面神经及外耳。本文希望了解该类患儿由于面颌部的发育畸形伴发的睡眠问题 
方法 收集患儿的临床症状及体征,行头颅的影像检查并分型,完善多导睡眠监测 
结果 本例为 22 月龄的女婴, Pruzansky IIA 型,在 6 月前出现睡眠呼吸障碍,包括睡眠鼾声,张口呼吸,
症状在近一周逐渐加重,伴气促,呼吸困难,睡眠中呼吸时可见胸骨明显下陷,已有轻度漏斗胸,没有生

长发育的落后,体重 17.4kg,身高 85cm,体重指数达到 18, AHI 7.8/h, 低血氧饱和度 85 %,可诊断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结论 第一､ 二腮弓综合征中儿童颅面骨骼畸形往往在年龄达 6 岁时才进行外科手术干预,但很可能

在婴幼儿期即出现逐渐加重的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提早给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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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34 

儿童特发性嗜酸粒细胞增多综合征伴肺栓塞一例并文献复习 
 

董娜,董晓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特发性嗜酸粒细胞增多综合征伴血栓形成的临床特征,提高临床对儿童特发性嗜酸粒细胞

增多综合征导致血栓性疾病的认识。 
方法 以“嗜酸粒细胞增多,血栓”为中文关键词,“Idiopathic hypereosinophilic syndrome,thrombosis”
为英文关键词检索万方数据库和 Pebmed 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 1975 年至 2017 年。文献

检索后经过筛选剔除,共获得相关文献 66 篇,其中病例报道 55 篇,我国报道 17 例,综述 6 篇,其他类型

文章 5 篇,结合文献报道的病例特点及本病例特征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男,11 岁,以发热､ 咳嗽起病,经 CTA 确诊肺栓塞,下腔静脉血栓,血管 B 超提示存在下肢静

脉血栓形成,起病前存在持续性嗜酸粒细胞增高,血小板下降。结合文献分析该病例临床特点,诊断为

特发性嗜酸粒细胞增多综合征并发肺栓塞,下腔静脉及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结论 特发性嗜酸粒细胞增多综合征的临床诊断复杂,临床以多器官受累为表现,可伴血栓形成,使用糖

皮质激素可降低嗜酸粒细胞计数,减少其对器官损伤。 
 
 
PU-0635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 
的病原诊断及治疗的影响 

 
刘虹 

厦门市妇幼保健医院 361003 
 

 
目的 研究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对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肺炎病原诊断及治疗的意义 
方法  研究对象: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住我院儿科病房的巨细胞病毒感染合并肺炎患儿(<6
月),共 30 例,行肺泡灌洗术,对灌洗液巨细胞病毒-DNA 阳性病例随机分为 2 组:A 组:对症治疗;B 组:
更昔洛韦+对症治疗,同时观察 2 组病人的临床疗效 
结果 (1) 30 例病例中肺泡灌洗液阳性病例为 27 例,阳性率达 90%,巨细胞病毒 DNA 拷贝数介于

1.19E+04 至 5.95E+06 之间。(2)B 组与 A 组患儿相比在总咳嗽时间､ 喘息､ 呼吸困难缓解时间､

肺部体征消失时间､ 肺部 X 吸收时间及治疗转归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可明确肺炎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肺部病原并指导治疗,提高治疗的有效率。 
 
 
PU-0636 

IL-13R130Q 多态性分子构象及功能研究 
 

何亚芳
1,鲍一笑

1,2,包军
1,华丽

1,刘全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浦滨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IL-13R130Q 多态性对其蛋白分子构象及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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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通过 Uniprot 软件获取 IL-13 的氨基酸序列及 ID 号,应用 Project Hope 软件预测 IL-
13R130Q 错义突变对氨基酸特性､ 蛋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及通过 SWISS-MODEL 同源建模服务

系统预测 IL-13R130Q 的分子构象 
结果 Project Hope 软件预测结果显示 IL-13R130Q 多态性可以导致其分子内部氨基酸残基特性､

残基之间链接及残基定位均发生改变;SWISS-MODEL 同源建模预测结果显示 IL-13R130Q 多态性

导致其变异型氨基酸与 128 位谷氨酸之间形成氢键 
结论 IL-13R130Q 多态性可导致其分子构象及功能发生改变 
 
 
PU-0637 

维生素 D 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研究 
 

修小莹,崔玉霞,周娟,黄玉瑛,范丽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评价哮喘患儿维生素 D 水平及探讨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哮喘症状控制水平分级的

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童哮喘专科门诊就诊的哮喘患儿 71 例,
根据控制水平不同将入组儿童分为哮喘良好控制组､ 部分控制组及未控制组三组,对入组儿童进行

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测定。 
结果 1､ 哮喘儿童血清 25-羟维生素 D 平均浓度(23.16±6.79)ng/ml,低于正常水平(30-40)ng/ml。2
､ 哮喘未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浓度平均值(19.59±5.96)ng/ml;哮喘部分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

素 D 浓度平均值(23.70±5.67)ng/ml;哮喘良好控制组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浓度平均值

(29.06±7.41)ng/ml;三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哮喘症状控制水平越差,血清 25-羟维

生素 D 浓度越低。 
结论 1､ 哮喘患儿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水平。2､ 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与哮喘

症状控制水平关系密切,提示血清 VitD 水平的测定可作为我们进一步评估儿童哮喘病情的依据。 
 
 
PU-0638 

关于湖南省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患儿血清维生素 A,E 水平的研究 

 
林小娟,钱淑琴,钟礼立,彭瑛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了解湖南省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HA 患儿血清中的维生素 A,E 水平。 
方法 选择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症患儿 30 例(OSHA 组),正常体检儿童 20 例(对照组),OSHA 组

的患儿根据临床资料,完善睡眠监测以确诊,收集并测定两组患儿血清中维生素 A,E 水平并进行对比,
血清维生素 A 正常参考值为 0.3-0.7 mg/L, 维生素 E 正常参考值为 5 ~20mg/L。 
结果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HA 组患儿的维生素 A 的水平,检测值降低的达 90%,该组均值

较正常儿童减低,均值为 0.23±0.09,有统计学意义。OSHA 组患儿维生素 E 水平较对照组无明显降

低。 
结论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儿血清维生素 A 降低比率高,维生素 A 的水平可能与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的发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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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39 

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喘息性疾病相关性研究 
 

潘秀花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喘息性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88 例毛细支气管炎,118 例喘息性支气管炎,40 例支气管哮喘作为 3 疾病组,115 例健康儿

童作为对照组。疾病组间､ 疾病组与对照组间分别进行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比较。 
结果 1.支气管哮喘组血清 vitD 水平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为 0.000;毛细支气管炎组､ 喘息性支

气管炎组血清 vitD 水平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 分别为 0.276､ 0.323;2. 毛细支气管炎､ 喘息性支

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3 组间,血清 vitD 水平均有差异。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与儿童支气管哮喘有相关性,与毛细支气管炎､ 喘息性支气管炎无明显相关性。 
 
 
PU-0640 

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喘息性疾病相关性研究 
 

潘秀花,李小妹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喘息性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88 例毛细支气管炎,118 例喘息性支气管炎,40 例支气管哮喘作为 3 疾病组,115 例健康儿

童作为对照组。疾病组间､ 疾病组与对照组间分别进行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比较。 
结果 1.支气管哮喘组血清 vitD 水平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为 0.000;毛细支气管炎组､ 喘息性支

气管炎组血清 vitD 水平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 分别为 0.276､ 0.323;2. 毛细支气管炎､ 喘息性支

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3 组间,血清 vitD 水平均有差异。 
结论 维生素 D 缺乏与儿童支气管哮喘有相关性,与毛细支气管炎､ 喘息性支气管炎无明显相关性。 
 
 
PU-0641 

睫毛长度和儿童变应性鼻炎关系的研究 
 

苑修太,张存雪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 探讨睫毛长度和儿童变应性鼻炎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0-2016 年就诊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变态反应门诊的患儿 236 例作为观察组,汉
族,年龄在 4~12 岁,平均年龄为(6.17±2.01)岁,其中男 165 例,女 71 例。轻度 128 例,中重度 108 例。

单纯性变应性鼻炎 98 例,合并其它过敏性疾病,如过敏性哮喘､ 过敏性结膜炎､ 特异性皮炎的患儿

138 例。症状持续时间 0.82±0.32 年,曾应用鼻内激素 32 例,排除感染性鼻炎。另外选取同期前来我

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252 例正常儿童,视为对照组,汉族,年龄在 4~12 岁,平均年龄为(6.36±2.03)岁,其中 
男 176 例,女 76 例,用睫毛尺测量右上睑中线的睫毛长度。 
结果 变应性鼻炎患儿的睫毛显著长于健康儿童对照组(8.78±1.56mm vs7.18±1.33mm),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中重度变应性鼻炎患儿的睫毛长度显著长于轻度患儿(9.14±1.32mm 
vs8.42±1.28mm),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年龄､ 性别､ 体重､ 身高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135 
 

､ 鼻内激素应用对睫毛生长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单纯性变应性鼻炎与合并其它变应性疾病的患

儿相比,睫毛长度无显著差异(8.84±1.42mm vs9.32±1.94mm),P>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长睫毛为儿童变应性鼻炎的特征之一,为儿童变应性鼻炎的诊断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PU-0642 

经电子气管镜球囊扩张术的护理配合 
 

魏桑子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电子支气管镜下球囊扩张术治疗气管狭窄的效果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纤维支气管镜室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行经气管镜行球囊

扩张术治疗的 12 例不同原因所致的气管狭窄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女 2 例,男 10 例,年龄 2 月--6
岁.经气管镜行球囊扩张术,据镜下所视选择合适型号的球囊多次反复扩张.并与其前次治疗效果相比

较. 
结果 12 例患者在接受气管球囊扩张术 4--10 次后,呼吸困难得以缓解,气管直径由<2.8mm 扩大

至>4.0mm. 
结论 经电子气管镜行球囊扩张术治疗气管狭窄安全,有效. 
 
 
PU-0643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的相关性研究 
 

袁林,卓志强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血清 25-羟维生素 D3[25-(OH)D3]水平与婴儿毛细支气管炎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厦门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的 42 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为研

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患儿血清 25-(OH)D3 水平以及血清 TIgG 含量,选择同期在

我院儿保门诊体检的 29 例健康患儿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检测结果。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毛细支气管炎组患儿血清 25-(OH)D3 水平[(65.45±17.62)nmol/L VS 
(84.52±17.46)nmol/L]明显下降(p<0.05),而血清 TIgG 含量[(177.49±18.21)U/mL VS 
(116.26±16.67)U/mL]则明显升高(p<0.05)。 
结论 维生素 D 不足或缺乏可能增加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发生的风险。 
 
 
PU-0644 

阿奇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临床观察 
 

孟庆杰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感染患儿中应用阿奇霉素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入院进行治疗的 90 例患有支原体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入
选患者按照投掷硬币的方法进行分组,其中 45 例患者给予红霉素进行治疗,命名为对照组;另外 45 例

患者应用阿奇霉素进行治疗,命名为研究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136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退热､ 咳嗽､ 肺部湿罗音等消失所需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比对照组短;治疗总有效

率为 95.56%,显著高于对照组(77.78%);治疗过程发生恶心､ 呕吐､ 局部静脉疼痛等不良反应总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上述各指标比较,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感染患儿中应用阿奇霉素治疗。疗效确切,安全性高,值得推广。 
 
 
PU-0645 

不同期哮喘儿童外周血 miR-3162-3P 
和 β-catenin 蛋白表达水平变化及意义 

 
李荣业,谭建新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本研究采集正常儿童,哮喘儿童和已经接受规律治疗的哮喘儿童: 
1.检测各组 miR-3162-3P､ CTNNB1-mRNA､ β-catenin 蛋白水平,观察其与哮喘发病的关系。 
2.系统比较儿童哮喘患者与正常儿童,哮喘不同分级/不同分期周围血中 miR-3162-3P 水平及靶基因

CTNNB1-mRNA､ β-catenin 蛋白的表达,探讨其在哮喘诊断/临床分期分级和预测哮喘治疗效果等方

面的价值。 
方法 1.以 4~15 岁哮喘儿童为研究对象,以全国儿童哮喘防治指南中哮喘定义为标准,签署知情同意

书,采集全血 4ml,收集健康儿童 50 例,哮喘病人共 58 例,其中新发哮喘患者 22 例,已确诊哮喘患者

36 例,其中已经确诊组根据哮喘的控制状态分未控制 3 例,部分控制 17 例,控制 16 例。 
2. Trizol 法提取血清 RNA,检测总 RNA,miRNA 逆转录试剂盒进行逆转录,RT-qPCR 技术检测 miR-
3162-3P 水平。 
3. 提取外周血总 RNA,用 mRNA 逆转录试剂进行逆转录,RT-PCR 技术检测 CTNNB1 的基因水平。 
4. Elisa 法检测血清 β-catenin 水平。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哮喘组病人 miR-3162-3P 表达显著升高;除未控制组外,哮喘各组 miR-3162-
3P 表达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哮喘各组中,新发病例组 miR-3162-3P 表达高于控制组､ 部分控制组

及未控制组;部分控制组较控制组表达增高。 
2.哮喘组病人 CTNNB1-mRNA 表达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除未控制组外,哮喘各组 CTNNB1-mRNA
表达较健康对照组下降;除未控制组外,新发病例组 CTNNB1-mRNA 表达较控制组､ 部分控制组下

降;部分控制组较控制表达下降。 
3.哮喘组病人 β-catenin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下降;除未控制组外,哮喘各组 β-catenin 水平较健康

对照组下降;除未控制组外,新发病例组 β-catenin 水平较控制组､ 部分控制组下降;部分控制组 β-
catenin 水平较控制组下降。 
结论 1.miR-3162-3P 在哮喘病人中表达显著增高,CTNNB1 基因水平及 β-catenin 蛋白水平下降,提
示 miR-3162-3P 可能通过靶向调节 β-catenin,进而影响哮喘炎症的发展。 
2.经规律吸入激素治疗后,哮喘病人 miR-3162-3P 表达降低,β-catenin 蛋白水平上调,与临床控制水

平大致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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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6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学分析在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的研究 
 

周瑶,黄宇戈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评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比例对儿童呼吸道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的鉴

别诊断作用,并探讨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比例与患儿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CRP)､ 降钙素原

(PCT)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方法  
1 制定登记调查表 
采集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 性别､ 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超敏 C 反应蛋白

(CRP)､ 降钙素原(PCT)､ 痰培养结果､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结果

､ 呼吸道病毒系列抗体全套､ 胸部 X 线或胸部 CT 及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结果。 
2 研究对象 
将 258 例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患儿纳入登记表,选择纳入的病例,筛选数据缺失的病例,按照临床症

状和常规诊断检查结果对患者进行鉴认, 终共计选择 166 例,其中细菌感染组 133 例,病毒感染组

33 例。 
3 数据处理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肺泡灌洗液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比例的诊断效能,计算敏感

度(Se)､ 特异度(Sp)。采用 Speaman 相关性检验评估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比例与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CRP)､ 降钙素原(PCT)之间的关联性。 
结果 1.白细胞总数的检测阈值为 1.54×106/ml;中性粒细胞比例的检测阈值为 23%; 
2.对 133 例细菌感染患儿和 33 例病毒感染患儿进行评估,白细胞总数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61.60%,灵敏度 48.10%,特异度为 75.8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性粒细胞比例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73.10%,灵敏度 69.20%,特异度为 69.7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比例与血清降钙素原(PCT)存在正相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比例对儿童下呼吸道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有一定的鉴别作用,中性粒

细胞比例的诊断效能大于白细胞总数,可用于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比例与

血清降钙素原(PCT)正相关。 
 
 
PU-0647 

NF-κB 信号通路干预对哮喘小鼠气道重塑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朱晓华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初步探讨核因子 κB (NF-κB)信号通路干预对哮喘小鼠气道重塑上皮间质转化(EMT)的作用及

机制。 
方法 24 只清洁级小鼠随机分成对照组､ 卵蛋白(OVA)致敏/激发哮喘组(OVA 组)､ IKKß 酶抑制剂

BMS-345541 治疗哮喘组(BMS-345541+OVA 组),每组各 8 只。3 组小鼠在末次激发 24 小时后分别

留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及肺组织标本,计算各组 BALF 中细胞总数,新鲜右肺组织提取 RNA
及组织蛋白,通过实时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及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哮

喘小鼠气道 EMT 过程中钙粘蛋白(E-Cadherin)及波形蛋白(vimentin)的 mRNA 及蛋白水平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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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各哮喘组 BALF 细胞总数较对照组增多,代表 EMT 过程上皮化特征的 E-Cadherin 的 mRNA 及

蛋白表达降低,代表间质化特征的 vimentin 的表达水平升高。所有这些改变以 OVA 哮喘组 为显

著,BMS-345541+OVA 组较 OVA 组减轻,两组差异显著,P<0.05,BMS-345541+OVA 组与对照组比

较无差异。 
结论 OVA 可诱导小鼠哮喘炎症及气道重塑的发生,BMS-345541 通过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调控

EMT,抑制气道重塑及纤维化;IKKß 酶抑制剂将为未来哮喘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PU-0648 

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协同诊疗管理的临床效果研究 
 

皇惠杰,侯晓玲,王亚如,高琦,朱康,李珍,任亦欣,关辉,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支气管哮喘､ 变应性鼻炎,简称“哮喘”､ “鼻炎”)协同诊疗管理的临床

效果。 
方法 采用整群试验病例登记的方法进行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纳入分析 2015 年 4 月~12 月就诊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和耳鼻喉咽喉头颈外科门诊确诊的哮喘控制水平为部分

控制或未控制,鼻炎严重程度为中-重度,哮喘合并鼻炎者,其鼻炎严重度不限。采用“上下气道协同诊

疗管理转诊”模式评估哮喘和鼻炎控制水平,予调整治疗方案,每间隔 3 月随访,管理 12 个月,随访间期

患儿及家长采用“日记卡”每日记录症状评分,用药情况､ 呼吸道感染､ 喘息情况;随访时评估哮喘控

制测试 (Asthma Control Test,ACT) 评分､ 哮喘及鼻炎视觉近似评价标尺(Visual Analog Scale,VAS)
评分､ 肺功能检查,临床疗效的主要评价指标是疾病的控制率,其中哮喘的控制水平分为未控制､ 部

分控制､ 控制,鼻炎治疗后 VAS 评分<5 分为控制,VAS 评分≥5 分为未控制;其他主观指标包括症状

评分､ VAS 评分､ 哮喘 ACT/C-ACT 评分,呼吸道感染情况;客观指标包括:肺功能转归､ 支气管舒张

试验反应性。 
结果 147 例(鼻炎 21 例,哮喘 41 例,哮喘合并鼻炎 85 例)患儿接受管理随访,管理 12 月的患儿 106 例

(鼻炎 7 例,哮喘 28 例,哮喘合并鼻炎 71 例),管理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气道过敏性疾病控制率分

别是 80.1%､ 85.8%､ 84.9%､ 87.7%;管理 3 月,6 月,9 月,12 月症状评分､ VAS 评分､ 哮喘

ACT/C-ACT 评分均显著低于管理前(P<0.05);管理 3 月､ 6 月 FEV1%pred､ FEF25%pred 显著高于

管理前(P<0.05),但管理 12 月 FEV1%pred 显著低于管理 3 月(P<0.05);管理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PEF%pred 显著高于管理前;管理 6 月支气管舒张试验 FEV1 改善率显著低于管理前(P<0.05)。 
结论 协同诊疗管理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的控制率随时间延长而升高。 
 
 
PU-0649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儿童哮喘自我管理工具 
的构建与应用预探索研究 

 
皇惠杰

1,喜雷
1,2,向莉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研发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儿童哮喘自我管理 APP(即应用软件 Application,简称 APP)并予以临

床应用实践,初步探索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儿童哮喘自我管理的临床价值。 
方法 根据儿童哮喘管理的基本要素,研发基于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的儿童哮喘自我管理 APP,测试

并优化 APP 的使用功能。纳入 51 例 3-12 岁哮喘患儿,进行 1 个月规范治疗随访,按照自我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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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APP 管理组 18 例,传统哮喘日记卡管理组的 33 例,治疗前和随访 1 个月时进行哮喘控制评估

､ 儿童哮喘控制测试(C-ACT),随访 1 个月评价自我管理执行情况(症状记录天数和呼气流速峰值记

录天数)､ 用药依从性。比较两组哮喘控制率､ 自我管理执行度､ 依从性差异。推送“应用反馈调查

问卷”了解 APP 的接受度和满意度。 
结果 两组治疗管理 1 个月后哮喘控制率在组内比较均显示较管理前提高(总控制率在治疗 1 个月后

达到 5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管理 1 个月两组哮喘控制率､ C-ACT､ 用药依从性､

记录呼气峰流速峰值天数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传统日记卡管理组的记录症状天数优于

APP 管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PP 管理组接受度 81.3%,满意度 93.7%。 
结论 儿童哮喘自我管理 APP 工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有益于加强用药依从性和提高自我管理

能力,在功能优化方面需进一步深入应用研究。 
 
 
PU-0650 

协同诊疗管理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的 
疗效差异性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皇惠杰,侯晓玲,高琦,朱康,苗青,刘永革,王燕,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支气管哮喘､ 变应性鼻炎,简称“哮喘”､ “鼻炎”)协同诊疗管理的疗效

差异性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病例登记方法进行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纳入 2015 年 4 月~12 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和耳鼻喉咽喉头颈外科门诊确诊的哮喘控制水平为部分控制或未控制,
鼻炎严重程度为中-重度,哮喘合并鼻炎者,其鼻炎严重度不限。采用“上下气道协同诊疗管理转诊”模
式评估哮喘和鼻炎控制水平,予调整治疗方案,每间隔 3 月随访,管理 12 个月,根据管理 12 月的控制

水平分为稳定组和不稳定组,稳定组:单纯哮喘者管理期哮喘持续维持控制,未采用升级治疗方案;单纯

鼻炎者 VAS 评分<5 分;哮喘合并鼻炎者符合哮喘及鼻炎的稳定控制标准;不稳定组:单纯哮喘者管理

期间哮喘部分控制或未控制,并采用升级方案治疗,单纯鼻炎者 VAS 评分≥5 分,哮喘合并鼻炎者符合

哮喘或鼻炎的不稳定标准。比较两组间各因素(性别､ 年龄､ 哮喘和鼻炎病程､ 个人史(湿疹史)､ 一

级亲属过敏史､ 变应原致敏模式､ 肺功能､ 支气管舒张试验反应性､ FeNO､ 尘螨变应原特异性免

疫治疗)的分布差异。 
结果 147 例(鼻炎 21 例,哮喘 41 例,哮喘合并鼻炎 85 例)患儿接受管理随访,106 例(鼻炎 7 例,哮喘

28 例,哮喘合并鼻炎 71 例)持续管理 12 月,控制稳定组 56.6%,控制不稳定组 43.4%。5 个变量(湿疹

史､ 鼻炎严重度､ 血清 T-IgE 水平､ 尘螨致敏､ 支气管舒张试验反应性)在两组存在显著差异。不

稳定组湿疹史比率显著高于稳定组(88.9%vs71.7%);鼻炎 VAS 评分不稳定组显著高于稳定组

(4.7±1.9vs3.7±2.3);血清 T-IgE 水平不稳定组显著高于稳定组(269.0(163.0,578.5)vs 195.5(69.7, 
420.8));尘螨致敏比率不稳定组显著高于稳定组(76.1%vs55.0%);支气管舒张试验 FEV1 改善率不稳

定组显著高于稳定组(14.2±11.5vs7.3±5.9) 
结论 湿疹史､ 鼻炎严重度､ 血清 T-IgE 水平､ 是否尘螨致敏､ 支气管舒张试验反应性,是影响气道

过敏性疾病控制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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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1 

儿科两种疾病临床路径管理实施效果评价 
 

杨珂,文丽 
新疆哈密吐哈石油医院 839009 

 
 
目的 探讨儿科支气管肺炎､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实施临床路径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比我院儿科支气管肺炎､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前后,平均住院日､ 平均住

院费用､ 药占比､ 抗生素使用率､ 患者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异,并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 
结果 支气管肺炎､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后平均住院日､ 平均住院费用､ 药占比

和抗菌药物使用率均有明显变化,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儿科支气管肺炎､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临床路径管理后,平均住院日､ 平均住院费用､ 药占比

和抗菌药物使用率均有明显变化,显著提高医疗质量及患者满意度,可作为儿科常用诊疗规范。 
 
 
PU-0652 

CpGODN 对哮喘小鼠 TSLP､ IL-17 表达影响的研究 
 

王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1)建立急性支气管哮喘小鼠模型,观察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ALF)､ 血清中的表达水平;IL-17 在胸腺､ 脾脏组织中的表达情况。(2)观察糖皮质激素对哮喘小鼠

BALF､ 血清中 TSLP 表达水平及对脾脏､ 胸腺组织中 IL-17 表达的影响。 
方法 48 只清洁级(SPF)雄性 BALB/c 小鼠(4-6 周)随机分为 4 组,正常对照组(A 组)､ 哮喘模型组(B
组)､ 地塞米松干预组(C 组)､ CpGODN 干预组(D 组),每组 12 只。以卵清白蛋白(OVA)致敏和激发

建立小鼠急性哮喘模型。A 组致敏和激发均以生理盐水替代 OVA;B 组､ C 组和 D 组均用

0.1%OVA/AL(OH)3混合凝胶 0.1ml 于第 1､ 14 天腹腔注射(i.p)致敏,第 25-31 天 1%OVA 雾化吸入

激发,每日一次每次 30 分钟,连续 7 天。C 组激发前一天和每次激发前 1h,只小鼠腹腔注射

DXM0.5mg/kg;D 组激发前一天和每次激发前 1h,每只小鼠腹腔注射 CpGODN50μg/只。各实验组

末次激发 24 小时后,摘取眼球,收集血液,颈椎脱臼处死小鼠,收集 BALF,留取肺脏､ 胸腺及脾脏组

织。计数 BALF 细胞总数并分类;光镜､ 电镜观察肺组织病理变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BALF､ 血清中 TSLP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ELISA 检测 BALF 中 TSLP 表达水平结果:C 组(2.254±0.118)TSLP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 A
组(2.523±0.293)､ B 组(2.473±0.146)､ D 组(2.481±0.180)(均 P<0.05);A 组､ B 组､ D 组之间

TSLP 表达水平,两两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2)ELISA 检测血清 TSLP 表达水平结果:A 组(2.560±0.096)､ B 组(2.739±0.127)､ C 组

(3.028±0.142)､ D 组(3.556±0.102)TSLP 表达水平逐渐升高,两两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均
P<0.01)。 
结论 (1)哮喘小鼠 BALF 中 TSLP 水平较正常无明显变化,血清 TSLP 水平明显升高。 
(2)地塞米松干预可降低哮喘小鼠 BALF 中 TSLP 表达水平,改善气道炎症。 
(3)CpGODN 干预使血清 TSLP 明显升高,而对 BALF 中 TSLP 水平无明显影响。 
(4)血清 TSLP 升高可能对哮喘小鼠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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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3 

脉冲振荡和通气功能检测在哮喘患儿中的应用及相关性研究 
 

张义,王菲,靳蓉,苏守硕,刘燕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1 

 
 
目的 通过实验分析脉冲振荡和通气功能检测在哮喘患儿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及相关性研究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3 月~2016 年 3 月哮喘专科门诊收治 100 例哮喘患儿作为实验研究对象,按
照患儿病程分为急性发作和缓解组,急性发作组患儿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制定的儿

童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16 年版),纳入标准为①有频繁发作的喘息(肺部听诊有哮鸣音);②有过敏

性体质③有 AR 或 AS 家族史;④经支气管舒张剂治疗有效;缓解组纳入的标准为确诊哮喘的患儿经

规范治疗后,3 个月内均无哮喘发作。 
使用德国耶格公司生产的肺功能仪对患儿进行脉冲振荡检测及呼气流速-容积曲线测定,并对两组结

果进行相关性分析。IOS 检测指标为呼吸阻抗､ 中心气道阻抗､ 气道总阻力､ 弹性阻力及响应频率

等;呼气流速-容积曲线检测指标为用力肺活量､ 呼出 25%､ 50%､ 75%时患儿 大呼气流量､ 第一

秒用力呼气容积等。 
结果 急性发作组中 IOS 各项检测指标均高于缓解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呼气流速-容积

曲线检测各项指标均明显低于缓解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因此急性哮喘发作时患儿气道

阻力明显增加,通气功能严重受损。 
急性发作组和缓解组的 IOS 及常规通气功能各项指标均具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 脉冲振荡和通气功能检测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同时 IOS 检测操作手法简单,对患儿影响较小,无
需患儿用力呼吸,故而使用脉冲振荡肺功能检测具有较大优势,因此临床检查中常用于儿童肺功能检

测,尤其适用于学龄前期儿童肺功能监测。 
 
 
PU-0654 

32 例首诊我科的哮喘患儿支气管舒张实验阴性的后续观察 
 

宋瑜欣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哮喘患儿急性发作时就诊,支气管舒张实验可否是阴性,是否能除外哮喘。 
方法 应用仪器是德国耶格 Master Screen Ios ,针对首次来我科就诊的 32 例病人,其中 
男 24 例,女 8 例,5 岁 4 位,大于 5 岁 28 位的患儿进行肺功能检测,均不正常,并给予了支气管舒张实

验,博利康尼,依年龄 6 岁以上给予 2ml,6 岁以下给予 1ml,外加生理盐水 1ml,使用德国百瑞泵雾化吸

入,雾化结束 20 分钟后再做肺功能检测,结果舒张实验均为阴性,随后给予博利康尼,爱全乐及普敏克

雾化一周后复诊,再次做肺功能及支气管舒张实验。 
结果 32 例患儿中,经过一周雾化治疗后,二次做肺功能时 9 例为正常,23 例为不正常,二次做支气管舒

张实验均为阳性。 
结论 对于首次就诊的哮喘患儿急性发作时,肺功能不正常,做支气管舒张试验也可能是阴性,即使是阴

性也不能除外哮喘,经过治疗后肺功能可以完全恢复正常,即使不正常,再次做舒张实验是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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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5 

非疫区 14 例散发性布鲁氏菌感染病例分析 
 

谢亚平,钟礼立,唐艳娇,黄寒,陈敏,林小娟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感染布鲁氏菌患者临床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3 月-2017 年 5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 14 例感染布鲁氏菌患者的流行

病学､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和转归情况。 
结果 布鲁氏菌感染患者年龄性别分布以中壮年男性居多,各个年龄段皆有发病,其中有 1 例为新生儿

宫内经胎盘传播感染。感染患者遍布湖南 7 个地市。多数患者有牛羊动物接触史。临床症状有发热

､ 乏力､ 多汗､ 关节疼痛､ 肝脾淋巴结肿大。实验室检查白细胞大都在正常范围,ESR､ PCT､
CPR 有不同程度升高,细菌学培养均阳性。成人患者给予多西环素合用利福平或喹诺酮类,儿童患者

给予多西环素合用复方新诺明治疗后均好转出院。 
结论 湖南地区存在布鲁氏菌病点状流行,布鲁氏菌感染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易误诊､ 漏诊,临床上对于

反复发热,多系统受累,尤其有骨关节受累,且应用普通抗生素治疗疗效差,需详细询问牛､ 羊､ 猪及相

关产品接触史,有必要行血培养检查。早期､ 联合､ 足量抗感染治疗有效,成人以多西环素､ 利福平

､ 莫西沙星､ 复方新诺明治疗有效。 
 
 
PU-0656 

玉屏风颗粒治疗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中淋巴细胞亚群功能 
 

吴卫照,刘东成,罗加敏,潘永健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528415 

 
 
目的 探讨玉屏风颗粒治疗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SMPP)患儿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及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儿科 SMPP 患儿 62 例,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31 例给予阿奇霉素治疗,并在发热消退后加玉屏风颗粒治疗 2 周,对照组

31 例给予阿奇霉素治疗,共治疗 4 周。治疗前后分别检测淋巴细胞亚群。选择同龄健康体检儿童 30
例为健康组。 
结果 1.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 CD3+细胞､ CD4+细胞､ CD4/CD8+细胞比值明显低于健

康组,P<0.01;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总 NK 细胞低于健康组,P<0.05;急性期重症肺炎支原

体肺炎患儿急性期 CD19+细胞明显高于健康组 P<0.01。2.观察组､ 对照组淋巴细胞亚群急性期无

统计学差异,观察组､ 对照组的恢复期淋巴亚群 CD3+､ CD4+､ CD4+/CD8+比值､ 总 NK 细胞高于

急性期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恢复期 CD19+水平低于急性期,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

恢复期 CD3+､ CD4+､ CD4+/CD8+比值水平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恢复期 CD19+水平与对照组恢复

期 CD19+水平无明显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3 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中 62 例,2 个月末失访

3 例,纳入研究 59 例;观察患儿 29 例,对照组患儿 30 例。病情追踪 2 月再次出现呼吸道感染率观察

组(1 例子)较对照组(3 例)低(3.45%比 10%)。 
结论 重症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存在明显淋巴细胞亚群功能紊乱。玉屏风颗粒辅助治疗可改善患儿

细胞免疫功能,预防复发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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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7 

“儿童 CAP 管理指南”干预儿童 CAP 抗菌药物使用的效果分析 
 

黄卫东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518133 

 
 
目的 中国儿童 CAP 抗菌药物使用率高达 60%~78%,因此,探讨减少儿童肺炎抗菌药物使用的方

法。 
方法 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观察组 1853 例,年龄 3 月至 14 岁)在本院小儿呼吸科住院,诊断为急

性支气管肺炎并实施干预的患儿,与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对照组 1539 例,年龄 3 月至 14 岁)诊断为

急性支气管肺炎､ 非实施干预的患儿进行对照。干预措施:病人入院初选抗菌药物治疗时严格按照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管理指南(2013 修订)”有抗菌药物使用指征时才用抗菌药物。评价两组的抗生

素使用率､ 平均住院时间､ 平均住院费用､ 治愈好转率､ 30 天内同一疾病非计划再住院率。 
结果 观察组经过干预后,抗菌药物使用率逐月下降,第 6 个月后保持在 40%左右(附图)。观察组和对

照组全年平均抗生素使用率分别是 43.6%和 82.3%(P <0.01),平均住院日分别是 4.2±1.27 天和

5.1±2.35 天(P <0.01),平均住院费用分别是 3574.58±1106.65 元和 4381.64±1581.39 元(P <0.01),
治愈好转率分别是 98.84%和 97.63%(P >0.05),两组 30 天内同一疾病非计划再住院率分别是

0.83%和 0.77%(P >0.05,)。 
结论 在新入院的儿童 CAP 患儿抗生素初选治疗方案时,严格执行“儿童 CAP 管理指南”能够减少抗

菌药物的使用,缩短住院时间,从而降低住院费用,并且不增加患儿的 30 天内同一疾病非计划再住

院。“儿童 CAP 指南”对帮助医师规范使用抗菌药物､ 减少抗生素使用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658 

FENO 及潮气通气肺功能检测在婴幼儿喘息性肺炎中的临床意义 
 

张蕾,艾涛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41000 

 
 
目的 探讨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及潮气肺功能检测在婴幼儿喘息性肺炎中的意义。 
方法 选取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诊断社区获得性肺炎儿童,入院当天完成 FENO､ 潮气肺功能检

测及皮肤点刺过敏原检测,分为喘息性肺炎组,非喘息性肺炎组,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 1､ 喘息性肺炎组患儿 FENO､ 达峰时间比､ 达峰容积比及过敏原阳性率均高于非喘息性肺炎

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FENO 与达峰时间比(tPTEF/tE) 及达峰容积时间比(vPTEF/vE)
无相关性。 
结论 FENO 及潮气通气肺功能可从气道炎症及气道损伤两方面综合对喘息性肺炎儿童进行临床管

理 
 
 
PU-0659 

Gal-3 和 IL-17 在哮喘患儿血清和 BALF 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蒋鲲,王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半乳糖凝集素-3(Gal-3)和白细胞介素 -17(IL-17)和在哮喘患儿血清和支气 管肺泡灌洗液

(BALF)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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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6 例哮喘患儿为哮喘组,依据病情严重程度分为中重度组(37 例)和轻度组(19 例);18 例非哮喘

患儿为对照组。显微镜下计数各组 BALF 中细胞数,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 清与 BALF 中 半乳糖凝

集素-3(Gal-3)和 IL-17 含量。 
结果 中重度､ 轻度哮喘组患儿与对照组患儿 BALF 中细胞总数及巨噬 细胞百分比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中重度､ 轻度哮喘患儿与对照组患儿中性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 及上皮细胞百分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哮喘患儿血清与 BALF 中半乳糖凝集素-3(Gal-3)和 IL-17 水平较对照组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重度哮喘患儿血清与 BALF 中半乳糖凝集素-3(Gal-3)和 IL-17 水

平高于轻度哮喘患儿,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哮喘患儿血清中半乳糖凝集素-3(Gal-3)和 IL-17 
与相应的 BALF 中半乳糖凝集素-3(Gal-3)和 IL-17 呈正相关(均 P<0.05),血清 IL-17 与 BALF 中中性

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及上皮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均 P<0.05),血清中半乳糖凝集素-3(Gal-3)和 IL-
17 亦呈正相关(P<0.05)。哮 喘 患 儿 BALF 中 Gal-3 和 IL-17 水平高于血清中 Gal-3 和 IL-17 水平,
且两者呈正相关。因此,可推测血 清中 Gal-3 和 IL-17 升高为继发性,当支气管肺 泡中 Gal-3 和 IL-
17 升高时,通过血行途径导致血清中 Gal-3 和 IL-17 继发性升高。故而可通过检测血清中 Gal-3 和 
IL-17 水平可间接反应支气 管肺泡中 Gal-3 和 IL-17 水平。综上所述,Gal-3 和 IL-17 参与了哮喘患

儿气道炎性反应及气道重构过程,与哮喘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 
结论 哮喘患儿血清与 BALF 中半乳糖凝集素-3(Gal-3)和 IL-17 水平明显升高,半乳糖凝集素-3(Gal-3)
和 IL-17 可能参与了哮喘的发生发展,在哮喘的急性发作与加重中起重要作用 
 
 
PU-0660 

应用孟鲁司特钠治疗小儿哮喘的临床探讨 
 

阴娜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333000 

 
 
目的 对孟鲁司特钠治疗小儿哮喘的临床效果予以分析和讨论 
方法 随机取我院收治的小儿哮喘患儿 86 例。均为 2015 年 12 月指 2016 年 12 月间收治,将其随机

分为对照组(布地奈德雾化吸入),与观察组(布地奈德雾化吸入+孟鲁司特钠),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治

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效果以及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且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小儿哮喘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的基础上应用孟鲁司特钠进行治疗效果十分显著,并且能

够有效的改善临床症状,以及肺部功能,且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发生的概率低,值得我们临床上

进一步的推广和使用 
 
 
PU-0661 

CGRP 对急性肺损伤幼鼠水通道蛋白 1､ 5 表达的影响 
 

聂文莎,付红敏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对幼鼠肺损伤及肺水肿的影响,及其作用是否由水通道蛋白

(Aquaporin,AQP)所介导。 
方法 84 只 SD 幼鼠分为正常对照组､ ALI 模型组和 CGRP 组。正常对照组 12 只,不做任何干预;ALI
模型组腹腔注射 5mg/kg 的脂多糖(LPS),分别处理 2､ 6､ 12､ 24h;CGRP 组在 LPS 注射 1h 后进行

腹腔注射 CGRP(1mg/kg)。于 2､ 6､ 12､ 24h 处死幼鼠,取出肺组织,苏木素伊红染色对肺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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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分析,称重法计量各组干湿比,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各组幼鼠肺组织中 AQP1
和 AQP5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ALI 模型组幼鼠呼吸明显加快,精神萎靡,活动减少等表现。肺组织病理切片显示 LPS 组织肺泡

腔明显变窄;泡壁毛细血管扩张,肺间质出现炎性细胞浸润。CGRP 组肺水肿和炎症浸润程度明显减

轻。荧光定量 PCR 检测各组 AQP1 和 AQP5 的 mRNA 表达水平分别为:对照组(0.035±0.002 和

0.167±0.006)､ ALI 组(0.009±0.001 和 0.055±0.006)､ CGRP 组(0.024±0.002 和 0.134±0.012)。
模型组 AQP1 和 AQP5 mRNA 与对照组和 CGRP 组相比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ALI 组 AQP1 和 AQP5 蛋白水平低于对照组,而 CGRP 组 AQP1 和

AQP5 蛋白水平亦低于对照组,但明显高于 ALI 组(P 均<0.05)。 
结论 CGRP 能够增加 AQP1 和 AQP5 的表达,减轻肺水肿,对 ALI 幼鼠的肺部具有保护作用。 
 
 
PU-0662 

小儿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5 例分析 
 

姬翠影,吴海涛 
苏州明基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小儿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O)的临床､ 影像学及病原学特点 
方法 对我科 2013 年 12 月到 2016 年 12 月诊断的 5 例的 BO 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特别是

影像学及病原学。 
结果 病原学检测 2 例为支原体感染,2 例为腺病毒感染,1 例为腺病毒合并柯萨奇病毒感染。患儿有

4 例在病情稳定后出院,1 例反复不能控制后转儿童专科医院。所有患儿均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复查,复
查结果 2 例效果不理想,3 例患儿表现好转。 
结论 BO 的正确诊断主要依据为典型的临床表现､ 肺部 HRCT 以及病原检查,而对于 BO 的治疗目

前没有特效药物,但是依靠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对于临床症状的改善是有效的。 
 
 
PU-0663 

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征 1 例及文献分析 
 

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征 1 例及文献分析,张园园,陈志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总结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经过。 
方法 报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16 年 7 月收治的 1 例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病

例资料,以“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systemic smooth muscle dysfunction 
syndrome”“ACTA2”为关键词,经万方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维普数据库以及 PubMed
检索病进行文献分析,检索的时间为 1980 至 2016 年 11 月。 
结果 患儿,女,1 岁 8 个月,反复咳嗽喘息 1 年余,存在先天性瞳孔散大,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高压,慢性

肺部疾病,脑血管异常,经肺动脉高压相关基因检测,分析发现存在 ACTA2 基因 c.536C>T(p.R179H)
杂合突变,患儿父母未检出携带上述突变。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外文文献 11 篇,无中文文献,共报道

25 例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征患儿,加上本例共 26 例,文献报道的 小的年龄为 11 月, 大的

27 岁,女性 17 例,男性 8 例。其临床共同特点为:瞳孔散大,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高压,慢性肺部疾病, 
脑血管病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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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多系统平滑肌功能障碍综合为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疾病,主要为 ACTA2 基因

c.536C>T((p.R179H)杂合突变,对于出生后不久就同时出现瞳孔固定散大和动脉导管未闭的患儿可

以行基因测定来明确诊断。 
 
 
PU-0664 

儿童支气管哮喘相关因素研究 
 

乔红玉,罗建峰,钱新宏,孙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时期 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近年来,我国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研究

显示,1990 年我国城市 14 岁以下儿童哮喘累积患病率为 1.09%,2000 年为 1.97%,2010 年为 3.02%,
目前我国儿童哮喘的总体控制水平并不理想,影响了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和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和社

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当前认为哮喘可能的诱因多种多样,包括:上呼吸道感染､ 变应原暴露､ 剧烈

运动､ 哭闹､ 环境因素等,探究哮喘相关的因素将有利于更好的控制哮喘的发生。 
方法 (1)哮喘和肥胖。哮喘和肥胖都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生活方式等相互作用的复杂疾病,并
发症类似:部分临床研究显示肥胖和哮喘存在相关性,且这两种疾病都会带来诸如:胃食管反流､ 睡眠

障碍等并发症。从基因的角度来说:研究显示,哮喘和肥胖的患儿染色体 5q 上的编码 β2 肾上腺受体

基因､ 编码瘦素基因及编码 TNFα 基因等都存在共同性。从激素的角度上来说:在肥胖和哮喘患儿

中都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现象。(2)蔬菜､ 水果的摄入和哮喘。哮喘的病理主要是气道的慢性炎症,而
氧化应激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氧化应激能够诱导气道平滑肌收缩､ 促使呼吸道粘液分泌增加和内

皮细胞损伤脱落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 生物活性物质如:黄酮类､ 多酚复合

物等。研究显示:饮食中低摄入水果和蔬菜对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蔬菜水果中的

维生素 C 能够有效的缓解喘息和气短,维生素 E 能够改善呼气道梗阻,番茄红素能够缓解气道高反应

性。 
结果 (3)室内环境和哮喘。研究显示,对城市儿童而言,家里和学校的室内是儿童的主要活动范围,室
内过敏原的暴露是城市儿童的哮喘发生和发展的重要致病因素,其中致敏因素包括:老鼠､ 霉菌､ 灰

尘､ 螨虫､ 猫､ 狗､ 以及二手烟的吸入等。现如今,各医院都能进行过敏原的检测,其中就包括一部

分室内的过敏原,一旦检测出儿童对某些成分是高度敏感的,家长对于室内环境的监控就显得尤为重

要。(4)母亲孕期的饮食和胃肠道菌群的暴露。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母亲孕期的饮食和胃肠道菌群

的暴露影响着后代的免疫功能和呼吸系统的健康。其中的机制包括:针对胃肠道菌群产生的抗体可

经胎盘进入胎儿､ 相关细胞因子信号通路在母体和胎儿之间交互､ 胃肠道菌群产生的免疫重新编程

等。 
结论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研究在深入的探讨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因素对哮喘的影响,只有更清晰的了

解才能为哮喘的诊治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 
 
 
PU-0665 

健康教育对毛细支气管炎婴幼儿肺功能的影响研究  
 

杨琴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健康教育对毛细支气管炎婴幼儿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 年 8 月-2013 年 8 月期间诊治的毛细支气管炎婴幼儿 76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患儿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患儿各 3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和口头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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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试验组采用有组织､ 有计划的进行肺功能检测前健康教育,对两组患儿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

对比。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婴幼儿家长对肺功能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患儿的遵医程度､ 护理满意

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通过检测患儿的肺功能发现,试验组患儿达峰容积比( VPEF/VE) ､ 每

千克体重潮气量( VT/kg)､ 呼吸频率( RR)､ 达峰时间比( TPEF/TE)均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在毛细支气管炎婴幼儿治疗过程中加强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患儿家长对肺功能相关知识的了

解程度,积极配合治疗,提高其护理满意度,促进肺功能改善,值得在临床应用上推广。 
 
 
PU-0666 

舒利迭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疗效观察 
 

钟海琴,蒋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舒利迭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2 月到 2017 年 2 月在我院治疗的 60 例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患儿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其中实验组采取舒利迭(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50ug/250ug,每天 2 吸)联合孟鲁司特钠

咀嚼片(5mg,每晚 1 片)进行治疗,对照组采取单独舒利迭治疗,进行为期 12 周的试验。观察两组方法

对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疗法均能显著改善气道反应性,但舒利迭联用孟鲁司特钠在控制哮喘症状和提高肺功能方

面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舒利迭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效果更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667 

健康教育路径在哮喘住院患儿中的应用 
 

杨琴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本科开展每天 30min 健康教育对住院病人满意度(包括护士入院告知满意度､ 责任护士､

管床医生知晓率､ 对服药方法､ 饮食指导满意度,“住院费用”查询(自动机)方式知晓率､ 对护士的服

务态度满意度。 
方法 采用 2012 年 7 月-2013 年 7 月共 200 列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100 例对照组 100 例,实验

组每日一次按健康教育路径实施健康宣教 30min,对照组按传统健康教育方式入院宣教､ 床旁指导

､ 出院指导。观察比较 2 组患儿的满意度。 
结果 对照组的病人满意度 91%,实验组的病人满意度 98%。 
结论 采用每天 30min 健康教育,可以提高病人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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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8 

儿童肺炎支原体合并细菌感染肺炎的血清降钙素原的变化分析 
 

冯燕华,冯燕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分析肺炎支原体合并细菌感染肺炎患儿血清降钙素原的水平变化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从 2016 年 2 月到 2017 年 2 月入院治疗的 150 例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将单

纯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 95 例作为 A 组,将肺炎支原体合并细菌感染肺炎患儿 55 例作为 B 组,另选取

同期我院体检正常健康儿童 20 例做为对照组。应用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 A 组与 B 组患儿的病情进

展不同周期血清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水平,将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评估常规检测血清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检测结果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A 组患儿血清 PCT 浓度较对照组轻度升高,B 组患儿血清 PCT 较对照组升高显著,差异具统计

学意义(p<0.05);A 组患儿恢复期血清 PCT 浓度与对照组儿童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 组

患儿恢复期血清 PCT 浓度高于对照组儿童,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A 组与 B 组患儿急性期血

清 CRP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次研究中对患儿不同病情进展阶段血清 PCT 水平进行检测,血清降钙素原的临床检测对支原

体肺炎患儿是否存在细菌感染诊断价值显著,为患儿治疗中抗生素的应用提供参考,临床值得广泛推

广应用。 
 
 
PU-0669 

孟鲁司特钠联合阿奇霉素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 120 例分析 
 

吴华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目前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发病率在逐年增加,传统的治疗方法疗效欠佳,本实验旨在观察孟鲁司特

钠联合阿奇霉素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疗效,为提高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治疗提供更好的依据。 
方法 选取罹患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儿童 120 例,随机的分为 2 组,观察组 70 例,给予口服孟鲁司特钠联

合阿奇霉素治疗;对照组 50 例,给予口服阿奇霉素治疗。28 天后比较两组疗效,并观察两组患儿治疗

前后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血清 IgE 水平及肺功能变化。 
结果 观察组咳嗽控制的满意度､ 总有效率及肺功能改善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嗜酸性粒细胞低于治疗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IgE 水平低于治疗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孟鲁司特钠联合阿奇霉素能明显改善咳嗽症状,降低患儿血清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血清 IgE 含

量水平,改善患儿肺功能,是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小儿咳嗽的较佳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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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0 

支气管镜在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SJS)和中毒性表皮坏死

松解症(TEN)合并呼吸衰竭患儿中的诊疗作用 
 

刘芳,饶小春,马渝燕,孟辰芳,潘跃娜,刘盈,焦安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SJS)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EN)通
常被认为是同一疾病的不同严重程度,根据表皮分离面积(body surface area,BSA)对其进行划分,常
发生于感染或药物不良反应后。该类疾病可伴有肺部并发症,曾有病例报道提示[1],在急性期支气管

腔内坏死上皮脱落,恢复期可出现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或肺气囊腔病变[2],但临床上,急性期应用支气管

镜治疗未被明确提出和应用。本研究拟探索儿童合并呼吸衰竭的 SJS 和 TEN 的肺内病变的原因及

性质,以及支气管镜在其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通过 3 例合并呼吸衰竭的 SJS 和 TEN 的患儿行支气管镜诊疗,了解 SJS 和 TEN 患儿出现呼吸

衰竭的原因､ 肺内病变的性质,明确支气管镜诊疗在 SJS 和 TEN 合并呼吸衰竭患儿中的作用。 
结果 合并呼吸衰竭的 SJS 和 TEN 的气管镜下肺内病变表现为:急性期可见坏死上皮脱落堵塞管腔,
阻塞物质的病理结果回报提示坏死上皮脱落､ 炎性因子渗出。经支气管镜诊疗,予清除支气管内阻

塞的坏死上皮及分泌物,迅速缓解呼吸衰竭的症状体征,可能改善远期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等肺部并发

症。 
结论 支气管镜诊疗在合并呼吸衰竭的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SJS)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TEN)的患儿中可了解呼吸衰竭原因及肺内病变的性质,具有缓解呼吸衰竭症状及体征､ 改善远期预

后的作用。 
 
 
PU-0671 

2009 年-2016 年重庆地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住院患儿呼吸道病毒病原学分析 

 
张瑶,谢晓虹,任洛,高钰,王鹂鹂,李慧,罗征秀,刘恩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 2009 年-2016 年重庆地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病毒病原学特征以及与严重度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09 年 6 月到 2016 年 12 月入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诊断为支气管哮喘

急性发作患儿的鼻咽抽吸物(NPA)标本 407 份,采用 RT-PCR 方式检测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流感

病毒(IFV)､ 副流感病毒(PIV)､ 人偏肺病毒(HMPV)､ 冠状病毒(CoV)及人鼻病毒(HRV);q-PCR 检测

人博卡病毒(HBoV)及腺病毒(ADV)。并同时进行痰细菌培养及支原体 PCR 检测。 
结果 (1)407 名支气管哮喘发作患儿中,其中<6 岁组 365 例,≥6 岁组 42 例,重度发作占

20.6%(84/407)。男女比例为 2.2:1。NPA 病毒检测阳性率为 75.4%(307/407),共检出 8 种病

毒:RSV(113/407,27.8%)､ HRV(108/407,26.5%)､ PIV(62/407,15.2%)､ HBoV(60/407,14.7%)､
IFV(54/407,13.3%)､ ADV(24/407,5.9%)､ HMPV(14/407,3.4%)､ COV(11/307,2.7%)。NPA 细菌

培养阳性率为 43.5%(167/384),前三位分别是肺炎链球菌(80/384,20.8%)､ 流感嗜血杆菌

(40/384,10.4%)､ 卡他莫拉菌(36/384,9.4%)。NPA 支原体检出阳性率为 7.5%(29/387),NPA 衣原

体检出阳性率为 0.3%(1/387)。 
  (2)<6 岁组 NPA 病毒检出率为 78.1%(285/365),居前 5 位分别是 RSV(110/365,30.1%)､
HRV(97/365,26.6%)､ PIV(59/365,16.2%)､ HBoV(57/365,15.6%)和 IFV(54/365,14.8%)。≥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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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NPA 病毒检出率为 52.4%(22/42),居前 5 位分别是 HRV23.8%(10/42)､ ADV11.9%(5/42)､
HBoV(3/42,7.1%)､ PIV(3/42,7.1%)和 RSV(3/42,7.1%)。 
  (3)支气管哮喘重度与非重度发作相比,各类病毒检出率无统计学差异。支气管哮喘重度发作患儿

中:<6 岁组病毒检出率显著高于≥6 岁组(55/68vs6/16,P<0.001),RSV 检出率较后者显著增高

(19/68vs0/16,P<0.05)。 
结论 呼吸道病毒感染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密切相关,病毒种类与急性发作严重度无关。HRV 是引

起各年龄段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重要病原体,RSV 是引起<6 岁哮喘重度发作的重要病原体。 
 
 
PU-0672 

406 例婴幼儿喉喘鸣临床分析 
 

祝国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院区 310000 

 
 
目的 探讨婴幼儿喉喘鸣的病因,提高婴幼儿喉喘鸣的诊治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01 月 ~ 2017 年 3 月收住的喉喘鸣患儿共 406 例,男 247 例,女 159 例,
年龄 15d ~5y4m,全部病例行 X 线胸片检查,156 例行颈部 CT 检查,167 例行胸部 CT 检查,全部病例

行呼吸内镜检查。 
结果 先天性喉软化 314 例,声带麻痹 31 例,声门下血管瘤 16 例,急性喉炎 16 例,舌根囊肿 15 例,声门

下乳头状瘤 5 例,气管异物 4 例,喉异物 3 例,咽喉反流合并喉软化 3 例,胃食管反流病 2 例,其中 1 例

合并喉软化,先天性声门下狭窄 1 例。16 例声门下血管瘤皆予口服心得安治疗,定期复查可见瘤体逐

渐缩小,随访 3 月~2 年,2 例瘤体消失,期间没有血压下降､ 心动过缓等不良反应发生;15 例舌根囊

肿,2 例全麻下纤维喉镜行囊肿切除术,13 例纤维喉镜下钬激光囊肿切除术,术后 1.5 月~2 月复查都未

复发;5 例乳头状瘤予纤维喉镜行切除术,但 5 例都有复发;喉及气管异物经呼吸内镜取异物术取出异

物;咽喉反流及胃食管反流病经合理喂养､ 洛赛克静脉滴注或口服好转。 
结论 婴幼儿喉喘鸣病因复查,先天性气道结构异常为主要病因,并以先天性喉软化 多见,呼吸内镜检

查是喉喘鸣患儿必要的检查手段。声门下血管瘤口服心得安治疗疗效较好,不良反应小,值得推广。

舌根囊肿钬激光切除术创伤小,疗效满意,是临床一种新的治疗手段。 
 
 
PU-0673 

小于 6 月龄肺炎患儿上下呼吸道菌群的分析 
 

洪慧慧,祁媛媛,王立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目前尚无文献研究婴儿早期下呼吸道感染时的上､ 下气道的菌群分布情况。本研究旨在分析 6
月龄以下肺炎患儿的咽部菌群与下呼吸道菌群的组成与分布特点并进行比较,了解呼吸道感染时咽

部菌群与下呼吸道菌群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纳入 2017 年 1 月-5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呼吸科住院的年龄小于 6 月的肺炎患儿,同时

收集咽拭子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标本,抽提 DNA 针对 16S rDNA V3-V4 区进行 PCR 扩增,对
扩增产物进行高通量测序,对比微生物分类数据库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微生物群落结构。同时

对痰及 BALF 标本做分离培养,与测序结果进行比较。同时收集临床资料,分析临床特征与菌群结构

的相关性。 
结果 共收集 13 名同时获得咽拭子及 BALF 标本的患儿。患儿年龄 3.4±1.3 月,男 10 例,女 3 例。菌

群分析显示,BALF 菌群在各个分类学水平上的种类均高于咽拭子。BALF 的物种丰富度显著高于咽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151 
 

拭子(P<0.05),而物种多样性有低于咽拭子的趋势。BALF 菌群独有的细菌种类远高于咽拭子。

BALF 与咽拭子菌群均以链球菌属和假单胞菌属为绝对优势菌,两菌属之和在两样本中所占比例均超

过 70%。咽拭子的菌群所占比例较高的依次是链球菌(47.09%)和假单胞菌(23.60%),BALF 的菌群

所占比例较高的依次是假单胞菌(69.20%)和链球菌(15.56%),这两种菌属在咽拭子和 BALF 中所占

比例有显著性差异(P<0.01)。BALF 的各个标本间的相似性水平高于咽拭子。抗生素使用小于 2 周

组与大于 2 周组患儿比较,咽拭子和 BALF 菌群的群落结构无显著性差异。奶粉喂养组 BALF 菌群

的丰富度显著大于混合喂养组,而多样性及物种组成无显著性差异,2 组咽拭子菌群的群落结构无显

著性差异。小于 3 月龄组与大于 3 月龄组患儿的咽拭子及 BALF 菌群的群落结构无显著性差异。未

发现肺炎病原包括病毒､ 细菌､ 真菌对患儿咽拭子及 BALF 菌群的微生物多样性和物种组成的显著

影响。 
结论 对于肺炎患儿,上呼吸道微生物群落丰富度低于下呼吸道,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有高于下呼吸道的

趋势;上下呼吸道的微生物群落组成有显著性差异;抗生素使用､ 喂养方式､ 年龄等均可能对上下呼

吸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物种组成产生影响。 
 
 
PU-0674 

儿童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初步临床研究 
 

韦小红,农光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初步探讨儿童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2 年至 2017 年 5 月我科住院及门诊的临床资料完整､ 定期随访的 8 例中性粒细胞性支

气管哮喘患儿进行回顾性地分析。 
诊断标准:支气管哮喘诊断符合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 2008 年版诊断依据,BALF 中中性粒

细胞≥20%,嗜酸性粒细胞≤1%。 
排除标准:行支气管镜时上下呼吸道细菌及病毒感染。 
结果 (1)8 例支气管哮喘儿童的 BALF 细胞学:  
标号 1 2 3 4 5 6 7 8 
中性粒细胞(%) 50 50 30 20 30 60 25 70 
淋巴细胞(%) 30 30 30 35 50 20 60 20 
嗜酸性粒细胞(%)               1 
 
(2)男 6 例,女 2 例,发病年龄从 4 个月~11 岁 10 个月,平均年龄 2 岁 9 个月±1 岁 6 个月。症状:以咳

嗽､ 喘息､ 气促､ 胸闷为主,多以晨起､ 夜间､ 活动后､ 天气变化､ 接触特殊气味､ 上呼吸道感染

诱发常见。 
(3)个人过敏史:2 例药物过敏,2 例湿疹,过敏原检测:4 例阳性,1 例阴性,3 例未行。一级亲属过敏史:2
例父亲/母亲过敏性鼻炎,1 例父亲及兄弟哮喘。 
(4)8 例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儿童中,治疗前后肺功能､ 治疗药物及随访情况:  

标

号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药物及随访 

1 

重度阻塞性潮气功

能障碍,支气管舒

张试验阳性 
  

中度~重度阻塞性潮气功能障碍,舒张试

验阴~阳性,FeNO 明显增高。 

辅舒酮+顺尔宁､ 布地奈德+顺尔

宁。规律就诊,2016 至 2017-5 咳

喘 1 次。 

2 中度阻塞性潮气障 混合性潮气障碍,舒张试验阴性,FeNO 辅舒酮+沙丁胺醇､ 舒利迭､ 布地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152 
 

碍 
  
  

正常。 
  

奈德。规律就诊,自行停药,2016-6
后无喘息发作。 

3 

极重度阻塞性通气

障碍,舒张试验阴

性 
  
  

重~极重度阻塞性通气障碍,舒张试验阴

性。弥散功能各项指标正常,残气/肺总

量百分比比值正常。 

舒利迭､ 信必可都保+顺尔宁+短
期泼尼松､ 布地奈德。规律就诊,1
年余无喘息发作。 

4 

中度阻塞性潮气障

碍 
  
  

中度阻塞性潮气障碍,舒张试验阴

性,FeNO 正常。 
  

辅舒酮+顺尔宁､ 布地奈德+顺尔

宁。规律就诊,近半年偶有咳嗽,无
喘息发作。 

5 

轻度阻塞性潮气障

碍,舒张试验阴

性。 
  

轻~中度阻塞性潮气障碍,舒张阴性。 
  

辅舒酮+顺尔宁､ 布地奈德。规律

就诊,1 年余无喘息发作,2017-4 停

药。 
 

 

 
结论 哮喘儿童中存在着中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亚型,本组有限的临床病例显示:这一亚型的哮喘患儿

的临床表现无明显特点,吸入糖皮质激素也有效;但肺功能并未随着临床症状的改善好转。长期随访

观察,且进一步扩大病例样本数,将会对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的研究有所突破,并可能同时进一步探讨成

人 COPD 在儿童期的表现。 
  
 
 
PU-0675 

哮喘儿童生命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张显珍,张玮,邢娅娜,段红梅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0029 

 
 
目的 描述 7-14 岁哮喘儿童生命质量状况;探讨哮喘儿童生命质量及其各维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北京､ 甘肃及山东共四家医院哮喘门诊就诊的 204 例 7-14 岁患儿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

查。调查工具包括自行设计的儿童及其家庭一般情况调查表､ 儿童哮喘生命质量问卷(PAQLQ)､ 儿

童哮喘家庭管理方式测评量表､ 一般家庭功能分量表､ 儿童哮喘控制测试问卷(C-ACT)､ 哮喘控制

测试问卷(ACT)和哮喘儿童(7-17 岁)自我管理量表。使用 SPSS20.0,SAS8.2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所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包括统计描述､ Pearson 相关分析､ t 检验､ 方差分析､ 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 
结果 1.哮喘患儿总体生命质量均分为 5.94±1.07 分,评分大于满分 66%的占 88.7%;其中活动､ 症状

和情感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 5.81±1.13 分､ 5.93±1.13 分和 6.04±1.22 分。 
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哮喘儿童的生命质量与家庭功能呈负相关(r=-0.141,p<0.05),与哮喘控制水平

呈正相关(r=0.597,p<0.01);患儿为女孩､ 独生子女､ 定期随访､ 家庭年经济收入大于 1 万元､ 有医

疗保险､ 父母日常工作生活无改变､ 参加哮喘讲座､ 城市家庭､ 年急诊就诊次数少､ 家庭管理方式

为乐观型和适应型的哮喘儿童生命质量较高。 
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哮喘患儿生命质量的因素是哮喘控制水平､ 矛盾型家庭管理方式､ 悲观

型家庭管理方式､ 是否定期随访以及医疗付费方式,上述变量对生命质量变异的解释度为 47.9%;影
响生命质量活动维度的因素是哮喘控制水平､ 忍耐型家庭管理方式､ 悲观型家庭管理方式和医疗付

费方式,对生命质量活动维度的解释度为 27.9%;影响生命质量症状维度的因素是哮喘控制水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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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家庭管理方式,悲观型家庭管理方式,是否定期随访和医疗付费方式,对生命质量症状维度变异的解

释度为 49.6%;影响生命质量情感维度的因素是哮喘控制水平,矛盾型家庭管理方式,悲观型家庭管理

方式,是否定期随访和医疗付费方式,对生命质量情感维度变异的解释度为 42.2%。 
结论 1.7-14 岁哮喘儿童的生命质量处于较高水平。2.7-14 岁哮喘儿童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年龄､

性别､ 是否是独生子女､ 就学情况､ 是否定期随访､ 家庭经济收入､ 医疗付费方式､ 父母工作生活

是否受影响､ 是否参加哮喘讲座､ 家庭居住地､ 家庭管理方式､ 年急诊就诊次数､ 哮喘控制水平､

自我管理水平､ 家庭管理过程中的境遇界定(患儿认同程度､ 疾病认同程度､ 照顾难易程度､ 父母

认同程度)､ 家庭功能。3.哮喘控制水平､ 家庭管理方式､ 是否定期随访､ 医疗付费方式是 7-14 岁

哮喘儿童生命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PU-0676 

全氟辛酸暴露对哮喘气道炎症的调控及其机制研究 
 

马伟慧,湛美正,叶乐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通过研究环境污染物全氟辛酸(PFOA)暴露对哮喘小鼠肺组织糖皮质激素受体(GR)､ 11β-羟基

类固醇脱氢酶(11βHSD)1 及 11βHSD2 表达的影响,初步探讨其对幼年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及其可

能机制。 
方法 36 只 SPF 级 BALB/c 幼年小鼠随机分为 6 组,正常对照组､ 对照组+ PFOA 干预中剂量组

(50pg,阳性对照组)､ 哮喘组､ 哮喘 PFOA 干预低剂量组(10pg)､ 哮喘 PFOA 干预中剂量组(50pg)
､ 哮喘 PFOA 干预高剂量组(100pg)。哮喘模型采用腹腔注射卵蛋白致敏,雾化吸入激发的方

法,PFOA 模型经小鼠气道内注射含不同剂量 PFOA 的 PBS 溶液。末次激发 24 小时内处死并留取

肺组织制作 HE 染色切片､ 电镜标本观察气道炎症及超微结构改变;免疫组化法､ WB 法检测各组小

鼠肺组织 GR､ 11βHSD1 及 11βHSD2 的表达变化情况。 
结果 成功建立哮喘模型。电镜结果显示:对照组+ PFOA 干预中剂量组(50pg)､ 哮喘组及哮喘

PFOA 干预各剂量组小鼠肺组织Ⅱ型肺泡上皮细胞板层小体排空,线粒体脊突消失。HE 染色结果显

示哮喘小鼠气道炎症明显增加。免疫组化 IPP 统计结果显示哮喘组 GR 表达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 
<0.05),哮喘 PFOA 干预各剂量组低于正常组而高于哮喘组(p <0.05),而组间 GR 表达无明显差异;哮
喘组 11βHSD1､ 11βHSD2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p <0.05),哮喘 PFOA 各剂量组均低于哮喘组(p 
<0.05),但组间无明显差异。WB 结果显示哮喘组 GR 表达低于正常对照组(p <0.05),哮喘 PFOA 干

预各剂量组低于正常组而高于哮喘组(p <0.05),组间 GR 表达无明显差异。 
结论 环境污染物 PFOA 暴露可能通过升高哮喘小鼠肺组织 GR 的表达,降低 11βHSD1 及 11βHSD2
的表达水平,从而加剧哮喘小鼠气道炎症反应。 
 
 
PU-0677 

基于共词分析法的国内近 5 年儿童哮喘研究热点分析 
 

段红梅
1,张玮

1,王一博
2,侯小妮

1 
1.北京中医药大学 

2.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目的 对国内近 5 年儿童哮喘领域的期刊论文研究现状及热点进行分析和讨论。 
方法 数据处理:以 CNKI 数据库为检索来源,构建检索式:(主题词=“哮喘”AND 主题词=“儿童”)OR 主
题词=“儿童哮喘”OR 主题词=“哮喘儿童”,进行国内近 5 年期刊论文的检索(通过实验,该检索式可获得

较全文献),检索时间限定为 2009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去除无关键词和计算机自定义的异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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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共词-聚类分析法对文献内容及领域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共词-聚类分析法过

程如下:①词频统计:对去除异常数据后的文献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应用统一的映射规则对相近的词

进行合并,去除对本研究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如哮喘､ 儿童､ 儿童哮喘､ 哮喘儿童)后重新统计词频,
终选取 50 个高频关键词。②构建矩阵:基于高频关键词表,利用自编计算机程序,得到关键词两两

共现的矩阵。共词矩阵中,对角线的数字为该词出现的频数。为了更加准确的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共

现关系,本研究运用 Ochiia 系数的计算公式,将共词矩阵转换为相关矩阵。由于相关矩阵中 0 值过多,
为减少计算时的误差､ 方便进一步的分析,用 1 减去相关矩阵中的数值,得到相异矩阵。③共词-聚类

分析及其类团划分:将相异矩阵导入 SPSS18.0 进行聚类分析,生成儿童哮喘高频词的共词聚类分析

树状图,根据聚类结果和专业知识进行类团划分,进一步归纳分析儿童哮喘领域的研究热点。 
结果 共检索文献 5220 篇,去除无关键词和计算机自定义的异常数据后剩余 5191 篇。近 5 年国内儿

童哮喘相关文献数量呈增长趋势;共有 3379 位作者在 517 种期刊上共计发表期刊论文 5191 篇;文献

来源于全国 30 个省市,发文数量排名前三的省市为广东省､ 浙江省和江苏省。我国儿童哮喘近 5 年

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儿童哮喘的诊治､ 流行病学､ 病因学研究､ 急性发作的治疗和护理､ 哮喘相关

发病机制､ 哮喘管理､ 哮喘稳定期及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治以及中医治疗等七大主题。 
结论 共词-聚类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展示了我国近 5 年儿童哮喘的临床工作重点及其研究热

点,可为相关研究人员及临床工作者提供相关领域的信息支持,为科研选题及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

据。 
 
 
PU-0678 

反复咳嗽吼喘误诊为支气管哮喘的双主动脉弓 1 例 
 

张巧,符州,代继宏,耿刚,付文龙,田代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一例以反复发作的咳嗽喘息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双主动脉弓患儿的诊疗。 
方法 回顾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中心所收治的 1 例误诊为支气管哮喘的双主动脉弓

患儿的临床诊疗经过,了解其临床特征及分析误诊原因。 
结果 4 岁 4 月男性患儿,以反复发作的咳嗽,喘息为主要临床表现,查体示气促,紫绀,三凹征,肺部可闻

及以呼气相为主的哮鸣音。患儿有过敏体质,无哮喘家族史,完善肺功能+激发试验提示激发试验中度

阳性。该患儿共有 4 次喘息史,每次持续 10+天。初次喘息发作于 10 月龄,另外 3 次喘息均于 3 岁后,
该患儿在 10 月到 3 岁之间无喘息发作史。4 岁左右门诊诊断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剂及糖皮质

激素吸入治疗效果欠佳,建议完善血管重建,结果提示为主动脉发育畸形,为双主动脉弓,后予以外科手

术治疗后随访 5 月,该患儿未再出现反复咳嗽喘息症状。 
结论 由于该患儿 3 次喘息均于 3 岁后,且有过敏体质,肺功能+激发试验提示激发试验中度阳性,很容

易误诊为支气管哮喘,但患儿抗哮喘治疗效果欠佳,提示需要重新评估诊断及治疗。对于小年龄反复

喘息患儿血管畸形和气道异物所致常常容易被漏诊和误诊。 
 
 
PU-0679 

B10 细胞和 Th17 细胞及其相关分子在过敏性哮喘中的作用研究 
 

单丽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 B10 细胞和 Th17 细胞及其相关分子在过敏性哮喘患儿中的作用,为临床小儿过敏性哮喘

的防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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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住院期间过敏性哮喘患儿 58 例为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组,选
择随访过敏性哮喘患儿 23 例为缓解组,选择同期在本院儿科行健康体检儿童 35 例为对照组,采用流

式细胞术检测 CD1dhiCD5+CD19hiIL-10+细胞和 CD4+IL-17+细胞比例;采用流式液相多重蛋白定量技

术(CBA)检测 IL-10 和 IL-17 的表达,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IL-10 和 RORγt 的表达。 
结果 过敏性哮喘患儿急性发作组 B10 细胞和 Th17 细胞与对照组相比均升高(P<0.05),具有统计学

意义;血清中 IL-10 和 IL-17 和相关因子 IL-10 和 RORγt 的表达均显著升高(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B10/Th17､ IL-10/IL17 的比值明显增高;和急性发作组相比,缓解组 B10/Th17､ IL-10/IL17 的比

值明显下降,B10 细胞的表达明显下降,但 Th17 细胞却显著增高。 
结论 改变 B10/Th17 和 IL-10/IL-17 的比例可加剧过敏性哮喘患儿的疾病进程,B10/Th17 和 IL-
10/IL-17 的比例可作为过敏性哮喘疾病预后的判断。 
 
 
PU-0680 

RMPP 患儿肺泡灌洗液支原体耐药基因检测的临床意义及其与

MP-DNA 拷贝数的关系 
 

黎燕,张兵,钟礼立,丁小芳,黄寒,林琳,陈浩锋,黄振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检测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患儿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支原体耐药基因的临

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病房诊断

为 RMPP 的患儿 124 例,其中男 64 例,女 60 例;0~3 岁 39 例(31%),3~5 岁 36 例(29%),5~13 岁 49
例(40%)。对所有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标本进行 23S rRNA 耐药基因检测,根据耐药基因检测结

果分为耐药组和敏感组,比较耐药组与敏感组 MP 感染的临床特点,包括患儿年龄､ 性别､ 症状､ 体

征､ 住院时间､ 发热时间､ 使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后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C 反应蛋白(CRP)､ LDH
､ 血常规白细胞总数､ 肺泡灌洗液的支原体 DNA 载量以及治疗后的变化情况､ 胸部 X 线和(或)肺
部 CT 检查特点。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24 例标本中,54 例在 23S r RNA 中检测到耐药基因,耐药率高达 43%。根据耐药基因的检测

结果分为耐药组(例)和敏感组(例)。耐药组患儿的发热时间､ 并发症发生率､ CRP 水平､ 住院时间

､ 年龄､ 白细胞总数､ LDH､ 发生叶或段实变比例､ 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后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耐药组患儿 BALF 中的支原体 DNA 拷贝量高于敏感组,在疾病的早

期阶段(<7 天)较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在疾病的中后期(>7-10 天)两者的拷贝量无显著

差异;敏感组使用大有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后拷贝量下降程度高于耐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BALF 中 MP 耐药基因检测对儿童 RMPP 早期识别指导用药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PU-0681 

心理因素导致支气管哮喘反复发作一例 
 

王贵清,蒋鲲,颜斯蕾,凡特,王超,钟海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心理因素在儿童支气管哮喘发作中的作用 
方法 分析上海市儿童医院呼吸科收治临床病例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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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男,8 岁,主因”反复咳嗽喘息 2 周余”入院。2 周前患儿受凉后出现咳喘,无发热,外院曾先后

予头孢/阿奇霉素抗感染､ 激素抗炎､ 氨茶碱联合硫酸镁平喘治疗 2 周,症状有减轻,但仍有喘息发作

(早晚明显)。既往 3 岁时曾有儿童期哮喘史,先后吸入舒利迭､ 信必可都宝治疗半年,后自行停药,停
药后偶有发作(1 次/年),当地雾化可缓解。患儿有尘螨过敏史,母亲有荨麻疹病史。入院查体:神清,气
平,消瘦貌。双肺呼吸音粗,闻及呼气相哮鸣音。心腹(-)。入院辅助检查:血 WBC 10.77 ×10^9 个

/L ,N73%,EOS 0%,CRP 3mg/dl。血 IgE 956 IU/ml ,MP-Ab 滴度 1:80,血/痰呼吸道病毒(-),咽拭子

MP-DNA(-),G 试验(-),T-SPOT(-),心电图室性早搏,Hollter 示早搏数 2.6%,心超(-),胸部 CT(-),肺通气

功能正常,FENO 10ppb,耳鼻喉科检查示鼻炎。入院诊断“支气管哮喘､ 室性早搏”。治疗经过:入院

后予头孢伏辛抗感染,甲强龙抗炎,哮喘雾化对症,仙特明､ 顺尔宁抗过敏,患儿咳喘明显好转,但仍有

反复固定急性发作,表现为上午/夜间 9 点-10 点之间,患儿无明显诱因下突然出现胸闷､ 气急､ 喘息,
持续 1 小时雾化可缓解,发作时心率无增快,呼吸稍增快,SPO2 在 95%以上,后予停静脉用药改吸入

舒利迭､ 口服盐酸左西替利嗪､ 口服顺尔宁出院。追问病史患儿父亲平素陪伴较少,生病以来长时

间关注陪伴。结合患儿症状､ 体征､ 治疗经过,考虑患儿为心理因素导致支气管哮喘反复急性发

作。 
结论 心理因素是儿童支气管哮喘反复急性发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PU-0682 

呼出气体一氧化氮在儿童慢性咳嗽疾病中的水平及临床意义分析 
 

陈丽,韩晓华,冯雍,蔡栩栩,陈宁,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长期慢性咳嗽是儿童就医时的常见症状,且难以做出准确的诊断。对于确定其病因为气道炎症

并且区分其类型更为困难。如果通过观察各种肺部疾病可能的炎症程度对于确定诊断,鉴别诊断,确
定疾病严重程度以及给予对症的治疗都是有帮助的。FeNO(呼出气一氧化氮)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
评估气道炎症的无创性手段。目前临床很多研究着力于研究呼吸气在诊断及控制肺部疾病中的作用,
常见的疾病包括儿童哮喘,COPD 及原发性纤毛不动症。而对于常见的肺部炎症､ 结核及闭塞性细

支气管炎与呼出气体一氧化氮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有人研究。本研究的目的为了研究 FeNO 水平与表

现为慢性咳嗽症状的肺部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2016-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小儿呼吸门诊及第二小儿呼吸病房住院的慢性咳嗽或反

复咳嗽伴喘息的 846 名儿童为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对于各组患儿治疗前及治疗后均行 FeNO 检测。检测仪器为:瑞典呼出气体一氧化氮测定

系统。在检测前一小时要求儿童避免剧烈运动及进食,并坐位放松 5 分钟,根据美国 ATS 指南进行测

量。安静坐位后无须鼻夹,嘱检测儿童吸入物 NO 的气体 2-3 秒钟,然后裹紧口嘴以 50ml/s 的流速

速吹出气体,使其压力维持在 10-20cm H2O 之间,使得软腭关闭避免鼻腔气体的污染。10 岁以下儿

童吹气时间为 6 秒,取 后 2 秒的气体进行检测。10 岁以上儿童吹起时间为 10 秒,取 后 3 秒的气

体进行检测。每人检测 3-6 次,每次之间间隔至少 30 秒,取三次有效正规的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为检测

结果。检测注意事项:监测前一天避免激素､ 扩张剂的应用,检测前一小时内禁食。 
结果 846 名患儿均按照要求完善了呼出气体一氧化氮的检测,所有患儿的基本特征,年龄､ 身高､ 性

别实验组及对照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儿 FeNO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间有差异,但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支气管哮喘组,咳嗽变异性哮喘组及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组 FeNO 水平较

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其他各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FeNO 水平并未见明显升高;闭塞性细支

气管炎组与支气管哮喘组比较,FeNO 明显升高(41.22±11.32 与 25.64±16.76,P<0.05),闭塞性细支气

管炎组与咳嗽变异性哮喘组比较,FeNO 明显升高(41.22±11.32 与 23.24±14.88,P<0.05)。 
结论 在儿童常见的慢性咳嗽性疾病中,儿童哮喘是既往已经研究发现 FeNO 升高的疾病,但既往并未

发现 BO 或潜在 BO 也伴有 FeNO 的升高,这种发现让我们对已经发生 BO 或潜在有发生 BO 的患儿

提高警惕,可以早期气道应用激素也许能改善其远期的气道功能,并且可以作为长期应用激素治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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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监测指标;在感染后咳嗽,结核及支气管扩张组患儿的 FeNO 较正常对照组有升高;希望在今后的

临床工作中,对慢性咳嗽患儿应用 FeNO 检查,尽早帮助其明确可能的病因,缩短检查时间,及时给予

对症治疗。 
 
 
PU-0683 

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塑型性支气管炎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张晗,尚云晓,蔡栩栩,韩晓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儿童塑型性支气管炎是一种少见呼吸系统疾病,气道内胶冻状或者僵硬的沿支气管走形的支气

管管型阻塞气道,轻者阻塞气道引起支气管通气不良,严重者引发呼吸困难危及生命。 
方法 既往报道病因多为先心病术后､ 哮喘以及病毒感染 
结果 ,本文中 33 例塑型性支气管炎为气道感染引起,病原菌主要为肺炎支原体感染,其发病较为缓和,
其中 6 例出现呼吸困难,危及生命表现,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影像学以大叶实变和异物阻塞为主要表

现, 
结论 治疗上主要采用支气管肺泡灌洗术治疗和静脉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部分病例加用静脉甲基强

的松龙治疗好转,未见复发,预后良好。 
 
 
PU-0684 

D-dimer 在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病情轻重和预后中的应用研究 
 

何欢
1,刘秀云

2,刘小红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儿童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急性期时各项实验室指标与其纤支镜镜下表现､ 影像学特点及

随访之间的关系,以评价急性期时 D-dimer 对于重症支原体肺炎病情轻重和预后的判断意义,协助临

床早期评估病情和积极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病房 2009 年 1 月-2013 年 6 月间重症 MPP 患儿(重症组 
n=155)和轻症 MPP 患儿(对照组 n=154)的住院病历资料。急性期病情轻重的判断:分析比较两组间

发病年龄､ 性别､ WBC､ Neu､ PLT､ CRP､ ESR､ LDH､ Fib､ D-dimer 各项实验室指标,对单因

素分析后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成组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对独立相关因素作 ROC 曲线,寻找其诊

断临界值,并分析各因素对于病情判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恢复期病情预后的判断:根据部分患儿纤

维支气管镜镜下表现､ 病程 1 月后复查影像学表现进行分组及组间比较判断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果 经单因素分析及成组 Logistic 同归分析后重症组和对照组间的发病年龄､ Neu､ CRP､ D-
dimer 共四个自变量为重症 MPP 急性期的独立相关因素,发病年龄增加为重症 MpP 发生的保护因素,
其余为独立危险因素,其中 D-dimer 判断 MpP 急性期病情的灵敏度及特异性 高。在纤支镜分组比

较中,内膜炎症组与亚支通气不良组的 D-dime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内膜炎症组与闭塞组的 D-
dime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亚支通气不良组与闭塞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在影像学分组比较中,
间实质浸润组与肺坏死组 D-dime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肺不张组与肺坏死组 D-dimer 水平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而间实质浸润组与肺不张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1.年龄是重症 MpP 发生的保护因素,Neu､ CRP 及 D-dimer 是提示重症 MpP 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其中 D-dimer 判断 MpP 急性期病情的灵敏度及特异性 高。

Neu>73.65%,CRP>33.7mg/L,D-dimer>2.18ug/ml 时,病情严重的可能性可随着上述指标的升高而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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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dimer 水平的升高提示重症 MpP,其发生纤支镜下通气不良､ 坏死性肺炎的可能性增加,组织损

伤更重,更易遗留肺不张及闭塞性支气管炎。 
 
 
PU-0685 

儿童滤泡性细支气管炎 2 例临床分析及文献复习 
 

袁姝华, 殷勇,张皓,张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儿童滤泡性细支气管炎(Follicularbronchiolitis, FB)的诊断及治疗,并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

报道,以提高儿科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总结 2 例儿童滤泡性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临床特征､ 影像学表现以及病理改变,并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 2 例患儿均为女性,存在反复发热､ 咳嗽､ 咳痰,肺部听诊有湿性罗音;ANA 抗体滴度升高;间质

性肺病基因检测未见异常;肺 HRCT 可见树芽征及支气管扩张､ 管壁增厚,部分管腔内见粘液栓;常规

肺功能检查正常;胸腔镜肺组织活检病理检查见有伴生发中心形成的淋巴样滤泡增生;6 分钟步行试

验提示活动耐量下降。2 例均予小剂量红霉素口服治疗,长期体位引流及呼吸康复训练,随访 3-6 个

月活动耐量增加。 
结论 滤泡性细支气管炎为儿童少见的小气道疾病,临床表现及肺功能无特异性,影像学 常见的表现

为小叶中心性结节影及磨玻璃影,有些具有轻度的支气管扩张。外科肺活检能获得理想的标本,病理

表现为弥漫分布于细支气管周围具有相对原始生发中心的淋巴滤泡增生,伴有间质淋巴细胞浸润,有
助于诊断。滤泡性细支气管炎的治疗缺乏特效治疗手段,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对 FB 的疗效尚不

明确,一般预后较好。大环内酯类药物可用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所致滤泡性细支气管炎素。 
 
 
PU-0686 

IFN-λ1 表达水平与单纯鼻病毒感染之间的关系 
 

谢亚平
1,钟礼立

1,陶美婷
1,刘淑萍

1,黄寒
1,陈敏

1,林琳
1,邓中平

2 
1.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 IFN-λ1 在儿童呼吸道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与人鼻病毒(Human rhinovirus HRV)感染之

间的关系,以及与 RSV 感染 IFN-λ1 表达的差异。 
方法 1.收集湖南省人民医院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10 月儿童医学中心住院部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人

鼻咽拭子标本;标本采集均选取双侧鼻咽拭子各一份,将所收集的标本加取 2ml 病毒保存液,其中一份

鼻咽拭子行直接免疫荧光抗原检测呼吸道常见七种病毒(呼吸道腺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 A 型流

感病毒､ B 型流感病毒､ 副流感 1 型病毒､ 副流感 2 型病毒､ 副流感 3 型病毒)。挑选其中 RSV 阳

性且其他病毒阴性标本及呼吸道七种病毒均阴性的标本,进行 13 种呼吸道病毒 DNA 检测,挑选单纯

RSV 感染的 95 份为 RSV 感染组,筛检出单纯鼻病毒阳性标本 60 份作为实验组。收集同期来我院

门诊体检的健康儿童的鼻咽拭子标本行直接免疫荧光抗原检测呼吸道常见七种病毒､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13 种呼吸道病毒,筛检出所有检测均阴性者 50 例为健康对照组。 
2.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方法检测实验组和健康对照组中 IFN-λ1､ 管家基因甘油

醛-3-磷酸脱酶( 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 GAPDH)､ HRV mRNA 的表达水平,
统计分析各组核酸表达水平之间的关系。 
结果   1.在 HRV 感染组,IFN-λ1 的表达水平在各年龄组统计学无差异(f=0.327,p>0.05);在性别间无

差异(t=0.23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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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HRV 感染组的 IFN-λ1 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t=-0.58,p<0.05); 
  3.HRV 感染组 IFN-λ1 的表达水平与 HRV 的载量无相关性(R=-0.04 p<0.772); 
  4.HRV 感染组 IFN-λ1 的表达水平比 RSV 感染组的低(t=10.562,p<0.05)。 
结论 儿童 HRV 感染可诱导 IFN-λ1 表达,HRV 对 IFN-λ1 表达水平的诱导强于或弱于 RSV 感染 
 
 
PU-0687 

婴幼儿支气管异物的临床特征､ 肺部影像学 
及支气管镜下特点分析 

 
张晗,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对 54 例婴幼儿支气管异物的临床特点､ 肺部影像学特点和异物的镜下位置､ 异物种类､

异物对气道的刺激后黏膜的变化进行系统分析,探讨支气管异物患儿临床特征､ 肺部影像学､ 支气

管镜下特点及局麻下应用小儿电子纤维支气管镜(fiber bronchoscope,FBO)技术在婴幼儿支气管异

物确诊和取出中优势。 
方法 对 2014 年 9 月至 12 月在盛京医院小儿支气管镜室应用 FBO 证实并取出异物的 52 例患儿,年
龄为 0~7 岁,对其临床特点､ 肺部影像学特征以及支气管镜下特点以及取出方式进行系统性分析。 
结果 在 52 例患儿中,男孩 35 例(64.8%),女孩 19 例(35.2%);年龄中位数 22[17,25.5]月,3 岁以下 45
例(83.3%);在临床症状方面:没有呛咳病史 12 例(22.2%),临床上均出现咳嗽和(或者)喘息;有明确异

物呛咳史的患儿 42 例(77.8%),其中无临床症状的 3 例(5.6%),出现咳嗽或者(和)喘息喘症状的 39 例

(72.2%);在体征方面:没有呛咳病史的患儿中呼吸音正常 3 例(5.6%),出现喘鸣音 6 例(11.1%),患侧呼

吸音减弱的 2 例(3.7%),湿罗音的 1 例(1.9%);有呛咳病史的患儿中呼吸音正常的 14 例(25.9%),出现

喘鸣音的 12 例(22.2%),患侧呼吸音减弱的 14 例(25.9%),湿罗音 2 例(3.7%);肺部影像学特点 缺乏

特异性表现:本组 54 例仅有 2 例(3.7%)显示异物, 其他 52 例均无特异性表现,肺叶气肿 26 例

(48.1%),是其主要的影响特点,影像学表现正常 4 例(7.4%); 镜下发现异物在声门下 1 例(1.9%),主支

气管 1 例(1.9%),左肺 28 例(51.9%),右肺 24 例(44.4%),异物周围肉芽形成 42 例(77.7%),阻塞远端

气道内黏膜坏死痰栓形成 17 例(31.5%);异物吸入时间中位数 10[4,30]天,异物吸入的时间同肉芽增

生程度呈低度相关性,相关系数 r=0.44,p=0.001。术中出现的主要不良反应是低氧 3 例(5.6%),鼻出

血 2 例(3.7%),屏气 1 例(1.9%),术后出现一过性发热患儿 16 例(29.6%),持续性发热 1 例(1.9%)。 
结论 经 FBO 局麻下对儿童异物的诊断较其他方法准确率高,并且经 FBO 局麻下进行支气管异物取

出术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方法。 
 
 
PU-0688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 病原学及治疗 
 

李嫦嫦,董琳,夏永强,张海邻,叶乐平,胡晓光,郑仰明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PBB)作为儿童慢性湿性咳嗽的主要原因已引起广泛关注。本研究旨在

描述儿童 PBB 的临床特征､ 病原学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慢性咳嗽>4 周､ 并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和支

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细菌培养及细胞学检查患儿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将 BALF 细菌培养阳性和

(或)中性粒细胞升高,抗菌药物治疗 2 周以上咳嗽明显好转者归为 PBB 组(50 例);慢性咳嗽>4 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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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PBB 诊断标准者为非 PBB 组(48 例),包括哮喘(n=18),上气道咳嗽综合症(n=12),感染后咳嗽

(n=18)。 
结果 50 例 PBB 中男性 36 例,女性 14 例,年龄中位数(IQR)为 3.2(2.0-4.0)岁,其中 3 岁以下占

58.0%。咳嗽 短 4 周, 长 2 年,中位数为 2.0 月。平均住院时间(7.0±1.0)天。30 例伴有喘息,明显

高于非 PBB 组(OR,3.643;95%CI,1.571-8.448,P=O.OO2),其中 14 例(28.0%)确诊为哮喘。纤维支

气管镜检查支气管粘膜均有充血､ 水肿且伴有脓性分泌物,其中 6 例可见粘液栓,6 例合并气管狭窄,5
例合并气管软化。BALF 中性粒细胞平均数(IQR)为 0.63(0.50-0.82),显著高于非 PBB 组

(P<0.001)。血 IgG(801.5;IQR,657.8-958.3)及 CD56+56 (12.2; IQR,8.9-16.4)较非 PBB 组显著降

低(均 P<0.05)。共从 PBB 患儿的 BALF 中检出 36 株致病菌,其中肺炎链球菌(n=19)是主要的致病

菌,其余包括流感嗜血杆菌 5 株､ 卡他莫拉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各 4 株,溶血葡萄球菌､ 大肠埃希菌

､ 鲍曼不动杆菌及停乳链球菌停乳亚种各 1 株。1 例同时检出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

球菌对头孢曲松和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分别为 10.5%和 21.1%,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的耐药率为

31.6%,对青霉素的耐药率达 47.4%。PBB 患儿均接受 2-3 周抗菌药物治疗,其中 48 例接受阿莫西

林/克拉维酸钾口服治疗(25 例单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17 例使用二､ 三代头孢菌素或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钠治疗 4-6 天,出院后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口服);2 例口服利福平。 
结论  PBB 好发于婴幼儿,常伴喘息。肺炎链球菌是 常见病原,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是首选的治疗

药物。 
 
 
PU-0689 

6 分钟步行试验在儿童慢性肺病中的应用 
 

袁姝华,殷勇,张皓,张静,张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 6 分钟步行试验在儿童慢性肺病患儿治疗及随访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21 例慢性肺病的患儿,包括支气管扩张､ 肺

囊性纤维化､ 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 间质性肺病等,进行 6 分钟步行试验,对患

者试验验前后的血压､ 呼吸频率､ 心率及呼吸困难疲倦情况进行观察记录,试验前完成肺功能检

查。 
结果 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呼吸频率增加分数､ 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分数､ 6 分钟步行试验距离均有显

著差异。 
结论 6 分钟步行试验的操作简单,结果可靠,能够有效的对慢性肺病患儿的活动耐量及肺功能状态做

出准确的评估,可在慢性肺病的管理中进一步推广。 
 
 
PU-0690 

基于个案的婴幼儿难治性中心气道狭窄 
的呼吸内镜综合介入治疗探索 

 
徐旻皓,黄亚娟,叶乐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通过对肺动脉吊带 Slide 气管成形术后难治性中心气道狭窄且无法撤机的 6 月患儿行呼吸内镜

综合介入治疗,旨在探讨各种呼吸内镜介入方法在婴幼儿难治性中心气道狭窄中的应用价值及对预

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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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儿 2 年内行儿童呼吸内镜综合介入治疗难治性中心气道狭窄共三十余次,包括经支气管镜冷

冻治疗术､ 球囊扩张成形术､ 钬激光消融､ Dumon 硅酮支架置入及取出､ 巧用 TBNA 穿刺针气道

内局部注药等技术。 
结果 儿童支气管镜下见气管中下段狭窄, 窄处约为 2mm,左､ 右主支气管明显狭窄,存在难治性中

心气道狭窄,故行儿童硬质支气管镜技术伴高频喷射辅助通气的呼吸内镜综合介入治疗。经儿童硬

质支气管镜下的呼吸内镜综合介入治疗 6 次后,气管下段､ 两侧主支气管狭窄管腔接近正常管腔大

小并顺利拔管撤机。经呼吸内镜介入治疗 4 个月后,经儿童硬质支气管镜分别于气管下段狭窄段､

左及右主支气管置入 Dumon 硅酮支架。患儿其后曾先后经历左､ 右主支气管及气管支架的取出及

后者的再次置入,距首日支架置入随访 20 月后气管支架亦予以再次取出,并随访 2 月余至今其症状及

体征未发现明显异常。 
结论 婴幼儿难治性中心气道狭窄系罕见且疑难重症疾病。其呼吸内镜综合介入治疗策略:经支气管

镜冷冻治疗技术和球囊扩张成形术对局部组织的刺激 小,气道内局部应用糖皮质激素可抑制肉芽

组织增生。针对婴幼儿良性气道狭窄,国内率先成功置入婴幼儿 Dumon 硅酮支架。同时,在国内率

先开展儿童硬质量支气管镜伴高频喷射辅助通气,为呼吸内镜综合介入治疗提供了重要保障。 
 
 
PU-0691 

2014 年北京地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发病情况及耐药机制分析 
 

胡文娟
1,蔚然

2,郭东星
2,王红

1,徐保平
3,周薇

5,马少杰
1,黄慧

1,秦选光
4,姜越

4,董晓培
4,付晓燕

4,史大伟
2,王良玉

2,
窦海伟

2,申阿东
3,辛德莉

2 
1.民航总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 热带病防治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 
5.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近年来,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肺炎支原体(MP)的感染率和耐药率有所升高。本研究监测 2014
年北京地区 MP 感染发病情况,并探讨 MP 耐药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北京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咽拭子标本,进行接种培养

和应用巢式 PCR 扩增测序,并对培养阳性的菌株进行 MIC 测定。同时对临床分离株进行 MP P1 基

因分型及耐药相关基因检测。 
结果 822 例有效标本中,MP 检测阳性 341 例(41.48%),含 23S rRNA V 区突变 236 株(69.21%),包括

A2063G 突变 199 株(58.36%),A2064G 突变 25 株(7.33%),同时发生 A2063G､ A2064G 突变 12 株

(3.52%)。学龄期儿童感染率 高(62.11%,P<0.001);不同性别 MP 阳性率及 23S rRNA V 区突变率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8&P=0.818)。肺炎患儿 MP 检出率和 23S rRNA V 区突变率均明显高于上

感､ 支气管炎患儿(P 值均<0.05)。分离培养阳性标本 99 株(29.03%),其中 65 株成功测定 MIC,8 株

23S rRNA V 区无突变株对大环内酯类､ 四环素类和喹诺酮类均敏感。57 株 23S rRNA V 区突变株

对大环内酯类耐药,对四环素类和喹诺酮类敏感。57 株菌株为 P1-I 型,1 株为 23S rRNA V 区无突

变,56 株菌株含 A2063G 突变;8 株菌株为 P1-II 型,7 株为 23S rRNA V 区无突变,1 株含 A2063G 突

变。MP 标准株 FH､ 7 株大环内酯类敏感株和 1 株耐药株均出现核糖体蛋白 L4 的 M144V 突变及

L22 的 S170P 突变,1 株大环内酯类敏感株出现 L4 的 K27N 突变;23S rRNA II 区无突变。在四环素

类耐药机制分析中,未扩增出四环素类结合位点 tet 基因片段,16S rRNA 基因未出现突变。在喹诺酮

类耐药机制分析中,全部临床分离株的 gyrB 均未出现突变;6 株大环内酯类敏感株和 1 株耐药株均出

现 gyrA 的 D149G､ A533S 和 C705G 突变,1 株大环内酯类敏感株出现 gyrA 的 D149G､ A533S 突

变;5 株大环内酯类敏感株和 2 株耐药株出现 parC 的 R454C､ G652R 突变。 
结论 2014 年北京地区儿童 MP 感染率以学龄期 高,无明显性别差异,与国内外报道相符。MP 临床

分离株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以 23S rRNA V 区点突变为主,包括 A2063G､ A2064G､ 两个位点

同时突变三种情况,未发现四环素类､ 喹诺酮类临床耐药株。2014 年 MP P1 基因分型以 I 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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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糖体蛋白 L4､ L22 及喹诺酮类耐药相关基因片段发现多个点突变及其引起的氨基酸序列改变,此
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PU-0692 

儿童先天性完全性气管环的临床特点分析 
 

丘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儿童先天性完全性气管环(CCTR)的临床特点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7 年 6 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住院治疗并经支气管镜检查的

2004 例患儿,其中 16 例确诊 CCTR,对 CCTR 的临床特点､ 影像学表现､ 支气管镜下特征､ 治疗进

行综合分析。 
结果 16 例中 10 例表现为反复咳嗽､ 喘息,5 例表现为喉喘鸣,1 例为气管插管困难,1 例为撤机困

难。9 例 CCTR 位于气管,4 例位于气管及支气管,3 例位于支气管。除外气/支气管狭窄,9 例合并其

他呼吸系统畸形,11 例合并心血管系统畸形,仅 3 例为单纯 CCTR。所有病例均经支气管镜检查确

诊。治疗及转归:通过抗感染治疗,所有患儿均肺炎控制出院,平均住院日 10.75 天,超过同期社区获得

性肺炎平均住院日 3.56 天。 
结论 本研究表明 CCTR 的患儿临床大多表现为反复喘息和/或喉鸣, 易同时伴发支气管､ 肺发育异

常及心血管系统畸形。多数患儿容易发生反复下呼吸道感染。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 CCTR 的金标

准。 
 
 
PU-0693 

PM2.5 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湛美正,马伟慧,卢贺敏,叶乐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研究直径小于 2.5 微米细颗粒物(PM2.5)对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观察 PM2.5 对小鼠及哮喘小

鼠肺组织 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11βHSD)1､ 11βHSD2 表达的调控,探讨其促炎机制。 
方法 42 只 BALB/c 幼年小鼠随机分为 6 组:正常组(NC 组),PM2.5 低剂量组(NP1 组),PM2.5 高剂量

组(NP2 组),哮喘组(AC 组),哮喘+ PM2.5 低剂量组(AP1 组),哮喘+PM2.5 高剂量组(AP2 组)。建立

小鼠过敏性哮喘及 PM2.5 暴露模型。行细胞计数,HE 染色,ELISA 检测细胞因子,并应用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肺组织 11βHSD1､ 11βHSD2 的表达。 
结果 (1)NP2 组､ AC 组､ AP1 组､ AP2 组 BALF 淋巴细胞数计数及比例､ 嗜酸粒细胞计数及比例

较正常组均增高,AP2 组中嗜酸性粒细胞数高于 AC 组及 AP1 组(P<0.01)。(2)AP1 组及 AP2 组

BALF 中 IL-4 浓度､ IL-5 浓度较正常组升高,其 IFN-γ 浓度较正常组降低(P<0.01)。AP2 组 BALF 中

IL-4 浓度､ IL-5 浓度较 AC 组及 AP1 组升高,其 IFN-γ 浓度较 AC 组及 AP1 组降低(P<0.05)。
(3)NP2 组 11βHSD1 mRNA 的表达较正常组升高,AP2 组 11βHSD1 mRNA 的表达较正常组降低(P
﹤0.01)。NP2 组及 AP2 组 11βHSD2 mRNA 的表达较正常组升高(P﹤0.05)。(4)NP1 组､ NP2 组

､ AC 组其 11βHSD1 和 11βHSD2 的蛋白表达较正常组升高,AP2 组 11βHSD2 的表达高于 AC 组

和正常组(P<0.05)。 
结论 (1)PM2.5 促进小鼠及哮喘小鼠 Th2 细胞免疫反应,破坏 Th1/Th2 免疫平衡。(2)PM2.5 可上调

小鼠肺组织 11βHSD1,高剂量 PM2.5 下调哮喘小鼠 11βHSD1 的表达。(3)PM2.5 可上调正常及哮

喘小鼠肺组织 11βHSD2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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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4 

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洗液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覃萍,吴曙粤,石玲东,王艳宁,张玫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2 

 
 
目的 探讨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洗液对婴幼儿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我院住院的 80 例婴幼儿社区获得性肺炎,根据随机数字表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观察组予静滴头孢唑肟钠联合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洗液,对照组予静滴

头孢唑肟钠,观察两组治疗前后主要症状和体征的缓解时间､ 住院时间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症状改善率为 82.13%,对照组为 65.52%(P<0.05)。观察组主要症状､ 体征完全

缓解时间及出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 或 P<0.01)。 
结论 婴幼儿支气管炎洗液辅助治疗婴幼儿社区获得性肺炎起效快且疗效肯定､ 无明显副作用､ 使

用安全。 
 
 
PU-0695 

维生素 D 水平与婴儿气道软化的关系探讨 
 

钟琳,丘力,陶庆芬,陈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 1 岁以内婴儿维生素 D 水平,通过比较气道软化与无气道软化者之间的维生素 D 水平,探
讨维生素 D 水平与婴儿气道软化之间是否存在相应关系。 
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至 6 月间进行支气管镜检查的 1 岁以内婴儿,分为气道软化组与对照组,其中确

诊喉软化症､ 气管及支气管软化的患儿纳入观察组､ 排除同时存在反复呼吸道感染､ 重症肺炎及先

天性心脏病或大血管畸形者,无喉､ 气管及支气管软化者纳入对照组,两组患儿按年龄配对。行支气

管镜检查后测定血清患儿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

著性。 
结果 共纳入患儿 48 例,观察组 18 例,对照组 30 例,其中男性 30 例,女性 18 例;年龄 9 天~12 月,平均

年龄 0.57±0.34 岁;体重 2.1-11.5kg,平均体重 6.93±2.31kg;喉软化症 14 例,气管软化 2 例,支气管软

化 4 例,喉软化合并支气管软化 2 例;两组之间患儿的性别､ 年龄､ 体重及基础疾病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观察组与对照组的 25 羟维生素 D 分别为 21.65±7.78ng/ml､ 35.34±11.47ng/ml,两者比

较,p<0.05,95%可信区间[-19.85,-7.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维生素 D 水平不足。 
结论 气道软化患儿维生素 D 水平不足,并显著低于同年龄对照组患儿,提示维生素 D 水平低下可能

是导致婴儿气道软化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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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6 

Clinical efficacy of nebulization of budesonide combined 
with ambroxol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s with aspiration 

pneumonia 
 

Chen Qionghua,Zheng Jingyang,Lin Yintao,Zeng Li‘e,Liu Yanyan,Lin Chunyan,Zhang Tan 
Quanzhou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amen Medical College 362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nebulization of budesonide combined with 
ambroxol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s with aspiration pneumonia.  
Methods 106 cases of aspiration pneumonia admitted to Quanzhou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amen Medical College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he 
therapy of oxygen, correcting water and electrolyte disorders, cleaning respiratory tract and other 
conventional measures,while the infa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udesonide and 
ambroxol inha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n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4.34% in the study group and 79.2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ymptoms such as foam, dyspnea, perioral cyanosis, lung rale and other symptoms and 
signs, as well as the total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s Inhalation of budesonide and ambroxol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of infants with aspiration pneumonia, shortened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could be widely applied. 
 
 
PU-0697 

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诊治进展 
 

肖兰,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ronchiolitis obliterans,BO)是下呼吸道炎症损伤引起并导致其狭窄或完全

闭塞,以小呼吸道阻塞和气流受限 
为特点的较为少见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上以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为主。 
方法 儿童 BO 多继发于下呼吸道的严重感染。目前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诊断主要依赖于临床表现､

肺功能､ 高分辨 CT 等。 
结果 目前治疗方法包括:糖皮质激素､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支气管扩张剂､ 免疫抑制治疗､ 外科手

术､ 肺移植等治疗。 
结论 本文对儿童 BO 的常见病因､ 诊断和治疗的 新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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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8 

红霉素､ 阿奇霉素序贯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汪龙辉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332000 

 
 
目的 探讨红霉素､ 阿奇霉素序贯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 随机､ 对照研究方法,将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24 例肺

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序贯组 62 例和对照组 62 例,序贯组先静脉滴注红霉

素,20~30mg/kg·d,分 2 次给药,连续滴注 5d,后改用口服阿奇霉素,10mg/kg,1 次/d,连续用 5d;对照组

口服阿奇霉素,10mg/kg,1 次/d,连续用药 5d,停药 2d,再继续口服阿奇霉素 10mg/kg,1 次/d,连续用药

3d,两组疗程均为 10 天。然后,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有效率,临床症状评分､ 临床症状持续时间和症状

改善率;并记录患儿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本研究实际收集有效病例 121 例,其中序贯组 61 例,对照组 60 例。序贯组总有效率为 96.7%,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8.3%,序贯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序贯组咳嗽､ 喘息､ 湿啰音､

吸困难等临床症状改善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序贯组在咳嗽､ 喘息､ 湿啰音､ 呼吸困难等临床

指标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方面均少于对照组(P 均<0.05);两组治疗前后 ALT､ AST､ BUN､ Cr 均在

正常范围内,对生命体征和肝肾功能影响较小;序贯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3.1%(8/61),对照组为

8.3%(5/60),两组患儿总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69,P=0.301)。 
结论 红霉素､ 阿奇霉素序贯疗法能够显著提高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疗效,缩短临床症状消失时间,而
且安全性高。 
 
 
PU-0699 

吸入糖皮质激素不同时间患儿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观察 
 

何莉 
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 518026 

 
 
目的 观察哮喘患儿长期吸入糖皮激素后,不同时间血清 IgE､ TNF-α､ IL-8､ IL-17 水平的变化,并探

讨这些炎性因子在哮喘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急性发作期组､ 缓解期组､ 对照组患儿血清 IgE､ TNF-α､
IL-8､ IL-17 水平,并对接受糖皮质激素吸入治疗的哮喘患儿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观察,对患儿上述血

清炎性因子进行治疗前､ 中､ 后的对比分析。 
结果 急性发作期组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中 Ig E､ TNF-α､ IL-8､ IL-17 水平明显高于缓解期组和对

照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1<0.05);缓解期组哮喘患儿血清 Ig E､ TNF-α､ IL-8､ IL-17 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2<0.05)。急性发作期组儿童治疗后 3､ 6､ 12 个月血清 Ig E､
TNF-α､ IL-8､ IL-17 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水平

逐渐降低。 
结论 Ig E､ TNF-α､ IL-8､ IL-17 参与了哮喘急性发作的发病过程,长期吸入糖皮质激素是治疗儿童

哮喘的重要手段,其作用与下调血清中 Ig E､ TNF-α､ IL-8､ IL-17 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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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00 

细菌溶解产物治疗小儿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徐博异,栾斌,张艳丽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评估细菌溶解产物(泛福舒)治疗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ACS)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0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 40 例 2 岁-11 岁诊断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UACS)患儿的临床资料,口服细菌溶解产物(泛福舒)治疗,用药 3 个月,随访半年。观察用药后患儿临

床症状的改变及呼吸道感染次数､ 腺样体肿大的程度。 
结果 总有效率达 97.5%,咳嗽症状基本消失(p﹤0.05)腺样体肿大逐渐缩小(p﹤0.05) 
呼吸道感染次数明显减少(p﹤0.05),每次感染病程缩短(p﹤0.05),仅有 1 例反复呼吸道感染,腺样体

持续肿大,未发现该要有不良反应。 
结论 口服细菌溶解产物(泛福舒)治疗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ACS)疗效明显,安全性高,依从性好。 
 
 
PU-0701 

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特征及其相关性分析 
 

舒林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通过比较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和一般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基本情况､ 临床表

现､ 感染指标和心肌酶谱的差异,旨在为儿童 RMPP 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根据 MPP 病例正规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5d 及以上的病情好转情况,将患儿分为 RMPP 组和

MPP 组。检测两组患儿的 WBC､ Ne (%)､  Lc (%)､ CRP､ PCT､ AST､ CK､ CK-MB 和 LDH 水

平,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基本情况:合计共纳入 703 例 MPP 患儿,其中 RMPP 组 152 例。两组性别比分别为:0.85:1
和 0.97:1;平均年龄分别为 5.10±2.88 和 4.84±2.90 岁。以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RMPP 组的住院时间中位数为 7.50 天,长于 MPP 组的 6.00 天(P<0.01)。 
2､ 临床表现:RMPP 组入院第一天的热峰远高于 MPP 组(38.75 vs 37.60,P<0.01);RMPP 组哮鸣音

的比例则远低于 MPP 组(15.1% vs 25.2%,P=0.009)。两者在咳嗽､ 胸痛､ 呼吸困难及湿啰音方面

均无明显差别(均 P>0.05)。 
3､ 感染指标和心肌酶谱:RMPP 组和 MPP 组的 WBC 分别为 7.65(5.83-10.03)和 7.85(6.28-
10.86);Ne (%)分别为 58.43±16.24 和 54.98±17.24;Lc (%)分别为 32.44±14.98 和 35.53±16.09; 
CRP 分别为 10.00(5.00-25.00)和 9.00(5.00-19.00);PCT 分别为 0.11(0-0.21)和 0(0-0.17);二者的

Ne (%)､ Lc (%)和 PCT 水平具有明显差异(均 P<0.05),而 WBC 和 CRP 无差别(均 P>0.05)。
RMPP 组和 MPP 组的 AST 分别为 38.00(31.25-49.00)和 36.00(30.00-44.00);CK 分别为

81.00(61.00-107.75)和 85.00(61.00-129.75);CK-MB 分别为 16.50(14.00-21.00)和 18.00(15.00-
23.00);LDH 分别为 390.00(326.25-497.50)和 340.00(288.50-418.50)。二者除 CK 水平无差别外

(P=0.281),其余心肌酶指标均存在明显差异(均 P<0.05)。 
4､ 多因素分析和 ROC 曲线: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热峰､ CK-MB､ LDH 与儿童 RMPP 密切

相关(OR 值分别为 1.343,0.963 和 1.003)。ROC 曲线显示,利用热峰､ CK-MB 和 LDH 诊断儿童

RMP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47,0.570 和 0.637。 
结论 MPP 患儿早期高热,且 Ne (%)､ PCT 及 AST､ LDH 水平升高。高热联合 LDH 水平升高对儿

童 RMPP 的早期识别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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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02 

基于真实世界研究分析槐杞黄颗粒辅助治疗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 

 
李文,王敏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443003 
 

 
目的  在真实世界背景下观察槐杞黄颗粒辅助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有效性及临床安全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 开放､ 登记注册的研究方法,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来院就诊的哮喘

儿童,采用自然分组,连续观察 20 周,分析在真实条件下,不同治疗方案下首次哮喘发生率､ 首次哮喘

发作发生时间及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GINA 方案组首次哮喘发生例数为 17 例,发生率 34.6%(17/49),GINA 方案+槐杞黄颗粒组首次

哮喘发生例数为 4 例,发生率 13.8%(4/29)。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法比较哮喘患儿中 GINA 方案+
槐杞黄颗粒组与 GINA 方案组首次哮喘发作的差异性,结果显示 GINA 方案组首次哮喘发作的发生率

明显高于 GINA 方案+槐杞黄颗粒组(log-rank P < 0.05);经 Cox 回归法校正,GINA 方案组首次发生

哮喘的风险是 GINA 方案+槐杞黄颗粒组组患儿的 3.756 倍(CI = 1.215 ~ 11.613,P = 0.022)。在该

研究中,未发现服用槐杞黄颗粒后的不良反应。 
结论 槐杞黄颗粒辅助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疗效显著,其不良反应少,值得推广。 
 
 
PU-0703 

Multi-label Random Forest based Early Pathogen Diagnosis 
of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in Children 

 
Li Wenhao1,Jin Bo1,Zha Hongyuan1,Shu Linhua2,Xu Jiangjiang2 

1.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Disease,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ghai 

 
 
Objective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 is an important disease threatening 270 
million children in China, and causes death under inappropriate treatment. Usually, CAP is 
infected by bacteria, virus, mycoplasma and chlamydia. There is an urgent issue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AP. Most guidelines suggest that bacteria are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But some new Asian investigations report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mycoplasma is increasing. Physicians lack of evidence to diagnose the mycoplasma 
pathogen at the admission. Double serum detections in acute and convalescent periods are 
needed to diagnose mycoplasma , which cost about 7 days. Incorrect diagnosis results in 
antibiotic overuse. Besides, the existence of cross-infection phenomenon brings in more difficult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stablish a data-driven solution for the early pathogen diagnosis of 
CAP in children. With th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 an auxiliary 
diagnosis for mycoplasma pathogen, as well as its cross-infections, can be made to help 
clinicians within 48 hours after the CAP children's admission. 
Methods The key idea of our work is utilizing the full course of CAP disease data to train a 
classifier for early pathogen diagnosis. From June 2014 to May 2015, we consider 2800 CAP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ghai. The EHR data includes clinical notes, 
lab data, temperature waves (which are measured every 2 hours, and every 0.5 hours if the 
patient is having a fever), and CT radiograph. Using the method in the NEJM2015 paper by S. 
Jain et al., and with the help of doct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disease, we study all the 
cases retrospectively. Finally, 642 patients (bacteria 269, virus 214, mycoplasma 376, cross-
infection 189) are enrolled, which have been in hospital for more than 10 days, and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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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genically diagnosed. We use mutual information to filter the data in gathered in the first 48 
hours after admission. 34 features are selected, including 8 temperature points, and 26 kinds of 
common lab data, such as the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Albumin, Procalcitonin, C-reactive 
protein, Calcitonin Zymogen, etc. We utilize random forest to establish the early pathogen 
diagnosis model. First, a single-label classifier is trained to diagnose whether the CAP children is 
mycoplasma infected or not. Then, a multi-label 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is built to achieve cross-
infection mycoplasma patients. 
Results Pathogen diagnosis accuracy, F1 score and AUC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early diagnosis models. Besides, 10-folder cross-validation is executed to verify 
their generalization capability. Our random forest based model achieve 81%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for mycoplasma diagnosis, and the proposed multi-label random forest model can 
detect cross-infected mycoplasma patients with 63% accuracy. Besides, the F1 score and AUC 
evaluation shows that our models outperform than other typical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such 
as logistic regression, KNN, and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multi-label random forest based early diagnosis models are proposed 
to diagnose the mycoplasma and cross-infection CAP with 48 hours after admission. Only using 8 
temperature points and 26 common lab data features, our models achieve noticeable 
performance. Our work can be used to establish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system, and help 
physicians to solve the clinical problem, i.e. early diagnosing CAP pathogen, then choosing the 
right antibiotic. 
 
 
PU-0704 

85 例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分析 
 

李彦玲,栾斌,黄先杰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上气道咳嗽综合征(UACS)的临床特点,探讨病因构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 85 例 2 岁-11 岁 UACS 患儿的临

床资料。 
结果 均以慢性咳嗽为主要症状,70.5%的患儿有打鼾,77.8%的患儿有鼻塞,34.2%患儿有打喷

嚏,21.2%的患儿有揉鼻子动作,56.7%的患儿咽部有异物感,23.5%的患儿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病史。

慢性鼻炎/鼻窦炎占 71.7%(61 例),慢性变应性鼻炎 16.5%(14 例),单纯腺样体肥大占 11.8%(10
例),27.1%的患儿曾被误诊为哮喘。在 UACS 中,副鼻窦 CT 异常者占 80.5%,39.7%的患儿查过敏原

为多源性过敏。 
结论 UACS 是引起慢性咳嗽的重要原因,副鼻窦 CT､ 过敏原检测对本病诊断有重要价值。 
 
 
PU-0705 

气管支气管软化症合并肺炎患儿与单纯肺炎患儿 
的下呼吸道病原学特点对比分析 

 
谢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5 
 

 
目的 了解气管支气管软化症(Tracheobronchomalacia,TBM)合并肺炎患儿单纯肺炎患儿下呼吸道病

原学分布特点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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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 337 例

TBM 合并肺炎患儿(病例组)及 337 例单纯肺炎患儿(对照组)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病原学资料,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1､ 病例组 BALF 标本培养病原检出率为 59.3%(200/337),共分离出 224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

性菌 59 株(26.3%),革兰阴性菌 144 株(64.3%),真菌 21 株(9.4%),检出率 高的四种病原菌为肺炎链

球菌(19.6%)､ 大肠埃希菌(18.3%)､ 肺炎克雷伯菌(14.7%)､ 副流感嗜血杆菌(7.6%);对照组 BALF
标本培养病原检出率为 47.2%(159/337),共分离出 173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 61 株(35.3%),革
兰阴性菌 101 株(58.4%),真菌 11 株(6.4%),检出率 高的四种病原菌为肺炎链球菌(56%)､ 副流感

嗜血杆菌(12.1%)､ 肺炎克雷伯菌(11.6%)､ 大肠埃希菌(9.2%);2､ 病例组呼吸道七种病毒检出率为

41.7%(58/139),前三位为呼吸道合胞病毒(58.7%)､ 副流感病毒 3(28.6%)､ 流感病毒 A(6.3%),对照

组检出率为 35.1%(33/94),前三位为呼吸道合胞病毒(73.5%)､ 副流感病毒 3(20.60%)､ 腺病毒

(2.90%)､ 流感病毒 A(2.90%);3､ 病例组肺炎支原体检出率 5.7%､ 肺炎衣原体检出率 0,对照组肺

炎支原体检出率 0.8%､ 肺炎衣原体检出率 0。 
结论 1､ TBM 合并肺炎与单纯肺炎患儿下呼吸道感染均以细菌感染为主,且革兰阴性杆菌感染排首

位,革兰阴性菌感染中大肠埃希菌感染比例前者明显高于后者;2､ 呼吸道合胞病毒是 TBM 合并肺炎

与单纯肺炎患儿下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第一位病原,前者检出率大于后者;3､ 本研究中肺炎支原体少见,
未发现肺炎衣原体感染。 
 
 
PU-0706 

T 形管置入治疗气管切开术后高位气管软化病例 1 例 
 

黄寒,钟礼立,陈敏,丁小芳,林琳,魏桑子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 T 形管在高位气管软化型狭窄病例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报道 1 例气管切开术后高位气管软化病例的救治过程,探讨 T 形管在此类病例中的应用 
结果 3 月男孩,因“喉鸣 3 月余,反复气促､ 声嘶 1 月余,气切术后 24 天”入院;生后有“重症肺炎”病史,
并给予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出院后反复出现呼吸困难,因再次插管困难,行紧急气管切开术。支气

管镜检提示声门下腔环形狭窄,初期以激光消融及冷冻等综合治疗后通畅声门下腔,遂拔除气切导管,
拔管后患儿再次出现呼吸困难,行二次气管切开术,支气管镜检提示声门下腔通畅,但气切口近端管腔

软化塌陷致呼吸困难,予以采用保留气切导管同时于气管上段放置直筒形硅酮支架(Dumon 支架),支
架放置后短期内即出现痰液储留及反复支架移位等并发症,1 周后取出 Dumon 支架;予更换为 T 形管

置入,T 管上缘位于声门下,致声门下腔反复肉芽生长,3 月后予更换 T 管,使 T 管上缘超过声带水平约

0.5-1.0cm,更换支架后肉芽生长较前减少,未再出现阵发性呼吸困难,目前已放置 T 形管 1 年,患儿运

动发育较前明显好转,几乎已追赶上双胎的同胞兄弟,T 形管在挽救了该患儿生命的同时也提供了较

高的生活质量。 
结论 T 形管可适用于高位气管软化型狭窄的治疗,狭窄部位紧邻声带时,T 形管上缘可考虑略超出声

带水平;T 形管放置后,后续的 T 管维护及抗反流治疗等措施是获得良好的远期疗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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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07 

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慢性咳嗽诊疗中的应用研究 
 

沈丹琪,张晗,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慢性咳嗽是儿童呼吸系统的常见症状,其临床表现多样､ 原因复杂,往往经过详细的病史询问､

查体及常规辅助检查后仍不能确诊。近年来,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科得到了广泛应用,本研究旨在探讨

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童慢性咳嗽的诊断及治疗上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因慢性咳嗽就诊､ 需完善纤维支

气管镜检查进一步诊断及治疗的 113 例患儿,对上述患儿进行支气管镜下病因及临床特点的分析,并
对其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进行病原学检查,对慢性咳嗽患儿进行病因､ 病原诊断并进行治疗。 
结果 113 例慢性咳嗽患儿中,男孩 64 例(56.6%),女孩 49 例(43.4%),以 5 岁以下儿童多见,有 85 例

(75.2%);完善纤维支气管镜后诊断支气管异物 30 例(26.5%)､ 感染后咳嗽 20 例(17.7%)､ 咳嗽变异

性哮喘 19 例(16.8%)､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14 例(12.4%)､ 气道畸形 14 例(12.4%)､ 迁延性细菌性

细支气管炎 9 例(7.9%)､ 闭塞性支气管炎 4 例(3.6%)､ 支气管结核 3 例(2.7%);BALF 中 常见的是

肺炎链球菌感染; 主要的不良反应是操作中由于气道阻塞引起的低氧。 
结论 本研究发现支气管异物､ 感染后咳嗽､ 咳嗽变异性哮喘､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及气道发育畸形

为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导致慢性咳嗽的病原体以肺炎链球菌及肺炎支原体常见。纤维支气管镜在

先天气道发育性疾病的诊断､ 病原体的检测及支气管异物的治疗上有着明显优势;因此对于反复就

诊及治疗效果不佳的慢性咳嗽患儿,可以进行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明确诊断及治疗。 
  
 
 
PU-0708 

咳嗽变异性哮喘与典型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 化氮､ 肺功能 

特点及相关性分析 
 

白婧,冯雍,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 CVA)与典型哮喘(classic asthma,CA)患儿呼出气

一氧化氮(Exhaled nitric oxide,FeNO)及肺功能的特点和相关性,评估呼出气一氧化氮和肺功能在儿

童咳嗽变异性哮喘诊断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为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和

方法。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之间,沈阳盛京医院儿科门诊及儿呼吸病房诊治的咳嗽变异

性哮喘急性期患儿 45 人(A 组),治疗后规律复诊的咳嗽变异性哮喘缓解期患儿 29 人(B 组),典型哮喘

急性发作期患儿 45 人(C 组),定期复诊的典型哮喘缓解期患儿 45 人(D 组),儿保门诊健康体检儿童

20 人(E 组)作为健康对照组。分别行呼出气一氧化氮,肺功能,舒张试验检查,收集相关数据并对比分

析各检测结果之间的特点及相关性。 
结果 1.CA 急性期组 FeNO 值高于 CVA 急性期组(P=0.010),但两者和 CA 缓解期组无差异(P
均>0.05);CVA 急性期组 FeNO 值高于 CVA 缓解期组(P=0.032),CVA 缓解期组和对照组无差异

(P>0.05),但两者低于 CA 缓解期组(P 均<0.05)。 
2.CVA 急性期组和缓解期组 FVC､ FEVl 与 CA 发作期组相比有明显差异(P<0.001),CVA 急性期组

与 CVA 缓解期组无差异(P>0.050),但前者高于对照组(P<0.050),CVA 急性期 MEF75､ MEF50､
MEF25､ MMEF 与对照组及 CA 急性期组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P 均<0.001),和 CVA 缓解期亦有差

异(P<0.050)。CA 发作期组吸入沙丁胺醇后 FEV1 的改善率显著高于 CVA 急性期组､ CVA 缓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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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对照组(P 均<0.001),CVA 急性期组与 CVA 缓解期组无差异(P>0.050),但两者均高于对照组

(P<0.050)。 
3.CA 急性期组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率为 64.44%,CA 缓解期组为 22.22%,而 CVA 急性期组支气管

舒张试验阳性率仅为 22.22%,CVA 缓解期组为 20.69%,对照组为 0。 
4.除对照组 FeNO 和 FEV1(r=-0.474,P=0.035)､ MEF25(r=-0.456,P=0.044)有相关性外,其余各组

FeNO 与肺功能各指标无相关性(P 均>0.05)。 
结论 1.CVA 气道炎症反应相对较轻,肺功能损害介于 CA 和正常之间,主要表现在小气道的改变上,大
气道尚未明显受损,CA 的肺功能则存在不同程度的大气道和小气道的阻塞,通过系统治疗,FeNO 值

和小气道功能均可明显改善。 
2. 单纯参考 FEV1 改善率,将会降低哮喘和咳嗽变异性哮喘阳性率。 
3. 正常儿童 FeNO 和 FEV1､ MEF25 具有负相关性,本研究尚未发 CVA 和 CA 的 FeNO 和肺

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4. FeNO 和小气道的改变有助于 CVA 的早期诊断。 

 
 
PU-0709 

钾离子通道 Kv1.3 与中性粒细胞哮喘中 TH17/Foxp3+Treg 
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研究 

 
周倩兰,王天玥,李淼, 王植嘉 ,尚云晓 

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18940252136@163.com 
 

 
目的 在 T 细胞的各亚型上,电压依赖性钾通道(voltage dependent potassium channel, Kv1.3)广泛

分布,其表达数量同 T 细胞亚型､ 细胞分化状态以及细胞活化状态均有相关,T 细胞亚群的表达与某

些 T 细胞介导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哮喘是一组由多种细胞以及多种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

炎症性疾病,其中淋巴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在哮喘的发生及发展机制中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有部

分研究发现:某些重症哮喘,职业性哮喘以及糖皮质激素治疗抵抗的哮喘,其局部炎症反应改变主要是

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且同 Foxp3+Treg 和 Th17 淋巴细胞活性密切相关。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在中

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中,Kv1.3 钾离子通道的表达及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调控。 
方法 雌性 BALB/c 小鼠 32 只,分为 4 组,每组 8 只:①对照组:②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组于实验第 0 天､

7 天和 14 天各致敏 1 次:卵蛋白+内毒素致敏液鼻腔逐滴滴入,1% 卵蛋白溶液雾化吸入,每日 1 次,每
次 30min,2 周连续雾化。③中性粒细胞性哮喘 PAP-1 治疗组:每次雾化前 30 分钟腹腔注射 Kv1.3
拮抗剂 PAP-1(5-((4-Phenoxybu toxy)psoralen)(40mg/kg)④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地塞米松治疗组:每
次雾化前 30 分钟腹腔注射地塞米松(1mg/kg)。于激发 24 小时行小鼠动物无创性肺功能检测气道阻

力;小鼠 BALF 中白细胞总数细胞分类计数测验证哮喘模型;HE 染色及 Masson 染色评价哮喘气道炎

症;疫组织荧光检测 kv1.3 钾离子通道在肺组织的定位;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肺组织中 kv1.3 钾离子

通道蛋白表达量;ELISA 检测血浆及肺泡灌洗液中 IL-10､ IL-17 水平。 
结果 Kv1.3 钾离子通道蛋白在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气道及肺泡上皮区域表达增高,在肺泡灌洗液 CD4+

淋巴细胞上 Kv1.3 钾离子通道电流强度增加。Kv1.3 钾离子通道拮抗剂 PAP-1 能降低中性粒细胞性

哮喘小鼠的气道高反应性,减少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小鼠的气道炎症病理改变,其作用优于地塞米松治

疗组。能增高减少肺泡灌洗液中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但其中降低嗜酸性粒

细胞百分比作用较地塞米松治疗组弱(p<0.05)。Kv1.3 钾离子通道拮抗剂 PAP-1 能抑制能升高中性

粒细胞性哮喘小鼠血清及肺泡灌洗液中的 IL-10 水平,降低 IL-17 水平。其作用较地塞米松治疗组更

显著(p<0.05)。 
结论 Kv1.3 钾离子通道蛋白在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气道及肺泡上皮区域表达增高,其拮抗剂可降低中

性粒细胞性哮喘小鼠的气道高反应性,减轻气道炎症反应,为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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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0 

Kv1.3 钾离子通道通过 ERK1/2/NF-κB 信号通路 
调节哮喘小鼠气道炎症反应 

 
周倩兰,王天玥,李淼, 王植嘉,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在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中,Kv1.3 钾离子通道的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

调控机制。 
方法 雌性 BALB/c 小鼠 32 只,分为 4 组,每组 8 只:①对照组:②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组于实验第 0 天､

7 天和 14 天各致敏 1 次:卵蛋白+内毒素致敏液鼻腔逐滴滴入,1% 卵蛋白溶液雾化吸入,每日 1 次,每
次 30min,2 周连续雾化。③中性粒细胞性哮喘 PAP-1 治疗组:每次雾化前 30 分钟腹腔注射 Kv1.3
拮抗剂 PAP-1(5-((4-Phenoxybu toxy)psoralen)(40mg/kg)。Western blot 检测肺组织中 ERK1 / 
2,ERK1/2,IκBα,p-IκBα,胞浆和胞核 NF-κB 蛋白含量水平 
结果 在肺组织中,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组 ERK 的磷酸化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ERK 磷酸

化水平在对经 PAP-1 干预后显著下降。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组较正常对照组 IκBα 磷酸化水平明

显增高,表现为 IκBα 蛋白表达下降而 p-IκBα 蛋白表达增高(P<0.01)。其给予 PAP-1 干预后 IκBα 蛋

白水平显著增高而 p-IκBα 蛋白表达降低(P<0.0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组脾

单核细胞中 NF-κB p65 在胞浆中表达明显减少,在细胞核中 NF-κB p65 蛋白表达显著增高

(P<0.01)。而 PAP-1 干预后 NF-κB p65 蛋白在胞浆中表达明显增高,在细胞核中表达降低

(P<0.01)。 
结论 ERK1/2/NF-κB 信号通路活化参与了内毒素及卵蛋白联合诱导的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炎症反

应,kv1.3 钾离子通道抑制剂可能是通过抑制 ERK1/2/NF-κB 信号通路激活,从而抑制小鼠气道炎症反

应。 
 
 
PU-0711 

随州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王小菊,张霜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目的 分析随州地区儿童急性呼吸道肺炎支原体(MP)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

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在随州市中心医院儿科住院就诊的 20454 例呼吸道疾病患儿

的血清标本, 采用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IFA),(PNEUMOSLLDE IgM),检测人血清中 MP 的 IgM 抗体,对不同季节､ 性别及年龄的 MP 感染

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454 例儿科呼吸道疾病的住院患儿中,MP 感染总阳性率 21.25%,其中男 19.18%,女 25.62%,
男女阳性检出率之比为 1∶1.34。女性多于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年龄组 MP 阳性

率:<1 岁 8.17%, 1~3 岁 21.71%,3~7 岁 39.71%, 7~14 岁 21.80%,各年龄组感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随年龄增加 MP 检出率增加。春､ 夏､ 秋､ 冬阳性率分别为 25.87%､ 39.78%､ 13.70%､
8.64%。2015 年夏季 MP 阳性率 高为 43.41% (672/1548)。 
结论  MP 感染全年均有发病, 夏季 MP 感染高发季节,女性检出率高于男性。学龄前期儿童是高发人

群,3-7 岁组感染阳性率 高。发病呈低龄化趋势。有必要加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诊断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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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2 

毛细支气管炎与巨细胞病毒感染相关性研究 
 

刘文强,王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毛细支气管炎(毛支)与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相关性,以及外周血 Th1_Th2 类细胞因子

的表达变化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40 例,其中轻度组 24 例,重度组 16 例,以近期无感染的小儿

外科术前患儿 20 例为对照组。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各组尿液中 CMV 拷贝数,ELISA 方法检测

各组外周血中 INF-γ 以及 IL-4 的表达,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毛支组 CMV 感染率明显升高(P<0.05),且重度毛支组感染率高于轻度组

(P<0.05)。毛支组 INF-γ 水平降低,IL-4 升高,且重度毛支组改变更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特别是重症者,CMV 感染率高,可能与 CMV 感染致 Th1_Th2 失衡有关 
 
 
PU-0713 

中性粒细胞在肺炎支原体感染后肺损伤中的作用 
 

石双,赵德育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性粒细胞在 MP 感染后肺损伤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对 128 例 MPP 患儿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 23 例 IAMPP(炎症进展 MPP)病例和 105 例

NIAMPP(非炎症进展 MPP)病例。收集并分析临床特征､ 实验室数据､ 胸片结果。此外,建立小鼠

MPP 模型和粒缺模型,通过病理 HE 染色以及肺 浆蛋白浓度､ 血清蛋白浓度测定研究肺部炎症损

害情况,检测 MPO､ SOD､ MDA 水平试图从氧化-抗氧化角度阐释中性粒细胞在 MP 感染后引起的

肺损伤作用。 
结果 结果发现 IAMPP 组较 NIAMPP 组热程更长以及肺外并发症更常见。此外,IAMPP 组患者的胸

片炎症评分在治疗前后均高于 NIAMPP 组,同时 IAMPP 组在大环内酯类药物规范化治疗一周后外周

血白细胞计数,N %和 CRP 要高于 NIAMPP 组。同时,发现 N %与治疗 7 天后胸片炎症评分及热程

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动物实验部分,成功建立小鼠 MPP 模型和粒缺模型。粒细胞正常组小鼠较粒缺

组小鼠在 MP 感染后存在更明显的炎症浸润。同时粒细胞正常组小鼠在 MP 感染后肺组织 MPO､
MDA 水平增加,和肺 浆蛋白浓度/血清蛋白浓度的升高以及 SOD 水平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粒缺

组。 
结论 因此,我们认为中性粒细胞在 MP 感染后会导致肺损害加重,其作用可能是因其过度反应引起的

氧化-抗氧化失衡造成。 
 
 
PU-0714 

重庆地区副流感病毒感染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 
 

苏若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重庆地区住院患儿人副流感病毒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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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全院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住院患儿,取其痰标本应用呼吸道免疫荧光法检测副流感病毒抗

原。 
结果 19638 例痰标本中有 1557 例 HPIV 抗原阳性(7.93%),其中 HPIV1 有 184 例(11.82%),HPIV2
有 20 例(1.28%),HPIV3 占多数,有 1369 例(87.03%);男 993 例(63.78%),女 564 例(36.22%);以春

(35.65%)､ 夏(36.87%)为发病高峰;婴儿组占比例 大,为 67.57%。除外不符合标准的病例,纳入

131 例作为分析,主要表现为咳嗽(96.95%)､ 发热(44.27%)､ 喘息(36.64%),多数有胃肠道症状,胸片

多提示肺炎或仅双肺纹理增多,诊断主要为各种肺炎及支气管炎,有 16 例百日咳综合征。113 例未使

用抗生素且 131 例均治疗后好转出院。 
结论 重庆地区副流感病毒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体,HPIV3 感染多见,春夏多发,小于 1 岁好发,
主要诊断为肺炎及支气管炎,临床表现有其特点,结合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有利于诊治。 
 
 
PU-0715 

儿童哮喘家庭管理方式测评量表的研制及信效度检验 
 

邢娅娜,张玮,顾希茜,位珍珍,段红梅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0029 

 
 
目的 按照量表编制程序,运用深入访谈法､ 借鉴相关测量工具､ 参考国内外指南中的相关内容编制

符合我国文化背景和基本国情的哮喘儿童家庭管理方式量表,并对该量表进行条目分析和信度､ 效

度检验。 
方法 (1)以慢性病儿童家庭管理方式框架为理论依据,参考国内已开发的慢性病儿童家庭管理方式量

表､ 儿童哮喘自我管理量表､ 全球哮喘防治创议及我国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的相关内容,
配合对哮喘儿童主要照顾者的深入访谈结果发展条目池,初步构建出含 89 个条目的初始量表。(2)经
过 6 位专家的两轮评定,并通过对 20 名哮喘儿童及其照顾者进行预实验调查,对初始量表的条目池进

行修改, 终形成包含 82 个条目的预试量表。(3)选取北京儿童医院哮喘门诊的 345 名哮喘儿童及

其家长进行调查,采用项目分析法分析和筛选条目,探索性因素分析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专家评定方

法评价量表的内容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 分半信度等评价量表的信度。(4)为进一步验证量表的结

构效度,对哮喘门诊的 610 名哮喘儿童及其父母进行调查,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 预试量表经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 终形成含 8 个维度 57 个条目的正式量表。总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 分半信度､ 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 0.918､ 0.802､ 0.857,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分半

信度､ 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 0.759~0.883,0.736~0.848,0.729~0.957。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0.807,各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0.83~1.00。量表各条目与各维度间､ 各维度间､ 各维度与总

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13~0.865､ 0.195~0.604､ 0.408~0.876。探索性因素分析后, 终各层

面的因素构念可解释的变异量在 51.586%~74.063%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 χ2/df 为
1.804,RMR(均方根残差)为 0.049, 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为 0.037,拟合指数 IFI､ CFI 均大于

0.9,GFI､ AGFI､ NFI 接近 0.9。 
结论 儿童哮喘家庭管理方式测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一个科学､ 客观､ 有效的测评

工具评估哮喘儿童的家庭管理方式,判断家庭中患儿照顾者疾病照顾与疾病管理的水平,发现疾病管

理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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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6 

干扰素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雷军,潘丽华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333000 

 
 
目的 评价重组人干扰素 α-2b 雾化吸入辅助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收集我院自 2015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其中男 43 例,女 17
例,年龄 1 月~1 岁 8 月,平均年龄 5.55±3.81 月。病程 2~5d。根据患儿采用的不同治疗方法分为两

组,每组 30 例;治疗组患儿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重组人干扰素 α-2b1ml,100 万国际单位经空气压

缩泵或高速氧气(6-8L/h)雾化吸入。2 次/日,3~5d 为 1 个疗程。对两组患儿治疗后咳嗽､ 气喘缓解

､ 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组在咳嗽､ 气喘缓解时间､ 肺部体征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较观察组缩短,未出现明显不良

反应。 
结论 雾化吸入重组干扰素 α-2b 辅助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疗效显著,早期使用治疗效果更佳。 
 
 
PU-0717 

不同程度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与肺功能的相关分析 
 

林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在不同程度哮喘儿童及其与肺功能的相关性和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确诊的 4~16 岁的哮喘患儿 407 例,其中急性发作期 134 例,慢性持续

期 137 例,缓解期 136 例。简单随机抽样选取健康儿童 205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分别测定其 FeNO 和

肺功能,分两者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并比较两者是否存在相关性。 
结果 FeNO､ 1 秒钟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l%)在哮喘急性发作期(55.69±12.05)ppb 和

52.45±7.69)%]､ 慢性持续期(45.13±12.23)ppb 和(65.24±5.61)%]､ 缓解期(27.14±8.51)ppb 和

(87.33±15.12)%]及健康对照组(15.93±7.06)ppb 和(94.72±13.22)%]之间比较,FeNO 在哮喘急性发

作期组､ 慢性持续期组､ 缓解期组水平均较健康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FEVl%除在缓解期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急性发作期 FeNO 与 FEVl%呈负相关,慢性持续期及缓解期的 FeNO 与 FEVl%无相关性。 
结论 哮喘患儿 FeNO 水平增高,FeNO 是反映呼吸道炎症的灵敏指标,可用来评价呼吸道炎症的控制

情况和病情轻重程度。急性发作期哮喘患儿 FeNO 与肺功能中 FEVl%呈负相关。 
 
 
PU-0718 

喜炎平联合阿奇霉素注射液治疗小儿肺炎临床疗效分析 
 

隋英,刘善洪,乔再霞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目的 临床观察喜炎平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效果以及对患儿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医院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收治的小儿肺炎患儿 92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将全

部患儿依据随机数字法,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46 例,对照组采用阿奇霉素治疗,治疗组采用喜炎平

联合阿奇霉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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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组体征､ 临床症状以及免疫功能改善情况均要显著优于对照组;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是

97.83%,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是 76.09%,治疗组临床疗效要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小儿肺炎应用喜炎平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明显改善患儿体征､ 临床症

状以及免疫功能,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应用。 
 
 
PU-0719 

Clinical analysis of nosocomial candidemia due to Candida 
albicans in five infa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Wei Hongxia,Bao Yixiao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To discuess the risk factor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of Candida albicans bloodstream infection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in 
childre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five perioperative nosocomial Candida albicans bloodstream infection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at occur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Critical Care Medicine,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October 8th, 
2014 to October 21st, 2014. The references were reviewed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The pediatric critical illness score was 77.00±7.70 on admission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There were four cases of sever malnutrition. The diagnosis before operation included short bowel 
syndrome (3 cases), Hirschsprung's disease(1 case) and congenital esophageal atresia (1 cas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ed fever (5 cases), sepsis (4 cases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e nosocomial Candida albicans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mpaired liver function (2 
cases) and thrombocytopenia (2 cases). Central venous catheterization,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 and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were used in five cases. Four cases had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and three cases ha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ll the five cases fitted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andida albicans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were treated with antifungal agents at time 
of diagnosis. The lengths of ICU and hospital stays were 45.80±13.31 and 97.40±20.63 
respectively. There was one child died in ICU and two children died during the 90-d follow-up. 
Conclusions Fever was the main clinical mainefestion of Candida albicans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pediatric perioperative cases. In order to detect the occurrence of candidemia,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ritically ill children who were congenital dysplasia, severe malnutrition, 
lower PCIS scores,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and catheterization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Adequate initial antifungal therapy may improve the prognosis. 
 
 
PU-0720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formaldehyde exposure on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 in 

BALB/c and C57BL/6 mice 
 

Li Luanluan,Bao Yixiao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Pulmonology,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00092 
 

 
Objective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ormaldehyde (FA) exposure may influence 
the prevalence and severity of allergic asthma. However, the role of genetic background in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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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d asthma-like responses is poorly understoo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asthma-like responses triggered by exposure to different doses of FA 
together with or without ovalbumin (OVA) in two genetically different mouse strains—BALB/c and 
C57BL/6. 
Methods Both mouse strai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main groups: the non-sensitized group and 
the OVA-sensitized group. All the groups were exposed to 0, 0.5 or 3.0 mg/m3 FA for 6 h/day over 
25 consecutive days. At 24 h after the final FA exposure, the pulmonary parameter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In the non-sensitized group, FA exposure induced Th2-type allergic responses in both 
BALB/c and C57BL/6 mice. In addition, FA-induced allergic respons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prominent in BALB/c mice than in C57BL/6 mice. In sensitized BALB/c mice, however, FA 
exposure suppr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OVA-induced allergic responses. Exposure to 3.0 
mg/m3 FA in sensitized C57BL/6 mice also led to suppressed allergic responses, whereas 
exposure to 0.5 mg/m3 FA resulted in exacerbated allergic responses to OVA. 
Conclusions FA exposure can induce differential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 in BALB/c and C57BL/6 mice. 
 
 
PU-0721 

早产儿慢性肺疾病院外治疗策略进展 
 

颜卫源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随着 NICU 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早产儿得以存活,然而早产儿慢性肺疾病(chronic lung 
disease of premature, CLDP)发病率并没有降低,CLDP 仍是早产儿 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CLDP
患儿离院后的序贯治疗与预后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了 CLDP 院外治疗策略进展为广大临床医师提供

参考。 
方法 通过国内外数据库(PUBMED､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万方)检索 CLDP 患儿出院后

氧疗模式的选择,院外感染常见病原与预防,运用糖皮质激素､ 支气管扩张剂､ 利尿剂的指征与利弊

等问题的相关文献,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综述。 
结果 1.基于社区的稳定供氧及有效的夜间血氧监护是保证 CLDP 患儿氧疗安全的基础,阶梯式降低

氧浓度有助于患儿平稳度过氧依赖期。2.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感染是导

致 CLDP 患儿肺部感染的主要病原,同时也是病情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减少人群接触及保持环境

卫生是预防 RSV 感染的基础,在生后 2 年内对 CLDP 患儿运用帕利珠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预防是预

防 RSV 感染的重要手段,可有降低 RSV 感染率,减轻病情,减少再住院率。3.当前有限的研究指出使

用激素､ 支气管扩张剂､ 利尿剂对 CLDP 预后并无影响,故病情稳定的 CLDP 患儿院外不推荐常规

使用上述药物。合并心力衰竭的 BPD 患者使用利尿剂有助于缓解病情。CLDP 病情加重出现喘息

时运用糖皮质激素､ 支气管扩张剂能够有效缓解症状。仍然需无创呼吸支持的 CLDP 患儿,运用糖

皮质激素､ 支气管扩张剂有助于尽早撤离呼吸支持设备。 
结论 确保氧疗的安全性以及预防感染是防止 CLDP 院外病情再恶化的重要手段。然而在 CLDP 病

理机制未完全阐明的情况下,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评估氧疗与肺部损伤的关系以及进一步寻找能够减

轻 CLDP 肺部损伤､ 改善预后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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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2 

钾离子通道 Kv1.3 与中性粒细胞哮喘中 TH17 
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相关研究 

 
周倩兰,尚云晓,王天玥,李淼,王植嘉,张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研究离子通道电压依赖性钾通道(voltage dependent potassium channel, Kv1.3)与中性粒细胞

哮喘小鼠 TH17 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相关性。 
方法 选用 30 只 BALB/c 小鼠依据随机分组原则分成五组,分别是单纯中性粒细胞哮喘组､ 中性粒细

胞哮喘 Kv1.3 拮抗剂 PAP-1(5-((4-Phenoxybu toxy)psoralen)治疗组､ 中性粒细胞哮喘地塞米松治

疗组､ 中性粒细胞哮喘地塞米松+PAP-1 治疗组和空白对照组,每组 6 只。用卵蛋白及内毒素致敏,
卵蛋白气道激发 2 周,激发结束后比较五组气道组织病理改变,肺组织免疫化学染色检测肺组织

Kv1.3 蛋白表达分布,用 ELISA 方法检测肺泡灌洗液 IL-17 水平,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各组 RORγt
蛋白水平。 
结果 小鼠肺组织免疫组化观察示 Kv1.3 通道蛋白在中性粒细胞哮喘肺组织中表达水平增高;PAP-1
治疗组气道组织病理改变较单纯中性粒细胞哮喘组减轻,地塞米松+PAP-1 治疗组气道病理改变优于

单纯地塞米松治疗组;肺泡灌洗液中 LI-17 水平依次降低,且任意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肺
组织中 RORγt 蛋白水平水平依次降低,且任意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Kv1.3 钾离子通道在小鼠中性粒细胞哮喘模型肺组织中表达增高,其拮抗剂 PAP-1 可改善中性

粒细胞哮喘气道组织病理改变,尤其在联合应用地塞米松后其对气道组织病理改善优于单纯地塞米

松治疗组。其机制可能与 TH17 细胞调控有关。 
 
 
PU-0723 

中性粒细胞哮喘与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小鼠中 Kv1.3 
钾离子通道表达及电流改变 

 
周倩兰,王天玥,李淼,王植嘉, 张晗,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Kv1.3 钾离子通道在与 T 细胞介导相关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本研究旨在研究 Kv1.3 钾

离子通道在中性粒细胞性及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中的表达及功能变化。 
方法 选择 24 只 Balb/c 小鼠,随机分成 3 组:正常对照组､ 中性粒细胞性哮喘组､ 嗜酸性粒细胞哮喘

组。应用卵蛋白联合内毒素建立哮喘模型,无创肺功能仪测定小鼠气道反应性､ 肺组织 HE 染色观察

肺部炎症改变､ 免疫组织荧光检测 Kv1.3 钾离子通道在肺组织的定位､ western blot 检测肺组织中

Kv1.3 钾离子通道蛋白表达量､ 全细胞膜片钳技术 Kv1.3 钾离子通道电流强度。 
结果 Kv1.3 钾离子通道在哮喘气道及肺泡上皮区域表达增高,在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中表达强于

嗜酸细胞性哮喘模型。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及嗜酸性粒细胞哮喘模型中肺泡灌洗液淋巴细胞上

Kv1.3 电流强度增加,且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增幅强于嗜酸性粒细胞哮喘模型。 
结论  Kv1.3 钾离子通道在哮喘气道及肺泡上皮区域表达增高,电流强度增高。且在中性粒细胞性哮

喘模型中表达强于嗜酸细胞性哮喘模型。为哮喘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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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4 

先天性肺表面物质代谢缺陷 1 例并文献复习 
 

杨琳,陈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报告 1 例先天性表面活性物质代谢缺陷(inborn errors of surfactant metabolism,IESM)的临床

诊断过程,复习相关文献,了解 IESM 的 新进展。 
方法 总结病例的临床､ 胸部影像学､ 基因检测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1)病例资料: 5 岁女童,因反复咳嗽､ 呼吸困难 5+年入院,生后 9 月发病后多次因“重症肺炎”入
院。出生史无特殊。入院查体:呼吸 60 次/分,营养不良貌,杵状指,口唇发绀,三凹征阳性,鼻翼有扇动,
双肺闻及少许中细湿啰音。多次血气分析提示低氧血症,胸部 HRCT 示双肺弥漫肺间质病变,呈“蜂窝

肺”,双肺门淋巴结增大,双侧胸膜局限性增厚。入院后予抗感染､ 抗炎治疗后患儿临床好转不明显。

完善 SP 基因检查提示 SFTPC 基因 I73T 突变。(2)复习文献:经查阅文献,IESM 目前主要是指 SP-B
基因(SFTPB)､ SP-C 基因(SFTPC)､ ATP 结合盒 A 家族成分 3(ATP-binding cassette,sub-
familyA,member3,ABCA3)的缺失或突变以及参与表面活性物质产生的甲状腺转录因子 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 分解代谢的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GM-CSFR)的基因异

常。①SFTPB 缺陷主要表现为新生儿期早期发病的致死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常在生后 3-6 月内死亡;
影像学多为弥漫的磨玻璃影,小叶间隔增厚,铺路征;先天性肺泡蛋白沉积症(PAP)是主要病理类型。

②SFTPC 缺陷多表现为婴幼儿期发病的弥漫性肺部疾病,存活时间较长,少部分也可表现为新生儿期

早期发病的致死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影像学多为弥漫性磨玻璃影､ 马赛克征､ 间隔增厚伴结构紊乱,
肺囊肿形成,其数量及体征随时间逐渐增加;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SIP)､ 脱屑性间质性肺炎(DIP)､
PAP 是主要病理类型。③ABCA3 突变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 病理类型与 SFTPB､ SFTPC 突变重

叠,新生儿期发病者同 SFTPB 突变,婴幼儿期发病者同 SFTPC 突变。④TTF1 缺陷主要表现为脑-甲
状腺-肺综合征。⑤GM-CSFR 基因突变主要影响肺泡巨噬细胞成熟导致 SP 蛋白的分解代谢异

常,PAP 是主要病理类型。 
结论 (1)诊断 1 例 SP-C 基因 I73T 突变相关的 IESM。(2)诊断 IESM 应首选基因检查,尤其是有阳性

家族史时。基因检查阴性者再行肺活检。 
 
 
PU-0725 

肺炎支原体感染致塑型性支气管炎的临床分析 
 

杨琳,钟琳,陈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感染致塑型性支气管炎(PB)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3 月-2017 年 6 月的 12 例肺炎支原体感染致 PB 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临

床表现､ 影像学､ 支气管镜检查､ 病理组织及治疗进行总结。 
结果 12 例 PB 患儿中,男性 6 例,女性 6 例;年龄为 1 岁 11 月-11 岁 7 月,中位年龄为 4 岁 6 月。所有

患儿均以发热､ 咳嗽起病,呼吸困难 4 例。胸部 CT 均表现为单个或多个肺叶段实变或不张,8 例合并

胸腔积液。支气管镜检查均见痰栓堵塞单个或多个段支气管,钳夹出白色支气管塑型状痰栓。病理

检查均提示纤维素性渗出及大量退变炎细胞,2 例查见真菌菌丝(1 例为曲霉菌,另一例为白色假丝酵

母菌)。所有患儿均给予抗感染､ 雾化､ 抗炎的治疗;均行支气管镜检查取出内生异物及肺泡灌洗治

疗后病情得以明显改善,无死亡病例。 
结论 临床诊断肺炎支原体感染时,若出现进行性呼吸困难,伴肺不张､ 胸腔积液时,应高度警惕本病。

尽早行支气管镜取出内生异物及肺泡灌洗治疗是治疗本病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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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6 

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在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中的疗效观察 
 

吴庆平 
吉安市妇幼保健院 343000 

 
 
目的 探讨分析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在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中的疗效。 
方法 在 2016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期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患者中选取符合条件的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成两组。其中 40 例患者予以常规方法治疗,为对照组;另 40 例患者在常

规治疗基础上予以小剂量甲泼尼龙,为观察组。观察两组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体征改善时间及治疗有

效率,比较分析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在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中的疗效。 
结果 观察组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体征如退热时间､ 咳嗽缓解时间､ 肺部阴影消失时间等较对照组患

者显著缩短,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患者显著提高,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上采用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难治性支原体肺炎能取得明显效果,改善患者病情,具有运用

和推广价值。 
 
 
PU-0727 

98 例儿童肺部结节影病因及特点的临床分析 
 

李姣,舒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胸部影像学肺部结节影病因组成及临床特点 
结果 98 例患儿,男 58 例,女 40 例,年龄 0.2-14.8 岁,临床诊断肺部感染 41 例(41.8%),包括肺结核 15
例(15.3%)､ 肺部真菌感染 13 例(13.3%),肺炎 11 例(11.2%)､ 肺吸虫 2 例(2%),其次为肺转移瘤 28
例(28.6%),多发性肺动静脉瘘 1 例(1%),肺挫裂伤 1 例(1%),病因不明 27 例(27.6%)。 
结论 肺部结节影病因复杂,以感染性疾病多见,其次为肺转移瘤;肺活检病理检查结果为诊断金标准 
 
 
PU-0728 

比较两种不同方法对毛细支气管炎后喘息复发的预防作用 
 

兰帝仕,翁翔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4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方法对毛细支气管炎后喘息复发的预防作用。 
方法 将 113 例病人随机分为 2 组,其中第 1 组(布地奈德组)55 例,第 2 组(孟鲁司特组)58 例。两组病

人在急性期均采用相同的治疗。临床治愈后,第 1 组(布地奈德组):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布地奈

德雾化混悬液。第 2 组(孟鲁司特组): 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孟鲁司特颗粒口服。各组疗程均为 1
个月。随访 3 个月､ 6 个月和 12 个月,记录患儿喘息再发次数。 
结果 ①随访 3 个月,比较布地奈德组与孟鲁司特组,统计出现喘息再发作的次数,经统计学处

理,P>0.05,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②随访 6 个月,比较布地奈德组与孟鲁司特组,统计出现喘息再

发作的次数,经统计学处理,P>0.05, 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③随访 12 个月,比较布地奈德组与孟鲁

司特组,统计出现喘息再发作的次数,经统计学处理, P<0.01, 两组之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结论 布地奈德比孟鲁司特更能有效预防毛细支气管炎后喘息反复发作,安全可靠,副作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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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9 

学龄期哮喘儿童自我管理行为的干预效果评价 
 

王利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0259981 

 
 
目的 探讨知信行理论对学龄期哮喘儿童自我管理行为干预的效果。 
方法 选择某三级甲等医院儿童哮喘专科门诊 7~14 岁的学龄期患儿 100 例,按编号随机分为干预组

和对照组。干预组在常规教育的基础上采取知信行理论进行哮喘患儿的自我管理行为干预,对照组

进行常规健康宣教,干预时间为 6 个月。观察两组患儿干预前及干预后 6 个月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得

分以及健康行为相关指标的影响。 
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儿在自我管理量表总分,以及疾病医学管理､ 日常生活管理､ 社会心理管理得分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干预组在哮喘控制上优于对照组,缺课

时间及发作次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患儿用药依从性明显提高,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2.011,P﹤0.01)。 
结论 以知信行理论为指导的健康教育模式能够提高和改善哮喘儿童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行为,减少哮

喘发作次数,提高用药依从性,促进哮喘有效控制。 
 
 
PU-0730 

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毒感染相关性喘息 
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随访研究 

 
严永东,鲁成刚,陈正荣,蒋吴君,王婷,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分析 RSV 和 HRV 下呼吸道感染后喘息及日后反复喘息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RSV 和 HRV 下呼吸道感染后喘息发生的危险因素,电话随访一年,探讨 RSV 和

HRV 感染后反复喘息的危险因素。 
结果 1.年龄<2 岁､ 特应性体质是儿童 RSV 相关性喘息的独立危险因素;2.男性､ 特应性体质､ 反复

呼吸道感染､ 人工喂养､ 居住于城市是儿童 HRV 相关性喘息的独立危险因素;3.随访一年发现,特应

性体质､ 出院后反复呼吸道感染是 RSV 感染患儿日后反复喘息的独立危险因素;特应性体质､ 出院

后反复呼吸道感染是 HRV 感染患儿日后反复喘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RSV 和 HRV 是引起患儿喘息的重要危险因素。年龄<2 岁､ 特应性体质和反复呼吸道感染是

RSV 感染后反复喘息的危险因素。男性､ 特应性体质､ 反复呼吸道感染､ 人工喂养和居住于城市

是 HRV 感染后反复喘息的危险因素。了解影响本地区 RSV 和 HRV 相关性喘息的危险因素,对于采

取措施预防高危患儿发生喘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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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1 

儿童先天性肺囊性病变 67 例影像学特征 
 

项蔷薇
1,潘知焕

2,张维溪
1 

1.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苍南县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 67 例儿童先天性肺囊性病变影像学特征,为临床早期､ 正确诊断先天性肺囊性病变提供建

议。 
方法 选择我院 200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67 例先天性肺囊性病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

患儿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 影像学表现。 
结果 本研究纳入 67 例病例, 常见的临床症状是发热､ 咳嗽和咳痰,分别占 40.3%､ 73.1%､ 65.7%;
各型先天性肺囊性病变患儿体征以肺部呼吸音减低可呼吸音粗糙为主,部分患儿可无病理性体征。

BC 影像学表现为单发囊肿病例 29 例,多发囊肿 13 例,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边界清楚,囊内表现为空

洞､ 液性､ 气液性,囊壁厚薄不一。CCAM 表现为单侧肺部一叶或多叶多发气囊肿 8 例,肺部高密度

影 4 例,左肺下叶巨大液气囊肿 1 例。PS 影像学可见胸腔内扩张肠管与腹腔肠管相延续,健侧肺脏受

压明显,另有 3 例见肺部高密度影,可见多个囊状或蜂窝状透亮影,1 例 CTA 提示左下肺动静脉瘘,1 例

病变位于左肺下叶,呈蜂窝状囊状改变。 
结论 先天性肺囊性病变临床表现及体征无明显特异性表现,影像学诊断相对更为重要,影像学上表现

为单发或多发空洞､ 液性､ 气液性囊肿需要考虑该疾病的可能。 
 
 
PU-0732 

儿童支气管哮喘疗程分析 
 

刘京涛,马春英,彭文娟,张君平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472000 

 
 
目的 评估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疗程。 
方法 128 例确诊为支气管哮喘患儿的按年龄分为<6 岁和≥6 岁､ 按急性发作严重度分为轻度､ 中

度､ 重度和危重度;按哮喘长期治疗方案分为第 2 级､ 第 3 级､ 第 4 级和第 5 级,按诱发因素分为病

毒感染诱发组､ 过敏原诱发组和运动性哮喘组,回顾性分析治疗用药情况,总结不同患儿用药疗程。 
结果 128 例哮喘患儿中,男 76 例,女 52 例;用药时间 短个 9 月, 长 43 个月,平均疗程 24.6±8.6
月;<6 岁患儿平均疗程 21.5±8.0 月,≥6 岁患儿为 26.1±8.5 月(P=0.003);急性发作期病情为轻度､ 中

度､ 重度和危重度的平均疗程分别为 21.1±8.0 月､ 25.5±8.0 月､ 29.9±7.9 月和 26.7±8.9 月,各组

对照 P 均>0.05;长期治疗方案为第 2 级､ 第 3 级､ 第 4 级和第 5 级的平均疗程分别为 17.2±4.2 月

､ 23.2±6.0 月､ 31.4±7.3 月和 39.3±2.4 月,各组相比 P 均<0.05;病毒感染诱发组､ 过敏原诱发组和

运动性哮喘组平均疗程分别为 20.6±6.9 月､ 26.1±9.0 月和 29.7±7.1 月,病毒感染诱发组与过敏原诱

发组及运动性哮喘相比 P 均<0.05,而过敏原诱发组与运动性哮喘相比 P>0.05。 
结论 儿童支气管哮喘治疗要坚持长期､ 持续､ 规范和个体化的原则,平均疗程为 24.6±8.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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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3 

孟鲁斯特对哮喘急性发作期外周血炎症因子的影响 
 

张春慧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453000 

 
 
目的 探究支气管哮喘(哮喘)患者急性发作期外周血中白介素-(IL-4)､ γ-干扰素(INF-γ)水平的变化及

孟鲁斯特对其表达水平的干预作用。 
方法 65 例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对照组予以常规治疗,治疗组加用孟鲁斯

特钠片 3 个月。ELISA 法检测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外周血中 IL-4､ INF-γ 水平的变化。 
结果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外周血中 IL-4 水平较治疗前降低,治疗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而两组 INF-γ
水平较治疗前均升高,治疗组较对照组上升亦为明显;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哮喘患者加用孟鲁斯特治疗,具有明显免疫调节功能,使 Th1/Th2 细胞因子平衡趋于正常。在哮

喘急性发作期作为辅助治疗药物疗效明确。 
 
 
PU-0734 

支原体 PCR 评估大环内酯类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疗效分析 
 

林苗苗,何时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本研究用 PCR 法检测大环内酯类药物使用前及使用 3 天后痰 MP-DNA 的拷贝数,通过其数值

变化来评估大环内酯类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疗效,指导抗生素合理应用。 
方法 收集 67 例明确诊断为肺炎支原体肺炎住院患儿,记录其一般情况､ 临床表现､ 胸部 X 线､ 实

验室检查及治疗方法,分别在入院初及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 3 天后用 PCR 检测痰 MP-DNA 定量。

将 67 例患儿根据用药前后两次 MP-DNA 拷贝数改变分为三组,比较各组年龄､ 性别､ 临床表现､

胸部 X 线､ 实验室检查及治疗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三组患儿在退热时间､ 咳嗽持续时间､ 住院时间方面均有缩短,在年龄､ 性别､ 胸部 X 线､ 实

验室检查等方面无明显差异。 
结论 PCR 法检测痰液 MP-DNA 定量结果动态变化可以作为评价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肺炎支原体肺

炎疗效的敏感指标。 
 
 
PU-0735 

维生素 A 水平对儿童急性重症肺炎临床转归的影响(灾害学组) 
 

宋惠玲,李向雪,田名洋,苟恩进,陈寿珊,韩允,汤正珍,李青,黄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563000 

 
 
目的 分析维生素 A(Vitamin A,VA)水平对儿童急性重症肺炎临床转归的影响,为重症肺炎综合治疗提

供新思路。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2 月入住我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 357 例急性重症肺炎患儿,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其 VA 水平,将检测出的 150 例重症肺炎伴 VA 缺乏患儿根据知情告知家长是

否同意使用 VA 干预治疗原则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采用常规治疗加 VA 干预,对照组只给予常

规治疗,然后对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进行前瞻性对比研究,观察患儿临床转归情况及 VA 水平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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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入院时治疗组患儿 VA 水平为(0.31±0.07)μmol/L ,对照组为(0.32±0.05)μmol/L;VA 干预治疗后,
治疗组血清 VA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经过 1-2 周的治疗后两组临床

症状和体征得到改善,对照组患儿病程平均为(13.44±0.81)天,治疗组患儿的病程平均为(10.43±0.97)
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VA 缺乏可影响重症肺炎的转归时间,对重症肺炎伴 VA 缺乏患儿给予 VA 治疗可作为儿童重症

肺炎综合治疗措施之一。 
 
 
PU-0736 

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学分析(灾害学组) 
 

李向雪,黄波,苟恩进,陈寿珊,韩允,汤正珍,孙忠良,李青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563000 

 
 
目的 了解黔北地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病毒学特点,为临床防治及管理提供参考价值。方法随机

选择我院 2014 年 01 月-12 月 300 例诊断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采集喉深部痰液,利用多重

PCR 方法检测 12 种病毒核酸。 
方法 随机选择我院 2014 年 01 月-12 月 300 例诊断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采集喉深部痰液,
利用多重 PCR 方法检测 12 种病毒核酸。 
结果 300 例标本中,检出病毒阳性标本 134 例(占 44.67%),其中男 175 例,女 125 例。以呼吸道合胞

病毒 B 型(RSVB)阳性检出率 高(37 例,27.61%),其次为副流感病毒 1 型(PIV-1)､ 副流感病毒 3 型

(PIV-3)､ 流感病毒 A 型(FluA),鼻病毒(HRV)､ 腺病毒(ADV)､ 冠状病毒 NL63(Co-NL63),呼吸道合

胞病毒 A 型(RSVA)､ 人偏肺病毒(HMPV),余 3 种病毒包括流感病毒 B 型,副流感病毒 2 型,冠状病毒

OC43 此次未被检出。混合感染 32 例,以 RSVB 合并其他病毒感染为主。RSVB 感染以 3 岁以内儿

童多见,冬春季较多。 
结论 病毒是 2014 年本地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RSVB 感染居 12 种常见儿童下呼

吸道病毒感染之首,3 岁内儿童易感冬春季多见。 
 
 
PU-0737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急性重症肺炎常见病原菌分析(灾害学组) 
 

陈玉,李青,代玥,苟恩进,陈寿珊,韩允,汤正珍,黄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563000 

 
 
目的 分析遵义地区儿童重症肺炎的病原学特点,以期为本地区抗感染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采集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住院的重症肺炎患儿痰､ 咽

拭子､ 血清,通过病原菌培养､ RT-PCR 检测病毒､ 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非典型病原体等方法检测

并鉴别重症肺炎病原体种类。 
结果 337 例病例中,病原检测阳性者 292 例(86.65%), 其中病毒感染 多见,占 37.32%,其次为细菌

感染占 28.42%, 支原体感染占(6.50%);混合感染占 27.74%,病毒感染以呼吸道合胞病毒 B 型(RSVB)
为常见占 28.44%,且具有明显的年龄分布差异,3 岁以下婴幼儿 为常见,尤其 1 岁以内婴儿易感

性 高,各年龄组均以 RSV 感染 常见,病毒感染有一定季节性,秋冬季(9 月~次年 2 月)病毒检出率

高,夏季检出率较低(Χ2=29.28,P=0.001),细菌感染以大肠埃希菌 为多见占 21.69%,肺炎克雷白菌

､ 大肠埃希菌感染以 1 岁以内婴儿多见,流感嗜血杆菌好发于 1~3 岁的儿童,肺炎链球茵感染在任何

年龄均可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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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病毒感染是遵义地区儿童重症肺炎的 常见病原,多见于 1 岁以内幼儿,且秋冬季 为高发,细
菌感染次之, 3 岁以上儿童重症 ALRTI 病原菌为细菌多见,细菌和病毒混和感染在 3 岁以下尤其 1 
岁以下小儿明显。 
 
 
PU-0738 

儿童哮喘管理中延续性护理干预的应用探究 
 

郭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在儿童哮喘管理中采用延续性护理干预进行护理的应用效果观察与探讨 
方法 将我院接收的 56 例儿童哮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按数字法将其分为两组,即一般组与参照组,
各 28 例。给予两组患儿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进行护理,一般组患儿采用一般护理方法进行干预,参照

组患儿则采取延续性护理干预进行护理,对两组患儿的急性发作状况､ 住院时间情况以及家属护理

满意度状况进行分析对比 
结果 参照组患儿经过延续性护理干预后的急性发作次数以及住院时间低于一般组患儿,且 P<0.05;
一般组家属的护理满意度低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延续性护理干预在儿童哮喘管理中的应用价值高,可有效改善患儿的病情,减少其急性发作次数,
且护理满意度高,值得推广。 
 
 
PU-0739 

多索茶碱注射液佐治中､ 重度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付宏
1,李锋

1,黄静
1,聂勋梅

1,黄昌洪
1 

1.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2.遵义市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多索茶碱注射液辅助治疗中､ 重度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中､ 重度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160 例,随机分

为治疗组 82 例和对照组 78 例,两组均给予相同常规治疗,治疗组同时给予静脉滴注多索茶碱注射液

5~8mg/( kg·d),5d 为一个疗程,观察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住院时间､ 临床严重度评分和不

良反应。 
结果 结果: 治疗组喘憋消失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 0. 05 )。治疗前两组毛细支气管炎临床严重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治疗

72 小时､ 120 小时后治疗组临床严重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多索

茶碱不良反应发生率小且轻微。 
结论 结论: 多索茶碱注射液辅助治疗毛细支气管炎起效时间短､ 疗效明确､ 安全, 具有一定的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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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40 

信必可都保､ 孟鲁司特对哮喘儿童诱导痰液 
IL-5､ IFN-γ 及肺功能的影响 

 
宋俊峰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观察信必可都保､ 孟鲁司特联用对哮喘患儿诱导痰液白细胞介素 5(IL-5)､ 干扰素-γ(IFN-γ)水
平及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门诊 67 例轻中度哮喘儿童(6~13 岁),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32 例患儿给予信必可都保(布地

奈德/福莫特罗复方制剂)80/4.5μg/吸,每日两次吸入､ 每次一吸,加孟鲁司特(顺尔宁)治疗(5mg/次,每
天一次,睡前口服),治疗 3 个月。对照组:35 例患儿给予信必可都保 80/4.5μg/吸,每日两次吸入､ 每

次一吸,治疗 3 个月。2 组患儿均于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应用 3%高渗盐水诱导痰液并检测第一秒

用力呼气量(FEV1)和 大呼气流速(PEF)数值,测得值以占预计值百分比表示。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

诱导痰液内 IL-5､ IFN-γ 水平。 
结果 2 组患儿治疗后痰液 IL-5 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 0.01),治疗组治疗后痰液 IL-5 水平较治

疗后对照组明显降低(P < 0.05)。治疗后 2 组肺功能(FEV1%､ PEF %)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 < 
0.05),治疗组治疗后肺功能与治疗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2 组治疗对痰液 IFN-γ 水平均无显著影

响。 
结论 信必可都保､ 孟鲁司特可协同抑制哮喘患儿气道 IL-5 的合成。 
 
 
PU-0741 

儿童结核性胸液(少量)不抽液治疗探讨 
 

李光磊 
福建省结核病防治所 350007 

 
 
目的 探讨儿童结核性胸液(少量)不抽液治疗可行性. 
方法 对 14 例 5----14 岁儿童结核性胸液(少量),不愿意抽液治疗,单纯用口服抗结核药物和强的松治

疗,观察胸液吸收情况 
结果 治疗-个月后 10 例胸液完全吸收,4 例大部份吸收.13 例无明显胸膜肥厚,1 例留有胸膜肥厚. 
结论 儿童结核性胸液(少量)不抽液,通过常规抗结核药物和强的松口服治疗,疗效不错,患儿在基层医

院实行不住院,无创伤性,采取常规抗结核药物和强的松口服治疗是可行的 
 
 
PU-0742 

住院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肺脏超声表现 
 

鲁正荣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探讨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超声影像学特点及肺脏超声对 CAP 的临床意义,为临床提供

可靠､ 简便､ 无 X 线风险的诊断手段。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对在我院呼吸科以 CAP 出院诊断的患儿,在入院 2 日内行胸部 X 线(CXR)
和肺部超声检查(LUS)的 173 例患儿为观察组,同期对门诊 64 例健康儿童行 LUS 为对照组。安静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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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仰卧位及俯卧位,必要时行坐位及侧位。充分暴露胸壁。分区:每侧胸壁以胸骨旁线､ 腋前线､

腋后线及双乳头连线,分为左右前上､ 前下､ 腋上､ 腋下､ 左右后上､ 后下共 12 区。探头从第二肋

间隙开始,从上至下,从左向右,先沿肋间隙横向扫查,然后旋转探头 90。纵向扫查,检查时间在 8~15
分。对超声声像图进行存图､ 记录,两组结果进行比较,观察组再对 LUS 与 CXR 的阳性率作双盲自

身对照比较。 
结果 (1) A-线消失,B-线存在､ 胸膜线异常､ 肺实变､ 支气管征等征象在观察组均有不同程度存在,
而在对照组除可见 B-线(34.4%)其它均不存在(0%)(P<0.001);(2)同时具有 A-线消失,出现 B-线､ 胸

膜线异常三种征象时诊断 CAP 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均为 100%;(3)肺实变诊断 CAP 的敏感性与特异

性也是 100%;(4)以出现 A-线消失､ 出现 B-线､ 胸膜线异常三种以上征象时作为超声检查阳性与

CXR 诊断阳性比较,显示出 LUS 比 CXR 对儿童 CAP 有更好诊断率(P<0.001)。 
结论 儿童 CAP 的超声影像学特点有 A-线消失､ 出现数量和长度不同 B-线､ 胸膜线异常､ 肺实变

､ 支气管征､ 胸腔积液等。LUS 诊断 CAP 准确可靠,敏感性高､ 特异性强,且具有简便､ 无创､ 可

随时检测､ 可避免 X 射线损伤等优点。 
 
 
PU-0743 

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53 例临床分析 
 

胡次浪,陈强,李岚,章高平,朱晓华,吴爱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成因､ 治疗转归,为儿童慢性上气道咳嗽诊疗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4 月江西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的 53 例上气道咳

嗽综合征患儿进行病因诊断,如诊断不明确进一步完善变应原测定､ 鼻窦 CT､ 鼻内镜､ 电子支气管

镜检查。在初诊后第 2 周､ 第 4 周､ 第 12 周进行电话或门诊随访,根据病史,随访的效果分析儿童上

气道咳嗽综合征的治疗转归。 
结果 53 例慢性湿性咳嗽患儿中,男 31 例,女 22 例,年龄跨度 11 月~14 岁,咳嗽时长 2 月~2 年 6 月。

变应原测定 35 例,鼻内镜检查 7 例,鼻窦 CT23 例,电子支气管镜 8 例。其中鼻炎 5 例(既往已诊断 3
例),鼻窦炎 10 例(既往已诊断 5 例),腺样体肥大 3 例,鼻炎并鼻窦炎 12 例(既往已诊断 7 例),鼻窦炎并

腺样体肥大 7 例(既往已诊断 4 例),鼻窦炎并咳嗽变异性哮喘 9 例,鼻炎并鼻窦炎并咳嗽变异性哮喘 7
例。 
结论 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主要原因是鼻窦炎,鼻炎。多病因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显著特点,同
时多病因易导致认识不足､ 治疗不规范是病情迁延的主要原因。加强宣教,增加家属的依从性是治

疗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重要途径。 
 
 
PU-0744 

支气管镜治疗顽固性发热的儿童大叶性肺炎效果观察 
 

李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对顽固性发热的儿童大叶性肺炎予以支气管镜临床治疗的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间所收治的顽固性发热的儿童大叶性肺炎患者 66 例

作为临床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 观察组。对照组予以常规治疗,观察组在该基础之上予以支气管镜

治疗,观察与比较退热时间及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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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患者的体温皆下降至正常值,观察组的退热时间明显比对照组短。经统计学分析,存在着

P<0.05 的显著差异 
结论 针对顽固性发热的儿童大叶性肺炎,予以支气管镜实现治疗,能获取显著的疗效,且将退热时间缩

短,可进行广泛的推广。 
 
 
PU-0745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观察  
 

郑琳琴 
福州市第二医院 350007 

 
 
目的 观察痰热清注射液在治疗小儿肺炎中的疗效。 
方法  将 80 例小儿急性肺炎的患儿分为 2 组,即痰热清组和沐舒坦组。观察发热､ 咳嗽､ 啰音的改

善时间。 
结果 使用痰热清组在热退､ 咳嗽消失､ 啰音消失的时间均比对照组缩短,P<0.05 和 P<0.01。治疗

组临床总有效率达 98.75%,均优于对照组。 
结论 痰热清注射液具有明显的退热､ 止咳､ 驱痰作用,疗效确切。 
 
 
PU-0746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 16 例临床分析 
 

詹飞 
襄樊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观察儿童 PBB 的临床特点,治疗及其转归. 
方法 收集襄阳市中心医院于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 后诊断为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的 28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年龄 6 月~75 月,其中男 17 例,女 11 例。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一般情况包括性

别､ 年龄,既往史､ 过敏史､ 入院或就诊时咳喘及肺部查体情况。检查血常规､ 过敏源。病原学检

查包括呼吸道咽拭子的病原学检查､ 血清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查(腺病毒､ 嗜肺军团

菌､ 肺炎支原体､ Q 热立克次体､ 肺炎衣原体､ 呼吸道合胞病毒､ 甲型流感病毒､ 乙型流感病毒､

副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检查､ 血清免疫球蛋白 IgA､ IgG､ IgE,IgM。检查肺高分辨率

CT。8 例患儿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所有的患儿均给予抗感染治疗,其中 17 例给予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钾治疗､ 8 例给予第三代头孢菌素(头孢曲松静滴､ 头孢克肟口服),3 例患儿青霉素､ 头孢菌素过

敏予阿奇霉素治疗。所有患儿还同时给予了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吸入。所有病例均接受电话随访。 
结果 1.临床特点 患儿年龄在 6 月-75 月,其中 10 月~36 月为好发年龄,有 18 例(64%),男 17 例,女 11
例,男女比例为 1.55:1。28 例 PBB 的患儿,就诊湿性咳嗽持续续时间为 4 周到 9 周,2 痰培养结果无

差异性(P>0.01),均主要为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链球菌､ 卡他莫拉菌。8 例进行支气管镜检查的患儿

肺泡灌洗液检测到流感嗜血杆菌 2 例,占 25%,肺炎链球菌 1 例,占 13%,阴性 5 例,占 63%。3 胸部

HRCT 12 例患儿进行了胸部 HRCT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6 例,占 50%;支气管壁增厚 2 例,占 17%;马
赛克灌注征 2 例,占 17%,治疗 4 周后复查胸部 HRCT,马赛克灌注征均消失。48 例患儿行电子支气

管镜检查,结果均提示支气管炎性变。 
4 例患儿发现存在支气管软化,占 50% 
结论 3 岁以下儿童是儿童 PBB 的高发年龄,感染的病原体多为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卡他莫拉

菌,4 周足疗程的敏感抗生素治疗一般可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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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47 

中药药浴治疗小儿外感发热 120 例临床分析 
 

桂纯宽 
义乌复元医院 322000 

 
 
目的 研究中药药浴治疗小儿外感发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确诊外感发热的患儿 120 例,分为两组:治疗组采取药浴治疗;对照组采取普通疗法。 
结果 治疗组 64 例中 55 例有效,9 例无效;对照组 56 例中 32 例有效,24 例无效。 
结论 中药药浴治疗小儿外感发热安全可靠,疗效明显,值得推广应用。 
 
 
PU-0748 

肺炎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微量元素营养状况分析 

及其与炎症状态､ 免疫应答的关系 
 

杨蕾华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730070 

 
 
目的 探讨肺炎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微量元素营养状况分析及其与炎症状态､ 免疫应答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间收治的肺炎患儿 78 例作为观察组,另取同期在本院进行疫苗

注射的健康小儿 5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清维生素 A(VitA)含量,采用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血清 Fe 含量,并根据观察组 VitA､ Fe 含量中位数进一步分为高 VitA 组､ 低 VitA
组,高 Fe 组､ 低 Fe 组各 39 例。检测不同 VitA､ Fe 含量肺炎患儿的炎症及免疫应答状态。结果:观
察组血清 VitA､ Fe 含量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低 VitA 组､ 高 VitA 组血清炎症因子 IL-6､ PCT
､ sTREM-1､ CRP 含量,体液免疫指标 IgG､ IgA､ IgM 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血清 VitA 含量降低,炎
症及免疫应答反应增强(P<0.05);低 Fe 组､ 高 Fe 组血清炎症因子 IL-6､ PCT､ sTREM-1､ CRP 含

量,体液免疫指标 IgG､ IgA､ IgM 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血清 Fe 含量降低,炎症及免疫应答反应增

强。 
结果 收集 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间收治的肺炎患儿 78 例作为观察组,另取同期在本院进行疫苗

注射的健康小儿 5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清维生素 A(VitA)含量,采用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血清 Fe 含量,并根据观察组 VitA､ Fe 含量中位数进一步分为高 VitA 组､ 低 VitA
组,高 Fe 组､ 低 Fe 组各 39 例。检测不同 VitA､ Fe 含量肺炎患儿的炎症及免疫应答状态。 
结论 观察组血清 VitA､ Fe 含量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低 VitA 组､ 高 VitA 组血清炎症因子 IL-6
､ PCT､ sTREM-1､ CRP 含量,体液免疫指标 IgG､ IgA､ IgM 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血清 VitA 含量

降低,炎症及免疫应答反应增强(P<0.05);低 Fe 组､ 高 Fe 组血清炎症因子 IL-6､ PCT､ sTREM-1､
CRP 含量,体液免疫指标 IgG､ IgA､ IgM 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血清 Fe 含量降低,炎症及免疫应答反

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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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49 

儿童小气道病变肺小血管面积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李伟,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回顾性分析儿童小气道病变的胸部多层螺旋 CT(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MSCT)后
处理图像,比较不同层面的肺部 CT 图像中肺小血管面积与儿童常用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大小,探讨

肺小血管面积之间与儿童小气道病变肺功能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选择 72 例 4-16 岁临床及影像上诊断明确的儿童小气道病变 MSCT 肺部图像,使用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发布的 Image J 软件对肺部 CT 图像进行后处理

后,按肺横断层面和肺血管大小及走行将肺血管分为四组:A 组:膈上层面垂直走行肺小血管;B 组 膈上

层面所有肺血管;C 组:气管分叉层面垂直走行肺小血管;D 组:气管分叉层面所有肺血管。计算上述 4
组肺血管面积百分比(Ratio of pulmonary vessel area to lung %,RPVTL%)并分别与小气道病变相

关的三种肺功能指标: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的基础值与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第一秒用力呼气容

积与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FEV1/FVC%)以及 大呼气中段流量基础值与预计值的百分比(MMEF%)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4 组儿童小气道病变的 MSCT 肺部图像中,肺血管面积百分比与儿童肺功能指标

FEV1%,FEV1/FVC%,MMEF%均呈不同程度线性正相关。其中 A 组 RPVTL%与 MMEF%相关系数

大,呈显著线性正相关。 
结论 膈上层面的垂直走行肺小血管面积百分比可以较准确反映小气道病变的肺功能情况,给临床评

价儿童小气道病变肺功能提供一种新方法。 
 
 
PU-0750 

儿童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病理学分析及临床意义 
 

章高平,胡玉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细胞病理学分析在小儿呼吸道疾病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因难治性肺炎在我院呼吸科住院 102 例患儿的支气管肺泡灌洗

液使用液基细胞学沉降法进行病理分析 
结果 在 102 例患儿中:102 例镜检结果示均有炎症病变(100%),其中异物吸入 1 例(1%),支气管肺发

育异常(含气管支气管软化)7 例(7%),肺部出血性疾病 1 例(1%),霉菌性肺炎 1 例(1%)。难治性肺炎

患儿中 3 岁以内婴幼儿多见,为 55 例(54%)。102 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中性粒细胞比例平均数

71%(0~96%),其中 4 例<5%､ 6 例 5-25%､ 62 例>25%;嗜酸性粒细胞平均数为 0.45%,86 例为 0%
､ 15 例 1-5%､ 1 例为 15%;巨噬细胞平均数为 32.3%,5 例>50%､ 97 例 2-50%;肥大细胞平均数

1.2%,48 例为 0%､ 54 例 0.5-5%淋巴细胞中位数为 22.7%､ 8 例>50%,94 例 2-50%;肺含铁血黄素

细胞 1 例;找到菌丝 1 例 
结论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菌细胞病理学分析是诊治儿童难治性肺炎一项有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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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1 

不同年龄段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的大叶性肺炎的临床分析 
 

常洁,韩志英,刘爱红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MP)在儿童大叶性肺炎中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住院的 30 例≤3 岁以及 163 例>3 岁的 MP 感染

所致的大叶性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及治疗转归。 
结果 MPP 以冬季发病率 高,>3 岁组患儿 MP 所致大叶性肺炎发病率 84.5%,高于≤3 岁组

15.5%(p>0.05),但无统计学差异。与>3 岁组相比,≤3 岁组患儿痰咳､ 喘息､ 呼吸困难及肺部喘鸣

音发病率高,降钙素升高较多(p 均<0.05)。>3 岁组在发热病例､ 发热热程､ CRP 升高､ 进展为难治

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及激素使用率均较≤3 岁组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胸部 CT 显示病变

以右下肺叶 多见,易出现电解质紊乱､ 肝功能损害及皮疹。早期接受电子支气管镜治疗可缩短病

程､ 减少后遗症。 
结论  呈大叶性肺炎改变的儿童 MPP 症状较重,肺内外并发症多见;早期电子支气管镜灌洗可改善预

后。≤3 岁婴幼儿 MP 所致的大叶性肺炎更易出现咳痰､ 喘息､ 呼吸困难表现,体内炎症反应轻,肺
部后遗症少。 
 
 
PU-0752 

哮喘患儿血清过敏原检测与血中 
嗜酸性粒细胞､ 免疫球蛋白的关系 

 
可秋萍,王桂芳,孙卫红 

新乡市中心医院 453000 
 

 
目的 探讨哮喘患儿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E(SIgE)与血清总免疫球蛋白 E(TIgE)､ 血嗜酸性粒细胞

(EOS)百分比的关系,了解血清 TIgE､ 血 EOS 百分比增高水平是否与 SIgE 抗体反应级别有关. 
方法 对 50 例哮喘患儿及正常体检的 25 例儿童测定 TIgE､ 外周血 EOS 和 SIgE 抗体,根据血清

SIgE 抗体反应级别分为强阳性组､ 弱阳性组,正常的 25 例儿童作为对照组,3 组分别与 TIgE､ 血

EOS 百分比对照研究. 
结果 强阳性组 TIgE､ 血 EOS 百分比明显增高,与弱阳性组､ 对照组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
弱阳性组与对照组的 TIgE､ 血 EOS 百分比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哮喘患儿 TIgE､ 血 EOS 百分比增高与 SIgE 抗体反应呈强阳性者有明显关系,而与 SIgE 反应

呈弱阳性者无明显关系,提示 SIgE 检测对儿童哮喘的临床诊断治疗和疾病预防所提供的信息比

TIgE､ 血 EOS 百分比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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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3 

支气管哮喘儿童皮肤点刺试验与血清特异性 IgE 的相关性分析 
 

吕青青
2,1,戴欢

1,项蔷薇
1,贾霄霄

1,李孟荣
1,李昌崇

1,张维溪
1,张慧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变态反应(过敏)与免疫科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台州医院小儿内科 
 

 
目的  探讨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儿童尘螨皮肤点刺试验(skin prick test,SPT)和血清特异性

IgE(serum-specific IgE,sIgE)两种检查方法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  选择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就诊的哮喘儿童为研究

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期间 567 例患儿同时开展尘螨 SPT 检测和血清 sIgE 水平测定,对结果进行

相关性分析。 
结果  SPT 检测和血清 sIgE 水平测定粉尘螨 Kappa 值 0.57(P<0.01)､ 屋尘螨 Kappa 值

0.44(P<0.01),两种方法对尘螨检测结果具有较好一致性。粉尘螨､ 屋尘螨 SPT 等级与血清 sIgE 数

值间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分别是 0.42(P<0.01)和 0.38(P<0.01),尘螨 SPT 等级与血清 sIgE 数值

存在正相关性。 
结论 尘螨 SPT 等级与血清 sIgE 数值存在正相关性,两种方法对哮喘儿童尘螨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

一致性。 
 
 
PU-0754 

细菌溶解产物防治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观察 
 

常玉娜,韩晓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细菌溶解产物(泛福舒)在呼吸道感染急性期及预防再发呼吸道感染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病房因反复呼吸道感染住

院的 80 例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抗感染及对症治疗,治疗组在常规

抗感染及对症治疗基础上加用口服泛福舒 3 个月,观察 2 组患儿在呼吸道感染急性期各临床症状持

续时间､ 抗生素使用及住院时间变化;观察 1 年内再次发生呼吸道感染次数;测定两组治疗前及治疗

后第 6 个月血清免疫球蛋白指标。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呼吸道感染急性期发热､ 咳嗽等症状持续时间､ 肺部啰音持续时间､ 抗

生素使用及住院时间等均明显缩短,再次发生呼吸道感染次数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治疗后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 IgA 较治疗前明显升高,治疗组治疗后免疫球蛋白 IgG､ IgA 较

对照组治疗后免疫球蛋白 IgG､ IgA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口服泛福舒防治呼吸道感染,不仅可以减轻呼吸道感染急性期各种临床症状持续时间,缩短抗生

素使用时间及住院时间,同时可以提高患儿免疫力,减少再次呼吸道感染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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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5 

支气管哮喘患儿外周血 IL-10 含量分析 
 

王继春,宋冬梅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10 

 
 
目的 观察支气管哮喘患儿急性发作期､ 缓解期外周血白介素-10(IL-10)的水平变化,以进一步研究

IL-10 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治疗

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儿 100 例,作为哮喘急性发作期;随机抽取 53 例患儿经治疗后哮喘症状缓

解,作为哮喘缓解期,其中 3 例失访,有效随访 50 例;其中 100 例急性发作期哮喘患儿,随机抽取 46 例

测定其 IgE 的含量。选取健康体检儿童 3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 IL-10 水

平 
结果 支气管哮喘患儿急性期与对照组比较,IL-10 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0.05);支气管哮喘患儿缓解

期与对照组比较,IL-10 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0.05);支气管哮喘患儿急性期与缓解期比较,IL-10 降低,
差异有显著性(P <0.05);支气管哮喘患儿急性期外周血 IL-10 含量与 IgE 呈显著相关(r=-
0.673,p<0.05> 
结论 IL-10 参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发病,IL-10 含量的降低可能是儿童支气管哮喘发病的原因之一,预
示 IL-10 将可能作为诊断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特异性指标之一。 
 
 
PU-0756 

阿奇霉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儿童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 
 

刘淑平,申晨,孙琳,王杏云,申阿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阿奇霉素目前是治疗下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常用抗生素之一,但迄今为止该药在 16 岁以下儿童的

疗效及安全性尚未明确。本研究通过分析阿奇霉素在下呼吸道感染儿童的药代动力学特点及临床相

关信息,评价阿奇霉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儿童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采集入组对象静脉给药后不同时间点的血样,应用 HPLC/MS 法测定在血浆样本中阿奇霉素的

药物浓度,并详细记录患者一般临床信息,包括年龄､ 性别､ 体重､ 每日服药剂量､ 服药时间､ 合并

用药､ 肝肾功能以及不良反应等。 
结果 共纳入符合诊断标准的患儿 152 例,药物浓度分布情况显示药物浓度≥250 ng/mL 23
例,<250ng/mL 119 例。其中,单用阿奇霉素治疗的 109 例患儿在给予相同剂量治疗后不同个体间的

药物浓度差异显著(P<0.05),其中 16.2%的患儿血浆中阿奇霉素药物浓度≥250ng/ml,而 83.8%的患

儿则<250ng/ml。血浆中药物浓度与炎症控制程度呈正相关(P<0.05)。不良反应主要体现在消化系

统,未发现有 QT 间期延长病例。 
结论 阿奇霉素是治疗下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安全､ 耐受性良好的药物,且阿奇霉素药物浓度监测可提

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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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7 

534 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分析 
 

陈颖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400030 

 
 
目的 分析外周血象正常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病原菌分布及药敏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

供参考。 
方法 对确诊的 543 例 CAP 患儿,进行痰培养､ 药敏试验,并测定血清肺炎支原体(MP)抗体 IgM。 
结果 病原菌检测结果阳性 317 例(58.37%),其中痰细菌培养阳性 227 例,血清学肺炎支原体阳性 90 
例,混合感染 18 例。痰培养中革兰氏阴性杆菌(G-)167 例,前三位细菌是阴沟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第二､ 三代头孢菌素､ 亚胺培南､ 阿米卡星高度敏感,对氨苄西

林､ 哌拉西林､ 头孢唑林高度耐药;革兰氏阳性(G+)菌 56 例:主要是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多数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均敏感,对红霉素､ 复方新诺明､ 四环素高度耐药。 
结论 外周血象正常的儿童 CAP 病原菌以 G-菌为主,MP 次之,G+菌居于第三位,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应

首选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第二､ 三代头孢菌素,疑诊肺炎支原体感染时,推荐使用大环内脂药物。对

细菌耐药性应引起重视 
 
 
PU-0758 

热毒宁输液联合富露施雾化吸入治疗小儿 
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 

 
陈雪丽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430000 
 

 
目的 热毒宁输液联合富露施雾化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60 例 12 个月到 18 月之间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 3 组:C 组仅对毛细支

气管炎的常规治疗。B 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富露施雾化治疗。A 组为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给予富露施雾化治疗及热毒宁输液治疗。观察 3 组组患儿咳喘息缓解情况,肺部体征消除的时

间,住院天数,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至治疗结束 A 组 19 例,B 组 18 例, C 组 18 例。A 组患儿咳憋情况:A 组优于 B 组,C 组

(t=5.75,6.97;P 均<0.05)。住院天数:A 组优于 C 组(t=2.45,P<0.05)。其余组间无差异。咳嗽,喘息,
肺部啰音改善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F=0.03,0.36,0.18;P 均>0.05)。入院一周患儿疗效评分 A 组优于

C 组(χ2=4.75  P<0.05)。 
结论 热毒宁输液联合富露施雾化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疗效 佳。 
 
 
PU-0759 

5 岁以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致病菌及其耐药性分析 
 

张兰豫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730900 

 
 
目的 探讨 5 岁以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致病菌特征及耐药性,为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

耐药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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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1126 例 5 岁以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采集深部痰标本,痰标本进行培养并做药敏试验。 
结果 1126 例标共本检出致病菌 440 株,总阳性率为 39.08%,革兰氏阴性菌占 51.13%,革兰氏阳性球

菌占 35.23%,白色念珠菌 13.64%。主要致病菌依次为:肺炎链球菌 114 株,大肠埃希菌 110 株,白色

念珠菌 60 株,肺炎克雷伯菌 51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37 株,流感嗜血杆菌 29 株,铜绿假单胞菌 21 株。

其中 1-2 月,>2 月-1 岁,>1 岁-2 岁,>2 岁-5 岁 CAP 不同年龄段发革兰阳性(G+)菌株革兰阴性(G-)菌
株构成比例不同。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达 75%以上.对 β-内酰胺类药物

也产生了 30-50%的耐药性,对亚胺培南､ 丁胺卡那霉素､ 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较低在 30%以

下。铜绿假单胞菌对氨苄西林､ 头孢唑林､ 头孢西丁､ 头孢曲松､ 头孢呋辛耐药率高达 75%以上,
但对头孢他啶敏感性高。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红霉素､ 克林霉素耐药率均在 75%以上,对万

古霉素､ 加替沙星､ 利奈唑胺､ 替考拉宁､ 奎奴普汀/达福普汀敏感性高。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 G
､ 复方新诺明､ 红霉素､ 克林霉素耐药率较高,对万古霉素､ 氧氟沙星､ 左旋氧氟沙星､ 庆大霉素

的敏感性高。 
结论 5 岁以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致病菌 1 岁以内以革兰阴性菌为主,1 岁以后以革兰阴性菌为主;1
岁内主要以大肠埃希菌为优势菌,1 岁后主要以肺炎链球菌为优势菌;这些细菌对常用的抗生素产生

了较高的耐药性,对对万古霉素､ 美罗培南､ 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较低。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

β-内酰胺类药物可选择应用;铜绿假单胞菌首选头孢他啶;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儿童

社区获得性肺炎,青霉素､ 红霉素不应作为首选用药,可先经验用药,对于临床经验用药后好转不明显

的患儿应该及时调整用药,必要时可选用万古霉素和亚胺培南,以免病情加重。痰培养结果与临床结

合有利于指导用药,减少细菌耐药率。 
 
 
PU-0760 

儿童腺病毒肺炎胸部 CT 表现分析 
 

张娴,吴永彦,严琳,张瑞福,吴征平,周霞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 550002 

 
 
目的 通过分析总结儿童腺病毒肺炎的 CT 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为及时诊断该病提供可靠的影像

学诊断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我院确诊的腺病毒肺炎患者 17 例的 CT 图像进行分析,总结其胸部

CT 表现特点。 
结果 患儿年龄 7 月-3 岁 2 个月,男 11 例,女 6 例,17 例患儿鼻咽部脱落细胞用免疫荧光法检测腺病

毒抗原均阳性,胸部 CT 表现:表现为双肺纹理增多者 1 例;肺内磨玻璃样影及肺内实变影 14 例,肺门

阴影 7 例,胸腔积液单侧 2 例,心影轻度增大例。 
结论 胸部 CT 有助于儿童腺病毒肺炎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有一定意义。 
 
 
PU-0761 

甲泼尼龙辅助阿奇霉素治疗儿童肺炎 
支原体感染性大叶性肺炎的疗效评价 

 
侍响响,高凤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淮安市仁慈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淮安医院) 223002 
 

 
目的 观察甲泼尼龙辅助阿奇霉素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性大叶性肺炎的临床疗效,评价其临床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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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儿科病房住院的肺炎支原体感染性大叶性肺炎患

儿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对症处理+阿奇霉素治疗,试验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加用甲泼尼龙治疗。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 
结果 试验组患儿退热时间､ 咳嗽缓解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 ﹥0. 05)。 
结论 甲泼尼龙辅助阿奇霉素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性大叶性肺炎的临床疗效显著,可以缩短各项

病理症状的消退时间,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762 

搜风愈喘方调控哮喘大鼠 VEGF 表达的实验研究 
 

张勇,闫永彬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通过动物实验阐明搜风愈喘汤对血清､ 肺泡灌洗液中 VEGF 水平和对肺组织中 VEGF 蛋白表

达的调控作用,以此探究搜风愈喘汤的作用靶点,并以此方来验证哮喘“伏风暗 宿痰”病机新说。 
方法 将大鼠随机分成正常组､ 模型组､ 地塞米松组及搜风愈喘汤低､ 中､ 高剂量组 6 组,每组 10 只,
通过腹腔注射卵蛋白致敏然后雾化激发来建立哮喘模型,每组给予相应的药物干预,通过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LISA)法测定血清及 BALF 中 VEGF 含量,免疫组化法测定肺组织中 VEGF 蛋白表达。 
结果 模型组激发后一般状况较差,呼吸急促,口周发绀,毛发失去光泽,体重明显下降,各治疗组一般状

况相比哮喘模型组均有改善;模型组大鼠血清及 BALF 中 VEGF 水平､ 肺组织中 VEGF 蛋白表达较

正常组显著增高(P<0.01);与模型组相比,各治疗组均可降低血清及 BALF 中 VEGF 浓度､ 肺组织中

VEGF 蛋白表达,其中､ 高剂量组的结果较地塞米松组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⑴搜风愈喘汤可通过下调 VEGF 水平抑制气道重塑,其中､ 高剂量组作用 为显著;⑵验证了以

“伏风暗 宿痰”病机为指导治疗哮喘疗效的确切性。 
 
 
PU-0763 

5 例儿童结核性胸膜炎临床回顾分析 
 

于玫 
天津儿童医院 无 

 
 
目的 探讨儿童结核性胸膜炎(Tuberculous pleurisy,TP)的临床特点,提高对本病诊断的准确性,从而

规范儿童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 治疗及随访。 
方法 回顾分析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二科 2015 年 6 月-2016 年 8 月收治的 5 例临床确诊为结核性胸

膜炎的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5 例患儿均经临床表现､ PPD 试验､ T-SPOT 及胸水化验或细菌学检查确诊为 TP。经异烟肼

､ 利福平及吡嗪酰胺三联抗痨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好转出院。随访 3 个月 2 例 15 岁患儿胸水吸收

好转,遗留胸膜肥厚;1 例 7 岁出现胸壁结核球;1 例 8 岁继发结核性肝脓肿;另 1 例 6 岁因包裹性胸腔

积液于胸腔镜下行粘连分离术。 
结论 儿童结核性胸膜炎需综合临床表现､ 结核接触史､ 病原学检查等多方面因素确定诊断,胸水

ADA､ TB-DNA 及血和胸水 T-SPOT 检测对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规范治疗､ 重视随访才能更好

地防治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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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4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 80 例临床分析 
 

董光远,曹淑杰 
蓟州区人民医院 301900 

 
 
目的 分析小儿支原体肺炎应用阿奇霉素联合红霉素的临床疗效 
方法 方法是随机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两年来我院住院治疗的 80 例肺炎支原体患儿将

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结合患儿的临床症状,采用祛痰的药物平喘类药物以及抗过敏的药物

进行治疗。 
结果 两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小儿支原体肺炎,应用阿奇霉素联合红霉素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和改善患儿

的临床表现和症状,值得推广。 
 
 
PU-0765 

小儿哮喘 50 例临床治疗观察 
 

陈宝民,曹淑杰 
蓟州区人民医院 301900 

 
 
目的 本文探讨小儿哮喘病的临床诊治特点。 
方法 对照组给予抗生素､ 抗病毒､ 镇静､ 吸氧､ 止咳化痰及静滴全身激素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1mg/kg/次,2 次/日)等常规治疗方法,治疗组是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用应用布地奈德和硫酸特布他林

雾化液 2 次/日,每次吸入时间 10~15 分钟,疗程 5~7 日。治疗过程中记录测量两组患者肺功能 大

呼气峰流速值(PEF)和用力呼气容积(FEV1)。 
结果 2.1  两组肺功能的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肺功能指标 大呼气峰流速值(PEF)分别为

(4.38±1.74)L 和(3.85±1.70)L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和对照组用力呼气容积

(FEV1)分别为(1.45±0.57)L 和(1.24±0.56)L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临床控制 14 例(56%),显效 6 例(25%),有效 3 例(12%),总有效率 92%,
对照组临床控制 8 例(32%),显效 6 例(24%),有效 4 例(16%),总有效率 72.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25 
25    14(56%) 
8(32%)    6(24%) 
6(24%)    3(12%) 
4(16%)    2(8%) 
7(28%)    92% 
72%      
结论 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与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小儿哮喘患者直接作用于气道病变局部,起效快､

抗炎作用强､ 不良反应少,可明显促进症状缓解,缩短病程,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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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6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 80 例临床分析 
 

董光远,曹淑杰 
蓟州区人民医院 301900 

 
 
目的 分析小儿支原体肺炎应用阿奇霉素联合红霉素的临床疗效 
方法 随机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两年来我院住院治疗的 80 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将

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结合患儿的临床症状,采用祛痰的药物,平喘类药物以及抗过敏的药

物进行治疗。 
结果 研究显示,观察组有 31 例患儿治疗显效,7 例患儿治疗有效,2 例患儿治疗无效,总有效率为 95%,
对照组有 23 例患儿治疗见效,8 例患儿治疗有效,9 例患儿治疗无效,总有效率为 77.5%,观察组的临

床疗效要高于对照组的临床疗效,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小儿支原体肺炎应用阿奇霉素联合红霉素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和改善患儿

的临床表现和症状,值得推广。 
 
 
PU-0767 

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在儿童节段性支原体肺炎中的临床研究 
 

张同强,徐勇胜 
天津市儿童医院 10109079 

 
 
目的 研究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在儿童节段性支原体肺炎治疗中的地位,并探讨对于该类疾病治疗的

佳时机。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住的节段性支原体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120 例),根据治疗方

式随机分为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组(A 组)和对照组(B 组),A 组依据病程分为 A1(<7 天)､ A2(7-14 天)和
A3(15-30 天),每组 30 例,B 组为同期节段性支原体肺炎患儿且未行支气管镜介入治疗。所有患儿均

使用阿奇霉素抗感染､ 氧疗､ 呼吸道管理及对症治疗。比较 AB 两组在临床表现､ 影像学及治疗转

归等方面的变化。 
结果 A 组与 B 组在年龄､ 性别､ 临床表现､ 重症(难治性)支原体肺炎发生率､ 糖皮质激素使用率等

方面无差异(P>0.05)。A 组在体温控制､ 影像学恢复､ 住院时间､ 糖皮质激素使用时间方面均较 B
组明显缩短(P﹤0.01)。A 组治疗有效率为 94.4%,明显高于 B 组 80%(P﹤0.05)。A2 组影像学恢复

和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短于 A1 及 A3 组(P﹤0.05)。 
结论 支气管镜介入治疗是节段性支原体肺炎常规治疗的重要补充,治疗 佳时机为病程 7-14 天。 
 
 
PU-0768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继发细菌感染的病原学研究 
 

李丹丹,郎艳美,石艳玺,田利远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探讨儿童支原体肺炎继发细菌感染的构成及耐药性,为儿童呼吸道疾病的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以发热､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住院患儿,入院后检测血清肺炎支原体抗体滴度阳性,并于纤维支气

管镜下留取肺泡灌洗液送检行免疫荧光测定､ 细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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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60 例明确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患儿继发流感嗜血杆菌感染 21 例(21/60,35%)､ 肺炎链球菌感染

19 例(19/60,31.7%)､ 粘质沙雷氏菌感染 7 例(7/60,11.7%)､ 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5 例(5/60,8.3%)
､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3 例(3/60,5%)､ 产酸克雷伯菌感染 2 例(2/60,3.3%)､ 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感

染 1 例(1/60,1.7%)､ 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1 例(1/60,1.7%)､ 大肠埃希氏菌感染 1 例(1/60,1.7%)。对

于流感嗜血杆菌完全敏感的药物有氨曲南､ 环丙沙星､ 氯霉素､ 四环素､ 头孢他啶､ 美罗培南､ 亚

胺培南;对于肺炎链球菌完全敏感的药物有利奈唑胺､ 万古霉素;对于粘质沙雷氏菌完全敏感的药物

有环丙沙星､ 头孢他啶､ 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 
结论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易继发的细菌感染有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链球菌､ 粘质沙雷氏菌,应及早

准确应用敏感抗菌素治疗。 
 
 
PU-0769 

局麻下儿童软式支气管镜气道异物取出术 
与全麻下的效果及成本分析 

 
郑敬阳,林印涛,曾丽娥,陈琼华,林春燕,张谭,刘艳艳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局麻下儿童软式支气管镜气道异物取出术与全身复合麻醉手术的效果及成本分析。 
方法 回顾性总结本科儿童软式支气管镜气道异物取出术 25 例(21 例来自低收入家庭),其中 20 例为

局麻,采用予咪唑安定镇静､ 2%利多卡因行咽部､ 支气管局部麻醉的“边麻边进”方式;另外 5 例为全

麻,采用异丙酚复合芬太尼麻醉,喉罩下行软式气管镜手术。术中严密监护患者反应､ 体动､ 面色､

生命体征,血氧饱和度。统计这两种方式的手术费用及术后监护时间,各组的成功例数。 
结果 局麻组的费用明显低于全麻组,术后监护时间明显低于全麻组;但局麻组的成功率低于全麻组。 
结论 局麻下软式支气管镜下行儿童气道异物取出术具有费用低等优势,适用于手术操作较为熟练术

者,全麻手术相对安全可靠,治愈率高。 
 
 
PU-0770 

15 例传胞染性单核细增多症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临床分析 
 

孙京波,吴海涛 
苏州明基医院 215000 

 
 
目的 提高对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4 年 12 月到 2016 年 12 月诊断的 15 例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合并肺炎

支原体感染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8 例患儿治愈出院 5 例患儿好转出院 2 例患儿发生严重脏器损害应家属要求转院。所有患儿均

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复查,复查结果 2 例效果不理想,13 例患儿表现好转。 
结论 传胞染性单核细增多症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临床表现多样,易发生多脏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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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1 

支原体肺炎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分析 
 

董光远 
蓟州区人民医院儿科 301900 

 
 
目的 进一步提高对小儿支原体肺炎的认识及诊断水平。 
方法 对 2014 年以来收住院诊治的 200 例小儿支原体肺炎的 X 线表现及临床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肺部 X 线表现多样:肺间质浸润性病变 64 例(占 32%)小叶实质性浸润性病变 36 例(占 18%)。
肺段实质性浸润性病变(占 50%)。伴有胸膜炎 28 例(占 14%)。肺部 X 线表现早于肺部体征出现。

病程一周左右血冷凝集试验全部阳性,临床应用阿奇霉素治疗有显著疗效。 
结论 支原体肺炎 X 线表现各异,无特异性,易与病毒性肺炎,支气管肺炎､ 大叶性肺炎相混淆,故需与

临床结合及支原体抗体试验才能正确诊断。 
 
 
PU-0772 

头孢甲肟联合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临床效果观察 
 

吕永川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头孢甲肟联合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于我院儿科住院治疗的 60 例小儿支气管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 AB 两组,各 30 例。A 组采用头孢甲肟联合痰热清进行治疗,B 组单纯应用头孢甲肟进行治

疗,评价 AB 两组的治疗效果。 
结果 A 组总有效率 96%,B 组为 8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组发热､ 咳嗽及湿啰音改善的

有效率分别为 100%､ 93%､ 96%,均优于 B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不良反应均轻微。 
结论 头孢甲肟联合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疗效显著,可缩减病程。且不良反应轻微。 
 
 
PU-0773 

抗生素及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对肺炎支原体的体外药敏试验 
 

蔚然,窦海威,王良玉,辛德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通过微量稀释法测定大环内酯类､ 四环素､ 喹诺酮类药物及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对肺炎支原

体临床分离株的体外 低抑菌浓度,为中医药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对 2016 年 MP 临床分离株的 DNA 样品进行测序分析,随机选取 20 例含有 2063 位 A→G 点突

变的临床分离株与 10 例 23SrRNA V 区无突变的临床分离株;实验组为 MP 临床分离株､ 对照组为

标准株 FH,采用微量稀释法药敏试验检测大环内酯类､ 喹诺酮类､ 四环素类抗生素及小儿肺热咳喘

口服液对其体外 低抑制浓度。 
结果 体外药敏试验中,含有 2063 位 A→G 点突变的临床分离株的红霉素､ 阿奇霉素 MIC≥64μg/ml,
无突变的临床分离株的红霉素､ 阿奇霉素 MIC 为≤0.5μg/ml;所有临床分离株的四环素的 MIC≤

2.0μg/ml;所有临床分株菌株的左氧氟沙星 MIC≤1.0μg/ml;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 MIC 为原液的 2-6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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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体外 MP 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耐药性较高。MP 临床分离株对四环素､ 左氧氟沙星均敏

感。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在体外对大环内酯类耐药 MP 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

首选治疗药物仍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时可以酌情考虑调整抗生素。对于疑似 MP 感

染,慎用抗生素,可以应用中成药､ 中西医结合改善临床症状。 
 
 
PU-0774 

穿心莲内酯总酯磺化物和阿奇霉素联合应用 
对肺炎支原体肺炎治疗早期细胞因子的影响 

 
赵晨,白燕 

协和医院西区 430000 
 

 
目的 探讨穿心莲内酯总酯磺化物(ATES)与阿奇霉素联合应用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 TNF-a
和 IL-17 的变化。 
方法 将 10 例小儿支原体肺炎(MPP)患儿,随机分两组,治疗组给予 ATES 联合阿奇霉素静滴治疗,对
照组只给予同等剂量阿奇霉素静滴治疗,分别检测两组患儿入院当天和治疗一天后血清 TNF-a 和 IL-
17 的含量,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治疗后一天后实验组血清 TNF-a 和 IL-17 显著降低( P < 0. 05),对照组 TNF-a 和 IL-17 无显著

降低(P>0.05),治疗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 P < 0. 05)。 
结论 ATES 与阿奇霉素联合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机制可能与改变机体的细胞因子水平､ 调节免疫

功能有关。 
 
 
PU-0775 

健康教育在儿童哮喘防治中的作用 
 

张光环,王芳,王敏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443003 

 
 
目的 探讨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在儿童哮喘防治中的作用。 
方法 将 2010 年第三次全国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中宜昌城区确诊的 363 例哮喘患儿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观察组按照依据 2010 年宜昌市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制定的健康教育方案进行定期

教育､ 随访和指导;对照组给予患儿及家属常规护理指导。1 年后,通过哮喘日记记录和随访,比较两

组哮喘患儿急性发作次数,哮喘完全控制率,再住院次数及医疗费用､ 学习受影响程度。 
结果 经健康教育后,观察组的急性发作次数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哮喘症状的完全控制率明显增加,再住

院率､ 医疗费用及学习受影响程度明显下降。 
结论 制定针对宜昌市哮喘儿童流行病学特点的健康教育方案,定期进行健康教育,可以有效控制哮喘

患儿的急性发作次数,使哮喘得到有效的控制,降低再住院率和医疗费用,减轻学习受影响程度,提高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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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6 

小儿支气管肺炎多项生化指标改变及临床意义 
 

肖春波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400030 

 
 
目的 探讨小儿支气管肺炎时血清心肌酶及电解质等生化指标改变与病情程度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择儿科住院肺炎患儿共 130 例,分为轻症肺炎组 72 例,重症肺炎并心衰组(肺炎心衰)58 例,门
诊健康体检儿 15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 Olympus27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肺炎患儿急性期､ 恢复

期及对照儿童血清多项生化指标 
结果 肺炎心衰组､ 轻症肺炎组､ 对照组组间两两比较,血清 CO2CP､ 心肌酶水平增高(P<0.05);肺
炎心衰组与对照组比较,血清 Na+､ K+､ TCa++水平下降(P<0.05);轻症组恢复期与急性期比较,血清

Na+､ CO2CP 升高,心肌酶水平下降(P<0.05);肺炎心衰组恢复期与急性期比较,血清 Na+､ TCa++
､ CO2CP 升高(P<0.05),而心肌酶水平无明显改变(P>0.05) 
结论 婴幼儿肺炎血清心肌酶及多项生化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改变,病情越重,改变越明显.及时检查､ 及

时发现､ 积极纠正,可以减少并发症发生率,提高重症肺炎患儿抢救成功率､ 降低病死率. 
 
 
PU-0777 

儿童肺炎支原体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值 
与其临床表现的相关性研究 

 
张巧

1,符州
1,代继宏

1,邓丹
2,付文龙

1,闫莉
1,刘铮

1,耿刚
1,田代印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支原体肺炎为学龄期儿童及青少年中 常见的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肺炎支原体感染占儿童社

区获得性肺炎病原的 10%-30%左右。诊断 MP 感染的常见方法有培养,血清学诊断和核酸检测,因为

PCR 是一种快速定量检测技术,故临床上 PCR 对 MP 感染的早期诊断意义较大。MP 的直接侵犯以

及 MP 激发机体的过度炎症反应是其主要的发病机制。本文主要研究儿童肺炎支原体的实时荧光定

量 PCR 值与其临床表现的相关性,为临床评估支原体肺炎的病情及预后提供依据。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因支原体肺炎于 2008.08-2016.12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病区

住院治疗的 597 名患儿,我们分析了其肺炎支原体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值与其热程,热型,呼吸困难,
喘息,胸痛,肺不张,胸腔积液及全身糖皮质激素的使用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两独

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不同组间拷贝数的差异,并采用相关性分析,分析 PCR 拷贝数与年龄､ 发热天数之

间的相关性, 后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影响 PCR 拷贝方的影响因素。 
结果 P 值 后分别为 0.468, 0.357, 0.794, 0.586, 0.372, 0.873, 0.694, 0.556, 0.107, 0.998 and 
0.573,本研究结果表明肺炎支原体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值与其临床表现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 
结论 支原体肺炎的发病机制除了与病原体的直接侵犯有关,还与机体的过度免疫炎症反应有关,肺炎

支原体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值与其临床表现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因此本研究表明儿童肺炎支原体的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值不能作为其病情评估及预后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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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8 

体温变化在小儿社区获得性肺炎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胡祎静,华夏,范振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通过信息平台将小儿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发热体温变化曲线与发热护理措施数据库进行关联,
推荐临床护士选择合理的发热护理措施。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泸定院区呼吸科住院的符合小儿社区获得

性肺炎诊断标准的患儿共 180 例,根据年龄分组,其中 1-6 个月 37 例,6 个月-1 岁 29 例,1-2 岁 31
例,2-3 岁 25 例,3-5.5 岁 58 例,收集患儿 qh 和 q2h 体温变化数据,对未采用退烧药的 CAP 患儿结合

不同时间点比较不同组间及不同时间点体温变化的趋势,探索针对不同体温变化点应采取的护理应

对措施。 
结果 不同时间点的体温随着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的进行而逐步降低。 
结论 信息智能化根据患者目前及即将出现的体温变化点推荐临床护士选择合理的发热护理措施,可
以做到早预防､ 早知道､ 早处理,减少超高热､ 高热对幼儿大脑､ 神经中枢等造成的影响。 
 
 
PU-0779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的血浆 D-二聚体检测 
 

郑敬阳,曾丽娥,陈琼华,林春燕,张谭,刘艳艳,林印涛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血浆 D-二聚体水平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患者的表达和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总结本院呼吸科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 入院时年龄在 3 岁至 14 岁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

儿,排除合并先天性呼吸道畸形､ 先天性心脏病､ 遗传代谢性疾病､ 肝肾血液系统其他疾病等, 后

入选 479 例。分为支原体肺炎组(217 例,其中难治性支原体肺炎 85 例)､ 其他肺炎组(262 例),检测

患儿的血浆 D-二聚体,比较单纯肺炎支原体组､ 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组､ 其他肺炎组的 D-二聚体水平

的差异以及 D-二聚体的阳性率。 
结果  肺炎支原体肺炎组的血浆 D-二聚体水平和阳性率均高于其他肺炎组,而难治性支原体组的血浆

D-二聚体水平和阳性率均高于单纯肺炎支原体组。 
结论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常可引起凝血机制异常,导致体内出现高凝状态,进而引起血栓形成的可能,
故对于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患儿需高度关注血浆 D-二聚体水平。 
 
 
PU-0780 

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疗效观察 
 

叶丽珍,杨源,赵艳,刘宝俊 
河南省三门峡市黄河三门峡医院 472000 

 
 
目的 评价电子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和常规治疗重症支气管肺炎的疗效 。 
方法 分析我院 2016 年 9 月-2017 年 7 月因重症支气管肺炎住院 60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灌洗组有效率为 96.6 %,对照组有效率为 73.3%,灌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电子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疗效显著,安全性较高,是小儿难治性重症肺炎的一种

理想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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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1 

特应质对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清糖皮质激素受体水平的影响 
 

姚欢银,刘伟荣,章杭湖,李华浚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通过检测具有特应质的毛支患儿血清 GRα､ GRβ 水平,探讨 GR 表达在毛支发病机制中的作

用。 
方法 采用 ELISA 法测定和比较毛支组(77 例)和肺炎组(68 例)患儿血清中 GR-α､ GR-β 水平变化,同
时对特应质阳性组和阴性组毛支患儿血清中 GR-α､ GR-β 水平进行测定和比较。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毛支组和肺炎组中血清 GRα､ GRβ 水平均明显升高( P <0.01),毛支组血清

GRα､ GRβ 水平与肺炎组比较显著增加( P <0.01);毛支组 GRα/GRβ 比值较对照组和肺炎组明显升

高( P <0.01),而后两者则无显著性差异( P >0.05)。特应质阳性和阴性毛支组中血清 GRα､ GRβ 水

平与对照组比较均明显升高( P <0.01);特应质阴性毛支组 GRβ 水平与阳性组比较表达明显增强( P 
<0.01);GRα/GRβ 比值在特应质阳性毛支组中较对照组和阴性组明显升高( P <0.01),而后两者则无

显著性差异( P >0.05)。与对照组比较,毛支组和肺炎组中血清 GRα､ GRβ 水平均明显升高( P 
<0.01),毛支组血清 GRα､ GRβ 水平与肺炎组比较显著增加( P <0.01);毛支组 GRα/GRβ 比值较对

照组和肺炎组明显升高( P <0.01),而后两者则无显著性差异( P >0.05)。特应质阳性和阴性毛支组中

血清 GRα､ GRβ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均明显升高( P <0.01);特应质阴性毛支组 GRβ 水平与阳性组比

较表达明显增强( P <0.01);GRα/GRβ 比值在特应质阳性毛支组中较对照组和阴性组明显升高( P 
<0.01),而后两者则无显著性差异( P >0.05)。 
结论 毛支患儿血清 GRα､ GRβ 表达水平增强,特应质阳性毛支患儿表现为 GRα/GRβ 比值的增加,
而特应质阴性患儿 GRα/GRβ 比值则无明显增加。 
 
 
PU-0782 

哮喘及呼吸道感染儿童维生素 A､ E 水平检测 
 

ALI ABID,钟礼立,林小娟,黄寒,梁沫,丁小芳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分析呼吸道感染儿童维生素 A､ E 水平,为有效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6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门诊以及病房存在呼吸道感染或哮喘儿童血清样本

236 份,根据临床诊断分为哮喘组 20 人,慢性咳嗽组 17 人,肺炎组 130 人,反复呼吸道感染组 38 人,其
它组(单纯上呼吸道感染,中耳炎等)81 人。维生素 A､ E 检测方法:本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定量

测定血清维生素 A､ E 浓度,检测仪器为美国安捷伦公司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型号:Agilent 
uplc1290)。外周静脉采血 2ml,不抗凝,0~4℃避光储存,血样及时离心处理,获得血清。 
判断标准:血清维生素 A 正常参考值 0.3~0.7mg/L,临床缺乏:<0.1mg/L,亚临床缺乏:0.1mg/L≤维

A<0.2mg/L,亚临床缺乏高风险:0.2mg/L≤维 A<0.3mg/L,血清维生素 E 正常参考值 5.0~20.0mg/L. 
结果 哮喘组(样本数 20 人,1 人临床缺乏,8 人亚临床缺乏高风险,缺乏占比 45%。维 E 全部正常)､
慢性咳嗽组(样本数 17 人,4 人亚临床缺乏,9 人亚临床缺乏高风险,缺乏占比 76.4%。维 E 全部正常)
､ 肺炎组(样本数 80 人,4 人临床缺乏,27 人亚临床缺乏,26 人亚临床缺乏高风险,缺乏占比 71.2%。1
人维 E 升高,占比 1.25%)､ 反复呼吸道感染组(样本数 38 人,12 人亚临床缺乏,16 人亚临床缺乏高风

险,缺乏占比 73.6%。1 人维 E 临床缺乏,占比 2.6%)。)及其它组(样本数 81 人,3 人临床缺乏,31 人

亚临床缺乏,24 人亚临床缺乏高风险,缺乏占比 71.6%。维 E 全部正常),相对于哮喘组其他各感染组

维生素 A 缺乏检出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维生素缺乏可能是导致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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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3 

血流感染致肺脓肿 1 例分析 
 

张文双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加深对儿童肺脓肿发病､ 临床表现及疗效评估的再认识。 
方法 总结分析 1 例血流感染致肺脓肿临床病例。 
结果 一般情况:男,2 岁,汉族,秋冬季发病。主诉:发热 2 天,伴右下肢疼痛。体温 高 40℃,予退热药

可降至 37.8℃,间隔 1-2 小时复升。发病前患儿骑车时曾摔倒。查体:肺部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

啰音;右下肢活动受限,肌张力稍高,主动活动少,局部无红肿。入院时血常规: WBC 17.31×109/L,N 
84.1%,L 9.6%,PLT 278×109/L,HGB 131g/L。X-Ray:右髋关节未见明显异常。入院后胸片显示双肺

野可见斑片状致密影,右肺为著。胸部 CT 显示双肺散在片状及结节状炎性实变并小空腔影,双肺纹

理增重,双侧胸膜增厚。给予静脉头孢曲松(罗氏芬,80mg/kg/d)及去甲万古霉素(20mg/kg/d,Q8h)治
疗。入院后初步诊断:肺炎,肺脓肿,脓毒症。 
入院后病情变化及治疗:入院后第 4 天出现单声咳,少痰,听诊呼吸音粗,未闻及啰音。血培养回报金黄

色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及万古霉素敏感。确定诊断:脓毒症(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流感染),肺炎,肺脓肿,
右侧髋关节炎。入院后始终有发热,但体温 高峰在 38.5℃左右,患儿一般状态好转。第 5 天及第 10
天复查炎症指标增高,胸片较前无变化。换用利奈唑胺(10mg/kg/次,Q8h)及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20mg/kg/次,Q8h),继续治疗。共住院 17 天,体温正常 24 小时,右下肢活动可,无疼痛,可站立行走。

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出院带药:利奈唑胺。 
结论 病例分析:平素健康儿童,外伤导致右髋关节损伤,皮肤定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血流感染,引
起发热,致肺炎,肺脓肿。体外药敏显示为 MSSA。应用头孢三代及去甲万古霉素治疗。患儿入院 10
天炎症指标增高,胸片未见好转,考虑抗感染疗效不佳,换用利奈唑胺联合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治疗 6 天

热退。虽然体外药敏显示为 MSSA,但疗效不佳的原因考虑与组织渗透及诱导耐药有关,因此换用利

奈唑胺。通常肺脓肿发热病程较长,可达 2-3 周,疗程 6-10 周,直到症状及影像异常消失。 
 
 
PU-0784 

“小儿治哮方”治疗儿童咳嗽变异型哮喘疗效研究 
 

方彩文 
绍兴市中心医院 312000 

 
 
目的 观察应用“小儿治哮方”治疗儿童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 月间在我院治疗的 120 例咳嗽变异型哮喘患儿作为实验对象,并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小儿治哮方”联合酮替芬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美普清联合酮

替芬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实验组患者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且治疗周期更短,复发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采用“小儿治哮方” 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患儿疗效肯定,安全可靠,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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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5 

孟鲁司特钠与酮替酚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效果比较 
 

方彩文,徐培林,陈海华 
绍兴市中心医院 312000 

 
 
目的 探讨孟鲁司特钠与酮替酚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效果,为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

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 61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组 31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解痉止咳药,对照组给予酮替酚片药物治疗,1mg/次,2 次/d,观察组给予孟鲁司特

咀嚼片治疗,5mg/次,1 次/d,治疗 8 周后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 
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96.77%)高于对照组的(77.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6.65,P<0.05);观察

组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5.78±1.36)d,低于对照组的(8.45±2.24)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1,P<0.05);
观察组的复发率(6.45%)低于对照组的(16.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67,P<0.05);观察组的复发

时间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98,P<0.05)。 
结论 孟鲁司特咀嚼片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的疗效明显优于酮替酚治疗,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PU-0786 

拮抗剂与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小儿 
慢性中度持续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效果观察  

 
方彩文,徐红 

绍兴市中心医院 312000 
 

 
目的 探讨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白三烯拮抗剂治疗小儿慢性中度持续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来本院就诊的慢性中度持续性支气管哮喘患儿共 102 例作为

研究对象,根据入院顺序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1 例。对照组给予吸入性糖皮质激

素,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白三烯拮抗剂。对比治疗后两组临床疗效和肺功能。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控制率､ 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50.98%､ 39.22%和 98.04%,均高于对照组

的 7.84%､ 21.57%和 64.71%,两组控制率和总有效率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86､ 18.69,P
均<0.01)。治疗后,观察组晨间 PEF､ 晚间 PEF 和 FEV1分别为 413.5±18.9 L·min-1､ 430.4±18.6 
L·min-1和 2.47±0.52L,均高于对照组的 343.5±19.5 L·min-1､ 388.7±15.6 L·min-1和 2.34±0.59L,但
仅晨间 PEF 和晚间 PEF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8.41､ 12.27,P 均<0.01)。观察组夜间憋喘次

数和哮喘症状评分分别为 0.5±0.4 次/晚､ 1.1±0.8 分,均低于对照组的 0.9±0.5 次/晚和 1.5±0.7 分

(U=4.04､ 3.36,P 均<0.01)。 
结论 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白三烯拮抗剂治疗小儿慢性中度持续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由于单纯使

用吸入糖皮质激素,安全可靠,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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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7 

“私人订制”开展出院准备服务体会 
 

张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出院准备服务旨在病人､ 家庭和医疗团队整合一切所需的健康资源,达到病人安心出院､ 医疗

团队放心让病人出院,以及病人在照顾环境转换时依旧得到完整且持续性照顾的局面。 
方法 随着儿童先天性畸形和慢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的护理团队

秉承着“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敢于突破传统,建立以家庭成员为核心､ 医疗团队为主导的出院

准备服务团队,不但帮助家庭成员熟练掌握各项居家护理的必备技能,而且还开创了居家病人得到同

质性持续照护的新局面,同时借助移动终端和互联网形成新型护理模式,优化出院随访流程。 
结果 私人订制的出院准备服务,在 1 年内使 20 名疑难重症患儿得到了便捷､ 实用､ 延续性的居家照

护,使病人再入院率降至 0.6%,出院后重大并发症发生率为 0%,节约医疗开支约 10000 元/人,随访满

意度为 100%,值得推广。 
结论 私人订制的出院准备服务不但提升了护理人员的自身价值和病人的满意度,而且为社会也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杜绝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值得推广。 
 
 
PU-0788 

5 岁以下儿童发生支气管哮喘的危险因素及相关文献 meta 分析 
 

郝娟娟,侯伟,李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通过临床病例研究及相关文献 meta 分析探讨 5 岁以下儿童发生哮喘的危险因素。 
方法 (1)临床研究:利用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综合分析 5 岁以下儿童发生哮喘的

危险因素。研究设立病例组和对照组。病例组研究对象为 168 例确诊支气管哮喘的儿童,男 112 例, 
女 56 例, 年龄 33.92±14.361 月。对照组为 168 例单纯下呼吸道感染无喘息发作的儿童, 男 88 例, 
女 80 例, 年龄 31.65±13.871 月。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出生史､ 喂养史,家族史及免疫史等,所有患

儿均在近一年内进行过外周血常规(嗜酸粒细胞计数)､ 呼吸道病原体生物芯片及过敏原检测。利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 Logistic 回归统计分析。 
(2)Meta 分析:通过查阅关于 5 岁以下儿童反复喘息及哮喘发生危险因素的文献, 筛选符合研究目的

文献进行 Meta 分析。对纳入的文献进行材料提取和偏倚风险评估, 应用 Rev Man5.3 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首先行异质性检验, 判断纳入的多个研究之间是否有异质性;其次计算各因素合并后的综合

效应(合并 OR 值及 95%CI)。 后绘制漏斗图评价发表偏倚。 
结果 1)临床研究结果 
(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①呼吸道病原体与支气管哮喘的关系:衣原体感染､ 支原体感染､ 呼吸道合

胞病毒及腺病毒感染有统计学意义;② 免疫方面与支气管哮喘的关系:家族史､ 特应性体质､  吸入物

过敏､ 食物过敏及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4%有统计学意义;③出生史､ 喂养史与支气管哮喘的关系:
男童有统计学意义,母乳喂养≥6 个月有统计学意义。 
(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 衣原体､ 支原体､ 呼吸道合胞病毒､ 特应性体质､ 食物过敏､ 家族

史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 是 5 岁以下儿童哮喘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母乳喂养≥6 个月是哮

喘的保护性因素。 
2)Meta 分析结果 
研究检索到中英文文献共 2123 篇, 经过筛选共纳入 10 篇文献, 其中中文文献 4 篇,英文文献 6 篇。

对纳入的文献采用 I2行异质性检验, 合并统计量,结果显示:早产､ 剖宫产､ 个人湿疹或过敏史､ 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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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史､ 反复呼吸道感染为 5 岁以下儿童反复喘息及哮喘的危险因素, 母乳喂养≥6 个月是保护

因素, P 均<0.05, 结果有统计学意义。母孕时吸烟 P 为 0.05, 且 95%CI 包含 1,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5 岁以下儿童发生支气管哮喘的危险因素为衣原体､ 支原体､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特应

性体质､ 食物过敏､ 家族史､ 男童､ 早产､ 剖宫产及反复呼吸道感染。 
(2)母乳喂养≥6 个月是 5 岁以下儿童哮喘发病的保护因素。 
 
 
PU-0789 

甲强龙冲击疗法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研究 
 

方彩文 
绍兴市中心医院 312000 

 
 
目的 探讨甲强龙冲击疗法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研究。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患儿 42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

随机数字分组法,将患儿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1 例。患儿均进行止咳化痰､ 平喘､ 吸氧､ 镇

静等综合治疗。观察组进行免疫球蛋白注射液､ 阿奇霉素和甲强龙冲击治疗。对照组患儿进行免疫

球蛋白注射液和阿奇霉素治疗。观察患儿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患儿白细胞计数在冲击治疗前为(5.24±1.98)×103/μl,在发热的(8.98±1.73)d 后下降为

(3.19±1.54)×103/μl,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细胞计数从

(1.68±0.47)×103/μl 下降为(1.09±0.49)×103/μl,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患儿白细胞计数在冲击治疗前为(5.33±2.21)×103/μl,后下降为(4.22±1.91)×103/μl,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细胞计数从(1.57±0.56)×103/μl 下降为(1.34±0.72)×103/μl,与治疗

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治疗后白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计数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儿在退热时间和肺部症状体征消失时间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甲强龙冲击疗法治疗小儿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效果显著,能有效改善患儿血小板含量,值得临

床推广。 
 
 
PU-0790 

孟鲁司特联合匹多莫德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患儿 
的疗效及肺功能的临床研究 

 
方彩文 

绍兴市中心医院 312000 
 

 
目的 探讨孟鲁司特联合匹多莫德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患儿的疗效及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 100 例。全部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予孟鲁司特片(商品名:顺尔宁,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5mg
口服,每晚 1 次。观察组同时加用匹多莫德口服液 10mL 口服,每日 1 次,疗程 6 个月; 
结果 观察组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观察组的总有效率达 90%以上。观

察组患儿的日间和夜间咳嗽症状评分均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观察

组患儿咳嗽､ 肺部哮鸣音消失时间均较对照组用时短,且观察组患儿的住院时间也短于对照组,组间

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观察组患儿肺功能指标 FEV1､ FEV1/FVC､ FEV1 占预计值均较

治疗前及对照组比较明显改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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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孟鲁司特联合匹多莫德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患儿的疗效确切,且明显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 改善

哮喘患儿的肺功能,缩短住院时间,值得广泛推广和应用。 
 
 
PU-0791 

特布他林及普米克令舒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 56 例 
 

倪巍 
鄂州市妇幼保健院 436000 

 
 
目的  探讨特布他林及普米克令舒联合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法。 
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56 例毛支患儿,均符合全国肺炎防治方案中毛细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1]。随机

分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男 20 例,女 10 例;对照组 26 例,男 16 例,女 10 例。年龄 45 天~8 个月,均有

咳嗽､ 气喘､ 气急,两肺闻及喘鸣音及中细湿啰音,X 线检查均有肺纹理粗乱､ 小斑片状影及不同程

度的肺气肿表现。均除外异物吸入及先天性心脏病等。4 例合并心力衰竭,治疗组 3 例,对照组 1
例。两组患儿性别､ 年龄､ 病情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综合疗法如抗感染､ 吸氧祛痰､ 止咳镇静､ 静推糖皮质激素､ 口服氨茶碱等

平喘治疗,合并心衰者予强心､ 利尿､ 扩血管等相应治疗。治疗组在综合治疗基础上加特布他林及

普米克令舒喷射雾化吸入治疗。 
  上述特布他林和普米克令舒分别由阿斯利康无锡 ASTRA 公司生产,用法:0.05%普米克令舒 2ml(含
布地奈德 1mg),0.25%特布他林 1ml(含特布他林 2.5mg),组成混合液,采用德国百瑞有限公司生产的

PARL BOY-037 型压缩雾化吸入机喷射吸入治疗,每日 1~2 次,每次吸入 8~10min,共用 3~5 天。 
  1.3  疗效标准  治愈:治疗 6 天内咳嗽消失,气急缓解(呼吸<40 次/min),肺部喘鸣及湿啰音消失;好转:
治疗 8 天咳嗽减轻,气急缓解。肺部喘鸣音及湿啰音减少;无效:治疗 8 天后,咳嗽､ 气急､ 肺部啰音无

明显减少。 
结果  
2.1  两组主要症状､ 体征平均持续时间及住院天数:治疗组气急缓解､ 喘鸣消失时间及住院天数较

对照组缩短,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治愈率 90%,对照组 69.2%,差异有非常显著性(χ2=6.70,P<0.01)。 
结论 此两种药联合雾化吸入治疗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针对毛支的发病机制,所选择的药

物从不同途径发挥平喘作用;(2)压缩雾化吸入机能将药物雾化成直径大多<5μm 的气雾微粒,提高了

药物下呼吸道的沉降率,微粒吸入直接作用靶器官而迅速发挥作用;(3)该方法操作简便,易被接受,疗
效好,无明显的不良反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及一定的经济效益,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0792 

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 
后慢性咳嗽的临床疗效 

 
郑桂芬,乔晓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慢性咳嗽的疗效。 
方法  将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慢性咳嗽患儿 100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给予布地奈德雾

化吸入抗炎治疗:每次 1mg,每日 2 次,连续 3 天,3 天后为每日一次,共吸入 7 天;对照组予阿奇霉素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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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治疗:口服阿奇霉素 10mg/kg/d,共计 3 天。期间对两组进行咳嗽症状评分及夜间睡眠评分观

察。 
结果 布地奈德治疗后第 3､ 7､ 14 天咳嗽治愈率及好转率均高于与阿奇霉素组(p 值均< 0.05),至治

疗后 2 周吸入布地奈德组及阿奇霉素组总有效率分别为:80%､ 20%。布地奈德组治疗后第 3､ 7､
14 天睡眠恢复正常的比率及好转率均高于阿奇霉素组(p 值均< 0.05)。 
结论  肺炎支原体肺炎感染后咳嗽可能与非特异性炎症所致的气道高反应性有关,治疗上应选择吸入

激素抗炎,而非继续抗感染治疗。 
 
 
PU-0793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HLA-DQA1 基因多态性 
及其与细胞因子的关系 

 
邵晓丽,刘淑梅,胡佳妮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HLA-DQA1 基因多态性及其与细胞因子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用 PCR-SSP 方法对 60 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进行 HLA-DQA1 等位基因以及有关基因亚型

分析,并同时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外周血的 IL-2､ IL-12､ TNF-α 表达水平。 
结果 MPP 患儿 HLA-DQA1*0201/*0301 的频率分别增高到 35.83%/30%,与正常儿童的

16.67%/8.33%的频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χ2=12.139,P<0.05,OR=5.059 和

χ2=15.142,P<0.05,OR=7.500);MPP 患儿 HLA-DQA1*0401 的频率为 12.5%,与正常儿童的 40%的

频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4.638,P<0.05,OR=0.083)。难治组 MPP 患儿 HLA-
DQA1*0301 的频率增高到 40%,与普通组 MPP 患儿的 20%的频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0.000,P<0.05,OR=0.167)。难治组 MPP 患儿 IL-2 水平为(34.56±12.46)pg/ml,高于普通组

(24.41±11.72)pg/ml 及对照组(19.07±8.73)pg/ml,差异显著(P<0.05);难治组 MPP 患儿 IL-12 水平为

(31.63±8.15)pg/ml,高于普通组(23.52±6.50)pg/ml 及对照组(35.62±13.21)pg/ml,差异显著(P<0.05);
难治组 MPP 患儿 TNF-α 水平为(244.98±88.57)pg/ml,高于普通组(42.98±20.43)pg/ml 及对照组

(40.74±18.34)pg/ml,差异显著(P<0.05)。HLA-DQA1*0201 阳性组与 HLA-DQA1*0201 阴性组血清

IL-2､ IL-12､ TNF-α 水平差异并不明显(P<0.05)。 
结论  HLA-DQA1*0201,HLA-DQA1*0301 基因可能是儿童 MPP 患儿的易感因素,具有 HLA-
DQA1*0301 的 MPP 患儿易发展为 RMPP;HLA-DQA1*0401 可能对儿童 MPP 的发病具有保护作

用;RMPP 可能通过改变 IL-2/IL-12/TNF 水平参与其炎症反应;在 MPP 的易感因素研究中,有必要进

行多因素分析,并且要考虑到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PU-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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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体内半胱氨酰白三烯 
和维生素 A 相关性的分析 

 
辛丽红,张雯,唐青,任思洋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通过比较肺炎支原体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MPP)患儿急性期､ 恢复期体

内半胱氨酰白三烯(cysteingl leukotrien, Cys-LTs) 和维生素 A (Vitamin A,VA)的含量, 探讨肺炎支原

体肺炎患儿体内 Cys-LTs 与 VA 的相关性及对肺炎支原体肺炎病情评估的作用。 
方法 运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检测所有样本的 Cys-LTs 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HPLC)检测血清维生素 A 含量,分析两种检测指标在不同组间的差异,同时探讨两种标志物之间的相

关性。病例选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呼吸科住院的 MPP 患儿 150 例,年龄 1 岁~10
岁,平均(6.3±1.5)岁,男性 87 例,女性 63 例。将住院 150 例患儿,据诊断标准分为轻症组､ 重症组,其
中轻症 92 例,重症 58 例;97 例(包括 58 例重症､ 39 例轻症)患儿进行支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术,其
中轻症 39 例,重症 58 例;于急性期采血检测血清 VA 及 Cys-LTs 含量､ 肺泡灌洗液检测 Cys-LTs 含

量。随机选取恢复期患者 100 例,轻症组 72 例,重症组 26 例,采血检测血清 VA 及 Cys-LTs 含量。对

照组选择同期我院呼吸科住院的支气管异物患儿 86 例,均为急性起病,病史 3 天之内,排出感染因素,
年龄 6 个月~8 岁,平均(2.3±0.9)岁,男性 55 例,女性 31 例。各组间年龄､ 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1)MPP 患儿体内中的 Cys-LTs 含量较对照组高(P<0.05);MPP 急性期组血液中 Cys-LTs 含量

较恢复期组明显升高(P<0.05);重症 MPP 组较轻症 MPP 组 Cys-LTs 含量明显升高(P<0.05),同时重

症 MPP 组 BALF 中 Cys-LTs 含量升高更为明显(P<0.05);39 例轻症 MPP 患儿 BALF 中 Cys-LTs 含

量与血液中相比差异不明显(P>0.05)。 
(2)血清中 VA 含量急性期组较恢复期组及对照组明显减低(P<0.05); 恢复期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P>0.05)。重症 MPP 组较轻症 MPP 组血清中 VA 减低明显(P<0.05) 
(3) 对不同组 Cys-LTs 和 VA 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 急性期重症组中 Cys-LTs 与 VA 有显著相关性

(n=58, r=0.67, P<0.05), 恢复期组中两者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体内 Cys-LTs 及 VA 含量均与肺炎支原体肺炎病情轻重程度有关, 重症

MPP 患儿体内 Cys-LTs 及 VA 含量可作为疗效监测的指标。两种检测指标在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

中的相关性, 使我们对于肺炎支原体肺炎的诊治有了新的认识,早期检测上述因子,对指导临床治疗,
改善预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PU-0795 

混合感染因素对呼吸道腺病毒感染临床特征的影响 
 

谢乐云
1,钟礼立

1,张兵
1,黄寒

1,曾赛珍
1,肖霓光

1,刘沁
1,段招军

2 
1.湖南省人民医院 

2.中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病毒所 
 

 
目的 探讨混合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对腺病毒(hAdV)感染患儿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07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入住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5852 例急性下呼吸道感

染的住院患儿,入院时采集鼻咽抽吸物,采用 PCR 方法进行常见 12 种呼吸道病毒检查(呼吸道合胞病

毒(RSV)､ 鼻病毒(HRV)､ 流感病毒(IFVA､ B 型)､ 副流感病毒(PIV1-3 型)､ 人偏肺病毒(hMPV)､
冠状病毒-NL63(HCoV-NL63)､ 冠状病毒-HKU1(HCoV-HKU1)共 10 种 RNA 病毒,及腺病毒(ADV)
､ 博卡病毒(HBoV)共 2 种 DNA 病毒)。采集外周血进行血常规以及 C-反应蛋白(CRP)检测。 
结果 5852 例患儿中共检出 hAdV 阳性 597 例(10.2%),其中 hAdV 单纯感染者 267 例(44.7%),混合

其他病原感染者 330 例(55.3%)。以 hAdV 混合 RSV 感染 为常见(59 例,占 17.9%)。其中二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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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96 例,三重感染 53 例,四重感染 21 例,3 例患儿同时检出五种呼吸道病毒。患儿的平均年龄显著

小于单纯 hAdV 感染者[27.5(12-41)月比(17(9-32.5)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hAdV 混合感染

的患儿出现住院时间长于单纯感染患儿[7(6-9)天比 8(6-10)](P=0.0023)。喘息的比例(43.9%及

28.3%)明显高于 hAdV 单纯感染患儿(4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9).其他临床症状(发热,咳
嗽,呕吐,腹泻,呼吸困难,意识障碍,吸氧,入住 PICU)在各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

是 hAdV 混合 HRV 感染患儿的发热的比例明显低于 hAdV 单纯感染以及 hAdV 混合其他呼吸道病

毒感染患儿(P=0.03)。hAdV 混合 PIV 感染的患儿发热时间长于 hAdV 混合其他病毒感染,hAdV 混

合 RSV 感染易出现喘息,差异均有统计学医院。2 组患儿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比例以及白细胞数

目,CRP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hAdV 感染易并发混合感染,以混合 RSV 感染 为常见。混合感染以小年龄多见,并可延长患儿

住院时间,可能混合感染在一定程度上可加剧小年龄患儿免疫紊乱有关。 
 
 
PU-0796 

叶内型肺隔离症 5 例 
 

曾桂花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叶内型肺隔离症的诊断和治疗,提高对叶内型肺隔离症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影像学和(或)手术诊断为叶内型肺隔离症的 5 例患者临床资料并查阅相关文献。 
结果 9 例患者中男性 2 例,女性 3 例;年龄 7 月-13 岁,平均年龄 5.1 岁;病变部位右肺 4 例,左肺 1 例;
临床特征 1 例表现为咳嗽迁延不愈半年,3 例表现为咳嗽､ 发热 10 余天, 后 1 例表现为出生起就有

反复的肺部感染;术前诊断为肺隔离症 2 例,发热查因 1 例,右下肺实变查因 1 例,右肺上叶､ 中叶支气

管共干 1 例,3 例行常规开胸手术治疗,术后病理 2 例符合肺隔离症,1 例符合先天性支气管肺前肠畸

形;5 例随访术后均生存良好,均无复发及死亡。 
结论 叶内型肺隔离症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肺发育畸形,缺乏特异性症状､ 体征,容易误诊及漏诊,胸部

增强 CT 是临床上 主要的术前检查方法。手术治疗肺隔离症效果满意。 
 
 
PU-0797 

儿童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相关性分析 
 

黄丽莲,覃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2 

 
 
目的 了解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类型,探讨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X-CGD)患儿起病方式､  感染部位､  病原谱和炎症并发症等

临床特点, 总结基因突变类型,了解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相关性。 
结果 39 例男童被诊断为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 起病年龄为 1d~7.1 岁等,新生儿期起病 17 例(占
43.59%), 9 例有家族史(占 23.08%)。首发症状发热 18 例, 咳嗽 8 例,疱疹 6 例, 腹泻 6 例,1 例反复

肝功能异常。3 例卡介苗淋巴结炎,基因诊断分别为 XK､ CYBB 基因全外显子缺失,DMD 基因外显

子 1 ~ 44 缺失, DMD 基因肌肉特异性启动子和外显子 1 和 2 缺失;CYBB 外显子 3 缺失,基因缺失较

多 2 例,肺 CT 示双肺弥漫间实质浸润,左腋下淋巴结钙化,转归为死亡;6 例腹泻患者,4 例为 Exon 
10 CYBB 结构域 NADPH,核苷酸改变 c.1234G>A(Gly412Arg),错义突变,1 例为 Exon 7,CYBB 结构

域 NT,核苷酸改变 c.676C>T(Arg226X ),1 例为 Exon 9,CYBB 结构域 FAD,核苷酸改变

c.1012C>T(His338Tyr ),错义突变;6 例疱疹患者,3 例基因为 Exon 11 的无义突变,1 例为 Exon 8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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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位点缺失,2 例为错义突变,4 例转归为治愈;4 例真菌感染为主患者,3 例为 Exon 9,CYBB 结构域

FAD,错义突变,1 例为 Exon 3,CYBB 结构域 NT,剪接点突变;1 例反复肝功能异常,肝大､ 脾大患

者,CYBA 基因第一外显子第 7 位碱基由 C 变成 T 纯合突变(c.7C > T,p.Gln3*),母亲携带此变异(杂
合),父亲此位点存在大片段杂合缺失。 
结论 CYBB 基因突变分布广泛, 异质性明显。儿童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基因突变分析是开展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的重要工具。 
 
 
PU-0798 

维生素 A 水平与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辛丽红,张雯,唐青,任思洋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维生素 A(Vitamin A,VA)含量水平与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关系。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4 月 600 例 0-12 岁呼吸科住院儿童为研究对象,入院后

同时检测血清 VA 含量及肺炎支原体。研究对象入选标准:①年龄 0~12 岁;②MP 感染的标准:采用聚

合酶链反应法(PCR)检测患儿拭子 MP-DNA,阳性者再用 PA 法行血清中 MP-IgM 检测,两项均为阳

性则考虑为 MP 感染。③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已排除全身严重感染､ 恶性肿瘤､ 先天性心脏病､ 先

天性免疫功能缺陷症､ 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 或合并结核､ 哮喘等疾病。患儿监护人签订知情同意

书。研究分亚临床维生素 A 缺乏(Subclinical vitamin A deficiency, SVAD)组､ 可疑亚临床维生素 A
缺乏组(Suspected subclinical vitamin A deficiency, SSVAD)和维生素 A 正常组,根据年龄分四组:<1
岁组,1-3 岁组,4-6 岁组,>6 岁组。根据是否有肺炎支原体感染分为两组:肺炎支原体感染阳性组､ 肺

炎支原体感染阴性组。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检测血清维生素 A 含量,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
检测患儿鼻咽拭子 MP-DNA,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患儿血清中 MP-IgM。诊断标准:研究采用

WHO 推荐 VAD 的诊断标准,血清维生素 A<0.7mmol/L 为 SVAD;血清维生素 A 0.7~1.4mmol/L 为
SSVAD;血清维生素 A 1.4~2.79mmol/L 为维生素 A 储存充足。 
结果 600 例患儿中 SVAD 83 例(13.83%),SSVAD193 例(32.17%),<1 岁､ 1~3 岁､ 6 岁以及>6 岁

组间 SVAD 及 SSVAD 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01),其中<1 岁婴儿 SVAD 及 SSVAD
发生率 高,分别为 26.36%和 49.10%。600 例患儿中 MP 阳性病例 201 例(33.5%),其中 SVAD 57
例(28.35%),SSVAD 70 例(34.83%);MP 阳性患儿的 SVAD 发生率高于阴性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201 例 MP 阳性患儿不同年龄组间 SVAD､ SSVAD 以及 VA 正常儿童分布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3),<1 岁婴儿 SVAD 发生率(48.39%)较高。 
结论  儿童 SSVAD 发生率较 SVAD 稍高,主要为 3 岁以下的婴幼儿,1 岁以下 多,随年龄增长发生

率呈下降趋势;维生素 A 缺乏与儿童易感肺炎支原体关系密切,有可能通过补充维生素 A 来减少儿童

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发生,为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提供有力的依据。 
 
 
 
 
 
 
 
 
 
 
 
PU-0799 

福州地区小儿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临床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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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彪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分析福州地区小儿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 IPD) 临床特点及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耐药特点, 为福

州地区儿童侵袭性 
肺炎链球菌疾病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 2017  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PICU22 例侵袭性肺炎链球

菌疾病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其药敏结果。回顾性分析 2010 ~ 2017  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建省妇幼

保健院 PICU22 例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其药敏结果。 
结果 ( 1) IPD 患儿男女比例为 1. 25:1, 以 2 岁以下婴幼儿居多, 且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中 50%为 2 岁

以下。22 例患儿临床上均有发热､ 血象升高､ 血 CRP 升高; 8 例( 36.36% )伴有肝脾肿大, 3 例

( 13.63 %)伴皮疹, 1 例( 4.5% )伴黄疸。22 例 IPD 中, 11 例( 50.00% ) 为败血症, 8 例( 36.36% ) 为
化脓性脑膜炎, 5 例(22.72 % ) 为败血症合并肺炎, 3 例( 13.63% ) 为化脓性胸膜炎, 。( 2) 22 株侵

袭性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敏感率为 48. 15%, 对其他常用 8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依次为: 红霉素( 92. 
59% )､ 阿奇霉素( 92. 00% )､ 四环素( 88. 00% )､ 复方新诺明( 68. 00% )､ 氯霉素( 22. 22% )､ 氧

氟沙星( 4. 00% )､ 万古霉素( 0)､ 利福平( 0)。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株多重耐药率为 96. 30% 
结论  IPD 好发于 5 岁以内尤其是 2 岁以内的婴幼儿,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败血症､ 化脓性脑膜炎等, 
加强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的耐药监测对指导临床用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U-0800 

福州地区小儿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临床特点与耐药性分析 
 

王世彪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分析福州地区小儿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疾病( IPD) 临床特点及侵袭性肺炎链球菌耐药特点, 为福

州地区儿童侵袭性 
肺炎链球菌疾病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 2017  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PICU22 例侵袭性肺炎链球

菌疾病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其药敏结果 
结果 ( 1) IPD 患儿男女比例为 1. 25:1, 以 2 岁以下婴幼儿居多, 且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中 50%为 2 岁

以下。22 例患儿临床上均有发热､ 血象升高､ 血 CRP 升高; 8 例( 36.36% )伴有肝脾肿大, 3 例

( 13.63 %)伴皮疹, 1 例( 4.5% )伴黄疸。22 例 IPD 中, 11 例( 50.00% ) 为败血症, 8 例( 36.36% ) 为
化脓性脑膜炎, 5 例(22.72 % ) 为败血症合并肺炎, 3 例( 13.63% ) 为化脓性胸膜炎, 。( 2) 22 株侵

袭性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敏感率为 48. 15%, 对其他常用 8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依次为: 红霉素( 92. 
59% )､ 阿奇霉素( 92. 00% )､ 四环素( 88. 00% )､ 复方新诺明( 68. 00% )､ 氯霉素( 22. 22% )､ 氧

氟沙星( 4. 00% )､ 万古霉素( 0)､ 利福平( 0)。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株多重耐药率为 96. 30% 
结论 IPD 好发于 5 岁以内尤其是 2 岁以内的婴幼儿,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败血症､ 化脓性脑膜炎等, 
加强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的耐药监测对指导临床用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U-0801 

重组人干扰素 а2b 注射液氧气驱动雾化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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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沙邦武 
湖北省荆门市中医医院  

 
 
目的 观察重组人干扰素 а2b 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我科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住院诊断为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为观察对象,按入组时间

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对症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每次剂量 10-30ug/kg.次的重组人干

扰素 а-2b,氧气驱动雾化吸入,每日 2 次,7 天为一疗程。采用评分法观察两组患儿临床症状和体征变

化,根据评分结果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观察组在止咳平喘､ 改善喘憋､ 肺部啰音及 X 线吸收效果均优于对照组,其住院时间也缩短

(P<0.05),所有患儿在接受重组人干扰素 α2b 雾化吸入后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重组人干扰素 α2b 氧气驱动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疗效显著,应用简单,安全性良好,早期

使用效果更佳。 
 
 
 
PU-0802 

我国早产儿出院后营养研究现状的共词分析 
 

刘孝美
1,罗碧如

1,2,彭文涛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感染科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四川成都 

 
 
目的 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对近 10 年国内研究的早产儿出院后营养文献进行分析,深入探讨该领域的研

究现状及进展,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早产儿”､ “营养”或“喂养”､ “出院”为主题词,检索并纳入符合研究标准的

文献,利用 Bicomb2 对下载的文献进行关键词统计和分析,利用 Ucinet6.0 及 Netdraw 绘制共现分析

图,将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可视化。 
结果 共纳入文献 72 篇,提取高频关键词 20 个,通过共词分析得出我国早产儿出院后营养的研究重点

关注早产儿尤其是低出生体重儿和小于胎龄儿生长发育的问题;营养支持方式以母乳喂养､ 早产儿

出院后配方奶 为热门;而有关强化营养的时间､ 辅食添加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生长发育对早产儿

远期的影响､ 出院后营养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结论 通过共词分析法呈现了国内早产儿出院后营养的研究现状并预测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PU-0803 

海恩法则在护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应用 
 

张志玲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目的 应用海恩法则的警示作用,使护理管理者增强对风险的预见性,善于发现护理安全隐患,减少护理

不良事件的发生。 
方法 运用海恩法则对 2015 年护理不良事件进行分析,通过采取重视护理技能训练,提高护士素质;建
立健全风险评估､ 防范､ 上报及讨论机制;针对病房仪器､ 设备､ 药物加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 
结果  实施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实施前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数相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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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运用海恩法则实施预见性护理安全管理, 能有效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PU-0804 

儿科门诊分诊护士心理健康状况的分析与对策 
 

马春妮,莫霖,黄青 
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00 

 
 
目的 分析儿科门诊分诊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措施。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 SCL-90 )对 50 名儿科门诊分诊护士进行心理健康状况的分析。 
结果 儿科门诊分诊护士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均高于国内常模;躯体化､ 强迫､ 精神病性均

高于女性常模。 
结论 儿科门诊分诊护士的心理健康处于低水平,不仅低于一般人群,也低于女性群体的平均水平。 
 
 
 
PU-0805 

人工皮亲水性敷料预防人工耳蜗植入患儿 
术后额部压疮的效果评价 

 
冯瑞玲,许莹,吴玉梅,任伟,石彩晓,时富枝,唐蕾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评价人工皮亲水性敷料在人工耳蜗植入患儿术后压疮的预防效果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某三甲医院耳鼻喉科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行人工耳蜗植入术的双

侧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儿,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收治的 129 例患儿作为对照组,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 171 例患儿作为观察组。术前常规备皮,对照组术毕常规医用绷带加

压包扎;观察组术毕应用人工皮亲水性敷料覆盖额部皮肤后,医用绷带加压包扎,比较 2 组患儿术后额

部压疮的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术后发生额部压疮 3 例,对照组发生 39 例,2 组发生率比较 X2=49.38,P<0.01;人工耳蜗

植入术后发生压疮的患儿以 1-3 岁患儿 多 
结论 1-3 岁患儿是人工耳蜗植入术后额部压疮高发年龄,护理人员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准确评估压疮

风险,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PU-0806 

百日咳并发肺炎的临床护理要点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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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亮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研究并探讨百日咳并发肺炎的临床护理要点,为百日咳合并肺炎的临床防治提供可靠的参考依

据。 
方法 于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选取该阶段内我科收治的 100 例百日咳合并肺炎患者作为此次

研究的对象,采取数字随机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观察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

组实施针对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咳嗽停止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退热时间､ 住院时间,并
对两组患者家长的焦虑评分､ 疾病不确定感评分､ 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咳嗽停止时间､ 肺啰音消失时间､ 退热时间､ 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

(P<0.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家长的焦虑评分､ 疾病不确定感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降低

(P<0.05),且与干预后的对照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家长的护理满意度为

98%,与对照组家长的护理满意度(84%)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小儿百日咳并发肺炎患者实施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可有效促进临床症状的缓解,还能有效改

善患者家长的心理状态,提高患者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 
 
 
PU-0807 

血液净化在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中应用及护理 
 

陈学兰,黎小芹,张崇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不同的血液净化模式在治疗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应用。 
方法 对 2008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血液净化中心对 80 例 0-18 岁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儿进

行的共 388 例次血液净化的模式､ 临床疗效､ 抗凝剂用法､ 血液净化的相关并发症症的处理及护理

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80 例患儿多为肾病反复复发或激素抵抗,激素疗效差,对常规的扩容利尿反应差,表现顽固性水

肿､ 大量蛋白尿,部分患儿合并不同程度肾功能损害,本中心采用 HD､ CVVHDF､ HF 三种模式对

PNS 患儿进行治疗。患儿血液净化并发症发生率仅 5.15%。5 例次低血容量性休克,3 例患儿 5 例

次发生高血压。4 例次有出血倾向,6 例次发生凝血,针对并发症及时采取针对性处理,无一例死亡。 
结论 儿童血液净化技术成功开展,我们认为与血液净化模式的选择､ 参数的设置､ 管路的良好护理

､ 抗凝剂的合理使用及必要的管路预充密不可分。随着血液净化设备的不断更新,技术的不断完善,
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并发症的发生率必将逐渐减少,对缓解 PNS 患儿近期的严重水肿和/或肾功能

不全有一定的效果,治疗后浮肿､ 少尿症状均好转,肾功能有缓解,尿蛋白有下降,且并发症较低,缩短

住院日。但目前血液净化治疗在儿童 PNS 中的应用尚不够成熟,需个体化,以保证治疗的安全性,并
获得 佳的治疗效果。 
 
 
 
 
 
 
 
 
PU-0808 

儿内科新建病房实施护理风险管理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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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鸿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对儿科新建病房实行护理风险管理的实践,减少或避免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方法 通过文献提示和儿科医院数据提示,结合病房人､ 物､ 环境以及关键环境分析,针对易发生不良

事件的环节进行风险管理。 
结果 新病房在占床日 100%的情况下,无护理差错事件发生,患者总体满意度 95.2%。 
结论 儿科病房尤其新建病房,从实际出发实行护理风险管理,可以有效的避免护理不良事件发生,尽快

的把控护理质量,保障患儿安全。 
 
 
PU-0809 

早产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一例护理体会并文献复习 
 

冯小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15 

 
 
目的 总结早产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POHS)的临床特点､ 诊治和护理体会。 
方法 总结 2015 年我科收住 1 例 POHS 患儿的病例资料。通过检索词为“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preterm infants or newborns”“nursing”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早产儿或新生儿”“护理”
在 PubMed 及万方数据库检索自 1980 至 2015 年的相关文献。对 POHS 的临床特点､ 诊治进行复

习,并总结本例患儿的护理体会。 
结果 患儿 41 日龄(纠正胎龄 38+1周)出现外阴水肿､ 阴道黏膜皱襞外翻､ 下腹部和大腿肿胀,诊断尚

不明确。患儿 49 日龄 B 超提示右侧卵巢囊肿,血促性腺激素及雌激素升高,诊断考虑 POHS,未予干

预,随访监测。患儿 169 日龄(纠正胎龄 4 月龄)症状消失､ 卵巢囊肿缩小至消失,激素水平恢复正

常。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外文文献 6 篇,无中文文献,共报道 12 例 POHS 患儿,连同本例 13 例,护理

方面无相关文献报道,本例患儿通过严密的病情观察､ 加强外阴护理､ 皮肤护理､ 个性化的出院计

划､ 出院后延续护理､ 家长心理护理,未出现相关并发症,家长满意度高。 
结论 POHS 是一种罕见的自限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早产儿于纠正胎龄 35~39 周时出现卵巢囊肿､ 外

阴水肿､ 下腹部和大腿肿胀､ 促性腺激素及雌二醇升高等,无并发症时只需随访监测,4~5 月恢复正

常,预后良好。此类患儿护理至关重要,能有效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提高家长满意度。 
 
 
PU-0810 

护理干预对儿童慢性腹痛性患者行电子胃镜检查的效果研究 
 

黄唯,周雄,刘佳,易立纯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护理干预对慢性腹痛性小儿患者行电子胃镜检查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2016 年 2 月收治我院的 280 例小儿慢性腹痛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所有

患者均行电子胃镜检查,按其就诊先后顺序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140 例,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
干预组患者在此基础上采用护理干预,对比分析两组患儿胃镜检查完成率､ 检查平均用时､ 并发症

发生率及护理满意率。 
结果 干预组患儿检查完成率为 94.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5.0%,(P<0.05);干预组检查平均用时为

(7.7±1.1)min,对照组为(11.5±1.4)min,干预组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并发症发生率,干预组 7.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219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15.7%(P<0.05);护理满意率干预组为 92.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8.6%(P<0.05)。 
结论 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慢性腹痛性小儿患者行电子胃镜检查的成功率,缩短检查时间,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提高护理满意率。 
 
 
PU-0811 

消化道手术患儿术后早期肠内营养的研究进展 
 

马轶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阐述了小儿消化道手术后早期肠内营养开始的时机､ 喂养途径和方式以及肠内营养液的成份,
指出目前早期肠内营养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肠内营养护理的注意事项和并发症的观察与处理,以期

为临床护理实践和护理科研提供信息。 
方法 通过回顾国内外文献,总结消化道手术后早期肠内营养在喂养时机､ 喂养方式､ 喂养成份､ 肠

内营养途径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并提出早期肠内营养的导管维护及护理相关并发症方面的观点。 
结果 小儿消化道手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有利于患儿术后肠功能的恢复,但在实施肠内营养时,医务人员

应根据患儿的具体病情､ 耐受情况､ 吻合口愈合､ 术后并发症等问题,为患儿提供个体化肠内营养

方案,加强营养风险评估,减少并发症,缩短住院天数,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结论 小儿消化道手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有利于患儿术后肠功能的恢复,但在实施肠内营养时,医务人员

应根据患儿的具体病情､ 耐受情况､ 吻合口愈合､ 术后并发症等问题,为患儿提供个体化肠内营养

方案,加强营养风险评估,减少并发症,缩短住院天数,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PU-0812 

新型儿科标识带的设计与运用 
 

金琼琼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新型儿科标识带在提高佩戴率､ 降低过敏率中的效果评价 
方法 在现有儿科标识带基础上进行设计､ 制作,将新型儿科标识带与传统儿科标识带应用于临床,比
较两种标识带临床佩戴率及患儿过敏率,护理人员对标识带便捷性评价及患儿家属对标识带舒适度

的评价 
结果 新型儿科标识带佩戴率为 97.2%,传统儿科标识带佩戴率为 77.8%,P=0.028。新型儿科标识带

过敏率为 0,传统儿科标识带过敏率为 16.7%,P=0.025。护理人员对标识带便捷性的评价 X2值

7.432,P=0.006,患儿家属对标识带舒适度的评价 X2值 6.400,P=0.011,P 值均<0.05。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新型儿科标识带有较高的便捷度､ 舒适度,可提高临床患儿佩戴率,降低过敏率,值得临床推广和

发展 
 
 
 
 
 
PU-0813 

 危重症儿童患者应用桡动脉置管有创血压监测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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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日妹,潘彩金,杨开玉,刘启华,赖玉珺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518101 
 

 
目的 观察与分析危重症儿童患者应用桡动脉置管有创血压监测护理效果。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所收治 40 例儿童危重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分组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无创血压监测;观察组:采用有创血压监测。比较与

分析两组患者血压监测结果。 
结果 观察组桡动脉血压为(73.21±12.97)mmHg 与对照组肱动脉血压(69.18±12.01)比较(P<0.05);观
察组桡动脉平均舒张压为(36.79±8.81)mmHg 与对照组肱动脉平均舒张压(41.27±9.09)mmHg 比较

(P<0.05)。然而观察组平均血压为(48.97±11.27)mmHg 与对照组

(49.87±9.37)mmHg(1mmHg=0.133kPa)比较(P>0.05)。 
结论  临床应用桡动脉置管有创血压监测可及时了解危重儿童血压情况,以便临床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提高临床疗效。 
 
 
PU-0814 

儿童血液肿瘤病房患儿佩戴口罩现状调查 
 

李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对血液肿瘤病房患儿口罩佩戴的正确率､ 佩戴口罩种类､ 佩戴时间和口罩更换等情况进行调

查,以探讨有效的解决方法。 
方法 采用现场观察法和自制调查问卷,对我院儿科血液肿瘤三病区､ 儿科血液肿瘤五病区在院患儿

进行问卷调查,对获得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儿科血液肿瘤三病区口罩佩戴正确率 74.3%,儿科血液肿瘤三病区口罩佩戴正确率 71.3%,调查

对象中 50.9%患儿佩戴棉布口罩,23.3%患儿佩戴一次性口罩,30.2%患儿除了进食剩余时间都佩戴

口罩,68.1%患儿口罩佩戴时间超过 12 小时仍未更换,5.2%血液肿瘤患儿认为不需要佩戴口罩。 
结论 目前医院对血液肿瘤患儿佩戴口罩的管理欠规范,佩戴比例较低,正确率偏低,口罩种类不尽合

理。提示血液肿瘤病区应加强对患者佩戴口罩行为的干预管理,降低患儿感染的风险。 
0.9%患儿佩戴棉布口罩,23.3%患儿佩戴一次性口罩,30.2%患儿除了进食剩余时间都佩戴口

罩,68.1%患儿口罩佩戴时间超过 12 小时仍未更换,5.2%血液肿瘤患儿认为不需要佩戴口罩。 
 
 
PU-0815 

儿科静脉炎危险因素及护士认知情况的分析   
 

杨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对儿科静脉炎危险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对护士对其相关危险因素的认知情况进行调查,以期

减少儿科患儿静脉炎的发生率。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静脉滴注患儿 230 例作为研究组对象,根据患者

是否患有静脉炎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给 115 例,并自行设计问卷对儿童输液导致静脉炎危

险因素对执行 86 护士进行问卷封闭式答题方式和当场收回的调查方式,对两组患儿发生静脉炎高危

因素和护士对其认识的情况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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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患儿 pH 值､ 无菌条件操作､ 手背为穿刺部位及固定放式正确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经 t/χ2

经验,P<0.05;套针管滞留时间和药物刺激性强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经 t/χ2经验,P<0.05;日输入液量了

解患儿体质与对照组相差不大,差异经 t/χ2经验,P>0.05;护士对正常的药物 pH 值､ 穿刺什么部位静

脉炎发生率 高､ 是否需要在无菌环境下输液的认知率较低。 
结论  儿科静脉炎发生率较高,需不断加强对护士对静脉压发生危险因素的认知度,进而降低其发生率,
间接提高患儿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PU-0816 

细节管理联合常规护理在脑瘫患儿中的管理效果 
及对神经生长因子的影响研究 

 
李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细节管理联合常规护理在脑瘫患儿中的管理效果及对神经生长因子的影响。 
方法 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医院收治脑瘫患儿 100 例,采用随机数字方法分为对照组(n=50)
和观察组(n=50)。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细节管理,采用 NGF 免疫组

化法检测神经生长因子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 EPO､ 肿瘤坏死因子-α 及白细胞介素-
6 水平,比较 2 组管理效果及对神经生长因子的影响。 
结果 2 组护理前 SDS 评分､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后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2 组护理前神经生长因子及 EPO､ TNF-α 及 IL-6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后神经生长因子及 EPO､ TNF-α 及 IL-6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护理后家属满意度为 96.00%,对照组为 82.00%,2 组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瘫患儿治疗过程中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细节管理效果理想,能降低神经生长因子及炎症细

胞因子,提高管理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PU-0817 

家庭中心式护理在儿科急性喉水肿的应用研究 
 

孙荣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家庭中心式护理对急性喉水肿患儿及其家属心理状态及家庭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住院治疗 174 例急性喉水肿患儿按照就诊顺序分别入组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采用急

性喉水肿常规护理,研究组采用家庭中心式护理。采用家属满意度分析患儿家属的就医体验,采用家

庭功能评定量表 (FA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家庭功

能和心理状态 
结果 研究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X2= 8.32,P <0.05)。研究组护理后 HAMA
评分､ 情感反应､ 行为控制分显著低于治疗前(t= 2.43､ 2.37､ 2.35,P<0.05) 
结论 家庭中心式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急性喉水肿患儿家属满意度,降低患儿焦虑情绪,改善家庭功能 
 
 
 
PU-0818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语言障碍患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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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薇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 
 

 
目的 针对语言障碍患儿采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年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本院进行康复训练的语言障碍患儿 72 例为本次研

究对象,按照不同的护理方式分成 2 组,每组各 36 例,对照组选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结合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模式,对比两组患儿护理后的临床效果 
结果 两组患儿护理后的大运动及精细运动评分结果对比(P>0.05),观察组护理后的适应能力､ 语言

以及社交行为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的临床总有效率及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在语言障碍患儿中应用效果明显,在提高患儿的语言表达水平及沟通能力的

同时,有效改善语言障碍患儿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语言障碍患儿的生存质量,具有推广使用价值。 
 
 
PU-0819 

一氧化氮吸入联合高频振荡通气治疗新生儿严重低氧血症的护理 
 

贺芬萍, 彭小明, 姚招,成柳,彭和平 
湖南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总结一氧化氮吸入联合高频振荡治疗新生儿严重低氧血症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进行一氧化氮吸入联合高频振荡通气治疗严重的低氧血症的足月新生儿进行护理,得出护理

经验。 
结果 105 例患儿经 iNO 吸入联合 HFOV 治疗,治愈 93 例,12 例患儿因经济困难或考虑到预后问题放

弃治疗。 
结论 保持患儿安静,抬高床头,监测生命体征变化,避免一氧化氮吸入和高频振荡通气的不良反应和并

发症,做好呼吸道管理是护理的关键。 
 
PU-0820 

小儿腹泻的肛门外周护理 
 

姜姗姗,魏杰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01 

 
 
目的 小儿腹泻病是一组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以患儿大便性状改变,排便频率增多为特点的婴幼儿肠道

疾病。是儿科临床中的多发病,常见病,以夏秋两季高发。腹泻病按病因可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

性腹泻,而感染性腹泻中以病毒感染尤为多见。近年来研究发现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在全世界范围

内均有流行,在中国 5 岁以下腹泻患儿中,诺如病毒的检出率为 15%左右。腹泻病患儿的表现为食欲

低下,呕吐,大便频率增多,大便稀薄,有酸味,严重者为水样便,可伴有发热､ 呕吐等一系列症状。轻型

腹泻患儿尚可自愈,而重症患儿若不及时治疗可因脱水､ 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而造成严重后果,故应

引起家长及临床医护人员的足够重视。 
小儿皮肤稚嫩,角质层薄,腹泻的同时往往会造成患儿肛门皮肤的改变,轻者红肿､ 瘙痒､ 湿疹等改变,
重者会造成脱肛､ 感染､ 脓肿､ 甚至肛瘘的发生,需要手术进一步解决问题,给患儿及家属带来沉重

的负担。如何做好肛门外周的护理,是我们临床护理的一大挑战,本文就小儿腹泻的肛门外周护理,结
合本人及护理团队多年临床经验做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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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1 一般护理在腹泻病因治疗的基础上,限制乳制品摄入,可给米汤､ 藕粉(加适量糖､ 盐)等易消

化,高热量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治疗腹泻病 主要的措施是要制定科学的饮食方案,对于母乳喂养的

婴儿应该鼓励继续坚持母乳喂养。 
1.2 患儿大便后及时清除患儿的粪便,并认真清洗肛门及肛门周围皮肤:患儿每次腹泻后均应清洗肛

门及其肛门周围皮肤,防止稀便刺激肛周皮肤。可用温盐水,清水或 1∶ 5000 高锰酸钾水湿敷后擦干,
并局部注意干燥。红肿面积较大且伴有渗出者,肛门局部红肿处可涂抗生素软膏或眼药膏。可选择

百多帮或红霉素软膏,我科对肛周红肿的患儿采用康复新液清洗加外敷的方法,效果明显。 
1.3 心理护理:由于患儿在腹泻时丢失大量体液,多有精神萎靡,厌食,甚至嗜睡,容易引起患儿家长心理

烦躁不安,及时对患儿家长进行健康宣教,使家长了解疾病的病因及预后,减轻患儿家长的心理负担,使
患儿家长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 
1.4 腹泻患儿尿布的选择:腹泻时,不建议使用尿不湿,且使用的尿布要及时更换。尿布要选择柔软,透
气,干燥棉巾。便后及时清洗肛门及其周围后,用柔软棉巾蘸干水分,或用 40 度白炽灯烤干,烤灯时对

于男婴阴囊注意遮挡覆盖,然后敷少量婴儿爽身粉或凡士林油膏。 
结果 通过相应的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提高了患儿的生活质量,增强了家长的防病意识,家庭保健知识

增强。 
结论 小儿腹泻病常见且多发与小儿时期,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种胃肠道功能紊乱,以腹泻,呕吐为主

要表现的一组消化道综合征,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不可轻视此病的治

疗和护理,对于存在脱水及严重脱水的患儿早期积极地改善患儿脱水状态尤为重要。本文就腹泻患

儿从以上 6 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积极并及时的护理､ 尤其是对患儿肛门外周的护理,对于改善患儿的

病情及生存质量均有积极的作用。 
 
 
PU-0821 

手足口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研究进展 
 

刘峰,张玉霞,卢艳昕 
山东安捷高科消毒科就有限公司 253000 

 
 
目的 研究手足口病的流行现状､ 预防控制措施以及治疗措施,介绍一种针对手足口病专用消毒液的

作用效果及应用,为手足口病的预防､ 辅助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查阅文献资料和调查的方式,对手足口病的治疗方式及效果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目前手足口病的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手足口疫苗､ 抗病毒药物以及 EV71 病毒专用消毒液等。

EV71 病毒专用消毒液对悬液内 EV71 病毒的平均灭活对数值均>4.00,在手足口病预防前期及患病

期间均可以使用。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患儿患处喷涂该消毒液 1 天左右时间,疱疹得到控制,患处红

肿现象明显改善,有效率达到 100%,对普通病例的患儿效果尤为明显。 
结论 手足口病的周期性比较明显,通过提高预防及治疗措施,改善婴幼儿手足口病的诊疗环境。 
 
 
PU-0822 

穴位注射结合康复训练干预痉挛型小儿脑瘫的临床效果与护理 
 

闫瑾,王红梅,周青蕊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观察穴位注射结合康复训练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60 例痉挛型小儿脑瘫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观察组:给予穴位治疗

结合康复训练治疗,穴位治疗隔天注射一次,共治疗三个月。康复训练釆用 Bobath 疗法,平均每天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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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45 分钟~1 小时,每周 5 次,三个月为一个治疗周期。对照组仅釆用 Bobath 疗法,治疗方法和周期

与观察组相同。观察前后患者的临床疗效,并观察治疗前后的安全性。 
结果 穴位注射结合康复训练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收集 60 例。观察组 9 例显效,17 例有效,4 例无效,
有效率为 86.7%;对照组中有 1 例显效,23 例有效,6 例无效,有效率为 80.0 %,两组有效率 P 值<0.05,
说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对 60 例脑瘫患儿在治疗周期中进行安全性评定,结果显示安全性 1､
2 级达 100%,无一例 3､ 4 级出现,表明穴位注射结合康复训练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安全可靠。 
结论  
位注射结合康复训练能有效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 
 
 
PU-0823 

儿童静脉留置针留置部位与疼痛关系及留置时间对比分析 
 

何惠,黄红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关节部位和非关节部位留置静脉留置针时,两组患儿疼痛及留置时间的对比。 
方法 根据留置针留置的部位,分成关节组 A 组和非关节组 B 组,运用疼痛评估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A 组 171 例,发生疼痛 4 例,平均留置时长 73.37±29.33 小时;B 组 161 例,发生疼痛 7 例,平均留

置时长 77.31±31.04 小时,两者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无足够证据证明关节组与非关节组发生疼痛的比例及留置时间有明显差异。 
 
 
PU-0824 

全程优质护理人文关怀在白血病患儿中的应用 
 

赵小燕
1,王荣华

1,陈宁
1,顾英

1,张磊
1 

1.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在白血病患儿治疗中采取全程优质护理人文关怀的影响。 
方法 选择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2014 年 1 月-2016 年 2 月纳入的 126 例白血病患儿,按
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采取常规护理的 63 例作为对照组,采取全程优质护理人文关怀的 63 例为观

察组。研究分析两组患儿心理状态和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两组护理前 SAS､ 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t=0.95;P>0.05;t=0.82,P>0.05);护理后观察组的 SAS
､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t=10.26,P<0.05;t=14.21,P<0.05);化疗后,观察组并发症的发生率

11.11%(7)明显低于对照组 22.22%(14)(X2=4.44,P<0.05) 
结论 在白血病患儿治疗中进行全程优质护理人文关怀有利于改善患儿心理状态,减少化疗产生的并

发症发生率,值得临床应用。 
 
 
 
 
 
 
 
 
PU-0825 

 系统化培训对低年资护士危急症护理核心能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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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颖,诸白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系统化培训对低年资护士危急症护理核心能力的干预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参加临床工作的 60 名低年资护士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对照

组常规参加医院的业务学习与业务查房,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培训,比较两组培训后的

危急症护理核心能力。 
结果 两组培训后护士核心能力成绩及各个维度成绩与培训前自身相比均明显提高,(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培训后护士核心能力成绩及各个维度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培训后理论和操作技能考核成绩与培训前自身比较,均(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实验组培训后操作技能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经比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理论

成绩与对照组相比(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系统化培训能提高低年资护士危急症护理核心能力,是一种合理实用的培训方法。 
 
 
PU-0826 

护理干预配合纤支镜下肺泡灌洗术对哮喘患儿肺功能的影响分析 
 

王蕊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小儿哮喘采用护理配合纤维镜下肺泡灌洗术干预的效果,并研究这种方式对患儿肺功能的

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106 例哮喘患儿纳入研究,将其随机分成研究组､ 常规组各 53 例。常规组予

以常规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纤维镜下肺泡灌洗术配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治疗效果以及肺功

能指标。 
结果 研究组有效率为 96.23%,高于常规组的 83.02%,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研究组治疗后的

FEV1､ FVC､ FEV1/FVC 均高于常规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利用纤维镜下泡灌洗术联合护理对小儿哮喘进行干预,有利于促进患儿肺功能改善,值得临

床推广。 
 
 
PU-0827 

家属因素对小儿静脉穿刺及护患关系的影响 
 

柏雅瑾,赵黎,周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分析家属对于小儿静脉穿刺在其心理因素及护理因素对其影响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心理护理

干预提高家属的心理适应性,并指导家属协助配合,从而提高穿刺成功率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分析家属对小儿静脉穿刺的心理影响因素,护理影响因素,并结合考虑家属的

需求给予相应的心理因素干预后采取家属协助配合的方法 
结果 进行家属心理因素护理干预后协助配合护士进行小儿静脉穿刺的成功率明显提高 
结论 当家属处于良好的心理状态时能很好的配合护士的工作,同时缓减患儿穿刺时的不良心理因素,
提高穿刺成功率,改变家属对护理工作的认识,促进护患关系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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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28 

经鼻高流量氧疗在 PICU 临床应用中的护理体会 
 

黄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经鼻高流量氧疗在 PICU 临床应用中的疗效,总结相关的护理对策。 
方法 选取我科室 116 例使用经鼻高流量氧疗的呼吸衰竭的婴幼儿,回顾性分析其氧疗过程和病历资

料,分析相关护理措施。 
结果 116 例使用经鼻高流量氧疗的患儿中,29 例治愈出院,85 例脱氧后转出监护室继续治疗,1 例死

亡,1 例放弃治疗;1 例发生面部皮肤损伤,于转科前愈合,9 例发生鼻导管松脱,1 例导管连接处松脱,均
及时发现并重新连接好。 
结论 经鼻高流量氧疗是各种原因导致呼吸衰竭患儿的有效治疗方式,在重症儿童医学科中应用广泛,
在患儿接受经鼻高流量氧疗的同时给予综合性的临床护理,有助于预防护理并发症,促进各项临床症

状的改善,增加患儿舒适度,缩短监护室停留天数。 
 
 
PU-0829 

护理管理在儿内科预防医院感染的应用 
 

黄丽娜 
温州市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护理管理对儿内科医院感染控制医院感染控制的效果,并探讨其影响。 
方法 比较护理管理在处理措施出台前后的 2015-2016 年度儿内科室两组患者的医院感染率比较。

2015-2016 年病区环境的感染监测合格率和医护人员操作前后手卫生依从性的比较。 
结果 护理管理对医院感染率有显著性降低。医院感染率由 2.14%下降至 1.17%,以上呼吸道感染为

主;1 岁至 3 岁患儿医院感染率 高。护理管理对病区环境的感染监测合格率和医护人员操作前后手

卫生依从性有显著性提高。 
结论 护理管理对儿内科医院感染控制具有积极作用。 
 
 
PU-0830 

1 例硬膜下冲洗注射引流治疗化脑继发硬膜下积脓患儿的护理 
 

武佳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2 

 
 
目的  探讨采用硬膜下冲洗､ 注射及引流救治小儿化脑继发硬膜下积脓的护理。 
方法 通过对 1 例硬膜下小儿化脑继发硬膜下积脓的患儿,应用硬膜下冲洗､ 注射抗生素及引流治疗

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促进患儿恢复的护理方法及措施。 
结果 患儿经过 45 天治疗护理后,康复出院,恢复良好。 
结论 患儿实施硬膜下冲洗,注射及引流的治疗期间,根据疾病特点,采用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有助于观

察病情,提升疗效,缩短病程,树立患儿家属信心,促进患儿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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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1 

31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急救和护理 
 

黄雪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治疗过程中,急救及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通过对我科 2012 年 4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 31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临床和护理资料,对重

症手足口病患儿集中治疗,严格实施消毒隔离,对重症手足口病患儿高热､ 神经系统､ 循环系统､ 皮

肤､ 口腔､ 饮食和心理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护理,做到及时发现并发症､ 及早干预和防止后遗症

的出现,做好充分的急救准备及护理,做到早发现､ 早处理和早治疗,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同时护理人员

积极进行心理疏导和卫生宣教。 
结果 31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康复出院,无任何后遗症,1 例患儿急性肺水肿,呼吸衰竭,家属放弃治

疗。 
结论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病情发展迅速,应随时做好急救准备和护理,提高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治愈率。 
 
 
PU-0832 

静脉留置针进针深度对小儿四肢置管的影响 
 

陶宁
1,佘明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第一新生儿病房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院区儿科门急诊 
 

 
目的 探讨小儿静脉留置针进针深度对小儿置管时间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 我科需要进行浅静脉输液的患儿 230 例,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 120 例,对照

组 110 例,比较 2 组进针深度对留置针局部渗血和留置时间的影响。 
结果   试验组静脉置管时间长于对照组;试验组局部渗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结论   适宜的进针长度为(18±0.5)mm,能减少留置针局部渗血情况的发生,使静脉留置针在允许时间

内保留更通畅。 
 
 
PU-0833 

婴儿腹泻的护理 
 

杨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为了更迅速､ 准确地处理婴儿腹泻。通过掌握更丰富和精准的婴儿腹泻的症状,可以更迅速的

做出判断和处理;从而 大程度上减轻腹泻的症状,避免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婴儿护理人员通过

对于日常工作的经验累积和分析,绝对可以更好的减轻婴儿腹泻问题。 
方法  
1 婴儿腹泻的补水与饮食 
2 舒缓腹泻中婴儿的情绪 
3 腹泻中婴儿的清理工作 
结果 对于成年人,腹泻可能不是十分严重的症状。然而,对于婴儿腹泻绝对是不可以轻视的症状。因

为,婴儿一般指的是一周岁内的儿童,他们还不能语言上表达自己的症状和需求。如果腹泻持续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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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很容易造成脱水等问题。因此,如果对于婴儿腹泻不够重视, 后很可能会造成因脱水等造成的

严重病症。 
结论 由此可见,婴儿腹泻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更细新､ 科学的护理。这样才能够 大限度地缩短

婴儿腹泻的过程､ 减缓婴儿在腹泻中的痛苦并且更好的配合医生的治疗。 
 
 
PU-0834 

68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合并休克患儿的临床护理救治分析 
 

刘致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小儿重症手足口病合并休克患儿的不同护理方案作用与影响因素。 
方法 我院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确诊的 68 例小儿重症手足口病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儿

均按手足口病重症标准确诊,且并发休克。随机分为观察组 34 例和对照组 34 例行不同护理方案。

比较满意度和护理质量,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经比较发现观察组患儿舒适度较好,临床护理质量､ 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年龄､ 家长态度､ 护

理技巧､ 并发症 4 项作为小儿重症手足口病合并休克患儿临床护理救治风险因素。 
 
 
PU-0835 

先天性漏斗胸 Nuss 手术的护理 
 

李凯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Nuss 手术的护理与改良 Ravitch 手术的护理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对 Nuss 手术的护理做出分

析,保证手术的成功,同时能够有效防止术后气胸､ 胸腔积液､ 肺炎等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我院从 1991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手术治疗先天性漏斗胸共计 61 例,其中 Nuss 手术 21 例,
改良 Ravitch 手术 40 例。Nuss 手术的护理与改良 Ravitch 手术的护理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对

Nuss 手术的护理做出分析。 
结果 21 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康复出院。 
结论 通过对 21 例患儿术后复查,并针对漏斗胸患儿的心理､ 生理特点,做好围术期护理,包括全面评

估患儿术前情况,采取合理的呼吸锻炼､ 心理支持 , 术后的呼吸支持与观察､ 疼痛的评估与处理､ 相

关并发 症的观察等围手术期护理措施,对其顺利度过围术期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关

键。同时能够有效防止术后气胸､ 胸腔积液､ 肺炎等并发症的发生。 
 
 
 
 
 
 
 
 
PU-0836 

PDCA 质量管理对健康教育效果的影响 
 

汪张娟
1,潘慧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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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研究 PDCA 质量管理对健康教育效果的影响 
方法 成立 PDCA 活动小组,确立“提高特诊部健康教育”为活动主题,对目前特诊部护士所做的健康教

育使用自制问卷进行基线调查,用 PDCA 循环管理方法,使用鱼骨图分析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有效

率未达满分原因进行分析,通过核心小组人员讨论对策,制定目标,制作整改措施并实施,并对 PDCA
质量管理项目前后的教育效果进行 T 检验分析。 
结果 对照组健康教育效果测评得分为 91.84±5.96,实验组健康教育效果测评得分为 96.86±3.33,通
过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两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运用 PDCA 循环管理可以提高健康教育效果,对护理质量的提高和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具
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837 

唇腭裂患儿序列治疗的护理体 
 

唐静,石佳慧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儿童整形外科受到更多患儿家长的重视,唇腭裂序列治疗在我科深入开展,护理

范围不断扩大､ 延伸,对患儿的咀嚼､ 吞咽､ 呼吸､ 语音等方面实施指导与护理,以期 大限度恢复

患儿生理､ 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 
方法 将本科室 2016 年度 159 名唇腭裂患儿从院前访问､ 指导到入院后评估,术前､ 术后护理及出

院后回访,给予相应专科护理､ 心理护理。 
结果 解除了患儿及家长的紧张､ 焦虑情绪,减轻了患儿高鼻音､ 鼻漏气､ 代偿性发音为特征的语音

障碍及扭曲的颌面部形态。 
结论  唇腭裂序列治疗的护理,有效缓解了患儿及家长的心理障碍､ 患儿的生理功能和发音,达到形态

的改善和美化及功能的重建。 
 
 
PU-0838 

 治疗性游戏在儿童神经消化科住院患儿 
侵入性操作中影响的研究 

 
曾琴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治疗性游戏在儿童神经消化科住院患儿侵入性操作中的应用。 
方法 将符合样本标准的 118 例住院患儿按照随机抽样方法分为游戏组和对照组,游戏组除常规操作

外还采取治疗性游戏进行干预;对照组按儿科护理常规进行护理操作。 
结果 两组患儿对医疗护理操作依从性､ 心理应对能力及家属的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治疗性游戏在儿童侵入性操作中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提高了住院患儿治疗依从性及心理应对

能力,增加了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是优质护理模式的很好体现,对临床护理工作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PU-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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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粪吸入综合征新生儿的护理技巧 
 

刘晓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研究并探讨胎粪吸入综合征新生儿的护理技巧及其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分娩的 100 例胎粪吸入综合征新生儿作为研究对

象,采取计算机单盲分组法随机分为两组,所有胎粪吸入综合征新生儿均接受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在
治疗过程中,对照组新生儿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新生儿接受针对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机械

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 呼吸指数､ 氧合指数。 
结果 观察组患儿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机械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P<0.05);治疗后,观察

组的呼吸指数､ 氧合指数均明显优于治疗前(P<0.05),且其呼吸指数､ 氧合指数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

后(P<0.05)。 
结论 在胎粪吸入综合征患儿的临床治疗中采取针对性护理措施进行干预,可有效改善其呼吸状况,有
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治疗时间,还可提高家属满意度。 
 
 
PU-0840 

 1 例血液透析滤过成功抢救大剂量卡马西平中毒患儿的护理 
 

陈玉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采用血液透析滤过救治卡马西平中毒患儿的护理。 
方法 通过对 1 例卡马西平片中毒患儿应用血浆置换及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采用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护理措施以及效果。 
结果 卡马西平中毒患儿通过血液透析滤过治疗护理后,恢复良好,治愈出院。 
结论 对卡马西平中毒患儿,采取血液透析滤过治疗针对性的护理,有助于及时观察病情,提高治疗效果,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取得家属配合,促进患儿恢复健康。 
 
 
PU-0841 

小儿感染性休克的观察护理 
 

张春燕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小儿感染性休克患者的护理对策,希望能够为儿科临床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我院从 2016 年 3 月到 2017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感染性休克患儿作为研

究对象。全部给予有效的观察和护理,并对患儿临床资料､ 护理资料等进行总结归纳,进行回顾性分

析。具体。观察护理措施包括:第一,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对患儿各项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包括对患

儿面部､ 口唇颜色､ 呼吸频率与深度的观察。同时通过脉搏及患儿皮肤温度､ 血压､ 心率等监测,
为患儿早期护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支持;第二,强化液体复苏管理。合理控制液体复苏速度及用量,同时

随时观察,避免患儿发生肺水肿等严重并发症;第三,提供呼吸支持及供氧;第四,控制感染。根据患儿

具体情况选择抗生素控制感染;第五,防止患儿胃肠功能障碍。合理控制患儿饮食,必要时置胃管,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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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鼻饲喂养;第六,强化各项基础护理工作。保证患儿合适的体位,避免不必要的翻动,或者在医嘱下使

用止痛剂或镇静剂。 
结果 本次研究中,将治疗护理结果分为治愈及死亡两种。本组患儿治愈例数为 59 例,治愈率为

98.33%,而死亡例数为 1 例,所占比例为 1.67%。 
结论 对于小儿感染性休克患儿实施有效的观察护理,能够提升治疗效果,提升患儿抢救率,保护患儿生

命健康。 
 
 
PU-0842 

改良式固定方法在儿科静脉留置针操作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周婷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对小儿呼吸科患者改良静脉留置针的固定方法进行效果评价。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2016 年 8 月 546 例我科收治的呼吸疾病的患儿;将 546 例患儿随机分为观

察组 278 例和对照组 268 例。观察组应用改良后的静脉留置针操作固定方法,对照组应用传统方法

固定,比较两种留置针固定方法的临床效果。 
结果 观察组正常拔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观察组因管道固定引起的感染

､ 管道脱出､ 液体渗漏､ 皮疹､ 皮下红肿､ 穿刺部位可视范围小等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静脉留置针在儿科患者的应中采用改良固定方法效果明显优于传统固定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患

儿的用药安全,提升护士的工作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PU-0843 

冰王烫伤膏预防化学性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刘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讨论冰王烫伤膏预防发疱性化疗药导致化学性静脉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选取 100 例在化疗方案中使用发疱性化疗药的急性白血病患儿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观察组在使用发疱性化疗药前 30 分钟使用冰王烫伤

膏自穿刺点上方 2cm 处延静脉走行涂抹 15-20cm 长,3-4cm 宽,并按摩 3-5min 促进吸收,涂抹膏体厚

度约同 1 元硬币,然后用面积略大于涂抹面积的保鲜膜覆盖,根据化疗药物输注的平均时长涂抹膏体

保留约 2 小时后擦除,化疗结束后 12 小时及 24 小时分别使用以上方法再次涂抹冰王烫伤膏,注意避

开穿刺处,使用化疗药前后仍按传统方式使用生理盐水冲管。对照组在输注发疱性化疗药物前后同

观察组使用生理盐水充分冲管。 
结果 在外周静脉输注化疗药物时,相比传统方法只用生理盐水前后冲管,改良方法预防性外涂冰王烧

伤膏,观察组患儿在化疗结束后静脉炎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冰王烧伤膏使用操作简单,经济实惠,预防发泡类化疗药导致的化学性静脉炎有较好的效果,患儿

及患儿家属接 
受度高和便于护理操作,可应用于临床护理。 
 
PU-0844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预防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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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王家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评价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对降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治疗期间的感染率的效果。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在我科住院治疗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按照患儿及家属是否给予“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按照儿科血液病

护理常规､ 分级护理制度进行常规护理及宣教。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应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理念,
对其进行护理干预。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白血病患儿在治疗期间的感染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实验组的白血病患儿感染率低于对照组,χ2=3.84,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进行“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能降低患儿治疗期间的感染率,值
得在儿童血液病的治疗中推广应用。 
 
 
PU-0845 

自制纯棉纱布包被芯联合塑料墨铲 
在人类体位石膏固定患儿中的应用 

 
裘江英,徐建仙, 何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湖滨院区 310003 
 

 
目的 自制纯棉纱布包被芯选用纯棉纱布制成,柔软亲肤,清凉舒爽,透气吸汗,易洗易干,塑料墨铲使操

作更加简单方便,而且成本低,两者联合应用,能进一步保护患儿皮肤,减少患儿痛苦,增加患儿舒适性,
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同时减轻家长的生理和心理的负担。 
方法 自行设计了一款纯棉纱布包被芯,联合自行网上搜罗的塑料墨铲,应用于 33 例手法复位后,采用

人类体位石膏固定的 DDH 患儿。 
结果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我科为 33 例 6-18 个月婴幼儿行手法复位后,人类位石膏固定术,
手术后均使用纯棉纱布包被芯和塑料墨铲,无一例发生红臀､ 湿疹和压疮,效果满意。 
 
 
PU-0846 

小儿坠楼伤入院护理体会 
 

陶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小儿坠楼伤入院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22 例坠楼伤患儿护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年龄 10
个月—13 岁,平均年龄 5±3.56 岁,男童 13 例,女童 9 例,其中头部外伤 3 例,骨折伤 8 例,腹部损伤 6
例,其他伤 5 例。 
结果 3 例头部外伤及 5 例四肢外伤患儿行清创缝合包扎术,8 例骨折伤患儿均采用闭合手法复位,其
中 5 例行夹板固定,3 例行石膏固定,腹部损伤患儿 4 例行保守治疗,2 例行脾修补术,22 例患儿均治愈

出院。 
结论 对坠楼伤患儿做好入院前病情观察,术前积极抗休克治疗,及时手术,术后有效的护理,可提高患

儿治率,促进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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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7 

头部伤口包扎罩在儿科门诊头皮静脉留置针中的应用与效果分析 
 

刘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通过合理使用头部伤口包扎罩有效的预防意外脱管的发生,以延长头皮静脉留置针的使用时间,
减少反复穿刺给患儿带来的痛苦及恐惧心理,并保护静脉。 
方法 抽取自 201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来我院进行静脉输液并且采取头皮静脉留置针的患儿

200 例,并随机将其分为两组: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00 名患儿。试验组患儿留置头皮静脉留置针

后在常规固定(胶带)基础上,利用头部伤口包扎罩进行保护;对照组仅采用常规固定(胶带)的保护措

施。在保证同一类型留置针､ 同一置管方法､ 以及相同脉冲式封管方法的前提下[1],统计两组患儿的

留置针的脱管率及使用时间进行分析和对比。 
结果 对两组数据进行对比,试验组比对照组留置针留置意外脱管率低并且保留时间长。 
结论 采用头外伤网罩和常规胶带固定的保护措施能有效的保护静脉留置针,防止意外拔管,延长留置

针的使用时间,减轻患儿因反复穿刺带来的痛苦及恐惧心理,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及家属满意度,值得

在临床普遍推广。 
 
 
PU-0848 

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任宇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方法 分析青春期白血病患儿的心理特征,从提供良好的护理环境､ 做好健康教育､ 注重观察患儿的

心理变化､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家属的支持､ 培养患儿的兴趣爱好､ 增强患儿的求生信

念､ 呼吁社会支持､ 做好化疗的护理指导等几方面进行回顾性总结。 
结果 根据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特征给予精心的心理护理和治疗后,患儿配合治疗,减少不良

情绪的发生,能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促进患儿的心理健康,增强患儿对抗疾病的勇气和信心,提高生存

率,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结论 从提供良好的护理环境､ 做好健康宣教､ 注重观察患儿的心理变化､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减少不良情绪的发生,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促进患儿的心理健康,增强患儿对抗疾病的勇气和

信心,提高生存率,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PU-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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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任宇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在治疗青春期白血病患儿过程中的护理体会。 
方法  分析青春期白血病患儿的心理特征,从提供良好的护理环境､ 做好健康教育､ 注重观察患儿的

心理变化､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家属的支持､ 培养患儿的兴趣爱好､ 增强患儿的求生信

念､ 呼吁社会支持､ 做好化疗的护理指导等几方面进行回顾性总结。 
结果  根据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特征给予精心的心理护理和治疗后,患儿配合治疗,减少不良

情绪的发生,能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促进患儿的心理健康,增强患儿对抗疾病的勇气和信心,提高生存

率,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结论  从提供良好的护理环境､ 做好健康宣教､ 注重观察患儿的心理变化､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减少不良情绪的发生,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促进患儿的心理健康,增强患儿对抗疾病的勇气和

信心,提高生存率,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PU-0850 

应急演练对提高血液科护理急救能力的分析 
 

周权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研究和探讨应急演练对提高血液科护理急救能力。 
方法  在本院内部组织血液科护理人员 10 名,对其实施应急演练,并注意观察护理人员在应急演练前

后所发生的变化,判断是否得到了能力的提高。 
结果 护理人员在经过应急演练之后,其自身的理论知识､ 实践能力以及操作技巧等各个方面都得到

了较大的提升,且高于未进行应急演练护理人员的整体水平(P<0.05)。 
结论  应急演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血液科的应用可培养出更为优秀且全

面的护理人员,让护理人员树立起规范化的工作能力,为提高护理人员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水平奠定了

宝贵的基础。 
 
 
PU-0851 

查检单在 PICU 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防控中的应用 
 

Liumeihua,彭剑雄,仇君,张新萍,朱丽辉,范江花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为了提高 CRBSI 的防控质量,根据《2011 年血管内导管相关感染预防指南》和中华护理学会

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2011 年输液治疗护理实践指南与实施细则》,结合科室临床实际,设计了

PICU 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防控查检单(简称查检单)。查检单可以在短时间内对重要环节进行质量

检查,指导医护人员在临床实践中进行质量查检,以提高护理管理质量,以保证患儿安全 
方法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月 9 月,将查检单应用所有中心静脉置管的患儿,对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性

血流感染防控措施进行每日查检,观察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及每千导管日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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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查检单配备与指南相适应的物品､ 制订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及建立多学科协作如 X 光机确

定导管位置等措施来克服中心静脉置管困难,从而缩短了中心静脉置管的时间和对减少患儿机械性

损伤而降低置管并发症发生率。使用查检单干预后,试验组较对照组导管使用率下降,P<0.05,感染率

及并发症的发生率均交对照组明显下降,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应用查检单,有助于提高 PICU 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控制质量。 
 
 
PU-0852 

基于触发的入库流程在医疗耗材管理中的应用 
 

秦秀丽,叶天惠,易永红,余尹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临床科室在医用耗材管理的过程中,通常面临以下的问题:1. 清点耗材费时费力;2.储存数量估算

错误, 造成频繁的非计划性领物;3.库房物品摆放不规范,浪费取物时间;4.物品存取不能有效循环,导
致过期。本研究旨在应用基于触发的入库流程解决临床科室医疗耗材管理中的常见问题并评价应用

效果。 
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类实验设计,针对一家三甲医院的 3 个儿科单元,从 2016 年 1 月开始应用

基于触发的入库流程进行医疗耗材的管理:设置医疗耗材的常规领用量为 2-8 周的用量,入库触发量

为 1 周的用量。物品入库时,严格遵照标准的左进右出,或上进下出的存取原则摆放,并在入库触发量

的物品表面贴上“入库触发标识”。当取用有“入库触发标识”的物品时,工作人员将剩余物品整体摆放

至同类物品 右&下端,然后填写《入库触发/领物记录表》。每周二按照《入库触发/领物记录表》

将触发的物品按照常规领用量入库。采用《领物记录表》提取 3 个儿科单元在此流程应用前 1 年即

2015 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入库触发/领物记录表》提取应用后 1 年即 2016 年的相关数据,判断此流

程的应用效果。 
结果 3 个单元流程应用前后总的数据对比如下:1. 节约每月的专人清点库房时间 36 天;2.与 2015 年

相比减少非计划性领物 47 次;3.库房物品摆放不规范发生率为分别为 17.96%和 0;4.物品过期种类

分别为 6 种和 0。 
结论 基于触发的入库流程可形成医疗耗材使用和入库之间的自主触发和循环过程,有效解决临床科

室的耗材管理问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853 

儿科医护人员不同洗手方法依从性及洗手效果的观察和对策 
 

尹艳,陈丽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调查儿科医护人员手卫生的现状,探讨有效的干预对策。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医生和护士共 160 人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80
人,每组医生和护士各 40 人。在日常工作洗手指征时,实验组采用普瑞来净手消毒液洗手,对照组采

用健之素洗手液洗手,比较对两组以及医生和护士间洗手依从性和合格率。 
结果 实验组洗手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洗手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护士

洗手依从性明显高于医生,时间明显短于医生,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两组洗手后采样菌落数和

合格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护士洗手后采样合格率高于医生,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采取普瑞来净手消毒液或健之素洗手液进行规范洗手,都能达到《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中的

要求,但护士洗手的熟练程度､ 依从性和合格率明显高于医生,医护人员使用消毒液组的洗手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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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使用洗手液。因此科室要从设施方面入手,为医护人员提供方便,同时在日常培训中,特别加

强对医生的洗手培训和考核,才能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的整体质量。 
 
 
PU-0854 

80 例小儿白血病的心理护理体会 
 

马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了解白血病患儿在住院治疗过程中的心理卫生状况,观察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 
方法 选取 80 例白血病患儿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并分析效果。 
结果 使用心理护理干预对白血病患儿的负面情绪产生明显影响。 
结论 对于白血病患儿及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可对患儿的负性情绪产生明显的影响,使其可以更好的

接受治疗改善心理状态,进而提高治疗依从性。 
 
 
PU-0855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治疗儿童重症支原体肺炎的护理研究 
 

吴琼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8 

 
 
目的 研究探讨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护理方法及效果。 
方法 在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对我院第二小儿呼吸病房收治的 42 例重症支原体肺炎患

儿进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并对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与总结。 
结果 42 例患儿术后出现心律失常 3 例,发生低氧血症 2 例,在暂停操作后,给予退镜和对症处理待患

者状况恢复正常后再继续完成操作; 术后 2 例出现胸痛,1 例痰中带血。经精心护理,本组 42 例支原

体肺炎治愈好转出院 41 例,病情危重拒绝继续治疗而自动退院 1 例。 
结论 对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进行纤维支气管镜吸痰灌洗治疗,配合术前､ 术中､ 术后的全程精心护

理,能有效降低患儿痛苦,消除家属焦虑,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进行推广。 
 
 
PU-0856 

中医情志护理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及舒适度的影响 
 

杨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中医情志护理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及舒适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 128 例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为研究对象,按
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n=64)和研究组(n=64)。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中

医情志护理。比较两组患儿干预前后舒适度的变化情况及临床症状持续时间､ 护理满意度,并对两

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与干预前比较,对照组和研究组患儿 FPS-R 评分在干预后明显下降,且研究组下降幅度较对照

组明显更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扁桃体肿大､ 发热､ 肺内啰音､ 咳嗽等临床症状

持续时间分别为(2.25±1.32)d､ (2.41±1.45)d､ (4.42±1.54)d､ (2.82±1.55)d,明显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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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1.45)d､ (4.75±1.68)d､ (6.13±1.75)d､ (5.45±1.76)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临

床疗效总有效率､ 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93.75%(60/64)､ 95.31%(61/64),明显高于对照组

78.13%(50/64)､ 73.44%(47/6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中医情志护理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干预,可显著提高临床疗效,缓解患儿临床症状,改
善舒适度,提高护理满意度,增进护患关系,促进患儿身体恢复,值得临床大力推广。 
 
 
PU-0857 

一例高处跌落伤致高位截瘫患儿的个案护理经验 
 

张秀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一例高处跌落伤个案出现高位截瘫的护理经验。 
方法 根据 Gordon 十一项功能性健康评估,运用观察､ 会谈､ 身体评估及电话联络等方式收集资

料。 
结果 经评估确认个案护理问题有:体温过高､ 清理呼吸道无效､ 气体交换受损､ 躯体移动障碍等。

根据存在的护理问题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终个案病情平稳,顺利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结论 高处跌落伤具有病情严重而复杂､ 并发症高､ 致残率高等特点,护理的重点强调早期要注意严

密观察病情变化,以配合医生抢救为主,后期做好功能锻炼及健康宣教,降低致残率,提高患儿生存质

量。 
 
 
PU-0858 

硝酸银烧灼术治疗门诊新生儿脐茸的疗效及护理 
 

冯静 
中国医大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硝酸银治疗门诊新生儿脐茸的临床疗效及护理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silver nitrate burning treatment on newborn umbilical polyp and 
subsequent nursing actions 
方法 选取 148 例经门诊硝酸银烧灼术治疗的脐茸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治疗后根据脐窝深度给予不同

的按压止血时间并对患儿家属进行脐周皮肤护理的健康教育 
Choose 148 cases of newborn umbilical polyp  with silver nitrate burning trea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avoid bleeding with different pressure on the focus per umbilical nest depth and make 
a periumbilical skin care education to the family members after treatment 
结果 除 5 例经门诊 2-3 次治疗后治愈,其余 143 例均在门诊治疗一次性达到满意疗效 
except 5 cases cured by outpatient 2-3 times after treatment, the remaining 143 cases obtain 
one-time satisfactory curative effect 
结论 门诊硝酸银烧灼治疗新生儿脐茸简单易行,门诊治疗费用低,较手术治疗创伤小,患儿家长容易接

受,疗效显著。治疗前后给予相应的健康教育,治疗后进行有效按压,保持脐部清洁干燥,可有效预防出

血､ 感染等并发症,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silver nitrate burning treatment on newborn umbilical  polyp  with following advantages such as 
simple to operate, lower cost, small surgery trauma, easy to accept and outstanding curative 
effect. Placing corresponding health edu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effective pressure 
on the focus, keeping umbilical area clean and dry,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prevent complications 
such as bleeding and infection, promoting baby patient recovering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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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9 

评价人文关怀对儿科患儿家属心理健康和行为的影响 
 

崔伟伟,贺秋平,刘婷婷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评价人文关怀对儿科患儿家属心理健康和行为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儿科有陪病房住院患儿 120 例陪护家属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配的方法分为对照组

和实验组各 6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人文关怀,对两组患儿家属

的心理状况和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实验组满意度 98.33%,纠纷发生率为 0,对照组满意度 86.67%,纠纷发生率为 11.67%,实验组患

儿家属心理状况和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人文关怀护理方式对患儿家属的心理健康和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PU-0860 

优质护理服务在儿科门诊的重要作用 
 

程创新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在儿科门诊服务中的重要性。 
方法 观察总结微笑服务､ 护理能力､ 注重细节､ 有效沟通､ 灵活护理等方面对患儿产生的效果,突
出优质护理服务在儿科门诊的重要作用。 
结果 优质护理服务在儿科门诊提高了护理质量,患者的满意度提高,患儿及家长的投诉率下降。 
结论 “以人为本” 的护理理念和实践贯穿于整个临床护理工作中,实行人道的､ 个性化的优质护理服

务在儿科门诊护理服务,将会不断地提高护理质量。 
 
 
PU-0861 

疼痛护理在小儿漏斗胸 Nuss 术后的应用分析 
 

张欢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分析小儿漏斗胸 Nuss 术后应用疼痛护理的效果。 
方法 纳入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本院接诊小儿漏斗胸 Nuss 手术共计 46 例,按数字法分组。23
例进入对照组,术后采用常规护理。23 例进入实验组,术后采用疼痛护理。比较两组。 
结果 两组中实验组术后第 1d､ 第 2d 和第 3d 疼痛呼叫次数更少,疼痛评分更低,有显著差异

(P<0.05),且具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小儿漏斗胸 Nuss 术后采用疼痛护理,效果显著,对减少疼痛呼叫次数､ 减轻疼痛有积极作用,宜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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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2 

经支气管镜注射氨溴索与注射富露施治疗 
儿童大叶性肺炎的临床比较与观察 

 
宋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经支气管镜在气管内局部注射氨溴索与经支气管镜在气管内局部注射富露施对治疗儿童

大叶性肺炎疗效的影响。 
方法 48 例儿童大叶性肺炎患儿,按就诊的先后顺序分为氨溴索组和富露施组各 24 例。两组患儿均

给予基础治疗,合并支原体感染的给予阿奇霉素静脉滴注,合并细菌感染时给予头孢抗感染,合并胸腔

积液者行胸腔穿刺引流。氨溴索组给予布地奈德混悬液联合氨溴索经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经支气

管镜在气管内病变局部注射氨溴索联合布地奈德混悬液;富露施组给予布地奈德混悬液联合富露施

经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经支气管镜在气管内病变局部注射富露施联合布地奈德混悬液。比较两组

的临床疗效,观察患儿住院治疗 7 d 后 胸部 X 线好转情况及住院时间,并观察不良反应。 
结果 富露施组治疗 7 d 后胸部 X 线好转例数及住院时间分别为 23 例､ (8.4±1.4)d, 与氨溴索组的 
18 例､ (10.8±1.6)d 比较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富露施组有 2 例在雾化吸入时出现恶心

和呕吐 。氨溴索组在治疗过程中未发现相关的不良反应。 
结论 富露施经支气管镜注射到病变明显的支气管内,治疗儿童大叶性肺炎,可有效的液化支气管内的

分泌物,使浓稠痰液变得稀薄,有利于痰液痰栓的吸出,化痰效果明显优于氨溴索。 
 
 
 
PU-0863 

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联合镜下行富露施灌洗治疗 
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护理体会 

 
李鑫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100 
 

 
目的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联合镜下行富露施灌洗治疗难治性支原体肺炎(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RMPP)后于纤维支气管镜下的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 2016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38 例 RMPP 患儿为研究对象,简单抽样法随机分

成富露施组(A 组,n=20)和传统灌洗组(B 组,n=18)。B 组采用传统生理盐水灌洗,钳夹塑形痰栓的方

案,A 组给予生理盐水加富露施灌洗,钳夹的方案。比较两组患者在纤维支气管镜下的效果观察。 
结果 ①治疗后,A 组复查 CT 后胸片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分别为(4.13±0.78)d､ (3.72±1.29)d 和
(6.23±2.15)d,明显优于 B 组的(6.21±1.12)d､ (5.89±1.44)d 和(9.99±2.32)d,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②A 组治疗满意度及接受度分别为 82.50%和 92.50%,明显高于 B 组的 43.75%和

59.38%,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0.05) 
结论 ①治疗后,A 组复查 CT 后胸片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分别为(4.13±0.78)d､ (3.72±1.29)d 和
(6.23±2.15)d,明显优于 B 组的(6.21±1.12)d､ (5.89±1.44)d 和(9.99±2.32)d,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②A 组治疗满意度及接受度分别为 82.50%和 92.50%,明显高于 B 组的 43.75%和

59.38%,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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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4 

优质护理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及效果评价 
 

卢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100 

 
 
目的 探讨延伸护理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护理中的临床效果,评价其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本院儿科收治的 240 例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按护理方法不同

分为对照组(120 例,常规护理),观察组(120 例,延伸护理),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护理效果､ 并发症发

生率及家属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咳嗽时间､ 体温恢复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学意义(P<0.05);观察组并发

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家属护理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小儿支原体肺炎护理中应用延伸护理,可有效缩咳嗽时间､ 体温恢复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提高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PU-0865 

持续质量改进在小儿静脉留置针的应用 
 

王静茹 
三好街 36 号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A 座 20 楼 11100 

 
 
目的 研究持续质量改进在小儿静脉留置针的应用方法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需要进行静脉输液的穿刺患儿 134 例,按照时间先

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儿 67 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观察组患儿采

用持续质量改进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对比两组患儿一次性穿刺成功率､ 静脉留置针天数､ 穿刺后

发生不良反应的机率,以及患儿家属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一次穿刺成功率为 97.01%(65/67),高于对照组患儿的 91.04%(61/67),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静脉留置针平均天数 4.08 天,高于对照组的 3.23 天,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穿刺后发生不良反应的机率为 4.48%,低于对照组患儿的 13.43%,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满意度为 98.50%,高于对照组患儿家属满意度的 91.60%,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持续质量改进的护理模式,在小儿静脉留置针穿刺及护理当中,能够有效提高穿刺成功率,降
低不良反应的发生机率,提高患儿家属的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866 

自制德国百瑞雾化器转接头在儿科雾化治疗中的应用与观察 
 

易先丽,陈艳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自制德国百瑞雾化器转接头在儿科雾化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与观察。 
方法 2016 年 7 月我科自制 43 个替代转接头,同时配备全新原装转接头 43 个,对所有原装转接头及

替换转接头进行了气流压力测试､ 雾量检测及药液剩余测试。同年 7 月至 10 月选取本科室收治的

呼吸道疾病患儿 128 例,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及对照组各 64 例,分别采用替代转接头和原装转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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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德国百瑞雾化器主机及空气导管进行雾化,观察并记录两组患儿每次雾化的平均使用时间,药液

残留,雾化舒适度及雾化效果。 
结果 使用替代转接头取代原装转接头进行临床雾化操作,其气流压力测试､ 雾量检测及药液剩余测

试效果一致,符合临床的使用标准。同时临床实验显示两组患儿在雾化时间及药液残留､ 雾化舒适

度及雾化效果上无差异(p<0.05)。 
结论 采用我科自制的德国百瑞雾化器转接头替代原装转接头进行雾化治疗结果无差异,符合临床的

使用标准,且制作简单零成本,可以在临床推广使用。 
 
 
PU-0867 

健康教育应用于小儿哮喘护理的临床效果观察 
 

曹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110000 

 
 
目的 研究健康教育在小儿哮喘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方法及效果。a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医院收治的小儿哮喘病患儿 7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患儿 38 例。两组患儿均采用常规布地奈德雾化吸入的方法进行治疗,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

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观察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配合健康教育的方法进行护理,对比两组

患儿的临床疗效,以及两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4.74%,高于对照组患儿的 73.6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总满意率为 97.37%,高于对照组患儿家属的 78.9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小儿哮喘护理当中,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应用健康教育的方法,能够提高治疗效果,提高护理满意

度,取得更为理想的临床效果。 
 
 
PU-0868 

3 例完全性膀胱外翻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郑先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探讨完全性膀胱外翻患儿围手术期的护理路径。 
方法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小儿泌尿外科联合骨科对完全性膀胱外翻患儿 3 例实施手术治疗。1
例女性,2 例男性,年龄为 7 个月~9 岁。3 例患儿术前均表现为膀胱粘膜外翻､ 耻骨联合分离,其中 2
例男性患儿均合并尿道上裂,1 例同时伴腹股沟斜疝。术前重在做好外翻膀胱粘膜及会阴部皮肤的护

理,为手术创造条件。1 例行“双侧髂骨截骨+外固定支架固定+膀胱重建+膀胱黏膜外翻修复+会阴区

重建术”,2 例行“膀胱外翻修补+阴茎弯曲矫正术+双侧骨盆垂直截骨术+双侧骨盆 salter 截骨术+骨盆

外旋畸形内旋矫形术”。术后均留置膀胱造瘘管及尿管､ 外固定支架固定双侧髂骨翼。术后重点做

好术区皮瓣护理,外固定支架护理,保持引流管固定通畅,预防手术切口､ 外固定架针眼感染,行膀胱功

能训练。 
结果 3 例患儿手术成功,围手术期护理效果满意。经过 1~6 年随访,患儿每日可自行排尿,生活质量提

高。 
结论 围手术期的精心护理对手术效果及术后病情的恢复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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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9 

1 例神经系统严重疾病致长期昏迷的纠纷患儿护理 
 

沈慧玲,王洪清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总结了 1 例重症肺炎､ 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致呼吸心跳骤停后引起纠纷的患儿住院 1 年的

护理经验。护理要点包括:1.做好护理风险评估;患儿方面的评估包括生命体征评估､ 意识评分､ 疼

痛评估､ 跌倒评估､ 吞咽功能评估､ 误吸风险评估､ 压疮评估､ 及运动功能康复评估等。家长方面

的评估包括宗教､ 文化背景､ 心理评估､ 暴力行为倾向的评估等。2.尊重患者,积极主动与患儿家属

沟通。对患者家属表示同情并尽可能提供帮助,建立通畅的患者反馈渠道,重新建立医患信任关系;3.
定时对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减少负面情绪;定期进行公共安全应急演练,使每个医护人员都熟知出

现紧急情况的应对方法,避免伤害事件的发生。4. 维护好医院的安全设施,保证医护人员及患者的安

全,病区监控无死角,保证病区报警铃响保安能 3 分钟内到达病区。5.做好医院的良好形象宣传,减少

该患者对本科室带来的负面影响。本病例纠纷患儿住院 1 年,能积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无发生暴力

事件,护士能轻松应对治疗护理工作。 
方法 总结了 1 例重症肺炎､ 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致呼吸心跳骤停后引起纠纷的患儿住院 1 年的

护理经验。 
结果 本病例纠纷患儿住院 1 年,能积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无发生暴力事件,护士能轻松应对治疗护理

工作 
 
 
PU-0870 

音乐疗法在有陪儿童病房管理中的应用 
 

赵青青,郝丽 
河南省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在有陪儿童病房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某三甲儿童专科医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1 月住院患儿家长

150 例,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7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病房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实验组在常

规病房管理模式基础上采用音乐疗法进行管理,通过查询患儿腕带佩戴次数､ 健康教育掌握情况､

护理部病房管理规范标准､ 医院统一规定的在院满意度调查表､ 出院随访满意调查等方面,对二组

病房管理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儿在查询腕带佩戴次数､ 健康教育掌握情况､ 达到护理部病房管理标

准､ 家长在院满意度､ 出院随访满意调查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音乐疗法应用于有陪儿童病房管理中优于常规病房管理模式,值得在临床推广。 
 
 
PU-0871 

小儿无痛电子肠镜检查及治疗后的护理 
 

胡玲玲 
河南省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小儿无痛电子肠镜检查及治疗后的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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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2016 年 5 月份消化内科 360 例无痛电子肠镜检查及治疗的患儿护理措施进行

回顾总结并对疗效进行观察。 
结果  360 例小儿无痛电子肠镜检查及治疗后的患儿均于检查结束后很快清醒,安返病房,生命体征平

稳,无任何痛苦及并发症发生。 
结论 术前周密的准备､ 术中医护间密切的配合及术后细致的护理,是保证无痛电子肠镜检查及治疗

成功的关键。 
 
 
PU-0872 

品管圈在延长小儿留置针留置时间的效果观察 
 

刘倩,周雪贞,钟婷,蔡桂仪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220 

 
 
目的 通过品管圈活动延长小儿留置针留置时间 
方法 通过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利用品管工具及品管手法,找出影响留置针留置时间的主要原因,制订

对策并实施,进行效果确认。 
结果 开展品管圈后我科患儿留置针平均留置时间由之前的 57.6h 增加至 75.6h。圈员的责任心､ 自

信心､ 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 
结论 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使我科患儿留置针留置时间有所延长,减轻了患儿的痛苦,减少了护士工作

量,促进了医患关系,提升了护理品质。 
 
 
PU-0873 

几种常见方法治疗小儿化疗性静脉炎的效果比较 
 

郭丽娜,韩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化疗药物通常具有高渗性､ 强刺激性等特点,加之小儿自控能力差,易因运动等原因造成局部血

管损伤,导致静脉输液药物的渗漏,因此,静脉炎成为患儿化疗过程中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化疗性静

脉炎一般病程较长,不仅会导致穿刺所属静脉废用,而且会增加患儿痛苦,降低治疗依从性,进而阻碍治

疗的顺利进行。我院小儿外科门诊常采用芦荟､ 海带或者新鲜马铃薯片配合喜疗妥外敷治疗化疗性

静脉炎,本研究旨在比较上述常见的静脉炎治疗方法对小儿化疗性静脉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小儿外科门诊进行静脉推注长春新碱的肾母细胞瘤患

儿,将 235 例化疗后发生静脉炎的患儿随机分为喜疗妥组(76 例)､ 芦荟联合喜疗妥治疗组(52 例)､
海带联合喜疗妥治疗组(33 例)以及新鲜马铃薯片联合喜疗妥治疗组(74 例)。各组分别采用相应的材

料贴敷 1 h 后涂抹喜疗妥,治疗 5 d 后比较各组的治疗效果。根据静脉炎分级标准以及前人研究经验,
规定疗效评价标准为:治愈:疼痛､ 红肿消失,血管循环良好,静脉条索和硬结消失,可以顺利进行静脉

输液;显效:治疗后局部红肿消失,疼痛症状缓解,条索范围缩小 2/3 以及硬结变软;有效:疼痛症状缓解,
红肿范围缩小,条索范围缩小 1/3;无效:治疗后静脉炎症状无改善。 
结果 各组的总有效率和治愈率分别为喜疗妥组 77.63%和 9.21%,芦荟联合喜疗妥治疗组 92.31%和

31.69%,海带联合喜疗妥治疗组 81.82%和 9.09%,以及新鲜马铃薯片联合喜疗妥治疗组 94.59%和

13.51%。芦荟联合喜疗妥组和新鲜马铃薯片联合喜疗妥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喜疗妥单独治疗组,
芦荟联合喜疗妥组的治愈率显著高于新鲜马铃薯片联合喜疗妥组。 
结论 相较于新鲜马铃薯片+喜疗妥组､ 海带+喜疗妥组以及喜疗妥单独治疗组,芦荟联合喜疗妥对小

儿化疗性静脉炎的治疗效果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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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74 

微创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给药的护理配合 
 

李琳琳,董晴雪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在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治疗中,微创性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Minimally-Invasive 
Surfactant Therapy, MIST)的护理配合效果。 
方法 对 6 例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早产儿,实施微创性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给药护理,包括准备物品并协

助医生插管给药;密切观察患儿生命体征,保证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 PS)作用时间;
维持温度适宜,保持患儿安静;预防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
并发症,防止鼻损伤和胃肠胀气;预防 PS 给药并发症,积极防治肺出血和颅内出血等措施。 
结果 通过专业的护理配合,应用微创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技术有利于治愈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症,并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结论 通过 MIST 技术给予 PS,不需要气管插管和球囊正压通气,避免了因气管插管导致的气道损伤

､ 正压通气导致的患儿腹胀､ 气胸,并降低了感染的风险。通过 6 号吸痰管行微创性肺表面活性物

质治疗给药,临床取材方便,医护配合容易,减轻了患儿的不适和降低了慢性肺部疾病的发生率,同时也

减轻了早产儿家庭的经济负担。 
 
 
PU-0875 

PDCA 循环法控制血液危重症患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应用 
 

罗文君,汤昔康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运用 PDCA 循环管理探讨在儿童重症监护室有效控制血液危重症患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的发生,为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血液病危重症患儿 VAP 感染率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运用 PDCA 循环管理工具,转入时立即行病原菌检查,专科统一抗菌药物治疗方案,注重呼吸机

过程管理,选择 佳 PEEP,优化通气策略,提高治疗技术,定期检查和后期追踪检查相结合。 
结果 实施 PDCA 循环后,我病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从 2014 年第二季度起的数据持续在

43.48-200/1000 机械通气日,到 2015 年下半年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均下降至 0/1000 机械通气日, 
2015 年全年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下降至 10.87/1000 机械通气日;实施 PDCA 后药物使用治

疗方案较实施之前也有显著针对性,而且医护人员间的配合度得到增加。2016 年的全年追踪数据监

测中发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在 21.82/1000 机械通气日。 
结论 应用 PDCA 循环可更好地帮助医护人员提高解决临床问题的方法,增加人员间的沟通合作性,更
有效控制院内 VAP 发生率的发生,更有效的保证病人住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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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76 

经纤维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 1 例支气管狭窄的护理配合 
 

关晓丽,曹玲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支气管狭窄的护理配合。探讨纤维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支气管

狭窄的护理配合。 
方法 对 1 例支气管狭窄患儿在喉罩全麻下经纤维支气管镜行高频电凝切､ 球囊扩张术及冷冻塑

形。 
结果 于术后 8 月 4 日,8 月 25 日,10 月 13 日,再次全麻喉罩下经支气管镜下采用冷冻术局部塑形 3
次,患儿气道通气障碍改善,狭窄段支气管直径明显增大,未见明显回缩。患儿出院后病情平稳, ,喉中

痰鸣明显好转。 
结论 儿童纤维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的护理配合尤为重要,认真做好介入治疗前的准备工作,术中严密配

合,加强术后护理,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以确保儿童纤维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的的

安全性。 
 
 
PU-0877 

小儿肾活检护理分析 
 

邓芳菊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小儿肾活检的护理方法,以提高患儿与家长的配合度,减少并发症,提高满意度。 
方法 选取自 2016 年 5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接受小儿肾活检的 100 例患儿做为对照组。选取自

2016 年 7 月~2016 年 8 月在我院接受小儿肾活检的 124 例患儿做为研究组。对照组按肾活检护理

的基本要求进行常规护理,研究组制定详细的术前､ 术中､ 术后护理措施,护士对患儿按照制定的措

施,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护理。在术前做好接待工作,加强基础护理,协助患儿积极准备检查,做好患儿与

家长的心理护理,以取得 大程度的配合,并进行针对性的术前训练;术中配合医生顺利完成各项操作

并做好观察工作;术后加强病情､ 体征观察,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患儿的疼痛及不适感,调整饮食计划并

帮助患儿积极预防并发症。对比两组患儿的配合度､ 家长满意度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患儿配合度､ 家长满意度均更高,并发症的发生率更低,两组对比存在显著

差异,P<0.05。 
结论 重视小儿肾活检的临床护理工作,重视护理细节,保障护理措施的针对性､ 有效性,可提高患儿与

家长的配合度,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获得患儿家长的认可。 
 
 
PU-0878 

儿童 1 型糖尿病住院期间低血糖发生情况分析 
 

饶敏,范莉萍,揭玫,杨恺欣,简丽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了解儿童 1 型糖尿病住院期间低血糖发生情况,分析其出现低血糖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某三甲专科医院内分泌科的 173 例儿童 1 型糖尿病住院患

者病例,所有患者均采用胰岛素注射治疗。173 例患者住院期间均采用卓越型罗氏血糖仪进行血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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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每天监测八次血糖(三餐前､ 三餐后 2 小时､ 睡前､ 凌晨 3 点),对所测血糖数据进行分析。同时

对 173 例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收集性别､ 年龄､ 糖尿病病程､ 糖化血红蛋白值､ 治疗方案(胰岛素

泵和每日多针胰岛素笔)等数据,对收集的变量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 173 例患儿(男 77/女 96),平均年龄 8.2±3.5 岁。住院期间 107 例患者发生过低血糖,发生率

61.85%(107/173)。共监测血糖 10033 例次,发生低血糖 317 例次,低血糖发生率 3.16%(317/10033);
其中严重低血糖为 31 例次,发生率为 0.3%(31/10033)。低血糖八个时间段的发生率分别为早餐前

7.4%(94/1270)>凌晨 3 点 5.13%(65/1266)>午餐前 5.02%(64/1274)>晚餐前 2.18%(27/1238)>早餐

后 2 小时 2.11%(27/1281)>午餐后 2 小时 1.47%(18/1224)>晚餐后 2 小时 1.21%(15/1240)>睡前

0.56%(7/1240)。本研究发现低血糖发生率:男性 71.43%(55/77)高于女性 54.17%(52/96);年龄:<7
岁为 83.3%(50/60)､ >7-10 岁为 57.4%(35/61)､ >10 岁为 42.3%(22/52);病程:<1 年为

61.8%(55/89)､ 1-5 年为 61.3%(46/75)､ >5 年为 66.7%(6/9);糖化血红蛋白值:<7%为 83.3%(10/12)
､ 7-10%为 71.4%(40/56)､ >10%为 54.3%(57/105);治疗方案:胰岛素泵组为 75.5%(37/49､ 每日多

针(三针或以上)胰岛素组为 46.8%(58/124),上述数据显示不同性别､ 年龄､ 糖尿病病程､ 糖化血红

蛋白值､ 治疗方案的儿童 1 型糖尿病低血糖发生率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低血糖是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儿童 1 型糖尿病住院期间低血糖高

发时间段为早餐前､ 凌晨 3AM 及午餐前。男性患者､ 年龄<7 岁､ 病程>5 年､ 糖化血红蛋白<7%
､ 采用胰岛素泵组治疗是儿童 1 型糖尿病低血糖发生的危险因素。在日常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

加强高危时段的血糖监测,警惕夜间低血糖的发生。同时强化糖尿病低血糖知识的教育,做好低血糖

的预防及处理工作。 
 
 
PU-0879 

儿科门诊护理安全隐患分析及措施防范 
 

冯园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通过对儿科门诊护理工作中常见的护理安全隐患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方法 探讨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及防范对策是当前管理者如何提高护士自我保护意识,规范

护理服务,使护理人员及护理管理者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能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种护理安全隐患,如何排

除护理安全隐患,确保护理安全,减少医疗纠纷。 
结果 儿科护士提高了护理安全意识,注重每一个儿科护理环节,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了儿科护理安

全。如何排除护理安全隐患,确保护理安全,减少医疗纠纷。 
结论 儿科护理安全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临床应当及时采取规避措施,降低不安全事件发生率,不断提

高护理质量,保障护理安全, 
确保了儿科护理安全。如何排除护理安全隐患,确保护理安全,减少医疗纠纷。 
 
 
PU-0880 

一例自身免疫性脑炎(抗 NMDAR 相关)患儿的护理体会 
 

沈铭熙 
湖州市中心医院 313000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脑炎(抗 NMDAR 相关)的护理措施。 
方法 通过对我科收住的一名抗 NMDA 受体抗体相关性脑炎患儿住院期间的整体护理。 
结果 针对患儿的临床症状及时有效的采取正确有效的护理措施可提高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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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做好抗 NMDA 受体抗体相关性脑炎患儿的护理,可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 
 
 
PU-0881 

优质护理措施对降低儿科院内感染效果的评价 
 

曹苗苗,计星星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优质护理措施对降低儿科院内感染效果的评价进行分析与探讨。 
方法 抽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4 月期间于我院住院患儿 1000 例,依照随机的原则对患者进行平均

分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及护理,而观察组在常规治疗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患者优质护理,进行为

期一年的随访,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院内感染情况。 
结果 观察组 500 例患者护理后发生院内感染 12 例,感染率为 2.4%。对照组 46 例,感染率为 9.2%,
比较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优质护理后,观察组<1 岁内患者感染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P<0.05);患儿院内感染部位中,上呼吸道感染构成比 68.97%,与其他部位差异显著(P<0.05)。 
结论 优质护理措施对降低儿科院内感染有着明显作用,提高医院护理服务质量。 
PU-0882 

精细化护理对儿科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王凯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精细化护理对儿科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160 例患儿均分为精细化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 常规护理组患儿给予常规

基础护理,精细化护理组患儿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通过改善患儿住院期间病房环境和转变护理服务理

念及创新性微信平台建设等方面给患儿提供全方位完整的精细化护理服务, 后通过问卷调查评价

两组住院患儿的满意度 
结果 研究组患儿家长临床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患儿家长 ( P < 0. 05) 
结论 将精细化护理用于儿科护理中能提高临床护理满意度。 
 
 
PU-0883 

运用品管圈对提高小儿静脉留置针使用率的效果探究 
 

朱宏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1 

 
 
目的 探究品管圈活动对提高儿科门诊静脉留置针使用率中的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以“提高小儿静脉留置针使用率”为活动主题,收集 2015 年 1-3 月输液患者 200 例

为改进前组,2015 年 3-6 月改进及成果总结阶段的输液患者 200 例为改进后组。对活动前后两组共

400 例患者的静脉留置针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圈成员通过头脑风暴及选票法,确定了对策包括加

强护理人员对静脉留置针相关知识的学习,加强学习对静脉留置针的正确维护方法,加强对患者的宣

教,并组织实施。 
结果 改善前,静脉穿刺 1000 次,使用留置针穿刺 305 次,静脉留置针使用率为 30.50%。改善后静脉

刺 1150 次,使用留置针穿刺 800 次,留置针使用率为 69.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O5)。 
结论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静脉留置针使用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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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4 

水胶体敷料护理新生儿重度红臀的新进展  
 

罗荣琼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 研究水胶体敷料在护理新生儿重度红臀方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60 例新生儿重度红臀的患儿使用水胶体敷料护理红臀 
结果 60 例新生儿重度红臀的患儿使用水胶体敷料护理红臀效果非常好 
结论 水胶体敷料在护理新生儿重度红臀方面疗效显著,能缩短治愈时间,且使用方便,能减少护理工作

量,值得临床推广。  
 
 
PU-0885 

水胶体敷料护理新生儿重度红臀的新进展 
 

罗荣琼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 研究水胶体敷料在护理新生儿重度红臀方面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60 例新生儿重度红臀的患儿使用水胶体敷料护理红臀 
结果 60 例新生儿重度红臀的患儿使用水胶体敷料护理红臀效果非常好 
结论 水胶体敷料在护理新生儿重度红臀方面疗效显著,能缩短治愈时间,且使用方便,能减少护理工作

量,值得临床推广。  
 
 
PU-0886 

戊二酸尿症 II 型患儿心因性呼吸机依赖并成功撤机的护理 
 

陈佳佳,林广裕,冯学永,林壁芬,林创兴,林旭辉,成海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心因性呼吸机依赖的 II 型戊二酸尿症患儿的护理要点,提高对以危重病的形式起病合并心

因性呼吸机依赖患儿的护理水平。 
方法 总结 1 例心因性呼吸机依赖的 II 型戊二酸尿症患儿成功撤机的护理经验。 
结果 患儿,女,14 岁,反复心悸､ 气促 3 年,入院前 2 周出现明显胸闷､ 呼吸费力､ 喂水后无法吞咽,伴
有大便失禁。串联质谱检测提示原发性肉碱缺乏,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提示戊二酸等多种有机酸明显

升高。诊断为晚发型戊二酸尿症Ⅱ型､ 继发性肉碱缺乏症､ 呼吸衰竭､ 休克､ 肝功能衰竭､ 心功能

损害。临床使用药物治疗及呼吸机辅助呼吸。使用呼吸机 32 天后病情好转,但同时出现呼吸机依

赖。患儿在尝试撤掉呼吸机改为呼吸过滤器后,立即表现为呼吸困难､ 脸色憋红､ 大汗。考虑患儿

出现心因性呼吸机依赖,给予心理护理干预:1.给患儿讲解目前自身情况,鼓励患儿以积极的态度治疗,
并向患儿及时反馈生命体征平稳的信息;2.转移注意力,听音乐,看幻灯片等;3.嘱患儿放松､ 深呼吸,并
安抚患儿,必要时紧握患儿双手,给予其心理支持,由于亲情能够给予患儿安慰,适当增加患儿家属探视

时间;4.医务人员避免在床边议论患儿的病情,以免加重患儿的焦虑心理;5.有预见性解决患儿的心理

障碍,通过笔谈､ 绘画､ 手势,通过无声交流可增强患儿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消除恐惧感,使患儿安心配

合治疗;6.用适当的方式拒绝患儿的不合理要求。经过撤机前锻炼自主呼吸由每天 1 次过渡到每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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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持续的时间由 5 分钟逐步过渡到半小时,患儿无再出现大汗､ 脸色憋红的现象。使用呼吸机

41 天后撤机成功。 
结论 对心因性呼吸机依赖的青少年早期采取心理方面的护理干预,有利于早期成功撤机。 
 
 
PU-0887 

中西医结合护理在小儿腹泻病治疗中的应用 
 

马冬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在小儿腹泻病治疗中的应用并评估效果。 
方法 采用统计学分析方法近一年来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77 例腹泻患儿(年龄及临床症状无明显差异)
随机分为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及治疗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综

合护理干预.评价两组临床疗效,观察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治疗期间腹泻､ 尿量情况,及患儿家属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相应的治疗疾病均有所缓减,其中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效率为 97.4%,对照组患者

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73.6%,对比结果差异明显(P< 0.05),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不良反应,实验组患儿家属

满意率为 94.8% (37/39),高于对照组的 68.4%(26/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小儿腹泻患儿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护理满意度.针
对小儿腹泻采用常规西医治疗方法会对患者的身体菌群造成一定的破坏,频繁使用抗生素会导致儿

童的免疫系统出现漏洞,而中医治疗方法可以弥补西医药物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并有效调节其身体的

血液循环系统,因此,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广泛应用. 
 
 
PU-0888 

1 例化疗诱发急性胰腺炎合并脓毒性休克患儿的护理 
 

张燕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一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行门冬酰胺酶化疗后诱发急性胰腺炎合并脓毒症休克的护

理经验 
方法 通过个案护理,落实护理要点。主要包括: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及各脏器功能､ 血液净化(DFPP､
CRRT)治疗护理､ 有计划的营养支持､ 并发症的预防､ 预防院内感染､ 心理护理及健康宣教等 
结果 治疗 33d 后患儿病情稳定转入普通病房,2 月后随访患儿恢复良好 
结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诱发的重型胰腺炎伴脓毒性休克,病情来势凶猛,死亡率高。我们认

识到早期液体复苏及血液净化支持是保证患儿生命的前提,需要护理人员具备较高的护理水平及素

质,后期需要护理人员做好预防感染､ 饮食护理及心理护理。 
 
 
PU-0889 

1 例血液灌流治疗百草枯中毒患儿的护理 
 

沈伟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10012 

 
 
目的 探讨针对百草枯中毒患儿,尽早血液灌流治疗,采取积极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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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个案护理,针对疾病特点,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血液灌流护理措施,以提高百

草枯中毒患者的生存率。 
结果 做好患儿准备,彻底洗胃,并持续胃肠减压处理,减少百草枯的吸收及促进排泄;尽早进行血液灌

流;认真做到血液灌流过程中的观察及护理;注意预防灌流并发症;加强临床监护,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肺是百草枯中毒主要的靶器官,着重加强观察。经积极治疗及护理,患儿转出 PICU 至普通病房。 
结论 百草枯中毒无特效治疗药物,通过该病例的护理,我们认识到针对肺损伤是百草枯中毒所致呼吸

循环衰竭致死的主要原因的特点,尽快采取血液灌流治疗及相关护理是减少百草枯对组织､ 器官的

进一步损害的有效措施。 
 
 
PU-0890 

综合医院中医科护士如何提升中医护理能力 
 

孙肖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目的  对中医特色护理工作在综合性医院当中开展所获得的效果予以探讨。方法  提升中医科

建设,进行相应的中医护理培训, 大程度上发挥中医护理的优势和特点,并应用于临床。结果  患者

满意度和先前相比提升了超过 3 个百分点,同时护理人员所掌握的中医知识和技能都获得了相应的

提升(P<0.01),相关部门也对中医护理工作表示认可。结论  对综合医院中医科护士提升相应的培养

力度,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医护理的发展和提高患者满意度。 
方法 1.1 确定品牌建设目标 
1.2 确定中医护理重点专科 
1.3 增加硬件投入 
1.4 开展专科科研 
1.5 运行中医护理专科网站 
1.6 加强人才培养 
结果  
2.1 人才培养情况 
近段时间以来先后接收一批进修人员,其中近 10%是中医护理人员;对下级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和重点

帮扶,接收一定数量的下级医院护理人员前来进行中医护理方面的学习。 
2.2 工作得到认可 
2015 年和 2016 年,本院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市级的中医护理工作示范单位和中医药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 
2.3 患者满意度提高 
借助于相应的患者满意度问卷(自设),分别在实施前后分别对住院患者 702 和 681 名开展相应的满

意度调查,其满意度从先前的 92.45%上升到了 95.44%(P=0.02,X2=5.445)。 
2.4 护理人能力提高 
抽取题库当中的题目以拼凑为满分 100 分的试卷,对护理人员掌握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情况做出考

核,表 1 是其考核成绩实施前后对照情况: 
表 1 护理人员掌握中医知识和技能在实施中医特色护理前后情况(x±s,分) 
项目 实施后(n=205) 实施前(n=182) P t 
知识 85.2±5.3 70.5±5.3 0.000 27.23 
技能 90.2±4.3 75.6±6.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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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加强中医科室建设于综合性医院中,有效提升培养中医护理人才的力度,充分强化其专项培训及

考核,临床广泛应用中医护理操作技术, 大程度上发挥中医护理之长处,逐步形成品牌并延伸至医院

各个层面,从而全面提升中医护理质量,有效提高了住院患者的满意度,促进了中医护理的广泛开展。 
 
 
PU-0891 

一例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肋骨骨折患儿的护理重点 
 

胡天其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介绍一例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肋骨骨折患者的护理方法,护理重点是颅脑外伤的观察及气道

护理,同时加强病情观察､ 管道､ 皮肤和饮食等的护理。经过积极的治疗与护理后取得很好的护理

效果。 
方法 通过加强对颅脑外伤的观察及气道护理,有针对性地进行病情观察､ 管道､ 皮肤和饮食等的护

理。 
结果 相较于之前的护理方法,患儿取得良好的恢复效果。另外此方法对于其他病情的护理也有一定

的借鉴作用。 
结论 通过对颅脑外伤后的观察及气道的护理,通过对患儿的护理过程,掌握了重症颅脑损伤患儿的护

理重点及难点,对此病情及其他类似病情的护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PU-0892 

1 例儿童坏死性肺炎合并肺大疱的护理 
 

李文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总结 1 例儿童坏死性肺炎合并肺大疱在治疗过程中的护理措施和护理体会。 
方法 回顾 1 例患儿进行治疗和全面且有针对性的护理,并对护理的具体措施进行总结。 
结果 患儿的治疗方案均顺利完成,并好转出院。 
结论 针对儿童坏死性肺炎合并肺大疱的患儿在治疗过程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对患儿病情的

转归和不良反应的控制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PU-0893 

5S 管理在儿科病房管理中的应用 
 

杨图宏,覃霞,何艳,龙莹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为规范儿科病房管理模式,更好的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将“5S”管理运用于儿科病房管理中,通过科

学管理手段来提高护理管理质量。 
方法 对我院儿科病房实施 5s 管理,制定一系列要求规范标准及措施,要求人人按规定行事,养成良好

的习惯。 
结果 儿科病房管理应用 5s 管理模式后,提高了病房的整洁度,也提高了护理质量和工作效率,保障了

医疗安全,同时提高了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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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创新的护理服务理念,“5s”管理理论的持久应用,可提高病房的工作效率,提
高患者满意度,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 
 
 
PU-0894 

 同质化服务在儿科健康指导的应用 
 

杨图宏,龙莹,覃霞,何艳,郑霞丽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同质化服务在提升儿科入院患者的健康指导中的应用,为新入院患者提供安全､ 优质的护

理服务。 
方法 选择我科 2016 年 01—02 月的入院患者为观察组,进行同质化的入院健康宣教,设立 2015 年

11 月-12 月入院患者为对照组,比较实施同质化健康指导前､ 后的变化,评价患者对护理满意度､ 健

康指导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比较,以了解同质化服务在提升儿科健康指导中的效

果。 
结果 观察组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为 92.36%,对照组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为 87.56%,两组满意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1 )。观察组掌握健康指导知识的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 
结论 通过实施同质化服务,提升了儿科入院患者的健康指导的知晓率,也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提升了护

理服务质量。 
 
 
PU-0895 

无针输液系统在儿科病房的应用 
 

杨图宏,覃霞,何艳,龙莹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为了降低儿科病房中输液的并发症发生,预防静脉炎,减轻患者的痛苦,我们在儿科病房利用无针

输液系统对患儿进行静脉输液 
方法 运用无针输液接头､ 静脉留置针､ 无针输液器､ 预充式导管等器材,对患儿实施无针输液。 
结果 在儿科病房开展无针输液后,静脉输液的并发症发生率从 12.36%降低到 3.28%,并且减轻患儿

的恐惧及痛苦 
结论 在儿科病房利用无针输液系统对患儿进行静脉输液,降低静脉输液的并发症发生并且减轻患儿

的恐惧及痛苦,提高了患者满意度,也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PU-0896 

大剂量甲强龙对支原体肺炎患儿血压的影响与观察 
 

王金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大剂量甲强龙在儿童支原体肺炎的治疗中对患儿血压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选取 2016 年 1—11 月,于我院收治的 86 例应用大剂量甲强龙治疗的支原体肺炎

患儿,入围观察的 86 例患儿入院时的血压均于正常范围之内,且既往体健,无血压增高史,无家族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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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疾病史。采取大剂量甲强龙治疗后对观察的 86 名患儿于用药开始连续 3 天每人每日两次血压监

测,分别为 8 点､ 16 点,及每次用药前后一小时监测血压。 
结果 所观察的 86 名患儿中 60.5%的患儿在大剂量甲强龙治疗后 1 小时出现血压升高的症状,于用

药后 12 小时左右血压下降至用药前相同级别。 
结论 大剂量应用甲强龙治疗疾病的同时会使部分患儿血压不同程度的增高,持续时间为 6-12 小时。

在用药后 1 小时血压升至峰值, 高可至一期高血压指标范围内,多数处于前期高血压范围,用药后 6
小时,血压开始回落,于 12 小时后恢复正常,并且不会对患儿造成身体其他不适影响及器质病变。 
 
 
PU-0897 

先天小儿胆总管囊肿护理个案及护理要素 
 

唐明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先天小儿胆总管囊肿患儿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先天胆总管囊肿患儿典型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又称胆总管

扩张症为临床常见疾病,可发生在肝内､ 外胆管的任何部位,但以远端多见。在亚洲国家发病率较高,
明显高于欧美国家。其手术复杂,且容易误诊,因此护理过程尤为重要。  
结果 患儿治愈出院。  
结论 婴幼儿先天性胆总管囊肿临床表现以黄疸､ 腹部包块及白陶土样大便为主,儿童主要以腹痛为

主,女性发病高于男性。对先天胆总管囊肿患儿做好入院后病情观察,做好术前准备,及时手术,术后有

效护理,可提高患儿治愈,促进康复。 
 
 
PU-0898 

儿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李燕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风险应对措施.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 103 例患儿护理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其中男性患儿

50 例,女性患儿 53 例,在护理工作中重点加强风险防范,与此同时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

收治的 180 例常规护理患儿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患儿 94 例,女性患儿 86 例. 
结果 采取风险防范措施的研究组发生患儿护理危险事件 5 例,而在传统的常规护理下发生患儿护理

危险事件 16 例; 
结论 通过对所收治患儿的分类研究进行对比,总结出儿科护理工作中的风险因素,并有针对性地制定

护理计划和管理制度,以提高儿科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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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9 

小儿急性阑尾炎的护理体会 
 

刘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小儿急性阑尾炎的护理效果。 
方法 分析我科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2 月治疗的小儿阑尾炎患儿 52 例的资料进行评估,男 38 例

女 14 例,年龄在 1~14 岁,其中慢性阑尾炎保守治疗为 28 例,急性阑尾炎通过腔镜手术 22 例,开腹手

术 2 例。 
结果 这 24 例通过手术的患儿均顺利出院。 
结论 小儿急性阑尾炎病情发展较快,需要护士的精心护理和详细的健康教育及家属的积极配合,使患

儿能够更快的康复。 
 
 
PU-0900 

小儿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术后的护理  
 

何晓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141 

 
 
目的 探讨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术后护理。 
方法 对我院 2004 年 1 月 ~ 2004 年 6 月共收治 14 例 ,女 9 例,男 5 例,年龄 小 8 个月 , 大 10 岁,
平均 5 岁,对这些患儿的实验室检查进行分析。 
结果 胆汁检查有 1 例培养出细菌生长,11 例淀粉酶升高,5 例镜检有白细胞。术后有 1 例因囊肿剥离

面广泛渗血,非手术止血治疗效果不佳,行剖腹探查,用细丝线缝扎囊肿剥离面止血。14 例患儿无 1 例

死亡,均痊愈出院。随访所有患儿无腹痛､ 发热及返流等症状出现。 
结论 对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患儿围手术期加强加强综合性实验室检查可提高手术效果,促进患儿预后,
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借鉴。 
 
 
PU-0901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儿童克罗恩病护理体会 
 

孟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英夫利西单抗静脉输注治疗儿童克罗恩病的安全用药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确诊儿童克罗恩病患儿 13 例,使用英夫利西单抗静脉

输注治疗护理过程。 
结果 13 例患儿治疗 30 周后临床症状缓解。患儿白细胞计数､ 红细胞沉降率､ C 反应蛋白及

PCDAI 在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 13 例患儿均未出现输液反应及过敏反

应。 
结论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儿童克罗恩病疗效显著,规范的护理与观察保证用药安全,是治疗顺利进行的

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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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2 

健康教育路径对脑瘫患儿康复治疗效果及护理的影响 
 

徐云丛 
安徽省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241000 

 
 
目的 研究健康教育路径对脑瘫患儿康复治疗效果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7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 40 例脑瘫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每组 20 例。对照组进行传统健康教育,实验组采用健康教育路劲进行健康教育。出院前对比两

组患儿及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 家庭康复治疗方法的掌握率､ 配合率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率。 
PU-0903 

情景式术前访视在小儿围手术期护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金波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情景式术前访视在小儿围手术期护理中应用的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3-12 月我院收治的 320 例手术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160 例和对照组 160 例。对照

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告知形式术前访视,观察组给予情景式术前访视,通过实物演示､ 角色扮演等手

段创设情景,在设计的环境进行各种技术操作[1]方法对患儿围手术期告知内容及注意事项介绍给患儿

及家长。将两种方法进行效果评价。 
结果 通过情景式术前访视的患儿及家长在健康教育效果及健康教育满意度方面效果明显,值得推

广。 
结论 情景模拟式术前访视是一种提高患儿围手术期护理安全,值得探讨与推广的易于患者理解接受

的访视模式。 
 
 
PU-0904 

脑瘫儿童家庭康复照护管理模式探析 
 

汤亚萍,叶元元,顾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儿童脑性瘫痪使家庭架构发生重大变化,使家庭成员饱受如何实施有效康复的巨大压力。家庭

是将养育､ 成长､ 照护和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多维度综合体,家庭照护的不同方面相互影响､ 互为基

础,共同决定照护的模式､ 性质和结果[1]。对家庭不同维度的理解,揭示不同照护模式特征和需求,有
助于更有针对性给予不同照护模式的家庭以适宜的干预和管理[2]。为延续性护理整合策略,提高家庭

康复管理依从性提供依据。 
方法 1 脑性瘫痪患儿家庭康复干预形式与现状 
居家康复训练困难重重,原因多维度:父母缺乏康复专业知识,没有足够时间与精力,缺乏有力的监护补

助政策,缺乏理性和评判思维,训练时续时断,没有很好地把握康复干预时机,残障恢复功能不容乐观。 
2 照护者的自信心､ 乐观程度,社会支持度 
监护人的精神状态､ 生活质量对康复效果至关重要[3]。 
家长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心理健康水平越高[4]。护理人员技巧性帮助照护者调整

情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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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社会支持。疾病让家长有种“病耻感”,部分家长有被孤立､ 被压迫的感觉[5]。美国大力发展以

社区为基础的喘息服务[6]。坦率告诉别人,保持社会接触,委托短期照护孩子,不用所有精力照料孩子

来惩罚自己。 
3 改变单纯家庭照护模式,提高心理和行为适应能力 
使患儿家庭得到足够疾病知识和照护技能的信息和培训,直接参与脑瘫病情的评价与体会,了解康复

训练过程､ 康复治疗目标及康复治疗方案的讨论[7]。 
    患儿心理健康不容忽视。脑瘫患儿社交活动范围变小,几乎无法参与到正常同龄人的活动中。缺

乏与同龄同伴间的交流易患心理疾患[8]。照护者克服负罪和失败感,参加正常社交活动。利用社交媒

体的开放､ 互动和参与性减轻患儿的孤独和焦虑情绪等[9],但需注意不能因为孩子有残疾,补偿性的

毫无约束。 
4 康复教育,技能培训需求 
    50%以上家庭存在专业信息及专业指导的需求[10],利用有限的康复人力资源实施康复教育及技能

培训,使患儿回归家庭时能有计划､ 有目的得到准确有效的家庭康复照护管理。 
5 家庭康复照护管理有效评估 
家庭康复照护管理有效指对家长解决问题的能力､ 心理健康水平,家庭结构功能,患儿运动､ 认知､

社会适应能力等。从多维度家庭照护视角整合策略,使专业人员有针对性的实施干预,为政府制定政

策提供依据。 
结果 脑瘫虽是终生性疾病,但只要给予适当干预,严重程度终能改善[11]。 
结论 家庭参与式康复治疗不可缺少。家庭功能和家庭环境成为影响患儿康复的主要因素,患儿负性

情绪会影响康复计划,降低康复训练依从性,影响运动功能和异常姿势的改善。应该加强脑瘫患儿家

庭功能的研究和干预,早期对家庭进行系统心理干预,调整家庭结构,有助于改善家庭关系和促进家庭

功能,利于脑瘫患儿的康复及家庭的发展[12],减轻这些家庭的窘迫和不被社会孤立。 
 
 
PU-0905 

  浅析运用负压原理采集小儿桡动脉血标本的优势 
 

张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运用负压原理通过头皮针经桡动脉采集血液标本,分析运用此法对提高桡动脉穿刺成功率的影

响,研究并总结其临床优势。 
方法 将 2015 年来我院急诊就诊的患儿分为传统方法采血组(对照组),将 2016 年来我院急诊就诊的

患儿分为头皮针负压组(干预组)。两组均经桡动脉进行采血。对照组运用血气针,通过传统方法采集

血标本,干预组运用头皮针根据负压法进行血标本采集,对比两种不同的采集方法,统计分析两组不同

方法产生的穿刺结果。 
结果 干预组的患儿的采血成功率高于对照组,皮肤血肿青紫率低于对照组,痛感也低于对照组。 
结论 运用负压原理进行桡动脉血液标本采集,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高,有利于保护小儿血管和周围皮肤,
减轻小儿穿刺痛苦,提高护士工作效率,减少护理纠纷,增进护患关系,使患儿和家属配合治疗,提升患

儿及家属满意度。在临床护理中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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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6 

新生儿低氧性呼吸衰竭联合治疗的护理技巧与分析 
 

马晓艳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探讨一氧化氮(NO)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PS)治疗新生儿低氧性呼吸衰竭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护

理方法。 
方法 回顾 15 例出生后经确诊为低氧性呼吸衰竭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患儿并用联合的方案治疗病例,分
析用药后 1h 和 24h 后的各项指标变化。 
结果 3 例患儿因病情危重死亡,12 例(80%)患儿治疗后缺氧症状改善,所有患儿未出现 NO 和 PS 治

疗相关不良反应。 
结论 在联合方案治疗的基础上结合相应的护理措施,能明显改善患儿氧合,纠正低氧血症,促进患儿疾

病的康复。 
 
 
PU-0907 

沟通-在儿科门诊中的重要作用 
 

刘霖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医护患纠纷的产生源于医护与患者之间的不理解,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工作内容和医护人员的工

作和生活,因此医护人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当今日益紧张的医护患关系,消除医护患之间的误会,
以便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 归纳借鉴法､ 座谈讨论法对阐述医护患之间的沟通在诊疗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 
结果 通过文献分析法了解国内外医护患之间应如何恰当的沟通;利用归纳借鉴法学习好的沟通技巧

来提高医护人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通过座谈讨论法与各个科室的优秀医护人员进行交流学习,获得

更加直观的沟通技能。 
结论 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交流,使用适当的沟通技巧,降低了医护患之间纠纷的发生,提高了医护人员

对患儿的护理服务质量,增加了患儿及家长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信任感,增加了对患儿的治疗效果;同
时,对于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提高了医疗机构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PU-0908 

赛肤润对婴幼儿腹泻肛周皮肤的护理 
 

吴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15 

 
 
目的 保护腹泻病患儿肛周皮肤,防止和治疗皮肤糜烂。 
方法 应用碘伏和赛肤润对患儿肛周进行皮肤保护。 
结果 适时地给予健康宣教,采取及时､ 有效､ 合理的肛周皮肤护理,选择赛肤润作为保护性用药,有效

预防腹泻患儿皮炎的发生;从而降低腹泻患儿肛周皮肤受损的发生率,促进肛周会阴部皮炎､ 糜烂愈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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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长期腹泻患者的皮肤部位会出现众多表现,其肛周部位会有糜烂､ 潮红等临床表现,患者觉得很

不舒服,坐卧不宁。对于患者出现的上述情况现今可用的治疗措施很多,但临床各项治疗效果不明显,
多应用氧化锌､ 爽身粉等进行治疗,患者对其会有不舒适的感觉。赛肤润等新产品和一些护理新理

念在临床护理中应用,加快了疾病的康复,减轻了患者的病痛,帮助我们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PU-0909 

小儿四肢骨折的疼痛护理体会 
 

朱辉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小儿四肢骨折的疼痛护理方法与措施,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文章回顾性分析 90 例四肢骨折患儿的护理资料,总结科学合理的临床疼痛护理体会,护理中注

意患儿心理变化,通过抚触､ 冰敷､ 看动画片､ 听音乐等措施减轻患儿痛苦。 
结果 提高患儿治疗依从性,帮助康复。 
结论 通过科学合理的疼痛护理方法与措施能有效减轻四肢骨折患儿痛苦,在临床治疗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PU-0910 

PDCA 循环在血友病患儿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杨婵,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应用于血友病患儿健康教育管理中的效果。方法 在对血友病患儿实施健康教

育过程中,运用 PDCA 循环理论,制定计划,实施,评估,分级检查,反馈,改进,以确保健康宣教的有效

性。 
方法  ①确定 PDCA 循环管理小组成员,由护士长担任 PDCA 循环管理小组长,教学督导岗担任

PDCA 循环管理副组长,协助组长检查健康教育落实情况,并督促组员落实健康教育计划,评估效果,对
于不足之处给予提出改进措施。②确定 PDCA 循环图,根据其内容实施健康教育质量跟踪督导。③

计划阶段:根据患儿的个体化原则制定健康教育计划,对有交际能力的患儿和患儿家属探讨和交待患

儿的饮食,运动方式,生活习惯,药物知识,用药原则,如何做好预防出血及有出血时的处理,讲解疾病的

知识,临床治愈的病例,消除过分担忧,进行心理疏导,引导患儿保持愉悦的心情提高免疫力,告知出院

患儿的出院注意事项,复诊计划,填写联系卡。④实施阶段:健康教育由责任护士执行,指导有认知能力

的病人及其家属按制定的计划进行执行,其他各班次的护士做好病人的随机性健康教育,采用口头或

书面或宣传栏或肢体演示等不同途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⑤健康教育的评估检查:护士长及教学督

导岗通过与患儿及家属的谈话交流或提问,及随访中检查健康教育的执行效果,并将此结果跟据能复

述,能演示,能配合,部分掌握,未掌握,已掌握来分类。⑥处理:PDCA 循环管理小组成员定期进行评估

分析会,对宣教的内容,宣教方式,宣教效果,患儿家属满意度,及随访结果等展开分析,讨论,总结,对未

达到预期效果的提出改进措施,对未掌握的患儿及家属进行二次健康教育,不断调整健康教育计划,修
订方案后进行下一个 PDCA 循环,使得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能持续不断地运行。 
结果 通过严格遵循血友病的治疗和护理方案,配合有效的健康教育,16 例患儿住院期间均未加重出血

情况,好转出院。 
结论  PDCA 的循环管理中,大循环是 PDCA 循环小组的健康教育治疗管理,小循环是责任护士的治

疗管理,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推动了质量的改进,保证了健康教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以及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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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血友病患儿及家属采用 PDCA 循环图进行健康教育管理,提高了患儿及家属对血友病的认识

和出血的预防及处理能力,有效的改善了护患关系,减轻了家属的心理压力,增加了家属对疾病知识的

了解,并积极配合治疗,提高了护理质量。 
 
 
PU-0911 

合作性照顾在小儿缺铁性贫血护理中的应用 
 

关菲菲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合作性照顾在缺铁性贫血患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 2014 年 8 月一 2016 年 7 月期间我科收治 54 例缺铁性贫血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

究。我们将这 54 例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有 27 例患儿。为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健

康宣教,为观察组患儿进行合作性照顾。出院时,比较两组患儿的家属对缺铁性贫血护理知识的掌握

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属对小儿缺铁性贫血病知识的掌握度 92.6%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家属的掌握度

77.8%,二者相比 χ2=6.609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结论 结论:对小儿缺铁性贫血患儿进行合作性照顾能显著提高患儿家属对小儿缺铁性贫血疾病知识

的掌握度,达到促进疾病恢复和防止疾病复发的目的。 
 
 
PU-0912 

一例超声引导下经皮胸前室间隔缺损残余漏封堵术的护理配合 
 

杨建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经皮胸前室间隔缺损残余漏封堵手术配合要点及配合流程。 
方法 对 1 例室间隔缺损残余漏患者在全麻下行超声引导下经皮胸前室间隔缺损残余漏封堵术,术前

参加全院组织的术前讨论会,进行充分讨论,制订周密的护理计划和人员配备,对患儿进行认真核对。

术中巡回护士加强体温､ 输液的管理,严格执行无菌操作,预防感染,做好开胸抢救的准备,备齐除颤仪

及体外循环所需物品。器械护士熟悉手术步骤做到配合主动､ 快捷､ 准确。 
结果 在导引钢丝引导下,经输送鞘管置入 8mmVSD 封堵伞获得成功,术中实时食道超声检查,见分流

消失,未发生心包填塞。手术结束后入 ICU,分别于术后 2 小时､ 6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及术后第

六天复查心脏超声,均提示心包无明显积液。术后 6 个月复查,超声提示:封堵器在位,无心包积液,三
尖瓣､ 二尖瓣､ 主动脉瓣等均无返流,手术获得成功。 
结论 充分､ 严密的术前讨论,详尽的术前准备,熟练､ 默契的手术配合是 B 超引导下经皮胸前室间隔

缺损残余漏封堵手术成功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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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3 

腹式呼吸对儿童阑尾切除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影响 
 

史桐梦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观察腹式呼吸对儿童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行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患儿按入住病房分为观察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对照组术后

6 小时后离床活动,观察组术后在离床活动的基础上加以腹式呼吸训练。比较两组术后胃肠功能恢复

情况､ 腹胀发生率及使用开塞露排气比率。 
结果 观察组术后肠鸣音恢复时间､ 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

0.05),观察组术后腹胀发生率及使用开塞露排气的比率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

0.05)。 
结论 儿童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后采用腹式呼吸能有效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 
 
 
PU-0914 

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治疗小儿肾积水的围手术期护理 
 

胡小叶,余黎静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儿童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术前､ 术后护理及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9 月-2017 年 4 月我院 18 例采用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

儿童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术前､ 术后及并发症护理体会。 
结果 术前 10 例肾积水,6 例有患侧间歇性胀痛史,2 例有反复尿路感染,术后出现尿外渗 2 例,双 J 管

移位 2 例,麻痹性肠梗阻 2 例;而后经对症处理后痊愈出院;其中有 1 例合并输尿管多发息肉者在随访

12 月时发现吻合口狭窄肾积水加重,予重新行 B 超引导下肾造瘘穿刺引流带管出院。 
结论 充分做好患儿术前准备管理､ 心理护理､ 术后加强引流管､ 饮食护理,严密观察病情,正确处理

并发症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PU-0915 

新式电子表格交班表对儿科优质护理的作用和效果 
 

王莉,毛华,李红艳,郝会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探讨新式表格交班表在儿科优质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在 2015 年 07 月-12 月期间随机把我科护理责任组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对照组使用传统

旧式交班报告本,实验组使用新式电子表格交班表,对比研究两组在交接班质量､ 护理质量､ 责任护

士对患者病情的知晓率和患者满意度四个方面情况。 
结果 实验组应用新式电子表格交班表后在交接班质量､ 护理质量､ 责任护士对患者病情的知晓率

和患者满意度四个方面均明显优于旧式交班报告本,具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新式电子表格交班表能提高儿科责任护士对患者病情的知晓率和交接班的完整性,避免交接班

的遗漏差错,提高护理质量,保证患者安全,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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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6 

浅析夜班对儿科护士身心健康的影响因素 
 

缑颖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借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康奈尔健康问卷(CMI)调查分析夜班对儿科护士身心健康的影响因

子,明确维护儿科夜班护士身心健康的对策方向。 
方法 以焦虑自评量表(SAS)和康奈尔健康问卷(CMI)调查法对西京医院儿科 60 名护士进行问卷调

查,CMI 问卷内容包括 18 个部分,每部分按英文字母排序(A~R),共有 195 个问题,利用统计分析法得

出西京医院儿科夜班护士的 CMI 评分。 
结果 对评分结果和筛查界值比较,分别得出 A-R 评分和 M-R 评分大于筛查界值的人数。西京医院儿

科有 53.49%的护士身心健康状态较差,42.33%的护士存在着抑郁､ 焦虑､ 恐惧等精神､ 心理问题;
可见夜班对儿科护士的身心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 
结论 夜班是儿科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位儿科护士无法逃避的。保护儿科护士身心健康､

体现医院职能､ 科学有效地推进西京医院儿科护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PU-0917 

护理干预对Ⅰ型糖尿病患儿便秘的影响 
 

刘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Ⅰ型糖尿病患儿便秘相关因素及给予护理干预后的影响。 
方法 将 102 例Ⅰ型糖尿病便秘患儿随机分为干预及对照组,干预组给予腹部按摩,健康教育等护理干

预措施,对照组给予通便药物治疗,比较 2 组通便效果及不良反应。 
结果 干预组和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75%､ 88%,P>0.05(u=1.686),差异无显著性。对照组腹痛腹泻

､ 反复便结应发生率高于干预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X2=29.678,8.575)。 
结论 通过护理干预改善Ⅰ型糖尿病患儿便秘效果较好,且不良反应低。 
 
 
PU-0918 

中药穴位导入后保留药物贴片对小儿泄泻治疗的效果观察 
 

王竑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观察中药穴位导入治疗小儿泄泻后保留药物贴片对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泄泻住院患儿 30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是在中药穴位导入治疗后保留药

物贴片 20-30 min,对照组常规的在中药穴位导入治疗后即取下药物贴片,比较 2 组患儿的治疗效

果。 
结果 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应用中药穴位导入治疗小儿泄泻后保留药物贴片对治疗效果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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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9 

ICU 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干预研究 
 

刘琼洁, 李阳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护理干预应用在 ICU 小儿重症肺炎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50 例 ICU 重症肺炎患儿作为观察组,并将同期收治的 50 例 ICU 重症患儿设为

对照组,予以对照组常规护理,予以观察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平均住院时间､ 气促改善时间､ 退热时间､ 心衰消失时间以及止咳时间均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总满意率 98%,对照组总满意率 78%,对比有明显差

异(p<0.05). 
结论 护理干预应用在 ICU 小儿重症肺炎护理中,可以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促使其早日痊愈,并提高

其满意度,值得各级医院的临床推广。 
 
PU-0920 

护理干预改善 1 型糖尿病患儿治疗依从性的效果分析 
 

弓雪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在 1 型糖尿病患儿中应用护理干预对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采取随机分配的方式,将 84 例确诊为 1 型糖尿病的患儿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42 例。对

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则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模式,观察两组患儿在治疗依从性及病情控制效

果上的差异。 
结果 在护理干预前,两组患儿在依从率上无显著差异,而在护理干预后,两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均提升,
并且观察组患儿依从率要高于对照组;护理干预前,两组患儿病情控制无显著差异,而在护理干预后,除
了在胰岛素用量两组无显著差异外,观察组患儿在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两项指标上均要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护理干预应用与 1 型糖尿病的治疗中,能够提高患儿治疗依从性,更好的控制患儿的病情。 
 
 
PU-0921 

感染科儿童跌倒/坠床不良事件的追踪检查分析及护理对策 
 

彭芬霞,丁航利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感染科 2014 年-2016 年 15 例跌倒/坠床不良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改进防止跌倒/坠
床的具体措施。 
方法 回顾性研究和分析 2014 年-2016 年感染科发生的 15 例跌倒/坠床不良事件的原因,对科室预防

跌倒/坠床制度及措施采用跟踪法进行调研,找出感染科患儿跌倒/坠床的根本原因,提出护理对策。 
结果 15 例跌倒/坠床事件中,1 例为洗手间跌倒,其余 14 例均为坠床事件。其中 3 例患儿从拉上的床

栏上翻出,余 11 例为未上床栏发生坠床。15 例患儿均有进行防跌倒/坠床宣教。 
结论 科室进行防跌倒/坠床培训,规范宣教时机及内容,细化床栏使用细则,建立健全的质控流程,提高

患儿家属防跌倒/坠床的意识及规范科室护士防跌倒/坠床宣教是减少防跌倒/坠床事件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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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2 

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合并外周静脉炎的临床护理 
 

龙金凤,洪瀚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婴儿肝炎综合症伴发外周静脉炎患儿发生原因,护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方法 根据静脉治疗学,诊断该患儿静脉炎类型及分级,从药物因素,患者因素,导管因素及操作因素方

面寻找静脉炎原因,制定护理计划。 
结果 患儿发生静脉炎分类分级为感染性静脉炎Ⅳ级,发生原因有患儿吸吮留置处污染,使用药物刺激,
封管液量不足,患儿本身体质因素有关以及护士操作欠规范有关。 
结论 婴儿肝炎综合症伴发外周静脉炎临床常见,动态评估,规范操作可以有效避免本病发生。 
 
 
PU-0923 

儿童简易约束床垫的制作及应用研究 
 

王飞华,李君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研制一种透气性好､ 柔软､ 舒适､ 安全又易清洁的儿童简易约束床垫。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儿科 2011 年 2 月~2016 年 5 月需使用约束措施的住院患儿 70 例,按住院时间顺

序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各 35 例;实验组使用简易约束床垫;对照组使用传统手腕式约束带。观察两种

约束工具的有效性､ 安全性､ 舒适性､ 方便性以及家长满意度。 
结果 两组经卡方检验 p﹤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实验组约束的有效性､ 安全性､ 舒适､ 方便及满意性都明显比对照组好,使用简易约束床垫的

约束效果优于传统手腕式约束带。 
 
 
PU-0924 

关于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哮喘的全方位气道护理的研究 
 

胡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究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哮喘全方位气道护理。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5 月~2016 年 8 月间收治的 80 例重症哮喘患儿作为此次研究样本,分为两组

对比研究,对照组 36 例,采用实验组 46 例,均行机械通气治疗,对照组机械通气期间采用常规护理干

预,实验组采用全方位气道护理,观察两组患儿机械通气治疗前后血气指标变化与机械通气的治疗效

果。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儿在机械通气前 SaO2､ PaO2､ PaCO2 指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经机

械通气治疗后,两组以上指标均改善,实验组改善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患儿机械通气期间实施全方位的气道护理,治疗总有效率为 97.8%,对照组为 88.2%,两组总有效率

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哮喘实施全方位的气道护理可以确保治疗顺利进行,治疗效果显著,有效

减少了哮喘发作频率,减轻了临床各症状,使患儿得到及早治愈,值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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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5 

人性化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的应用体会 
 

李虹霞,yan li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2 

 
 
目的 分析探讨人性化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中的应用效果,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重症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共 100 例,患儿的收治时间在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通过信封抽取的方式进行分组,分成实验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采

取人性化护理和常规护理,并在护理结束后,对比分析两组的住院时间､ 家长护理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的家长护理满意度为 98.00%,对照组的家长护理满意度为 80.00%(P<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实验组的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人性化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护理中具有积极的应用效果,可明显提高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缩
短患儿的住院时间,值得在临床中应用。 
 
 
PU-0926 

5 例儿童颅咽管瘤围手术期的护理体会 
 

何静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儿童颅咽管瘤围手术期的观察与护理 
方法 观察颅咽管瘤惠儿圈手术期并发症,及时予以防治 
结果 围手术期患儿并发症均能得到控制 
结论 围手术期细致全面的观察及护理,可提高颅咽管瘤手术的成功率,减少患者的死亡率,促进患者早

日康复 
 
 
PU-0927 

品管圈在降低运行电子病历体温单书写缺陷中的应用 
 

周霞,郑玉婷,杨礼菊,胡志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降低运行电子病历体温单书写缺陷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品管圈活动步骤,运用常用管理工具对运行电子病历体温单书写中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

整改,将改善前后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运行电子病历体温单书写总缺陷次数由改善前 36 次/周降至改善后 15.75 次/周,目标达标率

105.5%,进步率为 56.25%,改善效果显著;此外,圈员在解决问题的能力､ 沟通协调的能力､ 责任心与

荣誉感､ QCC 手法的运用及团队精神等方面较活动前有显著提高。 
结论 运用品管圈可以提高运行电子护理病历书写质量的环节控制;有效降低运行电子病历体温单书

写缺陷;提升护士工作效率和品质;提高圈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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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8 

总结儿科急诊的护理风险因素及防范措施。 
 

王思敏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总结儿科急诊的护理风险因素及防范措施 
方法 本文将对儿科急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高风险护理行为､ 护理缺陷､ 纠纷及投诉等护理不良事

件进行分析总结,探析儿科急诊护理风险的因素和防范措施。 
结果 通过分析儿科急诊护理中存在的风险因素,提出加强护理风险教育､ 建立健全护理管理体系等

防范对策。 
结论 儿科急诊护士更应明确护理风险预防的重要性,把风险管理理念完全渗透到每位护士的思想理

念里,体现到各项急救护理操作流程当中,为患者提供安全､ 规范､ 优质的护理服务。 
 
PU-0929 

综合护理干预对改善儿童重症肺炎生存质量的影响 
 

贺晓春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610014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改善儿童重症肺炎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重症肺炎儿童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2 组,
对照组(n=45)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n=45)给予综合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儿护理的实施效果以

及对其生存质量的影响。 
结果 观察组患儿相关症状体征缓解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 护

理满意度明显比对照组高(P<0.05)。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应用在儿童重症肺炎的治疗中,可有效减少患儿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儿恢复程度,
缩短病程,提高生存质量,是理想的护理方式,值得推广。 
 
 
PU-0930 

品管圈在提高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中的应用 
 

于丹,贺晓春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610014 

 
 
目的 目的探讨品管圈(QCC)活动对提高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的效果 
方法 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开展 QCC 活动,对重症监护室 47 名医护人员手卫生进行管理,通过

现况调查,找到手卫生依从性低的重要原因,运用 PDCA 原则开展活动。比较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

改善情况。 
结果 手卫生依从率从活动前的 53.67%提高至活动后的 89.33%(P<0.01) 
结论 通过 QCC 活动,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手卫生意识,依从性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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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1 

心理干预在小儿肱骨髁上骨折护理中的应用 
 

李莹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对小儿肱骨髁上骨折恢复的影响。 
方法 总结了 32 例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的心理干预经验,包括入院时､ 手术前､ 术后以及功能锻炼期间

的心理干预､ 健康教育。 
结果 通过心理干预在小儿肱骨髁上骨折护理中的应用,能解除患儿心理顾虑,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

和能力,改善心理状态,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结论 肱骨髁上骨折患儿是个特殊人群,由于年龄问题会出现焦虑､ 恐惧等的一系列心理反应 ;护理人

员应以患者为中心,在护理疾病的同时做好心理护理,对患儿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调动其积极性,更好地

配合治疗护理,有利于患儿的早日康复。积极恰当地应用心理干预,明显提高了治疗效果,从而促进 了
肱骨髁上骨折患儿的早日康复。 
 
 
PU-0932 

儿科患儿腕带佩戴不规范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廖力慧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调查儿科患者腕带佩戴情况,为有效执行身份识别､ 保证临床诊疗用药安全提供保障。 
方法 通过头脑风暴设计查检表对 1042 例患者及家长进行随机调查,通过头脑风暴设计护士关于腕

带佩戴知行性问卷表对 316 例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影响患者腕带佩戴的因素。 
结果 本组患者中不规范佩戴腕带者占 15.35%,主要原因有型号不匹配､ 腕带滑脱､ 科室不匹配､

佩戴位置不当､ 腕带手写,316 例护士中 31.01%未能达到每班检查腕带､ 14.87%认为佩戴腕带不

是非常重要､ 19.62%认为腕带扣不方便佩戴､ 71.20%认为重新佩戴腕带,感到厌烦等,主要原因为

过度自信､ 认为增加工作量､ 患者不配合。 
结论 儿科患者佩戴腕带依从性差,应针对患者及医务人员存在的问题,采取转变观念､ 完善操作流程

､ 腕带信息化､ 落实管理制度､ 定期培训及监管等措施进行改善。 
 
 
PU-0933 

授权管理在小儿康复病房一级质控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娄欣霞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授权管理在小儿康复病房一级质控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小儿康复病房的实际情况,科室设置一级质控人员,质控人员具有一定的资质和临床经验,能
积极主动负责相应的护理质量监控。 
结果 一级质控实行授权管理后,小儿康复病房护士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小儿康复病房护理

质量有所提高。 
结论 在小儿康复病房一级质控中使用授权管理,有利于充分发挥护士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提高科

室护理管理质量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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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4 

叙事医学在小儿康复病房优质服务中的应用 
 

娄欣霞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叙事医学在小儿康复病房优质服务中的应用。 
方法 本文中从护士的群体､ 医生的群体､ 治疗师群体出发探讨了叙事医学在优质护理服务方面的

实践形式,护士在健康宣传中运用叙事医学,入院接待新病人时引入叙事医学,住院期间护患沟通引入

叙事医学。 
结果 小儿康复病房收治的是小儿慢性疾病,住院疗程长,家长心里焦虑,引用叙事医学后,家长配合医

护工作,孩子治疗效果好。 
结论 自从开展叙事医学在康复病房中的应用,患儿家长住院期间康复治疗依从性好,护患沟通融洽,大
大提高了病人满意度。 
 
PU-0935 

1 例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患儿的护理 
 

何佳燕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告 1 例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患儿的护理过程。胸腺瘤合并肌无力的患者会出现一定的心

理变化,我们要对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关心､ 尊重患者,使患者心理上得到放松,对患者讲解相关的疾病

知识,对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护理,可促使肌无力危象与呼吸道

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下降,能够有效减轻患者自身痛苦与经济负担。重视出院后延续护理,确保重症肌

无力合并胸腺瘤患儿的远期疗效。 
方法 通过病情观察及时,治疗和护理措施的落实,为医生提供 早､ 准确的信息,防止了病情加重和

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使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患儿的肌无力危象与呼吸道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下降,有效减轻患者自

身痛苦与经济负担。重视出院后延续护理,确保重症肌无力合并胸腺瘤患儿的远期疗效。 
结论 胸腺瘤合并肌无力的患者会出现一定的心理变化,我们要对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关心､ 尊重患者,
使患者心理上得到放松,对患者讲解相关的疾病知识,对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实施个体化护理,可促使肌无力危象与呼吸道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下降,能够有效减轻患者自身痛苦

与经济负担。 
 
 
PU-0936 

心理护理干预对高空坠落伤儿童应激反应的影响 
 

董承颜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因高空坠落伤收治入院的儿童应激反应和有效的心理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自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高空坠落伤儿童 56 例,其中男 38 例,女
18 例;年龄 5~14 岁,平均 8 岁。胸部受到创伤的患儿为 8 例,腹部受到创伤的患者为 12 例,四肢关节

受损患者为 23 例,脊柱骨盆手上患者为 6 例,多处软组织受伤的患者有 7 例,经患儿及家属同意后进

行调查研究,根据患儿坠落伤后应激反应及病情严重程度给予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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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6 例患儿入院一周内均出现不同程度恐惧､ 哭闹､ 无助､ 躁狂､ 危机感､ 焦虑､ 高空坠落场

景在脑中重复出现,噩梦惊醒等应激状态,在所有患儿住院期间,进行一系列有效､ 规范且有针对性的

心理护理干预,取得患儿信任,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帮助患儿建立正确认知,提高心理适应能力。45 例

患儿一周后可见应激状态明显好转,沟通正常,能够接受现实,正确面对疾病,并积极配合治疗,余下 11
例患儿干预两周后应激状态逐渐好转;56 例患儿愈合良好,均未出现应激障碍。 
结论 通过了解高空坠落伤患儿的个性特征､ 病情严重程度及心理承受能力,及时有效采取有针对性

的心理护理干预,加强护患沟通,可以缓解患儿的恐惧､ 无助和抑郁心理,改善患儿高空坠落伤后的应

激状态,帮助患儿走出心理阴影,减轻患儿心理伤害程度,让患儿坦然面对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提高治

疗效果,促进患者康复。 
 
 
PU-0937 

质量持续改进在提升儿科护理质量中的应用和成效 
 

尹凌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在儿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组织一系列培训,施行质量持续改进的模式,比较施行前后护理的综合质量及满意度。 
结果 护理质量改进后,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较前显著提高。实验组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明显,P<0. 05. 
结论 持续质量改进方法是一种有效提升护理质量的管理工具,长期实施该管理方法,可使儿科护理体

系更具活力,和 新的护理理念､ 方法同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值得在儿科护理体系中

推广应用。 
 
 
PU-0938 

病床护士护理教学质量及护生实习质量现状调查与分析 
 

郑兰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调查分析临床护士临床带教质量与护生临床实习质量的现状, 为进一步探讨提高临床护理教学

质量的方法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三所综合性医院的 650 名护理带教老师与 700 名护生,分别通过自

制的调查问卷对临床护士护理教学质量及护生实习质量现状进行调查。 
结果 临床护理带教老师的年龄以 25~35 岁居多,工作年限以 5~9 年居多;文化程度以本科学历居多;
专业技术职称以护师职称居多;其护士素质､ 教学态度､ 学习态度及劳动纪律均以中等居多;对现有

的护理带教模式以不满意居多。护生以独生子女居多;其年龄大都在 25 岁以下;家庭所在地以城市或

城镇居多;学历以大专学历居多;政治面貌以团员居多;其护士素质､ 教学态度､ 学习态度及劳动纪律

均以中等居多,对现有的护理带教模式以不满意居多。 
结论 现有的临床护理带教模式有待改进;在带教老师与护生之中,有部分调查对象非常热爱护理工作,
但目前确实也有想改行或者不太热爱此工作的调查对象。尽管如此,绝大部分带教老师和护生还是

能坚守护理工作岗位,确保临床护理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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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9 

小儿使用力月西导致静脉炎与防治体会 
 

赵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10 

 
 
目的 对力月西引起静脉炎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寻找合适的防治措 
施,尽可能降低力月需引起静脉炎发生 ,提高患者满意度。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需要使用力月西镇静的患者 147 例,分析给予力月

西注射液治疗后患者出现静脉炎原因。对静脉炎患者给予两种不同护理措施,观察组给予 6 小时黄

柏液冰敷湿敷,6 小时后用黄柏液湿敷治疗方法,对照组仅用黄柏液。观察两组患者平均治愈时间。 
结果 研究发现,药物浓度､ 患者因素以及护理因素是导致力月西静脉炎的主要原因,黄柏液冰敷外治

疗方法对于力月西注射液所致静脉炎的康复疗效显著。 
结论   需对力月西致静脉炎的原因引起足够重视 ,同时通过采取有效防治措施来降低静脉炎的发生

率。 
 
 
PU-0940 

骨折患者术后的疼痛护理 
 

王频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00 
 

 
目的 探寻目前骨科术后病人疼痛评估及护理干预的现状 
方法 广泛查阅骨科病人术后疼痛护理的相关资料,综述评估方法,从而减轻或解决病人的疼痛问题,大
大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结果 通过宣教及术后护理,可以使病人心理上得到放松,调动患者自身的积极性,达到早日康复的目的 
结论 高质量的术后护理是患者机体迅速康复的保证 
 
 
PU-0941 

儿童医院门诊预约挂号迟到原因分析 
 

张妮,邓跃碧,李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1122 

 
 
目的 调查分析三甲儿童医院门诊预约挂号迟到的原因。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预约挂号迟到患者家属进行基本情况及迟到原因等调查分析。 
结果 本次调查的总迟到率达 10.5%,其中 87.83%知道自己所挂号的就诊时段,但 40.58%的患者家

属不知道需要提前候诊,46.09%患者家属认为挂号后当天随时来看均可。 
结论 迟到患者主要原因还是预约就诊太随意,守时观念不强烈,缺乏医院预约就诊相关规定约束,医院

宣传提示不够充分,导致迟到率居高不下,医院应根据情况加强预约诊疗宣传,做好预约提示指导,制定

相关规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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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42 

品管圈在降低儿科门诊预约就诊迟到率的应用 
 

张妮,邓跃碧,李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1122 

 
 
目的 讨论品管圈活动降低儿科门诊预约就诊迟到率的效果。 
方法 2016 年 2 月-2016 年 6 月成立礼嘉门诊品管圈小组,严格按照 PDCA 的步骤,以“降低儿科门诊

预约就诊迟到率”为主题进行质量改进,通过问卷调查法对预约挂号就诊迟到患者家属进行调查分析

寻找迟到原因,制定实施改进措施。 
结果 通过品管圈活动,我院门诊预约挂号就诊迟到率从活动前的 10.5%降低到活动后的 5.5%;预约

挂号率从活动前的 40.1%提高到 46%。 
结论 品管圈活动有效降低了儿科门诊预约挂号就诊迟到率,提高了预约挂号率,推进了预约诊疗服务

的有序发展。 
 
 
PU-0943 

实施 JCI 标准下手术室仪器设备精细化管理的效果比较 
 

陈梅丽,姜莉莉,陈燕芬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利用 JCI 国际标准对手术室仪器设备进行精细化管理,提高手术室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减少故障

的发生,提高工作效率及护理质量。 
方法 设置设备管理员,明确管理员职责,定期进行设备清查建立设备档案,对闲置的仪器设备进行全院

统一调配及统一入库管理,对常用和不常用的仪器设备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并考核,及时总结分析手

术室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 
结果 精细化管理后手术室设备故障发生率由 25.19%下降至 14.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537,P<0.05);全科护理人员培训设备操作后,考试合格率由 51.73%提高至 89.66%,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4.537,P<0.05)。 
结论 通过对手术室仪器设备实施 JCI 标准下精细化的管理,明显降低了设备故障的发生率,大大提高

了护士规范操作设备的合格率,使手术室仪器设备能够安全有效的发挥着 大效能。 
 
 
PU-0944 

100 例儿童支气管镜检查及镜下治疗的护理风险管理 
 

黄丽娟 
长春市儿童 130000 

 
 
目的 探讨儿童支气管镜检查及镜下治疗的护理和风险管理。电子气管镜检查是临床上重要的检查

治疗手段,它不但对气管､ 支气管的各种疾病作出诊断,明确肿瘤､ 结核､ 炎症､ 气管､ 支气管内异

物及支气管内炎症､ 出血的性质和部位,还可以进行支气管内的各种介入治疗,在现代呼吸内科的诊

疗中必不可少。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 100 例患儿进行电子气管镜检查治疗,,在支气管镜检查及镜

下治疗前､ 中､ 后行全程护理及护理风险管理。 
结果 100 例儿童共行支气管镜检查及镜下治疗 121 次,无一例出现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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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制定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提高患儿治疗护理的依从性,提高治愈率,提高患儿及家长的满意度。

不紧应用于患儿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前､ 术中､ 术后及术后延续护理中,风险管理可在儿科护理中

普遍应用。护理风险存于包括管理在内的各个环节,有效识别风险是护理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 
 
 
PU-0945 

电子支气管镜在先心病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配合一例 
 

黄丽娟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护理配合更好的应用在电子支气管镜检查中,提高电子支气管镜检查的成功率,提高先心病患儿

的治愈率。电子气管镜检查是临床上重要的检查治疗手段,它不但对气管､ 支气管的各种疾病作出

诊断,明确肿瘤､ 结核､ 炎症､ 气管､ 支气管内异物及支气管内炎症､ 出血的性质和部位,还可以进

行支气管内的各种介入治疗,在现代呼吸内科的诊疗中必不可少。 
方法 在手术中患儿突然出现肺不张的紧急情况下,内镜室医护人员迅速进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治疗

术。我院在 2014 年 9 月 25 日心外科 ICU 病房先心病一名患儿手术过程中,通过电子气管镜进行肺

内灌洗､ 加压给气､ 钳取痰栓等治疗及护理配合。 
结果 通过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治疗及护理人员的密切配合,成功肺复苏救治患儿一例,此病例在我院是

首例,也是省内首例。 
结论 做好护理配合是实现治疗的重要手段。提高护理人员理论知识,熟练掌握各项操作技术,直接关

系到患儿抢救成功与否的重要措施。 
 
 
PU-0946 

电子支气管镜在先心病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配合一例 
 

黄丽娟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护理配合更好的应用在电子支气管镜检查中,提高电子支气管镜检查的成功率,提高先心病患儿

的治愈率。电子气管镜检查是临床上重要的检查治疗手段,它不但对气管､ 支气管的各种疾病作出

诊断,明确肿瘤､ 结核､ 炎症､ 气管､ 支气管内异物及支气管内炎症､ 出血的性质和部位,还可以进

行支气管内的各种介入治疗,在现代呼吸内科的诊疗中必不可少 
方法 在手术中患儿突然出现肺不张的紧急情况下,内镜室医护人员迅速进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治疗

术。我院在 2014 年 9 月 25 日心外科 ICU 病房先心病一名患儿手术过程中,通过电子气管镜进行肺

内灌洗､ 加压给气､ 钳取痰栓等治疗及护理配合。 
结果 通过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治疗及护理人员的密切配合,成功肺复苏救治患儿一例,此病例在我院是

首例,也是省内首例。 
结论 做好护理配合是实现治疗的重要手段。提高护理人员理论知识,熟练掌握各项作技术,直接关系

到患儿抢救成功与否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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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47 

电子支气管镜在先心病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配合一例 
 

黄丽娟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护理配合更好的应用在电子支气管镜检查中,提高电子支气管镜检查的成功率,提高先心病患儿

的治愈率。电子气管镜检查是临床上重要的检查治疗手段,它不但对气管､ 支气管的各种疾病作出

诊断,明确肿瘤､ 结核､ 炎症､ 气管､ 支气管内异物及支气管内炎症､ 出血的性质和部位,还可以进

行支气管内的各种介入治疗,在现代呼吸内科的诊疗中必不可少。 
方法 在手术中患儿突然出现肺不张的紧急情况下,内镜室医护人员迅速进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治疗

术。我院在 2014 年 9 月 25 日心外科 ICU 病房先心病一名患儿手术过程中,通过电子气管镜进行肺

内灌洗､ 加压给气､ 钳取痰栓等治疗及护理配合。 
结果 通过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治疗及护理人员的密切配合,成功肺复苏救治患儿一例,此病例在我院是

首例,也是省内首例。 
结论 做好护理配合是实现治疗的重要手段。提高护理人员理论知识,熟练掌握各项作技术,直接关系

到患儿抢救成功与否的重要措施。 
 
 
PU-0948 

ICU 患儿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危机干预效果分析 
 

黄丽娟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探讨危机干预在危重患儿电子气管镜检查中的积极作用。使气管镜检查顺利进行。电子气管

镜检查是临床上重要的检查治疗手段,它不但对气管､ 支气管的各种疾病作出诊断,明确肿瘤､ 结核

､ 炎症､ 气管､ 支气管内异物及支气管内炎症､ 出血的性质和部位,还可以进行支气管内的各种介

入治疗,在现代呼吸内科的诊疗中必不可少。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 100 例 ICU 患儿进行电子气管镜检查治疗中,50 例试验组

科室医护人员及内镜中心的护理人员给予危机干预,与 50 例未进行护理干预的患儿对照 
结果 通过危机干预,50 例试验组患儿顺利通过气管镜检查治疗,减轻了患儿的痛苦,减少操作时间,效
果良好,家长满意。 
结论 危机干预方法,不紧应用于 ICU 患儿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术前､ 术中､ 术后及术后延续护理中,危
机干预可在儿科护理中普遍应用。 
 
 
PU-0949 

臭氧水疗在儿童瘙痒性皮肤病的应用 
 

刘玉凤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臭氧水疗在儿童瘙痒性皮肤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 2016 年 3 月 至 2017 年 2 月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住院治疗的

瘙痒评分在 3 分以上的患儿 20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00 例。实验组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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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基础上予以臭氧水疗。对照组予以常规的处理。比较 2 组患儿 24h, 48h,72h 的瘙痒评分,住
院天数､ 住院费用､ 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实验组在水疗后 24h, 48h,72h 的瘙痒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并

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病人及家属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臭氧水疗在儿童瘙痒性皮肤病中的应用可以减轻瘙痒程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病人及家

属的满意度。 
 
 
PU-0950 

儿童牙槽突裂术后便秘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袁昌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牙槽突裂术后便秘的原因及护理对策 
方法 通过对 2013 年-2014 年植骨术后病儿发生便秘的原因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将一系列

对策应用于 2015 年-2016 年植骨术患儿 
结果 便秘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84.6%降到 2016 年的 36.3% 
结论 适应性行为训练､ 及时而有效的健康教育､ 合理的饮食结构､ 良好的排便环境等是预防牙槽

植骨术后便秘的有力措施。 
 
 
PU-0951 

人文关怀护理在儿科中的应用分析 
 

吴佳,鲁方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对人文关怀护理在儿科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方法 抽取我院 2014 年 3 月-2015 年 6 月期间治疗的 300 例儿科患者,依照随机､ 双盲的原则对患

儿平均分组。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性护理干预,观察组患儿则在常规型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患儿人文

关怀护理干预。对两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 医患关系及患儿家属满意度情况进行记录与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94.00%)明显高于对照组(79.3%),比较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护

患纠纷发生率(5.33%)明显低于对照组(18.67%),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

(98.67%)与对照组(77.33%)差异显著(P<0.05)。 
结论 人文关怀护理对于儿科患儿在常规治疗中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提高患儿依从性､ 降低护患纠纷

发生率､ 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U-0952 

儿童牙槽突裂术后便秘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袁昌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牙槽突裂术后便秘的原因及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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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 2013 年-2014 年植骨术后病儿发生便秘的原因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将一系列

对策应用于 2015 年-2016 年植骨术患儿 
结果 便秘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84.6%降到 2016 年的 36.3% 
结论 适应性行为训练､ 及时而有效的健康教育､ 合理的饮食结构､ 良好的排便环境等是预防牙槽

植骨术后便秘的有力措施。 
 
 
PU-0953 

择期手术患儿术前禁食禁水的知识转化现状及相关研究 
 

李有蔚,唐文娟,陆群峰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了解缩短择期手术患儿术前禁食禁水时间的证据转化到临床的现况,以及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进

展。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的方式,将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 尽管大量的证据显示,缩短术前禁食禁饮时间是安全有益的,尤其是患儿术前 2h 禁清饮料,4h 禁

母乳不会增加手术风险。但在临床实践过程中,证据的落地与转化仍存在缺陷,大部分医院实际还执

行传统的禁食方案或者禁食禁饮时间仍旧长于推荐时间。 
结论 应根据我国医疗体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术前照护模式,制定合理的术前禁食禁饮时间,将“以
患儿为中心”的有用证据实践化,在提高患儿舒适度的同时,降低麻醉风险,保证手术安全进行。 
 
 
PU-0954 

一例反复发作的心律失常患儿临床护理经验分享 
 

周敏,黄雀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总结一例罕见性反复发作的心律失常患儿临床护理经验。 
方法 个案分析 
结果 严重的心律失常如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 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等可导致病情加重。患儿

入住 PICU 共三次,监护时间约 689h,住院期间患儿活动后及入睡后仍有心律失常发作,均未导致严重

的并发症及病情加重。 
结论 护理人员的观察能力､ 业务水平及过硬的技术是确保患儿生命安全的保障。 
 
 
PU-0955 

“呵呼家”系统性儿童家庭护理管理经验分享 
 

付坤会,黄雀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分析长期需要呼吸机支持的气管切开患儿家庭护理中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的培训。 
方法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本科室接受长期呼吸机治疗气管切开的患儿 5 例,出院后需进行

家庭护理,由医院“呵呼家”家庭随访小组医护人员 10 人对患者家属使用“呵呼家培训手册”进行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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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出院前技能培训以及对患者进行了出院后的电话､ 家庭随访,通过“呵护家”微信群,对家庭护理

患者统筹管理 
结果 带管患者在家庭护理中未发生严重致命并发症,2 例治愈停止回访,3 例患者 12 次入院 11 次为

更换气管套管,仅有 1 例为感染。 
结论 气管切开患者家庭护理经过系统性培训与随访安全可执行。 
 
 
 
PU-0956 

一例肺癌全肺叶切除术后患儿的护理 
 

杨娟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 1 例肺癌全肺叶切除术后患儿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我院实施的 1 例肺癌全肺叶切除术患儿的护理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护理效果满意 
结论 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术前准备充分,术中操作规范熟练,术后机械通气呼吸支持,重视围术期液

体管理,对常见并发症重点防范､ 早期治疗,能明显降低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 
 
 
PU-0957 

一例先天性无痛无汗症､ 股骨骨折术后合并 

难免性压疮患儿的护理体会 
 

王云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先天性无痛无汗症(CIPA)又称先天性感觉和自主神经障碍综合征,由于此类疾病会伴随患儿一

生,家长知识的认同是非常必要的。临床上遇到不仅患有此种疾病还合并股骨骨折术后以及难免性

压疮的患儿,是很少见的。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病情途径,并制定有效的护理､ 训练计划,细心护

理患儿,从而避免患儿身体的自伤和碰伤,维护心理健康,为更多患儿减轻痛苦。 
方法 回顾性总结我科一例先天性无痛无汗症､ 股骨骨折术后合并难免性压疮患儿住院过程中,接受

压疮护理､ 心理护理､ 营养指导､ 术前及术后护理､ 后期功能锻炼后的恢复情况。 
结果 在规范合理的护理及指导交流下,我们对患儿的病情进行个性化的护理,包括心理护理,压疮护理

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患儿恢复良好。 
结论 CIPA 属于临床少见型疾病,给患儿的生活质量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积极

建立相关的护理体系,加强动态管理,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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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8 

PDCA 循环在降低患儿手术后中心静脉导管堵管率的运用分析 
 

王玥,朱倩,侯洁沂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 PDCA 管理模式运用于住院患儿的术后中心静脉导管护理,观察并其对于降低堵管率的影

响效果 
方法 应用 PDCA 管理模式,选择 2016 年 1 月~5 月期间在普外科住院并在手术中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的 181 例患儿,分析发生堵管的原因,针对分析结果明确改善目的,制定相关措施;2016 年 6 月~10 月

期间的 199 例患儿将改进措施认真落实,比较两组患儿术后中心静脉导管堵管率。 
结果 观察组住院患儿术后中心静脉导管堵管率(3.0%)明显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2.631,P<0.001) 
结论 PDCA 管理模式对降低中心静脉导管堵管率有着积极的影响。 
PU-0959 

PBL 模式在儿科临床护理实习中的应用探讨 
 

吴怡,李晋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本研究以 PBL 模式运动于护理实习中,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

向的启发式教育,来加强儿科护理实习培训。 
方法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也称作问题式学习,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医学教育,目
前已成为国际医学教育的通用教学方法之一。它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

习为主, 将学习与更大的任务或问题挂钩,使学习者投入于问题中。其早期就应用于护理专业教学中,
但是在护理的实习运用中实践经验较少。 
结果 PBL 教学是一种以问题和任务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对护理学教育中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等方

面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显著,是适应现代护理学科发展,培养高素质护

理人才的有效教育方式。 
结论 PBL 的教学模式必须针对有护理学专业基础知识的群体,配备优质的教学指导老师,同时 好以

小组开放讨论的模式,同时结合其他教学模式才能得到较为有效的教学效果,为即将走向岗位的实习

护士提供更为全面的临床护理知识､ 临床逻辑思维､ 处理问题的能力及自我学习和科研的能力,为
成为一个优秀而合格的护理人员打下坚实的基础。 
 
 
PU-0960 

我院护士对优质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分析与对策 
 

邵淑芳,陈燕芬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通过对护士优质护理满意度的调查,护理部直接了解护士对优质护理服务的评价,为持续改进护

理服务质量提供依据和参考。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无记名形式。发放问卷 160 份,回收 154 份,回收率 97%。有效问卷 154 份,回
收有效率 100%。调查工具:(1)一般资料调查由护理部自行设计。(2)满意度调查表问卷包括 6 个维

度和 21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评分结果转换为百分制。得分越高,说明护士对工作的满

意度越高,均数 3.03(60.6%)是对工作评价满意的 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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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统计学 SPSS 2.0 软件进行分析,采用均值对数据行统计描述分析。 
结果 在本研究中,护士对优质护理工作满意度总均分 83.8%。其中满意度 低维度是对工作回报

75.80%, 高维度是对工作群体 88.40%。 
结论 (1)我院临床护士的群体特征为护士队伍年龄较轻､ 护龄较低､ 初级职称占主要比例,学历以大

专为主。 
(2)我院护士工作满意度总均分为 83.80%(4.19 分),以 3.03 作为满意度的 低标准,本研究中护士的

满意度处于满意水平。王金花等]对 6 所医院 300 名护士工作满意度的总均分为(2.56±0.49)分,本研

究与其相比明显提高。 
(3))对工作回报满意度 低:这与国内外对护士工作满意度的研究结果一致。 
(4)护士建议:①希望医院能够提供更多的护士福利待遇②派遣护士工资与在编护士工资不同酬③增

加护士编制和防护问题④增加派遣护士外出学习名额⑤下夜班或休息来听课,影响休息不利于工

作。 
政策性问题①和②护理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将上级部门的相关政策及时反馈给护士,取得护士们

的理解。护理部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③④⑤护理部认真落实措施:   
• 2016 年护士人数比 2015 年增加 10%。 
• 2015 年 11 月肿瘤配置中心投入使用。 
• 2016 年 派出 13 人次参加院外各种专业学习班和专科认证。 
• APP 网上学习 2017 年 3 月开始。 

(5)对工作群体满意度 高:表明在护理部领导下,团队氛围好,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凝聚力强。 
通过调查分析,护理部及时解决护士提出的问题,推动优质护理服务持续､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持续改进护理服务质量提供依据和参考。                                                                              
 
 
PU-0961 

一例幼儿猩红热护理与体会 
 

贾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猩红热为 A 组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临床特征为发热､ 咽喉炎､ 全身

弥漫性鲜红色皮疹和疹退后明显脱屑
【1】

本病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尤以冬春之季发病为多,经空气飞沫

传播,多见于小儿,尤以 5-15 岁居多 
方法 患儿,女 5 岁零 2 个月,以“发热 2 天,颜面部及前后躯干红疹一天”为主诉入院,入院时测量

T:37.8℃,患儿精神尚可,颜面部及耳后､ 颈底及前后躯干散布着针帽样密集而均 的点状充血性红

疹,舌面光滑呈肉红色,并有浅表破裂､ 乳头突起,即“杨梅舌”。咽部红肿､ 扁桃体上可见点状分泌物,
软腭充血水肿,并可见有米粒大的红色斑疹,疑似“猩红热”收治入院。入院后化验:白细胞计数达

13.2×109/L,中性粒细胞为 0.81,咽拭子分泌物培养获得 A 组链球菌,确诊为“猩红热”。 
结果 由于家长对相关知识缺乏,对患儿的病情治疗隔离,预后及疾病传染的不了解,担心患儿,会产生

焦虑的心里,护理人员出来向家长解释隔离的意义外,还要详细介绍相关疾病知识,护理注意事项等,使
家长能妥善照顾患儿,预防各种并发症。 
由于患儿需要隔离,会因此不能参加集体活动而感到孤独,护理人员对其产生的不良情绪进行教育疏

导,支持患儿渡过隔离不适及疾病的困扰 
结论 猩红热人群普遍易感,尚无可供预防的疫苗,小儿猩红热虽不多见却不容忽视,少数患儿病后可出

现变态反应性,心､ 肾､ 关节的损害,早诊断早治疗是关键,该患儿总住院日期为 7 天,咽拭子分泌物两

次为阴性,解除隔离,出院后电话回访三周未出现关节肿痛､ 浮肿､ 腰痛等现象,周身红疹已完全消褪,
可确定为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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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2 

针对性的个性化护理服务应用于肺炎儿童病例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杨彬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观察和分析将针对性的个性化护理服务应用于肺炎儿童病例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治于我院的肺炎小儿病例 142 例纳入本研究,随机分为试验

组 71 例与对照组 71 例,对照组小儿肺炎病例接受一般住院护理,试验组则接受针对性的个性化小儿

肺炎护理,比较两组肺炎小儿病例干预后在临床效果方面的差异性。 
结果 试验组肺炎小儿入选者干预后的肺部感染改善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小儿肺炎入选病例 ( P< 
0.05)。:s? Sm?? ?Y t-language:ZH-CN; mso-bidi-language:AR-SA;mso-bidi-font-weight:bold'>选
择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治于我院的肺炎小儿病例 142 例纳入本研究,随机分为试验组 71
例与对照组 71 例,对照组小儿肺炎病例接受一般住院护理,试验组则接受针对性的个性化小儿肺炎护

理,比较两组肺炎小儿病例干预后在临床效果方面的差异性。 
结论 将针对性的个性化护理服务应用于肺炎儿童病例中,在促进该类小儿病例肺部感染控制进程,缩
短降温用时和住院用时等方面均具备着显著优势。 
 
 
PU-0963 

核查清单降低 PICU 机械通气患儿实施俯卧位 
通气护理并发症的护理体会 

 
罗薇,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核查清单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实施俯卧位通气中降低护理并发症的护理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160 例 ARDS 患儿在接受机械通气治疗期间,实施俯卧位通气时使用核查清单

前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通过使用核查清单,实施俯卧位时的护理并发症医源性皮肤损伤由 5.6%下降到了 2.5%;深静脉

堵管率由 2.4%下降到了 1.2%;气管导管移位率由 2.6%下降到了 1.5%;呼吸机管路冷凝水聚集率由

3.9%下降到了 1.2%。 
结论 通过使用核查清单,可以大大降低 PICU 机械通气患儿实施俯卧位通气产生的护理并发症,提高

了临床治疗效果,提升了医生､ 护士和家属的满意度,促进了患儿早日康复。 
 
 
PU-0964 

PFCC 护理人文关怀降低 PICU 学龄前期住院患儿 PTSD 
发生率的质性研究 

 
王珊,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通过在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实施以患儿-家庭为中心(PFCC)的护理人文关怀,观察 PICU 学龄

前期患儿在住院期间及出院后 6 个月内急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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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符合研究的入住 PICU 的学龄前期患儿 320 例,按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160 例。

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危重症患儿需求量表,并根据量表实施相应的 PFCC 护理人文关怀

措施。在两组患儿离开 PICU 时和离开 PICU 后 6 个月进行 PTSD 的调查和观察。 
结果 干预组患儿在离开 PICU 时和离开 PICU6 个月后的 PTSD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对照组患儿

的异常心理发生率明显高于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 PICU 实施 PFCC 的护理人文关怀,可以显著降低 PICU 学龄前期住院患儿 PTSD 的发生率,
确保患儿的身心健康。 
 
 
PU-0965 

儿童胸部物理治疗集束化呼吸道护理在 PICU 中的应用 
 

李艳,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儿童胸部物理治疗集束化呼吸道护理在重症肺炎患儿中的护理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78 例重症肺炎患儿应用胸部物理治疗集束化呼吸道护理措施,包括雾化吸入,
扣背翻身,电动按摩,胸部理疗,呼吸道吸引,俯卧位通气等。 
结果 经过集束化护理措施后,患儿的分泌物引流量明显增加,肺部炎症改善显著,平均住院日大大缩短,
取得明显效果。 
结论 儿童胸部物理治疗集束化呼吸道护理明显改善了患儿肺的氧合功能,促进肺部分泌物的排出,减
少肺不张等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重症肺炎患儿的救治成功率。 
 
 
PU-0966 

儿科护理不良事件原因分析与对策 
 

朱修珍,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通过分析某院儿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特点,探讨并制定相应对策,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

发生,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方法:回顾分析某三级甲等医院儿科 2013 年第二季度到 2014 年发生的护理不良事件,对发生

护理不良事件的类型进行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结果 结果:通过分析发现儿科的护理不良事件主要集中在给药错误､ 管路滑脱､ 标本采集错误以及

院内压疮等几个方面,主要原因在于查对制度执行不严､ 安全管理不到位以及临床观察不到位等。 
结论 结论: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及工作流程,加强护士管理工作力度,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对 PDA
采取 PDCA 管理模式,通过“品管圈”的建立,强化了查对意识,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提升了护理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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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7 

雾化后联合俯卧位通气在儿童重症肺炎机械通气中的护理  
 

吴婷婷,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雾化后联合俯卧位通气在儿童重症肺炎机械通气中的护理。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40 例机械通气重症肺炎患儿在雾化后配合俯卧位通气引流及护理方法的临床资

料。40 例机械通气患儿在雾化后,利用重力引流原理,采取俯卧位通气 1~3 小时,每日 3 次,同时辅以

有效的震动排痰､ 局部理疗､ 及时吸痰等方法结合应用。 
结果 采用雾化后联合俯卧位通气后,患儿吸出呼吸道分泌物的量及性质､ 血氧饱和度､ 肺部听诊､

胸部检查､ 呼吸机使用天数､ 住院天数明显都有明显改善。 
结论 雾化后联合俯卧位通气在儿童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治疗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节约了住院费用,
增加了床位周转率。 
 
 
PU-0968 

儿科 PICU 临床带教的难点及对策 
 

高欢,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分析儿科 PICU 护理教学中存在的难点,并提出相应切实可行的应对对策。 
方法 该文针对儿科 PICU 内对实习生的护理教学中存在的难点进行深入分析､ 总结,并寻找相应有

效的教学方法。 
结果 指出儿科 PICU 护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学生对儿科的从心理的惧怕､ 对 PICU 各项治疗

仪器的陌生,缺乏完善的教学体制､ 缺乏明确的儿科专科特色护生培养目标定位､ 缺乏创新性的教

学方法以及师生沟通障碍等等。 
结论 只有在分析存在于儿科护理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 针对性的对策,包括

将护患关系中的 HEART 沟通模式,延伸至临床带教过程中与学生的沟通,彻底转变教师教学理念､

更新临床教学思路,积极采用先进科学的教学思路,才能提高学生理论知识､ 实践能力,推动学生的全

面发展。 
 
 
PU-0969 

临床护理路径在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护理中的应用 
 

张玲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室自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收治的 45 例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责任护士按照实施先天

性肌性斜颈临床护理路径为患儿实施规范化的护理管理及指导,从入院､ 手术前､ 手术后至出院实

施连续完整的临床路径引导下的护理措施,强调患儿入院环节对家长的健康宣教和患儿手术后预防

术后并发症､ 减轻疼痛的评估管理,颈托佩戴全过程的有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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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5 例患儿,除 1 例因术前感冒未治出院,其余患儿均在临床路径引导下,如期在全身麻醉下由专

科医师实施患侧胸锁乳突肌松解术治疗,术后安全返回病房,疼痛管理满意,未发生并发症,颈托佩戴适

应顺利,未发生皮肤溃疡,湿疹等不良反应,患儿顺利完成治疗全过程 
结论 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具有较强的规范诊疗､ 护理行为的

作用,能够有效地提高患儿治疗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效率,明确各个环节的工作重点,便于适时､ 适度地

为患儿提供适宜的护理协助及指导,同时规范的诊疗程序有效地提高了患儿家长对专业团队的信任

度,有利于提高患儿及家长满意度,适合在儿科护理领域广泛应用 
 
 
PU-0970 

1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期间 
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护理 

 
张露露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介绍 1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期间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病情恢复的护理。 
方法 认为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改善通气,持续有创血压及中心静脉压监测,给予抗感染､ 抗

真菌､ 止咳化痰､ 雾化吸入､ 营养心肌､ 保护胃粘膜､ 减轻炎症反应､ 提高免疫力､ 纠正水电解质

紊乱及营养支持,密切观察生命体征､ 意识､ 瞳孔,加强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 
结果 患儿自主呼吸平稳,呼吸机成功撤离,经口气管插管拔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得到治愈,病情恢

复。 
结论  患儿出现Ⅱ型呼吸衰竭又称泵衰竭,为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同时存在,主要见于肺泡有效通气量

不足,同时存在弥散功能障碍或由 I 型呼吸衰竭进展而致,机械通气呼吸机辅助通气及时在治疗Ⅱ型

呼吸衰竭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运用,是患儿病情稳定的关键。 
 
 
PU-0971 

浅谈优质护理在小儿热性惊厥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刘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浅谈优质护理在小儿热性惊厥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方法 以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2 例热性惊厥的患儿随机分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 51 例。其中,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优质护理。比较两组患儿住院期间热性惊厥

的发生率,住院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在住院期间的热性惊厥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小于对照组,患儿家长对

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优质护理应用于小儿热性惊厥的护理中能减少患儿住院期间热性惊厥的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
有效提高患儿家长的满意度,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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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2 

儿科监护室进修护士洗手规范效果观察与体会 
 

刘志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调查儿科监护室进修护士对洗手规范效果观察,提高进修护士规范洗手的正确率和洗手的衣从

性。 
方法 对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入我科共 12 名的进修护士采用自行设计的洗手理论知识､ 操

作考核和现场考察表进行评估。 
结果 入我科进修的进修护士洗手知识缺乏,洗手意识淡薄,洗手规范性和依从性低。 
结论 结论:对入儿科监护室进修的护士加强医院感染知识及洗手的规范学习,重视手清洁和消毒的培

训教育 ,加大执行手卫生的检查和督导。 
 
 
PU-0973 

儿科护理中的护患沟通技巧分析 
 

孔令洋 
西京医院 710000 

 
 
目的 围绕儿科护理中护患的沟通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护患的关系改善提供一些参考 
方法 1.总结分析了儿科护理中影响护患沟通的因素:1)医院因素 2)护理对象 3)患儿家属;2.总结分析

了护患沟通的有效方式:1)预防性沟通 2 集体沟通 3)书面沟通 4)统一沟通;3.总结分析了语言艺术的

运用 1)解释性语言 2)安慰性语言 3)赞美性语言 4)告知性语言 5)鼓励性语言 6)形体语言 
结果 针对儿科护理,上述措施更有助于护患沟通。 
结论 针对儿科护理,护患的沟通更为重要。我们要注重沟通技巧的应用,提高沟通的效果。 
 
 
PU-0974 

脑瘫患儿出院后延续康复护理模式探讨 
 

李星慧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脑瘫患儿出院后定期上门康复护理与测评以及远程通信康复护理指导与测评模式实际应用效

果 
方法  随机选取脱离医院康复治疗的脑瘫儿童 60 例,随机将选取的 60 例脑瘫儿童分成两组,一组为

实验组 30 例,一组为对照组 30 例。两组在年龄､ 性别､ 病程､ 住院治疗方案,出院前治疗康复程度

等方面无明显差异。两组都给以一年的康复护理观察,并在一年后通过采用美国 Barthel 指数评分和

脑瘫量表测评康复护理效果。对照组出院后家长仅独立利用在患儿住院康复期间所接受的康复理论

与技能自行进行康复治疗。实验组脑瘫患儿出院后给以延续性的康复护理。康复护理人员每周定期

入户进行现场指导 1 次。康复护理人员每周随时接受患儿家属的现代信息咨询服务指导和答疑。 
结果 试验组脑瘫患儿出院后在 1 年的延续性康复护理治疗下,其 Barthel､ 脑瘫量表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脑瘫患儿,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指导与测评模式实际应用效果 
结论  脑瘫患儿出院后的延续康复护理采用定期上门康复护理与测评以及采用现代通信技术进行远

程康复护理指导和测评,脑瘫患儿康复效果明显好于普通患儿家庭简单康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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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5 

优质护理在小儿过敏性紫癜护理中的干预价值探讨 
 

张凤琴,孔竞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研究探讨优质护理在小儿过敏性紫癜护理中的干预价值。 
方法 抽取我院收治的 73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2014 年 11 月~2016 年 8 月时间阶段内)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就诊治疗时间,双盲法随机分组,其中常规组 35 例,患儿治疗期间仅实施常规基础护理模式,优质

组 38 例,针对患儿病情特点给予个体化优质护理服务,对比两组患儿护理效果。 
结果 优质组患儿在接受护理治疗之后其皮肤､ 腹部疼痛､ 关节症状､ 肾脏等症状改善时间均明显

短于常规组,且优质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常规组,差异性明显(P<0.05)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小儿过敏性紫癜采取优质护理疗效确切,可有效促进患儿症状缓解消退,提升康复质量,具有良好

临床应用价值。 
 
 
PU-0976 

品管圈在提高儿科病房桡动脉穿刺一次性成功率中的应用 
 

张黎娜,徐鸟燕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315800 

 
 
目的 探索品管圈(QCC)在提高儿科病房桡动脉穿刺一次性成功率效果与体会。方法:成立“品管圈”团
队,确定主题,对本病区桡动脉穿刺一次性成功情况进行登记调查,找出桡动脉穿刺失败的原因,采取有

效措施,对此进行整改。 
方法 应用品管圈特有的品质管理手法进行进行各种分析,解决我们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从而达到改

善业绩的目标。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大大提高了儿科病房桡动脉穿刺一次性成功率。 
结论 通过此次品管圈活动,不仅提高儿科病房桡动脉穿刺的一次性成功率,而且使大家学会了用科学

的方法解决问题,提高了科室成员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善了病区环境,更增强了科室团队的凝聚力,值得

推广。 
 
 
PU-0977 

1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的病情观察与护理体会 
 

常玉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小儿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的急救与护理措施。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的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 11 例实施的护理措施进行

总结和归纳 
结果 本组 11 例患儿经过急救处理及全面精心治疗护理,病情得到控制,无护理并发症发生 
结论 通过及时迅速的明确诊断并给予有效的护理措施是保证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治疗效果和病情

稳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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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8 

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静脉留置针并发症中的应用效果 
 

赵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静脉留置针并发症中的应用效果,为日后的临床护理提供参考与指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我科收治的 120 例留置静脉套管针患儿为研究对象,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

行综合护理干预及针对性维护措施,观察患儿静脉留置针的并发症情况及患儿家长的满意度 
结果 经过全面的护理干预及维护后,在 120 例患儿中,维护满意度为 95.8%,并发症概率为 9.1%,多数

患儿家属表示满意,患儿静脉留置针未出现严重情况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静脉留置针并发症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减少护

理工作量,提高临床护理水平,提高护理满意度 
 
 
PU-0979 

脑瘫患儿的康复过程中护理干预的实施及价值 
 

王秀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小儿脑瘫的康复护理技巧 
方法 入院脑瘫患儿 134 例,在进行治疗的同时给予护理,观察组 68 例采用康复护理,对照组 66 例采

用普通护理,3 个月为一疗程,对患儿的运动和智力方面进行评估,对比两组护理的有效率;在护理前和

两个疗程后应用 Gesell 量表对患儿的运动､ 语言､ 认知能力进行评估,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儿总有效率为 92.6%,明显高于对照组,χ2=10.4664,P<0.05,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儿

在语言能力､ 认知能力､ 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方面的提高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及时有效的康复护理可综合提高患儿各方面能力,对其恢复意义重大 
 
 
PU-0980 

一例罕见烟雾病合并癫痫患儿的护理体会 
 

季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总结 1 例临床罕见烟雾病合并癫痫患儿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观察患儿入院后每日病情变化进展,及时通知医生,做好相关护理记录并给予相应护理措施,
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需要,满足患儿及家属基本需求 
结果 经过在院期间精心治疗及给予相应护理措施,患儿于 10 余天后病情出现转归,达到预期理想效

果,顺利出院。 
结论 通过给予患儿严密病情观察及精心护理和健康指导,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减轻患儿痛苦,促进患

儿康复。出院随访家属对在院期间的治疗及精心护理表示满意,达到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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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1 

探讨品管圈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袁小玲,李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对近年来的相关报道分析整理,探讨品管圈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概况。 
结果 通过探讨与分析,熟悉了品管圈的含义､ 优势,掌握了如何开展品管圈,并论述了品管圈在护理工

作中的应用。 
结论 掌握品管圈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对做好护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PU-0982 

儿科危重症标准化院内转运的效果观察 
 

徐艳梅,张艳 
儿童医院 330002 

 
 
目的 分析与探讨儿科危重症患者的标准化院内转运制度及流程,达到安全转运的目的。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急诊危重需转运至病房的患儿各 160 例,采取传统方式为对照

组;采取 JcI 标准下的院内安全转运管理措施转运的患者 160 例为观察组。比较两组转运不安全事件

发生率及患者家属满意度。 
结果 对照组转运途中发生不安全事件 45 例､ 家属不满意 10 例;观察组分别为 9 例､ 2 例。两组不

安全事件发生率､ 家属满意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P<o.05)。 
结论 运用 JcI 标准化的院内转运流程,减少了转运不安全事件发生率,提高了患儿及家属的满意度。 
 
 
PU-0983 

儿科用药错误的原因分析及应对 
 

杜娟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通过了解儿科用药错误发生的情况,为日后护理方面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 NCC MERP 制定的用药错误分级标准设计调查表,对儿科 2880 例患儿进行调研。 
结果 在发生的用药错误中小于 5 岁病患发生率 高占调查总病例数的 4.46%;根据用药错误分级数

据,未累及病患的比例为 45.98%,累及病患的比例为 54.02%;未累及病患中调剂错误发生率 70%.  
结论 根据调研情况来看多数用药错误的发生体现在年龄小依从性差的患儿中。分析未累及患儿和

累及患儿的情况,医院应该加大药学部对于临床护士用药指导,降低临床用药错误的发生率,提高患者

依从性,增强临床护士对于用药错误护理的观察､ 处理以及预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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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4 

病毒性脑炎患儿护理体会 
 

孙丽芳,叶天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病毒性脑炎是一组由各种病毒感染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是临床 常见的无菌性脑炎。

大多数为肠道病毒感染,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 柯萨奇病毒 A 和 B､ 埃可病毒等,其次为流行性腮腺

炎病毒､ 疱疹病毒和腺病毒感染,疱疹性病毒包括单纯疱疹病毒及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儿童多见,多
为急性起病,主要表现发热､ 头痛､ 呕吐和脑膜刺激征,甚至伴有癫痫发作,临床严重程度不一[1]病程

呈良性,多在 2 周以内,一般不超过 3 周,有自限性。严重的患者会遗留各种并发症,甚至死亡[2]及时

有效的治疗和护理能够降低病死率和减少后遗症的发生[3]本研究探讨了病毒性脑炎患儿的护理要点,
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PU-0985 

纤维支气管镜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的应用护理 
 

张爱萍,蒋丹,李聪慧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的应用护理  
方法 选取我院 PICU72 例经纤维支气镜诊疗机械通气患儿,对其护理进行回顾性的分析  
结果 72 例经纤维支气管镜诊疗患者,53 例患儿血气分析明显改善,11 例血气分析有改善,缺氧症状明

显好转,8 例气管异物取出术后肺复张成功率 100%  
结论 纤维支气管镜在 PICU 机械通气患儿的抢救及气道管理中有重要的作用,且安全,有效。 
 
 
PU-0986 

品管圈活动降低 PICC 患者夏季皮肤感染的发生率 
 

周琼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对 PICC 患者夏季穿刺点周围皮肤感染的发生率的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通过主题选定,确立“降低 PICC 患者夏季穿刺点周围皮肤感染的发生率”
为本次活动主题,按照品管圈活动的 10 个步骤实施各项活动。比较实施前后 PICC 穿刺点皮肤周围

感染发生率的变化。 
结果 通过开展本次品管圈活动,PICC 患者夏季穿刺点皮肤周围感染发生率从 72.5%下降到 22.5%,
品管圈成员的工作,给我们为 PICC 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提供了有力依据和信心,值得推广和应

用。 
结论 PICC 是血液肿瘤患者化疗的生命通路,穿刺点皮肤问题不仅增加患者痛苦,也是导致非计划拔

管原因之一,夏季由于天气原因该问题尤为突出,成为科室护理工作的难点之一,我们通过此次品管圈

活动找出原因,改进流程和方法,达到降低 PICC 置管患者夏季穿刺点周围皮肤感染发生率的目的。 
1.对科室而言:既节约护理人力,又保证了护理安全;同时促进团队合作,提高护理对本专业价值认同感; 
2.对医院而言:改善服务品质,提升患者对科室和医院的认同;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患儿及家属满意度。 
3.对患者而言:减轻患者痛苦,节约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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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领导而言:规范护理管理,提升护理质量,减少医疗纠纷           
 
 
PU-0987 

循证护理在小儿胶囊内镜检查中的应用效果 
 

范美花,陈晓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研究探讨循证护理在小儿胶囊内镜检查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消化内科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住院期间行胶囊内镜检查的患儿 58 例为研

究对象,并将其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2015 年行胶囊内镜检查的患儿 28 人为对照组,2016 年行胶囊

内镜检查的患儿 30 人为观察组。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患儿施行循证护理方式。比

较两组患儿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检查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检查时间更短,获得

的图像更清晰,提高了阳性检出率。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患儿及家长的满意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在小儿胶囊内镜检查的过程中实施循证护理,不仅有助于胶囊内镜检查的成功进行,还能够提高

患儿及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有效减少护患纠纷的产生。循证护理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PU-0988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对住院哮喘患儿及家属的影响 
 

车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哮喘患儿及家属心理状态,以及哮喘患儿及家属的心理护理对哮喘的控制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 100 例入院哮喘患儿及家属进行心理护理,问卷调查。 
结果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有效减轻哮喘患儿及家属焦虑情绪,减少哮喘的再次发生。 
结论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患儿及家属更加有效进行哮喘的自我管理,值得在临床推广。 
 
 
PU-0989 

PICC 导管异位致心律失常一例 
 

王皎,雷素华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 PICC 置入及带管过程中出现的心律失常情况, 以便及早采取护理干预措施。 
方法 针对我科一例白血病患儿在带管过程中因病情变化导致 PICC 异位,引致心律失常原因分析及

处理 
结果 找到并分析引起严重心律失常的原因,及时对导管进行处理,使心律失常得到及时纠正。 
结论 PICC 是血液肿瘤科 常用的中心静脉置管,但心律失常却是其 严重的并发症,只要护理人员

熟悉心率失常的表现及原因, 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就可以将伤害降至 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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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0 

6s 管理方法在小儿内科的应用效果  
 

夏婷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小儿内科患儿的病情急,病情发展快,年龄小,语言表达模糊等特点,因此把 6s 管理法应用于现在

的护理管理中,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时间和劳动成本,改革服务质量势在必行。 
方法 对儿童医院西区医院普内科护理人员按照“6s”管理模式进行培训,并对“6s”管理模式实施前后病

房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实施 6s 管理模式后护理质量((94.55±3.28)和患者满意度评分(91.66%)明显高于实施前的

(80±3.56)和(71.66%). 
结论 通过临床实践,认为在小儿内科推行 6S 管理模式,符合医院发展需要,且能够显著提升患者满意

度,并明显提高及临床护理服务质量,能够在构贪医院和谐医患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PU-0991 

4 例小儿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脾肾分流术的手术配合 
 

王煜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小儿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脾肾分流术的手术护理配合。 
方法 对 4 例 2-7 岁诊断为:门脉高压､ 肝硬化;先天性肝纤维化伴脾大患儿在完全腹腔镜下实施脾肾

分流术,做好术前心理护理､ 器械仪器准备,术中手术配合。 
结果 4 例患儿手术顺利完成,无中转开腹,手术时间长无压疮。 
结论 充分的术前准备,熟练默契的手术配合,手术医生高超精湛的操作技能,医护良好的协调配合是手

术成功的关键。 
 
 
PU-0992 

关怀流程圈在白血病患儿鞘内注射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刘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究关怀流程圈在白血病患儿进行鞘内注射操作中的应用,并进行效果的观察评价。 
方法 选择我科 2016 年 6 月至 12 月收治的诊断为急性白血病并接受正规治疗的患儿 40 人,针对患

儿在进行鞘内注射操作时恐惧､ 焦虑的心理,以及抗拒､ 哭闹等行为,以华生人文关怀中关怀十要素

为理论指导,联系本科实际,制定关怀流程圈,提高患儿鞘内注射的依从性,,减轻疼痛感,保证治疗顺利

进行。 
结果 通过将关怀流程圈应用于鞘内注射操作中,患儿进行鞘内注射的依从性及医生穿刺的成功率明

显优于实施前(P<0.01),患儿的疼痛感觉明显好于实施前(P<0.05),患儿家属对护理总体满意度也好

于实施前(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关怀流程圈应用白血病患儿的鞘内注射操作中,能充分的将关怀理论联系临床实际,满足了患儿

生理-心理-社会的需求,将人文关怀具体化,并落实到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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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3 

 健康宣教在腹股沟斜疝患儿日间手术中的应用 
 

王楠楠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健康宣教在腹股沟斜疝患儿日间手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我科 2016 年日间病房收治并手术的腹股沟斜疝患儿 315 例患儿,通过因时､ 因人宣教方

式,贯穿于患儿整个住院过程,包括入院准备､ 术前､ 手术及术后注意事项的健康教育。 
结果 日间手术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治疗,患儿家长离开病房前均能复述回家后的护理相关知识 
结论 通过开展对围手术期患儿及其家长健康宣教,有助于患儿及家长真正地融入治疗的全过程,对顺

利完成患儿手术治疗,促进患儿早日恢复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 
 
 
PU-0994 

一例婴儿 PICC 敷贴揭除至医用粘胶相关性皮肤损伤的护理 
 

余卓文,顾莺,徐晓凤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告 1 例慢性腹泻､ 营养不良､ 脱水患儿因 PICC 敷贴揭除导致医用粘胶相关性皮肤损伤的护

理。 
方法 护理要点:评估创面､ 管理创面及周围皮肤､ 妥善维护 PICC 导管､ 合理换药､ 营养支持及疼

痛管理。 
结果 患者病情好转,结束治疗后拔除 PICC 导管,破损皮肤愈合。 
结论 在 PICC 维护过程中,要注意预防撕脱伤的发生。 
 
 
PU-0995 

循证护理在寻求婴幼儿尿管外固定法中的应用 
 

钟笑媚,崔彦芹,陈秀春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寻求一种适用于婴幼儿尿管外固定的方法。 
方法 通过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 PubMed､ 万方等数据库,查找相关文献,评价证据级别后确定

佳临床证据,将科研结论与临床经验结合,通过实践改良出一种婴幼儿改良固定法,并通过固定带完整

性､ 尿管固定牢固性､ 尿道损伤情况､ 平均使用导管日和 CAUTI 发生率等五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比较改良固定法和婴幼儿改良固定法在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患儿中的应用中的效果。 
结果 婴幼儿型尿管固定法在固定带完整性､ 尿管固定牢固性､ 尿道损伤情况均优于改良固定法

(P<0.05)。两种不同的固定方法在 CAUTI 的发生率上无明显差异(P>0.05),但一定程度上还是降低

了 CAUTI 的发生。 
结论 婴幼儿改良尿管外固定法更适用于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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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6 

住院患儿家长满意度情况调查分析 
 

张玉蓉,张玉侠,余卓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调查分析住院患儿父母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父母满意度问卷对 477 例住院患儿父母进行问卷调查,评价量表的信效度,并对

测评所得的满意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量表各因子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0.497-0.950。因子与 4 条测评满意度金标准的相关系数为

0.091-0.380(p<0.01)。各因子和总量表的克伦巴赫 α(Cronbach’sα)系数为 0.71-0.845,折半信度为

0.435-0.637。父母满意度测评中满意度得分 低的是医生护士很好的为我们准备出院事宜,得分

高的是我们对医生护士有信心。满意度与住院患儿的年龄有显著差异。 
结论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父母满意度的高低与多种因素相关,尤其与住院患儿的年龄密切相关,
我们仍需完善优质护理服务､ 满足各年龄阶段患儿需求以更好地提高家长满意度。 
 
 
PU-0997 

新入职儿科护士第一年工作体验的质性研究 
 

孔燕,于桂玲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266034 

 
 
目的 探讨新入职儿科护士第一年的工作体验,了解其在岗位适应过程中面临的压力､ 情感体验及行

为形成过程,为儿科护士的规范化培训模式的建立及护理管理者制定科学的管理和培训计划提供参

考,同时,为儿科新护士尽快适应临床工作供方法借鉴。 
方法 以便利取样法选取青岛市某三级甲等妇女儿童专科医院 2014 年 7 月份入职的,在儿科病房､

门诊､ 监护室工作满一年的 11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的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其进行访

谈。访谈提纲通过查阅文献[2,4,5]初步拟定,预访谈 2 名儿科护士后由 3 名质性研究专家讨论修改形成

正式提纲。提纲内容包括:入职前的工作意愿,担任儿科护士后的工作体验和感受如何等,每次访谈

30~40 分钟,样本量以受访者的资料重复出现,资料分析不再呈现新主题为标准,所有访谈均由 1 名研

究者完成。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 7 步分析法[6]进行资料分析。 
结果 11 名儿科护士中,9 名表示工作之初的意向科室不是儿科,1 名表示成人科室､ 儿科科室均可,1
名因在曾儿科科室实习 3 个月表示希望在儿科工作。新入职儿科护士第一年工作体验可归纳为独立

上岗前､ 独立上岗初期､ 独立上岗稳定期三个时期,独立上岗前包含“职业困惑”､ “理论､ 技能缺乏”
､ “沟通障碍”､ “焦虑与恐惧”4 个主题;独立上岗初期包含“独立工作的紧张与压力”､ “角色初步适应”
､ “被信任感”3 个主题;独立上岗稳定期包含“理论､ 技能储备增加”､ “沟通能力增强”､ “自我实现意

识的萌生”3 个主题。综上分析可见,良好的儿科实习经历､ 规范科学的培训是促进新入职儿科护士

适应工作岗位的基础;儿科新护士独立上岗后,应急反应能力培训是保障护理安全的重要措施,良好的

工作环境与自主学习能力是促进儿科新护士尽快适应的重要因素;新入职儿科护士理论､ 技能储备

增加,沟通能力增强后,可逐渐获得职业认同感。 
结论 受教育阶段,护生应做到各专业科目均衡发展,医学院校教育者及临床实习机构应提高对儿科相

关理论､ 技能课程的重视,为护生进入临床开展不同专科护理工作提供保障。其次,护理管理者应做

好儿科新护士的职业生涯指导,消除其对儿科专业的恐惧,针对性加强儿科新护士的岗前､ 岗位培训,
重点加强其护患沟通能力､ 情绪自我管理能力､ 应急反应能力等的培训;积极探索有效的新入职护

士专科培训模式､ 优化临床带教流程､ 提高儿科护士的人文关怀品质､ 建立公平的激励机制､ 营造

和谐的工作环境等也有利于提升儿科护士的职业认同感,为儿科专科的发展培养更多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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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8 

白血病患儿化疗期间的口腔护理 
 

仲婷,王迎春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儿童医院 830000 

 
 
目的 讨个性化护理在白血病化疗期间口腔护理的应用效果,预防和减少在化疗期间引起的口腔溃

疡。 
方法 将我科自 201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白血病接受化疗的患儿随机分组,对照组和观察

组,制定白血病患者口腔的常规护理与个性化护理措。 
结果 对照组患儿口腔溃疡的发生率高于观察组的患儿,并且愈合速度低于观察组。 
结论 个性化护理应用于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口腔溃疡的护理中效果确切,有助于减少口腔溃疡的发生

及预后。 
 
 
PU-0999 

新形势下人文关怀在儿科护理的重塑 
 

李君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00 

 
 
目的 在当下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医疗卫生行业,人文关怀服务已成为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

一项品牌建设内容,体现现代医院文明的人文关怀式医疗护理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文关怀是当

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人尊严的肯定;护理人文关怀是护理文化的核

心内容,是护士自觉给予患儿的情感付出,是对患儿的理解､ 关爱和尊重。加强人文关怀在护理工作

中的运用,对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起到重要的润滑作用。为患者提供“高效､ 快捷､ 方便､ 舒适”
的人性化护理服务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必须营造的人文氛围,必须达到的精神境

界。医护人员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精心服务,以不断贴近患者,使护理服务质量上新的台阶,实现新

的跨越。本文就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以及临床护理中如何实施人文关怀服务展开论述。 
方法 在当下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医疗卫生行业,人文关怀服务已成为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

一项品牌建设内容,体现现代医院文明的人文关怀式医疗护理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文关怀是当

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人尊严的肯定;护理人文关怀是护理文化的核

心内容,是护士自觉给予患儿的情感付出,是对患儿的理解､ 关爱和尊重。加强人文关怀在护理工作

中的运用,对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起到重要的润滑作用。为患者提供“高效､ 快捷､ 方便､ 舒适”
的人性化护理服务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必须营造的人文氛围,必须达到的精神境

界。医护人员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精心服务,以不断贴近患者,使护理服务质量上新的台阶,实现新

的跨越。本文就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以及临床护理中如何实施人文关怀服务展开论述。 
结果 在当下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医疗卫生行业,人文关怀服务已成为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

一项品牌建设内容,体现现代医院文明的人文关怀式医疗护理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文关怀是当

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人尊严的肯定;护理人文关怀是护理文化的核

心内容,是护士自觉给予患儿的情感付出,是对患儿的理解､ 关爱和尊重。加强人文关怀在护理工作

中的运用,对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起到重要的润滑作用。为患者提供“高效､ 快捷､ 方便､ 舒适”
的人性化护理服务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必须营造的人文氛围,必须达到的精神境

界。医护人员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精心服务,以不断贴近患者,使护理服务质量上新的台阶,实现新

的跨越。本文就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以及临床护理中如何实施人文关怀服务展开论述。 
结论 医护人员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精心服务,以不断贴近患者,使护理服务质量上新的台阶,实现新

的跨越。本文就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以及临床护理中如何实施人文关怀服务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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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0 

两种测压方法在小儿门脉高压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 
 

刘笑天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比较传统玻璃水柱测压法和新型血管压力传感器测压法在小儿门脉高压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

要点。 
方法 统计 30 例门脉高压患儿术中行门静脉主干-门静脉肝内左支分流术(REX 术),术中分别采用两

种方法测压,比较护理要点及测压结果的差异。 
结果 传统玻璃水柱测压法和新型血管压力传感器测压法测压结果无明显差异。支分流术(REX 术),
术中分别采用两种方法测压,比较护理要点及测压结果的差异。结果 传统玻璃水柱测压法和新型血

管压力传感器测压法测压结果无明显差异。 
结论 通过两种测压法术中护理要点及测压结果的比较,新型血管压力传感器测压法操作简便､ 结果

与传统测压法无差异,护理方面节约成本,节省时间,术中医生护士操作简便,避免了由于玻璃水管易碎

及接头过多带来的不良事件。传统方法读取压力数据具有主观性,新型方法避免了这一概率,是一种

可行的测压方法。  
 
 
PU-1001 

1 例伯基特淋巴瘤伴骶尾部压疮患儿的护理 
 

李慧娟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报告 1 例伯基特淋巴瘤伴骶尾部浅度溃疡期压疮患儿的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临床观察与实践,对患儿治疗期间皮肤护理,心理护理和治疗不良反应的进行护理。 
结果 患儿创面愈合,规律化疗。 
结论 随着医学的进步与发展,护理工作与时俱进､ 全面发展,对疾病的转归起到关键作用。 
 
 
PU-1002 

《1 例白血病患儿经永存左上腔行 PICC 置管的护理》 
 

陈伟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1 例永存左上腔静脉患儿 PICC 置管的护理实践经验。 
方法 总结 PICC 末端位于永存左上腔静脉的确诊流程､ 处理方 
法及护理要点。 
结果 由于患儿的个体差异,在 PICC 置管中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导管异位的个案发生。此患儿情

况虽然特殊,但在放射科､ 超声科､ 血管外科､ 多学科会诊共同指引下得到了及时､  准确的处理,明
确了血管走向及导管放置位置,确保了患儿安全,稳定了家属情绪。 
结论 目前 PICC 广泛应用于临床,多学科会诊能解决实践中的疑难问题。PICC 置管后必须常规定位

导管末端位置,确保导管位置正确后方可输液,在导管末端位置不确定时应采取超声影像或 CT､ 血管

造影等方法综合判断,置管后应加强随访,积极预防导管相关性并发症,确保患儿安全留置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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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3 

联合络合碘湿敷治疗在脓癣患儿护理中的应用 
 

周凡人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索络合碘湿敷在儿童皮肤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1 月收治的 28 例皮肤病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电脑随机

抽取的方式将所有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4 例。对照组患儿予以常规护理流程,观察组患儿予

以联合络合碘湿敷护理。对比两组患儿平均治愈时间及护理有效率。 
结果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儿的平均治愈时间时间为(5.06±1.25)d,观察组为(3.04±0.82)d,观察组明显

短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儿的护理有效率为 78.57%,观
察组为 92.85%,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脓癣患儿采用联合络合碘湿敷能够明显缩短临床治疗时间,提升临床治疗有效率和患儿家长的

护理满意度,值得应用并推广。 
 
 
PU-1004 

特应性皮炎患儿的护理 
 

宁玲丹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特应性皮炎患儿的护理方法。 
方法 收集､ 分析 80 例特应性皮炎住院患儿,通过运用心理护理､ 饮食护理､ 皮肤护理和用药指导等

方法。 
结果 痊愈 25 例占 31.2%,显效 45 例占 56.2%,进步 8 例占 10%,无效 2 例占 2.5%. 
结论 目前特应性皮炎患儿的治疗管理原则是恢复皮肤屏障功能和控制炎症反应。通过运用心理护

理､ 饮食护理､ 皮肤护理和用药 指导等护理方法系统的护理,能促进患儿皮肤屏障功能的恢复和有

效的控制炎症反应,使患儿在住院期间能得到良好的治疗管理。 
PU-1005 

纤支镜肺泡灌洗术治疗儿童肺部感染的护理体会 
 

段沈丽,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60030 

 
 
目的 探讨纤支镜肺泡灌洗术在儿童肺部感染中应用的效果。 
方法  将肺部感染患儿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采取呼吸道疾病常规护理,干预组采取纤支镜肺泡

灌洗术。 
结果 干预组患儿的氧分压,血氧饱和度有明显上升,肺部听诊及胸片显示炎症明显好转。 
结论 纤支镜肺泡灌洗术能及时清除肺部分泌物,并局部注入抗生素及化痰药物,提高药效,促进疾病的

恢复。局部注入生理盐水,并留取灌洗液做微生物及细菌培养,针对性应用抗生素,提高治疗效果,达到

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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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6 

JCI 认证医院住院病人(家属)满意度调查表的信效度研究 
 

胡肖银,张彩凤,钟瑛,叶颖龙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广州某 JCI 认证医院的住院病人(家属)满意度调查表信效度与可行性。 
方法 通过预调查进行修正与确定调查表内容,再进行正式调查,采用内部一致性､ 内容效度､ 主成分/
因子分析对调查表进行信效度检验,所得数据采用 SPSS 13.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该院住院病人(家属)满意度调查表可行性较好,其 Cronbach’s a 系数为 0.977,具有很好的内部

一致性;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范围为 0.8-1.0,平均内容效度指数为 0.96,
说明调查表的内容效度较好;因子分析提取 2 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75.788%,且各条目在相应因子

上有较好的因子载荷量(≥0.6),说明调查表的结构效度较好。 
结论 该 JCI 认证医院的住院病人(家属)满意度调查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与可行性,但是否适用于所有

医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PU-1007 

心理护理对青春期糖尿病患儿的影响 
 

郭萍 
盛京医院滑翔院区 110022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青春期糖尿病患儿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 32 例青春期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观察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以及心理护理的效果,总结对青春期糖尿病患者的心理护理体会 
结果 青春期糖尿病患者多表现出逆反心理､ 自我心理､ 自卑心理､ 焦虑心理等心理上的问题,并且

从观察中可以看出,患者的心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血糖控制产生影响 
结论 处于青春期的人群在心理上本就比较敏感,患有疾病后,更需要对其进行心理上的专业护理,才能

够帮助青春期糖尿病患者更好地接受治疗,改善患者的病情 
 
 
PU-1008 

1 例伯基特淋巴瘤伴骶尾部压疮患儿的护理 
 

李慧娟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报告 1 例伯基特淋巴瘤伴骶尾部压疮患儿的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临床观察与实践,对患儿治疗期间进行皮肤护理,心理护理,和治疗不良反应护理。 
结果 患儿创面愈合,规律化疗,效果良好。 
结论 随着医学的进步与发展,护理工作与时俱进,对疾病的转归和预后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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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9 

非营养性吸吮和腹部按摩对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陆丹琼,余霞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 316000 

 
 
目的 探讨研究非营养性吸吮和腹部按摩对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方法 102 例早产儿患者于 2015 年 5 月-2016 年 10 月入住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随机分为

非营养性吸吮联合腹部按摩组(A 组)和非营养性吸吮组(B 组),每组各 51 例。A 组在非营养性吸吮的

基础上对早产儿患者进行腹部按摩,B 组仅单纯进行非营养性吸吮,在治疗一个月和三个月时均观察

分析 A､ B 两组对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包括体重､ 身长和头围三项。 
结果 一个月和三个月后 A 组的体重明显重于 B 组,A 组的身长明显长于 B 组,A 组的头围明显大于 B
组。由此可见,A 组对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响明显大于 B 组,两组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非营养性吸吮联合腹部按摩有利于早产儿的生长发育,不失为一种优良的方法,值得向广大儿科

医务人员推荐使用。该方法不仅使患者生长发育的速度加快,而且减少了家长的忧虑和担心。 
 
 
PU-1010 

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综述 
 

曹婷婷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综述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并发症的研究及护理经验,为进一步提高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并

发症的预防及护理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从-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近 5 年的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的相关文

献,从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口腔及黏膜的感染､ 化疗药物外渗､ 营养摄入不能满足生理需要量方

面对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的护理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结果 通过本研究,掌握了主动观察､ 预防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间的口腔及粘膜的感染､ 预防化疗

药物外渗等的方法:加强饮食管理对急性白血病小儿顺利完成化疗的作用 
结论 主动观察､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小儿急性白血病化疗期间的口腔及粘膜的感染､ 预防化

疗药物外渗等,同时注意加强饮食管理对急性白血病小儿顺利完成化疗,治疗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PU-1011 

护理干预对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临床疗效观察 
 

夏芬芬,潘其芬､ 柳文霞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 316000 

 
 
目的 探讨非营养性吸吮联合腹部抚触护理干预对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NICU 收治的具有可比性的早产儿 6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两组

均给予常规护理和经鼻胃管间歇喂养,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和经鼻胃管间歇喂养的基础上,联合非营养

性吸吮联合腹部抚触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儿喂养不耐受的改善和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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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胃残留奶量低于对照组,腹胀消失时间､ 恢复出生体重的时间､ 达到完全肠道营养时间

､ 喂养耐受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实验组喂养不耐受患儿发生率为

26.67%,对照组喂养不耐受发生率为 70%,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非营养性吸吮联合腹部抚触护理干预改善早产儿喂养不耐受效果明显,能提高早产儿肠道的耐

受性。 
 
 
PU-1012 

肾病综合征患儿的循证护理对改善症状及家长满意度的影响 
 

孙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肾病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儿科肾脏疾病,是因为多种病因造成的肾小球基底膜通透性增高,大量

的蛋白从小儿的尿中排出的临床综合征。临床主要表现为大量蛋白尿,低白蛋白血症,严重水肿和高

胆固醇血症,根据其临床表现分为单纯性肾病､ 肾炎性肾病和先天性肾病三种类型。预防感染可以

减少该病的重复发生,当出现该病后需要积极的治疗,在治疗的同时进行干预可以减少该病的复发。

循证护理是从患者的症状评估､ 用药管理､ 自我管理(运动计划)､ 健康教育､ 随访管理､ 医疗机构

保障及资源获取等主题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患者的 佳证据,从而为准确的为患者提出更合理的护理

方案。而将循证护理应用于肾病综合征的研究比较多,但是不同学者得到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

异,因此本研究针对当前循证护理应用于肾病综合征的不足进行本次研究。目的是探讨肾病综合征

患儿的循证护理对改善症状及家长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8 月-2016 年 8 月期间治疗的肾病综合征患儿 106 例进行分析,纳入标准:通
过实验室检查并确诊,并表现出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胆固醇血症,和全身显著水肿等症状;患儿

及家属知情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不合作的患儿;(2)资料不全的患儿。根据干预方法

不同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试验组患儿 53 例,男性 32 例,女性 21 例,年龄 4-13 岁,平均年龄为

6.2±1.1 岁;单纯性肾病有 29 例,肾炎性肾病 14 例,先天性肾病 10 例。对照组患儿 53 例,男性 31 例,
女性 22 例,年龄 4-12 岁,平均年龄为 6.1±1.2 岁;单纯性肾病有 30 例,肾炎性肾病 14 例,先天性肾病

9 例。两组患儿在性别､ 年龄､ 疾病类型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对患儿

进行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指导,并进行相应的常规的护理干预。 
   试验组:对患者进行循证护理干预。包括根据临床肾病综合征患儿的情况建立循证问题;根据循证

验证的结果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 
结果 对两组患儿的满意度,症状改善率,并发症情况进行评价。采用 SPSS26.0 进行处理,计数数据

采用 n(%)表示,并进行卡方检验,如果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的症状改善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的满意度(98.1%)明显高于对照组(79.2%),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的并发症发生率(5.7%)明显低于对照组(28.3%),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小儿肾病综合征是多种病因引起的肾功能异常,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病因尚不清楚,但是该病发

生比较严重时就会并发多种并发症,如重感染,血液高凝状态和静脉血栓形成等,因此在治疗的同时结

合干预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本研究将循证护理应用于小儿肾病综合征,旨在改善患者的症状,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儿家属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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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3 

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 
感染防控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陈烁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感染防控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抽取我院治疗的 82 例小儿手足口病患者,将所有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行常规

护理,观察组行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护理。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护

理后痊愈､ 出院时间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护理后,总满意率的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应用于小儿手足口病感染预防中,可以缩短患儿临床症状的消失时间,
改善患儿生活质量的同时,提高小儿手足口病感染预防科的护理质量,应用效果显著。 
 
 
PU-1014 

西藏地区先天性食管闭锁 1 例护理及文献复习 
 

格桑央金,大卓嘎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提高护理人员对先天性食道闭锁患儿的护理方法及认识  
方法 复习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 1 例先天性食道闭锁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术前和术后的护理

措施和体会。 
结果 经过积极术前及术后胃管护理､ 胸腔引流､ 呼吸道管理､ 保暖､ 饮食及营养､ 观察与预防并

发症及健康宣教等护理措施,患儿住院 30 天,治愈出院;有效的护理措施和配合治疗是护理成功的关

键问题。 
结论 对于先天性食道闭锁患儿,与家属沟通取得信任及信心,为患儿进行有效的术前､ 术后护理措施

对于先天性食管闭锁患儿非常重要,能辅助临床大夫改善预后。 
 
 
PU-1015 

小儿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在临床上的应用分析 
 

潘晓兰
1,潘晓兰

1 
1.贵州省人民医院 
2.贵州省人民医院 

 
 
目的 静脉留置针的应用是临床输液较好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减轻婴幼儿因头皮针反复穿刺带来的痛

苦,可以适用于长期输液的患儿。另一方面也减轻临床护士的工作量。而逆行穿刺留置针能提高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1】,同时提高患者舒适度及满意度。因此探讨小儿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在临床中

的应用显得更为重要。 
方法 随着留置针在临床上的普遍应用,特别是在小儿静脉输液中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临床上大多

选择向心方向穿刺,而我现在将为大家介绍的是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在小儿手背静脉网穿刺中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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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法:选 40 例 3-8 岁的小儿手背静脉网进行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与顺向穿刺作对比(顺向穿刺

20 例,逆行穿刺 20 例)。选择穿刺对象:选择 40 例患儿进行穿刺(男孩,女孩均有),顺向穿刺 20 例,逆
行穿刺 20 例,穿刺材料及敷贴均一致,留置针为一般普通留置针(俗称飞机头)。穿刺部位:小儿手背静

脉消毒液:安尔碘消毒范围:大于 8cm 止血带:穿刺部位上方 8—10cm. 结果 人数 一次穿刺成功人数 
一次穿刺成功率 舒适度顺向穿刺 20 人 16 人 80% 良好逆行穿刺 20 人 18 人 85% 优讨论:(1)静脉

留置针逆行穿刺在小儿手背静脉穿刺中成功率得到了提高。(2)逆行穿刺避免了在穿刺时,小儿握拳

时指关节突起,影响护士进针的角度,从而影响穿刺成功率。(3)逆行穿刺时,护士可利用穿刺角度完好

的遮挡了小儿直视穿刺的整个过程,减少患儿的害怕感。(4)逆行穿刺易于固定,美观大方,不影响患儿

活动度,患儿易接受,舒适度大大提高了,同时,也降低了患儿及其家属的担心程度。(5)延长留置针留

置时间【2】。(6)有效保护患儿的浅静脉.【3】 
结果 逆向留置针穿刺成功率高,固定方便,美观及降低患儿痛苦度,降低患儿关节处活动影响 
结论 逆向留置针穿刺的成功率较高,且方便固定,对患儿手部活动影响较小,减少了患儿的不适度和恐

惧及家长的担心。因此,小儿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术在儿科是一种值得尝试推广的穿刺方法【4】。 
 
 
PU-1016 

一种小儿留置针防拔出约束服的设计与应用 
 

唐红娟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有调查发现,小儿头部留置针时,由于小儿年幼不配合故意抓扯;以及因小儿易出汗,汗液对皮肤

的刺激以及患儿皮肤娇嫩对敷贴胶布敏感等使小儿局部皮肤瘙痒;或因固定过紧患儿不舒适,使患儿

反射性的搔抓以致脱落;由此些原因造成的非计划拔管率达到 50%,因其常发生于夜间不易被及时察

觉,常造成医源性失血引发患儿家长的不满和纠纷。为更好地服务患儿, 减少护患纠纷,本人设计了一

种制作简单､ 实用的小儿留置针防拔出约束服,能有效防止小儿抓脱造成的非计划拔管。 
方法 小儿留置针防拔出约束服可采用纯棉布料或莫代尔布料制成,约束服上均 设置有通气孔;若一

次性使用可采用一次性无纺布制作而成;可制成大小不同型号。在小儿头部有留置针时可穿上约束

服,打开上衣背部拉链,穿上衣服,拉上左右接片处拉链,限制小儿上肢活动范围,调整腰部系带,使松紧

适宜;若头部无留置针,将左右接片与左右袖分离,左､ 右接片上扣眼与下衣上部的后侧的左､ 右钮扣

扣上,约束服即可当普通连体衣穿着。 
结果 小儿穿上约束服后,左右接片能有效限制小儿的上肢可以抬起的角度,从而实现约束的效果。约

束服不限制小儿上肢的自由活动,仅是抬起的幅度受到左右接片的限制,使小儿的手部不能触摸到头

部,避免小儿意外拔除头部留置针,减轻家属的看护压力,减少护理人员重复穿刺的工作量,避免因非计

划拔管引起的护患矛盾。 
结论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6 2 1246132.3 
 
 
PU-1017 

小儿静脉输液中微粒污染的危害及防范措施的研究 
 

赵佳维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阐述小儿静脉输液中微粒污染对患儿的危害,给予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旨在有效降低输液过程

中的微粒污染,保证输液安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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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目前医疗现状的不足,分析引起微粒的来源以及微粒污染的相关因

素。 
结果 针对微粒污染的各种相关因素,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结论 通过加强物品的管理,加强医疗质量的控制,增强医护人员无菌操作的观念提高临床输液的质量,
有效地防范小儿静脉输液中输液微粒的危害。 
 
 
PU-1018 

小儿热性惊厥的急救处理及健康教育      
 

张晓丽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小儿热性惊厥的急救处理及健康教育效果观察。 
方法 总结分析小儿惊厥发作期如何给予迅速止惊､ 积极给氧､ 保持呼吸道通畅､ 病情的观察及护

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结果 惊厥发作期给予积极正确的处理,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可减少热性惊厥患儿围惊厥期外伤的发

生,确保患儿安全。 
结论 正确安全的急救及护理干预,对改善患儿住院期间的临床症状及缩短住院时间有重要意义
【1,2】

。 
 
 
PU-1019 

微信挂号服务模式在儿童医院门诊的应用体会 
 

蓝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推广微信挂号服务模式,有效缩短患儿挂号时间与候诊时间,改善患儿就医体验。 
方法 使用自制调查问卷,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以来我院门诊就诊者的挂号时间､ 等候时间及满意度

进行调查。 
结果 发放调查表 600 份,其中 565 份为有效问卷。通过调查表分析得出微信挂号的患儿及家长,挂号

时间和候诊时间均低于人工挂号窗口。而满意度明显高于人工窗口。 
结论 微信挂号简化､ 改善就医流程,缩短 挂号时间和候诊时间,有效的解决患儿看病难的问题,值得

推广,但是使用率较低,需工作人员进一步的宣传和完善。 
 
 
PU-1020 

心理护理在脑病患儿家长中的应用 
 

杜静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对患儿家长正确的心理护理及评估,更好地开展儿科脑病专业组的临床护理工作,减少患儿

家长的焦虑与不安,以达到良好的护理效果。 
方法 脑病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很多家长们都想了解脑病正确有效的护理方法,而脑病患儿家长的

心理护理对于脑病患儿的康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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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护理模式也随之发生转变,从以疾病为中心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作为

儿科的护士,服务的对象存在着极大的特殊性,除应熟练掌握自己的业务技术之外,对心理学知识掌握

及应用中,患儿的心理护理与家长的心理护理同等重要,不可忽视。 
患儿家长主要心理问题及护理方法 
1 焦虑和紧张;患儿家长对患儿病情不知所措,加之对周围小孩的恢复情况和对医院治疗水平的担忧,
常会造成患儿家长的焦虑。由于脑病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巨额的医药费用和家长的耐心

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既而患儿家长会产生焦虑。医务人员应该及时的向患儿家长耐心的解释患儿

病情,说明具体的治疗方案,详细介绍医院环境,多进行沟通,让家长消除紧张和焦虑,从而坚持治疗。 
2 恐惧和缺乏安全感;患儿家长会对预后及治疗时的痛苦产生恐惧。医务人员可让家长与预后效果可

的家长间进行沟通,让家长对患儿康复有信心。对年轻护士､ 实习护士操作的担心､ 恐惧､ 反感与

抗拒,要求护理操作由高年资护士执行且一步到位,不愿接受年轻护士更不愿让实习护士操作的心

理。 
3 不信任心理;家长会通过网络及书籍查阅与患儿病情有关的资料,以及从住院患者中预后效果差的

患儿家长处得到的信息。从而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产生怀疑,甚至拒绝配合治疗。工作人员应该像患

儿家长的朋友一样,多交流､ 多沟通,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甚至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不满､ 疑惑等不

良情绪发泄出来,劝解患儿家长一定要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治疗。 
4 自疑心理;家长对患儿的生活照顾意见不同。工作人员应该告诉患儿家长并协助其正确的家庭护理

方法。 
结果 通对家长的心理护理,能够消除家长对医疗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疑问,能够主动的配合护理和治

疗。 
结论 患儿家长的心理护理是立足患者､ 满足患者需求的 能实现护理方式,体现到护士身上,就是对

患者的负责,对本职工作的负责,通过对家长的心理护理,能够消除家长对医疗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疑问,
能够主动的配合护理和治疗。 
 
 
PU-1021 

循证护理在护理查房中的应用 
 

韩晶晶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在护理教学查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循证护理的方式组织护理查房,共计 12 次作为实验组;将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采用常规的护理查房,共计 12 次作为对照组。 
结果 两组护士对护理教学查房的评价(见表 1)                
                           表 1  两组护士对护理教学查房的评价        人(%)  
组别  人数  提高查房兴趣    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    提高解决临床护理问题能力    提高教学质

量       提高文献检索及科研能力 
实验组 24    22(91.67)       20 (83.33)              21(87.50)                  24(100.00)             18(75.00) 
对照组 24    12(50.00)          10(41.67)               9(37.50)                  12(50.00)               4(33.33) 
χ2          8.17               7.20                   10.76                    13.44                  14.19 
p             <0.05             <0.05                  <0.05                    <0.05                  <0.05   
 
结论 通过在护士规划性培训､ 护理查房乃至护理实践的各个环节中科学地运用循证护理思想,注重

培养护士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将极大地提高整个护理工作的质量,另外还可促进护理科研和论文水平

的提高,循证护理学有一系列客观､ 准确的评价科研文献质量的标准,只有质量达到标准的文章才被

列入统计分析,推广应用的范畴,因此,这也提高了我国护理科研质量和论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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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2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眼眶蜂窝组织炎患儿中的应用 
 

王艳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对眼眶蜂窝组织炎患儿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标准的患儿 5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观察组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护

理,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比较二者的治愈效果､ 住院时长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住院期间住院时长及患者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间治愈效果比较无差异性(p>0.05)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有利于提高小儿眼眶蜂窝组织炎的疗效,减少住院时间,提高患儿及家属的

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023 

1 例留守儿童竹筷戳入腭颈部的护理 
 

王艳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报告 1 例留守儿童竹筷戳入腭颈部的护理个案。 
方法 术前给予患儿镇静护理､ 约束护理､ 心理护理;术后给予患儿伤口护理､ 饮食护理､ 用药护理

､ 健康教育及营养支持等。 
结果 经过及时的手术治疗和术前术后的精心护理,患儿住院 8 天,治愈出院。 
结论 术前对患儿进行镇静､ 约束､ 心理护理是防止二次损伤的关键,术后的伤口护理､ 用药护理､

健康宣教可有效预防伤口感染､ 伤口出血的发生,饮食指导及营养支持可加快伤口的愈合。 
 
 
PU-1024 

护理干预对川崎病患儿复诊的影响 
 

李晓莉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通过对川崎病患儿及家属进行护理干预,以提高川崎病患儿按时复诊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间入住我科的 126 例患儿,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N=55)给予常规的出

院护理宣教,实验组(N=71)给予疾病相关知识宣教､ 随访登记等一系列干预措施,比较两组患儿给药

依从性和复诊率。 
结果 实验组患儿的用药依从性及复诊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实施护理干预不仅能提高患儿的用药依从性,还能使其遵医嘱规律复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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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5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小儿哮喘预后康复中的应用 
 

邓红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在哮喘小儿中应用延续性护理对患儿的康复效果 
方法 选取近年来医院收治的 90 例哮喘小儿患者作为这次研究的分析对象,应用掷币法进行分组,对
照组(N=45)给予常规的出院护理,实验组(N=45)给予延续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再住院的次数 
结果 实验组患儿出院后 3 个月,情感功能､ 活动状态､ 症状等三个方面的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用药依从性高于对照组;一年内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 
结论 在哮喘小儿中应用延续性护理,有效改善患儿用药依从性,降低在住院率,适用于推广。 
 
 
PU-1026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哮喘患儿中的应用分析 
 

李妍妍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在哮喘患儿中应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近两年医院收治的 90 例哮喘患儿作为分析对象,入选对象应用掷币法分成两组,其中对照

组(N=45)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N=45)给予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的遵医行为和复

发率 
结果 实验组患儿正确服药､ 按时复查､ 生活中避开诱发疾病因素等遵医行为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复
发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在哮喘患儿中应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有效改善患儿的遵医行为,降低复发率,值得推广。 
 
 
PU-1027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护理体会 
 

印真香,徐晓丽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在临床上的的护理措施,以降低患儿的手术率,提高疾病的

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减少并发症。 
方法 选取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我院确诊的 63 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患儿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3 例病例中,手术 39 例,肠造瘘 35 例,因肠管广泛坏死家属放弃治疗 4 例,保守治疗 24 例。这

63 例病例通过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和精心护理,大部分新生儿患者的病情均获得好转。 
结论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是围生期的多种致病因素导致的肠道疾病,多在出生后 2 周内发病,严
重威胁新生儿的生命,而且此病以早产､ 低体重儿多见。新生儿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能够尽早的诊

断并通过及时治疗及精心的护理､ 正确的喂养､ 细心的观察,可以降低新生儿的发生率及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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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8 

小儿肺炎实施综合护理的疗效观察 
 

宁莉明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小儿肺炎实施综合护理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收治于我科的 108 例肺炎患儿,按照随机的原则将其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54 例,实施常规肺炎护理措施,观察组 54 例,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比较两

组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治疗的有效率为 98.15%,护理满意度为 94.44%;对照组患儿治疗的有效率为

92.59%,护理的满意度为 85.18%,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效果和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两组相比较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肺炎患儿在治疗过程中采用综合护理措施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提高患儿对护理的满意度,具有

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029 

儿童睡眠呼吸障碍多导睡眠监测的护理体会 
 

钱淑琴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研究儿童睡眠呼吸障碍引用多导睡眠监测进行护理的体会。 
方法 在我院抽取于 2016 年 7 月到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20 例睡眠呼吸障碍儿童作为实验对象。对

其实施多导睡眠监测的护理。观察护理之后的结果。 
结果 监测后,患儿被确诊是睡眠呼吸障碍的 19 例(95.00%),监测失败 1 例(5%)。 
结论 对儿童实施多导睡眠监测护理治疗方法,能够提供准确的临床数据,可进行推广。 
 
 
PU-1030 

一例重症肺炎链球菌脑膜炎的细节管理 
 

侯丽娜,王彩霞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细节管理在护理工行作中的应用,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方法 运用 Braden Q 儿童压疮风险评估量表准确评估;对非计划性拔管规范护理,加强责任､ 时段管

理 
结果 准确评估压疮风险,及时给予相关性护理措,减少压疮风险;规范管路护理操作和细节管理防范非

计划性拔管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通过护士准确进行压疮评估,正确填报压疮风险预报表,护士明确不同阶段的压疮发生风险,及时

给予相关性护理措施,可以保证患者在住院期间皮肤保护的连续性,减少压疮发生的可能。在预防非

计划性拔管的护理工作中,选择适合患儿年龄型号管路妥善固定,规范标识,责任护士认真做好管路知

识宣教,在病人床头悬挂“防管道滑脱”等安全警示牌,随时提醒家属､ 陪护人员､ 医务人员时刻防范

非计划性拔管的意外发生,置管管理采取责任护士､ 责任组长､ 护士长三级管理模式,加强重点时段

管理,尤其应增加夜间巡视次数,时刻防范非计划性拔管的意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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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1 

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临床特征和治疗方法研究 
 

钱淑琴,彭瑛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临床特征和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诊断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患

儿 90 例为观察组。随机抽取 80 例正常儿童为对照组。两组儿童都测量身高､ 体重､ 头围､ 坐高观

察其生长发育情况,并检测和观察钙､ 铁､ 锌等微量元素含量。对照组采用伟康 Alice5 多导睡眠监

测系统(polysomnography,PSG)(美国)对患儿进行多导睡眠监测,指标有:脑电图､ 心电图､ 口鼻气流

､ 胸腹呼吸运动､ 心率､ 血氧饱和度等参数。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身高(105.54±2.31)､ 体重(20.0±1.42)､ 头围(45.12±2.51)､ 坐高(55.41±2.03)显
著低于对照组(112.66±3.12､ 23.4±1.35､ 51.21±2.33､ 62.83±2.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患儿的钙(79.31±14.21)､ 锌(100±12.23)､ 铁(25.31±4.13)的含量也显著低于对照组

(82.41±14.13､ 111.32±15.31､ 29.82±4.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PU-1032 

中药穴位贴敷辅助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观察与护理 
 

陈颖颖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在常规诊疗与护理的基础上使用中药穴位敷贴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治疗效果的相关影

响。 
方法  以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时间段内至我院就诊并诊断为“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患者为研究

对象,总计 156 例,男女比例为 22:17,平均年龄为 3.2±1.3 岁,发作病程均在 48 小时以内,随机均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 78 例,前者采用常规诊疗与护理,观察组在相同的基础上给予中药穴位敷贴治

疗及护理,评估指标包括哮喘症状的改善及患者的住院满意度。 
结果  1 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显效及好转病例数分别为 45 例(57.7%)及 32 例(41.0%),有效率为

98.7%,对照组显效 15 例(19.2%)､ 好转 55 例(70.5%)､ 无效 8 例(10.3%),有效率为 89.7%,组间差

异显著(p<0.05);满意度评价显示观察组患者及家长评价满意度较高,满意度为 100%,对照组满意度

为 78.2%,组间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对于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中药穴位敷贴能够显著辅助改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患者

的满意程度高,住院体验良好,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
SA;mso-bidi-font-weight:bold'>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显效及好转病例数分别为 45 例(57.7%)及 32
例(41.0%),有效率为 98.7%,对照组显效 15 例(19.2%)､ 好转 55 例(70.5%)､ 无效 8 例(10.3%),有效

率为 89.7%,组间差异显著(p<0.05);满意度评价显示观察组患者及家长评价满意度较高,满意度为

100%,对照组满意度为 78.2%,组间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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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3 

 有创血压的建立及护理体会 
 

叶春香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目的 探讨有创血压监测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及其护理方法。 
方法 对我科 10 例患儿进行动脉穿刺置管,简历有创血压及其护理方法的经验回顾。 
结果 10 例患儿均无出血､ 感染､ 空气栓塞､ 血栓等并发症发生。 
结论 有创血压监测的建立,给临床义务人员提供准确､ 直观的数据,能及时评估疾病的发展趋势及治

疗效果,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 
 
 
PU-1034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护士应对护理风险的方法及措施 
 

杨菊丽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提高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护士应对护理风险的方法及措施,有效防范护理风险。 
方法 1.增强护士的护理风险意识。 
2.加强护士的有效沟通。 
3.增强护士的责任心,提高护理质量。 
4.提高护士的专业知识及技能水平。 
5.加强对护士安全与法律知识的教育。 
结果 通过上述措施,获得患儿家属的理解与支持,一定程度上防范了护理风险。 
结论 工作中有效的防范护理风险,才能更好的完成护理工作,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 
 
 
PU-1035 

自制牙垫运用于 PICU 患儿固定经口气管插管的临床效果 
 

郭素梅,陈丽羡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改良牙垫在 PICU 固定经口气管插管患儿运用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收治的 92 例经口气管插管有牙齿需使用牙垫的病人随机分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固定经口气管插管,试验组采用自制牙垫固定法固定经口气

管插管。 
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气管插管固定方法牢固性无明显差异(P>0.05),试验组在固定病人气管导

管的舒适度优于对照组,口唇压力性损伤的并发症发生少于对照组,口腔护理及更换胶布次数少于对

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自制牙垫固定方法减少口唇压力性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方便口腔护理,增加病人的舒适感,提高

护理质量,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还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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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6 

   西林瓶塞在儿科动脉血气分析中的应用 
 

郭凤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由于动脉血气针费用较贵,采用西林瓶的瓶塞做动脉血气空针的保护套,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费

用,操作便捷,实用。 
方法  材料与方法:将废弃的西林瓶塞浸泡与浓度为 1:1000 的 8-4 消毒液中 30min,再用蒸馏水或者

无菌生理盐水将瓶塞冲洗干净并晾干,置于消毒容器内备用。常规定位,消毒,穿刺,取血后拔出针头后,
立将针头斜面刺入瓶塞内(注意针尖斜面不能穿透瓶塞,应用力适度),将注射器轻轻转动即可。 
结果 动脉血气分析在重症患儿呼吸系统疾病中尤为重要,由于患儿起病急,病情变化快,穿刺困难造成

反复穿刺等,其结果可以指导医生纠正患儿酸碱平衡,常规采动脉血气有动脉血气针和同时使用肝素

润滑过的自制动脉采血针(用 2ml 注射器抽取 625u/ml 肝素钠 0.2ml,转动针栓使整个注射器内均

附着肝素针尖向上推出多余液体和气泡),由于动脉血气针费用较贵,采用西林瓶的瓶塞做动脉血气空

针的保护套,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费用,操作便捷,实用。 
结论 优点:(1)废物利用,节约资源,(2)取材便利,经济使用。(3)操作简单,可行性强,(4)危重症患儿穿刺

困难,反复穿刺可增加降低病人费用,(5)不易脱落。 
 
 
PU-1037 

结合 Delphi 法构建儿科护理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徐桂灵,吕云芬 
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构建具有儿科护理专科特性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规范化的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采用文献回顾和结构式专家访谈初步确定评价指标框架,应用 Delphi 法进行两轮专家函询,结合

重要性赋值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并对函询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第 1 轮和第 2 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89､ 0.87;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 86.70%
､ 96.15%,专家协调程度分别为 0.316 和 0.378(P <0.01),专家意见集中程度较高, 终形成了包含结

构､ 过程､ 结果的 3 项一级指标､ 11 项二级指标､ 34 项三级指标的儿科护理质量评价体系。 
结论 基于 Delphi 法构建的儿科护理质量评价体系意见集中,可信度高,可有效促进临床护理质量持续

改进。 
 
 
PU-1038 

细节管理在预防早产儿 PICC 堵管中的效果分析 
 

程功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细节管理在预防早产儿 PICC(经外周至中心静脉置管)堵管中的效果。 
方法 方法 将我院新生儿监护室 2015 年 2 月-2016 年 1 月住院的行 PICC 置管的早产儿 175 例作为

对照组,将 2016 年 2 月-2017 年 1 月住院的行 PICC 置管的早产儿 188 例纳入试验组,采用细节管理,
对 2 组早产儿在住院期间的 PICC 导管使用情况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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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细节管理可以明显提高新生儿监护室护士 PICC 维护质量,预防堵管发生。 
结论 1.细节管理促进护理质量喜欢,护理程序优化  2.细节管理提高静脉输液护理质量 
 
 
PU-1039 

评判性思维在早产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  
 

程功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评判性思维方法在早产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12 月在新生儿监护室进行 PICC 置管早产儿 141 例,未对全科护士进行评判

性思维培训;选取 2016 年 1 月-12 月在新生儿监护室进行 PICC 置管早产儿 178 例,对全科护士进行

评判性思维培训,比较培训前后置管前病情评估､ 血管选择､ 一次穿刺成功率､ 送管困难､ 穿刺部

位肿胀､ 静脉炎､ 导管堵塞､ 导管脱出非计划拔管等发生情况。结果:经过评判性思维培训后,全体

护士置管前病情评估､ 血管选择､ 一次置管穿刺成功率､ 穿刺部位肿胀､ 导管堵塞､ 导管脱出发生

情况均低于培训前,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护士在收治危重症早产儿时能根据患儿体重､ 孕周､ 病情

及用药情况,正确评估使用静脉输液工具,同时选择适合静脉血管留置 PICC,提高置管成功率,减少并

发症,提高 PICC 置管维护技巧,提高护理质量。 
结论 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护士在收治危重症早产儿时能根据患儿体重､ 孕周､ 病情

及用药情况,正确评估使用静脉输液工具,同时选择适合静脉血管留置 PICC,提高置管成功率,减少并

发症,提高 PICC 置管维护技巧,提高护理质量。 
 
 
PU-1040 

优质护理在儿童感染科加强防护隔离措施中的运用 
 

叶少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儿童感染科优质护理在防护隔离措施中的应用。 
方法 对护理人员进行防护隔离措施的培训,加强健康教育,加强家属及患者的防护隔离意识,完善护理

程序同时实施全程护理服务模式,对实际开展优质护理的具体措施分别进行分析和阐述,对优质护理

在儿童感染科的防护隔离措施中开展的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优质护理在儿童感染科防护隔离措施中运用后患者及家属的防护隔离意识显著提高,减少了住

院患儿的费用。 
结论 儿童感染科开展优质护理加强防护隔离措施后增强了家属的防护隔离意识,减少了医院感染率,
提高了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增强了护士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提高了护士在工作中的服务意识。另

外,优质护理的实施也促进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PU-1041 

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患儿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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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颖龙,胡肖银,张彩凤,赵斯静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通过对 23 例患儿临床护理资料的回顾分析,探讨和总结儿童 IPH 的护理。 
方法 护理重点包括严密观察患儿病情;合理应用激素治疗;对症护理;个体化的健康教育。 
结果 本组 23 例患儿均好转出院。 
结论 早发现､ 早诊断和积极的治疗是极其重要的,针对性的护理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是提高患儿的

生活质量和改善疾病预后的主要因素。 
 
 
PU-1042 

 一例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外渗致组织坏死的护理观察 
 

景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报告一例静脉注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外渗后导致局部皮肤组织坏死及护理方法和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儿病史资料及护理过程,记录患儿皮损变化,为患儿提供精心准确的治疗和护理。 
结果 经过 2 个月观察及护理,局部外渗处皮损转红润,皮肤黏膜完整,手部功能正常。 
结论 此例患儿采用非手术治疗即自溶清创､ 生理盐水冲洗､ 银离子无菌敷料覆盖､ 无菌纱布包扎

固定等,护理上严密观察,促进了患儿早日康复。 
 
 
PU-1043 

护理干预对 ICU 患儿家属焦虑心理的影响研究 
 

黄菲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关于护理干预对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患儿家属焦虑心理的影响与研究。 
方法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 2013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儿科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PICU)患儿的家属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 PICU 患儿家属采

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综合性护理。 
结果  对照组患儿护理干预前的 SAS 评分为 55.3±4.5 分,护理干预后的评分为 45.3±1.7 分;观察组

患儿护理干预前的 SAS 评分为 54.2±4.3 分,护理干预后的评分为 38.9±1.6 分。观察组患儿家属的

SAS 评分优于对照组。 
结论  护理干预可以有效降低 ICU 患儿家属的心理焦虑,其中综合性护理效果比常规护理更加明显。 
 
 
 
 
 
 
 
 
PU-1044 

连续性血液净化在儿科重症监护室的应用与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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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技术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阐述患儿实施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过程

的护理要点,从而为临床护理连续性血液净化的患儿提供指导。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一 2017 年 5 月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 35 例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患儿进

行护理。 
结果 结果显示经过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所有患儿的病情均有不同程度的减轻。 
结论 续性血液净化技术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可以改善患儿的预后,提高患儿的抢

救成功率。 
 
 
PU-1045 

1 例新生儿顽固性乳糜腹的护理 
 

徐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我院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收治一例先天性乳糜腹患儿,经过系统治疗,67 天后治愈出院,现将护

理体会整理如下。   
方法 患儿女,试管婴儿,胎儿期既发现腹腔积液,因早产､ 胎儿水肿生后 6 小时收入院,生后不久出现

气促,伴轻度吸气性三凹征,入院查体腹部膨隆。入院后当天给予腹腔穿刺引流出 40ml 淡黄色澄清液

体。因腹胀缓解不明显,4 月 6 日给予腹腔引流置管,每日缓慢放液 100ml,腹围减至 41cm,7 天后拔

除。过程中反复输注血制品。生后 6 天直接胆红素 49.8umol/l,予思美泰利胆退黄处理。入院两周后

予腹围逐渐缩小,予中链甘油三酯配方奶粉(PORTAGEN)开奶后腹水较前增多,再次禁食,予奥曲肽､

思他宁抑制淋巴液生成,腹围控制再次开奶,过程顺利,腹围逐渐减小,遂于 5 月 6 日出院,门诊随访。 
结果 1.病情监测。大量乳糜腹水可使患儿膈肌上升,影响呼吸, 住院期间密切观察患儿呼吸情况的变

化,口唇及皮肤黏膜有无紫绀。乳糜液的丢失,可导致水､ 电解质紊乱,因此要注意观察患儿有无脱水

情况及抽搐现象。准确记录 24h 出入量,保持出入量的平衡。 
2.2 腹腔穿刺和引流护理。注意输液速度与放腹水之间的平衡,防止放腹水过多过快造成虚脱。穿刺

前后给患儿测体重及腹围并记录, 输液速度根据尿量和腹围的增减情况调整。 
2.3 营养管理。1.禁食。禁食期间给予非营养性吸吮,使其保持安静.每日晨起测量末梢血糖以及腹

围。2.TPN 的护理.采用微量泵 速补液,维持患儿血糖稳定。经外周 TPN 补液期间每小时评估留置

针一次,一旦发现局部红肿渗液,及时拔除。患儿禁食期间腹水消退缓慢,预计全胃肠外营养时间长,因
此于 3 月 3 日行经右侧腘窝静脉 PICC 穿刺置管术,过程顺利。PICC 置管后予规范护理,共留置 30d,
未发生任何并发症。3.肠内营养。使用中链脂肪酸配方奶开奶,初始喂养和更换奶粉期间密切观察患

儿的呼吸､ SPO2 及腹腔引流量的变化情况。 
2.4 做好基础护理  
2.5 预防感染 
2.7 出院指导。告知喂养选择中链脂肪酸配方奶的重要性,不可随意添加辅食和更换奶方,在喂养期间

注意观察患儿大便的性状､ 量,同时关注患儿有无呕吐､ 腹胀等情况;出院后 2 周或 1 个月来医院随

访复查腹部 B 超,以后每 3-6 个月继续来院随访至腹水消失。 
结论 新生儿先天性乳糜腹的病例并不多见,大量腹腔积液抑制呼吸。采用引流､ 禁食､ 注射生长抑

素等进行保守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腹腔引流通畅,做好禁食､ 肠内､ 外营养的护理,观察用药效

果,加强皮肤护理等。 
 
 
PU-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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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患儿家长课堂在癫痫患儿家庭护理中的影响 
 

李涵,贺秋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癫痫患儿家长课堂在癫痫患儿家庭护理中的对癫痫患儿康复效果中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来本院神经内科收治的癫痫患儿 366 例,按照患儿与家属的

意愿分为两组:对照组 180 例,采取常规健康教育指导;观察组 186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参加癫痫患

儿家长课堂,定期电话回访､ 科室健康在线咨询､ 建立癫痫患儿微信群､ 定期来院复查并参加学习

新一期癫痫患儿家长课堂,并借机举办患儿和家庭座谈会,比较两组患儿的遵医行为(服药时间-量和

工具､ 复查的依从性)､ 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 
结果 观察组遵医行为､ 心理情绪和生活质量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以癫痫患儿家长课堂为指导的护理模式,可提高癫痫患儿家庭的遵医行为,改善癫痫患儿家庭(癫
痫患儿和家属)的心理情绪,提高癫痫患儿家庭(尤其是癫痫患儿)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047 

骨科病人健康教育需求及施教对策的研究 
 

经梅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为适应现代化护理模式的需要,充分体现健康教育在护理中的重要作用,为患者更好地实施健康

教育,向病人讲解骨科疾病的常识及复位前､ 后相关知识､ 注意事项以及功能锻炼､ 心理与疾病的

关系､ 治疗进展等,帮助和引导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使患者积极主动配合治疗,从而尽快康复。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表由作者及医院护理部专业人员设计,在预试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问

卷由笔者发放,病人填写完毕(书写困难者由家属代为完成)于病人出院前收回。内容包括:入院教育

､ 手术前后教育､ 出院教育､ 出院后咨询､ 教育方式需求 
结果 90%以上的患者表示对自己的病情和相关辅助检查结果强烈关切,与此同时,需要相应的心理护

理措施进行洗礼疏导。而且,调查显示 80%以上患者对治疗方法和预期疗效强烈关切。90%以上的

患者需要相关的手术知识和注意事项进行指导,希望医院提供相关治疗药物的药品知识,90%以上患

者十分想了解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和预防知识。90%以上骨科患者关注自己的病情治愈情况,对
用药指导及功能康复训练指导需求率为 85%以上,有 81. 3%的患者由于患肢功能障碍,造成生活不能

完全自理带来的心理恐慌需要进行心理疏导,对卫生保健及自我护理方法指导均有不同程度的需

求。 
结论 根据骨科疾病的病程特点,我们将患者的健康教育分成不同的阶段进行,在每个阶段做到目的明

确,针对性强,以期收到 佳效果。我们在工作中将患者的健康教育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进行:集中教育

阶段,书面教育阶段,个性化教育阶段。 
 
 
 
 
PU-1048 

手足口病患儿并发脑炎的早期识别与护理  
 

周冬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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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与分析手足口病患儿并发脑炎的早期识别与护理干预。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140 例手足口病并发脑炎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均 70 例,对照组在治疗过程中采用常规护理手段,观察组则根据手足口病发病特点对其并发症进行

早期识别并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方式后,患儿手足口病发脑炎的治愈率

情况及患儿家属的满意度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达到满意程度以上的人数较对照组多 42.86%,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

者手足口病并发脑炎的治愈率为 88.57%高于对对照组的 54.29%,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密切关注手足口病患儿生命体征是早期识别手足口病并发脑炎的重要手段,在治疗过程中采用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手段可以有效疾病的治愈率,且患者家属对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应于临床护理领

域广泛推广。 
 
 
PU-1049 

整体护理模式在 20 例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 
重症肺炎患儿的护理体会 

 
徐辑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儿童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重症肺炎相关治疗和护理方法及经验。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0 月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小儿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重症

肺炎 20 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实施常规护理与整体护理,评价并对比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实验组患儿在住院时间､ 血糖控制､ 肺炎恢复情况､ 体温控制情况都较对照组有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儿童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重症肺炎的病情危重,致死率高,应及时给予血糖､ 体位､ 心理

､ 饮食､ 皮肤等全方面的整体护理,避免病情恶化,预防并发症,促进病情好转。 
PU-1050 

 静脉留置针断针后紧急处置 
 

诸白美,徐玉香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通过所在在科室刚刚发生一起断针事件,回顾事件的发生过程,整理后与护理同行们做一个经验

分享。 
方法 从发现静脉留置针软管部分被剪断至顺利取出,耗时 40 分钟,我们用案例追踪分析法的(人､ 机

､ 料､ 法､ 环､ 测)六大因素做了鱼骨图分析。 
结论 通过这次断针的顺利取出过程,笔者翻阅了 2011 版输液治疗护理实践指南与实施细则[4]､ 和

新 2016 版输液治疗实践标准[5]。我们对以往的留置针拔除流程进行了讨论学习,结合婴儿的生理特

点和静脉输液治疗的要求,对以往的静脉留置针拔除流程做了调整。 
 
PU-1051 

浅谈优质护理在住院患儿增强 CT 检查的应用 
 

张连治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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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对增强 CT 检查的患儿提供优质护理服务,从而提高患儿检查的依从性及成功率,尽快完善

检查,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儿及家属的满意度。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院普外科从 2015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行增强 CT 检查的 103 例患儿,总结

出增强 CT 检查前､ 中､ 后的护理经验。 
结果 103 例患儿,除 3 例因镇静失败,返回病房重新哄孩子入睡后,检查成功。未出现过敏反应及静脉

留置针药物外渗。 
结论 :通过将优质护理服务贯穿于增强 CT 检查过程中,可以提高患儿的依从性,提高检查的成功率,减
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完善检查,缩短住院时间,从而提高患儿及家属的满意度。 
 
 
PU-1052 

风险管理在门诊患儿静脉留置针护理中的应用 
 

梁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儿科 710032 

 
 
目的 探讨风险管理在门诊患儿静脉留置针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以降低使用留置针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 
方法 将 200 例行留置针输液的门诊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例。对照组实施常

规护理管理; 观察组实施风险护理管理; 观察两组患儿输液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静脉留置针堵塞､ 针头滑落､ 药物外渗等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 ;观
察组的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 。 
结论 风险理念应用于门诊患儿留置针护理,可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护理满意度。 
 
 
PU-1053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护理 
 

毕玉兰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120 

 
 
目的 总结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护理 
方法 回顾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 3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护理方法。 
结果 3 例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患儿,3 例患儿长时间血小板低下期间,2 例无出血症状,1 例患儿出现口

腔溃疡面渗血难止,同时出现尿频､ 尿急､ 尿痛､ 排肉眼血尿。经积极处理后,3 例患儿均能度过危

险期成功出仓。 
结论 移植患儿有血小板输注无效的风险,此时,护士应该掌握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护理,降低患儿出血的

风险,当出血时要积极应对,加强护理,对患儿度过危险期有重要的意义。 
 
 
 
PU-1054 

优质护理模式对闭塞性支气管炎患儿的肺功能的影响分析研究 
 

房萍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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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优质护理模式对闭塞性支气管炎患儿肺功能的影响,以及其在儿科闭塞性支气

管炎中的应用。 
方法 200 例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儿科住院治疗的闭塞性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00 例。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了优质

护理。在患儿出院后进行了 3 个月的随访,分析和比较两组患儿的肺功能,以及家长的满意度。 
结果 2 组患儿入院时的肺功无明显差别,出院 3 个月后,观察组患儿的 FVC､ PEF､ FEV､ TPTEF､
FEF25%-75%､ RR 等肺功能指数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

对照组的满意率分别为 96%和 68%,两组之间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优质护理模式可以改善闭塞性支气管炎患儿的肺功能,提高患儿家长的满意率,值得在临床上大

力推广应用。 
 
 
PU-1055 

提高学龄前儿童核磁共振检查成功率的品管圈实践 
 

余红霞,李顺芬,常颖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品管圈对提高学龄前儿童核磁共振检查成功率的作用。。。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确立活动主题,分析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神经内科品管圈活动开展现状调

查阶段 2016 年 5 月学龄前儿童核磁共振检查成功率情况,分析发生的原因,设立目标及制定整改措

施,与 2016 年 9 月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效果确认阶段儿童神经内科学龄前儿童核磁共振检查成功率情

况进行比较 
结果 实施品管圈后,学龄前儿童核磁共振检查成功率从活动前的 68.4% 上升至活动后的 88.06% ,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开展品管圈提高了学龄前儿童核磁共振检查成功率,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PU-1056 

艾叶灸熏烤预防腹部手术后肠粘连的疗效观察 
 

梁英福,黄芳,兰慧芬,彭潇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观察艾叶灸熏烤预防小儿腹部手术后肠粘连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我院儿外科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 80 例腹部手术患儿,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术后

应用艾叶灸熏烤配合常规处理,对照组术后给予常规处理,两组术后随访 1 年 
结果 观察组一年内发生肠道粘发生率 10%,有效率 90%;对照组发生肠粘连发生率 25%,有效率 75%;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叶灸熏烤预防腹部手术后肠粘连的临床疗效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PU-1057 

直行安全留置针在小儿血液灌流中的应用 
 

肖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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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直行安全留置针在小儿血液灌流中的运用。 
方法 36 例患儿共进行血液灌流 95 次,均采用直型安全留置针直接穿刺颈外静脉建立血管通路。 
结果 结果:一次穿刺成功率 93.83%(89/95);血流量均达到治疗要求,平均 93.51±26.43ml/min,能满足

各种血液灌流之需;并发症少,仅出现穿刺点少量渗血 2 次､ 1 例管道相关性感染。 
结论 一次性直型安全留置针直接穿刺静脉并保留置管作为小儿血液灌流通路,是一种简便､ 安全､

有效的方法。 
 
 
PU-1058 

护理志愿者在 PICU 护士管理中的创新性应用 
 

王慧慧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急危重症患儿入住 PICU(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接受治疗,对家属和家庭是重大的生活事件。由于

患儿父母对 PICU 封闭式管理不了解,陪护行为受到限制,其心理需求 常常被忽视,患儿父母常表现为

焦虑,甚至产生 抑郁等心理,跟护士没有沟通的渠道,从而导致家长不理解､ 不支持､ 不认同 医护工

作,使医患关系紧张。[1]鉴于此,护士长提议成立护理志愿者来满足患儿和家属的心理需求,来缓解医

护人员和家属之间的关系。 
方法 护理志愿者是志愿参加医院组织的各种为病人义务服务的护士组成的团体,每天专门负责和危

重患儿家属沟通,宣教健康知识,缓解家属焦虑的心情。 
结果 护理志愿者服务能够加强护士与家属,护士与患儿之间的沟通,使护士理解家属焦虑的心情,也使

家属及患儿对护士角色产生认同感。 
结论 护理志愿者能够使 PICU 患儿及家属得到高质量的充满人文关怀的护理服务,营造和谐的护患

关系。 
 
 
PU-1059 

极低出生体重儿动脉导管未闭围术期的护理  
 

李韬韬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总结 15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动脉导管未闭围术期的护理体会。 
方法 2010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 15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均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动脉导管结扎术,对 15
例患儿进行围手术期护理分析总结 
结果 除 3 例家长放弃治疗外,其余患儿康复出院 
结论 充分的术前准备,术后做好生命体征监测减少并发症发生及家长参与式护理,是提高手术成功的

关键。 
 
 
PU-1060 

浅谈儿科急诊夜间护理安全管理方法 
 

弋曼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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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影响儿科急诊抢救室夜间护理安全的相关因素并制定相关护理干预措施。 
方法 通过总结儿科急症抢救室夜间发生的护理缺陷和护患纠纷,分析其发生原因,并制定相应护理干

预措施,规范夜间护理安全管理方法。 
结果 儿科急诊抢救室发生的夜间护理缺陷表现形式多样,其发生原因和护理人员自身因素､ 管理因

素､ 患者因素等有关。 
结论 加强儿科急症抢救室的夜间安全管理,实施环境管理､ 制度管理､ 宣传管理､ 培训管理､ 班次

管理和质控管理干预,规范夜间护理,不断改进护理措施,提升患者就诊安全及满意度。 
 
 
PU-1061 

纤维支气管镜在危重患儿中的应用及护理 
 

吕晓攀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对危重患儿肺部疾病的诊疗价值。 
方法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 PICU 对 107 例重症患儿实施纤支镜术,在鼻导管吸氧下经麻

醉后将支气管镜导管经鼻腔依次通过呼吸道各个部位经行检查和诊治。 
结果 107 例经纤支镜检查及治疗的患儿中,未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患儿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得到

明显改善,复查胸部 X 片及 CT 结果提示肺部感染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患儿的病程缩短,生活质量得到

提高,家庭经济得以减轻。 
结论 纤维支气管镜术作为一种内窥镜术简单易行､ 创伤小､ 效果好,为危重患儿呼吸系统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起到了重要作用。 
 
 
PU-1062 

儿科门诊静脉留置针应用 PDCD 循环管理效果分析 
 

陈丽君,李爱求,张雯娟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门诊开展静脉留置针应用的效果。 
方法 通过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回顾性资料统计我院门诊静脉留置针使用情况,分析原因,运用 PDCA
循环理论进行管理,制定一系列护理对策,提高静脉留置针的使用率 。 
结果 根据统计表数据显示门诊静脉留置针使用率仅为 4.9%,分析门诊静脉留置针使用率低的原因,
其中家属不愿意使用留置针和护士不愿意选择留置针占 89%。失败原因中护士操作留置针技术不

熟练和病人血管因素占 84%。综合以上因素中家属不愿意使用留置针､ 护士留置针操作技术不熟

练和病人血管因素占了前三的主要原因,运用 PDCA 循环理论进行管理,针对主要原因采取相应对策

进行管理,我院门诊静脉留置针使用率由原来的 4.9%提高到 15.8%,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运用 PDCA 循环理论进行管理,提高儿科门诊输液中静脉留置针使用率,起到保护患儿的血管,
避免了液体外渗,减少了反复穿刺给患儿带来的痛苦;降低了护士的工作量,提高了患儿及家属和护士

的满意度。 
 
 
PU-1063 

健康教育移动课堂在儿科门急诊的应用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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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静敏,陆群峰,许姜姜,田红叶,杜桦,陈丽君,张喆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评价“健康教育”移动课堂在儿科门急诊应用的实施效果。 
方法 通过对儿童专科医院门急诊患者就诊信息的回顾性分析,确定“健康教育”移动课堂授课内容､

场地､ 时间段。选拔培训能胜任授课任务的师资力量,在儿科门急诊开展健康教育。同时将培训内

容通过手机 APP 推送给患者家属,扩大教育受众面。比较分析实施前后门急诊患者满意度及对本项

目实施各维度的满意度。 
结果 “健康教育”移动课堂项目实施前患者满意度为 95.57%,项目实施后患者满意度为 98.63%,患者

及家属对护士的满意度提高 3.06% 。 
结论 在儿童专科医院门急诊每月开展“健康教育”移动课堂并实时信息推送,让家长充分利用在院候

诊及居家休闲时间普及更多的儿童常见疾病知识及门诊就诊流程,获得了广大家长的好评和认可,提
高了患者及家长的满意度,使门急诊优质护理服务得到持续深化。 
 
 
PU-1064 

儿童神经内科实习护生工作压力源的调查分析 
 

滕衍凤,孙晓敏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分析儿童神经内科实习护生的工作压力源及应对方式。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 2014.07—2015.12 期间在某三甲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实习的 75 名护生

进行工作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的调查,分析调查数据。 
结果 儿童神经内科实习护生工作压力总分为 3.08±0.73 分。护生压力源主要集中在护理专业及工作

方面(3.21±0.66 分),其次是患者护理(3.13±0.77)､ 工作量与时间分配(3.09±1.01 分)､ 工作环境与资

源(2.60±0.86 分)､ 管理及人际关系方面(1.92 ±0.44)分。应对方式总分为 52.38±10.11 分。 
结论 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实习护生的压力源现状,入科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可缓解护生的工作压力,提
高护理质量。 
 
 
PU-1065 

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慢性咳嗽的效果研究 
 

王奕,李爱求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慢性咳嗽患儿护理中应用效果研究。 
方法 选取上海市儿童医院呼吸科 2014 年 4 月-2016 年 5 月接受治疗的 128 例小儿慢性咳嗽患儿,
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64 例,分别应用常规护理和综合护理干预,对患儿的咳嗽症状评分改善

效果及满意度等进行对照研究。 
结果 护理后,实验组患儿的咳嗽症状评分(0.71±0.10)分明显低于对照组(1.11±0.19)分,差异显著

(t=4.22,P<0.05);且实验组病患的护理总有效率 90.63%(58/64)､ 护理满意度 93.75%(60/64)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 71.88%(46/64)､ 73.44%(47/64),差异显著(c²=7.38､ 9.63,P<0.05)。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小儿慢性咳嗽患儿护理中的改善患儿咳嗽症状效果十分理想,能够使患儿

的临床症状改善显著,同时,对临床护理满意度得到提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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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6 

品管圈在提高 OSAHS 患儿术后当日雾化氧喷 
的及时执行率中的应用 

 
张雪燕,李晓艳,董菲菲,张礼,黄烨,王婷婷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品管圈质量改进工具在提高 OSAHS 患儿术后当日雾化氧喷的及时执行率中的作用。 
方法 组织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房医护人员成立品管圈小组,积极开展品管圈活动,确立以“提高

OSAHS 患儿术后当日雾化氧喷的及时执行率”为主题,对我科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4 月的

OSAHS 患儿术后当日雾化氧喷的执行率进行现状调查,分析影响 OSAHS 患儿术后雾化氧喷未能及

时执行的真因,制定相应的改善对策并实施验证。 
结果 OSAHS 患儿术后雾化氧喷的及时执行率由改善前的 38.3%提高至 90.32%,对策实施有效,达
到预期目标。 
结论 加强对患儿及其家属的正确引导和宣教､ 运用疼痛评分对患儿进行分级干预､ 改善操作流程

和服务细节等能有效提高患儿及家长接受雾化治疗的依从性,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PU-1067 

Educator 岗位设置在临床护理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马桂芬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护士 educator 岗位在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将 2016.1~2016.12 在我科实习的护生 86 人作为观察组,设置 educator
岗位专职从事教学管理,制定严格的工作职责和考核细则,负责病区各类教学管理,回顾性将

2015.1~2015.12 在我科的采用传统教学法带教的同类护生 84 名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护生的出科

考核成绩及学生和老师的教学评价。 
结果 观察组的教学管理模式得到学生､ 临床带教老师的高度认可,观察组学员的出科理论和操作考

核成绩,学生动手管理病人的自主性和自我成就感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本校护理学院本科护生的儿

科临床实习教学综合评分由原来的年级第 8 名上升至第 3 名,学生､ 临床带教老师及护士长对学生

的满意度增加 
结论 educator 岗位的设置有助于护理临床教学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护理临床教师人才队伍的培养,
可减轻临床护士的压力,提高优质护理服务质量,具有临床设置的可行性名上升至第 3 名,学生､ 临床

带教老师及护士长对学生的满意度增加 
 
PU-1068 

经皮氧分压及二氧化碳分压监测在小儿机械通气中的应用与护理 
 

周明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研究经皮氧分压(TcPO2)及二氧化碳分压(TcPCO2)在小儿重症监护病房的使用与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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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从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入住小儿重症监护病房的 60 例机械通气的患儿,使用雷度

TCM4 经皮监测仪进行监测经皮氧分压(TcPO2)及二氧化碳分压(TcPCO2),并与其动脉血气分析进

行比较。 
结果 60 例患儿全部实现了连续行的经皮氧分压(TcPO2)及二氧化碳分压(TcPCO2)的监测,其监测结

果作为医生调节呼吸机参数的主要参考依据。 
结论 经皮技术可以同时提供可靠､ 连续和无创的 pO2 和(或)pCO2 监测,同时减少反复穿刺给患儿

带来的痛苦,因此经皮监测氧分压(TcPO2)及二氧化碳分压(TcPCO2)技术应用于小儿重症更为科

学。 
 
 
PU-1069 

新生儿脓毒血症行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护理 
 

陈晓凤,吴利平,陈学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血液透析滤过治疗运用于新生儿脓毒症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 4 例新生儿实施血液透析滤过治疗进行相应护理  
结果 4 例新生儿顺利完成血液透析滤过治疗 
结论 血液透析滤过是新生儿治疗脓毒血症的有效方法之一,做好新生儿血液透析滤过的护理是保证

治疗顺利进行和减少并发症的关键。 
 
 
PU-1070 

床头悬挂式健康宣教牌在支气管镜检查患儿中的应用 
 

彭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床头悬挂式健康宣教牌在支气管镜检查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5 ~12 月在小儿呼吸病房住院行支气管镜检查的 160 例患儿按检查日单双号随机

等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口头宣教的形式,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上床头悬挂式健

康宣教牌,向家属进行口头联合书面健康宣教,并将此牌悬挂于患儿床头。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长对术前禁食水时间的重视度､ 知晓及执行率均高于对照组( P <0.05) ,患儿手

术安全性( 手术及时执行率) 优于对照组( P <0.05) ,患儿家长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采用口头宣教联合床头悬挂式健康宣教牌综合宣教可以明显提高家属术前禁食水时间的执行

正确率,保证了手术安全性,缩短了住院时间,促进了疾病的恢复,提高了家属的满意度。 
 
 
 
PU-1071 

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患儿的护理 
 

陈圆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将我科收治的 19 例抗 NMDAR 脑炎患儿的护理措施进行整理,以期对临床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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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调查法 
结果 总结了 19 例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患儿的护理经验 
结论 抗 NMDAR 脑炎患儿临床表现多样,护理工作中要加强病情观察,配合医生早期治疗,做好用药

护理,对症护理,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本次研究总结了相关的护理经验,比如因舌面､ 口唇多处咬伤行

过急诊舌外伤清创术+下唇缺损整复术的患儿,警示早期预防､ 早期处理的重要性。虽然存在不足及

需不断学习改进的方面,但在正确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下,19 例抗 NMDAR 脑炎患儿中 17 例得到好

转出院,对工作也是很大程度的认可,为进一步的诊治和护理也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PU-1072 

晕厥患儿直立倾斜试验阳性反应的处理 
 

李芬,陈智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总结直立倾斜试验的阳性反应的护理体会。 
方法 试验的倾斜角度为 60°, 长时间为 45 分钟,整个过程连续心电监测,身体用保护带固定以防意

外。 
结果 在试验过程中阳性反应 30 例,所有患儿均予以立即放回至平卧位,抬高下肢后基本恢复正常,未
发生并发症。 
结论 直立倾斜试验虽然是一项无创性检查,但是严重的阳性反应并不少见,严格掌握适应证,检查前的

充分准备和检查时的密切观察有助于避免意外的发生。 
 
 
PU-1073 

一次性水合氯醛灌肠管的设计与制作 
 

王晓艳,鲁方方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设计出一款适合小儿水合氯醛灌肠管的导管。更精确有效达到催眠的效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对患儿造成的不适感。 
方法 以鼻氧管为原始模型,进行改良设计,以硅胶材料代替原始鼻氧管的硬胶材料,避免对患儿肠粘膜

造成物理上的损伤。灌肠管接口与鼻氧管接口一致,与各种型号的注射器链接,避免造成药液浪费。

灌肠管独立包装,避免交叉感染。 
结果 新型灌肠管已设计制作完成,并得到预期效果。 
结论 灌肠药物主要通过乙状结肠和降结肠吸收,减少了肝脏的首过效应及药物对肝脏的毒副作用,也
避免了药物口服经过胃部时的化学反应,保证了药物的作用,且患儿无痛苦,无不良效应,安全可靠,家
长易于接受。 
 
PU-1074 

1 例胸腹相连联体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付翠霞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 1 例胸腹相连联体双胎婴儿分离术的护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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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联体双婴,男性,系 G6P3,胎龄 34+5 周,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经剖宫产出生,出生时体重

4150g(共同), 融合部上界至乳头下,下界至脐部,上下径 7.5cm,左右径 4.4cm,周径 21.4cm。通过术

前精心准备及多科联动讨论,包括术前 3D 打印､ 三维重建､ 皮瓣设计､ 肝脏分离､ 腹壁缺损修补､

腹壁皮瓣修复等,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行联体双胎分离术,术后返回监护室,病情平稳后转入母子陪护

病房。由于联体儿术前肝脏共体,术后易并发急性肝功能损害,术后严密监测肝功能,密切观察患儿皮

肤､ 巩膜的颜色;患儿经过术中皮瓣设计､ 切取及缝合,术中未予植皮,分离后大子腹部伤口呈“S”形,
小子腹部伤口呈横向“M”形,缝合缺损后伤口较大,皮瓣张力高,术后出现皮瓣坏死和基地皮肤分离,由
专门的伤口护理专家观察及处理皮瓣坏死伤口,使用自制简易封闭式负压引流联合油纱银,1 周后改

敷料换药,亲水性纤维银敷料联合软聚硅酮泡沫敷料,实施全面护理。 
结果 两患儿创面黄色坏死组织消失并出现肉眼可见的健康肉芽,予出院,出院后每周伤口门诊随访,软
聚硅酮银离子泡沫敷料覆盖,术后 51 天伤口完全愈合。 
结论 术前通过保证营养以及皮肤准备,有效提高了联体双胎对手术耐受性;术后通过积极处理伤口并

发症,使用自制简易封闭式负压引流联合油纱银能有效清创和渗液管理,预防感染并促进肉芽生长的

作用,对促进伤口的愈合就取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PU-1075 

术前应用高锰酸钾溶液坐浴在小儿尿道下裂的效果评价 
 

邓志梅,徐雅南,宁佩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术前应用高锰酸钾溶液坐浴在小儿尿道下裂患儿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2016.5-2017.5 收治 146 例尿道下裂患儿术前使用高锰酸钾溶液坐浴作为观察组与随机选

取 2014-2015 年收治的 146 例尿道下裂患儿术前未使用高锰酸钾溶液坐浴的病例对照,分析比较 2
组患儿的治愈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68%,对照组为 52%,观察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患儿术后在切口感染､ 吻合口漏､ 再狭窄､ 退支架管时间､ 住院时间与对照组比

较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会阴型尿道下裂及分期手术 2 组患儿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前使用高锰酸钾溶液坐浴及术后伤口护理干预是提高小儿尿道下裂手术成功率的关键,而术

前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可明显提高小儿尿道下裂的治疗有效率,减轻患儿住院期间痛苦,降低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缓解患儿及家长的紧张情绪,降低家长经济负担,适合在临床推广应用。 
 
 
 
 
 
 
 
 
PU-1076 

NICU 在 HIMSS7 级评审中的经验分享 
 

陈嘉玉,孙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通过 HIMSS7 建设与评审促进 NICU 医疗信息化建设,提高治疗效率和质量,促进病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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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无纸化､ 电子化闭环管理､ 互联互通三大领域着手,设计运用电子病历､ 移动护理等信息化

医疗系统,加强人员意见反馈､ 培训及实践操作,实现 NICU 信息化诊疗管理。 
结果  NICU 协助医院于 2016 年 10 月通过 HIMSS 7 级评审。 
结论 HIMSS7 建设与评审能够促进 NICU 信息化医疗建设,不仅提高医护人员工作效率,促进病人安

全,而且医院能够凭借此为全中国医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云医疗体系提供宝贵经验。 
 
 
PU-1077 

儿童急性荨麻疹 7 例临床护理体会 
 

田琪,刘玉凤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小儿急性荨麻疹的护理。 
方法 对 7 例患儿进行临床特征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结果 7 例全部好转出院。

结论 护理措施得当对提高急性荨麻疹患儿的临床效果､ 减少并发症起着重要作用。 
结果 经过住院积极有效治疗以及精心的护理,7 例均好转出院。 
结论 急性荨麻疹是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可导致局部皮肤瘙痒､ 肿胀､ 发烧､ 腹痛､ 腹泻症状。通

过早期的联合治疗。抗过敏､ 抗炎､ 激素等治疗,并配合精心护理,外用联合用药,仅 2—3 天就达到

很好的治疗效果,通过后期的保健,远离或少接触过敏原,使患儿家属能更好地理解荨麻疹的病因､ 转

归.达到有效预防的作用。                        
PU-1078 

儿童过敏性紫癜 22 例临床护理体会 
 

田琪,刘玉凤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小儿过敏性紫癜的护理。                         
方法 对 22 例患儿进行临床特征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结果 22 例全部治愈出

院。结论 护理措施得当对提高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效果､ 减少并发症起着重要作用。 
结果 经过住院积极有效治疗以及精心的护理,22 例均好转出院。  
结论 护理措施得当对提高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效果､ 减少并发症起着重要作用。 
 
 
 
 
 
 
 
 
PU-1079 

儿科门诊候诊患儿病情变化特征及护理对策 
 

康冰瑶,杨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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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我院儿科门诊候诊时发生病情变化患儿的相关症状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其病情变化症状的特

征,针对主要特征,制定护理对策,保障候诊患儿安全。 
方法 对我院儿科门诊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巡视中发现病情变化患儿的相关症状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突发高热为候诊患儿 常见的症状,占总人数的 52.8%,其次为精神差占 39.69%,5 岁以内候诊

患儿病情变化人数多,占总人数的 89.5%。 
结论 由于患儿年龄小､ 无法表达病情或表达能力较差,护士巡视候诊患儿的过程中,若怀疑患儿发热,
立即为患儿测量体温,高热或低热伴有惊厥史者可优先就诊,及时处理,避免高热惊厥的发生,同时向患

儿家属做好健康宣教;护理人员应增强自身专业素质,通过多途径关心和观察患儿,发现潜在或存在危

及患儿生命的危险因素并及时处理,保证患儿安全[5]。 
 
 
PU-1080 

基于儿科门诊患儿及家属心理需求的护理管理优化 
 

罗丹,康冰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索基于儿科门诊患儿及家属心理需求的护理管理优化策略。 
方法 通过观察､ 询问､ 问卷调查､ 亲身体验等方法,分析我院儿科门诊存在的问题及现状,并以马斯

洛需求理论为依据,剖析患儿及家属对儿科门诊护理管理的心理需求。 
结果 基于分析出的儿科门诊患儿及家属的心理需求,探索出人性化的护理管理优化策略,主要从改善

就诊环境､ 改进和再造流程､ 弹性排班､ 加强护理伦理服务､ 深化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优化。 
结论 通过正确评估儿科门诊患儿及家属的心理需求,从患方体验出发,探索出人性化的护理管理优化

策略,能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优质护理服务,从而提高患儿及家属对儿科门诊护理管理的满意度。 
  
 
PU-1081 

基于信息化平台的儿科门诊护理人员分层培训及考核管理 
 

辛学琼,罗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利用信息化的工具“金数据平台”,统一安排儿科门诊护理人员分层培训及考核。 
方法 根据护士的职称､ 工作年限､ 学历､ 特长等因素确定护士的不同层级,分别制定出我科分层培

训的制度,具体分为 CN1 人员､ CN2 人员､ CN3 人员､ CN4 人员,以确定各层次的人员资质､ 工作

职责､ 培训目标,再通过金数据平台完成分层培训后的在线考核。 
结果 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促使我们充分利用信息化工具“金数据平台”对儿科门诊护理人员的分层培训

及考核进行管理,便于统一安排和统筹管理。  
结论 我科尝试基于金数据平台进行分层培训和考核,不仅环保节约纸张,同时还丰富了理论培训及考

核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大课堂教学在时间及空间上的限制,使得培训方式更加多样化,大家的接受程

度也普遍提高。同时,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对护理人员进行分层培训及考核,充分考虑了不同学历

护士的知识､ 能力和需求的差异性, 终殊途同归,也更加便于进行统一管理。 
 
 
PU-1082 

使用不同封管液及封管方法对小儿静脉留置针置管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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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婷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比较临床常用预充式冲管注射器和肝素钠封管液对儿童静脉留置针置管的效果 
方法 选取 1 岁以内的儿童患者,采用比较分析法,随机选择 50 例使用预充式冲管注射器冲､ 封管为

A 组,50 例使用肝素钠封管液冲､ 封管为 B 组。经过两足临床观察,对儿童静脉留置针封管的效果进

行对比分析. 
结果 使用肝素钠封管液封管的留置针使用时间长于预充式冲管注射器,且发生堵管､ 回血的机率小

于预充式冲管注射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应用肝素钠封管液进行输液前后冲､ 封管,使儿童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延长,输液通畅度提高,发
生堵管及回血的机率减少,减少了患儿的痛苦及家属的担忧,应优先采用。 
 
 
PU-1083 

重症多形红斑患儿的护理措施 
 

郭靖丹
1,陈锦秀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重症多形红斑的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4 例重症多形红斑患儿的治疗与护理,总结出综合有效的治疗护理措施。 
结果 4 例重症多形红斑患儿均治愈出院。 
结论 综合有效的治疗护理措施对重症多形红斑患儿的治愈起着重要作用。 
 
 
PU-1084 

脑瘫患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对其康复效果的影响研究 
 

苏珍辉 
湖南省儿童医院脑瘫康复中心 10029959 

 
 
目的 探讨脑瘫康复患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对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我院康复一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住院的所有脑性瘫痪患者 967 例,按照随机对照分

为两组,对照组 120 例,采用常规的家庭训练指导;研究组 847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以家庭为中

心的医疗护理模式,他的主管医师和责任护士给家长进行家庭康复训练指导､ 演示,直至把家长教会,
然后让家长演示给主管医师和责任护士看,每天坚持给患者进行家庭康复训练。 
结果 研究组总遵医率为 95.0%;对照组总遵医率为 76.7%,研究组患儿的遵医行为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干预前后对照组与研究组患儿 Gessel 评估 DQ､ 大运动､ 认知进行比较,两组治疗前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0 . 05),治疗后研究组 Gessel 评估 DQ､ 大运动､ 认知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 05)。由此可见,家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好的患者经过综合康复治疗和精心护理后,康复治疗

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家长依从性差的患者。 
结论 家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高,可缩短疗程,提高康复效果。 
 
 
PU-1085 

延伸护理在儿童炎症性肠病使用肠内营养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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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志霄,郝佳,张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延伸护理在儿童炎症性肠病使用肠内营养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本院小儿消化病房 20 例炎症性肠病使用肠内营养治疗患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
照组给予常规出院指导,干预组除常规出院指导外给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病人出院时和出院 2 个月

体重指数,及出院 2 个月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出院 2 个月后,干预组患儿体重指数､ 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5)。 
结论 在儿童炎症性肠病使用肠内营养治疗的出院患儿中应用延伸护理可有效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护理满意度。 
 
 
PU-1086 

个性化护理在儿童支原体肺炎中的效果观察 
 

覃霞,杨图宏,何艳,郑霞丽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实施个性化护理对儿童支原体肺炎疗效的观察 
方法 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院住院 126 例支原体肺炎患儿,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
验组实施个性化护理,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儿的疗效､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及

家属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治疗有效率为 96.82%,明显高于对照组 85.71%(P <0 .05 ),实验组患儿退热时间､ 咳嗽

缓解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显著小于对照组(P <0 .05 ),实验组家属满意度为 96.83%
显著高于对照组 82.54%(P <0 .05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论 个性化护理可提高儿童支原体肺炎的疗效,缩短支原体肺炎患儿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
提高家属满意度,临床可广泛推广实施。 
 
 
PU-1087 

品管圈活动在床边护理查房质量控制中的运用 
 

薛阿丽,田丹秋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对降低床边护理查房不规范率的效果。 
方法 成立由 9 人组成的品管圈,针对护士床边护理查房不规范率高的情况,通过品管圈活动步骤,找出

床边护理查房不规范的原因,制定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将改进前后床边护理查房不规范的情况进行

比较。 
结果 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护士床边护理查房不规范率由实施前的 80.9%下降到改进后的 29.41% ,
改善幅度为 47.7% ,实施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明显降低了床边护理查房不规范率,提高了护士的专业知识和护理服务水平,促
进了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325 
 

PU-1088 

非语言性沟通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孙琳琳,孙琳琳 
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非语言性沟通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 2017 年 1 月到 2017 年 4 月的住院儿科患儿 100 例,随机分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50
例。其中男 52 例,女 48 例, 小年龄 1 岁, 大年龄 12 岁。平均 6.5+4.2 岁,住院天数 5-12 天,平均

7.8+2.4 天。对照组 5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平均年龄 6.4+4.1 岁住院天数 7.8+2.3 天,采用传统的以

语言为主的沟通方式;观察组 50 例,男 25 例,女 25 例,平均年龄 6.7+4.4 岁,住院天数平均 7.9+2.5 天,
在采用语言沟通方案的基础上实施非语言性沟通方案进行护理,如:眼神､ 身体语言､ 脸部表情交流

等进行交流沟通。两组患儿的性别､ 年龄､ 住院天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患儿出院后由其父母填写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比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态度的满意率和对护理方法的满意率分别为 98.31%､ 94.92%,对照组

患儿家属对护理态度的满意率和对护理方法的满意率分别为 88.14%､ 81.36%,观察组患儿家属对

护理技术和服务态度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二者相比差异显著(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非语言性沟通在儿科护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采用恰当的非语言性沟通方式能够促进和

谐的护患关系的形成。同时护理人员非语言性沟通护理方案为患儿进行护理可显著提升患儿家属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改善护患关系。尤其是护理人员与患儿的沟通,在患儿的日常护理当中要使用语

言性沟通与非语言性沟通相结合的方式。在使用非语言性沟通时,要掌握它的技巧性,同时护理人员

要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自我修养,渊博的学识,要适应这一要求就必须努力学习和钻研与医学相关

的边缘学科,拓宽医学视野,不断的完善和提高自己,为护理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在临床工作中,护理

人员应主动采用非语言性沟通方案为儿科患儿进行护理,使患儿得到更优质的护理服务,以提升其整

体临床疗效。 
 
 
PU-1089 

护理带教过程中的经验与体会 
 

吴银萍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护理教育是为护理学科培养具有宽厚的医学､ 人文学､ 护理学等知识,并能为人类健康服务的

专业人才的活动。 
方法 护理教育要用于改革,引进一些新的环境。评价学生的个人能力,拓展学生个体的智力水平和实

践能力。临床教育者和护理实践者两者角色有时是重叠的,有时是分开的。对学生来讲都是需要

的。随着护理教育的飞速发展,建立一个统一规范的适用于目前我国临床带教教师的综合评价体系,
对促进临床带教教师的师资队伍总体素质的提高起到很积极的作用。临床教师作为护理照顾者可以

成为学生的角色榜样,学生可以从教师身上学习到护理人员应该怎样与被照顾者沟通,交流。如何思

考问题,解决问题和采取行动。光有心动不如行动。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做一个积极主动的人。在医

院门诊主要教授病人及其家庭成员了解有关疾病的用药,治疗和护理方法以及康复的知识,帮助病人

适应患病时对其今后的影响等。教授病人及其家属预防疾病,避免意外伤害,促进健康的知识和方法 
结果 一般临床带教老师对学生的评估师非正式的,个人及主观的评估,是从对学生每天行动的观察,临
床工作及非正式接触或交谈中逐渐获取资料的过程,受评估人的态度,动机,主观因素,评估人的经验及

其其它方面的影响。应将知识放在临床实际情境下让学生自我体会与总结,从而充分与临床实际工

作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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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教育是培养,造就和训练人的过程,是教育者促进受教育者个体身心发展的过程。成人教育的指

导方法不是告诉学习者他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不是帮其做,而是为他自立提供帮助。因此带教老师与

同学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共同完成工作任务。同时要注意人格平等,它是沟通的基础,只有双方平等

了,才能进行真诚的沟通。带教老师要为受教者提供有利的工作环境,让受教者更好的工作。 
 
 
PU-1090 

婴幼儿输液泵输液外渗的观察与护理 
 

李婵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2 

 
 
目的 分析婴幼儿输液泵输液外渗的原因与护理措施。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的 200 例输液泵输液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调查并记

录患儿输液泵输液外渗的发生情况,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护理措施。 
结果 在 200 例患儿中,发生输液外渗 17 例;发生率为 8.5%,造成婴幼儿输液泵输液外渗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固定不理想,穿刺部位不理想,患儿及家属因素,护士技术问题,巡视技术问题,巡视宣教不足

等。 
结论 分析婴幼儿输液泵输液外渗的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有助于减少输液泵输液外渗的

发生率。 
 
 
PU-1091 

PBL 教学法在新生儿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 
 

汪旭东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 PBL 教学法在新生儿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带教,观察组采用 PBL 教学法进行护理带教。具体方法如下。 
1.2.1 教学计划制定:根据新生儿科护理特点和需求,结合护生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学生的护理带教计划,
并安排护理学习重点,以便引导护生自我学习。 
1.2.2 编写护理教案:过筛选新生儿科具有代表性的新生儿进行临床护理教案编写,体现出新生儿科特

点的新生儿症状､ 体征､ 代表性治疗及护理问题,在提供新生儿有关病情资料的同时,还提供新生儿

家长的文化､ 心理､ 经济及家庭情况等一般资料,便于护生提出问题。将教案编写成册,发给实习护

生,并安排实习护生提前进行预习。 
1.2.3 带教开展:实习护生入科后第一天,由带教组长进行基本教育,讲解新生儿科的环境､ 新生儿常

见疾病､ 教学目标､ 出科考核等,使实习护生明确教学目标。第 1-2 周:护生通过提前预习教案,准备

1-2 个问题,带教教师每天为实习护生讲解新生儿疾病的相关知识､ 疾病引发机制､ 表现､ 治疗护理

方法及新生儿科技能进行示范操作,包括:新生儿生命体征的监测､ 静脉留置针单手送管法､ 新生儿

窒息复苏抢救流程､ 各种仪器和设备的使用和保养等,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带教老师然后提出

1-2 个具有探讨性的问题,让每个小组的护生通过阅读新生儿病历和护理记录､ 查阅相关文献及网上

查询,进行小组讨论,自主获得解答,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验证,同时带教老师针对护生自主的解答不足

给予补充和完善,并加强互动。第三周后,实习护生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反复不断练习临床操作能力,
带教老师耐心解答其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引导护生提出新问题,从而提升护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带教组长每周按照评价标准对学生进行评价,了解教学效果逐渐让学生独立处理问题。 后,在
教学结束后集中进行出科考核,带教组长总结问题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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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成绩比较,观察组明显成绩要比对照组优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将 PBL 教学法应用到新生儿科护理带学中,可以提高临床护理带教的质量,培养实习护生分析和

解决问题能力,从而培养出优秀的护理人才 
 
 
PU-1092 

心理干预在学龄前儿童静脉输液中的护理研究 
 

张敬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2 

 
 
目的 研究学龄前儿童静脉输液过程中心理干预的效果。 
方法 方法 将 526 例需要静脉输液的学龄前儿童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268 例,对照组进行

常规护理,干预组进行相应的心理干预,观察两组学龄前儿童对静脉输液的抗拒性,和对静脉输液疼痛

的反应。 
结果 患儿的输液疼痛反应明显降低,提高静脉输液的成功率提高(均 P<0.05), 
结论  
通过有效的心理护理能减轻患儿的输液疼痛反应,提高静脉输液的成功率,保证治疗高质量的完成。 
 
 
PU-1093 

听音乐减少儿童局麻胃镜不适中的调查 
 

陈静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对局部麻醉胃镜检查儿童患者的痛苦程度､ 焦虑､ 抑郁情绪及再次接受胃镜检

查认可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6 月—2017 年 5 月期间,将 236 例年龄在 6 岁以上接受普通胃镜检查的儿童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118 例患者。干预组检查前､ 中实施音乐干预及综合心理护理,
对照组则只给予普通胃镜检查常规护理措施。观察两组胃镜检查前､ 中､ 后儿童患者的痛苦程度

(恶心､ 呃逆反射次数),并采用 0-10 视觉模拟评分对儿童的疼痛和不适程度进行评估,并通过问卷调

查儿童患者再次接受局麻胃镜检查的认可度。 
结果 干预组患者的痛苦程度(恶心､ 呃逆次数)､ 检查顺利程度(检查时间),视觉模拟评分较对照组减

少,且再次接受普通胃镜检查的认可度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对性的音乐干预配合心理护理应用于局麻胃镜检查儿童患者,能显著缓解儿童患者焦虑情绪,
稳定各项生理指标,值得在临床上应用和推广。-language:EN-US; mso-fareast-language:ZH-
CN;mso-bidi-language:AR-SA'>(恶心､ 呃逆次数)､ 检查顺利程度(检查时间),视觉模拟评分较对照

组减少,且再次接受普通胃镜检查的认可度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U-1094 

个性化延续护理对癫痫患儿出院后的应用探讨 
 

王葳,崔妍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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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个性化延续护理在癫痫患儿出院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和探讨。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与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癫痫患儿,依据随机､ 双盲

的原则将患者分为两组,出院后,给予观察组患儿个性化延续护理,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比较两组

患者护理效果。 
结果 较于对照组患儿,观察组患儿生活质量评分更高[(92.7±3.1)分 vs (69.3±2.4)分,P<0.05]､ 不良

事件发生率更低(12.00% vs 47.00%,P<0.05);相较于对照组患儿家属,观察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更

高(96.00% vs 74.00%,P<0.05)。 
结论 个性化延续护理在改善癫痫患儿院后生活质量､ 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提高患儿家属护理满

意度等方面有着突出作用,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广泛使用。 
 
 
PU-1095 

观察集束化护理措施降低患儿在输液过程中 
发生液体外渗几率的效果 

 
王蕊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集束化护理措施降低患儿在输液过程中发生液体外渗几率的效果研究探讨 
方法 抽取我院 2015 年 6 月~2016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患儿,按照随机的方式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各 50 例。给予对照组患儿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采用集束化护

理。分析比较两组患儿在输液过程中发生液体外渗几率以及患儿治疗依从性。 
结果 经护理发现,采用集束化护理的观察组患儿输液过程液体外渗几率仅为 4%,显著高于对照组患

儿输液过程液体外渗几率 30%(P<0.05);并且对比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观察组依从性 94%,显著优

于对照组 50%(P<0.05)。 
结论 集束化护理措施能够有效降低患儿在输液过程中发生液体外渗几率,保证患儿输液安全,有效提

高护理质量。 
 
 
 
 
 
 
 
 
 
 
 
PU-1096 

1 例血管性假性血友病合并严重鼻出血患儿的护理 
 

李彩霞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总结 1 例血管性假性血友病合并严重鼻出血患儿的护理经验。护理重点是做好出血量评估,及
时实施急救止血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加强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重视心理护理及

出院指导,指导患儿避免出血诱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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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个案观察 
结果 成功止血 
结论 经验值得分享 
 
 
PU-1097 

喜辽妥预防 PICU 患儿多巴胺所致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王军娜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53 

 
 
目的 对喜辽妥预防 PICU 患儿多巴胺所致静脉炎的效果进行观察 
方法 选择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在我院内科监护室接受治疗的 192 例儿

童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均泵入中剂量的多巴胺,超过

72 小时,在干预组儿童患者的泵入过程中,将喜辽妥涂抹在患儿的局部皮肤,对比两组患儿的静脉炎情

况。 
结果 干预组患儿的静脉炎发生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PICU 病房儿童患者多巴胺泵入时,在患儿的局部皮肤上涂抹喜辽妥,可以有效的预防静脉炎,减
少患儿因静脉炎受到的伤害,应在我院今后 PICU 患儿预防静脉炎的工作中推广应用。 
 
 
PU-1098 

儿童骨盆骨折护理 
 

张妮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总结 15 例儿童骨盆骨折的有效护理措施,包括维持有效牵引､ 止血､ 抗休克,及时抗休克､ 积

极处理并发症是骨盆骨折治疗成功的关键。现将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方法 儿童骨盆骨折是一种严重外伤,多由直接暴力骨盆挤压所致。相比成人,由于儿童骨盆周围的关

节弹性较大,更具有延展性,可容许明显移位,故儿童和青少年发生撕脱性骨折比成人更常见。按骨盆

环断裂程度可分为三类:(1)骨盆环无断裂骨折;(2)骨盆环单弓断裂骨折,(3)骨盆环双弓断裂骨折。依

据骨盆骨折后的形态分类可分为压缩型､ 分离型和中间型三类。本文以下主要介绍儿童骨盆骨折护

理的主要方面, 后给出护理的体会。 
 

 
 
 
PU-1099 

加压橡皮塞在儿童 Ilizarov 外固定针道护理中的应用 
 

易银芝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加压橡皮塞在儿童 Ilizarov 外固定针道护理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2 月间收治的 Ilizarov 外固定器治疗的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患儿 22 例,僵硬性马蹄内翻足 2 例,下肢

短缩畸形 3 例,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3 例,所有患儿均给予 Ilizarov 外固定技术治疗。将其随机分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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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5 例,每个患儿的针道孔数为 8-16 个,每组纳入 180 个针道进行结果评价。外

固定术后第一天,对照组行常规生理盐水清洁针道护理 BID[1],观察组采用无菌纱布覆盖加压橡皮塞

固定,比较两组患儿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术后针道感染发生率为 6.6%(168/180),对照组为 16.6%(150/180),两组比较差异明

显,(P<0.01);观察两组术后临床护理满意度的比较,观察组总满意度为 100 %( 15 /15  ),明显高于对

照组 66.6%( 10 /15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加压橡皮塞技术适应所有外固定器患儿,通过有限固定针道周围皮肤,减轻外固定钢针移动对皮

肤产生的张应力,有效的减少渗出可减少针道感染的发生率,提高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方法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5 例,每个患儿的针道孔数为 8-16 个,每组纳入 180 个

针道进行结果评价。外固定术后第一天,对照组行常规生理盐水清洁针道护理 BID[1],观察组采用无

菌纱布覆盖加压橡皮塞固定,比较两组患儿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术后针道感染发生率为 6.6%(168/180),对照组为 16.6%(150/180),两组比较差异明

显,(P<0.01);观察两组术后临床护理满意度的比较,观察组总满意度为 100 %( 15 /15  ),明显高于对

照组 66.6%( 10 /15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加压橡皮塞技术适应所有外固定器患儿,通过有限固定针道周围皮肤,减轻外固定钢针移动对皮

肤产生的张应力,有效的减少渗出可减少针道感染的发生率,提高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100 

提高静脉穿刺成功率的护理进展 
 

李彩霞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随着护理模式和服务理念的转变,人们对护理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静脉穿刺往往是患

者衡量护士技术水平的关键,也是引发护患纠纷的导火索。因此提高静脉穿刺成功率是治疗疾病､

减少护患纠纷､ 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关键。临床上,对提高静脉穿刺成功率的方法做了多方

面的研究,本文通过文献查阅并根据临床工作经验,从穿刺部位选择､ 穿刺工具选择､ 借助仪器及工

具､ 手法､ 体位､ 进针角度､ 外涂药物等几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对提高静脉穿刺成功率的护理进展

进行综述。 
方法 综述 
结果 提供科研背景 
结论 提供了科研材料 
 
 
 
 
 
 
PU-1101 

疼痛护理在小儿四肢骨折的实施 
 

刘华香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疼痛护理在小儿四肢骨折的实施效果。方法:选取自 2016 年的 1 月~2016 年的 12 月在我

院接受治疗的 57 例四肢骨折患儿做为研究组,另外选取 2015 年的 1 月~2016 年的 12 月在我院接

受治疗的 55 例四肢骨折患儿做为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施以疼痛护理,对比两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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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结果:研究组患儿与对照组相比疼痛程度明显更低;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更高,两组对比可见显著差异,P<0.05。结论:小儿四肢骨折实施疼痛护理,可帮助有效减轻疼痛,提高

恢复效率。 
方法 小儿四肢骨折发生后经常因疼痛引发患儿发生一系列生理､ 心理方面的不良反应,使得恢复效

率受到影响,帮助患儿准确的评估疼痛,施以有效的干预措施帮助患儿减轻疼痛,是临床护理工作的重

点[1]。本文分析了疼痛护理在小儿四肢骨折的实施效果,现报道如下。 
结果 结果 
2.1 两组患儿在接受护理后疼痛程度对比 
研究组患儿与对照组相比疼痛程度明显更低,两组对比可见显著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在接受护理后疼痛程度对比  

组别 例数 
疼痛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研究组 57 37 14 6 
对照组 55 27 17 11 
2.2 两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更高,两组对比可见显著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57 37 16 4 92.98% 
对照组 55 27 15 13 76.36% 
结论 此次研究给予研究组疼痛护理,重视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加强骨折后基础护理的同时,准确

评估患儿的疼痛程度,在心理､ 认知方面施以干预,并依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护理手段,帮助患儿有

效缓解疼痛,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与对照组相比疼痛程度明显更低;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更高,两组对比可见显著差异,P<0.05。表明小儿四肢骨折实施疼痛护理,可帮助有效减

轻疼痛,提高恢复效率。 
 
 
PU-1102 

集束化护理在儿科的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 
 

朱杉,叶天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索并总结集束化护理在儿科的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 
方法 查阅文献。 
结果 由于国内外专家的不断研究与探讨,集束化干预迅速广泛地运用于临床护理的多个领域,极大地

促进了集束化干预在护理实践中的发展,相关的儿科临床研究也不断涌现。 
结论 集束化护理理念的提出是将循证研究结果转化为临床实践的 佳途径之一,缩小了证据与临床

实践的差距,有利于推动临床护理质量的提升。集束化干预越来越广泛地被国内外的学者和专家进

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并运用于护理实践的各个方面。实施集束化干预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实施那些

已被临床实践证实了的方法,还可集众所长,相互弥补,从而增进疗效,促进并落实“指南”在临床中的具

体执行。其目的一方面是促进落实临床指南的各项措施,规范治疗行文,贯彻指南的可行性及依从性,
另一方面是为提高治疗指南的可行性及依从性,进一步达到落实指南､ 改善患者临床结果的目的。

有文献显示国内外学者和专家还将集束化护理运用于下呼吸道痰培养标本的收集､ 新生儿抗菌药物

性腹泻的预防､ 留置导尿管患儿尿路感染的预防等多个护理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集束化护

理起源于国外,在国外护理领域的发展已日益趋于成熟并被广泛运用,国外学者对集束化护理的研究

比较深入,每一个集束化措施都有可靠的循证依据,而且研究都以大量的样本和长期的实验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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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国,集束化护理起步较晚,目前仍在进一步探索中,对集束化护理的研究和应用与国际水平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外大多研究集中于 PICU､ NICU 等重症病房预防和控制感染方面[18] [19] [20] [21],
仍有一些领域是集束化护理的盲点。有将集束化干预运用于外科围术期的临床医学中报道,但在护

理领域用于预防和控制儿童手术感染､ 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 促进患儿术后恢复等方面仍无可靠的

理论依据,因此,集束化护理在这一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集束化护理有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和

挑战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在临床的应用[22]。而我国护理领域对集束化护理的认识及实践同

样存在一些误区,在今后的研究及实践中,应更加深入､ 透彻的认识和应用集束化护理,促进 我国临床

护理事业的发展。集束化护理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科室全体医护人员的团结协作,集束化护理干预

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培养团队意识,使大家严格执行集束化护理干预的每一项护理

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及时到位,并做好效果评价､ 反馈和改进。 
 
 
PU-1103 

 骨科病服多功能化的研制与应用 
 

谢永红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报道骨科病服多功能化的研制及临床应用。该病服拥有完善的设计方案,已获 2015 年度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主要材料采用柔软的薄棉或丝绵布料。通过合理设计使骨科病服多功能化､ 人性化

､ 方便化,使之具有穿脱方便､ 安全实用､ 经济环保､ 保护隐私､ 便于检查､ 预防压疮等优点,既提

高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也更利于医护工作人员对患肢的医疗操作和病情观察。现已成为我院新

技术项目并应用于临床,取得满意效果。 
方法 材料制作与使用方法: 
    选择透气性好,柔软的薄棉或丝绵布料。将衣服前､ 后片,衣袖分片完成,然后再用拉链或细绳(可
根据患者生活习惯､ 手术部位､ 病人胖瘦选择)连接。 
结果  (1)便于穿脱,省时省力,提高工作效率,减轻护士工作量。 
   (2)美观,极具人性化,衣服的袖子､ 前片､ 后片均可拆下,用纽扣或拉链､ 拉绳等相连,病人穿脱不会

造成限制。 
   (3)解开纽扣便于检查､  处置及观察,减轻患者痛苦。袖子下方可穿过引流管,为手术病人引流液的

观察､ 伤口换药等带来方便。 
  (4)加边不在骨突部位,侧卧､  平卧不受影响,减少压疮发生。 
  (5)便于解大小便､ 实施 X 片等检查操作。 
  (6)病服制作可根据季节更换布料厚薄,重复使用。改良病服后更人性化,可广泛推广,不但是单侧,双
侧,全身多处骨折､ 亦或肢体伸展出现困难患者均可使用。 
结论 骨科病服的多功能化､ 人性化､ 方便化,适用于穿脱衣裤不方便的所有病人,无风险,无禁忌症,
临床使用反响较好,既便于保护隐私,又有利于完善各项操作及日常生活等护理工作。此衣服穿脱方

便,可塑性较强,减少患者穿衣时间,增加工作效率,也方便于临床护士观察手指肿胀和血运感觉情况,
深受病人喜爱,增加患者及家属的依从性､ 满意度,是医院开展优质医疗护理重要措施之一,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PU-1104 

护理安全健康教育实施记录单在儿科病房中的应用 
 

黄淑娟,周正雄,周琼,周理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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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护理安全健康教育实施记录单在儿科病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320 例住院儿科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6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健康教育方式,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护理安全健康教育实施记录单,评估护理风险,预防护理不良事件。比较

两组发生护理不良事件的概率和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的评价。 
结果 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儿科病房应用护理安全健康教育实施记录单,不仅提高了护士的护理安全意识,更增进了患儿

家属及患儿对护理安全的认知水平和治疗依从性,有效预防了儿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了护理

服务质量和满意度。 
 
 
PU-1105 

先天性肾积水术后多重耐药尿路感染护理体会 
 

郭慧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儿童肾积水术后多重耐药菌尿路感染的护理防控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1 月期间深圳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确诊为先天性肾

积水术后多重耐药菌尿路感染 27 例患儿,对临床表现､ 感染时间､ 病原菌分布及疗效进行分析,总结

护理经验。 
结果 男 20 例,女 7 例;年龄 12 天~5 岁 6 月,中位年龄 10 月。患儿术后以发热 常见,部分为无症状

性菌尿,尿频尿痛少见。术后 7 天内､ 8-14 天､ >14 天感染者例数分别为 8 例､ 3 例､ 16 例。革兰

阴性菌 27 株,其中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 杨氏肠杆菌分别为 14 株､ 12 株､ 1 株。

所有患儿经治疗后均治愈出院。 
结论 儿童先天性肾积水术后容易出现尿路感染,对多重耐药菌感染者,需要规范化的基础护理操作､

严格的手卫生,采取标准的多重耐药菌管理及消毒隔离。严格执行多重耐药菌防控措施,能有效地减

少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 
 
 
 
 
 
 
 
 
 
 
 
PU-1106 

小儿先天性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围手术期的护理 
 

王美玲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0 

 
 
目的 探索围手术期护理干预对小儿先天性食管裂孔疝修补术临床疗效的影响,为提高护理质量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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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儿科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收治的 56 例行食管裂孔疝修补术患儿,采用随机表

法将患儿均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给予围手术期护理。详细记录两组患

儿手术指标和术后预后情况,并对患儿进行为期 6~24 个月的术后随访,评估手术预后。 
结果 两组患儿手术均顺利完成,研究组患儿手术时间(1.8±0.4)h,术中出血量(35±5)mL,胃管留置时间

(15.2±2.3)h;对照组患儿手术时间(2.5±0.8)h,术中出血量(105±8)mL,胃管留置时间(19.2±3.5)h;两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儿均无显著恶心､ 腹部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对照组 4 例患

儿出现不同程度不良反应,两组患儿术后预后效果有显著性差异(P<0.05)。术后随访发现研究组患儿

进食状况良好,无食管狭窄及复发病例;对照组患儿出现 1 例食管狭窄患儿,经入院治疗后已痊愈;两组

患儿术后随访效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做好小儿先天性食管裂孔疝修补术的各项围手术期的护理干预服务,可有效提高小儿先天性食

管裂孔疝的手术治愈率,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是手术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PU-1107 

川崎病患儿输液外渗的风险评估 
 

冀娟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通过回顾性研究对川崎病患儿输液外渗的高危因素进行识别,降低静脉输液外渗发生率。 
方法 对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发生液体外渗患儿 29 例进行分析,川崎病患儿 11 例,其中有三

例发生坏死,占液体外渗病例的 37.9%,川崎病患儿是液体外渗高风险人群。通过对川崎病患儿输液

外渗的原因进行分析,确定川崎病患儿输液外渗的高危因素。 
结果 经过分析发现,有四肢末梢硬肿明显,白细胞､ CRP､ 血沉等炎性指标较高,血钾､ 白蛋白低等

现象,川崎病中这些因素的累积会使其输液外渗的几率增加。 
结论 川崎病患儿同时有这些表现,说明输液外渗风险大,需提前干预。 
 
 
PU-1108 

PICU 机械通气患儿呼出气末二氧化碳监测的临床意义 
 

孟繁菁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针对儿童患者实施机械通气过程中对其呼

出气末二氧化碳的临床监测价值和意义,希望为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发展和进步提供支持。 
方法 根据本次研究需要在本院收集儿童患者资料,在本院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收集使用呼吸机干预的

儿童患者资料,并针对以上收集到的儿童患者资料进行气末二氧化碳的监测,即监测 PetCO2,并为儿

童患者进行动脉血的二氧化碳分压监测,即监测儿童患者的 PaCO2。记录临床监测信息,进而实现对

PetCO2 和 PaCO2 的数据信息比对分析。 
结果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收集到的儿童患者 PetCO2 和 PaCO2 的数据信息并进行比对得到结果显

示,1 天到 1 岁组别的儿童患者不存在相关性;3 岁和超过 3 岁的儿童患者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半径分

别为 0.531,即 P=0.027,以及半径 0.681,即 P=0.001;中枢性呼吸衰竭的儿童患者组别存在显著的相

关联性质,半径为 0.873,P<0.05。在心肺复苏成功条件下,以及失败情况下,不同组别的 PetCO2 存在

明显的差异性,即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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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本次研究中的 PetCO2 能够通过其监测功能实现对 PaCO2 的变化情况监察,并
且可以通过降低呼吸性质中存在的酸中毒情况,以及呼吸性质中存在的碱中毒情况进行血气的次数

分析,在患儿接受心肺复苏过程中可以应用 PaCO2 实现对心肺复苏成功性质的判定预测。 
 
 
PU-1109 

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家庭康复护理 
 

张丁香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臂丛神经损伤的治疗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医务人员对患儿家长进行康复培训,实施家庭康

复训练是患儿获得 大限度生活能力的关键。本文就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家庭康复护理总结如下 
方法 临床资料:2013 年 2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就诊的臂丛神经损伤患儿 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
年龄:新生儿~5 岁,尺神经损伤 20 例,桡神经损伤 18 例,正中神经损伤 12 例。 
康复护理:1.家庭康复培训:专业的医务人员对患儿进行一定的临床康复后开始实施康复护理与训练

模式,使护理与训练走向家庭,针对患儿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康复护理,对患儿家长进行康复训练的集

体和个别培训,培训小组由康复医师､ 康复护士､ 康复治疗师共同组成。集体培训以理论和技术示

范为准,教会家长正确规范,简单适用易行的训练方法。2.家庭康复训练内容:a.姿势体位训练:训练患

儿正确的卧位､ 抱姿(参照臂丛训练方法)。b.平衡训练:每日家长辅助患儿练习患肢的上抬､ 外展､

斜坡上爬以改善上肢的功能,改善患肢的协调性,提高患儿的平衡功能。c.患肢皮肤触觉刺激按摩法:
患儿家长用手轻轻的摩擦患儿的患肢皮肤可改善皮肤的感觉,另外患儿的家长用软硬毛刷进行皮肤

的痛觉刺激,每天五次,每次 2~3 分钟,要用两种不同质地的毛刷进行交替刺激,有利于改善和恢复患

肢的运动功能。d.温度刺激按摩法:用冷(15℃)热(38℃)水对皮肤的交替刺激,初期患儿家长用盛有冷

热水的两个盆,各放两条毛巾,将湿毛巾交替擦洗患肢皮肤,带患儿适应后再用冷水热水交替快速冲洗

患肢皮肤,并迅速用干毛巾将水擦去,每天两次,每次 3~5 分钟,冬天慎用。 
结果 本文五十例患儿经过三个月到一年的家庭康复训练,30 例臂丛患儿与正常同龄儿童的关节活动

度､ 肌张力､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相似,其余患儿以上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结论 臂丛神经损伤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见效慢,费用高,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使许

多臂丛神经损伤患儿放弃治疗。目前,国内臂丛神经损伤治疗采用家庭与医院相结合综合康复模式,
康复治疗得到了显著的进步,同时也提示康复医护人员不仅要懂得臂丛神经损伤的康复治疗,还应学

会如何对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父母进行心灵沟通,便于改变家长对患儿的治疗态度,既能减轻家庭和

生活经济负担,又能保证患儿在家庭中得到长期系统合理的训练,缩短了治疗时间,提高了生活质量和

康复效果,明显促进了患儿的康复。家庭康复训练简单易行,针对性强,经济方便,也使家长在亲身体验

中知道怎样帮助孩子,提高家长对治疗的兴趣和信心,增进亲子感情。因此,家庭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对

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 
 
 
 
 
 
 
PU-1110 

儿科微量泵使用常见问题及护理对策 
 

梅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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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为提高儿科微量泵应用安全,减轻护士部分工作量。 
方法 总结儿科微量泵使用中常见问题及护理对策。 
结果 临床使用微量泵存在诸多隐患,需要所有护理人员引起重视,系统学习,并在临床应用中规范操作,
妥善处理各种问题。 
结论 微量泵在儿科的应用,可以准确控制输液速度,减轻儿科护士的工作负担,所有操作者应当具备微

量泵的规范操作､ 故障排查处理､ 仪器保养的能力,同时做好对患儿家属的宣教,保障患儿使用微量

泵的安全。 
 
 
PU-1111 

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全方位气道护理方法分析 
 

阙宁宁,彭雅莉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研究探讨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全方位气道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重症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一共选取

90 例,采 p 用抛硬币的方式分为研究组(n=45 例)和对照组(n=45 例),对照组患儿在机械通气治疗后实

施常规护理,研究组患儿采取的是机械通气治疗后进行全方位的气道护理方式,对比两组患儿的护理

效果。 
结果 研究组患儿的总有效率(93.33%)和对照组患儿的总有效率(84.44%)差异显著(p<0.05),并且研

究组患儿的住院时间以及氧分压(PaO2)和二氧化碳分压(PaCO2)指标水平都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

(p<0.05) 
结论 对重症肺炎的小儿患儿行机械通气治疗后的全方位气道护理,能显著提高护理效果,改善患儿的

临床治疗指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112 

住院患儿外出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马晓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通过分析住院患儿外出的各种原因而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对策,保障患儿住院安全,降低医患纠纷

的发生,提高患住院患儿护理服务满意度。 
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式调查,对我院儿童遗传内分泌呼吸病区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患儿外出原

因的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姓名､ 年龄､ 性别､ 所患疾病､ 外出原因,该表由外出患儿家属填写,
交责任护士统一整理､ 保管。 
结果 对 53 份问卷进行整理,总结出住院患儿外出的原因有:不适应住院环境､ 担心新入院患者交叉

感染､ 学习考试需要､ 家庭原因､ 对外出安全隐患意识不强等等。 
结论 在了解外出原因后采取相应对策,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患儿外出的安全隐患,降低了医患纠纷的发

生,提高了住院患儿满意度,但仍有个别不遵守者,电话通知拒不返回者,及时通知医生及上级,以便及

时采取相关措施,防患于未然。 
 
 
PU-1113 

探讨重症监护护理应用于小儿呼吸衰竭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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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研讨重症监护护理应用在小儿呼吸衰竭疾病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用随机抽签方式,从我院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小儿呼吸衰竭患儿中,抽取 80
例纳入到讨论中,按照随机数字法分 2 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接受重症监护护

理,观察两组患儿护理效果,并对比分析。 
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疗效 92.50%高于对照组 80%,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两组患者

满意度评分,研究组高于对照组,对比重症监护室治疗时间､ 使用呼吸机时间,研究组低于对照组,组间

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可将重症监护护理应用到小儿呼吸衰竭患者中,提高疗效和护理满意度,且可缩短重症监护

室治疗时间和使用呼吸机时间,值得进一步应用。 
 
 
PU-1114 

心理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室的应用效果 
 

张琳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分析研讨心理护理在儿童重症监护室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抽签方式,从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重症监护室收治的儿童患儿中,抽
取 80 例纳入到讨论中,用随机数字法分组研讨,分组后区分两组患儿护理方式,40 例对照组(常规性护

理)和 40 例研究组(常规护理+心理护理),观察各患儿状况,并对比护理状况。结果:研究组护理满意度

87.5%高于对照组 72.50%,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护理后 SAS､ SDS 评分状况,研
究组均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研究组患儿心率指数(85±2)次/分低于

对照组(109±1)次,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 87.5%高于对照组 72.50%,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下表 1: 
表 1:对比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40 23(57.50) 12(30.00) 5(12.50) 35(87.50) 
对照组 40 10(25.00) 19(47.50) 11(27.50) 29(72.50) 
x2 -- -- -- -- 7.0313 
P -- -- -- -- 0.0080 

2.2 SAS､ SDS 评分 
对比护理后 SAS､ SDS 评分状况,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下表

2: 
表 2:对比护理后 SAS､ SDS 评分(±s)  

组别 例数 SAS SDS 
研究组 40 50.3±1.1 51.2±0.9 
对照组 40 63.5±1.3 66.7±1.2 
t -- 49.0235 65.3537 
P -- 0.0000 0.0000 

2.3 心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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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后,研究组患儿心率指数(85±2)次/分低于对照组(109±1)次,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可将心理护理应用到儿童重症监护室中,可显著改善患儿和其家属心理负面情绪,建立并保

持良好的护患关系,确保治疗和护理工作实施的顺利性,提升疗效。 
 
 
PU-1115 

口服心得安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护理观察 
 

薛小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200 

 
 
目的 探讨心得安在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疗效和护理观察 
方法 选取 47 例血管瘤患儿,采用口服心得安片进行治疗,观察和比较服药前后的血管瘤大小,并进行

护理,确保治疗的顺利进行。 
结果 47 例血管瘤患儿在口服心得安后,38 例疗效显著,8 例有效,1 例无效,临床有效率为 97.87% 
结论 口服心得安对血管瘤患儿疗效好,服药同时加强护理,患儿不良反应少。 
 
 
PU-1116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在白血病儿童 PICC 置管维护中的应用 
 

肖嫔,胡仁辉,卓梅英,郭丽艳,谢鑑辉,朱丽辉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儿童 PICC 置管维护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常规护理模式下行 PICC 置管的 85 例患儿设为对

照组,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实行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后行 PICC 置管的 94 例患儿

为研究组。比较两组患儿按时维护率､ 家长满意度､ 平均导管留置日及 PICC 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的

差别。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儿按时维护率､ 家长满意度平均导管留置日及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PICC 置管期间的静脉炎､ 感染､ 堵管及 PICC 相关总并发症均明显低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白血病儿童 PICC 置管维护中能取得较好的成效,可广泛推广应用 
 
 
 
 
 
 
 
 
 
 
PU-1117 

营养不良患儿出院后延续护理的应用及效果分析 
 

高飞,张丽莹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儿童医院 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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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营养不良患儿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 54 名营养不良患儿出院后给予延续护理,通过跟

踪随访纠正家长居家护理中的不正确喂养行为,给予科学的营养和喂养指导。 
结果 12 个月后除 5 例患儿死亡其他患儿均增长到同龄正常体重范围 ,家长的喂养知识及喂养行为规

范有了很大的提升。 
结论 延续性护理能够提高营养不良患儿家长科学育儿知识,帮助患儿有效改善营养状况。 
 
 
PU-1118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 CVC 置管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中的应用 
 

张明明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 CVC 置管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方面的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确定“降低 CVC 置管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为活动主题,对我院新生儿外科

2016 年 4 月 25 日——5 月 15 日 76 例 CVC 置管患儿进行调查,分析并发症的发生原因,针对主要原

因制定对策并实施。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CVC 置管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由 42.1%下降至 19.0%,达到了预期效

果。 
结论 品管圈活动有利于解决存在的问题,有效降低了 CVC 置管导管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确保了患

儿安全并减轻患儿的痛苦,提高了护理质量,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PU-1119 

品管圈活动在小儿重症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与效果观察 
 

刘玮玮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分析品管圈活动在小儿重症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与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诊治的 134 例重症患儿,将患儿随机分成研究

组与对照组,组间均 67 例;研究组患儿对其实施品管圈活动护理,对照组患儿对其实施常规护理,观察

分析组间的护理情况。 
结果 全部入选患儿均通过护理后,观察分析组间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研究组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p<0.05),对护理人员的护理能力水平评价分析,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对组间患儿家属

的护理满意度评价对比,研究组较对照组也明显提高(p<0.05)。 
结论 重症患儿临床治疗期间实施品管圈护理,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 
 
 
 
PU-1120 

综合性护理降低 ICU 小儿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效果研究 
 

张丹丹 
郑州儿童医院医院东区医院儿科 PICU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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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综合性护理降低 ICU 小儿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效果。 
方法 纳入我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 ICU 气管插管患儿 60 例随机分组。常规性组行常规性

护理;综合性组行综合性护理。比较两组患儿家长满意度;ICU 住院时间､ 护理质量评分;非计划性拔

管发生率。 
结果 综合性组患儿家长满意度比常规性组高,P<0.05;综合性组 ICU 住院时间､ 护理质量评分比常

规性组好,P<0.05;综合性组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比常规性组低,P<0.05。 
结论 综合性护理降低 ICU 小儿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的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护理质量,降低非计划

性拔管发生率,提升家长满意度,缩短住 ICU 时间。 
 
 
PU-1121 

护理风险管理在急诊观察室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史源平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将护理风险管理应用于急诊观察室患者安全管理中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急诊观察室收治的 300 例急诊患者随机平分为对照组

､ 观察组各 15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护理风险管理。 
结果 观察组护理缺陷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 救物品完好率等高于对照(P<0.05)。 
结论 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可有效提高护理效果。 
 
 
PU-1122 

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机械通气期间人工气道的护理 
 

马歆
1,马歆

1 
1.郑州市儿童医院 
2.郑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针对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在进行人工通气的期间对人工气道的护理办法做出探讨和研

究。 
方法 研究对象为 18 例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对患者进行机械通气期间使用的人工气道进行

管理。 
结果 患者住院时间为 17.3d。在接受护理治疗后,痊愈患者为 17 例,有 1 位患者终止治疗离开医院,
本次研究的患者痊愈率为 94.44%。 
结论 对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进行机械通气的治疗期间,对人工通气管道的护理,有助于患者病情

的好转,使护理的质量得到很好地提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此种方法值得推广使用。 
 
 
 
PU-1123 

品管圈在提高儿科新入科护士静脉穿刺成功率中的应用 
 

郭娜,赵保玲,梁秋景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341 
 

目的 探索品管圈(QCC)在提高儿科新入科护士静脉穿刺一针成功率中的效果与体会。 
方法 开展“品管圈”活动,确定“提高儿科新入科护士静脉穿刺成功率”为本次品管圈活动主题,通过圈的

介绍､ 主题选定､ 活动计划拟定､ 现况把握､ 目标设定､ 解析､ 对策拟定､ 对策实施与检讨､ 效果

确认､ 标准化(制定流程)､ 检讨与改进十一项步骤。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本科室新入科护士静脉穿刺一针成功率较活动前有明显的提高。 
结论  通过开展本次品管圈活动,不仅提升了儿科新入科护士静脉穿刺技能,而且在护理管理思路､ 护

理创新､ 培训､ 优质护理服务等方面形成了无形成果,使大家学会了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提高了

科室护士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增强了科室团队的凝聚力,将卓有成效的对策列入科室护理管理制度中

并分享给同院所有科室。 
 
 
PU-1124 

2 例阑尾输出道可控性肠膀胱术患儿的围术期护理 
 

单晓敏,诸纪华,杨俊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总结 2 例阑尾输出道可控性肠膀胱术围术期的护理经验 
方法 护理重点为术前做好心理护理及肠道准备,术后予严密的病情观察,做好引流管､ 腹壁肠造口护

理,及时处理尿失禁等并发症,加强阑尾流出道居家清洁导尿､ 膀胱容量扩大训练及远期并发症预防

的宣教指导。 
结果 本组 2 例患儿经围手术期的治疗和护理后顺利出院,无护理并发症发生,出院后随访 1-2 月 2 例

患儿居家阑尾造口清洁导尿操作正确,无远期并发症发生。 
结论 术前的心理护理和良好的术前准备是基础,术后做好各项引流管､ 造口的观察和护理,正确指导

患儿及家长掌握造口间歇清洁导尿自我护理和定期门诊随访,能 大限度地恢复他们的生理功能､

延缓疾病的发展､ 减少远期并发症有一定的帮助,并对提高患儿的自理能力和生存质量起着重要的

作用。 
 
 
PU-1125 

小儿重症监护病房实施人性化干预的效果分析 
 

李聪慧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分析研讨小儿重症监护病房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方法 用随机抽取方法,从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间收治重症监护病房小儿患者中,抽取

80 例纳入讨论中,用随机数字法分组,40 例对照组(常规性护理)和 40 例研究组(人性化护理干预),观
察个患者狐狸状况,并进行讨论。 
结果 研究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92.50%)高于对照组(77.50%),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比死亡状况､ 住院时间,研究组 5%､ (13.3±5.1)d 低于对照组 20%､ (18.6±6.7)d,对比成功抢救率,
研究组 85%高于对照组 60%,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可将人性化护理干预应用到小儿重症监护病室中,降低患儿死亡可能性和住院时间,改善并维持

良好和谐的护患关系,促进患儿康复,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PU-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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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分诊模式在儿科急诊的应用管理 
 

戴潇雯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儿科急诊分级分诊模式管理方法及效果 
方法 选择本院急诊科 2016 年 6 月收治的 500 例患儿作为对照组观察对象,以急诊科 2016 年 7 月收

治的 500 例病患作为试验组对象。对照组由护士以传统方式人工分诊,试验组实施分诊安全管理,比
较两组护理质量评分与患者护理满意度  
结果 试验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是(96.2±1.4)分,较对照组的(81.3±2.5)分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5.4%,对照组为 74%,两组比较,试验组更高(P<0.05)  
结论 做好了儿科急诊分诊的护理管理,能够优化急诊护理服务流程,提高医疗服务满意度,降低医疗纠

纷及医疗风险  
 
 
PU-1127 

如何提高护士手卫生执行率 
 

吴谦,吴谦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5 

 
 
目的 通过对手卫生执行率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提高手卫生执行率。 
方法 通过对 2016 年 1 月到 6 月的护士手卫生执行率调查与实施手卫生改进措施后的 2016 年 7 月

到 12 月的手卫生执行率进行比较,总结实践经验与相关报道。 
结果 标准化手卫生术语,正确评价手卫生指标,充分了解手卫生急诊,避免手卫生观念误区,树立手卫

生新观念,整改后半年。手卫生执行率整改前提高 20%。 
结论  通过此次研究发现加强对护士培训和监督能有效提高护士手卫生执行率。 
 
 
PU-1128 

护理查房对提高儿科护士水平的效果研究 
 

王芮丽,吴跃伟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研究护理查房对提高儿科护士护理水平的效果。 
方法 将我院儿科的 41 名护士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对比研究在实施护理查房前后护士的护理水平变化

情况 
结果 实施护理查房后护士的理论知识得分情况和综合业务能力得分均显著高于实施护理查房之前

(t=12.11,11.80;P<0.05);且实施护理查房后护士对自身主观能动性､ 自我防范意识､ 专业知识掌握

度以及护患沟通能力等情况均显著高于实施之前(P<0.05) 
结论 护理查房可以有效的改善我院儿科护士的护理质量,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同时有助于护士对护

理技术的掌握,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PU-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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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 急性肺损伤患儿的呼吸支持 
 

陈欣,陈国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小儿重症肺炎是儿科常见疾病,病情进展快,部分出现急性肺损伤并进一步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急性肺损伤是一个连续的病理过程,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是这一病理过程的 严重阶段,
也是 终病理结局,肺功能障碍导致严重低氧血症,进一步序贯引起其他脏器功能不全甚至衰竭。重

症肺炎和急性肺损伤患儿常需使用呼吸支持技术概述有关技术的方法和临床效果。 
方法 概述有关呼吸支持技术的方法和临床效果。 
结果 小潮气量联合肺复张､ NCPAP､ 俯卧位通气在一定程度上对重症肺炎/急性肺损伤患儿的治疗

有积极作用。 
结论 小潮气量通气联合肺复张策略可以显著提高急性肺损伤患儿的肺顺应性和氧合功能,改善症

状。小潮气量联合肺复张治疗重症肺炎肺损伤患儿安全､ 有效,值得临床推广。NCPAP 应用于小儿

重症肺炎的治疗,能够有效缩短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缓解临床症状,提高治愈率,改善肺功能, 小儿重

症肺炎并呼吸衰竭行早期 CPAP 可改善病情及预后。俯卧位通气可改善急性肺损伤患儿的氧合,增
加尿量,恢复仰卧位通气后氧合改善,尿量增加仍持续存在,对于小儿急性肺损伤治疗有一定辅助作

用。 
 
 
PU-1130 

肱骨外髁骨折小儿患者应用舒适护理的分析 
 

唐璐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分析肱骨外髁骨折小儿患者应用舒适护理的效果。方法:我院在 2016 上半年收治的肱骨

骨折的患儿中筛选 109 例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入院时间前后,护理方式的不同分成两组,对照组患儿

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舒适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并对患儿进行半年的随访,比
较两组患儿肘关节功能评分恢复情况。结果:对两组患儿实施半年的跟踪随访,观察患儿的恢复情况

达到 94.55%的优良率,对照组患儿的恢复情况达到 83.33%的优良率,两组结果经比较差异显

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调查两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达到

96.36%,对照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达到 85.19%,两组结果经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肱骨外髁骨折小儿患者应用舒适护理的效果显著,患儿的恢复情况较好,家长的护理满意度

大大提高,值得临床推广。 
方法 111 
结果 2.1 两组患儿恢复情况比较   
对两组患儿实施半年的跟踪随访,观察患儿的恢复情况达到 94.55%的优良率,对照组患儿的恢复情

况达到 83.33%的优良率,两组结果经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恢复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 55 30 22 3 0 52(94.55%)    
对照组 54 25 20 8 1 45(83.33%)  
2.2 两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比较 
调查两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达到 96.36%,对照组患儿家长护理满

意度达到 85.19%,两组结果经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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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55 33 20 2 53(96.36%)    
对照组 54 26 20 8 46(85.19%)  
结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两组患儿实施半年的跟踪随访,观察患儿的恢复情况达到 94.55%的优良

率,对照组患儿的恢复情况达到 83.33%的优良率,两组结果经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调查两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达到 96.36%,对照组患儿家长护

理满意度达到 85.19%,两组结果经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肱骨外髁骨折小儿

患者应用舒适护理的效果显著,患儿的恢复情况较好,家长的护理满意度大大提高,值得临床推广。 
 
 
PU-1131 

品管圈在 1-4 岁脑损伤综合症患儿中康复护理健康教育中的影响 
 

李倩,吴跃伟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0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 1-4 岁脑损伤综合症患儿分别进行常规康复护理健康教育中的影响,并做护理效

果分析 
方法 选取 2012 年 3 月-2014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诊治的脑损伤综合症患儿,共 60 名,年龄均为 1-
4 岁,对照组与观察组的分组采用随机性原则,对对照组 30 名患儿给予常规康复护理健康教育,同时对

观察组 30 名患儿运用品管圈进行常规康复护理健康教育。对护理后的综合护理效果以及两年后生

长发育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患儿综合护理有效率为 93.33%,显著高于对照组 73.33%,P 值小于 0.05,统计学意义存

在;同时治疗后两年内生长发育比较的 DQ 评分观察组要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统计学意义存

在。 
结论 运用品管圈进行常规康复护理健康教育对 1-4 岁脑损伤综合症患儿的生长发育以及综合护理效

果提升幅度较大,值得借鉴与推广。 
 
 
PU-1132 

智力障碍儿童神经康复综合治疗临床观察 
 

柴红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神经康复综合疗法对智力障碍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55 例智力障碍患儿进行观察,其中智力发

育障碍和全面发育迟缓者分别为 25 例和 30 例,所有患者均予以神经康复药物､ 理疗和康复功能练

习治疗,并比较患者治疗前后智力改变情况。 
结果 25 例智力发育障碍患者经治疗后其治疗有效率为 52.0%,治疗前后患儿其操作智商､ 言语智商

以及总智商等明显优于治疗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0 例全面发育迟缓患儿

经治疗后其治疗有效率为 40.0%,治疗前后智龄､ 言语､ 精细动作､ 大运动等评分显著优于治疗前,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康复综合疗法有助于提高智力障碍患儿智商和智龄,该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font-style:italic;font-size:10.5000pt;mso-font-
kerning:1.0000pt;" >P<0.05);30 例全面发育迟缓患儿经治疗后其治疗有效率为 40.0%,治疗前后智

龄､ 言语､ 精细动作､ 大运动等评分显著优于治疗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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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3 

重症监护护理应用与小儿呼吸衰竭的临床 
 

李凯歌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研究重症监护护理应用与小儿呼吸衰竭的临床效果。 
方法 在我院 201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呼吸衰竭患儿中随机抽取 100 例进行临床研究,
根据数字法规律将所有患儿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50 例。其中对照组患儿选择常规基础模式护

理,研究组患儿选择重症监护护理,观察两组患儿病情的控制情况。 
结果 研究组患儿治疗后的控制率明显优于对照组,证明组间数据差距较大,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证明组间数据差距较大,具备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将重症监护护理运用到呼吸衰竭患儿的治疗过程中,可有效控制患儿病情,减少并发症和死亡情

况的发生,可在临床上大量推广。 
 
 
PU-1134 

浅谈对手足口留观患儿家属健康教育的体会 
 

曾玲,曾玲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帮助手足口患儿康复及预防手足口病 
方法 对手足口留观患儿及家属采用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包括理论知识讲述和现场实景教育等方

式。 
结果 患儿家属能掌握手足口病预防和疾病相关知识,提高自我护理能力,防止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儿

康复。 
结论 有效的健康教育能使家属掌握相关疾病知识和护理措施,有利于提高护理满意度,提高护理质

量。 
 
 
 
 
 
 
 
 
 
PU-1135 

影响患儿家长健康教育效果的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关玉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影响患儿家长健康教育效果的因素,探讨相应的护理对策,提高对 JL 童家长健康教育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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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5 年 3 月一 2016 年 3 月 98 例住院患儿家长填写的健康教育效果满意度问卷进行分

析。 
结果 护士对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力及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 采取的教育方法､ 教育的时间和频

率､ 对教育效果的评价和反馈､ 护患关系､ 患儿家长的主动学习意识等,是影响患儿家长健康教育

效果的主要因素。 
院患儿家长填写的健康教育效果满意度问卷进行分析。 
结论 应加深护士对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增强其进行健康教育的主动性和能力,激发家长主动学习

的意识,提高患儿家长健康教育的效果。 
 
 
PU-1136 

低龄低体重先心病围术期护理 
 

王维玲 
山东省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总结 245 例低龄低体重先心病手术临床资料,探讨其围术期护理措施并总结经验。 
方法 自 2015 年 05 月-2017 年 05 月两年内,我中心年龄≤3 个月且体重≤5kg 的先心病患儿 245 例,
男 135 例,女 110 例;年龄 0.5 小时~3 个月;体重 1.18~5kg;简单先心病 86 例,其中动脉导管未闭 16
例､ 房间隔缺损 8 例､ 室间隔缺损 52 例,重度肺动脉瓣狭窄 10 例;复杂先心病 159 例,主动脉弓缩窄

23 例､ 主动脉弓中断 18 例､ 肺动脉闭锁 9 例､ 完全型心内膜垫缺损 5 例､ 法洛氏四联症 35 例､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 30 例､ 右室双出口 10 例;完全性大动脉转位 26 例;肺动脉异常起源 3 例。

低龄低体重先心病患儿做好围术期护理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术前做好三方面工作,一､ 危重患

儿转运。二､ 建立绿色通道,明确诊断后,外科医生､ 手术室以及 ICU 护士等立即形成一组队伍,为抢

救患儿的生命赢得 宝贵的时间。三､ 前列腺素 E1 的应用 ,注意观察用药后反应。术后护理主要

包括六个方面:一､ 循环系统监护,监测心率､ 心律､ 中心静脉压､ 血压､ 体温的变化,警惕低心排综

合征,应用正性肌力药物,维持生命体征稳定;二､ 呼吸道管理,调整呼吸机参数,合理使用 PEEP,按需

吸痰,做好肺部护理,预防并发症。术后病情平稳尽早拔除气管插管,积极的拔管策略符合“快通道”心
脏外科的理念 。三､ 延迟关胸的护理,严格无菌操作,预防感染,做好引流管护理,预防心包填塞。四

､ 个体化的液体管理:术后早期用微量泵严格控制输液量及速度,合理使用利尿剂,量出为入,定时查血

气,保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五､ 重要脏器功能的维护;术后观察神经系统变化;及时增加肾灌注避免

急性肾功能衰竭;调整胃肠道功能,加强营养支持;做好皮肤护理,预防压疮。六､ 术后并发症的观察与

处理。  
结果 患儿在全麻下行手术,体外循环 200 例,非体外循环 45 例,姑息手术 12 例,术后监护时间 3-26 天,
呼吸机支持时间 5-166h。术后延迟关胸 52 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10 例,二次插管 6 例。死亡 2 例,
一例为术后低心排综合征,一例为家属放弃治疗。 
结论 充分的术前准备､ 熟练的手术技巧､ 良好的心肌保护是手术成功的重要因素。术后早期做好

延迟关胸的护理,保证循环稳定;中期根据病情选择 佳方案积极撤离呼吸机,重视心功能的维护;后期

加强抗感染及营养支持,保护重要脏器的功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PU-1137 

儿童 ICU 多重耐药菌调查与分析 
 

毛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调查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患儿感染耐药菌的分布特点,为控制耐药菌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10 月 84 例耐药菌感染的患儿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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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检出耐药菌种类共 14 种,耐药菌发生率为 7.9%,其中鲍曼比例 高,占 48.8%。耐药菌分布前

五位为鲍曼不动杆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 多重耐药菌､ 肺炎链球菌､ 铜绿假单胞菌,危重患儿感染

耐药菌以春季多见。 
结论 危重症儿童耐药菌感染发生率较高,耐药菌种类广泛,医护人员应加强重视与监测,做好消毒隔离

工作,避免耐药菌的传播。 
 
 
PU-1138 

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康复治疗的效果研究 
 

孔红梅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0 

 
 
目的 探讨对脑瘫患儿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对其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78 例脑瘫患儿,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的

38 例患儿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的 40 例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健康教育护理干预,然后对两组患儿的

护理效果进行观察和对比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属对康复知识的掌握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的护理配合度明

显比对照组好(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瘫患儿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提高患儿及其家属对康复知识以及家庭护理方法

的掌握程度,改善患儿的护理配合度,并提高患儿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效果确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U-1139 

布洛芬颗粒致儿童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 1 例护理体会 
 

马莹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结合临床,论述布洛芬颗粒导致儿童发生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 1 例护理体会 
方法 通过 1.环境要求及保护创面,2.皮肤护理,3.体会三方面论述。 
结果 通过精心的护理,患儿痊愈出院。 
结论 布洛芬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低,引起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的相对少见。病情复杂,病程长,护
理难度大,患儿心理负担大。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擅自服药,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避
免或使其危害降低到 低限度。在用药过程中还应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及时发现不良反应,加以处

理,尽量避免引起不良的后果。护理人员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熟练的操作技能,才能更好的服务患

者。 
 
 
PU-1140 

重症监护护理应用于小儿呼吸衰竭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余秋菊 
郑卅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分析研讨重症监护护理应用于小儿呼吸衰竭中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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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随机抽签方式,从我院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小儿呼吸衰竭疾病者中抽取

68 例纳入到讨论中,68 例患者按入院顺序分 34 例对照组和 34 例研究组,对比讨论两组护理状况 
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疗效 88.24%比对照组 73.53%高,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o.o5)。研究组总不

良反应 5.88%比对照组 20.59%低,组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o.o5) 
结论 临床可给予小儿呼吸衰竭疾病者重症监护护理方式,降低不良反应发生可能性,提升满意度,其推

广应用价值高 
 
 
PU-1141 

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措施与效果分析 
 

徐帆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分析机械通气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护理措施与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诊治的 72 例重症肺炎患儿,通过随机的方式

将其分成研究组与对照组,组间均 36 例;全部入选患儿均行机械通气治疗,对照组治疗期间实施常规

护理,研究组于对照组的基础上再实施全面护理干预,观察分析入选患儿的护理效果。 
结果 所有患儿均接受护理后,观察评价组间患儿的治疗效果显示,研究组较对照组明显提高(p<0.05),
对两组入选患儿的血气指标改善情况观察对比,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分析患儿的

住院时间,研究组较对照组明显减短(p<0.05)。 
结论 重症肺炎患儿的机械通气治疗期间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 
 
 
PU-1142 

小儿重症肺炎的 ICU 护理效果分析 
 

李艳杰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分析小儿重症肺炎的 ICU 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诊治的 124 例小儿重症肺炎患儿,以随机的方式将

入选患儿分成研究组与对照组,组间均 62 例;其中对于对照组患儿选取常规护理,对于研究组患儿实

施 ICU 护理干预,观察比较组间患儿的护理情况。 
结果 两组入选患儿均通过护理后,将组间患儿的治疗效率评价对比,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且观察分析组间患儿的体温恢复时间与住院时间等指标显示,研究组较对照组均明显缩短(p<0.05)。 
结论 重症患儿的临床治疗中实施 ICU 护理干预,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可将患儿的治疗效率明显提

高。 
 
 
PU-1143 

水胶体敷料在预防儿童直型留置针压疮中的应用 
 

石正辉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索水胶体敷料在预防儿童直型留置针压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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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 22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期间我院收治的 100 例实施直型留置针患儿,将
其抽签化分组,两组各有 50 例,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采用 3M 透明敷贴固定和水胶体敷料。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压疮发生率(2.00%)､ 疼痛评分(1.05±0.85)分､ 留置时间(2.48±1.84)d､ 受压程

度 I 度率(2.00%)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水胶体敷料在实施直型留置针患儿中效果显著,能够降低压疮发生率。 
 
 
PU-1144 

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现状的横断面调查 
 

王锐,李凤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了解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现状。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12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糖尿病门诊随诊的确诊为 T1DM 的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
纳入患者 456 例,通过问卷调查､ 体格检查以及实验室检查的方式收集患者临床资料,了解 T1DM 患

者胰岛素治疗情况及相关因素。 
结果 456 例患者中男 229 例,女 239 例。患者年龄 9.48(0.83-18.55)岁;病程 2.38(0.05-12.89)年。

体质指数(BMI)为 17.51(12.81-28.22)kg/m2;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为 7.53(4.4-14.9)%,其中

HbA1c<7.5%的患者占 55.9%,7.5-9%的占 29.8%,>9%的占 14.3%。选用常规治疗方案/强化治疗方

案/胰岛素泵治疗的患者分别为 44.7/47.1/8.1%(204/215/37 例)。采用不同胰岛素治疗方案的患者在

HbA1c 上没有显著差别(p>0.05),在病程､ 年龄､ BMI 和胰岛素剂量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方案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个体化选择,简单的方案在患病

早期也可起到同等的效果。 
 
 
PU-1145 

肠造口患儿照顾者自我效能研究现状 
 

唐文娟,屈文倩,叶红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40 

 
 
对自我效能的相关定义､ 肠造口患儿照顾者自我效能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旨在为建立肠造口患儿

家庭延续性护理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PU-1146 

戈谢病合并肺炎患儿在使用伊米苷酶期间的护理 
 

陈稳华,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总结戈谢病合并肺炎患儿在使用伊米苷酶期间的护理,提供相应的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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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及个人临床的护理经验,搜索戈谢病的病因及临床表现,诊断治疗等相关理

论,结合患儿的具体情况,如同时合并肺炎,制定出个性化的护理措施。 
结果 患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促进患儿的舒适,家长满意。 
结论  在对戈谢病合并肺炎患儿在使用伊米苷酶期间进行护理时,应根据患儿的病情特点及个体生理

､ 心理､ 社会､ 精神差异来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提高患儿治疗效果,改善患儿治疗后生活质量。 
 
 
PU-1147 

48 例婴幼儿高热惊厥的紧急处理和护理 
 

梁媛,李瑞霞,孟方方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研究婴幼儿高热惊厥的紧急处理和护理措施。 
方法 对 2013 年 11 月-2015 年 4 月期间我院紧急救治的 48 例高热惊厥婴幼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 
结果 经过紧急处理和护理,患儿体温 36.8±0.2℃,脉搏 71.6±2.4 次/min,收缩压 111.2±1.6mmHg,均
恢复至正常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婴幼儿高热惊厥的紧急处理和护理配合能够更快的解除患儿高热和惊厥,恢复呼吸功能,减少对

脑组织的损伤,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 
 
 
PU-1148 

小儿消化不良患儿应用整体护理的措施和效果观察 
 

李淑英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对整体护理在小儿消化不良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探讨。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2016 年 7 月在我院门诊接受治疗的 120 例消化不良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对照组 60 例患儿行常规护理,观察组 60 例患儿行整体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退热时间､ 止吐时间及止泻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临床症状

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小儿消化不良开展整体护理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儿预后,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149 

一例小儿回肠造口术后伤口感染至肠管外露的护理 
 

李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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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回肠造口术后伤口严重感染至肠管外露的患儿进行护理,有效收集造口排泄物,促进伤口愈合,
挽救生命,促进康复。 
方法 科学选用造口及辅助用品,有效收集造口排泄物,应用创面床准备理论,利用自制简易负压装置及

现代伤口敷料促进伤口愈合。 
结果 患儿 32 天愈合出院 
结论 封闭式负压引流术是近几年来临床探索开展的新的创口治疗方法,市面上该项技术所使用的装

置大多为套装式,造口治疗师在对该项技术的原理及用材要求理解掌握的基础上,使用各种相对价格

较低的材质替代,自制简易封闭式负压引流装置处理各类慢性伤口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造口治疗师必须掌握现代伤口护理的理念及护理技巧,对伤口做出正确全面的评估,熟练根据伤口不

同时期及护理目的选用合适有效的现代伤口敷料。 
创面床准备理论将伤口湿性愈合理念,贯穿伤口护理全过程。 
 
 
PU-1150 

小儿重症监护病房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李瑞霞,尚华,王希萌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人性化护理干预在小儿 ICU 的实行效果。 
方法 择取我院小儿 ICU 于 2014 年 9 至 2015 年 9 月收治的 90 例儿童患者,根据其入院的先后顺序

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每组各 45 例,参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患儿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

人性化护理。在治疗一段时间后,比较两组患儿的抢救成功率,使用我院自制护理评分表来对比两组

患儿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患儿抢救成功率为 95.6%(43/45),参照组抢救成功率为 75.6%(34/45),实验组护理满意

评分为(98.7±1.2)分,参照组护理满意评分为(90.3±1.4),实验组患儿的抢救成功率和护理满意度均显

著高于参照组患儿,两组间差异在统计学层面上存在意义,P<0.05。 
结论 在小儿 ICU 护理工作中应用人性化护理,能够有效提升抢救成功率和护理满意度,效果令人满意,
临床上值得推广和应用。 
 
 
PU-1151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 30 例临床护理 
 

梁媛,李瑞霞,关悦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究对过敏性紫癜疾病患儿予以中医与西医联合治疗方法的临床效果。 
方法 择取我院于 2012 年 5 月到 2014 年 8 月收治的过敏性紫癜患儿 60 例,将其以随机抽样的方法

进行分组研究,即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儿接受单一的西药治疗方法,实验组予以

中药和西药联合的治疗方法,对比两组患儿的整体治愈率。 
结果 实验组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其治愈率为 22(73.33%),有效率为 5(16.67%),无效率为

3(10.00%),总体有效率为 27(90.00%);对照组患儿的治愈率为(26.67%),有效率为 12(40.00%),无效

率为 10(33.33%),总体有效率为 20(66.67%)。P<0.05,两组差异于统计学而言有意义。P<0.05,两组

差异于统计学而言有意义。 
结论 中西医联合的治疗方法对于过敏性紫癜患儿的整体治疗效果较为显著,可广泛应用于过敏性紫

癜患儿的治疗过程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352 
 

 
PU-1152 

儿内科家长课堂对患者依从性及健康教育满意度影响探究 
 

宋佳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究科内开展家长课堂,对科内具体护理治疗开展时患儿及家长的依从性,和健康教满意度的影

响 
方法 历时三个月累计选取本科室收治入院的 300 位患儿及家属参与本课题,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150 例,对照组采取传统宣教方式进行宣教,观察组采取传统宣教方式加用家长课堂进行宣教。

统计进行护理操作两组的依从例数,和对宣教相关知识及对健康教育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结果 观察组护理操作时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对健康宣教知识掌握正确率,及满意度均高

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在传统健康宣教基础上开展家长课堂,可以明显提高患儿及家属的依从性和健康教育满意度,以
家长课堂为引导拓宽健康教育思路和模式,提高儿内科健康教育效果,提升优质护理服务,值得推广应

用。 
 
 
PU-1153 

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手足口病康复的效果分析 
 

王婷婷,吴跃伟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究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手足口病康复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手足口病康复治疗的 120 例患儿,将所有患

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对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护理,对观察组患儿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

行综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 护理满意度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以及护理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的并发症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手足口病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在临床广泛

推广应用。 
 
 
 
 
 
 
 
 
PU-1154 

脑损伤儿高压氧治疗过程中留置套管针的观察与护理 
 

周霞,黄高贵,张雁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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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脑损伤儿高压氧治疗过程中浅静脉留置套管针的安全护理。 
方法 对 58 例脑损伤儿行高压氧治疗,观察留置针存在的问题并进行针对性护理。 
结果 58 例脑损伤儿在高压氧治疗过程中未出现留置针漏液(接口处､ 针尾)､ 套管脱落､ 套管堵塞

､ 断裂等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实行针对性护理是保证带管患儿安全行高压氧治疗的有效措施。 
 
 
PU-1155 

品管圈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李柯,曹哲,郑璨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如何将品管圈活动应用在护理工作中 
方法 将 PDCA 理念运用到日常护理工作实践中,不断将外在规范化要求进行内化,形成一种自觉行

为。 
结果 品管圈活动在护理人员中开展是行之有效的, 能提高护理人员参与管理意识和护理管理制度执

行力,是提高护理人员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方式。 
 
 
PU-1156 

精细护理对结肠水疗治疗小儿便秘的护理效果分析 
 

李柯,曹哲,郑璨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精细护理对结肠水疗治疗小儿便秘的护理效果。方法:选择 72 例行结肠水疗治疗小儿便秘

的患者,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59 例。试验组患儿给予精细护理,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分析

两组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在我院 130 例行结肠水疗的小儿便秘患儿为研究对象,经筛选

有 118 例符合纳入标准,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59 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 ) 
结果 出院 3 个月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症状评估积分､ 心理评估积分及生活质

量积分有明显差异(p<0.05),提示精细护理组优于常规护理组。 
结论 对行结肠水疗治疗小儿便秘的患儿采用精细护理有极高的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 
 
 
 
 
 
 
PU-1157 

208 例非尿流改道尿道下裂修复术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李秋蓉,周霞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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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非尿流改道尿道下裂患儿围手术期的护理方法,提高专科护理水平。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9 月期间,在昆明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接受尿道下裂Ⅰ期修复术

的 208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围手术期的护理经验。 
结果 总体治愈 166 例患儿,治愈率 79.8.%;其中初次手术 163 例,治愈 134 例,治愈率 82.2%;再次手

术 45 例,治愈 32 例,治愈率 71.1%。 
结论 尿道下裂修复术中直接采取留置硅胶 Foley's 导尿管直接引流尿液,简化了手术操作步骤,避免

了因膀胱造瘘等尿流改道术给患儿带来的痛苦,术后通过精心观察和护理,可以达到充分引流尿液的

作用,缩短了患儿的住院时间､ 减轻了患儿痛苦,降低了相关医疗费用,值得推广。 
 
 
PU-1158 

普外科患儿家长健康宣教需求的调查研究 
 

宋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了解普外科患儿家长对于实施健康宣教内容及方式需求的调查研究。为临床更有效率的进行

健康宣教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 2016 年 9 月到 2016 年 11 月 100 名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普外科的患儿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共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 100 份,回收率为 100%。患儿家长对于健康宣教的需求程度较高。其

中对于出院方面及住院初期的健康宣教内容需要程度更高,包括伤口护理､ 出院带药服用后反应观

察､ 何时恢复正常生活等。患儿家长主要期望的宣教途径为与医务人员交流､ 微信公共账号等网络

平台,进行宣教的时间为平时护理工作中。 
结论 普外科患儿家长对于疾病健康宣教需求程度很高,护理人员应当利用恰当的时机对患儿家长进

行更有效率的健康宣教。通过与家长交流､ 网络平台等等多种方式满足患儿家长对于宣教的需求。 
出院方面及住院初期的健康宣教内容需要程度更高,包括伤口护理､ 出院带药服用后反应观察､ 何

时恢复正常生活等。患儿家长主要期望的宣教途径为与医务人员交流､ 微信公共账号等网络平台,
进行宣教的时间为平时护理工作中。 
 
 
PU-1159 

6S 管理法在库房管理中的应用 
 

李少晗,秦秀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为解决临床科室医用耗材放置不规范､ 过期等问题。 
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类试验研究。对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门急诊科的医用耗材采用 6S 管理法

进行管理,并比较 6S 管理前后的效果。 
结果 实行 6S 管理之前的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共发生医用耗材过期 7 种,医用耗材放置不规

范 19 种,实行 6S 管理后的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无医用耗材过期现象,医用耗材放置不规范

3 种。 
结论 采用 6S 管理法对临床科室的医用耗材进行管理可以杜绝医用耗材过期现象,改善工作人员物

品放置不规范的行为。 
 
 
PU-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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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新生儿先天性双侧后鼻孔成形术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王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探讨新生儿先天性双侧后鼻孔成形术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对 2 例新生儿先天性双侧后鼻孔成形术患儿进行术前早期识别及诊断､ 建立用口呼吸,术后保

持扩张管的通畅､ 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出院前给予家庭护理的操作指导,出院后给予跟踪随访。 
结果  2 例患儿术后恢复良好,成功撤除扩张管,建立经鼻呼吸,预后良好。 
结论 先天性后鼻孔闭锁在临床上少见,发病率低,双侧后鼻孔闭锁 危险,病因认为与胚胎发育异常有

关,手术是治疗先天性后鼻孔闭锁的唯一方法。术后扩张管的放置起到支撑和防止粘连再次闭锁的,
扩张管一般放置 3 个月左右,因此,有效预防扩张管脱落､ 堵塞和周围皮肤糜烂破损,是获得手术成功

和防止再次闭锁的重要保证。根据患儿住院期间的康复情况,针对性给予家庭宣教指导,要求定期随

访,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PU-1161 

以家庭为中心的导诊模式在门诊分诊中应用的效果观察 
 

戴冬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导诊模式在门诊分诊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8 月~2017 年 5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 800 例患儿家长,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0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导诊模式进行护理,比较两组患儿家长对就

诊环境､ 维持就诊秩序以及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变化。 
结果  通过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导诊模式,实验组患儿家长对就诊环境､ 维持就诊秩序以及对护理工

作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值<0.01)。 
结论 在门诊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导诊模式,直接提升了医院的品牌,提高了护士整体素质,有利于护理

事业发展;重视了与患儿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拉近了护患之间的距离,减少了护患矛盾,提高了患儿家

长的满意度。 
 
 
 
 
 
 
 
 
 
 
PU-1162 

新生儿胫后动脉采血的临床应用及效果分析 
 

陈红霞 
池州市人民医院 2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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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胫后动脉穿刺法在新生儿采血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 240 例需采血的住院新生儿,随机分为 2 组,其中 A 组 120 例采用胫后动脉穿刺,B 组 120
例采用桡动脉穿刺,将 2 组的一次穿刺成功率､ 穿刺部位青紫范围进行比较。 
结果 胫后动脉穿刺点的青紫范围小于桡动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成功率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掌握了胫后动脉的解剖定位和穿刺技巧后,可在新生儿采血中推行胫后动脉穿刺法。 
 
 
PU-1163 

品管圈护理管理对小儿泌尿外科手术质量 
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效果研究 

 
高学菊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探讨品管圈护理管理对小儿泌尿外科手术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效果。方法 将我院收

治的 60 例泌尿外科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的收治时间在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实施品管圈护理。比较两组的手术质量及护理

满意度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患儿入院后按照常规诊疗流程开展护理工作,进行相关文书记录。 
观察组采取品管圈管理,具体措施如下: 
   (1)成立品管圈小组:选定 10 名护理人员加入品管圈小组,由护士长担任组长,小组成员定期学习品

管圈管理知识,并由护士长对组员的护理表现进行考核。                        
   (2)选定主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头脑风暴等方式[2],并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确定主题, 终将如何

提高小儿泌尿外科手术质量及护理满意度作为主题。 
   (3)护理管理:加强培训力度,组织组员参加培训,学习如何做好手术护理的专业操作技能,并在培训过

程中加强其职业意识[3];强化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要求护理人员正确识别患儿的身份､ 信息,信息核

对应确保 2 遍以上,杜绝识别错误事件的发生[4]。 
   (4)评估和反馈 :定期召开品管圈会议,对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分析和讨论,完善相关资料,
并以小组会议的形式探讨解决方案,进一步达到确保手术质量的目的[5]。 
    1.3   观察指标 
    于护理管理结束后,对管擦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质量总分和护理满意度评分进行观察,手术质量

总分和护理满意度评分均与护理管理效果呈正比关系。手术质量总分包括护理文书､ 消毒隔离､ 行

为规范､ 手术室护理配合等方面,总分在 0 ~ 100 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使用模糊数字评分法评定,总分在 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满意度越高。 
    1.4   数据处理 
手术质量总分和护理满意度评分使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和数据分析,以 95% 作为可

信区间,手术质量总分和护理满意度评分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当 P< 0.05 时,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的手术质量总分和护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 0.05),具体详情

见表 1 所示。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手术质量总分和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表(分)  
   组别              手术质量总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n=30) 86.03±10.16*      90.28±8.04* 
对照组(n=30) 70.36±11.34       75.76±10.03 
注:与对照组相较, * P < 0.05 
结论 品管圈护理管理对提高小儿泌尿外科手术质量及护理满意度,均有积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357 
 

 
 
PU-1164 

人文关怀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 
 

秦杰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方法: 方法将 2015 年 1 月至 2 017 年 1 月在我科住院的

400 例患儿随机分为试验组(人文护理组) 200 例,对照组(常规护理组)2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整体

护理模式,试验组在实施整体护理的同时进行人文关怀护理模式,通过问卷调查比较两组的满意率。 
方法    1.2.1 建设舒心的医疗环境 
患者进入医院首先接触的是医院的整体环境。环境不仅影响着患者在接受护理中的心理与行为,同
时也影响护理工作人员的情绪以及工作态度。作为幼儿患者,他们希望能够在自己所喜欢的环境中

接受护理,而作为幼儿家长,更是希望护理环境能够体现出安静､ 温馨的特点。所以针对更加具有特

殊性的儿科患者,医院需在环境方面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在病区环境的设计中,不仅要确保病室的采

光､ 通风､ 温度以及湿度能够满足幼儿的舒适性要求,同时有必要在细节方面作出改善,如使用防滑

地板､ 卡通笔画､ 动画造型,改变墙壁颜色､ 被褥颜色,增加电视并播放动画片等。1.2.2 提供贴心的

服务质量 
对于患者来说,医护工作者更多的是扮演阿姨､ 姐姐等较亲切的角色。所以作为护理人员,应通过使

用文雅的举止､ 轻柔的动作来开展护理工作,同时护理人员要重视与幼儿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消除幼

儿对护理工作者所具有的陌生感,并体现出儿科护理工作所具有的人情味。由于儿科患者年龄范围

大,心理活动差异大,陌生环境､ 疾病折磨,使他们的心理更加脆弱,比健康孩子更需要细心的照顾和关

怀。所以在护理工作中必须掌握患者心理特点,加强与家长及患儿沟通,引导患者适应新环境,使其早

日康复。 
结果 试验组患儿中,父母对护理非常满意 165 例,满意 25 例,不满意 10 例,满意率为 95%;对照组患

儿中,父母对护理非常满意 130 例,满意 46 例,不满意 24 例,满意率为 88%。试验组患儿父母护理满

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儿家长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试验组     200       165        25      10        95 
对照组     200       130        46      24        88 
注:P < 0.05 
结论 人文关怀应用于儿科护理中以后,紧张的医患关系也得以明显改善,护患关系满意度得以显著提

升,同时还有效的减少了医患纠纷的发生。因此,在儿科患者的临床治疗及护理中推广人文关怀刻不

容缓,而且势在必行。 
 
 
 
 
 
 
PU-1165 

系统化护理干预用于小儿病毒性脑炎患儿效果探讨 
 

常颖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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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系统化护理干预在小儿病毒性脑炎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于 2013 年 1 月~2014 年 2 月来院治疗的小儿病毒性脑炎患儿 98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儿科常规护理)49 例,和观察组(儿科常规护理+系统化护理干预)49 例,比较两

组患儿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和住院时间。 
结果 观察组患儿头痛､ 发热､ 呕吐､ 惊厥及意识障碍等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住院时间分别为(15.43±1.87)d,(8.23±1.23)d; 观察组

患儿住院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14,P=0.0185)。 
结论 对小儿病毒性脑炎患儿实施系统化护理干预临床效果确切,可有效缓解患儿临床症状,促进病情

恢复。 
 
 
PU-1166 

如何提高儿童护理质量 
 

丁碧玉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如何提升儿科护理服务高质量。方法:充分认识和了解患儿及其家长心理需求和对疾病本身的

认知。 
方法 孩子生病,家长的精神状态也会较之平常的生活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孩子。孩子病后,父母心理会

产生罪恶感和焦躁感,家长会表现出超出平常的关心,大都迁就孩子。以征求的语言问话,如,你想吃什

么?你想做什么?即使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家长也能应允等等,亲昵的言语加重患儿“自我为中心”
感孩子生病住院,这样就给孩子造成错误的思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同时,也会助长孩子的娇气和

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 
针对儿童生病期间,儿童和家长的心理状态,我们做为护理人员应该在精神状态､ 心理分析以及护理

技术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 
首先,要在儿科急救工作中,必须做到分秒必争,准确无谋地执行医嘱。儿童是家长的心头肉,也是我们

的服务对象,孩子生病,我们作为护理人员应该及时准确的执行医嘱,使对症治疗及时到位,这样不仅可

以使孩子及时获得治疗,同时可以缓解孩子和家长的紧张情绪,使治疗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道德素质对患儿的影响儿科护士每天接触的是正在长身体､ 长知识的儿童。成人的言谈举止

､ 行为作风都对小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仅要求儿科护士应具备一般层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而且还需具有儿科护士特殊的素质要求。对待工作要细致､ 认真､ 负责､ 一丝不苟;动作轻柔､ 敏

捷。小儿在接受有效治疗的同时,也受到良好的薰陶。 
再次,要学会与小儿沟通思想与感情,以取得他们的信赖。患儿接受措疗时,医护人员的态度要和蔼､

耐心､ 温柔。护士一面提高穿刺技术,一面鼓励､ 安慰,使患儿逐渐适应,还要不断与家长交流信息。

全面了解患儿的社会心理和健康情况,为有效措疗提供可靠依据。 
后,也是 重要的,要有丰富的学识,业务的熟练程度,直接影响着患儿的生命。儿科护士不但要有层

疗､ 护理营养､ 医学,教育网收集整理预防保健等知识,而且要掌握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以及一些

基本的自然科学､ 文学､ 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做到观察仔细,考虑周到,操作

准确,技术精湛。 
结果 使患儿得到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结论 使患儿得到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PU-1167 

湿润烧伤膏联合自粘性弹力绷带在尿道下裂术后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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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娟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2 

 
 
目的 探讨湿润烧伤膏联合自粘性弹力绷带在尿道下裂术后的护理效果,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新的方

法和依据 
方法 选取尿道下裂患儿 60 例,均采用尿道下裂改良 Sndgrass 手术方式手术。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

30 例,术后创面护理采用湿润烧伤膏联合自粘性弹力绷带;对照组 30 例,采用传统的尿道下裂术后护

理。 
结果  试验组患儿术后第 10､ 15､ 20 天换药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伤口水肿､ 红肿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试验组患儿愈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尿道下裂术后创面护理采用湿润烧伤膏联合自粘性弹力绷带可以明显降低伤口红肿､ 水中的

发生,有利于伤口的愈合,是一种可供临床使用和进一步推广的护理方法。 
 
 
PU-1168 

优质护理在儿童康复护理中的运用 
 

蒋萌烨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优质护理运用在儿童康复护理中的效果进行探讨。 
方法 选取我院儿科在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 58 例儿童患者,将其随机分为参照组与研

究组各 29 例,参照组进行常规康复护理,研究组在参照组基础上再进行优质护理,对比两组患儿的护

理效果。 
结果 研究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 
结论 在儿童康复护理中实施优质护理能够使护理效果得到明显提高,患儿的语言能力､ 生活自理能

力以及社交能力等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提高了患儿的治疗效果,值得加以推广。 
 
 
PU-1169 

新生儿科双语医患沟通在南疆地区的实践经验和结果评价 
 

刘于皛
1,何珂骏

2,3 
1.上海健康医学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3.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在南疆喀什地区使用汉､ 维双语对新生儿科住院患儿家长进行医患沟通的效果。 
方法 对住院新生儿选取不同民族医护人员与患儿家长沟通的病例,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对双方进行

医患沟通效果的调查。双方共性的调查内容包括性别､ 民族､ 沟通时使用的语言､ 对疾病预后的主

观认识(4 分李克特量表)和对治疗的期望(5 分李克特量表);家长调查内容还包括与患儿的关系､ 年龄

､ 教育程度;医护人员调查内容还包括从业年限。 
结果 研究共纳入 107 对不同民族间医患沟通对象。总体上,患儿家长与医护人员对疾病预后的认知

程度存在显著差异(κ 值 0.12-0.30),家长比医护人员更倾向于认为“可以完全治愈”(P<0.01)。家长和

医护人员对预后和治疗目标的认知随选取疾病､ 家长教育程度和医护人员的从业年限而存在差异。

对于汉族医护人员,主动使用维语与维吾尔族病人家长进行医患沟通有助于提高医患双方对疾病预

后和治疗目标认识的一致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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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新生儿医患沟通中应注意到家长和医护人员对疾病预后和治疗目标上认知的差异,在南疆地

区,主动开展双语医患沟通有助于增进医患双方的理解。 
 
 
PU-1170 

小儿腹腔镜隐睾围术期护理体会 
 

曹亚青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小儿腹腔镜隐睾围术期的护理体会 
方法 对 56 例患儿进行术前术后护理观察 
结果 56 例患儿治愈率百分之百,均未发生复发及并发症 
结论 掌握小儿腹腔镜隐睾围术期护理特点,全面高质量地做好术前护理,心理护理及术后知识宣教,是
手术顺利地关键。 
 
 
PU-1171 

健康教育执行单在小儿尿道下裂术后家属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陈桂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提高尿道下裂术后家属对健康教育知识掌握率提高伤口甲级愈合率,提高家属满意度。 
方法 应用健康教育执行单对尿道下裂术后家属进行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将 2016 年 1--7 月的 100 例

尿道下裂病人随机分 2 组,实验组采用健康教育执行单进行健康教育,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健

康教育。 
结果 实验组家属出院时对健康教育的满意度和伤口的甲级愈合率均有所提高,特别是健康教育知识

掌握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在尿道下裂术后应用健康教育执行单开展健康教育,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法,值得推广。 
 
 
PU-1172 

追踪管理法在儿童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的管理中的应用 
 

陈瑶瑶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追踪管理法在儿童导管相关尿路感染质量管理中的应用,以期降低儿童导尿管患儿尿路感

染率。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对本院泌尿外科收治的 60 例儿童导管患儿应用追踪管理法实施

管理,包括成立追踪管理小组､ 制定医院感染质量评价要点,通过追踪管理系统对儿童导尿管患儿尿

路感染进行全面质量评价,比较追踪管理法实施前后患儿护理质量及尿路感染发生情况。 
结果 追踪管理法实施能有效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知识､ 尿路感染知识､ 消毒隔离知识､ 多重耐药

菌管理､ 导尿管管理等方面知识水平。追踪管理法实施后患儿尿路感染发生率､ 多重耐药菌检出率

明显低于实施前(P<0.05),且实施后患儿家属满意率高于实施前(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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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追踪管理法有利于提高儿童导尿管患儿尿路感染管理质量,预防多重耐药菌发生,对降低患儿尿

路感染,改善患儿预后有良好的效果。 
 
 
PU-1173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酸中毒及卒中 
样发作综合症并发心律失常 1 例的护理 

 
郭丽凤 

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目的 探讨线粒体脑疾病伴高乳酸血症和卒中样发作综合症并发心律失常的急救及护理 
方法 通过病例回顾性分析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伴高乳酸血症和卒中样综合症并发心律失常患儿的病

情演变过程及发生癫痫持续状态并发心律失常的急救及护理 
结果 经精心护理及急救,该例患儿未发生护理并发症,患儿家长能正视疾病,保持平和的心态,与医护

人员齐心协力,积极参与对患儿的照护,使患儿转危为安。 
结论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酸中毒及卒中样发作综合症并发心侓失常成功的关键是抽搐时的呼

吸道护理､ 镇静止惊药物的合理使用及观察､ 心律失常的早期识别､ 循环系统的监护､ 抗心律失常

药物及血管活性药物的正确使用及观察,后期辅以营养的支持､ 康复功能的锻炼､ 家庭系统的支持

是延长患儿生命､ 提高患儿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PU-1174 

影响小儿静脉输液速度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王敏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1 

 
 
目的 探讨影响小儿输液速度的原因及对策 
方法 随机筛选 2017 年 1-5 月在我科留观输液的 100 例患儿,其中男 52 例,女 48 例,年龄,性别,穿刺

部位,病情与诊断等无统计学因素差异,通过观察分析患儿的体位变化,输液距离,情绪因素,血管因素

及护理人员的相关专业知识与责任心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结果 小儿体位变化,输液距离,情绪因素,血管因素等都会影响小儿静脉输液的速度。 
结论 通过对小儿静脉输液速度的原因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有效地改善了小儿输液速度的变

化。 
 
 
 
 
 
 
 
PU-1175 

洗鼻头在保护氧气装置接头中的巧用 
 

谢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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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氧气装置在临床工作中应用非常广泛,以往氧气装置接头处使用无菌纱布包裹,需要定期更换纱

布,而且纱布包裹不牢固且不美观。为保护氧气接头处整洁美观,不脱落,我们采用了一种新型简易帽

来保护氧气装置接头处,效果良好。 
方法 利用小儿洗鼻管的头,用剪刀裁剪掉多余的部分,再利用口罩上面的线,固定在氧气表上,方便随

时使用。 
结果 防止灰尘污垢附着在氧气瓶口 
结论 可用于氧气表瓶口接口处,更方便清洁。 
 
 
PU-1176 

317 护-应用于儿科宣教的成效分析 
 

张丽艳,林小辛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317 护-护士健康宣教助手应用于儿科护理的临床效果分析,提高儿科治疗效果 
方法 根据随机性原则选取从 2016 年 9 月—2017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儿科住院治疗的患儿 68 例,将
68 例确诊为儿童疾患患儿作为临床研究对象,随机盲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34 例,观察组 34 例,两组患

儿在管床医生的指示下进行治疗,遵循医嘱,对照组患儿在采取治疗外进行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儿

在采取治疗外进行 317 护-护士健康宣教助手应用于儿科护理,在患儿治愈后观察两组患者治愈情况

以及住院时治疗和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分析更好的护理方法,提高儿科护理的临床效果。 
结果 表 1 结果显示,显效患儿中观察组 19 例(55.88%)略多于对照组 12 例(35.29%),无效患者中对照

组 11 例(32.35%)远远高于观察组 3 例(8.82%),表 2 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经治疗后满意度情况,对照

组满意人数为 26 例(76.47%),观察组满意人数为 34 例(100.00%),对组组不满意人数为 8 例

(23.53%),观察组不满意人数为 0 例(0.00%),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317 护-护士健康宣教助手应用于儿科护理的临床效果相对传统护理模式比较,治疗效果好,在医

患关系的方面有一个缓冲作用,满意度高缓解了历来紧张的医患关系,临床治疗过程中可推荐使用。 
 
 
PU-1177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酸中毒及卒中 
样发作综合症并发心律失常 1 例的护理 

 
郭丽凤 

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目的 探讨儿童线粒体脑肌病患儿伴乳酸酸中毒及卒中样综合症并发心律失常的急救及护理。 
方法 通过病例介绍,回顾分析儿童线粒体脑肌病患儿的病情演变过程､ 临床表现,找出此例患儿抢救

成功的关键点。 
结果 经精心护理,患儿未发生护理并发症,患儿家属能正视该疾病,与医护人员齐心协力,保持积极､

乐观的心态,耐心参与对患儿的照护,使患儿转危为安。 
结论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酸中毒及卒中样发作综合症并发心侓失常成功的关键是抽搐时的呼

吸道护理､ 镇静止惊药物的合理使用及观察､ 心律失常的早期识别､ 循环系统的监护､ 抗心律失常

药物及血管活性药物的正确使用及观察,后期辅以营养的支持､ 康复功能的锻炼､ 家庭系统的支持

是延长患儿生命､ 提高患儿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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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8 

年长儿骨髓炎患儿的心理护理 
 

华延晓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针对化骨髓炎患儿治疗期间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原因分析,给予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方法,从而有

效减轻患儿及家长的心理负担､ 缩短病程､ 提高就医体验､ 减轻家庭负担。 
方法 将 2015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我科收治的 4-12 岁的 30 例骨髓炎患儿围术期进行有效心理护

理,同时指导患儿家属积极参与疾病护理。 
结果 本组 30 例患儿通过疾病常规护理加有效心理干预的全方位护理后,无一例发生医疗纠纷且患方

对治疗效果较为满意。 
结论 长骨髓炎患儿围术期有效的心理护理在疾病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PU-1179 

腹腔镜手术治疗新生儿及小婴儿食道裂孔疝 
 

朱贞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5 

 
 
目的 探讨腹腔镜手术治疗新生儿及小婴儿食道裂孔疝的安全性 ,手术时机和疗效 
方法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对 23 例患有食道裂孔疝的新生儿及小婴儿施行了腹腔镜下食道

裂孔修补+Nissen 胃底折叠术, 手术年龄 9-105d 平,均 45- 23 d ;体重 1.8-4.6kg ,平均 3.3 -1.1 kg。
所有病例术前均经消化道造影明确诊断 ,手术在肝撑及牵引条辅助下, 贲门食管区暴露理想, 游离腹

段食道 2-4cm ,4-0prolene 线缝合修补食管裂孔 ,借助食管探条或操作钳直接测量修补后食管裂孔

大小 ,胃底折叠 360 度 包绕食管 Nissen 。 
结果 所有其中 20 例在腹腔镜下顺利完成手术,有 3 例中转开刀手术。手术时间 83-162min ,平均 
115 -25 min,术中出血量 2-5ml, 术后 24-72h 进食, 术后住院 7-13d ,平均 9 1.-8 d。23 例患儿获得

术后随访 3 个月-3 年 2 例失访 1 例复发 经开腹食道裂孔修补术治愈 3 例患儿存在 2 次以上肺部感

染 术后 12 个月营养状况达到同龄儿童标准的比例是 95%(19/20) 
结论 腹腔镜手术在食道裂孔疝的治疗中具有微创 ,美观优势 ,适宜的操作器械, 精细的术中操作是开

展新生儿及小婴儿手术的基本要求。. 
 
 
 
 
 
 
 
PU-1180 

 新生儿幽门梗阻经脐部双切口腹腔镜手术配合及护理 
 

胡超群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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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新生儿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的手术配合及护理对策。 
方法 对 68 例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的手术患儿进行观察和护理。 
结果 68 例新生儿术后恢复良好,未发生护理并发症。 
结论 做好新生儿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的术中配合和护理,能减少术后并发症,提高治愈率,良好的术

中护理是手术成功的保障。 
 
 
PU-1181 

呼吸道管理在小婴儿肺炎伴呛奶中的护理体会 
 

宋玉凤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呼吸道管理在护理小婴儿肺炎伴呛奶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按照入科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 85 例与对照组 84 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实验组根据

小儿呼吸道的特点,分析引起呛奶的原因,抓住吸痰管理,健康指导,雾化吸入,背部叩击等几个关键环

节帮助患儿排痰,对比两组患儿的呛奶发生率。 
结果 实验组患儿呛奶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5) 
结论 呼吸道管理在减少肺炎患儿呛奶发生率中有明显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U-1182 

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的临床护理分析 
 

雷贞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研究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的临床护理方法与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小儿骨科于 2015-2016 年收治的 86 例小儿肱骨髁上骨折,随机分成 2 组,对照组给予

骨科常规护理,干预组接受常规护理和综合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者骨折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

发生情况以及肘关节功能和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 
结果 干预组骨折愈合时间,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且肘关节功能优良率为 93.0%,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 72.1%;干预组患者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95.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9.1%(P<0.05)。两组患

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为肱骨髁上骨折患儿提供科学合理的治疗与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促进患骨折的痊愈,改善患儿

的肘关节功能,预后良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183 

关于儿科护理的安全问题研究 
 

金嫄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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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和掌握在儿科护理中护理安全的影响因素并研究预防措施. 
方法 总结分析儿科中常见的影响护理安全的因素,并根据此因素制定相应的措施。 
结果 影响儿科护理安全的主要因素主要是护理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护理人员技术因素､ 护理人员

资源配置､ 护患沟通不利等因素,临床上加强业务的培训通过加强护理安全管理及对护理人员,提高

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避免护理安全的隐患。 
结论 护理安全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轻易忽视,要重视儿科的护理安全,尽量减少护理不安全的因

素,把护理的不安全因素扼杀在萌芽中。在临床中应当采取规避措施,提高护理的安全质量。 
 
 
PU-1184 

综合护理在新生儿黄疸蓝光治疗中的临床效果分析 
 

陈芳芳,李崇寿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在新生儿黄疸蓝光治疗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新生儿黄疸病例 120 例,依据随机对照表法

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在治疗期间,对照组采取药物治疗联合蓝光照射以及常规护理,
观察组既药物治疗联合蓝光照射治疗也实施综合护理。对两组患者之间的治疗效果､ 家属满意程度

､ 血生化指标以及不良反应等进行比较。 
结果 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86.7%,观察组患儿治疗有效率为 98.3%,观察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生化指标结果显示,经过治疗后各组患儿的总胆红素,
游离胆红素,结合胆红素水平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皆下降,同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不良反应率为 25.0%,观察组不良反应率 10%,观察组不良反应率明显少于对照组,
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满意度为 83.3%,观察组满意度为 95.0%,观察组满意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护理在新生儿黄疸蓝光治疗中效果显著,改善血生化指标,提高了满意度,减少不良反应,具
有一定的临床推广价值。 
 
 
PU-1185 

循证护理在儿童热性惊厥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探讨 
 

方芳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研究循证护理在儿童热性惊厥健康教育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针对儿童热性惊厥健康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在 PubMed､ 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热性惊厥､ 循证护

理､ 健康教育为关键词,查阅文献,评价其研究成果。 
结果 根据文献的可能性､ 实用性和真实性,结合我科室工作实际状况,制定出循证护理方案,形成高效

的､ 科学的护士工作程序,运用于健康教育之中。 
结论 在儿童热性惊厥健康教育中运用循证护理,能够提高护士自身业务能力,提升护理效果和护理满

意度,有临床推广价值。 
 
 
PU-1186 

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脑性瘫痪患者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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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莎,陈菲菲,吴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0 
 

 
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脑性瘫痪患者临床疗效。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收治的 70 例脑性瘫痪的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5 例。对照

组:患儿在康复训练中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模式基础上实施中西医结合护理干

预。半年后对比分析两组疗效和发育商( DQ)。 
结果 经过治疗,观察组的患儿总有效率为 100%,明显高于对照组 ( P<0.05) ;两组患儿发育商治疗后

均有所提高,但观察组治疗后发育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脑性瘫痪的治疗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能提高治疗的总有效率和发育

商,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187 

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儿应用培门冬酶的护理 
 

金婷,李力,刘贝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培门冬酶治疗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护理。 
方法 自 2010 年 6 月起对 100 例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儿使用培门冬酶肌内注射替代左旋门冬酰

胺酶治疗。 
结果 15 例患儿出现皮肤过敏反应,6 例患儿发生急性胰腺炎,经一系列治疗后恢复。其他患儿均未发

生明显副作用。 
结论 培门冬酶在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儿的应用是可行的､ 有效的,给予严格的护理是必要的。 
 
 
PU-1188 

疼痛护理质量评价在提高骨科病房护理质量中的效果 
 

高晶,刘娟 
西安市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分析在骨科领域中,对于各种原因所致的疼痛进行有效的护理评估,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对骨科患者采取相应的对症护理, 大程度的减轻患者的疼痛,并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减轻患

者焦虑;对护士加强疼痛教育,使其对患者的评估更加准确,明确护士在疼痛管理中的重要角色,体现无

痛管理病房的优势。 
结果 患者的疼痛减轻,身体恢复良好,心里状态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对疾病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促进优

质化护理服务。 
结论 及时有效地对骨科患者进行止痛护理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对患者的身心恢复得到很大的帮助,促
进了护理模式的循环改进。 
 
 
PU-1189 

早期综合护理干预对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的护理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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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玲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研究早期综合护理干预在小儿肱骨髁上骨折中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小儿骨科收治的 68 例肱骨髁上骨折患儿,将其随机划分成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给予常规护理和早期综合护理干预。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以及患儿或家属对护理

的满意度。 
结果 经过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的优良率 94.1%,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76.5%(P<0.05),且观察组满意

度达 97.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2.4%(P<0.05)。 
结论 为肱骨髁上骨折提供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有效促进患儿的骨折愈合,提高优良率,提升患儿对护理

的满意度。 
 
 
PU-1190 

小婴儿直肠肛门测压的护理体会 
 

胡润仪,徐亚娟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6 

 
 
目的 总结小婴儿直肠肛门测压检查过程中的经验及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行直肠

测压检查的 587 例小婴儿的检查和护理资料,分别分析:(1)检查前准备工作,包括避免短时间内喂养､

检查前长时间熟睡､ 肠道准备以及检查前水合氯醛镇静;(2)检查中的护理要点,包括注意体位､ 周围

环境护理以及检查常见问题的处理和护理;(3)检查后注意事项,包括检查后待患儿清醒方可离开检查

室､ 未清醒避免喂养,以及检查后嘱携检查结果至医生处就诊等 
结果 587 例患儿均采取 5%水合氯醛口服或保留灌肠镇静后行直肠测压检查。其中,一次性成功检查

者 562 例,成功率约为 95.7%。未能一次性成功检查者原因有:8 例未能完全镇静;2 例出现水合氯醛

过敏;3 例在喂养水合氯醛过程中出现呛咳。另外,15 例患儿检查后出现大便带血现象,但未做特殊处

理,1-2 天后症状消失,并且无其他并发症出现 
结论 在小婴儿直肠肛门测压过程中,充分的检查前准备和适宜的镇静措施很有必要。正确应用直肠

肛门测压法及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是保证小婴儿直肠测压检查安全以及提高成功率的关键。 
 
 
 
 
 
 
 
 
 
 
 
PU-1191 

出院患者满意度调查追踪的效果及意义 
 

盛友爱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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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对每一位出院患儿家长进行出院指导后,进行优质护理满意度调查,分析该方法对护理质量

､ 护理服务､ 全科室满意度反馈及对存在问题追踪改进的作用 
方法 我科一改传统的满意度抽查的方法,在保留每月满意度多部门抽查的基础上,护理单元对每一位

出院患儿家长进行出院指导及满意度调查,由患儿家长自由发挥填写 
结果 从 2014 年 12 月开始实施对每一位出院患儿家长进行出院指导后进行满意度登记直至 2016
年 12 月,共计 3000 余例出院患儿家长进行了出院指导和满意度调查,发现 10 余例的患儿家长对病

区医疗护理及室内实施提出建议,其他均是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收到良好效果 
结论 使用登记本对每一位出院患儿家长进行满意度调查和出院指导,患儿家长在出院时没有顾虑的

情况下,获得患儿家长 真实的就医体验和宝贵建议,根据患儿家长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追踪调查

问题的真相,再进行讨论分析,从而帮助科室及时纠正和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满意度,提高工作人

员积极性 
 
 
PU-1192 

小儿肛门成形术后护理方法小革新 
 

盛友爱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目的 探讨小儿先天性肛门闭锁成形术后的护理措施的新 方法 
方法 于小儿肛门成形手术后,使用外科引流用一次性负压吸引器或吸引球,连接到肛门内口放置的支

架引流管上,利用可控的负压,吸引出直肠肛门内的积血､ 积气､ 粪液,减轻患儿腹胀,保持引流通畅,
减少污血､ 粪液对新成形的肛门吻合口的刺激和肛门周围皮肤的刺激,减轻患儿痛苦,减轻护理工作

量 
结果 通过 6 例临床护理,肛门手术切口愈合良好,无感染､ 回缩等并发症发生,肛门周围皮肤清洁干燥

､ 无湿疹､ 破溃,护理工作量明显减轻,患儿家长满意 
结论 本护理创新和改革 ,是应用外科引流用一次性负压吸引器或吸引球,连接肛门成形术后留置的肛

门管,是在临床护理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可行性较高的实用性护理措施,取材方便,成本低廉,成形肛

门吻合口和周围皮肤得到妥善保护,利于吻合口愈合,减轻肛门周围皮肤的粪水污染和浸渍,预防皮肤

破溃和疼痛,患儿舒适,家长满意,效果良好,值得推广 
 
 
PU-1193 

健康路径管理预防儿外科护理风险探索 
 

盛友爱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目的 探讨儿外科护理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总结护理经验教训,制定科学合理的护理管理路劲措施,减少

患儿的护理风险 
方法 应用临床路径管理模式,进行无缝连续护理管理 
结果 详细周密的临床路径管理模式,能较好防范儿外科护理风险 
结论 儿外科的护理风险无处不在,临床护理管理者需要足够重视风险防控,通过健康路径管理模式,能
够较好预防儿外科临床住院患儿护理中的诸多风险 
 
 
PU-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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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敷在小儿斜视术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高飞,全晓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观察冰敷对小儿斜视术后术眼疼痛､ 肿胀及结膜出血情况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在我科室行手术治疗的斜视患儿 320 例,2014 年 5 月我科室开设冰敷治疗之前的 155
例患儿为对照组,给予术后常规护理,开设术后冰敷治疗后的 165 例患儿设置为观察组,术后给予冰敷

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眼切口疼痛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术眼疼痛､ 肿胀及结膜出血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术后冰敷可有效改善小儿斜视术后术眼疼痛､ 肿胀及结膜出血情况,利于患儿病情恢复,值得进

一步推广。 
 
 
PU-1195 

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的护理 
 

叶水英,盛桂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对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进行精细化护理 
方法 对患儿实施整体的精细化护理 
结果 患儿住院期间未发生严重并发症,纠正了水电解质紊乱 
结论 甲基丙二酸血症(MMA)是一种遗传性代谢性疾病,需要反复住院治疗,因此,细致的护理对于患儿

的康复有着重要作用。 
 
 
PU-1196 

1 例儿童慢性肉芽肿病的临床护理体会 
 

尹子福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回顾分析 1 例慢性肉芽肿病患儿临床资料,总结其护理方法。 
方法 此患儿自确诊“慢性肉芽肿病”1 年来,因反复肺部感染,后期伴发肺动脉高压､ 心力衰竭､ 呼吸

衰竭等并发症,依据病例特点,患儿存在压疮及皮肤破溃高风险,家长对此次住院存在心理障碍。住院

过程中给予积极抗感染及对症治疗,实施预防压疮､ 预防皮肤破溃及心理护理等措施干预。 
结果 未给患儿增加新病痛,皮肤完整,提高了身体舒适度,尽管病情难以控制,家长住院期间情绪稳定

并接受现实。 
结论 提升人口素质和家庭幸福指数,预防 CGD 患儿出生,值得未来去关注和研究。 
PU-1197 

一次性自粘弹性带在小儿留置针固定的分析 
 

薛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600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370 
 

 
目的 观察自粘弹性带在预防小儿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上的观察结果。方法:2015 年 4 月 1 日 至
2016 年 2 月 1 日从我科住院患儿中抽出 100 例患儿行小儿静脉留置针,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实验

组,50 例穿刺成功后用 3M 胶布固定针柄。50 例穿刺成功后用一次性外固定自粘弹性带固定,观察比

较俩组患儿穿刺成功后保留时间情况。 
方法 1.临床资料  100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儿年龄在 3~7 岁,平均 3.8 岁;实验组

患儿年龄在 2~7 岁,平均年龄 3.6 岁。穿刺血管选择相对比较粗直,有弹性,避开手腕无静脉瓣并且避

开分叉处进行穿刺,由高年资技术熟练的护士来完成。两组患儿年龄及所患疾病并无明显差异[1]。 
2.使用方法 操作方法:将 BD 安全留置针与可来福接头进行连接,可来福接头另一端与一次性螺旋输

液器进行连接,排气。选择好穿刺血管,由助手固定好患儿的肢体或头部,扎止血带,严格按照无菌操作

技术消毒面积 5CM×5CM ,进行穿刺,穿刺成功后针柄下垫一块 2CM×2CM 大小的透明敷贴,(防止针

柄留置时间长压伤皮肤),然后用薄型泡沫敷料､ 商品名:爱立敷 规格:5cm×6cm 固定针柄与患儿皮肤

充分帖服,(此敷料具有消炎固定作用)完成后标明穿刺日期有助于观察穿刺情况。对照组用 3M 胶布

固定针柄,观察组用一次性自粘弹性带固定,输液完毕后将带有可来福的针柄端固定在自粘弹性带

内。 
结果  

1. 结果 
     两组留置针留置时间比较(T) 
   
组别 例数    1T    2T   3T    4T 
观察组 
对照组 

  50 
  50 

1 
2 

   4 
   12 

  10  
  28 

  35 
   8 

 
结论  

1. 讨论分析 
  由于小儿易哭闹活动较多,不易固定和保留,还有患儿哭闹过分活动后易出汗,导致薄型泡沫敷料卷

起,易造成留置针松动或移位,打折等现象,液体外渗从而缩短了留置针保留的时间。经过上述验证一

次性外固定自粘弹性带在小儿静脉留置针输液中固定的观察分析得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自粘弹力

带方便､ 牢固,不影响患儿的活动,应用后减少了小儿输液过程中液体外渗和针头脱出导致的打折､

皮肤过敏等现象[2]。减少了患儿因反复穿刺而造成的痛苦和心理恐惧护士的情况,延长了留置针保

留时间,减少了护士的工作量和因为反复穿刺而造成的家长不满,弹力绷带价格合理,可以随意调节长

短,可以清洗反复使用。透气性较好,美观减少患儿拔针的机率。减少了医患的纠纷,使护士可以更好

的与患儿沟通减少患儿心理压力,提高了护士的满意度充分提高了优质护理服务。也同时减轻了年

轻护士因为反复穿刺而带来的心理负担,更好､ 更快捷的开展优质护理工作。 
 
 
 
 
 
 
 
 
 
 
PU-1198 

白血病患儿化疗间歇期腹泻的护理 
 

王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371 
 

 
目的 化疗间歇期间的白血病患儿,在家中发生腹泻时能得到更好的护理,消除家长及患儿的恐惧感,减
少去医院看病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进而让患儿得到更好的休息,减少交叉感染的发生。 
方法  对处于化疗间歇期的患儿进行健康宣教并观察,从 2015 年-2016 年 100 名患儿未对在化疗间

歇期腹泻的健康宣教, 
结果 :其中产生过腹泻的患儿有 70 例,其中去医院护理的有 46 例,2016-2017 年加强对 100 名患儿

在化疗间歇期腹泻的健康宣教后腹泻患儿 52 例,去医院护理的有 10 例,在家可自行护理的有 42 例, 
结论 :白血病患儿化疗间歇期发生腹泻时在家中可以得到很好的护理。 
 
 
PU-1199 

1 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患儿的护理 
 

徐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总结 1 例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患儿的护理 
方法 总结性护理 
结果 经过 2 周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患儿病情稳定,出院继续康复训练 
结论 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是近年来新认识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只有做到及

时做好疾病的病情观察,发热与抽搐的对症护理,吞咽困难的护理,早期做好基因检测明确诊断疾病,其
中 为重要的是做好患儿家长心理护理,因为患儿出现发育倒退,尽早的做好肢体和语言等康复训练,
出院后避免感染､ 外伤等加重疾病进展的一切外因,提高患儿生活质量及延长寿命 
 
 
PU-1200 

1 例紫癜性肾炎合并巨大胰腺囊肿患儿的护理 
 

杨娟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报告 1 例紫癜性肾炎合并巨大胰腺囊肿患儿的护理体会 
方法 护理措施包括:应用鼻空肠管做好营养支持;做好特殊用药的护理;做好胰腺引流管道护理;做好

心理护理 
结果 经过精心的治疗护理,患儿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儿童紫癜性肾炎合并巨大胰腺囊肿少见,积极的营养支持及做好用药护理､ 胰腺引流管护理､

心理护理可以促进患儿康复. 
 
 
 
 
 
PU-1201 

1 例自身免疫性脑炎(GABA-B 抗体阳性)患儿的护理 
 

张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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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 1 例自身免疫性脑炎(GABA-B 抗体阳性)患儿的护理经验,提高对此病的临床认识和护理

水平 
方法 早期根据患儿的临床表现,予血液和脑脊液检查,明确诊断后给予甲强龙联合人免疫球蛋白予结

合抗体治疗,综合患儿的临床表现和发病机制,预见性的给予各项护理,如惊厥的护理､ 精神行为异常

的护理以及用药的护理 
结果 本例患儿好转出院,目前门诊随访中 
结论 自身免疫性脑炎(GABA-B 抗体阳性)临床罕见,临床主要表现为顽固性癫痫､ 癫痫持续状态,容
易误诊延误病情,需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早期诊断并给予相应的症状护理,有利于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PU-1202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护理方法及应用体会 
 

宋艳艳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总结分析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护理方法以及护理效果 
方法 我院在 2015 年 7 月-2017 年 2 月期间共接收 60 例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者,回顾分析所有

患者的临床护理方法及其护理效果 
结果 所有患者经过全面的护理干预后,60 例患者中有 58 例患者临床症状完全缓解,占了百分之九十

六点七,护理服务满意度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三。 
结论 对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者进行全面的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促进患者预后

改善,值得推广应用。 
 
 
PU-1203 

心理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康复训练的影响 
 

宋双双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对脑瘫患儿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对其康复训练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5 年 8 月-2016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98 例脑瘫患儿,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的

48 例患儿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的 50 例则在此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然后对两组患儿的康复训

练效果进行观察和对比。 
结果 干预前,观察组患儿的运动发育指数和智力发育指数与对照组没有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随

访 6 个月,观察组患儿的运动发育指数和智力发育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瘫患儿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提高患儿的运动发育指数和智力发育指数,改善患儿的

生存质量,效果明显,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U-1204 

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的康复护理 
 

柴红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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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与分析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的护理方法,并且总结康复护理的经验。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我院儿科收治的 90 例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的患儿作为研究

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患儿的治疗方法都是在急性期采用对症处理。对照组采取常

规的护理,实验组是在对照组的护理基础之上实行康复护理。 
结果 研究发现,实验组患儿在临床症状以及体征恢复方面要明显优于对照组的患儿;治疗后一年可以

发现,实验组患儿的伤残情况要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 
结论 康复护理对小儿重症病毒性脑炎的治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可以减少后遗症的发生,提高患儿

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上的推广应用。 
 
 
PU-1205 

循证护理在小儿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 
 

杜云然,盛桂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在小儿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 
方法 应用循证护理对一名肝豆状核变性患儿进行护理 
结果 患儿肝损害减轻,未出现感染.出血等并发症 
结论 证护理的应用,改变了护士主观护理模式,通过搜集有效的科学证据,进行有理有据的护理,大大

提高了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心理质量,从而减少了并发症的产生。 
 
 
PU-1206 

先天性小耳畸形负压塑形术后暴露耳廓的护理体会 
 

王媛媛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先天性小耳畸形二期法耳廓再造术术后暴露耳廓的护理观察。 
方法 对 2015 年以后我科收治的 6 例耳患者实施术前心理状况评估与护理,皮肤准备及体位训练等,
术后做好疼痛护理,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再造耳和肋软骨供区的局部护理。 
结果 再造耳解剖结构清晰,形态逼真,患者及家属对治疗效果满意。 
结论 耳廓再造手术难度大,良好的预后效果不仅与医生技术水平有关,还与手术前后良好的护理､ 患

者及家属的高度配合密切相关。而耳廓的暴露更利于护理人员的观察与护理。 
 
 
 
 
 
 
PU-1207 

综合性护理在雾化吸入辅助治疗小儿喘憋性肺炎中的应用 
 

何鑫沂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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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综合性护理在雾化吸入辅助治疗小儿喘憋性肺炎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本院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 100 例小儿喘憋性肺炎患儿,均采用雾化吸入辅助治

疗,采取随机的方式,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观察者采取综合性护理干预,对
比两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缓解时间及住院时间和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缓解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总

满意度为 96%。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于小儿喘憋性肺炎患儿综合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的缩短住院时间及缓解临床症状,提高了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PU-1208 

跗骨 V 形截骨矫形治疗大龄儿童高弓足 
畸形围手术期的护理措施及康复指导 

 
裴红霞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跗骨 V 形截骨矫形､ 钢板内固定治疗大龄儿童高弓足畸形的护理措施及康复指导对策 
方法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5 月,我科收治的高弓足畸形患儿 8 例 13 足,其中男性 6 例､ 女性 2 例,
年龄 7-15 岁､ 平均年龄 12 岁;右侧 3 例,双侧 5 例。对所有高弓足患儿手术治疗实施术前心理护理

､ 一般护理､ 专科护理(指导术前功能锻炼､ 助步器使用､ 支具佩戴)及康复指导。根据足的站立位

侧位 X 线片确定高弓足畸形的顶点,以顶点为中心行中跗骨的 V 形截骨,术中透视确定高弓畸形矫正

完全;截骨后以微型钢板或者克氏针固定融合,克氏针尾留于皮外;术后石膏托固定 6 周。术后抬高患

肢,并行局部冷疗等以减轻患足肿胀等。术后第一天即开始患足足趾关节的主动屈伸活动,特别是跖

屈锻炼;并密切观察足趾末梢血运､ 感觉及活动等。术后密切观察伤口血运及愈合状况,有无皮缘坏

死等。术后 6 周拍片根据截骨愈合情况在换药室拔除克氏针,随后开始踝关节主动､ 被动功能锻

炼。术后 2 月逐渐下地部分负重功能锻炼。在拆除外固定时,早期不可做过量的患足背伸活动,后期

功能锻炼以不产生锐痛为原则 
结果 术后 8 例患儿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4-15 月。术后对患儿的足部外观､ 活动度进行评定。足部

外观明显的改善,前足内收､ 内翻畸形矫正,中足高弓改善,后足无明显跟骨内翻畸形。行走未诉疼

痛。术后拍片复查示跗骨截骨处基本愈合 
结论 跗骨 V 形截骨能很好地矫正中足的高弓畸形,在围手术期给予患儿全面系统有效的护理措施及

康复指导,恢复正常步态､ 减轻术后疼痛､ 掌握康复训练要点､ 避免术后并发症,提高手术效果 
 
 
 
 
 
 
 
 
 
PU-1209 

Rush 钉矫治儿童成骨不全股骨畸形的围术期护理体会 
 

裴红霞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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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儿童成骨不全 Rush 钉矫治股骨畸形围术期护理的临床护理疗效。 
方法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共治疗 7 例成骨不全患儿(男 5 例,女 2 例)术中实行多段截骨

后 Rush 钉内固定术。根据患儿不同病情采用个性化护理。 
结果 本组 7 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随访 8-24 个月,平均 13 个月。术后随访影像学资料提示

所有患儿截骨处均骨性愈合,骨折愈合时间 6-10 周,未再次发生骨折,内植物无移位或者穿出;髋关节

､ 膝关节功能大致正常,5 名患儿已经可以独立行走。 
结论 成骨不全反复多次的骨折使患儿入院后极易产生恐惧心理,因此术前的心理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对家长疾病知识的辅导术前做好患儿及家长的心理护理;多段截骨 Rush 钉固定后卧床时间短,可进

行早期功能锻炼;而系统全面的护理在围手术期康复中起着重要作用,可减轻疾病和治疗对患儿造成

的痛苦,协助治疗,促进康复,从而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PU-1210 

 儿科右美托咪定滴鼻镇静的护理分析 
 

冯俊,李亚军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儿童医疗护理过程中的一些检查及有创操作,需在镇静才能够完成,如 CT､ B 超､ 骨髓穿刺､

腰穿､ 外周静脉穿刺､ 静脉采血等,这些儿科临床治疗及操作易导致患儿焦虑紧张,依从性差,操作成

功率低。本文评价通过滴鼻给予右美托咪定的无创镇静方式,在儿科有创操作中的镇静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2017 年 3 月,在昆明市儿童医院血液科诊断治疗的 162 例有前述检查､ 治

疗､ 操作不配合的患儿。年龄段 1-5 岁,无心肺功能障碍,根据患儿公斤体重给予鼻内滴入右美托咪

定 1.5-3.0ug/kg;初始剂量给予 1.5ug/kg,1ml 注射器抽取相应剂量原液(200mg/2ml),不稀释,去掉针

头,双侧鼻孔交替滴入,分别观察镇静起效的时间,右美托咪定用量,术中配合情况､ 给药时的反应､ 四

肢温度､ 意识､ 苏醒时间,术前､ 术中､ 术后氧饱和度(Sp02),心率(HR),呼吸(R)的变化,操作中给予

面罩吸氧(3-4L/min),使氧饱稳定在 90%以上。如 20 分钟后仍达不到镇静效果,采用追加剂量

1.5ug/kg 滴入,或操作中又出现苏醒哭闹也可同样追加,总量不超过 3.0ug/kg。 
结果 镇静起效时间需 20-40 分,给予 1.5ug/kg/次,可达到镇静效果有 66 例(41%),需追加剂量

1.5ug/kg/次,可达到镇静效果 31 例(19%);通过追加剂量仍无法达到效果,镇静失败的 97 例(40%)。
在镇静过程中监测,162 例患儿使用滴鼻镇静后心率均有降低,但均未低于 90 次/分,不需额外处理。

苏醒时间如果是检查则需 40-60min;如果是有创操作,则苏醒时间较短,多在 20min 以内。 
结论 儿童镇静采用右美托咪定滴鼻,总体有效率可达到 60%(包括追加剂量的例数),操作简单易行,无
痛苦,操作过程中无严重心肺功能抑制状况发生,给予吸氧及指脉氧监测即可;总体安全度高,对缓解或

消除焦虑,减轻治疗困难,提高依从性､ 并且减少因操作时患儿哭闹不安及不配合导致操作失败的例

数,提高护理质量及家属的满意度。右美托咪定滴鼻是一种安全､ 有效､ 无创的镇静方法。 
但此镇静方法苏醒时间较长,监测时间甚至需达 60min,增加临床护理工作量,且有 40%不成功,是这

项操作的不足之处。 
 
 
 
 
PU-1211 

人性化护理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潘秋吟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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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人性化护理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入住的患儿 700 例为对照组,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入住

的患儿 700 例作为干预组。对所有的患儿均进行常规查体和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实施人性化护

理。干预后每月发放问卷调查表,从护士的服务态度,入院介绍,疾病相关知识宣教,护理技术操作等

10 个维度调查家属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及知识的掌握程度。 
结果 运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使用 x2检验,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患儿家属的配合度､ 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程

度､ 对护理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住院及出院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均

在 98 分以上。 
结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患者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现在的

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核心,每一个家庭成员均视为掌上明珠,见不得孩子受一点痛苦,过分担心患儿的

疾病,而患儿由于年龄小,情绪不容易控制,导致家属身心疲惫,容易将这些情绪转移到医疗护理工作中,
对护理工作不满和挑剔。通过人性化护理服务使护患关系更加和谐,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 投诉的

发生,同时提升了护士的道德品质和职业认同感,在患儿及家属心中树立起良好的职业形象,也为医院

的发展树立起良好护理品牌。在实施人性化护理的过程中,我们将对孩子的关爱与爱心传递给家属,
取得家长的信任与配合,儿科患者住院及出院的满意度均在 98 分以上,而在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之前,
患者住院及出院的满意度只在 91 分~95 分之间,由此说明人性化护理可明显提高患者满意度,减少医

患纠纷,与多位学者[4.5]研究结果一致。综上所述,儿科实施人性化护理,可明显降低医疗纠纷,提高满

意度,值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大力推广。 
  
 
PU-1212 

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健康教育的效果研究 
 

叶少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结核病相关认知状况的现状,并对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从而提高儿

童结核病的治愈率 
方法 对我院和传染病院 2015 年 8 月~2016 年 8 月收治的 102 位儿童患者家属分别在健康教育干

预前后进行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 
结果 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后,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抗结核药基本原则”知晓率从 38.25%提高到

68.25,“不遵医用药的危害”知晓率从 32.75%提高到 85.00%,“疾病预后相关知识”知晓率从 18.75%
提高到 65.75%,且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患者家属对“什么情况下需要复诊”､ “定期复诊的意义”和“在
家消毒隔离措施”的知晓率也有相应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儿童结核病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可以明显提高其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PU-1213 

1 例多发性硬化应用美罗华治疗的护理 
 

吴萌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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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美罗华在多发性硬化应用中的疗效及护理 
方法 多发性硬化患者入院使用美罗华,美罗华每 2 周一次,共 2 次,之后每半年 1 次,共 4 个疗程。其

余时间门诊随访。 
结果 美罗华治疗多发性硬化患者有疗效。 
结论 美罗华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患者,在使用过程中,注重患者的用药护理,疾病护理,心理护理

等等。 
 
 
PU-1214 

儿童白血病及肿瘤患儿家长健康教育需求调查 
 

曹亚珂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白血病及实体肿瘤患儿家长对疾病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为针对性的采取健康教育措施提

供依据。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我院血液肿瘤科住院的 89 例儿童白血病及肿瘤患儿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住院期间,患儿家长希望获得疾病信息程度较高的包括疾病发生原因､ 药物不良反应的处理､

治疗效果;出院后,对患儿病情观察､ 预防感染､ 用药及注意事项需求较高;在健康教育方式选择方面,
比较受欢迎的是微信､ 面对面讲解､ 网络平台。 
结论 白血病及肿瘤患儿家长对疾病健康教育需求非常强烈,医护人员应有计划的､ 有针对性的,应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为家长提供健康教育知识。 
 
 
PU-1215 

集束化护理预防 PICU 相关性肺炎的新进展 
 

许莉莉,俞静,周琳,徐晶,邓梦妍,朱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通过对预防 VAP 集束化护理的总结,提高 PICU 内患儿的护理质量。 
方法 综述报道 
结果 目前针对儿科 VAP 预防的集束化护理项目还处于发展阶段,更佳的环境清洁､ 消毒方式以及特

殊设计的气管内套管均可提升 VAP 的预防效果。 
结论 所述所有措施均能有效减低 VAP 的发生率,减少 PICU 的入住时间,降低机械通气时间和 PICU
的治疗费用。集束化护理成功实施的 重要因素是 ICU 的整个团队。护士及医生一定要通力合作,
共同严格地和持续地执行呼吸机集束化护理措施,VAP 才能够有效地被预防。 
 
 
 
 
PU-1216 

儿童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 11 例皮肤黏膜护理总结 
 

罗书立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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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儿童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的临床护理方法 
方法 将本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收治 11 例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患儿的护理方法进行总结:11
例患儿均为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患儿,均出现全身皮肤严重皮疹,伴破损､ 渗出,2 例出现大疱, 大直

径 8*8cm。5 例出现眼部黏膜损伤,眼部分泌物增多,2 例视物模糊。7 例口唇黏膜受损,张口困难,4
例进食困难。9 例会阴部皮肤黏膜受损,出现排尿疼痛。1 例呼吸道黏膜严重受损。11 例患儿均使用

丙种球蛋白及甲基强的松龙冲击治疗,配合实施护理干预。根据皮肤损伤的水肿期､ 渗出期､ 结痂

期分阶段给予护理,水肿期注意清洁,避免抓挠;渗出期避免机械性损伤,出现大水泡时进行疱液抽吸等

处理;结痂期加强宣教,及时修剪痂皮,保持局部湿润。积极做好眼部护理,给予结膜囊冲洗,正确使用

激素类及抗生素类滴眼液。针对口腔黏膜破损患儿,进行口唇黏膜湿敷,去除血痂,生理盐水漱口等护

理。针对会阴部皮损患儿,局部给予清洗､ 消毒､ 及时去除分泌物,保持局部清洁干燥等。同时严格

落实保护性隔离,强化手卫生,限制探视,做好房间消毒。引进疼痛护理评估,以患儿的整体感受为主导,
做好心理护理,提高整体舒适度。 
结果 11 例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患儿,10 例患儿康复出院,住院天数 6-34 天,平均 14 天。经积极治疗

及护理干预,10 例患儿全身皮肤破损处无色素沉着及疤痕形成,未继发皮肤感染。眼部症状恢复平均

时间 5.5 天,未出现视力下降及失明等严重后果。口唇黏膜受累 7.3 天后张口困难消失,恢复进食。

会阴部损伤皮肤修复时间平均住院 7.9 天后。1 例因呼吸道黏膜严重受累,心肺功能衰竭死亡。 
结论 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的患儿,可出现严重的皮肤､ 呼吸道､ 消化道､ 泌尿道黏膜损害,在给予药

物治疗的同时,积极有效的皮肤黏膜护理,可以避免继发感染,减少患儿痛苦,缩短住院时间。 
 
 
PU-1217 

疑难静脉穿刺小组在儿童医院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时富枝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建立静脉穿刺小组对减少因穿刺失败而引起的护理纠纷的效果。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法,总结 2011 年我院成立疑难静脉穿刺小组(以下简称“小组”)以来,穿刺小组运

行经验及因静脉输液问题引起的护理纠纷次数。 
结果 自穿刺小组运行以来,我院因静脉穿刺失败而引起的护理纠纷数量显著减少。 
结论 疑难静脉穿刺小组能够有效减少儿童医院因静脉输液因素引起的护患纠纷,有助于践行优质护

理服务。 
 
 
 
 
 
 
 
 
 
 
PU-1218 

对持续中心静脉压监测患者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方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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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对持续中心静脉压监测患者并发症产生的原因,为其进行 佳护理措施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6 年 7 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88 例中心静脉压监测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

象,采用回顾性方法分析,对其感染､ 导管堵塞和脱管等症状进行判断和分析,分析 88 例中心静脉压

监测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护理护理满意度。 
结果 88 例患者出现导管堵塞 3 例,占比 3.41%,感染 2 例,占比 2.27%,脱管 1 例,占比 1.14%;88 例患

者护理后满意为 87 例,占比 98.86%,一般 1 例,占比 1.14%,护理满意度为 100.00%。 
结论 对持续中心静脉压监测患者实施护理干预,能改善身体器官和组织功能,降低并发症的产生,提高

治愈率,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PU-1219 

74 例儿童意外伤害相关因素分析及家长教育干预 
 

俞静,许莉莉,范雪欢,周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分析小儿意外伤害发生的相关因素及特征,并对患儿家长一般情况进行调查,选择有针对性的健

康教育方法提高家长对预防小儿意外伤害防范知识的了解。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因意外伤害收治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小儿重症医学科的 74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患儿家属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小儿意外伤害的发生,男孩(66.2%)多于女孩(33.8%),伤害发生的高峰年龄是 3~7 岁(37
例,50.0%);车祸伤(45 例,60.8%)为主要原因,其余依次为跌落/坠落伤(17 例,23.0%)､ 碰撞伤(9
例,12.2%)及异物(3 例,4.1%)。儿童意外伤害的发生与家长的年龄､ 学历有密切关系,家长们 愿意

接受的健康教育方式为医务人员指导(75.68%)。 
结论 儿童意外伤害已逐渐成为危害儿童生命与生存质量的主要原因,提高家长的意外伤害防范意识,
对减少儿童意外伤害,降低儿童意外伤害的致死及致残率极为重要。 
 
 
PU-1220 

乙酰半胱氨酸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护理及效果 
 

韦银银 
1.贵州省人民医院 

2.贵州省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乙酰半胱氨酸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护理方法及临床效果,提高乙酰半胱氨酸雾

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护理水平。 
方法 收集 2014 年至今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科住院的,以乙酰半胱氨酸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肺

炎的患儿护理资料。 
结果 符合乙酰半胱氨酸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患儿共 100 人,采用的护理方法有改善患儿

呼吸道功能(休息､ 氧疗､ 抗生素治疗)､ 保持呼吸道畅通､ 降低体温､ 补充营养及水分､ 密切观察

病情､ 健康教育等,其中有 95 人次痊愈,5 人次病情好转但未痊愈。通过收集资料显示,未痊愈患儿的

护理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未及时观察患儿病情､ 对患儿家属健康教育力度不够､ 用药治疗半途而

废。 
结论 在采用乙酰半胱氨酸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护理过程中,应密切注意患儿的反应及生命

体征变化､ 科学指导家属给患儿做雾化治疗､ 做好家属心理护理工作､ 帮助家长普及疾病特征知识

及用药治疗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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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1 

1 例卡马西平致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患儿护理体会 
 

麻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文章对 1 例卡马西平致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患儿的护理措施进行简要分析 
方法 我科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收治 1 例卡马西平致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的患儿,经过综合治疗和系

统化的护理,现将住院期间的护理体会介绍如下。 
结果 住院 15 天好转出院 
结论 总之,重症渗出性多型红斑临床比较少见,护理过程主要是对症护理。通过对此例患儿的护理我

们体会要密切观察病情,及时准确的运用药物,配合精心细致的护理和心理护理,充足的营养支持是对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患儿的康复起了关键的作用。 
 
 
PU-1222 

小儿骨科护理的安全隐患及解决措施 
 

张辉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提高护理质量,更好为患儿服务。以患者为本服务理念的新形势下,仍然需要不断对护理管理制

度进行完善,提升护士的自身素质,给患儿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方法  护理安全指的是在对患者进行干预的整个过程中,患者不出现法律法规､ 医院制度范围之外的

身体､ 心理等的损伤和伤害。护理安全是提供优质护理的前提,也是为患者提供有效治疗的基础。

幼儿由于心智不够成熟､ 缺乏自律能力等原因增加了护理干预的难度,给护理安全事故的发生造成

潜在隐患,因此需全面分析幼儿骨科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专门针对该类患者制定预防和解决措施,
提升护理质量确保治疗效果。 
结果 保持病房环境的干净､ 整洁,每天定期对病房进行消毒,依据天气情况调整室温,多开窗透气,保
持空气新鲜。定期对病房内设备人中心吸引装置､ 中心氧气等的压力是否正常;同时张贴提醒标识,
如床边贴“防止坠床”､ 开水间贴“防止烫伤”､ 卫生间门口张贴“地湿防滑”等。 
结论 优质护理服务质量提高。 
 
 
 
 
 
 
 
 
PU-1223 

半导体激光对小儿扁桃体切除术后的疗效观察 
 

陈绩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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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半导体激光对小儿扁桃体切除术后的疗效。 
方法 将双侧扁桃体切除术患儿 360 名,随机分为两组各 180 名,两组均予抗炎对症等常规治疗护理,
试验组加用半导体激光治疗。治疗 3 天后观察两组疼痛评分､ 咽部黏膜充血水肿及白膜生长情况。 
结果 两组患儿在咽痛､ 黏膜充血水肿及白膜生长情况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 <0.001)。 
结论 小儿扁桃体切除术后应用半导体激光照射,有消炎､ 止血､ 止痛,加快愈合的作用,并且治疗时间

短,操作方便,安全有效。 
 
 
PU-1224 

低体重 WAS 患儿脐血移植的护理 
 

闻芳,沈闵,周雪梅,钱泓,吴惠芳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 WAS 患儿脐血移植的护理,为临床提供实践依据。 
方法 对 1 例低体重 WAS 患儿脐血移植进行护理总结。包括移植前陪护人员培训､ 保证中心静脉通

路的正常使用､ 满足营养需求､ 皮肤护理､ 输血护理､ 并发肺炎护理。 
结果 患儿移植成功,健康存活中。 
结论 加强移植前后全面护理和重视营养支持是低体重 WAS 患儿移植成功的重要环节。 
 
 
PU-1225 

儿童并殖吸虫病 1 例的护理 
 

阳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院区 310003 

 
 
目的 为了更好的护理儿童并殖吸虫病病人,并帮助他们更快的康复。 
方法 临床治疗与护理紧密配合,治疗与护理相辅相成,根据患儿实际情况,给予正确的治疗与护理,治
愈患儿并促进其康复。 
结果 得到好的治疗及护理,好转出院。 
结论 好的护理可以促进患儿康复 
 
 
 
 
 
 
 
 
 
 
PU-1226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疼痛护理现状 
 

李莎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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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疼痛护理现状作一综述。完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术后疼痛护理体系。 
方法 随着儿童心脏外科的发展,心血管外科诊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患儿术后疼痛的管理与护理重要

性的认识也逐步增加。查阅相关疼痛来源､ 监测评估及对应的护理方法加以总结归纳。 
结果 在国内儿科 CCU 中有效的镇痛､ 镇静评估工具还未得到广泛应用。护士对先心病患儿术后实

施镇痛､ 镇静治疗态度比较积极,但对镇痛镇静必要性没有统一的看法,临床上有关疼痛护理也未给

出统一的标准,不同年龄患儿疼痛护理需求也不尽相同。 
结论 根据不同年龄､ 手术类型,给予合理的疼痛护理,可减少术后应激反应及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
促进患儿早日康复。护理人员熟练掌握先心病术后疼痛评估方法,给予适当的疼痛干预对患儿术后

康复意义重大。虽然,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疼痛已得到普遍重视,但未来,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疼痛

护理体系还需不断开展相关教育和培训活动,做得更加专业化､ 标准化,以促进临床上安全有效的镇

痛､ 镇静护理实践。 
 
 
PU-1227 

先天性后鼻孔闭锁行鼻内窥镜 U 型硅胶管成型术后的护理 
 

苏秀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 21 例先天性后鼻孔闭锁行鼻内窥镜 U 型硅胶管成型术后的护理方法､ 难点和体会。 
方法 对 21 例先天性后鼻孔闭锁的患儿,完善术前各项常规检查,术后采取及时､ 有效的护理措施,保
持硅胶管的通畅和固定,减轻患儿的痛苦,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21 例患儿行硅胶管成型术均成功,硅胶管通气且固定好,明显改善患儿的呼吸功能。均无并发症

发生。 
结论 由于本病多发生于婴幼儿,针对这一特殊年龄的患儿,责任护士做到多巡视患儿,并且告知患儿家

属保持硅胶管固定和通畅的重要性,做好健康宣教,得到家属的配合,以利于更好的观察病情,并得到及

时的处置。 
 
 
PU-1228 

人文关怀对护士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力 
 

赵红伟,王晓艳 ,崔冬雪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现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重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

与自由的追求。护士面临社会压力,医院压力,病人的压力越来越多,因此根据护士工作特点,对他们进

行人文关怀,维护他们的利益;调动积极性和提高有效的护理质量有重要意义。 
方法 对护士进行人文关怀的措施:1.营造融洽的工作环境:①让护理人员身心放松,减少压力。②开展

心理咨询､ 沟通及时调整情绪,调动积极性。2.以人为本,合理排班:护理工作应有张有弛:合理休假,
弹性排班。3.建设激励措施:在编与合同护士同等对待,同工同酬,关心他们的工作及生活,有困难给予

及时的帮助。4.加强家庭与社会的认可及支持:目前社会部分人群对护士理解不够,应加强宣传,做好

工作,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尊重和认可。5.加强护理人才培养:应支持护士外出学习,建立学术地位,医院

应给予大力支持,使人员,物质上给予支持和保障。6.重视护士需求:应倾听他们的意见,误会,了解她

们对职业的规划及发展方向。 
结果 通过对护士进行人文关怀,调动了护士们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383 
 

结论 重视及社会各方面给护士带来的压力,多给护理人员一些理解和人文关怀,是提高护士工作积极

性,保障护理质量的关键。 
  
 
 
PU-1229 

20 例小儿气管切开长期带管的家庭护理现状及思考 
 

杨春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回顾性调查小儿气管切开长期带管的家庭护理现状,了解小儿家庭气管带管护理状况,提出

合理的､ 安全的､ 方便的有意义的个性化护理指导。 
方法 自行设计小儿气管切开长期带管患者的家庭护理现状调查表, 对 20 例气管切开护理患儿家庭

护理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对 20 个家庭一般情况､ 照顾人的文化程度,内套管的清洗频率,吸痰频率,覆
盖纱布湿化,雾化频次及药物,上呼吸感染时呼吸道管理情况,内套管佩戴依从性,是否发生需要急诊就

医情况等等来了解较长期气管导管带管家庭护理困难,以及解决途径探讨。 
结果 电话随访 2010 年 1 月— 2017 年 3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病房住院治疗气

管切开术术后需长期带管的 20 例患儿,带管时间 9 个月至 7 年不等,照顾人以母亲为主,婆婆爷爷等,
照顾者文化程度有小学文化至硕士研究生不等,吸痰频率以年龄小和气管切开初期一天清洗内套管 4
次以上,3-6 月后夜间可以不用夜间起床清洗,而吸痰及雾化在初期较频繁,之后一般术后 3-6 月后吸

痰和雾化频率明显减少,覆盖纱布湿化依从性亦有很大差别,有 4 例患儿甚至一直未佩戴,雾化用药以

生理盐水多见,主要以稀释痰液为主,也偶有予以沐舒坦或是普米克雾化,而内套管佩戴的依从性而言

以大龄儿童较好,其中有月龄小从未安置内导管的,也有个别患儿从未雾化､ 吸痰及佩戴湿化纱布的,
但都未发生急诊就医情况,随访中仅有两个患儿出现过意外脱外套管,家属自行处理,无一例因长期带

管引起并发症而急诊就医情况,有一个共性是社区医院对于本社区这类患儿关注太少。 
结论 通过对 20 例患儿家庭护理调查,对于我们给予患儿家属出院宣教及家庭护理的合理宣教提出个

性化和渐变性,给予患儿更加合理､ 安全､ 方便的有意义护理指导,以方便患儿休息和保证患儿安全,
同时又能减少吸痰等侵入性操作以引起患儿不适,以及照顾者更好休息都值得我们思考,同时可以与

社区医院联系对于患儿及家属来回奔波,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都值得探讨。 
 
 
PU-1230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真菌感染时用药的护理 
 

潘晓兰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是一组由多种病因所致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性综合征,以骨髓造血细

胞增生减低和外周血全血细胞减少为特征,临床以贫血､ 出血和感染为主要表现,患者由于三系缺乏,
免疫力低下,极易发生真菌感染,对患者造成不利影响, 此时给予及时的诊断和科学的治疗是极为关键

的。下面将探讨再障患者真菌感染的治疗[1]及护理 
方法 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骨髓干细胞疾病,目前认为其发病与免疫功能有关,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刺激骨髓造血功能恢复是目前治疗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有效方法。与此同时支持治疗是

ALG/ATG 治疗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包括患者须住隔离病室,治疗时应无发热､ 感染,严格做

好口腔､ 皮肤､ 会阴护理,口服肠道不吸收抗生素,进无菌饮食,通过输血和输血小板使患者血红蛋白

达到 80 g/L 以上,血小板保持在 20×109/L 以上,为减少 ALG/ATG)的不良反应,需要并用 1 个月肾上

腺皮质激素等[2]。应用大量广谱抗菌药可致体内菌群失调,真菌等条件致病菌趁虚而入而造成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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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加上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由于粒细胞缺乏期较长,治疗需要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且要

同时应用雄激素等对肝功能有损害的药物,患者极易出现真菌感染。一旦出现肺部真菌感染,很难取

得理想的疗效,因此,及时､ 安全､ 有效的抗真菌治疗以及护理就显得至关重要。目前,两性霉素是侵

袭性真菌感染的标准治疗药物。 
结果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真菌感染期的用药及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临床护士,应严格掌

握药物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家属及患儿了解该疾病的相关知识,并积极配合治疗,达到预期的治疗及护

理效果 
结论 因此,对于提高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真菌感染时用药的护理满意度,在临床上是非常值得进

行应用及推广的。 
 
 
PU-1231 

集束化健康教育路径在支气管肺炎患儿中的应用 
 

陈娟娟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目的 探索儿科病房中应用集束化健康教育模式在支气管肺炎患儿的效果。 
方法 将 100 例支气管肺炎患儿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在常规健康教育的基础上,采用集束

化的健康教育路径;对照组使用常规健康教育方法,对患者进行入院宣教､ 出院指导及电话随访等。 
结果 两组患儿在住院天数､ 住院费用､ 高热消退的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的时间以及患儿家长的满

意度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集束化健康教育路径的应用,提高患儿家长对相关疾病的掌握程度,对患儿的康复有明显促进作

用,提升家长对医护工作的满意度及治疗的依从性。 
 
 
PU-1232 

 1 例 1 月龄梨状窝瘘伴感染合并贫血婴幼儿患者的护理 
 

李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 1 例 1 月龄梨状窝瘘伴感染合并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婴幼儿患者的护理。 
方法 护理要点包括:对明确诊断的协助;感染的预防和有效控制;围手术期呼吸道的管理;围手术期营

养供给;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的治疗护理及预防;家属心理护理及相关知识宣教的有效性;术后有复发可

能性的有效宣教等。 
结果 措施的实施,住院 18 天后患儿治愈出院,建立了有效的随访程序。 
结论 患儿治愈出院,建立了有效的随访程序。 
 
 
 
 
PU-1233 

光子治疗仪对烧伤创面的作用 
 

马亚琴,张芳,周云凤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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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光子治疗仪治疗烧烧创面的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 100 例烧伤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烧伤

措施,观察组运用光子治疗仪辅助治疗,观察对比两组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经治疗后,观察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瘢痕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光子治疗仪治疗烧伤创面,能够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操作简便,安全实用,值得临床推广。 
 
 
PU-1234 

庆大霉素加生理盐水对预防尿道下裂术后感染的效果观察 
 

陶专,周云凤,张芳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探讨应用庆大霉素加生理盐水滴管对预防尿道下裂术后感染的效果。 
方法 将 60 例尿道下裂术后患儿分为两组,对照组 36 例,实验组 24 例。术后海藻盐敷料包扎五天,拆
除敷料后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1:2 苯扎氯铵液清洗尿道口及术区,聚维酮碘擦拭尿道口及术区,
超声波局部照射 20min),实验组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并用庆大霉素 8 万 U 加生理盐水 2ml 从尿

道支架管滴入。统计两组术后感染的发生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实验组术后发生感染的 1 例,尿瘘的 6 例;对照组术后发生感染的 9 例,尿瘘的 11 例。两组尿道

下裂术后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庆大霉素加生理盐水滴管对预防尿道下裂术后感染起到确切效果。 
 
 
PU-1235 

小儿无痛胃镜的护理体会 
 

郝春娟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减少儿童在胃镜中的痛苦,减少检查风险 
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 469 例,均为检查病例,其中男孩 257 例(54.79%),女孩 212 例(45.20%);年龄 1-17
岁。 
1.2 检查方法:采用奥林巴斯 CV260 电子胃镜,患者行左侧卧位,患者进入内镜检查 室后,常规监测血

压(BP)､ 脉搏(HR)､ 呼吸(RR)及血氧饱和度(SpO2),鼻导管持续吸氧(2-3 L/min)建立静脉通道(尽量

选右上肢,便于麻醉师操作),穿刺成功后置入胃镜咬口,由专业麻醉医师给药:先静脉注入阿托品 0.01 
mg /kg, 多 0.5 mg､ 芬太尼 1ug/kg ,1 min 后再注入丙泊酚 1.5-2.5 mg /kg,,当患者睫毛反射消失

后即停止给药并插镜检查,检查中观察患儿 BP､ HR､ RR､ SpO2 的变化及恶心呕吐､ 躁动､ 呛咳

等不良反应,术中酌情追加丙泊酚 0.1-0.3 mg/kg,以维持适当的麻醉深度,配合医生至检查结束,全程

使用多功能监护仪(迈瑞 PM-8000)进行生命体征监测。 
结果 469 例患儿均在 3-10min 顺利完成胃镜检查,其中 10 例术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躁动,咳嗽反射,伴
无意识呻吟,酌情追加丙泊酚 0.1-0.3 mg/kg,5 例出现一过性 HR 下降,8 例 SpO2 下降至 85%以下,
迅速将其头后仰,拉直气道,同时用双手将下颌向前托起,加大氧流量后症状缓解。检查后 10min 内患

儿均清醒,没有发生一例术后不良后果。 
结论 在检查前､ 中､ 后正确应用护理程序,解决患儿术前､ 术中､ 术后出现的护理问题,及时采取相

应的措施,有助于提高检查的效果,减少恶心呕吐､ 躁动､ 呛咳的发生,同时缩短了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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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6 

项目管理在落实患者安全目标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李洁,沈阳市儿童医院,赵宁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介绍项目管理在医院落实患者安全目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10 项患者安全目标及 5 项患者安全评估作为项目实施管理,任命 15 个项目负责人,结合项目

管理理论,通过项目启动､ 规划､ 执行､ 监控､ 收尾五大运作过程不断深入推进､ 总结和成效分

析。 
结果 通过多年的项目管理实践,我院在患者安全､ 护理质量､ 人才培养和提高患者满意度等方面取

得了多项显著成果。统计 2016 年全院患者安全目标及安全评估项目的平均正确执行率达 95.89%,
其中 82.14%的管理项目正确执行率达到 95%以上。项目负责人职务晋升提拔为护士长 14 名;护理

部主任推荐任命为沈阳市护理质控中心不良事件专家组非计划性拔管组组长 1 人,压疮组组员 1 人;
撰写发表国家级期刊论文 61 篇,其中被全国护理学术会议录取参加大会交流 2 篇,壁报交流 10 余

篇。医院护理专业于 2016 年 4 月获批沈阳市唯一的一个临床重点专科,并在市卫计委 2016 年度重

点专科考核中排名位列第一;2017 年 1 月获批辽宁省首批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自 2014 年起连续

多年在沈阳市卫计委护理质控检查中排名第一;在 2016 年沈阳市卫计委第三方患者满意度评估调查

中,我院患者满意度在 19 家市属三级以上医院中排名第一。 
结论 项目管理不仅促进了患者安全目标的正确落实,张扬了患者安全文化,提升了医院护理管理质量

和患者满意度,增加了医院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为护理人才培养和护士的职业成长搭建了有利的发展

平台,更为护理管理者开辟了新的管理思路和策略。 
 
 
PU-1237 

小儿免疫性脑炎的临床与护理 
 

张晓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小儿免疫性脑炎临床､ 护理。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16 例(自 2015 年 2 月-2017 年 2 月)自身免疫性脑炎患儿的临床､ 护理。 
结果 所有患者均有认知功能损害和精神症状;9 例伴癫痫发作;3 例出现不自主运动和自主神经功能

障碍。13 例脑电图结果异常;6 例有头颅磁共振异常,脑脊液或血液送检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回报

结果:抗谷氨酸受体(NMDA 型)抗体阳性 
结论 以认知功能损害､ 精神行为异常､ 癫痫发作反复､ 为主要表现的患儿,病程时间长,常规抗癫痫

､ 脑炎治疗效果不佳,要警惕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可能,以免误诊､ 漏诊､ 而耽误治疗时间,及时诊断､

合理治疗､ 全面实施综合护理,对降低病死率､ 减少后遗症､ 促进早日康复十分重要。 
 
 
PU-1238 

两种型号吸痰管在痰多患儿吸痰操作中的应用比较 
 

张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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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两种型号吸痰管在 6 个月-1 岁半之间患儿应用中的效果比对,为婴幼儿寻求合理的吸痰策

略。 
方法  90 例 6 个月-1 岁半小儿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不同型号吸痰管吸痰方法分为研究组(50
例)与对照组(40 例)。对照组患儿采取 6F 吸痰管进行经口鼻吸痰, 研究组患儿则用 8F 吸痰管进行经

口鼻吸痰, 护理完成后, 对两组吸痰护理的有效性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后, 研究组患儿显效 34 例(68.00%), 有效 15 例(30.00%), 无效 1 例(2.00%), 其总有效率

为 98.00%;对照组患儿显效 25 例(62.50%), 有效 11 例(27.50%), 无效 4 例(10.00%), 其总有效率为

90.0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此年龄段小儿肺炎患儿应用 8F 吸痰管吸痰护理的有效性较高, 具有在临床上广泛推广的意

义。 
 
 
PU-1239 

护理安全管理在儿科夜间病房的应用 
 

简静 
贵州省人民医院 50002 

 
 
目的 探究在儿科夜间病房护理工作中存在着大量不安全因素,为减少这些不安全因素,提高儿科病房

夜间护理安全与护理满意度,寻找有效的防范措施。 
方法  通过总结 2015 年 01 月—2017 年 01 月我院儿科病房夜间发生的各种护理缺陷和护患纠纷,分
析其发生原因并汇总,制定相应护理干预措施,资料显示,我院儿科病房共出现夜间护理缺陷 118 次

(其中严重护理缺陷 21 次),护患纠纷 12 次(其中严重护患纠纷 8 次),护理人员负主要责任的护患关系

5 次,未出现导致患儿死亡的严重不良后果。 
结果 儿科病房发生的夜间护理缺陷表现形式多样,其发生的原因和护理人员自身因素(慎独精神较差,
工作态度不端正,执行制度职责不严格,工作压力大)等,病房管理因素(病房设计欠缺,病房拥挤,护理人

力资源配置不足)等,患儿(大多为文盲,依从性较差)尤其是患儿家属因素(文化水平较低,不良情绪,擅
自离院)等有关。 
结论 对危重患儿夜间可能发生病情变化,督促接班护士进行认真仔细的床头交接班,加强值班护士对

危重患儿重点监护,在危重患儿多,工作量超负荷时增加人力资源,指定二线值班人员,在病区工作需要

时,保证随叫随到,以确保各项治疗和护理工作的落实,重点从完善护理安全管理网络机制做起,逐步推

进健全护理安全规章制度及应急预案,做好年轻护士培训,应用网络信息认真执行查对制度,在儿科病

房的夜间护理安全问题上给予重视,不断改进护理措施,保证患者安全,提高患者满意度。 
 
 
 
 
 
 
 
 
 
PU-1240 

1 例幼儿 III 型脊肌萎缩症合并重症肺炎的护理 
 

黄伦婷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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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儿童脊肌萎缩伴重症肺炎的护理要点及家庭护理指导 
方法 以 1 例脊肌萎缩伴重症肺炎患儿为对象,阐述患儿的观察要点病总结儿童脊肌萎缩伴重症肺炎

的护理措施 
结果 严密的观察､ 积极有效的治疗､ 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是保障患儿健康的关键。 
结论 脊肌萎缩症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疾病,它的发病率､ 致死率较高,遗传特性相对均一,加之

患儿年龄少,抵抗力低下,病情变化快,且肌无力持续加重,肋间肌肉无力极易发生呼吸道感染。一但合

并肺炎,基础护理工作就更为重要。通过对本组病例患儿护理的总结,体会到护理人员应密切观察患

儿的病情变化,做到早诊断､ 早治疗的重要性。耐心做好健康教育和呼吸道护理,患儿出院前做好健

康教育,鼓励家属积极､ 规范的进行康复训练。教会家长进行有效的拍背方法,及时清理分泌物,防止

痰液堵塞诱发窒息､ 加重炎症反应､ 加重心肺负担。 
 
 
PU-1241 

2 例难治性癫痫应用迷走神经刺激术的护理 
 

朱凯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迷走神经刺激术在难治性癫痫运用中的护理 
方法 收集科室 2016 年 2 例难治性癫痫患儿行迷走神经刺激术患儿的资料 
结果 2 例难治性癫痫的患儿在行迷走神经刺激手术后抽搐明显较术前减少 
结论 迷走神经刺激术在我科 2 例患难治性癫痫的患儿辅助治疗中有很大的效果 
 
 
PU-1242 

儿科护士工作中的心理压力及应对措施 
 

周海溶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分析儿科护士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心理压力。 
方法 通过对工作中产生心理压力的情况进行分析,找到影响因素。 
结果 通过各种方法调整心态,适应工作。 
结论 加强自身素质学习,培养耐心,理解患者家属,提高护理质量。 
 
 
 
 
 
 
 
 
PU-1243 

口服德巴金致全身皮疹 3 例的护理 
 

王苗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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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服用德巴金患儿出现全身皮疹后,经积极治疗及护理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通过皮疹及外用药的护理､ 预防感染､ 用药护理及心理护理等方法,使患儿尽早康复。 
结果 3 名患儿经过经过积极治疗和护理均未发生并发症。 
结论 德巴金常见的副作用是胃肠道反应､ 肝肾功能损伤､ 凝血机制障碍,但也可引起皮肤皮疹。在

临床工作中,我们要严密观察,护理重点是做好皮疹及外用药的护理､ 预防感染､ 用药护理及心理护

理,是促进患儿康复的重要保证。 
 
 
PU-1244 

一例扩张性心肌病患儿的临床护理体会 
 

陈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通过总结一例扩张性心肌病患儿的护理,探讨扩张型心肌病的护理方法以及护理要点,提高护理

质量,避免护理误区,降低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使患儿在住院期间没有新的并发症发生。 
方法 正确评估一例扩张性心肌病患儿在住院过程中出现的症状､ 体征,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对患儿

进行有计划的护 
 理措施。 
结果 该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护理人员熟知扩张型心肌病患儿的症状､ 体征以及疾病的发展过程,并及时准确实施护理措施,
对于疾病的转归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护理人员加强护理观察,做好预见性护理,注重心理护理,加强健康教育,做好出院前对患

儿及家长的健康教 
育及出院后随访护理是减少扩张性心肌病的复发的一项重要措施。 
  
 
 
PU-1245 

1 例肾血管性高血压幼儿行介入治疗的护理 
 

许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目的 总结了 1 例肾血管性高血压幼儿行介入治疗的护理经验。 
方法 护理重点:结合低龄患儿的生理心理特点,术前重视心理护理以取得患儿及家长的配合,做好术前

血压监测及相关准备;术中积极配合医生,密切观察患儿及准确用药;术后加强心电､ 血压监测,尿量监

测以及病情的观察,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经过精心护理,保证了手术的顺利进行,术后高血压好转,改善了左肾血供,实现了保肾目的,患儿

好转出院。 
结论 经皮肾动脉球囊成形术(PTRA)是恢复肾脏血流量 可行的方法之一,成功的 PTRA 有助于控制

肾血管性高血压和阻止缺血性肾脏病的发生发展。该患儿年幼,病情复杂,手术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

手术者的技术,还取决于专科护理水平。我们护理人员结合低龄患儿的生理心理特点,术前重视心理

护理以取得患儿及家长的配合,做好术前血压监测及相关准备;术中积极配合医生,密切观察患儿及准

确用药;术后加强心电､ 血压监测,尿量监测, 以及病情的观察,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做好出院指导,指
导患儿家长正确用药,预防术后肾动脉再狭窄,实现了保肾目的,促进患儿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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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6 

儿科临床带教问题探讨   
 

赖盛英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儿科临床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使儿科临床教学质量得到提升。 
方法 采用双向评价机制,带教老师进行自我评价和学生对带教老师做评价,找出带教中出现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对策。 
结果 带教老师和学生之的评价有很大差异,儿科临床带教存在着许多问题。 
结论 儿科病种丰富,病情多样,家庭关系突出,临床带教问题多,带教老师要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
使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提高专业素养,帮助学生做好上岗前的准备。 
 
 
PU-1247 

腹腔镜行小儿重复肾重复输尿管切除术的护理 
 

李育梅,蔡丹凤,林小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经腹腔镜行重复肾切除术治疗重复肾､ 输尿管畸形患儿的围术期护理方法。 
方法 对经脐部入路行腹腔镜重复肾切除术患儿做好术前心理护理､ 肠道准备等,术后给予严密病情

观察､ 引流管护理､ 并发症的防治及出院指导等。 
结果 患儿术后残肾肾功能尚好,钧存在大小程度不同的尿囊肿 ,但无明显渗尿､ 漏尿,无严重并发症

发生,术后 8 天左右出院。 
结论 经脐部入路腹腔镜重复肾切除术对患儿下半肾无明显损伤,具有明显的微创优势,加强围术期护

理是促进康复的有力措施。 
 
 
PU-1248 

多部门联动降低儿童静脉血标本溶血率 
 

吴利平,张琴,杨丽莎,陈大鹏,张桂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多部门联动的方式,降低儿童患者静脉血标本溶血的发生率,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在全面分析标本溶血原因的基础上,自 2016 年 1 月起,将多部门联动的方式运用于儿童静脉血

标本质量改进,具体方法为:成立多部门协作小组､ 定期召开小组会议､ 制定标本采集手册､ 改进采

血工具､ 规范采血方法､ 调整采血时间､ 改进运送工具､ 培训运送人员､ 将静脉血标本溶血率纳入

目标管理等。比较 2015 年 1-12 月(护理部门单一改进)及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多部门共同改

进)静脉血标本溶血发生率。 
结果 2016 年实施多部门联动后,静脉血标本溶血率为 3.76%,与 2015 年 5.07%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实施临床检验中心､ 护理部､ 后勤处､ 设备处､ 信息中心等多部门联动,能对引起标本溶血的

原因进行有效分析､ 快速处理,降低标本溶血率,提高标本室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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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9 

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围手术期护理 
 

赵群,牟慧杰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5 

 
 
目的 室间隔缺损封堵术是外科微创封堵术治疗室间隔缺损是将传统外科手术和内科介入治疗相结

合的一种新型治疗模式,疗效确切､ 创伤小､ 术后恢复快､ 安全性高,此类手术的开展对护理提出了

新的要求,正确实施术前､ 术中､ 术后护理是提高手术护理效率,缩短手术时间,是手术成功的重要保

证。 
方法 综述 
结果 围手术期护理 
结论 在 TEE 引导下外科微创封堵术治疗小儿 VSD 疗效确切,操作简单易行､ 创伤小､ 恢复快､ 安

全性高,已成为 VSD 治疗较为理想的手术方式。我们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护理措施以确保手术成功,
如术前有效的心理护理,充分的用物､ 设备､ 仪器准备;提供优质的术中护理,主动､ 默契地配合医生,
护理操作规范､ 准确,保证手术顺利进行;术后规范护理,严密观察病情,防止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发

展,严格进行术后复查及随访,促进患儿康复等,有效提高了护理效率,达到满意的护理效果。 
 
 
PU-1250 

PBL 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培训中的应用与进展 
 

廖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护理培训是儿科护士培养专业技能､ 职业素养的重要教学形式,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沉闷且缺乏

活力,效果不佳。为了改善效果,许多新式方法被引入教学实践中。其中 PBL 教学法以实际问题为导

向,且能够让学生深入参与教学过程,在应用中成效良好,得到推广并不断完善和发展。然而在具体实

践中也暴露出一定的弊端和缺陷。 
方法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 PBL 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培训中的应用及发展,对比了不同改进方法的优点和

缺点,探索 PBL 教学法的发展脉络。 
结果 针对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目标,PBL 方法存在不同的缺陷,需要与其它教学法结合使用,才能

达到较好的效果。 
结论 教学方法应当教学环境和教学目标相适应。 
 
 
 
 
 
 
PU-1251 

胸腔闭式引流管闭管夹的研制与临床应用 
 

赵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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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胸腔闭式引流术是胸科必备的一种引流技术,为了方便带胸腔闭式引流管的患者外出检查或是

病情需要闭管观察,为此,特研制一种固定胸腔闭式引流管的装置。 
方法 对现有的胸腔闭式引流装置进行改进,在原有胸腔闭式引流管的连接管上,增设一个可以关闭的

夹子,需要闭管时将夹子夹闭即可。 
结果 新型胸腔闭式引流管固定夹子经过临床使用,效果良好。 
结论 新型胸腔闭式引流管固定夹子使用过程方便､ 快捷,受到医生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PU-1252 

以家庭为中心的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的护理 
 

徐宏宇,万四红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在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的应用 
方法 总结 152 例以家庭为中心的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的护理,通过医护同管病人､ 家庭参与的模式,给
患儿安排相对固定的医疗护理人员,给每个患儿配备一名专科护士及主管医生进行系统的治疗护

理。为患儿进行心理护理､ 饮食指导､ 肛周护理､ 扩肛指导､ 肛门功能训练等;开设了便秘便失禁

病友微信群;举办病友会等促进患儿康复。 
结果 护士和患儿家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患儿及家长的依从性增高。 
结论 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提高巨结肠患儿及家长的就医依从性,改善了排便功能,提高了生活质

量。 
 
 
PU-1253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观察与护理 
 

张艳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1 

 
 
目的 观察线粒体脑肌病患儿的临床表现,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 
方法 对 6 例患儿针对主要临床表现进行对症护理,包括抽搐､ 呕吐､ 头痛､ 智力障碍､ 肢体无力,针
对患儿的情绪障碍､ 自伤倾向､ 认知障碍进行针对性护理。并对患儿家长进行健康教育､ 心理护理

､ 出院指导。 
结果 经精心护理,患儿均未发生护理并发症,患儿家长能够保持平和心态,积极参与对患儿的照护。 
结论 儿童线粒体脑肌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护理难度大,积极､ 有效的护理干预是该病治疗成功的保

障。 
 
 
 
 
PU-1254 

提高儿科急诊护理带教的安全性和积极性的几点思考 
 

何佳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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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儿科急诊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制定相应对策,提高护理带教的安全性积极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1 月~12 月间儿科急诊带教老师及 298 名护生的教学情况,从老师､ 护生两

方面查找问题,总结出加强带教管理､ 合理安排带教老师､ 增强护生安全意识法律意识､ 激励法､

因材施教､ 教学自查等方法。 
结果 降低带教中差错事故发生率和安全隐患,提高带教的安全性､ 积极性和教学质量。 
结论 通过问卷调查表､ 教学检查､ 随机抽查方式得出:不仅降低带教中差错事故发生率和安全隐患,
提高带教的安全性､ 积极性和教学质量且社会反应良好。 
 
 
PU-1255 

儿童电子纤维支气管镜术中术后给氧效果体会 
 

孙俊英 
江西省儿童医院呼吸科 330006 

 
 
目的 探讨儿童纤维支气管镜术中术后单侧鼻导管给氧不同长度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自 2014 年 5 月—7 月我院患儿纤维支气管镜患者中取 100 例,其中 50 例患儿术中术后给

予单侧鼻导管给氧长度为鼻尖到耳朵垂的 2/3 设为对照组,50 例患儿术中单侧鼻导管给氧长度为鼻

尖到耳垂的 2/3,术后给氧长度改为鼻前庭 1-2CM 给氧设为观察组。 
结果 观察组术后烦燥不适､ 脸部包块､ 出血明显少于对照组,提示 P<0.05。 
结论 儿童电子纤维支气管镜术中鼻导管给氧长度为鼻尖到耳垂的 2/3,术后改为鼻前庭 1-2CM 给氧

更能提高患儿舒适度,减少并发症。 
 
 
PU-1256 

经脐单部位切口和传统腹腔镜治疗婴儿幽门狭窄的比较 
 

董藩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经脐和传统三孔腹腔镜手术治疗婴儿肥厚性幽门狭窄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32014 年 7 月开展的腹腔镜幽门切开术 76 例资料, 其中经脐组 33 
例(在脐缘放置 3 个 trocar), 传统三孔组 43 例 比较 2 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等

指标, 术后 1 个月采用温哥华瘢痕评定量表进行评分 
结果 76 例手术获成功, 术后无并发症发生, 2 组住院时间 术中失血 术后并发症等差异无显著性 经
脐组手术时间长[(40. 3 ± 20. 2)vs. (26. 4 ± 15. 8) min,t = 3. 272,P = 0. 002], 但瘢痕评分明显优于

传统组[(2. 9 ± 2. 7)分 vs. (5. 1 ± 3. 2)分,t = 
256,P = 0. 001] 
结论 经脐单一部位切口腹腔镜幽门括约肌切开术安全可行, 瘢痕隐蔽, 值得在临床推广。 
 
 
PU-1257 

对改善急诊儿科护患沟通实效性的思考 
 

王仪兰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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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针对医院急诊儿科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护患沟通问题,探索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方法 根据 近 2 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其他同事反映的问题,从护士和患者两方面找问题并提出

对策。 
结果 所以相关护理人员必须要提升自身的护理素质,医院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养,规范急诊儿科的护

理措施,从而改善护患关系,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结论 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护理人员自身的素质不达标,在与患儿以及其家属在沟通中缺乏技巧

等,导致了护患沟通问题的出现。所以想要改变这一状况,那么护理人员必须要充分地尊重家属理解

家属,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护理素质,从而来提升患儿以及家属的满意度。本文主要是针对儿科护患沟

通存在的问题进行民研究,担出了相关的建议。 
 
 

PU-1258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的效果研究 
 

朱宏瑞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的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选定提高新生儿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为活动主题,对影响新生儿静脉留置

针保留时间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对策,并组织实施 
结果 经过 7 个月的 QCC 资料收集､ 分析､ 对策､ 实施,解决了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短

的问题 
结论 品管圈活动能有效提高新生儿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 
 
 
PU-1259 

 集束化护理用于早产儿静脉输注高危药物中的研究 
 

谭利娜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用于高危药物静脉使用中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郑州儿童医院早产儿病区收治的 120 例行高危药物静脉注射

早产儿(共 286 例次)作为观察对象,为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行集束化护理;另外选择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本院早产儿病区收治的 108 例(共 248 例次)行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 护理缺陷发生率､ 预防高危药物外渗知识考核评分及医患满意度等 
结果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85%,护理缺陷率为 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12.10%和 2.01%,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观察组预防高危药物外渗知识考核评分为(98.42±5.71)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90.38±4.26)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观察组医患关系满意度 98.33%,显著高于对照

组 89.8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对于早产儿静脉输注高危药物,采用集束化护理能有效降低护理缺陷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发生,
提高护理人员素质和护理质量, 终可改善医患关系,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U-1260 

小儿免疫性脑炎的临床特点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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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特点､ 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16 例( 自 2015 年 2 月 年-2017 年 2 月) 自身免疫性脑炎患儿的临床特点､ 护

理。 
结果  所有患者均有认知功能损害和精神症状;9 例伴癫痫发作;3 例出现不自主运动和自主神经功能

障碍。13 例患者脑电图存在异常;6 例患者有磁共振检查异,脑脊液或血液送检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

所回报结果:抗谷氨酸受体(NMDA 型)抗体阳性, 
结论 以认知功能损害､ 精神行为异常､ 癫痫发反复作,为主要表现的患者,病程时间长,常规抗癫痫,
脑炎治疗效果不佳,要警惕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可能,以免误漏诊､ 而耽误治疗时间。早诊断､ 早治

疗。因此及时诊断､ 合理治疗､ 全面实施综合护理,对降低病死率､ 减少后遗症､ 促进早日康复十

分重要。 
 
 
PU-1261 

关于留置针不同穿刺部位与留置时间关系的探讨 
 

谢玉洁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分析不同穿刺部位留置针留置时间的差异。静脉留置针是近年来临床上广泛用于输注药物治

疗的重要方法。 
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 治疗方法 
1.2.1 药物的选择 
1.2.2 穿刺方法 
1.3 观察指标 
结果 A,B,C 组患儿不同结果 
结论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C 组患儿采用头部静脉穿刺有利于延长留置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由此可

见,对患儿采用头部静脉穿刺的效果较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1262 

电子信息化在儿科补液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及体会 
 

黄胜峰,陈平 
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儿科补液过程的不安全隐患,信息化后的影响。 
方法 引进信息管理系统(电子扫描核对程序),优化补液室的工作流程,不断完善补液工作,有利于儿科

补液室的护理安全及管理。 
结果 实施信息管理系统,优化流程后静脉输液缺陷事件减少,与实施前相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减少患者补液等候时间,与实施前相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使用信息管理系统优化门急诊输液管理流程,提升患者满意度,提高了患者输液的安全性,体现

“以患者为中心,一切为了患者”的服务理念,提高护理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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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3 

游戏治疗运用于患儿提高接受治疗依从性的护理体会 
 

刘玲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提高患儿接受治疗依从性的方法。 
方法 对我院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25 日收治出现治疗抵触情绪的 20 例患儿,运用儿童游

戏治疗干预后接受治疗的依从性改变进行总结。 
结果 20 例患儿入院后均对治疗表现出抵触情绪,征得家属同意后给予儿童游戏治疗,治疗后患儿接受

治疗依从性均得到提高。 
结论 儿童游戏治疗运用于对治疗有抵触情绪的患儿,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患儿接受治疗依从性,保障治

疗完成,还可以改善护患关系,利于疾病康复。 
 
 
PU-1264 

16 例儿童难治性癫痫迷走神经刺激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刘晓娇,宋伟,李云林,谭泊静, 秦广彪,耿丽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难治性癫痫行左侧迷走神经刺激术的围手术期护理策略,总结对患儿家属分别于手术

前一天､ 手术当天､ 手术后第一天不同时间不同阶段分别介绍手术相关注意事项的健康宣教及家庭

延伸护理的方法,并重点提出,如何防止小儿抓挠伤口的重要性。 
方法 总结我科开科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 16 例行左则迷走神经刺激术的儿童难治性癫痫的

护理方法,重点从健康宣教､ 抗癫痫药物的疗效观察､ 并发症的预防及家属心理护理等几方面进行

积极的有效措施,在患儿围手术期间进行健康指导,术后进行定期电话随访､ 微信及 QQ 沟通等延续

性护理。 
结果  通过针对性､ 精细化､ 全程化的专业护理措施和健康指导可以提高迷走神经刺激术的手术疗

效并改善了患者及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手术前通过针对性的疾病知识的健康宣教使患儿及家

属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手术带给患儿的益处,并将同病区成功的病例介绍给患儿家属,减少了家属的焦

虑心理,增加了对手术治疗的自信心,能够更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手术方案与治疗。术后当天严格看管

禁止抓挠伤口防止出现感染､ 发热等并发症的观察及抗癫痫药物的服用作为重点关注,提供了患儿

术后安全和舒适的环境,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出现。结论 通过针对性､ 精细化､ 全程化的专业护理措

施和健康指导可以提高迷走神经刺激术的手术疗效并改善了患者及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手术

前通过针对性的疾病知识的健康宣教使患儿及家属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手术带给患儿的益处,并将同

病区成功的病例介绍给患儿家属,减少了家属的焦虑心理,增加了对手术治疗的自信心,能够更积极的

配合医生的手术方案与治疗。术后当天严格看管禁止抓挠伤口防止出现感染､ 发热等并发症的观察

及抗癫痫药物的服用作为重点关注,提供了患儿术后安全和舒适的环境,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结论 通过针对性 ､ 精细化､ 全程化的专业护理技术和健康指导可以提高迷走神经刺激术的手术疗

效并改善了患者及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PU-1265 

纤维支气管镜使用不同消毒液消毒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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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园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邻苯二甲醛消毒液与万金消毒液用于纤维支气管消毒效果。 
方法 使用邻苯二甲醛消毒液消毒支气管镜为实验组,万金消毒液消毒支气管镜为对照组,分别从内腔

采样法和外表采样法的细菌菌落检测方面进行比较。 
结果 应用邻苯二甲醛消毒液清洗后,无论从内腔采样法还是外表面采样法,实验组细菌菌落数远低于

对照组。 
结论 应用邻苯二甲醛消毒液清洗后可明显提高纤维支气管消毒质量,而且时间更短,更安全。降低了

PICU 感染风险,确保和控制院内感染具有重要作用。 
 
 
PU-1266 

改良固定留置针法在儿科安全静脉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朱晓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改良固定留置针法在儿科安全静脉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方法 将需静脉留置针输液患儿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60 例。观察组留置针穿刺方法同对照

组,固定医用透明贴膜前,将剪好的水胶体敷料直接贴在留置针针梗压迫下的皮肤上,然后无张力固定

透明贴膜。从穿刺部位用弹力绷带缠绕穿刺一周半,再将留置针长导管远端近肝素帽处用 U 型固定

在穿刺点上方 2 ~ 3 cm 的自粘弹力绷带重叠处,使肝素帽呈游离状态,弹力绷带缠绕时不可牵拉过紧,
以伸进一指为检验其松紧程度。对照组穿刺送管按照常规成功后常规用 医用透明敷帖固定和胶布

外固定。比较 2 组患儿由于留置针所致安全输液的情况对比 
结果 观察组压疮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改良留置针固定方法对降低婴幼儿留置针所致压疮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PU-1267 

目标教学法在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叶永青,吴嘉齐,欧阳知明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探讨改进教学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的意义。方法  借鉴国外教育目标理论,将目标教学法应用于

护生临床实习带教。确立实习目标的原则和实施方法,并对实施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 改进教学方

法后,护生理论考试成绩,操作考试成绩,病人满意度和护生对带教老师满意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结论 目标教学法的实施,使护理临床带教从经验化走向科学化,教学质量得以提高。 
方法 2014 年按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临床带教,以实习大纲为依据制订教学计划,带教老师在临床教

学中以经验教学为,存在着随意性,教学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2016 年改进了临床教学方法,在护

士长带领下,将目标管理及护理程序的理论运用到教学管理中,依据实习大纲,结合科室特点,对教学目

标进行细化,量化,重新修订,制订出目标教学测评表在临床教学过程中使用,且通过评估､ 教学､ 考核

､ 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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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 护生出科考试成绩护生实习 后 1 周,总带教老师统一组织出科理论,操作考试,理论考试内

容全部为测评表中列出的专科理论知识,操作考试内容为护理部安排科室带教的护理技术操两组护

生出科考试成绩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生出科考试成绩比较  
组      别 人         数 理论考试成绩 操作考试成绩 
2015 年 72 85.33 82.52 
2016 年 72 91.56 93.48 
2.2 病人对护生的满意度每位护生 2 周护理班结束时,科室向病人发放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括护生

服务态度!基础护理!技术水平等方面分为满意!较满意!不满意 3 个等级"病人对两组护生满意度情况

见表 2" 
表 2 病人对两组护生满意度比较(例)  
组         别 人         数  满       意 较   满  意 不  满   意 
2015 年 72 43 14 15 
2016 年 72 58 10 4 
2.3 护生对老师的满意度护生出科后,护理部向护生发放教学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括带教老师综合

素质!业务水平!教学水平等方面,分为满意!较满意!不满意 3 个等级"两组护生对老师的满意度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生对老师的满意度比较(例)  
组       别 人        数 满        意 较  满    意 不  满    意 
2015 年 72 57 12 3 
2016 年 72 65 7 0 
 
结论 目标教学是一种以设置明确､ 具体､ 可操作､ 可测量的教学目标作为教学导向的教学方法。

其理论源于教育领域中享有盛誉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2~3],在临床教学实践中体现出其特有

的优越性。 
 
 
PU-1268 

系统护理干预在小儿病毒性脑炎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刘佳 
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目的 研究分析系统护理干预在小儿病毒性脑炎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来我院进行诊治的 98 例小儿病毒性脑炎患儿,通过随机

的方式将全部患儿分成研究组与对照组,组间患儿各 49 例;其中对照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措施护理,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再实施系统护理干预,观察分析患儿的治疗情况。 
结果 全部患儿均通过护理后,对组间患儿的症状缓解时间进行观察对比,研究组较对照组明显减短

(p<0.05),且对患儿的病死率､ 并发症发生情况､ 住院时间等指标观察对比,研究组均明显少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小儿病毒性脑炎患儿的临床治疗中应用系统护理干预,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能够将患儿的治疗

效果明显提高,临床应用推广价值高。 
PU-1269 

儿童扁桃体切除术后疼痛管理现状 
 

刘瑞荣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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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疼痛管理概述､ 疼痛管理模式及儿童扁桃体切除术后疼痛管理方法进行综述,旨在为儿童扁

桃体切除术后疼痛规范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PU-1270 

综合护理干预用于儿童心血管病患者中的临床效果分析 
 

王晓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研究综合护理干预在儿童心血管疾病患者中的临床护理效果,为临床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医院诊治的 300 例心血管疾病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均经病史､

心电图､ 超声等检查确诊,依据护理措施分为对照组 150 例和观察组 15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

护理,观察组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护理有效率为 92.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3.33%(P<0.05);两组患者护理前 SAS､
SDS 评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护理后 SAS､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与常规护理方法相比,心血管疾病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效果理想,能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消除

患者内心负性情绪,值得推广应用。 
areast-language:ZH-CN; mso-bidi-language:ZH-CN'>观察组护理有效率为 92.00%,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 83.33%(P<0.05);两组患者护理前 SAS､ SDS 评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护

理后 SAS､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PU-1271 

一例重症药疹患儿的护理 
 

张淑萍,林剑平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通过预防感染,做好皮损处的护理和粘膜的护理,行之有效的营养支持疗法及药物治疗,预防并发

症的护理,做好患儿家属健康教育及患儿出院后指导。 
方法 文献参考､ 临床经验､ 实际实践操作 
结果 经过为期一周的治疗与护理,该患儿的病情得以控制。 
结论 该病是比较严重的疾病,做好消毒隔离,预防继发感染,对皮肤黏膜受损处的恰当处理是预防和控

制继发感染的关键,合理用药和营养供给对控制病情至关重要,应及早诊断并给予及时的治疗,可以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存率。 
 
 
 
 
PU-1272 

高危风险因素管理在 PICU 医院感染防控中的应用 
 

郑焱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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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日常监测和自查中以及在临床工作中,确定 PICU 存在的院感高风险因素,给予针对性预防控

制措施,提高工作质量,降低医院感染。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与前瞻性监测的方法,将 2014 年 5 月-2015 年 4 月与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分别作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分析实施高危风险因素管理前后对医院感染率的影响 
结果 实施高危风险因素管理后,医院感染率较前显著下降。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对 PICU 进行医院感染的高危风险因素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可有效

降低院感发生率。 
 
 
PU-1273 

随访干预对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术后恢复的影响 
 

杨红梅,徐宏宇,刘琴,贺丽,孙瑛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随访干预对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术后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我院儿科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术后的患儿 40 例,根据患儿出院

日期的单双号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对照组仅实施常规出院指导,观察组在此基础上

实施随访干预,了解患儿的切口愈合､ 肛周皮肤､ 肛门功能恢复及遵医行为的情况并对其进行比

较。 
结果 观察组术后切口愈合､ 肛周皮肤､ 肛门功能恢复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且三者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此外,观察组患儿的遵医行为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随访干预对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术后恢复有显著效果,可有效监督患儿的术后遵医行为,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患儿切口的愈合､ 肛周皮肤及肛门功能恢复,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和推广。 
 
 
PU-1274 

论儿科护理中以人文本的重要性 
 

张钰 
同济医院儿科 

 
 
目的 探讨儿科护理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措施､模式和管理。 
方法 通过对工作实践的回顾､ 总结,结合儿科护理特点,从必要性､ 可行性､ 指导性和效应性四个方

面进行探讨。 
结果 转变了护士的服务理念,增强了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融洽了护患关系,提高服务质量。 
结论 在儿科护理中坚持以人为本不仅是医学模式转变､ 丰富整体护理内涵的需要,也是树立良好形

象､ 促进医院发展的保证。 
 
 
 
PU-1275 

实习护生健康教育现况的调查分析 
 

陈若梅,林剑平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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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护生在临床实习中实施健康教育的现况,为以后如何提高护生健康教育能力

提供信息。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某三甲医院的实习护生 151 名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实习护生对健康教育的知识掌握不足。其中,实习护生对健康教育的概念､

目的和作用的了解程度较高,但对健康教育的模式､ 内容方法以及技巧的了解程度较低。27%的护

生认为在学校的学习不能满足临床工作。97.3%的护生认为护理专业知识和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的掌

握､ 自身的沟通表达能力以及病人的信任程度对健康教育的实施存在影响。 
结论 实习护生对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的认知和掌握不全面,护生在校期间对整体理论知识的学习学校

应予重视及加强,护生在健康教育中运用护理程序的能力在实习期间需要医院的重点培养。 
 
 
PU-1276 

 品管圈对小儿输液滴数准确控制的护理干预效果分析  
 

彭维 
武汉市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品管圈对小儿输液滴数准确控制的护理干预效果分析  
目的 探讨品管圈的管理模式用于护理工作中输液滴速准确控制的效果。 
方法 选定圈名,圈员(9 人),分配各圈员指定任务,定时的对圈员进行培训,考核,并且召开圈会,检查活

动情况反馈新的问题和意见,调整或指定下一步的措施和目标,使输液滴数的准确调节由“点”而至“面”
的开展。将活动融入到护理工作中,让所有成员参与其中,使其常态化。 后通过问卷调查,整理搜集

资料和数据,对活动进行一个效果评价和确认。 
结果 开展品管圈后,输液滴数的不规范率明显降低,由动前的 60%降低到活动后的 8%。护士在品管

手法认识,团队凝聚力,学习积极性,荣誉感等方面有明显提高。 
结论 推行品管圈活动降低了病房对输液滴数调节的不规范率,促使临床用药更加安全,有效,使护理操

作更加规范。 
 
 
PU-1277 

视频示教结合情景教学法在提高儿科新护士操作技能中的作用 
 

肖志田,付勤,刘春妍,刘丹,曾烈梅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14 

 
 
目的 探讨视频示教结合情景教学法在提高儿科新护士操作技能中的作用。 
方法 将 2015 年 65 名新护士做为对照组,护理部采用传统模式进行 16 项常用护理技术操作示教与

考核,即护理操作示教员集中示教室现场操作示教,护士自我练习,一段时间后操作示教室考核。将

2016 年 63 名新护士做为观察组,护理部统一录制 16 项常用护理技术操作影音视频资料挂医院局域

网上,并制作微视频发操作培训微信群。护理操作示教组统一操作标准､ 统一操作示教培训周､ 统

一操作考核周,根据操作项目设计典型案例。培训前要求新护士进行视频观看､ PPT 课程预习与问

题思考。培训时采用分组分批视频分阶段操作示教､ 配合重点知识､ 核心环节及操作并发症的预防

与处理 PPT 授课与释疑,并引入生动具体的情景。操作示教室定期开放供护士练习,护士模型练习时

操作示教室视频同步播放,操作示教员从核对､ 评估､ 告知､ 准备､ 实施､ 观察与记录方面现场指

导与纠偏,特别关注全操作过程护士的人文关怀与健康宣教。护士临床实践时科室操作示教员进行

现场指导与补救,并对整个操作进行评价,对操作失败原因进行分析。护理部操作考核时根据实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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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引入生动具体的情景,到科室进行真人床边考核,考核中注重实用性､ 评判性思维能力与综合应变

能力的培养。培训周期为一年,比较两组护士操作考核成绩､ 考核优秀率､ 操作规范性､ 评判性思

维能力与综合应变能力。 
结果 观察组护士操作考核平均成绩为 92 分,高于对照组的 85 分;观察组操作考核优秀率､ 操作规范

率分别为 67%､ 97.9%,高于对照组的 50.6%､ 90.6%;观察组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与综合应变能力高

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局域网､ 微视频示教结合情景教学法贴近临床,将理论､ 操作培训､ 考核与临床情景融为一体,
改善了培训效果,有效提高了护士操作的规范性､ 评判性思维能力与综合应变能力。 
 
 
PU-1278 

人文关怀在儿科门诊中的运用 
 

许年珍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同济医院 430030 

 
 
理工作中的人文关怀是护士将汲取的人文知识内化发展后,自觉付予工作对象的一种情感行为。儿

科门诊输液过程中环节多,程序复杂,尤其是因为穿刺不成功引发护患纠纷。对患儿及家属予人文关

怀不仅限于娴熟的护理技术,更注重以人为本､ 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使患儿及家属舒适､ 满意

､ 放心的接受治疗。 
 
 
PU-1279 

婴幼儿上呼吸道感染鼻负压吸引后疗效的观察 
 

李静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2 

 
 
目的  探讨鼻负压吸引对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睡眠质量及血氧饱和度(SpO2)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儿科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收治的 168 例上呼吸道感染的婴幼儿为研究对象,根
据随机数字表将患儿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8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支持,抗感染治疗,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行鼻负压吸引,每天吸引 1 次,知直至患儿临床症状消失为止。观察两组患儿临床症状

消失时间,睡眠质量,SpO2 水平差异及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流涕,喷嚏,鼻塞,发热等症状消失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治疗后睡眠质量评分,SpO2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

满意度评分为(95.32±3.14)分高于对照组(82.96±4.12)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鼻负压吸引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 睡眠质量及 SpO2,促进患儿预后,缩短患儿住院

时间,提高患儿家属满意度。 
 
 
 
 
 
PU-1280 

将儿科门急诊物品器械纳入消毒供应中心效果观察  
 

王蕾,郭放,张葆荣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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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医院感染发生和发展是多因素､ 复杂的,涉及多个部门与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造

成医院感染的暴发或流行[2],为此我科室与院内消毒供应中心追溯信息管理系统通力合作,将相关物

品器械统一经消毒供应中心集中管理[3],严格消毒灭菌,保证医疗护理质量安全,已取得良好效果,控制

医院感染,保证医疗护理质量。 
方法 以消毒供应中心追溯信息管理系统为平台,将儿科门急诊器械纳入消毒供应中心,统筹管理医疗

､ 护理器材器械,实施标准化､ 规范化消毒灭菌。 
结果 保证了消毒灭菌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保护病人安全。结论 以消毒供应中心为平台,对预防和控

制医院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将器械纳入消毒供应中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集中式管理使部分医疗器械资源共享,减少护理

人员工作量,有效地预防与控制医院内感染的发生,提高医疗和护理质量,提高效率､ 节约资源､ 降低

成本､ 保护环境和增加职业安全度,从而满足现代医院质量管理和建设发展的需求。 
 
 
PU-1281 

婴幼儿静脉输液渗漏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 
 

袁非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2 

 
 
目的 了解引起婴幼儿输液渗漏的相关因素,尝试建立防治婴幼儿静脉输液渗漏的护理干预模式。 
方法 选取年龄≤3 岁的 1080 例住院患儿作为观察对象,对其输液的全过程进行追踪观察,渗漏病例

详细记录渗漏发生时间､ 药物､ 输液工具､ 血管状况､ 渗漏范围及症状。 
结果 98 例患儿在静脉滴注过程中或拔针后出现渗漏,其中 59 例(60.20%)因患几异常哭闹或家长无

意碰撞､ 牵拉引起;14 例(14.29%)因药物因素引起;11 例(11.22%)因血管选择不当引起;8 例(8.17%)
因穿刺部位固定不稳固或方法不正确引起;6 例(6.12%)因拔针按压方法不正确引起。渗漏多发生在

输液开始 120 min 后。 
结论 结论需改良常规穿刺､ 固定方法,有计划地合理使用静脉,加强家长输液知识教育及输液过程巡

视,以减少婴幼儿静脉输液渗漏的发生。 
 
 
PU-1282 

护理干预对小儿癫痫用药依从性的影响 
 

谭蓉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2 

 
 
目的  探讨小儿癫痫实施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收治于我科的 98 例癫痫的患儿,按照随机的原则将其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49 例,实施护理干预措施,比较二组患儿的出院后用药依从性。 
结果 观察患儿用药的依从性 96.5%,对照组患儿的依从性 82.9%,观察组患儿的用药依从性优于对照

组,二组相互比较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癫痫患儿及家属在住院期间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用药依从性,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

价值。 
 
 
PU-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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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流程再造在儿科急诊的应用效果评价 
 

陶金民,潘婷婷,赵海鸣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沟通流程再造在儿科急诊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3 月急诊就诊的患儿 90 例,作为对照组,2015 年 7-9 月急诊就诊的患儿 90 例,
作为观察组。对照组 90 例,实施常规沟通流程,观察组实施再造的沟通流程。分别观察两组患儿的输

液外渗､ 满意度､ 医生对护士服务满意度。按照随机抽样方法选择 2015 年 1-3 月急诊就诊的患儿

90 例,作为对照组,2015 年 7-9 月急诊就诊的患儿 90 例,作为观察组。两组患儿疾病严重程度､ 年龄

､ 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采用常规沟通内容,患儿入抢救室以后,护士常规配合医生抢救,向
患儿及家长解释操作的目的､ 方法､ 用药的名称､ 剂量､ 方法､ 如何配合。观察组采用对原有的沟

通流程进行再造的沟通流程,护理人员更注意运用合理的沟通技巧,强化患儿及家长相关疾病的理论

知识,取得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和高度配合。 
结果 护患沟通流程再造实施前后两组患者调查结果比较,观察组患儿家长的依从性大大提高,表现为

主动配合抢救､ 用药;主动索问相关疾病知识及健康指导;不再随意调节输液速度,医疗安全性增加。

高效的护患沟通可使护患达到“双赢”,即患者的人格､ 需求､ 知情权在沟通中得到了尊重和保护,护
士的自身价值也在和谐的护患关系中得到体现

【8】
。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观察组患儿输液外渗发

生率 3.3%,对照组输液外渗发生率 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对护理服务和沟通的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医生对护士服务满意度由第一季度的 86 分提高到了 95 分。 
结论 儿科急诊的沟通流程再造,可提高满意度,降低护患纠纷发生率。儿科急诊将护理管理融人到护

患沟通中,主动实施护患沟通流程再造,改变了以往护患沟通的方式,使沟通变成了一个有章可循的过

程。相关人员知道何时､ 何种情况下该如何沟通。儿科急诊实施再造的护患沟通流程,在这一流程

中患儿享受到的是护士温馨的服务,不仅减少了护理差错的发生,而且使工作紧张而杂乱的抢救室无

形中变得紧张而有序,服务质量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再造的护患沟通流程,能及

时发现问题,培养护理人员护患沟沟通及及时处理问题的能力,改善护理服务质量,提高患者的忠诚度

和满意度,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 
 
 
PU-1284 

探讨儿童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特征 
及护理配合应用体会 

 
朱未未,朱建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儿童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特征及护理配合应用体会,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儿童 92 例,对其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儿年龄,将其分为 0-3 岁组､ 3-6 份组及>6 岁组,根据患儿性别,将其分

为男､ 女两组,对其临床症状(发热､ 淋巴结炎､ 咽峡炎扁桃体渗出､ 眼睑浮肿､ 皮疹､ 肝肿大､ 脾

肿大､ 并发症等)以及实验室等辅助检查指标(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进行统计并分析,同时对患

者进行相应的临床治疗,分析其预后情况。 
结果 在脾肿大､ 其他并发症以及淋巴细胞､ 血红蛋白及血小板等方面,各年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在发热､ 淋巴结炎､ 咽峡炎扁桃体渗出､ 眼睑浮肿､ 皮疹､ 脾肿大､ 肝肿大､ 外

周血白细胞､ 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等水平方面,各年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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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热､ 咽峡炎扁桃体渗出､ 眼睑浮肿及脾肿大在>6 岁患儿中较为多见,而皮疹在 0-3 岁患儿中

较为多见;在发热､ 淋巴结肿大､ 浮肿､ 肝大､ 脾大､ 皮疹､ 其他临床表现及外周血白细胞､ 淋巴

细胞､ 血红蛋白､ 血小板､ 谷草转氨酶､ 方面,不同性别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谷

丙转氨酶方面,女性患儿明显高于男性患儿,不同性别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抗病

毒治疗､ 对症支持治疗及配合护理后,多数患儿预后良好,平均住院(20.3±3.1)d。 
结论 对于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儿童,其某些临床特征与患儿年龄及性别存在一定关系,医护

人员在临床工作中给予对症治疗及精心配合护理,能够使患儿快速痊愈,降低不良后果的发生。 
 
 
PU-1285 

应用品管圈提高分级护理准时巡视率的实践效果 
 

马玉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分析品管圈活动对提高护士准时巡视率的实践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使用品管圈的手段制定计划,对护士进行分级护理巡视的记录情况进行调

查统计,根据统计结果,制作柏拉图表格,根据 80/20 法则,确定项目重点改进的时间段定位在 14:00 至

次日 05:00。根据公式目标值=现况值+(1-现况值)×改善值×圈能力,拟定目标值为 93.81%,改善幅度

为 9.63%。采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对 14:00 至次日 05:00 时间段进行了分段分析,以鱼骨图形式呈现

导致超时巡视的主要原因。针对主要原因,制作查检表,对 3 天的护理巡视工作进行原因统计,得出两

个真因。针对验证的真因通过头脑风暴的方法提出七条对策,运用 Likert5 级评分,从对策的可行性､

经济性､ 小组解决能力的匹配度三个方面注意打分,评出 4 条可行性对策,并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至

2017 年 2 月 13 日进行对策分段实施并按 PDCA 循环检讨和改进,所有对策实施改进后,全面实施对

策,随机选取 2017 年 2 月 14 日至 2 月 21 日一周数据分析改善后的准时巡视率,并与改善前一周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改善前护士对分级护理患者的准时巡视率为 84.18%。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分级护理的

准时巡视率提高到 95.30%,改善幅度为 11.12%,目标完成率达 101.58%。全体圈员通过此次品管圈

活动,在个人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品管圈手法等八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长。

在本次品管圈活动中,通过梳理工作流程,发掘工作缺陷,有效的指定出了工作的标准､ 流程,让护士的

巡视工作有据可依,并且通过内容的学习进一步提高护士对完成此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思想上､

行为上均对有所改善。 
结论 采用品管圈手段提高了护士对于分级护理患者的准时巡视率,使护士能够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

化,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患者满意度,同时提高了护士的团队协作能力,加强了同事之间的沟通,提高了

团队合作精神,增强了护理团队的凝聚力。 
 
 
 
 
 
 
 
 
 
PU-1286 

优质护理服务对儿科护理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周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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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对儿科护理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00 例儿科住院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优质护

理,比较两组患儿疾病恢复及患者满意度方面的情况。 
结果 实验组的疾病恢复及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优质护理服务可促进患儿疾病恢复及满意度,值得继续､ 深入推广。 
 
 
PU-1287 

品管圈在提高术前核查表完善率中的应用 
 

吴艺娟,张连治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0001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择期手术患者术前核查表完善率的应用 
方法 通过成立品管圈小组,选定提高完善术前核查表完善率为主题,根据科室现有资料统计,制定柏拉

图,分析影响完善率的原因,绘制成鱼骨图,拟定解决问题的对策并加以实施。 
结果 通过本次品管圈活动,择期手术患者术前核查表完善率由改善前的 60.96%,到改善中期的

78.36%。到改善后期提升到 84.43%,目标达标率达到 94.42%。参与品管圈活动的成员在解决问题

能力､ 沟通协作能力､ 责任心､ 团结和谐､ 自信心等方面得到提升。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能有效地提高择期手术术前核查表的完善率,同时医护之间得到了更好的沟通

与协作,提高了责任意识,保障患者手术安全。 
 
 
PU-1288 

恶性血液肿瘤患儿行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护理 
 

王静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为行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的患儿提供全程护理,降低不良反应,采集足量造血干细胞 
方法 术前准备充分,取得家属信任,降低患儿恐惧,建立合适的血管通路;术中严密观察;术后回访,注重

健康教育 
结果 7 例患儿采集终产品总量 120ml,无 1 例患儿出现不良反应。 
结论 全程护理有利于缓解患儿恐惧情绪,确保采集足量造血干细胞,为移植成功奠定基础。 
 
 
 
 
 
 
 
 
PU-1289 

早期干预对 1 例急性脊髓炎患儿预后的护理体会 
 

张姗,盛桂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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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早期干预能否提高脊髓炎患儿的预后 
方法 疾病早期进行护理干预 
结果 早期护理干预提高脊髓炎患儿的预后及生活质量 
结论 早期干预如提供饮食指导及用药护理､ 训练排便功能的恢复及皮肤护理,可有效减少并发症,增
强患儿身体素质。早期康复训练应根据患儿年龄､ 身体素质制定合理的训练计划,不仅可以保持肢

体的功能体位还可防止肢体过度牵拉或损。循序渐进直至恢复正常。过早的心理干预可帮助患儿及

家属正确认识疾病,消除恐惧,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提高治疗和康复的依从性,促进疾病的恢复,
减少并发症,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PU-1290 

延续护理在家庭肠内营养支持患儿中的应用体会 
 

李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总结延续护理在带管出院需要进行家庭肠内营养支持患儿中的应用体会 
方法 2016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入住我院消化内科出院后需要继续通过管饲进行肠内营养支持治疗

的患儿 39 例。通过住院期间加强指导､ 出院前考核､ 建立患儿个人肠内营养档案､ 建立网络公共

平台､ 开设肠内管道维护门诊,重点关注在家庭肠内营养支持的顺利开展及其延续护理下患儿营养

状态的改善,并发症的发生及提高患者对护士的满意度。 
结果 本组患儿在接受延续护理的过程中保证了患儿的营养摄取,各种并发症得到了有效的预防和早

期控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结论 延续护理在家庭肠内营养支持治疗中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PU-1291 

儿科护理质量管理探索与实践 
 

崔妮,王旭,阎秀梅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总结医院 2013 年以来全面质量管理的实践方法和取得的效果。 
方法  通过建立和完善院级､ 护理部､ 科室各级的三级质控组织,形成全维度的护理质控管理组织体

系。明确质控目标,制定工作制度､ 工作标准､ 工作计划。通过开展 QC 活动,S-OJT 项目,有的放矢

地使用应用管理工具,遵循 PDCA 质量改善原则,落实奖惩,持续改进护理工作质量。加强护理队伍内

涵建设,对低年资护士规范化培训,建立护士规范化培训手册。通过考核选拔内训师和临床带教老师,
并针对她们进行有目的､ 有针对性的特殊的专业性培训,使其具有培训和带教护士的能力,然后再对

其他护士进行带教培训。加强护士专项技能培训,达到培养人才,规范操作,全院护理技术操作同质化

管理的目的。 
结果 医院全面推行护理质控工作后重症护理､ 基础护理､ 急救物品､ 护理文书､ 护理操作､ 消毒

隔离等护理质量明显提高。质量管理工具的用于形成既有自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的全维度护理管理

模式,护理人员积极性提高,质量管理参与意识增强。 
结论    通过构建科学合理儿科护理质量控制管理体系,有效提高护理服务工作质量,护理人员素质提

高､ 护理工作质量提高､ 患者满意度提高;护士对培训和学习积极性提高,满意度高。护理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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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的开展适应优质护理工作的要求,对优质护理服务工作的开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
临床护理管理的核心。   
 
 
PU-1292 

儿科不同等级护理人员健康教育现况分析 
 

张怀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0 

 
 
目的 目的探讨呼和浩特市地区不同层次医院儿科护理人员开展健康教育现状,为医院护理健康教育

标准化模式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自行设计问卷调查表,采用自填方式,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20 所内蒙古自治区地区不同层次

医院的 335 例护理人员及护理管理者进行调查。 
结果 不同层次医院护理人员对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 护理人员获得健康教育知识和能力

途径､ 健康教育能力､ 实施健康教育的形式及方法､ 健康教育的管理体系及质量控制方法等进行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不同层次医院护理健康教育现状存在差异,应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标准化健康教育模式并实

施。 
 
 
PU-1293 

五常法在儿科病房仪器管理中的应用 
 

朱敏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五常法在儿科病房仪器管理中的应用。 
方法 至 2015 年 1 月起,在我院儿科病房实施 5S 管理,确保护士对各种仪器安全使用,规范使用流程,
比较管理前后仪器的管理质量､ 护士的工作能力以及医护人员满意度的变化。 
结果 病房工作环境安全､ 整洁､ 便捷,所有仪器得到较好的维护和管理,护士工作质量及效率提高。 
结论  
5S 管理法应用于儿科病房仪器管理,效果显著,各仪器正常工作和延长使用寿命,提高工作效率及医

护人员的满意度。 
 
 
 
 
 
 
 
 
 
 
PU-1294 

一例肥胖患儿的皮肤护理 
 

方艳艳
1,魏永凯

2,要松
1,王凤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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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工业大学理学院 

 
 
目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独生子女的增多,父母､ 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对孩子的溺爱 ,肥胖儿童在

生活中随处可见,肥胖引发的诸多危害中,皮肤护理是重症监护护理的重点,一般临床护士 关心的是

骨隆突处的皮肤情况,但是对于肥胖患儿皱褶处皮肤更是重点,如腋窝､ 会阴部､ 大腿内侧根部皮肤

等易造成皮肤完整性的受损,给以后的护理带来压力. 我科 2017 年收治 1 例 12 岁肥胖卧床患儿,因
肥胖引发多病.我们为其成功实施皮肤护理,皮肤破溃痊愈,为以后此类护理工作成功积累了经验. 
方法 护理方法主要如下:1. 基础护理: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的温室度,底面及床单位表面每日用

5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2 遍。2. 颈部､ 胸腹连接处及腋下皮肤护理:每日晨起给于患儿温水擦浴

全身,重点擦拭褶皱处,动作轻柔,避免暴力擦拭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每日四次清洁褶皱处后涂抹赛

肤润,并喷洒液体敷料在皮肤上形成皮肤保护膜。在皮肤褶皱处放置柔软棉布,在皮肤间形成空隙,有
利于空气流动保持皮肤干燥。操作过程中加强手卫生,注意无菌操作,褶皱处已经形成糜烂,要预防感

染。3. 双侧腹股沟及会阴肛周处皮肤护理:在患儿大小便后及时清理排泄物,并用质地柔软的毛巾以

温水擦拭,清洁之后晾干,涂抹赛肤润,以隔绝水分及排泄物的浸润。每日两次会阴擦洗,患儿未出现尿

路感染,以 0.9%氯化钠注射液擦拭即可。4. 心理护理:加强与患儿的沟通,给她讲故事､ 唱儿歌减轻

患儿的恐惧,使患儿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对患儿的康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果 患儿重度肥胖,疾病危重且复杂,在皮肤护理时往往注重受压部位的压疮的预防,而忽略受压部位

以外的皮肤的护理。过度肥胖的患儿的皮肤破溃有其特殊性,有颈部､ 胸腹连接处､ 腋下､ 双侧腹

股沟处皮肤褶皱较深,变换体位也不易暴露,褶皱处潮湿等特点,给我们的护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考

验。经过我科的精心护理,患儿出院时皮肤完整。 
结论 我科对该患儿成功实施的皮肤护理也为以后同类病例的护理积累了经验。 
 
 
PU-1295 

两种敷料在吸氧患儿双腔鼻导管固定中的效果比较 
 

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水胶敷料(安普贴)和 3M 敷料在吸氧患儿双腔鼻导管固定中导管滑脱､ 皮肤损伤､ 敷料更

换及护理成本的效果比较,探寻促进临床护理安全的适合于婴幼儿双腔鼻导管固定的 佳方式。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就治于我院呼吸内科和急诊观察室的 109 例 3 岁以下肺部疾

患合并低氧血症儿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分为实验组 82 例和对照组 67 例。实验组在吸氧患儿鼻

翼两侧 0.5cm 处先将 2.5×2cm2安普贴贴于两颊皮肤,再用低致敏透明胶布固定双腔鼻导管在安普贴

上;对照组使用“无张力性粘贴”法直接将 2.5×2cm2 3M 敷料固定双腔鼻导管于两颊皮肤上。 
结果 两种敷料固定方式在双腔鼻导管滑管率(P=0.001)､ 敷料更换率(P=0.000)､ 导管相关打 call 率
(P=0.001)､ 皮肤损伤例数(P=0.002)的比较上有显著性差异,因滑管导致的 SaO2 降低例数(P=0.328)
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水胶敷料(安普贴)固定法能有效固定双腔鼻导管,减少皮肤损伤,降低护理成本,保证用氧安全,可
广泛推荐使用于 3 岁以下吸氧儿童。 
 
 
 
PU-1296 

精细化护理干预对儿童预防接种效果的影响 
 

潘雯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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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探讨精细化护理干预对儿童预防接种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于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预防接种的儿童共 150 例,按照实施精细化护理

的时间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观察组精细化护理,观察

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总满意度为 93.3%,接种及时率为 88.0%,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3.0%,均优于对照组,组间

比较有差异(P<0.05)。 
结论 精细化护理应用于儿童预防接种中,能够提升儿童接种的及时率,提高儿童家长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保障儿童身体健康。 
 
 
PU-1297 

婴儿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护理 
 

吴春妮,陈丽石羡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与总结婴儿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致多脏器损害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我院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 例凯伦致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伴多脏器(肝脏､ 胰腺)损害､ 表皮

松解症患儿进行积极抗感染､ 护肝､ 胰岛素调节血糖､ 大量糖皮质激素冲击､ 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治

疗和精心的皮肤黏膜及创面的护理以及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同时安全留置静脉通道,保证治疗的顺

利进行。 
结果 40d 后患儿全身松解的皮肤全部脱落再生,未出现继发感染,肝功能恢复正常,血糖控制正常。 
结论 对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患儿实施全面系统的护理及积极有效的处理松解创面及糜烂黏膜,防
止继发感染,有利于康复,降低死亡率。 
 
 
PU-1298 

病房中的音乐治疗项目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中的应用 
 

唐燕来,温蕴,张婷婷,罗学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病房中的音乐治疗是一个以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 多学科小组合作的音乐治疗项目;旨在运用

互动式的音乐治疗方法,改善住院白血病儿童的情绪､ 缓解疼痛和不适感及增加其在医院治疗的配

合度和适应性。我国每年 78%发生在儿童 5 岁以下的白血病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3],15 岁以下

的发病率为 30-40%[4]。3 至 15 岁这个年龄段的白血病患儿所经历的非常规生活事件､ 躯体不适感

､ 负性情绪反应､ 家庭不适应性及保护性隔离环境都会对他们的生理､ 认知､ 人格和社会性的发展

产生影响[5]。相当一部分医护人员意识到住院儿童心理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多学科小组合作的治疗模

式,为患儿及其家人同时提供生理､ 生理､ 社会和精神上的帮助。音乐治疗,作为一种补充治疗方法,
能有效地改善儿科血液肿瘤患儿包括生理方面的疼痛管理和感官刺激;社交方面的社交互动;心理方

面的情绪､ 行为和应对技巧;及自我概念方面的自我特征､ 自我表达和自尊[3]。 
方法 团队采用互动式音乐治疗方法对 3 至 15 岁的住院儿童进行小组和个体治疗。团队采用量性和

质性的方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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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小组和个体治疗,帮助减缓他们因疾病和治疗所带来的疼痛感､ 降低因陌生环境和治疗产

生的焦虑感和紧张感､ 改善情绪､ 增加患儿与医护人员､ 家庭照顾者和其他住院患儿之间的互动,
从而改善其在住院期间的生活质量,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工作。 
结论 音乐治疗,作为一种补充治疗方法,能有效地改善儿科血液肿瘤患儿包括生理方面的疼痛管理和

感官刺激;社交方面的社交互动;心理方面的情绪､ 行为和应对技巧;及自我概念方面的自我特征､ 自

我表达和自尊。 
 
 
PU-1299 

耳温枪在儿童重症住院患者体温监测的应用与研究 
 

徐敏,和娇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耳温枪在儿童重症住院患者进行体温监测的实用性 
方法 选择 174 人次儿童重症住院患者用耳温枪与水银体温计同时同人进行体温监测,连续 3d,均选

择上午 10:00､ 下午 16: 00 进行,将测得的值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耳温枪测得的体温与用水银体温计测量的腋温略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耳温枪在儿童重症住院患者体温监测安全可靠､ 耗时少､ 值得推广。 
 
 
PU-1300 

输尿管镜下钬激光治疗儿童肾输尿管结石的围手术期护理 
 

陈颖萍,李秀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治疗儿童肾输尿管结石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15 例输尿管镜下钬激光治疗儿童肾输尿管结石病例的围手术期护理,总结围术期

的护理经验和体会 
结果 15 例儿童肾输尿管结石病人均手术成功,未出现重大并发症,术后恢复良好,治愈出院 
结论 完善围手术期的术前准备,术中的精细操作,术后严密的病情观察及护理和全程的心理支持有助

于提高输尿管镜下钬激光治疗儿童肾输尿管结石的手术成功率,降低术后并发症,促进患儿的康复。 
 
 
PU-1301 

师徒带教模式在儿科医联体护士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时富枝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师带徒带教模式在医联体进修护士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法,总结 2014 年我院开展“医联体百名护士培训”以来,师带徒带教模式运行经验

及培训效果。 
结果 师带徒带教模式在短期进修护士培训中,效果明显,进修护士满意度较高 
结论 进修是继续教育中 为常见的获取新知识的方法,作为短期培训的一种方式,师带徒带教模式能

够在短期内满足进修护士的知识需求,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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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2 

先天性泪囊炎泪导探通的时机与方法研究进展 
 

陈瑜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0 

 
 
先天性泪囊炎是小儿眼科常见多发的泪道疾病。治疗多采用保守治疗,泪道探通术､ 泪道置管和鼻

腔泪囊吻合术。现对先天性泪囊炎的发病相关病因,治疗的时机和方法,泪道探通的手术方式和手术

时机,以及泪道探针的变化和治疗效果进行综述。 
 
 
PU-1303 

浅析心理护理对小儿弱视治疗的影响 
 

刘芬,方波,李芬,杨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0 

 
 
目的 研究和探索临床上施行心理护理对小儿弱视治疗的效果和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2 月~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小儿弱视患者 13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和常规组, 每组各 65 例,对比和分析两组患儿临床治疗情况和对临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护理有效率和对临床护理满意度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且 P<0.05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对比具有临床参考价值。 
结论 心理护理措施的施行,能够提高小儿弱视的临床治疗效果和对临床护理的满意度,减少临床医患

纠纷的发生,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PU-1304 

研究干预护理儿童弱视综合治疗对依从性的意义 
 

吴秀婷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和探讨干预护理对儿童弱视综合治疗的施行效果和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收治的儿童弱视患儿 1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患儿 80 例,
观察组患儿 80 例,对比和分析两组患儿临床治疗依从性情况和综合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100.0%明显高于对照组 95.0%,且患儿对临床治疗依从性较

高,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比具有临床参考价值。 
结论 干预护理的施行,能够增加弱视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提高患儿对临床治疗的依从性,具有临床推

广应用价值。 
 
 
 
 
PU-1305 

提高输液区留置针的再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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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鸿,唐文涛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输液区患儿留置针再通率。 
方法 2017 年 1 月-5 月,我科以提高患儿留置针的再通率为主题,开展为期 5 个月的品管圈活动,制定

查检表进行现况调查,原因分析,对策实施并拟定,形成标准化。 
结果 实施品管圈活动后,患儿静脉留置针的意外拔管率降低,从 25.68%降至 9.17%,降幅为 64.29%,
目标达标率为 104%,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能提高输液区护士留置针维护,减小患儿静脉反复穿刺,减轻护士工作量,提高家

属的满意度。 
 
 
PU-1306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儿科的应用 
 

孟祥菲 
吉大一院 130000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对患儿及对患儿家长的影响。 
方法 创建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落实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具体措施。 
结果 提升患儿及家长的满意度和患儿安全。 
结论 在我国,随着护理内涵的不断深化,“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广泛深入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

模式可以更好地保障患儿的安全。 
 
 
PU-1307 

通过微信平台为小儿心血管风湿免疫科患儿家属提供延续性护理 
 

陈萍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目的 探讨微信公众平台在小儿心血管风湿免疫科患儿家属在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通过建立小儿心血管风湿免疫科微信公众号平台,护士在科室内积极宣传推广,让住院患儿家属

广泛扫码关注,应用此公众号为患儿家属提供专业资讯､ 疾病相关咨询､ 儿童保健小常识等延续性

护理服务。 
结果 采取此种延续性护理,患儿复诊率由 2015 年的 81%上升至 2016 年的 96%,对疾病相关护理知

识的掌握度由出院时 85%,出院一年后上升至 96%,患者的满意度由出院时 94%,出院一年后上升至

98%。患儿家属参与延续性护理的积极性得到激励。 
结论 微信公众平台是一种经济便捷的现代化交流手段,它能弥补传统健康教育的缺陷,是有效提高延

续性护理质量､ 提高患者满意度､ 促进患者康复的一种重要方法。 
 
 
 
 
PU-1308 

 婴幼儿经皮肾穿刺活检术 31 例的综合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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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艳平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婴幼儿经皮肾穿刺活检术前､ 术中､ 术后的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总结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 31 例婴幼儿经皮肾穿刺活检术手术前､ 中､

后的护理干预。 
结果 31 例患儿经皮肾穿刺活检术穿刺成功率 100%,除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肉眼血尿 5 例,经处理后

均在 24~72 小时逐渐减轻消失,无感染､ 腹痛､ 肾周血肿､ 动静脉瘘及尿潴留等并发症。 
结论 婴幼儿在进行肾穿刺活检术前､ 术中､ 术后分别给予分阶段､ 可操作性､ 针对个体的护理措

施,有效提高患儿的配合度及穿刺成功率。 
 
 
PU-1309 

实行“药管家”延续性管理,提高肾病患儿服药正确率 
 

宋华丽,李红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使肾病患儿和家长参与到维护患儿健康照护中来,提高肾病患儿服药正确率。 
方法 成立由医生､ 药师､ 护士共同参与的“药管家”联盟,患儿住院期间由医､ 药､ 护等专业人员给

予相关治疗方案和用药知识的培训指导和考核,为患儿发放 “药管家”服药记录本,以及激素服药爱心

日记,包装精美,吸引患儿的注意,便于家长服药时核对记录,减少漏服､ 错误服用等现象。同时建立服

药正确榜,奖励表现好的患儿,帮助患儿和家长建立治疗和服药的信心,提高肾病患儿服药正确率。 
结果  肾病患儿服药正确率比较(%)  
                      漏服      错误服用      私自停药     服药正确率(%) 
   
对照组 (115 例)     10         11              8            75 
观察组 (118 例)     1           0              2            97.5 
 
结论 通过实行医､ 药､ 护共同参与的“药管家”联盟活动,进一步完善了延续性护理服务,使患儿从医

院到家庭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帮助,提高了患儿和家长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肾病患儿服药

正确率,对提高患儿身心健康､ 降低病人医疗费用及改善病人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U-1310 

儿童心内科静脉刺激性药物静脉选择的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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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怡菁,吴怡蓓,黄丽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本文通过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心内科 66 例静脉刺激性药物患儿的临床资

料,总结儿童心内科静脉刺激性药物静脉选择的相关护理体会,以期探索在儿童心内科病房较好的静

脉用药途径,尽可能减少静脉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心内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64 例静脉使用刺激性药物患儿的

临床资料。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应用 t 检验, χ2 检验,P<0.05 代表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结果 66 例患儿中,19 例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8.8%,其中外周静脉留置使用刺激性药物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9.3%;静脉使用刺激性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以疼痛为主(P<0.01)。 
结论 静脉留置不仅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对于心内科患儿来说,静脉留置通路也是抢救时的一条重要生

命通路。合适的静脉通路可有效避免反复穿刺带来的医护人员资源的消耗及患儿的穿刺痛苦,也减

轻了患儿家属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PU-1311 

加压输液袋在 PICU 有创动脉压监测的应用体会 
 

张丹丹 
郑州儿童医院医院东区医院儿科 PICU 450053 

 
 
目的 探讨加压输液袋在 PICU 有创动脉压监测的临床优势。 
方法  58 例 PICU 需使用有创动脉压监测的患儿,平均分成两组,一组使用间断脉冲式冲管配合加压

袋持续冲管,一组采用定期脉冲式冲管,观察患儿的临床护理疗效。 
结果 使用加压输液袋将大大减少护士的工作量,避免了有创动脉压堵管的发生。 
 
 
PU-1312 

儿科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对护理质量的影响 
 

杨雯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分析儿科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对护理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4 月我院儿科收治的 88 例患儿作为观察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两组(即对照组､ 研究组),其中对照组 44 例患儿予以常规护理(即包括用药护理､ 生活指导等),
研究组 44 例患儿予以优质护理服务(即包括:1)以患者的病情需要和日常饮食喜好等制定个性化饮食

方案,强化饮食干预指导;2)转变护理服务思想和理念;3)优化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优质护理服务意

识),评定并比较两组护理质量。 
结果 研究组基础护理､ 病房巡视､ 护理文件､ 健康教育､ 服务质量与对照组比较结果显示,对照组

护理质量均低于研究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儿科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临床护理服务质量,减少护患矛盾,值得临床借鉴和采

纳。 
 
PU-1313 

儿科护理过程中医患关系的处理技巧探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416 
 

 
孙姗姗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在施以儿科护理期间,确定有效技巧对医患关系加以处理,以有效提高儿科护理工作质量。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05 月~2017 年 03 月收治的 176 例儿科患儿作为实验对象;所有儿科患儿选

择数字奇偶法分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儿科患儿施以基础护理以及基础护理+沟通协调护理;对医患关系

融洽率以及患儿家属理解满意度回顾性分析。 
结果 观察组儿科患儿医患关系融洽率同对照组儿科患儿比较,呈现出显著的提高(P<0.05);观察组儿

科患儿家属理解满意度同对照组儿科患儿家属比较,呈现出显著的提高(P<0.05)。 
结论 对于患儿在施以临床护理工作期间,将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理解度提高,对于相关的沟通能力以

及协调技巧能力加以有效运用, 终可以保证医患关系融洽率得以显著提升, 终使得儿科护理工作

质量得以显著提升。 
 
 
PU-1314 

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经导管射频消融术的护理 
 

刘慧,翟永玲,王家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总结分析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经导管射频消融术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 30 例行阵发性室上速经导管射频消融术的患儿术前､ 术中､ 术后的护理工作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实施规范的术前､ 术中､ 术后护理后,我科共有 30 例患儿行射频消融术,成功 29 例,失败 1 例,
成功率显著提高 
结论 术前充分准备,重视心理护理,可以消除患儿及家属的紧张情绪,使其密切配合手术;术中严密的

监护可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术后规范的护理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PU-1315 

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在儿童胶囊内镜检查中的应用 
 

孙艳香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应用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对 37 例胶囊内镜检查的患儿及家长从入院､ 术前､ 术中､ 术后､ 出院

进行健康指导 
方法 通过制定出完整的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对患者住院期间的各个阶段进行健康指导,及时解决患儿

及家长的问题,循序渐进式的护理,取得了患儿及家长的积极配合 
结果 37 例患儿胶囊均排出体外,无滞留体内及并发症,顺利完成检查 
结论 护理健康教育路径是一项完整的有目标､ 有计划､ 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胶囊内镜检查在我科

是一项新的检查技术,患者及护理人员均不甚了解,患儿及家长易产生疑虑和恐惧心理,不同层次护士

通过应用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对患儿及家长在胶囊内镜检查的各个阶段进行有效的健康指导,取得了

患儿及家长的积极配合,结果显示患儿均安全顺利地完成了检查,无不良事件发生,且所做检查图像清

晰,由此得出应用护理健康教育路径对检查的顺利进行和成功完成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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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6 

腹腔镜下食道裂孔疝修补术并营养不良患儿术后护理 
 

贺丽,徐宏宇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下食道裂孔疝修补术并营养不良患儿术后护理 
方法 选择本院于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10 例腹腔镜下食道裂孔疝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

术后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对家属的心理护理,术后对患儿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密切观察患儿的生命体

征 ,术后管道护理,静脉营养支持,留置 PICC 管道的护理 ,伤口护理出院指导。 
结果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本科室收治 10 例食道裂孔疝并营养不良患儿,通过我们精心的护理,
住院 15-20 天后痊愈出院, 
结论 食道裂孔疝是一种消化道的疾病,该病给一个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给患儿自身也带来了痛

苦。由于该患儿年龄小,体重轻,各方面的抵抗力差,病情变化得快,对手术的耐受性差,良好的术后护

理是促进该患儿术后康复及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关键。患儿经过我们 15-20 天精心细致的护理指导,
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家庭成员减轻了负担,为小孩子减轻了身体上的痛苦,为患儿的早日康复起到了

很大的帮助。 
 
 
PU-1317 

腹腔镜下食道裂孔疝修补术并营养不良患儿术后护理 
 

贺丽,徐宏宇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下食道裂孔疝修补术并营养不良患儿术后护理 
方法 选择本院于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10 例腹腔镜下食道裂孔疝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

术后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对家属的心理护理,术后对患儿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密切观察患儿的生命体

征 ,术后管道护理,静脉营养支持,留置 PICC 管道的护理 ,伤口护理出院指导。 
结果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本科室收治 10 例食道裂孔疝并营养不良患儿,通过我们精心的护理,
住院 15-20 天后痊愈出院, PICC 管道的护理 ,伤口护理出院指导。 
结论 食道裂孔疝是一种消化道的疾病,该病给一个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给患儿自身也带来了痛

苦。由于该患儿年龄小,体重轻,各方面的抵抗力差,病情变化得快,对手术的耐受性差,良好的术后护

理是促进该患儿术后康复及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关键。患儿经过我们 15-20 天精心细致的护理指导,
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家庭成员减轻了负担,为小孩子减轻了身体上的痛苦,为患儿的早日康复起到了

很大的帮助。 
 
 
 
 
 
 
 
 
PU-1318 

1 例大腿脂肪母细胞瘤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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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琼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脂肪母细胞瘤患儿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通过总结 1 例大腿脂肪母细胞瘤患儿行肿瘤切除术的围手术期护理经验,分析对患儿进行的有

针对性的围手术期护理 
结果 术前给予患儿及家属正确的心理支持,严密观察术后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和处理术后可能出现的

并发症,配合医生的治疗,积极实施护理干预,做好个性化的宣教和心理指导等,患儿康复出院 
结论 大腿脂肪母细胞瘤患儿围手术期需要有针对性的观察和护理,促进其康复。 
 
 
PU-1319 

小儿肠套叠围手术期护理 
 

夏丽芳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论小儿急性肠套叠术后的观察与护理 
方法 通过对 2016 年 01 月到 2016 年 06 月收治我科 50 例, 男 30 例, 女 20 例,年龄 6~ 13 个月,行
手术治疗的患儿,对其进行围手术期的观察与护理。具体方法:1. 对家长详细介绍手术方法､ 术后恢

复过程,使其积极配合各项治疗和护理。2.迅速建立静脉通道,纠正脱水及电解质､ 酸碱平衡紊乱,遵
医嘱补充液体。3.完善各项术前准备。4.术后观察生命体征 ( 1) 呼吸的观察。全麻未清醒者应取平

卧位,头偏向一侧, 随时清除口腔分泌物; 严密观察呼吸频率及血氧饱和度变化。麻醉清醒者取半卧

位, 使膈肌下降有利于呼吸。( 2) 血压､ 心率的观察。如果心率过快, 要准确判断其原因,输入速度要

根据年龄､ 病情的需要及时调整。( 3) 体温的观察。术后可能出现高热, 本组有 10 例患儿体温达

39 度 , 及时给予物理降温处理 , 或可遵医嘱予药物降温, 并密切观察体温变化, 及时发现有无继发感

染。5.术后观察肠蠕动恢复情况及粪便的颜色,在术后第 1､ 2 次排便时仍可能有血便排出, 如第 3 
次及以后仍有血便排出,则有可疑肠套叠复发。6.腹部情况的观察和护理 ( 1) 腹胀的可能。应采取以

下措施: 1.禁食､ 禁水, 持续胃肠减压。腹腔引流应保持通畅, 要仔细观察引流液颜色及性状,认真记

录引流量。观察肠蠕动功能恢复情况,观察排气､ 排便时间以及大便的颜色。鼓励患儿早日下床活

动, 防止术后肠粘连发生。2.密切观察腹部体征及伤口敷料有无渗液。患儿哭闹时给予安抚, 以防吞

入大量气体引起腹胀。7.患儿排气排便后, 应尽早鼓励进食, 逐渐过渡饮食,少量多次, 避免生冷食物,
观察进食后有无腹痛､ 腹胀､ 呕吐症状。8.病室温湿度适宜,定时开窗通风。护理患儿前后要洗手,
护理操作时要严格遵守无菌技术原则, 限制探视人员。9.患儿术后出院时给予出院指导,患儿如有异

常应及时就诊。 
结果 资料显示本组 50 例手术复位治疗的患儿通过术后密切观察, 患儿恢复良好, 无并发症发生,平
均住院 7 天。 
结论 通过有效的术后对生命体征､ 腹部情况的观察与护理有利于患儿的恢复及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PU-1320 

国内家庭机械通气患儿居家延续照护模式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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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国内呼吸机依赖患儿进行居家机械通气的家庭延续照护方法。 
方法 对 12 例不同病因的呼吸机依赖患儿进行全面评估后给予档案建立 ､ 出院评估 ､ 院前培训､

呼吸支持随访及跟踪管理､ 急救应对和指导等过程,开展和实施国内家庭长期机械辅助通气患儿的

延续性照护。 
结果 患儿出院后总再入院率为 58.3%,其中一月内再入院率为 33.3%。实施家庭辅助机械通气过程

中,患儿死亡率为 9.09%。 
结论 目前 12 例家庭呼吸机辅助通气患儿均顺利气管切开后带机回归家庭,家庭机械通

气时间 长已有 2 年, 短 5 个月。12 例呼吸机依赖患儿有 1 例因原发疾病加重抢救无

效在院死亡,其余 11 例患儿在笔者后期随访跟踪调查中发现均成功进行居家机械通气

照护,未发生严重人工气道及机械通气并发症,为开展家庭长期机械通气随访照护提供了

有效途径。 
 
 
PU-1321 

如何更好的做好儿科护理 
 

桓亚琴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儿科护士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那么我们儿科护士怎样做,具备什么养的能力和素质,运用怎样的方

法和技巧才能使儿科护理工作更大程度的得到患者的认可和满意,值得我们去探索和追求。 
方法 一､ 游戏在儿科护理工作中的运用; 
二､ 巧妙的语言技巧; 
三､ 过硬的业务能力是护理工作得以保证的基础; 
四､ 儿科护理工作需要设身处地的情感交流; 
五､ 运用合适恰当的体态语言。 
结果 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患儿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患儿的心理负担,同时还能减少

医患纠纷;也可以是护理工作顺利的开展,也能融洽医患关系 
结论 在面对还童患者这样的特殊人群进行护理工作活动的时候,我们因该尽心尽职,希望能有越来越

多的更好的护理方式和方法被临床护士们发明和创造出来,使我们的护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PU-1322 

2 例重型渗出性多形红斑患儿的护理体会 
 

林小辛,黄湘晖,邓秋园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总结 2 例小儿渗出性多形红斑的护理经验 
方法 通过 2 例小儿渗出性多形红斑个性化实施皮肤､ 口腔､ 眼部､ 心理护理取得显著的效果,对 2
例小儿渗出性多形红斑护理过程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实施制定及有效的护理措施,2 例重型渗出性多形红斑患儿的成功康复,并为今后护理此类

患儿提供了可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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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结了 2 例小儿渗出性多形红斑的护理经验,个性化实施皮肤､ 口腔､ 眼部､ 心理护理取得显

著的护理效果,本文拟对 2 例渗出性多形红斑患儿护理过程进行分析,探讨此类患儿的护理特点。 
 
 
PU-1323 

基于健康教育在儿科住院患者指导中的应用 
 

张丽艳,林小辛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健康教育在儿科住院患者指导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奥瑞姆自护理论､ 现代护理理念､ 知信行理论,有助于提升患儿及其家属自护能力､ 对自

护重视程度,提供更多的护理支持,构建成熟完整的护理系统,满足患儿心理､ 生理､ 社会三维维度需

求,同时稳定家属的情绪。 
结果 儿科护士对患者及家属健康教育可降低护理风险,改善护患关系,发挥家属在临床护理中的价值,
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风险,提升护理质量。 
结论 儿科护士对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是构建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科护理模式核心,是提升儿科慢性

病社区管理的关键,也有助于提高家属的照料能力,预防常见疾病复发､ 加重。 
 
 
PU-1324 

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护理 
 

周雪梅,周敏,钱泓,胡绍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总结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我院治疗的 7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患儿,观察患儿病情,做好输液､ 多浆

膜腔积液以及呼吸道的护理,预防感染,同时做好患儿及家属的心理护理。 
结果 7 例均成功植入。CLS 发生在移植后 7-35d,平均 17.4d。以乌司他丁减轻渗漏;肝素 24 小时持

续滴注预防微血栓形成;羟乙基淀粉溶液､人血白蛋白及血浆等输注提高胶体渗透压;呋塞米利尿。2
例行胸腔闭式引流,3 例行腹腔穿刺抽腹水,2 例转入重症监护病房行机械通气。经治疗后 5 例 2~3
周恢复,康复出院,随访 6~18 月恢复满意。2 例患儿因顽固性低氧血症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 
结论 护理人员通过掌握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早期发现并予个体化

的护理,可获得满意的效果。 
 
 
 
 
 
 
 
 
 
 
PU-1325 

三方监管在儿科住院患儿身份识别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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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丽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儿科住院患儿身份识别带的应用状况,探讨有效的管理对策,确保临床工作中患儿身份识别

的正确性,保证医疗护理安全。 
方法 分析住院患儿身份识别带佩戴与核对中存在的问题及临床护理安全隐患,采用三方监管管理对

策,达到持续性有效管理。 
结果 住院患儿身份识别带佩戴率由实施前的 76.2%提高至 97.4%;以姓名和住院号双重身份识别执

行率由实施前的 21.1%提高至 81.1%;未发生身份识别错误的医疗安全事件。 
结论 住院患儿身份识别核对制度需要持续管理,采取以管理者､ 执行者和患者(及家属)三方共同监

管,使患儿身份识别带佩戴率及双重身份识别执行率明显提高,避免了临床工作中因身份识别核对出

现的差错事故,保障了患儿安全。 
 
 
PU-1326 

儿童外固定支架针道感染预防与健康教育干预 
 

谭炯,谢鑑辉,易银芝,张妮,梅海波,董林,吴丽霞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儿童外固定支架针道感染预防的健康教育干预,提高依从性,以减少外固定支架术后针道感

染率,增进患者的康复。 
方法 选择 2010 年 05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骨科患儿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总结 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1 月 50 例为对照 A 组;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5 月 50 例为健康教育组 B 组;进行健康教育

路径干预路径。对照组 A 组患儿接受常规针道护理,主要电话的方式。B 组患儿给予针道护理的健

康教育干预,主要有健康教育宣传单,微信群､ 电话,家长会的方式。对比两组患儿住院时间､ 针道感

染发生率､ 护患满意率的差异性。 
结果 对比两组患儿术后恢复情况发现,B 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 A 组,针道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 A 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两组护患满意率发现,B 组明显高于 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骨外固定支架在骨科骨折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应用较为广泛,针道感染是骨外固定器应用过程中

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增加患儿的痛苦。我院对应用骨外固定器患儿加强针道护理干预,效果较好,在儿

童应用骨外固定器治疗的过程中加强针道护理健康教育指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降低感染

率,促进康复进程,并可和谐护患关系。 
 
 
PU-1327 

儿童骨科先天矫形手术后的随访管理 
 

谭炯,谢鑑辉,易银芝,梅海波,张妮,董林,吴丽霞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提供儿童骨科患儿疾病相关信息,做好健康教育指导,提高出院患者正确有效的病情观察指导,正
确医疗护理信息传达。 
方法 确定科室随访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参与。按不同疾病建立相应的微信群,负责群内问题咨询回答,
文案的修改与编辑､ 负责群内各类病种等信息的发布。保证信息的有效性与及时性。保证每天都有

医生或护士看微信信息,及时回答提问,解决患儿家长遇到的疾病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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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随访率复查率 100%,家长及患儿依从性增加,不良并发症减少或及时发现纠正,增加患儿家

长满意率,纠纷发生为零。 
结论 儿童骨科矫形术后,恢复时间比较长,需要定期随访,判断病情恢复情况,防止各种因素导致术后

并发症。他们常常有石膏固定,支架固定,支具佩戴等等,他们具有行动､ 经济､ 护理人员困难的特

点。按病种建立微信群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及时正确的专家建议,信息传达,确保不因任何原因

失去一个患儿与我们的联系,医护共同参与,能保证及时正确的专家建议,信息传达,增加患儿及家长战

胜疾病的信心,增加依从性,提高疾病治愈率。是医患沟通的又一种形式,增进互相了解,减少医患纠

纷。这正是我们治疗这类疾病必需完善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优质服务的继续延伸。对于方便复诊的

患者, 好到医院进行复诊,这样有利于医生直观地判断恢复情况,也有利于医院资料库的建立。对于

家庭经济困难,路途遥远､ 交通不便的患者,可以选择网络微信随访的方式。 
 
 
PU-1328 

右侧偏瘫患儿肝衰竭昏迷的急救护理 
 

付红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443000 

 
 
目的 总结一例肝衰竭昏迷 12 天并右侧偏瘫患儿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我科成功救治的一例肝衰竭昏迷 12 天并右侧偏瘫的患儿,通过对患者病情的全面评估,结合

其临床表现和症状,严密病情观察, 做好基础护理和饮食护理,帮助患儿度过肝性脑病､ 消化道出血､

脑水肿､ 水､ 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失调等并发症,是保证患儿得到成功救治的关键。在患儿度过

急性期后提高生存质量,保证患儿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有自理能力,是护理工作的重点。 
结果 结果:使患儿顺利度过危险期,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取得家属对护理工作的配合与肯定,患儿预

后良好,达到了预期治疗效果。通过一年多的随访,患儿肝功能完全回复正常,语言与肢体功能也完全

康复,已顺利进入小学学习。 
结论 急性肝功能衰竭的患者,起病急,发展快,死亡率高。护士必须有超前的预见性意识,针对可能发

生的病情变化特征,将护理工作提前实施,才能有效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保证治疗措施的及时进

行。 
 
 
PU-1329 

急性白血病患儿家长健康教育需求与护士认知的对比研究 
 

马晶晶,曹亚珂,雷素华,陆凤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比较急性白血病患儿家长健康教育需求与护士认知的差异,为针对性的采取健康教育措施提供

依据。 
方法 选取 75 位急性白血病患儿家长及 35 位护士进行住院期间健康教育需求调查,比较两者之间的

差异。 
结果 家长与护士在了解医院环境及所住科室环境､ 科室各种规定､ 贵重物品存放须知､ 医护人员

的自我介绍､ 陪伴探视制度､ 化验检查结果､ 疾病发生的原因､ 治疗疗程､ 治疗方案､ 治疗时间､

治疗效果､ 化疗药物的作用､ 常见药物不良反应症状的处理方法､ 常见输液不良反应症状的处理方

法､ 常见输血不良反应症状的处理方法､ 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 疼痛的治疗及护理､ 患儿的心理护

理,共 18 个条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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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儿家长健康教育需求与护士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健康教育措施要针对家长的需

求进行。 
 
 
PU-1330 

儿童重症医学科输液外渗发生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李苗苗,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儿童重症医学科输液外渗发生的原因及其防范对策。 
方法 回顾我科近年来输液外渗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探索防范对策。 
结果 儿童重症医学科输液外渗的发生与本科室护理工作任务繁重,护理人员责任心不强,护理人员经

验缺乏,护理人员操作水平不高,危重患儿所须输液药物特殊性､ 患儿认知不全､ 缺乏自我表达能力,
患儿烦吵好动,无陪科室缺乏家属照看等有关。有效的防范对策为合理安排护理人员与分管床位比

例､ 加强护理管理与提高护理人员业务素质､ 根据药物性质选取合适的静脉通道､ 加强与适龄儿童

的有效沟通并鼓励其对疼痛的发生及时表达､ 及时分析患儿烦吵的原因以排除发生输液外渗的可能

等。 
结论 儿童重症医学科输液外渗的发生原因有很多,根据对不同原因的分析找出合理的应对措施能有

效预防输液外渗的发生并能将发生后对患儿造成的伤害减到 小。 
 
 
PU-1331 

俯卧位通气对重症肺炎患儿肺通气功能恢复的影响 
 

刘玲,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俯卧位通气对重症肺炎患儿肺通气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入住我院 PICU 的重症肺炎患儿 100 例,按入住 PICU
时间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0 例,。观察组采用常规重症肺炎护理的基础上,每日上午及下午分别进

行持续 3h 的有效俯卧位通气,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重症肺炎护理方法。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护理前后

动脉血气及肺部 X 线检查变化,判断肺通气功能恢复情况,比较两组患儿肺通气功能恢复时间。 
结果  经过系统的治疗护理后,两组患儿的动脉血气,肺部 X 线检查均呈好转趋势。但两组比较,观察

组患儿肺通气功能恢复百分比显著改善(P<0.05,P<0.01),肺通气功能恢复时间显著缩短

(P<0.05,P<0.01)。 
结论  俯卧位通气可显著改善重症肺炎患儿肺通气功能,促进患儿疾病的康复。 
 
 
 
 
 
 
 
 
 
 
PU-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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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蔚飞,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儿科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方法 通过对儿科护理实践的回顾､ 分析､ 总结,立足儿科护理特点,从医院的客观因素,护士的主观因

素,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结果 转变了护士的服务理念,进一步增强了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儿科护护理工作的核心是要

以为患者为中心,以患者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结论 儿科护理与其他专科护理有着显著区别,护士对儿科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提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只有进一步提高护理人员的个人素质,加强护理管理者理工作的满意度。 
 
 
PU-1333 

人文护理在小儿手术中的应用 
 

宋晓艳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目的 探讨人文护理在小儿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100 名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 50 名,实施人文护理,对照组 50 名,采
用传统护理常规方法护理。两组患儿都需要通过手术治疗,术后两组进行观察对比。 
结果 观察组总满意度 97.6%,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整体护理小儿手术室护理工作可以有效缓解患儿术后的疼痛,提高了患儿及家属的满意度,值得

在临床上应用和推广。 
 
 
PU-1334 

支气管肺炎患儿的排痰护理 
 

丁虹芬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普及支气管肺炎患儿排痰护理的重要性,及护理方法和护理要点。 
方法 婴幼儿的呼吸系统特点,气管/支气管官腔狭窄,黏液分泌少,纤毛运动差,肺弹力组织发育差,血管

丰富易于充血,间质发育旺盛,肺泡数少,肺含气量少,易为黏液所阻塞等。1 岁以下婴幼儿因免疫系统

低下,防御功能尚未充分发发展,宝宝自身的咳痰能力不够,大量痰液堆积在呼吸道,致使肺部肺叶坍塌,
细菌滋生,容易发生肺炎,严重者还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的现象。如不能及时排除呼吸道分泌物,将会

导致严重后果。向家属讲解排痰护理的重要性,取得家属配合,观察排痰的效果和有效排痰对促进患

儿病情好转的作用。教会患儿家属一些简单清除痰液的方法,方便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小儿的

护理工作。 
结果 普及支气管肺炎的排痰护理,能有效帮助患儿保持呼吸道通畅,促进患儿舒适,促进患儿病情早日

康复。 
结论 有效的排痰能帮助支气管肺炎患儿的恢复,促进痊愈。 
 
PU-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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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在临床上的应用分析 
 

潘晓兰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静脉留置针的应用是临床输液较好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减轻婴幼儿因头皮针反复穿刺带来的痛

苦,可以适用于长期输液的患儿。另一方面也减轻临床护士的工作量。而逆行穿刺留置针能提高一

次性穿刺成功率【1】,同时提高患者舒适度及满意度。因此探讨小儿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在临床中

的应用显得更为重要。 
方法 选 40 例 3-8 岁的小儿手背静脉网进行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与顺向穿刺作对比(顺向穿刺 20 例,
逆行穿刺 20 例)。 
选择穿刺对象:选择 40 例患儿进行穿刺(男孩,女孩均有),顺向穿刺 20 例,逆行穿刺 20 例,穿刺材料及

敷贴均一致,留置针为一般普通留置针(俗称飞机头)。 
穿刺部位:小儿手背静脉 
消毒液:安尔碘 
消毒范围:大于 8cm 
止血带:穿刺部位上方 8—10cm. 
结果  
结果 人数 一次穿刺成功人数 一次穿刺成功率 舒适度 
顺向穿刺 20 人 16 人 80% 良好 
逆行穿刺 20 人 18 人 85% 优 
 
逆向留置针穿刺成功率高,固定方便,美观及降低患儿痛苦度,降低患儿关节处活动影响 
结论 逆向留置针穿刺的成功率较高,且方便固定,对患儿手部活动影响较小,减少了患儿的不适度和恐

惧及家长的担心。因此,小儿静脉留置针逆行穿刺术在儿科是一种值得尝试推广的穿刺方法【4】 
 
 
PU-1336 

两个封堵器介入封堵儿童先天性膜周型室间隔缺损的护理研究 
 

王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 15 例两个封堵器介入封堵儿童先天性膜周型室间隔缺损的护理。由于两个封堵器介入封

堵儿童先天性膜周型室间隔缺损手术时间长,手术操作难度大,术中及术后并发症较易发生,积极做好

术前准备工作,严格规范性操作过程,术中密切配合,术后严密观察,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现象,才能保

证手术成功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所有患儿均接受全麻,在动静脉穿刺成功后,常规给予肝素(100U/kg)。在完成肺动脉､ 右心室

及右心房压力的测定后,行左心室及主动脉瓣上造影,显示膜部瘤形态､ 基底部大小､ 右室面破口大

小､ 及是否存在主动脉瓣脱垂或返流。随后使用去头猪尾管经动脉途径到达主动脉瓣下,将导丝引

导穿过 VSD 较大破口,递送导丝至肺动脉或上腔静脉,经股静脉沿右心导管置入 snare, 圈套住导丝

并沿股静脉拉出至体外,建立股动脉—降主动脉—升主动脉—左心室—右心室—右心房—下腔静脉

—股静脉的轨道后,沿导丝从静脉端送入输送鞘至左心室,输送伞器进行封堵,再次左心室造影及超声

可见较大残余分流,再次通过上述步骤建立轨道使用第二个封堵器进行封堵,封堵成功后再次左心室

造影､ 主动脉瓣上造影及行超声检查无残余分流､ 三尖瓣返流及主动脉瓣返流后释放封堵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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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详见图 1。术后予持续心电监护 72 小时并行 12 导联心电图及心脏彩超检查。所有患儿术后予

阿司匹林肠溶片(5mg/kg/d)口服抗血小板治疗 6 个月。 
结果 15 例患儿经导管应用两个封堵器均介入封堵成功。VSD 基底部平均大小为 9.49±1.15mm, 手
术平均时间为 96.07±28.68 分钟,曝光平均时间为 30.67±17.53 分钟,术中使用鞘管大小及封堵器大

小详见表 1。1 例患儿术后第 1 天发生 III 度房室传导阻滞,予地塞米松(1mg/Kg)持续输注 1 周后恢

复为不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2 例患儿术后第 3 天发生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予强的松(1-
2mg/Kg)口服后恢复正常;2 例患儿术后超声提示轻度三尖瓣返流,未予特殊处理;1 例患儿于术后 1h
出现足背动脉搏动明显减弱,给予尿激酶(300000U)溶栓后患儿足背动脉搏动恢复正常。 
结论 详细介绍术前评估､ 术中护理､ 术后护理及并发症的发生及处理。 
 
 
PU-1337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综合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宋艳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总结分析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采用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方法 以我院 2013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接收的 60 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照

组 30 例常规护理,观察组 30 例综合护理,回顾分析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在治疗总体效率方面,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有助于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PU-1338 

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采取中医护理措施的临床效果分析 
 

郭亚威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5000 

 
 
目的 研究和探讨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采取中医护理措施的临床效果分析。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随机抽取 82 例,
做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1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中

医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0.2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73%,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

患儿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95.1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60%,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采用中医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能有助于患者的治疗,不但提高了临床

治疗效果,且得到了患儿家属的一致认可,值得临床应用。 
 
 
PU-1339 

水胶体敷料在婴幼儿鼻导管给氧中的应用 
 

吴红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观察水胶体敷料在婴幼儿鼻导管给氧中的应用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427 
 

方法 本科 80 例需要吸氧的婴幼儿患者,按就诊时间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观察组 40 例。对

照组采用 3M 胶带直接贴氧气管。观察组先将水胶体贴在婴幼儿的两侧面颊部再贴 3M 胶带 
结果 两组患儿的皮肤完整性､ 更换固定胶布次数､ 患儿更换胶带时疼痛评分和护理人员满意度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水胶体敷料在婴幼儿鼻导管给氧中对皮肤起到保护作用,避免胶带与皮肤直接接触,减轻撕拉胶

带引起的疼痛,减轻护理工作量,提高护理人员满意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PU-1340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在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 
踝足矫形器治疗中的应用 

 
徐怡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在痉挛型脑性瘫痪(脑瘫)儿童佩戴踝足矫形器(AFO)治疗的应用

效果。 
方法 将 65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 32 例和观察组 33 例,观察组采用以家庭

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儿肌张力改善的治疗效果､ 皮肤及软组织并发

症的发生､ 患者配合治疗的依从性及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患儿护理期间肌张力改善改良 Ashworth 量表评分(2.04±0.61)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2.63±0.82)分,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98,P<0.05);观察组患儿皮肤及软组织并发症的发生

率为 9%(3/33),较对照组 37.5%(12/32)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7.39,P<0.01);观察组患者

配合治疗率､ 家庭康复方法掌握率及护理服务满意率分别为 97%(32/33)､ 94%(31/33)､
97%(32/33);对照组分别为 72%(23/32)､ 63%(20/32)､ 78%(25/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干预在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踝足矫形器治疗中的运用,可以提高康复治疗

效果,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提升护士实施家庭健康教育的行为和护理服务满意度。 
 
 
PU-1341 

“以家庭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对婴幼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影响 
 

林楚君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不同家庭控烟方式对婴幼儿可替宁水平和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影响。 
方法  以符合条件的 300 例婴幼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家庭控烟方式分为严格控烟组､ 部分控烟组和不

控烟组,测量尿可替宁水平,并进行为期 1 年的前瞻性随访,记录随访期间急性呼吸道感染发生情况 
结果 严格控烟组可替宁水平显著低于其他 2 组,而部分控烟组与不控烟组之间无显著差异。3 组之

间上呼吸道感染发生率无显著差异,而下呼吸道感染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上呼吸道感染次数和下呼

吸道感染次数在 3 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 严格室内禁烟有助于减少婴幼儿被动吸烟和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是正确的控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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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2 

微信随访在金黄色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 
综合征患儿居家护理的应用 

 
徐武秀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10266155 
 

 
目的 探讨微信随访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征复发率､ 居家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复发金黄色葡萄球菌烫伤样皮肤综合征患儿家属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0 例。

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教育和电话随访,观察组在出院后常规健康教育的基础上接受微信随访 
结果 观察组 6 个月､ 12 个月复发率分别为 6.67%､ 10%,对照组分别为 26.67%､ 36.67%,组间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并发症发生率方面,观察组为 3.33%,对照组为 20%,组间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服药依从性､ 保护隔离依从性､ 卫生习惯养成依从性三个维度

得分及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微信随访可以提高居家依从性,减少疾病复发率。 
 
 
PU-1343 

临床路径在中国手足口病患儿中应用效果的 Meta 分析 
 

瞿廷念,蒲亨萍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563000 

 
 
目的 评价临床路径在中国手足口病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万方数据系统､ 维普数据系统､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数据库(CMB)等数据库,结合手工查阅临床路径在中国手足口病患儿中的应用效果的相关文献,检索

时间为建库至 2016 年 10 月。采用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册 5.1.0 质量评价标准对所纳入得研究

进行评价,通过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终纳入随机对照实验文献 11 篇,共 1427 例患儿,其中观察组 738 例,对照组 689 例。(1)采用

随机模型对临床路径在手足口病患儿平均住院费用[OR=-0.99,CI:-1.16-0.82Z=11.33,P<0.00001]及
平均住院天数[OR=-1.79,CI:-1.92-1.66,Z=26.26,P<0.00001]中的应用进行统计分析,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2)临床路径在手足口病患儿中的应用,有效提高住院患儿家属的满意度

(P<0.00001,I2=0%),[OR=7.0,CI:4.22-11.60Z=7.55,P<0.00001]中的应用进行统计分析,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3)采用描述性分析患儿的医院感染率(p<0.05); 
结论 研究表明,临床路径作为一种标准化得医疗护理服务模式应用于中国手足口病患儿中,能够降低

住院费用､ 减少住院天数及医院感染率､ 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患者满意度。其应用深度和广度在国内

医疗机构的临床工作中应得到进一步推广。 
 
 
PU-1344 

抚触结合背景音乐对新生儿进奶量和体重的影响 
 

方春兰,詹海霞,金红梅,冯爱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伴随优美的音乐进行抚触对新生儿进奶量和体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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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100 例足月分娩,性别不限,体重 2.5kg 以上的新生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
实验组在进行新生儿抚触时播放优美的背景音乐,对照组仅进行新生儿抚触,观察记录 10 天的进奶量

和体重的变化。 
结果 实验组新生儿每日进奶量和体重显著多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结论 抚触结合优美的音乐能增加新生儿奶量,促进新生儿体重增长。 
 
 
PU-1345 

左乙拉西坦单药治疗小儿癫痫护理观察 
 

李金荣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2 

 
 
目的 左乙拉西坦单药治疗小儿的护理观察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2 月-2016 年 2 月收治的 50 例小儿癫痫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对其采用

左乙拉西坦单药治疗后进行优质的护理,分析其护理效果。 
结果 患者护理后的总有效率达到 92.00%,患者护理满意度达到 90.00% 
结论 对小儿癫痫患者采用左乙拉西坦单药治疗后进行优质护理,临床效果显著,减少了癫痫的发生,提
高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使用。 
 
 
PU-1346 

1 例抗 N-甲基-D-天门冬氨酸受体脑炎的护理体会 
 

梅婉贞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脑炎患儿的护理经验 
方法 总结临床护理过程,提取有效的护理信息 
结果 经过精心护理,患儿明确诊断,病情好转后出院 
结论 加强对儿童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认识,能够协助医生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总结护理经验,从而更好

的为患儿提供优质护理服务,有效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PU-1347 

脑外伤患儿恢复期实施康复护理对生存质量的影响研究 
 

杨薇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对脑外伤患儿恢复期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6 月到 2016 年 6 月于我院就诊的脑外伤患儿共 36 例,盲选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各 18 例,对照组给予恢复期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针对性的康复护理,比较患者

护理后的运动能功能及生存质量 
结果 护理前,两组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无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运动功能及生活

质量评分(78.90±6.03)､ (53.40±2.30),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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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积极的康复护理措施有利于提高脑外伤患儿恢复期的生活质量水平,改善患儿运功功能,促进康

复,具有积极的推广意义。 
 
 
PU-1348 

支原体肺炎患儿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的护理体会 
 

秦芳芳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支原体肺炎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术中的护理配合和术后的护理方法,总结相关护理经验,
寻求 有效地护理对策和减少术后并发症。 
方法 对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的支原体肺炎患儿和家属进行术前宣教,心理护理,做好用物准备;术中

与医生做好护理配合,并采取相应的隔离保护措施,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术后与一般护理､ 呼吸道

护理､ 心理护理､ 用药护理､ 饮食指导等多项护理措施。 
结果 经过了解患儿的病情及配合程度,制定周到的护理计划,执行有效护理措施,20 例支原体肺炎患

儿顺利实施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无病人意外和中断手术等情况发生;术后有 1 例患者发生低热情况;
无其他并发症发生。 
结论 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能使医生顺利实施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术,有效的协助诊断,促进患儿的康复,
减少并发症发生的概率,降低患儿的病死率。 
 
 
PU-1349 

尿道下裂患儿尿道成形术后合并腹泻病的护理干预 
 

张辉,刘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尿道下裂患儿术后合并腹泻病的康复效果 
方法 将确诊为尿道下裂患儿 40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为 196 例和 212 例,两组均为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预防尿管堵塞护理干预 
结果 干预后两组临床疗效､ 患儿每日排稀水便次数､ 医生给予冲洗尿管次数以及补液次数比较及

患儿腹泻､ 渗血､ 轻度臀炎及血尿人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尿道下裂患儿尿道成形术术后采取护理干预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其效

果值得肯定 
 
 
PU-1350 

1 例女性尿生殖窦畸形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刘凤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总结女性尿生殖窦畸形围手术期的护理 
方法 通过传统护理方法与医疗生物分散剂两种不同护理方法的比较,总结护理经验 
结果 女性生殖窦畸形矫形术的关键除了取决于医生熟练､ 精湛的手术外,围手术期的护理也非常重

要,特别是的心理护理､ 伤口的护理､ 饮食､ 卧位是决定手术成功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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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先天性女性尿生殖窦畸形是较为少见的先天性生殖道畸形,尿生殖窦是胚胎发育过程中正常出

现的结构,尿道和生殖道共同开口,但正常情况下只存在于特定的胚胎阶段,随后分化为泌尿及生殖管

道,如分化过程停滞,则出现永存尿生殖窦畸形,临床称尿生殖窦畸形,有效的心理指导及护理措施可以

缩短住院时间,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帮助其适应并恢复自信,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回归社会。 
 
 
 
PU-1351 

白血病患者口腔感染的预防 
 

李东霖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白血病是血液系统常见的恶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感染､ 贫血､ 出血及白血病细胞浸润,占癌症总

发病率的 5%[1]。感染是急性白血病患者 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口腔是常见感染部位之一,特别是化

疗后白细胞被大量杀伤,中性粒细胞也在减少,从而导致机体免疫力明显下降,更易并发口腔炎及口腔

溃疡,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影响患者进食,导致水和电解质紊乱､ 低蛋白血症, 甚至败血症,阻碍患

者接受进一步治疗,故加强口腔护理,积极防治口腔感染极为重要。 
方法  
口腔感染的预防  
  1 入院前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使患者认识化疗药物对口腔黏膜的损害,明确出现口腔感染对

治疗的影响及其严重性等。在院期间观察口腔黏膜变化,发现异常及时采取得当的护理措施。 
  2 每日餐前､ 餐后､ 晨起及睡前坚持用生理盐水和 5%碳酸氢钠漱口水含漱。 
  3 指导患者进食营养丰富､ 高蛋白､ 高维生素､ 易消化､ 少渣的饮食,同时增加胡萝卜素的摄入,并
可口服维生素 B2 片等。 
  4 化疗期间叮嘱患者多饮水,有利于减轻化疗药物对口腔黏膜的损伤  
  5 严密观察口腔情况 责任护士查房,借助手电筒及压舌板仔细察看口腔粘膜。如有溃疡､ 感染等征

兆,要积极给予相应处理。   
口腔感染预防及处理  
  1 未发生感染时教会患者正确使用生理盐水和 5%碳酸氢钠漱口水含漱。 
  2 出现口腔黏膜损伤出血时用 0.9%生理盐水清洗口腔,然后用康复新液含漱。蜚蠊是 古老的昆

虫“活化石”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中国古代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本草经疏》以及西方

1907 年版的药典中均有记载[12],康复新液是一种从美洲大蠊干燥全虫中提取制成的中药生物制剂,含
有丰富的肽类 黏糖氨酸以及多元醇类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促进细胞繁殖 血管新生以及改善创面微

循环的功能,还可抗病毒感染 增强免疫而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可加速病损组织的脱落,快速修复溃疡创

面[13]. 
  3 口腔黏膜损伤有真菌感染时 0.9%生理盐水清洗口腔,然后用康复新液含漱,再用制霉素磨成粉涂

抹口腔。 
  4 口腔感染由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引起时用 0.3g 的亚叶酸钙加入 0.9%生理盐水漱口水含漱。 
结果 在儿童白血病治疗过程中重视口腔感染的预防,能有效的降低化疗中口腔的感染几率,减轻患儿

痛苦,出现感染时有效用药能及时控制感染降低患儿死亡率,提高患儿生命质量。 
结论 白血病化疗后常出现口腔粘膜损害,在白血病的治疗和护理上应当引起重视。目前很多行之有

效的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该病的同时不能忽视预防,对患者的健康宣教十分重要,需加强

口腔局部清洁卫生,药疗与理疗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对症处理,以减轻患者痛苦。提高化疗的效果,延长

患者的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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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2 

更昔洛韦治疗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何艳,杨图宏,覃霞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更昔洛韦治疗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的疗效观察及临床护理。 
方法 将我院 2016 年 1 至 2016 年 6 月收治的 30 个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

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观察组采取常规治疗和更昔洛韦治疗,比较两组治疗的疗效观察,并制定护理

措施。 
结果 观察组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但是不良反应多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 ALT､
TBIL､ DBIL 低于对照组,患儿黄疸消退时间短于对照组,CMV-IGM 的转阴率高于对照组,肝脏回缩好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更昔洛韦治疗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患儿的效果更好,但是不良反应较多,临床上应严密观察护理。 
 
 
PU-1353 

儿童心血管患者 24h 出入量记录现况 
 

莫爱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24h 出入量是反应机体内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重要指标,可直接反应病人的病情变化,出入量

的平衡对心血管疾病患儿尤为重要, 准确记录液体出入量可有效控制液体过多或过少对患者造成的

不良影响, 为临床治疗和护理提供依据。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对于心血管疾病患儿出入量记录不准确

的潜在因素进行分析,掌握记录出入量的相关影响因素,提出相应对策,提高心血管疾病患儿记录出入

量的准确性。 
方法 对我院心内科 2015 年 1 月-2017 年 3 月期间 189 份记录 24h 出入量患儿的护理记录情况进行

分析,评价出入量记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并对我院 104 名心血管系统护士进行问卷调查总结影响

记录准确性的相关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制定改进方案。追踪 2017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 27 份记录

24h 出入量患儿的护理记录的改良效果,将前后两个时间段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进行统计学对比分

析两组的失误率。 
结果 护士记录出入量存在较多问题 。其中因入量概念不清导致出量记录不准确 36 处,出量概念不

清导致记录不准确 42 处,因护士责任心不强出现漏记 32 处,错记 25 处,因未采用标准的评估量具造

成观察不准确 12 处。而对护士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8%的护士认为估算食物中的含水量对准确记

录入量无关紧要;42%的护士认为估算粪便中的含水量对准确记录出量无关紧要 ;14%的护士对液态

出入量的记录并非用标准量具测量;78%的护士忽略了内生水和隐性失水量。 
在 189 份护理记录中仅有 11 份记录了内生水含水量,16 份记录了隐性失水量。进行质量改进后,出
入量记录失误率由 32.27%降至 9.97% 
(P<0. 05)。 
结论 液体出入量的计算和记录是基础护理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 
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详细而准确的记录对了解病情､ 协助诊断､ 指导治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是基础护理质量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护士“举证责任倒置”重要的法律依据。因此细化量化心血管

疾病患儿出入量的准确性,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出入量记录方法,强化护理人员出入量的概念,增加培训

课程,明确内生水及隐性失水量对该病情患儿的意义,并加强法律意识,提高责任心,按照标准记录 24h
出入量,采用标准的评估量具并合理使用出入量登记表,掌握记录出入量相关影响因素,才能降低心血

管疾病患儿出入量记录的失误率,并提高护理工作的条理性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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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4 

探讨如何提高中低年资护士的操作技能水平的方法 
 

潘晓兰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为提高中低年资护士操作技能水平,培养和锻炼护士心理素质,提高护士临床应急能力。 
方法  
我科室从 2017 年 1 月开始实施了中低年资护士操作技能培训以及考核工作,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方法,取得了比较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培训以及考核对象:儿科血液病房 5 年资以下护士。 
2 ,培训考核方法及人员分配: 
2.1 培训按计划,分层次､ 分组进行培训,护士长和教学组长负责示教。 
 2.2 护士长及教学组长制定规范的操作规程及考核标准(以医院考核标准为主),考核标准由 3 部分组

成:准备工作(人员､ 用物､ 器材)､ 操作流程､ 质量评定(含护患沟通评定)､ 理论提问【2】。 
2.3 操作培训考核小组(护士长及教学组长)及示范组长为进一步规范护士操作行为。护士长及教学

组长采用“操作服务剧本”的模式来进行培训。 
2.4 科室采取奖励及处罚措施,采用小组评比制,护士长及教学组长担任评委,对技能考试成绩综合成

绩 好的一组给予相应的奖励,而对没有合格的小组进行处罚并再次给予相关指导,直至合格为止。 
结果 通过对中低年资护士进行分组培训考核,使中低年资人员快速熟练各项护理操作技术,每一个护

士的操作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护理得质量,护士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增加了

护士彼此间的感情,同时也增加了护士长､ 教学组长与护士之间的相互了解､ 信任与友爱,从而使护

士的积极性提高,从而推进培训内容的优化和及时更新,教学相长,使护士在语言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

､ 练习技巧上得到了提高。 
结论 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科血液病房护士的临床操作技能水平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心理素质得到了

培养和锻炼,应急能力得到提高。无论是临床随机考核､ 技术比武以及危重患者的抢救,护士都表现

出了从容､ 镇定和自信,保证了各项护理操作的熟练､ 规范､ 无误,【4】提升了科室的满意度。 
 
 
PU-1355 

1 例培门冬酶注射液致过敏性休克成功救治的护理体会 
 

刘彩艳,贾东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海淀分院儿科 100192 

 
 
目的 本文就我科 1 例肌注培门冬酶注射液致过敏性休克成功救治的护理体会进行总结。 
方法 患儿,女,3 岁,于 13 月余前以“走路不稳 2 周,发热皮肤出血点 1 周”起病,经抽血及骨髓穿刺检查,
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B 细胞型。予化疗:Dex+VCR0.945mg×4+Idr5mg×3+培门冬酶注射液

1575IU×2 化疗。2016-6-28 继续化疗,方案为 HDMTX1.3g+VDS1.6mg+Peg1575IU(培门冬酶注射

液 1575IU:2.1ml)。2016-7-1 患儿肌注培门冬酶注射液 30 分钟后精神反应差,呼之可应,不能对答,
无尿便失禁。查体:精神反应差,表情淡漠,测血压 69/29mmHg,心率 129 次/分,面色灰暗,口唇苍白,双
眼睑及口唇浮肿,律齐,心音低钝,未触及挠动脉搏动,四肢末梢尚暖。患儿为第三次分两侧肌肉注射培

门冬酶,既往无药物及食物过敏史,考虑患儿培门冬酶注射液所致过敏性休克。 
结果 护士及时有效的护理:①用药后的观察:患儿肌注培门冬酶注射液 1 小时内,严密观察患儿颜面､

四肢及呼吸道的情况,若出现面红､ 皮疹､ 咳嗽､ 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立即通知医生。②第二通道

的建立 :由年资高､ 资历深的护士给予静脉穿刺快速建立静脉通道,为争夺第一抢救时间创造有利条

件。③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密切观察心率､ 血压､ 呼吸及经皮血氧饱和度,0.9%生理盐水快速扩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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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血压有无回升;同时观察呼吸频率,有无呼吸困难或者喉鸣音,以判断是否因过敏造成喉水肿的发

生;经皮测血氧饱和度判断是否缺氧。④休克的护理:保持患儿平卧位,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引起误

吸,保持呼吸道通畅;持续经鼻导管吸氧 6L/min,同时给予患儿保暖;严格按照医嘱用药,正确调节输液

速度;监测临床生化指标;准确记录出入量。⑤密切观察过敏反应有无加重或再次发生的可能:培门冬

酶注射液分两侧肌肉注射,由于时间差可能会出现一侧较另一侧过敏反应的延迟,因而皮疹､ 水肿､

休克可能会再次发生。⑥休克发生时需至少两名护士配合医生抢救,专人用药,专人记录,急中有序､

忙而不乱。⑦心理护理:患儿出现过敏性休克后,患儿及家长表现为异常紧张,护士应向其解释使用该

药物出现的不良反应,医生及护士给予及时的处理,使其减轻心理负担,做好安抚工作。患儿休克症状

得到缓解,救治成功。 
结论 遵医嘱给予抗过敏及扩容治疗,并做到用药前的预防､ 用药后的观察及发现过敏反应及时有效

的救治及护理,确保患儿生命安全。 
 
 
PU-1356 

艾力克在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综合征中的应用 
 

黄燕婷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旨在提高临床 4s 患儿的护理经验分享,缩短病程,减少痛苦。 
方法 观察方法:观察指标及记录方法 
结果 通过观察记录患儿疾病的发展过程,患儿 终痊愈出院。 
结论 艾力克在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综合征的护理中,缩短了病程,减轻了患儿的痛苦,减少了家长的焦

虑。红外线烤灯使创面分泌物数量明显减少,加速坏死组织及痂皮脱落时间,以减少机体内毒素吸收

及创面脓毒血症的发生率,明显缩短了创面愈合时间 
 
 
PU-1357 

音乐干预在减少全麻苏醒期患儿疼痛的应用观察 
 

唐蕾,焦会芳,王欢欢,刘巧红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音乐干预对全麻苏醒期患儿疼痛的影响。 
方法 将 50 例全麻术后进入我科的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苏醒拔管时实验组给予音乐疗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吸痰后拔管,观察患儿在拔管前､ 中､ 后疼痛评分的变化 
结果 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疼痛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拔

管时､ 拔管后的疼痛评分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音乐干预在全麻苏醒期可以有效缓解患儿疼痛,减少患儿躁动,进而保证患儿安全,减少手术并发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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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8 

Roy 适应模式在 1 例农药中毒患儿护理中的应用 
 

夏丽慧,陈锦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将美国护理专家罗伊的适应模式应用于 1 例服用过期的百草枯及甘膦异丙胺盐的 14 岁男性患

儿。 
方法 根据学说中的生理适应方式､ 自我概念适应方式､ 角色功能适应方式和相互依赖适应方式来

帮助农药中毒患儿出现的相关身心问题,做出相关适应性反应。分别给予:1.信息支持使其获得本病

相关知识 2.给予适当的幽默､ 情感支持､ 音乐疗法淡化患儿悲观､ 绝望､ 恐惧､ 焦虑心理,使他乐

观地对待生活 3.给予心理疏导,让患儿参与护理,协助患儿适应“病人角色”,4.给予患儿家属精神支持,
使家属情绪､ 行为对患儿起到良性刺激,消除患儿孤独感,通过患儿的适应性反应而达到健康促进。 
结果 在患儿住院,转科及出院期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结论 运用罗伊的适应模式使服用过期的百草枯及甘膦异丙胺盐的 14 岁男性患儿 终完成了相关治

疗,度过了情绪危机,获得了成长,重新很好的适应生活学习。 
 
 
PU-1359 

婴儿饮食与 1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相关性研究进展 
 

曲奕,曲航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15 

 
 
目的 1 型糖尿病由于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儿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研究发现婴儿饮食与

1 型糖尿病发病可能存在一定联系 
方法 检索 Pubmed 和 EMBASE 等数据库中婴儿饮食与 1 型糖尿病相关研究 
结果 本综述主要描述目前国际推荐的婴儿喂养方法及模式,分析了婴儿喂养的各种方式与自身免疫

性及 1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结论 婴儿饮食是否会影响 1 型糖尿病自身免疫性或糖尿病的发病尚存争议,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PU-1360 

品管圈管理在提高儿科护士留置针知识知晓率的应用效果 
 

付丽,钱秀玲,宋恩艳,史新欣,刘金凤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261000 

 
 
目的 探讨分析品管圈管理在提高儿科护士留置针知识知晓率的应用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选定提高儿科护士留置针知识知晓率为主题,分析影响儿科护士留置针知识知

晓率的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较活动前后儿科护士留置针知识知晓率的差异。 
结果 品管圈活动后护士留置针知识知晓率为 74.44%,较活动前 46.27%显著提高,儿科患儿留置针的

脱出率也大幅度降低。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可提高儿科护士留置针知识的知晓率,保证留置针的正常留置时间,减少患儿的

穿刺次数,提高患儿家属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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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1 

疼痛循证护理实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曹建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本文就疼痛循证护理实践的现状､ 影响因素､ 对策等进行综述,为护士运用循证理念指导疼痛

管理实践提供依据 
结论 通过循证护理审慎地选择有效的护理措施,发挥预防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精神或

生理上的异常情况,可为患者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PU-1362 

专职夜班排班模式在儿科病房的应用 
 

刘桂娥,袁容,唐芳,彭小生,李腾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412000 

 
 
目的 探讨专职夜班排班模式在儿科病房的实践效果及体会。 
方法 于 2015 年 4 月起在湖南省株洲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二个病区试行专职夜班排班模式,比较实施

前后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护士对护理工作及绩效考核满意度､ 夜班护理质量的变化。 
结果 实施专职夜班排班模式后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护士对工作及绩效考核满意度､ 夜班护理

质量均明显提升( P <0.01)。 
结论 在儿科病房实行专职夜班排班模式,有利于护士的心理健康,责任制整体护理的开展､ 促进;有利

于护理管理;能够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提升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PU-1363 

疼痛循证护理实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曹建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疼痛给患者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疼痛护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疼痛循证护理实践有效提高患

者的疼痛治疗质量､ 提高患者对疼痛治疗的满意度 
方法 本文就疼痛循证护理实践的现状､ 影响因素､ 对策等进行综述 
结果 在临床护理实践中不断树立以研究指导实践､ 以研究带动实践的观念,培养护理人员善于借鉴

､ 总结､ 积累临床经验和不断更新专业知识的习惯,增强个体化护理理念,不断提高临床实践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 
结论 疼痛循证护理实践是一种用于评估疼痛经历并提供干预措施的综合行为[9],通过结合临床总结

出需要解决的护理问题,利用计算机的文献检索功能搜寻价值高的科学文献和报道,通过科学系统的

评价,有机的结合患者的具体需求和实际的愿望､ 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护理经验､ 为患者制定出

客观､ 科学和可行性高的理想护理方案,并将其应用到个体化患者的护理工作中,能够有效的避免日

常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盲目性和主观性,使护理活动有证可依,有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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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4 

儿童化疗药物外渗危险因素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张佳慧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近年来,临床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发现造成化疗药物外渗有诸多的危险因素,如患儿

年龄因素,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配合的程度也不同,对护士来讲各年龄段儿童静脉穿刺的难易程度也不

一样,药物的因素也是一重要的渗出原因,在诸多危险因素中家庭的支持度也很重要,对于输液患儿来

讲,家属的支持､ 照顾患者能力的强弱都对药物外渗有影响,同样的护士本身存在的因素也是造成化

疗药物外渗的原因,穿刺技术是否合格､ 化疗注意事项的宣教是否到位,护士的心理压力是否过大,家
属施加给护理人员的压力,都会或多或少的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会造成患者输液过程中出现

安全问题。在这些危险因素中有的是可以避免发生,或者减少发生的机率,现将影响儿童化疗药物外

渗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以减少及减轻化疗药物外渗对局部组织的损害,减少化疗药物外渗

发生的机率,减轻患儿化疗过程中的痛苦。 
方法 外周浅静脉输注化疗药物渗出的机率很高,经中心静脉置管术(PICC),减少了病人反复的穿刺,保
留的时间也长,可以避免化疗药物的外渗,目前在临床上的应用也是日趋的广泛[10],但因患儿本身存在

的一些因素如过度的肥胖､ 疾病的严重程度等情况,无法放置 PICC 而被迫选择外周静脉进行化学治

疗,导致化疗药物的外渗的风险增加,对患儿造成痛苦。现对儿童化疗药物外渗的危险因素分析的综

述 
结果 儿科的护士相较于成人科的护士工作的压力更大一些,静脉穿刺技术是每个临床护士必会的基

本操作,很多人都认为对护士而言,静脉穿刺只要护士有熟练的技术､ 有穿刺技巧,家属对于儿科护士

的要求更为高,而忽视了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会对护士工作产生影响[35]。陈文婷[36]也认为护士的心理

因素也会对静脉穿刺成功率造成一定的影响,认为护士的情绪变化对临床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情绪

波动大时,会导致其工作效率的下降,静脉穿刺的成功率也会下降,表现尤为突出,帅玲[37]的文章中还

提到一些低年资的护士会产生胆怯的心理而造成无法完成穿刺,吉明[38]表示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提

高护士的穿刺成功率 
结论 在患儿输注化疗药物的过程中,患儿本身的因素､ 护士的技术问题､ 家庭的支持度､ 药物本身

的影响等等都是导致患儿化疗药物外渗的危险因素。患儿家属无形中施加给护士的压力,导致护士

穿刺的失败,从而使得多次静脉穿刺,同时患儿的静脉留置针到有效期,但针还是可以输液的情况下,家
属怕患儿再次穿刺而拒接重新打针导致了药液的外渗。化疗药物输注的过程中,责任护士未及时的

巡视,观察的次数不够,未能够及时的发现药液的外渗,再者护士还存在的问题是在交接班的过程中,未
太注意患儿静脉的穿刺点是否红肿,留置针到期的时候,护士觉得针还可以输液的时候也未及时的患

儿重新打针。因此,要提高护士专业的知识,穿刺的技术,并且要取得家属的更好配合,来减少化疗药物

的外渗。 
 
 
PU-1365 

雾化吸入对治疗学龄前期儿童喘息性疾病的护理进展 
 

章洁如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儿童喘息性疾病是 常见的儿童呼吸道慢性疾病之一,近些年来,喘息性疾病患儿发

病率持续上升。雾化吸入因其治疗指数高､ 安全性好而被作为治疗儿童呼吸道疾病的

主要方法。本文通过总结近几年雾化吸入治疗学龄前期儿童喘息性疾病的研究得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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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前期儿童具有可沟通性,通过改变环境或者好的护理方法可以提高雾化效率。所以得

出结论:通过适当护理方法,可以提高雾化吸入治疗的效率以及患儿的依从性。 
方法 喘息性疾病是学龄前儿童下呼吸道常见的病之一[1]。常见病症包括毛细支气管炎､ 肺炎以及哮

喘等。针对这些学龄前儿童喘息性疾病,现如今应用 广的治疗方法即为雾化吸入治疗。其优点非

常明显,能使药物直接作用于患处,还能快速提高氧饱和度[2]。然而雾化吸入治疗的疗效与护理方法

强相关,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护理人员进行正确的护理操作才能使治疗达到效果。 
随着当代医学对儿童喘息性疾病的不断研究,雾化吸入的护理方式有很大进展,进行综述。 
结果 由于雾化吸入越来越广泛的用于治疗学龄前期儿童喘息性疾病,近几年出现空气压缩泵雾化吸

入的方法让更多儿童能够在家就能进行治疗。居家雾化治疗有很多有点,比如可以避免交叉感染､

让患儿不惧怕周围环境等[23]。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可减小患儿的陌生不安情绪,尤其适合学龄前期

儿童。然而居家雾化由于是近几年新型治疗手段,在依从性低的家庭中接受度并不高,今后居家雾化

的普及和推广还需进一步提高。 
结论 在运用雾化吸入治疗学龄期儿童喘息性疾病的过程中,护理起到关键作用。雾化吸入是一种高

效的给药方式,其原理是借助雾化器将药物分散为小微粒,经过呼吸道直接吸入,对患处产生直接的药

物作用,其优势在于见效快､ 不良反应少。结合学龄前期儿童的特点,适当的运用护理方法改善护理

环境,做好心理疏导,不仅能够提高雾化的疗效,还可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对控制喘息性疾病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 
 
 
PU-1366 

一例典型儿童急性脓气胸的护理 
 

钟小辉,彭莹婷 
萍乡市妇幼保健院/萍乡市妇女儿童医院 337055 

 
 
目的 液气胸就是胸膜腔积聚一定的气体和液体,使得肺组织受压萎缩,从而产生一系列呼吸循环系统

的临床综合征,若不及时抢救,可危及生命。 
方法 应注意引流瓶妥善固定床旁,防止扭曲､ 受压及翻身牵拉时脱出,保持引流管通畅及引流处敷料

清洁､ 干燥。注意水柱波动情况,定时挤压引流管,防止血块堵塞。病人取半卧位,水封瓶应低于引流

口 60-100 厘米,禁止高于胸部,避免引流瓶过高,瓶内引流液倒流引起逆行感染,保持水封瓶密闭状态,
长玻璃管下端在液面下 3-4 厘米,病人离床活动时应用两把血管钳夹紧引流管,然后分离引流管及引

流瓶,防止引流瓶打碎或瓶塞脱落引起气胸。 
结果 胸腔闭式引流管置管引流 48-72 小时后,临床观察引流瓶中无气体溢出并且颜色变浅;24 小时引

流量少于 50ml､ 胸部 X 线拍片显示肺膨胀良好无漏气､ 病人无呼吸困难或气促,即可终止引流,考虑

拔管。拔管后 24 小时内应密切观察病人无胸闷､ 呼吸困难､ 发绀､ 切口漏气､ 渗液､ 出血和皮下

气肿等. 
结论 正常人体胸膜腔是由脏层胸膜和壁层胸膜构成的密闭腔隙,其内的压力为负压,低于大气压 3-
5cmH2O,以保障肺脏呈膨胀状态,参与正常的通气与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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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7 

婴幼儿感音神经性耳聋行人工耳蜗植入术的护理进展 
 

厉斌璐,卞静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对婴幼儿期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通过从新生儿的听力筛查,感音神经性耳聋的早期诊断,婴幼儿

听力和心理评估的内容和人工耳蜗植入的护理进展进行了描述讨论和总结。 
方法 通过资料的查找和临床的实际应用相结合 
结果 评估了 近在婴幼儿感应神经性耳聋行人工耳蜗植入术的护理进展 
结论 感应神经性耳聋在婴幼儿期是治疗的关键,特别是极重度的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还未开始语言

语言训练。在早期给予诊断､ 治疗和语言训练,结合人工耳蜗植入的手术治疗方案,护理方面的心理

干预,结合不同的家庭特点和患儿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给予舒适护理。 
 
 
PU-1368 

小儿癫痫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的价值探析 
 

刘国强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探析小儿癫痫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的价值 
方法 随机抽取本院儿科收治的 92 例癫痫患儿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将其平均分为两组,予以 46 例对照

组常规护理,并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强化对于 46 例研究组的健康教育,分析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 护理后,研究组患儿家属对于疾病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儿家

属的护理满意度高达 95.65%,与对照组 82.61%比较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癫痫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的价值较高,可以推荐 
 
 
PU-1369 

PDCA 循环管理在 NICU 仪器管理中的作用 
 

庄燕琼,叶茹明,李婉婷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分析 PDCA 循环管理应用于 NICU 仪器管理中的作用及效果。 
方法 通过从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运用 PDCA 循环管理对近 300 个仪器进行管理,针对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设立对应制度)的前后效果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后,仪器使用差错率由 39.17%降至 6.25%,仪器规范使用率提高了。 
结论 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可有效提高仪器规范使用率,降低仪器使用差错的发生,值得在临床工作

中推广。仪器规范使用率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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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0 

一例左下肢撕脱伤并多发骨折及会阴肛门撕裂伤患儿个案护理 
 

祁俊峰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 1 例左小腿撕脱伤并多发骨折及会阴肛门撕裂伤患儿护理经验,为今后同类疾病患儿的护

理提供依据。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 1 例左小腿撕脱伤并多发骨折及会阴肛门撕裂伤患儿实施全面整体评估及护

理。 
结果 患儿术后 42 天无护理并发症,恢复效果满意,出院。 
结论 围术期护理要点为术前严密观察患儿体征,做好紧急手术的术前准备;术后加强病情,做好皮肤及

伤口的观察护理､ 有效加强导管的维护;并做好术后并发症的防范和心理护理,对患儿的病情恢复起

到了重要作用。 
 
 
PU-1371 

腹腔镜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治疗肾积水患儿的护理 
 

王艳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总结腹腔镜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治疗肾积水患儿的护理分享。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行腹腔镜肾盂输尿管成形术共 16 例儿的病历资

料及护理记录资料。患儿年龄其中 2 月-1 岁共 10 例,其中 2 岁-5 岁共 10 例,男 12 例､ 女 4 例､ 其

中例 8 为产前超声发现,其中例 5 为泌尿系感染,例 3 腹痛患儿 。住院时间平均 26 天,患儿入院后完

善相关基本检查,术前诊断需要检查 IVP､ 膀胱造影､ 核磁共振､ ECT 检查,有泌尿系感染者, 应先用

抗生素消炎再行检查。手术后评估病情,加强护理,注意观察生命体征变化,取合适卧位,注意保暖,患
儿发热,予对症处理。术后留置胃管,观察患儿腹部体征及肛门排气､ 肠蠕动情况,根据情况术后一天

拔管。予留置尿管,观察引流液性质量,做好会阴部护理,术后 7 天左右拔管。留置腹腔引流管,定时挤

压引流管,观察引流液性质颜色及量,突然短时间大量血性液体,予对症处理,根据引流管量及引流性状

决定拔管。留置内置双 J 管目的吻合肾盂输尿管,起支撑及引流作用,留置期间观察患儿腹部体征,伤
口渗出情况,避免剧烈运动,通常 1 月后经膀胱镜取出。术后关注血化验结果,观察有无电解质及酸碱

平衡紊乱症状,合理安排补液,准确记录出入量,遵医嘱用抗生素,定期监测尿常规及培养,术后三天常

规留取尿培养,更换引流袋后留取。加强饮食指导,做好皮肤护理,及家长的心里护理。 
结果 肾积水患儿治疗效果满意,患儿顺利出院。 
结论 注意加强临床护理,实施护理措施,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加强管道护理,妥善固定,避免引流管折

叠､ 扭曲､ 受压,保持有效引流,观察引流液的量及性质,是患者术后尽快康复的重要保证。 
 
 
PU-1372 

小儿外周静脉输液外渗的预防与护理的体会 
 

李红艳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讨论小儿外周静脉输液外渗的原因,预防及护理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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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小儿外周静脉输液所致的外渗的原因,预防及护理的探讨,及时纠正各环节造成对患儿损

伤,既减轻患儿的痛苦和家属的经济负担,又减少了护理工作的难度,工作量,护理投诉,甚至是医疗护

理纠纷。 
结果 小儿外周静脉输液是儿科疾病常见的治疗手段之一,通过对小儿外周静脉输液所致的外渗的原

因,预防及护理的探讨,及时纠正各环节造成对患儿损伤,既减轻患儿的痛苦和家属的经济负担,又减少

了护理工作的难度,工作量,护理投诉,甚至是医疗护理纠纷。所以讨论小儿外周静脉输液外渗的原因,
预防及护理有重要的意义。 
结论 心理护理 小儿外周静脉输液外渗后应及时给与患儿及家属安慰解释工作。加强与患儿与家属

的沟通与交流,耐心解释患儿与家属的疑问,要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患儿与家属的挑剔,抱怨甚至迁怒,避
免产生恐惧焦虑的情绪。学会换位思考,多理解患儿与家属焦虑烦躁的心情。 
 
 
PU-1373 

轮状病毒腹泻患儿的护理 
 

韩笑,赵雅琴,李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轮状病毒腹泻患儿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以 2016 年 7 月--9 月因轮状病毒感染入院患儿取 40 例,各 20 例分为 2 组,进行优质护理和常规

护理的对照(年龄､ 性别､ 症状､ 体征等基本条件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儿均给予抗病毒､ 补液､

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及益生菌口服。对高热持续不退的患儿采用物理降温或口服退热药。对伴有

其它症状的患儿进行对症治疗,对优质护理组 20 例患儿除了基础护理和对症治疗饮食护理外,还采取

心理护理,皮肤护理和口腔护理,健康教育､ 消毒､ 隔离。 
结果 与常规护理组比较,优质护理组臀部皮肤红肿比基础护理组少 35%,大便性状由稀逐渐粘稠事件

短,排便次数明显减少,随访 1 个月再次发生腹泻事件减少,二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优质护理在轮状病毒腹泻患儿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 
 
 
PU-1374 

小儿长段型先天性巨结肠术前灌肠的护理进展 
 

孙红艳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长段型巨结肠是临床灌肠是一个难点,由于病变累及肠管较长,导致插管困难,费时费力､ 增加患

儿的痛苦。为了提高灌肠的质量,查找更好的灌肠方法。 
方法 通过对比国内护理同仁在临床护理实践中不断改进､ 创新,对灌肠器材､ 灌肠液种类及量､ 操

作方法等进行的大量研究,综合阐述。 
结果 通过对比国内护理同仁对灌肠器材､ 灌肠液种类及量､ 操作方法的不断改进,得到启发,寻找到

了省时省力的灌肠方法。 
结论 巨结肠的术前肠道准备是保证手术顺利实施的 重要环节,针对此类患儿疾病的特殊性及依从

性差,护理人员应根据患儿的年龄､ 病情､ 适应证和便秘情况等采取相应的灌肠措施。在临床中针

对巨结肠灌肠已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都有局限性,寻求更好的更有效的灌肠方法是护理人员共同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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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5 

一例 NEC 肠破裂及继发性肠狭窄患儿肠内营养支持的护理 
 

王莉莉 
山东省立医院 10194804 

 
 
目的 了解肠内营养对 NEC 肠破裂及继发性肠狭窄的作用 
方法 分析 1 例 NEC 肠破裂及继发性肠狭窄患儿在关瘘前后的营养治疗过程,明确营养治疗对其预后

的影响   
结果 肠外营养支持有利于 NEC 肠破裂及继发性肠狭窄 患儿维持生命,而合理的肠内营养可增强患

儿的肠内耐受性,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  
结论 合理的营养支持可减少 患儿并发症并改善其预后   
 
 
PU-1376 

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小儿腹泻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王霞云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5000 

 
 
目的 研究和分析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小儿腹泻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腹泻患儿,随机抽取 70 例做为本次研究

对象,按照数字表达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综合治疗方法对其进行治疗同

时配合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中药穴位贴敷同时配合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比较两组

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对两组患儿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4.2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7.14%,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患儿的护理总满意率为 97.1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2.85%,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腹泻患儿采用常规治疗的同时配合中药穴贴敷对其进行治疗,同时配合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
临床效果显著,得到了患儿家属的一致认可,值得临床推广并应用。 
 
 
PU-1377 

1 例迁延性腹泻的个案护理 
 

谭晓静,颜斐斐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511400 

 
 
目的 为了更好地服务患儿,为临床工作累积工作经验,提高护理水平。 
方法 通过总结 1 例迁延性腹泻并发副伤寒沙门菌肠炎,同时伴有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儿的护

理。 
结果 在做好消毒隔离的基础上,正确评估病情,严密监测患儿病情变化,系统有效地进行干预。 
结论 患儿病程长,治疗效果不明显,加之自身患有免疫性贫血,许多用药会有限制。积极寻找引起病程

迁延的原因,针对病因进行治疗。请多方会诊后,不断调整治疗及护理方案。患儿治疗期间,极易引起

患儿家属不安焦虑,甚至怀疑医疗水平。为了提升护理干预的效果,在开展工作时,需要加强与患儿监

护人的沟通,让他们对饮食干预措施有正确的认知,避免由于这一因素影响患儿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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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8 

中药直肠滴入对小儿外感发热的治疗及护理 
 

曹坤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5000 

 
 
目的 目的 研究和分析中药直肠滴入对小儿外感发热的治疗及护理。 
方法 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个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外感发热患儿,随机抽取 62 例做

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双盲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1 例,对照组采用口服布洛芬对其进行治疗,
同时配合相应护理;观察组患儿采用中药直肠滴入同样配合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护理。比较两组患

儿的退热时间及治疗效果,同时对两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分析。 
结果 结果 观察组的退热时间及治疗总有效率(34.2±2.2min､ 96.77%),明显优于对照组

(47.5±3.7min､ 77.41%),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1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8.21%,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 对外感发热患儿采用中药直肠滴入配合相应的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治疗,能使患儿临床症状

快速消除,得到了患儿家属的一致认可,值得临床推广并应用。 
 
 
PU-1379 

中医护理对小儿手足口病恢复期的干预 
 

朱文君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5000 

 
 
目的 研究和分析中医护理对小儿手足口病恢复期的干预。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手足口病患儿随机抽取 70 例,做为本

次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达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
观察组患儿采用中医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比较两组患儿的退热时间及住院时间,同时对护理满

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4.2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7.14%,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

患儿的退热时间及住院时间分别为 1.69±0.32s､ 4.16±0.92d,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2.37±0.75s､
6.21±1.35d,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 对小儿手足口病恢复期患儿采用中医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能有效促进患儿康复,缩短治

疗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380 

穴位贴敷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护理体会 
 

张小沛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5000 

 
 
目的 研究和探讨穴位贴敷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护理体会。 
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时间段内在我院儿科就诊的肺炎患儿,随机抽取 50 例,做
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达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 25 例,两组患者均遵从医嘱根据不同的

病情接受的药物对症治疗及处理,其中对照组进行一般常规护理,观察组研究对象则在此基础上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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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敷贴护理干预;对两组患儿的疗效进行评估观察(体温､ 咳嗽及咳痰等症状改善情况),同时出院

时对两组患儿家属分别发放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表,对其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 1 个疗程后观察组患儿的总有效率为 1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3.22%,组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观察组患者家长的满意度 100%,明显高于对照组满意度的

71.42%,显著低于观察组(P<0.05)。 
结论 对于小儿肺炎患儿采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同时辅助使用穴位敷贴的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患

儿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提高患者及家长的满意度,且得到了患儿家属的一致认可,临床实践中应予以

推广和应用。 
 
 
PU-1381 

家庭护理模式在儿科中的应用与进展 
 

潘晓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对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概念及选择在儿科的应用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综述,希望为我国的儿科

护理提供借鉴,提高儿科护理质量。 
方法 以家庭为服务对象,以家庭护理理论为指导,以护理程序为方法,护士与家庭共同参与,确保家庭

健的一系列活动。 
结果 确保家庭健康。 
结论 在儿科的临床护理中,家庭式护理可促进家庭对儿童健康的正性作用。 
 
 
PU-1382 

中西医结合护理在小儿肺炎中的应用 
 

郑佳佳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5000 

 
 
目的 研究和分析中西医结合护理在小儿肺炎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我院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肺炎患儿,随机抽取 82 例,做为本次研究

对象,按照随机双盲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1 例。两组患儿均给予对症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西医

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观察组患儿在此基础上给予中医护理措施对其进行联合护理,对两组患儿的

体温恢复时间及憋喘缓解时间进行比较,同时对两组患儿的家属分别发放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表,并
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体温恢复时间及憋喘缓解时间分别为,明显优于对照组的,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7.5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0.48%,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肺炎患儿采用常会西医护理的基础上联合中医护理对其进行联合护理,发现能有效促进患儿

康复,得到了患儿家属的一致认可,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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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3 

中西结合护理在腹泻患儿中的应用体会 
 

王艳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5000 

 
 
目的 研究和分析中西结合护理在腹泻患儿中的应用体会。 
方法 选择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腹泻患儿,随机抽取 102 例做为本次研究

对象,按照随机双盲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1 例,对照组给予单纯西医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观
察组患儿采用西医护理的基础上加入中医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对两组患儿的大便性质及次数进

行比较,同时对两组患儿家属分别发放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表,并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及对照组患儿的大便次数均恢复正常,且大便性质均恢复正常,所有患儿的临床症状均消

失,体征恢复正常,两组患儿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8.03%,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 82.35%,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腹泻患儿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措施对其进行护理,不但能有效改善患儿的病情,且得到了患儿

家属的一致认可,值得临床上推广合并应用。 
 
 
PU-1384 

国内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现状分析 
 

马晶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分析国内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探讨改进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以来国内关于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的文献,从课程建设､ 实践策略､ 人

文环境的营造､ 教师的重要性评价以及评价工具的选择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分析对

策。 
结果 国内部分医学院校还没有普及人文关怀课程;实践课形式较单一,融入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的培训

较少;良好的人文环境营造仍面临一定的困难;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中教师重要性的认识不够;评价

工具较多。 
结论 普及人文关怀课程､ 进行多样化的实践培训､ 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重视教师的重要性､ 选

择合适的评价工具可提高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PU-1385 

1 例葡萄球菌皮肤烫伤样综合征的护理要点 
 

李娟,卢瑞存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葡萄球菌皮肤烫伤样综合征又称金黄色葡萄球菌型中毒表皮坏死松解症,是由凝固酶阳性第 2
噬菌体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此病好发于婴儿,并发症较多[1]。提高对该患儿的基础护理水平,
预防并发症。 
方法 对该患儿实施保护性隔离､ 进行皮肤护理､ 面部护理､ 脐部护理及静脉穿刺用药的护理,对患

儿实施人文关怀等。 
结果 患儿治愈出院并无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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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对该患儿实施合理的护理干预,体会到加强基础护理可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PU-1386 

多元化教学结合 PDCA 在儿童血液/肿瘤科 
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探讨 

 
雷素华,马晶晶,陆凤,邓莹莹,王雪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多元化教学结合 PDCA 在儿童血液/肿瘤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来我科实习的护生 58 人按入科时间分为对照组 30 人和实验组

28 人,对照组采用 CP 教学法,实验组采用 PBL 教学､ CP 教学､ 情景教学并融入 PDCA 的多元化教

学模式。 
结果 实验组护生临床理论考试､ 技术操作考试及护生对临床实践教学的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 
结论 多元化教学结合 PDCA 在儿童血液/肿瘤科应用效果明显好于 CP 教学。 
 
 
PU-1387 

个性化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感染防控中的效果分析 
 

徐小奇 
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分析个性化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在小儿手足口病感染防控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手足口病患儿 92 例,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 46 例､ 观察组 46 例。 
结果 观察组口腔溃疡消退时间､ 发热消退时间､ 皮疹消退时间､ 咽峡红肿消退时间分别为

(4.25±1.08)d､ (2.63±1.15)d､ (4.02±0.25)d､ (3.05±0.28)d,对照组分别为(6.78±1.34)d､
(3.89±1.82)d､ (5.88±1.37)d､ (4.66±1.25)d,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97､ 3.97､ 9.06､ 8.52,
均 P<0.05) 
结论 个性化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可有效缩短患儿症状消退时间,促进患儿康复,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PU-1388 

硫酸沙丁胺醇联合干扰素治疗喘息性支气管炎的临床观察与护理 
 

郭俊清,余培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观察应用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联合干扰素治疗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效果。方法:喘息性支

气管炎管患儿 74 例,分为两组,治疗组 35 例,对照组 35 例。两组患儿均应用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雾

化吸入,每日 3 次,每次两喷,疗程 3~7 d。治疗组在应用上述舒张剂 10~15 min 后给予干扰素肌肉注

射每日一次,疗程 5~7 d。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2%,对照组有效率为 64.5% 。结论:应用硫酸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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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醇气雾剂联合干扰素肌肉注射治疗喘息性支气管炎能起到减轻症状及缩短病程的双重攻效,值得

临床应用。 
方法  
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给予吸痰或低流量吸氧。保持静脉通道畅通,并将所需液体量在 24 h 内通过

输液泵或推注泵 速输入。无输液泵者应严格控制输液速度,以 10~20 滴/min 为宜。雾化时储物罐

包严口鼻部,防止漏气,用力按压,屏息停留 20-30 秒,使药物充分吸收,动作轻柔,注意观察患儿面色变

化,如有不适马上给予处理。雾化完毕应多饮水。 
结果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20    5   14 64.1 
治疗组   25    8   2 94.2 
 
结论 3.1 喘息性支气管炎多由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 支原体,衣原体引起,可合并细菌感染,大
部分患儿有过敏体质或家族过敏史,一部分可转为哮喘。病原体损伤呼吸道上皮,从而暴露气道上皮

神经末梢,使之受损,引起胆碱能神经超敏感性,从而诱发气道高反应性,引起气道平滑肌收缩,腺体分

泌,气道反应性亢进;部分病毒能抑制 β2 受体功能,导致气道平滑肌收缩,失弛缓状态,使周围小气道收

缩,导致喘息。 
3.2 胆碱能神经分布密度随气道神经变小而越来越稀疏,因而抗胆碱能药物对大中气道作用大于小气

道,而 β2 肾上腺素能受体主要分布于周围小气道,并随神经变小密度越来越高。 
3.3 硫酸沙丁胺醇具有较快的支气管扩张效应,为 常用的短效 β2 受体激动剂[3]。 
3.4 干扰素具有广谱的抗病毒及免疫调节功能。干扰素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诱导细胞产生多种抗病

毒蛋白,从而抑制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可通过调节免疫功能增强巨噬细胞､ 淋巴细胞对靶细胞的特

异细胞毒作用,有效的遏制病毒侵袭和感染的发生;增强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3.5 干扰素和硫酸沙丁胺醇联合雾化吸入,具有很大的支气管舒张效 
果。 
 
 
PU-1389 

利用一级质控提高儿科静脉留置针维护管理效率 
 

刘亚男,叶茹明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利用一级质控解决儿科外周静脉留置针管理混乱,无统一标准的现状,以提高留置针管理效率,延
长留置时间,减少并发症。 
方法 抽取某儿科呼吸科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2 月,共 142 例为对照组,2017 年 3 月-2017 年 5 月

共 206 例为观察组。根据 2016 INS《输液治疗实践标准》制定一级质控检查内容及标准,每月进行

留置针质控检查,比较两组静脉炎发生率､ 外渗发生率､ 非计划性拔管率､ 留置针留置天数。 
结果 前后对比,观察组检查标准阳性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留置针留置天数延长,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通过一级质控规范留置针留置方法和维护方法可有效提高留置针管理效率,延长留置时间,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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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0 

小儿神经源性膀胱围手术期护理 
 

郭元元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总结大小便失禁患儿围手术期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本科收治的 1 例大小便失禁患儿进行围手术期护理,回肠代膀胱术的术后护理要点及并发症

的预防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者经过 28d 的治疗护理,顺利度过了感染关､ 营养不良关,并通过肠造口保留灌肠大便次数控

制在一天一次,效果客观。目前在院做进一步生物反馈及电刺激的康复训练。 
结论 做好围手术期护理,对并发症的预防与及时治疗有着重要的作用.给予科学､ 规律的护理措施,是
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促进患者康复的有力保障。 
 
 
PU-1391 

住院无陪伴患儿分离性焦虑的表现及行为干预的研究进展 
 

杜思远 
天津医科大学心血管病临床学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300457 

 
 
目的 本文针对近年来实行无陪伴制度的住院患儿存在分离性焦虑进行综述,介绍了这些患儿存在的

症状以及对身心产生的极大不良影响。简要说明了可能引起分离性焦虑的原因,追本溯源,针对分离

性焦虑产生的原因,采取应对措施。家长以及医护人员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从多方面进行积极干预,
降低分离性焦虑的发生率和持续时间,保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方法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从患儿､ 父母､ 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三方面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从患儿自身来说,和成人的知情权一样,家长应让患儿对即将要离家住院的事情知晓,让其参予决

策,哪怕是 小的一个决定也能增加其自我控制的感觉
【9】

。与此相反的,未征求患儿的意见而令其强

行的离开家往往造成分离焦虑症状更加严重 。为了减轻患儿的焦虑,家长可以和患儿一起熟悉医院

的环境
【10】,认识新环境中的患儿。 

第二,从家长角度来说,家长应避免暗示患儿有关离开家的焦虑和矛盾的感情,以免加重患儿的焦虑症

状,相反,家长应该表现出对分离和新环境的乐观态度。 
第三,对儿科护理人员来说,护理人员对患儿分离性焦虑所采取的措施有很多,比如:患儿人院时,护理

人员应主动介绍自己,同时应穿着干净､ 整齐,说话和蔼､ 温柔。向患儿和家长介绍医院及科室环境

及相关制度,使他们尽快熟悉医院的新环境;向患儿介绍同病室的小伙伴,鼓励其多认识新朋友,这样有

利于其自身在新环境中的定位。有时住院患儿会感到孤独,特别是住院早期,这样会加重他们分离焦

虑的情绪,可以鼓励患儿找其他患儿做一些愉快的事情,如聊天､ 做游戏､ 看书等,分散其想家的注意

力。同时也可以让住院患儿通过电话与家人联系。 
结果 现在我们不仅要治愈患儿生理上的疾病,还要重视幼儿的心理体验,减轻在无陪护住院治疗过程

中的心理创伤。因此,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既要重视医疗护理操作,又要以患儿为中心关注其心理

状态的改变,尽可能使患儿适应医院环境,可以配合医疗操作,得以完成治疗手术,以健康的身心状态回

到日程生活中。然而现今,对分离性焦虑患儿远期心理状态的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论 因此,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既要重视医疗护理操作,又要以患儿为中心关注其心理状态的改变,
尽可能使患儿适应医院环境,可以配合医疗操作,得以完成治疗手术,以健康的身心状态回到日程生活

中。然而现今,对分离性焦虑患儿远期心理状态的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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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2 

浅谈住院新生儿的舒适护理 
 

郭兰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提高住院新生儿的舒适感,做好舒适护理 
方法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总结简单易行的舒适护理方式 
结果 新生儿体位的选择可以影响疾病的发展,对患儿的安全感､ 呼吸系统､ 胃肠道功能有很大影响;
抚触和游泳可以促进疾病的恢复,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提高免疫力。 
结论 通过改变体位､ 抚触､ 游泳等方法,可以提高住院患儿的舒适度,促进患儿的生长发育,方法值得

推广 
 
 
PU-1393 

延续性护理在癫痫患儿生活质量中的应用现状 
 

刘婷婷,贺秋平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阐述延续性护理的重要性,综述延续性护理在癫痫患儿生活质量中的研究现状。 
结果 我国癫痫患儿的生活质量已引起患儿家属及医护人员的广泛关注,并在该领域开展了相关一系

列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延续性护理对癫痫患儿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尚不可观。因此,广大研究者

应引起重视,鼓励各研究者加强延续性护理这方面的研究。护理人员应在充分考虑儿童生理和心理

差异性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延续性护理方面的知识。 
 
 
PU-1394 

床旁点评式教学查房在 PICU 的应用 
 

曽苹,张玲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探讨床旁点评式教学查房在 PICU 的应用效果; 
方法 以某三甲医院 PICU 病房中的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从专科考试成绩､ 教学评价､ 护理质控三

方面进行教学效果分析; 
结果 床旁点评式教学查房模式得到护理人员的肯定,护理人员临床实践能力得到提升; 
结论 在实践的过程中引导护理人员联想相关理论知识,促进护理人员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并提升

护理人员管理病人的风险意识,护理病人的能力相结合的能力,培养临床护理人员的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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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5 

低体重新生儿急诊手术的有效护理对策探讨 
 

吴娟娟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12 

 
 
目的 探讨低体重新生儿急诊手术的护理对策 
方法 收取我院 82 例低体重患儿,收取时间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30 日,并将低体重患

儿分为两组,两组患儿均实施急诊手术进行治疗,对照组(41 例患儿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41 例患儿

实施综合护理),将两组低体重患儿的护理效果实施对比。 
结果 观察组低体重患儿护理后的患儿家属满意度评分(90.45±1.18)分､ 住院时间优于(10.45±2.01)d
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低体重患儿护理后的症状消失时间(5.40±0.21)天､ 手术时间

(49.27±10.11)min 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低体重患儿进行急诊手术过程中实施一项有效的综合护理,能促进患儿较快康复,值得临床进

一步推广和应用。 
 
 
PU-1396 

品管圈在缩短儿童血液肿瘤患儿延续护理中等候时间的应用 
 

魏华,雷素华,马晶晶,黄晓西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品管圈对缩短儿童血液肿瘤患儿延续护理等候时间。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选定“缩短儿童血液肿瘤患儿延续护理中等候时间”为主题,制定目标与计

划,分析原因后提出针对性措施,比较实施品管圈活动前后儿童血液肿瘤患儿延续护理等候时间。 
结果 实施品管圈活动后,儿童血液肿瘤科延续护理等候时间由活动前的 57.72min 缩短至

23.32min。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可缩短儿童血液肿瘤科延续护理等候时间,提高圈员的综合能力,提高患者就诊

感受。 
 
 
PU-1397 

肾穿术后患儿制动时间的研究 
 

张洁,张玉粉,宋玉丽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研究肾穿术后患儿制动时间。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郑州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行肾穿术后患儿 78 例,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9 例。对照组患儿肾穿术后制动 24h,观察组患儿肾穿术后制动 6h,观察两

组肾穿术后患儿并发症发生､ 舒适度改变情况。 
结果 P>0.05,两组肾穿术后患儿并发症的发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缩短肾穿术后患儿制动时间,
不会增加并发症的发生;P<0.05,两组肾穿术后患儿舒适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缩短肾穿术后患

儿制动时间,可提高患儿舒适度。 
结论 肾穿术后患儿制动时间为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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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8 

一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患儿的护理体会 
 

闾涵,徐敏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一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患儿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一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患儿采取保护性隔离,使用支被架覆盖衣被用于保暖;每天用 1:20
艾利克溶液浸透纱布湿敷四肢及躯干皮肤两次､ 红外线烤灯治疗一次;使用自制艾利克面膜湿敷面

部皮肤;通过奶嘴给药的方法,将康复新液､ 思密达注入奶嘴,诱导患儿吸吮药物,保护口腔粘膜､ 促进

口腔粘膜愈合;加强会阴及肛周皮肤的护理等。 
结果 患儿全身皮损得到了有效控制,无感染等并发症,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保护性隔离和科学的皮肤黏膜护理是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患儿的护理关键 
 
 
PU-1399 

1 例肾病综合征伴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患儿的护理 
 

陈丽珠,詹海霞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350025 

 
 
目的 总结了一例慢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发生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急性起病的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成功救治一例慢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发生急性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的临床及

护理资料,医护人员对患儿实施针对性的病情监测､ 及时支持治疗及整体护理､ 对患儿及父母采取

支持性心理沟通､ 日常生活指导贯穿在患儿的整个康复过程。 
结果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诊疗和护理,患儿无其他并发症的发生,14 天后康复出院。 
结论  针对肾病综合征发生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患儿,护士的严格､ 严密､ 严谨的工作态度,及
时准确捕捉了多变的病情变化信息,及时与医生沟通,作出相应的处理起到关键的作用。 
 
 
PU-1400 

深圳市儿童医院一例儿童胸腹联合贯穿伤急诊手术配合 
 

王常娥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一例急诊儿童胸腹贯穿伤手术配合,分析手术室日常十大安全目标管理及应急演练在绿色

通道危重患儿急救配合过程中的重要性。 
方法 通过成功抢救患儿的案例,验证了合理流程安排,环节控制及平时应急演练在抢救时发挥的重要

作作用。首先,分工明确。值班护士接到急诊电话,立即成立急救小组,安排人员就位,各司其职,同时

做好上报及请求支援工作。在班人员分别做好手术间物品､ 器械准备工作､ 病人交接管理､ 麻醉配

合､ 抢救用药用血配合､ 台上手术配合,现场人员管理调及家属安排工作,保证抢救工作井然有序。

确保患者安全,患儿胸腹贯穿伤涉及到多科室､ 多部位､ 多器官的的手术,涉及器械,特殊用物多。各

部位器械不可混合使用,各自器械分开清点使用。器械护士与巡回护士及时清点用物,严防手术物品

遗留体内。患儿休克状态,体外循环下完成心脏贯通伤手术部分,要放置温度探头,准确监测患儿体温,
体外中注意脑保护,降低脑耗氧量。恢复循环后及腹部手术时要及时复温。通过水毯及一次性加温

装置,及输液加温装置严防术中低体温。抢救休克,进行体外循环,所需特殊用药多,给药护士做好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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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配血给血的查对工作,保留药物安瓶､ 用过的液体,血袋都要保存,及时做好抢救用药记录,保证用

药用血安全。使用电外科,骨动力系统,要检查设备安全性,负极板选择合适粘贴位置,保证使用安全。

术中会诊涉及到许多功能科室及外科,人员多,仪器多,做好现场环境管理,合理安排人员出入,有效杜

绝院内感染。手术患儿心脏贯通伤,异物取出过程中可能激惹心脏发生室颤及心搏骤停,备好体外除

颤仪,并能熟练操作。患儿手术时间长,体位摆放尽量功能位,准备手术间时同时备好防压疮用物,预防

压疮发生。病人情况稳定后,要关注患儿家属的心理支持。 
结果 通过手术团队的努力胸腹贯通伤患儿得到成功救治,没有延误抢救时机,未有任何手术并发症及

以外伤害。 
结论 平时认真贯彻手术室十大安全目标,做好应急演练及急救培训,强化培训值班人员紧急情况下如

何做好人员调动,如何思维应对变通,遇到突发事件才会临危不惧,从容应对。急救时就会时刻保持紧

张饱满的工作状态。不足之处,就是要加强新入职护士的培训及加强新护士的配合默契度 
 
 
PU-1401 

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植入后的家庭护理 
 

陈丽羡,吴春妮,连群,林玉琴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针对院外长期带泵的患者的调查,对其胰岛素泵的基本操作､ 伤口护理､ 饮食运动配合及心理

干预,发现其问题及可以改善的方向,整理出从我科带胰岛素泵出院的 1 型儿童糖尿病患者的护理规

范。 
方法 2008.12-2017.4 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内分泌病房住院的糖尿病患者 200 人次,回顾性

临床资料分析,男 92 例,女 108 例,年龄 23 天~14 岁,2 型糖尿病 3 例,新生儿糖尿病 3 例,以酮症酸中

毒起病 96 例(48%),初发 169 例,再次住院 31 例,其中 2008.12-2012.12 前 5 年设为 A 组 42 例,采用

MDI(每日多次注射);2013.1-2017.4 后 5 年设为 B 组 158 例。其中 20 例出院带泵,通过电话随访､

定期举办患者教育､ 微信互联网互动管理,将结果进行整理､ 归类。 
结果 我科每年初诊 1 型糖尿病病人 20-30 人。由于 1 型儿童糖尿病胰岛素 β 细胞的绝对不分泌,导
致了其必须终身注射胰岛素来维持血糖的正常平稳,2017 年 ADA(美国糖尿病年会)中提到,对于 1 型

儿童青少年患者目前 佳的胰岛素治疗方案是胰岛素泵的治疗。胰岛素泵用于 1 型儿童糖尿病的优

势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更加快速平稳调控血糖,得到了广大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关注。目前家庭带泵的

数量也呈现逐年上升。胰岛素泵治疗是采用人工智能控制的胰岛素输入装置,通过持续皮下输注胰

岛素的方式,模拟胰岛素的生理性分泌模式从而控制高血糖的一种胰岛素治疗方法。 
目前我科有 20 个院外带泵的 1 型儿童糖尿病患者,因为胰岛素泵是一个精密的仪器,真正要把血糖控

制好,需要医护人员的配合,定期对带泵患者进行饮食､ 运动､ 药物､ 心理､ 监测等方面的教育,同时

对于胰岛素泵的各项操作由简到繁的进行跟进辅导,同时需要定期每 3 个月召集患者做糖化血红蛋

白的监测和动态血糖监测的监测,以便调整护理团队的患者教育的方向。形成儿科 1 型儿童糖尿病

患者胰岛素泵院外护理规范。从目前收集到的 新糖化数据表明,有干预的胰岛素泵院外佩戴患者

糖化明显低于普通打笔患者。 
结论 1 型儿童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院外的疗法显著优于 MDI 患者,与 MDI 相比,院外长期戴胰岛素

泵更加符合患儿的生理需求,能更有效和灵活地控制血糖,减少血糖波动,同时注射次数的减少,减轻患

儿的扎针恐惧和痛苦,增加了患儿及家长的满意度。但是院外带泵存在患者心理倦怠期､ 病耻感､

胰岛素泵高级功能掌握度不高以及费用高等问题,是未来护理规范需要增加和强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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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2 

超声引导肾活检术中不同年龄阶段患儿的护理策略 
 

方文娇,刘翌,刘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阶段肾穿刺活检术患儿术前､ 术中术后的个性化护理措施的护理效果。 
方法 收集 200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接受肾穿刺活检术 340 例患儿穿刺前患儿及家属焦虑评估､ 手

术中心理支持和疏导､ 穿刺后心理激励､ 密切观察生命及并发症等护理措施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所有患儿成功接受手术,术后无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及手术前､ 中､ 后心理问题采取的针对护理措施,有利于患儿手术配合､ 提

高肾活检成功率,减少术后并发症。 
 
 
PU-1403 

护理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知晓程度的不足及对策 
 

霍巧枣,张雯霞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了解临床护理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的知晓程度不足,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改进措施。 
方法 随机抽取 99 名护理人员,针对医院感染知识的有关内容,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进行现场调查,所得

资料从总体及四部分得分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99 名护理人员平均得分为(64.87752±12.4616)分;医院感染概念及分类､ 医院环境消毒灭菌､

医院隔离预防和自我防护相关知识的得分,分别为 (64.1916±13.0581)分､ (70.3296±12.8601)分､
(65.3994±11.2959)分和(59.5881±12.6324)分,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两比较后,医
院环境消毒灭菌知识的得分均高于医院感染概念及分类､ 医院隔离预防和自我防护相关知识 (q 分

别为-6.1987､ 4.960 和 10.85,分别 p 为 0.000､ 0.006 和 0.000,均 P<0.01);且医院感染概念及分类

和医院隔离预防知识均高于自我防护相关知识(q 分别为 4.650､ 5.869,p 分别为 0.01､ 0.001,均
P<0.05)。 
结论 护理人员对医院感染知识的知晓程度总体水平较差,其中自我防护相关知识明显欠缺,应在全面

培训的基础上加强此部分知识的训练,以利于做好医院感染管理工作。 
 
 
PU-1404 

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父母压力及焦虑状况的调查 
 

王莉莉 
山东省立医院 10194804 

 
 
目的 了解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父母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减轻焦虑情绪的对策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社会支持量表和家庭状况问卷进行调查,并对调查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调查 65 例巨结肠患儿父母,其焦虑评分高于国内常模标准分为 (t=8.70,P< 0.0 1)。多因素结果

筛选出患儿病情､ 家庭收入､ 父母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巨结肠患儿父母焦虑情绪的主要因素 
结论 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父母焦虑情绪明显升高,且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我们应注意对家长的心理疏

导,降低焦虑情绪,增进心理健康,联合家属加强对患者生理和心理双方面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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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5 

我国护理教育中病人安全教育的现状和启示 
 

刘莉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随着医疗护理技术的发展显著提高,病人安全越发受到重视,护士接受安全知识教育的重要性越

发凸显。本文拟通过文献综述展望我国护理教育中病人安全教育的未来发展。 
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展现了我国护理教育中病人安全教育的现状,并通过研读文献提出了对这一方面

发展的展望。 
结果 当前护理教育中病人安全教育有限,尚未能未和大学教程相吻合,在毕业后教育中更没有见到系

统的教育体系。 
结论 通过完善学历教育中的病人安全教育的启蒙阶段,建立完备的规范化培训以及在职期间的病人

安全教育,在护理教育全程中强调病人安全教育,有望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深化病人安全管理。 
 
 
PU-1406 

中药贴敷治疗小儿肺炎的疗效观察 
 

周燕侠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宁波市红十字医院 315012 

 
 
目的 对肺炎患儿给予中药穴位贴敷治疗,观察疗效结果并总结。 
方法 选取本科室近期收治的 60 例肺炎患儿,并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

规药物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穴位贴敷治疗,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р<0.05)。 
结论 中药穴位贴敷治疗肺炎患儿疗效显著,帮助患儿更好的康复。 
 
 
PU-1407 

儿童医院手术患儿风险防范措施 
 

王常娥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分析儿童医院手术室风险及防范措施 
方法 风险管理是指对患者､ 工作人员､ 探视者可能产生伤害的潜在风险进行识别､ 评估 ,采取正确

的行动的过程 。[1]如何及时发现､ 有效处理手术室护理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已成为保证手术患者安

全提高护理管理质量甚至是医院质量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2]儿童医院手术患儿的风险因素主要有

环境方面因素:如手术人员的数量,手术间垃圾管理及手术间空调净化系统管理等;人员方面因素:如,
患儿容易哭闹､ 恐惧,焦虑等,无法自主交流会产生核查方面的风险。患儿家属发面,容易紧张,易受患

儿情绪影响而影响高效沟通。医护人员方面因素,新护士及规培人员的增多,技术及责任心方面缺失

均是各种风险发生的影响因素。管理方面因素:制度流程的制定未落实到地,培训不到位,常用设备及

急救设备不能正确掌握使用方法,标本管理不善,植入物,高值耗材管理不规范均可造成极大风险。通

过这些风险因素分析,结合手术室十大安全管理目标的规范,加强手术室新入职护士的培训,对高年资

护士定岗定向规范化培训,加强护士条例和法律法规的培训,提高风险防范免疫力。完善患儿安全核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455 
 

查制度及流程,通过手腕带加住院号或门诊号的方法作为每个患儿身份的标识。严格执行 TIME 
OUT,麻醉开始前,手术开始前及病人离开手术室前严格三方核查;统一规范器械摆台,清点标准,强化

培训,严防异物遗留体内;选择合适平车､ 轮椅､ 温箱等设备转运病儿,并适当约束,严防患儿意外伤;
术前对使用电外科的病儿正确评估,负极板粘帖正确;通过严格无菌操作培训,严格执行手卫生及手术

室环境管理来降低手术室院感发生率;通过吹气温毯､ 输血输液加温,体温监测,冲洗液加温等方法,严
防患儿低体温的发生;通过棉垫､ 着哩垫,防压疮用物,及正确的体位摆放方法,有效的防止压疮发生及

避免神经损伤。通过规范安全输血用药流程,对相似相近药标识等措施,降低用药风险;规范植入物及

高值耗材管理,电子追踪条码,保障使用安全;手术标本及时固定,标本由医护人员双签名确认,标本箱

上锁管理,防止丢失。通过轮流讲课及操作演练等方法使每一位护士都掌握急救设备的使用方法及

故障识别处理方法,通过考核及不定期的抽查达到人人掌握。通过这些风险防范措施的培训及强化

训练,同时开展警示教育,防患于未然。 
结果 儿童医院手术室风险因素主要有环境因素､ 技术因素､ 人员因素级管理因素。依据手术室十

大安全管理目标,通过强化培训及加强管理手段,杜绝了风险因素,降低了不良事件发生率,有效减少医

疗差错和医疗纠纷,提高手术配合效率,提高医务人员及患儿家属满意度。 
结论 通过对儿童医院儿童手术病人手术风险的因素的分析,安全落实手术室十大安全目标,完成了手

术患儿的优质服务,提高患者及医护人员满意度 
 
 
PU-1408 

早产儿早期体位干预的研究进展 
 

丁欢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 浙江省妇女医院) 310006 

 
 
目的 当前国内早产儿在体位护理方面以仰卧位为主,而欧美国家大多采用俯卧位和侧卧位。本研究

综述了国内外早产儿体位护理的新进展,以加强早产儿肺功能锻炼,缩短早产儿吸氧时间,降低早产儿

病死率､ 致残率。 
方法 当前国内早产儿在体位护理方面以仰卧位为主,而欧美国家大多采用俯卧位和侧卧位。文献[4]
报道,在早产肺损伤的动物实验表明俯卧位时胸腔压力重力性梯度较仰卧位时明显减少,局部肺通气

更为均 。仰卧位时胸腔压力重力梯度使背侧肺局部的胸腔压力增高,跨肺压下降至气道开放压以

下,从而使背部肺区在其闭合容量之下,引起局部通气/血流比值下降,分流增加,而俯卧位时跨肺压超

过或至少接近气道开放压,使背侧肺区的通气改善,通气更为均 ,分流下降使氧合改善。 
结果 俯卧位､ 侧卧位 30°,并结合定期改变体位,有条件时提供袋鼠护理,都有利于改善氧合,从而改善

早产儿肺功能。经 meta 分析显示,俯卧位通气能够改善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患儿的氧合指数､ 动脉血

氧饱和度和动脉血氧分压,降低患儿气胸和颅内出血的发生率且不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
缩短患儿机械通气时间,从而改善患儿预后。然而由于现今诸多研究类型不一致,各研究干预组佛我

为通气时间不一致,测定各个生理指标的时间点不一致,导致指标间存在异质性,而且纳符合标准的研

究也不足,因此,需要大样本､ 多中心､ 高质量研究进一步评价。 
结论 俯卧位､ 侧卧位 30°,并结合定期改变体位,有条件时提供袋鼠护理,都有利于改善氧合,从而改善

早产儿肺功能。经 meta 分析显示,俯卧位通气能够改善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患儿的氧合指数､ 动脉血

氧饱和度和动脉血氧分压,降低患儿气胸和颅内出血的发生率且不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
缩短患儿机械通气时间,从而改善患儿预后。然而由于现今诸多研究类型不一致,各研究干预组佛我

为通气时间不一致,测定各个生理指标的时间点不一致,导致指标间存在异质性,而且纳符合标准的研

究也不足,因此,需要大样本､ 多中心､ 高质量研究进一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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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9 

B 型脑钠肽在手足口病诊断及预后评估的预测价值研究 
 

章阿元,谭利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本研究根据不同临床类型 HFMD 的临床特点,结合血气分析､ 心肌标志物及 BNP､ 心输出量

等指标的检测,分析 BNP 在重症手足口病的早期识别及评估预后中的意义。 
方法 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14 年 4 月 1 日到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 83 例 HFMD 病例,
另收集同期 29 例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为对照组。检测动脉血气､ 血乳酸水平､ 血糖､ WBC 和

CRP､ 心肌标志物及 BNP､ 无创心输出量等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1､ BNP､ Lac､ Glu､ WBC 在重症组(vs 普通组)､ 危重型 HFMD 组(vs 非危重型 HFMD 组 )
明显增高,而 PaO2/FiO2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将 BNP､ Lac､ Glu､ WBC､
PaO2/FiO2 纳入 Logistic 逐步回归模型,结果如下:1)在重症 HFMD 组和普通 HFMD 组中,有意义的

变量为 Glu､ BNP､ PaO2/FiO2, Logistic 回归方程为:Logit(P)=In(1-P(P)) = 3.509 
+0.076X1+0.369X2-0.014X3,分别对 BNP､ Glu､ PaO2/FiO2 绘制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AUC)分
别为 0.774､ 0.738､ 0.757,Logistic 逐步回归的预测模型变量 Total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45,其
Youden 指数 大所对应的敏感度 62.26%,特异度 96.67%,较单独指标诊断时曲线下面积大,ROC
曲线下面积进行 Z 检验比较发现 Total 与 Glu､ PaO2/FiO2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而 Total 与 BNP 曲

线下面积差异不显著。2)在危重型 HFMD 组和非危重型 HFMD 组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 BNP,
其 OR 值为 1.180,曲线下面积(AUC)为 0.931,p<0.01,95%CI:0.873~0.990。3)在死亡 HFMD 组和

存活 HFMD 组,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 Glu 和 PaO2/FiO2,而 BNP 未被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 4).
临床 III 期和 IV 期危重型 HFMD 在 BNP､ Lac､ Glu､ WBC､  CO､ PaO2/FiO2 等指标上无显著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BNP 检测对于鉴别手足口病普通病例与重症病例具有重要意义,联合 Glu､ PaO2/FiO2 指标对

于重症手足口病的早期预警意义更大,血清 BNP13.575 pmol/L 可作为危重型手足口病的诊断界值,
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尽管死亡组 BNP 明显增高,但 BNP 对于手足口死亡病例无确切的预测

价值,也不能证实 BNP 对于手足口病 III 期与 IV 期的鉴别意义 
 
 
PU-1410 

炎性反应在脓毒症 ARDS 发病机制的作用 
 

唐甜,谭利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是一种常见的危重症,其病

死率高,发病机制错综复杂。 
方法 目前对脓毒症 ARDS 的机制研究涉及炎症理论､ 氧化损伤､ 凝血功能受损等,其中全身炎症反

应的开始是脓毒症 ARDS 发病的基础。大量的实验及临床研究表明,脓毒症时各炎症细胞和炎症因

子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炎症网络系统,作用多效､ 相互协同或彼此拮抗,一旦细胞因子免疫平衡被打

破,则发生炎症介质失控性释放,导致肺组织及全身靶器官组织的损伤。其中炎症因子白介素-
8(Interleukin-8, IL-8)､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管紧张素  (Angiotensin, Ang)､ 白三烯及血小板激

活因子､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 白介素 10(IL-10)以及炎症细

胞,尤其是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是肺炎症和免疫反应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肺血管内皮细胞的免疫激

活和损伤则是 ARDS 发生､ 发展的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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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既往关于脓毒症 ARDS 在动物实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已有部分指标如 TNF-α､ IL-6
､ IL-10 等应用于临床,作为脓毒症 ARDS 早期预警生物标志物之一指导其早期诊断和治疗,但在

ARDS 患者,尤其是在轻､ 中､ 重度不同疾病严重程度分层方面的研究仍非常有限。我们期待脓毒

症 ARDS 新的､ 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的炎性标志物被报道并应用于临床。 
结论 希望通过采取靶点的炎症反应干预,结合小潮气量机械通气､ 限制性液体疗法､ 血液滤过等临

床救治措施为脓毒症 ARDS 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前景。 
 
 
PU-1411 

儿童脓毒症死亡相关因素研究进展 
 

丁洁,谭利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脓毒症是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可发展为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其病情进

展快,病死率高。 
方法 有研究显示,约 49%脓毒症患儿有基础疾病且合并有基础疾病的脓毒症患儿,病死率由 10.3%上

升至 12.8%;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CIS)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凝血功能提示血小板计数水平与脓

毒症病死率呈负相关,抗凝血酶(antithrombin,AT)系统和蛋白 C 系统等功能抑制程度常提示疾病预

后不良;乳酸可成为早期识别脓毒性病情严重度的敏感指标,同时在对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

液体复苏过程病情评估中,乳酸和乳酸清除率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血清白蛋白水平越低死亡风险

越大;连续 BNP 水平监测不仅能够早期排查脓毒症高危患儿,还能对脓毒症性休克患者的预后进行预

判 。脓毒症治疗措施复杂,疗效影响因素众多,其中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一旦明确诊断, 1 小时内

使用有效的､ 恰当的初始经验性静脉抗菌药物治疗,可降低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发病率及病死

率;血浆透析滤过(Plasmadiafiltration, PDF)通过滤去炎性介质,可使脏器功能得到部分改善; 
结果 “血必净”中药注射液由于其拮抗 G-菌内毒素及阻断 TNF-α 失控性释放的双重作用,被认为可降

低脓毒症患者病死率,但在严重脓毒症,未见激素应用对改善预后的明显贡献;强调早期开展液体复苏

､ 血管活性药物使用,以及对于合并 ARDS 或呼吸衰竭的严重脓毒症患儿,机械通气是其死亡的独立

危险因素 。 
结论 但由于脓毒症起病急､ 进展快､ 病情重､ 发病机制错综复杂等特点, 临床治疗不一定能获得满

意的预后转归。因此对于脓毒症的研究仍任重道远。 
 
 
PU-1412 

GTPBP3 基因突变所致的联合氧化磷酸化缺陷 23 型 
一例并文献复习 

 
杨林,谭利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联合氧化磷酸化缺陷 23 型的临床表现,生化特征和基因分析。 
方法 报道 2016 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1 例 GTPBP3 基因突变所致的联合氧化磷酸

化缺陷 23 型婴儿的临床表现,生化特征,基因分析结果,并结合文献分析。 
结果 患儿女,2 月龄余,因喂养困难,反复呼吸道感染入院,心脏彩超发现有肥厚性心肌病,血气分析提

示乳酸酸中毒。基因检测发现患儿 GTPBP3 基因的外显子 4 区域检出一移码突变

c.507_c.508delAG,外显子 4 检出杂合突变 c.413C>T,并用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患儿父母分别存

在 GTPBP3 基因上的 c.507_c.508delAG 突变和 c.413C>T 突变,为杂合子,两个突变均未发现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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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报道。结合患儿临床表现､ 查体､ 辅助检查及基因检测结果,明确患儿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为 GTPBP3 基因突变所致的联合氧化磷酸化缺陷 23 型。予呼吸机治疗及改善心功能等对症治疗后

症状有所改善,但 终放弃治疗。文献检索未见中文文献,国外报道 11 例,表型为 COXPD23,且均为

GTPBP3 突变所致。 
结论 GTPBP3 突变导致的联合氧化磷酸化缺陷 23 型的主要临床特点包括喂养困难､ 肥厚型心肌病

和乳酸酸中毒,伴或不伴有脑病表现,早期行基因分析可明确诊断。 
 
 
PU-1413 

小儿先天性血管环诊断与治疗 
 

郭鹏飞,谭利平,李少军,钦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小儿先天性血管环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 ~ 2016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小儿先天性血管

环临床资料。 
结果 共 77 例患儿纳入研究,男 45 例,女 32 例;就诊年龄 13 天 ~ 6 岁(中位数 7 月),54 例 ≤ 1 岁。

患儿均以咳嗽､ 喘鸣､ 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为首发表现。诊断肺动脉吊带 58 例､ 右位主动脉弓

伴左位动脉韧带/导管 13 例,双主动脉弓 4 例､ 右位主动脉弓伴迷走左锁骨下动脉 1 例,无名动脉压

迫综合征 1 例,其中 46 例伴有其他心内畸形。超声心动图检查漏诊 13 例。多排螺旋 CT 血管造影

检查均可明确诊断,气道重建提示 73 例患儿存在不同程度气道狭窄。39 例患儿外科手术治疗,27 例
行左肺动脉重建术,12 例行血管环矫治术,其中 17 例患儿对合并的心内畸形同期进行矫治。51 例患

儿治愈或临床症状好转出院,26 例放弃治疗( 7 例死亡)。51 例患儿随访,6 例仍有间断轻度喘息发

作。 
结论  血管环患儿首发症状多表现为咳嗽､ 喘鸣､ 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起病早,病情易反复,内科

治疗效果不佳。超声心动图联合多排螺旋 CT 检查对诊断及围术期的评估具有重要价值。手术解除

呼吸道受压狭窄是改善预后的关键,但对气道明显狭窄者,是否积极行气道狭窄根治术,仍需进一步讨

论。 
 
 
PU-1414 

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院间转运中的应用 
 

郭鹏飞,胡金花,谭利平*,程晓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转运儿童早期预警评分( transport pediatric early warning score , TPEWS ) 系统对院间转

运患儿病情评估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 ~ 2016 年 12 月期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通过院间转运且年

龄 > 28 天患儿的转运数据及临床资料,以转运前､ 转运后记录的数据进行 TPEWS 评分,并追踪患

儿 30 天内的转归及预后。 
结果  共 262 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 177 例,女 85 例;年龄 1 月 ~ 15 岁 2 月(中位数 14 月)。17 例
( 6.5 % )患儿急诊留观,180 例( 68.7 % )收入专科病房,65 例( 24.8 % )收入重症监护病房

(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 PICU )。与非 PICU 组比较,PICU 组患儿转运前､ 转运后 
TPEWS 评分及死亡人数均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 ),性别､ 年龄构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 > 0.05 )。30 天内死亡 15 例( 5.7% ),存活 247 例( 94.3 % )。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患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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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前､ 转运后 TPEWS 评分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 )。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确

定 TPEWS 评分 ≥ 4.5 分是收入 PICU 的 佳界值。 
结论  TPEWS 系统是院间转运一种有效的病情评估工具,能够识别有病情恶化风险和需转入 PICU 
治疗的潜在危重症患儿。 
 
 
PU-1415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新发功能障碍 
 

杨雨航,裴亮,杨妮,文广富,许巍 ,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患儿的新发功能障碍发病率及功能状态。 
方法 回顾性病例观察性研究,总结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ICU 收

治的所有患儿资料,在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进行功能状态评分(FSS),并计算出院与入院 FSS 的差值

(△FSS),统计新发功能障碍发生率､ 病死率,根据入院 FSS 分为正常组(6~7 分)､ 轻度异常组(8~9
分)､ 中度异常组(10~15 分)､ 重度异常组(16-21 分)､ 极重度异常(22~30 分)。根据原发病分为循环

系统组､ 泌尿系统组､ 外科组､ 消化系统组､ 神经系统组､ 呼吸系统组､ 血液系统组､ 中毒组､ 其

他组。根据 FSS 的评分项目分为△神志 FSS 组､ △感觉 FSS 组､ △沟通 FSS 组､ △运动 FSS 组

､ △喂养 FSS 组､ △呼吸 FSS 组。分别应用 χ2 检验､ t 检验､ 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研究期间共收治 928 例患儿,其中男 561 例､ 女 367 例,年龄(31.1±1.3)月龄。共有 82 例(8.8%)
患儿发生新发功能障碍,12 例(1.3%)患儿死亡。轻､ 中､ 重､ 极重度异常组的出院 FSS ､ △FSS､
新发功能障碍百分率均高于正常组【(7.09±0.27)､ (8.86±0.28)､ (13.56±0.88)､ (18.68±0.99)比
(6.38±0.17)分,t=-2.36､ -6.56､ -12.29､ -18.15;(-1.39±0.27)､ (-2.76±0.28)､ (-4.39±0.88)､ (-
6.59±0.91)比(-0.20±0.17)分,t=3.93､ 6.91､ 7.13､ 10.10;7.2%(12/170)､ 10.6%(38/359)､
24.6%(19/79)､ 10.9%(10/91)比 1.3%(3/229),χ2=7.39､ 17.14､ 42.43､ 13.27;P 均<0.05】。新发

功能障碍发病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循环系统组､ 外科组､ 消化系统组､ 神经系统组､ 呼吸系统组､ 血

液系统组和中毒组【7.3%(24/88)､ 9.2%(6/65)､ 8.2%(8/97)､ 7.7%(23/299)､ 6.9%(17/248)､
3.9%(2/51)､ 0(0/61),χ2=37.75,P<0.05】;各组间入院 FSS､ 出院 FSS､ △FS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F=13.56､ 8.97､ 10.84,P 均<0.05),△神志 FSS､ △感觉 FSS､ △沟通 FSS､ △运动 FSS､ △

喂养 FSS､ △呼吸 FSS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6.30､ 7.37､ 7.84､ 7.47､ 9.97､ 10.50,P 均

<0.05) 
结论 PICU 的新发功能障碍发病率较高,新发功能障碍组患儿病死率较高。出院时功能状态与入院时

功能状态密切相关。循环系统疾病患儿新发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高,功能状态恶化程度 大。对于

严重的循环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血液系统疾病需要注意患儿的呼吸､ 运动功能状态改变。 
 
 
PU-1416 

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心衰的临床诊治经验 
 

蔡姿丽,张新萍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临床对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心衰的有效诊治经验。 
方法 选用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本院儿科 ICU 病房收治的 70 例重症肺炎合并心衰患儿作为观

察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参照组中 35 例患儿采用强心剂､ 抗生素､ 氧

疗等常规治疗措施,研究组中 35 例患儿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多巴胺､ 多巴酚丁胺治疗。治疗前后

对患儿的肌钙蛋白､ 肌酸激酶､ B 型纳尿肽水平检测,观察两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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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组 BNP､ T､ CK-MB 水平下降幅度明显比参照组大(P<0.05);研究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均低于参照组(P<0.05)。 
结论 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心衰的治疗时机与治疗效果密切相关,及时采取有效的综合诊治方案结合患

儿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治疗对患儿的预后有重要作用。 
 
 
PU-1417 

近 5 年 PICU 社区获得性脓毒症患儿病原分布及临床特点分析 
 

张涛,李玖军,刘春峰,郑笑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回顾性统计 PICU 社区获得性脓毒症患儿病原分布､ 临床特点及转归情况,分析病原与疾

病进展及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统计了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所有入住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PICU 病房诊断为

脓毒症患儿病例,筛选出符合社区获得性脓毒症诊断的病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符合社区获得性脓毒症诊断病例共计 206 例,其中男性 117 例,女性 89 例。36 月以内婴幼儿

178 例(86.4%),54 例(26.2%)有基础性疾病,休克 41 例(19.9%),其中脓毒性休克 33 例,所有病例死亡

43 例(20.9%)。病原中革兰氏阳性菌为主要致病菌(73.8%),肺炎链球菌为社区获得性脓毒症首要致

病菌。 
结论 PICU 社区获得性脓毒症患儿多集中于 36 月以内的婴幼儿,革兰氏阳性菌为主要致病菌, 常见

的病原菌为肺炎链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屎肠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化脓性链球菌。所有病原

中,绿脓杆菌感染所致脓毒症患儿病死率 高。有无合并休克及是否机械通气治疗是患儿死亡的高

危因素。 
 
 
PU-1418 

改良胶布固定法在小儿洗胃中的应用 
 

王长艳,苗家凤,芈晓艳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改良后的胶布固定法在小儿急性中毒洗胃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我院急诊科洗胃的患儿 60 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胶布固定法,即将两条胶布交叉固定于胃管后再固定于患儿两侧鼻翼

或脸颊的方法。观察组采用改良的胶布固定法,即在两条胶布交叉固定于胃管后,使两条胶布在固定

于两侧面颊时各留出 3~5 ㎝的空隙不粘贴,从而使胃管在胃内能有 5~10 ㎝的活动范围,同时在两侧

胶布尾端各留出稍长的距离使其能粘贴固定于两侧耳廓,对两组洗胃效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洗胃时间､ 胃管脱落率方面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改良胶布固定法能有效的缩短洗胃时间､ 降低胃管脱落率,提高抢救成功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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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9 

多器官功能支持对小儿溶血尿毒综合症的疗效观察 
 

王予川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溶血尿毒症综合征(hemolytic uremic syndrone,HUS) 是以微血管溶血性贫血､ 血小板减少､

急性肾功能衰竭(ARF)为临床特征的综合征。病情重,预后差,病死率高。本文研究分析了血浆置换

(PE)联合血液滤过(CHHF)治疗小儿溶血尿毒综合症(HU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于我院儿科 ICU 住院治疗的溶血尿毒综合症患儿 3 例,
均为男性患儿,年龄 2 岁 3 个月-5 岁半,体重 12-25 Kg,均呈昏迷状,呈重度贫血貌,除临床予以积极药

物治疗外,均应用血浆置换联合血液滤过治疗,采用日本旭化成 ACH—10 血浆置换机,OP—02W 膜

型血浆分离器,AEF—3 持续徐缓式血液滤过器,选择局麻下临时股静脉置管通路,血流量 3-
5ml/Kg/min 及血浆量为 40-50ml/Kg。 
结果 1､ 血浆置换联合血液滤过治疗过程中患儿生命体征正常,安全顺利完成治疗;2､ 3 例患儿均在

采取 2-3 次血浆置换联合血液滤过治疗后,神志逐渐恢复正常;3､ 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的比较:血肌酐

469.40±150.30 vs 75.20±25.50(μmol/L);血小板 28.5±16.3 vs 163±58.2(×109/L;血红蛋白 
45.2±15.6 vs 103.60±12.30(g/L)。4､ 预后:3 例患儿均痊愈出院。 
结论 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加血液滤过(CVVH)的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既能迅速置换致病因

子 PGI2抑制物,补充所缺乏的血浆因子,又能持续清除炎性介质和尿毒症毒素,纠正电解质和酸碱平

衡紊乱,改善内皮细胞功能,重建机体的免疫系统内稳状态,有益于疾病恢复。CVVH 中的滤器在一定

程度上模仿肾小球,主要通过超滤方式清除水分,为等渗性脱水,血液动力学稳定,对小儿心血管系统影

响不大。本文回顾性研究分析发现血浆置换+血液滤过在治疗小儿溶血尿毒综合症是具安全性的,且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辅以该项治疗措施后,3 例患儿神志转清,肾功能､ 血红蛋白及血小板均恢复正

常,3 例患儿均痊愈出院,表明血浆置换+血液滤过小儿溶血尿毒综合症的治疗是积极有效的。 
 
 
PU-1420 

手术意外致气道重度灼伤 1 例抢救体会 
 

林霞
1,李军

1,孟晨
2,党伟

1,曾冬生
1,王少超

2,李军
1 

1.济南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 
2.济南市儿童医院重呼吸介入科 

 
 
目的 总结一例手术意外致气道重度灼伤患儿的救治体会。 
方法 整理患儿临床资料,该患儿在烧伤后出现严重口腔､ 气道灼伤,可疑食管气管瘘,我们给予更换经

鼻气管插管继续机械通气､ 反复支气管镜检查治疗､ 鼻饲喂养､ 积极抗感染､ 促进黏膜修复等处理,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结果 患儿入院第 3 天胸部 CT 提示肺部感染,复查 PCT､ CRP 明显升高,抗生素由头孢唑肟升级为

美罗培南､ 利奈唑胺联合抗感染。后监测患儿感染指标渐降至正常,自主呼吸状态好转,于入院第 6
天拔除气管插管､ 撤机。入院第 8 天患儿出现发热,复查感染指标明显升高,复查胸部 CT 提示肺部

病变较前进展,痰培养结果为鲍曼不动杆菌,予停用美罗培南,改用头孢哌酮舒巴坦,并加用伏立康唑联

合抗感染。入院第 13 天再次复查胸部 CT,示肺部病变明显吸收。于住院第 22 天顺利出院,出院时

已恢复正常饮食。出院后第 10 天来院随诊,复查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提示气道黏膜基本修复。先后共

行 5 次支气管镜检查及治疗(结果见附图)。 
结论  大面积的气道灼伤患者应尽早给予气管插管､ 机械通气,能有效防范上呼吸道梗阻所致呼吸意

外,并利于气道分泌物的清除,是救治成功的关键措施。另外,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治疗术在治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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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挥重要作用,既可以动态观察气道黏膜的损伤和修复情况,又可以及时清除脱落的坏死组织和过

度增生的肉芽组织。 
 
 
PU-1421 

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护理 
 

喻小芳,刘美华,彭剑雄,熊平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运用有效的救治措施及护理,帮助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患儿早日撤离呼吸机,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提高疾病的治愈率。 
方法 总结了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本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 20 例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患

儿的护理体会,经尽早进行机械通气和护理干预,效果满意。其主要措施为建立人工气道联合一氧化

氮辅助通气､ 人工气道的管理､ 超声引导下行 PICC/CVC 穿刺､ 液体的管理､ 正确使用肺泡表面

活性物质的护理等,其中在人工气道的管理中,以采用俯卧位通气,把握好吸痰时机,使用密闭式吸痰管,
选择合适的负压尤为重要。 
结果 20 例患儿中有 16 例病情得到了明显好转,顺利撤离呼吸机,4 例因家长原因放弃治疗。 
结论 重症患儿应尽早进行机械通气和护理干预,正确使用各种医疗仪器,采用规范化､ 同质化的护理

技术为病人提供有效护理,可以帮助患儿早日撤离呼吸机,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疾病的治愈率。 
 
 
PU-1422 

血液灌流联合 CRRT 治疗 HD-MTX 中毒疗效观察 
 

陈振杰,杨子浩,张晨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评价 HP 联合 CRRT 治疗小儿 HD-MTX 中毒的疗效。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在我院 PICU 治疗的 HD-MTX 中毒的患儿 4 例在 CF 解救的基础

上,加用 HP 联合 CRRT 行进血液净化治疗,HP 为每日一次,共 5 次,期间每日高通量 CRRT20 小时,
记录治疗前和治疗后每隔 24 小时 MTX 浓度和血肌酐水平。以患儿血清 MTX 浓度下降到安全水平

(<0.1μmol/L)且肌酐水平正常的时间为 CBP 停止时间,记录该时间长度,并与我院既往单独 CF 解救

的 HD-MTX 治疗组患儿的相关资料比较。 
结果 患儿血清 MTX 中毒浓度平均为 68.32±36.99μmol/L(48h),在 CBP 停止时间 MTX 浓度为

0.045±0.04μmol/L,MTX 浓度前后对比有显著性差异(P<0.01),尤其是前 24 小时治疗 MTX 浓度下降

幅度尤为明显,平均下降幅度达 78.1±45.5%;治疗前平均肌酐为 174.6±103.23μmol/L,治疗后平均肌

酐 45.34±27.12μmol/L,前后对比有显著性差异(P<0.01),平均 CBP 持续时间为 160.8±41.5h,与本院

资料中单独 CF 解救组患儿的 MTX 浓度下降至安全水平时间 60.9±38.3h 对比,虽然有显著性差异

(P<0.01),前者时间明显较后者长,但这可能与中毒组患儿血清 MTX 过高有关。常规 CF 组解救结束

后平均肌酐为 39.05±20.32μmol/L,与 HP+CRRT 治疗中毒组结束后的血肌酐浓度比较并无显著性

差异((P>0.05)。中毒组 4 例患儿无死亡,临床症状和生化指标治疗后均恢复正常,CBP 过程中未有明

显并发症出现。 
结论 对于 HD-MTX 中毒,常规 CF 解救效果不佳的患儿,及时以 CBP 方式可以有效的降低血药物浓

度,尤其是前 24 小时效果尤佳,大大减少了患儿极高浓度 MTX 下的暴露时间。HP 联合 CRRT 治疗

加强了对患儿肾功能支持,使因 HD-MTX 中毒致 AKI 患儿肾功能能得以较快恢复,对于 HD-MTX 中

毒患儿是有价值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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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3 

儿科重症监护中新发功能障碍的特点及预后 
 

杨雨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儿科重症监护中不同高危因素造成新发功能障碍的特点以及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

患儿 906 例,在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进行功能状态评分,根据新发功能障碍诊断标准分为新发功能障

碍组､ 非新发功能障碍组,统计并比较两组性别､ 糖皮质激素应用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镇静时间

､ 神经肌肉阻滞剂应用时间､ 入院时白蛋白､ 丙氨酸氨基转氨酶､ 门冬氨酸氨基转氨酶､ 肌酸激酶

､ 肌酸激酶同工酶､ 白细胞､ 血红蛋白､ C 反应蛋白是否存在差异。应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筛选出导致新发功能障碍的高危因素。根据高危因素对所有患儿进行分组,比较高危因素组､ 非高

危因素组在院期间神智 FSS､ 感觉 FSS､ 沟通 FSS､ 运动 FSS､ 喂养 FSS､ 呼吸 FSS 的变化和

入院､ 出院时的功能状态。 
结果 906 例患儿中男 547 例,女 359 例,年龄(28.1±1.9)月龄。新发功能障碍组 81 例,非功能障碍组

825 例。新发功能障碍组和非功能障碍组机械通气时间[(3.7±0.5)天 vs.(1.1±0.1)天]､ 糖皮质激素时

间[(3.2±0.6)天 vs.(1.7±0.1)天]､ 镇静时间[(4.7±0.7)天 vs.(1.7±0.1)天]､ 神经肌肉阻滞剂时间

[(0.7±0.3)天 vs.(0.1±0.03)天]､ 白蛋白[(35.6±0.8)g/L vs.(40.5±0.2)g/L]､ 肌酸激酶同工酶

[(75.8±12.4)U/L vs.(49.7±2.6)U/L]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机械通气时间大于 7 天､ 糖皮质激素应用时间大于 7 天､ 镇静时间大于 7 天､ 低白蛋白血症是儿

童重症监护中发生新发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OR=0.69(95%CI 0.62-0.78)､ OR=0.84(95%CI 
0.75-0.94)､ OR =0.76(95%CI=0.68-0.84)､ OR=1.10(95%CI 1.06-1.16) P<0.05]。机械通气大于 7
天组出院 FSS､ 出院神智 FSS､ 出院感觉 FSS､ 出院沟通 FSS､ 出院运动 FSS､ 出院喂养 FSS､
出院呼吸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糖皮质激素大于 7 天组出院 FSS､ 出院神智 FSS
､ 出院感觉 FSS､ 出院沟通 FSS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镇静时间大于 7 天组出院为

FSS､ 出院神智 FSS､ 出院感觉 FSS､ 出院沟通 FSS､ 出院运动 FSS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机械通气时间大于 7 天､ 糖皮质激素大于 7 天､ 镇静时间大于 7 天不仅增加了在院期间的新

发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对住院患儿的认知功能和肌肉功能造成损伤,影响预后。 
 
 
PU-1424 

早期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对儿童脓毒性休克容量复苏的影响 
 

杨村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000 

 
 
目的 观察早期应用连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治疗在脓毒性休克早期容量

复苏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 2014.1-2016.12 入住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的诊断脓毒性休克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治
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两组患者均按照脓毒性休克早期目标指导治疗标准进行治疗,治疗组早期

(小于 6h)行 CBP 治疗,分析比较两组患者 12h､ 24h 的一体出入量､ 血管活性药物用量､ 治疗 24h
前后两组 APACHEII 评分､ 血乳酸水平､ 氧合指数变化及 28 天死亡率。 
结果 治疗组 12h 及 24h 复苏液体入量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小于 0.01);比较两组 12h
及 24h 液体总出量,治疗组液体出量均多于对照组(P 小于 0.01);比较两组血管活性药物用量,治疗组

12h 及 24h 去甲肾上腺素用量均少于对照组(P 小于 0.01);两组血乳酸水平及 APACHEII 评分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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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 后均降低(P 小于 0.01),治疗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 小于 0.05);治疗组氧合指数在治疗 24h 后

明显改善(P 小于 0.01),对照组无明显改变;治疗组氧合指数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 小于 0.01);28 天

死亡率,治疗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 CBP 治疗能够明显减少脓毒性休克液体入量及血管活性药物的用量,减少患者大量液体正

平衡所导致的副作用,改善 APACHEII 评分､ 血乳酸水平及氧合指数等指标,为脓毒性休克进一步救

治创造有利条件。 
 
 
PU-1425 

三磷酸腺苷治疗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刘光明,朱翠平,李佩青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通过对本院儿童急诊观察室 80 例使用三磷酸腺苷治疗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病例进行

总结,了解三磷酸腺苷治疗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合适使用剂量。 
方法 回顾总结分析我院急诊观察室 2011.10 月至 2016.11 月收治的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病例,对
病例特点､ 治疗过程进行分析,使用弹丸式快速推注的方法,首剂使用三磷酸腺苷转复为窦性心律者

为首剂转复成功,未复律者每间隔 3 分钟再次使用三磷酸腺苷静推 2 次,仍未复律者改为其它抗心律

失常药物。 
结果 各年龄组发作时的心律整体无明显差别,首剂使用 ATP 0.2mg/kg-0.5mg/kg 首剂复律成功率明

显高于首剂使用 ATP 0.05-<0.2mg/kg,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首剂使用 0.2-<0.3mg/kg 与

首剂使用>=0.3mg/kg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龄组用药复律后心率因年龄段不同而

异。 
结论 各年龄组复律前的心律整体无明显差别,复律后心率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小,有逐步恢复至各年龄

段正常心率的趋势,选择合适的首剂 ATP 可明显提高转复成功率,减少 ATP 的使用量及次数。 
 
 
PU-1426 

血液灌流联合血浆置换治疗小儿蜂蛰伤致 
多器官功能不全的疗效分析 

 
周燕明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小儿马蜂蛰伤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0 年 8 月至 2013 年 2 月于贵州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马蜂蛰伤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的

小儿患者 13 例,其中男性 8 例,女性 5 例,年龄 5-16 岁。多器官功能不全定义为急性疾病过程中同时

或序贯继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要器官､ 系统的功能障碍或衰竭。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肝(ALT 
1372~2128u/L,AST 1354~7542u/L,LDH 4292~8518u/L,TBIL 64.7~234.2u/L)､ 肾(CREA 
50.4~205.9umol/L)､ 心肌(CK 31245~36518u/L,CKMB 650~940u/L)､ 炎症反应状态(CRP 70-
150mg/L)和/或血液系统损害(WBC 17~24.66×10~9/L,PLT 72-96×10~9/L)。均给予患者血浆置换 1
次加血液灌流 2-4 次,机器均为德国费森(原装进口)血液透析机和相配套的血管通路,血浆分离器为

Plasma Flux P1 dry,血液灌流器为 YTS-100;全部应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法;血流量 3-5ml/Kg/min 及血

浆量为 40-50ml/Kg。并检测肝肾功能､ 血常规､ 心肌酶谱及 CRP 变化。 
结果 治疗后检测患者 ALT 21~117u/L,AST 19~29u/L,LDH 521~695u/L,TBIL 10~20u/L,CREA 
38~94.5umol/L,CK 69~102u/L,CKMB 30~50u/L,WBC 4.28~12.01×10~9/L, PLT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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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0~9/L,CRP 10-30mg/L,与治疗前比较均显著改善,尤其肝､ 肾､ 心脏损害及炎症反应状态得

到显著恢复。 
结论 马蜂蛰伤通过蜂毒中含有的透明质酸酶､ 磷脂酶 A､ 蜂毒肽､ 蜂毒明肽､ 肥大细胞脱颗粒肽和

其他炎性介质可致人体组织及器官受损,损伤组织释放酶类和炎性介质加重损伤。血浆置换联合血

液灌流治疗对于马蜂蛰伤所致多器官功能不全,能有效地清除存在于体循环中的毒物,阻断马蜂毒素

触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且可用于小儿危重患者的治疗,显效迅速。 
 
 
PU-1427 

儿童气道异物的流行病学特点及诊断思路 
 

卢嘉铭,宋永玲,李佩青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分析儿童气道异物的病例特点,总结其流行病学规律及诊断要点,减少儿童气道异物的发生及误

诊。分析儿童气道异物的病例特点,总结其流行病学规律及诊断要点,减少儿童气道异物的发生及误

诊。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2015 年本院儿科急诊的 750 例气道异物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750 例患者中,1~3 岁患儿占总发病人数的 78.8%;男女比为 1.53:1;城乡比为 1:1.98;大部分异

物位于右侧支气管;在所有异物中,坚果类占大多数;79.7%患儿在急诊滞留时间<24 小时;83.6%有明

确异物呛咳史;42.3%通过病史结合 X 线气道异物常规检查确诊,50.6%需要 CT 进一步检查确

诊,7.1%需经纤支镜确诊,CT 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均较气道异物常规高;7 天内未得到有效治疗 152 例

(20.3%),其中 118 例因家长就诊延迟,34 例在门诊以肺炎误诊。 
结论 儿童气道异物的发生具有明显的性别､ 年龄､ 城乡､ 季节分布特征,以坚果类食物为主,常有进

食呛咳等诱因。当有明确异物呛咳史及异常体征时首选气道异物常规检查,对于缺乏异物呛咳史的

慢性咳嗽,或有异物呛咳史但临床体征不典型时需行 CT 检查,对于 CT 检查仍然不能明确诊断的可疑

气道异物病例应进行纤支镜探查。 
 
 
PU-1428 

急性氯氮平中毒 20 例临床分析 
 

卢孝明 
大冶市人民医院 435100 

 
 
目的 探讨小儿氯氮平中毒的临床表现､ 急救措施和预后。 
方法 总结三年来收治的 20 例小儿氯氮平中毒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治疗措施和效果。 
结果 20 例小儿氯氮平中毒患儿全部痊愈出院 
结论 目前氯氮平中毒成为现在基层医院小儿急性中毒的主要原因。及时就诊,正确的处理措施,预后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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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9 

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危重症患儿病情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林嘉,王惠芬,朱亭立 
无锡市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23 

 
 
目的 儿童特别是婴幼儿由于年龄特点不能正确表达自身的不适感受,而危重症儿童的病情转变存在

较多的不可预知性,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或进展,如未及时发现,很可能延误抢救及治疗良机。因此快速

准确地评估患者病情变化是临床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在儿童在重症监护病房住院婴幼儿应用儿童

早期预警评分(pediatricearlywarningscore,PEWS)系统,研究其在患儿的病情评估､ 早期预警干预､

医护间病情沟通等方面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2 月收治的 278 例小于 3 岁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密切

监测患儿的体温､ 心率､ 呼吸等生命体征,关注经皮血氧饱和度,根据医生开出的医嘱,实施相应的护

理及治疗措施。在监测过程中发现病情变化时,根据个人护理经验决定是否呼叫医生。观察组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 PEWS 评分标准进行评分。根据评估的分值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比较分析两

组患儿病情变化发生率及医生对护士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病情变化发生率为 4.32%,低于对照组 10.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生对

观察组护士满意度达标率为 93.3%,高于对照组 85.5%,医生对观察组护士满意度明显提高,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估患者病情变化是临床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在儿童在重症监护病房住院婴幼儿应用儿童早期预警

评分(pediatricearlywarningscore,PEWS)系统,研究其在患儿的病情评估､ 早期预警干预､ 医护间病

情沟通等方面的效果。 
结论 本研究应用的 PEWS 根据患儿意识､ 循环､ 呼吸 3 个系统综合的临床表现来进行评分,有助于

快速､ 客观､ 标准化地识别和评估危重患儿,具体地指导临床护士早期识别危重症患儿,有重点地监

护患儿,从而能在患儿病情恶化前采取早期预警干预方案,有效避免了疾病进一步恶化和意外事件的

发生。通过应用 PEWS 评分对患儿异常指标设定了标准化和量化的标准,同时通过进行动态评分,表
明了患儿病情的演变过程,为病情有效､ 完整的传递提供了客观､ 科学的依据,统一的沟通平台,避免

了医护间信息错位。儿童早期预警评分(PEWS)系统值得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中推广应用。 
 
 
PU-1430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有创导管末端培养及其耐病性分析: 
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陈俊,赵劭懂,张琴,李灼,李军,江涛,缪红军,周兆群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了解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 有创导管末端培养分离菌菌谱及细菌耐药情况,为临床防治院内

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对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ICU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所分离的气管插管､ 深静脉

置管和导尿管等有创导管末端细菌菌株和细菌耐药性进行回顾性调查。 
结果 3 年共获得 218 例阳性培养。分离获得菌株 256 株,分离菌仍以 G-菌为主 179 株,占 69.92%,
其次 G+菌 60 株,占 23.44%,真菌 17 株,占 6.64%。G-菌气管插管末端培养检出比例 大,深静脉置

管导管末端培养检出比例次之,导尿管末端培养检出比例 少,三者检出比例分别为 41.14%､
19.14%和 6.64%;其中 G+菌深静脉置管导管末端培养检出比例 大,占 11.72%。导尿管末端培养真

菌检出 9 株,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分别检出各 4 株。真菌以假丝酵母菌为主。前 6 位分别为鲍氏不

动杆菌(32.42%)､ 肺炎克雷伯杆菌(17.58%)､ 粪肠球菌(4.69%)､ 白假丝酵母菌(4.30%)､ 铜绿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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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菌(4.30%)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占(3.91%)。体外药敏试验显示主要分离菌均呈

多重耐药特性。G-对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和三代头孢均显示高度耐药性,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铜绿

假单胞菌具较强的抗菌活性,敏感率可达 100%。其中 G+菌体外药敏实验显示只有万古霉素和利奈

唑烷对 G+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敏感率可达 100%。 
结论 PICU 院内有创导管末端培养分离菌以 G-菌为主,细菌呈多重耐药特性。粪肠球菌和耐甲氧西

林葡萄球菌在 G+菌中比例很高,应高度重视。掌握我院 PICU 导管末端细菌培养常见分离菌及其耐

药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PU-1431 

麻疹肺炎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裴亮,文广富,许巍,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影响麻疹肺炎患儿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潜在临床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01/2014-05 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ICU 救治的麻疹患儿 55 例,其中

11 例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观察其临床特征,应用 t 检验､ χ2检验对 16 个可能影响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发病的单因素进行分析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潜在影响 ARDS 发病的相关因素。 
结果 55 例患儿 ARDS 发病率 20%(11/55)。单因素分析 ARDS 组和非 ARDS 组患儿入院时吸氧方

式(鼻导管/面罩)､ 脓毒症､ C 反应蛋白水平及淋巴细胞计数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分别为

0.018､ 0.002､ 0.000､ 0.020。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脓毒症和 C 反应蛋白水平与麻疹并发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有关。 
结论  脓毒症和 C 反应蛋白水平是潜在影响麻疹患儿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相关因素。 
 
 
PU-1432 

不同镇静方案对多发伤重症儿童的镇静效果 
及对炎症反应的影响 

 
童文佳,金丹群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比较右美托咪定和咪达唑仑两种镇静方案对多发伤重症患儿的疗效及抗炎作用 
方法 采用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研究方法,纳入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安徽省儿童医院儿童重

症医学科(PICU)收治的 65 例多发伤重症患儿,并按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右美托咪定组

(33 例)和咪达唑仑组(32 例)。两组患儿入院后给予舒芬太尼镇痛的同时,右美托咪定组先予右美托

咪定 1.0 μg/kg 输注 10 min,随后以 0.2~0.7 μg·kg-1·h-1 的速度持续输注,咪达唑仑组则持续输注咪

达唑仑 1~5 μg·kg-1·min-1,使 Richmond 躁动- 镇静评分控制在-1~0 分。于治疗 24､ 48､ 72 h 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中白细胞介素(IL-6､ IL-8､ IL-10､ IL-1β)､ 肿瘤坏死因子-α 及 C- 反
应蛋白等炎症指标;记录机械通气时间､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使用率､ PICU 住院时间､ 脓毒症和多

器官功能衰竭(MOF)发生率及病死率。 
结果 与咪达唑仑组比较,右美托咪定组降低促炎因子水平､ 增加抗炎因子水平更为显著,治疗 24 h 
血清 IL-1β､ TNF-α 水平显著降低,IL-10 水平显著升高〔IL-1β(ng/L):6.48±2.89 比 8.07±3.14,TNF-
α(μg/L):11.25±5.21 比 15.44±5.97,IL-10(ng/L):12.10±5.35 比 9.58±4.71,均 P<0.05〕;治疗 48 h 血
清 IL-6､ IL-8､ IL-1β､ TNF-α､ CRP 水平均显著降低,IL-10 水平显著升高〔IL-
6(ng/L):209.67±80.49 比 336.31±123.94,IL-8(ng/L):229.09±80.81 比 298.28±90.25,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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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β(ng/L):7.31±3.02 比 8.74±3.17,TNF-α(μg/L):12.52±4.79 比 16.58±5.98,CRP(g/L):47.82±24.92 
比 72.35±31.71,IL-10(ng/L):12.90±5.42 比 10.01±4.79,均 P<0.05〕;治疗 72 h 仅 IL-8､ CRP 水平

显著降低〔IL-8(ng/L):234.64±96.24 比 290.28±103.97,CRP(g/L):53.24±29.12 比 86.58±38.30,均
P<0.05〕。与咪达唑仑组比较,右美托咪定组机械通气时间(d :4.7±1.3 比 6.6±2.1)､ PICU 住院时间

(d :9.5±2.7 比 12.3±3.9)明显缩短(均 P<0.05),脓毒症发生率明显降低(33.3% 比 53.1%,P<0.05),而
CRRT 使用率(18.2% 比 18.8%)､ MOF 发生率(9.1% 比 18.8%)和病死率(6.1% 比 12.5%)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右美托咪定较咪达唑仑镇静方案对多发伤重症患儿具有更好的疗效,可降低炎症水平。 
 
 
PU-1433 

儿科急诊等级化分诊结合自主呼叫系统的应用 
 

冯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充分发挥急症急治的特质,按病症轻重缓急,明确就诊等级,结合自主呼叫系统,按序呼叫,抢救､

急诊诊室机动调整,缩短重症患儿候诊时间,减少候诊中患儿病情突发危重发生率;分诊标准明确,系统

按序呼叫,易于患儿家属认知理解,提高患儿家属候诊顺序满意度。 
方法 明确制定急诊分级标准,以儿童生命体征为依据,明确急诊就诊等级,结合急诊自主呼叫系统,进
一步明确就诊顺序;将分级标准制成宣传版公示,更便于家属区分认同。 
结果 等级化分诊结合自主呼叫系统应用前后,患儿在候诊中发生病情突发危重率降低,急诊候诊家属

对就诊次序的平均满意度增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等级化分诊机制能明确的将患儿病情分级,急缓有序机动调整,急诊急治,有效减少患儿在候诊期

间病情突发危重发生率,同一呼叫系统自主呼叫,易于患儿家属理解,提高家属对就诊顺序的满意度。 
 
 
PU-1434 

甲流患儿的病情观察及护理 
 

杨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甲流患儿的病情观察和护理。 
方法 对 20 名甲流患儿在做好严格的消毒隔离和正确的医疗诊治的基础上,结合合理饮食和心理护理

等,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 终达到临床治愈。 
结果  
20 名重症甲流患儿全部治愈,无一例死亡。 
结论 护士掌握甲流发病的病因､ 临床表现､ 病情变化､ 并发症等,及时给予有效的护理措施,是达到

临床治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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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5 

经锁骨下中心静脉置管并发多浆膜腔积液的新生儿阑尾炎一例 
 

胡晓明,李铁耕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提高对中心静脉置管并发症的认识及处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新生儿阑尾炎经锁骨下中心静脉置管并发多浆膜腔积液(胸腔积液､ 腹腔积液

､ 心包积液)的诊治经过。 
结果 患者因发热､ 腹胀､ 便血行腹腔镜探查,术中见化脓性阑尾炎伴肠穿孔､ 肠粘连,术后带右侧锁

骨下深静脉置管继续治疗,在治疗后期突发呼吸困难以及难以纠正的循环障碍,超声提示心包积液､

胸腔积液､ 腹腔积液,予拔除中心静脉导管,经心包穿刺､ 胸腔穿刺引流后症状缓解,穿刺液为乳糜样,
穿刺液生化提示高浓度的甘油三酯､ 葡萄糖和钾离子和低浓度的胆固醇,证实为中心静脉置管营养

液的泄漏,此后连续监测心包､ 胸腔及腹腔积液情况,积液逐渐减少并吸收,痊愈出院。随访至生后三

个月,未再出现多浆膜腔积液。 
结论 应熟悉中心静脉置管常见及特殊并发症的处理原则,密切观察病情,提高抢救成功率。 
 
 
PU-1436 

危重症患儿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结合蛋白测定及临床意义 
 

韦丹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了解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危重患儿入住第 1 天和第 7 天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及维

生素 D 结合蛋白(VBDP)水平,分析其临床意义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2 月-2016 年 7 月入住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符合

条件危重症患儿 295 例为研究对象(研究组);收集同期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门诊体检正常

儿童 44 例作为对照(对照组)。根据 25(OH)D 水平,将患儿分为 25(OH)D 充足组､ 25(OH)D 不足组

､ 25(OH)D 缺乏组。分析研究组和实验组年性别和年龄关系并比较两组入住 PICU 第 1 天

25(OH)D 和 VDBP 水平;分析研究组主要系统疾病 25(OH)D 和 VDBP 水平情况;分析研究组入院第

1 天 25(OH)D 与 VDBP 水平､ 年龄､ 血清总 Ca､ BMI､ PRISM III 评分､ 器官衰竭率､ 机械通气

率､ 第 28d 病死率之间的关系;分析入住第 1 天和第 7 天的 25(OH)D､ VDBP 水平和 PRISM III 评
分的差异;分析住 PICU 危重症患儿存活与死亡组 Vit D､ VDBP 水平､ PRISM III 评分的差异。 
结果 (1)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各系统疾病与 25(OH)D 水平缺乏

率､  VDBP 水平低下无统计学意义(P>0.05);(3)研究组较对照组 25(OH)D､  VDBP 水平偏低下,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25(OH)D 充足､ 不足､ 缺乏组间血清总钙､ VDBP､ BMI､ 第 28d 病

死率､ 器官衰竭率､ 机械通气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缺乏组较不足和充足组年龄大､ 住

PICU 时间更长､ PRISM III 评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入住 PICU 第 1d 较第 7d 
25(OH)D､ VDBP 水平低下, PRISM III 评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295 例危重患儿中,
第 28d 存活 257 例(87.1%)､ 死亡 38 例(12.9%),死亡较存活组 25(OH)D 水平更低､ PRISM III 评分

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与存活组 VDB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本组资料提示危重患儿存在 25(OH)D､ VDBP 水平不足及缺乏,特别是脓毒症或 MODS 及

外科疾病患儿缺乏明显。2. 25(OH)D 水平不足及缺乏的危重症患儿 PRISM III 评分越高,住 PICU
时间更长及 28d 死亡率更高。3. 危重症患儿随着病情好转,PRISM III 评分下降,其 25(OH)D 及

VDBP 水平有所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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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7 

PICU 中儿童脓毒症临床特点和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李娟珍,王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我院 PICU 无基础疾病脓毒症患儿临床特点及预后因素,为临床早期识别及诊治提供一定

临床依据。 
方法  对 2014.2~2016.6 收治的 110 例无基础疾病的脓毒症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入院 24h 内

的临床､ 实验资料,及预后资料。根据脓毒症严重程度分为脓毒症组､ 严重脓毒症组､ 脓毒性休克

组;根据 28 天预后情况分为存活组､ 死亡组。对组间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对 28 天死亡患儿的危险

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10 例,其中男 74 例,女 36 例,平均年龄(23.74±41.60)月。肺部感染(38.2%)为主要感染

源。脓毒症患儿总病死率为 14.55%,脓毒症､ 严重脓毒症､ 脓毒性休克三组的病死率分别为 2.94%
､ 27.27%､ 35.48%。三组间比较显示,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 白细胞计数(WBC)､ 肌酐

(Creatinine,Cr)､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国际标准化比值(INR)､ 器官功能障碍(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数目､ 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ediatric clinical illness 
score ,PCIS)､ 小儿多器官功能障碍评分(pediatric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core,P-MODS)､ 6h
内机械通气､ 机械通气时间､ 28 天预后 11 个变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存活组与死亡组

间比较显示,PCT､ 乳酸(lactic acid,Lac)､ APTT､ INR､ MODS 数目､ PCIS､ P-MODS､ 6h 内机

械通气､ 机械通气时间､ PICU 时间､ 住院时间､ 脓毒症严重程度 12 个变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建立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PCIS､ PICU 时间､ 住院时间三者为影响脓毒症患儿 28 天

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PICU 内无基础疾病的脓毒症患儿,PCT､ WBC､ Cr､ APTT､ INR､ MODS 数目､ PCIS､ P-
MODS､ 6h 内机械通气､ 机械通气时间有助于判断病情严重程度。PCT､ Lac､ APTT､ INR､
MODS 数目､ PCIS､ P-MODS､ 6h 内机械通气､ 机械通气时间､ PICU 时间､ 住院时间､ 脓毒症

严重程度与患儿预后明显相关。PCIS､ PICU 时间､ 住院时间是影响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U-1438 

PICU 中毒患儿 105 例临床回顾分析 
 

王爱丽,张月萍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 PICU 收治的儿童中毒的原因和特点,寻求相应的干预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儿科 PICU 收治的 105 例

(<15 岁)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105 例急性中毒患儿中,≤ 6 岁患儿 67 例(63.8%);农村患儿 77 例(73.3%);意外中毒 89 例

(84.8%)。药物中毒 34 例(32.4%),以精神障碍治疗药为主;农药中毒 25 例(23.8%)､ CO 中毒 19 例

(18.1%)､ 食物中毒 11 例(10.5%)。中毒物质在城镇和农村患儿的分布有差异,其中城镇中毒患儿以

药物为主要中毒物质,农村患儿中农药中毒所占比例 高。误服毒物(50.5%)为儿童急性中毒的主要

原因。自服毒物主要发生在学龄期和青春期儿童。夏季(6~8 月)为中毒高发季节。不同物质所致中

毒的患儿临床表现不同,其中药物､ CO 中毒患儿均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农药､ 食物中毒以消化系

统症状为主,鼠药以循环系统症状为主;不同物质中毒患儿治疗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急性中毒主要发生在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多发生在农村;多为意外中毒;药物中毒是首要

中毒原因;不同物质所致中毒患儿主要的临床表现不同,但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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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9 

无创心输出量监测仪和超声心动图在脓毒症患儿 
心功能评估中的相关性分析 

 
周芹,张国英,廖霓,杨胜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探讨无创心输出量监测仪(NICOM)在脓毒症患儿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51 例诊断为脓毒症的患儿,分为脓毒症不伴休克､ 脓毒性休克代偿期､ 脓毒性休克失代偿

期 3 组。分别在入院 1h 内(液体复苏前)､ 入院 6h(液体复苏后)两个时点,同时应用 NICOM 和超声

心动图检测心功能,记录 NICOM 检测的 CI(心脏指数)､ SV(每搏输出量),超声心动图检测的 EF(射血

分数)､ SV。对两个时点的 CI 和 EF 进行相关性分析,对两种方法测得的 SV 进行比较。 
结果  
(1)在脓毒症不伴休克组和休克代偿期组,入院 1h 内､ 入院 6h 的 CI 与 EF 有正相关关系,p<0.05. 且
两种方法测定的 SV 也相近,无统计学差异(p>0.05)。(2)在休克失代偿期组,入院 1h 内､ 入院 6h 的

CI 与 EF 无正相关关系,p>0.05,且两种方法测定的 SV 差异明显,p<0.05. 
结论  NICOM 在血流动力学较稳定的情况下能准确反应心输出量,在血流动力学极差的情况下检测

的结果可靠性较差。在儿科危重症监护中有应用价值。 
 
 
PU-1440 

优质护理对降低急诊监护输液患儿的纠纷投诉率 
 

邓定芝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在降低急诊监护输液患儿的纠纷投诉率中的实施效果 
方法 选出急诊监护输液患儿 160 例,随机将其分成常规组与优质组各 80 例,常规组实行常规护理,优
质组实行优质护理,对比其效果。 
结果 优质组的护患纠纷率(1.3%)明显低于常规组(6.3%),家属投诉率(1.3%)明显低于常规组(5.0%),
护理满意度(98.8%)明显高于常规组(87.5%),对比各组差异均显著(P<0.05)。 
结论 优质护理在降低急诊监护输液患儿的纠纷投诉率中的实施效果显著,且可明显提升护理满意度,
值得推行与运用。 
ace="宋体" >)明显低于常规组(5.0%),护理满意度(98.8%)明显高于常规组(87.5%),对比各组差异均

显著(P<0.05)。 
 
 
PU-1441 

危重症患儿 25-羟基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结合 
蛋白测定及临床意义 

 
陈局,韦丹 

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 530021 
 

 
目的 了解 PICU 危重患儿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及维生素 D 结合蛋白(VBDP)水平,分析其临

床意义及预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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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5 年 2 月-2016 年 7 月入住我院 PICU 符合条件危重症患儿 295 例为研究组;同期收集

我院儿科门诊体检正常儿 44 例为对照组。研究组患儿于住院第 1d 和第 7d 各抽 2 份 2ml 血,分别采

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25(OH)D 水平和酶联免疫法检测 VDBP 水平;对照组入组当天抽取 2 份

2ml 血,同法检测 25(OH)D 和 VDBP 水平。根据 25(OH)D 水平将患儿分为充足组､ 不足组､ 缺乏

组。比较研究组和对照组 25(OH)D 和 VDBP 水平;分析研究组主要系统疾病 25(OH)D 和 VDBP 水

平情况;分析研究组入院第 1 天 25(OH)D 与 VDBP 水平､ 年龄､ 血清总 Ca､ BMI､ PRISM III､ 器

官衰竭率､ 机械通气率､ 第 28d 病死率之间的关系;第 1 天和第 7 天 25(OH)D､ VDBP 水平和

PRISM III 的差异;住 PICU 危重症患儿存活与死亡组 25(OH)D､ VDBP 水平､ PRISM III 的差异。 
结果 1.研究组危重患儿 295 例,男 175 例､ 女 120 例,年龄中位数为 1.5 岁,对照组正常儿童 44 例,男
23 例,女 21 例,年龄中位数为 3.0 岁,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各系统疾病 25(OH)D 水平缺乏率

､  VDBP 水平低下无统计学意义;3.研究组较对照组 25(OH)D､  VDBP 水平偏低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4.研究组中 25(OH)D 充足､ 不足､ 缺乏组间血清总钙､ VDBP､ BMI､ 第 28d 病死率､ 器官衰

竭率､ 机械通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缺乏组较不足和充足组患儿年龄稍大､ 住 PICU 时间更长

､ PRISM III 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第 1d 较第 7d 25(OH)D､ VDBP 水平低下, PRISM III 更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第 28d 存活 257 例､ 死亡 38 例,死亡组较存活组 25(OH)D 水平更低､ PRISM 
III 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死亡与存活组 VDB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本组资料提示危重儿存在 25(OH)D､ VDBP 水平不足及缺乏,特别是脓毒症或 MODS 及外科

疾病患儿。2.25(OH)D 水平不足及缺乏的危重儿 PRISM III 越高,住 PICU 时间越长､ 28d 死亡率更

高。3.危重儿随着病情好转,PRISM III 下降,25(OH)D 及 VDBP 水平升高。 
 
 
PU-1442 

新生儿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例 
并文献复习 

 
杨艳章,徐丽瑾,陈凤琴,毕长柏,娄燕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00 
 

 
目的 总结新生儿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AKI)､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的抢救经验。 
方法 分析本院收治的 1 例新生儿脓毒症合并 AKI､ DIC 的病例资料。通过检索词“脓毒症”“脓毒症休

克”“急性肾损伤”“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新生儿”在万方数据库检索及检索词“sepsis” “septic shock” 
“acute renal injure”“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neonatal”在 PubMed 检索有关文献

(自 1980 年至 2016 年)。 
结果 患儿,女,日龄 7d。因“腹泻､ 呕吐､ 血便 2d,加重伴反应差 8h”入院,血压 40/30mmHg,心率 220
次/分,血肌酐 417umol/L､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116.7s。第一小时扩容量达 115ml/kg 后患儿循

环状态趋于稳定,凝血指标､ 肾功能恢复正常,而避免连续性肾脏替代(CRRT)治疗。共检索到外文文

献 5 篇,仅 1 例涉及到抢救措施,连同本例共报道 2 例。2 例均为大肠杆菌感染所致脓毒症,文献报道

病例具有液体超容､ 依赖高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维持､ 需要连续性肾脏替代(CRRT)等特点。2 例均

未留有后遗症。 
结论 脓毒症是新生儿期的急症,病情进展快,常易合并 AKI､ DIC,一经诊断应立即启动液体复苏以纠

正组织低灌注,充分的液体复苏是逆转病情降低死亡率关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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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3 

儿童脓毒性休克并发应激性溃疡的诊治经验(附 3 例误诊病例) 
 

靳有鹏,赵春,刘海燕,王玉娟,王伟,信晓伟,尹怡,孙正芸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严重脓毒症并应激性溃疡的诊治,防止漏诊和误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 PICU 收治的严重脓毒症并消化道出血的患儿

27 例,其中误诊者 3 例,分析误诊的原因。 
结果 27 例患者严重脓毒症患儿,全部合并应激性上消化道出血,患儿年龄 3 月~12 岁(平均 3.6 岁),其
中男 14 例,女 13 例。有 10 例肠源性脓毒症患者,其中 3 例初步诊断为脓毒性休克合并应激性溃疡,
未发现其消化系统本身的病变,1 例为胆总管囊肿破裂并脓毒性休克,1 例为肠系膜旋转不良､ 肠坏死

并脓毒性休克,1 例为免疫性脑炎､ 溃疡性结肠炎并脓毒性休克,后经仔细查体及外科手术明确诊

断。 
结论 脓毒性休克易合并应激性溃疡,但部分有消化系统症状的脓毒性休克患儿,同时存在严重的消化

道本身的疾病,容易被漏诊,需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PU-1444 

超声心动图参数与先天性膈疝新生儿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张玲雪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重症医学科 200092 

 
 
目的 研究超声心动图参数与先天性膈疝新生儿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收治的先天性膈疝新生儿病

历信息及超声心动图资料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排除未在生后 48 小时内或手术前行超声心动图检

查者,及超声心动图资料不全的患儿。收集患儿的人口学资料､ 临床特征､ 超声心动图参数和出院

时结局,将入组病例按出院时结局分为存活组和未存活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Mann–
Whitney U 检验。膈疝新生儿预后的危险因素评估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住院治疗的先天性膈疝新生儿共 115 例,其中存活者 78 例,死亡者

37 例,死亡率为 32.2%。按照排除标准, 终纳入 95 例,其中存活组 64 例,未存活组 31 例,14 例在手

术前死亡。与存活组相比,未存活组中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比例更大(7.8% vs. 29.0%, P=0.015; 
3.1% vs. 29.0%, P=0.001),生后 1 分钟 Apgar 更低(中位数 9 vs. 8,P=0.001),需要高频通气支持的

比例更高(31.2% vs. 93.5%,P<0.001),更易合伴心脏畸形(43.8%  vs. 74.2%,P=0.005)。未存活组

LVDs､ LVDd､ LVFS 显著减小,提示未存活的膈疝患儿可能存在左心发育不良。Logistic 回归分析

显示,先天性膈疝新生儿早期预后的危险因素为低出生体重(OR 5.58, 95% C.I. 1.24-25.14, P=0.025)
和合伴心脏畸形(OR 4.02, 95% C.I. 1.34-12.07, P=0.013)。LVDs 和 LVFS 是膈疝预后的独立保护

因素(OR 0.21; 95%C.I 0.05-0.88, P=0.033; OR 0.67, 95%C.I. 0.51-0.89, P=0.006)。 
结论 超声心动图能为先天性膈疝新生儿的预后评估提供有效信息。未存活患儿可能存在左心发育

不良。低出生体重､ 合伴心脏畸形､ 降低的 LVDs 和 LVFS 是膈疝新生儿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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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5 

儿童重症蜂蜇伤 15 例诊治分析并文献复习 
 

熊鹏,刘铜林,陈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重症蜂蜇伤对儿童机体的损害及诊治方案。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儿童蜂蜇伤重症病例 15 例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儿童重症蜂蜇伤常表现为急性肝功能损害､ 急性肾功能损害､ 心机损害､ 溶血等,常并发多器

官功能衰竭(MODS)。治疗有血液净化､ 抗炎､ 抗感染､ 器官功能保护及局部解毒和止痛消肿处

理。13 例患儿入院及时积极治疗后器官功能改善明显后好转出院。1 例因出现难治性弥散性血管内

凝血(DIC)死亡。1 例因并发严重脑病放弃治疗。 
结论 儿童重症蜂蜇伤均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表现,以溶血､ 肝肾损害､ 凝血异常为主;治疗应该以

PICU 为平台,积极开展局部加全身综合治疗,并实施监护监测,以免增加儿童重症蜂蜇伤死亡率。 
 
 
PU-1446 

70 例窒息患儿血气分析中 PH 值､ 乳酸与阿氏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贾永锋 
商洛市医院 726000 

 
 
目的 探讨窒息患儿血气分析中 PH 值､ 乳酸与阿氏评分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06 月我院分娩的诊断窒息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将血气分析结果中

的 PH 及乳酸值与阿氏评分进行相关性研究; 
结果 (1) 纳入 70 例窒息患儿均符合纳入标准,血气分析中 PH 值与阿氏评分 1 评无相关性,P 值为

0.988, 2 评､ 3 评均显著相关,P 值分别为 0.009､ 0.038 如表 1 所示。而乳酸与阿氏评分在 1,2,3 评

中均无相关性,P 值分别为:0.429､ 0.812､ 0.126 如表 2 所示。(2)26 例脐血气 PH 值与阿氏评分在

1 评､ 2 评､ 3 评时无相关性,P 值分别为:0.427､ 0.259､ 0.659,如表 3 所示;乳酸值与阿氏评分在 1
评､ 2 评､ 3 评时无相关性,P 值分别为:0.782､ 0.880､ 0.829,如表 4 所示。(3)动脉血气 PH 值与阿

氏评分 1 评､ 3 评时无相关性 P 值分别为:0.992､ 0.108;2 评时有相关性,P 值分为 0.014 如表 5､ 6
所示。 
结论 血气分析中 PH 值与阿氏评分具有相关性,尤其与阿氏评分 2 评(5 分钟评分)有显著相关性;血气

分析中乳酸与阿氏评分尚缺乏相关性证据,可能与本次研究纳入样本量过小有关。 
 
 
PU-1447 

发热小婴儿腰穿结果异常高危因素分析 
 

邱晓燕,冯学永,王鸿武,唐秋灵,郑泽鑫,林广裕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发热小婴儿腰穿结果异常的高危因素,为临床对发热小婴儿合理腰穿提供参考意见。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 68 例发热并行腰穿的小婴儿的临床特点进行研究,比较分析发热小婴

儿腰穿结果正常组和异常组之间的差别。 
结果 共收集 68 例发热并行腰穿的小婴儿,其中 36 例(52.9%)为腰穿结果异常者,比较分析提示以下

因素为高危因素:发热持续天数≥1.5 天(x2=4.059,P=0.044),发热峰值大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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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x2=5.785,P=0.016),存在神经系统阳性体征(x2=12.129,P=0.000),合并其他感染

(x2=4.554,P=0.033)。 
结论 对于发热小婴儿,发热持续天数≥1.5 天,发热峰值≥39℃,存在神经系统阳性体征和合并其他感

染,为腰穿结果异常的高危因素。 
 
 
PU-1448 

免疫相关 GTP 酶 M1 在脓毒症诱导脑损伤 
小鼠皮质神经元细胞自噬中的作用 

 
黄群,陈斌,李雅斐,潘玲丽,高沪,李熙鸿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免疫相关 GTP 酶 M1(IRGM1)在脓毒症诱导脑损伤(SIBI)小鼠皮质神经元细胞自噬中的作

用。 
方法 将野生型和 IRGM1 基因敲除型小鼠各 60 只分为野生型假手术组(SWT)､ 野生型模型组(MWT)
､ 基因敲除假手术组(SKO)及基因敲除模型组(MKO)。模型组行小鼠盲肠结扎穿孔术(CLP),CLP 后

6h 进行神经行为学评分,如神经生物学低于 6 分,诊断为 SIBI,纳入 MWT 组和 MKO 组下一步实验;
假手术组只打开腹腔,不行 CLP。HE 染色观察小鼠大脑皮质区病理学改变;电子显微镜观察小鼠皮

质神经元细胞自噬的超微结构;实时定量 PCR 法检测 IRGM1 和 INF-γ mRNA 在小鼠大脑皮质组织

中的表达;Western blot 法检测 LC3-II､ LC3-I､ SQSTM1(Sequestosome-1)､ IRGM1 的蛋白相对

表达量;免疫荧光法观察 IRGM1 在小鼠大脑皮质神经元中的表达。 
结果 电子显微镜显示:与 SWT 组,MWT 组在 CLP 后 12h 或 24h 小鼠皮质神经元内内质网扩张､ 线

粒体肿胀､ 自噬体数量增加。Western blot 检测提示:CLP 后 6h 小鼠大脑皮质组织 LC3-II 表达开始

增加,高表达维持至 CLP 后 96 小时,相反,SQSTM1 在 CLP 后 6h 开始下降。与 SWT 组比较,MWT
组在 CLP 后 12h 小鼠大脑皮质组织中 IRGM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上调,同时,IFN-γ 的

mRNA 表达也明显增加。CLP 后 24h 进行 IRGM1 和 NeuN 双色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与 SWT
组比较,MWT 组小鼠皮质神经元中 IRGM1 表达明显上调。SWT 组和 SKO 组小鼠大脑皮质细胞中

自噬活性的基线相当低,几乎无 LC3-II 的表达,而 SQSTM1 表达均很高。但是,CLP 后 12h,MWT 组

LC3-II 表达明显升高,SQSTM1 表达下调,而 IRGM1 基因敲除的 MKO 组小鼠大脑皮质组织中几乎

无 LC3-II,SQSTM1 的表达明显上调。CLP 后 6h,MWT 组 SIBI 发病率 90%(27/30),MKO 组发生率

96.67%(29/30)。CLP 后 12h,MKO 组小鼠神经生物学评分明显低于 MWT 组(4.97±0.71 vs 
5.43±0.86,t=2.284,P=0.026);小鼠大脑皮质 HE 染色显示:与 MWT 比较,MKO 组小鼠脑皮质损伤严

重,神经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结论 SIBI 时 IRGM1 表达对小鼠大脑皮质神经元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其调节小

鼠大脑皮质神经元细胞自噬有关。 
 
 
PU-1449 

婴儿乳糜胸 1 例并文献复习 
 

黄浩,刘铜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报道 1 例婴儿自发性乳糜胸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临床诊疗水平。 
方法 整理分析本科收治的 1 例婴儿先天性乳糜胸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并结合文

献资料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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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该患儿临床表现为咳嗽､ 呼吸困难;胸片､ 心脏超声､ 胸部 CT 均显示左侧胸腔积液;胸腔穿刺

行胸水乳糜试验及生化检查证实积液性质为乳糜性;经胸腔闭式引流 30 天､ 呼吸支持､ 补充丢失的

体液和全肠道外营养后病情痊愈;出院随访 1 年无复发。 
结论 (1)孤立的婴儿乳糜胸预后良好,一经治愈,少有复发;(2)多数婴儿乳糜胸通过内科综合保守治疗

即可治愈,治疗时间为 3-4 周。对于迁延性严重的乳糜胸,合并有营养不良或呼吸机依赖,保守治疗效

果不明显者,可考虑外科治疗。 
 
 
PU-1450 

江西省医疗机构儿童重症专业电子信息系统建设调查 
 

徐南平
1,陈丽萍

1,陈晓 2,阳斌 4,李兵飞
6,李国林

3,吴英
7,吴俭

2,饶小平
1, 谭玮

5,林敏
1 

1.江西省儿童医院 2.南昌大学一附院 
3.南昌大学二附院 4.九江市儿童医院 

5.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6.赣州妇幼保健院 
7.南昌市三医院 

 
 
目的 为掌握我省各医疗机构儿童重症专业现状,加强儿童重症专业质量控制管理,2016 年开展全省

儿童重症专业质控体系建设调查。 
方法 调查时间:2016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10 日。调查对象:全省设有儿科急诊/PICU/NICU 的医疗

机构。调查内容:《江西省医疗机构儿童重症专业电子信息系统的质控建设调查表》。调查方式:主
要采取函件和电子表格形式进行调查。 
结果 共收回儿童重症专业电子信息系统建设调查表 24 份､ 省直医院 3 家,儿童医院 2 家;市级 8 家,
其中妇幼保健院 7 家､ 县级医院 8 家;中医院 2 家､ 民营医院 1 家;抽取其中 17 家医疗机构进行统

计分析,其中有待完善的医院信息系统建设有:急诊分诊信息系统建设 (10 家提供)､ 急诊电子病历

(EMR,12 家提供)､ 小儿重症监护管理(ICU,7 家提供)､ ICU 监护信息统计分析(6 家提供)､ 医学影

像系统(PACS/RIS,12 家提供)输血管理系统 (11 家提供)､ 远程医疗咨询(会诊)共享 (8 家提供)､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及医疗救治系统共享(1 家提供)､ 医院感染管理 (13 家提供)､ 身份识别(信
息卡)管理 (11 家提供)､ 打印 ICU 监护信息的各类报表 (4 家提供)。 
结论 不同医院电子信息系统建设有差异,可能与经济水平､ 医院投入､ 信息系统建设时间､ 临床需

求等多因素有关,专科医院和省市级医院好于县级医院。为此建立一个基于信息系统的质控评价体

系是十分必要的。 
 
 
PU-1451 

儿科急诊抢救室的病种分析 
 

吴晖,徐南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通过总结分析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抢救室的病种特点,为提高急诊抢救工作效率､ 建全分诊制

度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急诊科抢救室急救病例 4707 例,分类统计主要抢救病种､ 病例､ 年龄和性别及预后

等。 
结果 2011 年我院急诊科的抢救病例总计 4707 例,其中新生儿疾病 1641 例,占 34.88%,居第 1 位,其
中新生儿肺炎 622 例,占 37.93%;新生儿黄疸 587 例,占 35.86%;新生儿窒息 256 例,占 15.56%;早产

儿 175 例,占 10.65%;呼吸道疾病 1117 例,占 23.75%;居第 2 位。 为常见的危重症是重症肺炎 582
例,占呼吸道疾病 52.11%;毛细支气管炎的患儿 240 例,占 21.55%;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部感染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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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18.67%;哮喘为 87 例,占 7.67%;惊厥 753 例,占 16.42%;居第 3 位,其中热性惊厥 259 例,占
34.8%;颅内感染 196 例,占 26.17%;惊厥待查 174 例,占 23.4%;明确癫疴就诊 42 例,占 5.6%,惊厥持

续状态就诊 21 例,占 2.8%。以上 3 大类疾病占总抢救患儿的 75.05%。意外伤害 606 例,占 12.88%;
包括误服/中毒 330 例,外伤(车祸伤,高坠伤等)165 例,异物吸入 38 例,溺水/溺粪 34 例,喂养窒息 13
例,电击伤 3 例,酗酒 1 例;传染病 262 例,占 5.58%;死亡病例 69 例(其中捂热综合症的就诊前死亡 32
例),占 1.25%;重症传染病 262 例,其中手足口病(重症)182 例,乙型脑炎 54 例,麻疹并重症肺炎 12 例,
梅毒 8 例,肺结核､ 结核性脑炎 5 例,破伤风 1 例;其他疾病共 288 例,其中血液系统疾病 66 例,心律失

常/心肌炎 50 例,过敏性紫癜 48 例,消化道出血 23 例,川崎病 17 例,MODS12 例,肾病综合征 10 例,吉
兰-巴雷综合征 9 例,心功能不全 8 例,多浆膜腔积液 8 例,肿瘤 7 例,维生素 K1 缺乏､ 脑血管畸形致

颅内出血各 7 例,脓毒症 6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3 例,Steven-John 综合征､ 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

综合征各 3 例药物,过敏性休克 2 例,癔症 2 例。 
结论 排序前 5 位是新生儿疾病､ 呼吸道疾病､ 惊厥､ 意外伤害､ 传染病。男性患儿明显多于女性

患儿;0~3 岁是急诊抢救的高发年龄段,临床诊断捂热综合征为就诊前死亡的主要病因;急诊医务工作

者应熟悉急诊疾病特点及抢救方法,加强宣教,提高急危重患儿的抢救质量,预防意外伤害的发生。 
 
 
PU-1452 

重视儿童急腹症的病因诊断- 以急腹症急诊的系统性 
多动脉炎一例诊治体会 

 
党伟,张素芳,李军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内科病因在急腹症诊断中的重要性,提高对急腹症病因复杂性的认识,以避免单纯手术可能

导致的治疗失败,。 
方法 对一例以急腹症为主要表现而急症手术治疗病例的病因诊断治疗过程进行总结分析。 
临床资料:男,9 岁,以腹痛 20 余天,明显加重伴便血 2 天急诊收住外科。病程中有发热,体重下降明

显。查体:T 38.3℃ RR 26 次/分 P 110 次/分  Bp 108/76mmHg WT 19Kg 神志清,精神差,营养差,消
瘦貌。巩膜轻度黄染,心肺(-)。上腹部略饱满,腹肌紧张,全腹压痛明显,反跳痛阳性,移动性浊音阳

性。血常规:血红蛋白 85.00 g/L,RBC3.30×1012 /L ,WBC5.69×109 /L,N82.5%,PLT109 ×109 /L 。
ESR: 3mm/h。血凝五项:部分凝血酶原时间:50.20 S 。肝功能:总胆红素 112.4 μmol/L,直接胆红素

82.4 μmol/L,间接胆红素 30.0 μmol/L,白蛋白 23.0 g/L。腹部彩超:1.气腹。2.回盲部肠管壁厚薄不均,
部分增厚肠管壁内可见点状气体强回声,血流灌注减少。回肠末端及回盲部肠腔内囊性包块。3.腹腔

积液(中量,透声差)。腹部正位片:气腹。入院诊断:1.肠穿孔 2.梗阻性黄疸  3.营养不良(中度)  4.贫血

(中度) 
结果 急症行“坏死肠管切除+肠修补+肠造瘘术”并积极抗感染､ 对症治疗后病情未能控制,并在术后

第 5 天因便血严重而行第二次肠坏死切除+瘘修补+肠造瘘术手术治疗,术后依然便血。病变组织病

理诊断:符合血管炎(结节性多动脉炎)。局部溃疡形成,肠壁全层坏死,大量淋巴､ 浆细胞及中性粒细

胞浸润。粘膜下层部分小动脉管壁明显增厚,肌层变性,局灶血管壁坏死,小动脉改变:炎性水肿;内膜

增生管腔闭锁。动脉内弹力膜变性坏死断裂;动脉壁纤维素样坏死血栓形成(见附图)。确定结节性多

动脉炎诊断后给予了甲泼尼龙 40mg qd 静点治疗,3 天后便血停止。甲泼尼龙上述剂量应用 16 天后

减量至 30mg qd, 8 天后减量至 25mg qd,10 天后减量至 20mg qd,并加用 MTX 免疫调节治疗。同

时,积极抗感染､ 营养支持等。经过上述治疗,患儿精神反应明显好转,体重增加,一般情况可,转当地

医院继续治疗。出院 3 个月随访:肠造瘘口愈合可,进食好转,体重增至 22kg,大小便正常。甲泼尼龙

已减停。 
出院诊断:1.结节性多动脉炎 2.消化道穿孔､ 出血 3.休克 4.腹腔感染 5.重度贫血 6.低蛋白血症 7.全
血细胞减少 8.营养不良(中度)9.梗阻性黄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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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急腹症病因复杂,对于以急腹症表现就诊者,不能仅仅满足急腹症的诊断与处理,在外科处理的同

时要特别注意鉴别是否存在内科疾病,以免延误病因治疗或导致治疗失败。系统性多动脉炎临床表

现复杂,易合并消化道穿孔,对急腹症患儿应警惕本病。 
 
 
PU-1453 

急诊危重症患儿标准化院内转运的观察 
 

徐艳梅
1,谈小云 1, 张艳 1,肖光明

2, 张代娇
1 

1.江西省儿童医院 
2.江西省胸科医院 

 
 
目的 分析与探讨儿科危重症患者的标准化院内转运制度及流程,达到安全转运的目的。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急诊危重需转运至病房的患儿各 160 例,采取传统方式为对照

组;采取 JCI 标准下的院内安全转运管理措施转运的患者 160 例为观察组。比较两组转运不安全事

件发生率及患者家属满意度。 
结果 对照组转运途中发生不安全事件 45 例､ 家属不满意 10 例;观察组分别为 9 例､ 2 例。两组不

安全事件发生率､ 家属满意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5)。 
结论 运用 JCI 标准化的院内转运流程,减少了转运不安全事件发生率,提高了患儿及家属的满意度。 
 
 
PU-1454 

不同剂量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治疗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 
 

李青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试析不同剂量布地奈德混悬液吸入治疗小儿哮喘急性发作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8 月我院接诊的 86 例儿童患者进行研究,随机均分为研究组和对

照组,对照组患儿给予雾化吸入小剂量布地奈德混悬液 0.5 ㎎/次进行治疗,研究组患儿给予雾化吸入

大剂量布地奈德混悬液 1 ㎎/次(进行治疗;在此基础上,两组患儿均给予雾化吸入硫酸特布他林溶液,
口服泼尼松 2 ㎎/(kg.次),3 次/d 进行治疗。 
结果  研究组(95.35%)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71.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

者的咳嗽､ 喘息､ 呼吸困难､ 哮鸣音等临床症状消失的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研究

组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布地奈德混悬液 1 ㎎雾化在治疗小儿哮喘急性发作有较显著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PU-1455 

体外膜肺氧合支持下转运心肺功能衰竭患儿 8 例 
 

洪小杨,刘颖悦,封志纯 
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100700 

 
 
目的 介绍本单位体外膜肺氧合支持下转运 8 例心肺功能衰竭儿科患者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6 月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在 ECMO 辅助下转运 8
例危重心肺功能衰竭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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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有 8 名患儿接受 ECMO 转运,其中男 4 例,女 4 例;年龄 2d ~6 岁;体重 2.7~38kg;儿童 6 例､

新生儿 2 例;呼吸支持 6 例､ ECMO 辅助 CPR 2 例;诊断完全性大动脉转位(室间隔完整)1 例(病例 1)
､ 重症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1 例(病例 2)､ 肾病综合征并发卡氏肺孢子虫肺炎继发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 1 例(病例 3)､ 支气管异物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1 例(病例 4)､ 支原体肺炎继发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1 例(病例 5)､ 甲型 HINI 流感继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1 例(病例 6)､ 新生儿持

续肺动脉高压 1 例(病例 7)､ 重症暴发性心肌炎 1 例(病例 8)。8 例患儿均成功转运至我院,转运距离

近 4 公里, 远 1700 公里;ECMO 支持模式:VA 模式 4 例(均采用右颈内静脉和右颈总动脉插

管),VV 模式 4 例(均采用右股静脉和右颈内静脉插管);有 5 例顺利撤离 ECMO 后康复出院,存活患儿

均未出现并发症;死亡 3 例,其中一例为肾病综合征并发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患儿,一例为甲型 HINI 流
感患儿,一例为重症暴发性心肌炎患儿,原发病均未见明显好转, 终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肺､ 肾､ 消

化道､ 心脏)。 
结论 在技术成熟的 ECMO 转运团队主导下,对于在常规技术无法安全转运的极危重心肺功能衰竭患

儿,应用 ECMO 辅助转运是可行的和安全的。另外,对于呼吸衰竭患儿,转运前充分评估心功能,VV 模

式 ECMO 转运是一个理想选择。 
 
 
PU-1456 

危重症患儿的液体管理策略 —PICU 目标导向的液体疗法 
 

刘铜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 PICU 危重症患儿液体管理的简便实用､ 安全有效､ 操作性强的普适性方案。 
方法 总结不同临床类型危重症患儿的液体管理方式方法极其有效性､ 安全性､ 可操作性。 
结果 提出了 PICU 目标导向的液体疗法,内容包括:目标导向液体疗法的基本前提条件,设定液体疗法

的目标,预估当日液体入量,预估当日液体流量,平衡当日液体入量与出量之间的矛盾,对前一日液体平

衡状况进行验证与评估等。 
结论 目标导向的液体疗法是 PICU 危重症患儿液体管理的普适性方案,具有简便易行,安全有效,可操

作性强,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可替代传统的小儿液体疗法方案。 
 
 
PU-1457 

误诊为瑞氏样综合征基因诊断为尿素循环障碍 1 例 
 

姜勇超 
1.襄樊市中心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迟发型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的临床特点 
方法 本文分析 1 例学龄前期起病女性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的病例临床特点及转归,总结诊治

中的经验教训。 
结果 迟发型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病例,临床上多表现为高氨血症导致的神经精神系统症状及

肝功能损害症状,临床上极易误诊为瑞氏样综合征,可通过尿 GC-MS 的结果及酶基因检测进行确

诊。 
结论 对于无法解释精神症状､ 急慢性脑病､ 癫痫患者,特别是女性患儿,血氨测定作为常规筛查项目,
对可疑 OTCD 患儿,应反复进行血氨测定､ 尿液有机酸气相—质谱联用分析及血浆串联质谱分析检

查,争取早期明确诊断,必要时需进行酶学诊断或基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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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8 

Risk factors for mechanical ventilate mortality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叶盛,张晨美,许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Objective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for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the 
children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e use biochemical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of survivors 
and non-survivors were compa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mortality. Odds ratio(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CI) 
were calculated using R-3.3.1.pkg.  
Results 2319 children in age group 28 days to 3 years, we found albumin (OR 0.9, CI 0.85-0.96, 
p=0.00), bilirubin (OR 1.01, CI 1.0-1.77, p=0.00) and lactic acid (OR 1.22, CI 1.05-1.38, p=0.00) 
had relation with mortality in this group. 2415 children in age group older than 3 years, 
procalcitonin(OR 1.01, CI 1.0-1.01, p=0.02), lactic acid (OR 1.22, CI 1.09-1.35, p=0.00) had 
relation with mortality. Both groups of dynamic platelet parameters and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trends in first week were found some of platelet parameters have different changes 
betweensurvivors and non-survivors. 
Conclusions Lactic acidwas the risk factor for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the children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ge groups, albumin, bilirubin, procalcitonin, 
dynamic platelet parameters also should be considered. 
 
 
PU-1459 

4 例 ECMO 患儿综合抗凝管理的体会及文献复习 
 

任宏,项龙,钱娟,王莹,宁铂涛,李璧如,张芳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200127 

 
 
目的 合理应用多种出凝血的监测方式,综合管理儿童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治疗中的抗凝环节,以减少出血或血栓导致的并发症,提高 ECMO 治疗的成功

率。 
方法 分析 2016 年期间在我科予以 ECMO 治疗的 4 例患儿资料,应用肝素抗凝的方案,除临床体征外,
同时监测活化凝血时间(AC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PT)纤维蛋白原(FIB),国际标准

化比值(INR),D-二聚体水平,血栓弹力图(TEG),抗凝血酶 III(AT-III),抗 Xa 因子活性及血小板变化,综
合分析､ 灵活应用,及时调整肝素剂量,补充凝血物质,力争达到治疗过程中,不出血､ 适度抗凝､ 适度

纤溶的目标,即维持凝血､ 抗凝､ 纤溶之间的平衡。 
结果 在 ECMO 抗凝管理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单一的指标可以作为评价出凝血状态的金标准,虽然肝

素抗凝效果确切､ 可控性好,是 ECMO 常应用的抗凝药物,但临床应用中的出血､ 血栓形成依然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多元化的联合监测是提高抗凝管理质量的有效手段。 
结论  结合文献复习,阐述 ECMO 治疗中合理抗凝管理的重要性,解释上述各种监测手段的方法､ 意

义及临床应用,以探索更优化的抗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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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0 

肌钙蛋白 I 水平对脓毒症患儿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预测作用 
 

杨龙贵,罗海燕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 cTnI 对脓毒症患儿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预测作用 
方法 以 2012 年 8 月~2015 年 6 月收住本院 PICU 的 374 例脓毒症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 cTnI､
PCT､ CRP､ Cre､ Lac､ PaO2/Fi02､ Bun､ PT､ INR､ WBC､ Pt 等相关指标数据 
结果 脓毒症休克组患儿 cTnI 水平均高于普通脓毒症组和严重脓毒症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4.76,P<0.001);未愈组､ 死亡组患儿 cTnI 水平高于好转组(P<0.05);cTnI 水平升高组严重脓毒

症和脓毒性休克发生率高于 cTnI 水平正常组;cTnI 水平升高组未愈和死亡率高于 cTnI 水平正常

组;cTnI 水平升高组患儿 Lac､ PT､ INR 水平高于 cTnI 水平正常组;cTnI 水平与 Lac､ PT､ INR 水

平呈正相关 (r=0.324､ 0.291､ 0.340,P<0.001) 
结论 脓毒症易并发血 cTnI 水平升高,且与病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相关。 
 
 
PU-1461 

儿童重症监护室气管插管患者非计划拔管根本原因分析及对策 
 

马涛,蒋迎佳,贺晓春,谢成,杨怡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610045 

 
 
目的 分析气管插管患者非计划拔管的原因,探讨减少气管插管患者非计划拔管发生及提高患者安全

的有效管理措施。 
方法 通过对 1 例发生管道滑脱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用利用时间节点图､ 鱼骨头,用根本原因分析

法(rootcauseanalysis,RCA)分析发生的原因。 
结果 镇静镇痛评估不足,操作不规范是气管插管患者非计划拔管的主要原因。 
结论 应从加强人员培训,合理配置人员,优化操作流程,减少气管插管患者非计划拔管事件的发生。 
 
 
PU-1462 

急性假膜性坏死性喉气管支气管炎 2 例 
 

胡婵婵,张晨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急性假膜性坏死性喉气管支气管炎易发生于儿童,起病急,可迅速导致患儿窒息死亡,抢救难度大,
本文通过报道该疾病 2 例,分析该疾病的可能原因及检查治疗措施,以助于疾病的救治。 
方法 报道我院 2017 年收治的 2 例急性假膜性坏死性喉气管支气管炎,结合各病例的特点,分析该疾

病的共同点及治疗要点。 
结果 病例一为 1 岁 8 月女性患儿,因“咳嗽发热 2 天,气促声嘶 1 天”入院。查体神志欠清,呼吸促,三凹

征明显,双肺呼吸音粗,偏低,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入院痰培养提示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呼
吸道病毒及支原体检测均为阴性,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提示气管支气管黏膜红肿明显,可见较多粘液样

条索状物质,病理报告:(支气管)小片炎性坏死组织。入院后予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插管后吸

出深褐色粘液样物质,患儿病情缓解撤机,但入院 5 天剧烈咳嗽后突然出现发绀,积极心肺复苏抢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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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余无自主心律,宣布死亡。病例二为 2 岁 4 月女性患儿,因“发热咳嗽 4 天,气促声嘶 3 天”入院。

患儿 3 天前有进食橡皮软糖病史,之后出现气促,伴咳嗽加重,咳出深褐色痰。查体精神烦躁,呼吸促,
三凹征明显,张口呼吸,双肺呼吸音低,可闻及少许干啰音。入院多次纤支镜灌洗液培养均提示甲氧西

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痰液及灌洗液呼吸道病毒检测提示流感 A 病毒阳性。多次纤支镜检查提示

喉气管支气管粘膜红肿局部发白,反复出现条索状物质,病理报告:(灌洗物)炎性坏死组织,多量脓细

胞,(支气管)片状炎性纤维素样坏死渗出物(可符合假膜性喉支气管炎)。肺部灌洗液样品与可疑呼吸

道异物样品红外图谱对比提示呼吸道异物为橡皮软糖可能性大。入院后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
多次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灌洗,并先后予美罗培南､ 稳可信､ 斯沃抗感染,甲强龙抗炎,雾化､ 吸痰加

强呼吸道护理等治疗。患儿入院 8 天突发窒息,予心肺复苏抢救,直接喉镜下从气管内夹取一长约

2cm 痰栓样物质后病情缓解。经气管插管呼吸机应用,多次纤支镜冲洗等治疗,患儿病情逐渐缓解,顺
利出院。 
结论 急性假膜性坏死性喉气管支气管炎较为罕见,但起病急,病情危重,且病情易反复,需引起高度重

视。上述两个病例均为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其中之一有流感 A 病毒感染及异物吸入

史。相关文献报道认为该疾病多由病毒感染引起,易合并革兰阳性菌感染如金葡菌､ 链球菌等,部分

病例亦有异物吸入史。因而在抗生素选择方面建议以抗阳性菌为主。本病主要表现为气道粘膜红肿

､ 坏死､ 剥脱,同时伴有血浆､ 纤维素样渗出,其主要危险在于纤维条索状物质随时可能堵塞气道引

起窒息,所以积极气管插管､ 纤支镜灌洗为主要处理手段,必要时需气管切开治疗。 
 
 
PU-1463 

超声心输出量监护仪在脓毒症新生儿心功能评价中的应用 
 

范娟,廖静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使用便携式超声心输出量监护仪(ultrasonic cardiac output monitor,USCOM)监测脓毒症新生

儿的心功能的变化。 
方法  使用 USCOM 测量 51 例脓毒症新生儿(观察组)及 33 健康新生儿(对照组)心功能相关指标,比
较两组心功能差异,及观察组患儿治疗前后心功能变化差异。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心率､ 外周血管阻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心脏指数､ 心输出量､ 每搏输出量

､ 速度峰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治疗后心功能相关指标较治疗

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脓毒症新生儿存在早期心功能变化,使用 USCOM 可快速､ 简便､ 动态了解脓毒症新生儿的心

功能及整体循环状态为治疗及评估病情提供依据。 
 
 
PU-1464 

341 例急诊小儿惊厥的临床分析 
 

梁文涛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目的 分析儿科急诊患儿惊厥的临床特点,为科学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儿科急诊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 341 例惊厥患儿,比较其发病原因及

临床特点。 
结果 惊厥发作是儿科急诊常见的紧急症状之一。341 例惊厥患儿中,男女比例为 1.75:1,1-3 岁婴幼

儿占 69.8%。发病时间以 3-6 月份多见。病因前三位为热性惊)､ 颅内感染和癫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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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惊厥发作有很多原因,病情严重程度各异,部分可自行缓解,部分可危及生命。引起儿童惊厥的主

要原因为热性惊厥､ 颅内感染､ 癫痫等。 
 
 
PU-1465 

对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反复强化基础生命支持技术培训效果观察 
 

葛许华,李灼,缪红军,高虹,林云,顾骏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观察对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反复强化基础生命支持技能培训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3 年 2 月-2016 年 1 月共 3 年间参加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每季度进行一次关于

BLS 技能的培训,在培训后一周内进行技能考核;并在此 3 年间每年对学员进行问卷调查 1 次,通过其

对自身相关能力自我评分,对得分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通过对该批参加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进行反复强化基础生命支持技能培训,医生的基础生命支

持技能得到明显的提高,第 1 次考核得分 61.75±13.63,第 5 次开始考核得分 72.92±14,与第 1 次得分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医师的自身心理承受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医患沟通能力等

的自我评价得分也有显著提高,得分分别为 29.75±8.03,36.07±7.97,45.21±9.05,后两次与第 1 次得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反复对低年资住院医生进行规范的基本生命支持技能强化培训,有利于提高医师的基础生命支

持技能,并提高医师的医患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等基本素质。 
 
 
PU-1466 

血液净化联合机械通气救治磷化铝中毒致 
多器官功能衰竭 2 例分析 

 
陈俊,刘勇,时珺,周兆群,李军,杨军,缪红军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研究磷化铝中毒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病例,为此类患儿提供新的临床救治方案和依据。 
方法 对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ICU 2016 年收治的 2 例磷化铝中毒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患儿整

个治疗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 例患儿均有明确的接触磷化铝并致中毒的病史,呈现不同程度的呕吐､ 乏力､ 精神差､ 头痛

､ 头晕､ 昏迷,腹泻､ 黄疸等症状,经过积极的血液净化联合机械通气等综合性治疗,病情均得到有效

控制,痊愈出院,后期送高压氧舱康复治疗。 
结论 磷化铝中毒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情极度危重,昏迷时间较长是其特点之一,救治难度大,常规治

疗的基础上,血液净化联合机械通气,具有重要的治疗意义和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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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7 

PICU 连续 10 年社区获得性重症感染病原谱及耐药性分析 
 

丁洁,金丹群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了解婴幼儿社区获得性重症感染病原谱及耐药性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入住××医院重症医学科社区获得性重症感染病例 1093 例,进
行血常规､ 生化､ CRP 及相关标本培养等检查。 
结果 1093 例社区获得性重症感染,多累及全身多部位。分离出的 249 株病原菌中耐药菌 164 株,其
中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71 株,多重耐药肺炎链球菌 37 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34 株,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 22 株,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14 株。 
结论 社区获得性重症感染耐药菌逐年升高,可能与广谱抗生素应用有关,条件致病菌感染需重视。 
 
 
PU-1468 

4 例脓毒性脑病患儿头颅核磁共振特点分析 
 

陈国兵,颜卫源,吴谨准,朱碧溱,施惠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ICU 361003 

 
 
目的 对脓毒性脑病患儿头颅核磁共振改变特点进行总结,了解脓毒性脑病脑损伤部位及性质特点。 
方法 对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ICU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1 月收治的 4 例脓毒性脑病患儿进行

头颅核磁共振检查,分析影像学变化特点,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4 例脓毒性脑病患儿均可见头颅磁共振异常改变。病例 1:双侧额叶､ 岛叶､ 尾状核头及苍白球

可见对称性斑片状略长 T1 长 T2 异常信号灶,Flair 序列呈等高信号,边界不清,DWI 序列呈高信号。

病例 2:双侧颞叶皮层区及海马区见条形迂曲状稍长 T1 长 T2 异常信号,边界欠清,DWI 序列呈高信号;
双侧侧脑室后角旁条形等 T1 长 T2 略高 FLAIR 信号,DWI 序列呈高信号;双侧丘脑枕部及基底节区

见对称性卵圆形､ 条片状长 T1 长 T2 略高 FLAIR 信号。病例 3:双侧丘脑见对称性斑片状长 T1 长

T2 稍高 Flair 异常信号,DWI 呈高信号,边界不清。病例 4: 双侧海马 DWI 序列呈对称性高信号。 
结论 脓毒性脑病引起的脑损伤无特定部位,影像学改变主要表现为长 T2､ DWI 高信号病灶,提示病

理改变以脑白质病变以及脑水肿为主。 
 
 
PU-1469 

白细胞介素 10 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的关系 
 

付书琴,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 10(IL-10)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的关系及川崎病的发病机制,为其诊断及治疗提

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 Massarray 基因分型技术检测郑州市儿童医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住院的 87 例

川崎病患儿(研究组)和 50 例健康体检儿童(健康对照组)的 IL-10 基因 rs3790622､ rs3024490､
rs1800872､ rs3024498､ rs1554286､ rs1518111 等 6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的基因分布,进行

单倍型分析及连锁不平衡检验,并检测两组儿童血清 IL-10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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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组患儿 IL-10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IL-10 基因的 6 个 SNPs 位点在研究组

与健康对照组之间等位基因频率､ 基因型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 个 SNP 位点所构

建的单倍型中,AGCGCA､ ATCATA 单倍型 常见,其次为 CTCATA､ ATTATA 和 CGCGCA 单倍

型.研究组 CTCATA､ AGCGCA､ ATCGCA 单倍型频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研究组 CGCGCA､ ATCATA 单倍型频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 rs1800872 位点,研究组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等位基因频率及基因型频率分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川崎病与血清 IL-10 水平有着密切关联。未发现 IL-10 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的发病存在相关关

系。单倍型 ATCATA､ CGCGCA 可能对儿童川崎病的发生具有保护性作用。在 rs1800872 位点,T
等位基因及 CT 基因型的存在可能是川崎病发病的保护因素。 
 
 
PU-1470 

小儿误服油漆稀释剂中毒 1 例救治体会并文献复习 
 

崔君浩,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小儿油漆稀释剂中毒的临床特点及救治要点。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收治的 1 例油漆稀释剂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复习相关文献

报道,总结小儿油漆稀释剂中毒的临床特点和主要救治手段。本例患儿,女,1 岁 3 月,因“误服油漆稀

释液伴精神差 5 小时”入院。入院前 5 小时,患儿误服油漆稀释液后出现精神差､ 嗜睡､ 呕吐。查

体:T36.8℃,HR175 次/分,R46 次/分,BP107/69mmHg,嗜睡,反应差,皮肤黏膜无黄染､ 皮疹及出血点,
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0mm,对光反射灵敏,鼻导管吸氧下口唇无发绀,呼
吸促,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腹未见明显异常。四肢肌力及肌张力大致正常,神经系统查

体未见明显异常。急查血气分析､ 电解质､ 凝血功能､ 乳酸､ 肾功能､ 胸片､ 心电图､ 头颅 MRI
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心肌酶､ 肝酶稍高。诊断“挥发性溶剂急性中毒(油漆稀释液中毒)､ 心肌损害

､ 肝损害”。治疗给予清洗皮肤､ 禁食､ 洗胃､ 补液､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利尿､ 导泄､ 维生素 C
､ 维生素 B6､ 还原型谷胱甘肽保肝､ 磷酸肌酸钠营养心肌等综合治疗。入院第二天,意识障碍加重,
肝酶显著升高,凝血功能进行性恶化,期间连续 3 天给予三次血浆置换,每次 3 小时。之后患儿病情逐

渐好转,入院第 9 天,患儿清醒,呼吸平,可进食,共住院 17 天,治愈出院。 
结果 小儿油漆稀释剂中毒早期以消化道症状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多见,后期主要为肝损害为主的多

脏器功能衰竭,可发生肝衰竭､ 肾衰竭､ DIC､ 呼吸衰竭等,临床症状多危重。治疗以尽早清除毒物

和维持脏器功能为主。 
结论 加强对小儿监管减少此类意外发生。突然起病､ 病史明确的油漆稀释液中毒患儿,除清洗皮肤

､ 禁食､ 洗胃､ 补液､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利尿､ 导泄､ 维生素 C､ 维生素 B6､ 还原型谷胱甘肽

保肝､ 磷酸肌酸钠营养心肌等综合治疗外,要早期积极行血浆置换,可显著改善患儿预后。 
 
 
PU-1471 

儿童误服高锰酸钾中毒 1 例救治体会 
 

杜宜洋,宋春兰,成怡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总结高锰酸钾中毒引起口腔黏膜､ 咽喉部粘膜､ 消化道损伤后的治疗及预后,提高临床医师对

其急救处理措施的认识,并使家长认识其危害性,在平时日常生活中注意该种用品的存放。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486 
 

方法 通过报道 1 例 1 岁 9 月男童误服高锰酸钾中毒后救治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患儿,男,1 岁 9 月,
主因以“咳嗽 3 天,误服高锰酸钾 1 天”入院。入院查体:T38.0℃,P165 次/分,R72 次/
分,BP107/75mmHg,嗜睡,精神差,呼吸促,鼻扇明显,三凹征阳性,左颈部及前胸部可见大量灼伤后小

米粒样大小结痂,全身皮肤黏膜未见黄染､ 皮疹及出血点,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口唇可见暗黑色血

性结痂,部分破溃,口唇微绀,咽充血,口腔内可见大片溃疡,颈软,无抵抗,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痰鸣

音。心音稍钝,未闻及明显杂音。余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入科立即予以吸氧,禁食,维生素 C 溶液洗胃,
奥美拉唑保护黏膜,开塞露灌肠导泻,呋塞米利尿等对症处理。入院后第二天结果回示后血常规示白

细胞 12.51×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83.8%,淋巴细胞百分比

13.1%,CRP60.19mg/L,BNP420.5pg/ml,PCT4.57ng/ml,谷丙转氨酶 73.6U/L,谷草转氨酶 149 U/L,
乳酸脱氢酶 394.8mmol/L,肌酸激酶 37.0mmol/L,肌酸激同工酶 8 U/L,B 型钠尿肽前体 5350pg/ml,肌
钙蛋白 T10.5ng/ml,PCT5.57ng/ml。予以维生素 C 溶液涂抹口腔,双氧水､ 生理盐水及重组人表皮

生长因子凝胶剂依次涂抹口唇,还原性谷胱甘肽保肝,头孢哌酮舒巴坦抗感染,磷酸肌酸钠营养心肌,鼻
饲奶 50ml 等治疗。入院后每天监测各项指标变化。患儿试口服奶后呛咳明显,予以上消化道造影示

可见造影剂进入气管;行喉镜检查示咽喉､ 会厌部粘膜糜烂､ 黏连。治疗 2 周后,各项化验指标基本

正常,患儿好转出院继续鼻饲奶及雾化等恢复性治疗。 
结果 高锰酸钾为一种强氧化剂,高浓度时有刺激和腐蚀作用。重症中毒时可出现口内灼伤感,口腔黏

膜及牙齿呈棕黑色水肿,咽喉部水肿,吞咽困难出现窒息,可知消化道出血､ 穿孔,甚至出现循环衰竭等

危重症状。 
结论 在处理高锰酸钾中毒患儿时,要早发现早处理,以免患儿造成不可逆损伤。做好宣教工作,介绍其

危害性并告知家长妥善放置,避免此类中毒事件发生。 
 
 
PU-1472 

俯卧位在儿科 ARDS 中的应用 
 

赵劭懂,缪红军,喻文亮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1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一种常见的儿内科急危重症。

机械通气是治疗 ARDS 的有效手段之一,以往为了患者的舒适度和护理方便,常采取仰卧位或半卧

位。但新近很多研究发现,俯卧位时可改变呼吸力学､ 降低胸腔内压避免肺脏过度充气,从而减少由

于过度牵扯导致的肺损伤,对改善 ARDS 气体交换和氧合有重要意义。 
Prone position in ARDS of Pediatrics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is a common disease in the 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treatment of ARDS. In the past, in 
order to comfort and care for patients, often take the supine or semi supine position. Recently, 
however, many studies found that prone position can be changes in respiratory mechanics, 
reduced intrathoracic pressure to avoid lung hyperinflation.Prone position can reducing excessive 
involved in lung injury and to improve the ARDS gas exchange and oxygenation. 
 
 
PU-1473 

危重患儿高乳酸血症与住 PICU 时间的关系 
 

雷延龄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危重患儿高乳酸血症与住 PICU 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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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20 例住进我院 PICU 的危重患儿为研究对象,均为严重感染性疾病,年龄为 1 个月至 3 岁,其
中男孩 10 例,女孩 10 例。患儿入 PICU 后,立即从桡动脉抽取动脉血约 1ml,用我科 PICU 的床旁血

气分析仪器(GEM Premier3000)进行检测,可得到血气分析结果,其中包括乳酸,并记录患儿在 PICU
的治疗时间,时间小于或等于 7 天的为观察组,大于 7 天的为对照组,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两组乳酸水平

的高低。 
结果 观察组乳酸水平(3.32±1.33)mmol/L 高于对照组(2.17±0.78)mmol/L,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乳酸是评估危重症的重要指标之一,早期乳酸水平越高,提示病情越危重,在 PICU 的治疗时间

相对较长,对危重病人进行血乳酸检测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危重症病情复杂多变,在重视乳酸在临

床的应用价值同时,也要结合其它因素。 
 
 
PU-1474 

先天性食管闭锁术后 5~9 年随访 
 

丁洁,金丹群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分析食管吻合术远期并发症,探讨长期随访必要性。 
方法 对先天性食管闭锁Ⅲ型手术治疗痊愈出院的 28 例追踪随访 5~9 年,记录儿保科检查生长发育

情况;肺功能､ 气管 CT 扫描､ 气管镜､ 消化道造影､ 胃镜。 
结果 22 例生长发育正常范围,6 例发育落后,其中反复呼吸道感染 4 例､ 气管软化症 2 例､ 胃食管反

流 1 例,随访至 12 个月后发育落后纠正;气管软化症 11 例,8 例治愈,死亡 3 例。严重软化 2 例行气管

内支架植入,1 例成功,1 例因气道内肉芽生长行球囊扩张 3 次。随访至平均 48.4±5.2 个月,存在反复

喘息､ 肺炎 7 例,5 例出现肺功能异常,2 例 6 岁以上患儿存在气道高反应性;7 例随访平均 11.4±2.3
个月发生吻合口狭窄,3 例为术后吻合口漏患儿。其中 5 例行球囊扩张术 1 次,1 例扩张 2 次,1 例扩

张 3 次,随访食管造影无复发; 9 例胃食管反流,临床表现吞咽困难､ 疼痛､ 咳嗽､ 喘息及反复肺炎等,
经保守治疗治愈 4 例,缓解 2 例,无效 3 例。平均随访 62.1±7.8 个月,2 例轻度反流,1 例中度反流,1 例

重度反流。3 例肺功能异常､ 2 例 6 岁以上患儿气道高反应性。 
结论 先天性食管闭锁术后存在涉及多学科并发症,长期随访可做到早期发现及进一步治疗。 
 
 
PU-1475 

小儿复方苯乙哌啶中毒 66 例临床分析 
 

康杰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探讨小儿服用复方苯乙哌啶后出现中毒反应的临床救治策略。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 PICU 收治的 66 例复方苯乙哌啶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

系统的回顾性分析。 
结果 66 例患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嗜睡､ 昏迷及呼吸抑制。入院后予患儿纳洛酮静脉注射,首次按

0.02~0.03 mg/kg,轻度者 4~6h 后再注射 1 次;中度者每次间隔 2~4h 注射 1 次;重度者首次注射后改

为静脉滴注,按 10~20 (μg·kg) / h 的速度维持 2~3d。密切监测患儿生命体征,有合并呼吸衰竭者予

气管插管,呼吸机支持治疗。18 例轻度患儿在 2~4 h 后神志清醒,精神渐好转,共住院 2~3d 痊愈出

院。32 例中度患儿多在 6~8 h 后神志清醒,呼吸逐步恢复正常,治疗 3~5 d 痊愈出院。16 例重度患

儿合并呼吸衰竭,其中 14 例在 12~24h 后神志转清,自主呼吸恢复,成功撤机,治疗 5~7d 痊愈出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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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中毒患儿出院后随访 1 个月,均无后遗症发生;其中 2 例重症患儿由于就诊时间较晚,频繁抽搐,
终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结论 儿童在正常剂量下也可发生中毒,表明本药治疗量与中毒量接近,因此不宜作为儿童腹泻常规用

药。复方苯乙哌啶中毒对患儿的 为危重的影响是呼吸抑制。早期诊断､ 早期用药是抢救成功的关

键。纳洛酮是抢救小儿复方苯乙哌啶中毒的有效药物。呼吸抑制明显的患儿,早期使用呼吸机支持

治疗,可以有效地减少中枢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发生,降低死亡率。 
 
 
PU-1476 

以血性胸水为首发表现的婴儿纵膈 
原发性横纹肌肉瘤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施惠宣,吴瑾准,陈国兵,朱碧溱,颜卫源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以血性胸水为首发表现的儿童纵膈原发性横纹肌肉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 例以血性胸水为首发表现的 6 个月儿童纵膈原发性横纹肌肉瘤的临床特点

及诊治经过,并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总结。 
结果 该例患儿临床表现主要为气促､ 血性胸水､ 纵膈占位逐渐增大,引起呼吸､ 循环不稳定,影像学

提示纵膈占位,全身 PET-CT 提示后中下纵膈巨大团块状软组织肿块,密度不均 减低,边界不清,与邻

近血管关系密切,代谢增高,我院经 PET-CT 引导下穿刺取病理确诊。患儿因年龄小,病理确诊后由于

肿瘤压迫及严重肺部感染,生命征不稳定,无条件行手术治疗及化疗,家属放弃治疗。 
结论 纵膈原发性横纹肌肉瘤在儿童较为罕见,由于肿瘤位置特殊,病理取材､ 手术切除困难,为预后不

良部位,且婴儿发病预后相对差,PET-CT 有助于肿块良恶性程度的判断,且可引导穿刺,该病早期诊断

需多学科合作,避免延误 佳治疗时机。 
 
 
PU-1477 

结节性硬化症合并腹主动脉瘤 1 例报告 
 

魏红霞,朱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结节性硬化症合并主动脉病变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结节性硬化症合并腹主动脉瘤病例的临床特征､ 手术治疗及预后。 
结果 患儿,女,2 岁,因发现腹部肿块 1 月余入院,既往发现癫痫(小发作)近 1 年, 多 1 天发作 4 至 5
次,间断服用左乙拉西坦治疗;曾行左上臂皮损切除术。入院查体:左侧腹部可触及肿块,约 7*5cm,搏
动明显,腹部未闻及血管杂音,后背部可触及一 5*3cm 椭圆形包块,质韧较固定,与周围组织界限不清,
右足拇指可见皮肤脱失。头颅 MRI:左侧额叶､ 两侧顶叶及左侧脑室旁多发异常信号灶,结节性硬化

首先考虑。腹部 MRI:巨大腹主动脉瘤;腰背部中线皮下富血供肿块;左侧竖脊肌较右侧稀疏,伴异常强

化;约腰 3-4 水平左侧椎间孔可疑强化结节。术中探查腹腔内正中偏左一巨大波动性肿块,将小肠系

膜推至右侧腹部,约 8*5*6cm,动脉壁增厚,探查距离左肾动脉起始部远端 1.5cm 处腹主动脉膨大,至
髂血管分叉近端终止,双侧髂动脉直径正常未受累。于瘤体前壁剖开,置入直径 6mm 涤纶人工血管,
裁剪约 12cm 长,缝合近端腹主动脉及人工血管､ 远端人工血管与成形髂总血管。术后患儿有一过性

高血压,复查腹部血管超声示人工血管走形正常,管腔通畅,血管充盈可,住院治疗 23 天好转出院。 
结论 小儿腹主动脉瘤发病率低,而结节性硬化症合并腹主动脉瘤病例罕有报告,手术､ 雷帕霉素及对

症治疗可能改善患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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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8 

高容量血液滤过对急性肺损伤幼猪肺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 
 

陈伟明,陆国平,闫刚风,陆铸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比较早期应用不同置换量剂量血液滤过治疗对内毒素诱导的急性肺损伤幼猪呼吸功能的影响

及其机制探讨 
方法 18 头幼猪利用随机数字表进行完全随机化分为对照组､ 血液滤过组(CVVH 组)､ 高容量血液

滤过组(HVHF 组),每组 6 头。应用大肠杆菌(O111:B4)内毒素诱导急性肺损伤模型。于动物基础状

态､ 成模(0 h)､ 成模后 2 h､ 成模后 4 h､ 成模后 6 h 分别记录肺功能相关指标:肺动态顺应性､ 气

道阻力､ 呼吸频率､ 氧合指数;循环相关指标:心率､ 平均动脉压､ 心输出量､ 外周血管阻力指数､

血管外肺水指数(EVLWI);测定血浆炎症介质指标:白细胞介素-6(IL-6)､ 白细胞介素-10(IL-10)､ 肿瘤

坏死因子-α(TNF-α);实验结束后留取幼猪模型肺部病理进行肺损伤病理评分及肺湿干重比。多组间

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 Kruskai-Wall H 检验 
结果 HVHF 组实验幼猪肺功能指标较 CVVH 组有好转,其中 HVHF 组 6h 肺动态顺应性[(2.3±0.5) 
ml/cmH2O/kg]高于 CVVH 组[(1.5±0.5) ml/cmH2O/kg](P<0.05);6hr 气道阻力[(22.0±1.9) 
cmH2O/L/sec]低于 CVVH 组[(29.5±1.5)cmH2O/L/sec](P<0.05);而在实验 6 小时内 CVVH 组肺功能

指标较对照组变化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同时 HVHF 组 6h 血管外肺水[(22.7±2.1)ml/m2]低于 CVVH 组

[(39.5±2.6)ml/m2](P<0.05);血浆各炎症介质水平血液滤过两组均低于对照组,同时 HVHF 组 IL-
6[(200.2±54.5)pg/ml]､ IL-10[(74.2±17.3)pg/ml]及 TNF-α[(54.4±13.2)pg/ml]在 6 h 时点均低于

CVVH 组 IL-6[(279.9±60.9)pg/ml]､ IL-10[(101.7±20.7)pg/ml]及 TNF-α[(72.7±20.7)pg/ml]水平

(P<0.05);肺损伤评分 HVHF 组低于 CVVH 组(7.77±1.87 Vs 11.28±2.17, P<0.05) 
结论 不同剂量血液滤过均能降低幼猪模型血浆炎症介质指标,但普通剂量血液滤过不能改善低幼猪

模型的呼吸功能;早期高容量血液滤过能够改善内毒素诱导急性肺损伤幼猪模型的呼吸功能同时降

低肺损伤病理评分。 
 
 
PU-1479 

儿童程序性撤机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 
 

陈伟明,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评价儿童应用程序性撤机(protocol-based weaning)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采取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将 120 名于 PICU 接受机械通气且符合研究入选标准患儿,入
选条件包括儿童机械通气大于 48 小时,排除标准为:神经肌肉疾病导致的中枢性呼吸衰竭､ 机械通气

时间大于 14 天､ 合并先天性心脏病或肺动脉高压的呼吸衰竭。将入选 120 名患儿随机分为应用防

治呼吸机相关肺部感染(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策略同时应用儿童自主呼吸实验

(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 SBT)进行呼吸机撤离的干预组(n=60)及仅使用 VAP 防治策略并根据

主管医生经验撤机的对照组(n=60),研究观察终点为患儿转出 PICU,比较两组患儿机械通气时间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ICU 留滞时间､ 意外拔管率､ 再插管率､ 呼吸机相关肺炎的

发生率等指标。 
结果 干预组共进行 404 次 SBT,SBT 通过率 255/404(63%),干预组机械通时间较对照组有缩短趋势,
但是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92days(2.75, 12.0)Vs 8.25days(2.44, 15.44)  p=0.517];插管至首次

尝试拔管时间干预组短于对照组[2.54days(1.96, 4.52) Vs 4.63days(2.52, 8.74)  p=0.003]; PICU 留

滞时间干预组短于对照组【8.0days(5.0,12.0) Vs 12.0days(7.5,17.5) p=0.004】;意外拔管率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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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6/60 Vs 2/60 ,p=0.03),但是再插管率两组并无统计学差异(13.8% Vs 12.5%,p=0.73),干
预组及对照组 VAP 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5/60 Vs 7/60 p=0.43)。 
结论 儿童应用自主呼吸实验进行程序性撤机,能够让我们更早尝试拔管并缩短 PICU 留滞时间,且并

不增加患儿再插管率。 
 
 
PU-1480 

EV71 感染对重症手足口病影响因素的临床分析 
 

孙立波
1,陆国平

1,朱友荣
1,金丹群

1,黄秀莲
1,李秀勇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江西省儿童医院 

3.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4.临沂市人民医院 
5.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多中心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EV71 感染､ 性别､ 发病年龄､ 发热时间等因素对重症手足口病临床

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治疗转归的影响。 
方法 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临沂市人民医院,阜阳市

第二人民医院成立研究协作组,通过实时填写调查表格,前瞻性收集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共收集重症手足口患儿 226 例,EV71 阳性组发热>3 天､ 惊跳､ CKMB>25U/L､ 肺炎发生率高

于 EV71 阴性组。EV71 阳性组皮疹更典型,需要血管活性药物及呼吸机治疗比例更高,住院时间更

长。EV71 阳性组和 EV71 阴性组在性别､ 年龄､ 高体温､ 高呼吸频率､ 心率､ 血压､ 白细胞

计数､ 乳酸水平､ 惊厥､ 心动过速､ 肺水肿､ 心肌炎发生率､ 病死率无明显差异。男性重症手足口

患儿皮疹更典型,惊跳比例高于女性,女性患儿嗜睡､ 呼吸频率改变､ CRT>3 秒发生率高于男性。性

别对 高体温､ 发热持续时间､ 血糖水平､ 白细胞计数､ 肺水肿､ 肺出血发生率､ 住院时间､ 住院

费用､ 病死率无明显影响。年龄≤3 岁较>3 岁头痛发生率低,呼吸次数､ 心率更快,血压更低。年龄

≤3 岁和>3 岁组在 高体温､ 发热持续时间､ 肺水肿､ 肺出血､ 心肌炎､ 肺炎发生率､ 机械通气率

､ 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 病死率方面无明显差异。 
结论 EV71 感染手足口病患儿病情重于非 EV71 感染手足口患儿。年龄和性别对手足口病的严重程

度无明显影响。 
 
 
PU-1481 

儿茶酚胺在神经源性肺水肿动物模型中作用的研究 
 

孙立波,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建立神经源性肺水肿动物(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NPE)模型,研究儿茶酚胺在 NPE 发

生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家兔小脑延髓池注入纤维蛋白原和凝血酶形成 NPE 模型。实验分为对照组,生理盐水组,
实验组。对照组只进行小脑延髓池穿刺,不注入药物。生理盐水组小脑延髓池穿刺后抽出脑脊液注

入等量生理盐水,实验组通过小脑延髓池注入纤维蛋白原和凝血酶。各组动物进行气管切开气管插

管,分离股动脉,颈内静脉连接 PICCO 仪器检测血压,心率,呼吸。观察小脑延髓池穿刺前,穿刺时,穿
刺后半小时各组动物的心率,呼吸,血压,分别留取血清标本测定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内皮素-1,IL-
10 水平。实验结束后处死家兔,打开胸腔观察气管插管内有无水肿液,肺表面有无淤血水中,取左肺下

叶福尔马林冲洗固定,石蜡切片 HE 染色,行病理检查。 
结果 实验组在小脑延髓池穿刺当时及穿刺后 30 分钟心率,呼吸,血压较对照组及生理盐水组明显升

高,病理检查肺有散在出血点,镜下显示肺组织水肿､ 出血,肺泡腔有较多炎症细胞浸润。小脑延髓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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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前各组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浓度无差异,实验组在穿刺当时,穿刺后 30 分钟肾上腺素,去甲肾

上腺素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和生理盐水组。三组血清内皮素-1,IL-10 水平在试验过程中无明显差

异。 
结论 通过家兔小脑延髓池穿刺可构建 NPE 动物模型,儿茶酚胺在家兔 NPE 动物模型的发生中起一

定的作用,内皮素-1 和 IL-10 和家兔 NPE 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 
 
 
PU-1482 

脑氧饱和度对重症昏迷患儿预后的评估 
 

苏军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通过监测脑氧饱和度评估内科监护室重症昏迷患儿预后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入住郑州儿童医院内科监护室 54 例昏迷患儿。根据患儿出

内科监护室时意识状态分为清醒组和昏迷组。其中清醒组 38 例,昏迷组 16 例。入院后记录患者的

基本资料,同时进行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 小儿危重症评分,并应用 EGOS-600A 脑氧监测仪进

行脑组织氧饱和度(rSO2)监测。分析比较 GCS 和 rSO2 数值与患儿神经功能预后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入院时小儿危重症评分､ GCS 评分和出院时 GCS 评分,两组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清醒组 GCS､ rSO2 明显高于昏迷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氧饱和度可用于评估内科监护室重症昏迷患儿神经功能预后。 
 
 
PU-1483 

革兰氏阴性菌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王文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常见革兰氏阴性(G-)菌的分布特点及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情况,为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2 月临床分离的 213 株 G-菌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经培养共分离出的 213 株 G-菌,以呼吸道来源为主,占 64.8%。常见 G-菌为铜绿假单胞菌､ 大

肠埃希氏菌､ 鲍曼不动杆菌､ 肺炎克雷伯菌､ 阴沟肠杆菌､ 嗜麦芽黄单胞菌。药敏结果显示细菌耐

药性明显增强,阴沟肠杆菌､ 大肠埃希氏菌､ 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对美洛培南､ 亚胺培南 100%敏

感,对环丙沙星､ 左旋氧氟沙星､ 阿米卡星敏感性在 70.3%以上;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菌株检

出率在 76.7%以上。铜绿假单胞菌仅对环丙沙星､ 左旋氧氟沙星､ 庆大霉素､ 阿米卡星､ 多粘菌素

敏高度感度,敏感度在 87%以上。鲍曼不动杆菌对美洛培南､ 亚胺培南､ 环丙沙星､ 左旋氧氟沙星

､ 庆大霉素､ 阿米卡星､ 头孢吡肟､ 头孢他啶相对敏感,敏感度在 53.3%-73.3%;ESBLs 检出率为

76.7%。嗜麦芽黄单胞菌仅对左旋氧氟沙星､ 环丙沙星､ 复方新诺明相对敏感,敏感度在 53.3%-
73.3%,对美洛培南､ 亚胺培南 100%耐药。 
结论 G-菌耐药日趋严重,多为多重耐药。为避免耐药率上升,临床应合理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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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4 

6 月龄以下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婴儿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与其预后的相关研究 

 
熊小雨,刘成军,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对体外循环下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围术期婴儿所用的血管活性药物进行评分,探讨其对患者预后

结局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 53 例体外循环下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 6 月龄小婴儿的临床资料,并对术后第 1
个 24h､ 第 2 个 24h 所用的血管活性药物进行评分统计其均值和 大值(VIS(24MAX)､
VIS(24MEA)､ VIS(48MAX)､ VIS(48MEA)),采用 ROC 曲线､ T 检验及卡方(x2)检验对血管活性药

物评分和预后结局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53 例患儿中新生儿 6 例(6/53,11.32%);除 ASD､ VSD､ PDA 之外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11 例(11/53,20.75%)(CAVC 1 例､ DORV 1 例､ TGA 6 例､ PVA 1 例､ TAPVC 2 例);四种主要结

局中死亡 3 例(3/53,5.66%),有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5 例(5/53,9.43%),心肺复苏 5 例(5/53,9.43%),血液

净化 4 例(4/53,7.56%);ROC 曲线统计显示 VIS(24MAX)分别对本组患儿四种结局和死亡的预后判

断更准确(AUROC=0.938,P=0.000;AUROC=0.943,P=0.010),并计算出 VIS(24MAX)对四种结局和

死亡预测的 佳临界值均为 19.5 分(J=0.798 和 J=0.82);同时 VIS(24MAXh)组患儿(VIS(24MAX)≥
19.5 分)的死亡率､ 主要结局比率及乳酸值均显著高于 VIS(24MAXl)组患儿(VIS(24MAX)<19.5
分)(25%&0,x2=6.688,p=0.01;66.67%&2.44%,x2=22.799,p=0.000;5.68&1.67,t=3.329,p=0.006)且非

死亡患儿中 VIS(24MAXl)组患儿的机械通气时间和住 ICU 时间均显著高于 VIS(24MAXl)组患儿

(133.89&38.56,t=4.207,P=0.002;7.67&3.27,t=4.247,p=0.002)。 
结论  围术期婴儿血管活性药物评分尤其是术后第 1 个 24h 内 大血管活性药物评分对其预后结局

有较好的预判作用;其值越大,死亡率越高,预后结局越差。 
 
 
PU-1485 

血液净化在儿童横纹肌溶解症治疗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王文磊,李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血液净化在儿童横纹肌溶解症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13 例横纹肌溶解症患儿入院后立即予以血液净化治疗。检测患儿血液净化治疗前后血肌红蛋

白(Mb)､ 肌酸磷酸激酶(CPK)､ 肌酸磷酸激酶同工酶(CPK-MB)､ 乳酸脱氢酶(LDH)､ 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ALT)､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血尿素氮(BUN)､ 血肌酐(Cr)的变化情况,并观察临床改

善情况。 
结果 经过血液净化治疗后患儿 Mb､ CPK､ CPK-MB､ LDH､ ALT､ AST､ BUN､ SCr 均有明显好

转,临床表现明显改善。 
结论 血液净化对于治疗儿童横纹肌溶解症有着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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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6 

有创颅内压监测在儿童重型颅脑创伤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王文磊,李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有创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ICP)监测在儿童重型颅脑创伤中应用价值。 
方法 将 158 例重型颅脑创伤患儿随机分成 2 组,检测组入院 24 小时内安装有创 ICP 监测,并根据

ICP 数值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将治疗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同时,观察监测组不同 ICP 分组的预

后。按照哥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伤后 3 个月评价结果 
结果 监测组预后良好率为 61.2%,预后不良率为 38.8%;对照组预后良好率为 41.0%,预后不良率为

59.0%;两组间预后良好率和预后不良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 ICP 患儿预后情况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重型颅脑创伤患儿及时安装有创 ICP 监测,能够动态观察 ICP 的变化,及早发现病情变化,
指导临床恰当的治疗,改善病情,并能评估预后。 
 
 
PU-1487 

儿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 1 例及文献复习 
 

孙夏烨,朱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儿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的发生机制､ 临床表现､ 诊断和治疗进展。 
方法 回顾分析儿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 1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回顾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患儿入院后经胰岛素､ 奥曲肽､ 禁食､ 静脉补液､ 保护脏

器功能等治疗后,患儿血淀粉酶恢复正常,血糖趋于稳定,腹痛､ 呕吐症状消失,经治疗后好转出院。 
结论 儿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发急性胰腺炎较成人少见,临床易漏诊､ 误诊。对有类似于急腹症的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儿需及时行血尿淀粉酶及相关影像学检查,禁食､ 补液､ 胰岛素静滴及生长抑

素等是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胰腺炎的关键。 
 
 
PU-1488 

Overexpression of fibrillin-1 and agrin contribute to 
bronchopulmonary hypoplasia in nitrofen induced CDH  

 
zhang min,Zhu Xiaodo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ffiliated Xinhua Hospital 10028166 
 

 
Objective 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 is a severe neonatal malformation with high 
mortality and long-time morbidity, incidence rate of 1/3500.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and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s the leading causes of the death in CDH. The pathogenesis 
of CDH and the reasons of pulmonary hypoplasia and pulmonary hypertension remain unclear. 
So that we used a more powerful protein analysis techniques-mass stectometry based 
proteomic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differential proteomics in CDH lungs from nitrofen induced 
CDH mouse models, and try to find out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fetal lung development. 
Methods First, we first built a nitrofen induced CDH animal models, and compare morphology of 
fetal lungs with normal fetal lungs by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Second, CDH lungs and normal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494 
 

fetal lungs were proceeded protein mass spectrometry, differential proteomics of lung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bove were analyzed. Third, Glycoproteins as fibrillin-1 and agrin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in the two groups. Western-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ssays were also 
introduced to confirm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in fibrillin-1 and agrin. Meanwhile, ELISA 
measurement of human fibrillin and agrin was used to quantify expression in blood serum of 
neonates with CDH. 
Results The notrifen induced CDH mouse model were built successfully, Average body weight of 
the CDH group is 4.338 ± 0.2283g,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5.006±0.06590g(p<0.05). 
Average fetal rat lung weight of CDH group is 0.1071 ± 0.01377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0.1586 ± 0.004228(p<0.05). CDH fetal lung appeared pulmonary hypoplasia (PH) by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Differential proteomics of fetal lungs between nitrofen induced fetal 
CDH group and normal rat fetal rats group were analyzed, a series of variances in proteomics 
were found out, two glycoproteins as fibrillin-1 and agrin were found extremely overexpressed in 
the nitrofen induced fetal lungs. Overexpression of fibrillin-1 and agrin in the nitrofen induced fetal 
rat CDH lungs were also confirmed by western-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 ELISA 
measurement were used to quantify agrin overexpression in in blood serum of neonates with 
CDH. 
Conclusions Pulmonary hypoplasia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DH patients survival, 
glycoproteins as fibrillin-1 and agrin may be functional in fetal lung development, as glycoproteins 
examined existence in early lung development, aberrant overexpression of them in late stage of 
CDH lungs may represent immature state of CDH lungs. Besides aberrant overexpression of 
them in CDH lung may cause abnormal bronchopulmonary morphology development reasoning 
from signaling pathway they participated in, precise functions of them in CDH fetal lung 
development need explored in the future. 
 
 
PU-1489 

小儿卡波西型血管内皮瘤 18 例临床分析 
 

夏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小儿卡波西型血管内皮瘤(Kaposiform hemangioendothelioma,KHE)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策

略。 
方法 回顾 2011 年至 2015 年我院收治的 KHE 患儿临床资料并随访,统计分析病例的一般特点､ 肿

块性状､ 是否伴有卡梅综合征､ 治疗方法和转归,利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011 年至 2015 年我院收治的 KHE 患儿共 18 例,所有病例均经病理确诊。18 例患儿中男性

12 例,女性 6 例。按照发生部位,头颈部 5 例,躯干 4 例,四肢 9 例。按照发现时间,15 例发现于出生后

4 个月内,其中 11 例为先天性起病。18 例患儿中累及表皮者 12 例,表现为皮肤大面积不规则紫红

块。18 例患儿中 10 例(55.6%)起病后有卡梅现象(Kasabach-Merritt Phenomenon,KMP)。比较 10
例出现 KMP 的患儿和 8 例未出现 KMP 的患儿,两组在性别､ 起病部位､ 是否存在表皮病变等方面

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而两组在肿块大小和是否累及深部肌肉上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在未出现 KMP 的患儿中,还存在 1 例较罕见的骨卡波西型血管内皮瘤。18 例患儿中,手术前 12 例使

用激素治疗,其中 6 例肿瘤生长控制,6 例使用心得安治疗,1 例使用干扰素治疗,均无明显效果,所有病

例 终均经病理确诊(手术切除､ 部分切除或活检),术中发现肿块均呈实质性,呈侵袭性生长,18 例患

儿中 10 例手术完全切除,4 例部分切除,4 例手术活检确诊后口服激素控制,术后随访 2 年至 5 年,完
全切除者未见复发,手术未完全切除者经长期口服激素治疗能有效控制。 
结论 KHE 多起病于婴儿期,尤其是新生儿期。肿块较大累及深部肌肉者较未累及深部肌肉者更易出

现 KMP(P<0.05)。对于临床表现典型的 KHE,有手术条件者尽早手术切除,无手术条件者可首选糖皮

质激素治疗,普萘洛尔治疗效果不理想,临床表现不典型者尽快活检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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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0 

专科护士在儿科急诊急救能力培训中的应用 
 

李娜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专科护士在提高儿科急诊急救的护理能力的方法和效果。 
方法 采用情景式模拟演练的方式,对急诊 26 名护士于 2015 年 3-5 月 进行小儿急诊急救能力培训,
比较该组护士培训前后的应急能力､ 急诊抢救技能变化。 
结果 经培训后护士的抢救技术､ 急救理论､ 病情观察､ 治疗抢救与配合得分均高于培训前,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培训后护士的心电监护､ 心肺复苏､ 静脉穿刺､ 气管插管配合等急救技

能得分均高于培训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专科护士运用情景模拟演练对儿科急诊护士急诊急救能力的培训,能够提高护士急救技能及应

急能力,是急诊护士培训的良好方法。 
 
 
PU-1491 

血浆置换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儿童急性肝衰竭 疗效分析 
 

万柳,卢秀兰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联合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治疗急性肝衰竭患儿的临床疗效,并分析其治疗特

点。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住院的 85 例急性肝衰竭患儿的临床资料,
分为单纯内科综合治疗组(内科组)和在内科综合治疗基础上的人工肝组,人工肝组包括血浆置换联合

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组(联合组)､ 连续性血液净化组和血浆置换组。其中内科组 30 例,联合组

19 例,连续性血液净化组 27 例和血浆置换组 9 例。年龄 1 月~13 岁 7 月,男 45 例,女 40 例。通过回

顾性研究分析比较四组治疗前､ 治疗结束后的生化指标的改变,比较单纯内科综合治疗､ 单独应用

连续性血液净化､ 单独应用血浆置换和两者联合应用治疗儿童急性肝衰竭的临床疗效。本资料所有

数据经 EpiData 软件录入,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定量资料的描述采用均数

与标准差;定性资料的描述采用例数与百分比;定量资料的两组间的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多
组间的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组内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定性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Fisher 精确概率法或者卡方检验。 
结果 (1)不同治疗生化指标比较:血浆置换联合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治疗后可以降低 ALT､ AST､
TBIL､ DBIL､ TBA､ NH3､ Scr､ BUN､ INR､ PT､ APTT,升高 ALB,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均<0.05)。联合组治疗后 ALT､ AST､ TBIL､ DBIL､ TBA､ Scr､ BUN 的下降程度(疗前值-
疗后值)均大于内科组､ 连续性血液净化组和血浆置换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联合组治

疗前后 INR､ PT､ APTT 的下降程度与其他三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2)不同治疗临床疗效比较:85 例急性肝衰竭患儿中,人工肝组 55 例(有效率为 56.4%),其中血浆置换

组 9 例,有效 4 例,有效率为 44.4%;连续性血液净化组 27 例,有效 14 例,有效率 51.9%;联合组 19 例,
有效 13 例,有效率 68.4%;内科组 30 例,有效 11 例,有效率 36.7%。各组有效率比较:联合组>内科

组>连续性血液净化组>血浆置换组。四组总体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浆置换或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透析)对急性肝衰竭患儿均有一定的疗效,两者联合治疗儿

童急性肝衰竭总体疗效优于单纯内科治疗､ 单纯血浆置换治疗及单纯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透
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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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2 

儿童心律失常性心肌病一例 
 

王盼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希望广大儿科同仁对临床常见心肌病的特殊类型及其他分类有一个初步认识,区分病因是源于

心肌病还是源于心律失常,以便更好地判断患儿的病情,确定正确的诊治思路,为正确判断预后提供帮

助。 
方法 通过对所救治儿童心律失常性心肌病的前后心脏超声､ 心电图及临床治疗疗效的对比,对儿童

心律失常性心肌病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结果    临床诊断心律失常性心肌病主要根据病史及临床表现,是一种排除性､ 回顾性诊断,其发病与

多种因素有关。治疗关键和终点是控制心率,更加理想的是恢复窦性心律,以纠正其诱发的心脏扩大

和心功能不全。心功能正常后的应定期复查心电图及心脏超声,充分评估心功能。 
结论 儿童心律失常性心肌病患者,心律失常根治后,扩大的心脏可完全或部分恢复正常,预后良好。但

心功能恢复后随访也至关重要。 
 
 
PU-1493 

持续血液净化对小儿脓毒症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杨晓晶,白海涛,陈玲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对持续血液净化对小儿脓毒症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进行研究及判定。 
方法 选取本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60 例脓毒症患儿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依据其治

疗方案予以分组,其中予以传统抗感染､ 维持机体内电解质等传统治疗的 30 例患儿作为 A 组,于传

统治疗的基础上行持续血液净化处理的 30 例患儿作为 B 组,并观察 2 组患儿均相应治疗后的 48h 血

流动力学､ 乳酸水平及炎症因子水平。 
结果 B 组脓毒症患儿经治疗后 48h 的平均动脉压为(59.22±6.73)mmHg,多巴胺为

(6.22±1.34)ug/kg*min,尿量为(1.50±0.51)ml/(kg*h)及血乳酸为(3.46±0.78)mmol/L,均优于 A
组,P<0.05,且经治疗后的 IL-1 为(113.87±20.13)ng/L,IL-6 为(144.27±30.98)ng/L,IL-8 为

(48.34±18.32)ng/L, TNF-a 为(223.12±33.45)ng/L 及 CRP 为(15.83±12.34)mg/L,亦优于 A
组,P<0.05。 
结论 于脓毒症患儿予以持续血液净化的效果显著,可改善患儿的血流动力学,降低机体内炎性因子水

平,值得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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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4 

Protective effects of exogenous sodium hydrosulfide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yocardial mitochondria of 

mice with sepsis 
 

Huang Airong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27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exogenous sodium 
hydrosulfide (NaH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yocardial mitochondria 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mice with sepsis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Methods 70 male C57BL/6 mic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7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sham group, sepsis group, sepsis +25 μmol/L NaHS group, sepsis +50 μmol/L NaHS group, 
sepsis + 100 μmol/L NaHS group and sepsis +200 μmol/L NaHS group. Sepsis was induced by 
cecal ligation and perforation (CLP). NaHS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At 12 h after surgery, 
mice were sacrificed and the heart was harvested for the detection of microstructure, the contents 
of ATP, ROS, MDA and GSH, and mRNA expression of PGC-1α and Nrf2 mRNA. Another 50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sepsis group, sepsis +25 μmol/L NaHS group, sepsis 
+50 μmol/L NaHS group, sepsis + 100 μmol/L NaHS group, and sepsis + 200 μmol/L NaHS 
group. 
Results In sepsis group, the structure of myocardial mitochondria was significantly damaged, 
ATP reduced, ROS, and MDA increased, GSH reduced, and mRNA expression of PGC-1α and 
Nrf2 increased. When compared with sepsis group, the mitochondrial structure was improved, 
ATP increased, ROS and MDA reduced, GSH increased, and mRNA expression PGC-1α and 
Nrf2 further increased after NaHS treatment, but these changes were NaHS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PGC-1α mRNA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Nrf2 mRNA. MDA content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GC-1α and Nrf2 mRNA expression. ATP and GSH content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GC-1α and Nrf2 mRNA expression. The 48 hours survival rate after 
modeling of mice in NaHS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LP group, and which was 
the highest in 100μmol/L group.  
Conclusions Exogenous NaHS is able to increase myocardial GSH content and PGC-1α and 
Nrf2 mRNA expression to combat with oxidative stress in sepsis,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improvement of myocardial mitochondr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sepsis 
mice. 100 μmol/L is the optimum experimental concentration in this study. 
 
 
PU-1495 

线粒体 HMGB1 对脓毒症心肌 mtDNA 损伤修复作用 
及姜黄素的干预研究 

 
刘颖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索线粒体 HMGB1 对脓毒症心肌 mtDNA 损伤修复作用及姜黄素的干预研究,为靶向干预线

粒体功能､ 治疗脓毒症心肌损伤提供新的策略。 
方法 将 75 只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成 3 组,即对照组､ 实验组､ 干预组,3 组按术后 6､ 12､ 24､ 48
､ 72h 时间点分成不同亚组。实验组和干预组接受盲肠结扎穿孔(CLP)法处理制备脓毒症大鼠模型,
干预组大鼠制模后按 100mg/kg 剂量腹腔内注射姜黄素。采用心脏采血测定血清肌酸激酶(CK)和肌

酸激酶同工酶(CK-MB);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浆 HMGB1 水平;取左心室心肌组织,分离细胞浆､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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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核及线粒体,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不同细胞部位的 HMGB1 水平;行 HE 染色观察心脏组织的病

理变化。 
结果 CK 及 CK-MB 值:实验组较对照组 CK 及 CK-MB 值均显著升高(P<0.05);干预组较实验组明显

改善(P<0.05)。血浆 HMGB1 水平:实验组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干预组较实验组明显降低

(P<0.05);线粒体内 HMGB1 的表达:对照组大鼠心脏组织线粒体中含有 HMGB1;实验组自 6h 始逐渐

下调,较对照组 HMGB1 水平明显下降(P<0.05);干预组自 6h 时间点始逐渐上调较实验组明显升

高,48h 达高峰(P<0.05)。病理改变:对照组大鼠心脏结构未见明显异常改变,实验组心肌组织大量炎

症细胞聚集､ 细胞肿胀,姜黄素干预后组织明显改善。 
结论 mtDNA 损伤修复在脓毒症心肌损伤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线粒体 HMGB1 可能促进

mtDNA 损伤修复,改善心肌线粒体功能,发挥保护脓毒症心肌损伤。 
 
 
PU-1496 

儿童颅脑外伤后颅内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袁文华,李海英,刘鹏,王怀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儿童颅脑外伤后颅内感染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以期能够降低儿童颅脑外伤后颅内感

染的发生率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中符合入组条件

的颅脑外伤患儿共 393 例,回顾性收集其基本资料､ 临床表现､ 头颅影像学及实验室辅助检查结果

等临床资料。根据外伤后是否发生颅内感染,把研究对象分为颅内感染组及对照组。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

用 c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相关性分析,P<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般资料:393 例颅脑外伤患儿中共有 32 例经脑脊液检验及培养证实颅内感染,感染率为 8.1%,
共培养出细菌 4 例次,分别为肺炎链球菌 3 株,鲍曼不动杆菌 1 株。32 例颅脑外伤患儿中,男 18 例

(56.3%),女 14 例(43.7%),中位年龄为 3.12(1.45,7.28)岁。 
经单因素分析,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手术治疗､ 脑脊液引流､ 白蛋白､ C-反应蛋白等指标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性别､ 年龄､ 脑外伤类型､ 脑脊液漏､ 白细胞数等指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各项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相关性分析后发现,
脑脊液引流､ 高 C-反应蛋白等指标与外伤后发生颅内感染相关(OR 值分别为 49.330､
1.012,P<0.05)。 
结论 脑脊液引流､ 高 C-反应蛋白是儿童颅脑外伤后发生颅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U-1497 

小儿电子支气管镜在儿科重症监护室中的应用 
 

于鑫岩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儿科重症监护室主要采用机械通气给予患儿呼吸支持。小儿电子支气管镜在临床的应用较为

广泛,在患儿呼吸道病变的诊断和治疗中均具有显著的意义。本次研究对我院的 56 例儿科重症监护

室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探究小儿电子支气管镜在儿科重症监护室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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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治疗的患儿资料,共
有 63 例。其中 0-6 个月患儿有 12 例,6 个月-1 岁患儿有 19 例,2-4 岁有 15 例,5-11 岁有 17 例。男

患儿为 35 例,女性患儿为 28 例;病程为 6h-3 个月之间,平均为(11.2±3.4)d。所有患儿均表现为呼吸

困难,其中 38 例合并有呼吸衰竭,I 型呼吸衰竭为 13 例,II 型呼吸衰竭为 25 例。患者均采用小儿电子

支气管镜进行检查诊断和临床治疗。患儿的主要适应症包括:肺炎重症感染患儿;短期治疗后无效的

肺不张患儿;气管､ 支气管异物患儿;不明原因的急性或慢性呼吸困难､ 呼吸衰竭;窒息性大咯血患儿

等。术前,给予机械通气患儿有 14 例,术前存在肺不张的有 9 例患儿。对于以上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
根据患儿的实际病情选择适当的麻醉方式后,均采用小儿电子支气管镜进行临床诊断检查和治疗。

对比分析小儿电子支气管镜在患儿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双重作用。分析儿科重症监护室小儿的双

重作用情况与发病原因。 
结果 小儿电子支气管镜在临床具有操作灵便,图像清晰等优点,方面进行手术操作。特别是在重症监

护室当中[1],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是对重症呼吸道疾病患儿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重要工具。小儿

电子支气管镜对儿科重症监护室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5.24%,对患儿疾病的诊断准确率为

87.30%。新生儿与小婴儿当中,支气管危重症有 26 例,占 41.27%;婴幼儿阶段,气道炎症或气道异物

是呼吸困难的主要引发因素,有 40 例,占 63.49%。 
结论 小儿电子支气管镜在儿科重症监护室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在临床诊断和临床治疗中均具有

显著的作用。 
 
 
PU-1498 

腹腔注射氢气与富氢生理盐水对新生大鼠高氧肺损伤的作用研究 
 

刘成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及对比分析腹腔注射氢气和富氢生理盐水对高氧致新生大鼠肺损伤的作用。 
方法  SD 新生大鼠随机分为六组(n=10),A 空气组;B 空气+富氢生理盐水组;C 空气+H2组;D 高氧

组;E 高氧+富氢生理盐水组;F 高氧+H2组,A､ B､ C 组置于氧浓度为 21%的空气中,D､ E､ F 组置于

氧浓度为 95%的动物氧仓中,B､ E 组每日腹腔注射富氢生理盐水两次(10 ml/kg),C､ F 组每日腹腔

注射氢气两次(10 ml/kg),A､ D 组每日腹腔注射普通生理盐水两次(10 ml/kg)。于实验第 15 天收集

肺组织和血清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改变和辐射状肺泡计数 RAC,碱
水解法测肺组织羟脯氨酸(HYP)含量,血清丙二醛(MDA)､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含量,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肌成纤维细胞表型标志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表达。 
结果 与空气组相比,高氧暴露组肺泡计数､ 血清 SOD 活力明显降低,HYP､ MDA 含量及 α-SMA 表

达均明显增加,氢气干预可显著缓解高氧所致上述变化,腹腔注射氢气较腹腔注射富氢生理盐水组效

果略佳。 
结论 氢气可一定程度减轻高氧导致的肺氧化损伤､ 发育受阻及纤维化指标,腹腔注射氢气较腹腔注

射生理盐水效果略佳。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500 
 

PU-1499 

神经肽 P 物质对高氧损伤肺泡Ⅱ型上皮细胞 
氧化/抗氧化状态的影响 

 
董欣鑫,方芳,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神经肽 P 物质(Substance P,SP)对高氧状态下早产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AECⅡ)氧化/
抗氧化状态的影响。 
方法  将分离培养的原代 AECⅡ随机分为空气组､ 高氧组､ 高氧 SP 组､ 高氧 SP 受体拮抗剂组。

空气组和高氧组分别暴露在 21%和 95%氧气中;高氧 SP 组于暴露前加入 SP;高氧 SP 受体拮抗剂

组在高氧 SP 组基础上加入 SP 受体拮抗剂(L703.606) 。各组均培养 24h 后光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

化;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比色法和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周期观察细胞增殖能力;JC-1 探针法检测细

胞凋亡早期线粒体膜电位变化;化学比色法测定细胞 MDA､ TAOC､ SOD 的含量。 
结果 与空气组比较,高氧组细胞增殖率､ G2及 S 期细胞比例､ 线粒体膜电位及细胞 TAOC､ SOD
水平均显著下降, MDA 水平均显著增高(P<0.01);高氧 SP 干预组与高氧组比较, MDA 水平均有所下

降,而细胞增殖率､ G2及 S 期细胞比例､ 线粒体膜电位及细胞 TAOC､ SOD 水平均有所增高

(P<0.01)。高氧 SP 受体拮抗剂组与高氧组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P 可显著减轻高氧导致的早产鼠 AECⅡ氧化损伤,增强细胞的抗氧化能力,进而起到促进细胞

增殖的作用。 
 
 
PU-1500 

儿童肥胖与心肺复苏术后生存率的关系 
 

汶晓东,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本文调查行心肺复苏术肥胖与非肥胖患儿预后情况,旨在了解肥胖是否增加了心肺复苏术失败

的风险。 
方法 选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5 年 6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1 日间收入院,并且有心肺复

苏术(CPR)病历记录的患儿,共获得临床资料 85 份,有效资料 55 份,分为两组:非肥胖组和肥胖组。肥

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生长发育标准确定。对于年龄 0~5 岁(包含 5 岁)儿童采用身长

(身高)标准体重､ 年龄 5~18 岁之间儿童采用体重指数(BMI)评估发育情况,根据标准差计分法,若体

重高于中位数 2 个标准差或体重指数(BMI)>30kg/m2 则为肥胖。根据生存出院与死亡患儿人数,计
算生存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显著性检验水平为 0.05。 
结果 本资料结果显示肥胖患儿有 7 名,占到总体 12.7%,较 2006 年全国儿童肥胖调查结果偏高。肥

胖组与非肥胖组患儿在性别组成､ 年龄分布､ 疾病分类､ 事件知晓方式､ 心肺复苏(CPR)时间及次

数和药物使用种类及次数均无显著性差异。两组住院时间和辅助通气时间无差异,自主循环恢复

(ROSC)患儿占到 20%(n=11,11:55)。生存出院患儿共 17 人,总体生存率为 31%(n=17,17:55),与国

外资料比较(27%)偏高,生存患儿中出现神经系统损害者占到 29.4%(n=5,5:17),肥胖组与非肥胖组在

自主循环(ROSC)､ 生存率及生存出院出现神经系统损害等方面均未提示统计学差异性。 
结论  
肥胖患儿与非肥胖患儿两组行心肺复苏术后生存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故尚未发现肥胖提高了心肺

复苏术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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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1 

儿童活体肝移植围手术期血液动力学和生化指标的变化和意义 
 

陈应富,胡兰,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活体肝移植患儿围手术期血液动力学､ 生化指标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20 例活体肝移植患儿,监测围手术期血液动力学､ 生化指标(凝血功能､ 电解质､ 血糖､ 肝肾

功､ 血液分析),并记录术前,术后第 1 天､ 第 3 天､ 第 5 天和第 7 天血液动力学及生化指标结果。 
结果  20 例肝病患儿中胆道闭锁并胆汁性肝硬化 10 例,肝豆状核变性 4 例,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3 例,
肝糖原沉积症 1 例,胆汁性肝硬化 1 例,嗜血综合症合并肝功能衰竭 1 例, 大年龄 14 岁, 小年龄 4
月 23 天。与术前相比,术后第 1 天､ 第 3 天､ 第 5 天极第 7 天患儿的收缩压､ 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

均有显著性升高(P<0.05), 心率仅在术后第 5 天降低明显(P<0.05),其余时间段变化不显著

(P>0.05)。术后第 1 天､ 第 3 天 PT 明显延长(P<0.05),而第 5 天､ 第 7 天延长不明显

(P>0.05),APTT 及 TT 在术后第 1 天､ 第 3 天､ 第 5 天和第 7 天均无明显变化(P>0.05),Fib 在术后

第 1 天､ 第 5 天及第 7 天变化明显降低(P<0.05),而术后第 3 天变化不明显(P>0.05),Plt 在术后第 1
天､ 第 3 天､ 第 5 天及第 7 天明显下降(P<0.001)。术后第 1 天血钠升高､ 血钾､ 血钙降低(P<0.05)
､ 而第 3 天､ 第 5 天及第 7 天变化不明显(P>0.05),术后第 1 天､ 第 3 天､ 第 5 天及第 7 天血镁降

低而血糖升高(P<0.05)。肾功能正常,BUN 在术后第 3 天､ 第 5 天与第 7 天有波动(P<0.05),而术后

第 1 天波动不明显(P>0.05),CR 在术后第 1 天､ 第 3 天､ 第 5 天及第 7 天均变化不明显(P>0.05)。
术后第 1 天､ 第 3 天､ 第 5 天及第 7 天总蛋白(TP)和球蛋白(GLOB)下降(P<0.05),而白蛋白(ALB)变
化不明显(P>0.05),AST､ ALT 术后第 1 天明显升高(P<0.001),术后第 3 天开始下降,到第 7 天恢

AST 复至正常值附近(P<0.05),而 ALT 接近术水平(P>0.05)。TB､ DB 术后即开始下降,到术后第 7
天降至正常值附近(P<0.001)。 
结论 儿童活体肝移植围手术期血液动力学和生化指标的变化存在一定规律,维持血液动力学和生化

指标的稳定有利于患儿康复。 
 
 
PU-1502 

体外循环期间活化素 A 变化的意义及 
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 关系 

 
余莉,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体外循环手术期间血浆活化素 A(Activin A  ACTA)的浓度变化及其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

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 例先天性心脏病行体外循环手术的患儿。分别在转机前､ 体外循环停止后即刻､ 体外

循环停止后 12h 及体外循环停止后 24h,总共 4 次经静脉置管采集血液标本。分别用酶免法及放免

法测定血浆活化素 A 浓度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浓度。 
结果  20 例患儿中先天性心脏病类型包括室间隔缺损 9 例,室间隔缺损伴房间隔缺损 6 例,肺动脉狭

窄 2 例,法洛四联症 2 例,房间隔缺损 1 例。体外循环平均时间 83.20±33.55 min。体外循环停止后

20 例患者血浆活化素 A 浓度较转机前明显升高(P<0.05),至体外循环停止后 12h 达到峰值;随后活化

素 A 浓度开始下降,至体外循环停止后 24h 血浆活化素 A 含量仍较转机前高(P<0.05),但与体外循环

停止后即刻相比无统计学意义差别(p>0.05)。而血浆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浓度在体外循环停止后

12h 较转机前明显升高(P<0.05),体外循环停止后 24h 血浆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含量降低,与转机

前相比无统计学意义差别(p>0.05)。Pearson 线性相关分析提示体外循环停止后即刻､ 体外循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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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后 12h､ 体外循环停止后 24h 血浆活化素 A 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浓度变化均相关(p 均

<0.05)。Pearson 线性相关分析提示体外循环时间与体外循环停止后即刻､ 体外循环停止后 12h､
体外循环停止后 24h 的活化素 A 浓度均相关(p 均<0.05);体外循环时间与体外循环停止后即刻､ 体

外循环停止后 12h 的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浓度相关(p 均<0.05)。Pearson 线性相关分析提示体外

循环期间 低体温与体外循环停止后即刻､ 体外循环停止后 12 h､ 体外循环停止后 24 h 的活化素

A 浓度相关(p 均<0.05);体外循环期间 低体温与体外循环停止后即刻､ 体外循环停止后 12 h 的神

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浓度相关(p 均<0.05)。肺动脉高压､ 性别及年龄对体外循环期间活化素 A 及神

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变化无明显影响(p>0.05)。 
结论 体外循环是一种再灌注损伤过程,可导致活化素 A 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明显变化,体外循

环期间活化素 A 的变化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相关,提示活化素 A 可能对神经系统损伤预测起提

示作用。 
 
 
PU-1503 

CXCL12/CXCR4 在高氧致新生大鼠肺损伤中的动态变化及意义 
 

姚兰,刘成军,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检测趋化因子 12(CXCL12)[又名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 1,SDF-1)] 及
其受体(Cys-X-Cys receptor 4,CXCR4)在高氧致新生大鼠肺损伤中的变化,初步探讨其在新生大鼠高

氧肺损伤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Sprague-Dawley 新生鼠 64 只按随机数字表达法分为空气对照组和高氧实验组,高氧实验组吸

入氧体积分数≥0.95(95%O2)的高氧建立高氧肺损伤动物模型。高氧刺激 3d,7d,14d,21d 后分别取

两组新生大鼠行肺组织病理学检查;水解法测肺组织羟脯氨酸含量;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肺组织

CXCL12 和 CXCR4 m RNA; Western blot 检测肺组织 CXCR4 蛋白。 
结果 病理学检查显示,高氧实验组肺组织炎症明显,结构紊乱,高氧暴露时间越长,损伤越明显。肺组

织羟脯氨酸的含量在高氧刺激 14d 和 21d 后[(493.69±127.50)μg/g､ (582.55±174.78)μg/g]明显高

于空气对照组[14d(327.52±46.97)μg/g(P<0.05)､ 21d(321.27±60.63)μg/g(P<0.01)]。高氧组

CXCL12 mRNA 表达在高氧刺激 14d 及 21d 后[(2.12±1.08)､ (2.68±0.87)]均高于相应对照组

[(0.68±0.22)(P<0.05)､ (0.51±0.18)(P<0.01)],CXCR4 mRNA 表达在高氧刺激 7d 后,14d 后,21d 后

[(0.53±0.23)､ (0.36±1.15)､ (0.31±0.19)]均低于相应对照组[(2.80±1.14)､ (2.71±1.26)(P<0.05)､
(2.93±0.14)(P<0.01)]。肺组织 CXCR4 蛋白的表达高氧刺激 7d,14d,21d 后[(2.06±0.64)､
(2.84±0.83)､ (1.38±0.34)]均高于相应对照组[(1.37±0.41)(P<0.05)､ (0.81±0.27)(P<0.01)､
(0.85±0.23)(P<0.05)]。 
结论 CXCL12/CXCR4 可能在高氧肺损伤的炎症反应和纤维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PU-150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改善高氧致肺纤维化的研究 
 

姚兰,刘成军,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SCs)移植对高氧致新生

大鼠肺纤维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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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SD 雄性大鼠来源的 MSCs 移植入受体大鼠体内。将受体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 正常

MSCs 移植组､ 高氧对照组､ 高氧 MSCs 移植组四组。实验第 14d 取各组大鼠肺组织行病理学检

查和羟脯氨酸含量测定;提取雌性大鼠肺组织 DNA,PCR 检测性别决定基因 sry 基因表达。 
结果 高氧对照组肺组织结构紊乱,纤维化明显,羟脯氨酸含量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高氧 MSCs 移

植组病理改变较高氧对照组减轻,羟脯氨酸含量亦明显降低;PCR 结果显示,正常 MSCs 移植组和高

氧 MSCs 移植组均可检测到 sry 基因,高氧 MSCs 移植组较正常 MSCs 移植组表达增高。 
结论 体内移植 MSCs 可减轻高氧致新生大鼠肺纤维化。 
 
 
PU-1505 

小儿体外循环期间血浆神经肽的变化和意义 
 

杨柳,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测定小儿体外循环期间的四种神经肽:神经肽 Y (Neuropeptide Y,NPY),P 物质(Substance 
P,SP),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II,AgII)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itonin Gene Relative 
Peptide,CGRP)的血浆浓度,探讨上述四种神经肽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期间的变化和临床意义。维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方法  选择 20 例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根据术前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确定心脏缺损情况。分别在转

机前(主动脉插管后即刻),转机中(CPB 开始 7 分钟),转机后(体外循环停止后即刻)以及手术后 12 小

时,总共 4 次采集血标本,用放射免疫法测定神经肽 Y, P 物质,血管紧张素 II 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的

血浆浓度。 
结果 20 个患儿根据术前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确定心脏缺损情况,其中室间隔缺损 12 例,房间隔缺损

1 例,法络氏四联症 4 例,其他的 3 例。患儿年龄是 4.7± 4.4 岁。肺动脉高压患儿 9 例,非肺动脉高压

患儿 11 例。体外循环时间 89.25±55.91 分钟。与转机前相比,转机中以及转机后,NPY,SP, AgII 和
CGRP 浓度均有显著上升(P<0.05),手术后 12 小时,NPY,SP, AgII 和 GCRP 的浓度回落,与转机前没

有显著差异(P>0.05)。年龄分为<7 岁组(13 例)和>7 岁组(7 例),两组间四种神经肽的浓度变化没有

显著差异性(P>0.05)。根据心脏缺损类型分为简单组(VSD+ASD)和复杂组(TOF+其他),两组间的

NPY 在转机中和转机后的浓度有差异性(P<0.05),其余神经肽变化没有显著差异性(P>0.05)。是否

有肺动脉高压对神经肽变化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性(P>0.05)。体外循环时间与转机后神经肽变化有

相关性(P<0.05)。 
结论 体外循环是一种非生理性灌注,可以导致神经肽含量的明显变化;神经肽含量的变化是体外循环

的一种应激性代偿反应,可对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缩短体外循环的时间,保持神经肽的相对平衡,可能

对机体的康复有重要意义。 
 
 
PU-1506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围术期血浆 
氮末端脑钠肽前体浓度的变化及意义 

 
杨璐,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测定围手术期间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血浆氮末端脑钠肽前体(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的浓度,了解其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并探讨其与预后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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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2 例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分别在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 CPB)前､ 体外循

环后即刻､ 4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总共 5 次经动脉置管采集血液标本,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浆

NT-proBNP 的浓度。 
结果 :CPB 前 NT-proBNP 水平与体重及年龄呈负相关,女性显著高于男性,有肺动脉高压的患儿显著

高于无肺动脉高压的患儿,有心力衰竭的患儿显著高于无心力衰竭的患儿。CPB､ 主动脉阻断

(Aortic Occlusion, ACC)时间与体外循环后 4 小时血浆 NT-proBNP 水平存在正相关,机械通气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V)时间与 CPB 后血浆 NT-proBNP 水平正相关。血浆 NT-proBNP 水平

在 CPB 后升高,于 12 小时达到高峰,逐渐下降,峰值为 CPB 前 9.8 倍。CPB 后 12 小时 NT-proBNP
水平是术后持续机械通气时间的独立预因素,≥19720.7pg/ml 预示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大于 48 小时

(灵敏度 100.0%,特异度 84.2 %)。CPB 后 4 小时､ 12 小时血浆 NT-proBNP 水平是术后低心排发

生的影响因素,CPB 后 4 小时血浆 NT-proBNP≥3954.7pg/ml 提示术后低心排发生(灵敏度 100.0%,
特异度 70.6%)。 
结论 体外循环前血浆 NT-proBNP 水平受性别､ 体重及年龄的影响;体外循环前血浆 NT-proBNP 水

平可作为评价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或心力衰竭的一个客观指标,减少 CPB 及 ACC 时间能

一定程度降低体外循环后血浆 NT-proBNP 水平。NT-proBNP 水平在机械通气大于 48 小时及术后

发生低心排的患儿中显著增高。CPB 后 12 小时血浆 NT-proBNP 水平可作为预测机械通气时间的

因素;CPB 后 4 小时､ 12 小时血浆 NT-proBNP 水平对术后低心排发生有预测作用。先天性心脏病

围术期监测血浆 NT-proBNP 对指导临床治疗与判断预后有一定作用。 
 
 
PU-1507 

.P 物质对高氧暴露下肺泡Ⅱ型上皮细胞的影响 
及其对 SHH 信号通路的调控 

 
杨林,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神经肽 P 物质(SP)对高氧暴露下早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AECⅡ)的影响及其对 SHH 信

号通路的调控作用。 
方法 分离纯化原代早产鼠 AECⅡ,随机分为空气组､ 高氧组､ 高氧+SP 组､ 高氧+SP+L703.606
组。空气组和高氧组分别在 21%和 95%氧浓度中暴露 24 h,高氧+SP 组于高氧暴露前加入 SP 
1×10-8mol/L,高氧+SP+L703.606 组于高氧暴露前加入 SP 1×10-8mol/L 和 L703.606 1×10-7mol/L。
MTT 检测细胞存活率,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DCFH-DA 探针法检测活性氧(ROS)水平,荧光定

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Shh 和 Gli1 信号分子基因和蛋白表达。 
结果 与空气组比较,高氧组暴露 24 h 明显增加 AECⅡROS 浓度,促进凋亡,存活率明显降低。SP 干

预后可明显降低 AECⅡ内 ROS 浓度,减少细胞凋亡,存活率明显升高。高氧刺激可导致 Shh 信号通

路激活,Shh 和 Gli1 基因和蛋白在高氧损伤的 AECⅡ表达明显增加,SP 干预后,进一步促进 Shh 和

Gli1 的表达,其基因和蛋白表达更明显,而 L703.606 干预后可明显逆转上述 SP 的作用。 
结论 SP 是一个保护性的调控因子,可以降低高氧诱导细胞损伤和死亡,促进细胞的存活,可能与激活

SHH 信号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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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8 

重症腺病毒肺炎临床和胸部影像学特征分析 
 

刘成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小儿重症腺病毒肺炎的临床特征和胸部影像学特点,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经验。 
方法 对 2011 年 1 月至 5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临护室(PICU)收治的 24 例重症腺病

毒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4 例患儿中并发呼吸衰竭 18 例,ARDS 4 例,气胸 5 例,纵隔气肿 2 例,心肌损害 14 例,肝功能损

害 6 例,电解质紊乱 9 例,中毒性脑病 2 例;22 例患儿给予机械通气治疗;PICU 住院时间 长 90 天,
短 4 天,平均 18.5 天。治愈 11 例,好转 8 例, 死亡 5 例,其中有 4 例患儿放弃后死亡,存活中有 3 例发

展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胸部影像学上常以实质改变为主,表现为单侧或双侧大片实变影,内可见支

气管充气征,可合并间质改变,部分病例后期可出现马赛克征象､ 细支气管壁增厚､ 扩张等小气道阻

塞改变。 
结论 重症腺病毒肺炎患儿临床症状重,住院时间长,呼吸衰竭和 ARDS 是其主要并发症,且常伴有严

重的肺外多系统损害。机械通气在内的综合治疗是重症腺病毒肺炎主要治疗手段。 
 
 
PU-1509 

不同体积分数氧刺激早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后对 
WNT 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 

 
李祝,方芳,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不同体积分数氧状态下,体外培养早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alveolar  type II  epithelial cell, 
AECII)的生长变化以及对 WNT 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 
方法 原代培养早产鼠 AECⅡ并用电镜鉴定;建立 95% O2､ 40% O2 和空气 3 种氧化损伤性细胞模

型,各自暴露 12H､ 24H 和 48H;四甲基偶氮唑盐反应比色法(MTT 法)检测细胞存活率,流式细胞术检

测细胞凋亡率和细胞内活性氧(reactiveosygenspecies,ROS)浓度;RT-PCR 检测 WNT5a 基因表

达;Western-blot 法检测细胞核中非磷酸化 β-catenin 蛋白的数量变化。 
结果 与空气组相比,氧体积分数 0.4 组在 12H､ 24H 存活率和凋亡率均无统计学差异,但 48H 后出现

统计学差异,ROS 在 12H 升高不明显,超过 24H 有统计学差异;氧体积分数>0.95 组每组均和空气组

有统计学差异。WNT 信号通路表达在 12H 以氧体积分数>0.95 组明显;24H 空气组和氧体积分数

0.4 组升高,以氧体积分数 0.4 组 显著,氧体积分数>0.95 组表达下降;48H 空气组达到高峰,其余两

组下降。 
结论 随着氧化应激时间的延长,即使较低浓度的氧刺激(40%)在超过 48H 以后也会出现相应的氧化

损伤;氧体积分数越高 WNT 信号通路激活越快,但随着氧化应激时间的延长,WNT 信号通路表达下降

也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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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0 

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手机污染的情况调查  
 

李宝童,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PICU)医务

人员开展调查问卷了解手机使用情况,了解目前手机使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检测工作人员手掌､

手机､ 固定电话带菌情况,探讨三者携带细菌种类､ 药敏性的关系,并推测手机及固定电话在院内交

叉感染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方法 2009 年 9 月 15 日开展调查问卷了解医务人员日常使用､ 清洁手机等相关情况。2009 年 9 月

15 日至 2009 年 9 月 19 日连续 5 天采取医务人员手机､ 手掌的样本,同时采集重症监护室固定电话

键盘样本;医务人员清洁双手后再触摸手机,然后采集相应手掌样本。对所有样本进行培养,并对相应

细菌做药物敏感试验。 
结果 39 名工作人员(86.7%)常在工作中使用手机,28 名工作人员(62.2%)认为在工作中使用手机会

引起交叉感染。使用手机前洗手的工作人员为 27 人(60%),没有人在使用手机后实施洗手。26 名工

作人员从未给自己的手机做过清洁。调查的 70 个手机中,56 个(80%)被细菌污染着;与手机样本相对

应的 70 个手部样本中,50 个(71.4%)被细菌污染着,3 名(4.3%)医务工作者的手与手机存在同一种致

病菌污染;调查的 20 个固定电话中,18 个(90%)被细菌污染着。所得的溶血葡萄球菌多数为多耐药。

使用手机后,医务人员手掌的细菌污染率由 0/20 增加到 10/20 ,其中包含有 2/20 的致病菌。 
结论 1.ICU 内医务人员的手机､ 手和固定电话携带有多种细菌,包括可引起院内感染的条件致病

菌。2.污染细菌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其中有溶血葡萄球菌､ 鲍曼不动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等院内

感染常见致病菌。3.住院医师和护士的手机､ 手部细菌携带率 高。4.手机､ 固定电话可以作为传

播病原体的重要媒介。5.怎样规范在 ICU 使用手机尚有待探讨。 
 
 
PU-1511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在高氧致幼年鼠肺损伤中的动态变化及意义 
 

黄栋,方芳,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在高氧肺损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64 只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8 组,每组 8 只,分别为空气对照组和高氧暴露 1d 组､ 3d 组

､ 7d 组､ 14d 组。通过肺组织形态学及肺组织湿/干质量,了解高氧肺损伤炎症水肿的病理改变､ 放

射免疫法检测肺组织 浆中 CGRP 含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测定肺组织内 CGRP 的两

个亚型(α-CGRP,β-CGRP)的 mRNA 表达。 
结果 �高氧暴露组 3~7d 肺组织充血水肿,大量炎性细胞侵润;14d 肺泡腔扩大,肺纤维细胞增生;高氧

暴露 7~14d 组肺湿质量/干质量明显高于空气对照组;�随高氧暴露时间延长,肺组织 浆中 CGRP
浓度逐渐增高,于第 3 日达峰值,之后逐渐下降,第 14 日降至正常水平;�肺组织中 CGRP 两个亚型

mRNA 表达不同,α-CGRP mRNA 在高氧刺激 24h 内表达开始增高,高表达持续至高氧暴露 7d,7d 后

表达明显降低;β-CGRP mRNA 表达晚于 α-CGRPmRNA,在高氧刺激 3d 时表达开始增高,高氧暴露

14d 仍处于高表达状态。y:Arial;mso-ansi-language: 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
bidi-language:AR-SA'>活性氧(ROS)水平,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Shh 和 Gli1 信号

分子基因和蛋白表达。 
结论 CGRP 参与高氧肺损伤的形成过程,并在减轻高氧致肺损伤方面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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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2 

神经肽 P 物质对早产大鼠Ⅱ型肺泡上皮细胞高氧暴露的影响 
 

黄波,付红敏,方芳,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感觉神经肽 P 物质(substance P,SP)对离体培养的早产大鼠Ⅱ型肺泡上皮细胞(type II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AECⅡ) 高氧暴露的促增殖和凋亡作用。 
方法 剖宫取出孕 2l d(足月为 22 d) SD 早产鼠,分离纯化原代 AECⅡ,采用随机分组法分为:空气暴露

组､ 高氧暴露组､ SP 干预组,空气暴露组氧浓度分数为 21%,高氧暴露组氧浓度分数为 95%,SP 干

预组于暴露前加入 SP 1´10-6mol/L,在置于氧分数为 21%和 95%暴露 12､ 24､ 和 48h,电镜观察

AECⅡ的形态变化;XTT 法及流式细胞仪测定其增殖率和凋亡率。 
结果 与空气组比较,高氧组暴露 12､ 24､ 48h 后 AECⅡ增殖率明显降低,凋亡率明显增加,而 SP 干

预后高氧组与未干预高氧组在暴露 12､ 24､ 48h 后比较,其增殖率明显增加,凋亡率明显下降,形态

学的损伤也有明显的改善。 
结论 P 物质可促进 AECⅡ的增殖并抑制 AECⅡ的凋亡,在高氧暴露下对 AECⅡ可起到保护作用。 
 
 
PU-1513 

高氧暴露下新生大鼠肺组织 Smo 和 Gli1 蛋白的表达和意义 
 

党红星,方芳,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Sonic hedgehog 信号通路中 Smo 和 Gli1 蛋白在高氧诱导的急性肺损伤中的表达及其意

义。 
方法 通过持续吸入高浓度氧气,建立新生大鼠高氧肺损伤模型。实验组吸入 95%的医用氧气,对照组

吸入空气。分别留取第 3d､ 7d 和 14d 的肺组织, HE 染色观察肺脏病理改变,应用免疫组织化学和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肺组织 Smo 和 Gli1 蛋白的动态表达情况。 
结果 高氧暴露 3d 肺毛细血管开始充血,渗出;7d 表现为肺结构紊乱,炎性细胞浸润;14d 肺泡融合,纤
维增生,间隔增宽。高氧组 Smo 和 Gli1 蛋白主要分布于支气管上皮,肺泡上皮和血管内皮细胞,以及

部分纤维组织。和对照组相比,随着高氧暴露时间的延长,Smo 于高氧第 7 天表达显著增加,14d 达高

峰;Gli1 蛋白表达于 14d 显著增加。 
结论  高浓度氧可致新生大鼠肺损伤和肺发育停滞。Smo 和 Gli1 蛋白的高表达可能和高氧诱导的肺

损伤和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发展有关。 
 
 
PU-1514 

CGRP 减轻高氧诱导的早产鼠肺泡Ⅱ型细胞损伤 
及对 Gli1 表达的影响* 

 
党红星,方芳,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对高氧致早产鼠肺泡Ⅱ型细胞(AECⅡ)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对

Sonic hedgehog(Shh)通路 Gli1 蛋白表达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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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离纯化早产鼠 AECⅡ,分为空气､ 空气+CGRP､ 空气+CGRP+CGRP 拮抗剂(CGRP8-37)､
高氧(95%O2)､ 高氧+CGRP 及高氧+CGRP+ CGRP8-37组。培养 24h 后观察 AECⅡ形态,流式细胞

术检测凋亡率, 荧光分子探针法检测细胞内活性氧(ROS),分光光度法检测丙二醛(MDA)和超氧化物

歧化酶(SOD);RT-qPCR 检测表面活性蛋白 C(SPC)mRNA,Western blot 检测 Gli1 蛋白表达。 
结果  95%O2诱导 24 h 后,AECⅡ凋亡率比空气对照增加 3.6 倍,ROS 水平增加 1.5 倍,MDA 增加

65%, SOD 降低近一半,SPC mRNA 和 Gli1 蛋白表达显著降低(均 P<0.05);CGRP 干预后可显著减

轻上述变化(均 P<0.05)。 
结论  CGRP 可减轻高氧诱导的 AECⅡ损伤,其机制可能与 Shh 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 
 
 
PU-1515 

乳酸和乳酸清除率在小儿脓毒性休克监测中的比较 
 

陈云娥,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测定脓毒性休克患儿液体复苏前及液体复苏后各时间段血乳酸值和乳酸清除率,探讨和比较两

者在脓毒性休克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06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2 月入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PICU 确诊为脓毒性休克的

56 例患儿进行液体复苏,同时测定液体复苏前及液体复苏后 6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血乳酸值,并
计算出相应的乳酸清除率,分析血乳酸和乳酸清除率与患儿性别､ 年龄､ 器官功能衰竭数目､ 住

PICU 时间､ 机械通气治疗､ 预后的关系。 
结果  液体复苏前血乳酸水平在男女性别组､ 机械通气和未通气组､ 死亡各存活组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与年龄､ 住 PICU 时间无相关性,但与器官功能衰竭数目有相关性。与死亡组比较,存活组液体复

苏后 6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乳酸低于死亡组(P<0.05),乳酸清除率显著高于死亡组(P<0.05)。
ROC 曲线评估液体复苏后 6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乳酸清除率对脓毒性休克患儿预后诊断价值

(曲线下面积>70%)较乳酸(曲线下面积<70%)高,其诊断界点分别为 29.9%､  55.0%､ 66.3%。机械

通气和未通气组比较,液体复苏后 6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乳酸和乳酸清除率未见统计学差异。住

PICU 时间与液体复苏后 6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血乳酸值及乳酸清除率无相关性。器官功能障

碍数目与液体复苏后 6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血乳酸及乳酸清除率有相关性(P<0.05)。 
结论 脓毒性休克患儿的预后与液体复苏前血乳酸水平无明显关系,与液体复苏后各时间段血乳酸水

平及乳酸清除率有关。液体复苏后 6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血乳酸清除率较血乳酸水平能更好的

预测脓毒性休克患儿的预后。动态监测乳酸清除率变化较单纯测定一次乳酸值更能预测脓毒性休克

严重程度､ 评估液体效果和预后。 
 
 
PU-1516 

Rho/Rock 激酶信号通路在高氧致肺纤维化中的作用 
及其抑制剂的干预效应 

 
李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氧疗是临床上改善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缺氧的重要治疗手段,但长时间吸入高浓度氧会导致不

同程度的急慢性肺损伤和肺纤维化。目前高氧致肺损伤和肺纤维化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

Rho/Rock 信号通路在多种组织纤维化发挥重要调控作用。观察 60%高氧培养对人胚肺成纤维细胞

(HFL1)的影响及 Rho/Rock 信号通路抑制剂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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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HFL1 为研究对象, 60%高氧培养 0､ 6､ 12､ 24 h, 利用 Brdu( 5-溴脱氧尿嘧啶核苷 ) 渗入

免疫荧光检测法观察 HFL1 的增殖情况;Wsetern blot 法检测各时间点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
Ⅰ型胶原蛋白､ rock1､ rock2､ MYPT1 蛋白的表达。同时以 60%高氧 24 h 为对照组(分空气对照

组(air)､ 高氧组(hyperoxia)､ 高氧+法苏地尔(5μg/ml)组(hyperoxia+FSL)､ 高氧组+法苏地尔

(10μg/ml)组(hyperoxia+FSH)和高氧+ Y-27632(10μmol/L)组(hyperoxia+Y-27632),共 5 组。), 观察

高氧 24 h 下不同浓度法舒地尔(Fasudil,FAS)及 Y-27632 对 HFL1 细胞增殖､ 转分化及胶原蛋白形

成的影响,并观察其对促纤维化因子 TGF-β 和 CTGF 的影响。 
结果  ①60%氧暴露以时间依赖的方式促进 HFL1 增殖,向 MLF 转分化并促进胶原蛋白形成。

②60%的氧暴露导致 HFL1 细胞的 Rho/Rock 信号通路活化:Rock1､ Rock2 及磷酸化 MYPT1 的蛋

白表达于高氧暴露 24h 达高峰。③与高氧组比较,高氧组+法苏地尔(10μg/ml)组与高氧+ Y-
27632(10μmol/L)组可抑制 HFL1 细胞增殖､ 向 MLF 转分化及胶原蛋白形成。④应用 10μg/ml 的法

苏地尔或 10μmol/L 的 Y-27632 抑制 Rho/rock 信号通路后,TGF-β 和 CTGF 的蛋白表达水平下降;
而 5μg/ml 的法苏地尔对 TGF-β 和 CTGF 的表达无明显影响。 
结论 60%氧可能通过激活 Rho/Rock 信号通路促进 HFL1 增殖,向 MLF 转分化并促进胶原蛋白形成

进而引发肺成纤维细胞细胞外基质表达增加等一系列促纤维化反应, 抑制 Rho/rock 信号通路可以干

预 60%氧致纤维化因子的表达,可以干预肺成纤维细胞的增殖､ 转分化和纤维化形成。Rho/Rock 信

号通路有可能成为高氧肺损伤和纤维化的潜在治疗靶点。 
 
 
PU-1517 

持续血液滤过治疗低体重婴幼儿心脏术后急性肾功能衰竭 
 

符跃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持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在救治婴幼儿先

天性心脏病术后急性肾功能衰竭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8 月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进行 CVVH 治

疗 12 例婴幼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11 例患儿在 CVVH 治疗前均采用腹膜透析治疗,但效果不理想进而采用 CVVH 治疗,另 1 例患

儿因为腹膜炎,无法进行腹膜透析。12 例患儿进行 CVVH 治疗的平均年龄为 8.75 个月(1~24 个月),
平均体重为 6.6kg(3.5~9.5kg),CVVH 治疗时间中位数为 25 h(17~68 h)。CVVH 治疗前尿素氮(BUN)
为 17.84±8.10 mmol/L,血清肌酐(SCr)为 169.64±38.24 umol/L,治疗后 BUN 为 5.48±2.16 
mmol/L,SCr 为 81.35±25.07 umol/L,治疗前后比较两者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01, P = 0.000)。
CVVH 治疗前血小板中位数为 147.85(100.25-214.25)×109/L,治疗后血小板中位数为 35.00(21.25-
83.725)×109/L,CVVH 致血小板数目明显下降( P = 0.001 )。CVVH 治疗前后患儿的平均动脉压和正

性肌力药物评分无明显变化(59.0 ± 16.2 mmHg vs. 55.2±12.4 mmHg, P = 0.273;20.33±8.48 vs. 
19.92±12.05, P = 0.878)。5 例患儿存活,7 例患儿死亡,其中 6 例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1 例死于

严重肺部感染。与存活组相比,死亡组患儿 CVVH 治疗前正性肌力药物评分数值明显偏高,而平均动

脉压明显降低( P 均 < 0.05 )。 
结论 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婴幼儿,可采用 CVVH 进行肾脏替代治疗来减轻

液体过负荷､ 改善肾功能,CVVH 治疗前正性肌力药物使用强度及平均动脉压是影响患儿预后的重

要因素,CVVH 治疗时必须警惕血小板的严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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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8 

早期高血糖对中重型创伤性脑损伤患儿死亡的影响 
 

符跃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早期血糖水平对预测中重型创伤性脑损伤患儿死亡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05 月至 2014 年 10 月收入本院重症医学科治疗的中重型创伤性脑损伤患

儿(入院 GCS 评分 3-13)的临床资料,分析早期血糖对患儿死亡的影响。血糖大于 11.1mmol/L 定义

为高血糖。 
结果 共 109 例患儿进入分析,存活 92 例,死亡 17 例。入院中位数 GCS 评分为 8(IQR 6-12)。早期

血糖中位数为 6.1 mmol/L ( IQR 5.2-9.8 mmol/L)。PTS 中位数评分为 6.0 (IQR 4.5 – 8.0)。57 例患

儿为单纯 TBI,52 例患儿合并有其他损伤。死亡组患儿血糖水平和合并损伤率明显高于存活组

(13.98 ±6.61 vs. 7.08±3.38, 76.5% vs. 47.5%; both p< 0.05),而死亡组入院 GCS 评分和 PTS 评分

低于存活组(4 vs.9 ,3 vs 7;both  p < 0.01)。高血糖组患儿入院 GCS 评分和 PTS 评分更低( 6 vs 9 , 
5 vs 7;both p< 0.01),高血糖组死亡率明显高于非血糖组(52.4% vs 6.8%, p< 0.001),而合并损伤率

两组没有统计学差异(57.1% vs 45.5%  p>0.05)。高血糖组和非高血糖组在总住院时间和 ICU 住院

时间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17.5 days vs. 14.0 days, 1.0 day vs. 1.0 day; both p>0.05)。采用

ROC 曲线分析发现早期血糖可以预测患儿预后[(AUC) 0.872, 95% CI: 0.795–0.928, p<0.0001],血
糖 佳临界值为 10.2mmol/L,其敏感度 76.5% ,特异度为 85.9%。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早

期高血糖(OR=11.512, 95% CI 2.677-49.501; p=0.001)､ GCS<8(OR=7.432,95% CI 1.115-49.536; 
p=0.038)是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患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而 PTS 评分(OR=0.761, 95% CI 0.579-
0.999; p=0.05)和合并损伤(OR = 1.016,95% CI 0.183-5.644; p= 0.985)并不是此类患儿死亡的独立

危险因素。 
结论 早期血糖可以预测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患儿死亡,而且早期高血糖是患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

素。 
 
 
PU-1519 

血浆置换联合血液滤过辅助救治剥脱性皮炎 
 

朱光耀,任玉倩,崔云,张育才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床旁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 PE)联合连续性静-静脉血液滤过 (continuous veno-
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在辅助救治儿童剥脱性皮炎(exfoliative dermatitis, ED)中的作用。 
方法 对 2 例肾上腺皮质激素和静脉丙种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s,IVIG)救治无效的重

症 ED 患儿采用床旁 PE 联合 CVVH 治疗,观察病情演变与转归情况。 
结果 2016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本院 PICU 收治 2 例重症 ED 患儿,年龄分别为 3 岁 8 月及 1 岁 11
月。两例患儿均予甲基强的松龙､ IVIG､ 抗感染及烧伤单元式皮肤护理等积极综合救治,病情加重,
高热不退,皮疹､ 水疱急剧增多,皮肤大片剥脱,予 PE 联合 CVVH 序贯式血液净化治疗。PE 采用

Prisma TPE 2000 膜式血浆分离器,每次置换血浆量 60-80ml/kg,间隔 48h;CVVH 应用 AN69 M60
滤器,置换液量 50ml/(kg.h)。2 例 ED 患儿经 PE 2-3 次联合 CVVH 治疗 72-96h 后,体温开始恢复正

常,呼吸､ 循环､ 肝､ 肾功能好转;治疗 7d 后,皮疹颜色变淡,水疱开始收敛结痂,新生皮肤出现。监测

血液净化治疗前后 C 反应蛋白(CRP)､ ､ 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白介

素(IL)系列(IL-2､ IL-6､ IL-8､ IL-10)均明显下降;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百分比上

升。例 1 住院 32d 治愈出院。例 2 入 PICU 第 13d(入院第 26d)再次高热,血､ 皮肤及尿培养显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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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耐药菌感染(血培养:鲍曼不动杆菌,皮肤渗出液:铜绿假单胞菌,尿培养:热带假丝酵母菌)。于入

PICU 第 20d(入院第 33d)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循环､ 血液､ 胃肠､ 呼吸､ 肾脏)经抢救无效死亡。 
结论  PE 联合 CVVH 减可轻炎症反应､ 保护受损器官,可能是 ED 患儿的辅助救治措施。 
 
 
PU-1520 

1 例百草枯中毒患儿的抢救治疗与护理 
 

刘红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百草枯中毒患儿的抢救治疗措施,总结护理经验,提高救治成功率。 
方法 对一名百草枯中毒患儿给予洗胃､ 导泻､ 血液灌流,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物; 应用抗感染､ 抗氧自

由基,保肝药物等对症治疗,观察患儿病情进展及治疗效果,回顾性总结救治及护理过程。 
结果 经过积极救治,精心护理,患儿住院 18 天,行血液灌流 4 次,治疗效果良好,治愈出院。 
结论 对于百草枯中毒患儿及时消除毒物,防止毒物继续吸收是救治成功的关键。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积极采取相应的治疗及救治措施,熟练掌握洗胃､ 血液灌流等各项抢救技能,同时给予及时恰当的护

理措施,减少毒物对重要脏器组织特别是对肺的损害,改善进行性呼吸困难,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及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 
 
 
 
PU-1521 

血液净化治疗辅助抢救儿童重症川崎病 
 

王斐,崔云,张育才,王春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床旁血液净化技术(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CBP)在抢救儿童重症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中的作用。 
方法 2009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PICU)收治重症川崎病患儿 6 例,在常

规治疗效果欠佳且合并有器官功能障碍时给予 CBP 治疗,观察分析治疗前后炎性指标､ 器官功能变

化与转归情况。 
结果 6 例重症川崎病患儿在给予常规治疗后病情进一步加剧均合并有器官功能障碍,入 PICU 时

PCIS 为(76.7±7.6)分,平均累及脏器功能障碍个数为(2.8±1.0)个,遂进行 CBP 治疗,使用 PRISMA､
PRISMA flex､ 旭化成血液净化机,采用高容量血液滤过(CVVHDF)模式和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 PE)。6 例患者 CVVHDF 治疗平均持续时间为(23.8±21.0)小时,PE 治疗平均持续时间为

(1.0±1.1)小时。CBP 治疗后体温及炎性指标(CRP､ ESR､ IL-6､ IL-10､ TNF-α､ WBC 等)明显下

降,脏器功能改善(PaO2/FiO2､ MAP､ PLT 明显上升,肝酶､ 胆红素､ 肌酐明显下降,Glasgow 评分

上升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BP 辅助抢救儿童重症川崎病可以快速有效地降低体内炎性指标水平,减轻全身炎症反应,改善

脏器功能和预后,可能是儿童重症川崎病综合抢救治疗中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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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2 

免疫功能在儿童严重脓毒症中的变化 
 

王斐,崔云,张育才,王春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儿童严重脓毒症体液免疫､ 淋巴细胞亚群和 NK 细胞水平变化,与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

关系。 
方法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PICU)收治严重脓毒症患

儿共 224 例,其中 82 例于入 PICU24h 内和治疗 7 天后至少 2 次进行体液免疫(IgG､ IgM､ IgA)､ 细

胞免疫[淋巴细胞亚群 CD3+､ CD4+､ CD8+､ CD19+和 NK 细胞(CD16+56+)]测定,比较存活组(59 人)
与死亡组(23 人)､ 器官功能状态(累及出现器官功能障碍个数>3 个共 36 人,累及出现器官功能障碍

个数为 2-3 个共 30 人,累及出现器官功能障碍个数 1 个共 16 人)与上述指标间的关系。并与同期体

检儿童残血 15 例作为对照。 
结果 1.严重脓毒症患儿入 PICU 时血 NK 细胞明显低于正常[(3.7±1.9)% vs.(11.2±1.6)%,P<0.05=,
治疗 7 天后存活组升高,严重脓毒症组与对照组间 IgG､ IgM､ IgA 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而淋巴细胞亚群中 CD3+､ CD4+､ CD8+组间有统计学差异[(62.8±8.5)%vs. (70.1±2.5)%
､ (33.3±7.0)%vs.(39.3±2.0)%､ (22.6±2.8)vs.(31.2±3.3)%,均 P<0.05=。2.淋巴细胞亚群 CD3+､

CD4+及 NK 细胞比例,随患儿儿童危重评分(PCIS)降低､ PRISMⅢ评分增高及器官功能障碍数目增

多,呈明显下降趋势,有统计学差异(P<0.05=,血清 IgG､ IgM､ IgA､ CD19+变化无统计学差异

(P>0.05)。3.死亡组患儿在入院 24h 内 NK 细胞､ CD3+､ CD4+水平明显低于存活组

[(1.5±0.5)%vs.(4.7±1.4)%,(55.1±5.0) %vs.(66.4±7.4)%,(29.7±5.2)%vs.(35.0±7.2),(均 P<0.05)]。 
结论 未发现免疫球蛋白水平与严重脓毒症患儿病情严重程度有相关性;NK 细胞及 CD3+､ CD4+淋巴

细胞降低是脓毒症病情加重的标志,可作为评估严重脓毒症患儿预后的参考指标。 
 
PU-1523 

成功救治婴儿草铵膦中毒 1 例 
 

杨晓会,陈源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分析婴儿草铵膦中毒 1 例,为临床诊断婴儿草铵膦中毒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婴儿草铵膦中毒病例 1 例并分析其临床表现､ 治疗及预后。 
结果 婴儿草铵膦中毒无特效解毒剂,可造成全身脏器的损害。 
结论 婴儿草铵膦中毒较罕见,可造成全身脏器损害,且无特效解毒剂,需提高重视。 
 
 
PU-1524 

浙江省儿童颅脑损伤流行病学调查 
 

谈林华,武小寓,鲍益耀,舒强,王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1 

 
 
目的 分析浙江省儿童颅脑损伤病因及其与性别､ 年龄及入住外科重症监护室(SICU)治疗后转归之

间的关系,为救治儿童脑损伤提供经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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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对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治的 168 例

儿童脑损伤患者的信息进行收集,回顾性分析了 SICU 中收治的儿童颅脑损伤不同年龄阶段的病因及

其与性别､ 病情严重程度､ 家庭状况､ 监护室滞留时间､ 住院时间等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结果 患儿男女比例为 2:1 (66. 7% vs 33. 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合并有头颅 CT 脑实质

损害的为 51 例,比例为 30.3%;合并有颅内出血的为 63 例,比例为 37.5%;GCS 评分在<8 分的为 28
例,8-10 分的为 62 例,11-15 分的为 78 例,比例为 1 : 0.45 : 0.35。车祸和坠落共 106 例,占比 79%,
车祸外伤的为 75 例,其中 0-3 岁 19 例,3-6 岁 21 例,6-14 岁 35 例;高处坠落患者为 58 例,其中 0-3 岁

19 例,3-6 岁 24 例,6-14 岁 15 例;合并有其他脏器损害的为 59 例,死亡 2 例。 
结论 儿童颅脑损伤的病因主要为高处坠落及车祸外伤,其中高处坠落多为年龄在 0-6 岁的儿童,与家

庭照管不力有关;车祸外伤多为 6-14 岁儿童,因为 6-14 岁儿童是上学阶段且户外活动增加,因此在学

校或家附近安装安全设施,能有效的降低伤害。 
 
 
PU-1525 

小儿脓毒症的预后与血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张海洋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机体处于严重的病理生理状态下,血液中的生化指标常会发生显著改变。由于这些生化指标的

水平常受病情危重程度影响,它们难以成为兼具敏感性和特异性的生物标记物应用于临床。该项研

究的目的即是在 15 项临床常见的实验室检查中,发掘对小儿脓毒症预后评估 有价值的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 PICU 住院时间超过 2 周的脓毒症患儿。收集

其住院期间 14 项实验室生化检查数据,包括 C 反应蛋白､ 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 血清胆碱酯酶､ 总

胆固醇､ 总胆红素､ 血电解质(钠､ 钾)､ 尿素氮､ 尿肌酐､ 谷草转氨酶､ 谷丙转氨酶､ 乳酸脱氢

酶。采用相关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有 120 名脓毒症患儿纳入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提示,血清胆固醇水平越低,脓毒症患儿死亡率

越高(P<0.05),总胆红素水平越高,脓毒症患儿死亡率越高(P<0.05),而其余变量的变化与本组脓毒症

患儿死亡率无相关性(P>0.05);多因素分析发现,血清总胆固醇和总胆红素水平是小儿脓毒症发生发

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血清总胆固醇和总胆红素水平可为评估小儿脓毒症的病情预后提供参考。 
 
 
PU-1526 

婴儿迟发性维生素 K 缺乏症临床诊断治疗体会及文献复习 
 

周信英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对婴儿迟发性维生素 K 缺乏症临床诊断及治疗进行分析探讨。 
方法 对 2017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1 例以腹泻便中带血为首发症状就诊并存颅内出血的迟发性维生

素 K 缺乏症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患儿的临床症状及转轨,总结分析有效的治疗及预防方案。 
结果     本文个案病例为 3 月的男性婴儿,母乳喂养,无用药史,有大便次数多,便常规检查显示为脓血

便,PCT 增高,便检菌显示 G+球菌 100%,提示肠道菌群紊乱及肠道感染存在的可能,这些因素都可以

使维生素 K 的合成 ､ 利用吸收受抑制,促发维生素 K 缺乏症的发生。同时本例患儿具有便中带血､

凝血常规检查中 APTT､ TT､ PT 明显高于正常,伴有贫血,头部 CT 平扫显示:左侧额叶､ 左侧丘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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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干可见多发小片状稍高密度影。脑沟脑裂未见异常。双侧额部硬膜下间隙略增宽,符合迟发性维

生素 K 缺乏致颅内出血的诊断。该患儿经及时诊断和治疗,恢复良好,出院后复查未见异常。 
结论 提高医务人员对该病的认识,严格规范用药制度,加强母乳喂养的科学指导,对婴儿早期进行诊断

和治疗是预防或减轻婴儿迟发性维生素 K 缺乏症的有效措施。 
 
 
PU-1527 

儿童脑动静脉畸形合并神经源性肺水肿四例临床分析 
 

杜晓晨,柏振江,李莺,吕海涛,王杭州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儿童脑动静脉畸形合并神经源性肺水肿的临床特征和救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例儿童脑动静脉畸形合并神经源性肺水肿的临床表现､ 诊治经过和转归等临床

资料。 
结果 四例患儿中,男 1 例,女 3 例,年龄 5~11 岁,平均 8.3±2.48 岁。颅内出血部位分别为:右颞顶叶;左
侧小脑;左颞叶;右侧小脑､ 右侧枕部硬膜下血肿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四例患者合并神经源性肺水肿

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以及呼吸困难,在病程中都可见到粉红色泡沫痰,双肺皆出现明显湿罗

音。在出现神经源性肺水肿时,GCS 评分皆为 3 分。其中三例患儿出现了心跳呼吸骤停,经抢救后得

以恢复。4 例患儿均在第一时间进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等综合治疗。两例患儿神经外科手术后好

转出院。1 例患儿经手术后无法撤机,家长放弃治疗。1 例患儿未经手术,家长放弃治疗。四例神经源

性肺水肿的出现时间为 1h-48h,平均 19.3±21.7h。两例好转病例神经源性肺水肿的消退时间为 84h
和 130h。 
结论 脑动静脉畸形是儿童较为常见的先天性脑血管发育异常,部分病例发生颅内出血时合并神经源

性肺水肿临床表现极其危重。尽早机械通气和手术治疗是主要救治手段。 
 
 
PU-1528 

床旁模拟教学在儿科重症医学培训中的应用 
 

程晔,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床旁模拟教学在低年资重症医学科医护岗位培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以团队为单位,对不

同分组医护在接受培训后处理危重症的能力进行比较,并行问卷调查了解学员自我感受 
方法 以团队为单位,对不同分组医护在接受培训后处理危重症的能力进行比较,并行问卷调查了解学

员自我感受。 
结果 共计有 60 组(每组 20),300 人次参与本次研究。学员们培训前后两次的问卷调查显示自我评价

与自信心有显著提高,个人感受压力明显降低。任意一组学员在经过模拟教学培训后,其运行病例总

得分及除骨髓输液通路建立以外的关键技能,得分均有提高。在运行 case1 时,三组间运行病例总得

分与技能得分无明显差异。但经过 debriefing 后,总得分和气管插管技能得分有显著提高,而心肺复

苏和骨髓输液得分无明显差异。对于不同的 debriefing 方法教学后所得到的总分和技能得分无明显

差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1)。 
结论  床旁模拟教学对于重症医学科低年资医护有着较好的临床使用价值,能提高其综合能力,包括临

床和非临床技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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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9 

儿科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在急诊留观室的应用 
 

程晔,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究儿科早期预警评分系统(PEWS)在急诊留观室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 个月间连续收住我院急诊留观室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一般资料､ 不同时刻

PEWS､ 转归情况等 
结果 研究期间共纳入连续收住急诊留观室的患儿 4744 名。其中男性患儿 2985 例(62.9%),女性患

儿 1759 例。分别有 2320 人,2128 人,269 人和 27 人纳入好转出观组､ 收入专科病房组､ 收入 ICU
组和放弃出观组(组 1-组 4);中位数年龄分别为 12(3,48)月,17(4,60)月,12(3,52)月,4(2,23)月。入观

诊断按 ICD10 标准分为呼吸､ 血液､ 脑､ 消化等 17 大类,前五位的疾病分别为:呼吸(1666,35.1%),
血液(608,12.8%),消化(573,12.1%)､ 肿瘤(494,10.4%)､ 脑(491,10.3%)。患儿的性别在 4 个分组中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年龄和疾病分类在不同组间存在差异。组 4 的患儿年龄偏小,因肿瘤性疾病

入住 PICU 的比例 高。PEWS 的入观得分､ 高得分以及 终得分在 4 个不同分组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值均低于 0.001)。入观首次得分､ 高得分在好转出观组和收住专科病房组的比较中无

差异,而在任一组与收住 PICU 组相比时存在差异。而 终得分在三组的任意两组比较中均存在差

异。用 ROC 曲线下面积评价 3 个得分预测收住 PICU 的可能性和危重患儿死亡风险,其值分别

为:0.698､ 0.878､ 0.974 和 0.709､ 0.883､ 0.951,其中 终得分的预测能力 强 
结论 PEWS 能较好地对危重症或潜在危重症患儿进行早期识别和预警 
 
 
PU-1530 

危重患儿应激状态下血清皮质醇､ B 型钠尿肽前体 
与白介素-6 的变化及其意义 

 
王培培,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不同危重应激状态下血清皮质醇､ B 型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水平的变化 
方法 以 2015 年 5 月份至 2015 年 12 月份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感染､ 多

发外伤､ 心肺复苏患儿为实验组,以同时间外科病房收治的无创伤､ 无感染､ 无心肾及肾上腺等疾

病或功能异常､ 无先天性遗传代谢病､ 无长期糖皮质激素使用史等患儿为对照组。在标本采集各节

点行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CIS)。实验组病例按 PCIS 分为 3 组,包括非危重组(PCIS≥90 分)､ 危重

组(PCIS 71-89 分)和极危重组(PCIS≤70 分);另按患者疾病转归情况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实验组

病例分别于入院当天和病情稳定后抽血送检皮质醇､ B 型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项目,对照组病例

于入院或外科手术前抽血送检相关项目。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性比较采用 t 检
验和方差分析,运用双变量相关分析法进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极危重组､ 危重组及非危重组入院当天血清皮质醇､ B 型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水平均较病

情稳定后水平有升高,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对照组､ 非危重组､ 危重组､ 极危重组

入院当天血清皮质醇､ B 型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水平依次升高,两两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病情稳定后血清皮质醇､ B 型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水平两两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死亡组患儿 B 型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水平较存活组明显升高,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相应血清皮质醇浓度相比,无显著差异性(P>0.05)。相关性分析中 PCIS 与血清皮质醇､

B 型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水平之间均呈负性相关(r 值分别为-0.571､ -0.661､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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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皮质醇､ B 型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水平在危重症患儿病重期显著升高;而相应水平的变

化均与小儿危重症评分呈负相关;病情越重,升高越明显,三者可作为评估患儿病情的指标,其中 B 型

钠尿肽前体和白介素-6 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 
 
 
PU-1531 

心脏骤停的 SD 大鼠复苏后 T 细胞功能改变 
 

幸春林,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建立 SD 大鼠心脏骤停模型,观察心肺复苏后外周血 T 细胞及亚群数量､ 表面分子表达及 T 细

胞分化功能,初步了解心脏骤停后 T 细胞功能改变 
方法 将 SD 大鼠分为心脏骤停(CA)组,假手术(SO)组。CA 组行气管插管､ 动静脉置管､ 心电监护后

堵闭气管插管窒息 6 分钟,以平均动脉压<20 mmHg 为心脏骤停模型成功标准,建立心脏骤停模型,后
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假手术组(SO)仅行气管插管､ 动静脉置管､ 心电监护,不进行堵闭气管诱导心脏

骤停。两组分别于建模后 3 小时(3 h)､ 24 小时(24 h)､ 72 小时(72 h)行心脏采血进行 T 细胞功能､

炎症介质的检测。运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新鲜血中 T 细胞及 CD4+､ CD8+亚群比例,T 细胞表面分子

CD28､ CTLA-4 和 PD-1 的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促炎因子(TNF-α､ IL-6),
抗炎因子(IL-10)及 Th1､ Th2､ Th17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IFN-γ､ IL-4､ IL-17A)浓度。 
结果 1. CA 后血清中 IL-6 和 IL-10 的浓度在 3 h[128.7(81.1-245.0) pg/ml; 252.8(171.9-252.8) 
pg/ml]和 24 h[36.6(35.1-58.9)pg/ml; 69.5(40.6-104.1) pg/ml]时 CA 组均较 SO 组 3 h[43.1(31.2-
51.9)pg/ml; 123.6(73.4-212.5) pg/ml]和 24 h[28.8(8.5-32.3) pg/ml; 25.0(22.3-28.4) pg/ml]时显著升

高;2. CA 组外周血中 T 细胞比例在 24 h 和 72 h(29.20±5.94%; 31.65±10.92%)时均较 SO 组

(42.08±10.50%; 46.54±9.52%)显著降低;3. CA 组 T 细胞表面分子 CD28､ CTLA-4 和 PD-1 的表达

在 24 h 时[85.36±22.46%; 3.66(1.92-9.96)%; 58.25(44.60-90.68)%]均较 SO 组[58.08±24.95%; 
0.41(0.08-0.79)%; 3.05(0.69-8.55)%]升高,3 h 和 72 h 时无显著差异; 
结论 心脏骤停后的大鼠存在急性期炎症反应;心脏骤停后 T 细胞大量活化,表面活化标志物表达增高,
外周血 T 细胞比例降低;T 细胞分化功能部分失常,有免疫抑制倾向 
 
 
PU-1532 

持续血液净化在 PICU 应用的十年小结 
 

蔡小狄,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持续血液净化治疗(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在我院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十
年来应用和疗效 
方法 对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症监护室(PICU)接受 CBP 治疗的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年龄､ 性别､ 原发病,血液净化模式和时间,以及治疗预后等。

同时比较 2010 年前后的 CBP 治疗的原发病,治疗模式以及预后等情况的变化 
结果  共 359 例患儿在此期间收入我院 PICU 并接受了血液净化治疗,男女比为 1.5:1,年龄中位值 39
个月(2 天-16 岁),原发病依次为脓毒血症､ 肾功能衰竭､ 肝功能衰竭､ 药物中毒､ 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格林巴利综合症等。在入 PICU 的第一个 24 小时 PRISM-III 评分的中位数是 19(0-58),ICU 的住

院天数的中位数为 8(1-95)天。患儿血液净化的模式主要为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
共 315 例,血浆置换(PE)112 例,血液灌流(HP)3 例,双重过滤血浆分离置换法(DFPP)10 例。77 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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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采用杂交-联合血透模式, 例如 CVVHDF 联合血浆置换(PE),CVVHDF 联合血液灌流(HP)或
DFPP。患儿应用 CBP 治疗的平均时间为 32.14(±32.38)小时。在预后方面共有 93 例患儿死亡,死
亡率为 25.6%。在这 11 年的 CBP 治疗中比较发现,脓毒血症上升成为原发病的首位,采用更多

CVVHDF 联合其他血液净化的复合 CRRT 模式(Hybrid CRRT )进行治疗 
结论  首先,持续血液净化技术在 PICU 可安全使用;其次,非肾脏疾病,特别是脓毒症成为其在 PICU
应用的重点; 后,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规范化能改善 PICU 危重病人的预后 
 
 
PU-1533 

连续血液净化技术相关设备及技术在儿童重症医学的应用调查 
 

杨雪,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了解连续血液净化技术相关设备及抗凝技术在儿童重症医学领域的应用现况 
方法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利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分布在全国 28 个省(直辖市)39 个城市的

55 家儿童专科医院或三级综合医院进行调查,了解 CBP 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应用现况 
结果 收到 53 家医院回复,其中 51 家已开展 CBP 技术的医院共有 156 台 CBP 机器,平均(3±1)台/
家,46 家(90.1%);49 家医院均由 PICU 医生放置血透管,2 家由 PICU 专科护士､ 1 家医院由麻醉科

医生､ 2 家医院由外科或肾脏科放置血透管;而对于 CBP 日常的操作及维护多由 PICU 护士(70.5%)
完成,关于凝血功能的监测,24 家医院以 ACT､ 40 家医院以 APTT 评估患儿凝血功能。40 家医院采

用普通肝素抗凝法,22 家医院采用无肝素抗凝法,18 家医院采用枸橼酸抗凝法,16 家医院采用低分子

肝素抗凝法。脓毒症为应用 CBP 多的病种有 2315 例(占 24.34%),其后依次为 MODS 1929 例(占
20.28%),药物中毒 1207 例(占 12.69%),肾衰竭 625 例(占 6.57%),且 49 家医院均认为 CBP 技术为

治疗严重脓毒症的重要救治措施。可见 CBP 更广泛地应用于重症领域,且越来越重视脓毒症时对

CBP 的应用 
结论 随着 CBP 技术在全国儿童重症领域的推广,CBP 设备及耗材的需要也越来越大,对 CBP 实施中

凝血功能的监测及抗凝技术不同医院选择不一。CBP 也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儿童多种危重疾病。 
 
 
PU-1534 

通过 LGR5+研究肠道干细胞 
在内毒素血症肠黏膜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孙莹,王丽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Msi-1 是肠道干细胞的标记物,本文通过 Msi-1 研究肠道干细胞在内毒素血症肠黏膜损伤修复中

的作用,是否可以通过调节干细胞的增殖分化来促进肠粘膜的修复。 
方法 21 日龄健康 Wistar 幼鼠,随机分成对照组､ 实验组和干预组。实验组及干预组腹腔注射

LPS(脂多糖)5mg/kg,干预组组腹腔注射 LPS 1h 后腹腔注射 GLP-2(胰高血糖素样肽-2)250ug/kg;对
照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1mL/kg;在脂多糖注射后 6h､ 24h 及 72h 取末端回肠。HE 染色及电镜观察

各组回肠上皮结构改变,免疫组化､ RT-PCR 方法检测肠道干细胞标记物 Msi-1 的表达。 
结果 6h 点实验组及干预组大体可见肠管充血､ 水肿。光镜下可见绒毛断裂､ 倒伏,炎性细胞浸润,腔
内可见渗出液,24h 点及 72h 点实验组及干预组肠粘膜损伤逐渐修复,绒毛逐渐生长,干预组较实验组

修复明显,72h 点干预组上皮基本恢复正常。免疫组化可见 Msi-1 抗体标记在隐窝内,实验组及干预

组在绒毛底部及绒毛处可见 Msi-1 抗体标记,干预组表达多于实验组。RT-PCR 检测,实验组 Ms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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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 Msi-1 mRNA 表达高于实验组,P<0.05,且干预组病死率较实验

组明显降低。 
结论 内毒素血症肠上皮粘膜炎症损伤后,肠上皮干细胞增殖分化,可能参与修复炎症损伤后的肠粘膜;
外源性给予干细胞分化刺激因子 GLP-2 可促进肠上皮干细胞的增殖分化,促进肠粘膜损伤的修复,降
低肠道感染后幼鼠的死亡率。 
 
 
PU-1535 

贵州省医务人员心肺复苏技能掌握现状及培训的效果分析 
 

陈建丽,徐艳霞,彭莉,田景丽,周蓓,邓秀琴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通过对贵州省 7 家医院临床医护人员心肺复苏技能掌握现状的调查以及培训后技能(CPR)考核

结果分析,提出 CPR 培训的必要性。 
方法 根据贵州省院内心肺复苏技能考核评价标准和《2015 年国际心肺复苏指南》,制订心肺复苏问

卷调查表,对贵州省 7 家医院 2000 名临床医护人员行心肺复苏技能掌握现状调查,并进行单人及双

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培训及考核,培训前后对操作考核合格率和操作技能水平进行比较。 
结果 通过培训,医护人员心肺复苏操作考核合格率从培训前 69.8%上升到 1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操作技能如人工呼吸无效､ 胸外按压位置､ 按压姿势､ 按压频率､ 按压幅度不合格率､ 未

处置危险场景方面均好于培训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理论知识讲授､ 指导老师示范演练､ 现场指导及危险场景的模拟训练能使医护人员有效地掌

握心肺复苏(CPR)术提高急救操作能力,明确 CPR 强化训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PU-1536 

危重患儿呼吸心跳骤停复苏后机械通气 
时肺保护通气策略及随访研究 

 
陈建丽,徐艳霞,周茉,唐熔,凌萍,周麟永,倪佳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心跳呼吸骤停复苏后危重患儿机械通气时肺保护通气策略及存活患儿出院后 90d 随访。 
方法  2011 年 01 月-2016 年 06 月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收治因各种原因发生呼吸心跳骤停患儿

489 例,进行心肺复苏后机械通气 251 例,24h 内死亡或放弃治疗 83 例,存活>24h 患儿 168 例,随机

分为小潮气量通气组 118 例,常规潮气量通气组 50 例,根据潮气量调整呼气末正压(PEEP),监测肺动

态顺应性(Cdyn)､ 呼吸功(WOB)､ 气道阻力(Raw)､ 气道闭合压(P0.1 )､ 肺泡气-动脉血氧分压差

(PA-a02)､ 氧合指数(OI)､ 血气分析､ 乳酸清除率等指标的变化,观察氧合改善､ 机械通气并发症的

发生､ 撤机情况以及患儿的转归情况。随访存活 90d 患儿。包括出院后持续呼吸道症状､ 肺影像学

检查及肺功能检查､ 神经系统检查。 
结果 1.小潮气量通气 24h 氧合改善与常规潮气量通气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2.小潮气量组

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潮气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不同潮气

量通气比较,危重患儿的病死率无明显差异(P>0.05)。4.救治存活患儿 127 例,随访 62 例存活患儿出

院后 30 天､ 90 天与出院时比较,所有患儿肺功能均有所改善,潮气量(VT)､ VP/VE､ TP/TE 及 RR
的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0.05)。5.神经系统体格检查及儿童脑功能分类量表评分,部分患儿存在神经

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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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潮气量通气在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的发生方面,优于常规潮气量通气;改善呼吸心跳骤停

复苏患儿的氧合及病死率并不优于常规潮气量组。动态监测呼吸力学指标有助于及时调整呼吸及参

数并撤机,随访出院患儿大部分恢复良好,少数存在反复呼吸道感染及神经系统后遗症。 
 
 
PU-1537 

基于 Utstein 模式心肺复苏注册单在急诊-PICU 的应用 
 

石成玉
1,陈建丽

1,2,杜涛
1,2,王华柱

1,2,周麟永
1,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基于 Utstein 模式设计心肺复苏注册单并应用于临床,以提高心肺复苏质量数据记录的完整性､

准确性。 
方法 基于 
Utstein 模式,优化设计心肺复苏注册单并应用于急诊和 PICU,比较实施前后心肺复苏技术的核心数

据记录的完整性和及时性,以评价注 
册单的临床应用效果。 
结果 注册单应用前后患者 CPR 关键信息记录的缺失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o.01)。
实施后 48 例 CPR 记录均在抢救过程中同步完成。 
结论 基于 Utstein 模式的心肺复苏注册单使用,使数据记录及时性､ 完整性提高。规范了心肺复苏流

程,提高了心肺复苏质量。 
 
 
PU-1538 

肺吸虫病致大量心包积液和心功能不全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钱娟,王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报道一例肺吸虫病导致的儿童大量心包积液和心功能不全。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病例,介绍患者临床表现､ 体征､ 实验室检查以及治疗经过,分享肺吸虫病导致

患儿大量心包积液和心功能不全诊治经验,复习文献报道。 
结果 6 岁女婴,南方生活,有饮食生螃蟹病史,本次急性发病,因“发热伴腹部不适､ 恶心呕吐 1 天”收治

住院,入院时存在心率快,心音遥远,肝脏肿大,尿少等急性心功能不全表现,急诊心脏彩超发现“大量心

包积液,呈分隔状”,急诊行心包引流术和心包活检术,引流约 500 毫升浑浊浆液性液体,心包引流液生

化检查提示蛋白 60g/L,常规细胞数多,多个核细胞 80%,心包引流液培养未见细菌､ 真菌生长,细菌和

真菌 PCR 检查阴性,自身免疫检查阴性,结核 T-SPOT 检查阴性,心包积液肿瘤细胞阴性,肺部､ 腹部

､ 头部影像学检查正常,血肺吸虫抗原检查阳性,外周血嗜酸细胞计数 21%(仅 1 次)。给予吡喹酮治

疗。本例肺吸虫病导致的心包积液临床不典型,容易漏诊,需引起重视。 
结论 肺吸虫病引起的心包积液可能临床表现隐匿,并不常见,需引临床医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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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9 

捆绑措施应用于危重症患儿气管插管后人工气道管理的护理研究 
 

邵彤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捆绑措施应用于危重症患儿气管插管后人工气道管理的临床效果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4 月~2016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62 例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危重症患儿,随机分成研

究组 32 例和对照组 30 例,其中对照组给予危重症患者插管呼吸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基于捆绑措施

的护理干预方案,比较两组住院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非计划性拔管(UEX)及呼吸机相关肺炎(VAP)
､ 感染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研究组机械通气花费时间､ 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对比差异显著。两组 UEX､ VAP
､ 口腔感染､ 消化道出血发生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捆绑护理致力于强化标准化操作和督促,能大大减少危重症患者气管插管后 VAP､ 感染等并发

症发生,改善预后,值得研究推广。 
 
 
PU-1540 

抢救 β-酮硫解酶缺乏致非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一例并文献复习 
 

白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β-酮硫解酶缺乏致非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non-diabetic ketoacidosis,NDKA)的抢救方

法。 
方法 报告 1 例 β-酮硫解酶缺乏症患儿的 3 次 NDKA 发作,回顾其临床症状､ 辅助检查结果和酸中毒

抢救方案。结合文献复习,总结此类儿童 NDKA 的救治策略。 
结果 本文患儿,男,分别于 5 月､ 8 月､ 26 月龄,出现 3 次严重酮症酸中毒(血糖不高)发作,均于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稳定后转内分泌科治疗。三次起病均伴消化道症状､ 深大呼

吸､ 轻度脱水及意识改变表现;三次入院时 PH､ HCO3
-､ 尿酮体､ 血糖分别为(7.15､ 7.09､ 7.03)

､ (3.8､ <3､ 4.8)mmol.L-1､ (+++､ +++､ +++)､ (4.3､ 5.1､ 4.7)mmol.L-1;入院至酸中毒纠正时间

､ 5%碳酸氢钠使用量､ 停碳酸氢钠至酸中毒纠正时间､ 胰岛素剂量及胰岛素持续时间分别为(89､
60､ 21)h､ (24､ 2.5､ 3)ml.kg-1､ (79､ 54､ 18)h､ (0.079､ 0.078､ 0.082)U.kg-1.h-1､ (8､ 42､
17.5)h;三次住院均于酸中毒完全纠正时停胰岛素,仅首次住院行 CHDF 治疗 17h 并于停 CHDF 后

36h 酸中毒完全纠正。首次住院血串联质谱提示 3-羟基丁酰肉碱增高 58.71umol.L-1､ 尿气相质谱

示 3-羟基丁酸显著增高 2591.63 umol.L-1,伴 3-羟基丙酸 20.28umol.L-1,乙酰甘氨酸增高 34.91 
umol.L-1;T2 基因测序提示 T2 基因突变,确诊 β 酮硫解酶缺乏症。 
结论 NDKA 是 β-酮硫解酶缺乏症急性发作期的主要严重并发症,需早期补糖,限制异亮氨基酸及脂肪

摄入;对 NDKA 的治疗,胰岛素确切有效,CRRT 疗效欠佳,碳酸氢钠的使用应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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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1 

改良局部枸橼酸抗凝在儿童血液滤过的应用 
 

白科,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透析泵泵注枸橼酸在儿童局部枸橼酸抗凝(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 RCA)连续性血

液滤过(continuous hemofiltration, CHF)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 49 例行 RCA-
CHF 治疗患儿的临床资料,分为传统组 20 例行 RCA-CHF 治疗;改良组 29 例(以透析泵泵注枸橼酸)
在连续性血液透析滤过模式下行 RCA-CHF 治疗。观察输液泵气泡报警､ 采血不良､ 出凝血等不良

事件,滤器寿命及枸橼酸抗凝常见并发症等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气泡报警､ 滤器寿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生化指标比较中,治疗

前后 Na+､ iCa2+､ TCa2+/ iCa2+ 及 HCO3-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5),但治疗前､ 后改良组与传统

组比较 Na+､ iCa2+､ TCa2+/ iCa2+ 及 HCO3-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透析泵代替枸橼酸泵的改良技术可以更安全有效地用于儿童 RCA-CHF 治疗。 
 
 
PU-1542 

新生儿先天性膈疝围手术期监护 
 

白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总结我院 6 年先天性膈疝( 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的围手术期监护经验。 
方法 收集我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共 58 例 CDH 新生儿的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58 例新生儿 CDH 中男 36 例,女 22 例;53 例于出生 3 天内发病,发病年龄 0h~11 天;所有患儿

均合并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合并动脉导管未闭 44 例(75.9%),合并肺动脉高压 38 例(重度 13
例)。手术 39 例(治疗组),无一例死亡,其中重症(1)组 29 例,非重症(2)组 10 例;手术距入院时间(1)组
(38.07±18.78)h､ (2)组(21.10±5.46)h 及 ICU 监护时间中位数(1)组 5(2,9.5)d､ (2)组
2(1,2.25)d,P<0.05;术后机械通气时间中位数(1)组 34(19.5,42.5)h､ (2)组 23(16.5,39.5)h 及平均住

院时间(1)组(16.76±5.99)d､ (2)组(15.40±2.17)d,P>0.05;未手术 19 例(放弃组),均于入院后 3 天内放

弃治疗,院内死亡 5 例。 
结论 CDH 是新生儿危重症之一,加强围手术期监护是提高 CDH 生存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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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3 

CGRP attenuates hyperoxia-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related injury to 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II cells via the 

activation of the Sonic hedgehog pathway 
 

Dang Hongxing,Xu Feng 
Chi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CGRP) on primary alveolar epithelial type II (AECII) cells and expression of Sonic hedgehog 
(SHH) signaling pathway components following exposure to hyperoxia. 
Methods The AECII cells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from premature rats and exposed to air (21% 
oxygen), air + CGRP, hyperoxia (95% oxygen) or hyperoxia + CGRP. The production of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2',7'-dichlorofluorescin 
diacetate molecular probe. The levels of malondialdehyde (MDA)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in the culture supernatant were detected by spectrophotometry. The apoptosis of AECII 
cells was assay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Shh and 
Ptc1 in the AECII cells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 scription-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western blot analysis and immunofluorescence,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cellular pathological changes partly improved and apoptosis was markedly 
decreased upon treatment with CGRP under hyperoxic conditions. The levels of ROS in the 
hyperoxia + CGRP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e in the hyperoxia group. In addition, 
the hyperoxia-induced increase in MDA levels and the decrease in SOD activity in the culture 
supernatant of the AECII cells were attenuated by CGRP. Compared with the cells exposed to air, 
hyperoxia markedly inhibited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Shh and Ptc1 in the 
AECII cells; however, this inhibition was partly attenuated by treatment with CGRP. 
Conclusions On the whole, our data suggest that CGRP can partly protect AECII cells from 
hyperoxia-induced injury, and the upregulation of CGRP may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pproach 
with which to combat hyperoxia-induced lung injury,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ctivation 
of the SHH signaling pathway. 
 
 
PU-1544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Ameliorates Hyperoxia-
Induced Lung Injury in Neonatal Rats 

 
Dang Hongxing,Xu Feng 

Chi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Therapies with prolonged exposure to high-concentration oxygen are common in the 
treatment of critical pulmonary and cardiac conditions in newborns. However, prolonged exposure 
to hyperoxia could result in lung damages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manifested as acute lung 
injury and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respectively.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CGRP) 
has been shown to have a broad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spiratory system.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CGRP on the hyperoxia-induced lung damage.  
Methods Newborn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normoxia, 
hyperoxia, and hyperoxia with CGRP. Hyperoxia groups were exposed to 95% oxygen for 14 
days and treated once every other day with saline or CGRP.  
Results Hyperoxia exposure reduced the survival rate to 73%, when compared with the 93% 
survival rate observed in the normoxia group. The survival rate was improved to 84% with CGRP 
treatment. Treatment with CGRP under hyperoxia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the hyperoxia-in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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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 histo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the increases in leukocyte counts and total protein levels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that reflect the pulmonary microvasular damages. CGRP treatment 
also restored the decreased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while it decreased the increased 
level of malondialdehyde in the lung tissues. Importantly, CGRP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magnitude of the hyperoxia-mediated in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mRNA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1 protei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hyperoxia-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s associated with both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CGRP may ameliorate the hyperoxia-induced 
lung injury by down-regulating these processes. 
 
 
PU-1545 

急危重患儿的病情识别及干预体系的建立 
 

刘美华,李枝国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建立急危重患儿的病情识别及干预体系,研究病情识别及干预体系对急危重患儿的早期识别,提
高 PICU 临床护士的核心能力,保障患儿的生命安全。 
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法､ 理论分析法､ 质性研究法及德尔菲(Delphi)专家咨询法,制订急危重患儿的病

情识别及干预体系,对 PICU 护士的核心能力､ 医护配合满意度､ 家长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差异有显著意义(P< 0.05)。 
结论 本研究应用 Delphi 法构建的急危重患儿的病情识别及干预体系,有利于临床护士核心能力的提

高,早期识别急危重患儿潜在的或已经存在的心肺脑功能障碍,保障患儿的生命安全。 
 
 
PU-1546 

静脉留置针在儿科补液室的应用及体会 
 

陈平,黄胜峰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静脉留置针在儿科补液室的应用 
方法 选择 2017.2-2017.5 我科行静脉治疗的输液患儿 200 例,分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按照补

液先后顺序,序号单号双号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儿均采用静脉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钢针

注射,观察组患儿采用静脉套管针注射治疗。观察两组患儿药物外渗､ 肢体肿胀､ 抢救时间及舒适

性等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在静脉治疗过程中的生理评估及主观感受和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抢救时间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静脉留置针的使用能减少患儿因反复静脉穿刺而造成的痛苦及对打针的恐惧感,减轻家长的焦

躁情绪,便于临床用药,急､ 危重患者的抢救用药,减轻护士的工作量,减少患儿疼痛,因而静脉留置针

应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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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7 

一例毒蕈中毒患儿的护理体会  
 

董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通过总结一例毒蕈中毒患儿的护理,探讨毒蕈中毒的护理方法及要点,以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针对我科于 2015 年 4 月收治的一例毒蕈中毒患儿从病例来源､ 发病年龄､ 发病季节､ 临床表

现､ 检验､ 治疗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正确对患儿进行护理评估,提出护理问题,制定预期目标及

护理计划并对患儿实施各项护理及健康教育等多项对症护理措施。 
结果 经过医护人员的积极治疗与精心护理,患儿从入院到出院经多次血液灌流+血液透析､ 护肝､ 营

养心肌､ 抗炎补液､ 输氧､ 心电监护及严密监测心肝肾肺功能,根据 
各项生化指标指导治疗与护理,经住院治疗后,各项指标恢 
复正常,治愈出院。 
结论 毒蕈中毒有些症状与胃肠道疾病症状非常相似,医护人员要问清病史,切勿贻误抢救和治疗时

机。因此要做好卫生宣教 ,向患者和家属讲解毒蕈中毒的主要症状和早发现､ 早治疗的重要性。 
 
 
PU-1548 

小儿重症肺炎感染病原菌分类及耐药性分析 
 

唐熔,陈建丽,王华柱,申珊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小儿重症肺炎感染病原菌的分类及其耐药性分析。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 PICU,并确诊为重症肺炎的 555 例患儿的痰

培养药敏结果及耐药菌株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PICU 病房送检的 555 株标本中分离出致病菌株共 428 例,未检出致病菌株共 127 例。其中 G-
杆菌 235 例,占 54.91%;G+球菌 190 例,占 44.39%,真菌 3 例,占 0.70%。送检病原菌检出中以 G-杆
菌为主,其中 G-感染病原菌中以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 大肠埃希氏菌､ 阴沟肠杆菌占前三位,G+
感染病原菌中以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占前三位。 
结论 G-杆菌感染中主要为产 ESBLs 的肺炎克雷伯菌及大肠埃希氏菌,上述两种细菌均为产 ESBLs
的的细菌,由于产 ESBLs 可水解青霉素类､ 第一､ 二､ 三代头孢菌素及单环类 β 内酰胺抗生素,故耐

药性极高,而其对碳青霉烯类敏感率高,临床上若考虑 G-杆菌感染,可考虑首选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使

用。G+球菌感染中主要为肺炎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上述两菌的耐药性逐年增加,药敏实验结果

其均对万古霉素及利奈唑胺等药物敏感率高,故临床早期对重症感染,若考虑上述细菌感染,可首选万

古霉素治疗。因临床治疗过程中,大量抗生素的广泛及不规范应用,致重症肺炎感染病原菌中耐药性

逐年增多,加强用药前病原学检查,提高针对性用药比例,提高重症肺炎治愈率,降低重症肺炎死亡率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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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9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细菌分布与耐药性变迁分析 
 

倪佳,徐艳霞,陈建丽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了解我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住院患儿感染常见细菌分布及变迁,为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

减少医院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PICU 患儿所有标本分离的细菌,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

散法和自动微生物分析仪 VITEK 2 Compact 进行检测,结果判断严格参照 2012 年美国临床和实验

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药敏试验执行。标准检测结果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分离所得 1540 株细菌,总结细菌种类分布。三年间 PICU 分离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占
53.8%。2014 年革兰阴性菌中前三位的分别是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和溶血不动杆菌;2015 年

和 2016 年肺炎克雷伯菌有明显增多趋势,排到了第一位。革兰阳性菌占 47.2%,2014 年-2016 年排

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无明显变化趋势。耐甲氧

西林金葡菌(MRSA)检出率由 2014 年的 4.3%上升至 2016 年的 10.6%。革兰阴性菌中尤其是产

ESBLs 菌株呈现多重耐药性,对大部分抗菌药耐药率达 90%以上,仅对喹诺酮类和碳青霉烯类耐药率

较低,从 2.1%到 9.9%,三年内发现 2 株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革兰阳性菌中肺炎链球菌对青

霉素的耐药率高达 57.6%, 检出的 MRSA 菌株均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敏感。 
结论 监测期间 PICU 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多重耐药菌株检出率逐年增高,对临床抗感染治疗构成威

胁,需加强耐药监测和及时采取有效感染控制措施。 
 
 
PU-1550 

急诊儿科患儿死亡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周麟永,陈建丽,谢静,熊熠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分析我院儿科急诊死亡病例的临床资料,探讨其死亡原因,采取对策,以降低病死率。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 411 例儿科急诊死亡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  411 例死亡病例中,男 231 例(56.20%),女 180 例(43.80%),男:女 1.28:1。≤28 天 124 例

(30.17%),~1 岁 197 例(47.93%),~3 岁 66 例(16.06%),~5 岁 13 例(3.16%),5 岁以上 11 例(2.68%),5
岁内死亡 400 例(97.32%)。其中慢性疾病终末期死亡 29 例(7.06%);急性起病短期内死亡 359 例

(87.35%);危重症放弃治疗后死亡 16 例(3.89%);意外死亡 7 例(1.70%);院前死亡 302 例(73.48%);院
外接受正规治疗 46 例(11.19%);农村户籍 328 例(79.81%);城市户籍 83 例(20.19%)。新生儿疾病中,
第一死因为早产;除新生儿期外,死亡病因依次为重症肺炎､ 多器官功能衰竭､ 腹泻病伴重度脱水､

各类型休克､ 肺出血､ 手足口病(危重型)等。 
结论 对于危重症患儿应早发现､ 早治疗;对于相对落后地区应做好患儿家长健康宣教工作;提高基层

医院儿科医师诊疗水平;提高儿科急诊医护人员基础以及高级生命支持技能;建立有效可行的转运机

制,提高危重症患儿的抢救成功率,以降低儿童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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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1 

脓毒症大鼠心肌细胞 TLR4 和 TNF-α 表达及细胞凋亡研究 
 

石成玉
1,陈建丽

2,2,方艺
23,徐艳霞

2,周茉
2,唐熔

1,凌萍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贵阳市儿童医院 
3.贵州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 

 
 
目的 观察脓毒症时期大鼠心肌 Toll 样受体 4(tol-like receptor4,tLR4)及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necrosis factor-α,TNF-α)表达及心肌细胞凋亡情况。 
方法 1)建立动物模型及分组:72 只 SPF 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脓毒症组及脓毒性休克组,
脓毒症组腹腔注射 10mg/kg 内毒素(lipopolysaccharide,LPS)､ 脓毒性休克组腹腔注射 12mg/kg 内
毒素建立大鼠模型;正常对照组腹腔注射 12mg/kg 生理盐水。(2)各组大鼠在注射后 1h 
､ 6h､ 24h 处死,每时点每组各 8 只,采集心肌组织标本;标本制作石蜡切片,并设计原位杂交探针序列,
进行 mRNA 原位杂交检测;TUNEL(原位末端 1 转移酶标记技术)法测定细胞凋亡;结果进行定量分析,
并做数据统计。 
结果 (1)mRNA 原位杂交检测 TLR4 在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组大鼠心肌表达在 LPS 攻击后 1h､ 6h
､ 24h 随时间呈上升趋势,且每个时段脓毒症组､ 脓毒性休克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脓毒性休克组

TLR4 表达显著高于脓毒症组(P<0.05)。(2)TNF-α 在 LPS 攻击大鼠后 1h､ 6h､ 24h 随时间呈上升

趋势,且每个时段脓毒症组､ 脓毒性休克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脓毒性休克组均显著高于脓毒症组

(P<0.05)。(3)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大鼠肝脏组织细胞凋亡情况随时间呈上升趋势,且每个时段脓毒

症组､ 脓毒性休克组显著高于对照组,脓毒性休克组细胞凋亡显著高于脓毒症组(P<0.05)。 
结论 (1)TLR4 及 TNF-α 在心肌的高表达,尤其在脓毒性休克大鼠心肌的高表达,进一步证实由于 LPS
导致机体通过 TLR4 介导产生 TNF-α 等炎症因子的过度释放,产生炎症因子的瀑布反应,引起重要脏

器组织细胞凋亡,对机体造成严重影响。(2)通过阻断 TLR4 的表达,可能抑制脓毒症大鼠炎症因子的

大量释放,对减轻机体各重要脏器的损害可能有益。 
 
 
PU-1552 

一例重症腺病毒肺炎患儿行体外模肺氧合治疗的护理 
 

居敏洁,徐婷婷,邹欢,陈嘉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一例重症腺病毒肺炎伴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儿进行 15 天 ECMO 治疗的护理要点 
方法 4 次血液进化,28 天呼吸机辅助通气,一氧化氮吸入治疗 13 天。在 ECMO 治疗期间,通过对

ECMO 管道时时监测管理,ACT 的监测,对 ECMO 治疗期间患儿出现出血,消化功能,肾功能､ 心血管

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结果 对患儿严密的接触隔离和抗感染治疗,ECMO 治疗期间的俯卧位治疗,有效的拍背吸痰气道护理,
患儿在经过了 51 天的治疗后顺利出院 
结论 一例重症腺病毒肺炎伴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儿进行 15 天 ECMO 治疗,4 次血液进

化,28 天呼吸机辅助通气,一氧化氮吸入治疗 13 天。在 ECMO 治疗期间,通过对 ECMO 管道时时监

测管理,ACT 的监测,对 ECMO 治疗期间患儿出现出血,消化功能,肾功能､ 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并发症

的观察及护理,对患儿严密的接触隔离和抗感染治疗,ECMO 治疗期间的俯卧位治疗,有效的拍背吸痰

气道护理,患儿在经过了 51 天的治疗后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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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3 

脓毒症大鼠心肌细胞 TLR4 和 TNF-α 表达及细胞凋亡研究 
 

石成玉
1,陈建丽

2,方艺
1,徐艳霞

2,周茉
2,唐熔

2,凌萍
2 

1.贵州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 
2.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脓毒症时期大鼠心肌 Toll 样受体 4(tol-like receptor4,tLR4)及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necrosis factor-α,TNF-α)表达及心肌细胞凋亡情况。 
方法 (1)建立动物模型及分组:72 只 SPF 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脓毒症组及脓毒性休克

组,脓毒症组腹腔注射 10mg/kg 内毒素(lipopolysaccharide,LPS)､ 脓毒性休克组腹腔注射 12mg/kg 
内毒素建立大鼠模型;正常对照组腹腔注射 12mg/kg 生理盐水。(2)各组大鼠在注射后 1h 
､ 6h､ 24h 处死,每时点每组各 8 只,采集心肌组织标本;标本制作石蜡切片,并设计原位杂交探针序列,
进行 mRNA 原位杂交检测;TUNEL(原位末端 1 转移酶标记技术)法测定细胞凋亡;结果进行定量分析,
并做数据统计。 
结果 1)mRNA 原位杂交检测 TLR4 在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组大鼠心肌表达在 LPS 攻击后 1h､ 6h､
24h 随时间呈上升趋势,且每个时段脓毒症组､ 脓毒性休克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脓毒性休克组 TLR4
表达显著高于脓毒症组(P<0.05)。(2)TNF-α 在 LPS 攻击大鼠后 1h､ 6h､ 24h 随时间呈上升趋势,且
每个时段脓毒症组､ 脓毒性休克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脓毒性休克组均显著高于脓毒症组(P<0.05)。
(3)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大鼠肝脏组织细胞凋亡情况随时间呈上升趋势,且每个时段脓毒症组､ 脓毒

性休克组显著高于对照组,脓毒性休克组细胞凋亡显著高于脓毒症组(P<0.05)。 
结论 1)TLR4 及 TNF-α 在心肌的高表达,尤其在脓毒性休克大鼠心肌的高表达,进一步证实由于 LPS
导致机体通过 TLR4 介导产生 TNF-α 等炎症因子的过度释放,产生炎症因子的瀑布反应,引起重要脏

器组织细胞凋亡,对机体造成严重影响。(2)通过阻断 TLR4 的表达,可能抑制脓毒症大鼠炎症因子的

大量释放,对减轻机体各重要脏器的损害可能有益。 
 
 
PU-1554 

血清总胆红素预测儿童脓毒症肝损伤患者预后的临床价值 
 

崔云,单怡俊,任玉倩,王春霞,张育才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0 

 
 
目的 探讨血清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预测儿童脓毒症肝损伤(Sepsis-Associated Liver 
Injury,SALI)患者预后的临床价值。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收集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入住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的脓毒症肝损伤患儿临床资料,分析患儿入住 PICU72h 内血清

总胆红素水平与患儿预后的临床关联和预后预测价值。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72 例儿童脓毒症肝损伤患者,该类患者死亡率为 36.1% (26/72)。通过对比分析

治愈患者和死亡患者入住 PICU72h 的血清 TBIL 水平发现,脓毒症肝损伤死亡患者血清 TBIL 水平显

著高于治愈患者。进一步 Cox 回归分析证实 :入住 PICU72h 内血清 TBIL 水平是脓毒症肝损伤患儿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经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

发现:以血清 TBIL 为预测脓毒症肝损伤患者预后的生物标记物,其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AUC)为 0.736,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 0.614–0.858(P = 0.001);且血清 TBIL
预测脓毒症肝损伤患者预后的 cut-off 值为 3.77mg/dL。以入住 PICU72h 内血清 TBIL 水平

3.77mg/dL 为界,将患者分为> 3.77mg/dL 组和≤ 3.77mg/dL 组;经 Kaplan-Meier 曲线分析和 Log-
Rank 检验分析发现,血清 TBIL> 3.77mg/dL 组患儿的 28 天生存率显著低于≤ 3.77mg/dL 组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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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TBIL 升高是儿童脓毒症肝伤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风险因素。 
 
 
PU-1555 

6 例床旁连续性血液净化辅助救治儿童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护理 
 

徐婷婷,邹欢,陈嘉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临床上对经过床旁连续性血液净化辅助救治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儿实施精细化护理的方

法及措施,以期为临床儿科护理质量提供借鉴,为重症医学中发展 迅速也 重要的治疗手段提供更

为有效地临床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护理方案､ 相关要点进行梳理､ 归纳,加以总结。 
结果 在床旁连续性血液净化过程中需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儿做好品质化的镇静镇痛护理､ 精确的

腹内压监测､ 有效及时的液体管理和常见并发症低血压的预判及处理;对机器管路方面需做好抗凝

护理,保持管路的通畅,使血液净化正常运行。本研究通过此制定的精细化护理,方案切实可行并使存

在的问题得到了及时发现和有效干预,显现了预期效果,6 例患儿均痊愈出院。 
结论 床旁连续性血液净化配合 ICU 护理辅助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治疗效果,
精细化的护理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儿的康复起到重要作用。 
 
 
PU-1556 

Rho 激酶抑制剂对先天性膈疝大鼠模型胎仔肺血管重构的作用 
 

周昉,许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先天性膈疝(CDH)大鼠模型胎仔肺 Rho 激酶的表达及其抑制剂 
法舒地尔对肺⾎血管重构的影响。 
方法 将孕 9.5 天的 SD 雌⿏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膈疝组和法舒地尔⼲干预组,分别给予膈疝组和⼲
干预组除草醚(100mg/只)一次性灌胃,对照组灌等量量橄榄油。孕 16.5d 给予⼲干预组腹腔注射法

舒地尔(15mg/kg,1 次/d,连续 3d),对照组和膈疝组予等量量⽣生理理盐⽔水腹腔注射。孕 21.5d 剖

宫产取出胎,光镜下结合图像分析进行行肺血管重构观察,采用 RT-PCR 法和 Western blot 法从基因

､ 蛋白质水平观察肺组织 Rho 激酶表达变化;Western blot 法检测 Rho 激酶底物肌球蛋白磷酸酶的

磷酸化状态,作为该酶功能活化的标志。 
结果  ⼲干预组 
胎肺发育接近对照组。膈疝组肺小动脉管壁厚度占血管外径百分比(WT%)和肺小动脉中膜厚度百分

比(MT%)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管腔面积与血管总面积比值(LA%)明显低于对照组。法舒地尔⼲干预组

WT%､ MT%显著低于膈疝组,LA%明显高于膈疝组(P 均<0.05) 。与对照组相比,膈疝组 Rho 激酶

mRNA 和蛋白明显升高,肌球蛋白磷酸酶磷酸化水平也显著增高(P 均<0.01) 。法舒地尔干预后 Rho
激酶 m RNA 和蛋白､ 肌球蛋⽩白磷酸酶磷酸化水平均较膈疝组明显降低。 
结论 先天性膈疝胎仔肺内存在肺血管重构,Rho/Rho 激酶信号通路路参与此过程,产前给予法舒地尔

明显改善 CDH 胎仔的肺血管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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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7 

肺动脉血栓形成 1 例并文献复习 
 

杨乐,曽赛珍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了解肺动脉血栓形成的病因､ 诊断及治疗,加强对本病认识 
方法 通过 1 例病例报告,结合文献回顾复习肺动脉血栓形成的病因､ 诊断及治疗方法。 
结果 1 例 4 岁儿童因“咳嗽 10 天,加重伴气促､ 喘息 1 天”住院,肺部 CT 提示右上肺及左下肺肺炎。

入院第 1 天予 CPAP 通气,患儿气促持续加重,数小时后予气管插管机械通气辅助呼吸。住院第 2-3
天患儿机械通气下血氧不稳定,心率增快,完善心脏超声提示肺动脉高压､ 肝静脉淤血,下腔静脉宽度

不随呼吸变化。第 4 天患儿出现急性肾损伤,尿量减少,肢端浮肿,予连续性血液净化(血液滤过)治
疗。之后患儿肾脏功能好转,血氧也逐渐稳定,上机第 16 天顺利撤机。考虑到患儿病程中存在肺动脉

高压,不排除先天性肺血管疾病,完善胸部 CTA 检查,结果提示左下肺动脉干及基底动脉近端血栓形

成。实验室检查提示肺炎支原体抗体 1:640,肺炎支原体 DNA5.304E+02Copies;多次查凝血功能 D
二聚体不高,仅在入院第 4 天 D 二聚体升高,当日行血液净化。此例患儿在临床表现上早期无咯血､

胸,病情急性加重;治疗过程中早期即应用小剂量肝素(10iu/kg,Q6h)抗凝治疗;恢复期多次复查心脏彩

超无肺动脉高压,双下肢动静脉彩超无血栓,狼疮全套检查无异常; 后诊断肺动脉血栓形成,应用华法

林抗凝治疗,维持凝血功能国际化标准比值在 2-3 之间,治疗疗程 3-6 月。结合文献总结:任何病因导

致静脉血流停滞､ 高凝状态及易栓倾向或内皮细胞壁受损的情况,均可发生血栓形成,临床中儿童肺

动脉血栓形成罕见。成年人则以非感染性为主;儿童肺动脉血栓形成多以青紫型心脏病､ 肾病综合

征､ 中心静脉置管等所致,此外深静脉血栓､ 结缔组织疾病以及遗传性高凝状态亦可导致。本例患

儿起病初期,肺动脉高压期间无中心静脉置管､ 先天性心脏病史､ 结缔组织疾病等表现;该患儿以肺

部感染起病,病原诊断支原体感染,既往有类似文献报道,肺炎支原体感染可发生肺动脉栓塞,且 D 二

聚体无明显升高,需高度考虑该病因。螺旋 CT 血管造影是目前考虑肺栓塞的首选影像学检查,肺动

脉造影是诊断肺栓塞的“金标准”。抗凝治疗是儿童肺血栓形成非急性期的首选治疗;急性期病情危重

可应用溶栓､ 血管介入甚至外科手术取栓治疗。 
结论 儿童突然发作或急性加重的呼吸困难,除原发疾病急性加重外,也应警惕肺栓塞可能。螺旋 CT
血管造影可明确诊断,肺动脉血栓形成需应用抗凝治疗,早期可应用肝素,后期应用华法令。 
 
 
PU-1558 

儿科“两步四分级”预检方法及应用 
 

陈洁婵,孙静,李佩青,吴金霞,蔡娴,聂述山,卢嘉铭,杨好妹,熊雨美,沈君,刘宇,朱翠平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预检分诊在国外已实施多年,让危重病人得到及时治疗,减少急诊部门的死亡率和非预期抢救的

发生[1]。然而,中国大陆儿科急诊尚未有统一的分诊评估体系。与此同时,我国二胎政策落地后,儿科

医患比例的失衡状态将进一步恶化。迫切需要通过安全高效的儿科急诊预检分诊推进医疗资源的合

理分配､ 保障危重患儿在急诊得到优先救治。本文对我院内部实行的儿科急诊预检分诊模式的相关

操作细节及结果评价进行梳理与总结,旨在为儿科急诊预检分诊模式的探索提供参考信息。 
方法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急诊科通过“两步四分级法”
实施预检分诊,收集 3 年的急诊医疗质量监测指标数据加以分析。 
结果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427951 例 18 岁及以下患者在我院儿科急诊接受

预检分诊和处置。采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科急诊预检分诊标准和指引”实行“两步四分级

法”的分诊流程,对儿科急诊接诊病人进行分诊分级管理。第一步,采用儿科评估三角(PAT)的快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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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分诊出危重症与非危重症两大类,指引病人进入相应接诊区域;第二步,对进入相应急诊区域后

的病人进行 4 分级评估,将病人具体分类为 I~IV 级。使用“快速评估”及“四级分诊”将其中 13204 例患

者划分为危重组,包括 5189(1.21%)例Ⅰ级患者和 8015(1.87%)例Ⅱ级患者;其他患者划分为非危重

组,包括 68412(15.99%)例Ⅲ级患者和 346335(80.93%)例Ⅳ级患者。自从我们急诊科实施预检分诊

制度后,与 2010~2011 年相比,2012~2014 年患者在急诊科的死亡率下降 54.43%;关于医疗质量和

拥堵情况的投诉率也下降(P<0.001);病人满意度在 77%-78.5%(P=1)之间,但病人总体满意度未见改

善。 
结论 儿科急诊使用“两步四分级法”施行预检分诊,有助于合理分配急诊医疗资源､ 改善儿科急诊医

疗质量。 
 
 
PU-1559 

43 例小儿急性中毒临床分析 
 

刘平定,张永宁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渭南市儿童医院) 714000 

 
 
目的 小儿急性中毒是儿童意外伤害的一种类型,指具有毒性作用的物质进入人体后引起器官和组织

的器质性或功能性损害。小儿急性中毒在儿科常见,在小儿意外死亡之中,中毒的死因排名位于交通

意外､ 火灾､ 溺水之后,居第四位(2596);也是儿科的常见危重急症,,95.58%的毒物接触发生在家中;
经消化道摄入者占 77.75%(2597);故家庭预防和控制中毒十分重要。现将我科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9 月 26 个月来收治的 43 例急性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如下,以探讨预防及控制中毒的对策。 
方法 我科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9 月 26 个月来收治的 43 例急性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如下,以
探讨预防及控制中毒的对策。 
结果 43 例患儿均治愈。 
结论 ⑴小儿急性中毒发病率农村儿童(81.4%)明显高于城市儿童(18.6%),其原因可能由于农村患儿

家中备用农药､ 药物等存放较多且管理不善,投放毒药的地方不隐蔽,易被小儿拿到,家中子女较多,父
母对孩子监管不力。⑵小儿急性中毒好发年龄段为幼儿及学龄前期儿童,占 67.6%。这与该年龄段

小儿室外活动增加､ 具有好奇好动的特点､ 缺乏对毒物的分辨､ 自我保护意识差,或由于家长疏忽

误喂及药物保管不当被小儿误食等因素有关。⑶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药物

中毒､ 化学物品中毒明显增多,占 54.5%,而植物中毒明显减少,占 2.77% 。⑷医源性中毒明显增多,
占 13.88%,且好发于婴幼儿(24/30,80%),主要由于乡村医生或个人诊所医生对小儿生理特点､ 小儿

药物的适应证､ 药物性能､ 作用机制､ 不良反应不甚清楚,用药过量﹑疗程过长所致。中毒药物以

胃复安､ 阿托品､ 氨茶碱为主[2]。 
 
 
PU-1560 

儿童 ICU 感染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耐药及其 
与抗菌药物使用频度相关性分析 

 
吴军华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315012 
 

 
目的 了解本地区儿童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s,ESBLs)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ECO)的 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和耐药基因型分布特点及其与抗菌药物使用频度相关性,为临床儿童

重症感染的诊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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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 VITEK-2 对 102 株大肠埃希菌进行细菌鉴定,双纸片协同试验进行 ESBLs 检测,对 70 株

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菌株的 MIC,聚合酶链反应技术(PCR)检测产 ESBLs 菌

株的耐药基因 intl1､ acc､ ampC､ CTX-M1､ CTX-M3､ DHA1､ OXA､ shv､ tem､ NDM､ DHA1
､ fox､ per。 
结果 (1)共分离大肠埃希菌 102 株,来源以痰液为主占 61.8%,其次是鼻拭子及脓液标本,分别占 9.8%
和 6.9%。(2)ESBLs 的检出率为 68.6%,对氨苄西林和头孢唑啉的耐药率较高达 95%以上;对氨苄西

林/舒巴坦､ 氨曲南､ 头孢吡肟､ 头孢曲松､ 复方新诺明､ 哌拉西林舒巴坦､ 四环素和甲氧苄氨嘧

啶/磺胺甲噁唑也存在较高的耐药性(>50%);对头孢他啶､ 庆大霉素､ 亚胺培南､ 左氟沙星､ 米洛环

素､ 环丙沙星､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和妥布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45.7%､ 19.8%､ 0.9%､ 45.2%､
16.8%､ 42.6%､ 48.3%和 44.2%;此外,对阿米卡星､ 美罗培南､ 替加环素､ 呋喃妥因､ 多尼培南和

厄他培南的敏感率为 100%;检出 1 株耐亚胺培南大肠埃希菌。(3)耐药基因检测显示 intl1 携带率为

97.2%､ ampC 携带率为 92.8%,tem 携带率为 62.8%,CTX-M3 携带率为 37.1%,CTX-M1 携带率为

25.7%;acc､ DHA1､ OXA､ shv､ NDM､ DHA1､ fox､ per 均未检出。携带 2 种､ 3 种和 4 种耐药

基因的菌株分别占 25.7%(18/70)､ 25.7%(18/70)和 12.8%(9/70)。 
(4)抗菌药物用药频度(Daily defiend doses,DDDs)值与耐药率变化的表明,氨苄西林/舒巴坦和头孢他

啶的 DDDs 值与大肠埃希菌耐药率呈正相关。 
结论 儿童重症感染常见致病菌大肠埃希菌耐药问题严重,ESBLs 大肠埃希菌对临床各类抗生素均存

在不同程度耐药。耐药基因检测发现本地区 ESBLs 大肠埃希菌耐药基因复杂,多数菌株可能包含多

个耐药基因,部分药物的 DDDs 值与大肠埃希菌耐药率呈高度正相关。表明本儿童监护病房耐药程

度严重,多重耐药模式复杂,减少相关药物的临床用量对于控制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有实际临床意

义。今后应加强耐药基因的监控,有效控制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流行。 
 
 
PU-1561 

床旁纤维支气管镜对重症肺炎炎症指标 
及血气分析影响的分析研究 

 
袁远宏,肖政辉,张慧,卢秀兰,张新萍,祝益民,仇君,蔡姿丽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简称纤支镜)在改善重症肺炎患儿炎症指标及血气分析等疗效方面的作用和

意义。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3 年 8 月~2014 年 8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 PICU 住院诊断为重症肺炎的 299 名

已行纤支镜的患儿和收集了同期 198 例重症肺炎但家属拒绝行纤支镜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对纤支镜

介入前后炎症指标及血气分析改变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与对照组的炎症指标进行对比,应用 检验和

Mann-Whitney U 检验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纤支镜介入前后血气分析上吸入氧浓度(FiO2)､ PH 值､ 动脉血氧分压､ 动脉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动脉血氧饱和度和乳酸(LAC)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炎症

指标上白细胞､ C-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较治疗前均出现下降,经配对样本 t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比较 C-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明显降低,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纤支镜能改善重症肺炎患儿的炎症指标及通气情况,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font-
kerning:0pt;mso-ansi-language: 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
SA'>动脉二氧化碳分压(PaCO2)､ 动脉血氧饱和度和乳酸(LAC)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炎症指标上白细胞､ C-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较治疗前均出现下降,经配对样本 t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 C-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明显降低,差异亦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532 
 

PU-1562 

2013 年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抢救病种特点分析及防治措施 
 

吴晖,陈月,郭兰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总结 2013 年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抢救室抢救病种的特点,分析常见抢救疾病的原因及预防

措施,为提高重症患儿生存率､ 急诊抢救工作效率及降低意外伤害､ 建全分诊制度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总结和分析急诊科抢救室处理病例 4707 例,分类统计主要的抢救病种､ 病例､ 年龄和性

别等。 
结果 排序前 5 位是新生儿疾病､ 呼吸道疾病､ 惊厥､ 意外伤害､ 传染病。男性患儿明显多于女性

患儿;0~3 岁是急诊抢救的高发年龄段,临床诊断捂热综合征为就诊前死亡的主要病因。 
结论 急诊医务工作者应熟悉急诊疾病特点､ 规律及抢救方法,利用家庭､ 学校和社会相结合的预防

方法,通过健康宣教,提高患儿的抢救质量,预防和减少意外伤害的发生。 
 
 
PU-1563 

局部枸橼酸抗凝技术在儿童连续性肾脏 替代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胡限,祝益民,刘尊礼,曾赛珍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是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重要抢救治疗技术手段。安全与有效的抗

凝是 CRRT 连续､ 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既往临床中 CRRT 治疗常应用肝素抗凝,近年来局部枸橼

酸抗凝逐步被引入到临床。本研究旨在探讨局部枸橼酸抗凝技术在儿童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
中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为临床中儿童 CRRT 抗凝治疗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入住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重症监护病房行 CRRT 治疗的危重患者进行回顾性研

究。研究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 收集所有患儿 CRRT 持续时间､ 入住 PICU 时间

､ 总住院时间､ 治疗前后小儿危重症评分(Pediatric Critical Illness Score,PCIS)及预后资料;收集所

有患儿治疗前后凝血功能､ 血气分析､ 肾脏功能､ 血常规相关指标,记录枸橼酸组患儿治疗过程中

2(2h)､ 4h(4h)､ 8h(8h)滤器前､ 后 Ca2+变化。 
结果 1.纳入本研究患儿共计 33 例,其中枸橼酸组 24 例,肝素组 9 例,两组患者治疗前的年龄､ 性别

构成､ 体重､ 小儿危重症评分､ 入住 PICU 时间及总住院时间差异无显著性差异(P>0.05); 
2.枸橼酸组活化凝血酶原时间(APTT)､ 凝血酶原时间(PT)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枸橼酸组治疗过程中各个时间点(2h､ 4h､ 8h)滤器前离子钙与滤器后离子钙分别进行组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分别对治疗后 2h､ 4h､ 8h 滤器前､ 后的离子钙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4.枸橼酸组中血常规指标(WBC､ HB)治疗后较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局部枸橼酸抗凝在儿童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过程中对凝血功能影响小,出血并发症少,
无酸碱失衡及电解质紊乱发生,临床使用相对安全。 
2.CRRT 治疗能降低血尿素氮､ 肌酐水平,改善肾功能及患儿危重症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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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4 

误服“地漏净味珠”致死一例报告 
 

万忆春,花红燕,李霞,张晓春 
固原市人民医院 756000 

 
 
目的 加强生活用品生产销售监管,杜绝悲剧发生。 
方法 临床急救 
结果 患儿抢救无效死亡 
结论 幼儿期及学龄前儿童对危险的识别及自我保护能力有限,因而意外伤害发生率非常高,通过此例

提醒有关部门需加强此物生产销售监管,建议取缔本产品。 
 
 
PU-1565 

LPIN1 基因突变致反复性急性肌红蛋白尿 1 例诊治体会 
 

林霞,张凡,刘磊,党伟,李军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分析儿童反复发作肌红蛋白尿的原因。 
方法 回顾 LPIN1 基因突变致反复性急性肌红蛋白尿患儿的临床资料并查阅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基因检查结果提示存在 LPIN1 基因突变,国内未查到相关文献,国外可见少量报导。 
结论 LPIN1 基因突变可以被认为是儿童早期肌红蛋白尿的主要原因之一(17/29),而且基因检查的诊

断价值优于肌活检。 
 
 
PU-1566 

坏死性筋膜炎行 VSD 引流 1 例 
 

曾赛珍,陈道朋,余阗,王涛,罗建红,张兵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儿童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方法 结合 1 例坏死性筋膜炎病例报告,查阅文献资料总结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表现､ 诊断及治疗。1
岁女性患儿,因“发热 7 天,神志模糊 4 天”入院。患儿以发热起病, 高 40℃,第 3 天因精神反应差于

当地医院就诊。入院时患儿神志不清,伴尖叫,体查发现右侧髋部青紫 斑､ 肿胀,伴有休克,当即予以

“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及支持对症治疗 4 天。患儿感染控制不佳,右侧皮肤

病变范围增大,腰背部､ 下腹部､ 双侧腹股沟区及右大腿皮肤硬肿,右腹股沟､ 右侧臀部､ 右侧大腿

及会阴部可见一面积约 20*14cm 斑,局部颜色不均 ,部分呈紫红色或紫黑色,部分中心有发白状,
部份皮肤见水疱及渗液。遂转运至我院进一步治疗。入我院后考虑诊断为“坏死性筋膜炎､ 休克､

MODS､ DIC､ 中毒性脑病”,予以“美罗培南+利奈唑胺+甲硝唑”联合抗感染,呼吸机辅助通气,脱水,肝
素抗凝等对症支持治疗;立即请小儿骨科会诊,予以坏死处皮疹发白区行多点穿刺,抽出淡红色浆性液

体,家属当时拒绝行清创 VSD 引流。患儿反复高热,感染指标高,PCT>100ng/L,CRP:145.35mg/L,入
院后行 CRRT 治疗。入院第 3 天右侧臀部及下肢软组织肿胀明显,皮肤张力高,且向周围蔓延,反复与

家属沟通建议手术治疗(VSD 引流可以使伤口浅部､ 深部及筋膜间隙创面的清洁､ 伤口淋巴细胞浸

润消退较快､ 增生期胶原合成出现较早,恢复期收缩性纤维合成增加促进伤口愈合)。当晚行右下肢

皮肤软组织坏死区网格状切开及 VSD 持续负压引流。入院第 4 天血培养及细菌 PCR 基因检测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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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余 12 次血培养及 4 次局部穿刺液体细菌培养均为阴性。VSD 引流术后继续

CRRT 治疗及积极抗感染治疗,患儿 PCT 及 CRP 下降;经 VSD 持续负压引流 3 周(3 次手术),患儿皮

肤硬肿基本消退,病变波及范围明显缩小,感染指标恢复至正常;第四次手术清创后予以伤口皮肤缝合

封闭,术后第 4 天出现伤口渗液及开裂,可见坏死组织,遂拆除缝线再次彻底清创,后期予以加强换药促

进基底部肉芽生长后行游离皮片移植,患儿病情逐渐恢复,无明显下肢功能障碍。坏死性筋膜炎清除

坏死组织为治疗成功的关键,同时强有力的抗生素抗感染､ CRRT 清除炎症因子等营养对症支持治

疗。可有效控制感染,同时局部病灶换药使基底部肉芽生长完全后,在行游离皮片移植修复。 
结果 该患者经早期 VSD 引流､ 有效抗感染､ 适时清创及血液净化清除炎症介质等治疗,后期创面经

游离皮片移植修复。 
结论 坏死性筋膜炎早期诊断､ 早期切开彻底有效引流可减少毒素的吸收､ 保护周围临近坏死组织

､ 促进修复､ 减小病灶面积,是目前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PU-1567 

小儿急诊急救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及预防探讨 
 

何伟,翟洋,李茂霞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17 

 
 
目的 总结小儿急诊抢救病例的流行病学特点,探讨减少儿童急救病例发生的预防措施。 
方法 通过对我院急诊科 2013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急诊抢救患儿 3291 例的特点进行回

顾性分析。 
结果  小儿发生的需要急诊急救的病例男女性别差异不大(1.34:1.0)。发病年龄:3 岁以内小儿占

88.82%(其中 0-1 月龄为 3.80%､ 1 月-1 岁龄为 17.47%､ 1 岁-3 岁龄为 67.55%),4 岁-7 岁龄占

7.99%,大于 7 岁龄占总数 3.19%。疾病种类:惊厥占 74.11%,误服占 12.00%,呼吸道疾病占

8.45%(其中呼吸衰竭 5.71%,窒息 1.25%,喉梗阻 0.21%,哮喘 0.24%),新生儿疾病 2.83%,意外伤害

2.37%。经急诊抢救处理后,急诊留观占 43%､ 收入普通病房 39%､ 返家占 6%;入重症监护室占

5%;自动离院占 4%;死亡占 1%,其中院前死亡占死亡例数 88.57%,入急诊抢救无效死亡占死亡例数

11.43%。 
结论 我院急诊抢救例数排序前 5 位的是惊厥､ 误服,呼吸道疾病､ 新生儿疾病､ 意外伤害。1~3 岁

是急诊抢救的高发年龄段;入急诊抢救患病人数无明显季节规律;大部分患儿经抢救后预后良好 
 
 
PU-1568 

中心静脉导管在小儿心肺复苏时的应用 
 

张玲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儿童心肺复苏时有效的给药途径; 
方法 临床抢救患儿时的一例病患; 
结果 选择置管技术丰富且心理素质良好的医生做中心静脉导管穿刺,通过中心静脉导管给药可以提

升药物起效时间,提高小儿心肺复苏的成功率; 
结论 静脉给药途径作为给药的首选途径,在小儿心肺复苏存在循环障碍时,可选择做中心静脉导管置

管,经导管给药,以快速起效,挽救患儿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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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9 

婴幼儿重度腹泻伴感染性休克的急诊抢救体会 
 

张玉,谢伦艳,袁娇,颜晓敏 
湖南省儿童医院 10212100 

 
 
目的 建立符合急诊同质化､ 规范化一体式抢救模式 
方法 通过一例婴幼儿重度腹泻伴感染性休克的急诊抢救,分析探讨急诊抢救过程。 
结果 同质化､ 规范化的抢救流程可以提高抢救成功率,进一步提升工作人员的专科能力。 
结论 急诊科作为抢救急危重症的第一关卡,有效及时的评估和处理,为进一步生命支持赢得宝贵的时

间;急诊同质化､ 规范化抢救流程,可有效提高危重病人抢救的效率与质量,提升工作质量和医护满意

度 
 
 
PU-1570 

危重症患儿使用 NCPAP 应用范围探讨及评估 
 

臧平,卢秀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目前国内外有关临床使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的具体应用范围仍在探讨中, 本研究通过对我院 PICU 使用 NCPAP 患儿进行临

床分析,明确 NCPAP 在儿科 PICU 的应用价值,初步探讨 NCPAP 在危重症患儿使用范围。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收集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入住我院 PICU 在鼻导管给氧 1 小时后仍存在

呼吸急促改用 NCPAP 的 192 例重症患儿临床资料,包括开始使用 NCPAP 时(0 小时)､ 使用 1 小时

后､  4 小时后各时间点的基本生命体征(心率､ 呼吸､ 体温､ 血压)､ 血气分析(氧分压､ 二氧化碳分

压､ PaO2/FiO2)指标､ 气促､ 喘息､ 呻 吟､ 鼻翼煽动､ 三凹征及 NCPAP 参数(PEEP､ FiO2､ 气

体流量)等临床资料。比较使用 NCPAP 前后各时间点的临床资料,评估 NCPAP 的临床效果。再根

据使用 NCPAP 氧分压不同分为 A 组(呼吸急促组(PaO2 ≥ 70mmHg )),B 组( 呼 吸 急 促 合 并 氧 
分 压 减 低 组(50mmHg<PaO2<70mmHg)),C 组(呼吸急促合并呼吸衰竭组(PaO2≤ 50mmHg))三
组,比较三组患儿不同时间点各项指标的变化,明确 NCPAP 的临床效果。比较三组使用 NCPAP 时
长､ 住院时间､ 住 PICU 时间､ 无创辅助通气失败､ 出院情况,初步探讨危重症患儿使用 NCPAP 的

应用范围。 
结果 192 例患儿中呼吸系统疾病为主,共 161 例(83.85%);重症手足口病 14 例(7.29%),严重脓毒血

症 10 例(5.21%),其他多脏器异常混合性疾病 7 例。192 例危重症患儿呼吸急促､ 心率增快､ 氧分

压､ PaO2/FiO2､ 喘 息､ 呻吟､ 鼻翼煽动､ 三凹征使用 NCPAP 0 小时与使用 NCPAP1 小时后及

使用 NCPAP4 小时后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 B､ C 三组无创通气失败比较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A､ B､ C 三组患儿使用 NCPAP 时长､ 住 PICU 天数､ 住院天数比较,A､ B 两组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p>0.05),C 组与 A､ B 两组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A､ B､ C 三组出院情况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c 2 =25.19, p=0.001)。 
结论 1､ NCPAP 广泛用于常规吸氧仍存在呼吸异常的危重症患儿有明显疗效。2､ 危重症患儿出现

呼吸困难时使用 NCPAP 可改善呼吸做功。3､ 鼻导管给氧下仍存在呼吸衰竭的患儿在使用

NCPAP 辅助通气时易导致无创辅助通气失败,使用过程中需要密切动态监测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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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1 

婴幼儿良性惊厥伴轻度胃肠炎的临床分析 
 

薛超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婴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分析婴幼儿良性惊厥伴轻度胃肠炎(benign infantile convulsions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 
CwG)的临床特点,并对该类疾病的预后进行总结。 
方法 对我院近 7 年来收治的 436 例符合婴幼儿良性惊厥伴轻度胃肠炎诊断的患儿进行临床资料的

回顾性分析,并对部分患儿进行了预后的随访。 
结果 本病发病年龄集中在 13 月~24 月,多发生在 9 月份至次年 2 月份,惊厥主要表现为全身强直-阵
挛发作,多集中在发病 24h 内,每次持续时间多在 5min 内,可有丛集性发作,血电解质异常共 9 例,包括

轻度低钠 6 例,轻度低钾 3 例,血糖均正常范围,脑脊液常规检查均正常,粪找轮状病毒抗原检查阳性率

14.9%,粪找诺如病毒抗原检查阳性率 2.6%,随访过程中,除 1 例仍有痫样放电,其余脑电图复查均恢

复正常,全部家属自觉患儿生长发育､ 智力正常,无明显性格改变。 
结论 本病是一类主要表现为短暂全面性惊厥发作,伴有轻度胃肠炎症状,无明显脱水及电解质紊乱的

疾病,且多发生于既往健康的婴幼儿,其惊厥反复发生率低,极少进展为癫痫,预后良好。 
 
 
PU-1572 

引导式教育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黄燕霞,陈小聪,刘黎礼,刘毅,冯盼,苏秋园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引导式教育是否能改善对 1-3 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问题。 
方法 将 186 例 1-3 岁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及引导式教育组。两组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引导式

教育组再加以引导式教育。观察两组训练前后情绪社会性评估及粗大运动评定结果的变化。 
结果 干预 6 月后情绪社会性评估,引导式教育组能力域分值有明显提高,内隐域､ 失调域分值有明显

下降,两组分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粗大运动评定,两组治疗 6 个月后较治疗前分值显著

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治疗 6 个月后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引导式教育可以改善脑瘫患儿不良的情绪社会行为问题。 
 
 
PU-1573 

功能性电刺激对痉挛型双瘫型脑瘫患儿尖足的疗效 
 

姜南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研究功能性电刺激对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尖足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年龄为 3 至 6 岁的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共 4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0 人进

行病例对照研究。两组均进行运动训练和相同的物理因子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对双侧腓总神经

应用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FES)。治疗前后分别用量角器测量踝关节主动背屈角度和评定腓肠肌肌

张力(MAS)来评定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后踝关节功能方面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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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后踝关节主动背屈角度分值和 MAS 评分上都有了显著提高(P 
<0.05)。②实验组患儿在踝关节主动背屈角度和 MAS 评分上的提高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FES 配合运动训练可以更好改善痉挛型双瘫患儿的踝关节活动范围,降低下肢肌张力,提高踝关

节功能。 
 
 
PU-1574 

针灸治疗小儿脑性瘫痪临床研究进展 
 

徐霞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322000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传统儿童康复手法的认识加深,针灸治疗小儿脑性瘫痪的疗效越来越受到大家的

认可,笔者整理了近十年来针灸治疗小儿脑瘫的文献,归纳了针灸治疗小儿脑瘫的不同方法,分析了针

灸治疗小儿脑瘫的优､ 缺点。 
 
 
PU-1575 

早产儿小肌肉发展能力的分析 
 

张光宝
1,何彦璐

1,芮洪新
1,吴茜

1,窦淑娟
1,陈忆晴

1,童梅玲
1,张敏

1,池霞
1 

1.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医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早产儿的小肌肉能力发展特点,为早产儿的精细动作发育提供针对性的训练依据。 
方法 收集自 2016 年 4 月-2016 年 11 月在医院随访体检的早产儿 86 例,应用《香港学前儿童小肌

肉发展评估》工具(简称:HK-PFMDA)进行小肌肉发展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小肌肉发展能力良好 0 人(占 0.0%),普通 36 人(占 37.2%),稍弱 10 人(占 9.3%),非常弱 40 人

(占 53.5%)。 
结论 早产儿的小肌肉发展能力较同龄正常儿有明显的差距,应关注早产儿小肌肉发展,及时筛查,早期

发现､ 早期干预,提升其动手操作能力,促进早产儿全面发展。 
 
 
PU-1576 

387 例脑瘫患儿脑电图分析 
 

王玉娟,贠国俊,杨雪,刘青,戴梦颖,陈艺,曹建国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了解脑瘫患儿脑电生理活动,分析不同类型脑瘫患儿脑电图异常率､ 癫痫合并率。 
方法 选取 2008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我院康复科收治的资料完整的 387 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 259 例､ 女 128 例,年龄 3-108 个月平均(15 个月),痉挛型四肢瘫 101 例､ 痉挛型双瘫 74 例

､ 痉挛型偏瘫 102 例､ 不随意运动型 81 例､ 共济失调型 2 例､ 混合型 27 例,分析各型脑瘫患儿脑

电图及共患癫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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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87 例脑瘫患儿,脑电图正常 114 例(29%),异常 273 例(71%),伴有癫痫 32 例(8%)。其中痉挛

型四肢瘫脑电图异常率 高 86 例(71%),伴随癫痫的比例高(20%)。不随意运动型､ 共济失调型､

混合型脑电图异常率低,并无伴随癫痫。 
结论 痉挛型脑瘫脑电图异常率高及伴随癫痫发生率高,其中痉挛型四肢瘫 高。 
 
 
PU-1577 

推拿配合针刺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观察 
 

吴寿桐,吴凌云,张卫锋,曹建国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观察推拿配合以“面三针”为主穴的针刺疗法,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深圳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确诊的周围性面瘫患儿 65 例,以“面三针”(翳风､ 地仓透颊车

､ 健侧合谷)为主,配合阳白､ 攒竹､ 四白､ 太阳､ 迎香､ 水沟､ 承浆､ 颧髎等穴位进行针刺治疗,同
时配合一定的推拿手法治疗,10 次为一个疗程,连续观察两个疗程。 
结果 65 例周围性面瘫患儿经过推拿及针刺配合治疗,总有效率为 100%,且疗程短,疗效快,无副作

用。 
结论 对于儿童周围性面瘫,“面三针”为主的针刺治疗配合推拿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PU-1578 

婴儿氧舱治疗的安全问题与护理对策 
 

陈玉芬,杨雪,罗娟子,李蔷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婴儿氧舱治疗过程中患儿的安全问题及安全隐患事件,并对安全问题及隐患提出相应的预

防措施,避免发生不安全事件,使患儿在婴幼儿氧舱中安全､ 顺利完成高压氧治疗。 
方法 对使用婴儿氧舱进行高压氧治疗的患儿在舱内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安全事件进行总结与分析,针
对存在的问题探讨相应的护理措施。 
结果 治疗共 194 例,5266 舱次,有发生不安全事件,但实施相关护理对策后,均安全出舱。 
结论 婴儿氧舱治疗为封闭式,在治疗过程中预防安全事件的发生是保证治疗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针
对患儿存在问题实施有效的护理措施可提高患儿完成治疗的安全性,避免对患儿造成伤害,帮助患儿

顺利完成的治疗。 
 
 
PU-1579 

针刺治疗脑瘫患儿的研究概况 
 

吴洁,王栋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322000 

 
 
目的 评价针刺对脑瘫患儿的运动､ 认知功能的疗效 
方法 分析不同的针刺方法治疗脑瘫患儿的治疗情况 
结果 头针､ 体针､ 电针､ 穴位注射､ 穴位埋线均可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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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儿脑瘫病从中医理论来说,多因先天禀赋不足,肝肾受损,心脑发育不全,以致精血不能注入筋

骨, 经脉受阻,气血损耗,筋脉受伤,肢体废而不举受伤而成。在脑瘫患儿康复过程中,针刺已变成一个

重要的治疗方法。针刺因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副作用小被广泛接受。现代研究表明针刺能够明显

增加脑血流量,改善脑细胞代谢,促进脑功能的部分代偿或完全代偿,对脑组织的修复及功能的可塑性

等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PU-1580 

头面部穴位经络按摩对脑瘫患儿睡眠障碍的影响 
 

王雅元
1,梁少英

1,2 
1.宁波市康复医院 

2.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目的 探讨头面部穴位和经络按摩对脑瘫患儿睡眠障碍的影响 
方法 将 54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n=27)和对照组(n=27),对照组接受常规的按摩治疗方法,治
疗组在常规按摩的同时,增加头面部的穴位和经络按摩。1 个月为 1 个疗程,按摩后采用儿童睡眠习

惯问卷(the children's sleep habits questionaire,CSHQ)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睡眠得分的变化。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治疗组患儿的 CSHQ 总分降低(治疗前 50.43±5.26 分,治疗后 44.63±5.45 分),治
疗睡眠得分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50.92±7.36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头面部穴位和经络按摩可以改善脑瘫患儿的睡眠障碍 
 
 
PU-1581 

家长参与对治疗脑瘫患儿语言发育迟缓的效果观察 
 

邬刚燕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家长参与对治疗脑瘫患儿语言发育迟缓的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4-7 月本院收治的其中 25 例伴有语言发育迟缓脑瘫患儿作为对照组,将 2016 年 9-
12 月本院收治的 26 例伴有语言发育迟缓脑瘫儿童作为试验组进行比较。对照组采取常规康复训练

加传统语言训练;试验组为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出专业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要求家长参与康

复团队会议并语言训练后指导家长进行家庭训练。两组均每周训练 5 次,每次 30min,试验组家庭训

练每日累计 30min 及以上。 
结果 试验组语言功能改善显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家长参与更能可有效提高脑瘫患儿语言发育迟缓的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540 
 

PU-1582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 
对脑瘫患儿社交能力的影响分析 

 
王学敏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对脑瘫患儿社交能力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40 例在我院康复的脑瘫儿童,随机分为两组各 2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康复治疗方法进行训

练,观察组在常规康复治疗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进行训练。治疗 6 各月

后比较两组患儿治疗效果,观察组患儿在环境适应､ 与照顾者的关系､ 与朋辈的关系改善情况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患儿。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后情况:观察组患儿在环境适应､ 与照顾者的关系､ 与朋辈的关系改善情况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患儿。 
结论 采用引导式教育为导向的游戏疗法可提高脑瘫患儿社交能力。 
 
 
PU-1583 

 针刺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疗效分析 
 

顾莎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00 

 
 
目的 讨论应用针刺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6 月-2017 年 3 月收治住院部及门诊的 60 例脑瘫患儿,根据完全随机对照原

则,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采用运动疗法进行,治疗组采用运动疗法+针刺疗法进行治疗,康
复时间均为 6 个月。 
结果 本组 60 例患儿经过康复治疗, 治疗组显效 12 例,有效 16 例,无效 2 例, 显效率为 76.7%,总有效

率为 93.3%。对照组显效 10 例,有效 12 例,无效 8 例, 显效率为 40%,总有效率为 73.3%。治疗组患

儿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采用运动疗法+针刺疗法的方法能够明显提高治疗脑瘫患儿的临床疗效,降低致残程度,值得临

床上广泛推广使用。 
 
 
PU-1584 

脑性瘫痪儿童健康状况研究 
 

林波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调查脑瘫儿童健康状况 
方法 将 81 例脑瘫患儿分为脑瘫组,80 例正常健康儿童分为对照组,选取国际上通用儿童健康状况指

标,即体重､ 身高､ 血色素(Hb)以及免疫力(感冒次数/年)做为观察指标。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脑瘫患儿健康状况指标,即体重､ 身高､ 血色素(Hb)以及免疫力(感冒次数/年)均
显著降低(P<0.05)。 
结论 脑瘫儿童健康状况显著低于正常健康儿童,生活质量欠佳,康复治疗中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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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5 

康复护理对小儿不随意运动型脑型瘫痪的生活质量影响 
 

丁德琴,彭桂兰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03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对不随意运动型脑瘫儿童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67 例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 34 例,对照组 33 例,两组均

给予肢体功能训练､ 常规护理。 
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康复护理。采用教师流涎分级法( TDS)及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对治疗前后

各评估 1 次。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半年后,2 组患儿治疗后流涎症状采用教师流涎分级法评定均较治疗前有改善,
实验组总有效率高于单纯康复组(Χ2=13.669,P<0.005);试验组患者的康复护理总有效率 GDDS 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引导式教育介入､ 口肌训练等康复护理治疗可改善流涎症状､ 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PU-1586 

综合干预治疗对宫内感染致早产幼鼠海马线粒体的影响 
 

蔡淑英
1,刘振寰

2,彭桂兰
1,李文洁

1, 姚路明
3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南海妇产儿童医院 

3.厦门大学生命科学院透射电镜室 
 

 
目的 探讨综合干预治疗对宫内感染所致早产幼鼠海马线粒体结构的影响。 
方法 对孕鼠腹腔注射脂多糖以制备早产幼鼠模型,将早产幼鼠随机分为四组:单纯针刺组(A 组)､ 单

纯运动干预组(B 组)､ 综合干预组(C 组)和造模未干预组(D 组),将为未造模组孕鼠所产无早产的正常

幼鼠设为对照组。所有仔鼠出生第 7 天后对不同干预组幼鼠予相应的针刺及运动训练,28 日龄对各

组幼鼠进行内固定､ 包埋,透射电镜观察海马 CA1 区线粒体结构的变化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C 组海马线粒体分布均 ,数目尚可,结构基本完整,部分稍肿胀;A 组海马线粒体

数目稍减少,稍肿胀,板状嵴排列紊乱,基质明显减少;B 组海马线粒体数目尚可,部分板状嵴排列稍紊

乱,部分嵴溶解消失,基质稍减少;干预治疗后均较造模未干预组改善,但综合干预治疗组改善 明显。 
结论 针刺治疗与运动训练均对宫内感染所致早产幼鼠所致的线粒体损伤有不同程度的保护作用,综
合干预治疗可增强这种保护作用。 
 
 
PU-1587 

遗传代谢病与癫痫的研究进展 
 

王央丹, 彭桂兰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研究临床合并典型的遗传代谢病 
方法 从遗传代谢病的分类､ 临床表现､ 诊断与治疗上进行研究。 
结果 部分疾病可通过辅酶等进行治疗。对于某些代谢病,特异性药物治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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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遗传谢病中癫痫的发病率是变化的,有时年龄为不典型变量。对于那些难治性癫痫发生率高的

代谢病,早期的诊治对于神经系统的预后好,包括控制癫痫。在某些遗传代谢病中正确的诊断也可以

减少不必要的抗癫痫药物治疗。 
 
 
PU-1588 

儿童致痫性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手术疗效的研究 
 

李文洁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顽固性癫痫患儿经手术切除病灶,病理诊断为局灶性脑皮质发育不良(FCD)患儿的手术疗

效。 
方法 根据病理结果将 FCD 30 例分为两组:A 组(14 例):FCDⅡ型及 FCDIIIA 型;B 组(16 例):FCDⅠ

型。认真观察患儿术前影像学､ 电生理学改变､ 癫痫发作情况及术后疗效,两组之间进行比较。 
结果 术后病理检查显示 FCD 患者ⅠA 型 2 例,ⅠB 型 14 例,ⅡA 型 2 例,ⅡB 型 2 例,ⅢA 型 10 例。

术后平均随访 13 个月。癫痫控制情况(Engel 分级):A 组:Ⅰ级 71.43%,Ⅱ级 21.43%,Ⅲ级 7.14%,Ⅳ
级 0;B 组:Ⅰ级 62.50%,Ⅱ级 18.75%,Ⅲ级 6.25%,Ⅳ级 12.50%。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①FCD 患者应早期手术治疗;②术前选择 佳检查方法组合有助于定位致痫灶;③FCD 不同病

理亚型的手术预后不同,其中 FCDⅠ型的预后差于 FCDⅡ及 FCDIIIA 型。 
 
 
PU-1589 

针灸及按摩改善小儿脑性瘫痪运动功能的临床研究 
 

余志华,董小丽,孔勉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7 

 
 
目的 观察针灸结合运动､ 悬吊训练治疗脑瘫患儿运动水平改善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74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治疗组 88 例､ 对照组 86 例,对照组采用 PT 及悬吊治

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传统的针灸治疗,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Gesell 发育量表大运动行为

发育商(developmental  question, DQ)及 GMFM 评定运动发育功能的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 6 个月疗效比较,治疗组大运动 DQ(t=2.025,P<0.046)及 GMFM 评分

(t=2.900,P<0.005);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PT 及悬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中医针灸治疗脑性瘫痪对改善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疗效优于单纯的

PT 和悬吊治疗。 
 
 
PU-1590 

中药熏蒸和蜡疗改善脑瘫患儿肌张力的临床研究 
 

余志华,董小丽,孔勉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7 

 
 
目的 观察单纯西医 PT 与悬吊治疗和中西医结合 PT､ 悬吊加中药蜡疗､ 熏蒸缓解脑性瘫痪儿童痉

挛程度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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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155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治疗组 77 例､ 对照组 78 例,对照组采用 PT 及悬吊治

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中药蜡疗和熏蒸,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痉挛指数(CIS)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 6 个月疗效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 CIS 评分比较(t=3.953,P<0.000);有显著性差

异。 
结论 PT 及悬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蜡疗及熏蒸治疗对改善脑瘫患儿痉挛程度优于单纯的 PT 和

悬吊治疗。 
 
 
PU-1591 

儿童肌张力障碍 
 

张峰,陈福建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赣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341000 

 
 
目的 近年来,业内对儿童肌张力障碍的定义､ 神经机制､ 评定及治疗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针对儿童

肌张力障碍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方法 本文针对近期儿童肌张力障碍的研究的新进展进行综述 
结果 儿随着儿童肌张力障碍定义及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治疗方法被应用于肌张力障碍

儿童。未来,如何对儿童继发性肌张力障碍进行系统的治疗;研制信度效度较高的儿童肌张力障碍评

定工具,使大家用通用的标准共享治疗成果;进一步明确儿童肌张力障碍发病机制及定义,这一系列的

问题仍然亟待我们继续研究探索。 
结论 儿童肌张力障碍的诊断､ 评定､ 治疗异于成人,有其独特的特点。 
 
 
PU-159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脑瘫高危儿早期神经发育筛查的临床价值 
 

魏蜻
1,常青

2,党敏
1 

1.新疆沙湾县人民医院 
2.新疆沙湾县妇幼保健院 

 
 
目的 201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制定的《脑瘫高危儿筛查与康复救治项目实施方案》中,
对筛查､ 诊断和后期康复治疗各项流程进行了周密部署,现通过实施工作探讨我区脑瘫高危儿早期

神经发育筛查的临床价值。 
方法 将于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间 0-3 岁的婴幼儿利用新生儿 20 项行为神经测定､ 运动发

育量表评定方法(Peabody)､ Albert 婴儿运动量表(AIMS)技术,按时间顺序定期进行早期神经发育筛

查,便于第一时间发现高危儿。使用随机法将筛查后发现的所有 48 例脑瘫高危儿分为两组,即对照组

20 例与观察组 28 例。对照组高危儿在常规定期门诊随访监测的情况,不进行任何干预训练。观察组

高危儿根据不同的发育落后情况进行早期干预,并采取让家长配合并辅助进行早期的育儿及发育训

练指导方法。 
结果 观察组行早期干预后将两组高危儿的运动行为发育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干预后观察组高危儿

各种运动行为能均显著优于对照组,且结果差异有显著性(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婴幼儿运动系统

处于发育阶段,一旦发现运动异常,尽早加以纠正,容易取得较好疗效,因此早期发现,早期的干预更具

有关键作用。采用上述技术,对脑瘫高危儿早期神经发育筛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筛查能第一时间

清楚发现脑瘫高危儿童的发育落后情况,有效帮助高危儿康复,促进其行为发育,快速赶上正常儿童。 
结论 此工作的开展,效果是肯定的,必将 大限度减少脑瘫造成的儿童伤残,让脑瘫儿童家庭直接受益,
让更多的患儿享有健康的未来,同时也提高了国家人口素质,故此方法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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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3 

低出生体重脑瘫儿康复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黄种钦,蔡淑英,彭桂兰,李培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对低出生体重合并脑性瘫痪患儿进行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的疗效,及其影响疗效的因素。 
方法 随机选取 120 脑性瘫痪患儿,根据出生体重,分为低出生体重组和对照组,除外出生体重,两组患

儿的性别､ 年龄､ 病情间具有均衡性。对两组患儿进行体能运动训练,并结合中医疗法及合并症的

干预治疗。统计分析两组患儿合并症例数,并比较康复治疗前后粗大运动功能(GMFM-88)评分。 
结果 低出生体重各类合并症例数较对照组多,综合康复治疗后低出生体重组 GMFM-88 评分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低出生体重的脑瘫患儿因合并症多进而影响康复治疗效果,故对低出生体重儿应早期进行中西

医结合的综合干预治疗,控制各类合并症,改善康复疗效。 
 
 
PU-1594 

补中益气汤在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佐治作用探讨 
 

董纪强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补中益气汤在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佐治作用的探讨 
方法 本文主要根据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的病因病机,本方的方药配伍理论､ 药理作用及药效学研究

结果等对其在脑瘫患儿康复治疗中的佐治作用做以浅析,以期指导临床治疗 
结果 补中益气汤一则可补气健脾,使后天生化有源,以后天补先天,充养四肢,增强肌力;二则可升提中

气,恢复中焦升降之功能,改善腹内压,提高患儿坐位平衡稳定性;再则可行使防御机能,提高免疫力,减
少其他疾病的发生,缩短康复疗程, 
结论 补中益气汤在肌张力低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PU-1595 

基于 TOT 的上肢训练在脑瘫患儿手功能障碍康复治疗临床研究 
 

黄金容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赣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以任务为导向训练结合生物反馈电刺激(TOT-ES)､ 任务导向性训练(TOT)及常规作业治

疗(OT)对痉挛型脑瘫上肢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30 例小儿脑瘫上肢腕背伸功能障碍患者按随机数学表法分为 3 组每组各 10 例。3 组均进

行常规康复治疗,TOT-ES 组在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增加上肢功能以任务导向性生物反馈电刺激

训练,TOT 组在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增加任务导向性训练,OT 组在进行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增

加作业治疗,TOT 训练是结合日常生活相关实物操作并完成明确指令动作,如自己喂食及喝水等训

练。由不参与分组的治疗师于治疗 3 个月后评定 3 组患者(1)上肢功能主动活动度(AROM),改良

Ashworth 量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Peabody motor 
developmental scale,PDMS)),手功能分级系统(MACS)进行评定。(2)通过 sEMG 监测和分析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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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脑瘫患儿接受 TOT､ TOT 结合电刺激､ 常规作业治疗(OT)三种技术治疗前后的上肢肌肉收缩时

的募集和肌群协调功能状况,以及探讨其相关机制,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治疗后 3 组较前均有改善,TOT-ES 组 3 个月后进行手功能分级系统(MACS)评定,上肢功能主

动活动度(AROM)评定较 TOT 组及 OT 组均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任务导向性训练结合电刺激､ 任务导向性训练､ 作业治疗这三种均可改善偏瘫型脑性瘫痪患

儿的患手功能､ 双手运动表现､ 社会生活能力､ 家长感知情况,提高患手肌肉收缩时的募集能力､

协调功能,以及双手的分离运动控制能力,并且提示患手腕部肌群肌肉收缩能力的提高可直接改善患

侧上肢的整体功能。 
 
 
PU-1596 

蒙特梭利教学法对 1-2 岁脑瘫儿童社会生活能力的干预效果研究 
 

李文骏
1,2,倪仙玉

1,闫红霞
1,沈鹏

1,潘建平
2 

1.彩虹集团公司彩虹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了解蒙特梭利教学法在脑瘫儿童社会生活能力训练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116 例脑瘫患儿以家长自愿的方式分为两组,对照组 57 例,进行功能训练､ 作业疗法､ 脑电

生物反馈､ 水疗､ 经颅磁等常规康复治疗;干预组 59 例,在对照组训练项目的基础上,增加蒙特梭利

日常生活能力及感官教学。两组患儿在性别､ 孕周､ 出生体重､ 整体发育商均无显著差异

(P>0.05)。在训练过程中,分别对两组患儿 15､ 18､ 21､ 24 月龄的整体发育商与社会生活能力进行

比较。 
结果 两组患儿的整体发育商和社会生活能力在 21､ 24 月龄时有差异(P<0.01),且差异呈增大趋势。 
结论 在康复治疗中增加蒙特梭利教学法对脑瘫患儿社会生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PU-1597 

基于儿童心理教育评估第 3 版年龄当量 2-3 岁 
孤独症谱系障碍回顾性研究 

 
赵宁侠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 2-3 岁年龄当量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各领域发展情况及原因。 
方法 回顾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确诊孤独症儿童,采用儿童心理教育评估第 3 版(C-PEP-3)年
龄当量 2-3 岁 30 例,观察各个功能领域得分结果及得分原因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3 岁年龄当量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知觉发展明显高于其它领域,主要得分来源于视觉镶嵌任

务。认知表现领域 低。 
结论 2-3 岁功能领域内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知觉内视觉优势明显;认知表现领域发展 迟缓,利用其

优势发展其它领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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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8 

以头靳针为主治疗智力低下的现状与展望 
 

赵宁侠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710032 

 
 
目的 总结分析头靳针在智力低下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较显著疗效。 
方法 本文重点回顾了国内近 15 年来以头靳针(头针+靳三针)为主治疗智力低下的文献。 
结果 以头靳针为主与其他中医药疗法的结合则丰富了其治疗手段和方法。 
结论 以头靳针为主与其他中医药疗法的结合为我们今后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PU-1599 

张文焕先生治疗小儿感冒临证用药经验  
 

赵宁侠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对张文焕老师处方存根中诊治小儿感冒的用药规律的探讨,总结其诊治小儿感冒的临床经

验,以供临床借鉴。 
方法 将张文焕先生 405 张儿科处方在处方管理系统内原文录入,通过处方管理系统的统计分析功能,
结合其弟子的口述,对诊疗经验进行总结､ 整理､ 分析。 
结果 挖掘其诊治小儿感冒处方 36 张,共使用药物 80 味,涉及到解表､ 清热､ 消食､ 理气､ 芳香化湿

､ 化痰止咳平喘､ 利水渗湿､ 平肝熄风等多类药物,其中以解表､ 清热､ 消食､ 理气药物使用居

多。 
结论 先生在治疗小儿感冒之时,以解肌透热为主以清解表邪,同时不忘健运脾胃之功,其诊疗经验可供

临床中医儿科参鉴。 
 
 
PU-1600 

葛根止痉汤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脾虚肝亢证)临床观察 
 

郭小霞 
陕西中医药大学 712046 

 
 
目的 观察葛根止痉汤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脾虚肝亢证)的临床疗效,为本病提供更安全､ 有效的

治疗途径。 
方法 采用治疗前后自身对照的方法,将自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张卉主任医师门诊符合研究

标准的 45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均服用葛根止痉汤治疗,治疗 3 个疗程,4 周为 1 疗程,在治疗 3 疗程

结束后各随访 1 次,并填写自拟临床观察表。在临床研究期间,3 例不能按要求服药被剔除,1 例未按

时复诊视为脱落病例, 终有效研究对象为 42 例,将 42 例患儿治疗前后的临床资料及数据进行整理,
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和分析,评价葛根止痉汤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脾虚

肝亢证)的临床疗效,评价治疗前后抽动种类､ 抽动频数､ 抽动强度及抽动对生活或行为影响程度积

分改善情况。 
结果 通过对葛根止痉汤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脾虚肝亢证)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和评价,治疗 3 个

疗程的显效率分别为 26.19%､ 54.76%､ 78.57%,与治疗前比较 P﹤0.01,提示葛根止痉汤治疗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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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抽动症(脾虚肝亢证)临床疗效明显,根据显效率可看出治疗 12 周疗效 为显著,即治疗疗程越

长疗效越明显;在改善抽动四大主症方面:抽动种类､ 抽动频数､ 抽动强度及抽动对生活或行为影响

程度的积分与治疗前积分比较均有明显改善,根据 3 个疗程的秩均值减少情况,治疗 12 周秩均值减少

明显,可知治疗时间越长抽动主症改善越明显;性别､ 年龄及病程与疗效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无统计学意义,但病情与疗效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即病情越轻临床疗效越好。 
结论 葛根止痉汤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脾虚肝亢证)临床疗效确切,且未见不良事件发生,值得临床

借鉴与应用。 
 
 
PU-1601 

郁宁汤治疗轻中度抑郁症(肝气郁结型)的临床观察 
 

杨莉 
陕西中医药大学 712046 

 
 
目的 通过观察及评价郁宁汤治疗轻中度抑郁症(肝气郁结型)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为进一步的研究及

开发新药提供有效的循证医学证据。 
方法 采取随机对照试验方法,选取符合要求的轻中度抑郁症(肝气郁结型)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

与对照组,各 40 例,分别给中药郁宁汤和西药氟西汀治疗,共治疗 4 周。于治疗前,治疗第 2 周末,治疗

第 4 周末分别观察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 中医症候积分及总积分､ 抑郁

自评量表(SDS)总积分的变化,评价其疗效。 
结果 1.治疗前患者在病程､ 性别､ 年龄､ 职业､ 身高､ 体重､ 疾病程度､ HAMD 评分､ SDS 评分

､ 中医症候积分方面(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2.临床总疗效:以 HAMD 减分率计算,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82.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0.0%,两组的总

有效率比较,差异性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中医症候评分总疗效计算,试验组总疗效为

87.5%,对照组为 82.5%,差异性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 
3.两组治疗前后 HAMD 评分､ SDS 评分､ 中医症候量表评分改善情况比较,两组治疗方法均有效

(P<0.05)。但起效时间不同,治疗组在治疗 2 周的时候就能较对照组更快的减少各量表总评分,改善

患者的抑郁症状。 
4.HAMD 各因子及总积分方面:治疗 2 周后组间比较,统计有显著差异性(p<0.01),说明治疗组比对照

组疗效更显著,差异性明显;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在改善睡眠障碍､ 焦虑/躯体化､ 绝望感 3 项中

(P<0.05),疗效优于对照组。 
5.中医症候方面:治疗 2 周后组间比较,统计有显著差异性(p<0.01),说明治疗组比对照组疗效更显著,
差异性明显;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在改善抑郁善忧､ 少寐多梦､ 胸闷心悸 3 项症候(p<0.05)疗效优

于对照组。 
结论 1.郁宁汤治疗抑郁症可取得与氟西汀相当的疗效,可明显改善中医症候和抑郁状态,提示郁宁汤

是治疗肝气郁结型抑郁症是一种有效的方法。2.郁宁汤治疗抑郁症更快的使 HAMD 量表评分,SDS
量表评分,中医症候量表评分减小,更好的改善患者的抑郁情况,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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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2 

息风停煎对拟多发性抽动症小鼠脑组织织 
Asp 和 Gly 影响的实验研究 

 
张琼 

陕西中医药大学 712046 
 

 
目的 观察息风停煎对多发性抽动症(TS)模型小鼠脑组织天门冬氨酸(Asp)和甘氨酸(Gly)含量的影

响。 
方法 选用 70 只清洁级 KM 种幼年小鼠,雌雄各半,适应性喂养 1 周后,淘汰个体差异较大的 10 只,随
机分为 6 组:空白(A)组 10 只,造模组 50 只,分别为模型(B)组,氟哌啶醇(C)组,高(D)､ 中(E)､ 低剂量

(F)息风停煎组,每组 10 只。造模组使用亚氨基二丙(3,3-iminodipropionitrile,IDPN)腹腔注射 1 周建

立 TS 小鼠模型,空白组予腹腔灌注等体积生理盐水,1 次/日。7 天后造模组小鼠均可观察到不同程度

的刻板行为,认为造模成功。第 8 天随即给药,A､ B 组予生理盐水灌胃,C 组灌胃氟哌啶醇,D､ E､ F
分别予息风停煎高､ 中及低剂量灌胃给药。连续用药 14 天后剥离出脑组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ELISA)法检测小鼠脑组织天门冬氨酸(Asp)与甘氨酸(Gly)含量。 
结果 ①刻板行为评分 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小鼠刻板行为评分及摆头次数均增多(P﹤0.O5),造模组

组间两两比较无明显差异(P﹥0.O5)。②运动行为评分 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运动行为评分增多

(P﹤0.O5);治疗后与模型组相比,氟哌啶醇组与息风停煎高剂量组相比存在差异(P﹤0.O5)。③体重 
与空白组相比,造模组各组小鼠体重均下降(P﹤0.05),造模组两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④脑组织 Asp 和 Gly 含量 与空白组相比,差异明显(P﹤0.05);与模型组相比,存在差异(P﹤0.05),但与

低剂量组相比,无差异(P﹥0.05);与氟哌啶醇组相比,息风停煎高剂量组 Asp 及 Gly 含量无明显差异

(P﹥0.05),息风停煎中､ 低剂量组 Asp 含量差异明显(P﹤0.05),中剂量组 Gly 无明显差异(P﹥0.05);
与中药高剂量组相比,中药中､ 低剂量组 Asp 含量存在明显差异(P﹤0.05)。息风停煎高､ 中剂量组

Gly 含量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中药低剂量组存在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息风停煎高､ 中剂量组对 TS 小鼠行为学改变有抑制作用;息风停煎剂高､ 中剂量能降低 TS 模

型小鼠脑组织中 Asp 含量,升高 Gly 含量,提示息风停煎治疗 TS 的机制与降低脑组织 Asp 含量及升

高 Gly 水平有关。 
 
 
PU-1603 

肌内效贴联合镜像疗法对偏瘫型脑瘫儿童的 
上肢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李明娣,顾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肌内效贴联合镜像治疗对偏瘫型脑瘫患儿的上肢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2014 年 8 月-2016 年 8 月,64 例偏瘫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接受常规康

复训练,观察组增加肌内效贴和镜像疗法。治疗前及治疗 3 个月后,采用香港小肌肉发育评估量表和

Peabody 精细运动发育表对患儿进行评估。 
结果 治疗后,两组香港小肌肉发育评估量表均提高(t>2.248,P<0.05),两组 Peabody 精细运动发育表

均提高(t>2.014,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得分比较更加优越,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肌内效贴联合镜像治疗能更加有效的改善偏瘫型脑瘫儿童的上肢功能,促进精细运动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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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4 

语言小组训练对脑瘫儿童社交行为能力的临床疗效观察 
 

夏薇,顾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观察语言小组训练对脑瘫儿童社交行为能力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本院康复中心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间就诊的脑瘫患儿 65 例,随机分组,小组训练组

35 例,根据其语言发育评估水平分成大中小三个班级并制定相应的训练方案,每班级不超过 5 人,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小组训练同时予以个人关注;个训组 30 例进行一对一的语言训练。两组每周 4 次,每次

50 分钟,治疗 6 个月后应用 0~6 岁小儿神经心理发育检查表中的社交行为发育商进行疗效对比。 
结果 小组训练组在社交能力方面的能力,明显优于个训组,两组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语言小组训练不仅对提高脑瘫患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有更积极的作用,而且能让更多的孩子得到

康复训练的机会,节约了医疗资源,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U-1605 

医教结合康复模式对治疗脑瘫儿童的临床意义研究 
 

高霞,顾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目的:探讨脑瘫儿童应用医教结合康复模式治疗的临床效果及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方法:本研究随机选取于 2015 年 8 月~2016 年 10 月就诊我院治疗的脑瘫儿童 72 例,其中观察

组与对照组各 36 例。对照组患儿采取现代常规医学康复治疗,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

教育康复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效果及生存质量。 
结果 结果:观察组患儿康复后的治疗总有效率(97.22%)明显高于对照组(83.33%),组间数据比较具有

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儿进行康复治疗前的生存质量指标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 6 个月

后,观察组的生理功能､ 情感功能､ 社交功能等生存质量指标均优于治疗前,组间数据比较具有显著

差异(P<0.05)。 
结论 结论:医教结合康复模式能够明显提高脑瘫患儿的临床效果,有效改善患儿的生存质量,具有临床

推广价值 
 
 
PU-1606 

循证护理研究与脑瘫康复护理实践 
 

庞红,汤亚萍,顾琴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研究循证护理在脑瘫康复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本院康复中心在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期间诊治的脑瘫患儿 140 例,以数字随机分配

分组原则,将 140 例患儿随机分成两组:A 组､ B 组各有 70 例。A 组行循证护理,B 组行常规护理。观

察两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改善情况及家属对护士的满意度。 
结果 A 组干预后的 ADL 评分为(90.4±7.5)分,明显比 B 组的(79.8±10.3)分高,组间差异显著

(P<0.05)。A 组的护士满意度为 97.14%,明显比 B 组的 81.43%高,组间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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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脑瘫康复护理中对患儿施以循证护理,可显著改善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提高护

理满意度。 
 
 
PU-1607 

监测心率指标在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王巍巍, 顾琴,梁冠军 ,张大力, 尹力明 ,段海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科学监测脑瘫患儿核心稳定性训练的心率指标,探讨心率指标对脑瘫患儿运动能力的影响效

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明确诊断并收入院治疗的脑

瘫患儿 30 例,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观察组采用核心稳定性训练结合监测心率指标,包括基

础心率､ 运动中心率及恢复期心率,个体化对比分析各项心率指标值变化,进行相应调整运动负荷,对
照组采用常规核心稳定性训练,于治疗前及治疗 2 个月后采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 GMFM-88 项评

定。 
结果 观察组基础心率､ 运动中心率及恢复期心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P < 0.05) ,治疗 2 个月后, 观
察组及对照组 GMFM-88 项 D､ E 区评分均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 GMFM-
88 项 D､ E 区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监测心率指标能够反映脑瘫儿童对核心稳定性训练的适应情况,配合调整康复训练计划,从而提

高康复训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PU-1608 

三七皂苷对运动性贫血大鼠海马 BDNF 表达的影响 
 

缪吉
1,杨光显

1,林俊
1,金丽

1,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2.武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 
 

 
目的 探讨运动性贫血对大鼠海马 BDNF 表达的影响以及三七皂苷在运动性贫血发生发展及转归过

程中对大鼠神经系统的作用。 
方法 将 24 只健康雄性 4 周龄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运动组和灌药组。对运动组和灌药组大鼠

进行为期十周的递增负荷跑台运动,并从第五周开始对灌药组大鼠进行三七皂苷药物干预。应用

Real-time PCR 检测海马组织 BDNF mRNA 的基因表达情况;应用 ELISA 测定海马组织 BDNF 的蛋

白含量。 
结果 运动组海马 BDNF mRNA 表达量和 BDNF 蛋白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灌药组海马

BDNF mRNA 表达量显著高于运动组(P<0.01),灌药组海马 BDNF 蛋白含量显著高于运动组

(P<0.05),灌药组海马 BDNF mRNA 表达量和 BDNF 蛋白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运动性贫血导致大鼠脑部发生缺血缺氧性损伤,三七皂苷能促进大鼠海马 BDNF 的表达,对运动

性贫血造成的脑缺血缺氧性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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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9 

脑瘫患儿静脉输液难度及方法的概述 
 

田佳莹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制定符合康复科护理操作规范及脑瘫患儿特点的输液流程,选择适合脑瘫患儿的静脉输液方式,
提高穿刺率,增加家属的信任度。 
方法 分析我院康复科的特点及脑瘫患儿静脉输液特点及难度,制定新措施,改进输液方法。 
结果 输液有条不紊进行,穿刺率大大提高,护士团结协作意识提高,护患关系更加融洽。 
结论 1.缩短平均住院日有助于恢复血管弹性。2.加强责任护士宣教及心理护理,可增加家属信任度

及配合度。3.尽量选择非留置式静脉输液,特别是小儿头皮静脉输液,既提高了穿刺时间又减轻的家

属看护的负担。4.护理人员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是穿刺率提高的关键 
 
 
PU-1610 

Rasmussen 综合征 1 例及术后康复治疗 
 

尹连海,程芒芒,徐明蓝,关甜甜,荆坤,王晓玲,郭学鹏,王家勤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453003 

 
 
目的 通过对 Rasmussen 综合征的临床发作特点､ 药物及手术治疗､ 术后康复治疗情况进行报道,
探索 Rasmussen 综合征的术后康复治疗方法。 
方法 临床治疗难治性癫痫小儿 1 例,临床表现为反复出现右侧肢体为主的局灶性发作,发作后右下肢

运动功能障碍逐渐加重,伴语言表达､ 认知能力减退。脑电图示左侧背景节律比右侧差,左侧以颞区

为主的棘慢波发放。头颅 MRI:左侧颞叶为主的萎缩,海马萎缩,颞角明显增宽,额､ 顶近中线皮层 T2
､ Flair 高信号。药物治疗给予丙戊酸钠､ 拉莫三嗪､ 左乙拉西坦､ 奥卡西平､ 氯硝西泮及激素冲击

治疗等,疗效欠佳。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会诊,诊断为 Rasmussen 综合征,至北京三博脑科医院行左

侧大脑半球切除术。术后因右侧肢体活动不利,不能独站､ 独走,及言语不利､ 认知能力差､ 口角流

涎入院,康复治疗给予运动疗法､ 推拿疗法､ 作业疗法､ 手功能训练､ 言语训练､ 认知功能障碍训

练､ 吞咽功能障碍训练等。 
结果 术后至今未再出现癫痫发作,康复治疗 3 月后可独站､ 跪走､ 缓慢独走,缓慢四爬,右手手指屈曲

不能伸展;康复治疗 6 月后可独站､ 独走,四爬欠协调,右手指关节屈曲 1 级,不能伸展;康复治疗 9 月

后可独站､ 独走,四爬欠协调,右上肢可缓慢屈曲,右手指关节屈曲 2 级,伸展 1 级;康复治疗 18 月后,
可跳起､ 慢跑,但运动协调性差,右上肢可主动上抬过头,右手指关节屈曲 3 级,伸展 2 级,应家长需求

入学。 
结论 目前大脑半球切除术是治疗 Rasmussen 综合征的有效方法,术后早期积极康复训练可有效改

善 Rasmussen 综合征患者运动功能障碍问题,早发现､ 早诊断､ 早手术､ 早康复对患者癫痫症状的

控制,运动功能的改善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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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1 

小儿脑瘫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康复治疗对患儿预后的影响 
 

夏剑萍 
新余市妇幼保健院 338025 

 
 
目的 探讨小儿脑瘫早期诊断､ 早期康复治疗的临床效果及对患儿预后的影响。 
方法 对 96 例小儿脑瘫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儿均根据病情给予作业治疗､ 药物疗法

､ 运动疗法､ 中医治疗等综合康复治疗。 
结果 96 例小儿脑瘫经综合康复治疗后,6-12 个月患儿治疗有效率 高为 92.68%,1-3 岁患儿为

83.87%,4-6 岁患儿 低为 62.50%。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对保证患儿康复治疗效果､ 减少小儿脑瘫残障有重要意义。 
 
 
PU-1612 

手指点穴配合康复训练治疗痉挛型偏瘫患儿拇指内收的临床观察 
 

郭培坚,彭桂兰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探讨点穴配合康复训练治疗痉挛型偏瘫患儿拇指内收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30 例痉挛型偏瘫合并拇指内收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各 1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综合治疗,治疗

组在常规康复基础上,给予手指点穴治疗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拇指内收均有改善,但治疗组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手功能的能力也提高 
结论 手指点穴配合康复训练能改善患铁的拇指内收,提高手功能 
 
 
PU-1613 

康复护理配合揿针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的临床疗效 
 

赵巍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分析康复护理配合揿针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本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取的 30 例小儿脑瘫流涎作为分析对象,按照住院顺序分

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15 例,对照组小儿采用康复护理治疗,而实验组小儿康复护理配合揿针治疗。对

比两组小儿临床护理的效果。 
结果 实验组小儿的临床护理效果(93.33%)明显优于对照组(73.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康复护理配合揿针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控制小儿脑瘫流涎,并提高小儿

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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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4 

引导式教育理念对脑瘫儿童康复护理效果的影响 
 

王春雨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4 

 
 
目的 探讨引导式教育理念对脑瘫儿童康复护理效果的影响。 
方法 对照组患儿予以常规护理,由专业的康复医师对患儿的病情､ 分型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针对性

为其制定针对性的康复计划(包括电疗､ 水疗､ 中药熏蒸等),同时根据患儿的不同病情适当添加语言

训练以及作业疗法等其它治疗措施等。观察组患儿采用引导式教育理念进行护理 
结果 对照组 GMFM 评分(A 区､ B 区､ C 区､ D 区､ E 区)､ Gesell 评分分别为(73.1±5.4)分､
(64.5±7.3)分､ (51.2±6.3)分､ (46.5±7.6)分､ (28.9±6.4)分､ (58.6±12.3)分;观察组 GMFM 评分(A
区､ B 区､ C 区､ D 区､ E 区)､ Gesell 评分分别为(82.5±5.3)分､ (79.8±6.4)分､ (65.4±4.3)分､
(58.9±7.5)分､ (37.8±6.5)分､ (68.5±10.3)分。观察组 GMFM 评分和 Gesell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t 值分别为 6.931､ 7.654､ 7.251､ 7.331､ 6.711､ 7.098;P<0.05)。 
结论 引导式教育理念能够有效提高脑瘫儿童康复护理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U-1615 

腮腺内注射肉毒毒素 A 治疗脑瘫患儿流涎的观察和护理 
 

谢丽萍,丁德琴,田佳莹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腮腺内注射肉毒毒素 A 治疗脑瘫患儿流涎的效果和护理 
方法 选择在我院治疗的脑瘫流涎患儿 48 例并进行腮腺内肉毒毒素 A 注射治疗,对患儿进行评估､

护理,观察患儿的疗效。 
结果 本组 48 例患儿均注射 15 d 后来院复诊。按 TDS 标准,显效 23 例,有效 18 例,总有效例 85.4% 
结论 腮腺内注射肉毒毒素 A 治疗脑瘫患儿的流涎疗效较好, 
 
 
PU-1616 

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 
康复治疗随机对照研究:初步研究 

 
周璇,杜青,孙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研究证实,大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存在运动发育落后的风险,但该领域有关的运动疗法研究十

分匮乏。本研究旨在确定家庭康复治疗对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运动功能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评估者盲､ 随机对照研究。研究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开展。招募 21
名即将开展介入手术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随机分配至干预组(11 名) ､ 对照组(10 名)。干预组进行

家庭康复训练,对照组只接受康复教育。采用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第 2 版评估两组患儿的运动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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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照组患儿平均 29.1 ± 16.2 个月(女 7 名,男 3 名),干预组患儿平均 24.7 ± 17.4 个月(女 6 名,男
5 名)。对照组和干预组的总运动商分别为 93± 6.3 ､ 92.2± 8.3。治疗后,干预组的平均运动商显著

提高(治疗前:92.2;治疗后: 99.6) ,而对照组无显著差异(治疗前:93;治疗后:89.9)。 
结论 介入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开展家庭康复训练可提高患儿短期总运动商。 
 
 
PU-1617 

一例 MYH2 基因突变患儿康复治疗策略的个案报导 
 

陈楠
1,杜青

1,余永国
1,宋琰萍

2,梁菊萍
1,李欣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目的 不明原因的智力发育落后伴随运动发育障碍的低龄患儿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临床康复的关注,其
具体病因的诊断和治疗干预特别是康复治疗一直是困扰临床医生的难题。本文报导一例确诊 MYH2
基因突变患儿的康复治疗策略､ 疗效,为不明原因发育落后患儿诊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一名不明原因智力发育落后伴随运动发育障碍的患儿,女,3 岁,在康复医学科进行常规康复治疗,
治疗效果不显著,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明确确诊为 MYH2 基因杂合突变,该类型患儿据文献报导存在眼

肌麻痹､ 面肌无力､ II 型肌纤维减少,通过评估后发现与文献报导一致,患儿在原有康复治疗基础上

加强眼部肌肉､ 面部肌肉及 II 型肌纤维训练的内容,每周在康复医学科进行三次康复治疗。治疗师

分别对未明确诊断前患儿治疗三个月后及明确诊断后治疗三个月后进行评估。 
结果 Peabody 评估结果显示明确诊断后康复治疗的疗效明显优于未明确诊断前的疗效。 
结论 诊断为遗传性疾病发育障碍的患儿,精准康复医学治疗对于其运动功能的改善作用显著。康复

医生应更多了解相关基因疾病的特点,这对于患儿能力评估和康复方案制定都十分重要。 
 
 
PU-1618 

运动疗法对小年龄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生长发育促进的疗效:一项系统综述 

 
梁菊萍,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本研究概括了目前用于小年龄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儿童的运动疗法,以确定这类人群

佳的评估方法､ 时机､ 基于娱乐的运动模式以及 佳治疗方案。 
方法 我们检索了至 2016 年 12 月的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the Cumulative 
Index to Nursing and Allied Health Literature (CINAHL.EBSCO), the Phy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 (PEDro), the Web of Science､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共 8 个数据库中所有评估运动疗

法对小年龄先心病儿童生长发育促进疗效的所有相关研究。 
结果 共获得 154 篇文章,但仅有 6 篇文章､ 共 574 名先心病儿童符合纳入标准。结果显示,短期的运

动疗法(3 个月)可能无法提高小年龄先心病的运动能力,然而,却可以提高患儿与年龄相匹配的运动技

能,尤其是对有运动发育落后的患儿有效。康复训练可以预防住院先心病儿童出现相关并发症,有效

帮助绝大部分先心病患儿快速从手术中恢复。母亲的适应性调整可显著影对患儿的疗效。 
结论 通过运动疗法提高小年龄先心病儿童的生长发育促进是一项值得进一步开展的研究。同时也

需要开诊更大样本量的随机对照研究来确定这类人群 佳的评估方法､ 时机､ 基于娱乐的运动模式

以及 佳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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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9 

口腔康复护理对脑瘫合并吞咽功能障碍患儿的干预作用 
 

刘永会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究口腔康复护理对脑瘫合并吞咽功能障碍患儿的干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于沈阳市儿童医院康复科接受治疗的脑瘫伴吞咽功能障碍

患儿 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

的基础上运用口腔康复护理,比较两组患儿护理后临床总有效率及护理前后 DDS 评分差异。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临床有效率为 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
理前两组患儿 DDS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儿 DDS 评分低于对照组患儿,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口腔康复护理可明显提高脑瘫合并吞咽功能障碍患儿的吞咽功能,改善临床症状。 
 
 
PU-1620 

特纳综合征外周听觉及听觉处理能力的临床研究 
 

杨屏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通过研究纯音听阈正常的特纳综合征(turner syndrome,TS)患儿鼓室图､ 声反射阈值以及其在

安静环境､ 噪声环境､ 理想环境､ 多重感官信息输入环境､ 听觉记忆顺序､ 听觉注意广度得分的具

体情况,评估存在的教育风险､ 探讨纯音听阈在正常范围内的 TS 患儿的中耳情况､ 观察 TS 患儿听

觉处理能力是否与正常女童不同､ 这种差异是否与教育风险有一定相关性,为 TS 患儿综合性的治疗

提供听力学方面数据,为临床和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法 选取纯音听阈正常､ 就诊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 TS 患儿 24 名为实验组,年龄相匹

配的正常女童作为对照组,每组检查鼓室图､ 声反射阈;并完成儿童听觉处理能力问卷(children's 
auditory processing performance scale,CHAPPS)和教育风险筛选问卷(screening instrument for 
targeting educational risk,SIFTER),分别计算得分。 
结果  ①鼓室图及声反射阈结果: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TS 患儿与正常女童在等效外耳道容积､ 静态

声导纳､ 峰值处压力和峰度这四个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S 患儿声反射阈在 500Hz
､ 1000Hz､ 2000Hz､ 4000Hz 测试音下与正常女童无统计学差异(P>0.05)。②听觉处理能力得分:
经两个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 检验),TS 患儿在听觉处理能力问卷总分上与正常

女童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S 患儿与正常女童在噪声环境､ 多重感官信息输入环境､ 听觉

记忆顺序､ 听觉注意广度这四个听力条件下的听觉处理能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安静环境

､ 理想环境中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教育风险筛选问卷得分:经两个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

(Mann-Whitney U 检验),TS 患儿在班级参与能力和学校行为上与正常女童无明显差异(P>0.05);但
在学习能力､ 注意力专注度和沟通能力上与正常女童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①纯音听阈正常 TS 患儿,中耳功能正常,纯音听阈可作为发现 TS 儿童是否存在中耳炎的简单

有效筛查工具。②TS 患儿听觉处理能力比正常女童差,尤其在噪声环境､ 多重信息输入环境､ 听觉

记忆顺序､ 听觉注意范围这四方面的能力。③相比于正常女童,TS 患儿的教育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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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1 

HJHS 在评价中､ 重度合并关节病变血友病患儿的应用 
 

金慧英,李海峰,王慧,张宏伟,吕程程,徐卫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运用血友病关节健康评估表(HJHS 2.1 版)评价中､ 重度合并关节病变血友病患儿关节的健康

状况及步态,评估并量化儿童血友病性骨关节病的严重程度,预测评分结果与临床因素之间的关系。 
方法 评估分析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间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诊治的 36 例

2-18 岁中重度血友病甲患儿的 216 个关节的健康状况。使用 HJHS 对双侧肘､ 膝､ 踝 6 个主要关

节的功能状况进行评定,内容包括:关节肿胀､ 肿胀持续时间､ 肌肉萎缩､ 肌肉力量､ 关节摩擦音､

关节疼痛､ 关节伸展度下降､ 关节屈曲度下降､ 总体步态等,合计 49 项内容。每项内容根据严重程

度评分,整体步态 0~4 分,其余内容 0~3 分,分值范围 0~148 分,分值越高,表明损害程度严重,评价受

检关节改变的严重程度,同时进行关节受累与临床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86.1%的患儿有至少 1 个关节受累,双侧肘､ 膝､ 踝 6 个主要关节中 63.9%的患儿有左踝关节

受累,比例 高,44.4%的患儿有右踝关节受累,44.4%的患儿有右膝关节受累,41.7%的患儿有右膝关

节受累,27.8%的患儿有左肘关节受累,22.2%的患儿有右肘关节受累,步态异常率为 41.7%。步态异

常与与关节疼痛､ 肌力下降､ 肌肉萎缩及关节屈曲度和伸展度下降有显著相关,而与关节肿胀､ 关

节肿胀持续时间､ 关节运动时摩擦音无明显相关性。出血频度､ 年龄与 HJHS 观察指标中关节总分

呈显著相关(r=0.501,P=0.018;r=0.543,P=0.009)。 
结论 HJHS 评估表的应用可以将关节健康状况量化,分别从关节肿胀､ 肿胀持续时间､ 肌肉萎缩､

肌肉力量､ 关节摩擦音､ 关节疼痛､ 关节伸展度下降､ 关节屈曲度下降､ 总体步态方面评估关节受

累严重程度并分级,提示相关临床因素与关节病变之间的联系。 
 
 
PU-1622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偏瘫型脑瘫患儿精细功能的影响 
 

朱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 CP),是一组持续存在的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 活动受限症候

群,是导致儿童残障的常见原因之一。偏瘫型脑瘫是脑性瘫痪中常见的一种分型,一般偏瘫患儿都具

备行走能力,但患侧上肢精细运动功能有不同程度的障碍,这种障碍持续影响患儿的日常活动､ 学习

及心理直至成年,对个人､ 家庭和社会产生了不良后果。本研究通过头针､ 体针联合康复训练,观察

患儿肌张力和上肢精细运动功能的改善情况。 
方法 通过头针､ 体针联合康复训练,观察患儿肌张力和上肢精细运动功能的改善情况。对照组给予

常规康复训练,包括上肢功能训练､ 作业手法､ 强制性诱导运动治疗;治疗组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同时,
给予针刺治疗,包括头皮针和体针。 
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的 MAS 评分､ FMFM 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组间比较,p<0.05,有统计

学意义,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治疗前后两组的肌张力均有降低,精细运动功能均有改善,常规康复训练相比,针刺联合康复训练

对降低肌张力､ 改善精细运动功能的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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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3 

悬吊训练的脑瘫治疗进展 
 

李培,彭桂兰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悬吊训练针对核心肌肉力量训练,着重提高整体运动功能,本文对当前该疗法用于脑瘫患儿各种

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总结,突出悬吊治疗具备的独特优势。 
方法 总结近年来悬吊训练用于治疗脑瘫患儿各种功能障碍的 新研究,包括肌力､ 肌张力､ 偏瘫､

平衡功能､ 下肢功能､ 智能等,突出悬吊训练相对于传统运动疗法等的独特优势,能够解决诸多实际

问题。 
结果 悬吊训练可以很好改善脑瘫患儿肌力､ 肌张力､ 偏瘫､ 平衡功能､ 下肢功能､ 智能等问题。 
结论 悬吊训练系统结合游戏与康复,增加训练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减少患儿被动训练的枯燥感和痛苦,
训练提高患儿兴趣,其积极配合,利于改善脑性瘫痪患儿 ADL 能力,集神经发育疗法､ 感觉统合训练

､ 引导式教育于一体,对肌力增强､ 肌张力缓解､ 关节活动度改善､ 平衡协调性提高都有明显疗

效。 
 
 
PU-1624 

阳关政策下迎来基层儿童康复人才发展的新阶段 
 

崔岳崇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322000 

 
 
随着社会对儿童康复医学的需求逐渐增加,我国儿童康复医学逐渐表现出其薄弱性,尤其是儿童康复

医学的人才培养。但在《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条例》出台后,加大对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事业

的扶持力度,也必然迎来基层儿童康复人才发展的新阶段。 
 
 
PU-1625 

手法牵伸结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对先天性肌性斜颈临床疗效的影响 
 

蔡红玮
1,何璐

1,2 
1.湛江市妇幼保健院 

2.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观察手法牵伸结合低频脉冲电刺激对先天性肌性斜颈(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CMT)患
儿头部偏斜角度､ 颈部被动关节活动范围的影响。 
方法  确诊为 CMT 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低频脉冲电刺激结合手法牵伸治

疗,对照组单纯进行手法牵伸治疗,以上方法均连续治疗至患儿症状改善至达到临床治愈标准,并定期

随访追踪至治疗后 6 个月。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1､ 2､ 3､ 6 个月测量患儿的头部偏斜角度,颈部

被动关节活动度(包括健侧侧屈和患侧旋转);同时记录患儿的治疗周期。低频脉冲电刺激:采用北京

耀洋康达医疗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KX-3A 型痉挛肌治疗仪, A 路 2 个电极放置在患侧胸锁乳突肌胸

骨头与乳突头的肌腱处,B 路 2 个电极放置在健侧胸锁乳突肌中段的肌腹处,两路频率波宽相同,脉冲

宽度选择 0.3~0.5ms,脉冲周期选择 1.0~1.5s,延时时间选择 0.1s,输出强度以引起肌肉明显收缩并且

患儿耐受为宜。每次治疗时间为 20mins,1 次/d,5 次/w。手法牵伸治疗:患儿仰卧位,先手法按摩,使
颈部肌肉放松,再在冠状面､ 矢状面对 CMT 患儿的患侧胸锁乳突肌进行牵伸治疗。牵伸时家长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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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双肩,治疗师将患儿头颈置于中立位,悬空于治疗床边。治疗师一手托住患儿颈后部,轻柔屈曲颈

部,①将患儿的头部向健侧侧屈,尽量牵伸至侧屈 70°,②再向患侧旋转至 90°,每次牵伸 10s,重复 10
次,共 10~15 组,每次牵伸约 10mins, 1 次/d,5 次/w。同时指导家长在日常活动中注意诱导患儿体验

各种姿势,如俯卧位､ 侧卧位､ 坐位;并利用翻正反射,诱导颈部主动向健侧侧屈,以达到牵伸患侧､ 锻

炼健侧胸锁乳突肌的作用。 
结果 治疗后 1,2,3 和 6 个月各时间点,两组患儿的头部偏斜角度､ 颈部被动关节活动度均较治疗前

改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后 1,2 个月,观察组的各项评价指标均较对照组改善明显,
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3 个月,观察组的头部偏斜角度和颈部被动患侧旋转角度均较

对照组改善明显,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6 个月,观察组的颈部被动患侧旋转角度较

对照组改善明显,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观察组患儿的治疗周期明显短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低频脉冲电刺激结合手法牵伸相较于单纯手法牵伸治疗,更能有效改善 CMT 患儿的头部偏斜

角度,增加颈部被动关节活动度;明显缩短其治疗周期。 
    
 
 
PU-1626 

沟通本在儿童脑性瘫痪家庭康复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高旭妹 
宁波市康复医院 305040 

 
 
目的 分析沟通本在脑性瘫痪患儿家庭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60 例脑性瘫痪患儿按时间分成两个组:A 组和 B 组,每组各 30 例,A 组未采用沟通本,为常规

康复组,作为对照组;B 组采用沟通本,作为分析组。比较两组患儿监护人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以及在

一个康复周期的康复情况､ 家长满意度情况。 
结果 在一个康复周期的对比中,B 组患儿监护人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好于 A 组(P<0.05),患儿康复情

况优于 A 组(P<0.05)､ 家长满意度情况高于 A 组(P<0.05)。 
结论 沟通本有助于提升脑性瘫痪儿童家庭康复的效果,在医患关系上起到良性互动效果。 
 
 
PU-1627 

82 例小儿自闭症患儿的临床护理干预效果观察 
 

刘爱斌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讨小儿自闭症患儿的临床护理干预措施及其效果。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小儿自闭症患儿 82 例,为所有患儿实施综

合护理干预,对患儿的康复情况作出评价。 
结果 在综合护理干预下,82 例患儿中显效的有 40 例,有效的 36 例,无效的 6 例,总有效率为

92.68%。另外,患儿家长对护理效果感到满意,总满意度达到了 95.12%。 
结论 小儿自闭患儿需要更多的关心和呵护,在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能够全方位地记录患儿的

变化情况,并促进其向健康身心的方向转变,能够 大限度减轻患儿的自闭症状,给家庭减轻负担,值得

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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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8 

65 例脑瘫儿童的康复护理 
 

于丽萍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通过对 65 例脑瘫儿童进行 3~9 个月的康复护理观察,来探讨脑瘫儿童的康复护理并分析其疗

效。 
方法 针对性的运用了安全护理､ 康复护理､ 语言功能训练护理､ 纠正异常姿势护理､ 生活活动能

力护理以及家庭指导等多种护理方法。 
结果 结果显示 65 例患儿中,显效 27 例,有效 30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92.3%. 
结论 临床护理结果证明运用多种手段,综合措施进行康复护理,对提高脑瘫儿童的康复可以起到明显

的效果。 
 
 
PU-1629 

1 例脊髓炎患儿的康复护理 
 

于丽萍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总结 1 例小儿脊髓炎康复护理,探讨小儿脊髓炎的康复护理干预方法。 
方法 在临床药物治疗､ 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强对脊髓炎的早期康复护理。通过对这例患儿系统治

疗以及主要包括训练膀胱､ 排便功能､ 心理护理､ 促进瘫痪肢体功能的恢复､ 肢体锻炼等在内的护

理。 
结果 提高了配合运动训练的主动性。临床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结论 该例患儿尽早进行康复护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PU-1630 

脑瘫患儿合并癫痫的临床特征 
 

张心,唐久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癫痫是脑瘫患儿常见合并症,其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同龄儿。在痉挛型四肢瘫 常见,而且半数

以上在 1 岁内发病;而低出生体重儿､ 新生儿发作､ 癫痫家族史､ 认知功能障碍､ 脑损伤等危险因

素与脑瘫发生癫痫有明显相关性;癫痫类型以全面强直-阵挛型和部分性发作 常见;脑瘫合并癫痫的

患儿脑电图异常率偏高,而且在局灶性痫样放电､ 背景活动的全面性慢化等方面明显高于一般的脑

瘫患儿。 
方法 癫痫是脑瘫患儿常见合并症,其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同龄儿。在痉挛型四肢瘫 常见,而且半数

以上在 1 岁内发病;而低出生体重儿､ 新生儿发作､ 癫痫家族史､ 认知功能障碍､ 脑损伤等危险因

素与脑瘫发生癫痫有明显相关性;癫痫类型以全面强直-阵挛型和部分性发作 常见;脑瘫合并癫痫的

患儿脑电图异常率偏高,而且在局灶性痫样放电､ 背景活动的全面性慢化等方面明显高于一般的脑

瘫患儿。 
结果 癫痫是脑瘫患儿常见合并症,其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同龄儿。在痉挛型四肢瘫 常见,而且半数

以上在 1 岁内发病;而低出生体重儿､ 新生儿发作､ 癫痫家族史､ 认知功能障碍､ 脑损伤等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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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脑瘫发生癫痫有明显相关性;癫痫类型以全面强直-阵挛型和部分性发作 常见;脑瘫合并癫痫的

患儿脑电图异常率偏高,而且在局灶性痫样放电､ 背景活动的全面性慢化等方面明显高于一般的脑

瘫患儿。 
结论 癫痫是脑瘫患儿常见合并症,其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同龄儿。在痉挛型四肢瘫 常见,而且半数

以上在 1 岁内发病;而低出生体重儿､ 新生儿发作､ 癫痫家族史､ 认知功能障碍､ 脑损伤等危险因

素与脑瘫发生癫痫有明显相关性;癫痫类型以全面强直-阵挛型和部分性发作 常见;脑瘫合并癫痫的

患儿脑电图异常率偏高,而且在局灶性痫样放电､ 背景活动的全面性慢化等方面明显高于一般的脑

瘫患儿。 
 
 
PU-1631 

80 例被放弃干预的发育落后患儿资料分析 
 

卢跃鹏 
登封市妇幼保健院 452470 

 
 
目的 了解发育落后患儿被放弃干预的原因。 
方法 对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6 月在登封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诊断为发育落后 80 例患儿的

有关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80 例患儿中,男性 42 例,女性 38 例;3-6 月龄 22 例,6-9 月龄 25 例,9-12 月龄 33 例;城镇 34 例,
农村 46 例。被放弃干预的原因:家长对早期干预缺乏认识(34 例),误诊为缺钙,佝偻病(28 例),经济困

难(15 例),患儿体质弱不能进行干预(3 例);80 例发育落后患儿 2 岁时随访体检后发现 55 例为正常儿

童,13 例形成精神发育迟滞,6 例形成脑瘫,5 例形成精神发育迟滞合并脑瘫,1 例形成癫痫。 
结论 家长缺乏认识,误诊为缺钙,佝偻病和经济困难是造成发育落后患儿被放弃干预的主要原因。 
 
 
PU-1632 

营养神经细胞药物治疗小儿脑瘫临床疗效观察 
 

卢跃鹏 
登封市妇幼保健院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452740 

 
 
目的 探讨营养神经细胞药物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和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小儿脑瘫的临床疗

效。 
方法 选取我院儿童康复科 2012-06—2015-06 确诊的小儿脑瘫 1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80 例,观察

组 80 例。对照组采用综合的康复方法,观察组在此方法上应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和注射用

鼠神经生长因子这两种营养神经细胞药物,连续运用 3 个月。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对 2 组患儿的治疗效果进行评定,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25%, 对照组总有效率

为 93.7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和鼠神经生长因子这两种营养神经细胞药物对脑瘫的治疗是没有

疗效的,建议对脑瘫的治疗以中国脑性瘫痪康复指南为指导,功能训练､ 言语训练､ 推拿等理学方法

为主,不需应用营养神经细胞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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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3 

脑性瘫痪患儿在功能训练过程中发生意外损伤原因分析及对策 
 

卢跃鹏 
登封市妇幼保健院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452740 

 
 
目的 探讨脑性瘫痪患儿在功能训练过程中发生意外损伤的原因并提出其防范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02—2015-02 我院康复的 426 例及兰考县妇儿医院康复的 368 例脑瘫患儿

在功能训练过程中发生意外损伤的原因。 
结果 意外损伤有肌肉拉伤 11 例(占意外损伤 52.38℅),骨折 4 例(占意外损伤 19.05℅)､ 摔伤 3 例

(占意外损伤 14.29℅)､ 疝气发作 2 例(占意外损伤 9.52℅)､ 肩关节脱臼 1 例(占意外损伤 4.76
℅)。分析原因主要与训练师经验不足,患儿自身原因､ 训练不配合,家长疏忽对脑瘫患儿的特殊关照

及训练区基础设施配备不到位有关。 
结论  加强对训练师的培训与指导,加强对脑瘫患儿家长的宣教､ 指导以及康复训练区基础设施配备

到位有利于降低脑瘫患儿在功能训练过程中意外损伤的发生。 
 
 
PU-1634 

非手术治疗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持续治疗时间探讨 
 

卢跃鹏 
登封市妇幼保健院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452740 

 
 
目的 探讨非手术治疗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持续治疗时间。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2 月至 2013 年 6 月非手术治疗的先天性马蹄内翻足 17 例,非手术治疗方

法有:患足给予石蜡疗法,中药药浴,功能训练,手法按摩,痉挛肌治疗仪治疗,生物刺激反馈仪治疗,针灸,
配带适合患足的足外展支具。均由经过正规培训的训练师及针灸推拿师进行治疗。 
结果 治疗至 1 岁时 17 例患儿中 2 例不能坚持非手术治疗选择了手术治疗,余 15 例患足均达到正常

功能。 
结论 非手术治疗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持续治疗至 1 岁较合适,可避免过早手术带来的术后并发症。 
 
 
PU-1635 

早期干预治疗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的临床疗效 
 

卢跃鹏 
登封市妇幼保健院登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452740 

 
 
目的 探讨早期干预治疗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的临床效果。 
方法 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 140 例分为治疗组(70 例)和对照组(70 例)。对照组为各种原因被放弃治

疗仅进行日常育儿的患儿,治疗组除日常育儿外,还依据不同的病情给予相应的早期干预治疗。 
结果 至患儿 2 岁时出现运动障碍及异常姿势诊断为小儿脑瘫,治疗组 3 例,脑瘫发生率 4.3 %,对照组

14 例,脑瘫发生率 20.0%,其余均发展为正常儿童,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干预中枢性协调障碍患儿可降低神经系统后遗症脑瘫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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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6 

针灸在运动发育迟缓患儿中的应用 
 

冯秀娟,吕智海,李俊梅,孙双全,焦月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观察针灸对运动发育迟缓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6 年 2 月到 2017 年 2 月在我科住院的 6 个月-12 个月的运动发育迟缓患儿,通
过 Gesell 儿童发育量表筛查,其中大运动和(或)精细运动为中度发育迟缓及以下者,排除遗传代谢性

疾病､ 癫痫､ 严重心､ 肝､ 肾疾病,以及周围神经､ 肌肉疾病导致的运动发育迟缓。将符合条件的

65 例发育迟缓患儿,按就诊先后顺序及是否同意针刺治疗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剔除不合格者,完
成者治疗组 25 例,其中男孩 12 例,女孩 13 例,平均年龄(8.9±2.8)个月;对照组 25 例,其中男孩 14 例,
女孩 11 例,平均年龄(9.1±2.7)个月。两组间性别､ 年龄段分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对照组及治疗组根据障碍情况均采用物理治疗､ 推拿､ 理疗､ 营养神经等常规康复治疗方法。早

期训练应用不同阶段的神经发育学疗法的促通训练,包括促通头部控制､ 躯干控制､ 坐位控制､ 翻

身运动等大运动方面的训练以及促通上肢与手功能发育训练;推拿应用揉法､ 按法､ 摇法等协调肌

张力,改善关节活动;理疗仪改善脑功能及肌肉功能;视听反应差者给予多感官训练。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针灸治疗,选择运动区,下肢和躯干瘫痪于双侧顶颞前斜线上 1/5 取穴,
上肢瘫痪取中 1/5,体针选择手足三阳经的穴位,头针长留针 50 分钟一次,体针刺激不留针。两组治疗

项目均每日一次,一周 5 次,治疗 3 个月观察疗效。两组治疗前后分别应用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

(GMFM-88)及 Gesell 量表中的大运动､ 精细运动发育商(DQ)对患儿运动功能进行评定。  
    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检验。检验水平采用=0.05。 
结果 对照组及治疗组康复治疗后,临床症状均有改善,粗大运动功能评分均提高(p<0.05),治疗组评分

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 Gesell 量表大运动､ 精细运动发育商得分(DQ)对比,治疗组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 
结论 针灸可以提升发育迟缓患儿的运动功能,促进运动发育,可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早期干预治疗

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PU-1637 

成都地区伴有小头畸形脑性瘫痪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分析 
 

马丹,罗蓉,王秋,李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对伴有小头畸形的脑性瘫痪患儿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从流行病学研究中找出

一些特征,为进一步的病因研究和合理的康复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对在成都市行政管辖区各残疾人联合会登记为脑性瘫痪,且经小儿神经科医生确认,同时符合脑

瘫和小头畸形诊断标准的患儿进行调查资料总结,分析其粗大运动功能､ 认知功能,并比较上述特征

在头围小于正常均值 3 个标准差(<-3SD)与头围介于-3SD~-2SD 的患儿中的差异。采用 SPSS19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两个率或构成比的比较用 χ2检验,两组等级资料的比较用秩和检验(Wilcoxon 法),两
组连续性变量的相关性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均以 α=0.05 为检验水准。 
结果 1.1 符合脑瘫诊断标准的 422 例患儿中,共 148 例(35.1%)达到小头畸形的诊断标准。其中,头
围-3SD~-2SD 的患儿共 58 例(39.2%),头围小于-3SD 的患儿共 90 例(60.8%)。1.2 粗大运动功能分

级及构成情况:GMFCS Ⅰ~Ⅱ级 30 例(20.3%),GMFCS Ⅲ级 30 例(20.3%),GMFCS Ⅳ~Ⅴ级 88 例

(59.5%)。头围<-3SD 组与-3SD~-2SD 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构成有显著差异(χ2=11.764,P=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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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头围<-3SD 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优于-3SD~-2SD 组(Wilcoxon W=3665.5,P=0.001)1.3 认知功

能:13 例(8.8%)正常,24 例(16.4%)为轻度智力低下,48 例(32.4%)为中度智力低下,42 例(28.4%)为重

度智力低下,21 例(14.2%)为极重度智力低下。头围<-3SD 组与-3SD~-2SD 组脑瘫患儿的智力低下

发生率分别为 98.9%和 79.3%,两组患儿的认知构成有显著差异(χ2=86.005,p<0.001),且后者的认知

情况优于前者(Wilcoxon W=2130,P<0.001)。 
结论 1.脑瘫患儿中有相当大的比率伴有小头畸形,这些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 认知情况具有一定的

特点,认真分析其临床特征有助于寻找其病因。2.在伴小头畸形的脑瘫患儿中,随头围减小程度的不

同,运动､ 认知损伤情况是有差异的,头围减小程度与粗大运动功能损伤成反比,而与认知损伤成正比,
提示脑瘫和小头畸形虽均为发育期大脑的异常,但两者的病因及损伤的特点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PU-1638 

家庭训练与机构训练对于脑瘫患儿疗效比较及分析 
 

刘楠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比较脑瘫患儿机构训练与家庭训练效果并分析效果差异的原因。 
方法 将 60 例 2~3 岁之间的脑瘫患儿分为两组,一组进入儿童康复科运动康复,每日一次 PT 治疗,每
次治疗 45min,一组行家庭康复,每周来医院门诊指导,观察 3 个月,在训练前后进行粗大运动功能评分

及 0~6 岁儿童神经心理发育量表评分。 
结果 机构训练组脑瘫患儿粗大运动评分较家庭训练组明显提高(P<0.05)神经心理方面,其中大运动

､ 社交行为､ 适应能力､ 发育商方面明显改善。 
结论 脑瘫患儿机构训练较家庭训练,为小儿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训练环境及治疗手段,可改善脑瘫患儿

的运动及神经心理发育水平。 
 
 
PU-1639 

脑瘫高危儿病因及预防策略的探讨 
 

刘楠 
宁波市康复医院 315040 

 
 
目的 对 2008~2016 年来我院检查的脑瘫高危儿的高危因素进行分析及预防策略探讨。 
方法 现将 2008~2016 年来我院检查的 193 例脑瘫高危儿的高危因素记录,同时记录患儿异常查体

表现。 
结果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母亲妊娠早期有感冒､ 阴道流血病史及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在本组中显得

较为突出。上数据可以看出母亲妊娠早期有感冒､ 阴道流血病史及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在本组中显得

较为突出。 
结论  CP 是病因复杂的综合征,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脑瘫病因预防的工作有:重视婚前和孕前检查,
对育龄妇女孕产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加强孕期尤其是围生期保健。对高危孕产妇做到实时监测,
胎儿异常发育的应终止妊娠;提高基层产科医疗水平,降低新生儿缺氧窒息和感染的发生率。对新生

儿期高胆红素血症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可以降低 CP 发生率,减轻 CP 致残程度。通过加强儿童保健

宣传教育､ 早期干预､ 康复治疗､ 阻断因脑损伤所致的各种功能障碍,减少伤残发生率。 
随着围生科学的迅速发展, 足月儿脑瘫的发生率没有下降, 这使得人们更多地考虑遗传学因素在脑瘫

发病中的作用,因此对 CP 病因的研究重点应提前到胚胎发育生物学领域及其他产前因素上,重视对

孕期孕母相关的环境､ 遗传因素及相关疾病等多种因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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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0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大剂量维生素 B6 
注射液治疗儿童孤独症的个案分析 

 
韩晓婷,金红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通过个案研究探讨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维生素 B6 注射液对儿童孤独症的治疗效果。方法:对 l
例孤独症患儿使用重复经颅磁刺激,共治疗 42 次,20min/次,每分钟连续刺激 4s,间歇 56s;维生素 B6
注射液 200mg/日,连续 2 周,停 1 周,继续应用 2 周连续。结果:孤独症患儿在经过 42 次经颅磁刺激

后,在情绪行为､ 眼神及语言､ 社会交往障碍､ 刻板行为动作等方面与治疗前相比有明显改善。结

论:初步提示经颅磁刺激联合大剂量维生素 B6 注射液可以改善孤独症患儿的部分核心症状 
方法 2.1 建立病历资料。根据患儿情况､ 家庭背景､ 既往史､ 治疗史､ 检查结果等建立病历档案。 
  2.2 治疗方案。本次研究使用的 rTMS 治疗仪为美国美多力公司 Medtronic 磁刺激器(R30 型,丹麦),
工作频率 0~30Hz, 大磁场强度 4.2 特斯拉。线圈为蝶形聚焦型刺激线圈,治疗刺激位点选择双侧背

外侧前额叶,有研究发现恰当的调协脑电仅波功率和频率选择性可达到改善认知､ 优化皮层代谢的

目的 ,根据这一观点,本例个案研究中以患儿脑电图 波峰值频率确定治疗刺激频率,强度为 100%运

动阈值(治疗第 1 天的治疗强度为患儿运动阈值的 80%),rTMS 治疗分两个阶段:第 1 阶段为强化治疗

期,连续 5 周共 35 次治疗,7 次/周;第 2 阶段为维持治疗期,维持期第一周调整为隔日 1 次,共 2 周。每

次治疗 20min,每分钟连续刺激 4s,间歇 56s。联合维生素 B6 注射液 200mg/次,连续 2 周,治疗期间

未合并任何综合训练 
结果 在 6 周 rTMS 治疗期间,患儿未出现癫痫样放电及其它不良反应,其核心症状变化如下。 
  1 行为:刻板行为明显减少;哭闹现象减少;行为自控能力增强,不任意大喊大叫;夜间睡眠时间延长,由
治疗前的 5-6 小时延长到 8 小时左右。 
  3.2 语言:能主动清晰唤妈妈,清晰说出妈妈的名字和居住地址;能回答提出的简单问题,吐字较为清

晰;能与小朋友进行较长的主动语言交流。 
  3.3 情绪:情绪稳定性增强;攻击他人及自虐行为减少。 
  3.4 社会交往:与人交流有对视;治疗初期很难配合治疗师,治疗后能积极主动配合治疗; 能与爷爷奶

奶打招呼;可以与小朋友互动玩游戏。 
  3.5 认知功能:会数 1-20,会点数,表达词汇量增多。 
结论 本研究使用 rTMS 联合大剂量维生素 B6 注射液治疗 7 周后,该例患儿的孤独症核心症状得到明

显改善,社会生活能力显著提高,在治疗期间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这提示 rTMS 可能通过改善患儿

的脑功能状态,大剂量维生素 B6 注射液改善异常情绪行为来减轻临床症状从而改善患儿的适应社会

的能力。每个孤独症患儿都是独立的个体,其症状具有多样性,个体化的 rTMS 治疗能贴合每个孤独

症患儿的具体脑功能状况,更精确地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本研究虽然为个案研究,不具有普遍性,但可

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PU-1641 

初步探讨肌内效贴用于脑瘫儿童康复治疗的效果观察 
 

郭隆辉,金红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探究分析肌内效贴在脑瘫儿童中使用的效果。方法: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

的脑瘫儿童 9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选用常规治疗的对照组(45 例),与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肌内

效贴治疗的观察组(45 例)。治疗 6 个月后,对两组儿童的 Barthel 指数,进行评估,观察其治疗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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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结果:两组治疗后 Barthel 指数,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P<0.05);两组之间治疗前

后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肌内效贴可以有效改善姿势控制､ 调整肌张力､ 提高

儿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方法 治疗组患者的肌内效贴布+常规治疗方法,贴扎方法:1.腕下垂,贴扎目的:促进腕关节背伸;贴法:
采用爪型帖布(自然拉力)。摆位:肘关节伸直,腕关节背伸。爪形贴布:【锚】固定于肘关节外侧,沿前

臂､ 手背以多尾延展至手指根部。2.拇指内收:贴扎目的:促进拇指伸展;贴法:采用“I”形贴布(自然拉

力)。摆位:腕关节背伸,拇指充分伸展。“I”形贴布:将贴布对半裁剪(宽度为 2.5cm 左右),【锚】固定

于肱骨外上髁,【尾】沿前臂背侧延展至拇指甲缘。3.放松拇内收肌群,促进拇伸展贴法:采用“I”形贴

布(自然拉力,中间镂空)。摆位:拇指伸展。“I”形“镂空”贴布:【锚】固定于手背外侧,拇指沿“镂空”的洞

穿过,【尾】延展至掌心。如儿童同时存在腕下垂,可配合腕下垂贴法。以上贴扎 1 次/1 天,单次贴扎

维持 24h-48h,7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1]再结合常规疗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Bobath 法､ Vojta 法､ 运动学习对脑瘫儿童进行运动治疗,再结合作业疗

法､ 针灸推拿､ SET､ 感觉统合训练等方法,完成对脑瘫儿童的治疗。 
结果 6 个月后观察组的脑瘫儿童的 Barthel 指数(78.61±2.23)分,明显优于对照组脑瘫儿童的 Barthel
指数(58.64±4.31)分,差异显著(P<0.05) 
结论 肌内效贴基本起效机制可能是:[2]按淋巴引流方向贴扎的多爪形且不施加任何拉力的肌内贴布,
其持续的自然回缩力及形状特性,类似于治疗师双手进行轻柔的淋巴按摩方法,而肌内效贴在有效贴

扎时间内又可持续作用 
 
 
PU-1642 

儿童脑性瘫痪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研究 
 

史晓杰,郭新志 
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 030006 

 
 
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多种方法治疗儿童脑性瘫痪的疗效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针刺､ 药物穴位注射､ 推拿､ 运动疗法､ 作业疗法､ 言语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 心理治

疗及中西药物等对 354 例脑瘫患儿进行治疗前､ 后疗效对照。 
结果 显效 161 例,有效 175 例,总有效率 94.92%。 
结论 儿童脑瘫的疗效与接受治疗的年龄､ 类型､ 病情､ 疗程及有无合并症有关。接受治疗早､ 年

龄小､ 痉挛型､ 病情轻､ 疗程长､ 无合并症,有效率高;接受治疗晚､ 年龄大､ 病程长､ 病情重､ 疗

程短､ 有合并症,有效率低;中西医结合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有效率高。 
 
 
PU-1643 

感觉统合训练治疗自闭症 
 

赵艳萍,金红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讨论感觉统合训练治疗自闭症的疗效。 
方法 入院后按美国精神医学会 1980 年规定的诊断标准诊断为自闭症,按年龄分组,并采用“儿童感觉

统合能力发展评定量表”量化评测。 
结果 106 例自闭症儿童均有感觉统合失调,其中轻度 36 例,中度 42 例,重度 28 例。 
结论 只要早期诊断,抓住康复训练 佳年龄(3 岁前)早期给予感觉统合治疗,坚持每天一次,从不间断,
连续半年以上,对感觉统合能力的改善均有明显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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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4 

穴位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穴位针刺治疗儿童 
周围性面瘫临床疗效观察 

 
才让吉,金红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探讨分析穴位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穴位针刺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本院收治的 76 例周围性面瘫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将所选患儿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别分配到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8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穴位针刺进行治疗,治
疗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鼠神经生长因子穴位注射进行治疗,回顾性分析两组患儿的临床资

料,对比分析两组患儿治疗后的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4.7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8.95%,观察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同治疗前进行 SFGS 评分比较,两组静态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动态评

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患儿进行静态评分的对比,治疗组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患儿进行动态评分的对比,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穴位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穴位针刺疗法治疗周围性面瘫患儿,可以明显改善患儿的症状与

体征,促进损伤神经更快修复,缩短治疗疗程,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治愈率,对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有重要意义。 
 
 
PU-1645 

全身运动评估中痉挛同步运动与新生儿拥抱反射的鉴别与意义 
 

张东,金红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目的 探讨在全身运动评估扭动运动阶段,痉挛同步运动与拥抱反射的鉴别。 
方法 以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神经发育随访的 100 例高危新生儿和小婴儿为

对象,高危因素包括早产儿､ 颅内出血､ 新生儿窒息､ 缺氧缺血性脑病､ 高胆红素血症､ 低血糖脑

损伤等。用摄像机记录新生儿和小婴儿的全身运动,评估者通过播放录像,采用 Gestalt 知觉对录像进

行评估。 
结果 在评估过程中 20 例新生儿和小婴儿,出现拥抱反射活跃,对评估者视觉 Gestalt 知觉产生干扰,
影响评估结果,需使用标准的正常全身运动记录重新校准。 
结论 活跃的拥抱反射存在,其反射的动作形式与痉挛同步运动动作的相似性,易于造成两者的混淆,造
成全身运动质量评估结果出现异常,神经发育结局的预测有效性降低。 
 
 
PU-1646 

A 型肉毒毒素治疗痉挛型脑瘫的长期疗效观察 
 

刘建军,齐婧,吴卫红,张雁,曾凡勇,李南玲,席冰玉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100068 

 
 
目的 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 CP)是常见的儿童致残疾病,痉挛型脑瘫所占的比例 大,痉挛不仅阻

碍儿童正常运动的发育,还可以造成挛缩､ 畸形､ 疼痛等并发症,如何缓解痉挛一直是脑瘫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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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课题。肉毒毒素缓解痉挛的时间是有限的,大致在 5 个月左右。痉挛型脑瘫患儿接受肉毒毒

素后,运动功能会有所改善,短期效果明显。肉毒毒素的长期效果如何,是康复工作者和家长关心的问

题。本篇论文通过对照试验,探讨 A 型肉毒毒素(BTX—A)阻滞术缓解脑瘫患儿痉挛的长期疗效。 
方法 2005 年 6 月~2013 年 12 月,51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接受 BTX—A 阻滞术治疗,年龄为 21~57
月。根据患儿体重和修改的 Ashworth 评分来确定 BTX—A 剂量,每次剂量在 45~150IU 之间,平均

69.0±32.4IU/次。在注射前,评价所阻滞肌肉的肌张力和运动功能情况。痉挛的评定采用修改的

Ashworth 评分法(Modified Ashworth Scale, MAS),运动功能情况采用 PRS 法(Physician Rating 
Scale)､ 粗大运动功能测量(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来评价。应用一次性神经阻滞

绝缘注射针和电刺激器做注射。将脉冲频率设定为 3Hz,暂将电流强度设定为 10—15mA,并且不断

调节电流强度,直至找到用 小刺激电流能引起相应肌肉 大收缩的位置,即为阻滞点,用龙胆紫做标

记。将刺激器的电流强度调至 3mA,脉冲频率不变。将绝缘注射针与电刺激器的阴极相连,从标记点

刺入皮下组织,调节进针的深度,同时调节电流强度,当用 小电流能引起肌肉 大收缩时,即可注入药

物。在注射两年后,采取复诊的方式,对两组患儿进行复查,再次采用上述方法进行评价。 
结果 两组患儿的年龄､ 体重､ 术前的 MAS､ PRS､ GMFM 均没有显著性差异,两组患儿肉毒毒素

作用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两组患儿阻滞术后两年的 PRS､ GMFM 的 D 和 E 维度的分数较术前均

有显著提高,但实验组患儿的 PRS､ GMFM 的 D 和 E 维度的分数较对照组提高得更多,两组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 
结论 BTX—A 阻滞术的疗效持续时间为 5-6 个月左右,为患儿在解除痉挛的基础上进行康复训练提

供了时间。患儿可以在缓解痉挛的基础上进行康复训练,学习正确的运动姿势和正确的动作,在大脑

中形成正确的运动模式,大运动得到发育。本研究显示,实验组患儿在阻滞术两年后,小腿三头肌的痉

挛程度又恢复到阻滞术前的水平,但 PRS､ GMFM 评分仍比阻滞术前有提高,并且实验组患儿的评分

高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此研究显示,阻滞术后的长期疗效是肯定的。阻滞术后开展康复训练,
有助于患儿运动功能的提高。 
 
 
PU-1647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 27 例临床分析 
 

刘世新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ABE)的流行趋势及其临床特点,为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病例分析。在我院病案室病案系统中,调阅 2003 年至 2016 年全部急性胆红素脑病病历,
进行临床特征､ 病因及治疗效果等分析。 
结果 搜索得到 27 例 ABE。ABE 住院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如下表)。男性 18,女性 9 例,入院时日龄

中位数 9 天。出生时胎龄中位数 37+1周,<37 周 9 例(33.3%)。顺产 21 例,剖宫产 4 例,不明确 2
例。出生体重平均 2813 克,6 例<2500g(22.2%) 。母乳喂养 19 例(70.4%)。黄疸开始时间:0.5~7 天,
中位数 2 天。入院时胆红素水平:TCB 测不出 11 例,血清总胆红素(TSB)288~793.2μmol/L,均值为

527.9μmol/L。临床症状:拒奶,反应差,颈抵抗,角弓反张,肌张力增高或低下,嗜睡,呕吐,易激惹,前囟紧

张,呼吸暂停等。3 例伴发热。4 例除黄疸外无其它症状。颅脑 MRI:16 例,其中 1 例未见异常,其余均

表现为双侧苍白球 T1W1 对称性高信号,5 例伴颅内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周围点状出血)。头颅

彩超:1 例左侧脑室前角稍宽,左侧脑室内异常声像;10 天后复查示双侧脑室扩张。3 例未见异常。快

速脑干诱发电位(AABR):双耳通过 2 例,双耳未通过 3 例,左耳未通过 1 例。脑电图:1 例行脑电图检

查示不连续波形。病因:9 例 G6PD 缺陷病,11 例新生儿败血症,5 例早产低出生体重,8 例溶血性贫血,
颅内出血 7 例,脐出血和消化道出血各 1 例,酸碱平衡失调和电解质紊乱 7 例。治疗及转归:14 例行

换血治疗,未行换血治疗 12 例,1 例拒绝。死亡 5 例(其中 3 例为家长放弃抢救而死亡)。22 例好转和

治愈。住院时间:1 天~28 天, 短 4 小时,中位数 12 天。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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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 1 2 0 0 1 1 0 0 3 4 5 1 4 5 
               
 
结论 ABE 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男性多于女性,母乳喂养和溶血性疾病是主要危险因素。建议建立新

生儿黄疸监测制度和规范。加强健康教育和黄疸监测,实行早期干预措施,预防 ABE 的发生。 
 
 
PU-1648 

肌内效贴提高脑瘫患儿呼吸功能的应用研究 
 

缪文静,吕智海,李慧慧,刘波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观察肌内效贴结合常规呼吸训练对脑瘫患儿呼吸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康复科住院治疗的脑瘫患儿 30 例,均符合

全国小儿脑瘫康复会议制定的脑瘫儿童诊断标准[1]。其中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2——5 岁,平均

(3.2±1.1)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两组,各组患儿年龄,病情程度,性别无显著性差异。 
纳入标准:伴随腹式呼吸障碍的运动性构音障碍患儿 
排除标准:胸廓畸形 
常规组患儿接受常规呼吸训练,训练方法包括:呼吸控制训练､ 腹式呼吸操等。每天 2 次,每次 20 
min。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隔休息 2 天,治疗 8 个疗程。 
观察组患儿在常规呼吸训练的基础上,辅以肌内效贴贴扎治疗。贴扎之前要把肌肤冲洗干净,胶面不

能触碰水或其他东西,保证在一次或两次内做完贴扎[2]。站立位,“I”型贴布,自然拉力。促进贴法:锚在

胸骨剑突和第 5~7 肋软骨前面,尾在耻骨联合上缘。以上贴扎 1 次/天,5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隔休息

2 天,治疗 8 个疗程。 
在治疗前后通过 长声时[3]及呼吸频率评价两组患儿的呼吸功能变化。采用 SPSS13.0 软件,对资料

进行计量,使用(`x±s)进行统计描述,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或配对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结果 治疗 8 周后,两组患儿的呼吸频率较组内治疗前有所降低(P<0.05)且观察组更低于常规组

(P<0.05), 长声时(MPT)较组内治疗前有所提高(P<0.05)且观察组更高于常规组(P<0.05)。 
结论 肌内效贴布作为脑瘫综合康复的辅助治疗手段,可用来改善脑瘫患儿的呼吸功能。正常儿童平

静呼吸时以腹式呼吸为主,胸廓运动较少,表现为隔肌上下运动,腹直肌舒张时腹部鼓起收缩时腹部平

坦[4]。腹直肌收缩不良时则影响呼吸模式。由于脑瘫儿童多伴有认知障碍[5],无法像成人一样理解且

跟从治疗师给予的口语指令,所以导致康复训练的效果大打折扣。近年来肌内效贴已有自己完整的

理论与应用体系,并被引入康复领域。本研究采用肌内效贴促进贴法强化腹直肌,从而加强腹式呼吸,
提高呼吸功能。肌内效贴可以在身体上保留 2-3 天,连续性的感觉输入相当于治疗师在不间断地提

示[6]。弥补一对一治疗时间的不足。其操作安全､ 简单,使用的同时不影响正常的治疗活动,因此也

被众多家长所接受。在脑瘫儿童的康复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存在较大的潜力和应用前景,得进一步推

广及研究。 
 
 
PU-1649 

不同儿童康复机构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对比分析 
 

高艺文,吕智海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不同儿童康复机构脑瘫患儿运动功能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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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5 月康复治疗孩子选取 84 例,其中男性 44 例､ 女性 40 例､ 平均年龄 2.5±1.1
岁。博能中医门诊 2017 年 3 月—5 月康复治疗孩子选取 56 例,其中男性 29 例､ 女性 27 例､ 平均

年龄 4.0±1.7 岁。儿童福利院 2017 年 5 月选取 20 例,其中男性 10 例､ 女性 10 例､ 平均年龄

3.5±1.8 岁。进行 GMFM 以及博能中医门诊 ADL 评估。 
结果 经统计学百分比表明 
儿童医院 GMFCS I-III 共 77 例占 92%､ IV—V 共 7 例占 8%(I 级 55 例､ II 级 12 例､ III 级 5 例､ IV
级 5 例､ V 级 2 例)。博能中医门诊 GMFCS I-III 共 45 例占 80%､ IV—V 共 11 例占 20%(I 级 20 例

､ II 级 20 例､ III 级 5 例､ IV 级 5 例､ V 级 6 例)。ADL 轻度功能缺陷 30 名､ 中度功能缺陷 10 名

､ 严重功能缺陷 10 名､ 极严重功能缺陷 6 名。儿童福利院 GMFCS I-III 共 5 例占 25%､ IV—V 共

15 例占 75%(I 级 2 例､ II 级 1 例､ III 级 2 例､ IV 级 3 例､ V 级 12 例)。 
结论 博能中医门诊以及儿童福利院重症患儿相比儿童医院较多。因此博能中医门诊和及儿童福利

院应积极与儿童医院展开合作。 
 
 
PU-1650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小儿急性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疗效观察 
 

刘倩倩,孙素真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小儿急性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的 76 例急性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患儿,遵循随机原则将患儿分为

生物反馈治疗组和针灸+低频脉冲电刺激对照组,肌电生物反馈组 40 例,针灸组 36 例,两组患儿均采

用常规治疗,两组治疗每日 1 次,共 18 天,观察治疗前后的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量化评分

､ 及患儿患侧治疗前后的面部各组肌肉均方根(RMS)值及肌电积分(iEMG)值。 
结果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组有效率 97.5%明显高于针灸+低频脉冲电刺激对照组有效率 88.9.%,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小儿急性周围型面神经炎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量化评分､ 表面

肌电(SEMG)评,各组肌肉均方根(RMS)值及肌电积分(iEMG)值,较前明显提高,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

上进行推广。 
 
 
PU-1651 

精细化管理在儿童康复临床实习带教中的应用 
 

李小利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0 

 
 
目的 为了规范和量化管理我科儿童康复治疗临床实习,我们制定了一些列儿童康复治疗临床实习考

核量表。该量表将系统地考核每个学生的儿童康复治疗评定技术､ 儿童康复治疗技术以及相关知

识。避免了出科考试成绩的随意性和不准确性。 
方法 将 2011 级学生设为对照组(n=52),采用传统的临床实习带教方法;2012 级学生设为实验组

(n=58),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实习带教方法。实习结束以后比较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和实习结束反

馈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实习带教方法的学生在理论和实际操作成绩上均优于对照组

(P<0.05),同时实验组对实习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采用精细化管理方法在儿童康复临床实习带教中明显优于传统的临床实习带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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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2 

作业治疗对偏瘫患儿手功能的疗效观察 
 

林燕娥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研究作业治疗对偏瘫患儿手功能的疗效。方法:随机选择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我

院收治的偏瘫患儿 6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法,分为研究组与常规组,各组 30 例。其中常

规组患者治疗师一对一的进行上肢训练,包括上肢控制能力训练､ 关节活动训练､ 精细动作训练等,
每天训练 1 次,每次 30 分钟的康复治疗方案;研究组患者在常规组治疗方案基础上增加上肢作业治疗,
评定两组患儿治疗前后手功能改善情况(包括肌张力和精细动作)。结果:经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

后的手功能改善情况(包括肌张力和精细动作 )均优于治疗前,差异显著(P<0.05),且研究组患者改善

程度明显优于常规组,数据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偏瘫患儿应用上肢作业治疗 ,可明显

提高偏瘫患儿上肢的康复疗效,缩短康复疗程,可显著改善患儿手功能,临床效果十分明显,直接临床推

广。 
方法 让患儿自己主动抓取玩具,在此训练活动过程中,可对患儿的上肢起到屈伸锻炼的作用,手的各个

关节肌肉得到协调锻炼,训练时间 1 次/d,训练一次 20 分钟,6 次/周,全部患者均连续康复治疗 90d。 
结果 对比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Gesell 发育量表评分()  

小组 病例 
Gesell 发育量表评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35 35.21±5.51 52.52±5.63 43.24±5.57 49.34±3.28 
常规组 35 36.11±4.34 46.78±3.46 44.32±5.23 45.56±5.12 

 
结论 经本次研究结果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总发育商､ 活动能力改善情况均优于治疗前,差异显著

(P<0.05),且研究组患者改善幅度明显优于常规组,数据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偏
瘫患儿采用上肢作业疗法,可显著提升临床治疗效果,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9]。 
 
 
PU-1653 

COMPARISON OF CALF MUSCLE ARCHITECTURE 
BETWEEN ASIA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Chen Ying,He Lu,Xu Kaishou,Guan Buyun,Tang Hongmei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20 

 
 
Objective Studies have revealed very limited data to learn about muscle architecture in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CP).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muscle thickness, fascicle length, and 
pennation angle of medial and lateral gastrocnemius, soleus, and tibialis anterior between Asia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P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TD) children. 
Methods Participants (age range, 2-13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hemiplegic CP 
(HCP) group (n=24), diplegic CP (DCP) group (n=24),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peers (TD) group 
(n=24). Muscle architecture was measured using ultrasound at rest. Clinical measures included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an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Results Muscle thickness of tibialis anterior and medial gastrocnemius in the affected calf of 
children with CP were smaller (p<0.05) than those of TD children, besides that lateral 
gastrocnemius and soleus fascicle length was smaller (p<0.05) in children with diplegic CP than 
in TD children. Fascicle length of the affected calf in children with CP was shorter (p<0.05)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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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of TD children and the unaffected side of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P, except that lateral 
gastrocnemius fascicle length was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P. 
Pennation angle of medial gastrocnemius and soleus were larger (p<0.05) in the affected calf of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P than in TD children. Lateral gastrocnemius fascicle length and soleus 
muscle thicknes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oss motor function scores in children with CP 
(p<.05). 
Conclusions Muscle thickness and fascicle length were decreased in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affected and TD muscle and the affected and unaffected muscle across tibialis anterior, 
gastrocnemius, and soleus. Those changes may limit walking and indicate needs for 
strengthening the affected muscle. 
 
 
PU-1654 

脑瘫儿童深部灰质损伤的 MRI 评估 
 

刘衡,李同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分析脑瘫儿童深部灰质损伤的 MRI 分级与临床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收集经临床确诊的 12 例深部灰质损伤的脑瘫儿童的 MRI 及临床资料,根据 MRI 表现对

深部灰质损伤程度进行分级。采用卡方检验分析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 手功能量表

(GMFCS/MACS)深部灰质损伤构成比。 
结果 脑瘫儿童 MRI 深部灰质损伤Ⅰ-Ⅳ级分别有 3/1/6/2 例;GMFCS､ MACS 与深部灰质损伤程度

构成比存在差异。 
结论 脑瘫儿童深部灰质损的 MRI 分级与其临床量表存在相关性。 
 
 
PU-1655 

痉挛型脑性瘫痪头颅磁共振表现 
 

李同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的头颅磁共振表现。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我科明确诊断为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 129 例(男 83 例/女
46 例,足月产 80 例/早产 49 例),全部病例行头颅磁共振检查;将头颅磁共振表现分为五组:白质损伤

组(包括白质软化和白质减少)､ 灰质损伤组(包括大脑皮质灰质和脑干灰质异常)､ 非特异性改变组

(包括脑室扩大､ 脑沟增宽等)､ 脑发育畸形组(包括脑穿通畸形､ 巨脑回畸形､ 无脑回畸形等)和正

常组。 
结果 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头颅磁共振表现,以白质损伤(55 例/129 例,42.6%,足月产 28 例/早产 27
例) 常见,其次是灰质损伤(25 例/169 例,19.4%,足月产 18 例/早产 7 例),非特异性改变组 18 例(18
例/129 例,13.9%,足月产 14 例/早产 4 例),脑发育畸形组 16 例(16 例/129 例,12.4%,足月产 14 例/早
产 2 例),正常组 15 例(15 例/129 例,11.6%,足月产 8 例/早产 7 例)。 
结论 痉挛型脑性瘫痪神经影像学表现以白质损伤 常见,其次是灰质损伤;其脑损伤的特点有助于临

床医师理解患儿运动障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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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6 

正确抱姿对纠正运动发育迟缓患儿异常姿势的作用研究 
 

梁忠培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研究正确抱姿对纠正运动发育迟缓患儿异常姿势和促进患儿运动功能的作用。 
方法 异常姿势的运动发育迟缓患儿 84 例,随机分为矫正组 42 例,对照组 42 例。2 组均采用常规康

复治疗,矫正组指导家长采用正确抱姿,对照组不予指导,按照家长习惯的抱姿。治疗前后采用 Gesell
发育量表对患儿的总运动发育水平(运动发育商,DQ)及粗大动作(GM)和精细动作(FM)能力进行评分,
并将治疗前后的评分结果进行对比和分析。 
结果 矫正组中在治疗前轻度运动发育迟缓 25 例､ 中度 9 例､ 重度 7 例,极重度 1 例,治疗后较之治

疗前治愈 37 例;对照组中在治疗前轻度运动发育迟缓 26 例､ 中度 9 例､ 重度 8 例,治疗后轻度运动

发育迟缓 3 例､ 中度 6 例､ 极重度 2 例,治疗后较之治疗前治愈 31 例。2 组患儿治疗前后 Gesell 评
分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组患者治疗后的 DQ 值和 GM 值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2 组患儿治疗前后姿势异常情况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正确抱姿可有效纠正运动发育迟缓患儿异常姿势,有利于提高运动发育迟缓患儿的运动功能。 
 
 
PU-1657 

参苓白术散加减辅助推拿辨治轮状病毒性肠炎的临床研究 
 

梁忠培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参苓白术散加减辅助推拿辨治轮状病毒性肠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12 月期间诊治的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

组,每组 50 例,两组均给予饮食疗法､ 口服补液盐及微生态疗法,对照组加用蒙脱石散治疗,观察组加

用参苓白术散加减辅助推拿辩证治疗,观察患儿治疗前及治疗 3d 时中医证候积分变化､ 阳性症状消

失时间,在患儿治疗 3d 后进行疗效评价。 
结果 两组倦怠乏力､ 大便泄泻､ 腹胀腹痛､ 食欲不振中医证候积分治疗后较治疗前下降(P <0.05),
治疗后观察组积分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大便性状恢复正常时间､ 大便

次数恢复正常时间､ 腹痛消失时间分别为(1.74±0.56)d､ (3.27±0.58)d､ (3.81±0.44)d､
(1.24±0.35)d,短于对照组(2.18±0.72)d､ (4.37±0.61)d､ (4.83±0.57)d､ (1.95±0.44)d,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100.00% ,高于对照组 88.00%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参苓白术散加减辅助推拿辨治有助于快速改善轮状病毒性肠炎的临床症状,促进病情康复,提高

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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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8 

丰富环境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 
及海马区自噬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苑爱云,侯梅 ,刘秋燕,孙向峰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索丰富环境干预对缺氧缺血脑损伤(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幼鼠学习-记忆､

海马区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及 LC3-Ⅱ表达的影响。 
方法 构建标准环境及丰富环境两种饲养环境。取 7 日龄 Wistar 鼠共 32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

为假手术组 10 只､ 标准环境组 11 只､ 丰富环境组 11 只。标准环境组及丰富环境组采用改良

Rice-Vannucci 法制备 HIBD 模型。假手术组及标准环境组全天置于标准环境饲养,丰富环境组全天

置于丰富环境。丰富环境干预 14d 后,采用 Morris 水迷宫定位航行实验测定寻找隐藏平台的逃避潜

伏期,Western Blot 检测海马区 Beclin-1 及 LC3-Ⅱ蛋白的表达。 
结果 1)HIBD 大鼠寻找平台的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在训练第 4､ 5 天,丰富环境干预组逃避潜伏期较

标准环境组显著缩短(第 4 天 , t=3.422,P<0.05; 第 5 天,t=3.249,P<0.05);(2)与标准环境组病灶侧海

马相比,丰富环境组病灶侧海马 Beclin-1 (0.435±0.121 vs 0.756±0.101,t=5.552,P<0.05)､ LC3-Ⅱ蛋

白表达量均显著升高(0.103±0.028 vs 0.165±0.017, t=4.702,P<0.05)。 
结论 丰富环境可改善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幼鼠学习记忆能力,其机制可能与上调海马区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及 LC3-Ⅱ的表达有关。 
 
 
PU-1659 

推拿联合中频电刺激治疗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的疗效观察 
 

周自亮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推拿联合中频电刺激治疗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的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与我科明确诊断为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 84 例,随机分为

四组(对照组､ 单纯推拿组､ 单纯电刺激组､ 推拿电刺激组);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包括运动

疗法､ 针灸治疗和神经营养药物),单纯推拿组(常规康复治疗联合推拿治疗),单纯电刺激组(常规康复

治疗联合中频电刺激治疗),推拿电刺激组(常规康复治疗联合推拿､ 中频电刺激治疗)。 
结果 推拿电刺激组患儿有效率(71%)较对照组(52%)､ 单纯推拿组(48%)､ 单纯电刺激组(48%)高,
平均康复治疗时间(4.5 周),较对照组(6 周)､ 单纯推拿组(7 周)､ 单纯电刺激组(6.5 周)短;对照组､ 单

纯推拿组和单纯电刺激组治愈率､ 康复治疗时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推拿联合中频电刺激能提高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治愈率,缩短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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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0 

早期起病的 SCA2 型家系报道并文献复习 
 

侯梅,苑爱云,孙殿荣,赵建慧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型脊髓小脑共济失调(spinocerebellar ataxia,SCA)是一组具有高度异质性的

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起病年龄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不同遗传学致病位点导致的 3 种 常见的临床类

型分别为 SCA1(位于 6p24-p23),SCA2(位于 12q24.1)和 SCA3(位于 14q32.1),共同的病理机制是外

显子中 CAG 拷贝数异常扩增,产生具有神经毒性的多聚谷氨酰胺链,引起神经元死亡或凋亡。本病常

呈遗传早现现象。婴幼儿起病者早期易误诊或漏诊。 
方法 本文报道 1 例 11 个月女婴,以“生后至今竖头不稳､ 不会翻身及独坐､ 并反复抽风发作 5 个月”
在当地医院诊断“脑性瘫痪并发癫痫”转介我院拟行康复治疗,查体:头围 41cm,认知水平低下,双侧粗

大水平眼震,竖头不稳,全身松软,肌张力不稳定,双侧膝腱反射可引出,巴氏征(-)。睡眠 EEG 显示多灶

性尖波､ 尖慢波散发;颅脑 MRI 显示小脑萎缩性改变伴双侧大脑半球普遍性脑沟加深､ 脑室稍大。

追问病史,其姐 6 岁起病的轻度共济失调并智力低下､ 其父 22 岁起病的轻度共济失调和构音障碍。

SCA2 分子遗传学检查证实其父存在 CAG 重复 41 次､ 其姐重复 65 次､ 患儿重复 165 次。 
结果 终确定先证者为婴儿起病的 SCA2,遗传学和家系分布均符合 SCA2 型的特征。  
结论 本例患儿提示,康复临床中应重视病史询问､ 全面神经系统查体和颅脑磁共振结果解读,对于缺

乏围产期脑损伤高危因素､ 康复效果差､ 小脑受累特别是有 SCA 阳性家族史者需要进行基因检测

､ 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 
 
 
PU-1661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性瘫痪的临床分析 
 

孙殿荣,侯梅,于荣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研究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所致脑瘫患儿的临床分型及其影像学特点､ 运动功能。 
方法  对 2007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康复中心住院治疗的脑瘫儿进行基础资料登记及高危因

素的调查,明确其主要病因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对患儿进行临床分型､ 获取头颅 MRI 资料及

评估运动功能。分析不同胎龄及不同类型脑瘫儿的影像学特征及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的分布。 
结果 纳入研究并完成影像学检查的患儿共 111 例,早产儿 59 例,足月儿 52 例,其中痉挛型双瘫 30 例

､ 四肢瘫 16 例､ 偏瘫 4 例､ 不随意运动型 27 例､ 混合型 34 例。各种 MRI 损伤均可见于早产儿及

足月儿,但具体分布不同。侧脑室周白质损伤多发生于早产儿,主要为痉挛型双瘫;基底节核团区损伤

伴或不伴白质及皮层损伤多见于足月儿,主要为不随意运动型,其次为混合型;皮层及分水岭区白质损

伤早产及足月儿所占比例均等,多为痉挛型四肢瘫。早产和足月组脑瘫患儿粗大运功功能分级无明

显差异,且多在 3 级以上。 
结论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可导致除共济失调型外的其他类型脑瘫,运动障碍轻的痉挛型双瘫及偏瘫所

占的比例偏低。早产儿和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不同模式导致发生脑瘫的临床类型及影像学特

征的分布不同,但粗大运功功能分布无明显差异,且运动障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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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岁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 手功能､ 交流功能分级分析 
 

孙殿荣,赵建慧,侯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分析 4-12 岁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 手功能和语言-言语功能分级及其相关性。 
方法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康复中心住院康复或门诊就诊及后期随访的脑瘫儿童,诊断

及分型明确,且年龄在 4 岁以上能够配合检查的患儿进行粗大运动功能(GMFCS)､ 手功能(MACS)､
交流功能(CFCS)的分级。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描述不同类型脑瘫的三个分类系统的级别分布,
用 Spearman’s 相关系数分析各类型脑瘫的 GMFCS､ MACS 和 CFCS 中每 2 个分类系统间的相关

性及总的关联。 
结果 318 例脑瘫患儿完成三种分类系统的功能分级,其中男孩 204 例,女孩 114 例,平均年龄

64.04±15.25(48-142)月,痉挛型 191 例(包括双瘫 132 例､ 四肢瘫 27 例､ 偏瘫 32 例)､ 不随意运动

型 54 例,失调型 41 例､ 混合型 32 例。三种功能分级间呈中度相关,但在不同脑瘫类型间的相关程

度是不同的。GMFCS 水平和 MACS 水平在四肢瘫和不随意运动型儿童相关性 强(rs 四肢瘫

=0.95;rs 不随意=0.93, p<0.001),在偏瘫组不具相关性(p>0.05)。GMFCS 水平和 CFCS 在偏瘫和四

肢瘫儿童高度相关((rs 偏瘫=1.00､ rs 四肢瘫=0.818, p<0.001),但是在双瘫组不具有相关性(rs=0.15, 
p>0.05) MACS 和 CFCS 在四肢瘫和混合型患儿的相关性 强(rs 四肢瘫=0.86 和 rs=0.82, 
p<0.001),但是双瘫组和偏瘫组未发现相关性(p>0.05)。 
结论 三种功能分类系统的联合应用可对脑瘫患儿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提供更全面的描述,功能外形的

提出利于科研与临床交流。 
 
 
PU-1663 

肌肉牵伸结合音频电疗矫正先天性 
肌性斜颈患儿颈部姿势的 疗效分析 

 
马丽英,何璐,李金玲,徐开寿,郑韵,林秋金,邱晒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肌肉牵伸结合音频电疗矫正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颈部姿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牵伸治疗､ 音频电疗法､ 姿势设定和颈部肌肉功能训练治疗 55 例年龄小于 6 个月的先天

性肌性斜颈患儿。每天 1 次,每周 5 次,连续治疗 8 周。分别在治疗前､ 治疗后 4 周､ 8 周评定颈部

被动关节活动度和颈部肌肉功能;在治疗前､ 治疗后 8 周应用超声检测双侧胸锁乳突肌肌肉厚度。 
结果 治疗后 8 周,所有患儿的颈部健侧侧屈和患侧旋转被动关节活动度､ 颈部肌肉功能以及双侧胸

锁乳突肌肌肉厚度比值均较治疗前改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肌肉牵伸治疗结合音频电疗法可以有效改善 6 个月内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的颈部不良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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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4 

语言发育延迟患儿的早期诊断及短期随访 
 

孙殿荣,侯梅,张雷红,李媛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婴幼儿语言发育延迟患儿的早期发育特征及 Gesell 智力测查结构分析。 
方法 对我科门诊就诊的语言问题的患儿进行早期 Gesell 测查及训练干预,长期临床随访 2-3 年,进行

相应的临床诊断,回顾性分析患儿的早期 Gesell 智力测查结果。 
结果 342 例儿童完成随访研究,其中发育性语言迟缓 64 例､ 功能性构音障碍 57 例､ 特殊性语言损

害 51 例､ 孤独症或孤独症谱系障碍 68 例､ 精神发育迟滞 61 例､ 精神运动发育迟缓 41 例。不同

疾病的早期 Gesell 测查能区结构是不均 的,其中言语能区的 DQ 分数多低于其他 4 个能区,且疾病

不同,言语能区与其他能区的差异不一致。 
结论 语言发育迟缓患儿的早期智能测查结构不同,对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U-1665 

基于 NICU 环境的个体化吞咽治疗改善 
早产儿喂养障碍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郑玉蔼,何璐,徐开寿,贺娟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观察基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环境的个体化吞咽治疗对早产儿喂养障碍的改善效果。 
方法 62 例喂养障碍早产儿(孕期 28 至 32 周,平均治疗胎龄 33.18±1.86 周),随机分为治疗组(胃管喂

养结合个体化吞咽治疗组,34 例)和对照组(单纯胃管按需喂养,28 例)。治疗组在临床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增加个体化吞咽治疗,包括口腔感觉运动刺激､ 进食训练､ 指导家长参与治疗､ 进食环境的改

善､ 喂养工具的选择等,对照组仅接受临床常规治疗,如留置胃管按需喂养。治疗组早产儿每天治疗

2 次,治疗师完成一次,家长在探访时间内完成一次,每次治疗 15 分钟,每周治疗 5 天,连续 2 周。评估

指标包括:治疗前 2 周､ 治疗后 2 周内的日均增加奶量(毫升)和日均增加体重(克),去除留置胃管时的

年龄(胎龄),全经口喝奶时间(从开始治疗到全面经口喝奶的过渡时间,天),总住院时间(天)。采用 t 检
验比较治疗前后两组间的差异。 
结果 基线期比较,两组早产儿的孕周､ 胎龄､ 出生时阿氏(Apgar)评分､ 开始治疗时年龄､ 治疗前 2
周内的日均增加体重与日均增加奶量,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 2 周,治疗组和对照组早产

儿的日均增加奶量分别为(11.47±3.64)毫升､ (9.92±4.04)毫升,日均增加体重分别为(23.26±5.65)克
､ (18.78±3.91)克,治疗后两组的日均增加奶量､ 日均增加体重均较治疗前增加,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组的日均增加奶量､ 日均增加体重均较对照组的增加明显;治疗组的全经口喝奶时

间､ 胃管留置时间､ 总住院时间分别为(10.28±4.96)天､ (35.38±1.44)周和(43.23±7.26)天,均较对

照组的(25.47±7.30)天､ (37.24±1.39)周和(49.74±8.65)天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单纯临床常规治疗相比较,结合个体化吞咽治疗可在 NICU 环境下更好地增加喂养障碍早产

儿的体重,缩短其留置胃管时间,减少其住院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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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6 

脑瘫患儿流涎情况及其与吞咽障碍和粗大运动功能水平的关系 
 

王利江,侯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脑瘫患儿流涎症的发生率､ 严重程度及其与口运动评分､ 吞咽障碍评分和粗大

运动功能分级水平的关系。 
方法 采用流涎严重程度评估(the Drooling Severity Scale)对 2013 年 7 月~2016 年 7 月在青岛市妇

女儿童医院康复中心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100 例脑瘫患儿及在本院健康查体的 50 例正常儿童进行流

涎评估,同时对脑瘫患儿进行口运动评估(Oral Motor Assessment)､ 吞咽障碍评分(Dysphagia 
Disorders Survey,DDS)及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评估,分析不同类型脑瘫患儿的流涎严重程度与其与口运动评分､ 吞咽障碍评分及

GMFCS 分级水平的关系。 
结果 脑瘫患儿流涎症(流涎Ⅱ级-Ⅴ级)发生率为 32%,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X2=14.295,P<0.01),脑瘫

流涎严重程度分级依次为:Ⅰ级 68 例､ Ⅱ级 8 例､ Ⅲ级 16 例､ Ⅳ级 8 例､ Ⅴ级 0 例。不同类型脑

瘫患儿流涎严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H=78.51,P<0.01),痉挛型四肢､ 不随意运动型和混合型脑瘫患

儿流涎较严重,其次是痉挛型双瘫和共济失调型患儿,偏瘫患儿无流涎发生。脑瘫患儿流涎严重程度

分级与口运动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0.764, P<0.01),而与 DDS 评分(r=0.772, P<0.01)及 GMFCS 分

级(r=0.788, P<0.01)呈正相关。 
结论 流涎症见于 1/3 的脑瘫患儿,脑瘫患儿流涎严重程度与脑瘫类型､ 口运动障碍､ 吞咽障碍及粗

大运动障碍程度有关。 
 
 
PU-1667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偏瘫型脑瘫患儿手功能 
和肌肉募集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 

 
严晓华,徐开寿,何璐,李金玲,郑韵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偏瘫型脑瘫患儿手功能和肌肉募集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机制。 
方法 39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偏瘫型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为两组:重复经颅磁刺激组(5Hz rTMS 刺激+
功能训练,19 例)和对照组(假 rTMS 刺激+功能训练,20 例)。分别在治疗前､ 治疗 2 周后和治疗 4 周

后时间点,对患儿进行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 改良 Ashworth 量表､ 九柱孔测试､ 上肢功能测试并

使用表面肌电图检测前臂活动时肌肉募集情况。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与两组独立样本 t 检验

比较患儿的一般资料和基线数据的差异;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每组患儿治疗后 2 周和 4 周的

结果与治疗前的差异;使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 2 周､ 4 周的结果之间的差异。

设定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儿手功能改善均明显。与基线期相比,治疗后各时间点患儿腕部肌张力均得到改善

(P<0.05)。rTMS 组患儿患侧腕部的肌张力在治疗 2 周､ 4 周后改变率较对照组明显(P<0.05)。两组

患儿上肢整体运动功能在治疗后 2 周､ 4 周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rTMS 组患儿上肢整体运动

功能的提高率好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儿的九柱孔测试所需时间均少于治疗前(P<0.05)。患手

表面肌电信号数据的改变在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善。 
结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结合功能训练､ 假重复经颅磁刺激结合功能训练这两种技术均可缓解偏

瘫型脑性瘫痪患儿的肌张力,改善患手功能。且在改善偏瘫型脑瘫患儿的站立步行､ 患手功能,以及

缓解肌张力方面表现出较好的临床效能,但对偏瘫型脑瘫患儿腕部的肌肉募集无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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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8 

儿童特发性尖足步态的康复评定与治疗 
 

郑韵,徐开寿,何璐,李金玲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特发性尖足步态(idiopathic toe walking,ITW)是特指排除了明确病因的､ 持续的双侧足步态。

若不经治疗,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 ITW 患儿步态无明显改善,且可能会出现代偿性的“外八字”步态､

腰椎前凸､ 关节活动受限等继发性改变。ITW 在临床中很常见,但国内相关的报道鲜见,且多数相关

专业人士对其了解不多。因此本文将就 ITW 的临床表现､ 诊断与康复进展作一简要综述,以期为临

床实践和将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分析近年来发表的有关 ITW 的相关文献,提取其中的有关诊断､ 临床表现､ 康复评定､ 治

疗的信息,重点介绍康复评定和治疗的 新进展。 后就现有问题进行总结概括。 
结果 ITW 的诊断需先排除可能导致尖足行走的疾病,若儿童在 3 岁后仍存在尖足步态且无任何导致

尖足步态的明确病因,则可诊断为 ITW。ITW 的康复评定包括神经学检查､ 骨骼肌肉检查､ 步态分

析以及粗大运动功能评估。常用的治疗手段有物理治疗､ 矫形器和阶段性石膏､ 肉毒毒素注射､ 手

术等。尖足行走时间占步行周期的百分比和踝背伸活动度受限程度不同,治疗方案及治疗重点亦不

尽相同。ITW 的早发现､ 早治疗有利于改善步态和踝关节活动度,并且可大大降低日后手术治疗的

必要性。 
结论 ITW 的诊断需先排查可能造成尖足步态的病因,其次是通过康复评定了解患儿的步态特点､ 身

体及功能状况,从而从多样化的治疗手段中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PU-1669 

中文版 Mini-MACS 在 1-4 岁脑瘫患儿中的信度及效度研究 
 

刘力茹,邱慧莹,徐开寿,何璐,郑韵,李金玲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Mini-MACS(Mini 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是瑞典 Eliasson 团队于 2016 年在

MACS( 适应于 4-18 岁脑瘫患儿)基础上进行调整性描述,以应用于 1-4 岁脑瘫患儿,目前在中国的应

用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中文版 Mini-MACS 的信度及效度研究。 
方法 在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康复科收集 1-4 岁脑瘫患儿 50 例,将 Mini-MACS 翻译成中文版,并把

健康宣教单发放至家长,进行宣教学习。采用评估方法为:家长描述及现场观察,采用九柱孔实验为工

具,在同一时间段内,由两位治疗师及家长分别评级,记录治疗师 1､ 治疗师 2 及父母的评级结果､ 九

柱孔左右手时间平均值。父母与治疗师 1､ 治疗师 2 同时对患儿进行 Mini-MACS 分级,并对患儿进

行九柱孔测试。两周内进行电话随访,已记录父母对患儿的 Mini-MACS 重测分级。使用等级相关系

数(ICC)及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进行信度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中文版 Mini-MACS 在不同评估者之间有良好信度(父母与治疗师 1､ 治疗师 2 的 ICC 值分别为

0.813 和 0.824,治疗师 1 与治疗师 2 的 ICC 值为 0.840);该量表也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父母前后 2
次的 ICC 值为 0.894);且该量表与九柱孔测试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九柱孔测试时间与父母､ 治疗

师 1 和治疗师 2 评估结果的 r 值分别为 0.554､ 0.471 和 0.559,其 P 值均<0.01)。 
结论 中文版 Mini-MACS 的信度较高,且与九柱孔测试呈正相关,可在临床上用于 1-4 岁脑瘫患儿的

手功能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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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0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儿童抽动障碍疗效的探讨 
 

图雅,陈敏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内蒙古妇女儿童医院) 010020 

 
 
目的 探讨 15Hz 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作用于大脑左､ 右额极区(FP1,FP20)对抽动障碍(TD)
患儿的治疗效果。 
方法 在我院门诊根据家长意愿选择 30 例 TD 患儿为研究对象,应用 rTMS 作用于 TD 患儿的 FP1､
FP2 区,刺激参数:频率为 15Hz,刺激强度为 30%静息阈值(RMT),间隔时间为 10s,刺激脉冲数为

90×3 次,每周 6 天,连续 4 周。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 4 周､ 3 个月､ 6 个月和 1 年 6 个时间点,分
别进行耶鲁抽动症整体严重程度量表(YGTSS)和 SNAP-IV 量表(SNAP-IV)评估。在上述治疗后 5
个时间点进行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评估,并观察其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所得评分数据以参数或非

参数法分析。 
结果  rTMS 应用于 TD 患儿,显示可有效改善临床抽动症状,只有 2 例出现一过性眼周疼痛感。

YGTSS 评分显示:治疗前组评分分别均高于治疗后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 2
周组评分分别均高于治疗后其它四组,治疗后 4 周组评分分别均高于治疗后 6 月组和 1 年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CGI 评分显示:治疗后 2
周组评分分别均低于治疗后 4 周､ 3 月和 6 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余各组间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SNAP-IV 评分显示:治疗前组评分分别均高于治疗后各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95%可信区间内均不包含 1);治疗后 2 周组评分分别均高于治疗后 6 月组

和 1 年组,治疗后 4 周组评分与治疗后 1 年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95%可信区间内不包

含 1);治疗后 2 周组和 4 周组分别与治疗后 3 月组比较,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均不能确定(均 P<0.05,
但 95%可信区间内均包含 1);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15Hz,30%RMT 的 rTMS 作用于 TD 患儿,治疗 4 周,显示患儿临床抽动症状有明显改善,且未见

明显不良反应;从总体讲,YGTSS 评分和 SNAP-IV 评分随着随访时间延长,评分有下降趋势,而 CGI
评分呈升高趋势,三种评分均显示 rTMS 治疗 TD 患儿有效。 
 
 
PU-1671 

四例小胖威利综合症儿童康复治疗疗效观察 
 

孙江红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对小胖威利综合征发育迟缓疗效的影响 
方法 四例个案均进行运动疗法､ 作业疗法､ 语言训练､ 认知训练及物理治疗等综合康复治疗,采用

Gesell 发育量表评估治疗前后的分值变化,判定疗效 
结果 早期开展康复治疗可有效改善此症患儿在婴幼儿期发育迟缓的问题,促进患儿身心发展,减轻障

碍程度,改善不良预后 
结论 建立早期监测与系统康复管理体系,使确诊时间明显提前,为患儿提供 佳治疗时机,是我们今后

值得探讨和努力的方向。 
 
 
PU-1672 

脑性瘫痪患儿伴发龋齿情况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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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
1,侯梅

2,孟令飞
3,于建波

1,武效芬
1 

1.威海市立医院 
2.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神经康复科 

3.威海口腔医院 
 

 
目的 探讨脑瘫患儿龋齿的发生率､ 严重程度及其与粗大运动功能分级(GMFCS)之间的关系。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在威海市立医院就诊及康复治疗､ 诊断与分型明确的脑瘫患

儿 100 例(年龄 24 -77 个月),采用 GMFCS 进行脑瘫严重程度分级,口腔科医生进行龋病诊断,计算龋

失补指数(dmft),并与 50 例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正常儿童进行对比,分析脑瘫患儿龋齿发生率､ 严重程

度及其与 GMFCS 分级水平之间的关系。 
结果 脑瘫患儿患龋率为 81%,龋失补指数(dmft)为 3.38±2.514,而正常儿童患龋率为 50%,龋失补指

数(dmft)为 1.32±1.584,脑瘫组患龋率和 dmft 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脑瘫患儿 dmft 与
GMFCS 分级水平呈正向关系(r=0.393,P<0.01),粗大运动功能障碍程度越重,龋病程度越严重。 
结论 龋齿是脑瘫患儿常见口腔疾病,特别是重度脑瘫患儿,牙齿健康保健应引起脑瘫患儿家长和医生

重视,并纳入常规临床管理内容。 
 
 
PU-1673 

海南省 0—6 岁孤独症､ 脑瘫､ 智力低下儿童接受康复情况分析 
 

李玲,孙颖,吕洋,贾清政,蔡小凡,李小玲,许丽超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570206 

 
 
目的 调查海南省 0~6 岁儿童孤独症､ 脑性瘫痪､ 智力低下流行特征及康复干预现状。 
方法 于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在海南省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原则,抽取 18 个市县全体

常住儿童作为调查对象,以问卷形式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疑似对象逐一诊断并对明确诊断者进行就诊

史和接受康复训练情况的问卷调查,采用 Epidata3.2 建立数据库,选用 SPSS17.0 版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共实际调查了全省 18 个市县的 38267 名儿童,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 235 人,智力低下 229 人,
脑瘫 80 人,共计 544 人,曾接受康复训练的儿童 236 人,康复训练比率为 43.4%;三类儿童接受康复训

练的比率分别为 ASD( 58.30%)､ 智力低下(20.08%)､ 脑瘫(66.25%);接受训练治疗患者中男生占

48.06%,女生占 28.79%。 
结论  海南省三类儿童接受康复训练重视程度为脑瘫及孤独症高于智力低下;发育异常儿童中男生在

接受康复训练的比例上显著高于女生;城市接受康复训练的比例高于三类县;所有异常儿童总体上在

是否接受康复训练上并不呈现出年龄方面的显著差异;康复干预现状有待进一步改善,可作为进一步

研究三类儿童防治工作的基础性资料。 
 
 
 
 
 
 
 
 
 
 
PU-1674 

海南省 0-6 岁脑性瘫痪儿童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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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贾清政,孙颖,吕洋,李小玲,许丽超,蔡小凡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570206 

 
 
目的 调查海南省 0~6 岁脑性瘫痪(CP)儿童的流行特征及康复现状,为脑瘫儿童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性

治疗及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制定脑瘫儿童的预防､ 康复医疗救助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原则,抽取全省 18 个市县乡镇 1~6 岁

全体常住儿童作为调查对象,由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医师进行诊断分型,收集并整理数据,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实际调查海南省 18 地区 1~6 岁儿童 38267 例,实际有效 37862 例,发现脑瘫患儿 80 例,脑瘫

患病率为 2.12‰;各地区的脑瘫患病率在 0‰~9.33‰,各年龄组患病率分布在 1.98‰~3.22‰;不同性

别间男女患病率之比为 4∶1;脑性瘫痪分型以痉挛型为主(占 61.29%);曾接受康复训练的比例为

66.2%。 
结论 海南省 0~6 岁儿童脑瘫患病率为 2.12‰,分型以痉挛型为主,围生期保健及早期随访工作尚待

加强,康复干预现状有待进一步改善,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脑瘫防治工作的基础性资料。 
 
 
PU-1675 

1 例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后遗症患者的综合康复治疗 
 

徐秀平,吴秀丽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观察 1 例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遗留脑炎后遗症患者的综合康复治疗过程。 
方法 针对患儿临床症状及体征采取综合治疗的方法进行施治。1.采用高压氧舱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1 小时,十次为一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5 天。2.吞咽言语治疗每日一次,每次 20 分钟,二周为一个疗程,
间休 5 天。3.鼠神经生长因子肌肉注射,隔日一次,28 天为一个疗程。4.中医按摩,运动疗法和作业疗

法,每日各一次,每次 20—40 分钟,并指导家庭康复。 
结果 根据小儿发育商检测,患儿在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能力,语言,社交行为五大方面进行评定。患

儿在治疗前检测结果只有 2 个月水平,实际年龄 8 个月,治疗 3 个月后达到 8 个月水平,效果显著。 
结论 针对患儿五项能力制定的康复计划有效。 
 
 
PU-1676 

表面肌电图在评估脑瘫儿童口部运动训练康复治疗效果中的应用 
 

张靖,黄任秀,韦新艳,韦娟,罗明,黄美貌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545001 

 
 
目的 探讨表面肌电监测在评估脑瘫儿童口部运动训练康复治疗效果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脑瘫口部运动障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口部运动训练,观察组在表面肌电图

监测指导下进行口部运动训练,两组均训练 12 周,采用语言发育评定表(S-S)､ 口部运动功能评估量

表对治疗前后患儿口部肌肉运动功能等进行评估,采用表面肌电图测定治疗前后舌骨下肌群､ 颏下

肌群､ 咬肌表面肌电平均肌电值(AEMQ)。 
结果  ①训练前,两组口部运动功能评估量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 12 周,两组评分均

上升(P<0.05),观察组评分上升幅度高于对照组(P<0.05)。②训练前,两组放松及主动活动状态下咬

肌､ 颏下肌群､ 舌骨下肌群 AEMQ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 12 周,两组各肌群 AE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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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上升,观察组患儿不同肌群不同状态下 AEMQ 上升幅度均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脑瘫口部运动功能障碍患儿的康复训练中应用表面肌电监测,可提高康复训练效果,改善患儿

口部运动功能。 
 
 
PU-1677 

斜头畸形婴儿的头型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 
 

郑韵,徐开寿,何璐,李金玲,郑玉蔼,刘力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了解斜头畸形婴儿的头型特征及其形态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根据是否存在斜头畸形,将入选的 104 例 4-12 月龄的婴儿分为斜头组(n=73)和正常对照组

(n=31),应用 Spectra scanner 2.0 激光扫描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头型扫描和数据采集,头颅形态特征的

分析参数采用头部比率､ 径向对称指标､ 对角线差值和颅顶不对称性指数。数据分析时,根据月龄

把斜头组和正常对照组各分为 4-6 月龄､ 7-9 月龄､ 10-12 月龄和 4-12 月龄,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确定不同月龄､ 不同性别斜头畸形婴儿的头颅形态特征及其参数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10-12 月龄斜头组头部比率与对照组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其他月龄斜头组头部

比率的数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斜头组的径向对称指标､ 对角线差

值和颅顶不对称性指数的数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斜头组男婴和女

婴的头部比率､ 径向对称指标､ 对角线差值和颅顶不对称性指数的数值均分别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斜头组和对照组组内男婴的头部比率､ 径向对称指标､ 对角线差值和

颅顶不对称性指数的数值与女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斜头

组婴儿的径向对称指标､ 对角线差值､ 颅顶不对称性指数间均存在正相关(P<0.001)。 
结论 斜头畸形婴儿的头部比率､ 径向对称指标､ 对角线差值和颅顶不对称性指数的数值均明显较

正常婴儿大,且斜头畸形与径向对称指标､ 对角线差值､ 颅顶不对称性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PU-1678 

早期口腔功能护理对乙型脑炎吞咽障碍影响 
 

陈文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早期口腔功能护理对乙型脑炎吞咽障碍影响 
方法 将 50 例乙型脑炎引起的吞咽障碍患儿随机分成干预组 25 人,对照组 25 人;对照组给予常规吞

咽功能性电刺激加针灸(点刺激濂泉穴及左右旁开 1 寸处)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的治疗方法基础上加

用早期口腔功能护理训练 
结果 将 50 例乙型脑炎引起的吞咽障碍患儿随机分成干预组 25 人,对照组 25 人;对照组给予常规吞

咽功能性电刺激加针灸(点刺激濂泉穴及左右旁开 1 寸处)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的治疗方法基础上加

用早期口腔功能护理训练 
结论 对乙型脑炎引起的吞咽障碍患儿实施早期口腔功能护理训练能有效改善其吞咽功能,减少并发

症,提高机体免疫力 
 
 
PU-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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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难治性癫痫门诊生酮治疗与住院生酮治疗比较前瞻性分析 
 

杨茂玲,肖农,陈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并分析比较门诊生酮饮食与住院生酮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找出 适治疗方案。 
方法 前瞻性分析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康复中心门诊部收

集的 56 例采用改良经典生酮饮食治疗的难治性癫痫患儿随访情况。通过第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

月门诊及电话随访,记录发作控制及不良反应,与同期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神经康复科住院生酮治

疗难治性癫痫患儿的疗效､ 有效性及保留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56 例病儿中有 33 例完成观察,其中分为完全控制发作､ 发作减少 50%以上､ 发作无明显变化,
分别有 12 例､ 21 例､ 12 例,总有效率为 63.6%。生酮饮食治疗 12 个月的保留率为 58.9%。同期

住院病儿 92 例中有 18 例完成观察,其中 3 例完全控制发作,5 例发作减少 50%以上,13 例发作无明

显变化,总有效率为 27.8%。生酮饮食治疗 12 个月的保留率为 19.6%。 
结论  
门诊生酮饮食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疗效较好,其有效性､ 长期保留率较住院生酮治疗高,
为国内因床位紧张而无法住院接受生酮饮食治疗的难治性癫痫患儿提供了较好的方

法。 
 
 
PU-1680 

针灸配合穴位注射辅助治疗孤独症患儿的护理 
 

娄欣霞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针灸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孤独症患儿的临床疗效及护理措施。 
方法 将患儿随机分为综合组与针灸组各 100 例,6 个月后比较两组疗效,并给患儿专科性的护理措施 
结果 针灸组疗效明显高于综合组。 
结论 与常规康复治疗比较,针灸配合穴位注射辅助治疗孤独症患儿,加上专科性的护理措施,使患儿康

复治疗效果好,家长满意,适用性强,疗效更佳。 
 
 
PU-1681 

运动控制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精细运动功能 
及 ADL 能力的影响 

 
李俊梅,郭云龙,冯秀娟,孙双全,吕智海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运动控制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精细运动功能及 ADL 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 2016 年 2 月-2017 年 2 在哈尔滨市儿童医院明确诊断并住院治疗的 60 例痉挛型双瘫患儿

年龄为 36-72 个月的患儿按住院病历单双号随机分为两组:①观察组 痉挛型双瘫 30 例: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平均年龄(39.1±20.4)个月;②对照组 痉挛型双瘫 30 例: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平
均年龄(38.6±21.7)个月。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年龄､ 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性别差异等一般状况无显著

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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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及对照组均采用:①运动疗法:主要采取神经发育学疗法,以 Rood 疗法和 Bobath 疗法为主及

其他运动疗法,40min/次,1 次/天;②作业疗法:以提高精细运动功能和提高 ADL 能力为主,30min/次,1
次/天;③推拿:30min/次,1 次/天。上述训练项目均为 5 天/周,3 个月/1 疗程。 
  对照组只接受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接受常规康复训练时,在每次作业疗法训练中进行 15min 精

细运动控制强化训练,具体训练:伸展､ 接触的运动控制;抓握､ 操作的运动控制;释放､ 撤回的运动控

制;分别对以上运动的方向､ 力量､ 速率､ 位移､ 轨迹､ 频率进行训练。 
  两组均治疗 3 个月。对两组治疗前后的评估采用 Peabody 精细运动发育量表(PDMS FM)及儿童

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WeeFIM)运动功能项。测量由 3 名专业人员同时完成,取均值,以减少主观因素

带来的误差。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统计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训练前的相关性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采
用方差分析;对照组训练前后比较､ 观察组训练前后差异性比较比较采用成对样本 t 检验,训练后两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采用方差分析;显著性水平 α=0.05。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前 Peabody 精细运动发育量表(PDMS FM)及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WeeFIM)
运动功能项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 Peabody 精细运动发育量表(PDMS FM)评分､

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WeeFIM)运动功能项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P<0.05),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由于本次临床研究对象的数量有限,主要对两组患儿 Peabody 精细运动发育量表(PDMS FM)
及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WeeFIM)运动功能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运动控制与常规康复训练

相结合这一康复治疗模式对于痉挛型脑瘫患儿精细运动功能及 ADL 能力的改善比常规康复训练模

式更加有利,在今后将对不同病变类型脑瘫患儿进一步研究,以便得出运动控制训练在各型脑瘫的临

床应用价值。 
 
 
PU-1682 

惊厥持续状态导致的一侧大脑半球水肿的 11 例儿童病例报道 
 

张婷,马建南,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介绍几例惊厥持续状态导致的一侧大脑半球水肿的儿童病例,并尝试讨论其机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 例符合惊厥持续状态导致的一侧大脑半球水肿的儿童病例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

特点。 
结果 患儿年龄为 7 月至 10 岁。有 8 名患儿在惊厥发作前后出现发热。所有患儿均为表现为一侧肢

体强直阵挛发作且为惊厥持续状态,随后出现同侧肢体偏瘫及意识障碍。惊厥的时程为 1 小时至 72
小时。头颅磁共振的 T2 像和 DWI 像均提示受累及的一侧大脑半球弥漫性高信号。有 3 名患儿的磁

共振提示对侧小脑半球受累,1 名患儿有海马钩回疝。在 7 名做了磁共振血管成像的患儿中,有 3 名

出现了受累及的一侧大脑半球血管扩张。3 名随访了头颅磁共振的患儿均出现了受累及的一侧大脑

半球萎缩。 
结论 局灶性惊厥持续状态可导致一侧大脑半球水肿,机制可能是细胞毒性水肿和血管源性水肿。 
 
 
 
 
 
PU-1683 

超声波在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中的意义 
 

熊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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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颏下高频超声波(submental ultrosonography,SUS)检查在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评估中的

意义。 
方法 纳入 20 名口咽期吞咽障碍的儿童(8 名依赖管饲进食,12 名常规经口进食)和 25 名吞咽功能正

常儿童分别作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应用 SUS 测量吞咽 5 毫升水时舌肌厚度的变化和舌骨位移幅度。

将测量结果与经口摄食功能量表(the 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FOIS)评估临床吞咽困难的结果进

行比较,确定应用 SUS 检查判断是否依赖鼻饲的界值;通过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吞咽 5ml 水时舌肌厚

度变化和舌骨位移幅度来评定 SUS 检查的信度;通过不同评估者应用 SUS 测量受试者舌肌厚度变

化和舌骨位移幅度,计算 25 名吞咽功能正常儿童的组内相关系数(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进行评定 SUS 检查的评估者间和评估者内信度。 
结果 应用 SUS 判断是否依赖鼻饲的界值为舌肌厚度变化等于 1.0cm,舌骨位移幅度等于 1.5cm;试
验组舌肌厚度变化和舌骨位移幅度均较对照组明显减小;SUS 呈现出较好的评估者间/评估者内信

度。 
结论 SUS 检查能够辅助评估儿童口咽期吞咽障碍的吞咽功能。 
 
 
PU-1684 

脑性瘫痪儿童合并吞咽功能障碍的评估与康复治疗 
 

熊华春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归纳目前针对脑瘫患儿合并吞咽障碍的 佳评估方法和治疗方案,并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总结既往文献中脑瘫患儿吞咽障碍的评估方法和治疗方法。 
结果 脑瘫患儿吞咽功能障碍的一些评估方法和治疗方法并不完善,准确性和安全性都有待提高。 
结论 新的脑瘫患儿吞咽功能的评估方法和吞咽障碍治疗方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PU-1685 

上肢机器人辅助治疗分娩性臂丛神经麻痹儿童肩关节功能的效果 
 

金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北京按摩医院(原:北京市按摩医院) 100035 

 
 
目的 探讨上肢机器人辅助治疗恢复期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患儿肩关节功能的效果。 
方法 2016 年 1 月--11 月,本院儿科 41 例恢复期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20 例)和试验组(21 例),两组均

进行日常康复训练,对照组除日常康复训练内容外,增加任务导向式重复性训练,试验组增加机器人辅

助治疗。每天 25 分钟,每周 5 天,共 4 周。两组均在治疗前后分别采用 Mallet 量表进行肩关节运动

功能的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 Mallet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Mallet 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

(p<0.01).上肢机器人辅助治疗组 Mallet 评分及治疗前后差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上肢机器人辅助治疗对改善分娩性臂丛神经麻痹患儿肩关节功能有一定作用。 
PU-1686 

核心稳定训练对急性弛缓性麻痹运动能力的影响观察一例 
 

荣钰,吕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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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核心稳定训练对急性弛缓性麻痹患儿康复治疗中运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对一例急性弛缓性麻痹致一侧下肢瘫痪患儿进行基础康复训练及核心稳定性训练,在治疗过程

中观察其运动功能变化。 
结果 经过一个月治疗后,患儿坐位姿势､ 坐位平衡､ 爬行､ 站立能力均比治疗前有较明显改善。 
结论 具备一定运动功能的急性弛缓性麻痹患儿,在常规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核心稳定训练,可以明显

改善其运动能力,从而减少对家属的依赖,帮助其尽快重返社会。 
 
 
PU-1687 

孤独症谱系障碍疾病严重程度与适应性的相关性研究 
 

李贺,吕忠礼,张纪水,荣钰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严重程度与 Gesell 发育量表适应性间的相关性。 
方法 对 61 例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进行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和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的评估;
对 61 例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的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总分与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中的适应

性因子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的总分与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中的适应性因子分存在负相关(r=-
0.666, P<0.01) 
结论 孤独症谱系障碍疾病严重程度与适应性存在负相关。疾病严重程度越重,CARS 总分就越高,适
应性因子分就越低,适应性就越差。孤独症谱系障碍疾病严重程度越重,适应性就越低,对于在临床上

制定康复干预方案有指导意义。 
 
 
PU-1688 

游戏教学法在言语障碍幼儿呼吸训练中的效果 
 

应青 
浙江民政康复中心 310000 

 
 
目的 帮助言语障碍幼儿获得正确的呼吸功能和自如的起音方式,引导他们发出正确的声音,以达到言

语训练的效果。 
方法 使用游戏教学法:全身放松游戏､ 肩部放松游戏､ 面部放松游戏､ 声带放松游戏､ 气息控制游

戏等,以达到言语训练的效果。 
结果 笔者根据三名言语障碍幼儿的不同情况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呼吸训练游戏,在 3 个月内,幼儿能够

有较明显的改善。 
结论 笔者通过对言语障碍幼儿进行康复训练的实践三个案例的阐述,笔者认为利用游戏教学法能够

帮助言语障碍幼儿学会正确的呼吸,掌握言语时呼吸调节和气息的控制,能够提高说话时的响度､ 清

晰度､ 流利度。实践证明在言语障碍幼儿呼吸训练中使用游戏教学法具有较明显的效果,对于提高

的言语障碍幼儿生活质量具有一定作用。 
PU-1689 

红外线照射对恢复运动性疲劳作用的研究 
 

徐云霞,许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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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采用 LED 红光促进运动性疲劳缓解已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临床观察发现,红光对运动性疲劳

的恢复具有促进作用。 
方法 文献资料法以红光运动性疲劳恢复为关键词计算机检索等数据库等相关文章。 
结果 文章检索发现红光照射对运动疲劳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延缓疲劳出现,促进疲労恢复,调节疲劳中

枢等方面。 
结论 红光照射对运动性疲劳具有确切疗效,无副作用和并发症,是一种安全､ 无创的绿色治疗手段,具
有广泛应用前景。 
 
 
PU-1690 

音乐对儿童孤独症康复治疗的影响分析 
 

张曦,王振芳,李文娟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探究音乐对儿童孤独症康复治疗的影响。 
方法 选择本院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08 例孤独症患儿作为本次临床研究对象,并
与 108 例患儿家长沟通自主参与本次临床研究,对这 108 例患儿进行随机､ 平均分组,共分为两组,
每组为 54 例患儿,其中对照组 54 例孤独症患儿均采用常规治疗,对干预组 54 例孤独症患儿实施音

乐治疗,比较两组孤独症患儿治疗后的语言理解､ 语言表达､ 沟通等指标,并对这些指标进行量化评

定。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后的干预组孤独症患儿语言理解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儿 [(22.7±8.9)､ (24.3±8.1)､ (43.3±11.8)､ (19.1±8.6)､ (20.6±7.9)､ (31.5±8.4)分 ],两组评分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音乐在儿童孤独症康复治疗中具有显著的成效,对促进患儿康复治疗有着重大意义,在临床上具

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PU-1691 

关于严重意识障碍患儿废用性骨量丢失的临床研究 
 

冯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严重意识障碍患儿双能 X 线骨密度(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netry,DXA)检
查资料,总结其骨密度 Z 值随卧床时间变化的规律,以及康复训练和维生素 D､ 钙剂等药物治疗对废

用性骨量丢失的干预效果,以期为临床早期干预废用性骨量减低和防止病理性骨折提供思路与方

案。 
方法 收集 2015 年 4 月-2017 年 3 月入住我院康复科的 76 例严重意识障碍患儿的 DXA 检查等相关

资料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卧床 2 周以内,骨密度 Z 值降低不明显;卧床 3-4 周后,骨密度开始下降,此后至 3-6 月一直维持

在相对稳定的低水平。(P<0.001)见图 1 和表 1 
2.21 例给予康复训练和/或维生素 D､ 钙剂等药物干预治疗 3 月后仍长期卧床的患儿复查 DXA,其治

疗前后骨密度 Z 值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与卧床 3-6 月未给予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

的患儿比较,骨密度 Z 值也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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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严重意识障碍患儿卧床 3-4 周后,骨密度就已下降,至 3-6 月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低水平。康

复训练和维生素 D､ 钙剂等药物治疗对长期卧床的严重意识障碍患儿废用性骨量丢失的干预效果不

明显,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双嶙酸盐药物来有效地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 减少骨量丢失。康复治疗师

和患儿家属需正确掌握此类患儿的康复训练方法,避免病理性骨折的发生。 
 
 
PU-1692 

高压氧配合运动疗法治疗脑外伤患儿的疗效观察 
 

韩国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高压氧配合运动疗法治疗对脑外伤患儿的疗效观察。 
方法 抽取脑外伤患儿 78 例,评估后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做常规运动治疗,治疗组在常规

运动疗法基础上加上高压氧治疗,分别一月､ 两月､ 三月后有效率评估对比。 
结果 对照组有效率 64.1%,治疗组有效率 89.74%,P<0.01; 
结论 高压氧配合运动疗法效果显著,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PU-1693 

家庭康复指导对小儿康复疗效及经济价值优势对比 
 

杨玉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家庭康复指导对小儿康复疗效及经济价值优势对比 
方法 抽取 1 月-1 岁运动发育落后小儿 80 例,评估后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常规综合治疗,
对照组家庭康复指导,分别进行治疗前后评估对比及经济价值优势对比。 
结果 2 组患儿 GMFM88 项速率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0.01),但经济价值优势对照组优于治疗

组(P<0.01) 
结论 两组疗效均有效,家庭康复组经济价值优势显著。 
 
 
PU-1694 

创伤聚焦单元干预特殊儿童心理应激障碍的研究 
 

何胜晓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210038 

 
 
目的 研究创伤聚焦单元干预特殊听障儿童和智障儿童心理应激障碍的效能。 
方法 采用开放式研究,纳入符合研究要求的听障和智障儿童,分地区､ 分组给予创伤聚焦单元干预。 
结果 创伤聚焦单元干预听障和智障儿童心理应激障碍有效,疗程 3 个月后,在听障组,苏北儿童显效明

显;而智障组中苏南儿童显效明显。 
结论 创伤聚焦单元干预特殊儿童心理应激障碍的效能肯定,但需进行本土化调适。 
 
 
PU-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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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儿童步行速度的相关因素研究 
 

王浩,丛妍,王栋,金洪星 
义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322000 

 
 
目的 探讨脑瘫儿童平地步行速度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通过足印步态分析､ 计算机视频技术对脑瘫儿童､ 健康儿童及健康成人的快适步行速度和

大步行速度进行测量､ 记录,分析脑瘫儿童步行速度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健康儿童及健康成人的步频､ 步幅随着步行速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脑瘫儿童步频随步行速度

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而步幅无显著性差异;与健康儿童及健康成人相比,脑瘫儿童步行速度和步幅显著

性降低,而步频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对于中度步行障碍的脑瘫儿童来说,步幅可能成为影响步行速度的因素之一。 
 
 
PU-1696 

电针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小儿臂丛神经损伤疗效观察 
 

张健,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观察运用电针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小儿臂丛神经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36 例臂丛神经损伤患儿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运动疗法(PT)､ 低频脉冲疗法

､ 电脑中频疗法和氦氖激光疗法治疗,而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进行电针结合肌电生物反馈治疗,每周治

疗 5 次,共治疗 4 月余。治疗前后用徒手肌力评估法分别评定患儿上肢肌肉肌力的变化,同时运用神

经电生理检测受损神经的传导速度, 后观察两组整体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94.44%)优于对照组(77.78%)(P <0.05),两组患儿治疗后患侧肌力明显提高,受
损的神经得到明显修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用电针结合穴位注射治疗,同时运用运动疗法(PT)､ 低频脉冲疗法､ 电脑中频疗法和氦氖激光

疗法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PU-1697 

ICF-CY 框架下中文版 QUEST 量表内容效度的初步分析 
 

陈静,林俊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在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和青少年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Children and Youth Version, ICF-CY)的框架下探讨中文版上肢技能质量量表

(the Quality of Upper Extremity Skills Test, QUEST 量表)的内容效度。 
方法 首先明确中文版 QUEST 量表各测试条目的含义并尽可能的将其转换成 ICF-CY 的语言来表达,
然后由两名熟知 ICF-CY 专业术语和分类的医生遵循 Cieza 等人提出的联系规则进行中文版

QUEST 量表各测试条目与 ICF-CY 类目编码进行匹配,若两者意见出现分歧需进行讨论直到意见统

一。 终建立了中文版 QUEST 量表各测试条目与 ICF-CY 类目关联项。 
结果 中文版 QUEST 量表中“分离运动”分测试中 15 个条目与 ICF-CY 中“身体功能”章节的编码相对

应,其余 4 个条目对应“身体功能”和“活动参与”两个章节;“负重”分测试中 24 个测试条目与 ICF-CY“身
体功能”章节是“一对一”的关系,余下 2 个与“身体功能”和“活动参与”相关联;“保护性伸展”分测试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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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测试条目均与“身体功能”章节相照应;“抓握”分测试部分除了 1 个测试条目仅与“身体功能”一对一

外,其余 14 个测试条目均与“身体功能”和“活动参与”相关联。 
结论 中文版 QUEST 量表 “分离运动”､ “负重”､ “保护性伸展”三个分测试项的各测试条目主要与

ICF-CY 中“身体功能”部分相关联;中文版 QUEST 量表 “抓握”分测试项的各测试条目与 ICF-CY 中

“身体功能”和“活动参与”两部分相关联。中文版 QUEST 量表与 ICF-CY 框架下相对应编码间具有较

好的关联性。 
 
 
PU-1698 

中药蒸汽浴在病毒性脑炎康复中的效果观察 
 

张彬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病毒性脑炎患儿恢复期运动功能障碍早期进行中药蒸汽浴治疗的效果观察。 
方法 对 16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8 例做好入院评估及确定肌张力分级,肌张力不稳定或肌张

力在一级以上的均在早期进行中药蒸汽浴治疗并配合综合康复治疗,对照组 8 例因家长治疗依从性

不强没有做或很少做中药蒸汽浴治疗。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100%和 75%,两组问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O.05)。 
结论 早期实施中药蒸汽浴治疗能有效的降低病毒性脑炎患儿肌张力。 
 
 
PU-1699 

悬吊治疗技术对吉兰-巴雷综合征儿童肌力训练的研究 
 

郑秀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10000 

 
 
目的 对悬吊治疗技术提高吉兰-巴雷综合征患儿肌力的研究。 
方法 选取 50 例吉兰-巴雷综合征儿童,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2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

复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悬吊治疗技术。治疗前和治疗后四周分别采用 Lovett 分级法

评定标准进行评定,以观察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经过四周的康复治疗,两组儿童的肌力均有所提高,实验组的肌力提高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悬吊治疗技术可提高吉兰巴雷综合征儿童的肌力。 
 
 
 
 
 
 
 
 
 
 
PU-1700 

运用 Gesell 发育量表对脑瘫患者康复治疗 
综合疗效评估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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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霞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71 

 
 
目的 探讨如何运用 Gesell 发育量表对脑瘫患者康复治疗综合疗效进行评估。 
方法 以本院近两年参与治疗符合纳入条件的脑性瘫痪患者共 137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依据测龄

分为<52 周､ 52.1-104 周､ 104.1-156 周､ >156 周四组,记录综合康复 3 个月前后 Gesell 测试发育

龄,取 5 个能区发育龄均值与四组患者各能区分别对比;取治疗前后均值差值与各能区治疗前后差值

做比较。 
结果 <52 周组患儿各能区发育龄及均值治疗前后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52.1-104 周组患儿精细

运动发育龄治疗前后差异不显著(p>0.05),其余能区及均值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104.1-156 周组

及>156 周组各能区发育龄及均值治疗前后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156 周的三组脑瘫患者治疗

前､ 后各能区发育龄与均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156 周组治疗前粗大运动能区发育龄与

均值之间有显著性差异,低于均值水平(p<0.05)。四组脑瘫患者各能区治疗前后发育龄的差值与治疗

前后均值的差值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运用 Gesell 发育量表各能区的发育龄均值改变情况可对 3 岁以内脑瘫患者康复治疗后综合能

力的变化进行评估。但对>3 岁脑瘫患者的使用尚需更大数据量的验证。 
 
 
PU-1701 

多效经穴激活治疗仪治疗脑瘫儿童 150 例临床疗效观察 
 

曹志芳,唐晶晶 
广州市益蕊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510000 

 
 
目的 运用多效经穴激活治疗仪治疗脑瘫儿童,从痉挛和运动水平及临床综合疗效观察仪器的治疗效

果。 
方法 对 150 例脑瘫儿童分别在入院时､ 治疗中期､ 出院时按照改良的 Ashworth 进行肌张力评定;
同时对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按照 GMFM-88 项评估量表进行评定。临床综合疗效采取%比统计。按

照评估情况采取多效经穴激活治疗仪进行系统治疗并配合运动训练。 
结果 治疗前后肌张力改变和 GMFM-88 项评分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临床综合有效率

98.67%。 
结论 多效经穴激活治疗仪对降低脑瘫儿童肌张力和提升运动水平,改善脑瘫临床症状等方面都明显

效果。 
 
 
 
 
 
 
 
 
 
 
 
PU-1702 

孤独症患儿构音障碍矫正个案研究 
 

黄美貌,罗明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5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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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孤独症患儿言语矫正有效的训练方法。 
方法 采用个案研究法,采用口部运动结合音位习得训练的方法对一例孤独症患儿进行言语矫正,并进

行训练前后的相关评估。 
结果 患儿口部运动整体功能评估和汉语构音能力测验的评分比训练前有明显提高。 
结论 对孤独症患儿采用口部运动结合音位习得训练能有效改善孤独症患儿言语的清晰度。 
 
 
PU-1703 

特殊儿童家庭无障碍环境现状与需求调查分析 
 

杨孝霞,黄任秀,蒋蓓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545001 

 
 
目的 了解特殊儿童家庭无障碍环境的现状及家长对家庭无障碍环境支持的需求。 
方法  采用“家庭无障碍环境需求调查问卷”对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治疗的 100 名特殊儿童

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特殊儿童中,脑性瘫痪儿童占 45.9%,绝大部分特殊儿童均有不同程度的带养困难,带养非常困

难者占 60%,其生活自理能力欠佳。大部分 63.0%的特殊儿童家长希望并愿意进行家庭无障碍环境

的改造,仅有少数 4.0%的家长完全不理解和不认同家庭无障碍环境的改造。 
结论  特殊儿童家长对家庭无障碍环境改造的需求较高,并希望通过改造尽 大限度地提高特殊儿童

家庭康复效果及生活自理能力。 
 
 
PU-1704 

针刺结合口腔按摩在孤独症儿童构音语言治疗中的应用 
 

曾懿懿,罗明,黄任秀,胡怡佳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545001 

 
 
目的 评价针刺结合口腔按摩在孤独症儿童构音语言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53 例观察组孤独症儿童进行针刺及口腔按摩治疗,评定治疗前后患儿 CARS､ 语言 S-S 法

及构音语言能力评估 3 项量表分值的评分变化。 
结果 在接受治疗的 53 例孤独症儿童各年龄组的治疗前后比较,CARS 评分有所降低,构音清晰度百

分比､ 语言 S-S 法阶段均有提高(P<0.001),总有效率达 85%。 
结论 针刺结合口腔按摩对孤独症儿童智能发育､ 语言的发展以及发音的改善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
其构音语言治疗的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PU-1705 

中医针刺及推拿对抽动障碍合并寰枢关节错位临床疗效影响 
 

覃中华,黄任秀,胡怡佳,曾懿懿,宋奕勇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5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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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中医针刺及推拿对抽动障碍合并寰枢关节错位临床疗效影响。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选择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康复专科门诊符合儿童抽动障碍

及寰枢关节错位诊断的患儿 6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将患儿分为观察组(n=30)及对照组(n=30),对照组

给予盐酸硫必利口服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针刺结合推拿的治疗,比例两组患儿临床治疗

效果,分别于治疗前､ 治疗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应用耶鲁抽动症整体严重程度量表(YGTSS)对两

组患儿抽动情况进行评价。 
结果 观察组治疗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时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1 个

月､ 3 个月､ 6 个月 YGTSS 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中医针刺及推拿治疗抽动障碍合并寰枢关节错位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706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婴儿发育迟缓的疗效观察 
 

杨慧敏,闫哲敏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100200 

 
 
目的 探讨脑电生物反馈在治疗婴儿发育迟缓中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就诊于我院的 3-6 月诊断为发育迟缓的婴儿,进行常规筛查除外染色体病､ 遗传代谢性疾病

及肌肉病等,根据家长意愿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早产儿 41 名,足月产 30 名,给予脑电生物反

馈治疗,每天 1 次,每周 5 次,疗程 2 个月,同时指导家庭康复。对照组早产儿 34 名,足月产 44 名,仅给

予医生指导家庭康复治疗,定期复查。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2 月运用 Gesell 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两组间治疗前比较 DQ 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分别在治疗前后进行 DQ 值比较,治
疗后 DQ 值均高于治疗前,两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间 DQ 对比,治疗组 DQ 值明显

高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其中在适应行为､ 大运动行为､ 精细运动行为方面差异显著。 
结论 两种治疗方法对婴儿发育迟缓治疗均有效,联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更能改善发育迟缓患儿的症

状。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对发育迟缓患儿治疗有一定效果,改善其运动发育落后,适应行为等,对发育迟

缓患儿给予早期干预的同时联合脑电生物反馈可以促进患儿体格､ 运动及智能的发育。 
 
 
PU-1707 

综合性语言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构音障碍的疗效分析 
 

闫哲敏,杨慧敏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010020 

 
 
目的 探讨综合性语言康复训练对脑性瘫痪患儿构音障碍的疗效。 
方法 将 40 例确诊的脑性瘫痪伴有构音障碍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治疗组给予

综合性语言康复训练(1､ 放松训练,2､ 姿势控制,3､  呼吸训练,4､ 构音器官训练,5､ 推拿配合口面

部按摩,6､  发音及音调训练),对照组给予单纯的家庭语言训练(1､ 气息控制训练,2､ 发音训练,3､
适当的进行口周按摩,放松口周肌肉,4､ 增加日常交流)。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及治疗后进行汉语构音

能力测验(50 词)语言评定,通过汉语音位对比分析表,评定患儿构音清晰度。并进行两组间治疗后效

果对比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构音清晰度的评分对比无差异,(P>0.05);治疗后的构音清晰度的评分均高于其

治疗前的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治疗组治疗后的评分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评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594 
 

结论 应用综合性语言康复训练治疗脑瘫患儿构音障碍,其疗效明显优于单纯的家庭语言训练。应对

有构音障碍的脑性瘫痪患儿给予综合性语言康复训练。 
 
 
PU-1708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儿童多动症疗效的探讨 
 

陈敏,杨慧敏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010020 

 
 
目的 为了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儿童多动症(ADHD)的治疗效果。 
方法 在我院门诊,连续选择一组 25 例 ADHD 患儿为研究对象。应用 rTMS 作用于 ADHD 患儿的

FP1､ FP2 区,刺激参数:频率为 1Hz,刺激强度为 90%静息阈值(RMT),刺激脉冲数为 300 次,每周 6
天,连续 4 周。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4 周､ 3 个月､ 3 个时间点,进行 SNAP-IV 量表评估,并观察其临床

疗效和不良反应。所得评分数据以非参数法分析。 
结果 治疗过程中观察,患儿临床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症状改善,无明显不良反应,只有 1 例出现一

过性眼外肌痉挛。SNAP-IV 评分显示:治疗前评分高于治疗后 4 周组､ 治疗后 3 月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95%可信区间内均不包含 1);治疗后 4 周评分与治疗后 3 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95%可信区间内均包含 1)。 
结论 1Hz,90%RMT 的 rTMS 用于治疗 ADHD 患儿,注意力缺陷和(或)多动-症状有明显改善,且未见

明显不良反应; SNAP-IV 评分治疗后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趋势,说明低频 rTMS 治疗 ADHD 患儿安

全有效。 
 
 
PU-1709 

特殊儿童家庭无障碍环境现状与需求调查分析 
 

杨孝霞,蒋蓓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了解特殊儿童家庭无障碍环境的现状及家长对家庭无障碍环境支持的需求。 
方法  采用“家庭无障碍环境需求调查问卷”对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治疗的 100 名特殊儿童

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特殊儿童中,脑性瘫痪儿童占 45.9%,绝大部分特殊儿童均有不同程度的带养困难,带养非常困

难者占 60%,其生活自理能力欠佳。大部分 63.0%的特殊儿童家长希望并愿意进行家庭无障碍环境

的改造,仅有少数 4.0%的家长完全不理解和不认同家庭无障碍环境的改造。 
结论  特殊儿童家长对家庭无障碍环境改造的需求较高,并希望通过改造尽 大限度地提高特殊儿童

家庭康复效果及生活自理能力。 
 
 
 
 
 
PU-1710 

早期规范化视知觉训练对发育迟滞儿童认知发育的影响 
 

chenjianshu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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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早期进行规范化视知觉训练对发育迟滞儿童认知发育的影响。 
方法 将 2014 年 8 月—2015 年 8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中心治疗的 58 例发育迟滞儿童分为干预

组和对照组,干预组 32 例除进行常规的康复治疗外还进行早期规范化视知觉训练,对照组 26 例只进

行常规的康复治疗,然后将两组患儿的总有效率､ DQ 值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 6 个月后,干预组患儿 26 例显效,5 例有效,1 例无效,总有效率 94.44%;对照组患

儿 10 例显效,9 例有效,7 例无效,总有效率 73.07%;两组进行有效率的卡方检验有显著差异

(P<0.01)。干预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DQ 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认知 DQ 值比

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干预组治疗前后认知 DQ 值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1), 干预

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认知 DQ 值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组总有效率､ DQ 值提高

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早期规范化视知觉训练可以促进发育迟滞儿童的认知发育,值得临床推广。 
 
 
PU-1711 

浅议传统康复方法在小儿脑瘫康复的应用 
 

刘新宝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传统康复方法以中医学的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传统康复方法,则具有能防治能养的特点,可用之

于小儿保健也能有效的用之于脑发育不全的康复;传统中医康复方法,主要是调动人体自然康复能力,
它所采用的药物和方法都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传统康复方法与现代康复方法的结合,是我国康复

医学发展的导向,是现代康复医学的模式;在康复医疗的工作中,融合中医康复医学的优点,吸收现代医

学的先进技术,发挥传统医学的康复优势,提高临床康复的水平,以期推动康复医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方法 通过对有关脑瘫发病及治疗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探讨不同传统康复方法在脑瘫康复中的应用

效果,对推拿､ 按摩､ 针灸､ 拔罐､ 等治疗方法进行总结归类。 
结果 结果显示以传统的针灸､ 推拿等治疗方法在针对不同类型的小儿脑瘫时所取得疗效令人满

意。按摩手法治疗对肌张力低下型小儿脑瘫患者运动功能康复､ 修复脑瘫患儿受损脑组织效果相对

明显。 
结论 传统医学康复补现代康复之不足,通过针灸刺激神经系统,经大量､ 多次信息刺激传递促通了神

经传导通路,既加速了脑细胞的修复､ 发育,又抑制了异常姿势反射促进正常运动的发育。中医的辨

证施治,滋补肝阴以柔经通络､ 补肾健脾以强筋壮骨助肌力恢复,通过调整人体气血功能,达到阴阳骨

助肌力恢复,中医的推拿按摩手法与康复训练不同,补充了训练的不足,起到了很好的协同作用,在运动

平衡功能恢复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PU-1712 

 脑瘫患儿康复护理的重要性及方法 
 

郭玲萍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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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脑瘫患儿康复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对 67 例脑瘫患儿实施心理护理､ 摄食训练护理､ 语言训练护理。 
结果  通过对脑瘫患儿进行正确的康复护理提高了患儿治疗的效率, 大限度地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缩短了住院病程,提高了患儿的生活质量,为家庭和社会减轻了负担。 
结论 康复护理对脑瘫患儿的康复非常重要。 
 
 
PU-1713 

痉挛型双瘫儿童的三维步态分析 
 

杨光显,缪吉,卢光军,梅强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5 

 
 
目的 研究痉挛型双瘫儿童的步态特征,为痉挛型双瘫儿童步行能力的评价提供参考。 
方法 应用 GaitWatch 三维步态分析仪对实验组 16 例痉挛型双瘫儿童和对照组 16 例正常儿童进行

步态分析。 
结果 实验组儿童的步频较对照组高,步幅较对照组低,步速较对照组低,在统计学上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5),步态周期较对照组短,在统计学上无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儿童的支撑相占比较对照组高,摆
动相占比较对照组低,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双支撑相占比较对照组高,在统计学上无显

著性差异。实验组儿童的髋关节 大屈曲角度､ 髋关节 大伸展角度､ 膝关节 大屈曲角度均小于

对照组,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儿童的膝关节 大伸展角度为-7.56°±7.64°,对照

组膝关节 大伸展角度为 1.37°±3.32°,两组数据在统计学上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痉挛型双瘫儿童步频较正常儿童高,步幅､ 步速较正常儿童小,步态周期中支撑相占比较正常儿

童高,摆动相占比较正常儿童低,步行时髋关节 大屈曲角度､ 髋关节 大伸展角度､ 膝关节 大屈

曲角度均小于正常儿童。这些数据在统计学上均有显著性差异。 
 
 
PU-1714 

灸法对小儿咳嗽的影响 
 

张云丽 
福建省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观察灸法对小儿咳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科康复治疗的咳嗽患儿 60 例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
验组患儿除常规使用抗生素､ 雾化吸入外,加用灸法治疗,对照组常规使用抗生素,雾化吸入治疗。治

疗前后给予肺部听诊,咳嗽的好转作评估。 
结果 治疗一周后,实验组患儿肺部啰音消失,咳嗽明显好转。 
结论  灸法对咳嗽起到很好的促进治疗的作用,更好的缩短病程。 
 
 
PU-1715 

同卵双生两例粘多糖病 I 型病例报告 
 

江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597 
 

 
 
目的 探讨交流临床罕见神经遗传病诊治策略 
方法 生长发育评价,三大常规,血肝肾功电解质,尿粘多糖检测,耳鼻喉听力全套测试,脑电图,心脏彩超,
心电图,DDST 发育评估,全身骨质 X 摄片,头颅磁共振平扫,二代基因测序。 
结果 患儿 大小双 男 2 岁 8 月,因“语言发育障碍 1 年”入院。足月顺产,无脑损伤史。父母非近亲,无
家族史。生后有语言智能发育迟缓。当地医院考虑“脑性瘫痪”,转诊我科诊治。 
  
表 1:人口学信息  
  性别 年龄 体重 身高 头围 面容 
大双 男 2 岁 8 月 16kg P85 93cm P50 53.5cm >P97 毛发重､ 丑陋面容 
小双 男 2 岁 8 月 16kg P85 92cm P50 53cm  >P97 毛发重､ 丑陋面容 
  
表 2:运动认知功能及常规结果  
  粗大运动 精细运动 个人与社会 语言 听力 三大常规 
大双 正常 2F 1F 7F 中重度听力障碍 正常 
小双 正常 2F 1F 7F 中重度听力障碍 正常 
  
  
表 3:专科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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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病例复杂以语言智能发育迟缓伴特殊面容,特殊体型等为主要表现。当地医院诊断不明,初诊

为脑性瘫痪。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康复科中大量发育障碍病人基础疾病可能为遗传性疾病,本
例通过临床到实验室到影像学到基因测序多层次分析, 终确诊患儿,并给予合理诊疗建议,更体现目

前医学的精准诊疗趋势。 
PU-1716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指导高危儿家庭康复的应用分析 
 

刘春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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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应用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AIMS)对高危儿运动功能进行家庭康复指导,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3.1-6.1 3 个月在我院康复专科门诊就诊的高危儿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应用 AIMS 评估后进行家庭康复指导.观察组根据 AIMS 评估结果进行指导,对照组按照常规的生长

发育里程碑顺序进行指导,每月随访,两组再次进行 AIMS 评估. 
结果 观察组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AIMS 对高危儿运动功能具有评估､ 指导､ 再评估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PU-1717 

小组教学法在自闭症康复中的应用 
 

朱嘉瑶 
浙江民政康复中心 310016 

 
 
目的 为了提升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性,加强幼儿与幼儿之间的沟通､ 感受社会性游戏带来的乐趣､ 改

善自闭症儿童不与人交往的核心问题,同时进一步丰富自闭症儿童的课堂教育教学,使家长更加重视

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能力的培养。 
方法 一､ 初级规则性游戏(音乐为主,语言为辅——设定以音乐为载体,从音乐感受中慢慢去理解游戏

规则):《快快慢慢》《音乐停下找圈圈》､ 《抢椅子》､ 《抓尾巴》等。 
二､ 二级音乐游戏,加入一定的认知理解:虽然该阶段我们会加入一定的指令要求,也就是说语言性的

规则会比上阶段要多,但是我们还是会以音乐为基础,加入规则性的要求。如:《听音乐找格子》､

《五只猴子吃香蕉》､ 《十个小矮人》等。 
三､ 规则性游戏(以社会性游戏为主):撤销音乐对于游戏的影响,以规则性为主,尝试规则性的转化以

及应用,设置了《两人三足》､ 《悄悄话》､ 《老狼老狼吃什么》､ 《水果蹲》等游戏。 
结果 通过九个月的自闭症孩子小组康复教学活动,老师们､ 家长们惊喜的发现,孩子们之间的情感与

互动有了明显提升,不再是一人一世界了,孩子们的心慢慢地在靠拢,他们学会了互相拥抱和鼓励。在

社会性缓慢提升的同时,我们也惊喜地发现自闭症孩子的语言主动性也大大提升。语言理解力较差

的孩子,也能够通过简单的肢体语言以及表情语言来关注周围人的表现,并尝试模仿与表达自己的需

求。语言表达异常的孩子,能慢慢根据老师的要求进行反应和自我纠错训练,寻找合适的语言来主动

向老师表达自己的要求。更有甚者不喜欢桌面教学的孩子,学会了和老师讨价还价来学习,如:先学数

学再玩游戏。老师,我等一下要和多多一起玩等等。 
结论 小组游戏活动对于自闭症孩子的康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性提升的同时,他们的认

知理解和语言理解､ 运动技能､ 学习技能,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在平衡稳定的一步步向上走。 
 
 
 
 
 
 
 
 
 
PU-1718 

不同年龄段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步行功能障碍的对比研究 
 

陈玉霞,刘苑,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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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中心所收治的痉挛型双瘫患儿的膝､ 踝功能障碍及异常姿

势进行运动学及表面肌电图分析,从而找出影响痉挛型脑瘫患儿步行功能的关键环节,指导临床康复

治疗。 
方法 选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步态分析实验室 2015 年 7 月-2017 年 5 月中所检查的痉挛型

双瘫患儿共 78 名,其中男性 50 名､ 女性 28 名,年龄 2 岁至 13 岁之间,平均年龄 6.6 岁,粗大运动功

能分级Ⅰ-Ⅱ级。将患儿分为 2-5 岁(41 人)､ 6-7 岁(12 人)､ 8-10 岁(14 人)､ 11-14 岁(11 人)共四组,
同时选取 20 名正常发育儿童的步态数据作为对照组,分别取膝､ 踝关节的运动学参数和股四头肌､

腘绳肌､ 胫前肌､ 腓肠肌的表面肌电图(sEMG)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通过 SPSS18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痉挛型脑瘫

患儿整体步行稳定性较同龄正常儿童差,膝､ 踝关节运动轨迹标准差均较正常儿童增大,在 6-7 岁龄

才接近正常儿童,同时发现在 2-14 岁龄四组中,膝关节屈曲及伸展 大角均明显大于正常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6-14 岁龄三组中,踝背曲及跖曲 大角均明显小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2-5 岁龄组与正常组相比踝背曲及跖曲 大角有所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2-14 岁龄 4 组,踝旋

转角较正常对照组成明显内旋位,并呈现年龄越大内旋越明显的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踝外展角

在实验四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通过 sEMG 检测双侧股四头肌､ 腘绳肌､ 胫前肌､ 腓

肠肌步行时活动状况,发现腘绳肌募集电位波幅明显增强､ 时相明显延长,明显高于其他检测肌群及

正常对照组。 
结论 通过本研究发现痉挛型脑瘫患儿在 6 岁以后其下肢步行功能障碍主要与膝关节的运动控制不

良及腘绳肌过度活跃有关;踝关节主动关节运动轨迹变小,也是导致痉挛型脑瘫患儿步行功能障碍的

又一重要原因;同时也发现上述变化主要发生在 6 岁龄以上的痉挛型脑瘫患儿。综上,步行功能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步行稳定性方面,在 6 岁龄之前进行积极的早期康复干预,以改善

膝关节的运动控制､ 腘绳肌等肌肉的放松及肌力训练可能有效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学龄期的步行功

能和异常姿势的发生。 
 
 
PU-1719 

A 型肉毒毒素结合悬吊训练治疗痉挛性脑瘫案例报告    
 

白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A 型肉毒毒素结合悬吊训练治疗对痉挛性脑瘫治疗疗效。 
方法 通过对重庆医科大学 1 名年龄在 4 岁痉挛型脑瘫患儿进行跟踪调查,运功 GMFM88 项评估量

表和改良 Ashworth 量表进行评定,利用百分比､Ashworth 量表评分来评估患儿的效果,制定相应的训

练计划。 
结果 经过 3 个疗程的训练,训练评估结果表明。A 型肉毒毒素的注射结合 SET 悬吊训练系统在应用

于痉挛脑瘫患儿疗效更显著。 
结论 A 型肉毒毒素注射结合 SET 悬吊训练,更有效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的肌张力和运动能力。 
 
 
 
 
PU-1720 

应用运动学分析指导立位足尖着地患儿推拿治疗的作用分析 
 

万歌,尚清 
河南省儿童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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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运动学分析对立位足尖着地患儿推拿治疗的指导作用。 
方法 将 60 例足尖着地患儿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作为治疗组运用运动学分析方法指导推拿治疗,另一

组作为对照组依照经络穴位进行推拿治疗。 
结果 运用运动学分析指导立位足尖着地患儿推拿治疗效果显著。 
结论 应用运动学分析指导立位足尖着地患儿进行推拿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1721 

ICF-CY 在儿童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探索 
 

刘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国际功能､ 残疾与健康分类—儿童､ 青少年版》在我院康复中心临床工作中的可行性

和实用性。 
方法 在 ICF-CY 框架下采用传统法及简化法对我院康复中心 2015 年 5 月-2015 年 9 月的住院患者

进行出入院及中期评估,在工作中对参与医务人员的加班时间及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并统计医护技

及患者之间的沟通有效率。 
结果 简化法使用过程中较传统法医务人员加班时间及满意度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医护技及患者的

相互沟通有效率两种方法之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在 ICF-CY 框架下采用简化法实施儿童康复科患儿的康复治疗可行,可使医务人员很好的接受

并主动参与,同时可同传统法一样使患儿获得更为全面的康复干预。 
 
 
PU-1722 

家庭康复护理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作用 
 

孙洁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家庭康复护理在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收治 80 例脑性瘫痪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

患儿均接受相同的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此基础上再接受家庭康复护理,对比各自的护理效果。 
结果 ①治疗后观察组患儿 Gesell 发育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②治疗

后观察组有效率为 81.25% 明显大于对照组的 59.38%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家庭康复护理在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中作用显著,可有效提高患儿 Gesell 评分,改善患儿运动

功能。 
 
 
 
 
PU-1723 

口腔穴位按摩治疗脑瘫患儿吞咽障碍的疗效分析 
 

秦晓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南川人民医院 40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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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口腔穴位按摩在脑瘫患儿吞咽障碍治疗中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我科就诊的脑瘫吞咽障碍患儿,共 58 例,根据患儿入院后

选择的治疗方案,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27 例采用的吞咽机治疗,观察组 31 例采用口腔穴位按

摩治疗,比较两组患儿在临床上的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 1 个月后,用儿童吞咽评估表进行效果评价,观察组的有效率 98.78%,对照组有

效率 96.56%,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吞咽障碍的脑瘫患儿治疗中,吞咽机治疗和口腔穴位按摩治疗都能有效改善吞咽障碍,值得

临床推广。 
 
 
PU-1724 

推拿疗法治疗 10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的临床观察 
 

庞东旭,吴秀丽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观察小儿推拿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的临床效果 
方法 以本院 10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给予治疗组推

拿疗法治疗,给予对照组常规康复疗法治疗,对比两组的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5.83%,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81.25%,两组间差异显著(P<0.05) 
结论 推拿疗法在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治疗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PU-1725 

体外冲击波用于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蹲伏步态的临床研究 
 

贠国俊,吴寿桐,刘青,杨雪,黄美欢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应用体外冲击波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蹲伏步态的疗效分析。 
方法 30 例痉挛性双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治疗组加用冲击波治疗,治疗前和

治疗后 3 个月对 2 组患儿的膝､ 踝关节的 大角度和关节活动度､ 肌张力､ 步长､ 步速和粗大运动

功能评分(GMFM)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患儿踝关节的关节活动度､ 膝关节和踝关节屈曲 大角度和 小角度都明

显改善(P<0.05);腘绳肌群和小腿三头肌群的肌张力明显下降(P<0.05),但治疗组改善更明显;两组患

儿 GMFM 评分､ 步速､ 步长均有改善(P<0.05),但治疗组效果更明显。 
结论 体外冲击波可以降低脑瘫患儿腘绳肌､ 小腿三头肌肌张力,能够改善患儿的蹲伏步态。 
 
 
 
 
PU-1726 

早期教育康复对智力障碍儿童发展的研究 
 

胡玲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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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为寻求智力障碍儿童早期教育干预的介入时间和有效方法,满足智力障碍儿童的发展需要,提高

残障儿童的生存质量。 
方法 对 0--4 岁 90 例全面性发育迟缓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康复,并建立康复档案。在充分了解､ 掌握

智力障碍儿童基本情况和教育康复需求后,参照《波特奇早期教育方法》《智力落后儿童早期教育

手册》《智力残疾儿童系统康复训练》,协康会《儿童学习纲领》与《儿童发展评估表》,进行亲子

同训的教育康复训练。由专职康复教师按患儿个体情况,在家长的参与下为其制定个别训练计划,再
将认知年龄相当的患儿按 5 人为一组进行亲子同训的小组集训课程,以满足智力障碍儿童的社会融

合需求,提高社交能力,诱导模仿提升学习能力。并向患儿父母传授教育心理康复的方法和技巧,以提

高家长教育康复智力障碍儿童的技能和水平。定期对每位智力障碍儿童进行心理评估､ 指导､ 咨询,
了解智力障碍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特点,并制订个别化家庭教育心理康复计划。在康复医生的定

期指导下,康复教师和家长共同实施教育康复的计划,并定期追踪随访智力障碍儿童的智力发育状

况。 
结果 评估结果表明,显效 23 例,有效 57 例,进步 6 例,无效和退步 4 例。通过系统的早期教育康复后,
智能和适应行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高,P<0.001。其中 22 例智力障碍儿童进入了普通教育

机构接受教育。 
结论 0—4 岁人的智力发展占 50%,因此幼儿阶段是智力发展的关键期,为 0-4 岁智力障碍儿童早期

提供持续稳定､ 实用有效的个别化教育康复服务,可以促进智力障碍儿童的认知､ 语言､ 社会适应

能力的健康发展,对其达到 终康复目标回归社会具有重大意义。采用亲子同训的康复教育方法不

仅可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认知水平,还可以有效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康复能力和技巧,将康复训练

融入日常生活中,巩固和提高康复效果。 
 
 
PU-1727 

综合康复治疗对 1 例急性脊髓炎致运动障碍患儿的疗效观察 
 

王建文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报告综合康复治疗 1 例急性脊髓炎致运动障碍患儿的疗效。 
方法 结合病史､ 症状及体征,给予电针､ 运动疗法､ 作业疗法综合治疗 4 个月后观察肌力､ 平衡功

能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结果 患儿肌力､ 平衡功能､ 生活自理能力明显改善。 
结论 急性脊髓炎致运动障碍患儿及早进行综合康复治疗,能显著提高患者的运动功能,提高生活自理

能力。 
 
 
 
 
 
 
 
 
PU-1728 

神经平衡疗法改善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疗效分析 
 

施冬卫
1,唐艳萍

1,吴庆文
1,2,刘广天

1,2,叶叶仓甫
3 

1.钦州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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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理工大学康复医学系 
3.北京慧慈健幼 

 
 
目的 探讨神经平衡疗法在脑瘫康复训练中对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36 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18 例采用常规运动疗法,观察组 18 例使用

神经平衡疗法。每天一次,每次 40 分钟,30 天为一疗程,共三个疗程。评估方法:患儿治疗前､ 治疗后

第三疗程,采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评估疗效。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的 GMFM 评分较治疗前提高(P 均值<0.05),观察组更明显(P<0.05) 
结论 神经平衡疗法更能有效提高脑瘫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 
 
 
PU-1729 

抗癫痫药物在无癫痫发作的痫性放电儿童中临床意义 
 

杨敏玲,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抗癫痫药物治疗无癫痫发作的痫性放电(临床下放电)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就诊的 68 例临床下

放电的患儿,根据随机分为干预组(46 例)和对照组(22 例),两组患儿均根据自身基础疾病特点给予相

应综合康复治疗,同时干预组根据其脑电图特点给予相应的抗癫痫药物,采用电话及定期门诊方式随

访,根据患儿临床表现､ 认知评估､ 脑电图检查及头颅磁共振检查等临床资料,对比分析两组患儿的

治疗效果。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就诊的 68 例临床下放电的

患儿,根据随机分为干预组(46 例)和对照组(22 例),两组患儿均根据自身基础疾病特点给予相应综合

康复治疗,同时干预组根据其脑电图特点给予相应的抗癫痫药物,采用电话及定期门诊方式随访,根据

患儿临床表现､ 认知评估､ 脑电图检查及头颅磁共振检查等临床资料,对比分析两组患儿的治疗效

果。 
结果 治疗 6 月后干预组总有效率为 71.2%,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43.4%,P<0.05。 
结论 具有临床下放电且合并有神经精神异常的患儿,给予抗癫痫药物控制大脑皮质痫性放电,可减少

癫痫发生,改善患儿认知功能。 
 
 
PU-1730 

重复磁刺激治疗婴幼儿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 
 

李雪怡,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重复磁刺激治疗婴幼儿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1 月至 2015.1 在我院治疗的 93 名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患儿。随机分为干预组

(n=47)和对照组(n=46)。干预组采用综合康复疗法配合重复磁刺激治疗,对照组采用综合康复疗法。

对两组治疗前以及治疗 12 个疗程后的临床评价与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并分析其疗效。 
结果 干预组有效率为 91.5%,明显高于对照组(有效率 82.6%),且干预组肌力､ 肩关节活动度､ 肘关

节评分､ 腋神经波幅､ 腋神经速度､ 肌皮神经波幅､ 肌皮神经速度､ 正中神经波幅､ 正中神经速度

､ 尺神经波幅､ 尺神经速度､ 桡神经波幅､ 桡神经速度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

在磁刺激治疗期间无一例出现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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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重复磁刺激治疗分娩性臂丛损伤疗效明确,联合综合康复疗法效果则更为显著,且安全可靠,值得

临床推广。 
 
 
PU-1731 

中医药治疗发作性睡病的文献计量分析 
 

王献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检索和分析中医药治疗发作性睡病相关文献,以了解其研究现状。 
方法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检索 CNKI､ 维普数据库､ CBM､ 万方数据等多个数据库中中医药治疗发

作性睡病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从文献的年份､ 期刊､ 地区等方面进行统计,初
步研究与分析本领域的科研现状。 
结果 经筛选共检索获得 157 篇文献,分析发现此领域研究以北京､ 山东､ 河南等地为主;治疗方法以

中药 多(109 篇),其次为针灸(26 篇)。 
结论 关于中医药治疗发作性睡病的相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但仍需设计更多的大样

本､ 多中心的 RCT 研究,从而更好的指导中医药治疗发作性睡病的临床应用规范化。 
 
 
PU-1732 

不同月龄组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效果分析 
 

刘丹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探讨不同月龄组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治疗效果。 
方法 以我院脑瘫康复科 2016 年 1 月—2017 年 3 月收治的 60 例高危儿为研究对象,分为 3-6 月龄

组和 10-12 月龄组,给予运动疗法､ 作业疗法､ 理疗､ 按摩､ 水疗综合治疗,干预前和干预后三个月

用改良的 Ashworth 痉挛量表和 Alberta 婴儿运动量表(AIMS)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3—6 月龄组肌张力缓解和运动发育进步均优于 10-12 月龄组。在治疗效果上有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不同月龄组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效果分析差异显著,且越早干预､ 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PU-1733 

幼儿语言发育迟缓干预疗效的临床研究             
 

刘丽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比 较 三种 不 同 方 法干预幼儿语言发育迟缓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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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20 例语言发育迟的幼儿作为研 究对 象 ,纳入标准:年龄分在 1.5-3.5 岁,采用《语言治疗学》

中 Sign-significate relations(S-S)法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经严格 S-S 法语言发育迟缓评估量表及盖

塞尔发育评估量表评估均确诊为语言发育迟缓,且患儿盖塞尔量表发育评估适应性发育商为轻中度

发育迟缓(45 分-75 分)。排除标准:所有患儿均无语言发育障碍遗传史,没有其他重要器质疾病,头颅

MRI 及脑电图检查未见异常,听觉诱发电位检查无听力障碍。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尊重家属的意愿,将
所有患儿分成 A､ B 组､ C 组三组,平均每组 40 例,年龄在 1.5 岁-3.5 岁,其中 A 组男孩 22 例,女孩

18 例,B 组男孩 20 例,女孩 20 例,C 组女孩 21 例,男孩 19 例。三组患儿的临床资料头颅 MRI､ 脑电

图检查及听觉诱发电位检查相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 0 5。将患儿分成 A 组､ B 组 和 C 组 ,平均

每组 40 例 ,A 组 予以 融 入趣味 游 戏 的语言干预 ,B 组 予以家庭指导的语言干预,C 组予以传统的

语言干预。疗效判定标准  采用 S-S 语言发育评定法 评估三组患儿的语言发育情况。显效:与冶疗

前相比,符号形式与交流态度､ 基础性过程以及指示内容关系三方面明显提高;有效:与冶疗前比较,符
号形式与交流态 度､ 基础性过程以及指示内容关系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无效:与冶疗前比较,符
号形式与交流态度､ 基础性过程以及指示内容关系三方面均无提高。同时,采用盖塞尔发育评估比

较,每三个月进行 1 次评估并制定计划。 
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A 组的总有效率为 97.5%,明显的高于 B 组的 87.5%和 C 组的 70%。以上数

据表明,与家庭康复训练干预和传统的语言康复训练干预相比较,在对语言发育迟缓的幼儿进行语言

训练时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康复训练,让幼儿积极主动的学习,临床疗效更加显著。同时,本研究的结

果显示经治疗后,A 组的语言发育商明显的高于 B 组､ C 组。结果表明,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康复训

练干预方法提高语言发育商的疗效 为明显。这一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9] 
结论 对语言发育迟缓的幼儿予以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干预临床效果明显,能够提高患儿的语言发育

商。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康复训练方法可以提高语言发育迟缓幼儿的积极参与意识,调动患儿的积

极性能够较显著的提高幼儿语言的发育商,优化语言发育迟缓训练模式 , 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有一定

的实用价值和良好的推广前景。 
 
 
PU-1734 

臀中肌不同拉伸动作效果的比较 
 

陆勤勤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拉伸运动是训练前准备活动和训练后恢复的重要内容。力量和柔韧性是保障人们健康和提高

运动成绩的基本运动素质。研究表明拉伸可以提高柔韧性,静力性拉伸练习对力量或爆发力的即时

效应有抑制作用,而动力性拉伸对力量或爆发力的即时效应有所提高。 
拉伸的方法种类很多,可以分为静态拉伸､ 动态拉伸和本体感受神经肌肉促进拉伸法(PNF)等等。不

同的拉伸方法对肌肉的作用也不同,因此拉伸的方法和使用应该有针对性和较高的技术要求。通过

查阅国内外文献､ 书籍等[7-9]发现同一肌肉或肌肉群有一种或多种拉伸动作,但是之间的效果却鲜有

人研究。臀中肌是维持骨盆水平位置的重要肌肉。其中臀中肌常用的拉伸动作就有 13 种。但是哪

一种拉伸动作对臀中肌拉伸 有效还没有人研究。本文主要讨论臀中肌的 13 种拉伸动作对髋关节

柔韧性及屈伸力量的影响,为臀中肌拉伸在运动训练中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方法 选取武汉体育学院非体育生 78 人,随机分为 13 组,每个动作一组,每组 6 人(男女各 3 人)。每组

学生在实验前均进行 5 分钟的准备活动,在准备活动之后进行髋关节外展 ROM､ 屈､ 伸肌等速肌力

测定。然后对牵拉后髋关节外展的 ROM 等速肌力测试。 
结果 1､ 进行不同拉伸动作之后,髋关节外展的主被动柔韧性得到明显的提升(P<0.05)。 
2､ 髋关节主被动柔韧性的即时效应方面,在动态拉伸动作中,动作 3 的效果与其他动态组相比具有显

著性差异(P<0.05),而在静态拉伸动作中,动作 12､ 动作 13 的效果与其他静态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

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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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拉伸动作对髋关节快速和慢速力量水平不同,动力性拉伸动作的屈伸肌呈上升趋势,静力性拉

伸动作屈伸肌呈下降趋势。 
4､ 髋关节在等速肌力 60°/s 时,动作 3 的爆发力(平均功率､ 峰力矩)和动作 12 的爆发力(平均功率)
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髋关节在 240°/s 等速肌力时,动作 3 的爆发力(平均功率､ 峰力矩､ 总功)
和动作 6 的爆发力(总功)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1)提高髋关节柔韧性方面,动态拉伸动作中的横向摆腿(动作 3),和静态拉伸动作中臀中肌屈髋

屈膝被动拉伸(动作 12､ 动作 13)都是效果较佳的动作。 
(2)提高髋关节肌肉力量方面,动态拉伸动作中的横向摆腿(动作 3)显示出 佳效果,适合比赛前力量

项目;静态拉伸中的臀中肌屈髋屈膝被动拉伸(动作 12､ 动作 13)使肌肉力量下降,可能适用于运动后

松解恢复。 
 
 
PU-1735 

急性出血性白质脑炎案例分析及文献总结 
 

毛振沙,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急性出血性白质脑炎的病因､ 辅助检查､ 鉴别诊断及治疗,旨在进一步认识该疾病,指导该

疾病的临床诊治策略。 
方法 本文通过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1 例急性出血性白质脑炎患儿病史､ 临床､ 辅

助检查及治疗的分析及文献总结,讨论该疾病的病因､ 辅助检查､ 鉴别诊断及治疗。 
结果 急性出血性白质脑炎是一种罕见的急性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性疾病,本病起病急骤,病情凶

险,早期诊断困难,病死率高。早期诊断､ 积极的糖皮质激素和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及对症治疗有一

定疗效,但仍可能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 
结论 急性出血性白质脑炎是一种起病急､ 病情凶险､ 预后差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急性播散性脑脊髓

膜炎,早期诊断及积极的糖皮质激素及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及对症治疗有一定疗效,但仍可能遗留神

经系统后遗症。 
 
 
PU-1736 

全身振动训练对痉挛型偏瘫患儿 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徐刚,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全身振动训练对脑瘫(痉挛型偏瘫)粗大运动能力的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门诊及住院病人 20 例,纳入标准:a,符合 2015 脑瘫(痉挛型偏瘫)诊断标准;b,具有步行

或辅助步行能力;c,肌张力的评级标准(挛缩,即 MAS:4 级除外);d,能执行研究者的指令;e,GMFCS 分

级(II,III,IV);f,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a,其他类型脑瘫;b,正在使用影响肌肉张力或其它特殊药

物;c,心肺功能异常;d,不稳定的癫痫;e,下肢手术治疗 1 年内;f,肉毒素注射 6 个月内;g.选择性背神经

根切断术后;h,中度至重度智力残疾;i,因恐惧“振动”不能完成治疗,依从性差者。以 1∶1 比例按随机

数字进入全身振动训练组(n=10)和对照组(n=10)。两组在年龄(3-6 岁)､ 身高､ 体重及体重指数方面

均无显著差异 (P>0.05)。两组受试者均接受连续 8 周,每周 5 天,每天 45 分钟的常规康复治疗,包括

基础理疗和传统运动功能训练。全身振动训练组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全身左右交替振动训

练,训练设备采用 Galileo System 振动系统(Novotec Medical,Pforzheim,Germany),治疗参数采用每

组为频率 6-20Hz,振幅 1-2mm,治疗 3 分钟,休息 3 分钟(患儿仍保持治疗姿势),共治疗 9 分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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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患儿为轻度屈髋(约 15-25°)屈膝(约 15-25°)站立位,注意力集中于双下肢,避免手扶起立床。评估

指标: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GMFM-88。 
结果 两组受试者患肢 MAS 均较前改善(P<0.05),全身振动训练组较对照组明显,但无显著性差异

(P>0.05); 两组受试者 GMFM-88 均较前改善(P<0.05), 全身振动训练组较对照组明显,但无显著性差

异(P>0.05),而全身振动训练组 GMFM-88 的 D 区(站立位)(P<0.05)､ E 区(行走､ 跑､ 跳)(P<0.01)
较对照组明显改善。 
结论 全身振动训练可能是一种改善脑瘫(痉挛型偏瘫)粗大运动能力的有效手段。 
 
 
PU-1737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面神经炎的临床观察 
 

宋斌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北京按摩医院(原:北京市按摩医院) 100035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面神经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我院儿科收治的 1 例周围性面神经炎患者,采用肌电生物反馈仪治疗。具体

操作方法:采用直径 2cm 的方形电极+肌电生物反馈单通道治疗模式,表面电极正极贴敷于患侧额肌,
负极贴敷于患侧提上唇肌或颊肌,地极贴敷于患侧面神经出口体表投影处;电流强度调至患者可以耐

受且目测有肌肉收缩为宜,并配合面肌主动训练。治疗前后分别进行面神经功能评分(House-
Brackmann,MHBN)和面神经功能临床简易评定。 
结果 治疗后患儿的 House-Brackmann 功能分级和面神经功能临床简易评分均明显优于治疗前。 
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疗法治疗面神经炎患儿具有良好效果,能促进面神功能恢复,改善面肌功能。 
 
 
PU-1738 

护士分层绩效管理在儿童康复病区的实施体会 
 

安雪梅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分析研究护士分层与绩效管理相结合的方法在儿童康复病区的应用情况。 
方法 依据护士核心能力,划分本科室护士层级,确定各层级职数。制定各层级岗位职责。每月末根据

科室日常护理治疗工作量､ 康复训练人次､ 护理质量考核评分结果､ 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建
立科学的对不同层级护士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结果 通过对科室各分层护士进行综合指标绩效考核,并依据绩效考核结果进行每月奖金分配管理模

式,充分调动了科室护士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杜绝了推诿患者现象,保障了安全质量,体现了专业素

质。 
结论 实施护士分层管理与绩效管理,确立了护士层级,明确了岗位职责,激发了各层级护士工作热情,
提高了护理质量,提升了护理满意度,赢得了科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PU-1739 

神经肌肉电刺激对痉挛型双瘫患儿表面肌电的即时效应 
 

陈军,于晓明,郇赛,李玉堂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608 
 

目的 通过对表面肌电信号变化的分析探讨神经肌肉电刺激对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的即时效应。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本院神经康复科病房住院治疗的 40 例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

双下肢痉挛肌及其拮抗肌进行 20 分钟的交替电刺激,并于治疗前､ 治疗后即刻给予表面肌电评估分

析。 
结果 治疗后患儿双下肢被动牵伸状态下痉挛肌的积分肌电值降低(p<0.05),主动收缩状态下拮抗肌

的积分肌电值升高(p<0.05)。 
结论 神经肌肉电刺激对痉挛型双瘫脑瘫患儿有即时效应,可降低痉挛肌肌张力,提高拮抗肌肌力。表

面肌电分析可作为观察电刺激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即时效应的客观评估方法。 
 
 
PU-1740 

Coffin-Siris 综合征 3 例分析 
 

陈军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分析 Coffin-Siris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方法。 
方法 对 3 例经智力障碍 PANEL 二代测序诊断为 Coffin-Siris 综合征的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基因检测

结果进行分析,结合病例对该病进行综述介绍。 
结果 (1)临床表现:3 例均有浓眉连眉､ 长睫毛､ 塌鼻梁､ 圆鼻头､ 末节指(趾)骨发育不良､ 指(趾)甲
异常､ 牙齿稀疏､ 骨龄落后､ 轻至中度智力发育障碍､ 肌张力低下､ 足外翻､ 喂养困难､ 反复呼吸

道感染;其中 2 例出现的是脊柱侧弯(其中一例左侧第 12 肋缺如)､ 头发稀少; 1 例出现的是先兆流产

､ 小于胎龄儿､ 小头､ 癫痫发作､ 脑电图异常､ 先天性心脏病。(2)智力障碍 PANEL 二代测序结

果:3 例均发现 ARID1B 基因的杂合核苷酸变异,分别为 c.2248C>T,c.6661_6662insG,c.3581delC,
其中第一例的致病性已有文献报道,余 2 例尚未见文献报道。ARID1B 基因是 Coffin-Siris 综合征的

致病基因,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杂合变异可导致发病。3 例的父母 ARID1B 基因均未发现上述

变异,该变异为新生变异(De Novo)。 
结论 Coffin-Siris 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先天异常,表现为终端指/趾骨或指/趾甲发育不良或不全(特别

是第五指/趾),轻至中度智力发育障碍(尤其语言),肌张力低下,面容粗糙:大嘴､ 上唇薄下唇厚､ 塌鼻

梁､ 鼻尖宽而上翘､ 浓眉､ 长睫毛,器官畸形,多毛,头发稀少,身材矮小,小头畸形,部分有脊柱侧弯,癫
痫发作等。基因 ARID1A,ARID1B,SMARCA4,SMARCB1,SMARCE1,PHF6 上的突变可导致

Coffin-Siris 综合征,其中 ARID1B 基因突变 常见。找到相应基因的致病突变可 终确诊。 
 
 
 
 
 
 
 
 
 
 
PU-1741 

康复训练结合等速肌力训练仪治疗痉挛型脑性 
瘫痪偏瘫患儿的疗效观察 

 
罗卫红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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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康复训练结合等速肌力训练仪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偏瘫患儿临床疗效,为其临床推广应用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来我院康复中心就诊的痉挛型脑性瘫痪偏瘫患儿 22 例,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11 例患儿。对照组单纯采用康复训练疗法,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等速

肌力训练仪治疗。治疗后对照组和观察组每例脑瘫患儿均应用痉挛综合量表(CSS)评价上肢痉挛程

度,采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评价上肢粗大运动功能,同时应用改良 Ashworth 法对上肢肌张力

进行测定,观察双上肢关节活动度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 
结果 观察组患儿 CSS 评分､ CMFM 评分､ 上肢肌张力水平､ 上肢关节活动度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康复训练结合等速肌力训练仪治疗痉挛型脑性瘫痪偏瘫可明显改善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明显改善上肢运动功能,其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单纯康复训练,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742 

脑瘫高危儿早期干预疗效分析 
 

张莉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脑瘫高危儿早期干预疗效分析。 
方法 将 100 例脑瘫高危儿随机分成干预组 50 人,对照组 50 人;对照组给予高压氧康复治疗.干预组

在对照组的治疗方法基础上加用在早期教育.PT.水疗治疗。 
结果 干预组早期教育.PT.水疗训练恢复率及好转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对脑瘫高危儿实施早期教育 PT.水疗治疗效果明显。 
 
 
PU-1743 

针刺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症 74 例临床疗效观察 
 

曾超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观察针刺对小儿脑瘫流涎症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伴有流涎症的脑瘫患儿 74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针刺治疗组和康复对照组,针刺治疗组

38 例,康复对照组 36 例。康复对照组给予口部运动疗法及口面部感知觉刺激等常规康复治疗,针刺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头皮针加普通针刺治疗。疗程结束后,采用教师流涎分级法(TDS)对脑瘫患儿

的流涎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疗程结束后,针刺治疗组和康复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86.8%和 69.4%,组内及组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 组患儿同级别 TDS 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刺治疗小儿脑瘫流涎症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康复工作中深入开展和应用。 
 
 
PU-1744 

ASD 儿童家庭压力因素分析 
 

刘涛 
瑞金市妇幼保健院 3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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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家庭压力来源相关因素 
方法 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家庭进行问卷调查,用单变量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法分析了 153 份调

查数据。 
结果 49%(即 75 个家庭)的看护人认为抚养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存在家庭压力, 
结论 本项调查结果显示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家庭压力突出,家庭压力涉及个体､ 家庭关系及社会因

素。 
 
 
PU-1745 

Pallister-killian 综合征病例报告一例 
 

陈双,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 400014 

 
 
目的 Pallister-Killian 综合征(Pallister-Killian syndrome,PKS)是一种罕见的,多系统受累的遗传性疾

病,由组织限制性嵌合 12p 四体(等臂 12p 染色体,i(12p))致病,故也称为等臂 12p 综合征､ 12p 四体

综合征[1] 。流行病学仍不清楚。临床表现谱广,主要包括特征性颅面畸形,智力低下,先天性心脏病,膈
疝,肌张力低下,癫痫和皮肤色素异常等。目前仅有 100 多例 PKS 相关报告[2] [3]。本研究旨在探讨

PKS 的临床表现和细胞遗传学特征,以提高儿科医师对此病的认识,进一步探讨 PKS 临床诊断思路

及相关遗传学检测方法的应用。 
方法 对 1 例 PKS 患儿的临床表现进行归纳总结,并完善相关检查;采集该患儿的外周血单核苷酸多

态性微阵列芯片(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rray, SNP array)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分析来确

诊 PKS。 
结果 患儿临床表现主要以颅面畸形和全面性发育迟缓,脑结构发育异常,肌张力下降为主。外周血淋

巴细胞染色体 G 显带核型为 46,XY;SNP array 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分析发现患儿 12 号染色体短臂

嵌合重复,基因组位点为 arr [hg19]12p13.33q12(173,786-38,599,749)*(2-3),综合考虑为 PKS。 
结论 PKS 临床表现多样,对于临床表现为特征性的颅面畸形伴全面性发育迟缓的患儿,需警惕此病。

此外, i(12p)在快速分裂的细胞(如外周血细胞)中常常不容易检测到,所以即使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

正常,也应行 SNP array 检查､ 皮肤成纤维细胞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等联合助诊。 
 
 
 
 
 
 
 
 
 
 
 
PU-1746 

脑瘫儿童母亲亲职压力和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王勇丽
1,李锦

1,王勇丽
1,李锦

1 
1.华东师范大学 
2.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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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对脑瘫儿童母亲亲职压力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方法 对 367 名脑瘫儿童母亲进行亲职压力简表(PSI-SF)､ 领悟社会支持(MSPSS)和生活满意度

(SWLS)量表的调查。采用多重中介检验,分析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在中介中的作用机制。 
结果 (1)脑瘫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均值 M=99.02,SD=22.1,生活满意度均值 M=17.44,SD=6.84。(2)
相关性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重要支持)与亲职压力､ 和生活满

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ps<0.01)。(3)多重中介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亲职压力与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β= -.467, p <0.001 变为 β= -.337, p <0.001),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在中介效

应中发挥主要作用,而且二者的作用效果均等(间接效应对比 95%的可信区间为[-.019,.020],包括

0)。来自其他方面的支持未发挥作用。 
结论 脑瘫儿童母亲亲职压力较高,生活满意度较低。降低亲职压力,同时,提高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支持

有助于提高脑瘫儿童母亲的生活满意度。 
 
 
PU-1747 

ADHD 儿童康复记录 
 

应青,朱嘉瑶,金佳珂 
浙江民政康复中心 310000 

 
 
目的 了解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幼儿整个病程,分析可能产生的病因,通过在机构内及家庭的

多种干预方式相结合,使该幼儿的部分情况有所缓解。 
方法 情景创设､ 绘画分析､ 感觉统合训练､ 绘本教学､ 心理游戏､ 家庭指导 
结果 在康复训练前期,该儿童呈现出非常好的一个康复趋势,从绘画的变化､ 课堂的表现及日常生活

中的改善。但是 2017 年 6 月 21 日,该儿童就因为再次被奶奶打了几个巴掌后,在后面的几天绘画作

品､ 课堂表现及日常生活中的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常情绪和行为,甚至出现了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异

常行为。 
结论 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儿童,在发现有类似问题的初期就应该引起注重,早发现､ 早

干预,同时在整个康复训练过程中,需要家庭､ 机构密切的合作,需要家庭中每一位成员的参与,同时,
对于可能会造成儿童病症的原因,一定要杜绝此现象的再次发生,一旦发生,会对该儿童造成直接的影

响,所以,在此类儿童的康复过程中,一定需要密切注意儿童的心理因素,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多种

方式相结合的进行干预。 
 
 
 
 
 
 
 
 
 
 
PU-1748 

脑瘫患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对其康复效果的影响研究 
 

苏珍辉,胡烨, 曹志文,刘丽君,张惠佳,胡继红,朱丽辉 
湖南省儿童医院脑瘫康复中心 1002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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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脑瘫康复患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对康复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我院康复一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住院的所有脑性瘫痪患者 967 例,按照随机对照分

为两组,对照组 120 例,采用常规的家庭训练指导;研究组 847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以家庭为中

心的医疗护理模式,他的主管医师和责任护士给家长进行家庭康复训练指导､ 演示,直至把家长教会,
然后让家长演示给主管医师和责任护士看,每天坚持给患者进行家庭康复训练。 
结果  研究组总遵医率为 95.0%;对照组总遵医率为 76.7%,研究组患儿的遵医行为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干预前后对照组与研究组患儿 Gessel 评估 DQ､ 大运动､ 认知进行比较 ,两组治疗前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0 . 05),治疗后研究组 Gessel 评估 DQ､ 大运动､ 认知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 05)。由此可见,家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好的患者经过综合康复治疗和精心护理后,康复治疗

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家长依从性差的患者。 
结论   家长家庭康复训练依从性高,可缩短疗程,提高康复效果。 
span>月至 2016 年 12 月住院的所有脑性瘫痪患者 967 例,按照随机对照分为两组,对照组 120 例,采
用常规的家庭训练指导;研究组 847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以家庭为中心的医疗护理模式,他的

主管医师和责任护士给家长进行家庭康复训练指导､ 演示,直至把家长教会,然后让家长演示给主管

医师和责任护士看,每天坚持给患者进行家庭康复训练。 
 
 
PU-1749 

躯干控制训练对痉挛型脑瘫的疗效观察 
 

刘晓莉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通过运用躯干控制训练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运动功能,探讨治疗痉挛型脑瘫的有效方法 
方法 从山西省儿童医院康复科 2016 年 5 月~2016 年 9 月住院的 2-5 岁患儿中,选取 60 例痉挛型脑

瘫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n=30),对照组(n=30)进行相应的临床治疗,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量(GMFM-
88)评分,评估患儿运动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两组运动功能评分治疗前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运动功能评分治疗后高

于治疗前,其差值为 7.83±3.09(t=﹣13.90,P<0.05);治疗组运动功能评分治疗后高于治疗前,其差值为

14.93±5.11(t=﹣16.00,P<0.05)。治疗后两组运动功能评分均有所提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15,P<0.05)。治疗组治疗后运动功能评分显著增加,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6.513,P<0.05)。 
结论 躯干控制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运动功能有明显的提高,是治疗该病的有效方法 
 
 
 
 
 
 
 
 
 
PU-1750 

引领式自闭症儿童家庭干预的单一被试实验研究 
 

刘敏
1,刘巧云

1,尹岚
2,张国栋

1,任登峰
1 

1.华东师范大学 
2.上海市静安区启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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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我国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教育主要以机构为主,家长干预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已有的家长培训大多以团体理论培训为主。国外已经建立了经过循证实践的家庭干预模式“家长执

行式干预”。考虑到家庭干预的必要性以及家长技能的缺失,需要在探讨建立符合我国需求具有操作

性和可执行的家庭干预体系。 
方法 对三名被试采用单一被试实验研究中的撤回实验设计。基线期和追踪期各两周时间,追踪期在

干预结束之后的两个月。干预期持续六周,对被试组的家长和儿童进行引领式指导,指导内容为回合

式教学法的关键教学策略:指令､ 强化和辅助,根据内容和难度按以下次序进行指导:第一周为指令策

略指导,第二､ 三周为强化策略指导, 后三周为辅助策略指导。每周家长和儿童在学校进行一次半

小时的引领教学,同时将每周的家庭干预录像交由指导人员监控反馈。实验因变量包含家长恰当使

用策略比率､ 儿童正确回应家长指令比率和儿童主动沟通行为次数。 
结果 三组被试的观察者一致性均达到 Bakeman 和 Gottman(1977)提供的 0.75 的观察者一致性标

准。三组被试干预期恰当使用指令､ 强化策略较基线期有显著性上升,被试组 1､ 2 的维持效果较好,
被试组 3 的维持效果不佳。三组被试干预期恰当使用辅助策略较基线期有显著上升,同时维持效果

较好。三组被试中儿童在干预期时正确回应指令比率与基线期相比有显著性上升,同时追踪期与干

预期无显著差异,维持效果较好。三组被试儿童干预期的主动语言与基线期没有显著性差异,被试组

1､ 2 在追踪期无显著性差异,但被试组 3 儿童的主动语言在追踪期出现了显著提升。 
结论 引领式自闭症儿童家庭干预有效提升了家长恰当使用指令､ 强化､ 辅助策略比率,且促进了儿

童正确回应指令比率。同时家长对项目的目标､ 程序和结果均感到满意。 
 
 
PU-1751 

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 3 例对比及其康复 
 

李小艳 
北京按摩医院 100035 

 
 
目的 探讨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共同特点及康复训练的方法与疗效 
方法 3 例臂丛神经损伤患儿进行功能检查,并进行康复训练,总结其共同特点并观察疗效 
结果 三位不同程度损伤患儿虽然介入康复训练时间不同,但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结论 康复训练治疗对臂丛神经损伤患儿有明显疗效 
 
 
 
 
 
 
 
 
 
 
 
 
PU-1752 

Pierre Robin 综合征患儿进食和吞咽障碍的治疗 
 

侯梅,苑爱云,孙殿荣,李淑秋,张雷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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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Pierre Robin 综合征(PRS)也叫 Pierre Robin 序列或 Pierre Robin 畸形,出生儿患病率 1 / 2000 
至 1 / 30,000。该综合征由法国牙外科医生 Pierre Robin 首次描述,小下颌/下颌回缩､ 腭裂和舌后

坠为特征性三联征,导致新生儿和婴儿期气道阻塞和喂养困难。根据病因学和病理学机制分为孤立

性和综合征性 PRS 两大类,前者是由于宫内生长受限压迫了下颌骨并影响腭和舌的生长,预后相对较

好;后者常伴有多种先天性畸形或作为某种综合征的症状之一,预后较差。正确管理的关键是新生儿

期及时诊断。 
方法 本文报道 5 例患儿,均表现为严重新生儿期呼吸困难､ 进食时鼻腔返流､ 呛咳和吸入性肺炎,经
口喂养困难,伴有明显肌张力低下和发育迟缓。1 例 1 岁后呼吸困难和进食障碍自然恢复,但全面性

发育迟缓仍然存在。4 例患儿在外院进行了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of the mandible 手术治疗,之
后因进食困难转入我院康复科接受进食和吞咽治疗,其中 1 例恢复正常进食,肌张力和全脑发育水平

明显改善;2 例进食和吞咽障碍明显改善,但伴有小头和发育迟缓;1 例疗效差,因频繁进食窒息而放弃

治疗。 
结果 作者体会,对于生后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和进食困难的新生儿,应考虑本综合征的可能,根据典型

三联征不难诊断。 
结论 PRS 患儿需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1)气道梗阻,必须仔细诊断和分析堵塞原因,绝大多数非综

合征性 PRS 和正常舌大小者是由于不同程度小下颌引起的气道堵塞,如果婴儿置于俯卧位,重力拉舌

向前可使气道打开,严重病例单纯体位改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特别是非常严重的孤立性 PRS 以及综

合征性 PRS 下颌骨不能赶上生长者,可早期手术治疗缓解气道阻塞,而非综合征性 PRS 生后下颌骨

生长很快,一旦跟上生长就会改善气道,不需要手术。(2)进食困难,如果婴儿赶上生长,可以通过特殊

技术管理进食,包括维持患儿头部抬高,使用特定腭裂奶瓶;如果疗效不满意,可采用暂时性鼻饲提供足

够营养;若数月后进食仍不改善,可以进行胃切开置管,患儿出现经口进食的能力之后再去掉管子。 
 
 
PU-1753 

基于 ICF-CY 评级系统下的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康复个案研究     
 

张德强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6 

 
 
目的 观察在《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和表少年版)》(ICF-CY)框架下治疗先天性肌性斜颈

患儿身体功能结构､ 活动参与和环境因素评价的可行性。 
方法 以 1 名 1 个月 20 天先天性肿块型肌性斜颈女孩为研究对象。①身体结构:采用 B 超测量胸锁

乳突肌肿块大小。干预方法采用推拿结合穴位点按治疗;②身体功能:采用关节活动度测定患儿颈部

活动度。干预方法采用颈部斜扳法和牵拉法;③活动与参与:采用精细运动能力测试量表 A 区视觉追

踪 5 项,评估患儿视觉追踪能。干预方法采用辅助物引导患儿视觉追踪;④环境因素:采用门诊面谈与

电话随访形式记录家长的医从性和家庭康复干预的执行情况,干预方法采用门诊及电话进行家庭康

复指导。分析上述评价指标的变化状况判断干预疗效。 
结果 6 个月后:①身体结构:B 超测定显示患儿胸锁乳突肌肿块消失;②身体功能:关节活动度测定患儿

颈部活动度明显改善;③活动与参与:精细运动能力测试量表 A 区视觉追踪 5 项评估,患儿视觉追踪能

力明显提高;④环境因素:家长对家庭干预的态度和执行力明显改善。 
结论 ①在 ICF-CY 框架下实施先天性肿块型肌性斜颈患儿的康复干预具有可行性;②在 ICF-CY 框架

下可以使先天性肌性斜颈患儿的治疗获得全面的改善。 
 
 
PU-1754 

Application of thumb outreach support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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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Yanqiong,Tang Liang,Zhou Huiyu,Chen Li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00 

 
 
Objective  Discuss with a thumb outreach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cerebral palsy thumb 
adduction deformity.  
Methods Choice in July 2015 to December 2015 in our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clinic of 42 case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reatment group 21 cases, control 
group 21 cases,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n general,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fter three months, 
to evaluate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compared. 
Results two groups of thumb muscle tension to improve total effective rate (the sum of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ere 95.2% and 75% respectively,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hi-square = 3.36, P < 0.05), treatment group curative effect i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thumb wrist palm outreach activity PROM The comparison, 
the treatment group 's PROM has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 = 
4.76, P < 0.05),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thumb wrist palm outreach activity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FMFM compared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after treatment 
FMFM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 = 2.07, P < 0.05), treatment 
group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e fine motor skills to improve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the thumb to outreach support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cerebral palsy thumb 
adduction deformity has certain clinical significance, is worth promoting. 
 
 
PU-1755 

西安市苯丙酮尿症儿童 15 年跟踪随访研究 
 

曹春红,杨小艳, 郑晶晶 
西安市妇幼保健院 710002 

 
 
目的 研究西安市苯丙酮尿症儿童治疗､ 生存现状。为卫生行政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方法 通过回顾性资料分析 2002 年到 2016 底,在我院新生儿筛查分中心确诊､ 治疗随诊全部苯丙酮

尿症儿童为研究对象。 
结果 需要治疗苯丙酮尿症患儿中,家长明确表示放弃治疗 23 人占 19.8%,随着治疗过程中失访的患

儿 26 人占了 22.5%,正规治疗患儿 47 人占了 40.5%,不正规治疗患儿 20 人占了 17.3%;随着患儿年

龄的增长失访率和放弃率成上升趋势。不正规治疗的患儿中智力正常仅为 22.3%,放弃的患儿随访

到 8 人全部发育迟缓,正规治疗的患儿智力正常达到 95%以上。随着患儿年龄的增加智力损害也呈

加重趋势(χ²=30.988,P<0.01),治疗依从性直接影响智力损害的程度(χ²=83.720,P<0.01)。 
结论 重视苯丙酮尿症儿童生存质量,提供政策上救助,从而提高患儿治疗依从性迫在眉睫。 
 
 
 
 
 
PU-1756 

西安市苯丙酮尿症患儿家长心理健康 
与患儿治疗依从性相关性分析 

 
曹春红,杨小艳,陈焱 

西安市妇幼保健院 7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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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西安市苯丙酮尿症(PKU)患儿家长的心理状况与患儿治疗依从性相关分析。 
方法 2013 年 1 月~2015 年 8 月,在我院确诊､ 治疗随诊的 50 名 PKU 患儿家长为研究对象,现场填

写自编情况调查表和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进行调查,按心理症状因子分分成 1 组和 2 组,对照组

是同期来我院儿保门诊儿童家长 64 名。 
结果 PKU 患儿家长 SCL-90 各因子得分与对照组比较全部有显著性差异(P<0.01)。2 组 PKU 患儿

家长在 SCL-90 量表中各因子得分普遍高于 1 组家长得分,统计分析有差异(P<0.01);1 组患儿治疗依

从性显著好于 2 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717,P<0.01)。两组 PKU 患儿家庭居住地均在西安

市,在疾病的认知程度上没有统计学差异(χ²=3.396,P>0.05),2 组家长文化程度高于 1 组有统计学差

异(χ²=6.957,P<0.05),家庭人均月收入 1 组高于 2 组有统计学差异。Logistic 回归分析家庭收入是影

响患儿家长心理的危险因素;家庭收入和家长文化程度是 PKU 患儿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结论 对患儿家长心理进行疏导是非常必要的,降低 PKU 患儿治疗费用,多渠道开展健康教育改善患

儿家长心理压力,提高患儿治疗依从性。 
 
 
PU-1757 

24-30 月龄晚期早产儿神经心理行为发育研究 
 

尤嘉,郝美晨,杨小艳,曹春红,吴俊亚 
西安市妇幼保健院 710002 

 
 
目的 探讨晚期早产儿神经运动和心理行为发育状况以早期干预,预防不良神经发育学结局。 
方法 将 102 名晚期早产儿(Late Preterm Infants  LPIs)设为 LPIs 组, 153 名同期出生的健康足月儿

(Full Term Infants  FTIs)为 FTIs 组,根据围产期高危因素将晚期早产组分为 LPIs 1 组(无高危因素)
和 LPIs 2(有高危因素)组。所有研究对象在 24-30 月龄时进行神经发育学评估,比较 LPIS 组和 FTIs
组的运动障碍发生率,在 LPIs 1 组,LPIs 2 和 FTIs 组组间 GESLL 发育诊断量表(Gesell 
Development Diagnosis Scale, GDDS)发育商(Development Quotient DQ)､ 儿童感觉统合发展检

核量表和 S-M 社会生活能力量表测评分数。 
结果 LPIs 组运动障碍的发生率高于 FTIs 组;LPIs1 组(Fisher 确切概率检验 P<0.001); LPIs2 组和

FTIs 组 GDDS 的各领域 DQ 值,感觉统合发展检核量表中的脑神经抑制困难以及 S-M 社会生活能力

量表分数存在组间差异(P<0.001),LPIs1 组,LPIs2 组在上述测评中均明显落后于 FTIs 组(p<0.05),而
LPIs1 组与 LPIs2 组组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妊高症是晚期早产儿 S-M
社会生活能力､ 适应性､ 个人-社交､ 语言的风险因素(p 均<0.05);胎膜早破是 S-M 社会生活能力､

适应性､ 精细运动的风险因素(p 均<0.05);胎龄是脑神经抑制､ 大运动的风险因素 p 均<0.05);出生

体重是脑神经抑制､ 精细运动的风险因素 p 均<0.05)。 
结论 晚期早产儿神经发育结局不容乐观,应加强对他们的发育监测,减少不良发育结局。 
 
 
 
 
 
PU-1758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患儿三维步态分析 
 

李竹,肖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 400014 

 
 
目的 分析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患儿常速行走的步态运动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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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0 名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分为两组,分别为年龄小于或等于 7 岁组及年龄大于 7 岁

组。利用 VICON 红外光点捕获系统,采集 20 名不同病程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及 20 名正常儿

童裸足常速行走的三维运动学数据。 
结果 杜氏型肌营养不良小年龄组即可见骨盆前倾;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杜氏型肌营养不良组膝､ 踝关

节呈现出异常运动轨迹,且大年龄组差异更显著。杜氏型肌营养不良组步长明显小于正常对照组,而
步宽和重心摇晃幅度大于正常对照组;杜氏型肌营养不良组步态的双支撑期所占的周期比例大于正

常对照组,摆动末期所占的周期比例小于正常对照组; 
结论 三维步态分析可作为杜氏型肌营养不良患儿行走能力的评价指标,长期随访及大样本数据收集

有助于了解患者运动功能发育规律,为临床诊治工作提供依据。 
 
 
PU-1759 

硫柳汞对早产大鼠行为学及免疫球蛋白变化的影响 
 

尤嘉
1,陈艳妮

2,吴俊雅
1,贺莉

2 
1.西安市妇幼保健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硫柳汞对早产大鼠行为学及免疫球蛋白的影响。 
方法 根据表面积转换法,以人用疫苗中常用的硫柳汞水平为参照,分别选取 1,2,3,4 倍剂量并转换成

大鼠适合计量(32.8､ 65.6､ 98.4 和 131.2 μg/kg),按体质量分别一次性注射给孕 20d 剖腹出生第一

天的大鼠(早产),同时选注射 9g/L 盐水组作为对照。并于注射后第 44-48d 通过水迷宫实验检测大鼠

空间学习记忆功能,且测量注射后第 49d 大鼠血和脑脊液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 
结果 水迷宫实验:131.2 μg/kg 组的学习功能比 9 g/L 盐水组明显减低(p<0.001);65.6, 98.4 和 131.2 
μg/kg 组记忆功能明显较 9g/L 盐水组减低(p 均<0.001) 。脑脊液与血液中免疫球蛋白的变化:不同暴

露剂量硫柳汞引起的脑脊液与血液免疫球蛋的改变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 98.4､ 131.2 μg/kg 组各免

疫球蛋白与 9g/L 盐水组的均有明显差异(p 均<0.001)。免疫球蛋白与学习功能变化的直线相关关系:
血液中 IgG､ IgA､ IgE 与学习功能变化具有相关关系(r= 0.36,0.47,0.50;p 均<0.05),IgG､ IgA､ IgE
､ IgM 与记忆功能变化呈相关性(r=- 0.39,-0.43,-0.49,-0.38,p 均<0.05)。脑脊液中 IgG､ IgA､ IgE､
IgM 与大鼠学习和记忆功能变化具有相关关系(r= 0.48,0.59,0.54,0.41,p 均<0.05;r= -0.39,-0.61,-
0.57,-0.44,p 均<0.05)。 
结论  随暴露硫柳汞浓度增加,早产大鼠体液免疫和行为学产生持续变化。 
 
 
 
 
 
 
 
 
 
PU-1760 

基因诊断云平台(得意东方)提高单基因疾病诊断率的相关研究 
 

李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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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近年来大力提倡精准医疗,目前的二代测序基因检查手段对单基因疾病诊断做出极大推动,但诊

断的流程为生物信息人员生物信息学分析,给出突变基因及位点,再对比临床医师给出的临床信息,在
此基础上给出基因结果判断。这种方式将临床信息及生物信息人为的割裂,不能全面动态分析,制约

了诊断率。我们希望通过主讨基因诊断云平台(得意东方)提高单基因病诊断率的相关研究来提供一

种模式来打破这种局限。 
方法 选取于时间段(2016.07.19-2017.05.08)内在我院康复科行单基因病检查的 134 列患儿作为研

究对象,将所有患儿临床症状按关键词如肌张力障碍､ 智力低下､ 癫痫､ 运动智能发育落后､ 特殊

面容､ 先天性心脏病等进行分类,利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基因诊断云平台基因病前后单基

因病确诊率。 
结果 传统公司分析模式(82 例 确诊 24 确诊率 29.26%),医师使用云平台选择位点及临床比对(52 例 
确诊 23 确诊率 44.23%)利用基因诊断云平台前后单基因病诊断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利用基因诊断云平台后单基因病诊断率有提高,利用该平台可有效帮助临床工作者正确选择基

因检测方式,并提高单基因病的诊断率,以提高相关基因病患儿的诊治。 
 
 
PU-1761 

18 例 Prader-Willi 综合症患儿临床表现综合分析 
 

赵莉君,肖农,江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Prader-Willi 综合症患儿临床表现及诊断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的 30 例 PWS 患儿

的病例资料,并采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式反应(MS—PCR)方法进行基因分析。 
结果 因为电话随访,其中有 12 例患儿因无电话而脱随访,部分患儿病例信息不全。随访的 18 例患儿

中有男性 10 例,女性 8 例。其中 18 例患儿新生儿期均有肌张力低下､ 吸吮及喂养困难､ 体重增长

缓慢。18 例患儿中均有不同程度精神运动发育迟缓。7 例有不明原因长时间发热。1 例甲状腺功能

低下。2 名患儿有热性惊厥。6 例隐睾伴或不伴小阴茎。3 例死亡。1 例基因检查阴性。 
结论 结论 PWS 是一种复杂的累及多系统的遗传性疾病,表现不具特异性,易被漏诊､ 误诊。对于新

生儿期肌张力低下､ 喂养困难,后期精神运动发育迟缓等患儿应早诊断､ 早治疗。对于不明原因长

时间发热 PWS 患儿可随访观察病情,不宜做过积极抗感染处理。 
 
 
PU-1762 

FOXG1 基因突变致先天性变异型 Rett 综合征 1 例报告 
 

蔡慧强,杨琴,胡恕香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0 

 
 
目的 报道 FOXG1 基因突变致先天性变异型 Rett 综合征临床资料,探讨 Rett 综合征发病机制及临床

诊治。 
方法 针对我院收治的 1 名 1 岁 5 个月患儿,伴有肌力低､ 发育迟缓､ 智力低下､ 语言发育迟缓､ 视

觉障碍及小头畸形,检测其全外显子基因测序和染色体微阵列分析。 
结果 患儿全外显子基因测序显示受检者携带 FOXG1 基因一个杂合突变,为移码突变(c.46dupG),其
父母分子遗传未检测到受检者特定位点的基因突变,考虑为新发突变可能。 
结论 Rett 综合征可由 FOXG1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起病年龄早,可无明显发育倒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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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3 

云南地区 0-3 岁彝族婴幼儿智力发育状况与与汉族的比较 
 

程昱,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比较彝族与汉族 0-3 岁婴幼儿的智力与运动发育水平的差异。 
方法 对 52 名 0-3 岁彝族婴幼儿进行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结果与当地汉族婴幼儿的结果进

行比较。 
结果 52 名彝族婴幼儿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结果:智能发育异常的 5 例

(9.8%),MDI=86.00±17.66,PDI=89.19±19.91。52 名汉族智能发育异常的 5 例

(9.8%),MDI=87.35±14.58,PDI=89.71±11.90。 
结论 彝族婴幼儿的发育与汉族婴幼儿相近,均存在部分智能发育异常者,应予关注。 
 
 
PU-1764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的临床及基因分析 
 

辛庆刚,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 2 例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Chromosome Xp21 deletion syndrome)患儿的临床表现,
及其基因缺失的范围。 
方法 患儿为 9 月龄男婴,自幼精神运动发育迟缓,血 CK､ CKMB 显著升高,肝功能 ALT 自显著增高,
肌电图示肌源性损害,小腿腓肠肌假性肌肥大,高甘油三酯血症,尿 GC/MS 示高甘油尿症,其临床表现

高度怀疑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应用高精度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技术对患儿进行基因缺失分析,并对患儿母亲进行验证。采用 Affymetrix 
公司配套检测试剂盒及优化的标准操作流程,使用 CytoScan750K 芯片进行全基因组范围扫描。整

个过程严格按照质控标准进行,包括 DNA 提取､ 酶切､ 连接､ PCR､ PCR 产物纯化､ 片段化､ 标

记､ 杂交､ 扫描和结果分析几个步骤。 
结果 经 CMA 检测证实患者存在 chrXp21 区域大片段缺失,缺失涉及 IL1RAPL1､ GK､ DMD､
NR0B1 等重要功能基因。患儿母亲为相同基因缺失的携带者。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为 Xp21
片段缺失所致,临床表现多样,与具体的基因缺失范围有关。其受累片段可包含以下相邻的基因:白细

胞介素 1 受体辅助蛋白样 1(IL1RAPL1)､ 细胞核受体亚家族 B 组成员 1(NROB1)､ 甘油激酶(GK)
及抗肌萎缩蛋白(Dystrophin)。根据受累基因,该综合征可表现为精神发育迟缓,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
甘油激酶缺陷及 Duchenne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结论 当 3 岁以下男性婴幼儿存在类似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表现时,需注意 Xp21 临近基因缺失综合征,
血脂检测非常重要。高精度染色体微阵列分析可精确检测出本综合征的片段缺失,为确诊本病提供

依据。早期给予激素治疗有助于减少低钠､ 高钾电解质紊乱,保护呼吸肌功能。低脂饮食及合理的

运动疗法有助于提高患儿的生存质量。 
 
PU-1765 

云南省 0~3 岁婴幼儿发育迟缓的早期干预研究 
 

黄高贵,刘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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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索早期干预对婴幼儿发育迟缓的影响。 
方法 对 28 名 0-3 岁发育迟缓婴幼儿进行早期干预,其干预结果发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或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的诊断性评估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28 例发育迟缓婴幼儿中,1 例不接受,27 例干预后,3 例随访评估未完成,3 例仍诊断为儿童发育

迟缓,干预有效率 87.5%(21/24)。 
结论 早期干预是处置幼儿发育迟缓的有效手段。 
 
 
PU-1766 

40 例精神发育迟滞患儿高危因素及辅助检查结果分析 
 

刘春明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了解精神发育迟滞患儿的高危因素及辅助检查等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康复科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收治的 40 例精神发育迟滞患儿的高危因素

与辅助检查结果。 
结果 40 例患儿中,轻度精神发育迟滞 15 例,中度精神发育迟滞 22 例,重度精神发育迟滞 3 例;高危因

素中窒息､ 早产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 52%,48%,具有 2 种以上高危因素者占 78%;染色体或基因检

查异常者占 1.25%,头颅 MRI 异常率 70%,脑电图异常率 82.5%,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异常率 15%。 
结论 本组患儿的高危因素以窒息､ 早产儿多见,且大部分患儿有头颅影像学､ 脑电图检查的异常改

变或生物遗传学检查异常。 
 
 
PU-1767 

拷贝数变异引起 REEP1 基因缺失所致痉挛性 
截瘫 31 型的家系研究 

 
徐刚,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31 型 1 家系的临床特点与 REEP1 基因突变分析。 
方法 观察 HSP31 型患者 1 个家系 3 例患者的临床特点。先证者(Ⅳ2),9 岁女孩,因“跛行进行性加重

4 年余”就诊。查体:神清,高级神经功能正常,视力正常,构音清晰。双上肢肌力､ 肌张力正常,手功能

灵活。双下肢肌容积正常,肌张力增加,双侧腘绳肌及小腿三头肌著,改良 Ashworth 分级 4 级,肌力差,
手法肌力检查(MMT)4 级,膝腱反射(+++),双侧踝阵挛(+),双侧 Barbinski 征(+),双侧踝关节背屈受限,
足背屈角-20°,深浅感觉检查未见异常,指鼻试验稳准,双侧跟膝胫试验欠稳准,闭目难立征(-)。否认抽

搐发作史,无心脏及皮肤病变,无排尿困难。既往 5 岁以内运动发育正常,5 岁后逐渐出现双下肢进行

性肌张力增高,步行时尖足､ 跛行。至就诊时已经出现双侧跟腱挛缩。头颅及胸腰段脊髓 MRI 未见

异常。脑电图未见异常。家系调查:家系 19 人中 4 例患者,女性 2 人,男性 2 人。先证者父亲､ 祖父

亦有相同临床表现,均 4~5 岁以前运动发育适龄,其后逐渐出现双下肢痉挛性瘫痪,未行头颅及脊髓

MRI 检查,未经口服药物及康复治疗,至 7 岁后出现双侧腘绳肌及跟腱的挛缩,现双侧踝关节严重变形,
但仍可行走。其曾祖母亦有相同病史,具体死因不详。根据谱系调查,患者父亲､ 祖父及曾祖父均非

近亲结婚,其各自同胞及追溯到上几代家系成员中均无遗传性痉挛性截瘫表现。抽取家系 3 个成员

的外周血。将与遗传性痉挛截瘫相关遗传病基因(共 47 种)的基因组外显子区域定制罗氏

NimbleGen 捕获探针进行目标基因全外显子捕获,各样本进行同组荧光定量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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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先证者 DNA 中,2 号染色体 85942693 至 86842693 碱基存在缺失,缺失片段长度约 900Kb。
该区域涉及 11 个基因,其中与疾病明确相关性的有 3 个基因,分别为 2p12-p11.2,ST3GAL5 以及

REEP1。应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发现先证者及其父亲､ 爷爷 ST3GAL5 基因和 IMMT 基因的拷贝

数与正常对照的比值约为 0.5,提示先证者及其父亲､ 爷爷目标范围(chr2:85942693-86842693)存在

杂合缺失。母源样本各基因的拷贝数与正常对照的比值约为 1,提示目标范围拷贝数正常。2.经口服

巴氯酚后双下肢痉挛症状明显缓解,步态改善。 
结论 该 HSP31 家系患者具有典型临床表现,为 REEP1 基因缺失的拷贝数变异所致。早期康复治疗

可不同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768 

FOXG1 基因突变致先天性 Rett 变异的临床特点分析 
 

牛岩,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FOXG1 基因突变致先天性 Rett 变异临床少见,国内尚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拟通过一例确诊

的先天性 Rett 变异患者,探讨其基因型及临床表型。 
方法 应用二代基因测序技术,诊断一例 FOXG1 基因突变所致先天性 Rett 变异患儿,并对其临床表现

､ 辅助检查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女,就诊时月龄 11 个月。G1P1,足月顺产,出生体重 2.9kg,否认孕期异常及生后窒息史。

自幼精神运动发育迟缓。大运动落后,至就诊时竖颈仍欠稳定,不能自主翻身。不能逗笑出声,不能区

分生熟人,目光不对视交流,呼之不应。8 月龄始能发元音,至今仅能无意识发 baba 音。自幼母乳喂

养为主,不能直接吸吮,仅能人工吸奶后用奶瓶喂奶。吃辅食较少,近 3 个月母乳量不足,体重增长缓

慢。睡眠时间稍短,易醒。喜欢吃手,经常伸舌。否认癫痫发作史。查体:头围 40.5cm,前囟已闭合,略
见连眉,鼻头稍圆,硬腭弓高,小下颌。水平眼震,目光不注视,呼之不应,不能逗笑。双上肢肌张力减低,
下肢肌紧张不全。双侧膝腱反射活跃,双侧 Babinski 征(-)。双手能放在一起,但无主动抓物意识,经常

吃手。俯卧位仅能双肘支撑挺身,扶坐不能,叠腰状。扶站时双下肢过伸､ 尖足。脑电图示背景节律

枕区见较多中-低波幅复合 δ 慢波,睡眠时可见完整睡眠周期,偶见散发尖波,多导同步出现,双侧中央

区为著。视觉诱发电位异常。头颅 MRI 示额叶发育不良。基因检测结果:位于 14q12 的 FOXG1 基

因存在 c.500(exon1)_c.500(exon1)insG,p.E167Efs*288 杂合突变,该插入突变导致移码,进一步引

起蛋白质序列的异常以及功能的改变。经验证,其父母 FOXG1 基因均为野生型。 
结论 FOXG1 基因位于 14q12,其基因突变以及该区带内 FOXG1 基因周围的异常均可引起发育性脑

功能障碍,表现为严重的智力残疾､ 语言缺失伴孤独症行为､ 运动障碍,以及癫痫。FOXG1 基因异常

所致脑功能障碍 初称为先天性 Rett 综合征,其临床特征与 Rett 综合征显著不同。FOXG1 基因编

码的脑特异性转录因子对端脑发育至关重要,该基因的缺失､ 突变或失活与先天性 Rett 变异的发生

相关。FOXG1 基因异常致先天性 Rett 综合征临床少见。本研究系国内首次报道 FOXG1 基因突变

导致先天性 Rett 综合征变异型。 
 
 
 
 
 
PU-1769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在婴幼儿脑损伤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刘春明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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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脑损伤婴幼儿的听力特点及影响因素,为早期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 月到我科就诊的脑损伤婴幼儿 233 例,所有患儿除完善头颅 MRI
､ 脑电图､ 发育评估等检查外,均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分析不同高危因素患儿的听力受损情

况。 
结果 检测 233 例共 466 耳,95 耳异常,异常率 20.4%,其中轻度听力受损 46 耳(48.4%),中度听力受损

36 耳(37.9%),重度以上听力受损 13 耳(13.7%)。在高危因素中:核黄疸组听力异常检出率

53.8%,<31 周早产儿(37.5%),合并 2 种以上高危因素组患儿听力异常率较单一高危因素组明显增

高。 
结论 脑损伤婴幼儿听力损害在临床上并不少见,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对听力障碍高危儿的早期诊

断､ 干预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核黄疸､ 早产低体重､ 缺氧患儿应列为必查项目。 
 
 
PU-1770 

脊椎干骺端发育不良 Kozlowski 型的临床特点及康复治疗 
 

牛岩,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脊椎干骺端发育不良 Kozlowski 型(spondylometaphyseal dysplasia Kozlowski 
type,SMDK)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对 1 例 3 岁 SDMK 男性患儿的临床特点､ 影像学表现进行分析,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患儿

TRPV4､ FGFR3 等骨发育不良相关热点基因进行检测及数据分析,用 Sanger 法进行验证。患儿颈

段 MRI 示枢椎层面脊髓腔狭窄致高颈段脊髓受压,查体见双下肢痉挛型瘫痪,遂行康复治疗,予运动疗

法(PT)缓解痉挛､ 改善下肢运动功能,并辅以蜡疗减少关节粘连和肌腱挛缩,配置 AFO 等。 
结果 患儿临床特点为头颅大,脊柱后侧凸,髋内翻,双膝关节外翻,双踝关节内翻。影像学表现:齿状突

发育不良,椎体扁平,似“开放的楼梯”,脊椎后侧凸,髋臼顶扁平,双侧股骨､ 胫骨干骺端增宽,股骨近端

骨骺不规则,腕骨骨化延迟。TRPV4 基因检测示 c.2396G>A(E15),p.P799L 杂合突变。经上述康复

治疗 3 个月,患儿下肢痉挛症状基本缓解,运动功能明显改善。 
结论 SMDK 是一种罕见的骨发育不良疾病,TRPV4 基因 15 号外显子 P799L 突变致 SMDK 表型的

病例尚未见报道。同为 TRPV4 基因相关骨发育不良疾病谱的成员,SMDK 与 MD 可有临床特点及影

像学表现的部分重叠。SMDK 可继发高颈段脊髓损伤,致四肢痉挛性瘫痪,以双下肢为著。在骨科矫

形之外,适时行康复治疗,有助于改善下肢运动功能,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PU-1771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改善脑积水腹腔分流术后 
遗留双下肢痉挛性瘫痪的临床研究 

 
牛岩,赵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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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A 型肉毒毒素(BTX-A)注射对于脑积水患儿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后遗留双下肢痉挛性瘫痪

者下肢运动功能的改善作用。 
方法 8 例脑积水患儿(年龄 24-36 月),均已术后 1 年以上,术后颅内压稳定,无阀门阻塞､ 腹腔管扭曲

等分流障碍,以及其他术后并发症。双下肢均有明确的上运动神经元瘫,主要表现为双下肢肌张力增

高､ 伸膝及踝背屈活动受限､ 步态异常,且症状稳定存在超过 6 个月。于 BTX-A 注射前及注射后 2
周､ 2 个月､ 6 个月,对患儿下肢运动功能进行评价,包括:腘绳肌､ 小腿三头肌评定综合痉挛量表

(CSS)､ 改良 Ashiworth 评分､ Tardieu 量表,以及步速､ 步长等步态指标。所有患儿于注射后均接

受为期 2 个月的综合康复治疗,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前后对照分析(配对 t 检验)。 
结果 BTX-A 注射后患儿 CSS､ 改良 Ashiworth 评分､ Tardieu 量表及步态指标(步长及步速)比较均

较注射前改善,并有显著性(P<0.05) 差异,其作用可维持至少 6 个月。且 8 例患儿注射后未发生过敏

､ 注射部位出血或感染,以及其他不良反应。 
结论 脑室-腹腔分流术是把一组带单向阀门的分流装置置入体内,将脑脊液从脑室分流到腹腔中吸收,
适用于 Dandy-Walker 综合征､ 中脑导水管畸形等各种类型脑积水患者。术后常遗留双下肢痉挛型

瘫痪,严重影响患儿运动功能。若术后颅内压已得到稳定控制,下肢痉挛症状持续存在,BTX-A 注射可

以显著改善患儿肢体痉挛及运动能力,减少关节挛缩,提高患儿生存质量,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手段。 
 
 
PU-1772 

左乙拉西坦治疗痉挛型脑瘫儿童临床下痫样放电的研究 
 

顾琴,霍洪亮,吉永春,曹徐君,张何威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研究左乙拉西坦对有临床下痫样放电的脑瘫儿童康复影响。 
方法 收集 2014 年 9 月-2016 年 9 月 35 例有临床下痫样放电的痉挛型脑瘫患儿,分为两组,左乙拉西

坦治疗组和未治疗组,两组均接受常规康复训练,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复查动态脑电图,采用

Gesell 量表对脑瘫患儿进行运动､ 认知评估。 
结果 治疗组脑电痫样放电减少;运动和认知功能提高程度优于未治疗组,两者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且认知功能提高更明显。 
结论 左乙拉西坦能减轻痉挛型脑瘫患儿的临床下痫样放电,能提高运动､ 认知的康复疗效,尤其认知

功能;对于痉挛型脑瘫的临床下痫样放电,应予以积极药物治疗。 
 
 
 
 
 
 
 
 
 
 
PU-1773 

慢病毒表达载体介导 ephrinb2 基因转染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修复脑瘫大鼠脑损伤的实验研究 

 
朱敏,华裕,张跃,汤健,赵晓科,杜森杰,张玲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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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慢病毒表达载体介导 ephrinb2 基因转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修复脑瘫大鼠脑损伤的作用及

其相关机制,期望为干细胞移植治疗脑瘫提供新思路,探索一条新途径。 
方法 采用经典的 Rice 动物模型法建立典型脑瘫动物模型。120 只大鼠随机均分为假手术组(Sham 
组)､ 溶剂对照组(PBS 组)､ 空载慢病毒组(GFP/BMSCs 组)､ ephrinb2 重组慢病毒组

(ephrinb2/BMSCs 组)和 sh RNA- ephrinb2 /BMSCs 重组慢病毒组(sh RNA- ephrinb2 /BMSCs 组),
每组 24 只,按术后 3 天､ 7 天､ 14 天､ 28 天均分为 4 个亚组,将 5ul  1×PBS 溶液或 1×105/细胞数

注射到侧脑室。HE 染色观察细胞移植后大鼠海马病理变化。观察大鼠 HI 后 15 d 海马 CA1 区神经

元密度,TUNEL 法检测海马神经元细胞凋亡。采用 Western-blot 检测各实验组大鼠大脑皮层和海马 
ephrinb2 蛋白表达,Realtime PCR 检测大脑皮层和海马组织 ephrinb2m RNA 表达变化。 
结果 在脑瘫大鼠模型建立后第 3､ 7､ 14､ 28  日,ephrinb2 /BMSCs 组的大脑皮层和海马病理改变

均明显轻于其他各组。ephrinb2 /BMSCs 组的大脑皮层和海马 CAl 区的神经元凋亡率均明显轻于

其他各组(P<0.05)。此外,与 sham 组,PBS  组､ GFP/BMSCs  组､ sh RNA- ephrinb2 /BMSCs 组
相比,ephrinb2 /BMSCs 组大脑皮层和海马组织 ephrinb2 基因的 m RNA 及蛋白表达表达上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成功构建大鼠脑瘫损伤模型。慢病毒介导的 ephrinb2 转染 BMSCs 移植到海马和大脑皮层可

以高效表达 ephrinb2 基因,在神经修复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PU-1774 

婴幼儿高压氧治疗过程中留置套管针的预见性护理 
 

张雁,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婴幼儿高压氧治疗过程中浅静脉留置套管针的安全护理。 
方法 对 89 例婴幼儿行高压氧治疗,针对留置针预见性风险因素进行预见性护理。 
结果 89 例婴幼儿在高压氧治疗过程中未出现留置针漏液(接口处､ 针尾)､ 套管脱落､ 套管堵塞､

断裂等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预见性护理是婴幼儿高压氧治疗过程中浅静脉留置套管针的安全护理的有效措施。 
 
 
PU-1775 

家长与高危儿言语交流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 
 

张雁,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调查了解家长与高危儿言语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方法 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对 220 例高危儿家长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220 例家长与高危儿言语交流中:当你与孩子讲话时､ 当你期待孩子回答时､ 当孩子对你的讲

话不理不睬时和当孩子要求你时出现问题性交流发生率 50.9%､ 38.6%､ 84.1%和 49.5%。 
结论 家长与高危儿进行言语交流时存在诸多问题,尤以当孩子对家长讲话时家长不理不睬多见,故加

强对家长交流沟通技能的知识培训,使之更好的与孩子进行互动,是促进高危儿言语发育的重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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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6 

家庭指导对康复科患儿家庭康复训练的影响 
 

刘福萍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评价家庭指导对家属给患儿进行家庭康复训练的影响。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家庭康复训练状况调查表»,对我院康复科接受家庭指导 34 例家属进行调查,
了解患儿在家庭康复训练的状况,以患儿家庭康复训练率为指标,其结果与 35 例未进行家庭指导的家

属开展的状况进行比较。 
结果 家庭指导组在家坚持家庭康复训练练率 88.2%(30/34),高于未指导组 54.3%(19/3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9.657,P<0.01)。 
结论 家庭指导是提高康复科患儿家庭康复训练的有效办法。 
 
 
PU-1777 

幼儿语言发育迟缓干预疗效的临床研究 
 

刘丽,姚蕊,王恬,王晓倩,金鑫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比较三种不同方法干预幼儿语言发育迟缓的临床效果。 
方法 120 例语言发育迟的幼儿作为研 究对 象 ,纳入标准:年龄分在 1.5-3.5 岁,采用《语言治疗学》

中 Sign-significate relations(S-S)法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经严格 S-S 法语言发育迟缓评估量表及盖

塞尔发育评估量表评估均确诊为语言发育迟缓,且患儿盖塞尔量表发育评估适应性发育商为轻中度

发育迟缓(45 分-75 分)。排除标准:所有患儿均无语言发育障碍遗传史,没有其他重要器质疾病,头颅

MRI 及脑电图检查未见异常,听觉诱发电位检查无听力障碍。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尊重家属的意愿,将
所有患儿分成 A､ B 组､ C 组三组,平均每组 40 例,年龄在 1.5 岁-3.5 岁,其中 A 组男孩 22 例,女孩

18 例,B 组男孩 20 例,女孩 20 例,C 组女孩 21 例,男孩 19 例。三组患儿的临床资料头颅 MRI､ 脑电

图检查及听觉诱发电位检查相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 0 5。将患儿分成 A 组､ B 组 和 C 组 ,平均

每组 40 例 ,A 组 予以 融 入趣味 游 戏 的语言干预 ,B 组 予以家庭指导的语言干预,C 组予以传统的

语言干预。 
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A 组的总有效率为 97.5%,明显的高于 B 组的 87.5%和 C 组的 70%。以上数

据表明,与家庭康复训练干预和传统的语言康复训练干预相比较,在对语言发育迟缓的幼儿进行语言

训练时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康复训练,让幼儿积极主动的学习,临床疗效更加显著。同时,本研究的结

果显示经治疗后,A 组的语言发育商明显的高于 B 组､ C 组。结果表明,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康复训

练干预方法提高语言发育商的疗效 为明显。这一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结果:本研究结果

显示,A 组的总有效率为 97.5%,明显的高于 B 组的 87.5%和 C 组的 70%。以上数据表明,与家庭康

复训练干预和传统的语言康复训练干预相比较,在对语言发育迟缓的幼儿进行语言训练时融入趣味

游戏的语言康复训练,让幼儿积极主动的学习,临床疗效更加显著。同时,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经治疗

后,A 组的语言发育商明显的高于 B 组､ C 组。结果表明,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康复训练干预方法提

高语言发育商的疗效 为明显。这一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结论 对语言发育迟缓的幼儿予以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干预临床效果明显,能够提高患儿的语言发育

商。融入趣味游戏的语言康复训练方法可以提高语言发育迟缓幼儿的积极参与意识,调动患儿的积

极性能够较显著的提高幼儿语言的发育商,优化语言发育迟缓训练模式 , 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有一定

的实用价值和良好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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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8 

左乙拉西坦对小儿癫痫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王建,周刚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目的 探究左乙拉西坦对小儿癫痫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儿科在 2014 年 1 月~2015 年 8 月收治的小儿癫痫患者 148 例,按随机数字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74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卡马西平治疗,观察组

则给予左乙拉西坦治疗。在用药 3 个月后,观察记录两组患儿的痉挛发作次数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并用《婴幼儿社会认知发展筛查量表》自改表对患儿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定,并进行比较。 
结果 对照组在治疗 3 个月后,癫痫发作情况与观察组对比,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χ2=0.408,ap=0.335);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治疗 3 个月后认知功能比较,差异具显著统计学意义

(χ2=10.207,bp=0.001)。 
结论 小儿癫痫的治疗中,两组治疗在降低癫痫的发作次数方面均有较明显疗效,但左乙拉西与卡马西

平效果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 重要的是左乙拉西坦能明显改善患儿认知功能(p<0.05),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PU-1779 

PLA2G6 复合杂合突变致早发性神经轴索营养不良一例 
 

冉敏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目的 对 1 例临床诊断为早发性神经轴索营养不良的患儿的临床特点及 PLA2G6 基因序列进行分

析。 
方法 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 DNA,用直接测序法分析 PLA2G6 基因的潜

在突变。 
结果 患儿表现为进行性智力､ 运动功能倒退,肌张力稍增高。基因测序显示患儿
PLA2G6 基因为复合杂合突变:c.1427+IG>A(鸟嘌呤>剪切突变)､ c.1077G>A(鸟嘌呤>腺嘌呤),其父

该位点为杂合突变:c.1427+IG>A,其母该位点为杂合突变:c.1077G>A。 
结论 该患儿神经轴索营养不良的病因为 PLA2G6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c.1427+IG>A(鸟嘌呤>剪切突

变)､ c.1077G>A(鸟嘌呤>腺嘌呤)。 
 
 
 
 
 
 
PU-1780 

中医内外兼治康复小儿腹泻 
 

肖洋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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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中医内外兼治康复小儿腹泻的临床效果进行探讨。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接受的小儿腹泻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各 40 人。观察组行中医内外兼治法治疗,对照组采用西药进行常规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

效果以及患儿的疗效指标。 
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的有 38 例(95%)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的 30 例(75%),两组比较

有显著差异;观察组患者退热所用时间､ 止泻所用时间都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小儿腹泻患者采用中医内外结合进行治疗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腹泻情况,提高治疗效果。 
 
 
PU-1781 

以家庭为中心的延续护理在小儿脑瘫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张庆梅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究以家庭为中心的延续护理在小儿脑瘫中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脑瘫患儿 60 例,随机分组,分为 A.B 三组,每组 30
例,其中 A 组为实验组,采用以家庭护理为中心的延续护理模式,B 组为对照组,B 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对脑瘫患儿实施康复措施。 
结果 经过对脑瘫儿童康复护理,A 组患者住院时间､ 感染率均优于 B 两组,且它们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A 组家长对家庭康复方法的掌握率和护理满意率均明显高于 B 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实验证明,脑瘫患儿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延续护理能够从住院时间､ 感染率等方面加以有效的

改善,并且提高了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护理的推广应用。 
 
 
PU-1782 

针刺配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步行能力的疗效观察 
 

郭家塨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观察针刺配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步行能力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痉挛型脑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采用针刺配合核心稳定

性训练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康复训练治疗,治疗 3 个疗程后比较治疗前后粗大运动评定量表(GMFM)
数值。 
结果 两组患儿的 GMFM 量表评分 D 区(站位)､ E 区(走､ 跑､ 跳)数值治疗前的评分有可比性

(P>0.05);经治疗后对照组 D 区､ E 区的 GMFM 评分分别为(27.53±7.34,27.27±9.09)分,明显高于治

疗前(21.96±8.09,19.43±10.53)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D 区､ E 区的 
GMFM 评分为(32.27±6.51,32.83±8.39),明显高于治疗前的(22.1±7.63,19.83±10.48)分,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刺配合核心稳定性训练对痉挛型小儿脑瘫的步行功能有较好的疗效。 
 
 
PU-1783 

上肢机器人训练对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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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丽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北京按摩医院(原:北京市按摩医院) 100035 
 

 
目的 探讨上肢机器人训练对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康复训练作用。 
方法 应用上肢机器人设备给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患儿进行功能训练。 
结果 与训练初期相比,患儿在肩关节前屈､ 肘屈曲､ 前臂旋前旋后､ 手抓握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 
结论 应用上肢机器人对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的患儿训练可以起到较好的训练效果。 
 
 
PU-1784 

1 例儿童肌注苯巴比妥鈉致皮疹及下肢水肿 
过敏反应的观察与护理 

 
李欣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苯巴比妥钠,为长效巴比妥类药物,作用机制为延长突触后氯离子通道开放的时间,增强由 GABA
受体调控的氯离子流入,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可产生镇静､ 催眠､ 抗惊厥､ 抗癫痫和麻醉的作用,
大剂量可导致呼吸肌麻痹。术前应用苯巴比妥钠可缓解患者紧张､ 焦虑情绪,使患者在麻醉中能够

情绪稳定,充分合作,并可提高全身麻醉药的作用,减少麻醉药的不良反应,故其作为术前用药应用较广

泛。它的主要作用是镇静､ 催眠､ 抗惊厥､ 抗癫痫等,同时也作为外科手术的术前用药。我科 2017
年发现一例因肌肉注射苯巴比妥鈉致皮疹及下肢水肿的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及精心护理,患者好转出

院。 
方法 患儿,男,4 岁,因间断抽搐发作 4 月余加重三天,于 2017.4.19 由急诊科转入我科行抗癫痫治疗。

入院前三天因抽搐发作在急诊科肌肉注射苯巴比妥鈉 0.1g 抗惊厥。入院后第二日晨起发现双手背

皮肤满布粟粒样皮疹,不红,伴瘙痒,疹间皮肤正常,手足硬肿。追问病史,家属诉既往也有 2 次类似皮

疹情况且全身分布,均发生在抽搐发作肌注苯巴比妥鈉后。请皮肤科会诊考虑为苯巴比妥鈉致过敏,
遵医嘱给予 5%葡萄糖注射液 50ml 加入地塞米松 7.5mg 静脉点滴连用三日后改为 5%葡萄糖注射

液 50ml 加入地塞米松 3.75mg 静脉点滴三日后停止输液,暂停口服苯巴比妥鈉片剂。 
结果 输液期间皮疹渐消退未有新皮疹出现,下肢水肿也明显消退,至 4.25 日皮疹过敏情况全部消除

皮肤颜色转为正常,手背及下肢皮肤弹性好无肿胀。 
结论 患儿本身疾病加上过敏情况导致家属的情绪激动,焦虑,烦躁,一面抱怨急诊医生用药不当,一面

责怪自己不细心导致患儿痛苦。责任护士应主动与家属进行有效沟通,讲解药物过敏反应的相关知

识,将癫痫的治疗措施告知患者 
 
 
 
 
PU-1785 

   间歇性短程左乙拉西坦预防热性惊厥复发的疗效和安全性观察 
 

王波,秦晓燕,林渝 
重庆南川市人民医院 40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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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采用左乙拉西坦(LEV) 间歇性､ 短程预防婴幼儿复杂性热性惊厥( CFS) 的复发,并随访观察其

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将 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南川医院儿科住院或门诊就诊的 90 例

CFS 患儿按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患儿体温在 38.5℃以上时给予退热治疗;观察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随访期内当患儿体温在 38.5℃以上时每次均口服 LEV 10 mg/kg,每日 2 次,连
续 3 天。2 组均随访观察 2 年,每 3 个月随访 1 次,随访内容包括发热次数､ 惊厥复发次数､ 惊厥发

作时间､ 用药情况及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2 组在随访期内发热次数分别为( 3.6±0.9) 次､ (3.2 ± 1.1) 次,无统计性意义( P>0.0 5 )。复发

例数分别为 28 例､  10 例, 复发率分别为 62.2% ､  22.2%,平均复发次数分别为( 0.9±1.2) 次､
( 0.1 ± 0.4 ) 次;对照组复发次数显著高于观察组( P<0.0 5 )。平均惊厥发作时间分别为( 4.2±0.8) 分
钟､ (2.3 ± 0.4 )分钟 ;对照组惊厥时间显著长于观察组( P<0.0 5 )。观察组 4 例 Fs 患儿出现轻度嗜

睡症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8%( 4/45 例),2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结论 2 组在随访期内发热次数分别为( 3.6±0.9) 次､ (3.2 ± 1.1) 次,无统计性意义( P>0.0 5 )。复发

例数分别为 28 例､  10 例, 复发率分别为 62.2% ､  22.2%,平均复发次数分别为( 0.9±1.2) 次､ ( 0.1 
± 0.4 ) 次;对照组复发次数显著高于观察组( P<0.0 5 )。平均惊厥发作时间分别为( 4.2±0.8) 分钟､

(2.3 ± 0.4 )分钟 ;对照组惊厥时间显著长于观察组( P<0.0 5 )。观察组 4 例 Fs 患儿出现轻度嗜睡症

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8%( 4/45 例),2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U-1786 

引导式教育结合言语训练对脑瘫患儿智力影响的观察 
 

朱金玲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引导式教育结合言语训练对合并智力低下的脑瘫患儿认知疗效的影响观察。 
方法 将 40 例言语障碍合并智力低下脑瘫患儿分为治疗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经 DQ 诊断检测。

对照组只做言语训练,治疗组加做引导式教育,治疗 6 个月后比较两组合并智力低下患儿认知功能的

改善效果。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64.6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53.77%,两组间的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引导式教育结合言语训练对智力低下脑瘫患儿认知障碍疗效显著､ 肯定效果优于单纯言语训

练。 
 
 
 
 
 
 
 
 
 
 
PU-1787 

喂养困难早产儿口腔运动干预与全身运动评估的临床观察 
 

朱晓芸
1,何敏斯

2 
1.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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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对存在吸吮､ 吞咽能力弱,喂养困难的早产儿进行口腔运动干预(Oral Motor 
Intervention,OMI),观察其经口进食能力的改善,尝试推断出生胎龄与口腔干预时程是否存在关联。

OMI 前对早产儿进行 GMs 评估,考察评估结果与口腔干预强度(累计频次)之间的联系。 
方法 100 例接受口腔干预的早产儿根据出生胎龄分为<34 周和≥34 两组,进行 OMI 治疗,可自行经

口进食后停止 OMI,分别统计 OMI 次数,分析两组次数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100 例接受口腔干预的

早产儿中 91 例进行了 GMs 评估,评估结果归纳为三个类别,统计各类别 OMI 次数的差别。 
结果 胎龄<34 周组的 OMI 次数比≥34 周组更多(α=0.05,P<0.05)。在喂养困难的早产婴儿中,GMs
表现越好的早产儿 OMI 次数越少,反之,GMs 表现较差的早产儿 OMI 次数较多。 
结论 出生胎龄是早产儿喂养困难的一个影响因素;早产儿全身自发运动(GMs)表现不佳可能提示同

时存在喂养困难。 
 
 
PU-1788 

110 例多动症儿童的临床分析 
 

李颖,周家秀,程红,崔永波,覃信华,唐信平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了解儿童多动症的临床特点,以利于加强预防,促进儿童多动症的诊断一致性,以利于有效治疗。 
方法 收集深圳市儿童医院儿保科门诊符合 CCMD-3 多动症诊断标准,智商正常的患儿,用 SPSS11.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品行问题分和学习困难分､ 多动冲动分､ 多动指数和注意障碍分的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学
习困难和焦虑分､ 多动指数及注意障碍分的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身障碍分和多动冲

动分呈强负相关(P<0.05)。智商和 Conners 量表的品行问题分呈负相关(P<0.05)。 
结论 品行问题和学习困难是儿童多动症的常见社会功能损害。多动冲动明显的患儿可能对躯体症

状的感知降低。智商越高,患儿的品行问题越少,更有利于减少潜在的社会问题。 
 
 
PU-1789 

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的平衡控制影响 
 

李鑫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任务导向性训练对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患儿的平衡控制功能影响。 
方法 对能独自站立 30s 以上且能配合训练的 2~12 岁痉挛型脑瘫患儿 50 例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 25 例,观察组采用任务导向性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对照组仅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分别于

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进行 Rivermead 活动指数评定及 Berg 平衡量表测评。 
结果 结果显示,两组患儿治疗后 Rivermead 活动指数评定均较治疗前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观察组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0.01)。结果显示,两组患儿治疗后 Berg 平衡量表分值较治疗前分值有所提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患儿 Berg 平衡量表改善明显 
优于对照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任务导向性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平衡控制功能影响较常规康复训练效

果更好。本研究结果说明,两组患儿在经过康复治疗后 Rivermead 活动指数评定及 Berg 平衡量表评

分均较高于治疗前,但观察组的差异性较对照组明显,提示任务导向性训练结合神经易化技术能更有

效的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的平衡功能,为指导临床治疗,更好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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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PU-1790 

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移动功能疗效研究 
 

李鑫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2 

 
 
目的 任务导向性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移动功能疗效研究,以帮助脑瘫儿童提高各项运动功能及日

常生活能力。 
方法 将 6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组 30 例,实验组 3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
实验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结合任务导向性训练,两组均治疗 3 个月。在治疗前后对患儿分别应用粗

大运动功能量表评定定时起身行走测试,儿童残疾评定量表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D､ E 区 GMFM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D､ E 区

GMFM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P< 
0.01);且实验组 D､ E 区 GMFM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儿 TUG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 TUG 时间均明

显缩短(P<0.01);且实验组 TUG 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 治疗前两组患儿 PEDI 移动功能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PEDI 移动功能评分均高于治疗前(P<0.01);且实验组

PEDI 移动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任务导向性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有利于改善痉挛型双瘫患儿移动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移动

活动能力。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任务导向性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这一康复治疗模式更加有利于

提高移动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实验组患儿 GMFM-88 项 D 区和 E 区分数明显提高,尤其

以 TUG 时间缩短明显。在移动任务导向性训练中,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在直立位执行的,所以肌肉的

力量､ 姿势的控制､ 动作的灵活性以及动态平衡等综合能力均有明显改善,可有效提高患儿运动协

调性问题以及功能性力量。因此 TUG 测试过程中姿势转换的协调性､ 连续性明显改善,有效节省动

作转换的时间。实验组患儿 PEDI 移动部分分数明显提高,显示有效改善脑瘫患儿独立执行日常活动

任务的能力,更好的参与学校和社会生活 
 
 
PU-1791 

麻醉方法对痉挛型瘫痪大鼠动物模型构建的影响 
 

王玉昌,庞伟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0 

 
 
目的 探讨双侧颈总动脉间断性结扎术建立大鼠痉挛型瘫痪模型时的 适麻醉剂量及方式。 
方法 Wistar 大鼠 60 只,随机分成 6 组,每组 10 只,均行双侧颈总动脉间断性结扎术。A 组予 10%水

合氯醛 5 ml/kg 皮下注射,B 组予 10%水合氯醛 4 ml/kg 皮下注射,C 组予 10%水合氯醛 4 ml/kg 腹腔

注射,D 组予 10%水合氯醛 3 ml/kg 皮下注射,E 组予 10%水合氯醛 3 ml/kg 腹腔注射,F 组予 10%水

合氯醛 2 ml/kg 皮下注射。比较每组麻醉起效时间､ 维持时间､ 术中死亡率。 
结果 A 组在麻醉中全部死亡,F 组 80%未达到深度麻醉,其他 20%麻醉维持时间<90 min,均不符合手

术要求,不进行统计学分析。4 组起效时间由小到大排列依次为:C 组<B 组<E 组<D 组。4 组麻醉维

持时间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B 组=C 组>D 组=E 组。B 组､ D 组均无麻醉中死亡大鼠;C 组死亡 3 
只,E 组死亡 2 只。皮下注射总体死亡率 0,腹腔注射总体死亡率 25% (χ 2=7.916, P=0.048)。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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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氯醛的起效时间､ 维持时间､ 死亡率及手术的具体要求,采用 B 组 10%水合氯醛 4 ml/kg 皮下

注射进行麻醉为 佳方案。 
结论 双侧颈总动脉间断性结扎术建立大鼠痉挛型瘫痪模型时,采用 10%水合氯醛 4 ml/kg 皮下注射

麻醉,大鼠麻醉死亡率低,起效时间短,维持时间长。实验动物麻醉是动物实验成功的前提之一。合理

､ 合适的麻醉不仅能保证实验的正常进行,还能体现对待实验动物的人道主义。在成熟大鼠的麻醉

中,腹腔注射给药一直被广泛运用。本研究是对 5 日龄新生大鼠行双侧颈总动脉间断性结扎术建立

痉挛型瘫痪模型而设计,新生乳鼠在麻醉剂的注射方式及麻醉剂量的耐受性均有别于成熟大鼠。 
 
 
PU-1792 

痉挛型瘫痪大鼠骨骼肌 DNA 甲基化水平与肌纤维构型 
 

王玉昌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0 

 
 
目的 探讨骨骼肌在痉挛状态下对 DNA 甲基化水平的影响及与肌纤维构型的相关性 
方法 健康 5 日龄 Wistar 新生 
仔鼠 100 只,随机分为模型组和对照组。前者制备痉挛型瘫痪大鼠模型成功后饲养 30 d。对两组大

鼠腓肠肌进行肌肉活检。分别进行骨骼肌 DNA 甲基化水平测定､ 骨骼肌Ⅰ型肌球蛋白重链 mRNA
半定量 RT-PCR 检测,透射电镜观察。 
结果 模型组骨骼肌总体 DNA 甲基化水平(4.95±0.83)×1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6.59±0.75)×10% 
(P<0.001);模型组骨骼肌Ⅰ型肌球蛋白重链 mRNA 表达量(1.23±0.3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0.44±0.29) (P<0.001)。模型组骨骼肌 DNA 甲基化水平和 MHC-Ⅰ mRNA 表达量呈弱负相关(r=-
0.09, P<0.001),对照组 DNA 甲基化水平和 MHC-Ⅰ mRNA 表达量呈弱负相关(r=-1.18, P=0.01)。 
结论 电镜观察,骨骼肌纤维纵切面上,对照组肌原纤维由上千条粗､ 细两种肌丝有规律地平行排列组

成,Z 线完整,线粒体规律排列在 Z 线两旁,明､ 暗带规律排列。横切面可见粗细肌丝呈点状规律分布,
一条粗肌丝周围有 6 条细肌丝;一条细肌丝周围有 3 条粗肌丝。模型组可见线粒体排列在 Z 线之间

数量多,线粒体结构不完整,且集合分布于肌膜下;可见脂滴､ 肌浆膜间隙增宽､ 肌浆膜模糊不清。对

线粒体放大后可见其大小不一,部分肿胀,部分萎缩,嵴部分断裂;线粒体排列不规律,胞浆基质疏松变

淡,明暗带模糊不清,Z 线部分断裂,线粒体排列不规律,局部放大可见 Z 线水纹状,模糊不清,部分断裂

等。横切面上,粗细肌丝不规律排列,可见部分融合现象,可见粗肌丝周围绕 7~8 个细肌丝,另有粗肌

丝周围围绕 5 个清晰的细肌丝. 
  
 
 
PU-1793 

痉挛型大鼠骨骼肌不同功能状态下表面肌电特征性变化的研究 
 

王玉昌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0 

 
 
目的 研究痉挛型瘫痪大鼠骨骼肌不同功能状态对其表面肌电特征性的影响 
方法 选用健康 5 日龄新生 wistar 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两组即:痉挛型瘫痪大鼠模型组和正常饲养

组。复制痉挛型瘫痪大鼠模型成功后饲养 30 天,根据肌肉三种功能状态分为三组,分别为 A 组放松

状态组､ B 组向心性收缩状态组､ C 组离心收缩状态组。每组包括痉挛型瘫痪大鼠 10 只,正常大鼠

10 只。检测工具采用 BioTrace+Software 进行表面肌电的测试和分析;检测肌肉为伸膝肌群;检测指

标为表面肌电均方根值(RMS);检测方式为电针刺激诱发不同收缩状态。结果采用 SPSS17.0 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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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放松状态下痉挛大鼠 RMS (2.76±0.09) v,正常大鼠 RMS(2.82±0.07) v,独立样本的 t 检验

P=0.126>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还不能认为放松状态下痉挛组与正常组的表面肌电有差别。向

心性收缩状态痉挛大鼠 RMS (10.25±0.35) v,正常大鼠 RMS(11.07±0.81)v,独立样本的 t 检验

P=0.012<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向心性收缩状态下痉挛组与正常组的表面。肌电图特征有差异,提
示向心性收缩时痉挛肌肉的募集异于正常。离心性收缩状态痉挛大鼠 RMS(3.32±0.27)v,正常大鼠

RMS(4.03±0.45)v,独立样本的 t 检验 P=0.001<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离心性收缩状态下痉挛组与

正常组的表面。肌电图特征有差异,提示离心性收缩时痉挛肌肉的募集异于正常 
结论 痉挛型骨骼肌收缩时肌纤维的募集异于正常骨骼肌,表面肌电对鉴别肌痉挛有效。肌肉的痉挛

状态可能影响了肌肉组织 DNA 甲基化程度,这种表观遗传的修饰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骨骼肌肌

纤维的收缩特性。结合本研究发现表面肌电不仅能详细的记录痉挛肌肌群的放电情况,还能从电信

号中找出肌肉问题的所在。 
 
 
PU-1794 

慢性癫痫大鼠心肌中钙敏感受体及 
丝裂原活性蛋白激酶表达的改变 

 
郭津

1,刘阳
2 

1.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目的 观察钙敏感受体在癫痫大鼠心肌细胞中的表达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途径的变化。 
方法 戊四氮成功点燃慢性癫痫模型;Wistar 健康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5 组:对照组;癫痫组;癫痫+精胺组;
癫痫+精胺+Chalhex231 组;癫痫+ Chalhex231 组,每组各 12 只。模型组用 PTZ 亚惊厥剂量

(35mg/kg) 持续腹腔注射 28 d 后停药 1 周,再用相同剂量的 PTZ 测试,对照组以等容生理盐水代替

PTZ 腹腔注射,依据 Racine 行为学分级标准出现连续 5 次出现Ⅱ级以上发作者视为成功点燃慢性癫

痫模型;以钙敏感受体激动剂精胺,钙敏感受体抑制剂 Chalhex231 做为干预因素,(精胺 3μmol/L 和

Chalhex231 2μmol/L);检测血清肌酸激酶､ 肌酸激酶同工酶;检测心肌功能､ 大鼠心肌组织形态学变

化､ 心肌细胞的超微结构､ 心肌中钙敏感受体以及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ERK､ p-ERK､ p-JNK 表
达情况。 
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癫痫组 CK､ CK-MB 含量明显升高,心脏超声显示心脏顺应性下降,左室功能降

低,E /A <1。心肌细胞超微结构显示损伤严重。CaSR 表达进一步增加,p-JNK 蛋白表达增加,p-ERK
蛋白表达减少。精胺能够促进癫痫所诱发的 CaSR 蛋白表达增多､  p-JNK 蛋白表达增加,p-ERK 蛋

白表达减少;Chalhex231 的作用相反。 
结论 慢性癫痫可诱发心肌改变,CaSR 表达增多可能参与癫痫慢性发作时心肌损伤,MAPK 信号通路

可能参与慢性癫痫心肌损伤过程。 
 
 
 
 
 
 
PU-1795 

钙敏感受体表达和 Pi3k/Akt 通路调控癫痫大鼠 
心肌细胞凋亡的研究 

 
韩小唯

1,郭津
2 

1.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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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观察戊四氮(pentetrazole, PTZ)点燃急性癫痫大鼠模型心肌中钙敏感受体(calcium sensing 
receptor, CaSR)表达及磷脂酰肌醇 3-激酶/蛋白激酶 B(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rotein kinase 
B, Pi3k/Akt)通路在调节心肌细胞凋亡过程中的变化。 
方法 将 24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n=12)和癫痫组(n=12)。癫痫组采用腹腔注射

PTZ(64mg/kg)1 次,建立急性癫痫大鼠模型。脑电图检测大脑异常改变。心脏彩超检测心率､ 左心

室缩短分数和左心室射血分数。检测血清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CK)､ 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

(creatine kinase-MB, CK-MB)和肌钙蛋白(cardiac troponin-I, cTnI)。分别在光镜和电镜下观察心肌

细胞形态学和超微结构变化。Western blotting 分别观察心肌 CaSR､ Akt 和磷酸化蛋白激酶

B(phosphorylation-protein kinase B, p-Akt)蛋白表达。 
结果 癫痫组脑电图检查提示大脑出现异常放电;心脏彩超见癫痫组心率增快,M 型曲线显示左室壁节

律失调;左心室缩短分数正常值 35%~84%,正常组处于正常范围,癫痫组则降低;左心室射血分数正常

值 55%~65%,正常组结果处于正常范围,癫痫组则降低。血清酶:癫痫组 CK､ CK-MB､ cTnI 较正常

组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光镜下观察大鼠心肌细胞:正常组心肌细胞形态正常,心肌纤

维排列整齐,细胞核清晰;癫痫组则细胞肿胀,心肌纤维紊乱,部分心肌纤维溶解,细胞核边集,部分碎裂,
部分胞浆溶解,呈液化性坏死;电镜下正常组心肌纤维排列整齐,肌丝清晰,细胞核正常,线粒体丰富且

嵴密集。癫痫组心肌纤维结构紊乱,横纹模糊,线粒体肿胀､ 嵴部分呈溶解状态,细胞核固缩,染色质边

集。蛋白:癫痫组 CaSR､ pAkt 表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Akt 两组表达无明显差别。 
结论 癫痫可致心肌损伤,引起心肌细胞中 CaSR 表达增加,激活心肌细胞抗凋亡 Pi3k/Akt 通路,促使

p-Akt 表达上调,共同调节心肌细胞凋亡。 
 
 
PU-1796 

儿童急性脊髓炎伴血 GM1 抗体阳性 2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且迪,蔡晓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对 2 例合并血浆单唾液酸神经节苷脂(monosialoganglioside,GM1)抗体阳性的急性脊髓炎

(acute myelitis,AM)患儿进行病史及治疗预后的分析并作文献复习,以提高临床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总结我院诊治的合并血 GM1 阳性的 2 例急性脊髓炎患儿的临床病例资料,门诊随访 3 月,观察

其临床治疗效果及预后。 
结果 2 例患儿血清 GM1-IgM 和甲状腺抗体均为阳性,同时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 IgG 及吹气试验阳性,
大剂量激素及丙球治疗后均好转出院,院外继续口服强的松并康复治疗,随访 3 月 1 例恢复,1 例可下

肢承重。 
结论 免疫损伤在伴有 GM1 抗体阳性的儿童急性脊髓炎的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临床治疗效果及预后

较好,可能伴有肠道幽门螺杆菌感染。 
 
 
 
PU-1797 

缺氧缺血大鼠中 NSE 与血电解质的改变及其意义 
 

张怡文,郭津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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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缺氧缺血大鼠模型血清中 NSE 和血电解质的变化及其与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从而判断预

后。 
方法 取 100 只 7 日龄新生 SD 大鼠,按照随机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单纯将颈总动脉分离

不做结扎处理,实验组以结扎左侧和双侧颈总动脉两种方法,后在 92%的 N2和 8%O2中缺氧 2 小时,
建造缺氧缺血模型。在实验后 24 小时通过神经病学评分､ 脑组织 HE 染色及血清 NSE(神经元烯醇

化酶)的定量检测,验证造模成功并将实验组分为轻､ 中､ 重三个小组,将各组小鼠眼球摘除取血并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电解质:钠､ 钾､ 氯､ 钙的浓度水平并分析结果。 
结果 实验组大鼠神经病学评分表现为行走时向瘫痪侧转圈,走路不稳,向对侧倾倒,甚至不能自发行走,
意识丧失。HE 染色光镜下对照组组织结构均 一致排列整齐,神经元排列整齐,细胞膜及核膜完整;
实验组组织结构紊乱,神经元排列杂乱无章,神经元细胞完整性破坏,出现核固缩和核碎裂。实验组

24 小时血清 NSE 浓度较对照组升高,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电解质结果显示实验组较对照组

血清钠､ 氯､ 钙均较低,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血钾无显著性差异(P>0.05);重度实验组比中度实

验组的血钠､ 血氯､ 血钙降低明显,有显著差异性(P<0.01);中度实验组比轻度实验组的血钠､ 血氯

､ 血钙降低明显 ,有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缺氧缺血大鼠脑组织有脑损伤及行为改变,代表大脑神经元功能的血清 NSE 水平降低。病情越

重,血清钠､ 氯､ 钙浓度越低,反映了血清电解质与病情程度有相关性,在临床上能作为评估病情程度

及预后的依据,并且可以根据测定结果作出检测电解质,限水､ 补液等治疗方案的适当调整。 
 
 
PU-1798 

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程明高,高永强,张玮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研究和探讨家庭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了自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接受康复训练的脑瘫患儿共 96 例,根据接受康复

训练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共 41 例,予以常规康复治疗,康复科医师全面评估患儿病

情后,指定合理个性化的康复运动处方,主要包括选用 Bobath 法､ Vojta 法､ 穴位按摩､ 针灸刺激等

一些手段。通过物理方式降低并稳定患儿肌张力,控制异常姿势反射､ 促进正常姿势反射,进而帮助

患儿建立正常的运动模式,同时把运动康复和游戏娱乐相结合,寓教于乐。所有训练以不影响患儿正

常生活作息､ 身体发育为前提,每周 5 次,每次 40 分钟。根据患儿情况对患儿进行头针穴位治疗,每
天 1 次,每次 20 分钟。观察组共 55 例,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另予以家庭康复训练。康复科医师

根据患儿的病情制定个性化的家庭康复训练计划。在实施训练计划前,康复医师先和患儿家长进行

一对一的详尽沟通,并且教导家长相关的训练动作。主要包括:(1)降低肌张力:温水洗浴后,将患儿平

放在床上,按摩上下肢各关节,并进行持续性的被动拉伸,并帮助患儿的上下肢进行外展､ 外旋等动作

训练。根据患儿的耐受能力,循序渐进。每日一次,每次 10 分钟;(2)增加肌力:帮助患儿主动进行踢腿

､ 钩足背等活动,改善患儿的下肢肌力;(3)对患者进行坐､ 爬､ 站､ 蹲､ 跪､ 行走等正常活动训练,家
长在一旁予以适当保护,一般每天 2-3 次,每次 20-30 分钟,对于不能独立站立或者相关动作掌握欠佳

的患儿,可以适当增加训练时间,但需以患儿的身体承受能力为主要参考,避免求好心切､ 过度训练导

致的意外伤害。患儿每月来院进行康复评估,康复医师根据患儿病情及康复情况,及时与家长沟通并

对康复训练计划进行调整。必要时,康复医师进行上门随访,了解家长在训练中的疑惑并予以现场指

导,帮助患儿达到 好的训练效果。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和训练 5 个月后粗大运动功能量表的评分

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分。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前粗大运动功能量表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接受相应康复训练 5 个月后,观察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量表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有显著升

高(P<0.05),而对照组患儿的两项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所提高,但不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家庭康复训练能过有效改善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值得在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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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9 

脑瘫患儿父母希望水平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李巧秀,常艳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调查脑瘫患儿父母希望水平､ 生活质量状况,分析两者的相关性,探索影响脑瘫患儿父母生活质

量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择 2016 年 1~5 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住院的脑瘫患儿

父母 120 例为研究对象。患儿的纳入标准:脑瘫诊断均符合 2014 年全国小儿脑瘫会议标准。排除标

准:非脑损伤所致的功能障碍者。脑瘫患儿父母的纳入标准:18 岁以上;与患儿同住并参与照顾患儿;
能够读懂问卷并独立填写,同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有认知功能障碍的父母;有心脑血管､ 恶性肿

瘤等严重疾病的父母。对 120 例脑瘫患儿父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 Herth 希望量表､ 生活质量量

表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其生活质量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本研究方共发放问卷 130 份,回收问卷

123 份,其中有效问卷 12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表示。组间两个独立样本或多样本的均数间

的比较用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希望水平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用 Pearson(r)检验。影响脑

瘫患儿父母生活质量因素的分析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20 例患儿父母,其中男性 42 人(35%),女性 78 人(65%),年龄在 19~45 岁,平均年龄约

(33.5±3.3)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 70%,无工作者占 78.33%,家庭月收入低于 3000 元的占 45%。

脑瘫患儿父母的希望水得分为(35.27±3.85)分,生活质量得分为(50.4±20.8)分;脑瘫患儿父母的希望

水平与生活质量正相关(r=0.278,p<0.05);影响脑瘫患儿父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希望水平､ 病情

程度和家庭月收入。 
结论 希望水平是影响脑瘫患儿父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 提高脑瘫患儿

父母的希望水平,进而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水平,为脑瘫患儿的健康成长建设良好的家庭环

境。 
 
 
PU-1800 

传统康复治疗方法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应用 
 

孙争锋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查阅近年来有关脑瘫发病及治疗的相关资料进行总结,探讨不同传统康复方法在脑瘫康复

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以推拿､ 按摩､ 针灸､ 拔罐､ 小儿脑瘫､ 治疗为关键词查阅近年有关传统康复有关资料 131
篇采用 21 篇进行总结归类。 
结果 以传统的针灸､ 推拿等治疗方法在针对不同类型的小儿脑瘫时所取得疗效令人满意。 
结论 按摩手法治疗恢复肌张力低下型小儿脑瘫患者运动功能康复､ 修复小儿脑瘫患儿受损的脑细

胞,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临床研究重点. 
 
 
PU-1801 

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康复服务传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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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敏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033 
 

 
目的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快速､ 有效､ 便捷地传递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康复技术,如何将教育康复与信

息技术有机融合 
方法 文献资料法､ 专家访谈法 
结果 本文探讨了在教育康复服务传递系统中运用信息技术的有关结构,并指出了该传递系统的运行

机制, 
结论 将专业的资源有效､ 方便､ 快捷的传递到分布广泛的特殊人群中,为我国特殊儿童提供教育康

复的服务支持。 
 
 
PU-1802 

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儿维生素 D 缺乏状态 
 

蔡晓唐,俞丹,周晖,罗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评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者的维生素 D 水平及维生素 D 添加治疗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2 例华西附二院神经科确诊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病例,根据基因突变类型分为框

架内突变和框架外突变,检测并比较血 25 羟维生素 D3､ 血钙磷及碱性磷酸酶水平。69 例接受维生

素 D 补充治疗(包括维生素 D 肌注或口服)并随访 3 月,3 月后复测血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及钙磷､ 碱

性磷酸酶水平。 
结果 112 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病例的血 25 羟维生素 D3 平均水平为 14.9ng/ml,ALP 平均为

159.9mmol/L,其中框架外突变患儿血 25 羟维生素 D3 平均为 14.2 ng/ml,ALP 平均为 152.3 mmol/L,
框架内突变患儿 25 羟维生素 D 平均为 18.4 ng/ml,ALP 平均为 196.3 mmol/L。69 例添加治疗的患

者中,血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由 14 ng/ml 提高至 24.4 ng/ml,其中肌注组较口服组效果明显,无明显毒

副作用。 
结论 1.西南地区肌营养不良患者血 25 羟 VitD3水平低于本地区正常儿童平均值,且缺乏程度较重,以
框架外突变患者更为明显。2.框架外突变患者血碱性磷酸酶水平较框架内突变患者低,提示该类患者

可能存在成骨细胞活性下降及自身骨质代谢异常;3.与口服比较,采用大剂量维生素 D 肌注治疗可以

提高患者维生素 D 水平至 20ng/ml 以上,且临床安全。 
 
 
 
 
 
 
 
 
PU-1803 

21 例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分析 
 

张雷红,赵建慧,孙殿荣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康复科 26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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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microdeletion and 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s, MMSs)是由特定

染色体区域的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s, CNVs)引起的染色体微小片段缺失或重复,使正

常基因剂量发生改变而导致的具有复杂临床表现的一组染色体病。DNA 片段大小可以从几个 kb 到
数个 Mb。该类疾病目前已发现近 300 种,发病率在 1/ 200000 ~ 1/4000 不等,合并发病率近 
1/600。本研究收集了 21 例 MMSs 患儿的临床资料,以总结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以便于更好的诊断与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7 月 至 2017 年 5 月我院神经康复科诊断的 21 例 MMSs 患儿,通过染色体

微阵列分析技术(CMA)或多重连接依赖探针扩增技术(MLPA)确诊本病,均诊断为致病性 CNVs。所

有患儿均排除了常见内分泌及遗传代谢性疾病。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分别采用《Gesell 发育量表》

和《中国韦氏智力量表》测定发育商(DQ)或智商(IQ),同时运用《婴儿-初中生社会适应性能力量

表》进行社会适应性能力评价。所有患儿均完善头颅 MRI 平扫和脑电图检查。 
结果 21 例 MMSs 患儿,男性 8 例,女性 13 例,男女比例为 1:1.6,年龄 4 月至 5 岁。5 例患儿母孕期 B
超提示胎儿宫内发育迟缓。17 例(81%)存在特殊面容,主要是前额宽大突出,眼距宽,耳廓大,耳位低

等。100%有智力运动发育迟缓,5 例合并孤独表现,12 例(57%)肌张力低,6 例肌张力正常,3 例肌张力

升高,21 例均无锥体束征。20 例行 GESELL 测查,发育商平均值:大运动 52,细动作 53,应物能 50,言
语能 49,应物能 55。1 例行韦氏智测,总智商小于 39。14 例(67%)社会适应能力轻度-中度低下,8 例

(33%)边缘水平。21 例患儿头颅 MRI 均无特异性表现,其中 8 例(38%)存在髓鞘化延迟或髓鞘化不

良表现。5 例(24%)存在侧脑室宽。大部分患儿(76%)脑电图正常,5 例(24%)存在癫痫样放电。5 例

(24%)合并有先天性心脏病,3 例(14%)合并有听力障碍,4 例(19%)合并有癫痫。21 例 MMSs 患儿共

存在 25 处致病性 CNVs,微 缺 失 片 段 20 个, 微 重 复 片 段 5 个, 比 例为 4: 1, 片段大小 小 10Kb,
大 81.7Mb。4 例 Angleman 综合征。2 例 Prader-Willi 综合征。1 例 Sotos 综合征,1 例 3P 微缺

失综合征,1 例为 Hirschsprang 病。 
结论 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患儿大部分有特殊面容,100%存在智力运动落后,且多为中重度落

后,大部分患儿肌张力偏低,无明显的病理征,头颅 MRI 表现不特异,可合并有髓鞘化发育不良表现,少
部分可合并有先天性心脏病､ 听力障碍､ 癫痫等。对有以上表现的患儿可优先选择染色体微阵列分

析技术检测。 
 
 
PU-1804 

循证护理对脑瘫患儿康复效果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王晶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研究循证护理对脑瘫患儿康复效果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1 月收治脑瘫 236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均经临床确诊为脑

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18 例,观察组男 64 例,女 54 例,平均(2.1+0.3)岁,56 例痉挛

型,48 例不随意运动型,14 例混合型,对照组男 66 例,女 52 例,平均(2.2+0.4)岁,55 例痉挛型,45 例不

随意运动型,18 例混合型,两组患儿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两组患儿均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循证护理,给予非语言性心理护理,减少患儿在干预中可能出现不良反抗心理,
促进患者配合护理干预。科室成立循证护理小组,学习相关知识。循证护理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护

理方法,护理更加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实践只用根据患者具体表现采取护理干预,制定更加合理的

护理方案。利用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等,分析脑瘫患儿预防､ 护理､ 回顾性､ 前瞻性

研究等,阅读全文,找到科研严谨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分析研究,查询高危因素和干预措施。针对高危因

素提出护理问题,包括如何控制重点人群预防工作,降低感染。针对体弱儿,处遵照医嘱之外,同时指导

喂养方式,做好消毒工作。加强手卫生,加大宣传教育工作,接触患儿之前,需要严格消毒,查房时,需要

先查看感染部位,然后查看感染部位。重视物品管理工作,保持病房和治疗室的整洁,解释消毒。根据

季节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分流患儿,加大人力物力采取消毒隔离措施。采用 SPSS19.0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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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

差异。 
结果 1､ 患儿康复情况比较: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2､ 护理满意度比

较:观察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为 100%,对照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为 96.6%,护理满意度无明显差

异(P<0.05)。3､ 院内感染和住院时间比较:住院期间,干预组 14 例出现感染,住院时间平均为

(20.13+4.20)d,对照组 24 例出现感染,住院期间(25.61+4.39)d,两组患儿感染率和住院时间差异明显

(P<0.05)。 
结论 循证护理用于脑瘫患儿治疗能够提高护理效果,促进患儿的康复。 
 
 
PU-1805 

悬吊训练改善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运动功能疗效观察 
 

杨磊,李三松,唐国皓,杨永辉,张广宇,王明梅,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悬吊训练在改善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运动功能及平衡能力中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住院治疗的痉挛型脑性

瘫痪患儿 59 例,诊断标准采用 2014 年《中国脑性瘫痪康复治疗指南》编写委员会制定发表的诊断

及分型条件,其中男 31 例､ 女 28 例;年龄 13 个月~4 岁,平均 1.69±1.06 岁;痉挛型四肢瘫 8 例､ 双瘫

32 例､ 偏瘫 19 例;GMFCS 分级Ⅱ级 23 例､ Ⅲ级 29 例､ Ⅳ级 7 例。按照随机对照原则分为 2 组,
对照组 28 例,采用常规传统运动神经疗法(Bobath 疗法､ Vojta 疗法､ 作业疗法和捏脊推拿､ 石蜡疗

法等传统中医治疗)康复治疗;悬吊训练治疗组 31 例,在接受常规治疗的同时应用悬吊训练,利用悬吊

绳､ 爬行器等器材,引导患儿主动运动促进肌肉收缩增加力量,拉伸痉挛肌降低张力,通过闭链训练激

发躯体协调功能,提高脊柱稳定性等;康复治疗 3 个月,治疗前后利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GMFM-88)和
Berg 平衡量表进行评价康复治疗效果。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 ±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以率( % ) 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 54 例患儿顺利完成全部康复治疗,其中常规康复治疗组 26 例,悬吊训练治疗组 28 例,两组患

儿在年龄､ 性别､ GMFCS 分级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1)。悬吊训练治疗组与对照组康复治疗前

GMFM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悬吊训练治疗组治疗前后 GMFM 评分相比 t=14.26,p<0.05;
对照组治疗前后 GMFM 评分相比 t=7.19,p<0.05;康复治疗后悬吊运动训练治疗组 GMFM 评分提高

大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康复治疗前 Berg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悬吊训练治疗组治疗前后 Berg 评分相比 t=6.73,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 Berg 评分相比

t=3.51,p<0.05;康复治疗后悬吊运动训练治疗组 Berg 评分提高大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悬吊训练可提高痉挛型脑瘫患儿平衡控制能力及粗大运动功能。 
 
 
 
 
PU-1806 

电针疗法联合常规康复疗法对脑瘫患儿肢体 
运动功能障碍康复的临床研究 

 
周厚勤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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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拟在常规康复疗法的基础上采用电针疗法辨证论治治疗脑瘫患儿,观察其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将 100 例脑瘫患儿(1-5 岁),其中男 63 例,女 37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因
患儿不配合及家属原因,观察组中脱失 5 例,对照组中脱失 7 例; 终观察组中男 30 例,女 15 例;平均

年龄(2.81±1.23)岁。对照组中男 25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3.16±0.97)岁。两组患儿性别､ 年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中所有患儿的纳入都符合 2014 年第十三届全国小儿脑瘫康复

学术会议制定出的诊断分型标准,GMFM 分级为Ⅰ~Ⅲ级,无固定关节挛缩,患儿家属签署知情同意

书。本研究中的患儿排除了治疗前 6 个月内服用降低肌张力药物､ 注射肉毒素或进行手术者,关节

畸形,伴有癫痫､ 行为异常者,颅内有金属植入物或助听器者,家属不配合的患儿。两组患儿均采用常

规康复疗法(即常规的运动疗法､ 作业疗法及平衡功能训练)。观察组加用电针疗法,头部常规取运动

区,上肢取肩髃､ 肩髎､ 曲池､ 外关､ 合谷､ 手三里,下肢取髀关､ 伏兔､ 环跳､ 足三里､ 阳陵泉､

三阴交､ 悬钟,均取双侧穴位;同时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加取以下穴位,气血两亏､ 心脾互虚者取心俞､

脾俞､ 膈俞､ 血海､ 气海;脾胃虚弱者取脾俞､ 胃俞､ 中脘､ 足三里;如肝肾阴虚者加肝俞､ 肾俞､

三阴交､ 太溪。采用直径 0.32 mm､ 长 25mm 不锈钢毫针直刺,进针后行小幅度提插捻转､ 平补平

泻手法,待得气后取 3-4 对主要穴位,接通 G6805 型电针治疗仪,选用疏波(频率为 2.7 Hz),电刺激强

度逐渐增大,以患儿能耐受且可感觉或看到患肢肌肉收缩为度。电针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30 min,6 周

为 1 个疗程。治疗前后观察指标:(1)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2)粗大运动功能评估表(GMFM);(3)精
细运动功能测试评估表(FMFM );(4)临床平衡能力评定:采用 Berg 平衡量表。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在运动发育､ 粗大运动､ 精细运动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后,观察组 Peabody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0.28±2.05 vs 20.01±2.01;P<0.05);观察

组 GMFM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35.45±5.03vs 19.24±3.01;P<0.05);观察组 FMFM 评分明显优于对

照组(51.11±5.24 vs 30.14±5.52,P<0.05)。观察组 Berg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95.36% vs 
82.87%,P<0.05)。 
结论 电针疗法在常规康复疗法基础上对脑瘫患儿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改善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PU-1807 

推拿结合石蜡疗法对先天性肌性斜颈的临床疗效观察 
 

崔博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应用推拿结合石蜡疗法治疗先天性肌性斜颈的治疗效果。 
方法 以我院儿童康复科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CMT 患儿 62 例,年龄 20 天-12 月,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3 例,21 例男孩,12 例女孩,治疗方法为推拿结合石蜡疗法;对照组 29
例,18 例男孩,11 例女孩,治疗方法为单纯的推拿疗法。所有患儿均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确诊。两

组患儿的发病部位､ 年龄､ 性别､ 体质等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 6 个疗程

后,记录各组无效､ 好转､ 显效及治愈人数,并记录每位治愈患儿所用疗程数,对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分

析。纳入标准:①多有臀位生产史;②一般出生后或生后 2 周可触及胸锁乳突肌有质硬､ 可活动､ 边

界清楚的无痛性肿块;③头颈片向肿块侧;④晚期可出现头面部不对称畸形;⑤X 线及 B 超进一步确

诊。排除标准: ①骨性斜颈､ 颈椎半脱位､ 痉挛性斜颈､ 习惯性斜颈､ 视力性斜颈､ 神经性斜颈;③
合并心､ 肝､ 肾､ 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疾病者;④推拿及石蜡疗法选取部位有破损､ 感染､ 溃疡､

疤痕或肿瘤;⑤脑瘫患儿;⑥非首次治疗。疗效评定标准 无效:头颈歪斜症状无改善,胸锁乳突肌的挛

缩及肿块仍然存在;好转:头颈歪斜有所改善,肿块略有缩小,挛缩有所减轻,头颈活动受限程度有所减

轻;显效:头颈歪斜明显改善,肿块较前缩小,挛缩明显减轻,头颈活动范围正常或稍有受限;治愈:头颈歪

斜消失,胸锁乳突肌无肿块及挛缩,头颈活动范围正常。统计学处理:一般资料及治疗结果的数据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定量资料采用 χ2 检验､ 定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进行数据处理,α=0.05 为检验水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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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时间为 6 个月,记录各组无效､ 好转､ 显效及治愈人数,并记录每位治愈患儿所用疗程数。

结果治疗组无效 0 例,好转 2 例,显效 7 例,治愈 24 例,有效率 100%,愈显率为 91.2%,治愈率为

72.7%;对照组无效 1 例,好转 8 例,显效 3 例,治愈 17 例,无效 1 例,有效率 96.6%,愈显效率为 86.2%,
治愈率 58.6%。两种治疗方法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治疗组

和对照组治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愈患儿的平均疗程为 3.04±0.75 个疗程,
对照组治愈患儿的平均疗程为 3.85±0.81 个疗程,两种治疗方法疗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比对照组明显缩短了疗程。 
结论 采用推拿结合石蜡疗法治疗先天肌性斜颈疗效优于单纯应用推拿疗法,且能够缩短疗程,取得更

满意的临床效果。 
 
 
PU-1808 

自闭症儿童教育治疗方法的现状探究 
 

王小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随着社会对自闭症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康复也成为核心关注点。但大多数儿

童的教育康复的效果却不乐观。原因有二:一是自闭症的病因成谜,无法“对症下药”;二是自闭症的教

育治疗方法五花八门,没有根据每个自闭症儿童的个性出发,制定与其相符的教育治疗方法。探讨和

寻找自闭症儿童的教育治疗方法。 
方法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关于自闭症儿童教育治疗方法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对于自闭症儿

童相对有效的教育治疗方法。 
结果 在自闭症儿童的教育治疗过程中,要做到 重要的三点:1､ 信任是自闭症儿童教育治疗的基

础。要让儿童身体和心理充分的信任治疗师(家长),只有信任,才能在以后的教育治疗中配合治疗师

(家长)取得以期的成效;2､ 模仿是自闭症儿童教育治疗的根本。在自闭症儿童的教育过程中要做到

认知､ 言语､ 社交､ 运动等各个技能的均衡发展,不能仅满足于认知､ 言语等家长或治疗师所期望

的技能的出现。而做到均衡发展的前提是培养自闭症儿童的模仿能力和共同注意力;3､ 家长是自闭

症儿童教育治疗的主力军。自闭症儿童的教育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治疗师和家长来合力完

成,家长的早期教育训练才能在 大程度上使自闭症儿童走出孤独,回归主流社会。 
结论 教育治疗的 终目的是使自闭症儿童能够独立自主的生活,回归主流社会。我们要尽量在宽松

舒适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进行自然而然的教育,教育治疗过程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做到儿童为主体,
治疗师(家长)为主导。家长为主力军,要对家长进行培训,培养家长早发现,早干预的意识。坚持信任

是根本,模仿是基础,各个技能方面均衡发展,将有助于自闭症儿童更好更快的融入主流社会。 
 
 
 
 
 
 
 
 
PU-1809 

悬吊运动训练对改善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 
的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陈镇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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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悬吊运动训练系统对改善痉挛型脑性瘫痪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方法 将 2015 年 7 月-2016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 60 例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纳入研究。将 60 例患儿随

机分成 2 组,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纳入标准:①符合第六届全国儿童康复､ 第十三届全国小

儿脑瘫康复学术会议暨国际学术交流会议讨论通过的脑性瘫痪的定义和临床分型。②符合痉挛型脑

性瘫痪的诊断标准。③年龄在 2 岁-8 岁之间智力正常的患儿(包含 2 岁和 8 岁的患儿)。④粗大运动

功能分级系统(GMFCS)评分水平为Ⅲ-Ⅳ级。⑤患儿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且依从性较好。排除标

准:①不能坚持按要求完成治疗者。②中途打肉毒素或者进行手术者。对照组和治疗组均采用常规

的 PT 治疗､ 推拿按摩治疗､ 蜡疗､ 痉挛机､ 中频电治疗,每天一次,每次 30min。治疗组在此基础

上配合悬吊运动训练,①利用闭链运动进行核心稳定肌群的力量训练增强躯干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
刚性悬吊带放置于患儿双膝关节处,患儿取俯卧位,双手支撑,腹部收紧使髋膝踝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②利用开链运动进行痉挛肌群的拮抗肌训练,增强拮抗肌力量,患者一只脚放于悬吊鞋上,屈髋屈膝

90 度,另一只脚放于地面上,双手抓住单侧绳子,做单腿上下运动。③利用悬吊的放松训练进行痉挛肌

群的放松训练,从而缓解痉挛。患儿取仰卧位,分别在颈部､ 肩部､ 臀部､ 膝关节､ 脚踝处放置刚性

悬吊绳,让患者全身肌肉处于放松状态④利用悬吊不稳定性进行感觉运动的刺激,以增强患儿感觉统

合能力,患儿双腿站于悬吊鞋上,双手抓住两根悬吊绳,保持立直位,治疗师前后左右晃动悬吊鞋。。每

天一次,每次 40min,训练三个月。经过三个月治疗,在接受该治疗的前后均由同一康复评定医师采用

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GMFM-88)进行评定。统计学分析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治

疗组合对照组治疗前后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进行对比分析,计量资料以 χ±s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
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对照组和治疗组在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后粗大运动功能均有改善(p<0.05),治疗组的效果明显大

于对照组。 
结论 常规的康复治疗配合悬吊运动训练系统治疗能有效改善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的粗大运动功

能。 
 
 
PU-1810 

穴位注射配合作业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拇指内收的效果观察 
 

李翼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观察穴位注射配合作业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拇指内收的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在我院儿童康复科住院治疗的脑瘫患儿 10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入组后将两组患儿的性别､ 年龄､ 体重､ GMFMCS 进行统计学分析,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
对照组行常规手作业疗法,每天 1 次,每周 6 次;治疗组在手作业疗法结束 30 分钟后,选择患侧合谷､

阳溪等穴位,行穴位注射,作业疗法每日 1 次,穴位注射隔日 1 次,每周治疗 6 天;两组治疗疗程均为 20
天,1 疗程后需休息 10 天进行下一疗程,总疗程为 3 疗程。在治疗前､ 治疗结束时､ 治疗结束后 1 月

､ 治疗结束后 3 月,每名患儿进行采用被动关节活动度的检查(采用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定)､ 主动

关节活动度(passive range  of motion,AROM,拇指的掌指关节伸展活动范围+指间关节伸展活动范

围),两者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治疗前､ 治疗结束时,在 Ashworth 痉挛评定及 AROM 上,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在治疗结束 1 月､ 3 月时,两种评定上,治疗组结果仍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说明穴位注射结合作业疗法改善拇指内收长期效果较好。 
结论 穴位注射配合作业疗法改善脑瘫患儿拇指内收优于单纯作业疗法,且在长期效果上仍具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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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1 

位点加穴位药物注射治疗手足口病合并 
单侧下肢急性弛缓性瘫痪的临床疗效观察 

 
唐国皓,李三松,张广宇,杨永辉,杨磊,王明梅,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位点加穴位药物注射治疗改善手足口病合并单侧下肢急性弛缓性瘫痪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随机选择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康复治疗的手足口病合并单

侧下肢急性弛缓性瘫痪患儿 37 例,年龄 1~4 岁,平均 2.85 士 0.52 岁,病程 1~3 个月,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治疗组(位点加穴位药物注射组)19 例及对照组(常规治疗组)18 例。对照组给予维生素 B1､ 维

生素 B12及鼠神经生长因子等神经营养药物肌注,每日一次;运动疗法､ 踝足矫形器应用和中频脉冲

电治疗､ 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等物理因子等综合康复治疗;治疗组隔日将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及

鼠神经生长因子等神经营养药物行位点加穴位注射于患肢(位点选择根据患儿病情,遵循神经肌肉解

剖机理;穴位为传统经穴或经外奇穴,遵循中医经络理论),非治疗日药物肌注,康复治疗同对照组。两

组每疗程 20 天,疗程间隔 10~15 天,共 5 个疗程(6 个月),所有患儿治疗前及治疗后 1 个月､ 3 个月,6
个月由同一个专业康复评定师盲法进行徒手肌力检查(MMT)及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 (the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GMFM)评估。 
结果 因未能完成 5 个疗程治疗､ 治疗过程中家长要求改变治疗方案及其他原因失访 5 例,共 32 例患

儿纳入研究,其中治疗组 17 例,对照组 15 例。治疗前两组患儿年龄､ 性别､ 病情程度(治疗前 MMT)
及患肢例数(左下肢与右下肢)等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的

MMT 评分及 GMFM 量表中 D 区(站立位)与 E 区(行走､ 跑､ 跳)评分等观测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改善

(均 p<0.05),治疗组患儿的 MMT 评分及 GMFM 量表中 D 区(站立位)与 E 区(行走､ 跑､ 跳)评分均

比对照组明显改善(p<0.01)。 
结论 位点加穴位药物注射治疗手足口病合并急性弛缓性瘫痪患儿,较常规康复治疗可以更好地提升

肌力,改善粗大运动功能。 
 
 
PU-1812 

健脑益智开窍针刺疗法联合言语训练治疗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 90 例临床观察 

 
陈海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益智开窍针刺疗法联合言语训练治疗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疗效及对患儿血清中神经生长

因子(NG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 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和睫状神经营养因

子(CNTF)水平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语言发育迟缓患儿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语

言发育迟缓诊断依照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语言发育迟缓检查(S-S 法)检查法。纳入标准:①具备语言发

育迟缓患儿;②年龄为 4~12 岁,性别不限;③Gesell 运动发育商≥75;④右利手者。排除标准:①伴心

､ 肝､ 肾等系统严重疾病患儿;②伴癫痫疾病或其他精神病患儿;③由于视力､ 听力障碍所致的语言

障碍;④体质过敏或对针刺治疗过敏患儿。采用随机按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45 例。治疗

过程中对照组患儿转院和未按预定方案进行治疗各 1 例,治疗组未完成疗程退出 1 例,共 87 例纳入研

究。其中对照组(43 例):男 28 例,女 15 例;年龄 4~11 岁,平均(7.13±0.95)岁。治疗组(44 例):男 2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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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7 例;年龄 4~12 岁,平均(7.22±0.91)岁。两组患儿上述基线资料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采取言语训练治疗:参照患儿病情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由专业技术人员对患儿实

行一对一的训练方式,包括:手势符号训练,注意力训练,构音器官运动训练,游戏治疗,文字训练等。5
次/周,共 5 周。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益智开窍针刺疗法。取穴:靳三针头针益智 4 项(四神

针､ 颞三针､ 智三针､ 脑三针)､ 焦氏头针言语区､ 舌三针､ 百会､ 人中､ 承浆､ 地仓､ 颊车､ 下

关､ 哑门。操作:患儿取坐位,局部常规消毒;头针:毫针针体与头皮成约 30°夹角,快速进针,刺入帽状

腱膜下,留针 30~60 min,采取平补平泻法;舌三针向舌根部深刺 0.6 寸左右,哑门刺向咽喉部 0.5 寸;然
后在百会等穴分别常规针刺,不留针;5 次/周,共 5 周。比较两组言语功能评分､ Gesell 发育量表语言

发育商(DQ)评分及临床疗效。检测两组血清中 NGF､ BDNF､ GDNF 和 CNTF 水平。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言语功能相关指标评分和 Gesell 发育量表各指标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血清中 NGF､ BDNF､ GDNF 和 CNTF 水平显著提高,且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生益智开窍针刺疗法联合言语训练治疗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疗效明显,其提高患者体内 NGF､
BDNF､ GDNF 和 CNTF 水平可能是其作用机制之一。 
 
 
PU-1813 

脑瘫儿童特色作业治疗小组课经验分享 
 

郑柳旋,邱莉,黄新芳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对脑瘫儿童作业治疗中进行的特色作业小组课经验进行总结和分享。 
方法 我们对于我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脑性瘫痪儿童,在作业治疗小组课中,融
入地方特色的手工操作,总结经验,并进行分享。 
结果 我们发现,特色作业治疗小组课能激发患儿的兴趣,提高课程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结论 作业治疗小组课因注意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能更好的发挥治疗效果。 
 
 
PU-1814 

穴位注射治疗脑瘫患儿足外翻的临床研究 
 

孙 攀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观察穴位注射配合常规康复治疗与常规康复治疗足外翻的疗效差异。 
方法 98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儿,分为试验组(56 例)和对照组(42 例),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

异。 
对照组为常规康复治疗。①推拿按摩:仰卧位和侧卧位按揉和叩击小腿前侧和外侧肌群,从外膝眼到

外踝处,反复操作 3~5 遍,重点做腓骨长短肌,配合做足背屈､ 足内翻的被动运动;俯卧位按揉小腿三

头肌,叩击腓骨后肌,增强其肌力。②功能训练:采用 Bobath 法以及引导式教育等方法加强患儿对踝

关节的控制能力。③物理因子治疗:对于胫骨后肌无力患者,采用经皮神经电刺激,通过低频刺激神经

支配肌肉,使其产生节律性收缩,提高肌肉张力。④蜡疗:选用熔点 52℃~55℃的医用石蜡,加温熔化后

冷却到 38℃~40℃,敷于小腿腓骨长短肌的位置,以减轻痉挛。⑤穿戴矫形辅具:对于可站立的患儿,通
过垫足弓垫或穿戴踝足矫形器(AFO)。 
试验组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穴位注射治疗(生理盐水 100ml 加维生素 B1300mg､ 维生素 B121 
mg 配制成混合液,选取胫骨后肌的阴陵泉､ 地机､ 中都､ 交信､ 三阴交;选取腓骨长短肌上足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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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隆､ 上巨虚､ 下巨虚及踝关节局部太溪､ 照海､ 复溜等穴进行穴位注射,根据肌肉丰厚程度,每穴

注射药物 0.5~1ml,隔天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休息 10 d 继续下一疗程)。根据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康
复治疗 3-5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两组患儿经 3-5 个疗程的康复治疗后,试验组 56 例患儿,痊愈 32 例,显效 14 例,有效 6 例,无效 4
例,有效率达 92.3%;对照组 42 例患儿,痊愈 18 例,显效 5 例,有效 11 例,无效 8 例,有效率达 81.0%。

两组疗效比较,经非参数检验,疗效有显著性意义(Z=-2.161,p =0.031),试验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

组。两组痊愈患儿所用疗程比较,试验组 32 例,1 疗程痊愈 2 例,2 疗程 13 例､ 3 疗程 11 例､ 4 疗程

5 例､ 5 疗程 1 例;对照组痊愈 18 例,其中 1 疗程痊愈 0 例,2 疗程 3 例､ 3 疗程 5 例､ 4 疗程 8 例､ 5
疗程 2 例。两组患儿恢复时间比较,试验组患儿痊愈所需的疗程数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Z=-2.765,p =0.006) 
结论 穴位注射疗法可以提高脑瘫患儿足外翻的临床疗效,缩短康复治疗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815 

家庭康复护理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的改善作用分析 
 

王瑞霞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究家庭康复护理对脑瘫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的改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4 例脑瘫患儿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利用

临床护理研究中常用的分组方法--数字随机法,随机将 84 例脑瘫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2
例。对照组:男､ 女各有 21 例,年龄 大 36 个月, 小 14 个月,均龄(23.1±2.4)个月;平均病程

(12.3±3.7)个月。观察组:男､ 女同样各有 21 例,年龄 大 37 个月, 小 15 个月,均龄(23.5±2.7)个月;
平均病程(12.1±3.6)个月。两组患儿各项基本资料的对比上差异不明显,P>0.05,具有可比性。 
两组均予以常规的康复治疗,具体内容涉及到物理疗法,如神经肌肉电刺激､ 肌痉挛治疗。同时进行

肢体康复训练,由治疗师指导,每天 1 次,每次 30min。另外,定时翻身,帮助患儿进行站立训练､ 手侧

位支撑训练等。 
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和护理的基础上,注重家庭康复护理,如下: 
(1)家长培训,(2)心理指导,(3)卧姿指导,(4)抱姿指导,(5)康复训练。 
利用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GMFM)评价患儿的卧位､ 坐位､ 爬行､ 翻身､ 站立､ 行走等内容。每

项内容都有若干个子项目,子项目的数量总共 88 个。本次研究的记分评定采用的是 4 级评分制,即 0
分､ 1 分､ 2 分和 3 分。0 分表示完成不能做;1 分表示完成不到 10%;2 分表示完成 10%-90%;3 分

表示全部完成。对比护理前和护理后的评分情况。 
采用 Gesell 发育量表对护理效果进行判定,分为有效和无效。无效:护理干预前后患儿的各项临床症

状和生命体征发生变化;有效:患儿的粗大运动､ 精细动作恢复基本正常 ,运动功能较之前有了明显的

改善,语言和智力也有显著的恢复。对比两组治疗护理效果的有效率。 
结果 在护理治疗的有效率方面,对照组的有效率为 73.8%,观察组的有效率为 90.5%,观察组要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在护理治疗后的粗大运动功能的评分方面,对照组的粗大运动功

能评分为(62.17±7.23)分,观察组的粗大运动功能评分为(72.86±8.0)分,观察组要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家庭康复护理应用与脑瘫患儿治疗中,有利于患儿运动功能的恢复和改善,促进患儿的康复进程,
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PU-1816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全面性发育迟缓的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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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朱登纳,王军,袁俊英,张广宇,王明梅,赵云霞,安爽,马娜,马丹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观察生酮饮食(ketogenic diet,KD)对全面性发育迟缓(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GDD)患儿神

经行为发育､ 情绪和社会行为及生活能力的影响,并监测其不良反应。 
方法 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对住院的 77 例 GDD 患儿,在告知相关 KD 治疗疗效和不良反应后由

家长选择入组,其中常规治疗组 37 例和 KD 治疗组 40 例。两组患儿均进行综合康复训练,给予的综

合康复训练有:引导式教育､ 语言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 经颅磁刺激治疗､ 作业疗法等,KD 治疗组在

此基础上给予改良 Atkins 治疗方案。总疗程 9 个月,治疗前及治疗后 3､ 6､ 9 个月,由专门接受过培

训的身高和体重评定医师､ 神经行为评定医师､ 情绪行为评定医师､ 生活能力评定医师各一人,在
不知道分组情况下,分别对两组患儿进行 Gesell 发育量表､ 中国幼儿情绪性及社会性发展量表

(CITSEA)/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 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S-M 量表)评分评估,
比较 2 组之间神经行为发育､ 情绪和社会行为及生活能力的改善情况,并且监测 KD 治疗期间的不良

反应。 
结果 治疗后 3､ 6､ 9 个月两组患儿 Gesell 评分比较,在适应性､ 精细动作､ 言语 3 个能区的评

分,KD 治疗组改善情况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在
大运动､ 个人-社交的评分改善度两组相当,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 3､ 6､ 9 个月两组患儿中

国幼儿情绪性及社会性发展量表(CITSEA)/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评分比较,KD 治疗组改

善情况优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在治疗后 3 个月内改善 明显;治疗后 3､ 6､
9 个月两组患儿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评分比较,两组评分改善度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本研究 KD 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较少,患儿耐受性较传统 KD 好,对于 GDD 患儿来说 KD 治

疗是一种安全性较高的治疗方法。 
结论 KD 可不同程度地改善 GDD 患儿的神经行为发育及情绪和社会行为,且较为安全,不良反应少。 
 
 
PU-1817 

实习护士心理状况与应对方式的分析及干预对策 
 

张利红,刘凯迪 ,魏蒙蒙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通过对临床实习护生的心理状况现状及其应对方式的分析,实施相应的干预对策。 
方法 于 2015 年 8 月~2015 年 11 月期间,针对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实习的不同院校的护士进行

抽样调查。工作人员集中被调查者后发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用语,被测者独立完成后当场收回。调

查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 特质应对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进行,共发出问卷 238 份,收回有效问卷 230 份,有效率 96.6%。其中男生 15 人,
女生 215 人;年龄在 19~24 岁之间,平均(20.5±0.9)岁。数据采用 SPSS10.0 软件进行资料统计学分

析。主要统计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和精神病性 9 个因子

的得分以及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2 个方面的得分情况。 
结果 实习护士的 SCL-90 多数因子得分(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

病性)均高于全国青年常模,其 t 值分别为(4.11,0.81,4.07,2.69,1.69,3.52,1.16,5.01),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实习护士消极应对方式总均分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其 t 值为 5.5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本研究的分析,充分说明,教育者要注意调动他们积极的心态去直面现实,要让其掌握

一些调整心理平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增强应付挫折和困难的能力,采取相应的干预对策

帮助他们圆满完成实习任务。 
结论 实习护士心理健康水平及应对方式存在一定问题,应积极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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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8 

康复治疗小儿脑瘫 54 例分析 
 

张金宝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了解康复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效 
方法 采用医院康复为主,家庭康复为辅的配合治疗 
结果 54 例患儿基本正常 9 例(16.7﹪),显效 25 例(46.3﹪),有效 17 例(31.5﹪),无效 3 例(5.6﹪),总有

效率 94.4﹪。 
结论 防大于治,早发现,早治疗,长期坚持,家庭密切配合,治疗效果好 
 
 
PU-1819 

Comparative Study of 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 and 
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 II in High Risk Infants 

 
Wang Cui,Li Yifang,Huang Zhen,Xi Yucheng,Li Zhuo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lberta Infant 
Motor Scale (AIMS) with gross motor scale of 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 II (PDMS-II) 
when they were used in high-risk infants. 
Methods Forty-seven high-risk infants with the average age 4.51±1.00 months  (from 2 to 6 
months) were recruited to this study. Three investigators experienced in AIMS and PDMS-II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Each investigator administered the AIMS and PDMS-II to the infants 
and recorded the assessment results. These high-risk infants were followed-up till two years old. 
The diagnosis at two years old and the first scale assessment result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diagnosis rate of 
AIMS and PDMS-II. 
Results When used in high-risk infants in an early age, the AIMS’s sensitivity was 81.0%, 
specificity was 69.2%,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68.0%,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81.8% 
and diagnosis rate was 74.5%. For the PDMS-II, the sensitivity was 52.4%, specificity was 100%,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100%,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72.2% and diagnosis rate was 
78.7%. 
Conclusions The AIMS is a sensitive monitor tool to evaluate the motor development of high-risk 
infants at very early age compared with PDMS-II. 
 
 
 
 
PU-1820 

推拿结合运动疗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茜,孙克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采用手法与运动相结合的推拿方案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观察该疗法对提高粗大运动功能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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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54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根据其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脑瘫分型及年龄进行配对,然后再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手法结合运动的动态推拿方案,对照组采用传统被动推拿方案。

每日治疗 1 次,每周治疗 5 天,共观察三个月。并在治疗前后分别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 粗大运

动功能评定量表(GMFM)进行疗效评定。 
结果 (1)MAS 量表积分分值:治疗后,两样本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认为两种干预方

案均能改善肌张力。两样本组间比较,Z=0.800,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认为两种干预方案缓解痉

挛的疗效相似;(2)GMFM 量表百分比分值比较:两样本组内比较,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认为两种干预方案均能提高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两样本组间比较,t=8.913,P<0.001,有极

显著性差异。认为两种干预方案疗效不同,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推拿结合运动疗法可以有效地改善肌张力及提高粗大运动功能,对痉挛型脑瘫患儿而言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PU-1821 

大脑肌酸缺乏征一例 
 

田慧玲,颜瑞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276000 

 
 
目的 通过病例的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分析,了解大脑肌酸缺乏症的发病机理和临床治疗,明确遗传代

谢疾病的基因诊断意义,指导临床康复管理。 
方法 病例分析+基因诊断+论文检索 
结果 大脑肌酸缺乏症是与基因相关的遗传代谢性疾病,1 型预后不良,临床无特效治疗,需要科学的康

复管理。 
结论 大脑肌酸缺乏征是遗传代谢性疾病,早期表现为精神运动发育迟滞,与脑瘫､ 智障､ 孤独症谱系

障碍有交叉表现,基层易误诊而施与过度的康复治疗,需要尽早基因测序明确诊断以指导临床康复。 
 
 
PU-1822 

口肌训练配合神经电刺激在脑瘫患儿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李红霞 
福建省泉州市儿童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口肌训练配合吞咽神经电刺激在小儿脑性瘫痪所致吞咽障碍的疗效 
方法 收集伴有吞咽障碍的脑性瘫痪患儿 60 例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均给予吞咽

神经电刺激治疗,实验组配合口肌训练,在治疗前和治疗 20 天后以洼田饮水试验结果作为吞咽功能的

评价指标,比较治疗后两组的治疗效果。 
结果 实验组患儿吞咽功能改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口肌训练配合吞咽神经电刺激治疗小儿脑性瘫痪所致的吞咽障碍比单纯采用吞咽神经电刺激

有效。 
 
 
PU-1823 

儿童急性脊髓炎恢复期心理特征分析及护理策略 
 

杨已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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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了解､ 分析儿童急性脊髓炎恢复期的心理状态,探讨进行心理康复护理的策略和方法。 
方法 对我科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期间 50 例急性脊髓炎恢复期患儿采用儿童行为量表(CBCL)
对其心理行为状态进行评价分析。 
结果  50 例急性脊髓炎恢复期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行为问题,其心理行为状态结果为:恐惧､

紧张 50 例,占 100%;焦虑､ 沮丧 37 例,占 74%;烦躁 38 例,占 76%;敏感 43 例,占 86%;悲观､ 抑郁

32 例,占 64%,依赖､ 退缩 45 例,占 90%;固执､ 攻击 19 例,占 38%。 
结论  对急性脊髓炎恢复期患儿及时进行心理行为状况分析非常重要,对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措

施有重要意义。 
 
 
PU-1824 

血清多巴胺水平与儿童多动症发生发展的关系 
及其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疗效 

 
熊萍,林俊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5 
 

 
目的 探讨血清多巴胺水平与儿童多动症发生发展的关系及其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多动症儿童 46 例为研究组,并以同期 30 例健康

查体儿童为对照组。检测比较两组血清多巴胺水平､ 多动指数等。研究组采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治

疗,连续治疗半年后评价其疗效。比较治疗有效患者和治疗无效患者的血清多巴胺水平､ 多动指数,
并分析儿童多动症血清多巴胺水平与其多动指数和疗效的关系。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血清多巴胺水平降低而多动指数升高(P<0.05)。与治疗前比较,研究组治

疗后血清多巴胺水平升高而多动指数降低(P<0.05)。研究组治疗有效率为 86.96%(40/46)。与治疗

有效患者比较,其治疗无效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多巴胺水平降低而多动指数升高(P<0.05)。Pearson
线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多动症儿童血清多巴胺水平与其多动指数呈负相关(r=-0.826,P<0.05)。
Spearman 无条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多动症儿童血清多巴胺水平与其治疗有效率呈正相关

(r=0.865,P<0.05)。 
结论 血清多巴胺水平与儿童多动症发生发展及疗效相关,且其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疗效较好。 
 
 
 
 
 
 
 
 
 
PU-1825 

吞咽协调训练联合肌内效贴布治疗小儿脑瘫流涎 1 例疗效观察 
 

严静,王建文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报告吞咽协调训练联合肌内效贴布治疗 1 例小儿脑瘫流涎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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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结合病情和临床特征,给予被动手法､ 发音训练､ 冷刺激联合肌内效贴贴扎技术治疗 2 个月后

观察口部肌肉协调能力､ 吞咽功能和流涎的改善情况 
结果 患儿颜面肌､ 舌肌､ 吞咽功能､ 流涎明显改善  
结论 吞咽协调训练联合肌内效贴布贴扎技术,能明显提高小儿脑瘫口部肌肉的协调性,改善患儿流涎

症状  
 
 
PU-1826 

揿针疗法干预脑功能障碍儿童睡眠障碍的疗效观察 
 

张红运 
重庆市渝中区妇幼保健院 400010 

 
 
目的 研究揿针疗法对脑功能障碍儿童睡眠障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 例脑功能障碍伴睡眠障碍患儿,给予三阴交､ 太冲穴揿针埋针治疗,治疗一个月。采用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来评价患儿睡眠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后匹兹堡睡眠治疗指数总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0.01;总有效率达 95%。 
结论 揿针埋针三阴交､ 太冲穴治疗脑功能障碍伴睡眠障碍儿童的临床疗效显著,无痛苦又安全,适合

临床使用。 
 
 
PU-1827 

健脑益智口服液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语言发育迟缓的疗效观察 
 

郭春光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健脑益智口服液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语言发育迟缓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70 例患儿随机分为药康组和康复组,每组 46 例;药康组使用健脑益智口服液联合综合康复训

练治疗,康复组使用单纯综合康复训练治疗;对比两组患儿语言发育商( development quotient, DQ)评
分､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评分及总有效率。 
结果 两组治疗后语言 DQ 评分和智测 IQ 评分较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药康

组语言 DQ 评分､ 智测 IQ 评分及总有效率均优于康复组(P<0.05),两组患儿语言 DQ 评分与智测 IQ
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 
结论 语言发育迟缓对患儿智力影响密切;健脑益智口服液可有效促进患儿语言发育,帮助其恢复语言

功能,提高其智力发育水平。 
 
 
 
 
PU-1828 

抗生素超声电导靶位经皮给药治疗 
小儿细菌性肠系膜淋巴结炎疗效观察 

 
张雅丽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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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抗生素超声电导靶位经皮给药治疗小儿细菌性肠系膜淋巴结炎的疗效 
方法 采用同种抗生素超声电导经皮局部给药治疗小儿细菌性肠系膜淋巴结炎 50 例(观察组)和常规

全身给药治疗小儿细菌性肠系膜淋巴结炎 50 例(对照组)进行对照并对其疗效分析。观察治疗前后

症状体征,查血常规､ 腹部 B 超,并观察不良反应,对比半年复发率及治疗费用。 
结果 观察组分别为:治疗效果显著 55.7%,治疗有效 44.3%,无效率为 0,半年复发率为 0,治疗费用平

均为 170.88 元;对照组分别为:治疗效果显著 24.5%,治疗有效 60.0%,无效率为 15.5%,半年复发率为

20%,治疗费用平均为 512 元;两组间疗效对比及半年复发率有显著性差异,超声电导观察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费用相差悬殊。 
结论 通过超声电导经皮给药是治疗小儿细菌性肠系膜淋巴结炎具有疗效好､ 安全､ 无毒性､ 复发

率低､ 无痛苦､ 操作方便､ 患儿易于接受等优点､ 值得临床推广实用。 
 
 
PU-1829 

252 例婴幼儿发育迟缓高危因素分析 
 

李婷,姚蕊,杜田菊,乔艳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对发育迟缓患儿进行高危因素的研究分析,为本病的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我院确诊的 252 例发育迟缓住院患儿的病历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分
别对患儿在出生前､ 出生时和出生后的高位因素进行搜集和整理。 
结果 发育迟缓的高危因素主要为宫内窘迫､ 病理性黄疸､ 先兆流产､ 早产等。 
结论 通过对发育迟缓患儿高危因素的分析提示,预防胎儿宫内窘迫､ 病理性黄疸､ 先兆流产､ 早产

等可降低婴幼儿发生发育迟缓的发生率。 
 
 
PU-1830 

311 例脑损伤综合征高危因素分析 
 

杜田菊,王恬,李婷,姚蕊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分析婴儿脑损伤综合征的高危因素,以加强孕期宣教,降低婴儿脑损伤的发病率;并对高危儿进行

早期干预,降低脑性瘫痪的发生率。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脑损伤综合征患儿 311 例,对其高危因素进

行回顾性分析。记录其高危因素并统计各种高危因素所占百分比。 
结果 统计数据包含了出生前､ 出生时､ 婴儿期各种高危因素共 20 项,依次以病理性黄疸､ 先兆流产

､ 早产 为多见。 
结论 通过分析脑损伤综合征的高危因素,可对高危儿进行早期筛查及早期干预,可有效的降低脑性瘫

痪的发生率。 
 
 
PU-1831 

组内音乐疗法护理对神经系统发育障碍 
患儿言语反应康复的影响研究 

 
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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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究以小组内音乐治疗及护理的形式对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儿童患者言语及社交能力康复的相

关影响。 
方法 38 例患者来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时间段内至我院就诊并接受相关诊疗护理的儿童

患者自愿入组研究,给予以“声音互动交流策略”的音乐形式进行治疗和护理,具体内容则涵盖唱､ 讲

､ 听､ 反馈及组内重复,以实现患者的社交和情感交流。每次治疗时长 45 分钟,每周固定时间 2 次,
持续 15 周。治疗过程中第 1 周､ 第 7 周､ 第 15 周三个时间点使时护理人员通过 Likert 量表､ 社会

技能提高系统评估量表(SSIS-RS)及音乐治疗量表对治疗者的诱导及儿童患者的反应水平进行量化

评估 
结果 随时间改变患者的社交和言语反应表现出较明显的水平变化,“打招呼”音乐(t(38)=1.79, 
p=0.09),“情感”音乐(t(38)=1.75, p=0.07),全部音乐(t(38)=1.90, p=0.06),然而在“话题”音乐部分未观

察到任何显著的反应水平提高,并且显著性改变仅见于 15 周时;治疗者的诱导作用评估分析中,直至

15 周时“话题”音乐部分的诱导水平显著增加;不同时间点的 SSIS-RS 亚量表评估结果间无显著性差

异;各时间点的音乐治疗量表评价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的各项评估均显著好于治疗前。 
结论 本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以小组的形式,对自闭症及其他神经功能发育障碍的儿童患者进行音乐相

关的治疗与护理,长期与短期相比能够较为理想地改善患者社交与言语反应水平,从而有利于其康复,
值得临床实践中选择性地加以应用与推广。 
 
 
PU-1832 

 综合性康复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运动能力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清华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探讨运用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运动能力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我科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处理,观察组采用综合性康复护理干预。分析两组患儿护理后的

肢体运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情况的变化。 
结果 在护理后的运动能力评分上,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上,观察组护理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运用综合性康复护理干预对脑瘫患儿运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的提升恢复

效果,适宜在临床广泛运用。 
 
 
 
 
PU-1833 

血清 TNF-α､ S100B 与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的相关性 
 

黄列,郝会芳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探讨新生儿血清 TNF-α､ S100B 水平与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HBD)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低血糖新生儿 48 例,依据临床表现分为症状性低血糖(n=22)
和无症状低血糖(n=26)。正常对照组选取健康足月新生儿 40 例。各组新生儿留取出生后 24h 血清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653 
 

样本,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ELISA)检测血清 TNF-α､ S100B 水平。各组新生儿均行脑电图

检查。 
结果 症状性低血糖组血糖水平低于无症状性低血糖组和正常对照组(P<0.01),无症状低血糖组血糖

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症状性低血糖组的血清 TNF-α､ S100B 水平显著高于无症状低血糖

组和正常对照组(P<0.01),血清 TNF-α､ S100B 水平与血糖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性(P<0.05。 
结论 血清 TNF-α､ S100B 在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时水平升高,且与患儿血糖降低程度相关,可作为反

映新生儿 HBD 的早期敏感指标。通过对血中 TNF-α､ S100B 的测定,可以及早发现新生儿脑损害,
及早对患儿进行早期干预。 
 
 
PU-1834 

优质护理在患儿视频脑电图检查中的应用 
 

罗熔莉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在患儿视频脑电图(VEEG)检查中提供优质护理的措施。 
方法 围绕患儿 VEEG 检查前､ 中､ 后提出提供优质护理的对策。 
结果 患儿获得良好的脑电图波形及图像,检查成功率 98% ,无一例因 VEEG 检查引起护理安全差错

事故,提高了满意度。 
结论 在 VEEG 检查中,护士既要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又要有较全面的专科护理知识.既要保证 VEEG
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又要密切监护患儿的病情变化,处理好各种应急事件,有效地保证患儿的安全,做到

治疗､ 检查两不误,从而为患儿提供优质护理. 
 
 
PU-1835 

全身运动评估在早产儿及小婴儿脑发育评估中的应用 
 

尹欢欢,杨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在早产儿和小婴儿的脑发育随访中,儿科专业人员需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应尽早识别出那些

处于神经发育伤残高风险的新生小婴儿,以及时开展康复干预,另一方面需要尽早识别出那些不会有

神经发育后遗症的小婴儿,以避免不必要的过度诊断和过度干预。全身运动评估是近年来国内外广

泛应用的一种高敏感性和高特异性的评估方法,用于超早期预测新生小婴儿的神经发育结局(特别是

脑瘫),适宜于在我国基层妇幼保健和各级儿科诊疗机构内应用,本文介绍了全身运动评估在国外以及

国内的临床研究成果,以及在我国的临床应用经验。 
方法 在数据库搜索文献引擎中搜索关键词:全身运动评估;GMs;早产;评估;脑性瘫痪,搜索到相关英文

文献 30 篇,中文文献 45 篇。排除年代久远或相关性一般的文献后,按照:全身运动评估的发育历程与

分类,GMs 评估在国内外的临床研究成果以及 GMs 评估在我国的临床应用规范和技术培训进行引用

并整理。 
结果 GMs 评估,是近年来国内外广泛应用的一种高敏感性和高特异性的评估方法,用于超早期地预测

早产儿和小婴儿的神经发育结局,特别适用于脑瘫。GMs 评估是由欧洲发育神经学之父 Heinz 
Prechtl 教授创立的(1990),这是一种针对早产儿､ 足月儿､ 5 月龄以内小婴儿的评估方法,通过评估

新生小婴儿的自发性运动模式是否正常,以预测后期神经发育结局是否存在脑瘫等严重的发育障碍,
目前认为产生全身运动的神经结构是位于脑干的中枢模式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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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全身运动评估作为一种非侵入性､ 非干扰性的手段,特别容易被家长接受,适用于早产儿及小婴

儿的脑发育评估,适宜于在我国基层妇幼保健和各级儿科诊疗机构内应用,如何促使我国更多的儿科

专业工作者了解并掌握 GMs 评估是后续努力的方向。 
全身运动评估作为一种非侵入性､ 非干扰性的手段,特别容易被家长接受,适用于早产儿及小婴儿的

脑发育评估,适宜于在我国基层妇幼保健和各级儿科诊疗机构内应用,如何促使我国更多的儿科专业

工作者了解并掌握 GMs 评估是后续努力的方向。 
 
 
PU-1836 

沙盘游戏疗法对急性脊髓炎患儿康复影响的调查研究 
 

梅术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沙盘游戏疗法对急性脊髓炎患儿康复环节的重要性。 
方法 分析 42 例急性脊髓炎患儿的心理与康复治疗,包括康复治疗与心理分析,利用沙盘游戏心理疗

法及时发现患儿心理问题,抓住时机解决问题,使患儿积极面对康复治疗。 
结果 结合沙盘游戏疗法,同时再坚持康复治疗,21 例患儿中有 12 例有效,占 57%的患儿半年以后重

返校园,而对照组中 21 例患儿只有 8 例有效,有效率为 38%。 
结论 沙盘游戏心理疗法对于急性脊髓炎患儿的康复治疗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应尽早行康复治疗,与
此同时坚持心理治疗以提高患儿的积极性。 
 
 
PU-1837 

针刺头部及上肢阳明经穴治疗小儿脑性瘫痪 
上肢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齐放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探索针刺头部及上肢阳明经穴治疗痉挛型小儿脑性瘫痪上肢功能障碍的临床效果。 
方法 100 例痉挛型脑性瘫痪患儿按住院先后次序随机分为观察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观察组采用

针刺头部及上肢阳明经穴治疗,经过 3 个月的治疗观察后,共脱落 18 例, 终观察组 42 例,对照组 40
例,两组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经脑瘫儿童精细运动功能评估量表(FMFM)量表评分,比较治疗前后两

组的疗效及两组内不同年龄段患儿的疗效。 
结果 观察组上肢功能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刺头部及上肢阳明经穴能有效地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上肢功能障碍的状况。 
 
PU-1838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与年龄的关系的横断面调查 
 

严朝珊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201600 

 
 
目的 通过对上海市松江区和长宁区辅读学校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技巧的评估与分析,了解

其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技巧的发育情况,对其视知觉技巧所处的相当年龄与实际年龄是否相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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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早期干预和促进唐氏综合征儿童在学校的学习能力提供依据。零假设为 7-
11 岁年龄组和 12-16 岁年龄组在视知觉技巧所处的相当年龄没有差别,备择假设为 7-11 岁年龄组和

12-16 岁年龄组在视知觉技巧所处的相当年龄有显著的差别。 
方法 参与者来源于上海市松江区和长宁区辅读学校,招募的时间范围为 2017 年 2-4 月。入选标准为

临床诊断为唐氏综合征､ 可以用口头回答或用手指出测验的答案､ 实际年龄为 7-16 岁,排除标准为

不能够接收知觉任务的视觉刺激(如失明等)､ 存在远视和近视等屈光问题并未配戴眼镜的儿童,筛选

出符合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7-16 岁儿童 10 例,分组为 7-11 岁年龄组 6 例和 12-16 岁年龄组 4
例。采用国际通用的第三版视知觉技巧测验(无动作)(Test of Visual Perceptional Scales(Non-
Motor),TVPS-R)评估唐氏综合征儿童视知觉技巧,采集其“视觉区辨”以及“视觉记忆”技巧的原始得分

数据。根据测验结果确定上海市松江区和长宁区辅读学校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觉区辨和视觉

记忆技巧所处的实际年龄和相当年龄,分析其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技巧所处的相当年龄与实际年龄

是否相关,从而透过测验结果结合儿童作业表现的分析与学校老师的发现整合在一起。 
结果 ①唐氏综合征儿童在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技巧方面的相当年龄都比实际年龄低(P<0.01)。②7-
11 岁组唐氏综合征儿童的视觉区辨技巧所处的相当年龄 100%小于 4 岁,视觉记忆技巧所处的相当

年龄 100%小于 4 岁);12-16 岁组唐氏综合征儿童的视觉区辨技巧所处的相当年龄 75%小于 4 岁,视
觉记忆技巧所处的相当年龄 75%小于 4 岁。③7-11 岁组唐氏综合征儿童的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技

巧所处的相当年龄大于等于 4 岁的概率为 0,小于 4 岁的概率为 2/3。 
结论 上海市松江区和长宁区辅读学校 7-1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视觉区辨和视觉记忆技巧存在发育的

缺陷与其实际年龄不相关,对其进行视知觉技巧的评估有助于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 
 
 
PU-1839 

 左乙拉西坦治疗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的疗效研究 
 

刘志翠,陈军,李玉堂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观察左乙拉西坦对不随意运动型脑性瘫痪患儿运动控制的影响。 
方法 选取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神经康复科病房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 12 例,给予口服左乙拉西坦,
剂量自 5mg/(kg.d)开始,1 周后加至目标剂量 10mg(kg.d)。由患儿家长､ 主管医师､ 康复训练师分

别于用药前､ 用药 6 周､ 12 周时进行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主管医师于用药

前､ 用药 6 周､ 12 周时分别进行上肢技能质量测试(quality of upper extremity skills 
test,QUAST)。 
结果 视觉模拟评分(VAS):家长组､ 治疗师组､ 主管医师组治疗 6 周､ 12 周时的得分与治疗前比差

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长组治疗 12 周与 6 周比得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师组､ 主

管医师组治疗 12 周得分与 6 周比和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上肢技能质量测试(QUAST):治
疗 6 周､ 12 周时的得分与治疗前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2 周与 6 周比得分差别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剂量左乙拉西坦口服可减少不随意运动型脑瘫患儿的不随意运动,提高上肢技能,无明显副作

用。 
 
 
PU-1840 

头针疗法结合循经推按疗法治疗 0-7 岁 
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观察 

 
徐纯鑫,沈敏 

上海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 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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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头针疗法结合循经推按疗法对 0-7 岁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改善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上海儿童康复医学中心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 0-7 岁痉挛型脑瘫患儿按照随机区组方法随机

分为 4 组,总计入组 108 例,即 A 组 27 例(头针疗法结合循经推按疗法加现代医学康复训练)､ B 组

(头针疗法加现代医学康复训练)､ C 组(循经推按疗法加现代康复医学训练)､ D 组(现代康复医学训

练)进行康复干预,每周 3 次,3 个月一个疗程,共 1 个疗程。对所有入组患儿治疗前后均进行 GMFM-
66 康复评定,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 对 4 组患儿进行传统康复及现代医学康复训练干预,对其治疗前后 GMFM-66 评分进行配对 T
检验,其粗大运动功能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 4 种方法均能改善痉挛型脑瘫

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对 4 组患儿治疗后 GMFM-66 评分进行 L-S-D 检验,发现 A 组与 B 组､ C 组､ D
组患儿治疗后 GMFM-66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 C 组与 D 组患儿治疗后 GMFM-66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与 C 组治疗后 GMFM-66 评分无差异(P>0.05),证明头针疗法

结合循经推按疗法加现代医学康复训练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的疗效更为显著。 
结论 头针疗法､ 循经推按疗法､ 现代医学康复训练均能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三种方

法结合应用可以更显著地改善痉挛型脑瘫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 
 
 
PU-1841 

弱视超早期视觉干预 
 

刘月余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超早期视觉干预对年龄偏小的弱视患儿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门诊就诊本康复中心的 61 例(107 眼)弱视患儿为研究对

象,按照全国统一弱视诊断标准确诊后,进行遮盖以及超早期的视觉感知-认知个性化训练方案治疗。 
结果 比较干预前后适应性改善情况,由原来 53.90±12.78,提高到 72.70±13.05,P < 0 . 05(p=.00, t=-
16.69),平均提高 19 分。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弱视治愈 19 例(38 眼),进步 26 例(40 眼),无
效 16 例(29 眼),有效率 72.9%。 
结论 超早期视觉干预,遮盖以及视觉感知-认知个性化训练对年龄偏小的弱视患儿的影响显著,促进智

能发育,提高适应性功能。 
 
 
 
 
 
 
 
PU-1842 

Acupuncture reduced apoptosis and up-regulated BDNF 
and GDNF expression in hippocampus following hypoxia-

ischemia in neonatal rats 
 

张勇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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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purposewas to investigate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acupuncture on hypoxia-
ischemia induced brain damages in neonatal rats. 
Methods rat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sham, hypoxia-ischemia (HI), and HI plus acupuncture 
treatment (HI+Acu). Behavioral functions,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and body weight were 
observed at different time-points after HI. DNA fragmentation assay were performed with TUNEL 
staining to evaluate apoptosis 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mitochondrial Bcl-2, mitochondrial Bax, 
Cleaved caspase 3, Cleaved caspase 9 in the damaged hippocampu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28 days following HI. GDNF, BDNF levels in hippocampus were also determined. 
Results compared to sham-operated rats, HI resulted in the marked decrease in level of Bcl-2 
and sharp increases in levels of Bax in mitochondrial fraction.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a few GDNF and BDNF positive cells in the sham group, while in HI group, 
much more GDNF and BDNF positive cells were found in hippocampal CA1 region, GDNF and 
BDNF expression in HI+Acu group were slightly increased at 4 weeks compared with HI group. 
Conclusions we can draw conclusions that acupuncture treatment is beneficial to HI induced 
cerebral injury, which might be tightly correlated with anti-apoptosis, up-regulation of GDNF and 
BDNF in hippocampus following HI. 
 
 
PU-1843 

高压氧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疗效观察 
 

刘雅琴,向上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研究高压氧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的疗效。 
方法 以我院在 2015 年 1~2016 年 3 月收治的 72 例 HIE 患儿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将其按入院时间

分为高压氧干预组与对照组,每组 36 例患儿。对照组患儿使用常规方法进行治疗,观察组患儿则再此

基础上加用高压氧进行治疗。 
结果 高压氧干预患儿的总有效率为 97.23%,后遗症发生率为 2.77%;对照组患儿的总有效率为

83.33%,后遗症发生率为 22.22%;两组相比,差异显著,且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给予 HIE 患儿使用高压氧进行治疗,能够显著提升治疗的总有效率,减少治疗后遗症的发生。 
 
 
PU-1844 

揿针联合面部推拿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 21 例疗效观察 
 

赵文,向上,朱振蓉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观察揿针联合推拿治疗对儿童周围性面瘫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科确诊的周围性面瘫急性期就诊 21 名患儿资料,根据其

治疗方式不同分别为普通针灸组和揿针联合推拿治疗组。对两组治疗效果,副作用等进行比较分析,
判断两者有无差异。 
结果 两组在疗效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但揿针治疗患儿疼痛感更小。 
结论 揿针联合推拿治疗儿童周围性面瘫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PU-1845 

高危儿早期筛查并康复干预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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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屈素清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早期筛查并康复干预对高危儿预后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经医生采用 NBNA(新生儿神

经行为评定量表)筛查出的 105 例 NBNA 评分均低于 35 分的高危儿为康复干预对象,其中新生儿缺

血缺氧性脑病 35 例,早产儿 38 例,新生儿颅内出血 12 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12 例,新生儿低血糖

8 例。全部高危儿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均进行相应的常规治疗,待生命体征平稳出院时,给予家长新

生儿抚触运动光盘,指导家长康复干预。并在出院后一个月内首次门诊随访时,由经过资质培训的治

疗师采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对患儿作出首次评估,同时,患儿接受门诊专业康复治疗师粗大运动､

精细运动､ 认知等方面的康复干预,并在高危儿 6 个月和 12 个月时,采用贝利量表跟踪评测高危儿的

发育情况。 
结果 105 例高危儿经过早期筛查并康复干预其 终发育情况有明显改善,首次贝利评估时,MDI 平均

值小于 69 分,PDI 平均值小于 69 分,经过早期康复干预,高危儿 6 月龄,MDI 及 PDI 值分别增加至

85.20±8.92 分和 83.29±8.60 分;12 月龄,MDI 及 PDI 值分别平均为 95.11±11.14 分和 93.23±9.40
分。高危儿 6 月龄时,MDI 及 PDI 均高于 80 分的有 74 例,高危儿 12 月龄时,MDI 及 PDI 均高于 80
分的有 98 例。统计表明,在 6 月龄时,约 70%的患儿经过康复治疗达到正常发育的水平;而此时发育

迟滞的高危儿,到 12 月龄时,大部分仍然发育迟滞;而临界状态的高危儿,有很大的可能经过康复治疗

达到发育正常的水平。在留有神经损伤后遗症的患儿中,缺血缺氧性脑病､ 颅内出血和早产儿为

主要的三大因素(临床研究中 12 月龄患儿有早产儿 2 例,缺血缺氧性脑病 3 例,高胆红素血症 1 例,颅
内出血 1 例发育迟滞或者临界状态)。测量结果分为 3 大类:69 分以下为发育迟滞,70~79 为临界状

态,80 分以上为发育正常。 
结论 婴幼儿时期是中枢神经系统快速发育时期,可塑性强,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及早的进行早期高危

儿筛查,为早期康复干预提供了优先的时机,早期康复的介入对高危儿大脑发育及全面发展有着重要

的作用。本研究中,大部分高危儿经过早期筛查并康复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93.3%的患儿经过 12
个月的康复跟踪治疗达到了正常发育的水平,极少患儿留有神经损伤后遗症。 
 
 
PU-1846 

透刺结合甩针疗法治疗小儿顽固性周围型面瘫 4 例 
 

吴海鸥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观察透刺结合甩针疗法治疗小儿顽固性面瘫有效性。 
方法 选取我科 2010 年以来确诊小儿顽固性面瘫病例 4 例,采用透刺结合甩针疗法治疗。 
结果 3 例痊愈,1 例有效改善。 
结论 透刺结合甩针疗法可能是治疗小儿顽固性面瘫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值得进一步探讨。 
 
 
PU-1847 

延续护理对居家脑瘫患儿 ADL 的影响 
 

朱道平,刘燕华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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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模式对居家脑瘫患儿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以我科 2013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出院的 96 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延续

护理组各 48 例。两组患儿均采用常规出院护理,延续护理组在常规出院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延续护

理。出院时及出院后 2 个月采用脑瘫儿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价表进行 ADL 评定,计量资料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延续护理组患儿 ADL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延续护理模式能有效提高居家脑瘫患儿的 ADL 能力。 
 
 
PU-1848 

早期语言发育进程量表评估在语言障碍 
相关问题患儿诊断中的应用 

 
郑丽华,黄高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索早期语言发育进程量表评估在语言障碍相关问题患儿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采用早期语言发育进程量表对 297 例不同语言相关问题患儿进行评估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结
合智力评估,根据结果特点提示其语言问题的类别,供医生参考。 
结果 297 例患儿评估室类别划定:语言发育迟缓 125 例(42.1%)､ 精神运动发育迟滞 89 例(30.0%)､
脑瘫 59 例(19.9%),儿童孤独症 13 例(4.4%),功能性构音障碍 11 例(3.7%)。医生 后诊断:除精神运

动发育迟滞 88 例(29.6%)和功能性构音障碍 12 例(4.0%)。划分类别与临床诊断一致率 99.3%。 
结论 早期语言发育进程量评估有助于言语语言障碍相关问题的诊断。 
 
 
PU-1849 

ICF 理念对作业疗法中 ADL 能力的影响 
 

杨海艳 
青岛脑病康复医院 266000 

 
 
目的 观察在 ICF 框架下对作业疗法中 ADL 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患儿按障碍程度,年龄,能力进行分组,把 ADL 能力训练融入到小组课的内容之中,对比仅能做

一对一训练的患儿与参加小组课的患儿,在训练 60 天后的 ADL 能力､ 参与能力､ 主动意识､ 社交

能力的提高。 
结果 训练 90 天后参加小组课的患儿在 ADL 能力 Barthel 指数得到提高,主动参与意识,自信心,社交

意识,团队观念等均有所提高。 
结论 ICF 框架指导下,我们不仅仅要进行一对一的训练,将小组课融入到患儿的日常生活中,让孩子们

在提高 ADL 能力的同时,收获快乐,自信,并且在主动参与意识,社会交流,团队意识等方面都能够起到

无可替代的作用,效果显著。 
 
 
PU-1850 

963 名康复科门诊就诊家长咨询问题的调查分析 
 

王林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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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康复科门诊就诊家长遇到的问题,为做好门诊咨询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对 963 名康复科门诊就诊家长咨询问题的进行登记与分析。 
结果 963 名家长咨询问题前 5 位是高危儿如何随访与复查 28.3%､ 三岁左右孩子还在不说话

13.9%､ 肌张力问题 13.9%､ 学习成绩不好老师让带来检查 13.4%和出院复查脑损伤的情况

9.4%。 
结论 家长所面临的问题是以高危儿随访复查问题､ 语言发育问题和学习困难等为主,分诊护士要做

好相应的知识准备,以便提供家长所需要的相关咨询服务。 
 
 
PU-1851 

11-17 岁儿童青少年 364 名说谎量表测定意义分析 
 

黄高贵,刘芸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了解儿童青少年在接受自评量表调查中的说谎状况。 
方法 说谎量表插编入自评式问卷题目后对 435 名 11~17 岁儿童青少年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364 名受试者中 LS 得分 4.15±2.38,男生 4.42±2.37､ 女生 3.95±2.37,男生与女生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LS 得分与年龄呈显著性负相关(r=--0.409,P<0.01),儿童青少年中极端自我表现

者检出率为 4.1%。 
结论 儿童青少年中存在一些极端自我表现者,在开展儿童青少年的心理自评量表调查,尤其是样本量

较小时,不诚实因素应予考虑。 
 
 
PU-1852 

中药涡流浴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肌张力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逄辉 
北京按摩医院 

 
 
目的 观察中药涡流浴对痉挛型脑瘫患儿下肢肌张力和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3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2 组均给予常规

康复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辅以中药涡流浴治疗,每次 20-30 分钟,温度 37-42°,每日 1 次,每周 5
天。于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采用改良 Ashworth 量表(MAS)评定患儿下肢内收肌､ 腘绳肌及腓肠

肌的肌张力,并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对患儿运动功能进行评定。 
结果 治疗 3 个月后,两组患儿 MAS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两组患儿 GMFM 评分均显著高

于治疗前(P<0.05)。治疗组患儿 MAS 和 GMFM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中药涡流浴可以有效降低痉挛型脑瘫患儿的下肢肌张力,增加痉挛型脑瘫患儿的运动功能。 
 
 
PU-1853 

ICF-CY 架构下脑损伤患者肉毒毒素治疗 
和康复实践的随访研究---附 2 例报导 

 
方素珍

1,李超芹
1,刘永英

1,邹小英
1,方素珍

1,李超芹
1,刘永英,邹小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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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基于 ICF-CY 即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和青少年版)理论架构,探索脑损伤患者 A 型肉

毒毒素(BTXA)注射治疗､ 康复训练和评价治疗效果,以促进 ICF-CY 理论在国内儿童康复领域的临

床应用。 
方法 例 1:女,15 岁,胎龄 32 周顺产,体重 40kg, 因频繁不自主扭转 15 年入院。2 岁独坐,4 岁起以足

代手完成部分日常生活,9 岁独走。诊断:脑性瘫痪,肌张力障碍。例 2:女,7 岁,体重 20kg,因诊断脑炎

后 6 周､ 频繁扭动 2 周入院。神志清,入睡困难,吞咽困难,无法卧､ 坐､ 立位摆姿。诊断:脑炎恢复期,
肌张力障碍。评定:粗大运动功能测试(GMFM)､ 肌张力障碍评定(BAD)､ 临床观察分析扭转责任肌

等,并对例 1 进行脑瘫粗大运动功能分级(GMFCS)､ 脑瘫手功能分级系统(MACS)评定。治疗:1.身
体结构层面,利用 BTXA 肌肉注射治疗扭转责任肌,使其短期内持续麻痹,迅速抑制不自主运动和异常

姿势;2.功能性活动层面,摸索合适的治疗性活动提高姿势控制,挖掘手功能,美容,改善构音;3.参与层

面,教育患者和生活照顾者康复方法,及早回归家庭､ 社区､ 学校。积极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利用家庭

和社会资源,促进康复。 
结果 例 1,住院治疗 4 次(20~30 d/次),行 4 次 BTXA 治疗,剂量首次 475U,余 400U/次。14 个月后因

经济不济,转当地机构延续训练。末次住院评定结果与治疗前对比:GMFM 总分治疗前 84 分,治疗后

155 分;BAD 总分治疗前 25 分,治疗后 21 分; GMFCS 从 II 级进步为 I 级;GMACS 治疗前后均为 V
级。随访至今 6 年。目前,患者自诉功能保持在离开我院水平,已育有一女,在家看护孩子,兼营微商,
获农村低保和义工帮助。例 2,住院康复训练及指导 3 次(7~15 d/次)。BTXA 治疗 1 次,剂量 200U。

3 个月后可生活自理,回归学校,末次评定结果与治疗前对比: GMFM 总分治疗前 0 分,治疗后 249
分;BAD 总分治疗前 28 分,治疗后 4。随访至今 5 年,门诊进行脑体操､ 水中训练､ 姿势控制训练等

指导,虽学习困难,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帮助,但喜欢上学,积极融入学校各项活动,不断取得进步。 
结论  
基于 ICF-CY 架构对脑损伤患者进行 BTXA 治疗和康复训练,有利于患者早日回归家庭和社会,在丰

富的环境中发展各项技能,取得长期疗效,但值得推广。 
 
 
PU-1854 

精神发育迟缓患儿的感知觉障碍分析 
 

刘珍珍,高超,董纪强,马彩云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精神发育迟缓患儿的感知觉障碍产生的原因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从功能结构及社会个人因素综合分析 
结果 脑功能结构､ 感觉传导通路及社会､ 个人生理心理等多种因素均能对患儿感知觉产生影响。 
结论 精神发育迟缓患儿感知觉障碍与多种因素有关。 
 
 
PU-1855 

白脉软膏结合膏摩法在小儿肌性斜颈康复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周瑾,余文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00030 

 
 
目的 观察白脉软膏结合膏摩疗法在小儿肌性斜颈康复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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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52 例小儿肌性斜颈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26 例(白脉软膏结合膏摩按摩法)和对照组 26 例(传
统推拿手法治疗),两组患儿分别按照既定方法治疗 3 个月后,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患儿的小儿肌性斜颈

疗效判定标准 
结果 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白脉软膏结合膏摩疗法治疗小儿肌性斜颈,其疗效优于单纯传统推拿疗法 
 
 
PU-1856 

水中步态训练在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儿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冉应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水中步态训练在改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步行功能方面的作用。 
方法 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 12 例,采用水中步态训练 12
周 ,分别于训练前,训练后 6 周､ 12 周记录患者 10m 快步速､ 6min 步行耐力及 Berg 平衡量表测

试。 
结果 全部患者完成规定训练。10m 快步速､ 6min 步行耐力及 Berg 平衡量表测试训练前､ 中､

后比较均有非､ 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水中步态能有效改善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的步行能力。更多还原 
 
 
PU-1857 

游戏式训练对脑瘫儿童家庭环境及治疗效果产生的具体影响分析 
 

李晶晶,吴沙,张玲,孙瑾华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分析游戏式训练对脑瘫儿童家庭环境及治疗效果产生的具体影响。 
方法 将我院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脑瘫患儿分为两组,即:观察组(30 例)与
对照组(30 例)。对照组 30 例脑瘫患儿给予常规强化康复治疗,观察组 30 例脑瘫患儿基于常规康复

治疗给予游戏式训练。对比两组脑瘫患儿治疗前与治疗后的家庭环境评定量表(HOME)评分､ 粗大

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评分及 Gesell 发育量表评分。 
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 30 例脑瘫患儿与对照组 30 例脑瘫患儿的 HOME 评分､ 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

(GMFM)评分及 Gesell 发育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30 例脑瘫患儿的

HOME 评分､ 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评分及 Gesell 发育量表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30 例脑

瘫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游戏式训练应用于脑瘫患儿治疗中的临床效果十分显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运用。 
 
 
PU-1858 

皮下留置针结合靳三针对智力发育落后脑瘫治疗的作用 
 

曹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索皮下留置针与靳三针相结合对智力发育落后的脑瘫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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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用 30 号一寸毫针,及四号留置针。取穴以靳三针:选取四神针､ 颞三针､ 智三针､ 脑三针､

手三针､ 足知针,再随证加减穴位。头针用 30 号毫针,每次留针 60 分钟,体针用四号留置针,留针 3
天。30 次一疗程,扎 10 天,歇两天。 
结果 通过对 98 例智力发育落后脑瘫患者应用皮下留置针结合靳三针疗法的综合应用,临床观察痊愈

4 例,显效 59 例,有效 33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7%。 
结论 皮下留置针与靳三针相结合的方法符合大脑中枢疗法与末梢疗法的双重作用,符合治病求本,标
本同治的原则,疗效显著,皮下留置针施术痛苦小,刺激时间长,较普通针灸有明显的优越性,其治疗方

法值得肯定。 
 
 
PU-1859 

穴位电刺激正中神经配合红蓝光 
对颅脑损伤患儿植物状态的临床观察 

 
张玲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穴位电刺激正中神经配合红蓝光对颅脑损伤患儿植物状态的改善。 
方法 选取康复中心 2013-04~2017-04 月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植物状态患儿 50 例,随机分为观察

组(n=25) 和对照组(n=25),两组均给予常规综合康复训练。观察组在接受常规综合康复治疗同时进

行穴位电刺激正中神经及红蓝光刺激。每天一次,每周 5 次,每次 30 分钟,两组均采用修订的格拉斯

哥昏迷评分量表(Glasgow)进行评分。 
结果 两组治疗后进行格拉斯哥昏迷评分,观察组由 3.85±1.41 上升到 10.89±1.34,对照组由

3.78±1.38 上升到 8.23±1.57。两组均有改善(P<0.05),但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结论 穴位电刺激正中神经配合红蓝光刺激有很好的促醒作用。 
 
 
 
 
 
 
 
 
 
 
 
 
PU-1860 

小儿脑性瘫痪从补脾升清益肾以论治 
 

郑桂欣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原:成都市中医院) 610071 

 
 
目的 从中医角度分析小儿脑瘫的病因病机,明确其诊断,并指出脑瘫的中医辨证分型属于脾肾两亏证, 
从小儿脾常不足､ 肾常不足的生理病理特点,探讨小儿脾肾两亏其治宜以补脾益肾为法的理论及临

床依据。有利于加强综合康复治疗的方法,加快脑瘫患儿的康复。  
方法 从补脾益肾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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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则补脾益肾,升清复损,疗效好 
结论 有利于加强综合康复治疗的方法,加快脑瘫患儿的康复。 
 
 
PU-1861 

早期家庭康复对脑瘫患儿运动发育及智力发育的影响 
 

杨园园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早期家庭康复对脑瘫运动发育及智能发育的影响。 
方法 80 例脑瘫患儿分为家庭康复组和对照组,家庭康复组 40 例,对照组 40 例。家庭康复组除常规

治疗外接受制定的家庭康复方案,对照组只接受常规治疗方案,30 天一个疗程。 
结果 家庭康复组患儿运动发育及智能发育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 
结论 早期的家庭康复可以降低患儿的致残率,并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PU-1862 

婴儿运动能力测试对中国早产儿 
和足月儿运动能力评估的比较研究 

 
贺莉

1,何玉莹
2,邵冬冬

1,贺文香
3,袁飒

4,王端
3,陈艳妮

1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西安市妇幼保健院 
3.陕西中医药大学 

4.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三二 0 一医院 
 

 
目的 使用婴儿运动能力测试(Test of Infant Motor Performance,TIMP)评估中国早产儿和足月儿的

运动能力,制定中国婴儿各年龄组原始得分标准值,为早期发现运动发育落后的婴儿提供诊断标准。 
方法 在全国 8 个城市,11 个医疗中心收集早产儿 25 例,收集正常足月儿 25 例,在其矫正胎龄为

34~35 周､ 36~37 周､ 38~39 周､ 40~41 周､ 2~3 周､ 4~5 周､ 6~7 周､ 8~9 周､ 10~11 周､

12~13 周､ 14~ 15 周､ 16~17 周时分别采用婴儿运动能力测试进行运动能力的评估。评估结果以

原始分分级表示,使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早产儿组在矫正胎龄 38~39 周时原始分评分结果为 40±14,足月儿结果为 52±14,两组间差别有

统计学意义(t=3.04 ,P<0.05),其余年龄组早产儿组和足月儿组评分结果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婴儿运动能力测试可用于足月儿及早产儿运动发育水平的评估,早产儿在矫正胎龄 38~39 周时

运动发育水平落后于足月儿,提示在早产儿随访中需在此时重点筛查是否存在运动发育落后。 
PU-1863 

脑性瘫痪患儿治疗中肌内效贴的合理应用 
 

王秩序,黄新芳,潘钊,施金丽,洪婉倩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肌内效贴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治疗脑瘫患儿的方法. 
方法   脑瘫的慨念以及阐述肌内效贴的机制,功能和肌内效贴在脑性瘫痪患儿的上肢,下肢,躯干的科

学论证 
结果 肌内效贴可能是一种治疗脑瘫患儿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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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4 

家庭康复护理对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障碍的临床效果研究 
 

赵巍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分析家庭康复护理对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障碍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3 年-2015 年收取的 120 例自闭症儿童作为分析对象,按照抽签的方式分成对照组

和实验组各 60 例,对照组儿童采用临床普通护理,而实验组儿童采用家庭康复护理,对比两组儿童的

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两组自闭症儿童在护理后都取得了明显的改善,对照组儿童的临床护理效果(61.67%)明显低于

实验组(9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家庭康复护理对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障碍疾病有很大改善,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促进自闭症

儿童的身体康复,值得临床大力推广应用。 
 
 
PU-1865 

腭裂术后患者语音治疗后复查情况分析 
 

张文婧,陈仁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腭裂术后患者语音康复治疗的有效性及稳定性,为腭裂术后语音障碍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完成语音治疗 1 年~3 年的腭裂术后患者 30 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对其语音清晰度的情况进行

分析总结 
结果 治疗前后对比腭裂语音康复治疗对于患者构音清晰度改善有显著效果(P<0.05),语音康复治疗

后即刻与治疗后复查相比,构音清晰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语音康复治疗能明显提高腭裂术后患者的语音清晰度,完成语音训练后及时介入正常的语言环

境对腭裂患者语音康复的保持和提高有重要意义。 
 
 
 
 
 
 
PU-1866 

童期教育结合医学康复干预学龄前脑瘫患儿疗效的临床研究 
 

韩雪婷,李洁,金妍,赵巍,刘爱斌,王春雨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研究学龄前脑瘫患儿在医学康复的基础上实施“童期成长”教育课程对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共选取学龄前脑瘫患儿 80 例,根据家长意愿将患儿分为实验组 40 例,对照组 40 例。对照组患

儿实施常规的康复治疗,实验组患儿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增加童期成长教育课程,应用 GESELL 评

定量表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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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儿在适应能力及社交行为方面的提升有差异(P<0.05)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在大运动

､ 精细运动及语言方面无差异(P>0.05)。 
结论 对于轻中度智力障碍脑瘫患儿在医学康复基础上增加童期成长教育课程,可以帮助患儿提升适

应能力及社交行为。 
 
 
PU-1867 

基于 ICF-CY 框架下的一名情绪行为儿童的个案研究 
 

刘杰 
静安区启慧学校 200443 

 
 
目的 本研究尝试在 ICF-CY 框架下对一名有情绪障碍的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基于 ICF-CY 研究框架

把儿童看作一个整体,综合学校､ 家庭､ 社会等因素进行干预,制定干预目标,提供多学科服务,充分调

动学校､ 家庭､ 社会等各方资源对学生进行干预,通过身体结构与功能､ 活动参与､ 个人和环境等

因素的干预,改善该生的情绪行为障碍,促进该生各项能力的提高,使其更好地适应生活,减轻家长和社

会的负担。 
方法 本人根据教育和教学需求,选取一名情绪障碍儿童进行个别化训练,该儿童容易发脾气,比较冲动,
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稍不满意就大喊大叫,而且合作性较差,不能很好地适应学校的教育教学

活动。基于 ICF-CY 框架,本研究采用医学和教育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对应 ICF 的四个板块,采用

PEDI(儿童能力评价量表)､  语言沟通能力､ 言语功能评价量表､ 社会适应能力评价量表､ 认知能

力评价量表等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估,评估后可知该生汉语构音语音清晰度为 38.89%,注意､ 记忆､

模仿概念学习等方面较差,从事任务､ 处理压力和其他心理需求方面较弱,词语表达和会话技能方面

存在障碍,不能在社区独立活动能力。 
综合康复医生与治疗师的视角与评估结果与教师的视角与评估结果,结合学生本人的需求,家长的需

求,我们设计了一个别化干预计划。 
干预计划  
整体目标(CG) 促进各项能力的提高 时间分配 
服务计划目标(SPG) 促进各项能力的提高 2012.9--2013.9 
第一阶段目标(CG1) 提高表达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2012.9-2013.9 
第二阶段目标(CG2) 提高言语清晰度和语言表达能力 2013.2-2013.7 
第三阶段目标(CG3) 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2013.2-2013.7 
 
结果 对该生干预一学年后,对该生进行了言语､ 认知和情绪行为方面的评估,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情
绪行为情感表达有进步,情绪也稳了很多。在陪同下能参与集体活动,有时也能与他人分享东西,与人

交往有欠缺,会扰乱别人,动手现象和发脾气都减少了。在社区适应方面,能基本遵守外出规则。构音

能力,汉语构音语音清晰度为 66.67%,该生的言语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认知能力。该生的认知

能力有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在注意､ 记忆和概念学习方面。 
结论 从该案例可以看出,基于 ICF-CY 研究框架把儿童看作一个整体,综合学校､ 家庭､ 社会等因素

进行干 预,制定干预目标,提供多学科服务,通过身体结构与功能､ 活动参与､ 个人和环境等因素的干

预,可以有效改善该生的情绪行为障碍,提高该生的言语语言､ 认知能力,从而促进该生各项能力的提

高。 
 
 
PU-1868 

S-E-T 治疗对脑性瘫痪的效果观察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667 
 

吴金庭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脑性瘫痪是一组持续存在的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 活动受限症候群,这种症候群是由于

发育中的胎儿或婴幼儿脑部非进行性损伤所致。不同年龄段的脑性瘫痪的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不同

阶段,其运动功能､ 障碍程度及环境状况也都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年龄段脑瘫儿童的康复治疗目标

及策略均有所不同。近年来,脑性瘫痪的治疗得到迅速发展,S-E-T 悬吊治疗也广泛的应用于脑性瘫

痪儿童的治疗,该研究为观察 S-E-T 治疗对脑性瘫痪的效果。 
方法 收训 50 名 10 岁以内的脑性瘫痪儿童,将其分为 2 组,治疗时间为三个月。后根据其自身的功能

障碍程度,对 1 号组进行有 S-E-T 治疗的介入的综合康复治疗,对 2 号组进行无 S-E-T 治疗介入的综

合康复治疗,并定期对 2 组儿童进行评估,得出结论。 
结果 综合观察,1 号组的脑性瘫痪儿童在介入有 S-E-T 治疗的综合康复治疗后,治疗效果远高于未介

入 S-E-T 治疗的 2 号组脑性瘫痪儿童。 
结论 S-E-T 治疗有效结合 ICF 框架下的思想指导,给脑性瘫痪的儿童带来全新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强
调在游戏中的训练,让儿童主动参与,能够有效的帮助其恢复自身平衡､ 协调和控制能力,促进解决脑

性瘫痪儿童所产生的感觉､ 知觉､ 交流和行为障碍,以及矫正继发性肌肉､ 骨骼方面等问题异常姿

势,有效的帮助脑性瘫痪的儿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PU-1869 

中医推拿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小儿肌性斜颈的疗效观察 
 

丁全成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推拿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小儿肌性斜颈的临床疗效。方法:对近年来我科收治的 60 例肌性斜

颈患儿运用中医推拿结合运动疗法进行治疗。 
方法 60 例患儿,痊愈 49 例,占 81.67%,好转 11 例,占 18.33%,总有效率 100%。 
结果 运用中医推拿结合运动疗法小儿肌性斜颈疗效显著。 
 
 
 
 
 
 
 
 
PU-1870 

“标准化病人”在《心肺疾病物理治疗》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王文丽
1,赵莹

1,李雪梅
1,徐瑞

2,张灵敏
3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3.云南长和天城康复医院 
 

 
目的 提高学生的《心肺疾病物理治疗》课程的实践能力。 
方法 我们从 2015 年下半年的学期开始,在《心肺疾病物理治疗》课程中应用“标准化病人”的教学方

法,到目前为止应用了两届学生,2012 级 PT 学生 66 人,和 2013 级 PT 学生 47 人。包括 8 个案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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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科､ 外科､ 重症患者的病种。把学生分为 8 个小组,每组轮替一个站点,每个站点约 40 分钟。每

个小组中有一名学生扮演病人,其他同学做评估和治疗,老师指导学生。 后,给予学生实践技能考试

和问卷调查。 
结果 实践技能操作考试平均分比 2011 级 PT 学生平均成绩提高 8.76 分;学生面对病人的自信心增

强,对进入临床的自信度提高。 
结论 这种“标准化病人”的教学模式对于 PT 学生学习《心肺疾病物理治疗》很有帮助,优点表现在:
学生面对病人的自信心增强,知识的连贯性更好,进入临床见习后比较容易进入角色,学生更容易发现

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可以针对性的进行练习。 
 
 
PU-1871 

国外常用儿童感觉统合障碍问卷及检查表文献回顾 
 

黄浩宇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感觉统合障碍又称为感觉统合失调,在学龄期儿童中的发生率约为 5%-20%,很多家长及老师也

许已经发现孩子在面对环境刺激(声､ 光､ 平面等)时表现超敏反应或过迟钝,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胆

小怯懦､ 动作协调障碍､ 恐惧反应,在日常生活中及学习表现中呈现自我意识差､ 注意力缺陷障碍

､ 反应延迟等现象,但未正视或重视这些问题(这些情况都属于感觉统合障碍),以至于长期的感觉统

合失调造成了儿童学习､ 心理､ 社交等多方面的影响。 
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回顾的方法,总结国外常用简单易行的感觉统合检查表。 
结果 通过文献回顾,罗列出以下国外常用感觉统合障碍筛查方法及检查表:1)环境筛查表;2)婴幼儿感

觉统合检查表(0-2 岁);3)学龄前期感觉统合检查表(3-4 岁);4)学龄儿童感觉统合检查表(5-12 岁);5)青
少年感觉统合检查表(12 岁以上);6)Balzer-Martin 学前筛查列表;7)校内体力活动筛查清单(教师版)。 
结论 国外使用的感觉统合检查量表较多,涉及面较广,分类较细,涵盖生活教育环境､ 人文背景等因素,
方法简单易行,不仅适用于专业的康复治疗人员,也可以向家长､ 老师及常规体检人员进行推广。 
 
 
PU-1872 

 振动训练在独坐障碍患儿运动康复中的应用  
 

逯梦雅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振动训练在独坐障碍患儿运动康复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3~2017.3 我院收治的独坐运动障碍患儿 40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康复治疗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振动训练加强躯干的稳定性和控

制能力,改善坐位平衡。 
结果 治疗一个月后,常规康复治疗联合振动训练能更有效提高患儿坐位能力。 
结论 常规康复治疗联合振动训练能更有效提高患儿坐位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873 

孤独症儿童医疗干预结合融合教育治疗观察 
 

姚萍,陈军,于慧丽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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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孤独症儿童医疗干预结合融合教育的疗效。 
方法 对 30 例 3~6 岁孤独症患儿进行医疗干预结合融合教育治疗,治疗前及治疗后进行孤独症治疗

评估量表 AETC 评分,分析患儿 AETC 评分治疗前后的改变。 
结果 ATEC 总分､ 语言､ 社交､ 感知､ 行为各项得分治疗后均低于治疗前,P<0.05,医疗干预结合融

合教育治疗孤独症有显著疗效。 
结论 ATEC 总分､ 语言､ 社交､ 感知､ 行为各项得分治疗后均低于治疗前,P<0.05,医疗干预结合融

合教育治疗孤独症有显著疗效。 
 
 
PU-1874 

脑瘫患儿集体康复治疗效果的研究 
 

尹绍莲,季红燕 
云南省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653100 

 
 
目的 探讨脑瘫患儿集体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50 例脑瘫患儿。按照年龄､ 性别､ 疾病分型､ 运动功能发育水平及家长知情同意进行分

组,实验组实行“一对二至五”的小组式康复治疗模式,对照组行“一对一”的康复治疗模式,采用

(GMFM88)粗大运动功能评估量表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6 个月对两组患儿进行评估。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1.0 软件包。 
结果 两组患儿康复治疗效果均有提高,且无明显差异。 
结论 “一对二至五”的集体式小组治疗模式与“一对一”的康复治疗模式相比较,在治疗效果不变的基础

上,不需要特殊设备､ 场地､ 人员､ 操作细节等要求,更重要的是改善了治疗氛围单一,缺乏竞争与模

仿,治疗的主动性､ 连续性不够的缺点。家长直接参与到患儿治疗中,学习掌握了脑瘫康复治疗的基

本知识与技能,保证患儿家庭治疗的主动性､ 连续性,节约医疗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值得推广。 
 
 
PU-1875 

青少年脊柱侧凸与生物力学因素相关性研究 
 

丁桃,田飞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研究青少年脊柱侧凸与各种生物力学因素的关系。 
方法 对昭通市昭阳区沙坝小学的 637 名 4~6 年级学生进行脊柱侧凸筛查, 终对经拍摄脊柱全长 X
线确诊的 19 名脊柱侧凸患者进行病例对照研究,依据匹配标准收集到了 42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接着

对病例组和对照组进行 11 个生物力学因素的分析评估, 后对这些生物力学因素进行相关研究统计

学分析。 
结果 经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高低肩､ 胸旋转不对称､ 骨盆侧倾､ 长短腿､ 扁平足是脊柱侧凸的

危险因素。 
结论 高低肩､ 胸旋转不对称､ 骨盆侧倾､ 长短腿､ 扁平足是影响脊柱侧凸的生物力学因素;临床上

对有脊柱不对称的患者,可以进行详细的姿势评估,发现导致异常姿势的生物力学因素,从而进行更有

针对性的医疗干预。 
 
 
PU-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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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干预观察 
 

张 玉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对高危儿的干预影响。 
方法 把 30 例高危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5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一对一作业治疗,观察组进

行小组模式作业治疗。每天 1 次,每次 30min,每周 5 天,治疗 3 个月后对两组患儿整体发育水平进行

观察。 
结果 3 个月后,两组患儿在精细运动能力都有所提高,但观察组在社交互动､ 语言､ 认知､ 适应行为

等方面发育优于对照组。 
结论 小组模式作业治疗和传统的一对一作业治疗均能提高高危儿的精细运动能力,但是小组模式作

业治疗能够明显促进高危儿在社交互动､ 语言､ 适应行为等方面的发育。 
 
 
PU-1877 

Review: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teroception 
 

HUANG HAOYU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Children's Hospital of Kunming in Yunnan Province 650034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interoception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providing basis for clinical 
interventions, such as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biofeedback, pain management and brain 
stimulation technology. 
Methods Review original research literature. 
Results Interoception is atypical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which occurs due to multisensory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fferents in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areas.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condition, the degree and directionality of this abnormality is not yet clear. 
Between-group interoceptive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have been demonstrated, with a slight tendency towards hyporeactivity 
in interoceptive awareness in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onclusions To understand how interoceptive differences link to the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combining neuroimaging 
with psychophysiological and self-report measures guided by a clear theoretical model is 
necessary. Sensory processing models and autism theory should also be updated to incorporate 
these recent findings. 
 
 
PU-1878 

Association of Apolipoprotein E ε4 genotype with 
outcomes of spinal cord injury in patients participating in a 

one month rehabilitation program 
 

Zhou Jing,Yun Xia,Jin Min,He Ying,Zhao Rui, Yao Liqing,Ou Jib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650101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ApoE4 allele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er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SCI). 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POEε4 allele status in the sensory–light touch recovery and the motor recovery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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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warra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olipoproteinE (ApoE) gene polymorphism and the outcome in subjec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72subjects with SCI were recruited at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he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2014 and 2015. All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one–month 
rehabilitation program that included 5 sessions per week and 40 min/session and ApoE 
genotyping was conducted using PCR-RFLP and gene sequencing. 
Results The outcome measures were the 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ASIA) and the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ment (FIM). A total of 12 patients out of 72 were classified as 
ApoEε4 carrier. The baseline assessment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injury severity and/or the functional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poEε4 carriers and non–
carriers) of participants. The parameters light touch, pinprick sensation, motor scores and FIM 
scores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two groups, following th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P<0.01).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only for the FIM scores (P=0.033)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APOEε4 allele is associated with worse FIM 
outcome. Genetic factors are major determinants of the outcome following SCI. 
 
 
PU-1879 

肉毒毒素 A 和 B 在脑瘫康复中的应用进展 
 

李红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BTX)是由肉毒杆菌产生的一种神经毒素,通过抑制神经递质释放,具
有较强的肌肉松弛作用。7 型 BTX 中,A 型肉毒毒素(BTX-A)毒力 强且 稳定, 早被用于实验研

究及临床治疗。在儿童脑性瘫痪的康复治疗中,BTX-A 的临床应用已受到国内外康复医师的广泛重

视。BTX-B 在 2000 年开始作为神经阻滞剂来治疗颈部肌张力障碍､ 脑瘫､ 半侧面肌痉挛等。因为

生产工艺的不同,BTX-B 与 BTX-A 在对运动神经､ 自主神经的作用以及免疫性方面均明显不同。本

文拟对 BTX-A 与 BTX-B 在脑瘫康复中的应用进展作简要综述。 
方法 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BTX)是由肉毒杆菌产生的一种神经毒素,通过抑制神经递质释放,具
有较强的肌肉松弛作用。7 型 BTX 中,A 型肉毒毒素(BTX-A)毒力 强且 稳定, 早被用于实验研

究及临床治疗。在儿童脑性瘫痪的康复治疗中,BTX-A 的临床应用已受到国内外康复医师的广泛重

视。BTX-B 在 2000 年开始作为神经阻滞剂来治疗颈部肌张力障碍､ 脑瘫､ 半侧面肌痉挛等。因为

生产工艺的不同,BTX-B 与 BTX-A 在对运动神经､ 自主神经的作用以及免疫性方面均明显不同。本

文拟对 BTX-A 与 BTX-B 在脑瘫康复中的应用进展作简要综述。 
结果 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BTX)是由肉毒杆菌产生的一种神经毒素,通过抑制神经递质释放,具
有较强的肌肉松弛作用。7 型 BTX 中,A 型肉毒毒素(BTX-A)毒力 强且 稳定, 早被用于实验研

究及临床治疗。在儿童脑性瘫痪的康复治疗中,BTX-A 的临床应用已受到国内外康复医师的广泛重

视。BTX-B 在 2000 年开始作为神经阻滞剂来治疗颈部肌张力障碍､ 脑瘫､ 半侧面肌痉挛等。因为

生产工艺的不同,BTX-B 与 BTX-A 在对运动神经､ 自主神经的作用以及免疫性方面均明显不同。本

文拟对 BTX-A 与 BTX-B 在脑瘫康复中的应用进展作简要综述。 
结论 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BTX)是由肉毒杆菌产生的一种神经毒素,通过抑制神经递质释放,具
有较强的肌肉松弛作用。7 型 BTX 中,A 型肉毒毒素(BTX-A)毒力 强且 稳定, 早被用于实验研

究及临床治疗。在儿童脑性瘫痪的康复治疗中,BTX-A 的临床应用已受到国内外康复医师的广泛重

视。BTX-B 在 2000 年开始作为神经阻滞剂来治疗颈部肌张力障碍､ 脑瘫､ 半侧面肌痉挛等。因为

生产工艺的不同,BTX-B 与 BTX-A 在对运动神经､ 自主神经的作用以及免疫性方面均明显不同。本

文拟对 BTX-A 与 BTX-B 在脑瘫康复中的应用进展作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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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80 

IBA57 突变致多发性线粒体功能障碍综合症 1 例  
 

李红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 IBA57 基因突变的多发性线粒体功能障碍综合症(MMDS)患儿的临床､ 影像特征及基因突

变特点。观察综合康复治疗的效果。 
方法 对安徽省儿童医院康复科诊治的 1 例 IBA57 基因突变的 MMDS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

“IBA57” “脑白质营养不良”及“IBA57” “leukodystrophy ”为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万

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NCBI)､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建库至 2017
年 2 月收录的论文进行检索。总结 IBA57 基因突变患儿临床､ 影像特征及基因突变特点 
结果 患儿 男,4 岁 8 月龄。因“运动障碍近 4 年,反复抽搐发作 1 年半”于 2017 年 2 月 后一次入

院。患儿 2013 至 2017 年我院住院 16 次。患儿于 11 月龄发热后逐渐出现运动及认知障碍,病情进

行发展,2013 年头颅 MR 示双侧额顶枕叶以及半卵圆中心白质多发异常信号。我院康复治疗,认知及

言语改善较好,运动功能逐渐改善,2015 年头颅 MR 示双侧额顶枕叶以及半卵圆中心白质多发异常信

号均在减少。2015 年 8 月开始出现抽搐。2017 头颅 MR 提示双侧额顶枕叶以及半卵圆中心白质多

发异常信号增多。多次住院被诊断为脑白质病可能,后经基因突变分析发现患儿 IBA57 基因存在复

杂杂合错义突变和无义突变:c.286T>C(外显子 1) 和 c.1053G>A (外显子 3),其中前者遗传自母亲,变
异为错义突变,蛋白结构预测可能有害;后者遗传自父亲,变异为无义突变,蛋白结构预测危害性较高,
均为新发突变。确诊为 MMDS,确诊之后给予大剂量辅酶 Q10､ ATP､ 复合 B 族维生素等治疗,同时

服用左乙拉西坦及托吡酯抗癫痫,家庭康复治疗,病情稳定。 
结论 广泛性脑白质病变的患儿临床要考虑线粒体病的可能。 
 
 
PU-1881 

护理人员康复技能提升对脑瘫儿童适应行为的影响 
 

陶琳,程惊晶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目的 研究护理人员通过康复专业技能的培训后,参与脑瘫患儿家庭训练及指导,对患儿行为适应能力

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将我科收治的脑瘫患儿 20 例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和康复护理组各

10 例。康复护理组除常规护理外,指导家长进行患儿个性化家庭康复训练以及生活技能培训。分别

在入院当天､ 3 个月末对两组患儿进行儿童适应行为量表的评定。。 
结果 第 3 个月末两组患儿儿童适应行为能力评定较入院时有显著提高(P< 0.05),且护理康复组患儿

适应行为评定较常规护理组高(P< 0.05)。 
结论 护理人员经过专业康复技能培训后可提高患儿适应行为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PU-1882 

理疗患儿的护理体会 
 

黄秀碧 
福建省泉州市儿童医院 3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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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提高患儿及家属对物理治疗的依从性,从而取得更好的疗效。 
方法 总结 300 例理疗患儿的护理,掌握各种理疗仪器的使用方法,提高理疗护理专业知识,为患儿创

造良好的治疗环境。 
结果 有效的沟通和安全到位的护理,可提高患儿及家属对理疗的依从性。 
结论 营造良好的理疗氛围,有效的沟通和安全到位的护理有助于患儿取得更好的疗效。 
 
 
PU-1883 

团队合作延续性护理的实施 
对改善脑瘫患儿生活功能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利红,刘凯迪,魏蒙蒙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观察实施团队合作延续性护理对改善脑瘫患儿生活功能的应用效果。 
方法 在告知本研究的目的和临床效果后由所有患儿家长或监护人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选择入组,依
据纳入标准,选择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住院治疗结束后的 18~36 月龄脑瘫患儿 35 例为观察

组;采用配对设计的方法选择近期出院 35 例年龄相近､ 性别相同､ 粗大运动功能分级(GMFMCS)相
近的为对照组。其中观察组由于中途拒绝随访 2 例､ 搬家 1 例而完成随访 32 例;对照组由于拒绝随

访 4 例､ 死亡 1 例而完成随访 30 例。对照组采用由责任护士对出院患者进行常规出院健康宣教。

观察组采用康复团队合作延续性护理的方式:①成立康复团队合作小组,护士长任组长,成员由康复医

师､ 物理治疗师､ 作业治疗师､ 语言治疗师､ 主管护师､ 患儿照护人共同组成,成立小组所有成员

的微信群,大家各司其职;②治疗结束出院前小组成员对患儿进行专业评估和康复指导;③出院后实施

延续性护理管理:通过多种随访方式,对患儿饮食､ 生活护理､ 功能康复现状､ 家庭康复的配合度以

及家长康复方法掌握度进行指导和督导。分别于不同病人出院前､ 及出院 6 个月后由相对固定并经

过培训具有评定资格的工作人员承担,在不知分组情况下分别采用 PEDI 量表评定日常生活能力;采
用 Gesell 发育量表评定神经心理发育;采用 Berg 平衡功能量表评价躯体平衡功能。 
结果 观察组在随访干预 6 个月后,PEDI 量表评定在功能性技能､ 照顾者协助测试方面较对照组有明

显提高,评分分别为(77.56± 23.58)､ (38.78±13.96)分,对照组分别为(65.12±24.23)､
(30.35±12.7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485､ 2.4750,P<0.05);在 Gesell 发育测试评分方面

观察组评分为(76.12±18.35)分,对照组(71.85±18.46),2 组比较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

组评分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在平衡功能 Berg 量表测试评分方面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观察组得分为

(33.20±4.12)分,对照组(29.67±4.9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488,P<0.05)。 
结论 团队合作延续性护理的实施,对改善脑瘫患儿生活功能方面有显著效果。 
 
 
PU-1884 

儿童高铅血症的不同排铅方法的疗效观察 
 

唐学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索儿童高铅血症不同干预方法的有效性。 
方法 对 431 例儿童高铅血症随机分为中药组､ 西药组和饮食调整组进行 12 周的不同干预方法,比
较不同组别治疗前后血铅水平的变化。 
结果 中药组､ 西药组和饮食调整组的有效率为 83.2%､ 86.7%和 80.0%,(χ2=8.22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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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不同干预方法对儿童高铅血症都有一定的疗效,加强健康教育是儿童高铅血症处置的基础,优先

推荐进行饮食调整。 
 
 
PU-1885 

儿童医院医务人员的焦虑和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李红英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儿童医院医务人员心理焦虑和抑郁现状及年龄､ 性别､ 学历､ 职称､ 职务､ 工作年限､

每周工作时间､ 工作压力､ 家庭收入､ 婚姻､ 家庭和睦情况､ 有无慢性病､ 有无应激事件等因素对

其的影响。 
方法 利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儿童医院医务人员进行调查测评。对回收的

有效问卷进行标准分的计算,应用 SPSS 19.0 版统计软件包对标准分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年龄､ 性别

､ 学历､ 职称､ 职务､ 工作年限､ 每周工作时间､ 工作压力､ 家庭收入､ 婚姻､ 家庭和睦情况､ 有

无慢性病､ 有无应激事件等因素对焦虑和抑郁的影响。 
结果 男性医务人员的 SAS 总评分[(49.83±12.49)分]和 SDS 总评分[(54.39±12.14)]均高于女性医务

人员[(47.554±12.82)分和(51.92±12.88)分],男女焦虑及抑郁分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677 例医务人员中 320 例存在焦虑障碍,392 例存在抑郁障碍,焦虑伴抑郁障碍的人数为

288 例。婚姻､ 家庭和睦情况､ 有无慢性病及有无应激事件等对焦虑和抑郁分值的影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学历及家庭收入对焦虑和抑郁分值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年龄､ 职称､ 工作年限､ 工作压力及不同科室工作对焦虑和抑郁分值的影响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职务对焦虑分值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职务对抑郁分值的影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每周工作时间对焦虑分值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每周工作时间对

抑郁分值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学历､ 工作压力､ 家庭

和睦情况､ 有无慢性病及有无应激事件与焦虑障碍的发生具有相关性(P<0.05);工作压力､ 家庭和睦

情况及有无慢性病与抑郁障碍的发生呈正相关(P<0.05)。 
结论 儿童医院医务人员焦虑及抑郁情绪明显;工作压力､ 家庭和睦情况以及有无慢性病对焦虑和抑

郁水平的影响作用突出。 
 
 
 
 
 
PU-1886 

小组式作业治疗对精神发育迟滞幼儿的疗效观察 
 

王文娟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观察小组式作业治疗对精神发育迟滞患儿的康复治疗效果。 
方法 24 例精神迟滞的幼儿随机分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12 例,观察组采用 4 例儿童为一组的小组

式作业治疗,每天一次,每次 30 分钟,每周 4 天,治疗 3 个月;对照组采用一对一的作业治疗,治疗时间

与疗程同观察组一致,实施治疗前､ 后均采用 Griffiths 精神发育量表评定,比较其变化差异。 
结果 12 例观察组采用小组式作业治疗后 Griffiths 精神发育量表评定中的表现领域和个人-社会领域

得分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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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组式作业治在患儿康复治疗中表现领域和个人-社会领域等交流方面改善较好,值得进一步探

讨。 
 
 
PU-1887 

基于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的学前 
听障儿童语言障碍特征研究 

 
梁洲昕,徐舒宁,刘巧云,武慧多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目的 选用刘巧云等编制的《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研究学前听障儿童的语言障碍特征,探究

其在语言理解､ 表达和综合运用方面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上对听障儿童语言能力的评

估和训练提供一定的康复指导。 
方法 选取 3-6 岁学前听障儿童､ 正常儿童各 41 名进行语言能力测试,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和描述性

统计方法对其语言能力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1. 学前听障儿童的语言能力落后于同龄正常儿童,且个体间能力差异较大。2. 与分级标准相对

照,3 岁组听障儿童的达标率为 100%,4 岁组听障儿童的达标率为 59.09%,5 岁组儿童的达标率为

60.00%。3. 在语言理解方面,听障儿童显著落后于正常儿童,其词语理解的习得顺序依次为名词､ 动

词､ 形容词;句子理解的其习得顺序为无修饰句､ 含有一个修饰词的修饰句､ 含有两个修饰词的修

饰句､ 特殊句式。4. 在语言表达方面,听障儿童显著落后于正常儿童,其语音构音能力的发展顺序依

次为声调､ 韵母､ 声母;词语命名的习得顺序依次为名词､ 动词､ 形容词;听障儿童能够模仿的平均

句长约为 9-11 个字;句式仿说的习得顺序为无修饰句､ 特殊句式､ 含有一个修饰词的修饰句､ 含有

两个修饰词的修饰句。5. 语言综合运用方面,学前听障儿童显著落后于正常儿童,在主题对话中,听障

儿童对异同类问题表达能力较差,对功能类问题表达能力较好,其对话能力受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的

影响;在看图叙事中,听障儿童的连贯性､ 宏观结构和整体句法较差,表述时缺乏逻辑性和关联性,句法

结构的完整性不高。 
结论 学前听障儿童在语音､ 语义､ 语法､ 语用各个方面的语言能力均落后于同龄正常儿童,需要抓

住其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全方面､ 多通道地对其进行语言康复训练,同时,需进一步加强语言康复领域

的策略研究。 
 
 
 
 
 
PU-1888 

基于语言分级评价法的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语言障碍特征研究 
 

张云舒,梁洲昕,虞明稚,武慧多,刘巧云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系 200062 

 
 
目的 利用《儿童语言分级能力评估量表》,探讨 PPVT 配对组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和配对组正常发

展儿童语言能力差异,分析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语言障碍特征,为言语语言康复治疗提供启示。 
方法 使用描述性统计和配对样本 t 检验的方法,分析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在语音产生､ 词语理解､

词语命名､ 句子理解､ 句式仿说及看图叙事六个分量表上的得分情况。 
结果 1.两组儿童在 PPVT 配对的情况下,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与正常发展儿童在语言总体能力上存

在显著差异,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语言能力落后于正常发展儿童。根据《儿童语言分级能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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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的语言能力五级的达标人数占比为 37.78%､ 四级达标人数占比为 11.11%､
三级人数达标占比为 15.56%､ 未达标人数占比为 35.56%。2.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语言能力随年龄

增长差异显著,表明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虽然已经错过正常儿童语言发展关键期,但是语言能力依然

逐步提升。3.在 PPVT 配对的情况下,两组儿童各分测验中词语理解､ 词语命名两个测验差异均不显

著,其余测验项目均有显著差异。4.语音产生方面,学龄智力障碍儿童的语音能力正确率由高到低依

次是声调､ 韵母和声母,er､ ueng､ ch､ sh､ zh､ r 和 l 几个音位的习得难度 大;词语方面,学龄期

智力障碍儿童词语理解能力尚可,正确率达 60%以上,词语命名中名词的命名能力 好,动词和形容词

命名能力存在较大困难,错误走向以无反应､ 相关描述､ 不相关描述及同位替代为主。句子方面,句
子理解从易到难依次是无修饰句､ 含一个修饰成分的简单句､ 特殊句式､ 含两个修饰成分的句子。

句式仿说能力面临较大困难,80%以上的儿童得分率不足 20%,句法加工能力面临较大困难,急需干

预。句式仿说部分的错误走向以缺失成分､ 内容不符和无反应为主。语言综合运用方面,智力障碍

儿童除韵律感较好外,在时间､ 地点､ 叙事时的宏观结构､ 整体句法等方面均面临较大困难。 
结论 在 PPVT 配对的情况下,学龄期智力障碍儿童语言能力依然低于正常发展儿童,但语言能力随年

龄增长而提升,需及时进行言语语言康复治疗,在对智力障碍儿童进行言语语言康复治疗时,建议更多

关注智力障碍儿童语音清晰度､ 句法加工能力的运用状况及语用能力的发展,依照智力障碍儿童的

特点,调整教学内容的顺序。 
 
 
PU-1889 

云南地区 0-3 岁婴幼儿贝利发育量表结果分析 
 

程昱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了解云南地区 0-3 岁婴幼儿的智力与运动发育水平,为指导婴幼儿早期发展提供指导。 
方法 对 104 名 0-3 岁婴幼儿进行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04 名婴幼儿 Bayley 婴幼儿发育量表评估结果:智能发育异常的 10 例

(9.8%),MDI=86.00±17.66,PDI=89.19±19.91。 
结论 云南地区婴幼儿的发育均存在部分智能发育异常者,应予关注。 
 
 
 
 
 
 
 
PU-1890 

92 例不明原因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临床与染色体分析 
 

张端秀,彭桂兰,胡恕香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不明原因的全面性发育迟缓是儿童发育过程中的一种常见致残性疾病,病因复杂､ 表型多样,给
患者及家庭带来沉重的心理与经济负担。通过分析 92 例不明原因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临床与遗传

学病因,为部分患者明确病因诊断,为下一步的遗传咨询､ 同胞的再发风险评估和产前诊断提供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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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不明原因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 92 例,采用常规 G 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染色体微阵列分

析技术(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对不明原因全面性发育迟缓患者进行染色体基因

组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s, CNVs)检测,分析 CNVs 与 GDD 相关性。 
结果 92 例不明原因全面性发育迟缓患儿其染色体结果异常的共有 18 例,占患者总数的 19.6%。其

中常规 G 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异常的有 11 例,占患者总数的 12.0%。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技术检测异

常的有 7 例,占患者总数的 7.6%。在这 7 例(7.6%)患者中共发现 7 个 pCNVs,涉及 4 个已知综合征,
分别为 1p36 缺失综合征､ 22q11.2 缺失综合征､ 2q37 微缺失综合征､ 18q 缺失综合征､ lq21.1 微

重复综合征。 
结论 基因组 CNVs 相关的微缺失/重复是不明原因的 GDD 患者主要的遗传学病因之一,本研究联合

应用采用常规 G 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染色体微阵列技术(CMA)为不明原因的全面性发育迟缓的患

者明确了病因诊断,为其家庭进行遗传咨询､ 再发风险评估及产前诊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染

色体微阵列技术(CMA)作为一种高通量､ 快速的检测方法技术可以为更多的不明原因､ 患者提供快

速有效的病因学诊断。 
 
 
PU-1891 

早期综合发展指导在儿童保健工作中的应用 
 

侯宁,冯骄,尹鲜桃 
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儿童医院 041000 

 
 
目的 探讨开展早期综合发展指导在儿童保健工作中的应用效果与可行性。 
方法 选择 2013 年 8 月~2016 年 9 月在我院儿童保健门诊进行体检的 200 例 0-3 岁婴幼儿,随机分

为两组,各组 100 例,两组婴幼儿及带养人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有可比性。对照组仅接受常规儿童

保健服务,观察组则开展早期综合发展指导,干预 6 个月后对两组婴幼儿体格指标及智力指标进行对

比。 
结果 干预 6 个月后观察组婴幼儿各项体格指标､ 智力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存在显著

统计学意义。 
结论 进行早期综合发展指导有利于完善儿童保健工作,提升儿童健康服务水平,促进婴幼儿体格与智

力健康发展。 
 
 
 
 
 
 
 
 
PU-1892 

早期干预降低早产儿脑瘫发生率的研究 
 

尹鲜桃,侯宁,晋银英,贾小莉 
临汾市妇幼保健儿童医院 041000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干预对早产儿临床症状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2015 年 7 月 12 月我院新生儿科转诊至儿童保健科康复中心的经头颅 CT 检查诊断为脑发育不

良的并排除先天性及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患儿 60 例。结合患儿情况在征得家长配合下,同意进行早期

干顶者为早期干预组例(30 例),除了传统的常规药物治疗外,还进行点穴､ 推拿按摩､ 小儿捏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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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体放松法,Bobath 法､ 全身运动训练､ 低频脉冲治疗,家长拒绝者为对照组例(30 例), 对照组患

儿进行家庭常规治疗。两组患儿均为矫正年龄。两组基本情况相同,两组患儿均进行体格发育及神

经系统检查。定期按月份对所有患儿进行评估。 
结果 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关节活动度,大运动发育和智力的发育上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康复干预对早产儿的神经运动发育有明显的改善和恢复,减少了脑瘫发生率。 
 
 
PU-1893 

家长口面部运动视频在脑瘫儿童言语治疗中的作用 
 

沈佳菊,黄丽华,赵健,马占秀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750001 

 
 
目的 探讨家长口面部运动视频在脑瘫儿童言语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使用 Frenchay 构音障碍评定表对 28 例脑瘫儿童口面部运动及运动控制进行研究。对照组采

用常规训练方法,实验组在常规训练基础上于每次餐前应用家长口面部运动视频进行训练 
结果 经过三个月的康复治疗,实验组 Frenchay 构音障碍评定变动均值为 15.29,对照组 Frenchay 构

音障碍评定变动均值为 6.86,且 P<0.05。 
结论 运用家长口面部运动视频可以显著提高脑瘫儿童口面部运动功能,在言语治疗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 
 
 
PU-1894 

三维立体纠正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临床疗效观察 
 

赵菁,虞锡丹,徐纯鑫,方栋,赵义,沈敏 
上海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 200127 

 
 
目的 本研究观察利用三维立体纠正治疗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临床疗效。 
方法 18 名自愿参与此研究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15 名女性 3 名男性)。测量指标为 Cobb
角度､ 脊柱 T1-S1 长度､ 胸围(腋窝水平及平乳头水平)。主要利用 STS 技术进行干预,主要包括联

合使用脊柱推拿和矫正练习来使脊柱再次回到正确的力线位置,另外在结合体位放松技术放松脊柱

关节和周围的软组织。治疗每次 60 分钟,每周三次,共进行 4 周训练(共 12 训练课时),Cobb 角度和

FVC 治疗前后进行测定,其余指标每次治疗前后进行测量。 
结果 治疗前后对比 Cobb 角度明显减小(中位数 四分位范围)25.60° [14.00-36.50] 至 20.00° [17.00-
24.35]) ,脊柱垂直长度治疗前后对比(40.20cm [37.00-55.00] 至 47.50cm [41.88-57.50])(P<0.05)。
胸围:平腋窝水平 75.00cm [70.05-85.75] 至 78.00cm [72.00-87.75],平乳头水平 74.00cm [73.75-
78.75] 至 70.50cm [68.75-79.75]。以上结果前后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以上结果均显示 STS 手法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弯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的收集

资料对比观察。 
 
 
PU-1895 

系列石膏配合康复训练在脑瘫患儿马蹄足畸形的疗效观察 
 

王秋,罗蓉,李娜,马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679 
 

 
目的 观察系列石膏配合康复训练脑瘫患儿马蹄足畸形是否比只进行康复训练有更好的疗效。 
方法  采用对照研究的方法,纳入 56 例有马蹄足的脑瘫患儿,分为两组,试验组采用系列石膏配合康复

训练,对照组只采用康复。观察两组患儿的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 并行观察性步态分

析。 
结果 两组病人在接受治疗后其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 观察性步态量表都有明显进步,而
试验组在其踝关节在伸膝和屈膝时的背屈度及观察性步态量表的效果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系列石膏疗法配合康复训练可更好地降低患儿肌肉痉挛的程度,改善关节活动度和步态,疗效持

续时间更长,值得在马蹄足患儿中推广使用。 
 
 
PU-1896 

学前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的信效度研究 
 

武慧多,刘巧云,俆舒宁,虞明稚,梁洲昕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目的 检验学前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方法 1.采用学前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 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修订版(PPVT-R)对上海市 3~6
岁正常儿童 206 人､ 听障儿童 40 人以及 6-12 岁智障儿童 45 人进行施测,间隔一个月后,对 44 名正

常儿童进行重测,检验该量表中各分测验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重测信度及测量标准误､ 结构效度以

及效标关联效度。2.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该量表的总体结构效度。 
结果 1. 五个分测验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值的范围在 0.776~0.943 之间;重测信度在 0.699~0.946
之间;测验标准误在.697~1.445 之间;各分测验与 PPVT-R 相关系数介于 0.682~0.786 之间,相关极

其显著;各分测验之间的相关系数介于 0.239~0.593 之间,分测验与测验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介于

0.661~0.804 之间。2.听障儿童在词语理解､ 词语命名､ 句子理解､ 句式仿说 4 个分测验上的得分

者显著低于正常儿童(p=0.000~0.048);智障儿童在句子理解､ 句式仿说和故事叙事 3 个各分测验上

的得分均显著低于正常儿童(p=0.003~0.046)。3.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支持单因素模型。 
结论 学前儿童语言能力分级评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作为评估学前儿童语言能力,鉴别

学前儿童语言发展障碍的工具。 
 
 
 
 
 
 
PU-1897 

Vojta 疗法对小儿脑瘫治疗疗效的影响 
 

刘川,罗霞,戴理 
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 404000 

 
 
目的 探讨 vojta 疗法对小儿脑瘫治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 1.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 2015.6-2016.6 本院康复中心治疗的 56 例脑瘫患儿,将患儿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31 例和对照组 25 例。患儿均符合脑性瘫痪的诊断标准。两组患儿在一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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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方法:(1)观察组  采用 vojta 疗法,vojta 疗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对诱发带的压迫刺激。诱导产生

反射性的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反复规则的出现来促进正常反射通路形成,抑制异常反射通路和运动从

而达到治疗目的
【4】.主要包括反射性翻身(R-U)和反射性腹爬(R-K)。根据患儿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

选择 vojta 疗法中合适的手法,配合常规康复疗法。 
  (2)对照组  采用常规康复疗法,按照正常小儿的运动发育规律训练患儿,控制肌张力,异常姿势,每日

两次,每次 30 分钟,每周 10 次,每个疗程 1 个月。 
   1.3 观察指标  所有患儿均在训练前､ 3 个月后进行 gmfm 粗大运动功能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 GFMF 评分总百分比值无明显差异。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上升幅度较对照组

明显增高。 
观察组与对照组 GMFM 总百分比值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3 月后 
对照组(n=25) 25.23±13.28 28.45±15.56 
观察组(n=31) 26.01±10.25 35.96±12.13 
结论 大脑功能重组和可塑性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神经功能康复的主要机制。vojta 疗法通过刺激

诱发带使肢体产生应答反应,做出正常的反射性移动和运动模式,逐渐减少异常运动模式的出现,重组

中枢传导通路,使患儿产生正确的翻身､ 坐､ 爬､ 站立､ 行走。为患儿生活自理,回归社会打下坚实

的基础。本研究表明 vojta 疗法对脑瘫患儿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PU-1898 

小儿推拿在小儿脑瘫合并智力低下治疗中应用 
 

刘川,陈静 ,张红,赵樱 
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 404000 

 
 
目的 观察小儿推拿对小儿脑瘫合并智力低下治疗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 2013.1 至 2016.6 康复中心收治的 105 例合并智力低下脑瘫患儿,其中男 64 例,
女 41 例,年龄 6 个月~3 岁。 
1.2  诊断标准 
1.2.1 选择北京市儿童医院盖瑟尔评定表, 发育商数(DQ)≤75。1.2.2  符合小儿脑性瘫痪诊断标准
[3]。 
1.3   治疗方法 
1.3.1  分组方法:随机分组。 
1.3.2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研究组在此基础上结合小儿推拿。 
1.3.3  小儿推拿手法:A､ 推五经:补肾经 300 次､ 补脾经 300 次､ 补心经 300 次､ 补肺经 150 次､

清肝经 100 次。B､ 开窍:开天门､ 推坎宫､ 推太阳､ 掐总筋､ 分阴阳各 24 次。C､ 头部拿五经手

法及循经按揉 D､ 点揉穴位:百会､ 四神冲､ 太阳､ 攒竹､ 四白､ 丝竹空､ 头维､ 风府､ 哑门､ 风

池､ 听宫､ 听会等。疗程:每天 2 次,每周 10 次,1 月 1 疗程。 
1.5  疗效观察 
1.5.1  疗效标准:有效:治疗前后提高 1 分以上,显效:提高分数占评估项目满分总分的 15﹪以上,无效:
分数未提高或降低。 
language:ZH-CN'>   1.3 观察指标  所有患儿均在训练前､ 3 个月后进行 gmfm 粗大运动功能评定。 
结果 2  治疗结果 
2 组平均提升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平均提升 
推拿组 63±2.41 75±2.11 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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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62±2.33 70±2.47 8±2.28 
  
结论 小儿推拿手法注重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辩证为依据。主推肾经､ 脾经､ 心经,以补为主。而脾

虚恐肝木乘脾,故清肝经。肺主皮毛,主抵御外邪,无论是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都宜外邪入侵,故补

肺经。小儿推拿能有效提升脑瘫合并智力低下患儿的早期干预效果。 
tyle> 大脑功能重组和可塑性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神经功能康复的主要机制。vojta 疗法通过刺激

诱发带使肢体产生应答反应,做出正常的反射性移动和运动模式,逐渐减少异常运动模式的出现,重组

中枢传导通路,使患儿产生正确的翻身､ 坐､ 爬､ 站立､ 行走。为患儿生活自理,回归社会打下坚实

的基础。本研究表明 vojta 疗法对脑瘫患儿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PU-1899 

减重步行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步行和平衡能力的影响 
 

漆带丽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减重步行训练配合综合康复治疗对痉挛型脑瘫患儿步行和平衡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痉挛型脑瘫患儿 60 例分成治疗组(n=30)和对照组(n=30),两组患儿均接受综合康复训练,治
疗组还接受减重步行系统训练,3 个月后观察两组患儿步行和平衡能力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D 项)､ (E 项)和平衡功能均有改善(P<0.05),但治疗组改善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减重步行训练可促进痉挛型脑瘫患儿步行和平衡能力的提高 
 
 
PU-1900 

推拿按摩督脉及夹脊穴对脑性瘫痪患儿核心控制能力的临床观察 
 

马丙祥,姜娴荷,张建奎,李华伟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目的观察推拿按摩督脉及夹脊穴对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和核心稳定性的临床疗效。 
方法 方法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脑性瘫痪患儿 72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35)和观察组(n=33),对照组

采用常规综合康复方法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推拿按摩督脉及夹脊穴的方法治疗。分

别在治疗前､ 治疗 12 周时,运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MFM-88)和核心肌群表面肌电图(SEMG)
进行评估。 
结果 结果治疗前两组患儿 GMFM 总百分率､ 核心肌群表面肌电评估值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
疗后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结论推拿按摩督脉及夹脊穴能够更好的促进粗大运动发育,提高自身的核心控制能力。证实推

拿按摩督脉及夹脊穴是行之有效的核心稳定训练方法。 
 
 
PU-1901 

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对痉挛性瘫痪儿童上肢表面肌电影响 
 

岳冬梅,刘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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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肌电生物反馈技术在痉挛性瘫痪儿童上肢康复中的疗效 
方法 痉挛性瘫痪儿童 3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18 例和对照组 18 例。2 组均给予 SET,PT 治疗,观察

组再加用肌电生物反馈治疗。采用表面肌电评定。 
结果 治疗 4 周后,观察组表面肌电值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对照组较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康复训练联合肌电生物反馈能明显改变痉挛性瘫痪儿童上肢伸肌肌力,表面肌电测试以客观数

据呈现可作为指导患儿康复训练的依据。 
 
 
PU-1902 

爬行训练对 36 例脑瘫患儿认知功能的影响  
 

吴跃伟,和东阳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脑瘫患儿应用爬行训练的治疗效果及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比较 36 例应用爬行训练治疗的脑瘫患儿(实验组)和 32 例应用常规运动训练的患儿(对照组)临
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爬行功能､ 认知功能､ 语言功能､ 智力情况以及记忆和注意力变化情况。 
结果  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儿治疗后爬行功能评分､

认知功能评分､ 语言功能评分､ IQ､ DQ 及注意力因子评分均显著升高,与同组治疗前比较,有统计

学差异(P<0.05);实验组患儿治疗后爬行功能评分､ 认知功能评分､ 语言功能评分､ IQ､ DQ 及注意

力因子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采用爬行训练治疗小儿脑瘫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儿爬行功能､ 认知功能､ 语言功能､ 智力

以及记忆和注意力,值得临床推广。 
 
 
PU-1903 

新生儿脑病的临床特点分析 
 

牟静,袁晓莉,孙辉,华子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轻度及轻中度新生儿脑病(Neonatal Encephalopathy,NE)患儿的临床特点,为及早辨识 NE
并积极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将 2011 年 11 月—2013 年 5 月在我院新生儿门诊随访,并进行了行为神经测定(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NBNA)或者发育商(Development Quotient,DQ)测定的 1405
例胎龄>34 周新生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有无脑病临床表现及 NBNA/DQ 评分是否正常,定义确诊组

(174 例)､ 疑诊组(152 例)､ 保健组(279 例),进行回顾性统计学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母亲因素中,孕母年龄≥35 岁､ 妊娠期合并高血压疾病､ 妊娠晚期出血､ 胎膜

早破时间≥24 小时可能与 NE 的发生相关(P<0.05);新生儿因素中,早产､ 低体重､ 多胎(≥2),1 分钟

和 5 分钟低 Apgar 评分,生后感染,1 月龄或纠正至 1 月龄低头围可能与 NE 的发生相关(P<0.05)。
NBNA 评分,在行为能力､ 被动肌张力､ 主动肌张力的扣分中,确诊组或疑诊组高于保健组

(P<0.05)。DQ 评分,在大运动､ 适应能力､ 语言及社交行为得分上,确诊组或疑诊组明显高于保健组

(P<0.05)。头颅 MRI､ 超声及 CT 中,MRI 的异常率,脑间隙增宽及异常信号改变的检出率上,确诊组

显著高于保健组(P<0.05)。CT 异常结果中,出血检出率确诊组与保健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新生儿,尤其是有早产､ 围产期缺氧或感染､ 黄疸等脑损伤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应随访神经发育

情况,如 NBNA 评分或 DQ 评分,必要时结合头颅影像学等辅助检查,及时干预,对早期识别脑病､ 判

断及改善预后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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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4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综合性治疗分析 
 

段桂琴,姚梅玲,王亚哲,宋丽娟,刘秋云,焦炎娟,李正华,宋春兰,杨艳艳,刘佳甜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运用综合干预方法治疗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疗效 
方法 232 例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制订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Ⅴ)规定的诊断

标准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采用分段回合教法､ 语言行为训练､ 关键性技能训练､ 结构化教学法

､ 社交游戏训练､ 听觉统合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等综合干预方法,治疗前及治疗半年后采用采用香

港版心理教育量表第三版(PEP-3)评估治疗效果。 
结果 综合治疗能提高 PEP-3 各项目得分,其认知､ 语言表达､ 语言理解､ 模仿､ 小肌肉和大肌肉测

验及合成项沟通和体能的功能商数等治疗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综合治疗能提高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的能力,降低功能障碍。 
 
 
PU-1905 

水疗在痉挛型脑瘫患儿治疗中的应用 
 

李漫漫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水疗疗法配合功能训练治疗痉挛型脑瘫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痉挛型脑瘫患儿 10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均给予常

规康复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加上水疗疗法训练。治疗前后分别应用改良的 Ash worth 量表

(MAS)对患儿双下肢进行肌张力评定,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结果 研究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4%,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72%,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效

果更好,差异有了统计学意义(P<0.05)。从患儿治疗前后下肢肌张力评分比较上看,研究组与对照组

相比,研究组腘绳肌､ 内收肌群及腓肠肌的肌张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水疗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的治疗更有效果,患儿的肌张力明显降低,所以说水疗在康复训练等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值得临床推广。 
 
PU-1906 

蜡疗在痉挛型小儿脑瘫中改善肌张力和关节活动度的疗效观察  
 

侯晓燕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蜡疗在痉挛型小儿脑瘫中改善肌张力和关节活动度的临床观察和疗效 
方法 将我科 2016 年 7 月---2017 年 5 月选出 8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均符合 1988 年全国小儿脑瘫座

谈会指定的标准及分型,全部为痉挛型脑瘫,将这 8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作为治疗组给予

加蜡疗的康复训练,另一组作为对照组只给予除蜡疗外的综合康复训练。 
结果 特别加强蜡疗的患儿肌张力及关节活动度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蜡疗在痉挛型脑瘫中改善肌张力和关节活动度有着重要的康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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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7 

核心稳定性训练配合综合康复在小儿脑瘫康复治疗中应用 
 

刘冬芝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核心稳定性训练配合综合康复训练对脑瘫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本院收治的 87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42 例)与观察组(45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综合

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核心稳定性训练,共治疗 12 周,采用粗大运动功能测量

(GMFM-88)､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PDMS-2)评价精细运动发育商(FMQ)､ 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

量表(WeeFIM)评价。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各项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各项评分较治疗前显著上升,且观察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结论  核心稳定性训练配合综合康复训练可有效改善脑瘫患儿神经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临床

疗效较好。 
 
 
PU-1908 

口部运动治疗在功能性构音障碍儿童语言训练中的运用 
 

黄凤舞,张玲,贺萍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口部运动治疗对功能性构音障碍(FAD)患儿疗效的影响。 
方法 42 例功能性构音障碍患儿运用口部运动治疗结合语音训练,训练前后进行语音清晰度测试。 
结果 治疗后语音清晰度明显提高。 
结论 口部运动治疗是治疗功能性构音障碍的有效措施。 
 
 
 
 
 
 
PU-1909 

针刺加神经肌肉电刺激配合冷刺激治疗 
小儿病毒性脑炎后吞咽障碍疗效观察 

 
罗伟,王军英,刘春雷,黄超,刘青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针刺加神经肌肉电刺激配合冷刺激对病毒性脑炎后吞咽障碍患儿吞咽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病毒性脑炎恢复期伴吞咽障碍患儿 322 例,随机分为电刺激组 107 例､ 联合治疗组(电刺激

+冷刺激)107 例和观察组(电刺激+冷刺激+针刺)108 例,治疗 14 天为一个疗程,中间休息 2 天后再进

行下一个疗程治疗,共治疗 2 个疗程后对疗效及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与电刺激组和联合治疗组相比,观察组吞咽障碍疗效显著提高(P﹤0.05,P﹤0.01);经过 1 个疗程

的治疗后,观察组饮水实验评分明显要低于电刺激组和联合治疗组,这种差异在 2 个疗程后更明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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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观察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 营养不良发生率明显低于电刺激组和联合治疗组(P﹤0.05,P﹤
0.01)。 
结论 针刺加神经肌肉电刺激配合冷刺激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后吞咽障碍疗效显著,该疗法能够明显

改善患儿吞咽功能,大大降低吸入性肺炎以及营养不良的发生率。 
 
 
PU-1910 

智能通络治疗仪联合针刺推拿对小儿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的 
 

罗伟,王跑球,刘春雷,黄超,刘青,易慧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智能通络治疗仪联合针刺推拿对小儿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的疗效,探讨治疗小儿分娩性臂

丛神经损伤的更优方法。 
方法 将 120 例小儿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患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恩经复组､ 针刺推拿组和观察

组(智能通络治疗+针刺推拿),每组 4O 例。针刺推拿组根据患儿臂丛神经损伤部位,选择性针刺肩三

针､ 曲池､ 手三里､ 内关､ 外关､ 合谷､ 鱼际､ 后溪等穴,同时配合电针治疗;推拿以一指禅法和滚

法为主,选穴与针刺相同;恩经复组肌肉注射恩经复;智能通络治疗采用 ABE-V1 型智能通络治疗仪,选
用接骨续损药物贴片,取曲池､ 内关､ 肩贞､ 臂臑四个穴位,选择痿症处方,选用平补平泻法。观察三

组患儿临床疗效､ 治疗前后 FMA 功能评分及肌电图变化。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38/40),优于针刺推拿组的 85%(34/40)和恩经复组的 55%(22/4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观察组肌电图改善有效率为 93.5%(37/40),优于针刺推拿组的

85%(34/40)和恩经复组的 52.5%(21/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三组治疗后 FMA 功能

评分比较,观察组评分高于针刺推拿组和恩经复组(P<O.O1,P<0.05)。ragment--> 
结论 智能通络联合针刺推拿可促使小儿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患儿的受损神经及上肢功能恢复,疗效

优于针刺推拿和肌肉注射恩经复治疗。 
 
 
 
 
 
 
 
 
 
PU-1911 

镇咳灵合剂联合智能通络仪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的疗效观察 
 

罗伟,王军英,刘春雷,黄超,谭龙泽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镇咳灵合剂联合智能通络仪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的疗效 
方法 60 例病毒性肺炎患儿按完全随机分组设计的方法分为镇咳灵组和镇咳灵联合智能通络治疗组

(简称联合治疗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儿均按照西医治疗方案进行常规对症处理。镇咳灵组是在西

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镇咳灵合剂口服,用法为每次 1 mL/kg,1 日 3 次,三次喂服间隔时间不少于

6 h,共服 7 日。联合治疗组在镇咳灵组方案的基础上加用智能通络疗法进行辅助治疗。 
结果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镇咳灵组患儿显效 6 例,有效 11 例,无效 13 例,总有效率 57%(17/30);
联合治疗组患儿中显效 15 例,有效 13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3%(28/30),联合治疗组总有效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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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镇咳灵组(X2=3.98,P﹤0.01)。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主要症状评分比较,两组治疗后症状评降低

(P﹤0.01),且联合治疗组明显低于镇咳灵组(P﹤0.01)。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 IL-10 及 TNF-α 比较,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镇咳灵组治疗后患儿血清中 IL-10 及 TNF-α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
合治疗组患儿血清中 IL-10 水平降低,TNF-α 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镇咳灵组比

较,两组治疗前患儿血清中 IL-10 及 TNF-α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治疗组患儿治疗后

血清中 IL-10 上升,TNF-α 下降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智能通络治疗仪通过其独特的治疗原理能够起到较大的辅助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的作用,与口

服镇咳灵两种方法联合运用,对小儿病毒性肺炎治疗效果更加令人满意。 
 
 
PU-1912 

认知知觉功能训练对脑损伤综合征患儿智能发育临床疗效观察 
 

高莉娟,徐淑玲,吕杨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450000 

 
 
目的 观察认知知觉功能训练对脑损伤综合征患儿智能发育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96 例脑损伤综合征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8 例,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综合康复训练,观
察组患儿在常规综合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上早期认知知觉功能训练,治疗 3 个月后两组患儿分别进

行 Gesell 心理行为测试评估。 
结果 同组组内比较,训练后两组社会适应､ 大动作､ 语言､ 个人社交发育商均有改善(P < 0. 05),精
细动作发育商统计学无差异;两组组间比较,训练后观察组患儿智力各能区改善优于对照组( P < 0. 
05);同组比较,智力边缘组较智力落后组社会适应发育商差值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两组比较中,
观察组较对照组各智力等级社会适应发育商差值有统计学差异,(P < 0. 05)。 
结论 早期认知知觉功能训练能提高脑损伤综合征患儿智力发育,并促进其他能区的发育,不同智力水

平患儿提升幅度有差异。 
 
 
 
 
 
 
 
 
 
PU-1913 

足月高危儿不安运动质量评估与盖泽尔发育量表的应用比较 
 

平东沛,徐淑玲,吕杨,申珂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450000 

 
 
目的 比较足月高危儿全身运动不安阶段与盖泽尔发育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ale,GDS)评估

发育量表中运动发育商(包括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在早期神经发育监测中的应用比较。 
方法 选取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足月随访高危儿 60 例为观察对象。于纠

正年龄 9-15 周至少采用全身运动评估一次,分别于 3 月龄和 6 月龄时采用 GDS 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并对两种评估结果进行差异性和一致性分析。 
结果 60 例足月高危儿经全身运动评估,不安阶段正常的有 51 例,占 85%,异常有 9 例,占 15%,其中不

安运动缺乏 8 例,异常不安运动 1 例;在 3 月龄时 GDS 评估正常不安运动中有 2 例为运动发育边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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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运动发育迟缓,不安运动结果异常中有 4 例运动发育边缘,5 例运动发育迟缓;在 6 月龄时用 GDS
评估,正常不安运动的 GDS 评估均正常,不安运动结果异常中运动发育边缘的有 3 例,运动发育迟缓

的有 6 例。两种评估方法的结果有部分差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一致性 Kappa 检验

方法统计,两种评估方法高一致性(P=0.91)。 
结论 全身运动不安阶段具有与 6 月龄 GDS 评估有高一致性,两者均可用于高危儿的早期神经发育

监测,但全身运动评估能够更早期发现神经系统发育异常,从而开展适宜的早期干预治疗。 
 
 
PU-1914 

上海职业康复现状与展望 
 

孙华
1,陈燕

1,王平燕
1,沈立

2 
1.上海华新残疾儿童康育院 
2.长宁区初级职业技术学校 

 
 
目的 确立职业康复是综合康复医疗的全过程所达到的 终目标。 
方法 通过对职业康复的发展历程和职业康复的定义的阐述,结合长期关注残疾儿童成长与发展的上

海华新残疾儿童康育院和上海市长宁区初级职业技术学校等康复､ 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实践历程,总
结和分析他们从纯医学观点到社会心理取向等研究领域的经过。 
结果 残疾人康复和就业是促进其平等参与社会､ 回归社会的关键途径。 
结论 职业康复是目前善待探索的新时期新尝试,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职业康复作为残疾人康复中的

重要环节,它是一个涉及职业评定､ 职业培训､ 职业指导､ 职业介绍和就业等五大步骤的康复培训

系统,其宗旨应不仅在于帮助残疾人获得就业岗位,更应通过适合其个性化的职业发展,令其参与和融

入社会生活,实现自我价值。 
 
 
PU-1915 

肌内效贴贴扎技术对痉挛型偏瘫患儿足下垂的影响 
 

龙亚君,熊裕娟,覃蓉,刘璨,刘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应用肌内效贴贴扎技术治疗痉挛型偏瘫患儿足下垂的疗效 
方法 将 40 例痉挛型偏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两组均进行综合康复治疗。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应用肌内效贴对偏瘫侧下肢进行贴扎治疗。治疗前后分别用关节量角器法测量下肢

踝关节主动背屈角度,改良 Ashworth 痉挛评估量表测定患儿腓肠肌肌张力的变化､ 粗大运动功能量

表(GMFM 一 88)评估 D 区(站 立)､ E 区(走跑跳)分值。 
结果 治疗 12 周后,两组患儿患侧踝关节主动背屈角度及腓肠肌肌张力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o.01),
且观察组更优于对照组( P<0.05);两组 GMFM 一 88 之 D､ E 区评分均高于治疗前(P<0.01),且观察

组更高于对照组(P<o.05)。 
结论 肌内效贴贴扎技术配合康复功能训练能有效改善痉挛型偏瘫患儿足下垂步态,提高下肢的运动

功能。 
 
 
PU-1916 

马术治疗对功能障碍残疾儿童康复的原理分析 
 

孙华,王平燕,邓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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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新残疾儿童康育院 201705 
 

 
目的 探讨和分析马术治疗对功能障碍残疾儿童的康复原理以及治疗效果。 
方法 我院在 2014 年 2 月至 2014 年 8 月挑选了 5 名(偏瘫､ 双瘫､ 小脑萎缩､ 脑炎后遗症､ 自闭症

各一名)功能障碍儿童进行马术治疗,在取得可观疗效的同时,从马术治疗作用于功能障碍残疾儿童的

躯体运动功能､ 姿势控制､ 感觉统合､ 认知心理和社会等方面获得有效康复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和探

讨。 
结果 马术治疗可以帮助功能障碍残疾儿童在躯体运动功能､ 姿势控制､ 感觉统合､ 认知心理和社

会等方面获得较好的康复疗效。 
面获得有效康复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结论 马术治疗简单的说就是马作为一种治疗工具使用,利用马的规律性运动模式及人马互动的所有

活动,对患者的生理､ 心理､ 认知､ 社会化及行为障碍进行治疗。马术治疗是全面康复､ 整体治疗

的一部分,在配合肢体康复功能训练､ 语言训练､ 认知训练､ 心理训练､ 传统医学､ 文体训练､ 假

肢装配和社会职业康复的全方位的指导,使病人功能得以全面补偿和恢复, 终改善生活质量,回归家

庭或社会。基于国际功能､ 残疾､ 健康分类儿童和青少年分类 ICF-CY 的理论:活动和参与以及人与

环境的互动等方面,对于脑瘫､ 自闭症等功能障碍儿童来说,马术治疗有着非常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

义。 
 
 
PU-1917 

自闭症患儿在引导式教育和感统训练中的联合治疗效果 
 

张丹丹 
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和分析自闭症患儿在引导式教育和感统训练中的联合治疗。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7 月~2017 年 2 月期间到我院进行治疗的 1 岁 6 个月~5 岁的所有患儿为研

究对象,按照治疗项目和治疗次数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 例,观察组患儿采用医学康复手段[分别参

与引导式教育(引导式教育+音乐疗法+文体训练)每天两次 60 分钟,感觉统合训练每天 30 分钟,作业

治疗,言语治疗,ABA 结构化训练]。每周训练 6 天,疗程为 30 天。对照组患儿采用医学康复手段[分
别为引导式教育(引导式教育+音乐疗法+文体训练)每天 30 分钟,作业治疗,言语治疗,ABA 结构化训

练]。每周训练 6 天,疗程为 30 天。康复疗效评价采用《S—S 法》语言发育迟缓检查(CRRC 版)和
精神科 B 类量表评定 0—6 岁发育筛查测验(全国城市常模),分别于训练前和训练 3 个月后对两组患

儿进行评估。 
结果 训练 3 个疗程之后,两组患儿从认知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生活自理能力,语言表达,适应能力,情绪

行为方面,注意力方面等均有改善,疗效对比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自闭症患儿参与引导式教育和感统训练联合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不参与引导式教育和感觉统

合训练联合的治疗效果。 
 
 
PU-1918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联合传统机械治疗对小儿牙龈炎患者 
的临床疗效及炎性相关指标变化的影响分析 

 
李静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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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活性银离子抗菌液联合传统机械治疗对小儿牙龈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炎性相关指标变化

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口腔科门诊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收治的 180 例小儿牙龈炎患者按治疗方案随机

分为两组,实验组(n=90)采用活性银离子抗菌液联合传统机械治疗,B 组(n=90)采用生理盐水联合传

统机械治疗。治疗 2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牙龈炎病情指标变化､ 临床疗效及炎性指标变化发生情

况。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牙龈炎各项指标(SBI､ GI 及 PLI 等)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经自身对比均有显著降低,且治疗后实验组的结果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实验组单纯性牙龈炎治疗有效率(93.33%)显著高于对照组(83.33%),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炎性各项指标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两组患者

治疗后炎性各项指标经自身对比均有显著降低,且治疗后实验组的结果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牙龈炎各项指标(SBI､ GI 及 PLI 等)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经自身对比均有显著降低,且治疗后实验组的结果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实验组单纯性牙龈炎治疗有效率(93.33%)显著高于对照组(83.33%),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炎性各项指标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两组患者治疗

后炎性各项指标经自身对比均有显著降低,且治疗后实验组的结果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能降低 GI,SBI,PLI 指数,改善牙龈症状,同时可抑制炎症反应,对小儿牙龈炎

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上大力推广。 
 
 
PU-1919 

CarisolvⅢ凝胶化学机械去腐后的实验室观察 
 

汤根兄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1 研究离体乳磨牙 Carisolv 去龋和牙钻去龋后窝洞表面的形态。2 体外研究离体乳磨牙

Carisolv 去龋和牙钻去龋后用复合树脂充填微渗漏的影响 
方法 1 收集临床上拔除的滞留乳磨牙,有牙本质龋。分成 3 组,对照组:龋坏不做处理。牙钻组:龋坏

用传统车针和慢速球钻去龋。Carisolv 组:用伢典Ⅲ凝胶去龋。3 组标本处理完毕后,干燥,喷金,用扫

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窝洞表面形态。2 收集临床上拔除有牙本质龋的滞留乳磨牙,分为 2 组,分别用牙

钻去龋和 CarisolvⅢ凝胶去龋后,常规用光固化复合树脂充填,充填后的牙齿通过温度循环､ 染色后

从颊舌向剖开牙齿,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染料渗透的程度。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牙本质表面形态有明显差异。对照组牙本质表面较为平坦, 而实验组牙本质

表面粗糙不平, 呈不凹凸状结构。用 CarisolvⅢ凝胶去龋的微渗漏明显小于牙钻去龋组的微渗漏情

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标本牙经染色渗漏实验后在立体显微镜下可见 CarisolvⅢ凝胶去腐

充填后,无明显的微渗漏发生;牙钻去腐充填术后,可见染料渗透到洞壁约 1/2,微渗漏明显。 
结论 CarisolvⅢ型凝胶微创去腐后牙本质小管口的开放有利于粘结剂和树脂的渗入,达到更佳的微机

械锁扣效果,从而降低复合树脂的微渗漏,提高修复效果。 
 
 
PU-1920 

头帽式肌激动器合并上颌扩弓矫治技术治疗青少年安氏Ⅱ类 1 分

类错(牙合)畸形的临床应用及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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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
1,李小兵

2 
1.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目的 探讨头帽式肌激动器合并上颌扩弓矫治技术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择处于生长高峰期的安氏Ⅱ类 1 分类错(牙合)畸形患者,使用头帽式肌激动器合并上颌扩弓

矫治技术治疗,患者戴用时长平均为每天 12 小时左右,每 2-3 个月复诊,检查其矫治效果､ 矫治器戴

用情况等,分析比较患者治疗前后,上颌以及下颌牙弓宽度的变化及 X 线头影测量中 SNA､ SNB 及

ANB 角等测量值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上下颌骨宽度均有改善,且上下颌牙弓形态匹配,上颌失状向的改变较为明显,Ⅱ类骨面型

得到改善,磨牙达中性关系,前牙覆合覆盖正常。 
结论 在青少年时期(即生长发育高峰期),采用头帽肌激动器合并上颌扩弓矫治技术治疗安氏Ⅱ类 1
分类错(牙合)畸形,抑制上颌骨生长､ 促进下颌骨生长发育,改善患者侧貌,改正磨牙关系以及减少患

者覆合覆盖效果明显。避免青少年时期,因前牙唇倾出现外伤等情况;而在早期使用功能矫治器,借助

儿童的生长发育优势,改善上下颌骨的失状向､ 冠状向关系,是十分有利的。 
 
 
PU-1921 

儿童医院口腔门诊就诊情况临床调查 
 

吴红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了解就诊儿童口腔科疾病的发生特点及就诊情况,为儿童口腔科疾病的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的调查研究,对 2016 年沈阳市儿童医院收治的 10034 例初诊病例的资料进行分析,
按照年龄,疾病类型进行分类记录,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结果:初诊就诊患者 多年龄组为 4-7 岁组。 常见的儿童口腔疾病依次是牙体牙髓疾病､ 深

窝沟､ 乳牙滞留､ 粘膜病。 
结论 结论:家长和社会对儿童口腔疾病认识明显提高,儿童口腔疾病保健工作充满希望。 
 
 
 
 
 
PU-1922 

全麻下儿童口腔疾病治疗的流程管理 
 

钟雯怡
1,李小兵

2 
1.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目的 小孩先天对看牙和医院充满恐惧,历来,儿童口腔治疗非常困难。传统的方式采用“哄､ 吓､ 按､

绑”的手段让小孩配合治疗,不但导致医生治疗难度加大､ 治疗时间延长,治疗创伤增加,而且会给孩子

带来了长期心理创伤,留下心里阴影。全麻下的口腔治疗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好办法。采用吸入镇静

麻醉､ 全凭吸入全麻､ 静吸复合全麻等方式,对不配合的孩子进行口腔疾病治疗,可以让儿童迅速进

入自然睡眠状态,对整个治疗过程无记忆､ 无疼痛,治疗结束后快速苏醒,无副作用及不良反应。既治

疗了口腔疾病又不会对孩子造成身心不良反应,是不配合儿童及特殊(残障)儿童口腔治疗的 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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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但全麻技术的融入给儿童口腔科常规运行提出新的挑战,本文从与平台建立､ 病人管理､ 安全

保障等方面就全麻下儿童口腔疾病治疗进行阐述。 
方法 平台建立､ 病人管理､ 安全保障进行 
结果 取得较好效果 
结论 做好全麻下儿童口腔疾病治疗流程管理保障治疗能够顺利进行 
 
 
PU-1923 

WaveOne 机用镍钛器械用于乳磨牙根管治疗临床效果评价 
 

荆祥 
淄博口腔医院 255000 

 
 
目的 评价 WaveOne 机用镍钛器械用于乳磨牙根管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急慢性根尖周炎和急慢性牙髓炎患者的 160 颗患牙,随机分成两组。试验组用 WaveOne 机
用镍钛器械预备根管, 对照组用 GG 钻和不锈钢 K 锉以改良步退法预备根管。根据操作时间､  约诊

间疼痛发生率评价临床效果。 
结果 实验组根管预备的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的约诊间疼痛发

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 WaveOne 机用镍钛锉系统对乳牙进行根管预备,能有效减少临床操作时间,具有临床推广

价值。 
 
 
PU-1924 

无托槽隐形矫治对青少年牙釉质脱矿影响的研究 
 

黄诗言,徐舒豪,张扬根,李小兵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究无托槽隐形矫治青少年患者牙釉质脱矿情况,统计新发白垩斑数目及检出率。探究无托槽

隐形矫治对青少年口腔卫生状况的影响,及其与牙釉质脱矿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接受无托槽隐形矫治的青少年患者 30 名,在治

疗开始前､ 治疗 1 个月及治疗 6 个月三个时间节点,采用国际龋病诊断评价系统(International 
Caries Detection and Assessment System, ICDAS-II)在直视下检查患者口腔卫生状况及口内恒牙

所有牙面的牙釉质脱矿及口腔卫生状况,统计分析新发白垩斑(White Spot Lesion, WSL)数目及检出

率,及其与口腔卫生状况的相关性。 
结果 1.青少年患者接受无托槽隐形矫治前白垩斑检出率为 43.33%,矫治 1 个月及 6 个月时,分别有

13.33%和 23.33%患者被检出新发白垩斑。2.青少年患者在矫治 6 个月时白垩斑检出率 高的是上

颌侧切牙(22.22%), 低的是下颌中切牙(2.77%)。3.青少年患者在矫治 1 个月时菌斑指数升高,矫治

6 个月时明显降低,患者口腔卫生状况与新发白垩斑间无明显相关性(P=0.198)。 
结论 1.未行正畸矫治的青少年患者白垩斑发生率较高,提示口腔卫生宣教及早期防龋的重要意义;无
托槽隐形矫治过程中新发白垩斑检出率低,新发白垩斑数少;矫治过程中的口腔健康维护至关重要。2.
上颌侧切牙 易发生白垩斑,而下颌前牙白垩斑发生率 低。无托槽隐形矫治有利于青少年患者控

制菌斑,维持口腔卫生状况。 
  
 
 
PU-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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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区 56 例咬合诱导矫治的效果分析 
 

余建华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规培) 610041 

 
 
目的 由于目前很多口腔诊所在使用咬合诱导器(如 MRC､ 罗慕矫治器等)甚至达到一种滥用的地

步。本次统计分析在于了解该类矫治器的是否有效､ 是否会产生不良影响。 
方法 收集成都 5 家诊所 2016 年 1 月-2017 年 4 月已完成矫治的 56 例病例作为统计分析对象。分

析效果及不良影响。 
结果 其中有 26 例有较好的效果,牙列排齐并达到了较好的咬合关系;有 22 例排齐效果或(和)面型改

善较差;有 5 例出现了前牙压根吸收,3 例出现了颞颌关节紊乱。 
结论 这类诱导器可能对轻到中度的拥挤有一定的效果,但对病例的选择和适应症的把握应十分谨慎;
此类诱导器的矫治､ 生物力学原理需进一步分析 
 
 
PU-1926 

机械张力对成骨细胞成骨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张家玮,周陈晨,黄一冰,徐舒豪,张杨根,黎静,李小兵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在机械张力作用下成骨细胞成骨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 
方法 培养人类颅骨成骨细胞(HCO, Cat. 4600, Science cell),利用 Flexercell FX-400 加力装置对人

成骨细胞进行 2%的机械加载拉力,加载时间分别为 6h､ 12h 和 24h,利用 PCR array 分析成骨相关

基因的表达。 
结果 机械力加载后,与对照组相比,细胞体积增大,部分细胞的排列出现明显的极性。PCR array 显示

2%机械拉力加载后变化明显的成骨相关基因有 5 个,其中钙离子受体在 6､ 12､ 24 小时的表达量逐

渐增加(24h 表达量为 6h 的 12.1 倍),腱蛋白,胶原蛋白 α1､ 组织蛋白酶 K 和 MMP2 在 6､ 12､ 24
小时的表达量逐渐减少,腱蛋白和胶原蛋白 α1 在 24 小时的表达量低于对照组。 
结论 机械张力影响成骨细胞成骨相关基因的表达。 
 
 
 
 
PU-1927 

两种不同修复方式对乳磨牙大面积缺损疗效的对比研究 
 

钟恬,黄彦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江西省口腔医院 330006 

 
 
目的 对比两种不同修复方式对乳磨牙大面积缺损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大面积缺损的 76 颗乳磨牙,随机分成 2 组,分别采用金属预成冠修复及光固化通用树脂修

复。2 组患儿皆进行 12 个月随访,对比分析 2 组患儿的临床疗效。 
结果 在牙体完整性和磨耗方面,2 种修复方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咬合关系､ 邻接关系､ 继发

龋方面,预成冠优于树脂充填。 
结论 与树脂充填相比,虽然预成冠操作复杂､ 成本也较高,但是临床评价结果好,在乳磨牙大面积缺损

病例中可推广使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693 
 

 
 
PU-1928 

正常人群生长发育过程中牙弓形态的变化 
 

黄一冰,李小兵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目的 本文总结了国内国际对于牙弓发育的研究,拟归纳总结正常人群牙弓宽度､ 牙弓长度､ 牙弓周

径等在各个年龄阶段的变化情况,分析牙弓形态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变化特点,旨在为临床医生制定

正畸治疗计划以及错??矫治疗效的评价提供临床参考数据。 
方法 检索以下数据库中有关牙弓发育的相关研究,包括 Pubmed､ Medline､ Embase 以及中国生物

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中国知网(CNKI)､ 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VIP),不限制语言和出版日期。

手动检索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dontics and Dentofacial Orthopedics , Angle Orthodontist, 
European Journal of Orthodontics, Journal of Orthodontics 等外文杂志,以及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等国内杂志。 
结果 牙弓形态从乳牙列､ 混合牙列至恒牙列,甚至中年､ 老年阶段都存在一定的变化。在混合牙列

阶段,牙弓宽度､ 长度､ 周径增大,但在恒牙列阶段则均表现出一定的缩小趋势。这些变化特点是临

床医生在制定治疗计划以及治疗结束的保持计划时应纳入考虑的因素。牙弓形态的研究之间的比较

存在困难,因为存在样本选择的不同､ 使用解剖参照点的不同,以及测量工具的不同等原因。同时还

存在明显个体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均体现了不同种族间基因和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这也使得对牙

弓发育趋势的个体预测存在困难。相关的研究测试年龄点的设置较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测试的时

间间隔也没有科学性。因此此类研究方法还需要规范和统一。关于牙弓形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20
世纪末,模型的测量方法还较传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3D 模型测量技术已经渐渐普及,可以很好

应用在牙弓形态变化的研究中。 
结论 在混合期至恒牙列期,牙弓形态都在不断的变化中,临床正畸医生应予以重视。牙弓形态的变规

律存在争议的地方还很多,研究间的异质性也较大,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采用 新的技术,进行更加精确

､ 严谨､ 完善的研究来补充这一方面的内容,以期将来能对牙弓形态变化有更好的预测,更好地将研

究结果应用于临床实践。 
 
 
 
 
 
 
PU-1929 

对极度不配合患儿在全麻与单纯束缚下 
进行牙科治疗的临床对比研究  

 
钟恬,黄彦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江西省口腔医院 330006 
 

 
目的 比较儿童在全麻与单纯束缚下进行牙科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在我科就诊的极度不配合且全口多数牙有牙体牙髓

疾病的患儿 50 例,年龄在 2-4 岁间。根据家属的意愿,20 例采用全麻下进行牙科治疗,30 例采用单纯

束缚下进行牙科治疗。对两种情况下的牙科治疗的临床疗效､ 治疗所需时间及术后定期随访复查依

从性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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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全麻下牙科治疗组的一年后的充填物脱落率(8.9%)和继发龋率(11.7%)均显著低于单纯束缚组

(18.9%)､ (28.5%)(P<0.001);治疗所需时间全麻组显著低于单纯束缚组(P<0.001);两者的术后定期

随访复查依从性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对极度不配合的患儿在全麻术下一次性治疗口腔内的所有患牙,可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且总耗

时间少于单纯束缚组,提高了工作效率。 
 
 
PU-1930 

微量元素改性钙硅基生物活性材料体内外成骨能力比较研究 
 

张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31 

 
 
目的 随着人类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口腔颌面部的肿瘤､ 炎症､ 外伤､ 种植体植入手术引

起的骨缺损需要对缺损区进行骨再生修复治疗。钙硅基生物材料是目前临床常用的修复材料,主要

用于牙髓血管再生和牙周骨组织再生。本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将微量元素掺杂进钙硅基生物材料体系

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钙硅基材料水化性质和生物学活性,从而揭示微量元素掺杂以及钙-硅无机

材料在骨缺损再生修复中的机制。 
方法 通过溶胶凝胶法合成掺杂不同比例锌或铜的 β-硅酸二钙生物活性材料,将样品在体外模具中塑

形,待其固化后植入到新西兰大白兔下颌骨缺损模型的缺损部位,4 周和 12 周后取下颌骨样本进行

Micro-CT 以及组织染色､ 免疫组化分析。将不同浓度样品浸体液加入到细胞培养基中,通过 CCK-8
法测定 1 天､ 4 天､ 7 天 MC3T3 细胞的细胞增殖情况,同时测定 1 天､ 4 天､ 7 天碱性磷酸酶的活

性。通过 RTPCR 测定成骨表达基因 COL1､ OCN､ Osterix､ Runx2､ ALP 的 mRNA 的表达水

平。 
结果 体内实验结果:组织染色､ 免疫组化和 Micro-CT 重建分析显示掺杂锌或铜的 β-硅酸二钙材料

与纯的 β-硅酸二钙相比兔下颌骨缺损区新骨再生能力明显增强,而且掺杂 10%锌的 β-硅酸二钙材料

显示了 好成骨能力。 
体外实验结果:掺杂锌或铜的 β-硅酸二钙材料与纯的 β-硅酸二钙相比成骨细胞增殖数量明显增

多,ALP 活性明显增强,同时成骨相关基因表达 mRNA 水平均显著提高。 
结论 本研究在体内和体外同时证实了掺杂锌或铜的 β-硅酸二钙生物材料相比于纯 β-硅酸二钙在骨

再生方面的优越性。 
 
 
 
 
PU-1931 

氢氧化钙两种不同制剂用于乳牙活髓切断的临床评价  
 

汤小英,黄彦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江西省口腔医院 330006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的氢氧化钙制剂用于乳牙活髓切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5-7 岁 28 例患儿 62 颗诊断为深龋或早期牙髓炎的乳磨牙,随机分成 2 组行活髓切断,根髓

断面分别覆盖 CaIvital(C 组)和 Dycal(D 组),定期复查。 
结果 C 组临床成功率为 83.9%,X 线成功率为 74.2%。D 组临床成功率为 90.3%,X 线成功率为

77.4%。两者在统计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这两种氢氧化钙复合制剂作为乳牙活髓切断的盖髓剂均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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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2 

上颌唇挡早期矫治上颌牙弓前段长度发育不足 
病例的临床应用及分析 

 
冯靖雯

1,周陈晨
2,李小兵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目的 研究探讨应用上颌唇挡矫治器早期治疗上颌牙弓前段长度不足的治疗效果,为临床诊断和治疗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替牙合期上颌牙弓前段长度发育不足的错颌畸形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上颌前段腭盖陡

直,上前牙轻度拥挤,模型测量分析上颌牙弓前段长度发育不足即上颌中切牙接触点至双侧上颌尖牙

(乳尖牙)连线的垂直距离小于标准值。由于替牙合期错颌畸形患者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牙槽骨具有可

塑性,为解除上颌牙弓前段长度发育不足,早期戴用上颌唇挡矫治器,要求患者全天戴用矫治器,指导戴

用方法,嘱注意事项,每 2 个月复诊,调整矫治器,观察治疗效果。治疗前后制作记存模型,拍摄面像､

口内像､ 曲面断层片､ 头颅侧位片以及模型测量分析､ 头影测量分析等进行研究对比。 
结果 治疗后上颌牙弓前段长度增加,上颌前段腭盖形态改善,上前牙轻度拥挤基本解除,改善口周肌肉

环境。 
结论 生长发育过程中的牙槽骨具有可塑性,通过在替牙合期早期使用上颌唇挡矫治器可增加上颌牙

弓前段长度,改善上颌前段腭盖形态,为后续牙齿替换及排列建立良好基础。 
 
 
PU-1933 

一例儿童型低碱性磷酸酯酶症的病例报道 
 

张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250031 

 
 
目的 低碱性磷酸酯酶症(Hypophosphatasia)是一种由于碱性磷酸酯酶(ALPL)基因突变而导致的以

骨骼､ 牙齿发育缺陷及血清､ 骨的组织非特异性碱性磷酸酶(TNAP)活性降低为特征的系统性疾病,
其遗传型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一。因其典型的口腔表现,约 90%的低磷酸酯酶

症儿童 早是被牙科医生发现的。本文目的在于对一名乳牙过早脱落的患儿进行临床诊断。 
方法 研究对象为一名 2017 年就诊于我科的患儿。患儿男,2 岁,因“乳牙异常脱落 1 年余”就诊。患儿

1 年前乳前牙萌出不久后便逐渐出现松动,后个别乳前牙相继脱落,无其他明显不适。患儿母亲妊娠

期间无异常及抗生素用药史,家族内未见类似情况。患儿出生后无高热情况。对患儿进行详细检查,
包括口腔常规检查､ 头面部及口内照相､ 全口曲面断层片及脱落乳牙 X 线片检查､ 颅骨及长骨 X
线片检查､ 骨密度检测。实验室检查:血清碱性磷酸酶 ALP 活性检测。根据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做出初步临床诊断。 
结果 口内检查:51 牙唇倾,松动 I 度。61､ 62､ 71､ 72､ 81､ 82､ 83 牙缺失。82 牙位处牙龈增

生。患儿身材矮小,步态不稳。家长述,与正常同龄儿童相比,患儿腿部肌肉略显无力。因患儿年龄较

小,无法进行颅骨､ 长骨的 X 线片检查､ 骨密度检测及全口曲面断层片检查。脱落乳牙牙根表面可

见不同程度的牙骨质缺失,暴露的牙本质局部可见大小不等吸收区,对脱落乳牙进行 X 线片检查发现

其牙髓腔及根管扩大。连续三次血清碱性磷酸酶 ALP 活性检测平均值为 37.7IU/L(成人正常值:45-
125IU/L,儿童参考值约为成人 2 倍)。根据以上检查结果,初步诊断该患儿所患疾病为低碱性磷酸酯

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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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常按照 早出现症状的年龄,低碱性磷酸酯酶症可分为围产期型､ 婴幼儿型､ 儿童型和成人

型四类。围产期型低磷酸酯酶症首发症状出现在宫内或生后几天内,通过 X 线检查可发现严重的骨

骼发育不良,常导致患儿死亡。婴幼儿型症状通常在出生后 6 个月内出现,表现为颅骨狭小､ 连枷胸

､ 肺炎､ 高钙血症等,约半数婴儿常因这些异常而死亡。儿童型通常在出生后逐渐发病,临床症状表

现为中等程度的“佝偻病”样骨骼异常及未成熟的乳牙脱落。成人型低磷酸酯酶症的主要表现是未发

育成熟的上下前牙脱落,并伴有乳牙早失病史。根据该患儿典型的未成熟乳牙脱落症状以及血清

ALP 活性降低,该患儿的临床诊断为低碱性磷酸酯酶症。 
 
 
PU-1934 

Fränkel Ⅲ型矫治器治疗儿童轻度骨性Ⅲ类错(牙合)畸形的临床

病例 1 例 
 

陈晓英
1,李小兵

2 
1.广州市花都区胡忠医院(妇幼保健院) 

2.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目的 探讨 Fränkel Ⅲ型矫治器的临床应用。 
方法 患儿女,6 岁,家长主诉为前牙反(牙合),初诊面相Ⅲ类面相,口内可见 21､ 31､ 32､ 36､ 41､ 42
､ 46 牙萌出,前牙反覆(牙合) 
Ⅱ°反覆盖Ⅰ°,头影测量(Dolphin 软件,华西综合分析法)显示 SNA71.7°,SNB73.1°,ANB﹣1.3°,诊断

为替牙列早期,轻度骨性Ⅲ类错(牙合)畸形,治疗方案为一期 Fränkel Ⅲ型矫治器治疗,二期正畸综合

治疗。要求患儿每天佩戴时长不少于 12 小时,强调夜间佩戴,并进行唇封闭训练,每 2-3 个月复诊,记
录其矫治器佩戴情况､ 矫治效果等。 
结果 佩戴矫治器 1 年后,患儿面相明显改善,前牙反覆(牙合)反覆盖解除,继续佩戴矫治器维持,1 年半

后复查头颅侧位片,头影测量值 SNA88.2°､ SNB88.0°､ ANB1°,上前牙直立,上颌骨矢状向的改变较

为明显,上下颌骨恢复正常的矢状向关系,Ⅲ类面型得到改善,前牙为浅覆(牙合)浅覆盖关系。 
结论 在替牙列早期,采用 Fränkel Ⅲ型矫治器治疗儿童轻度骨性Ⅲ类错(牙合)畸形,可解除唇､ 颊肌

肉对上颌骨生长的抑制,为上颌骨的发育创造正常的口周肌肉环境,恢复上下颌骨正常的矢状向关系,
改善患者面型。对骨性Ⅲ类错(牙合)畸形的患者提倡早干预､ 早治疗,Fränkel Ⅲ型矫治器佩戴简便,
配合唇封闭训练,早期使用可利用儿童的生长发育特点,能有效恢复上颌骨的生长,减轻错(牙合)畸形

的程度,减少复发的可能性。 
 
 
 
PU-1935 

全身麻醉下治疗儿童口腔疾病的临床浅析 
 

郝新青,黄洋,李毅,李海鹰,高翔,孙悦,曲勃颖,丁超,闫阔 
吉林大学口腔医学院 130021 

 
 
目的 通过对全身麻醉下治疗儿童口腔疾病数据的分析,为临床治疗提供资料及指导。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吉林大学口腔医学院儿童口腔科接诊的全麻患者进行数据统计并

分析。 
结果 80 例全麻患者中,54 例恐惧儿童､ 21 例低龄儿童､ 5 例智障儿童。年龄在 3 岁-16 岁,治疗患

牙数在 8-18 颗,其中龋齿直接充填数 320 颗,深龋间接盖髓术 189 颗,根管治疗术 241 颗,活髓切断术

62 颗,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术 28 颗,第一恒磨牙根管治疗 3 颗,乳磨牙金属预成冠修复 13 颗,所有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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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均术前简单龈上洁治及术后涂布氟保护漆。术后回访 2 例患儿出现高热反应。定期复查发现 5 例

患儿出现充填物松动､ 部分脱落,均能配合门诊操作完成治疗。 
结论 全身麻醉下治疗儿童口腔疾病,作为一种安全､ 有效的治疗措施,可一次性完成儿童

口腔内所有患牙的治疗,整个治疗过程中无任何痛苦经历,对患儿的心理健康没有任何负

面影响,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1936 

混合牙列期儿童上前牙重度扭转的矫治病例报告 
 

侯玉妹,黄华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混合牙列期儿童上前牙重度扭转的早期矫治效果。 
方法 选择因上前牙重度扭转(90°)来我科就诊的混合牙列期儿童作为矫治对象,给予 2*4 固定矫治,解
除前牙扭转,防止合创伤的发生,并用 T4K 肌功能矫治器保持导萌至建合,观察复发情况。 
结果 上前牙重度扭转的患儿矫治后未复发,合关系稳定。 
结论 2*4 固定矫治对混合牙列期儿童上前牙重度扭转的早期矫治,可阻断因扭转牙所引起的牙齿排

列不齐,间隙丧失,上下牙弓合关系异常等错颌畸形。T4K 肌功能矫治器进行保持,可有效预防扭转牙

矫治后的复发,并可引导余牙沿正常位置生长,减少错颌畸形的发生。此外患儿通过咀嚼作用,建立个

性化的功能合,合关系稳定,不易复发,不需永久佩戴保持器,效果良好。 
 
 
PU-1937 

儿童口腔治疗的心理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符莹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200001 

 
 
目的 儿童患者在口腔科就诊时,治疗效果往往不尽人意,这与患儿的不配合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口腔科

医护人员一直关注的问题。作为一名口腔科护士不仅要有高超的口腔护理技术,还要掌握儿童的心

理特点,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适时地进行心理干预及护理,辅以心理疏导, 大程度的使患儿在身心愉

悦的情况下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完成口腔治疗。 
 
PU-1938 

影响口腔科儿童心理行为因素分析及对策 
 

郎晓彬,刘颖萍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分析不同年龄的患儿在口腔治疗中的不同心理行为及影响因素。 
方法 对一年来就诊于我科口腔门诊的 1140 例患儿按不同的年龄分为 3 组,了解不同年龄段儿童在

治疗中的不同心理行为,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的治疗方法。 
结果 年龄较大儿童受外界影响大,患儿诱导程度高,年龄较小儿童受外界影响较小,合作程度低。 
结论 不同年龄段患儿心理行为各不相同,根据儿童心理行为,采取正确的治疗手段及有效的干预措施,
是使儿童提高配合程度,顺利完成治疗的有效途径,从而大大减少了儿童在治疗中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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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9 

乳牙期骨性安氏Ⅲ类错颌畸形的治疗 
 

黄恺丽,阮文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上颌螺旋扩大器式矫正器联合Ⅲ类颌间牵引治疗乳牙期骨性安氏Ⅲ类错颌畸形的可行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乳牙期骨性安氏Ⅲ类错颌畸形患者共 24 名(男 13 名,女 11 名,平均年龄 5.7 岁),对
患者治疗前后的侧位片进行头影测量对比分析,评价治疗前后的上下颌前牙轴向､ 上下颌骨形态､

颌间关系及面部侧貌的变化及治疗后的稳定性。 
结果 治疗后 U1-SN 显著增大(p<0.001),U1-NA 显著增大(p<0.05),颌凸角(NA-PA)显著性增大

(p<0.05);上颌长(ANS-Ptm)与下颌体长(Go-Gn)正畸前后无显著性增长(p>0.05),下颌骨综合长度

(Co-Gn)显著增大(p<0.05)。下颌骨测量项目∠SNB,面角(NP-FH),下颌平面角(MP-FH)在正畸前后

保持恒定(p>0.05);Y 轴角显著性增大(p<0.05);上下颌间关系常用测量项目 Wits 值,∠ANB 在治疗前

后显著性增大(p<0.001)。治疗后所有患儿口内反 解除,17 名患者在治疗后六个月时复诊咬合稳定

无复发。 
结论 上颌螺旋扩大器式矫正器联合Ⅲ类颌间牵引治疗乳牙期骨性安氏Ⅲ类错 畸形矫治效果明显,
临床值得推广应用。 
 
 
PU-1940 

口腔科门诊治疗中不合作儿童的护理研究 
 

霍一霆 
内蒙古一机医院 014030 

 
 
目的 通过对牙科治疗中不合作儿童的比较分析, 了解不合作儿童的心理护理方法。 
方法 对来我院就诊的 200 例 3~6 岁接受牙科治疗的儿童进行针对性心理护理, 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

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00 例患者。给予对照组患儿常规口腔治疗护理,给予试验组患儿针对

性口腔治疗护理,记录两组患儿的配合度及患者满意度并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对照组的配合因素中,患儿因素显著高于护理因素及环境因素(NO.05);试验组的疼痛评分

(6.32±3.21)优于对照组患儿(46.82±5.23);试验组的患儿配合度(90.00%)优于对照组患儿

(20.00%)(P<0.05);试验组的患者满意度(100.0%)优于对照组(60.0%)。儿童口腔治疗中患儿不合作

的主要因素为疾病疼痛,有效的临床护理可降低患儿疼痛感,提升治疗配合度和患者满意度。 
结论 2.1 对照组患儿的不配合因素分析 
对照组患者的配合度仅 10.00%,患儿因素 高,为 50.00%,护理因素次之,为 40.00% ,环境因素

10.00%。患儿因素显著高于护理因素及环境因素(P< 0 .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干预结果 
在疼痛评分上,试验组患者(6.3 2±3.21)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46.82±5.23),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5);在患儿配合度上,试验组患者(1 0 0.0 0%)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20.00%),两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在临床满意度上,试验组患者(100.00%)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60.00%),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 
 
 
PU-194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699 
 

恶性石骨症患儿移植前全麻下全口牙病治疗一例 
 

张志苓,刘艳,孙江阳,于国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对于 1 名低龄恶性石骨症患儿移植前进行全口牙齿治疗的病例报告,探讨关于有全身疾病患儿

全麻下全口牙齿治疗的可行性 
方法 全麻下全口牙齿的治疗 
结果 成功的在全麻下对患儿的全口牙齿进行了治疗,并随诊牙齿炎症消除后,成功进行了移植。 
结论 对于有全身疾病的患儿治疗牙齿,以去除已有或潜在感染灶为主要目的,减少或避免牙齿感染对

全身疾病的影响。 
恶性石骨症患儿移植前对于龋坏牙齿的治疗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低龄牙齿龋坏较多的患儿,选择全麻

治疗牙齿是安全可行的。 
 
 
PU-1942 

先天性区域性牙发育不良 1 例 
 

陈怡帆,刘娟,刘波,李艳红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650106 

 
 
目的 我投的是口腔疾病中与发育相关疾病的病例区域性牙发育不良(Regional Odontodysplasia),是
一种发病原因不明,但非遗传性,病变可累及釉质､ 牙本质､ 牙骨质和牙囊的牙体发育性疾病。 
 
 
PU-1943 

两种方法治疗乳中切牙邻面龋的临床疗效比较 
 

郭海燕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两种方法治疗乳中切牙邻面龋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12 月就诊于我院口腔科的 88 例乳中切牙邻面龋的初诊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分别采用磨除法加局部涂氟和树脂充填法进行治疗,1 年后评估其疗效。 
结果 磨除法加局部涂氟组治疗 1 年后临床疗效优于树脂充填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乳中切牙邻面釉质龋选择磨除邻面接触点打开邻间隙加局部涂氟的方法优于树脂充填法,而且

简单､ 有效,家长易于接受,值得临床推广。 
 
 
PU-1944 

EPHA3 基因多态性与非综合征性唇腭裂关系研究 
 

郭思远,陈仁吉,穆玥,胥毅,徐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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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大量的研究认为(non-syndromic cleft of lip with or without palate, NSCL/P)是基因､ 环境因素

所致的病因复杂的遗传疾病。但由于其病因的复杂性,目前还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本研究的目的

是通过 SNaPShot 技术检测 EPHA3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探讨 EPHA3 基因 SNP 与 NSCL/P 发病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80 例 NSCL/P 患者及 167 例正常对照个体样本,通过 SNaPShot 技术检测 EPHA3 基因

4 个 SNPs(rs1398197､ rs17801309､ rs1054750 和 rs7632427),采用 Plink 软件包分析不同位点的

基因型频率是否符合遗传平衡检验;并分析 5 个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型与 NSCL/P 发病的关系。应

用 HaploView 软件进行连锁不平衡分析(linkage disequilibrium,LD)及单体型分析。 
结果 4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基因型频率分布均符合遗传平衡检验。LD 及单倍型分析发现 4 个位

点之间不存在连锁不平衡现象,不构成单倍型。4 个位点等位基因逻辑回归发现,所有 4 各位点与

NSCL/P 的发病均无明显相关性,其中 rs1398197(P=0.484)､ rs17801309(P=0.629)､
rs1054750(P=0.840)､ rs7632427(P=0.840)。4 个位点基因型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所有 4 各位

点与 NSCL/P 的发病均无明显相关性,其中 rs1398197(P=0.9993)､ rs17801309(P=0.9628)､
rs1054750(P=0.9993)､ rs7632427(P=0.1596)。 
结论 中国汉族人群中,EPHA3 基因(rs1398197､ rs17801309､ rs1054750 和 rs7632427)与
NSCL/P 发病无相关联性。 
 
 
PU-1945 

学龄前儿童口腔行为习惯与患龋情况分析 
 

李晓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 750004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口腔行为习惯与患龋的关系,为患龋儿童提供口腔健康宣教。 
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方法,选取 2016 年 6 月-10 月在宁夏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就诊

的 300 名学龄前儿童家长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不同年龄组儿童在饮食习惯(喜食甜食类食品､ 睡前进食习惯)､ 每天刷牙次数方面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饮食习惯:学龄前儿童中有 54.59%喜欢甜类食品,睡前进食占 58.42%;口腔

行为习惯:首次刷牙在 3 岁以前者为 34.52%,每天刷牙 2 次者为 42.83%,每次刷牙时间在 3 分钟者

为 20.37%;就医情况:主诉为牙齿有洞者为 65.39%,定期检查者占 10.28%,做过干扰措施者为

13.86%;家长的认知情况:态度积极,但对于相关口腔知识的认识相对不足,其中有 54.35%的家长关注

儿童口腔预防保健知识,43.69%的家长通过网络､ 电视等媒体途径了解口腔卫生知识。 
结论 患龋的学龄前儿童没有养成良好的口腔行为习惯,家长的保健知识有待提高及加强,应通过多种

措施提高儿童的口腔保健水平。 
 
 
PU-1946 

银川市学龄前儿童患龋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李睿敏,于英凡,李艳青,李晓洁,祁晓芬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750004 

 
 
目的 调查银川市 3-5 岁儿童患龋情况及口腔健康行为,为龋病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根据《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方案》,采用多阶段､ 分层､ 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

取宁夏银川市 4 所幼儿园的 3-5 岁儿童共 1044 名,对其进行口腔检查,并向家长发放问卷,对儿童的

刷牙情况､ 甜食摄入情况和口腔检查情况等进行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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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银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发生率为 61.8%,其中,男童与女童患龋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幼儿患龋率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3 岁组､ 4 岁组､ 5 岁组儿童中龋齿患病率分别为

44.6%,62.7%及 73.7%,各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 岁以前开始刷牙的儿童占

22.07%,15.5%儿童每日刷牙次数小于等于一次。有夜间进食习惯的儿童占 45%。夜间进食及高频

摄入甜食､ 口腔预防观念薄弱均是儿童龋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 
结论 银川市学龄前儿童患龋率较高,口腔健康行为较差,应引起父母､ 幼师及医务工作者的关注,加强

对儿童及家长的口腔保健知识的宣传普及,开展龋病防治干预措施,以期降低当地儿童龋病的患病率,
提高口腔健康水平。 
 
 
PU-1947 

乳上切牙根管形态的显微 CT 研究 
 

黄华,林兆宏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530021 

 
 
目的 采用显微 CT 扫描并三维重建乳上切牙根管形态,为乳牙可吸收桩的研制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乳上中切牙和乳上侧切牙各 10 颗,采用显微 CT 三维重建并描述乳上切牙根管系统的二维

及三维解剖形态。 
结果 乳上中切牙的体积,表面积较乳上侧切牙的大,而结构模型指数则相反。乳上侧切牙在根颈截面

､ 根颈 1/3 段和根中 1/3 段交界面较乳上中切牙圆。乳上中切牙各横截面的唇腭向直径较近远中向

直径小,乳上侧切牙各截面的唇腭向直径较近远中向直径大。乳上中切牙和乳上侧切牙的根管锥度

在唇腭向从根尖 1/3 到根颈 1/3 逐渐变大,而乳上中切牙的根管锥度在近远中向从根尖 1/3 到根颈

1/3 逐渐变小。乳上侧切牙唇腭向的三段根管锥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显微 CT 扫描作为无创性的牙体解剖系统的研究方法,能重建乳上切牙根管形态,为乳上切牙可

吸收桩的研发提供数据参考。 
 
 
PU-1948 

Is the premaxillary-maxillary suture fusing at a gestational 
age of 12 weeks? An ultrasound study 

 
ruan wenhua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maxillary-maxillary growth of the fetus in the first trimester with B-
ultrasound techniqu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using time of the premaxillary-maxillary suture. 
Methods 169 healthy Han singleton pregnancies subjected to routine pregnancy test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ir gestational weeks: group 1, the 11th 
gestational week; group 2, the 12th week; group 3, the 13th week.Fetal biometric measurements, 
nuchal translucency thickness, crown-lump length and premaxillary-maxillary length, were 
measured during consecutive prenatal ultrasonographic examinations. Intergroup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ANOVA test. 
Results The premaxillary-maxillary grows gradually and its length at 11th, 12th and 13th is 0.54 cm, 
0.65 cm and 0.74 cm respective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emaxillary-maxillary length and gestational weeks in the first trimester. The growth rates of the 
maxilla at the 11th, the 12th and the 13th week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a descending order of 
growth rate as the week of 12, 11 and 13, among which the rate of the 12th week is the fas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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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premaxillary and maxillary growth at 11 and 12 gestational weeks in the first 
trimester are steadily accelerated, peaking at the 12th week and slowing down after 12 gestational 
weeks,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fusion of the premaxillary-maxillary suture. This study 
was funded by the key project of the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of Zhejiang province 
(2012ZDA028). 
 
 
PU-1949 

唇裂儿童围术期抗生素应用的临床研究 
 

穆玥,陈仁吉,刘洪涛,赵婷 
北京口腔医院 10213205 

 
 
目的 研究与探讨 3 岁以下唇裂儿童围术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的必要性。 
方法 将 2013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期间我院就诊并手术治疗的 200 名 3 岁以下唇裂儿童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抗生素使用原则及规范,将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实验组围术期给予预防性抗生素

输注及补液治疗,对照组儿童仅给予基础补液治疗,收集围术期研究对象体温､ 创口愈合情况及血常

规各项数值等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患儿围术期体温､ 术区创口愈合情况及血常规各项指标数据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P>0.05)。 
结论 3 岁以下唇裂儿童围术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并非必要。 
 
 
PU-1950 

ETA 矫治器对混合牙列期口呼吸儿童牙弓宽度的影响 
——病例报告 

 
黄华

1,何莹
1,2 

1.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柳州二空医院 

 
 
目的 探讨 ETA 矫治器对混合牙列期口呼吸儿童牙弓宽度的影响 
方法 对 1 例混合牙列期安氏Ⅱ类 1 分类错牙合伴口呼吸的儿童,采用个性化制作的 ETA 矫治器矫治,
每天夜间戴矫治器 8 小时。分别对其在 ETA 矫治前及 ETA 矫治 6 个月后的牙颌模型进行上下牙弓

宽度的测量,数据统计学处理。 
结果 矫治 6 个月后,上牙弓由尖圆形变为卵圆形,上牙弓宽度扩大,上下前牙拥挤､ 扭转改善,21､ 31
咬合创伤解除,唇侧牙龈退缩改善。矫治前牙弓宽度测量值:上颌乳尖牙间宽度为 30.15mm,上颌第

一磨牙间宽度为 50.09 mm,下颌乳尖牙间宽度为 25.12mm,下颌第一磨牙间宽度为 45.09mm ;矫治

6 个月后弓宽度测量值:上颌乳尖牙间宽度为 34.58mm,上颌第一磨牙间宽度为 50.61mm ,下颌乳尖

牙间宽度为 26.82mm ,下颌第一磨牙间宽度为 45.59mm;矫治后牙弓宽度增加量:上颌前段为 4.43 
mm,上颌第一磨牙间为 0.52 mm,下颌乳尖牙间为 1.70 mm,下颌第一磨牙间为 0.50 mm;治疗前后

上颌前段牙弓宽度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TA 矫治器可以干预口呼吸,对安氏Ⅱ类 1 分类错牙合儿童建立良好的口腔功能环境,及时恢复

及重塑正常的上下牙弓前段的宽度,显著扩展上颌乳尖牙间宽度,改善上颌牙弓的狭窄。 
 
 
PU-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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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城中区学龄前孤独症儿童口腔健康状况调查 
 

黄华
1,肖亦芳

1,2 
1.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 

 
 
目的 了解柳州市城中区学龄前孤独症儿童口腔健康状况,为孤独症儿童口腔保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口腔健康状况调查的方法,选取柳州市城中区学龄前孤独症儿童 152 名为研

究组,同时抽取城中区中山西路幼儿园 210 名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对两组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内容

包括儿童乳牙患龋状况,龋病充填情况以及可视菌斑情况;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家长口腔健康知信行,数
据采用 SPSS16.0 软件统计分析。 
结果 孤独症儿童 152 人, 大年龄 6.5 岁, 小年龄 3.1 岁,平均年龄 4.2 岁,其中男 111 人,女 41 人,
男女比例 2.71:1;健康儿童 210 人, 大年龄 6.3 岁, 小年龄 3.0 岁,平均年龄 4.8 岁,其中男 108 人,
女 102 人,男女比例近 1:1;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孤独症儿童乳牙患龋率为 73.68%,龋均

3.91,可视菌斑≥2 检出率为 53.92%,均高于健康儿童;充填率为 1.52%低于健康儿童;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口腔健康知识和态度方面:孤独症儿童家长口腔健康知识和态度的赋值分都低于健

康儿童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口腔健康行为方面:孤独症儿童晚上睡觉前经常吃甜点

或喝甜饮料高于健康儿童;有刷牙习惯,能做到每天刷牙,并每天刷牙 2 次或以上,使用含氟牙膏的,都
低于健康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孤独症儿童到口腔科的就诊率都低于健康儿童;就诊的

主要原因是牙病治疗,而健康儿童是咨询和检查比例较高;孤独症儿童过去一年没有看过牙的原因是

家长认为孩子的牙没有问题和乳牙要替换不需要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孤独症儿童口腔卫

生状况差的患龋的可能性是口腔卫生状况良好的 3.137 倍;在晚上睡觉前经常吃甜点或喝甜饮料的

孤独症儿童患龋的可能性是在晚上睡觉前从不吃甜点或喝甜饮料的 9.497 倍。 
结论 孤独症儿童患龋率高,充填率低,就诊率低,口腔卫生状况差。家长口腔保健意识薄弱,口腔保健

知识欠佳,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口腔健康知识和态度影响儿童的口腔健康行为,孤独症儿童个人卫生习

惯差,自行卫生清洁行为欠佳,监护人被动口腔行为差,且无有效的干预措施。口腔健康状况差和晚上

睡觉前经常吃甜点或喝甜饮料是孤独症儿童患龋的危险因素。 
 
 
PU-1952 

年轻恒牙根尖脓肿根尖诱导术一例 
 

高朗,李玲,刘秀英,阙音恺 
无锡口腔医院 214000 

 
 
目的 患者男性,10 岁,右下后牙肿痛一周,加重两天。检查:45 牙体无龋坏,合面中部有畸形中央尖折

断痕迹,牙齿松动Ⅱ度,颊侧牙龈肿大,有波动感,牙周溢出脓性分泌物。外院 X 线片示牙根发育牙根

发育约 1/2,根管粗大,根尖呈喇叭口状,根尖周有阴影,牙周膜增宽。诊断:45 根尖周脓肿。 
方法 处理:45 开髓后有大量脓性分泌物流出,探查根管发现根管粗大,触及近根尖处疼痛明显。直接

使用 80 号扩大针旋转去除坏死牙髓组织,大量生理盐水冲洗 (不做根管壁清理) ,根充 Metapex(根充

时以患者有轻微胀痛为准),玻璃离子充填。 
结果 随访结果:一个月后复诊,患儿诉治疗后疼痛明显好转,三天后无任何不适,X 片示根尖周阴影消

退,根充药物出现吸收。三个月后 X 线片示根尖阴影消失,根尖有少许继续发育。六个月后 X 线片示

根尖发育明显。一年后 X 片示根尖发育良好,根尖基本形成,根充药物下的根管继续发育。 
结论 病历分析:根据患牙术前检查和去除坏死牙髓组织过程中,不损伤根尖周组织,患者年龄较小,年
轻恒牙的牙髓再生和修复能力较强,将 Metapex 糊剂置于残留活髓及根尖组织上,诱导根尖发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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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于年轻恒牙,要尽量保存牙髓组织,尽量不损伤根尖组织,保留根尖少许牙髓,虽然做的治疗可以

说是根尖诱导,但更确切说是非常低位的活髓切断术。 
使其可以完成正常的生长发育,达到正常的牙根长度和正常的生理结构。 
 
 
PU-1953 

小间隙,多考量 —乳牙列期乳磨牙早失伴多数 
恒牙先天缺失的病例报告 

 
李爱萍

1,杨秀
2,王娅婷

3 
1.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2.西安雁塔天佑儿童医院 
3.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目的 乳牙早失后,为防止由邻牙向缺失间隙处倾斜､ 对(牙合)牙过长､ 继承恒牙胚萌出异常等带来

的错(牙合)畸形,常规设计间隙维持器来保持缺失牙的近远中向､ 垂直向间隙,保证继承恒牙的正常

萌出。然而临床上乳牙早失后,行间隙管理时,往往更多只关注缺失牙部位､ 缺失间隙大小､ 继承恒

牙发育萌出情况,而忽视患儿的颅面生长发育､ 软组织侧貌､ 咬合关系等情况,应综分析多方因素,确
定 佳治疗方案,以利于患儿生长发育,促进恒牙顺利正常萌出, 大限度地减少错(牙合)畸形的发

生。 
方法 本文选取乳牙列期乳磨牙早失伴多数恒牙先天缺失 1 例(患者于 2017 年 5 月就诊华西口腔医

院儿童口腔科,主诉“左下后牙拔除 2 个月后要求间隙维持”);综合既往史､ 家族史､ 口内检查､ 模型

分析､ 影像学检查､ 生长发育评估,多方综合分析,确定 佳治疗方案。 
结果 本例患者直面型､ 乳牙列､ 牙列内无拥挤,咬合关系良,治疗方案为保持 74 牙早失间隙､ 并暂

保留 4 颗第二乳磨牙,因替牙列期患者颅面生长､ 软组织侧貌､ 咬合关系变化较大,应随时观察,定期

复诊,并根据复诊检查结果,设计更改治疗方案。 
结论 乳牙早失后,行间隙管理时,除应考虑患儿年龄､ 牙龄､ 继承恒牙胚情况,还应综合分析患者颅面

生长发育､ 软组织侧貌､ 咬合关系等情况,确定 佳治疗方案,以利于患儿生长发育,促进恒牙顺利正

常萌出, 大限度地减少错(牙合)畸形的发生。 
 
 
 
 
 
 
 
 
 
 
 
 
PU-1954 

年轻恒牙根尖周炎“MTA 活髓切断术”一例 
 

高朗,李玲,杨卿,徐慕城 
无锡口腔医院 2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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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患者男性,10 岁,左下后牙肿痛三天。检查:35 萌出,无龋坏,松动Ⅱ度,牙龈稍红肿,未见瘘管,35
合面有畸形中央尖折断痕迹,扣痛较敏感。冷､ 热诊无反应。X 线片示 35 牙根发育约 3/4,根管粗大,
根尖呈喇叭口状。根尖周见低密度影响。诊断:35 根尖周炎。 
方法 处理:35 开髓后有脓性血性分泌物并有絮状类牙髓组织流出,使用粗大球钻去除冠髓组织后患儿

出现较明显的疼痛症状,局麻下进一步去除牙髓组织,有鲜红牙髓组织出现。隔湿,棉球止血,生理盐水

冲洗,吹干,置 MTA 玻璃离子充填。一周后无任何不适,X 片示根尖周阴影消退。 
结果 随访结果:三个月后 X 线片示根尖阴影消失,根尖有少许继续发育。六个月后 X 线片示根尖发育

明显。一年后 X 片示根尖发育良好,根尖基本形成,根管继续发育,较术前根管明显变窄。 
结论  病历分析:根据患牙术前检查和去除坏死牙髓组织过程中,分析仍有牙髓存在活性,患者年龄较

小,年轻恒牙的牙髓再生和修复能力较强,MTA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因此选择用 MTA 进行活髓切

断术。结论:对于年轻恒牙,MTA 用于活髓切断有较好的效果。要尽量保存牙髓组织,使其可以完成正

常的生长发育,达到正常的牙根长度和正常的生理结构。 
 
 
PU-1955 

年轻恒牙血运重建的应用 
 

李玲,高朗, 陈伊丽,马艳君 
无锡口腔医院 214000 

 
 
目的 年轻恒牙发生牙髓炎或者根尖周炎时,其生长发育将受阻,如何保证其正常的生长发育,是口腔医

师一直面临的难题。牙髓血运重建术(dental pulp revascularization)的概念的提出,让我们找到一种

途径,而且组织工程学技术使其应用范围更广。 
方法 1961 年 Nygaard-ostby 等第一次观察到根管内血凝块的存在可以促进愈合。1966 年 Rule 等

第一次建立采用多抗生素糊剂抗感染的根管消毒体系。1971 年 Nygaard-ostby 等[7]结合多抗生素糊

剂抗感染,刺激根管内出血的方法,治疗牙髓坏死的年轻恒牙。沉寂 30 年,2001 年,lwaya 等首次提出

一种牙髓再生方法,针对牙髓坏死的年轻恒牙的方法:不采用器械预备,用双联糊剂(甲硝唑､ 环丙沙星)
消毒根管,多次化学消毒根管封药,30 个月回访,牙髓活力呈阳性。2004 年,Banchs 等建立再生性牙

髓治疗(血运重建术)处理流程。通过研究发现,牙髓血运重建术通过彻底有效的根管消毒,诱导根尖

组织出血,形成血凝块作为血运重建术的组织支架,使其在信号分子和盖髓剂三氧化物凝聚体的诱导

下,分化为成牙本质细胞和成牙骨质细胞等,从而牙根在长度和厚度上得以继续发育。 
结果 对于年轻恒牙,相比传统的氢氧化钙根尖诱导成形术,牙髓血运重建有着明显的优势,其疗效较好,
形成牙本质和牙骨质的积累,牙根的长度和厚度都得以发展,根尖孔闭合。而传统的氢氧化钙根尖诱

导成形术没有正常牙齿的一致长度,不能形成足够厚的牙本质壁,根尖形成的是一种钙化屏障,远期可

能出现牙折的风险。目前,牙髓血运重建的适应症:(1)牙髓感染或坏死的根尖孔未闭合的年轻恒牙,可
伴随或不伴随根尖周炎症或瘘道;(2)X 线上可见明显的根尖周骨质破坏和牙髓活力测试无反应的牙

也可以进行该操作。牙髓学运重建术已经成为年轻恒牙牙髓病和部分根尖周病变的首选治疗方

法 。许多学者也提出,通过组织工程技术,将增殖分化能力的干细胞､ 支架以及诱导其生长的生长因

子放置于根管内,实现牙髓再生,目前还在动物实验阶段。同时,细胞归巢也是实现牙髓再生的方法。

有学者报道,富血小板血浆作为支架激活时,释放的 PDGF､ TGF-β ､ bFGF 和 VEGF 等生长因子,可
使根管内产生牙髓样组织。 
结论 随着组织工程技术的发展及医生患者对于活髓牙的追求,牙髓血运重建可能会变成获得活髓组

织不仅仅是为了年轻恒牙获得牙根的继续发育,未来的适应症或许可以放宽到成年恒牙的活髓治

疗。 
 
 
PU-1956 

咬甲癖儿童的焦虑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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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磊

1,刘杨
2,王江涛

3,王璇
1,刘佳

1,李伯琦
1,热甫卡提·地力毛拉提

1,刘奕杉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3.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医学中心 
 

 
目的 调查咬甲癖儿童是否患有焦虑症状。 
方法 选取在 2016 年 1 月-2017 年 3 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牙预防科就诊的 35 名咬甲癖

儿童,年龄 7 岁-14 岁,经患儿家长同意在医学心理中心接受儿童焦虑性情绪筛查。 
结果 35 名咬甲癖儿童的焦虑性情绪障碍评分高于全国常模评分(P<0.05)。 
结论 咬甲癖儿童可能患有焦虑症状,在纠正其不良习惯时需要考虑缓解其焦虑症状。 
 
 
PU-1957 

Clinical evaluations of stainless steel crown and composite 
resin restorations in primary molars under general 

anaesthesia in 2 yea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en ke,Lei Qiyin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of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000 
 

 
Objective To compare within the second year the effects of composite resin with stainless steel 
crown (SSC) on the repair of primary molars with caries, pulpitis and periapical periodontitis in a 
prospective study. 
Methods In this study, all primary molars with caries, pulpitis and periapical periodontitis were 
treated and repaired using either light-curing composite resin or SSCs under general anaesthesia. 
Data as details in every treated primary tooth was recorded in every visit. Patients were 
separated in 12-momth and 24-month group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operation, and the loss of 
restoration, marginal failures, recurrent caries, gingival health, hole in restoration, adjacent 
permanent teeth eruption failures were recorded in a prospective manner.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chi-square. 
Results A total of 84 patients, 556 primary molars including 276 SSCs and 280 light-curing 
composite resin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storation 
maintainence, marginal problem and recurrent caries prospectively. 
Conclusions SSC is superior to the composite resin with respect to restoration maintainence, 
marginal problem and recurrent caries. SSCs are clinically successful restorations in primary 
molars especially in high caries risk children. 
 
 
 
 
 
PU-1958 

Er,Cr:YSGG 激光照射对乳牙硬组织粘接强度影响的研究 
 

l 梁韵,陈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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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目前,磷酸酸蚀技术是牙体表面预处理 常规的技术方法。但由于酸蚀技术不易控制酸蚀面积

和深度,可能会减弱牙体长期的抗酸性和抗龋性,尤其是对于配合性差和患牙科恐惧症比率高的儿童

患者,因此一种改善粘接效果的表面处理技术是目前的需求。 
Er,Cr:YSGG 激光处理乳牙表面的相关研究少之甚少,因此本课题通过比较 35%磷酸酸蚀､ 4 种不同

功率 Er,Cr:YSGG 激光蚀刻以及两者联合应用对离体乳牙硬组织(牙釉质､ 牙本质)与复合树脂间粘

接强度的影响,获得 佳的 Er,Cr:YSGG 激光照射能量及处理方法,为临床选择乳牙牙体粘接前处理

方式以及为 Er,Cr:YSGG 激光的临床应用与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40 颗因乳牙滞留拔除的乳切牙,随机均分成牙釉质(E 组)､ 牙本质(D 组)2 大组,每大组分

成 4 亚组(Ⅰ､ Ⅱ､ Ⅲ､ Ⅳ组),10 个小组,E 组(E1-E10)为牙釉质组,D 组(D1-D10)为牙本质组。牙体

表面处理如下:Ⅰ组:E1､ D1(空白对照);Ⅱ组:E2､ D2(磷酸酸蚀);Ⅲ组:E3-E6,D3-D6(1-4 W 
Er,Cr:YSGG 激光酸蚀);Ⅳ组:E7-E10､ D7-D10(磷酸酸蚀+1-4 W Er,Cr:YSGG 激光酸蚀)。
Er,Cr:YSGG 激光的参数为频率 20 Hz,脉冲 140 μs,功率分别是 1 W､ 2 W､ 3 W､ 4 W。运用万能

材料试验机从宏观力学角度,对不同预处理方法后乳牙牙釉质及牙本质的 SBS 进行测试,SPSS13.0
统计软件对各小组 SBS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用 小显著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检
验进行两两比较分析。  
结果 E 组的各小组 SBS 值从 6.40±1.70 MPa 到 15.24±2.74 MPa ,LSD 分析结果: E1 组 SBS 小于

其他任何一组(p<0.05);当处理方式从 2 W 激光蚀刻(E4)变成 3 W 蚀刻(E5)时,SBS 值显著升高

(p<0.05),并且在 3 W 时达到了 高值;然而,当激光酸蚀参数升高至 4 W(E6)时,SBS 显著下降

(p<0.05)。D 组的各小组 SBS 值从 4.03±1.80 MPa 到 14.12±3.23 MPa,LSD 分析结果:D1 组 SBS
小于其他任何一组(p<0.05);当处理方式从 1 W 激光蚀刻(E2)变成 2 W 蚀刻(E3)时,SBS 值显著升高

(p<0.05),并且在 2 W 时达到了 高值;然而,当激光酸蚀参数升高至 3 W(D5)和 4 W(D6)时,SBS 显

著下降(p<0.05)。 
结论 本实验条件下对于乳牙牙釉质,Er,Cr:YSGG 激光 佳的酸蚀参数是 3 W,20 Hz,150 mJ;而对于

乳牙牙本质, 佳的酸蚀参数是 2 W,20 Hz,100 mJ,所获得的粘接强度高于磷酸酸蚀,但无显著性差

异。应用 Single Bond2全酸蚀粘接系统时,使用合适参数的 Er,Cr:YSGG 激光蚀刻可替代传统酸蚀

剂在粘接前处理乳牙牙面。 
  
 
 
PU-1959 

锁骨颅骨发育不良综合征患者的口腔治疗策略分析 
 

陈红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锁骨颅骨发育不良综合征(Cleidocranial dysplasia, CCD),又称 Marie Sainton 综合征,锁骨颅骨

发育不全,骨-牙形成障碍或全身性骨发育障碍,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MIM 119600),
主要影响骨骼及牙齿的发育。患者口腔､ 颅面部的异常在生长发育早期的儿童有所表现,并随生长

发育日益加重,通常主要以恒牙萌出异常､ 牙列不齐､ 咬合困难等原因就诊,要求行正畸治疗或义齿

修复。该病患者的牙､ 牙合､ 面畸形复杂,口腔治疗周期较长､ 难度较大。本研究通过锁骨颅骨发

育不良综合征患者的病历资料,分析该病口腔治疗策略,以进一步指导口腔临床实践。  
方法 分析 8 位锁骨颅骨发育不良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通过包括面部照片､ 口内照片､ 头颅

定位侧位片､ 以及全口曲面断层片在内的临床检查资料,了解患者牙､ 牙合､ 面特征。通过患者治

疗病程记录,分析患者的口腔治疗策略。  
结果 患者具有较为严重的牙､ 合､ 面畸形,主要表现在面部比例不调､ 头大面小､ 前额及顶部突出;
凹面型,面中部发育不足;骨性反合､ 乳牙滞留､ 恒牙延迟萌出/埋伏阻生､ 多生牙。患者需要进行包

括正畸科､ 牙槽外科､ 正颌外科､ 修复科等口腔各学科在内的联合治疗,采取以下口腔治疗策略:1)
生长发育期患者采取正畸矫形治疗,促进上颌的生长发育;2)延迟萌出/埋伏阻生的恒牙,配合牙槽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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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正畸牵引辅助牙齿萌出;3)难以正畸牵引导萌的埋伏阻生恒牙,进行义齿修复,以恢复口腔功能; 4)
生长发育完成患者伴有严重颌骨畸形,需正畸-正颌联合治疗,纠正面部发育畸形。 
结论 锁骨颅骨发育不良综合征患者伴有广泛的恒牙萌出异常､ 严重的错合畸形､ 以及颌骨发育异

常;口腔治疗需要综合考虑治疗方案､ 合理应用治疗策略,通过口腔各学科的联合矫治以获得 佳的

治疗效果。 
 
 
PU-1960 

颅骨锁骨发育不良综合征患者的遗传学基因诊断 
 

陈红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锁骨颅骨发育不良综合征(cleidocranial dysplasia,CCD,MIM 1 19600)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疾病,RUNX2 基因突变是引起该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探讨两个家族性锁骨颅骨发育不良综

合征(CCD)家系发病的分子病因。 
方法 收集 2 个 CCD 家系患者及其健康成员外周静脉血,提取基因组 DNA。首先应用 PCR 扩增､

DNA 直接双向测序检测 RUNX2 基因全部外显子及其剪接区序列, 测序结果与 RUNX2 基因正常序

列对比分析。对未发现突变位点的家系,进行实时定量 PCR 检测,采用△△Ct 法计算 RUNX2 基因

全部外显子的拷贝数。 
结果 一 CCD 家系患者经 PCR-DNA 测序发现 RUNX2 基因编码序列在 exon3 发生错义突变 
c.674G>T(p.R225L)。另一 PCR-DNA 测序正常的 CCD 家系经实时定量 PCR 检测,发现患者的

RUNX2 基因的全部外显子的拷贝数基本减少了一半。 
结论 RUNX2 基因的碱基突变以及亚显微结构的拷贝数变异分别是这两个家系发病的分子基础。 
 
 
PU-1961 

口腔医师接诊血友病患者现状调查 
 

苏吉梅
1,钱晓云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杭州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目的 了解我省口腔医师接诊血友病患者的现状,为早日制定适合中国血友病患者的规范化口腔诊疗

规范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方法 随机抽取杭州市各级医院口腔科医师 176 名,就其对血友病的认识､ 接诊血友病患者的态度､

现状等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共收回有效问卷 152 份,有效率 86.4%。其中仅有 36.8%的口腔医师接诊过血友病患者, 
15.1%的医师接受过血友病相关诊疗培训。2.口腔医师工作年限与对血友病的了解有相关性,随着工

作时间的延长,对血友病知识了解增加。而口腔医师的工作单位与血友病知识的了解没有相关性。3.
口腔医师是否接诊过血友病患者与遇到口腔出血是否会考虑到血友病的可能,和血友病知识的了解

有相关性,统计学差异有显著性,说明在临床上以往的诊治经历也是一种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对以后的

诊疗工作有积极作用。但另一面也反应了在我国目前口腔诊疗规范缺如的现状下,口腔医师只能凭

借自己以前的临床积累来诊疗血友病患者。4. 口腔医师是否接受相关诊疗培训与遇到口腔出血是否

考虑到血友病的可能,和血友病的了解有相关性,统计学差异显著,进一步说明给予口腔医师相关的诊

疗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结论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相关的规范化的诊疗指南来提高口腔医师对治疗血友病患者的口腔疾病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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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2 

Use of Er,Cr:YSGG laser in lingual frenectomy  
 

罗薇,陈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outcomes of frenectomy performed with 
Er,Cr:YSGG laser, including the effect on tongue mobility and speech. 
Methods A total of 65 children aged from 1 year and 8 months to 6 years and 9 months with 
ankyloglossia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Frenectomy was performed with the Er,Cr:YSGG laser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10-14 days after the surgery to assess the 
surgical wound healing. Tongue mobility and speech were evaluated in accordance to parent 
questionnaires 6 months after the surgery. 
Results No patient complained pain or decreased oral function after the surgery. The wound 
healed well within 10-14 day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s, 63 of the 65 children showed 
obvious improvement of tongue mobility (96.9%) and 2 experienced medium improvement (3,1%). 
For speech, there was an obvious improvement for 22 children (33.8%), medium improvement for 
another 22 (33.8%), slight improvement for 17 (26.2%), and no improvement for 4 (6.2%).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frenectomy could help the children with 
ankyloglssia improve tongue mobility and speech articulation. The Er, Cr:YSGG laser provided a 
simple, bloodless, painless and fast healing surger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use the Er, 
Cr:YSGG laser in lingual frenectomy for young children. 
 
 
PU-1963 

基于 miRNA 芯片的牙髓炎调控机制的初步研究 
 

黄欣,陈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研究调控牙髓炎发生发展中的微小 RNA(microRNA, miRNA) 
方法 收集诊断为不可复性牙髓炎牙齿中的牙髓组织,排除同时患有牙周炎的牙齿,以及有免疫系统疾

病的患者,以健康牙髓为对照,采用芯片筛选炎症牙髓中表达差异的 miRNA,并进行定量 PCR 验证。 
结果 以正常牙髓组织为对照,炎症牙髓中有 79 个差异表达的 miRNA( fold change>2.0; P<0.05),11
个上调,68 个下调。通过定量 PCR 验证 4 条差异表达的 miRNA,与芯片所得结果一致。 
结论 炎症牙髓中微小 RNA 表达丰度有差异,其中一些可能参与调控牙髓炎的发生发展过程。 
 
 
 
 
 
PU-1964 

替牙期功能性安氏 III 类错牙合髁突位置研究 
 

戴微微
1,潘思思

2,王秀颖
2,胡荣党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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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替牙期功能性安氏 III 类错牙合髁突位置的特征 
方法 15 名替牙期功能性 III 类错牙合患者,用 cone-beam CT(CBCT)拍摄 大牙尖交错位的口腔颌

面 CBCT 影像; 15 名替牙期正常牙合患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拍摄 大牙尖交错位的口腔颌面 CBCT
影像。使用 Simplant13.0 软件测量髁突在矢状向､ 轴向和冠状向的线性距离和角度,对结果进行 t
检验。 
结果 错牙合组与对照组比较,关节前间隙增大,分别为 2.15±0.53 mm 和 2.79±0.58 mm(P<0.05);关
节间隙指数减小,分别为 15.55±10.29 %和 0.18±7.41 %,P<0.05;髁突矢状角､ 轴向､ 冠状向的线性

和角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替牙期功能性安氏 III 类错牙合患者髁突位于关节窝前位。 
 
 
PU-1965 

浅谈国内儿童口腔诊疗行为管理 
 

魏洁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014030 

 
 
目的 儿童口腔诊疗行为管理是指在儿童口腔医学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为了使诊疗能够高效完成,同
时培养孩子良好的口腔卫生态度所采用的各种方法的总称。行为管理贯穿于整个诊疗过程中,包括

诊疗前诊疗中和诊疗后。在儿童口腔临床医学的工作中,行为管理的目的是治疗能够高效完成,同时

能够培养患儿的良好口腔卫生习惯,目的不是“强迫”患儿的情况下完成治疗,给患儿心理带来巨大的

创伤。尽量避免患儿身心受到损害。 
方法 通过翻阅国内外相关论文,对比国内发达及欠发达地区的近十年诊疗模式。 
结果 发达地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于低龄儿童或自闭症患者实行全身麻醉下儿童牙科治疗。非

发达地区受条件所制约,常常采取束缚治疗。对于 3~6 岁儿童常常可以通过非药物行为管理的方法

来治疗。而对于 6~12 岁的儿童,心理处于相对平静和冲突较少的阶段,医生可与患儿良好的沟通,一
般不采取强制措施。 
结论 受中国国情所限制,贫富差距大,发达地区下全身麻醉下的实施儿童牙科治疗,有就诊次数少,减
少患儿对看牙恐惧心理,及家长的心理负担的优点。但费用昂贵,无法进行全国普及。而欠发达地区,
对于低龄儿童,常常采取束缚治疗,有患儿就诊次数过多,患儿心理对口腔治疗恐惧,患者家长心理负担

大,医生技术水平高等缺点。但费用低,设备要求低。 
 
 
PU-1966 

激光在乳牙早期邻面龋中的应用分析 
 

张芬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014030 

 
 
目的 观察激光技术治疗乳牙早期邻面龋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乳牙邻面早期龋的患牙 150 例,随机分为激光治疗和传统治疗,每组 75 颗,分别应用激光去

腐后树脂充填和传统涡轮机去腐后树脂充填,治疗后 1 年随访,对患者邻面龋的继发龋､ 成功率及在

操作过程中患儿的舒适度､ 去腐效果及微创方面进行临床评估。 
结果 两组患者在充填后 1 年的疗效检测中发现,激光去腐后树脂充填乳牙早期邻面龋的继发龋及成

功率(91.3%)高于传统(76.2%)方法,且在临床操作过程中激光去腐对正常牙体组织破坏小､ 舒适度

高更易于被患儿及家长接收。 
结论 激光在乳牙龋齿治疗中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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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7 

如何防治儿童龋病 
 

包彩虹 
内蒙古一机医院 014030 

 
 
目的 近年来孩子的龋齿患病率逐年增加。常发现家长抱着一岁半的宝宝来检查牙齿,四颗上前牙已

患有不同程度的龋病;而很多五周岁左右的宝宝捂着半边脸来求治时,往往被告知全口牙已经"全军覆

没",均患不同程度的龋病。那么如何才能降低儿童龋病的患龋率,保护好宝宝们的牙齿呢? 
方法 针对儿童龋病,我们应该做到三级预防:  
        一级预防:对家长进行儿童口腔卫生宣教,需告知喂食应有计划和方法,从儿童萌出第一颗乳牙开

始建立口腔档案,适当使用氟化物防龋,提早进行窝沟封闭,早期龋要预防性充填;  
        二级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至少 3-6 个月检查一次牙齿;  
        三级预防:通过治疗恢复牙齿的基本功能,因龋早失的乳牙应保持间隙。 
结果 儿童防龋做的好,在于家长意识能提高。如今关注儿童口腔卫生宣教微信公众号的家长越来越

多,抱着宝宝来咨询医生的家长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可以做到早宣教,早预防,早治疗。 
结论 不要惧怕牙医,因为我们可以做孩子们牙齿 好的“防卫军”。 
 
 
PU-1968 

光固化复合树脂与粘接剂结合治疗乳牙洞型的临床疗效研究 
 

王永亮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光固化复合树脂联合粘接剂结合对于修复乳牙 II 类复面洞型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3 年 5 月~2015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乳牙龋齿患儿 120 名,将其龋齿 144 颗作为研究对

象,根据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均 72 颗。两组在采用光固化树脂填充的基础上,对照组采用

普通粘接剂,观察组则使用 Super-C&B 超级粘接剂。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 1 年后复查结果以及治

疗满意度。 
结果 经比较,相同时间内,观察组粘接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显著;且 1 年后复查结果显

示,观察组成功率(87.5%)显著高于对照组(62.5%)(P<0.0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满意

度(91.67%)明显优于对照组(62.5%)(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临床上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与 Super-C&B 超级粘接剂结合的方法进行乳牙 II 类复面洞型修复,
粘接效果良好,提高了治疗成功率及满意度。因此可以将其作为粘接光固化复合树脂嵌体的优选材

料之一,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PU-1969 

医生心理状态对儿童牙科恐惧症的影响 
 

郑艳丽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01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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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在口腔门诊儿童牙病治疗中医生的心理状态(焦急和平和),对儿童牙科恐惧症的影响。 
方法 对于确诊中度或深度龋齿的患儿 100 名,采用随机方法分为 2 组,每组 50 人,女 46 例,男 54
例。 
A 组:将患儿就诊时间定在医生的接诊日,每日 4 名;B 组:将患儿就诊时间定在医生非接诊日,每日 4
名。两组均接受常规的充填治疗,观察两组临床效果和儿童牙科恐惧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A 组患儿配合 好(F=88.07,p<0.05,);A 组儿童家属满意度高(H=95.45,p<0.05);术后 3 个月充

填物损坏率 A 组 低;A 组患儿牙科恐惧症发生率 低(H=82.57,p<0.05)。 
结论 医生较平稳的心理状态有利于预防儿童牙科恐惧症的发生,且治疗效果好,家属满意度高。 
 
 
PU-1970 

口腔科门诊儿童牙病护理配合 
 

宁淑青 
内蒙古一机医院 014030 

 
 
目的 目的探讨如何利用有限人力资源做好儿童牙病治疗过程中的护理配合工作,使儿童在相对平稳

的心理状态下安全快捷地接受治疗,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 
方法 治疗前心理护理及临床分型 
治疗中护理配合 
结果  与患儿沟通时要做到用心沟通,对患儿有父母般的关心､ 爱心､ 责任心和同情心,一个鼓励的眼

神一句关心的语言和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都会拉近与患儿的情感,消除对治疗的恐惧感,增加患儿

及家属对医护人员的信赖,主动积极配合治疗 
结论  通过患儿心理诱导后的配合程度对患儿分型,合作型患儿采用巡回配合,基本合作型患儿尽量采

用四手操作,充分利用有限的护士人员 大程度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并使患儿在一个稳定的心理状

态下接受治疗 
 
 
PU-1971 

6-9 岁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术后防龋效果调查分析 
 

周天洋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014030 

 
 
目的 观察 6-9 岁儿童第一恒磨牙在窝沟封闭术术后预防龋齿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在我院(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医院)2014.6-2017.6 期间 6-9 岁儿童第一恒磨牙

接受窝沟封闭术治疗后复查的儿童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共抽取 1014 名儿童,共计第一恒磨

牙 3057 颗。检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术后的保留率及脱落后患龋的情况,并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分

析。 
结果 6-9 岁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半年内保留率为 91.3%;6-9 岁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 2 年保留率为

50.1%;6-9 岁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剂脱落的儿童的患龋率为 4.9%;6-9 岁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剂未

脱落的儿童患龋率为 1.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6-9 岁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剂未脱落的

儿童患龋率低于 6-9 岁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剂脱落的儿童患龋率。 
结论 窝沟封闭术具有显著的防龋效果,同时也应该注重窝沟封闭术后对口腔健康行为的管理,从而降

低窝沟封闭剂的脱落率来保证窝沟封闭预防龋齿的效果。 
 
 
PU-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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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原体肺炎中肺炎支原体 DNA 
与超敏 C 反应蛋白的检测价值 

 
程学文 

咸宁市中心医院 437100 
 

 
目的 阐释肺炎支原体 DNA(MP-DNA)与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断的价

值,以期为小儿支原体肺炎的预防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方法 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呼吸道分泌物标本中 MP-DNA,根据 MP-DNA 浓度分

为 A(1.00×103~1.00×104 copies/ml)､ B(1.00×104~1.00×105 copies/ml)､ C(>1.00×105 copies/ml)
三组。任意抽取 81 例健康儿童作对照组(D 组),同时检测四组儿童血清中 hs-CRP,所得数据进行统

计学处理。 
结果 A 组 91 例,hs-CRP >3mg/L 者 66 例,浓度为 21.2±8.2 mg/L,占 72.5%;B 组 69 例,hs-
CRP >3mg/L 者 64 例,浓度为 36.2±22.2 mg/L,占 92.8%;C 组 30 例,hs-CRP >3mg/L 者 30 例,浓度

为 47.2±18.2 mg/L,占 100%;D 组 81 例健康儿童,hs-CRP >3mg/L 者 7 例,浓度为 6.4±3.3,占
8.6%。同对照组(D 组)相比,P 值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hs-CRP 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中阳性率高,MP-DNA 拷贝数越大,hs-CRP 浓度和增高率就越

高,不受性别､ 年龄等因素影响。检测 hs-CRP 对儿童支原体肺炎的诊断有价值,可作为临床病情评

估的参考指标之一。联合肺炎支原体 DNA 和超敏 C 反应蛋白的检测,可以早期较为正确地诊断及评

估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为治疗提供帮助。 
 
 
PU-1973 

Haze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spread of rotavirus 
 

ye qing,Shang Shi-qiang 
the children' 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52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rotavirus infection rate in children is associated 
with temperature and air pollutants in Hangzhou, China. 
Methods This study applied a distributed lag non-linear model (DLNM)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daily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air pollutants on the rotavirus positive rate among outpatient 
children. 
Results n.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the rotavirus infection rate. 
The impa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detection rate of rotavirus presented an evident lag effect, the 
temperature change show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detection rate of rotavirus approximate at 
lag one day, and the maximum relative risk (RR) was approximately 1.3. In 2015, the maximum 
cumulative RR due to the cumulative effect caused by the temperature drop was 2.5. Particulate 
matter (PM) 2.5 and PM10 were the primary air pollutants in Hangzhou. The highest RR of 
rotavirus infection occurred at lag 1-1.5 days after the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se 
pollutants, and the RR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in concentration. Based on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PM2.5 of 53.9 mg/m3 and PM10 of 80.6 mg/m3 in Hangzhou in 2015, 
the cumulative RR caused by the cumulative effect was 2.5 and 2.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current study suggests that temperat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mpacting the 
rotavirus infection rate of children in Hangzhou. Air polluta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rotavirus infection, and dosage, lag and cumulative effects were observed. 
 
 
PU-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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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腺病毒的检出､ 分型及其 

与临床诊断相关性分析 
 

王乐,赵梦川,冯志山,严小桐,杨硕,郭巍巍,李贵霞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人类腺病毒是引起呼吸系统感染的重要病原,但有关腺病毒不同型别感染与临床诊治之间的相

关信息,尤其在儿童患者中,仍然匮乏。本研究目的了解呼吸道感染患儿中,人腺病毒(HAdV)基因型别

分布及其与临床诊治的关系,为腺病毒感染的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道感染住院的患儿痰液标本,使用多重

PCR 方法针对 13 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进行初筛,其中腺病毒阳性的样本采用巢氏 PCR 扩增其

hexon 基因片段并进行序列比对分析。 
结果 在 157 例腺病毒阳性感染患儿中,诊断为支气管肺炎的 89 例(含重度喘息型支气管肺炎 4 例),
肺炎 41 例(含重症肺炎 24 例),急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 17 例,扁桃体炎 7 例,上感 2 例,发热 1
例。腺病毒基因分型结果显示: 常见的是 HAdV-3 型,占 48.4%(76/157),HAdV-2 占

12.1%(19/157),HAdV-7 占 10.8% (17/157);同时感染两种腺病毒基因型的占 21.0%(33/157),且以

HAdV-3 为常见(22/38, 57.9%)。基因型与疾病诊断相关性分析表明,感染腺病毒 HAdV-3 型和 
HAdV-7 型的患儿更易发展成为重症肺炎或重度喘息型支气管肺炎(p=0.027),且不同腺病毒基因型

混合感染的患儿在重症监护室住院的比例显著高于普通呼吸科病房(34.2% vs. 16.8%, p=0.021)。 
结论 本研究共检出 B､ C 两种腺病毒血清型所包含的 HAdV-1､ 2､ 3､ 5､ 6､ 7､ 55 和 57,共 8 种

基因型,优势流行株为 B 型的 HAdV-3 型。本文发现 B 型更易引起重度呼吸道疾病,且混合感染标本

多来自重症监护室。提示临床对腺病毒感染患儿,应进一步确定其所感染腺病毒基因型及合并感染

情况,采取合理治疗措施,防止疾病进一步恶化,为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PU-1975 

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患儿的血清酶学与基因分析 
 

黄彩芝,莫丽亚,张聪,李爱国,邓永超,张林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DMD/BMD)患儿的血清酶学与基因特征,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诊

断水平,并为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方法 结合文献资料复习,对 118 例临床诊断为 DMD/BMD 的患儿进行血清酶学[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乳酸脱氢酶(LDH)､ 肌酸激酶(CK)､ 肌酸激酶同工酶

MB(CK-MB)､ 肌红蛋白(Mb)､ 羟丁酸脱氢酶(HBDH)]与基因检测结果分析。 
结果 所有患儿的血清酶学结果均增高,ALT､ AST､ LDH､ CK､ CK-MB､ Mb､ HBDH 水平分别为

[300.08(189.50~412.69)]U/L､ [239.55(169.98~349.51)]U/L､ [1048.60(799.75~1317.13)]U/L､
[2396.95(1315.33~4839.75)]U/L､ [158.80 (108.96~280.48)] U/L､ [628.40(385.50~965.13)]ng/mL
､ [410.10(262.40~583.38)]U/L,其中 CK 升高 明显, 高值 26240.00U/L,达正常上限 150 倍,学龄

前患儿的 CK 和 CK-MB 水平明显高于学龄期患儿(P 均<0.01);118 例患儿经多重连接酶依赖探针扩

增(MLPA)检测 DMD 基因,阳性结果 91 例(77.12%),17 例检出外显子重复,74 例检出外显子缺失,缺
失突变热点集中在 44-52 号外显子区域。27 例 MLPA 未检测到外显子缺失或重复突变的患儿中有

8 例接受基因测序检查,其中 6 例检出突变,突变类型分别为外显子无义突变 4 例,外显子移码突变 1
例,内含子剪接突变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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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临床上对不明原因的血清酶学明显升高,尤其是 CK 的异常升高应警惕本病的可能,并进行进一

步的诊断。血清酶学检测对 DMD/BMD 的筛查具有简便快速､ 经济可行､ 依从性好的优点,尤其在

基层医院极具应用价值;而基因检测可明确致病基因,并为遗传咨询与未来可能的基因治疗提供依

据。 
 
 
PU-1976 

RT-LAMP 检测 EV 71 诊断手足口病价值的 Meta 分析 
 

方玉莲
1,林书祥

2,张瑞萍
2,王懿征

1,曹丽荣
1 

1.天津市儿童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系统评价反转录-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reversed transcription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RT-LAMP)检测肠道病毒 71 型(Enterovirus 71,EV71)感染诊断手足口病(hand foot 
mouth disease,HFMD)的价值。 
方法 检索 PubMed､ Web of Science､ 维普､ 万方医学网､ 中国知网以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检索时间均为自建库至 2016 年 6 月。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

行方法学质量评价及资料提取。运用 Meta-Misc1.4 和 stata12.0 软件进行异质性分析,通过计算合

并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似然比､ 阴性似然比和诊断比值比,并绘制总受试者工作曲线(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SROC)等统计指标综合评价 RT-LAMP 检测 EV 71 感染诊断

HFMD 的价值, 后绘制 Deeks 图评价发表偏倚 
结果 共纳入文献 11 篇,包括中文文献 10 篇,英文文献 1 篇,总样本量为 1001 例。Meta 分析结果显

示,灵敏度对数与(1-特异度)对数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为-0.137,P=0.688,表明各研究间不存在阈值

效应。按照异质性检验结果选用相应的效应模型,计算得到合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98(95%CI:0.97~0.99)､ 0.96(95%CI:0.94~0.98),合并阳性似然比及阴性似然比分别为

18.20(95%CI:7.30~45.36)､ 0.02(95%CI:0.01~0.04),合并诊断比值比为

802.49(95%CI:281.19~2290.18)。SROC 曲线下的面积为 0.9953,SE=0.0024。 
结论 RT-LAMP 检测 EV 71 诊断 HFMD 有较高诊断价值,可作为临床参考指标之一。 
 
 
PU-1977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检测在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中的应用 
 

姚淑雯,何艳明,容莉莉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在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患儿中的疾病诊断及病情转归的应

用价值。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住院部收治 86 例 IM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
另选 48 例正常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胶体金法检测两组 SAA 水平,同时常规检测 C-反应蛋白(CRP)
和白细胞(WBC)水平。采用 Mann Whitney U 检验､ t 检验及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作为统计学方

法。 
结果 治疗前 IM 患儿组与健康对照组 SAA 中位值分别为 107.65 和 6.92mg/L,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Z=-6.226,P<0.01);IM 患儿组治疗前后 SAA 中位值分别为 107.65 和 7.27mg/L,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Z=-6.04,P<0.01)。 
结论 SAA 作为一种快速､ 敏感的检测指标,对 IM 的临床诊断及病情转归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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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8 

法洛四联症血常规结果与紫绀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黄伟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6 

 
 
目的 探讨法洛四联症(TOF)患者的血常规结果变化和紫绀程度的关系。 
方法 使用血细胞分析仪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江西省儿童医院收治的 94 例 TOF 患者进

行血常规检测,根据临床上患者紫绀的严重程度分为轻､ 中､ 重度三组,记录各组患者的经皮血氧饱

和度值(SpO2)以及血常规中红细胞计数(RBC)､ 血红蛋白浓度(HGB)､ 红细胞压积(HCT)和红细胞

分布宽度(RDW),将以上各指标与紫绀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不同组间的 SpO2､ RBC､ HGB､ HCT 和

RDW 值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对血常规相关指标与 SpO2的相关性进行直线相关分析;确定不同组中

的血常规相关指标计数的分布范围,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血常规相关指标和紫绀程度的相

关性。 
结果  94 例 TOF 中,轻度紫绀 40 例,中度紫绀 38 例,重度 16 例,不同组间的 SpO2､ RBC､ HGB 值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CT 在重度紫绀时明显升高。RBC､ HGB 和 SpO2呈负相关(r=-
0.847 和 r=-0.788;P<0.01)。RBC､ HGB 增加的程度与紫绀程度的加重呈正相关(r=0.651 和

r=0.663,P<0.01)。  
结论  法洛四联症患者的血常规指标与紫绀程度有高度相关,通过血常规结果可以直接反映紫绀的轻

重程度,有利于评价患者机体的缺氧状态。 
 
 
PU-1979 

基于 JCI 标准的输血科全程质量管理的体会 
 

姜志勇,顾晓琼,汪道文,麻庆玲,辜少玲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230 

 
 
目的 建立基于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JCI)评审标准实施细则的输血科全程质量管理,完
善闭环管理,确保临床输血的安全。 
方法 按照 JCI､ 的要求,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持续改进输血科质量管理,制定相关的

管理制度,组织学习和以 PDCA(P-plan,计划;D-do,执行;C-check,检查;A-act,处理)循环管理为执行方

法以持续改进质量。 
结果 1.输血科闭环管理和全程质量控制的模式。2.总结 JCI 评审初审和复审的不同要求,分析初次评

审和复审的不同点,以及在评审过程中的实践经验。 
结论 输血科的全程质量管理是贯穿于输血科日常工作及临床用血的各个环节,参加国内和国际化评

审可以不断改进输血科质量管理,使输血规范化和标准化。 
 
 
PU-1980 

急性 ITP 患儿外周血 Treg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自噬检测 
 

王琦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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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检测急性 ITP 患儿外周血中 Treg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中自噬蛋白的表达,初步探究自噬可

能参与儿童急性 ITP 疾病的发生及发展机制。 
方法 我们收集 11 例 ITP 初诊(设为 ITP 组)患儿和 9 例疝气外科术前(设为 con 组)患儿的 EDTA 抗

凝静脉血血样,通过 Ficoll 分离液密度梯度离心法获得单个核细胞,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手段分别检

测两组病人血样中 Treg 细胞的相对百分数以及 Treg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自噬蛋白的平均荧光强度。 
结果 我们发现 ITP 组病人的 Treg 细胞数目的百分比(ITP 组:4.5 ± 0.6)和对照组病人(con 组:11.2 ± 
1.3)相比有显著性的降低(P<0.001);在自噬相关蛋白 Atg7,Atg5 的检测中发现 ITP 组病人的 Atg7 和

Atg5 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下降(ITP 组:1180 ± 97.1,con 组:1602 ± 56.4) (P<0.05)。但在两

组病人的 B 淋巴细胞自噬蛋白 Atg7 的检测中并未发现两组间有显著性的差异(ITP
组:112.2±41.7,con 组:96.1±33.7)(P>0.05)。 
结论 儿童急性 ITP 的发生可能与 Treg 细胞数目的降低以及细胞的自噬水平的改变相关,但是两者中

究竟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证实与样本的积累检测。该研究探索 Treg 细胞的自

噬与儿童急性 ITP 的发生可为阐明 ITP 的发病机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以及为临床治疗 ITP 提供了一

个新的潜在的靶点。 
 
 
PU-1981 

331 例患儿输血不良反应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尹明伟,徐军,曾智,金小波,陈学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探讨我院输血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为临床减少输血不良反应提供依据,为预防儿科输

血不良反应､ 新生儿输血不良反应提供支持。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进行输血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包括血液病用血､ 外科

手术用血､ 心血管术后用血､ 新生儿输血等,回顾性研究期间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不良反应类型,各
输血成分不良反应发生率,通过单因素分析方法分析输血不良反应的影响因素,并做二元 Logistic 多

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 ①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共计成分输血 37652 人次,发生输血不良反应 331 例,输血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88%,其中发热 83.08% (275/331),过敏 14.80% (49/331),发热合并过敏

0.30%(1/331),其他 1.81%(6/331),该分析中发热比例高于过敏比例,与已有文献报道不同;②常用输

血成分中,血浆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11%(15/13320),悬浮红细胞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99%(185/18776),洗涤红细胞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25%(3/1329),单采血小板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04%(128/4217),冷沉淀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0/10),单采血小板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与已有文献

报道一致。③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良反应组与无不良反应组儿童年龄､ 原发性疾病､ 输血成分

､ 输血次数情况存在明显差异(P<0.05),与性别､ 血型情况无明显差异(P>0.05);④二元 Logistic 多因

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输血成分､ 输血次数是不良反应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由于儿童患者本身年龄､ 免疫力较低等特性导致儿童输血不良反应较为复杂,目前相关研究较

少,尚未能为临床提供可靠的指南。本研究中儿童输血不良反应以发热和过敏为主,且发热比例高于

过敏比例;单采血小板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高;另外,本研究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二元多因素回

归分析,进一步探索儿童输血不良反应的影响因素,发现年龄､ 输血成分､ 输血次数是儿童输血不良

反应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U-1982 

基于 iTRAQ 技术探索金黄色葡萄球菌所致 
血流感染儿童血浆蛋白组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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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绍,杨丽媛,黄艳梅,董慧,麦嘉良,周珍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使用 iTRAQ 技术探索儿童血流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血浆中蛋白质组,筛选相关蛋白作为诊断

血流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标志物,为临床快速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利用 iTRAQ 技术检测 6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源性感染的患儿血浆蛋白质,并与正常儿童比较,
选取蛋白质表达差异中≧1.3 倍上调和下调的差异蛋白,对筛选出的差异蛋白质进行 KEGG 通路分

析,GO 富集分析以及 STRING 蛋白互作网络分析,并运用生化和酶免方法验证差异蛋白质。 
结果 使用 iTRAQ 技术在血流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患儿中共检测出 117 种差异表达蛋白,其中 55
种为上调蛋白,62 种为下调蛋白。上调蛋白中以腺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APRT)､ α1-酸性糖蛋白

(ORM1)､ α1-抗凝乳蛋白酶(SERPINA3)､ C 反应蛋白(CRP)､ α1-血清淀粉样蛋白(SAA1)升高 为

显著,其 RATIO 分别为 82.90､ 26.17､ 23.16､ 12.78､ 3.37。载脂蛋白 IV(APOC4)､ 载脂蛋白

A2(APOA2)､ 载脂蛋白 E(APOE)､ 纤溶酶原(PLG)表达明显下调,其 RATIO 分别为 0.12､ 0.19､
0.44､ 0.48。此外,使用 iTRAQ 技术在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血浆中发现源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属的蛋

白 2 个,分别是核苷双磷酸还原酶､ 与糖基转移有关的未知蛋白。GO 富集分析显示,差异蛋白主要

分布于胞外区和跨膜区,参与免疫系统的生物进程,其分子功能主要与离子结合有关。KEGG 通路分

析表明差异蛋白主要参与的通路为补体和血凝及代谢途径信号通路。利用 STRING 蛋白互作网络

分析建立了一个包含 62 个节点和 253 条边的互作网络,其中纤溶酶原(PLG)､ 纤链蛋白(FN1)､ 热

休克蛋白 90AB1(HSP90AB1)在蛋白互作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具有 大互作关系。应用生化和酶

免技术对上调倍数明显的 C 反应蛋白(CRP)､ α1-血清淀粉样蛋白(SAA1)以及下调明显的载脂蛋白

E(APOE)进行验证,检测结果显示其水平与 iTRAQ 技术检测相应结果的趋势一致。 
结论 iTRAQ 技术能有效分析金黄色葡萄球菌所致血流感染病人血浆蛋白组份差异,为筛选快速诊断

分子标志物提供了方向。 
 
 
PU-1983 

Autophagy Detection of Both Pre- and Post- treated 
Childhood B-ALL Bone Marrow 

 
Wang Qi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2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 ATG7 in pediatric acute B 
lymphocytic leukemia (B-ALL) bone marrow lymphocytes and to preliminarily explore the variation 
of autophagy in both pre- and post- treated pediatric B-ALL bone marrow lymphocytes. 
Methods Three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B-ALL were grouped as control and fourteen treated 
patients with B-ALL as the treatment group. Minimal residual desease (MRD) refers to a state that 
a small amount of leukemia cells residual in the body after complete remission of chemotherapy 
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MRD can be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leukemia 
remission to guide chemotherapy regimen and monitor the relapse. In this study, we took 1×10-4 
as the critical value of MRD, 4 patients with MRD>1×10-4 were treated as refractory recurrence 
group and 10 patients with MRD<1×10-4 were as remission group from the treated patients. The 
expression of Atg7 in bone marrow lymphocytes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protein expression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or the 
remission group and the refractory recurrence group were analyzed by GraphPad Prism 6 
software.  
Results The mean fluorescent intensity of the protein Atg7 was 64.9±11.5 of the control group 
(n=3),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n=14) was 57.0±6.0, P=0.58. The mean fluorescent inten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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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mission group (n=10) was 61.4±6.0, and the mean fluorescent intensity was 45.7±14.8 of 
the refractory group (n=4), p=0.25.  
Conclusion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Atg7 between pre- and post-treated B-ALL 
patients, but more further study should be on autophagy regulation which might be a potential 
target in pediatric leukemia therapy. 
 
 
PU-1984 

深圳地区住院儿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检出分析 
 

王和平,邓继岿,郑跃杰,杨方华,李喜亮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了解 2014~2016 年间深圳地区住院患儿呼吸道腺病毒感染特点,为儿童腺病毒感染预防和临床

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2014 年 l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呼吸道感染患儿 25602 例,采用直接免

疫荧光法对患儿鼻咽部分泌物进行腺病毒等 7 种病毒抗原检测,对腺病毒的检出率和临床诊断关系

等进行分析。 
结果 25602 例标本中腺病毒抗原阳性 761 例,阳性率 2.97%,男女检出比 2.04:l,男女检出率分别为

3.12% 和 2.70%,无统计学差异(P>0.05)。6 岁以内共检出阳性 724 例(95.14%),其中年龄在 2 岁以

内检出阳性 409 例(53.75%)。2014-2016 年中每月均有腺病毒检出,检出率高峰在夏季和冬季,显著

高于春秋季节(P<0.05)。761 例腺病毒检出阳性病例中,诊断为肺炎 431 例,支气管炎 109 例,扁桃体

炎 74 例,咽结膜炎 14 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33 例。 
结论 腺病毒是深圳地区住院患儿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0~6 岁是腺病毒感染的易感年龄,夏季和冬

季检出率显著高于春季和秋季,临床表现主要为肺炎､ 支气管炎和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PU-1985 

酪酸梭菌 CGMCC0313‑1 抑制 BLG 诱发的食物过敏动物研究 
 

张娟
1,苏慧

1,李秋红
1,吴海霞

1,刘梦昀
2,黄建琼

2,曾敏华
1,郑跃杰

2,孙新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益生菌能够诱导过敏性疾病病人的免疫耐受,但是其机制仍然不清楚。本研究探讨酪酸梭菌

CGMCC0313?1 对 BLG 诱发食物过敏动物的抑制作用。 
方法 制作 B 乳球蛋白(BLG)诱发食物过敏小鼠模型,观察肠道过敏表现､ T 辅助细胞(Th)特异性因子

､ 分泌性 IgA(sIgA)､ CD4+ CD25+ Foxp3 调节性 T 细胞(Treg)及病理组织学变化。 
结果 酪酸梭菌能够明显减轻食物过敏小鼠的症状,口服酪酸梭菌以后能够增加 sIgA 和 CD4+ 
CD25+ Foxp3Treg 的数量,恢复 Th1/Th2 和 Th17/Treg 的失衡。 
结论 酪酸梭菌能够减轻 BLG 诱发的食物过敏表现,可能应用于食物过敏的添加或辅助治疗。 
PU-1986 

液相芯片技术检测婴幼儿 ToRCH 病原体抗体评估 
 

陈黎,韩碧芸,马展,王洁,张泓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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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液相悬浮芯片技术(LUMINEX)在进行婴幼儿 ToRCH 病原体抗体检测中与传统方法的一致

性。 
方法 使用液相悬浮芯片技术对 130 例婴幼儿患者的 ToRCH 病原体的 IgM 和 IgG 抗体进行测定,并
与化学发光方法进行比对研究,比对不一致的样本进一步采用 ELISA 方法进行对比。 
结果 与化学发光方法相比,除抗 CMV-IgG 外,LUMINEX 液相悬浮芯片技术测定结果与和化学发光方

法一致率均在 80%以上,配对卡方检验 p 值均大于 0.05,Kappa 值也均在 0.4 以上,具有良好的一致

性,而抗 CMV-IgG 与化学发光和 ELISA 方法总一致率分别仅为 45.37%和 47.22%,Kappa 值分别为

0.10 和 0.11,配对卡方检验 p 值均小于 0.01,提示该方法与传统方法(化学发光法和 ELISA 法)缺乏一

致性。 
结论 液相悬浮芯片技术在测定弓形虫抗体(IgM 和 IgG)､ 风疹病毒抗体(IgM 和 IgG)､ 人巨细胞病毒

(IgM)和人单纯疱疹病毒(IgM 和 IgG)时有良好的一致性,而在进行人巨细胞病毒(IgG)的测定时与化

学发光方法和 ELISA 方法均有较大差异,其中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PU-1987 

儿童平均血小板体积与维生素 D 
及免疫球蛋白 E 之间的关系研究 

 
姜林林,杨剑敏,王欢,田先敏,高原,张泓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究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与血清维生素 D(vitamin D,VD)水平及免疫

球蛋白 E(immunoglobulin E,IgE)水平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775 例儿童,分别检测 MPV､ VD､ IgE 水平,根据维生素 D 的水平,将病例分为 4 组,A 组

VD 20ng/ml-29.99ng/ml, B 组 VD 30ng/ml-39.99ng/ml, C 组 VD:40ng/ml-49.99ng/ml, D 组 VD 
50ng/ml-57.84ng/ml。根据免疫球蛋白 E 水平,将病例分为 4 组:Ⅰ组 IgE<4.63IU/mL;Ⅱ组 IgE 4.66 
IU/mL -89.99 IU/mL;Ⅲ组 IgE 90 IU/mL -499 IU/mL;Ⅳ组 IgE≥500 IU/mL。比较各组结果,分析

MPV 与 VD 及 IgE 之间的关系。 
结果 不同维生素 D 水平组间比较,MPV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免疫球蛋白 E 水平组间

比较,MPV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MPV 与维生素 D 水平之间呈负相关

(r2=0.026,P<0.001);MPV 与免疫球蛋白 E 水平之间呈正相关(r2=0.008,P<0.01);免疫球蛋白 E 水平

与维生素 D 水平之间呈负相关(r2=0.08,P<0.03)。 
结论 MPV 与维生素 D 水平及免疫球蛋白 E 水平具有相关性,前者呈负相关,后者呈正相关。维生素

D 水平及免疫球蛋白 E 水平呈负相关,补充维生素 D 对抑制血小板活化､ 炎症反应及预防和治疗超

敏反应性疾病有益。 
 
 
 
 
 
 
PU-1988 

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抗体的检测 
 

黄艳梅,董慧,麦嘉良,梁秉绍,李飞,谢永强,钟华敏 zhonghuamin,邓秋莲,龙燕,周珍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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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sxA 为金葡菌分泌的重要毒素因子,本文分析金葡菌培养阳性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IgG1,IgG2 水平,探讨金葡阳性儿童 EsxA 相关免疫特性,为其功能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金葡菌培养阳性的门诊住院病人 92 例,及健康体检者血清 92 例,全部体检者经咽拭子细菌

培养无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用纯化的 EsxA 蛋白 5ug/ml 包被酶标板 4℃包被过夜。洗板 5 次。加

入封闭液 200μl 每孔,37℃孵育 2h。洗板 5 次,加入稀释的患者血清及对照血清,37℃孵育 1h。洗板

5 次,加入二抗:分别加入 100ul 1:3000 稀释的羊抗人 IgG,1:3000 稀释的 IgG1,1:1000 稀释的

IgG2 ,37℃孵育 1h。洗板 5 次,DAB 显色 4 分钟,酶标仪的 450nm 检测吸光度。使用 SPSS19.0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ElISA 结果显示金葡菌阳性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 ,IgG1,IgG2 吸光度分别为

(0.3286±0.293),(0.187±0.216),(0.161±0.207)。金葡菌阳性儿童和对照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
､  IgG1 ､ IgG2 抗体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IgG 阳性标本各亚型中,以 IgG1 为占优势。 
结论 金葡菌阳性儿童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IgG1,IgG2 水平显著升高,提示 EsxA 可刺激机体产生体

液免疫。 
 
 
PU-1989 

黄连素对内毒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刺激的 
单核细胞释放 TNF-α 的影响 

 
李梅爱,黄艳梅 huang yan mei,顾晓琼,周珍文,黄映红,谭晓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观察黄连素(berberine,Ber)对内毒素(endotoxin)和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刺激的单

核细胞释放肿瘤坏死因子 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影响。 
方法 体外提取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分 8 组:①对照组 
②LPS 组, ③NE 组,④ LPS+NE 组, ⑤ Ber + LPS 组,⑥ Ber +NE 组,⑦ Ber +LPS+NE 组和⑧Ber
组,37℃ 5%CO2培养箱 24h 后,相应组别分别加入 Ber､ LPS 和 NE,培养 6h,收集上清液,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培养上清中的 TNF-α 的含量。 
结果 LPS 组､ NE+LPS 组､ Ber+ LPS 组和 Ber +LPS+NE 组中 TNF-α 的含量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1),四组中 LPS+NE 组 TNF-α 的含量显著升高(P<0.01),而 Ber+ LPS 组中 TNF-α 的含量

显著降低(P<0.01)。黄连素终浓度为 12 umol/L 的 Ber +LPS+NE 组 TNF-α 含量的降低 为明显

(P<0.05)。 
结论 NE 对内毒素刺激单核细胞释放 TNF-α 具有协同作用,黄连素可下调内毒素和 NE 刺激的单核

细胞释放 TNF-α,并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呈浓度依赖性。 
 
 
 
 
 
 
PU-1990 

广州地区正常儿童血清维生素 B1 和 B2 参考区间调查 
 

黄钰君,伍绍国,黎彦攸,冯纾琪,陈卓瑶,黄映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建立广州地区健康儿童血清维生素 B1 和 B2 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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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LK3000V 维生素检测仪对广州地区 1442 名健康儿童(男性 809 例,女性 633 例)的血清维

生素 B1 和 B2 进行检测,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10 岁以内的 10 个年龄组､ 10~17 岁和大于 17 岁组血清维生素 B1 和 B2 水平均无性别差

异(P>0.05)。2. 血清维生素 B1 水平(中位数(P2.5,P97.5))为:0~3 岁组为 41.9(45.6, 88.1nmmol/L,
单位下同),3~5 岁组为 65.5(45.6, 98.4),5~17 岁组为 72.9(46.3,105.8),>17 岁组为

80.6(46.7,115.9)。血清维生素 B2 的水平为:0~5 岁组为 285.6(197.3, 376.2ug/L,下同),5~17 岁组为

297.9(208,387.4),>17 岁组为 308.2(280.6,394.7)。3. 年龄与血清维生素 B1 和 B2 相关系数分别是

0.345 和 0.226(P<0.05)。 
结论  广州地区正常儿童血清维生素 B1 水平的参考区间全年龄段皆为 46-115.9 nmmol/L;血清维生

素 B2 水平的参考区间:5 岁(含 5 岁)以下为 197.3~376.2ug/L,5 岁至 17 岁为 208~387.4 ug/L。 
 
 
PU-1991 

广州地区正常儿童血清叶酸参考区间调查 
 

黄钰君, 伍绍国,丘媛媛,蔡敏敏,陈慧敏,黎彦攸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建立广州地区健康儿童血清叶酸的参考区间。 
方法 应用 LK3000V 维生素检测仪对广州地区 1860 名健康儿童(男性 1061 例,女性 799 例)和 129
例成年人(男性 52 例,女性 77 例)的血清叶酸进行检测,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11 岁以内的 11 个年龄组､ 11~17 岁和成人组血清叶酸水平均无性别差异(P>0.05)。2. 血
清叶酸水平(中位数(P2.5,P97.5))0~1 岁(含 1 岁,下同)组､ 1~17 岁组､ 成人组分别为

9.39(6.12,14.85)(nmol/L,下同),10.65(6.05,16.52)和 11.12(6.3,17.51),两两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3. 年龄与血清叶酸水平无明显相关性(r=0.039,P=0.09)。 
结论 广州地区正常儿童血清叶酸水平的参考区间为 1 岁以内(含 1 岁)为 6.12-14.85nmol/L,1 岁到

17 岁为 6.05-16.52nmol/L。 
 
 
PU-1992 

血清 ECP 及总 IgE 水平在儿童变应性鼻炎诊断 
及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张白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血清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和免疫球蛋白 E(IgE)水平在儿童变应性鼻炎(AR)发病过

程中的意义。 
方法 实验共对 113 名变应性鼻炎(AR)患儿及 30 名健康儿童血清 ECP 及 IgE 进行测定。 
结果 变应性鼻炎(AR) 患儿治疗前血清 ECP 及 IgE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儿童,二者间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变应性鼻炎(AR)患儿治疗后血清 ECP､ 总 IgE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CP 和 IgE 都可体现变应性鼻炎(AR)患儿的发病情况,但相比于 IgE,ECP 能更好地反映嗜酸性

粒细胞的活化状态和气道炎症的发病情况。因此变应性鼻炎(AR)患儿血清 ECP 水平可作为诊断变

应性鼻炎(AR)､ 判断病情发展和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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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3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mune profiles of 
children with Epstein-Barr virus 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Li Wei,Xiang Wen-qing,Tao Ran,Li Hua-mei,Shang Shi-qiang,Shen Hong-qiang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Epstein-Barr virus (EBV) is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 caused infection-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compare character 
and Th1/Th2 cytokines level of HLH and EBV-HLH. 
Methods EBV DNA of serum was detected by he commercial EBV real-time PCR detection kit 
(Daan company, China).Concentrations of IL-2, IL-4, IL-6, IL-10,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a, 
and interferon (IFN)-c were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 by the CBA kit–BDTM CBA Human 
Th1/Th2 Cytokine Kit II (BD Biosciences, San Jose, CA). 
Results 2012-2014, 63 children were diagnosed with HLH. Positive of EBV was found in 55.3% 
(37/63) of HLH cases, and 1-3 years old children were the most susceptible population to both 
HLH and EBV-HLH. We also performed a study to evaluate the abilitie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o rule out EBV-HLH and HLH. IL-10 and IFN-γ level of EBV-HLH children was greater than HLH 
(IL-10: median levels, pg/mL: IFN-γ: 3.2 vs. 5.7, P = 0.00). Roc curve analysis revealed the IL-
10>5.2 pg/mL and IFN-γ> 9.0 pg/mL had a sensitivity of 91.9% and 89.2%, specificity of 50.2% 
and 50% in rule out of EBV-HLH and HLH.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IL-10 and IFN-γ are more effective biomarker in differentiate EBV-
HLH from HLH. 
 
 
PU-1994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Ureaplasma urealyticum 
Infections Among Newborns in Zhejiang, China 

 
Li Wei,Li Hua-mei,Shang Shi-qiang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pidemiological trends in newborn with infection of Ureaplasma 
urealyticum (UU). 
Methods This study used real-time PCR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of Ureaplasma urealyticum 
detected in clinical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Newborn in Zhejiang, South China. 
Results Between May 2010 and November 2013,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3409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Newborns in our hospital there was 441 (12.94%) tested positive for 
Ureaplasma urealyticum.We also found that Ureaplasma urealyticum infection not only related to 
premature birth but also related to respiratory tract disease occur in newborns. 
Conclusions Medical workers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newborns who get infection with 
Ureaplasma urealyticum,strengthening early diagnosis of Ureaplasma urealyticum and preventing 
Ureaplasma urealyticum persistent infection in newborns. 
 
 
PU-1995 

儿童非伤寒沙门菌肠道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 
和药物敏感性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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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梅,邓继岿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了解本地区儿童非伤寒沙门菌肠道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并监测分析其对抗生素的药物敏感性,
探讨阿奇霉素治疗肠道非伤寒沙门菌感染的可能性,为进一步控制非伤寒沙门菌感染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确诊并住院治疗的 76 例肠道非伤寒

沙门菌感染患儿的年龄､ 性别､ 发病季节等流行病学特点;采用纸片扩散法监测五种常用抗生素的

药物敏感性,并使用 E-Test 法和纸片扩散法检测阿奇霉素的 低抑菌浓度(MIC)。阿奇霉素的 MIC
值与其抑菌圈直径进行直线相关回归分析。 
结果 76 株非伤寒沙门菌属于 4 种血清群,包括 9 种血清型,以鼠伤寒沙门菌血清型和肠炎沙门菌血

清型为主;1 岁以下小婴儿 54 例,占 71.05%,非伤寒沙门菌对复方新诺明､ 头孢曲松､ 氯霉素､ 奈定

酸､ 氨苄西林的敏感性分别为 73.68%､ 73.16%､ 60.53%､ 27.63% 和 22.37%,检出多重耐药非伤

寒沙门菌 23 株,占 30.26%;E-TEST 法检测阿奇霉素对沙门菌的 MIC 为 2~96ug/ml,纸片扩散法检测

其抑菌圈直径范围为 6.50mm~19.75mm,二者显著相关(P=0.0000,︱r︱=0.8363)。 
结论 本地区儿童肠道感染的非伤寒沙门菌血清型多样,以小婴儿为主,多重耐药菌比例较高;对获得的

非伤寒沙门菌对阿奇霉素的基础数据可以作为之后临床应用的参考指标。 
 
 
PU-1996 

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肺炎链球菌､ 流感嗜血杆菌流行 

趋势和药敏分析研究 
 

杨治理,庞丹,伊乐,孙巧英,史今凡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010020 

 
 
目的 了解本地区婴幼儿感染肺炎链球菌(SP)､ 流感嗜血杆菌(HI)流行趋势和药敏结果,为进一步研

究临床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的治疗及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采集本院 2014 ~ 2016 年住院的 3 岁以下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痰标本做细菌培养鉴定和药敏试

验。 
结果 5859 份标本中分离出肺炎链球菌 499 株,分离率为 8.5%;流感嗜血杆菌 405 株,分离率为

6.9%。1~4 月和 12 月检出率 高。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 阿莫西林､ 红霉素等耐药率高。流感嗜

血杆菌对氨苄西林､ 头孢呋辛耐药率高,对氨苄西林/舒巴坦､ 头孢曲松､ 头孢噻肟､  氨曲南 ､ 阿奇

霉素敏感性较高。 
结论 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在本地区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中占重要地位,对各种抗菌素的

耐药率均呈上升趋势,临床应加强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的患儿目标性监测,明确耐药性,有
利于预防和控制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和流行。 
 
PU-1997 

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 OprD 基因和耐消毒剂基因检测 
 

丰涛
1,陆慧玲

2,徐俊
1,邵雪君

1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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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检测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17 年第一季度分离培养的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 PA)临床标本的耐受药物与耐药基因,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分析铜绿假单胞菌耐季铵

盐类消毒剂基因的基因型和检出率。 
方法 对于收集的 PA 进行药敏实验,并且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来检测相关耐药基因和耐消毒剂

基因,对于检测结果做统计学分析。 
结果 对于收集的 22 株临床标本研究表明,PA 对亚胺培南的耐药与其膜通道蛋白 OprD 的缺失相

关。临床多重耐药 PA 难于治愈和清除,易导致院内感染与其耐消毒剂基因有关。本次检测共测了

qacEΔ1､ qacA､ qacC3 种耐消毒剂基因,结果表明本院 PA 反复感染,难于治愈清除主要与 qacA 耐

消毒剂基因有关。 
结论 PA 的亚胺培南耐药主要由其耐药相关基因 oprD 基因缺失引起。本院分离的 PA 耐季铵盐类

消毒剂基因检出率很高,主要以 qacA 型为主。 
 
 
PU-1998 

儿童活动期肾病综合征免疫细胞变化及临床意义 
 

刘亚楠,张泓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观察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各免疫细胞亚群的数量变化,探讨其在疾病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活动期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 118 例,健康对照儿童 35 例,采用双平台法检测外周血各免

疫细胞亚群百分比及绝对值变化。 
结果 活动期 PNS 患儿 WBC､ CD3+CD8+T 细胞较对照组明显升高,CD3+CD4+T 细胞及 CD4/CD8
比值较对照组明显降低;激素治疗依赖和激素耐药患儿 CD3+CD8+T 细胞较激素敏感患儿及健康儿童

明显身高,而 CD19+B 细胞有所减少;与初发 PNS 患儿相比,复发 PNS 患儿 CD3+T､ CD3+CD4+T､
CD3+CD8+T 细胞百分比升高,CD19+B 细胞百分比下降。 
结论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进展与细胞､ 体液免疫功能紊乱密切相关,为给予免疫调节治疗提供

理论依据。 
 
 
PU-1999 

儿童呼吸道分离流感嗜血杆菌的耐药性和基因分型研究 
 

秦惠红,王春,潘芬,刘昌颀,张泓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研究儿童呼吸道分离流感嗜血杆菌的耐药性和 ftsI 基因分型与耐药表型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第一季度我院住院患儿鼻咽吸出物中分离到的流感嗜血杆菌 141 株;用 K-B 法检

测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用 Nitrocefin 纸片法检测细菌的 β-内酰胺酶;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

对分离菌株进行 ftsI 基因检测;比较不同基因型菌株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结果 141 株流感嗜血杆菌 β-内酰胺酶检出率为 40.4%(57/141)､ 氨苄西林耐药率为

53.2%(75/141)。ftsI 基因突变检出率为 72.3%(102/141),以 III 型为主(72/102)。β-内酰胺酶基因阴

性氨苄西林耐药型菌株(gBLNAR)对氨苄西林和头孢呋辛的耐药率高于 β-内酰胺酶基因阴性氨苄西

林敏感菌株(gBLNAS)(P<0.05)。 
结论 儿童呼吸道分离流感嗜血杆菌 ftsI 基因突变率高,以 III 型为主。ftsI 基因突变增加了流感嗜血

杆菌对氨苄西林和头孢呋辛的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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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0 

四例猫叫综合症患儿的细胞遗传学分析 
 

孙恒娟,杜成坎,孙嘉鹏,杨永臣,许无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分析 4 例猫叫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细胞遗传学特点,明确其缺失区域与表型之间的关系。 
方法 常规方法制备 4 例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应用 G 显带技术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同时运用

染色体芯片技术进行精准定位。 
结果 3 例患儿发现有 5 号染色体短臂的部分缺失､ 1 例患儿发现为 5 号染色体短臂增加了不明来源

片段,同时缺失了 5p15 的片段;4 例患儿临床特点为有或曾经有猫叫样的哭泣,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身

体和智力的发育迟缓。 
结论 对于疑似猫叫综合征的患儿通过遗传学咨询并尽早检测外周血染色体,可早期确诊。通过遗传

学咨询,对优生优育具有重要意义。 
 
 
PU-2001 

儿童白血病中 34 种 ph 样 ALL 融合基因筛选的临床研究 
 

夏敏,邵静波,郑月,李红,王欢,李珊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通过对 34 种 ph 样 ALL 基因表达筛选在儿童白血病肿瘤中的结果分析,联合 MICM,评估其在儿

童白血病中精准诊断和预后判断中的意义。 
方法 2016 年 02 月-2017 年 02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 50 例初发或复发白血病患儿,男 26 例,女 23 例,
年龄 11 月- 14 岁,应用实时荧光探针 PCR 法进行 Ph 样 ALL 相关融合基因的筛选,筛选阳性者再进

行监测,34 种融合基因包括如 ETV6-ABL1,BCR-JAK2,IKZF3-8(IK6),EBF1-PDGFRB 和 CRLF2 等,
涉及相关的细胞因子受体和激酶信号通路活化等异分子常。 
结果 50 例患儿包括初发 47 例,复发 3 例。 后诊断为 ALL-B 43 例,ALL-T 4 例,其他 3 例分别

是:NHL-B 2 例､ AML 1 例。结果显示 ph 样 ALL 融合基因筛选的阳性率为 18.0%(9/50),4 例复发患

儿 ph 样 ALL 融合基因阳性 2 例(50%)。阳性的融合基因包括:IKZF3-8(IK6) 6 例次,CRLF2 5 例

次,EBF1-PDGFRB 1 例次,其中 3 例为 2 种融合基因同时存在:IKZF3-8 和 CRLF2 共阳性 2 例, 
IKZF3-8 和 EBF1-PDGFRB 共阳性 1 例。9 例阳性结果中 ALL-B 8 例,ALL-T 1 例,其中 6 例阳性患

儿在化疗 D19d,D55d 进行了 34 种 ph 样 ALL 融合基因的监测,2 例 D19d 仍阳性,后续监测均转阴。

9 例阳性患儿 D19d MRD>1.0%共 3 例,与阴性患儿存在明显差异(33.3%&6.1%)。 
结论 34 种 ph 样 ALL 融合基因检测有助于白血病的精准诊断､ 危险分层和预后评估,并可作为监测

指标之一,阳性者预后差易复发,患儿可能获益于 ABL-TKI 和 JAK-TKI 的靶向治疗。 
 
 
 
PU-2002 

人类基因突变 HGVS 命名及分析的在线实现 
 

杨永臣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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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以遗传病､ 癌症等疾病诊断为目的基因测序中发现的变异,用户希望准确地获取变异的

HGVS 名称､ 致病性､ 遗传方式等数据。 
方法 为此我们设计了人类基因突变分析系统,该系统由数据输入界面､ 基因信息(含序列)数据库､

基因遗传方式数据库､ HGMD 数据库､ HGVS 计算程序及数据输出界面构成,其中基因信息数据库

含有 6000 多个人类基因。在数据输入界面输入的突变格式是:基因名称,(变异位点参考序列/变异位

点突变序列)变异位点之后一段序列,变异位点是纯合型还是杂合型(用“c”代表纯合型,用“z”代表杂合

型)。这些信息可对应地简化为:“gene  (R/M)S  z/c”。R 和 M 皆可代表一个碱基,也可以代表多个碱

基,R 和 M 缺失时用“-”代替。可分析的突变位置包括编码外显子､ 内含子和 UTR 区。HGVS 计算程

序根据输入信息分析突变的类型,包括碱基置换(Substitutions)､ 缺失(Deletion)､ 重复(Duplication)
､ 插入(Insertion)､ 倒位(Inversion)､ 缺失/插入(Indels),并给出突变的 HGVS 名称。 
结果 我们用 HGMD 数据库中 13 万条信息(每条信息包括基因名称､ 突变位置的序列和 HGVS 名称)
进行了验证,除了 HGMD 未遵守 HGVS 规则的倒位类型的变异,以及输入序列在待检基因 gNDA 序

列中多次出现导致的重复性序列外(可自动提示),皆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结论 本系统较 ACMG 推荐的 mutalyzer.nl 网站对突变的 HGVS 命名具有更简单的输入格式,更大的

使用范围(可计算内含子突变),且可以据此给出突变的致病性等信息。 
 
 
PU-2003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acillus cereus group in 
an Infant with Meningitis by Metagenomic Sequencing 

 
Liu Xiaorong1, Weng Zihua2,Jiang Hanfang 1,Zhou Yuanjie 2,Qin Junjie 2,Ma Dongli1 

1.Shenzhen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High-throughput Gene Sequencing of Pathogens,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2.Digital microbiota technology Co., Ltd. 
 

 
Objective Meningitis is a serious disease with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nd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meningitis such as culture-dependent are time consuming with a low sensitivity. 
Metagenomics sequencing has gradually been proved as an effective and unbiased detection 
approach for underlying etiological agents in cases where conventional laboratory assays yield 
negative or inconclusive results. 
Methods A sample of cerebrospinal fluid(CSF) was collected from a young infant with meningitis. 
Cell-free nucleic acids in CSF were extracted and a paired-end library was constructed. The 
metagenomic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on Miseq platform and HiSeq X Ten platform 
respectively. The filtered sequence reads were aligned to genome database of bacteria, viruses 
and Eukaryotic Pathogen Database Resources (EuPathDB) for fungi using bwa.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ore genes was performed and a phylogenetic tree was constructed. 
Results After a rapid sequencing on MiSeq platform, a total of 274,567 reads were identified as 
bacterial and viral sequences, among which 27.33 % reads matched with the Bacillus cereus 
group genome in the reference database. The phylogenetic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potential 
pathogen might be B. cereus or B. thuringiensis. The alignment to CARD database showed 6 
reads matched to B. cereus beta-lactamase II gene with the highest coverage of 41%. A deep 
metagenomic sequencing was introduced to confirm the identification. A total of 78,602,823 
sequence reads derived from the patient’s CSF sample with 53.89% of which were from the 
patient and 40.19% unknown. About 2.12% of the total sequence reads matched to the B. cereus 
group genome in the reference database,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yielded in rapid 
identification. Phylogenetic analysis based o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calling form 
whole-genome of the select strain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CSF sample harbored a strain in B. 
cereus group.  
Conclusions The strain in B. cereus group close to B. cereus and B. thuringiensis with the 
presence of two beta-lactamase genes were identified as potential pathogen from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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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brospinal fluid. Such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detection may serve as a practical 
diagnosis tool for rapid pathogen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ing targeted antimicrobial therapy. 
 
 
PU-2004 

PCT､ hs CRP､ WBC 在小儿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价值 
 

李正秋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分析 PCT､ hs CRP､ WBC 在小儿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于我院就诊的的呼吸道感染患儿 116 例,根据不同诊断结果,分为细菌组(n=52)与病

毒组(n=64),并选取同期健康儿童 58 例作为对照组,对比三组儿童的 PCT､ hs CRP､ WBC 水平。 
方法 两组对比 
采用德国 cobase411 电化学发光全自动免疫分析 
采用金斯尔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采用 XE-5000 全自动五分类血球仪分析 
采用 SPSS22.0 处理本文数据 
结果 细菌组患儿的 PCT､ hs CRP､ WBC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病毒组､ 对照组(P<0.05),且三组的

PCT､ hs CRP､ WBC 联合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单项检测阳性率(P<0.05);细菌组患儿的 WBC 阳性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 PCT､ hs CR 阳性率对比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细
菌组患儿的 PCT､ hs CRP､ WBC 水平显著高于病毒组､ 对照组(P<0.05);病毒组患儿对照组 PCT
､ hs CRP､ WBC 水平与对比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CT､ hs CRP､ WBC 三者联合检测能够显著提高小儿呼吸道感染的诊断准确率,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 
 
 
PU-2005 

川崎病患儿 NT-proBNP 测定与冠状动脉损害的关系探讨 
 

竺婷婷,于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川崎病 ( KD) 患儿 N 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测定与冠状动脉损害( CAL) 的关系。 
方法 对 KD 患儿进行冠状动脉超声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分为冠状动脉损害( CAL) 组 52 例和未合并

其他疾病且无冠状动脉损害( NCAL) 组 119 例,选取发热 5 天以上的支气管肺炎为对照组 52 例。采

取免疫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其 NT-proBNP 水平,并采用非参数检验比较各组间 NT-proBNP 水平是

否有显著差异。 
结果 对照组､ NCAL 组 及 CAL 组 NT-proBNP 水平四分位间距分别为 151.00(63.70,383.75)､
543.00.(226.00,1660.00)､ 1013.00(259.00,2882.50);NCAL 组 及 CAL 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 
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ADL 组 NBNP 明显高于 NCAL 组( P<0. 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川崎病患儿血清 NT-proBNP 水平明显升高,并且与患儿冠状动脉损害有密切关系。NT-
proBNP 对川崎病患者初步判断是否有冠脉损害有临床意义, 可以作为川崎病及其是否发生冠脉损

害的预见性判断指标。 
 
 
P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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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初诊和化疗后免疫表型的变化 
 

代庆凯,张鸽,江咏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动态监测微小残留病(MRD)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预后判断和疗效评估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目前,国内外大量临床试验已经表明化疗过程中 MRD 水平与患儿的复发风险和长期生存

期高度相关。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比较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在化疗前后白血

病细胞免疫表型的变化情况,为 MRD 的检测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0-2015 年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诊断为 B-ALL 儿童患者共 155 名,年龄[中位

数(范围)]为 4(1-15)岁,男女比例为 1.38:1。采用肝素抗凝管抽取患者骨髓 2-4mL,在 24 小时内使用

BD FACSCalibur 流式细胞仪(美国 BD 公司)检测患者初诊时和化疗第 33 天时 CD10､ CD19､
CD20､ CD22､ CD34 和 CD45 抗原表达和强度的变化情况。 
结果 儿童患者初诊时抗原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CD19､ CD22､ CD10､ CD34､ CD45 和

CD20。86 例(55.5%)患者在化疗第 33 天时至少出现 1 个及其以上免疫表型的变化。56 例(36.1%)
患者抗原由阳性转变为阴性,66 例(42.6%)患者出现新的抗原表型。抗原阳性率改变的发生率由高到

低依次为 CD20､ CD10､ CD34､ CD45､ CD22 和 CD19。CD19 在化疗第 33 天时与初诊比较未

发生显著性变化,是 为稳定的抗原。然而,将近 1/3 的患者在化疗第 33 天时出现 CD20 表达的改

变。 
结论 超过一半的儿童 B-ALL 患者抗原表型在化疗第 33 天时发生改变。使用流式细胞术进行 MRD
检测时,如果仅使用初诊时阳性的抗体,就可能会遗漏抗原发生改变的患者。因此,在儿童 B-ALL 患者

的 MRD 检测中,既要结合初诊时免疫分型的特点,同时应基于多个抗体组合进行确认,防止因抗原改

变导致患者的漏诊。 
 
 
PU-2007 

2016 年杭州市儿童常见肠道病毒型感染流行病学调查 
 

周俊,吴亦栋,岳美娜,刘荻,赵仕勇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2 

 
 
目的 了解 2016 年杭州市儿童感染肠道病毒的型别､ 流行趋势和临床特征,为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提

供参考。 
方法 随机收集 2016 年杭州市儿童医院收治的疑似肠道病毒感染患儿的咽拭子或粪便标本共 2977
份,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肠道病毒通用型(EV),肠道病毒 71 型(EV71),柯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CA16),柯萨奇病毒 A 组 6 型(CA6),柯萨奇病毒 A 组 4 型(CA4)和柯萨奇病毒 A 组 10 型

(CA10),分别比较不同年龄组､ 不同月份及不同年份间肠道病毒的检出情况,分析不同型别肠道病毒

在临床特征上的差异。 
结果 2977 份标本总阳性率为 49.71%(1480/2977),其中手足口病阳性 71.01 %(1051/1480),疱疹性

咽颊炎阳性 21.82%(323/1480),其他类疾病阳性 7.16%(106/1480);手足口病中 36.73%(386/1051)
由 CA6 引起,其次 EV71 25.31%(266/1051);疱疹性咽颊炎 CA4､ CA6 和 CA10 分别为

20.12%(65/323)､ 14.86% (48/323)和 8.67%(28/323);其他类疾病中 CA4 占 14.15%(15/106),CA6
占 12.26(13/106)。在合计 1480 份阳性样本中,CA6 是检出 多的肠道病毒,为
30.20%(447/1480),EV71 为 18.99%(281/1480),CA16 为 10.20%(151/1480),CA4 为

6.82%(101/1480),CA10 为 3.44%(51/1480),其他 EV 为 30.34%(449/1480)。不同年龄段患儿病原

体的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 岁年龄患儿病原体总阳性率为 29.65%(169/570),低于其他

年龄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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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016 年杭州地区检出 多的肠道病毒是 CA6 型,其次为 EV71 和 CA16。随着非 EV71 非

CA16 肠道病毒检出率的增加,引发的除了手足口病外的其他临床症状越来越多。除 EV71 和 CA16
外,也需要重视对 CA6､ CA10 和 CA4 等其他型别肠道病毒的监测和研究。 
 
 
PU-2008 

儿童专科医院两种血细胞分析仪复检规则的建立与应用 
 

彭朝阳,项文清,张俊峰,占刘英,沈红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建立迈瑞 BC5310 与 Sysmex-xs500i 血细胞分析仪适用于儿童血常规的复检规则。 
方法 参照 2005 年国际血液学复检专家组推荐的 41 条自动血细胞分析和分类复检规则,结合迈瑞血

细胞分析仪和 SYSMEX 血细胞分析仪性能和儿童疾病的特点,建立适合儿童的血常规 16 条通用和

4 条仪器专用的复检规则。选取 580 份血常规标本,每份样本分别在迈瑞 BC5310 和 SYSMEX 
XS500i 两类血液分析仪上进行检测同时每份标本制做两张血涂片,采用双盲法进行显微镜检查。计

算真阳性率､ 真阴性率､ 假阳性率､ 假阴性率。 
结果 人工镜检的结果与仪器的报警信息比较,复检率为 26%,迈瑞仪器假阳性率为 12.27%,假阴性率

为 1.44%。Sysmex 假阳性率为 7.74%,假阴性率为 1.41%,符合国际血液学复审协作组关于假阴性

率小于 5%的规定。 
结论 建立的 16 条通用和 4 条不同型号仪器专用复检规则适用于儿童医院,能满足临床及患者的需要,
提升工作效率;引入研究参数与散点图相结合,对异常形态白细胞的警示效果能够达到质量要求;舍弃

文字报警信息可以对儿科常见的虚假报警获得良好的控制,大大降低假阳性率。 
 
 
PU-2009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清降钙素原､ 前白蛋白水平 

与 C 反应蛋白的关系研究 
 

武静,于瑞杰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271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 前白蛋白(PA)水平的变化及其与 C 反应蛋白

(CRP)的关系。 
方法 分别检测 66 例感染组患儿和 71 例非感染组患儿的血清 PCT､ PA 水平,同时测定其血 CRP､
白细胞(WBC)及中性粒细胞计数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感染组血 PCT､ 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P<0.01﹚,PA 水平明显低于非感染组

(P<0.01﹚。血清 PCT 与 CRP 水平呈正相关(r=0.444,P<0.01),与中性粒细胞计数呈正相关

(r=0.409,P<0.01),与 PA 水平呈负相关(r=-0.300,P<0.05);PA 与 CRP 水平呈负相关(r=-
0.364,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血 CRP(β=0.188,P<0.05)和中性粒细胞计数

(β=0.708,P<0.01)共同决定了 51.6%的 PCT 变化;血 CRP(β=-0.402,P<0.05)决定了 13.5%的 PA 变

化。 
结论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清 PCT 水平升高､ PA 水平降低,其水平的变化与 CRP 的增加有一

定关联,可能促进了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发展。 
 
 
PU-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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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昆明地区手足口病患儿淋巴细胞亚群 
与免疫球蛋白的检测研究 

 
樊茂,周敬静,张倩,冯星星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228 

 
 
目的 通过检测昆明地区 2016 年 286 例手足口病(HFMD)患儿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免疫球蛋白,
以探讨手足口病患儿免疫功能的改变。 
方法 收集 2016 年确诊感染 CA16 的 HFMD 患儿 63 例与同期 223 例 EV71 感染的 HFMD 患儿及

100 例健康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 CD4+､ CD8+水平,计算

CD4+/ CD8+比值以及 B 淋巴细胞亚群 CD19+和 NK 细胞 CD16+56+的水平;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血清 IgA､ IgG､ IgM､ C3､ C4 水平,并与对照组健康儿童进行比较;同时将感染 CA16 组与感染

EV71 组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手足口病患儿组 CD3+､ CD4+､ CD8+水平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19+水平显著增高(P<0.05);CD16+56+细胞的百分比则明显下降(P<0.05);血清 IgA､ IgG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IgM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手足口病患儿

血清中补体 C3､ C4 水平变化差异不大;感染 EV71 的 HFMD 患儿 T 淋巴细胞亚群各值均低于

CA16 感染 HFMD 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手足口病患儿体内同时存在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紊乱,CA16､ EV71 感染能引起机体免疫功能

异常。 
 
 
PU-201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儿童血清生长因子 
表达的影响因素分析 

 
周敬静,张倩,樊茂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228 
 

 
目的 分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儿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 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GFBP-3)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在我院住院的 3~6 岁 220 例 OSAHS 患儿和 40 例非睡眠呼吸障

碍患儿。按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将 OSAHS 患儿分为轻度､ 中度､ 重度 OSAHS 组。检测所

有儿童血清 IGF-1､ IGFBP-3 水平,体质指数(BMI)､ 身高及体重,比较各组间的差异,并采用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患儿血清 IGF-1､ IGFBP-3 水平的因素。 
结果 重度 OSAHS 组血清 IGF-1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轻度 OSAHS 组､ 中度 OSAHS 组

(121.86±36.47 比 149.44±31.44､ 147.63±26.83､ 142.11±34.50,均 P<0.05),身高显著低于对照组

(102.64±5.95 比 105.22±6.03,P<0.05)。血清 IGFBP-3 水平､ BMI 和体重在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OSAHS 组的血清 IGF-1､ IGFBP-3 水平受年龄､ 平

均 低血氧饱和度(LSaO2)的影响。 
结论  OSAHS 患儿生长发育迟缓可能与血清 IGF-1 水平降低有关,缺氧是影响 OSAHS 患儿血清

IGF-1 水平变化的因素。 
 
 
PU-2012 

脓毒血症患儿肝功能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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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梅

1,王军
2 

1.武汉市汉口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脓毒血症患儿肝功能检测结果情况,以利于对脓毒血症患儿进行早期治疗,保护患儿肝脏,减
少对肝功能的损伤。 
方法 收集武汉市汉口医院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脓毒血症患儿 258 例和正常健康

体检儿童 50 例,分别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移酶(ALT)､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碱性磷酸酶

(ALP)､ γ-谷氨酰转肽酶(γ-GT)､ 总蛋白(TP)､ 白蛋白(ALB)并计算出 AST/ALT､ 球蛋白(GLB)及
A/G 等肝功能指标,分析脓毒血症患儿与正常健康儿童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结果 和正常健康儿童相比较,脓毒血症患儿 ALB 明显下降,A/G 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AST､ AST/ALT 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P､ GLB､ ALT､ γ-GT､ ALP 没

有明显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脓毒血症患儿肝脏功能损伤明显,因此对于临床上可疑及确诊的脓毒血症患儿要尽早进行肝功

能检测,尽早给予相关治疗,保护患儿肝脏。 
 
 
PU-2013 

12 岁以下健康儿童全血钙､ 锌元素参考范围研究 
 

王鹏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钙､ 锌是人体内的必须元素,过多过少都可导致疾病,处于生长阶段的儿童对其变化较为敏感。

目前各实验室钙､ 锌元素参考范围主要由试剂厂商提供,确定本地区儿童全血钙､ 锌元素的参考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以 2012 年 7 月~2013 年 12 月在我院儿童保健科､ 体检科进行体检的 0~12 岁儿童为研究对

象。空腹采集受检儿童手指末梢血 40μl,加入试剂内充分混 。采集前清洗儿童手指。采用北京普

析公司生产的多通道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检测钙､ 锌 2 种元素含量,各项操作及结果判定按仪器操

作规程进行。采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以 ±S 表示,α=0.05 为检验水准。各元素水平与年龄

关系采用相关分析,正态性检验采用 K-S 检验,不同年龄组元素水平使用非参数检验,采用百分位数法

建立参考区间。 
结果 1. 0~12 岁儿童各年龄全血钙､ 锌元素水平与年龄关系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血钙水平与年龄呈

负相关(P<0.01);血锌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P<0.01)。 
2. 不同年龄组儿童 2 种元素水平的比较及参考范围的建立 
根据儿童生长发育阶段将样本分为婴儿期(<1 岁)､ 幼儿期(1-3 岁)､ 学龄前期(4-7 岁)､ 学龄期(8-12
岁)4 组。不同年龄组钙､ 锌元素水平及参考范围如表 1 所示。 
表 1.   4 组儿童钙､ 锌元素水平及参考范围  

元素种类 
年龄段 婴儿期 幼儿期 学龄前期 学龄期 
例数(N) 1771 2055 784 356 

钙
※ 

(mmol/L) 
±S 1.82±0.15 1.78±0.16 1.74±0.17 1.70±0.18 

参考范围 1.49~2.08 1.46~2.07 1.41~2.05 1.31~2.05 

锌
※ 

(μmol/L) 
±S 55.70±10.26 65.02±11.18 76.19±11.91 79.22±11.01 

参考范围 38.20~79.40 46.54~90.16 55.45~104.60 58.60~1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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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钙各年龄组间均存在差异。锌:学龄前期与学龄期(P<0.05),其他各组间(P<0.01);钙:各组间

(P<0.01); 
对各组进行正态分布检验,为非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分析各年龄组间 2 种元素的差异。锌､

钙元素水平在各年龄组间存在差异(P<0.01)。不同年龄组间两两比较,血锌､ 钙水平在各年龄组间均

存在差异。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建立参考区间。 
结论 原子吸收光谱法是微量元素测定 广泛方法。由于 2 种元素水平数据在四个年龄段不服从正

态分布,故采用非参数检验分析各年龄组间元素水平的差异,采用百分位数法建立参考区间。血锌水

平与年龄呈正相关,且在 4 年龄组逐步增高。钙水平与年龄呈负相关,随年龄增长逐步降低。不同年

龄的儿童钙､ 锌元素水平均存在差异。临床医师在临床工作中应根据儿童的年龄段选择不同的参考

区间。 
 
 
PU-2014 

新生儿输血谨慎应用同型输注的输血原则 
 

陈盈盈,尹明伟,马继华,金小波,陈学军,徐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比较凝聚胺介质技术和微柱凝胶抗球蛋白卡两种常用交叉配血方法对 ABO 新生儿溶血病

(HDN)患儿血样的同型配血效果,研究当临床忽视考虑新生儿溶血症时,医务人员能否用敏感的试验

及时发现配血不合,探讨更安全的新生儿输血前试验及输血策略,为新生儿输血提供保障。 
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3 月—2017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黄疸贫血患儿 125 例。采集全部患儿血样, 
行直接抗球蛋白､ 游离､ 释放等 3 项血清学试验,对证实 ABO HDN 的患儿血浆分别用凝聚胺介质

技术和微柱凝胶抗球蛋白卡两种方法与同型红细胞进行主侧交叉配血,检测两种不同配血方式结果

的差异。 
结果 125 例黄疸贫血患儿中证实 ABO 溶血症 107 例,未证实 18 例。其中 ABO HDN 血样中游离阳

性为 93 例,阴性为 14 例。凝聚胺法同型交叉配血 107 例结果全部都相合。微柱抗球蛋白法同型交

叉配血对 14 例游离阴性的证实 ABO HDN 患儿血样结果都相合,对 93 例游离阳性的证实 ABO 
HDN 的患儿血样的不合检出率为 41.9%。其中游离强度 2+及以下的检出率为 28.57%,3+及以上的

检出率为 82.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20.760,P<0.001)。 
结论 针对 ABO HDN 的 IgG 抗 A(B),微柱凝胶抗球蛋白卡的敏感性比凝聚胺介质技术高,但两种方

式都会有较大的漏检。特别是当游离抗体阴性或比较弱时,漏检率很高。当临床忽视考虑 HDN 时,输
血科人员若仅以交叉配血结果阴性为金标准或 后一关卡,给予患儿同型输血,很有可能会引起患儿

溶血加重等不良反应,难以确保新生儿输血安全。因此,儿科工作人员应重视新生儿溶血症筛查,合理

运用微柱凝胶抗球蛋白卡代替凝聚胺介质技术进行新生儿输血的交叉配血。避免盲目遵照 ABO 同

型的输血原则,确保新生儿输血安全,为新生儿输血提供保障。 
 
 
 
 
PU-2015 

346 例海南黎族新生儿 G6PD 基因突变分析 
 

刘秀莲,王洁,黄慈丹,杨春,赵振东,许海珠,林燕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570206 

 
 
目的 对滤纸干血斑进行 G6PD 基因突变检测,了解海南黎族新生儿 G6PD 基因突变的流行情况,为
本地区该民族 G6PD 缺乏症的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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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滤纸干血斑样本提取 DNA 后,采用多色探针荧光 PCR 熔解曲线法(MMCA 法)进行中国人群常

见的 16 种基因突变型检测分析。部分样本进行了测序法对照。 
结果 收集海南黎族新生儿滤纸干血斑样本 667 例,检出 10 种 G6PD 突变:c.1376 G>T､ c.1388 
G>A､ c.95 A>G､ c.871 G>A､ c.519C>T､ c.1024 C>T､ c.392 G>T､ c.1360 C>T､ c.517 T>C､
c.592C>T;3 种复合突变:c.1376 G>T 复合 c.1388 G>A､ c.1376 G>T 复合 c.871 G>A､ c.1376 
G>T 复合 c.517 T>C,共 346 例,突变率为 51.9%(346/667)。基因突变型以 c.1376 G>T,c.1388 
G>A 和 c.95 A>G 为主,分别占 61.85%,23.41% 和 4.34%。地域分布上以保亭县黎族的 G6PD 突变

率 高(62.5%),其次是白沙县黎族 59.5%和琼中县黎族 55.9%。部分样本进行了测序法对照,结果

一致性 100%。 
结论 海南黎族是 G6PD 缺乏症的高发人群,以保亭县黎族 G6PD 突变率 高, c.1376 G>T,c.1388 
G>A 和 c.95 A>G 这三种 G6PD 基因突变是海南黎族人群中 常见的 G6PD 基因突变型。G6PD
基因突变检测有利于 G6PD 缺乏症高发地区对新生儿溶血､ 黄疸､ 蚕豆病的确诊与防治提供参考。 
 
 
PU-2016 

新生儿葡萄球菌的多重耐药分析和院感干预 
 

刘雪梅
1,刘雪梅

1 
1.南京市儿童医院 
2.南京市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近两年住院新生儿感染葡萄球菌的耐药情况以及院感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分析,为今后临床

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并减少院感的机率。 
方法  葡萄球菌的鉴定采用 VITEk 2-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药敏试验采用 K-B 法按美国临

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CLSI)标准判读结果。 
结果 新生儿两年感染葡萄球菌 937 株,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SA)453 株,占 48.3%,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CNS)484 株,占 51.7%。2014 年感染葡萄球菌 454 株,MSSA 154 株,占 33.9%,利奈唑胺和万

古耐药率 低,均为 0%,青霉素﹑红霉素和头孢唑啉 高,>75.8%。MRSA77 株,占 17.0%,利奈唑胺

和万古耐药率 低,均为 0%,青霉素﹑红霉素和克林霉素 高,>43.9 %。MSCNS 81 株,占 17.8%,青
霉素﹑头孢西丁和头孢唑啉>75.2%。MRCNS142 株 31.3%,青霉素﹑头孢唑啉和红霉素耐药率

高,>80%。2015 年感染葡萄球菌 483 株,感染株数也呈上升趋势。MSSA 170 株,占 35.2%,青霉素

﹑红霉素和头孢唑啉耐药率 高,>63.5%。MRSA 52 株,占 10.8%,万古和利奈唑胺耐药率 低,分别

为 0%和 1.9%。青霉素﹑克林霉素和红霉素 高,>83.3%。MSCNS175 株,占 36.2%,青霉素﹑红霉

素和头孢西丁耐药率 高,>67.5%。MRCNS86 株,占 17.8%,青霉素﹑头孢唑啉和红霉素

高,>85.7%。SA 两年耐药率比较 MSSA :SXT  E  P  FOX   P<0.005,有统计学意义; 
MRSA:E  DA  KZ  FOX  P<0.005,有统计学意义。CNS 两年耐药率比较 MSCNS: P  DA  P<0.05 , 
有统计学意义; MRCNS: E  DA  KZ   P  FOX <0.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新生儿葡萄球菌感染例数在不断增加,2014 年 MRSA 是引起院感的高危因素,2015 年

MRCNS 是引起院感的高危因素。总结两年青霉素的耐药率 高,其次为红霉素和头孢唑啉。万古敏

感性 高,其次为利奈唑胺。因此要加强感控监测和管理,找出存在问题,及时控制耐药率,使临  
床用药更加合理化,减少院感的几率。 
 
 
PU-2017 

儿童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监测分析 
 

任倩,吕欣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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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儿童血流感染临床分离细菌的种类分布及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测,为有效临床治疗方案的制

订提供的客观依据。 
方法 以 2012 年-2016 年在济南市某儿童医院住院的血流感染患儿为研究对象,对初次分离的临床菌

株进行分析,药敏试验使用纸片扩散法和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

析仪进行检测,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2014 年的标准进行药敏结果的检测报告,使
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 
结果 2012 年-2016 年全院血流感染患儿中共分离细菌 1381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革兰阳性菌､ 真

菌分别占 44.38%､ 52.39%､ 2.79%。革兰阴性菌以克雷伯菌属､ 大肠埃希菌､ 铜绿假单胞菌为

主。革兰阳性菌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为主。革兰阴性菌中,大肠

埃希菌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检出率 50 %;肺炎克雷伯菌为 63.33 %。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

类的耐药率 5.77%,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为 15%。2012-2016 年,铜绿假单胞菌对对

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为 7.69%。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 氨苄西林､ 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较高,
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的敏感率较

高。肺炎克雷伯菌对哌拉西林､ 头孢唑林､ 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较高,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美

罗培南､ 亚胺培南敏感率较高。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氨苄西林､ 青霉素､ 红霉

素耐药率相对较高,对利福平､ 氯霉素的敏感率相对较高,MRSA 的检出率为 34.38%,MRCNS 检出

率为 38.46%,尚未发现耐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的革兰阳性球菌。肺炎链球菌对阿奇霉素､ 红霉素的

耐药率较高,对青霉素､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敏感率较高,PRSP 的检出率为 9.09%。 
结论 2012 年-2016 年间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医院儿童患儿血培养的主要分离菌,多重耐药菌株

MRCNS､ MRSA 比例较高;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率高;肺炎链球菌

居于革兰阳性菌第三位,对青霉素耐药的肺炎链球菌比例较高。由此可见,多重耐药菌株在儿童血流

感染中所占的比例较高,应加强对儿童患者血培养中分离菌的耐药性监测,掌握不同细菌的耐药性特

点,以便有效地控制和防止多重耐药现象的发生,为临床合理用药及经验用药提供有力依据。 
 
 
PU-2018 

住院新生儿早期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的临床意义研究 
 

石坤,罗德幸,悦光,陈婷婷,王献民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入院后早期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在新生儿疾病临床诊治中的价值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2345 例新生儿住院患儿入院 3 天内心肌损伤标志

物的检验结果,统计超敏肌钙蛋白(hs-cTnI)总阳性率及不同新生儿病种间 hs-cTnI 阳性率。动态观察

hs-cTnI 阳性住院患儿其 hs-cTnI 血清水平恢复正常时间。 
结果 (1) 2345 例患儿中,hs-cTnI 总阳性率为 42.29%;在新生儿疾病中,新生儿败血症心肌损伤发生

率 高(54.14%),其次为新生儿肺出血(53.12%)､ 新生儿惊厥(49.55%)､ 新生儿黄疸(47.06%)及新

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46.88%)。(2)hs-cTnI 阳性住院患儿中,采取保心治疗患儿其 hs-cTnI 血清水平

恢复正常时间短于未采取保心治疗患儿(6±1.3d Vs 9±0.9d, P<0.05)。 
结论 新生儿住院患儿常并发心肌损伤;心肌标志物,尤其 hs-cTnI 检测是早期发现心肌损伤的重要生

化指标;hs-cTnI 阳性患儿中采用常规保心治疗后 hs-cTnI 恢复正常水平时间明显缩短。我们建议心

肌标志物可作为新生儿入院后常规检测项目早期检测。 
 
 
PU-2019 

脓毒血症患儿肾功能变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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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1,刘梅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2.武汉市汉口医院 

 
 
目的 分析脓毒血症患儿肾功能指标的变化,以利于在患儿脓毒血症期间关注患儿肾脏功能的状态,保
护患儿肾脏,减少对肾功能的损伤。 
方法 收集武汉儿童医院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间脓毒血症患儿 1588 例和正常健康

体检儿童 100 例,分别检测血清尿素氮(BUN)､ 血清尿酸(UA)､ 肌酐(CR)､ Y-痕迹蛋白(Cys-C)等肾

功能指标;收集 86 例脓毒血症患儿和 10 例正常健康体检儿童尿液进行了尿 β2 微球蛋白(β2-MG)及
尿微量白蛋白(U-ALB)的检测,综合分析脓毒血症患儿与正常健康儿童肾功能指标的变化。 
结果 与正常健康儿童相比较,脓毒血症患儿 Cys-C､ β2-MG 及 U-ALB 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BUN､ UA 及 CR 没有明显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脓毒血症患儿肾脏受到较明显的损伤,因此对于临床上可疑及确诊的脓毒

血症患儿要尽早进行肾功能检测,尽早给予相关治疗,并在治疗过程中尽量减少使用对肾脏有影响的

药物,从而减少对患儿肾脏的损伤,保护患儿肾脏。 
 
 
PU-2020 

心肌酶谱及 NT-proBNP 在脓毒血症患儿中的临床价值 
 

王军
1,刘梅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2.武汉市汉口医院 
 

 
目的 探讨脓毒血症患儿心肌酶谱及 NT-proBNP 的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武汉儿童医院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脓毒血症患儿 1588 例和正常健康体

检儿童 100 例,采用罗氏 Cobas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其心肌酶谱:血清肌酸激酶(CK)､ 肌酸

激酶同工酶-MB(CK-MB)､ 及乳酸脱氢酶(HDL-L);其中 106 例脓毒血症患儿及 10 例正常健康儿童

采用罗氏 Cobas h232 进行 N 末端 B 型利钠肽原(NT-proBNP)的检测,综合分析脓毒血症患儿与正

常健康儿童心功能指标的变化。 
结果 与正常健康儿童相比较,脓毒血症患儿 CK-MB､ HDL-L 及 NT-proBNP 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CK 没有明显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脓毒血症患儿心脏受到较明显的损伤,具有心衰的倾向,因此临床上对于可

疑及确诊的脓毒血症患儿要尽早给予相关治疗,并密切关注患儿心脏功能指标的变化,保护患儿心

脏。 
 
PU-2021 

中性粒细胞中毒颗粒与感染性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胡雪桦,李明艺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NE)中毒指数作为炎症或感染指标的可行性。 
方法 选择 59 例有 C 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浓度升高及白细胞计数(WBC)增多患儿的外

周血进行涂片检查中性粒细胞中毒指数,并分析 CRP､ PCT 浓度和白细胞分类各项参数与 NE 中毒

颗粒的相关性,以同期体检的健康儿童 60 例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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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9 例外周血中有 50 例检出 NE 中毒颗粒,检出率为 84.75%,NE 中毒指数比例为 1%-60%。

NE 中毒颗粒阳性患儿 WBC=18.00±7.43(109/L)､ NE%=64.20±18.78(%)､
CRP=45.92±39.07(ng/L)､ 中毒指数=13.71±13.76(%)和 PCT=4.31±10.36(μg/L),与 NE 中毒颗粒阴

性患儿的 WBC=8.57±1.42(109/L)､ NE%=64.16±21.89(%)､ CRP=8.43±9.06(ng/L)和
PCT=0.07±0.13(μg/L)比较,WBC､ CRP､ 中毒指数和 PC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 反应蛋

白､ 降钙素原浓度上升趋势与中性粒细胞中毒指数密切相关,CRP､ PCT 的浓度随着中性粒细胞中

毒指数增高而增高。经相关性分析发现 CRP､ PCT 与中毒指数呈正相关(r=1.000)。 
结论 外周血 NE 中毒颗粒阳性患儿 WBC､ CRP､ 中毒指数和 PCT 水平显著升高,外周血中性粒细

胞中毒指数可作为一种炎症或感染的评估指标,尤其是在无法检测 CRP､ PCT 等炎症或感染标志物

的情况下。 
 
 
PU-2022 

870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者流行病学及病原学特征分析 
 

李东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了解 2012-2016 年重症手足口病的流行病学及病原学特征,为手足口病预防和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870 例重症手足口病病例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临床流行病学特征。 
结果 2012-2016 年共报道重症手足口病病例 870 例,重症发病率为 1.65%,重症手足口病每年有 4-7
月和 8-10 月两个流行高峰。发病 多的患儿为 1-2 岁组,占总病例数的 45.40%,94.16%患儿年龄<5
岁,男女性别比例为 2.25:1;发病人群中散居儿童占 88.15%,幼托儿童占 10.47%,西乡塘区和江南区

发病 多分别占 21.98%和 16.23%。870 例病例中检出肠道病毒(EV71､ CoxA16 及其他)704 例,
检出率 80.92%。EV71 型､ CoxA16 型和其他肠道病毒构成比分别为 40.34%､ 6.39%和

53.27%。14 例死亡病例中,EV71 型检出率为 85.71%。2012 年､ 2014 以 EV71 流行为主,其他年

份以其他肠道病毒为主。 
结论 重症手足口病有明显的季节性,<5 岁儿童为易感人群,高危人群为散居､ 幼托儿童,女性发病低

于男性。肠道病毒是导致重症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体,EV71 感染与重症死亡病例相关。 
 
 
 
 
 
 
 
 
 
PU-2023 

Differential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es in latent human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on THP-1 cells 

 
Lou Yunyan,Zheng Xiaoqun,Lai Meimei,Liu Ping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35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 in human leukemia monocytes (THP-1 cells) 
infected by 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ircRNA in 
children with HCMV infection, and to provid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role of 
circRNA in HCMV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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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1.The THP-1 cells were cultured in 37 °C, 5% CO2 incubator infected with HCMV Towne strain(1 
× 106 / ml, MOI = 5), then total RNA of the cells were collected after 24h, 48h, 72h and 96h,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HCMV IE1 (UL123) and UL83 mRNA was detected by RT-PCR. 
2. The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HCMV latent-infected and mock-infected THP-1 cells at 4 
days post-infection. Following the remove of rRNA and linear RNA, the library was constructed. 
Then the two samples were treated with Illumina HiSeqTM 4000 sequencer (Pair-end sequencing, 
PE) to get the original sequencing sequence. The candidate circRNAs were identificated by the 
find_circ_enhance authentication tool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 was 
calculated by TPM method. 
3.Using GO (Gene Ontology) and KEGG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enrichment to analyze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host gene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 
4.The microRNA binding site of the identified circRNA was analyzed to predic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the circRNA and microRNA. 
5.The clonal sequencing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artial circRNAs obtained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as used to verify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some 
of the circRNAs, thus verify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equencing results. 
6. The blood samples of thirty patients with HCMV infection and thirty-four healthy children were 
collected.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each group and then reverse transcribed into cDNA.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sa_circ_0001206 and hsa_circ_0001445 in both groups was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Results    
1.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circRNA with the HCMV latent infection in monocytes 
     A total of 2110 and 1912 circRNAs in mock-infected and HCMV latent-infected THP-1 cells 
were obtained, respectively. 1421 differently expressed circRNAs were screened out, in which 
650 were up-regulated and 771 were down-regulated. 
2. GO and KEGG enrichment results of the differently expressed circRNAs 
    The GO analysis of the top300 host gene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suggests that in 
the biological process: mainly in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response, protein 
phosphorylation, kinase activity regulation, vesicle transport, ubiquitin, etc; cellular component: 
mainly in the presence of vesicles, vesicles, COPI clothing, cytoplasmic ribonucleoprotein 
particles, Golgi-related vesicles, transport vesicles, intermediates and spindles, etc; molecular 
function: mainly in the enzyme activity, ubiquitin transferase activity, DNA-dependent ATPase 
activity, nuclear transport activity, tRNA binding, GTPase binding , Protein threonine kinase 
activity and nuclease activity and other functions, etc. The results of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18 signal pathways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mainly for ubiquitin-mediated 
proteolysis, protein processing in endoplasmic reticulum, Wnt and other signaling pathways. 
3. The binding site of microRNA on the circRNA 
    1119 and 1130 circRNAs had potential target sites for one or more microRNAs in mock-
infected and latent-infected THP-1, respectively, of which most circRNAs had only 1 to 3 putative 
MREs with a maximum of 98 Hsa_circ_0062984, hsa_circ_0001119, hsa_circ_0002857, 
hsa_circ_0001118, hsa_circ_0002857 and hsa_circ_0008832 has binding sites with hsa-miR-21, 
in which hsa_circ_0062984, hsa_circ_0001119, hsa_circ_0002857 and hsa_circ_0001118 
down regulated in HCMV latent-infection group, predicting that circRNA may have potential role 
of Molecular sponge in HCMV infection. 
4.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hsa_circ_0001206 and hsa_circ_0001445 in children with HCMV 
infection 
    The both expression of hsa_circ_0001206 and hsa_circ_0001445 were down-regulated in 30 
HCMV infected children compared with 34 healthy children,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1). AUC is separately 0.840(95% CI 0.741-0.939) and 0.779(95% CI 0.660-
0.899).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circRNA in HCMV latent-infected THP-1 cells was 
detected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The credibility of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results 
was verified by clone sequencing and qRT-PCR. Host genes of differently expressed circRNA are 
mainly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host cell secretion pathway,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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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ed circRNA has binding sites with microRNA, predicting its important role in mechanism of 
HCMV latent infection. And clin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circRNAs can potentially serve as 
biomarkers of HCMV-infected diseases. 
 
 
PU-2024 

利用基因表达数据筛选先天性心脏病相关 lncRNA 
 

王波,游国岭,张晓青,李晓亮,傅启华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defect, CHD)是 常见的出生缺陷疾病,同时也是出生

缺陷中导致死亡率 高的疾病,在新生儿和流产胎儿中的发病率分别为 1%和 10%。外科手术及诊

断技术上取得的长足进步使得 复杂的 CHD 都可以得有效的诊疗,显著提高了 CHD 患儿的生存

率。然而,与此同时,受 CHD 病患困扰的成年患者数量也有了明显的上升。明确 CHD 的病因是对其

进行防控的前提。遗传因素在 CHD 的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即使遗传检测技术发展迅

速,多年以来我们对 CHD 的遗传机制的认知却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已发现的基因变异仅能解释 3~5%
的非综合征型 CHD。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对于 CHD 遗传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蛋白编码基因,
然而蛋白编码基因只占人类基因组区域的 2%左右。近年来,人们发现基因组可以转录大量的长非编

码 RNA(lncRNA)密切参与包括心脏发育在内的个体发育等生命活动。本研究从已知的 CHD 基因出

发,利用基因表达数据筛选出与之共调控的从而可能参与 CHD 发生发展的 lncRNA。 
方法 本研究从 ENCODE 数据库(https://www.encodeproject.org)中下载了人类不同组织及细胞(系)
的转录组(RNAseq)数据。其中组织样品 136 个,细胞样品 139 个。由于这些样品中的基因表达值

(TPM)不符合正态分布,我们使用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对每个 lncRNA 与已知蛋白编码基因的相关

性进行了检验,并计算了相关系数。 终分别在组织样品和细胞样品中筛选到了与 CHD 高度共表达

的基因,并在胚胎干细胞-心肌分化数据集中进行了验证。 
结果 我们去掉了所有样品中均不表达及样品中 大值 TPM<=20 的基因, 终细胞样品中保留有

11638 个基因,组织样品中保留有 10363 个基因,两部分样品基因交集 8201 个。通过相关性检验

(p<0.05),我们在两部分样品中筛选出了与 CHD 基因高度共表达的基因(相关系数>0.8)。组织样本

中共 5204 个基因,细胞样品中共 6004 个基因,全覆盖组织样本得到的基因。其中细胞样品中有 662
个 lncRNA 基因,而组织样品中有 345 个基因,两者交集有 170 个。我们分别对这些 lncRNA 集合在

胚胎干细胞-心肌分化数据集中进行验证,符合与 CHD 基因共表达趋势。 
结论 通过本研究,我们筛选出了一系列与 CHD 基因高度共表达的 lncRNA,考虑到许多 CHD 基因具

有较高的单倍型剂量不足效应,探讨 lncRNA 对其调控的机制将是发现 CHD 新致病机制的有效途

径。 
 
 
PU-2025 

基于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分析的 
7q11.23 微缺失检测方法的建立 

 
张立辰

1,游国岭
1,余永国

2,傅启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目的 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是一类由于染色体微结构异常所导致的具有复杂临床表现的遗传

性疾病,缺失片段一般小于 5 Mb。7 号染色体 7q11.23 区域微缺失会引起 Williams–Beuren 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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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M 194050]。主要表现为主动脉瓣上狭窄､ 智力缺陷､ 异常面容､ 牙齿畸形､ 认知功能不均衡

以及遗传性高血压,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本研究拟使用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分析技术,
建立一种用于检测 7q11.23 微缺失的拷贝数分析方法。 
方法 在 7q11.23 易发生缺失区域选择四个基因,分别位于该区域的近端粒端(BAZ1B)､ 近着丝粒端

(CLIP2)和中间(ELN､ LIMK1)。针对这四个基因为目标基因分别设计引物(上海生工生物合成)。同

时以 7q11.23 区域之外稳定的 2 拷贝基因 CFTR 作为对照基因设计引物。将对照基因引物对､ 任

意一种目标基因引物对和 LCgreen 染料加入到 PCR 反应体系中,采用 Rotor-geneQ 实时定量 PCR
仪进行多重 PCR 扩增。PCR 反应结束后,在相同的荧光定量 PCR 分析仪内直接对反应体系进行

65℃~90 ℃的缓慢程序升温,温度每上升 0.3℃记录一次荧光信号,即可得到高分辨率熔解曲线。以

参考基因的熔解峰为标准对熔解曲线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通过目标基因熔解峰的高度得出样本的

拷贝数变异情况。 
结果 本研究利用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建立了一种用于检测 7q11.23 染色体片段缺失的

检测方法。PCR 扩增和 HRM 反应总共需要 79min。使用本方法对 15 个 7q11.23 缺失病人和 12
个健康人样本进行双盲法检测,准确率为 100%。在反应体系中添加 5~50ng 的 DNA 样本,都能得到

很好的检测结果。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基于限量 dNTP 竞争性 PCR 和 HRM 的 7q11.23 缺失检测方法。该方法通

过分析端粒端､ 着丝粒端和中间共四个基因的拷贝数变异情况,判断该染色体区域的缺失情况。与

现有 7q11.23 缺失检测方法相比,本方法具有成本低､ 操作简单､ 检测速度快､ 准确率高以及样本

浓度范围宽的优点;同时,由于整个反应过程在闭管条件下进行,因此不易受到环境的污染。综上所述,
本方法在 7q11.23 缺失的分子诊断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PU-2026 

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鉴定科凯恩综合征家系致病基因 ERCC8 
 

李晓亮,游国岭,王波,张晓青,张立辰,傅启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科凯恩综合征(Cockayne Syndrom, CS)是一种罕见､ 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为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主要特点为生长迟缓､ 神经系统发育障碍､ 智力下降､ 异常光敏感､ 眼病凹陷和早衰, 鉴定其

致病基因对其确诊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 Sanger 测序对其致病基因 ERCC8(CSA)进行

基因突变的筛查,探讨其发病机制。 
方法 采集在儿科门诊被确诊为科凯恩综合征的 4 岁小男孩和其家系成员的外周血,然后抽提基因组

DNA,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对 CSA 的所有外显子和外显子侧翼序列进行扩增, 后对 PCR 扩增产

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进行测序筛查 CSA 基因突变,利用 Sanger 测序对基因突变位点验证。 
结果 患者 ERCC8 基因中分别在 4 号､ 5 号外显子上发现两个杂合突变: c.394_398delATGTA 和

c.400-2A>G。其中 c.400-2A>G 突变来源于表型正常的父亲,将剪切受体位点的序列从 AG 改变为

GG,经过 BDGP 评估预测可能导致剪切位点的改变。表型正常的母亲为 c.394_398delATGTA 杂合

突变。 
结论 该科凯恩综合征由 ERCC8 基因 c.394_398delATGTA 和 c.400-2A>G 复合杂合突变导致, 
 
 
PU-2027 

CellaVision DM96 自动化数字图像分析 
系统红细胞形态分类的性能评价 

 
沈蕙颖

1,杨慧
1,林孝怡

2,郑建新
1 

1.儿童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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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金医院 
 

 
目的 评价 CellaVision DM96 自动化数字图像分析系统(简称 DM96)对异常红细胞形态分类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 
方法 选取 500 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和各病区患者 EDTA-K2 抗凝外周

血标本,经瑞氏染色后由 2 名经验丰富的主管技师进行人工显微镜下分类,并以此为金标准。同时,采
用 DM96 对其进行预分类,评估其对各类型异常红细胞形态分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等。 
结果 500 例标本中有 350 例为中或强阳性异常标本,涵盖了 12 种异常红细胞形态。DM96 红细胞形

态预分类结果的敏感性因异常红细胞类型而异(23.1%~89.7%),对于各类异常红细胞形态的识别,仪
器法与人工法在特异性和一致性上有较高的符合率(>90%)。综合各类异常红细胞的检测结

果,DM96 总体水平的敏感性､ 特异性､ 一致性､ 假阳性率､ 假阴性率､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分

别是 78.9%､ 96.7%､ 94.9%､ 21.1%､ 3.3%､ 73.6%和 97.5%。 
结论 两者结果较符合,DM96 对异常红细胞形态分类的识别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较人工法分类具

有更高效､ 快速的优点,减少了人为差异。 
 
 
PU-2028 

B 等位基因新突变导致 AB 弱表型 
 

王静,游国岭,叶星晨,顾萍,潘秋辉,傅启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对 1 例血清学血型鉴定困难的患者进行 ABO 基因分型。 
方法 采用 Diagnostic Grifols, S.A 公司的 DG Gel Confirm 卡､ Neutral 卡､ Coombs 卡以及

WADiana/8XT Compact Analyzer 全自动系统进行血清学血型鉴定､ 抗球蛋白试验和抗体筛查,采
用聚合酶链反应结合直接测序法检测该患者 ABO 基因的增强子､ 启动子､ 第 1-7 外显子及其邻近

内含子序列。 
结果 患者红细胞与抗 B 反应为弱阳性表型,即在凝胶卡中呈双群(DP),试管中呈混合视野(MF);而与

抗 A 反应均为强阳性。DNA 测序发现患者 ABO 基因存在九个变异,第 6 外显子的 297A>G 杂合突

变,第 7 外显子的 467C>T､ 526C>G､ 657C>T､ 703G>A､ 796C>A､ 803G>C､ 829G>T､
930G>A 八处杂合突变,其中 829G>T 为新变异。根据 Blood Group Antigen Gene Mutation 
Database 数据库,该患者为 A102/B101 血型弱表达。 
结论 B 等位基因的新变异是造成 A102/B101 基因型中 B 弱表达的主要原因,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检

测有助于深入了解血型表型和基因型的特点,为正确制定临床输血策略提供依据。 
 
 
PU-2029 

2 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的输血治疗 
 

王成云,张帆,顾萍,王静,傅启华,潘秋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输血科 200127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的临床输血治疗 
方法 2 例患儿均来自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男 1 例,女 1 例,年龄为 4~7 月。采用 Diagnostic Grifols S.A
公司的 DG Gel Confirm 卡､ Neutral 卡､ Coombs 卡以及 WADiana/8XT Compact Analyzer 全自

动系统对患者进行血型鉴定､ 不规则抗体筛查､ 交叉配血,并评估其血型血清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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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例标本的血型鉴定反定型中,均表现为 O 细胞凝集,抗体筛查均为阳性。抗体鉴定后,根据细

胞的格局,一例标本含抗-C 抗体,另一例标本抗体性质不明。两例患者均进行相容性红细胞悬液输注,
输注后患者病情得到改善,输血疗效评价为有效。 
结论 患者体内存在不规则血型抗体时,如果自身抗体显示 Rh 血型等相关特异性,则应选择输注缺乏

相关抗原的红细胞悬液;如果自身抗体性质不明,则应选择多份 ABO 血型相同的血液做配合性试验,
采用患者血清与献血者红细胞反应 弱的血液,若患者直接抗球蛋白试验阳性,特别是抗 C3 阳性,可
对献血员血液进行洗涤处理后予以输注,避免献血员血液中残留的补体成分引起患者溶血。 
 
 
PU-2030 

上海地区临床儿童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的分子特征 
 

王星,黄卫春,傅启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鲍曼不动杆菌是一类非发酵､ 严格需氧的革兰阴性杆菌,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获得外源

性耐药基因的能力,极易造成医院内的播散流行。本研究分析上海地区临床上儿童来源为主的鲍曼

不动杆菌克隆株的分布特点及流行特征､ 耐药性和耐药相关基因的携带情况,为临床上控制和治疗

院内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提供线索。 
方法 收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在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复合物菌

株 107 株,主要来源于痰液､ 肺泡灌洗液､ 血液和插管等标本;经 PCR 方法鉴定 88 株是鲍曼不动杆

菌,其中含 3 株来自医院环境标本,所有菌株进一步用 VITEK 2 仪器检测其对 18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
用 MLST 分型方法分析其基因型,对耐药菌株采用 PCR 技术检测菌株的耐药相关基因

(AmpC,IMP,VIM,OXA-23,OXA-51)的携带和突变(gyrA)情况。 
结果 在监测的 18 种药物中,107 株菌株的耐药率均超过 50%,其中呋喃妥因和氨苄西林耐药率 高

(100%) ,亚胺培南和环丙沙星耐药率 低(53.27%)。所有菌株通过 PCR 检测 16S-23S rRNA ITS
区域和 recA 基因后确定 88 株是鲍曼不动杆菌菌株,其中 60 株是耐碳青霉烯类菌株(CRAB),通过

MLST 分型可分成 ST208 型(95%)和 ST373 型(5%),且 ST208 型对所检测的 18 种抗生素均耐药,均
携带有 AmpC,OXA-23 和 OXA-51 基因且 gyrA 基因的 QRDR 区域存在突变(Ser83Leu);28 株是碳

青霉烯类敏感的菌株(CSAB),通过 MLST 分型可分成 25 种不同的 ST 型,包含 4 个已知的 ST 型和

21 种新的 ST 型。3 株医院环境样本来源的鲍曼有 2 株是 ST208 型。 
结论 上海地区临床儿童中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中,CRAB 的基因型相对较少,以 ST208 为主;CSAB
的基因型相对较多,背景较为复杂;且 CRAB 中多重耐药十分严重。ST208 携带有 AmpC,OXA-23 和

OXA-51 基因且 gyrA 基因的 QRDR 区域存在突变(Ser83Leu)可能是导致其多重耐药,成为主要流行

株的原因;同时其在环境样本中检测出,存在院内感染的可能性,应引起临床的足够重视。 
  
 
 
PU-2031 

Genetic diversit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t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olates 

 
Pan Fen1,Zhang Hong1,Dong Xiaoyan1,Ye Weixing2,Ju Weina3,Zhong Nanbert3,1 

1.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Shanghai Personal Biotechnology Co., Ltd, 

3.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for Basic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taten island, N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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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Pneumococcal infections threaten the health of childre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genetic diversit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in antibiotic-resistant 
S. pneumoniae isolates, by randomly selecting 25 pneumococcal strains isolated from children i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and determining their different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rofiles. 
Resul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genome size of the isolates was approximately 2.1 Mbp, 
covering >90% of the total estimated size of the reference genome. The overall G+C% content 
was approximately 39.5%, and 2200–2400 open reading frames were present. All the 
isolates with different drug resistance profiles harbored many indels (range, 131–171) and SNPs 
(range, 16 103–28 128). Genetic divers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 of different genes 
were associated to specific antibiotic resistance. Known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pbps, 
murMN, ciaH, rplD, sulA, and dpr) were identified, and new genes (regR, argH, trkH and PTS-EII) 
closely related with antibiotic resistance were found, although these genes were primarily 
annotated with functions in virulence, carbohydrate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 and amino acid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 Phylogenetic analysis unambiguously indicated that isolates with 
different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s harbored similar genetic backgrounds. One isolate, 14-
LC.ER1025, showed a much weaker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isolates, possibly 
caused by genomic variation.  
Conclus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clinical isolates is neede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necessarily related to drug resistance.  
 
 
PU-2032 

血清 RBP 与 Cys-C 检测在儿童系统性 
红斑狼疮肾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袁纯辉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RBP)和 Y-痕迹蛋白(Cys-C)对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肾脏病变

的早期诊断价值和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30 例 0-14 岁 SLE 患者临床资料,根据尿白蛋白/肌酐比(ACR)分成 3 组,正常白蛋白尿组

(NA)5 例,ACR<30g/mg;微量白蛋白尿组(MA)17 例,ACR 30~300g/mg;大量白蛋白尿组(CA)8
例,ACR > 300g/mg;同时选取 3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NC)。采用罗氏 Cobas8000 自动生化分析

仪检测血清 RBP 和 Cys-C 浓度水平。 
结果 儿童 SLE 患者的血清 RBP 和 Cys-C 水平均与 ACR 呈正相关。除 NA 组之外,其余各组 SLE
患者两个指标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儿童 NC 组(P<0.05)。SLE 患者组内比较发现: CA 组与 NA 组和

MA 组间两个指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 NA 组和 MA 组间无显著差异。在入院治疗患

者中,RBP 水平经治疗后随病情缓解显著降低,但 Cys-C 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 
结论 血清 RBP 和 Cys-C 在儿童 SLE 患者肾脏病变的早期诊断中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 RBP 还可

用于病情监测。 
 
 
PU-2033 

儿童泌尿系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钟玉葵
1,邓秋连

1,邓丽丝
2,钟华敏

1,谢永强
1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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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儿童泌尿系感染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对本中心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送检的泌尿系感染患儿中段尿标本所分离病原菌的分布

及药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检出病原菌 647 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393 株(60.7%),革兰阳性球菌 231 株(35.7%),真菌 23
株(3.6%)。分离率前 6 位的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31.4%)､ 屎肠球菌(D 群)(15.6%)､ 粪肠球菌

(D 群)(13.6%)､ 肺炎克雷伯(11%)､ 铜绿假单胞菌(7.6%)､ 真菌(3.6%)。革兰氏阴性杆菌以大肠埃

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ESBLs 产生率分别为 65%､ 53.5%。革兰阳性球菌以肠球菌(D 群)为主,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为 1.9%,其中耐甲氧西林菌株占 25%。肠杆菌科细菌对氨基糖苷类､ 氟喹诺

酮类及第 3 代头孢类有不同程度的耐药,对亚胺培南敏感;肠球菌(D 群)对万古霉素无耐药。 
结论 大肠埃希菌为儿童泌尿系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且对常用抗生素耐药情况严重;革兰氏阳性球菌感

染有上升的倾向。根据病原菌种类及药敏结果合理应用抗菌药是有效控制儿童泌尿系感染和减少耐

药菌株产生的重要手段。 
 
 
PU-2034 

N 端脑利钠肽前体在儿科疾病中诊断及预测价值 
 

张新刚,张玉珏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730050 

 
 
目的 N 端脑利钠肽前体(N-terminal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是一种主要来源于心

脏内分泌激素,具有利钠､ 利尿､ 扩张血管､ 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和交感神经

系统活性作用。在儿科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疾病,感染性疾病,川崎病及其他疾病的诊断

及预后判断的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可。该文主要就 N 端脑利钠肽前体在儿科疾病的诊断及预测价值作

一综述。 
 
 
 
 
 
 
 
 
 
 
 
 
 
PU-2035 

利用荧光 LAMP 技术检测儿童咽拭子标本中 
肺炎支原体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李丹,李静宜,郭东星,蔚然,辛德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利用荧光 LAMP 技术,建立一种快速检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咽拭子标本中肺炎支原体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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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针对肺炎支原体基因组内存在的重复序列 SDC1 设计 6 条特异性 LAMP 引物,使用荧光 LAMP
扩增仪进行扩增反应及结果记录。对该方法进行灵敏度和特异性检测。应用该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检测儿童咽拭子标本,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本研究中设计的肺炎支原体特异性 LAMP 引物灵敏度高, 低检出肺炎支原体(MP)标准株 FH
的 DNA 数为 6 个拷贝。荧光 LAMP 方法特异性好,与其他支原体和细菌间无交叉反应。应用荧光

LAMP 方法对临床标本进行检测,并与 Q-PCR 方法进行比较,荧光 LAMP 方法与 Q-PCR 的总符合率

为 96.4%。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荧光 LAMP 方法,灵敏度更高,特异性好。较 Q-PCR 操作简便耗时短,适用于临床

儿童咽拭子标本中肺炎支原体的实验室快速检测,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U-2036 

如何全面提高检验人员的细胞形态学功底 
 

陈海珍,赵锐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如何全面提高检验人员的细胞形态学功底 
方法 对我室近 4 年检验人员在细胞形态学上的培训方案､ 比对､ 考核结果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检验人员显微镜下细胞形态结果比对符合率由 40%上升到 80%,细胞形态考核合格率由 50%
上升到 90%。 
结论 通过对检验人员在细胞形态学上系统有序的培训,能全面增高检验人员的细胞形态学功底。 
 
 
PU-2037 

尿蛋白相关指标在儿童过敏性紫癜肾早期 
肾损害诊治中的贡献率研究  

 
王蜀平,马丽娟,李静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尿微量白蛋白(Umalb),尿干化学尿蛋白及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作为实验室评价及监测儿童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尿蛋白漏出损伤程度的一致性及优势。 
方法  1.收集我院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3 月门诊及住院病例 136 例临床确诊为过敏性紫癜性肾炎

患儿,采用全自动特种蛋白分析仪､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全自动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患儿尿液,进
行首诊数据分析。2.另分析其中 50 例患儿治疗一周左右的检测数据,分析各指标对病情监测的评

价。 
结果 1.儿童过敏性紫癜性肾炎在 8 岁左右儿童中多见,男性患儿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患儿;男女患者

的各项蛋白尿评价实验室辅助指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r>0.05)。2. 作为诊疗指标时,Umalb､ 尿

干化学尿蛋白及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存在显著相关性(r>0.5);Umalb 灵敏度更高(98.529%);但作为病

情监测的指标时,各组间相关性降低,仅尿微量白蛋白与尿干化学尿蛋白有中等程度相关性

( r>0.65)。3. 作为病情监测标准时,Umalb 及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病情波动灵敏性>95%;但灵敏性会

因各指标联合监测而有所降低。 
结论  Umalb 有更好的肾脏早期损伤筛查作用,且在病情监测中更灵敏。 
 
 
PU-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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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蛋氨酸对 Caco-2 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和功能的影响 
 

申晓婷,舒小莉,顾伟忠,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研究低蛋氨酸对 Caco-2 肠上皮细胞及其紧密连接损伤体外模型的影响,初步探讨 IBD 患者应

用低蛋氨酸饮食促进和维持缓解的可能性。 
方法 建立 Caco-2 肠上皮细胞模型,根据是否使用低蛋氨酸培养基以及是否经过 TNF-α 处理,将
Caco-2 细胞分为四组:AA 组､ MR 组､ AA+TNF 组､ MR+TNF 组。分别检测各组细胞的跨上皮细

胞电阻(TEER)､ 荧光黄透过率和碱性磷酸酶(AKP)活性;应用透射电镜观察 Caco-2 单层细胞紧密连

接以及微绒毛结构的改变;通过 qPCR､ Western blot 以及免疫荧光等方法,定位､ 定量检测紧密连

接蛋白 Claudin-1､ Occludin 和 ZO-1。 
结果 1.Caco-2 肠上皮细胞体外模型建立成功。2.加入 TNF-α 培养 48h 之后,Caco-2 肠上皮细胞

TEER 值显著降低(P<0.01),荧光黄透过率显著增高(P<0.01);MR 组与 AA 组相比,TEER 值显著升高

(P<0.01),细胞极性显著增加(P<0.05),但荧光黄透过率没有发生显著改变;MR+TNF 组与 AA+TNF
组相比,TEER 值显著增加且荧光黄透过率显著降低(P<0.05)。3.透射电镜的结果表明,AA 组和 MR
组细胞紧密连接结构均位于细胞膜外侧顶端,呈致密带状结构,微绒毛排列紧密､ 整齐;TNF-α 诱导损

伤后,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结构破坏､ 断裂,微绒毛脱落､ 稀疏､ 排列紊乱,可见局部微绒毛消失;低蛋

氨酸能够减轻 TNF-α 诱导的紧密连接损伤,减少微绒毛的脱落。4.qPCR 和 Western blot 的结果表

明,各组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1､ Occludin 和 ZO-1 的 mRNA 和蛋白相对表达量没有显著性差

异。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AA 组和 MR 组 Claudin-1､ Occludin 和 ZO-1 蛋白沿细胞膜分布,呈蜂巢

状线性荧光,TNF-α 能诱导紧密连接蛋白异常分布,可见不连续的线性荧光染色,细胞间出现间隙,环断

裂,甚至崩解,但 MR+TNF 组紧密连接的结构和分布变化较 AA+TNF 组明显好转。 
结论 1.TNF-α 能够改变紧密连接蛋白的空间分布,使得细胞旁路通透性增加,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受

损。2.低蛋氨酸能够增强肠上皮屏障功能,并且能够改善 TNF-α 诱导的肠上皮细胞屏障损伤,这种保

护作用可能主要是通过改变紧密连接蛋白的结构和空间分布,而对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没有影响。 
 
 
PU-2039 

母乳相关成分分析的研究进展 
 

孙芸
1,韩艳宾

2,蒋海燕
1,何海英

1,刘利军
1 

1.包钢集团第三职工医院 
2.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母乳是 安全的天然食物,目前认为母乳是新生儿出生后首选食物,母乳喂养亦是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故而对母乳成分研究､ 指导新生儿营养保健日渐重要。母乳成分受膳食､ 地域不同等因

素影响,也存在个体差异,同一乳母在不同泌乳期其乳汁成分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主要综述近年来

有关母乳中三大主要营养成分在泌乳期变化趋势,旨在提倡母乳喂养及进行跟踪检测母乳成分,为指

导足月儿及早产儿喂养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从而保障新生儿健康成长。 
方法 本文主要综述近年来有关母乳中三大主要营养成分在泌乳期变化趋势,旨在提倡母乳喂养及进

行跟踪检测母乳成分,为指导足月儿及早产儿喂养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从而保障新生儿健康成长。 
结果 综上所述,新生儿出生后母乳是其天然食物,乳汁成分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同乳母之间的乳汁成分

存在个体差异,同一乳母不同时期的泌乳成分也不尽相同。因此,母乳相关成分的含量与新生儿胎龄

､ 性别､ 生后日龄及母亲饮食､ 地域､ 生活习惯均有关。通过母乳分析仪检测母乳营养成分及含量,
了解乳汁营养成分的变化,及时调整乳母膳食结构或在乳汁中添加必要的营养素,确保新生儿能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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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中获得更充足､ 更全面的营养,是母乳喂养质量的关键。因此在不同泌乳期进行母乳成分分析,
对新生儿健康发育十分必要。 
结论 综上所述,新生儿出生后母乳是其天然食物,乳汁成分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同乳母之间的乳汁成分

存在个体差异,同一乳母不同时期的泌乳成分也不尽相同。因此,母乳相关成分的含量与新生儿胎龄

､ 性别､ 生后日龄及母亲饮食､ 地域､ 生活习惯均有关。通过母乳分析仪检测母乳营养成分及含量,
了解乳汁营养成分的变化,及时调整乳母膳食结构或在乳汁中添加必要的营养素,确保新生儿能够从

母乳中获得更充足､ 更全面的营养,是母乳喂养质量的关键。因此在不同泌乳期进行母乳成分分析,
对新生儿健康发育十分必要。 
 
 
PU-2040 

伴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儿在造血干细胞 
移植急性期人体成分变化 

 
冯一,洪莉,潘莉雅,沈丽媛,常盼盼,张冰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100 天内发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患儿人体测量和体成分改

变情况。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儿,在移植后

100 天内进行人体成分测定和体格测量者。根据有无发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将入组患儿

分为无 aGVHD 组和 aGVHD 组。比较两组患儿在移植当天､ 移植 30 天､ 移植 60 天和移植 100 天

的 BMI-Z 值､ 上臂肌面积指数(AMAI)､ 体脂指数(FMI)和去脂指数(FFMI)的变化。分析移植过程中

有无全身放疗､ 是否使用激素､ 有无黏膜炎和感染发生对这些人体测量和体成分的影响。 
结果 aGVHD 组患儿移植各时间点的 BMI-Z 值绝对变化率均较移植当天增加,且移植 30 天时与无

aGVHD 组存在明显差异(-23.8% vs 55.9%,P=0.008)。aGVHD 组 AMAI 自移植当天起呈现持续下

降直至移植 100 天,且 aGVHD 组的 FMI 均低于无 aGVHD 组,但均与无 aGVHD 组之间无明显差

异。移植 60 天和 100 天时,aGVHD 组 FFMI 显著低于无 aGVHD 组(H60: 12.5±1.1 kg/m2 vs 
13.7±1.6 kg/m2,P=0.014;H100: 13.0±1.1 kg/m2 vs 13.9±1.2 kg/m2,P=0.032)。通过广义估计方程

分析发现 aGVHD 组体成分的改变主要受是否使用激素和有无黏膜炎发生的影响。 
结论 aGVHD 患儿移植急性期人体成分即出现改变,表现为瘦组织的减少和脂肪组织的增加。移植

期间激素的使用和黏膜炎的发生是影响其体成分改变的重要因素。 
 
 
 
 
 
 
 
 
PU-2041 

儿科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在入院和出院患儿中的应用评估 
 

沈丽媛,熊晨露,潘莉雅,冯一,洪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国内外营养支持指南均推荐对住院患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现有的六种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分别

是:儿科营养不良筛查工具(Screening Tool for the Assessment of Malnutri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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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iatrics,STAMP),Yorkhill 儿科营养不良评分(Pediatric Yorkhill Malnutrition Score,PYMS),营养风

险及发育不良筛查工具(Screening Tool for Risk of impaired Nutritional status and 
Growth,STRONGKIDS),营养风险筛查(Nutrition Risk Score,NRS),儿科营养风险评分(Pediatric 
Nutritional Risk Score,PNRS),以及主观全面营养评定(Subjective Global Nutritional 
Assessment,SGNA)。关于这六种筛查工具一致性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比较六种筛查工具对住

院患儿营养风险的检出率,评估营养风险对临床结局的影响, 终为改善住院患儿营养管理提供循证

依据。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602 例来自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住院患儿,分别使用六种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对其

进行入院､ 出院营养风险筛查。 
结果 入院时,分别应用六种工具筛查出患儿高度营养风险分别为 13.45%-55.32%不等,中度营养风

险为 30.07%-66.61%不等,低营养风险为 6.64%-56.48%不等。STAMP､ PYMS､ NRS 和 PNRS
之间的一致性较好(k>0.05)。PYMS､ SGNA 和 PNRS 在预测住院天数方面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

较高,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23､ 0.757､ 0.790。任何一种筛查工具均提示,高营养风险患儿的

住院费用和住院时间显著延长(P<0.01)。除 SGNA 外的其他筛查工具显示,超过 50%的入院高风险

患儿在出院时仍存在高度或中度营养风险。32.66%(n=194)的患儿在住院期间发生了体重丢失,平均

每日丢失量为入院体重的 0.37±0.30%。 
结论 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对医疗专业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各机构应根据其自身特点选择适用的筛查工

具。出院营养风险筛查不仅能反映在院期间营养干预的有效性,亦能为出院后营养随访提供依据。 
 
 
PU-2042 

希特林蛋白缺乏症 NICCD 型患儿营养治疗 
 

郑家琦,费俊,赵卓琦,冯一,洪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希特林蛋白缺乏症(Citrin deficiency,CD)是因 SLC25A13 基因突变引起肝细胞线粒体内的希特

林蛋白功能不足,机体代谢紊乱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随着基因诊断技术的临床应用,CD 诊

断率逐年增加,国内有研究显示 CD 发病率占新生儿胆汁淤积 7%左右。CD 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

为 NICCD 型,其营养治疗原则为高蛋白､ 高脂､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注意补充必需氨基酸,包括精氨

酸。由于存在血半乳糖及短链､ 长链酰基肉碱增高,因此适用无乳糖及富含中链脂酰肉碱(MCT)的特

殊配方粉。CD 根治手段为肝移植。本研究旨在了解营养治疗对 NICCD 型患儿症状改善及生长发

育的积极作用。 
方法 回顾 2 例于我院营养门诊就诊随访的 NICCD 患儿,均为基因诊断确诊,由遗传代谢科转诊行营

养治疗。为其制定个性化食谱,并门诊随访,微信指导。进行食谱制定､ 实施､ 反馈､ 改进､ 评估,每
月随访一次共 6 月。评估营养治疗的效果。 
结果 患儿营养科初诊时年龄分别为 5 个月和 1 岁。分别设计个性化食谱,调整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

(PFC)比例分别为 16:47:37 和 20: 45: 35,定制食谱包括无乳糖含 50%MCT 深度水解蛋白配方粉或

无乳糖含 25%MCT 氨基酸配方粉,并添加辅食,总热量分别为每日 800~1000kcal。经过半年的营养

治疗随访,患儿家长均认识到营养治疗的重要性,依从性较好。患儿 A 男性,初诊时 5 月,体重

8.6kg(85%),身长 68cm(84%),4 个月时 ALT19U/L,AST45U/L,总胆红素 13.2μmol/L,直接胆红素

10.4μmol/L,γ-谷氨酰转肽酶 91U/L,白蛋白 37g/L。11 个月随访时体重 10.7kg(88%),身长

77cm(86%)。患儿 B 男性,初诊时 12 个月,体重 10.5kg(78%),身长

70cm(<1%),ALT45U/L,AST48U/L,总胆红素 8.6μmol/L,直接胆红素 0μmol/L,γ-谷氨酰转肽酶 57U/L,
白蛋白 32.3g/L。17 个月随访时体重 11.9kg(83%),身长 80cm(32%)。两位患儿肝功能指标均恢复

正常,生长发育情况均有所改善。 
结论 规范营养治疗可以有效改善 NICCD 患儿肝功能及营养状况。临床营养师在新生儿遗传代谢病

多学科合作模式(MDT)诊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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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3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围手术期人体成分变化研究 
 

谢丽清,沈丽媛,潘莉雅,常盼盼,冯一,洪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运用生物电阻抗(Bioelectric impedance analysis,BIA)技术测量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患儿围手术期的人体成分及相位角(Phase angle,PA),观察其变化规律,为优化 CHD
患儿围手术期营养评估､ 营养支持和液体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手术的 CHD 患儿,分别于术

前 1 天､ 术后 1 天及术后 7 天使用 BIA 技术测量其人体成分及 PA。以年龄性别匹配的营养正常儿

童作为对照组,使用 BIA 测量人体成分。收集一般人口学和人体测量学资料､ 临床资料,比较 CHD
患儿与对照组儿童的人体成分及 PA。 
结果 共纳入 75 例 CHD 患儿进行了 BIA 检测,其中男 37 例,平均年龄(4.53±1.69)岁,先天性心脏病风

险矫正评分(Risk Adjustment in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RACHS-1)为 2.79±0.67,平均年龄别体重

Z 评分(Weight for age z-score,WAZ)为-0.53±1.3;其中 WAZ 小于-2 的占 35.78%。纳入年龄及性别

匹配的营养正常儿童 75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40 例,平均年龄(4.59±1.08)岁,平均 WAZ 为

0.733±0.85,显著高于 CHD 组(t=2.850,p=0.004)。BIA 结果显示术前 CHD 组患儿的脂肪(Fat-
mass,FM),去脂体重(Fat-freemass, FFM)含量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体细胞质量(Body Cell 
Mass,BCM)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53.53±10.35%vs. 51.88±9.78%,p=0.010)。CHD 组患儿的总水分

(Total body water,TBW),细胞外水含量(Extracellular water,ECW),细胞内水含量(Intracellular 
water,ICW),水肿指数(Edema index,EI)均显著高于对照组。CHD 患儿相位角 PA 显著低于对照组

(4.05±0.58vs. 4.41±0.64,p=0.011)。CHD 患儿围手术期人体成分变化显示,CHD 患儿术后 7 天的体

重､ FFM､ BCM 显著低于术前 1 天,FM 变化不明显。而术后 1 天的 PA 显著低于术前 1 天,术后 7
天恢复至术前水平。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体重､ FM､ FFM 及 BCM 随时间变化不明显,PA 随时

间变化显著(F=9.915,p=0.002)。 
结论 入组 75 例 CHD 患儿营养不良发生率 35.78%,BCM 含量显著低于营养正常儿童。CHD 患儿

术前的 TBW 含量､ ECW 含量､ ICW 含量及 EI 均高于营养正常儿童,术后当天 TBW 未明显增

加,ICW 下降,ECW 显著增加,水肿指数也显著增加,术后 7 天水分情况均恢复至术前水平。围手术期

营养状况进一步恶化。相位角可能是 CHD 患儿围手术期营养评估的敏感指标。 
 
 
 
 
 
 
 
 
PU-2044 

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肠道菌群高通量测序研究 
 

刘嘉奕,李玉青,潘莉雅,冯一,李菁,洪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近年研究表明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发病机制与其肠道微生

态失衡(microbial dysbiosis)以及肠黏膜屏障损伤关系密切。本研究拟观察早产儿住院期间肠道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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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研究早产儿 NEC 的肠道菌群构成及模式化进程变化规律,为探讨 NEC 发病机制及早期积极防

治提供参考。 
方法 前瞻性间出现 NEC､ 3 例出现严重感染并使用美罗培南,17 例未出现 NEC 及其他严重感染。

提取样本微生物总 DNA,利用 Illumina Miseq 高通量平台测序。分析其肠道菌群构成,优势菌群及其

纵向变化趋势。选取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8 月收治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NICU 的早产儿,出生胎

龄均在 29~33 周之间。收集入院后至出院期间系列粪便样本,共收集 25 例早产儿,192 个粪便样

本。其中有 5 例住院期 
结果 三组患儿肠道菌群的分类学分析 在门水平,三组患儿肠道优势菌群均为厚壁菌和变形菌。与感

染组和无感染组相比,NEC 组患儿肠道菌群中的变形菌比例 高(NEC vsInfection vs 
Normal=59.84%vs 42.97% vs 44.13%, p=0.048)。在纲水平,三组患儿肠道菌群以芽孢杆菌､ 梭状

芽孢杆菌和 γ 变形杆菌为主(其中前二者属于厚壁菌门)。相比感染组和无感染组,NEC 组患儿肠道

菌群中芽孢杆菌所占比例 高(NEC vsInfectionvs Normal:53.63%vs33.96%vs39.46, p=0.018)。三

组患儿肠道菌群分布模式的纵向比较胎龄 29 周无感染组的肠道优势菌群随生后天数(1-21 天)的推

移由芽孢杆菌转变为成 γ 变形菌。另外,生后 7 天内患儿肠道内存在放线菌,7 天后则几乎消失。胎

龄 29 周感染组肠道内优势菌群随生后天数(2-28 天)的推移由芽孢杆菌变为 γ 变形菌,同时生后 4 周

后又出现芽孢杆菌和梭状芽孢杆菌比例增高,可能与患儿发生感染有关。胎龄 29 周 NEC 组肠道优

势菌群随生后天数(2-11 天)的推移由芽孢杆菌转变为 γ 变形菌,但约在生后 2 周优势菌群又转为芽孢

杆菌。出生 30 天后,梭状芽孢和 γ 变形菌先后成为肠道内优势菌群。 
结论 本研究显示,NEC 的发生可能与生命早期肠道菌群分布模式改变有关。 
 
 
PU-2045 

基于单粒子光学传感技术的光阻法用于新生儿肠外营养液大颗粒

的稳定性研究 
 

顾莹芬
1,洪莉

2,陈敏玲
1,黄诗颖

1,吴娟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药剂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临床营养科 

 
 
目的 乳粒的大小与粒径分布决定了脂肪乳的物理稳定性､ 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大颗粒的存在不仅

会影响注射液本身的稳定性,也会引起器官功能损害。动态光散射法或经典光散射法适用于脂肪乳

平均粒径及其分布的测定,但不能给出尾端大颗粒的真实分布信息,本文利用光阻法研究了新生儿肠

外营养液大于 5μm 的尾部大粒子的分布。 
方法 分别采用动态光散射法(DLS)测定脂肪乳乳滴平均粒径大小及粒径分布,与基于单粒子光学传感

技术的光阻法(LO/SPOS)测定脂肪乳尾端大于 5μm 的乳滴占油相体积的比例(PFAT5值),同时对新

生儿肠外营养液的外观､ pH 值及渗透压进行考察。 
结果 (1)配制后的新生儿肠外营养液肉眼观察外观无分层､ 挂壁现象,pH 值为 5.67 ± 0.01,渗透压为

1 061 ± 2 mOsm/kg。(2)DLS 法测得平均粒径大小为 307.2 ± 2.9 nm,利用检测到的信号强度百分

比(Intensity%)显示仅有 1%的粒子大于 1μm,且未检测到大于 5μm 的颗粒。(3)LO/SPOS 法检测大

于 1.8μm 的粒子,测得 PFAT5值为 0.0156 % ± 0.0042 %,95%的颗粒分布在 1.8~5μm 之间。 
结论 新生儿肠外营养液的外观､ pH 值､ 渗透压､ 粒径大小和 PFAT5值均在安全范围内,LO/SPOS
法较 DLS 法可以更直接和直观的观察大颗粒的分布。基于全合一营养液的粒径大小与颗粒分布,为
提高静脉营养液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建议采用 1.2μm 的营养液过滤器。 
 
 
PU-2046 

幽门螺杆菌毒力基因型对儿童根除治疗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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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江西省儿童医院消化科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 pylori)毒力基因型对儿童采用奥美拉唑加两种抗生素三联疗法进行 H. 
pylori 感染根除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对具有上消化道症状患儿胃窦黏膜分离培养 H. pylori 阳性菌株,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法检

测 H. pylori cagA,vacA 及 iceA 基因;给予 H. pylori 菌株培养阳性的患儿给予奥美拉唑加两种抗生素

14 天三联疗法进行根除治疗,全部治疗结束至少 4 周后复查 13C-尿素呼气试验。 
结果 共有 107 例患儿入选本研究,9 例因失访未能完成治疗观察, 终 98 例完成本研究的治疗观

察。H. pylori 根除率按意向治疗分析(ITT)及试验方案分析(PP)分别为 64.5%(69/107)和
70.4%(69/98)。在 H. pylori 根除成功组,cagA+,vacAs1a,vacAs1c,vacAm1,vacAm2,iceA1 和 iceA2 
基因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72.8%,68.1%,76.9%,60.0%,74.6%,71.8%和 75.0%;在 H. pylori 根除失败

组,cagA+,vacAs1a,vacAs1c,vacAm1,vacAm2,iceA1 和 iceA2 基因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27.2%,31.9%,23.1%,40.0%,25.4%,28.2%和 25.0%;H. pylori 毒力基因型在根除成功组和根除失败

组阳性检出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 pylori cagA,vacA 和 iceA 基因型与儿童采用以奥美拉唑为基础的 14 天三联疗法根除疗效

无相关性。 
 
 
PU-2047 

应用核磁共振验证生物电阻抗分析技术测定儿童内脏脂肪研究 
 

杨炯贤,闫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验证生物电阻抗分析法(BIA)用于儿童内脏脂肪分析的精度。 
方法 受试者年龄 7~18 岁,饮食起居规律,无不良生活习惯的受试者进行入组体格检查。以核磁共振

(MRI)作为标准方法。在清晨空腹状态下完成生物电阻抗检测,并同时完成 MRI 检测。分析肚脐平面

的图像,并得出肚脐平面的内脏脂肪面积。比较两种方法测得的结果,建立 BIA 测定内脏脂肪的校正

线性方程。 
结果 共纳入 60 例,其中男女各 30 例;男孩平均年龄 11.6 ±2.1 岁,女孩平均年龄 10.7 ±2.4 岁,总计平

均年龄 11.2 ±2.3 岁。男孩平均体重指数 21.69 ±5.66,女孩平均体重指数 23.98 ±8.44,总计平均体

重指数 22.83 ±7.22。MRI 测定内脏脂肪面积 49.44 ±32.35cm2,BIA 测定内脏脂肪面积 85.39 
±64.20cm2,pearson 相关系数 0.806.BIA 测定内脏脂肪的校正方程:y=1.60x+5.90。 
结论 BIA 测定儿童内脏脂肪面积较稳定,相关性好。可以较大范围用于临床观察研究。 
 
 
PU-2048 

儿童饮食行为及干预效果研究调查 
 

杨炯贤,闫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了解饮食行为问题所出现的不良后果,探讨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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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连续收集门诊存在饮食行为问题的患儿 98 例。应用爱饭达(3.0)对患儿的饮食行为问题进行分

类,针对患儿存在的饮食问题进行对应的指导,2 个月进行随访。 
结果 共纳入 98 例门诊患儿,年龄 1~6 岁,其中男孩 58 例,女孩 40 例。平均身高 97.56±11.91cm,平
均体重 13.77±3.35kg。将患儿常见的饮食行为问题分为 6 大类:1.胃口差 2.对某种事物特殊偏好 3.
不良进食习惯 4.父母过度关心 5.害怕进食 6.潜在疾病状态。随访结果显示,83.7%的患儿饮食行为

得到改善,各年龄组身高､ 体重均有所增加:平均身高 99.51±11.86cm,平均体重 14.61±3.33,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爱饭达(3.0)可以有效分类患儿存在的饮食行为问题,根据分类结果进行个体化的行为指导,方法

简便易操作,干预效果明显。 
 
 
PU-2049 

Common variable immunodeficiency associated with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case report 

 
Shen Jiaying,Chen Jie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51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a case with common variable immunodeficiency 
(CVID) complicated by very early 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VEO-IBD), and to explore it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a case of CVID combined with VEO-IBD who was admited to the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in May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athogenesis, clinical features, diagnosis points, related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Becides regular infusion of immunoglobulin therapy, antibiotics, hormone, Mesalazine, 
Mercaptopurine, Methotrexate and Thalidomide were also applied to control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There were still repeated fever and diarrhea. Long-term prognosis needs further 
observation.  
Conclusions CVID is a kind of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PID) of unknown etiology and 
clinical heterogeneity. While IBD is a kind of chronic recurrent disease with complex pathogenesis 
and multiple factors related. Usually the patients who are diagnosed with IBD before the age of 5 
or 6 years, even before the age of 2 years according to some researches, is classified as the 
VEO-IBD. CVID and VEO-IBD both have a strong genetic color, and can present simultaneously 
and affect each other.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literatures that consider CVID to b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antibody production disorder and serum immunoglobulin reduction, especially 
IgG, IgM and IgA, the repeated blood immunoglobulin in this case showed only IgM mild decline, 
IgG/IgA had no obvious abnormality. For patients with unexplained 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hepatosplenomegaly, intractable diarrhea complicated by malnutrition and anemia, 
though immunoglobulin examination of some patients show no abnormalities, we should still be 
aware of CVID. Some may coexist with IBD, even VEO-IBD. That is, in clinical we should 
combin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ith gene detection, intestinal water imaging, endoscopy and 
pathology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U-2050 

营养风险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马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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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营养风险是指现存或潜在的营养和代谢状况导致的疾病,或术后出现相关临床结局的机会,是出

现与营养因素有关的不良临床结局(如并发症)的风险[1] 

。本研究采用营养风险及发育不良筛查(STRONGkid)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进行营养评估,并对其临

床结局进行分析,探讨营养风险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2]。 
方法 1.调查方法 每天收集并登记符合纳入标准的住院患者,记录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诊断.是否营养

支持.预后等一般资料。患者入院时进行评估,首先进行皮下脂肪和/或肌肉的减少和/或消瘦的脸主观

临床评价,接着询问有无高风险疾病.营养摄取与丢失.体重减轻/体重增长过缓。 
2.营养风险筛查 若评分为 0 分,则为低风险,无营养干预必要;若评分 1-3 分,则为中等风险,饮食上进

行营养干预,定期称体重,1 周后重新风险筛查;若评分 4-5 分,则为高风险,需通知营养医师进行营养风

险评估,进行个性化的营养建议和随访。 
3.临床结局 与临床结局相关的观察指标包括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结果 198 例住院患者中,有高营养风险的患者 57 例,发生率为 29%,高营养风险和中低营养风险患者

的住院时间.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相比,差异由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营养风险及发育不良筛查(STRONGkid)能够有效反映消化内科患者的营养状态,预测营养风险

的发生。本研究显示消化内科患者营养风险增加会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

死率。对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给于适当的营养支持后,可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和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2] 

。因此,应对消化内科有高营养风险患者加强营养支持,改善临床结局。 
 
 
PU-2051 

小儿营养不良护理措施以及预防 
 

赵亚慧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小儿营养不良是由不适当或者不足饮食所造成的,通常指的是起因于摄入不足､ 吸收不良或者

过度消耗营养素所造成的营养不足,如果长期营养摄入不足的现象,严重的情况下还会促使患儿发育

迟缓[1]甚至导致饥饿死亡。虽然目前小儿营养状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营养知识的了解,对母乳喂养的认可使小儿营养不良发病率降低,但是仍有不少小儿出现营养不良

的情况,我们针对郑州儿童医院 2016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消化内科收治的 34 例营养不良患儿为

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小儿营养不良的发病因素与预防措施。 
方法  在患儿入院之后,护理人员要做好和家属的沟通工作,将相关医疗知识告知患儿及家属,帮助其

对疾病进行正确认识,另外注重宣教营养知识,使患儿家长正确意识到营养状况对小儿的生长发育的

重要性。 
1.2.1 饮食护理 
(1)轻度营养不良患儿由于消化生理功能与正常小儿相近,治疗开始应该维持原喂养食物,不急于添加,
以免引起消化不良,一般根据患儿情况一周后再增加热量与蛋白质等食物。 
(2)中度营养不良换位的消化能力较弱,待消化能力逐渐恢复､ 食欲好转的过程中,逐步较快的增加蛋

白质类食物,注意盐的摄入量,防止水肿。 
(3)重度营养不良患儿的消化能力很弱,并伴有其它并发症,应该首先治疗原发病,待病情好转,以极少

量,多餐维持酸碱平衡,然后逐渐调整膳食,补充蛋白质,使之逐步巩固营养素的摄入。 
(4)营养食物调整补充的办法:首先应遵照循序渐进。逐步补充,由少到多,由稀到稠,由一种到多种食

物添加。 
1.2.2 生活护理 
   ①营养不良患儿比较消瘦,且心情烦躁,会出现自汗盗汗的现象,需要安排其住在比较凉爽的病房,呼
吸新鲜空气并且做到多晒阳光,进行体格锻炼,从而有效加强患儿的抗病毒能力,增强体质。②加强患

儿的抗病毒能力,患儿使用的食具需要经常消毒,预防各种肠道传染疾病,避免患儿营养不良情况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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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重。③加强口腔护理。患儿需要保持口腔的清洁,每天需要使用淡盐水漱口。④做好患儿臀部

的相关护理[2]。⑤加强患儿日常的生活护理工作[3]。⑥对于严重营养不良患儿卧床不起或者是皮肤

浮肿的患儿,需要做到勤翻身,做好相应的皮肤护理工作,要保持患儿皮肤的清洁,避免出现褥疮的现象

出现。 
结果 本组病例大多数来之农村,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生活水平低,患儿家长的文化程度也普遍比较

低,更缺乏营养知识,所以在小儿喂养方式上有很大的误区。经济条件好的,由于父母缺乏营养知识,又
溺爱小孩,长期让小儿进食精米､ 精面,粗杂粮吃的少,爱吃零食,偏食､ 挑食不喜欢吃蔬菜,小儿得不

到全面的营养。有的家长因为缺乏科学育儿的知识,添加辅食不当而造成消化道功能紊乱,营养吸收

障碍导致营养不良的发生。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小儿营养不良患儿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及预防具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值得广

泛运用。 
 
 
PU-2052 

 婴幼儿营养不良浅析 
 

艾文博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营养不良是由于缺乏能量和(或)蛋白质所致的一种营养缺乏症,主要见于 3 岁以内的婴幼儿。

在我们国家,本病的发病率农村比城市明显增高。现对我院 2003-2009 年收治的 85 例营养不良患儿

进行分析,为防治婴幼儿营养不良､ 提高我国儿童身体素质,提供一些参考意见[1]。 
方法 85 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体重低下､ 生长迟缓和消瘦;部分患儿有精靡不振､ 反应差､ 体温偏

低､ 无食欲或腹泻､ 便秘交替等表现。85 例中属于轻度营养不良 34 例､ 中度营养不良 43 例､ 重

度营养不良 8 例(分度标准按小儿营养不良分度)。 
病因①喂养不当婴幼儿营养不良发生率在人工喂养与混合喂养占的比例较高(78.82%),母乳喂养所

占的比例较低,为 21.17%。母乳喂养者主要是添加辅食不及时,人工喂养,混合喂养者的主食或辅食

绝大部分是以淀粉类食物为主,蛋白质类食物比例明显过低。②合并其他疾病合并其他疾病者 22 例

(25.88%):消化道感染(迁延性腹泻,慢性痢疾等)8 例(9.41%);口腔溃疡疼痛和早产儿致喂养困难的 9
例(10.58%);先天畸形的 5 例(5.88%),主要是先天性唇裂､ 腭裂 3 例､ 小肠旋转不良 2 例。 
结果 85 例营养不良患儿发病率 高年龄组为:6 个月-2 岁为 47 例占 55.29%;农村患儿发病率明显

高于城市患儿发病率,农村患儿发病率为 78.82%,城市患儿发病率为 21.17%;人工和混合喂养的发病

率明显高于纯母乳喂养发病率,人工和混合喂养共 67 例,占 78.82%,纯母乳喂养者 18 例,占 21.17%;
并发症以营养不良性贫血 为多见为 68 例,发病率为 80.00%,其次是并发感染 25 例(29.41%),主要

是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皮肤粘膜;再次是佝偻病 17 例(20.00%)､ 角膜软化症 11 例(12.94%)､ 维

生素 D 缺乏性手足抽搐症 4 例(4.70%)。 
结论 及早查明和治疗原发病,去除病因,如纠正先天性畸形等。②调整饮食:属于喂养不当,应及时改

进喂养方法,轻中度营养不良患儿的胃肠功能较好,以调整饮食结构为主,给予足够的蛋白质等营养素,
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类食物;重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因组织器官娇嫩､ 功能低下,特别是胃肠功能低下,
消化吸收能力差,饮食调整不能操之过急。③药物治疗可给予 B 族维生素和胃蛋白酶等以助消化;补
充锌剂以增加食欲;改善代谢功能用苯丙酸诺龙;辅助中医治疗和适量补充其他微量元素。④纠正贫

血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⑤治疗并发症,继发感染者给予抗生素治疗。 
 
 
PU-2053 

小儿腹泻实施整体护理程序的价值探究 
 

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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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小儿腹泻主要是因为多种病因所致,临床表现为水电解质的紊乱､ 呕吐与腹泻等,如果没有及时

进行治疗,会严重影响到患儿成长发育与身体健康。本文以 2015 年 10 月份到 2016 年 10 月份于我

院治疗的 96 例腹泻患儿作为本次探究的对象,分析了将整体护理的程序应用于小儿腹泻护理中的效

果 
方法 常规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主要包含患儿入院病情监测与饮食指导等。整体组则在常规组护理

的基础上实施整体护理,分析如下: 
1.2.1 健康教育 
在患儿护理过程中,多和患儿家属进行交流,用一对一的讲解方式,向患儿家属普及有关小儿腹泻的健

康知识,让患儿家属充分了解患儿在护理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同时,护理人员应向患儿家属

说明小儿腹泻引起因素,及对患儿会有哪些影响,预防疾病再次复发。 
1.2.2 生活指导护理 
在腹泻患儿的住院时间中,护理人员须做好病房管理工作,定期对病房进行通风､ 消毒,指导患儿家属

为患儿换洗,保持患儿衣物的干燥,选用透气､ 柔软的尿不湿,叮嘱家属注意患儿的保暖情况,保证患儿

有充足的休息时间。 
1.2.3 饮食护理 
护理人员须指导患儿家属给患儿食用相对清淡､ 易消化的食物,采用少食多餐的原则进行喂食,不能

食用生冷､ 辛辣等刺激食物,对出现严重呕吐现象的患儿,应停食 4-6 小时,防止患儿出现其他并发

症。 
结果 护理后,常规组中治愈患儿 20 例(41.67%),好转患儿 18 例(37.50%),无效的患儿有 10 例

(20.83%),治疗总有效率为 79.17%,整体组中治愈患儿 28 例(58.33%),好转患儿 18 例(37.50%),无效

患儿 2 例(4.17%),治疗总有效率为 95.83%,常规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与整体组相比,明显要比整体组

低,组间对比有统计意义,P<0.05。 
结论 本次研究中显示,常规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与整体组相比,明显要比整体组低,P<0.05;常规组护

理的总满意度与整体组相比明显要低,组间对比差异较为显著,有统计意义,P<0.05。 
综上,将整体护理的程序应用于小儿腹泻护理中,可以提高患儿治疗的效果与家属满意度,可以推广。 
 
 
PU-2054 

小儿营养不良的健康教育 
 

马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小儿营养不良主要是由于能量和(或)蛋白质不足而引起的一种慢性营养性疾病,3 岁以下的婴幼

儿多见,在我国农村尤其边缘落后地区,发病率仍相当高。营养不良在影响小儿的体格发育的同时,也
影响其脑部及智力发育,成长后某些慢性病与其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对郑州市儿童医院消化科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营养不良患儿 30 例,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取得满意效果,探讨小

儿营养不良健康教育 
方法 根据患儿营养不良的程度及病因,给予对症治疗,同时积极治疗原发病。调整患儿饮食结构,选择

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低脂肪的食物。在食物类型的选择上 好选择易消化易吸收的食物,少食多

餐。治疗过程中保持耐心和细心,防止营养液的外漏浪费。一般护理    营养不良容易导致免疫力低

下,发生呼吸道､ 肠道感染等疾病,所以要加强隔离保护,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保证小儿充足睡眠,多晒

太阳,进行体格锻炼增强体质。 
    开展健康教育,提倡母乳喂养,宣传母乳喂养的优点､ 添加辅食的时间､ 种类和原则。指导家长保

证小儿足够的热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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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护理    增强卫生观念,食具常消毒,预防各种肠道传染病,以免加重营养不良。 
 加强口腔护理    营养不良的儿童口腔比较干燥,容易引起口腔溃疡和鹅口疮,注意患儿的口腔护理,
发现异常及时治疗。 
  加强皮肤护理    营养不良的患儿皮下脂肪一般较薄,皮肤弹性差,常伴水肿,护理上要勤翻身,保持皮

肤清洁干燥,每周称体重,确保了解发现患儿的体重和水肿的消退情况。 观察病情    对患儿应注意观

察病情,特别是重症的营养不良患儿,因为他们大多数伴有脏器功能障碍或衰竭,患儿的反应能力弱,所
以要对患儿病情进行严密的观察,只有及时发现病情才能够及时抢救。 
结果 主要针对患儿家属开展必要的健康教育和指导,使患儿家属明确母乳喂养和正确的喂养方法的

重要性。对小儿辅食的添加原则,时间和种类进行熟练掌握。 
结论 护理人员在护理营养不良患儿中,扎实的护理技能和高度的责任感,对患儿家长的健康教育对患

儿的预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小视。 
 
 
PU-2055 

鼻空肠管喂养在小儿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意义 
 

孙波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讨论经鼻空肠管喂养在小儿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在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儿 25 例,其中应用经鼻空

肠管肠内营养治疗患儿 13 例,经肠外营养治疗患儿 12 例(家长不同意下置鼻空肠管),观察临床疗效

并分析。 
结果 肠内营养组患儿住院时间､ 治疗费用､ 生化指标恢复程度及患儿主观感受均优于肠外营养患

儿。故在急性胰腺炎治疗中,尽早给予经鼻空肠管肠内营养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案,值得临床推

广。 
结论 在急性胰腺炎治疗中,尽早给予经鼻空肠管肠内营养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案,值得临床推

广。 
 
 
PU-2056 

小儿外科重症监护室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患儿营养状况研究 
 

王位苹,朱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了解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患儿 PSICU 住院期间营养不良情况､ 营养摄入情况。 
方法 分析 2014 年 5 月至 9 月入住上海新华医院 PSICU､ 住科时间>72h 的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患

儿。记录患儿相关人体测量指标､ 入室后营养摄入情况等。 
结果 31 例患儿(34.1%)入室时即存在营养不良,其中重度营养不良占 51.5%;35 例患儿(33.3%)转出

时存在营养不良,其中重度营养不良占 62.9%。低出生体重､ 早产及既往手术史均为患儿入科营养

不良影响因素。在科期间平均肠内能量摄入量为 30.6±63.9 kJ/(kg.d)[0.0-296.3 kJ/(kg.d)],总能量摄

入量为 203.2±76.7 kJ/(kg.d) [30.0-414.2 kJ/(kg.d)]。 
结论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患儿入 ICU 时营养不良发生率高,住院期间营养摄入量不足,住院时间越长营

养状况越差。 
 
 
PU-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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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急性重症胰腺炎实施早期肠内营养的意义分析 
 

姚卓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儿童急性重症胰腺炎实施早期肠内营养的意义。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6 月-2017 年 3 月收治的 84 例急性重症胰腺炎患儿,依照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2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营养支持治疗,观察组实施经鼻空肠管行 EEN(早期肠内营

养)支持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营养状况､ 炎性反应､ 并发症及预后情况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白蛋白､ 前白蛋白及血红蛋白水平较治疗前下降不显著,但对对照组较治疗前

显著下降(P<0.05);治疗后两组的 C 反应蛋白､ 肿瘤坏死因子､ 白介素-2 均将治疗前显著下降

(P<0.05),两组治疗后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的感染率､ 转手术

率显著降低(P<0.05)。 
结论 儿童急性重症胰腺炎实施早期肠内营养安全有效,值得推广应用。 
 
 
PU-2058 

佳膳治疗小儿营养不良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文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究佳膳对小儿营养不良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90 例营养不良患儿,根据治疗差别,分为对照组(展开对症支持治疗)､ 观察组(对症支持疗

法基础上展开佳膳治疗)各 45 例,对比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体重､ Hb､ TP､ ALB､ PBL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结论:佳膳治疗可改善患儿生化指标,且安全性高,值得临床应用。 
 
 
 
 
 
 
 
 
 
 
 
PU-2059 

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管理专家建议 
 

刘喜红
1,韩树萍

2,毛萌
3 

1.广州市儿童医院 
2.南京妇幼保健院 

3.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 撰写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管理专家建议,从学术和相关管理上规范人乳库的建立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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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人乳库学组､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保健学组联合《中

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借鉴多个国家人乳库运行的经验和指南,结合我国国情,经过多次讨论撰写

此专家建议。 
结果 人乳库(human milk bank)是一项为特别医疗需要而招募合格的人乳捐献者､ 收集 DHM,并负

责人乳的消毒､ 检测､ 储存､ 加工､ 分配使用等的专业机构。2013 年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人乳库

在广州正式成立,短短的 3 年多时间,相继建立十余家人乳库。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建立人乳库晚于世

界 100 余年,但从发展趋势和需求来看,具有良好前景。目前中国人乳库尚缺乏完整而规范且与世界

同步的人乳库标准与指南,基于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发展的需要,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人

乳库学组､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保健学组联合《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借鉴多个国家

人乳库运行的经验和指南,结合我国国情,撰写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管理专家建议,从学术和相关

管理上规范人乳库的建立与运行。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及撰写: 
1､ 人乳库组织管理部门 
2､ 人乳库基础设施:包括建筑､ 固定设施及设备 
3､ 捐赠者筛查 
4､ 捐赠人乳的收集､ 加工及储存 
5､ 捐赠人乳的应用 
6､ 人乳库有关记录 
结论 建立符合中国内地人乳库运行的建议,以便将来规范管理人乳库。 
 
 
PU-2060 

PICU 营养支持现状调查及不同营养支持方式 
对患儿营养状态的影响 

 
梁兵

1,王丽杰
1,2 

1.沈阳二四二医院 
2.盛京医院 

 
 
目的 调查 PICU 营养支持治疗现状及不同营养支持方式对营养状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入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ICU,住院时间大于 7 天,鼻
饲奶或静脉营养的患儿,按营养支持方式分成肠内营养组(EN),肠内联合肠外营养组(EN+PN),肠外营

养组(PN),进行入院及入院一周时的营养不良评估及营养风险筛查,计算入院一周给予的平均热量 
结果 入组患儿 79 例,EN:63 例(79.75%),EN+PN:9 例(11.39%),PN:7 例(8.86%)。入院时 44 例存在

营养不良(55.70%);营养风险:低:44 例(56.24%),中:27 例(34.23%),高:8 例(9.53%)。入院一周时,营
养不良 49 例(62.05%);营养风险:低:21 例(26.46%),中:41 例(52.63%),高:17 例(20.91%)。入住

PICU 一周平均热量供给,12 例(15%)未达到推荐热量 25Kcal/Kg*d。入院一周后,EN 组血清前白蛋

白,转铁蛋白及视黄醇结合蛋白均上升,PN 组血清前白蛋白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EN+PN 组患儿血清

蛋白均升高,其中视黄醇结合蛋白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PICU 肠内营养支持率 高,肠外营养 低;随着住院时间延长,患儿营养不良发生比率及营养风

险逐渐上升;入组患儿中有近 15%未达到推荐热量,PN 组热量供给 低;肠内营养支持及肠内联合肠

外营养支持可以改善患儿早期血清蛋白指标。 
 
 
PU-2061 

营养支持治疗对 84 例秋季腹泻患儿的疗效观察  
 

路钰夏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759 
 

 
 
目的 探讨营养支持治疗对秋季腹泻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84 例秋季腹泻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营

养支持治疗 
结果 两组患儿经过治疗后,治疗组的平均止泻时间 3±1 天,总病程 3.5±1.5 天.对照组平均止泻时间

6±1 天,总病程 7.5±0.5 天 
结论 营养支持治疗有助于改善秋季腹泻患儿肠道功能,增强免疫力,减少并发症,缩短病程,改善患儿

营养状况,提高患儿对治疗的耐受性,预防营养不良,降低死亡率 
 
 
PU-2062 

儿童营养不良引起肥胖的原因及防治 
 

黄永幸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通过对中国儿童生长调查,结合合理入适量营养素思想,探讨儿童营养不良引起肥胖的原因,并提

出防治儿童营养不良引起肥胖的方法。 
方法 儿童青少年的膳食安排应符合下列基本原则:全面､ 均衡､ 优质,各种营养素和能量的摄入须能

满足该年龄阶段儿童的生理需要(全面即必须补充机体所需各种营养素,如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

物､ 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均衡即应根据各种营养素的补充应按实际需要科学的加减,既不要因补充

过量造成机体不必要负担,也不要因补充不足造成机体代谢缺乏; 优质指的是要用符合人体生理的,易
消化吸收的生物价值高的优质营养物质为基础);食物的性质适合该年龄阶段儿童青少年的消化功能;
保持良好的食欲;食物烹调制作合理。食物要多样化,因为没有一种食物能够提供所有必需的营养, 因
此必须通过摄取各种食物来保证均衡营养,以保证正常的生长发育。 
结果 营养不良与营养过剩,都会导致儿童肥胖,会导致脑细胞的死亡加速。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

时期,通过合理摄入适量营养素,可以有效防治儿童营养不良和发生,保证各系统功能健康发育。 
结论 家长掌握合理的膳食方式,可以使儿童更健康的成长。 
 
 
 
 
 
 
 
 
 
 
 
PU-2063 

浅谈儿童的营养需要 
 

贺伟娜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及营养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儿童年生

长发育水平较 10 年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由于营养知识缺乏,认识偏差及不良饮食习惯等原因,我国

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儿童营养失衡问题,统计资料显示,儿童阶段如果营养失衡,生长发育障碍,对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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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很明显。怎样才能给孩子合理的营养,更好的促进生长发育是父母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

题。 
方法 儿童处在长身体时期,有其特殊的营养需求,实际生活中不少家长缺乏营养知识,在营养方面存在

很多误区。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不利地影响。据调查显示,儿童如果存在挑食､ 厌食的坏习惯, 很容易

导致营养不良, 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机体的抵抗力,因此,合理的膳食安排对于儿童的成长发育至关重

要。它能够为儿童成长发育提供所需的营养成长, 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结果 在为儿童进行膳食搭配时,要注意多选取天然的绿色食品,如豆类,谷物,以及燕麦､  玉米等, 其 
目的是为儿童的成长发育提供足够的营养物质, 促进机体必需物如矿物质､  维生素等的吸收摄取;同
时要注意对垃圾食品的控制,如油炸食品､ 腌制物等,因为其含有影响机体新陈代谢的有害物质,都不

宜过多食用。 
结论 儿童的食量相对较小, 要想避免暴饮暴食, 同时又能保证充足的营养摄人,就必须合理搭配膳食

结构, 保证营养物质的全面完整, 尤其要帮助儿童培养出良好的饮食习惯, 避免养成挑食的坏毛病; 
尽嚣选择花样变换的食物, 引发食欲､  避免厌食; 同时还要注意不能破烂膳食中的营养成分。只有

做到这些 ,才能为儿童的成长提供必须的营养,促进其健康成长.  
 
 
PU-2064 

医学营养学科的学科建设 
 

席梦乐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营养工作者曾对住院病人进行营养调查,发现住院病人营养缺乏症的发

病率高达 45%~50%,严重影响了住院病人的治愈率。此后十多年,随着医院临床营养支持工作的开

展,发达国家住院病人的营养不良率降低了一半,病人的死亡率也大大降低,治愈率与病床周转率则大

大提高,取得了极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因此在现代医学中,临床营养支持治疗与药物､ 手术治疗具

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方法 培养目标是一个专业规定培养专门人才的标准,也是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通过调查研究,我们

发现,有的学校把该专业的目标定位在“以营养为手段,解决疾病与康复的营养治疗与支持问题……”,
有的定位于“具有营养专长的临床医师”,这些培养目标都是单纯从临床医疗的角度出发,没有考虑到

群体的合理营养问题。《卫生部关于加强临床营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界定了临床营养科室的任务

“是负责全院病人基本膳食与治疗膳食､ 诊断膳食､ 代谢膳食及要素膳食的调配､ 制备与供应;承担

疑难､ 重危及手术病人的营养会诊;制定病人的营养治疗方案及进行膳食指导;检查营养治疗的临床

效果及营养管理实施情况;开展营养宣教､ 咨询､ 教学和科研工作”,可见,临床营养师除担任临床医疗

工作外,还必须承担群体的公共营养指导工作。 
结果 医学营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中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基础医学､ 预防医

学､ 临床医学基本理论知识,营养学的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结论 在进行课程设置时,考虑到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临床医生､ 病人和病人家属打交道,同时还要根据

病人的具体情况如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制定出适合于病人的营养治疗方案,因此我们在新的课程体

系中增加了《组织行为学》和《卫生财务管理》等人文类课程,此外,我们还开设了《餐饮业务管

理》､ 《营养教育原理与方法》等选修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将来的工

作需要。 
 
 
PU-2065 

以腹水为首发症状的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2 例诊治体会 
 

张俐,王一,王翠娟,何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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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tis,EG)是一种儿科比较少见的胃肠道过敏性疾病,
以胃肠道嗜酸细胞浸润为特征,伴或不伴有外周血嗜酸细胞增多[1]。由于临床表现多样,缺乏特异性,
极易误诊､ 漏诊。本文目的就是通过我科近期诊治的 2 例以腹水为首发症状的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病

例,回顾性分析相关文献,进一步加深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2 例均为年长儿,临床表现为腹痛､ 腹泻及大量腹水､ 消瘦､ 体重下降,末梢血嗜酸细胞明显增

高;常规抗炎､ 抑酸､ 支持对症治疗效果不佳。由于开始对该病认识不足,造成病例 1 患儿前两次就

诊未及时做胃肠镜取病理查嗜酸细胞,第三次发病出现大量腹水未及时查腹水嗜酸细胞,临床诊断

EG 后应用激素腹水迅速消失,胃肠镜检查病理未见嗜酸细胞, 后参照骨髓细胞学检查确诊,并除外

其他脏器嗜酸细胞浸润及嗜酸细胞性白血病,寄生虫感染等,考虑是 EG 浆膜型。第 2 例患儿发现末

梢血嗜酸细胞明显增高后,及时查胃肠镜､ 腹水常规,发现大量嗜酸细胞。完善相关检查除外其他疾

病确诊。因同时有胃肠黏膜和浆膜双重改变,故考虑为 EG 混合型。 
结果  
EG 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治疗包括饮食和药物两方面。除去饮食中可疑过敏食物是治疗的重要手段,
通常需要去除牛奶､ 大豆､ 鸡蛋､ 小麦､ 坚果､ 海鲜等高敏食物。药物治疗主要是糖皮质激素。上

述两例剔除可疑食物后,临床效果均不明显,且都对激素敏感,应用激素 3-5 天后,临床症状及腹水均消

失。第 1 例虽反复多次,再次应用仍敏感,取得较好疗效。 
结论 儿童 EG 的临床表现和胃肠镜下表现缺乏特异性,极易误诊､ 漏诊。明确诊断依靠胃肠镜､ 腹

水穿刺等组织病理检查及嗜酸细胞计数,并结合临床特点来证实。胃肠道 EOS 可能为局灶性分布,故
内镜下应多点活检(6 点以上)可提高诊断率[1]。同时需要通过血､ 便等病原学检验除外胃肠道细菌

､ 结核､ 寄生虫等感染及通过骨穿､ 影像学检查除外其他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疾病。治疗方面除去

饮食中可疑过敏食物是治疗的重要手段;激素治疗要足量､ 足疗程,减量停药,注意个体化。做到早期

诊断､ 早期规律治疗,专科随诊,使患儿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 
 
 
PU-2066 

甘草锌颗粒在小儿慢性及迁延性腹泻治疗中的意义 
 

王一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甘草锌颗粒在小儿慢性及迁延性腹泻病治疗的有效性。 
方法 将入选的 84 例患儿分为 2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甘草锌口

服。 
结果 治疗组在入院治疗时间及患儿病情回复程度上优于对照组。 
结论 甘草锌颗粒在小儿慢性及迁延性腹泻病治疗中有效。 
 
 
PU-2067 

全肠内营养与激素对儿童克罗恩病的缓解率的 meta-分析 
 

俞瑜,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的主要类型。

糖皮质激素(corticosteriod)是经典的 CD 诱导缓解治疗方案,而目前,许多国家 新指南已将全肠内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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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EEN)作为治疗儿童 CD 的一线治疗方案之一,亦有大量实验验证了

EEN 的疗效。本文运用 meta-分析比较 EEN 与激素作为诱导儿童活动期 CD 缓解的疗效。 
方法 使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MEDLINE 数据库中的英文文献,检索时间均为至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12 日。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 万方､ 维普中的中文文献,检索时间均

为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12 日。用 NOS 量表(the Newcastle Ottawa Scale)对观察性研

究(队列､ 病例交叉､ 横断面和时间序列研究)行偏倚风险评价;用 jadad 质量评分对随机对照研究

(RCT)的进行质量评价。选择标准:纳入随机和准随机对照试验都必须具有对克罗恩病临床活动期的

定义,且有疾病活动度及缓解的评价指标,研究对象必须为确证为克罗恩病的儿童(年龄小于 18 岁)。
数据分析:效应量以 OR 及其 95%CI 表示。采用 r 检验行统计学异质性分析,P≤0.05 为研究间存在

显著异质性;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都被采用。对无法合并效应量的文献采用描述性分析。 
结果 878 篇相关文献中,27 篇文献被纳入,共分析 EEN 疗法样本 754 例,激素疗法样本 401 例。分析

结果表明:1､ EEN 诱导活动期 CD 达到缓解率达 80%(95%置信区间:0.7800; 0.8866 p= 0.0722)。
2､ EEN 及激素疗法对诱导活动期 CD 缓解无明显统计学差距(RR = 0.85(95% 可信区间 0.53, 
1.37))。3､ 两种治疗方案 1 年复发率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RR = 0.91(95% 可信区间 0.55, 1.49)),
均在 45%左右。与激素相比,EEN 能显著降低炎症活动性指标(包括:活动指数 PCDAI 与 ILS､ CRP
､ ESR),能促进患儿体重增长,显著提高血清白蛋白水平,且副作用较少。 
结论 肠内营养与激素对克罗恩病诱导缓解效果相似,但 EEN 对于恢复儿童线性生长发育,及减少药

物对于儿童作用上更优于激素。 
 
 
PU-2068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与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性研究 
 

王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研究婴儿牛奶蛋白过敏(cow's milk protein allergy, CMPA)与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的关系,以及对胃食管反流病伴牛奶蛋白过敏治疗的预后。 
方法 选取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儿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的 0~6 月龄 GERD 患儿 50 例

(男婴 24 例,女婴 26 例),患儿均采用血清牛奶蛋白 sIgE 检查以及牛奶蛋白回避试验,对牛奶蛋白回避

试验结果阳性､ 血清牛奶蛋白 sIgE 阴性的患儿进行牛奶蛋白激发试验,根据 CMPA 诊断标准确诊为

CMPA 患儿,对 GERD+CMPA 患儿采用饮食治疗 1 个月后复查血嗜酸性细胞比例及 24h 食管 pH 监

测 
结果  50 例 GERD 患儿中有 23 例(46%)确诊为 CMPA,GERD 组与 GERD 并 CMPA 组患儿临床症

状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2.78,P<0.05),但患儿个体间症状存在交叉,临床难以准确鉴别。

GERD 组与 GERD 并 CMPA 组患儿家族过敏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19,P>0.05)。对于 GERD
合并 CMPA 的患儿给予饮食治疗 1 个月后,呕吐､ 流涕/喘息/咳嗽及腹泻症状较前缓解,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但由于湿疹治疗需疗程较长且易反复的特点,治疗 1 个月后较前无明显变化

(P>0.05),血嗜酸性细胞比例治疗前(8.2±2.7)%,治疗后(2.7±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10.006,P<0.01);5 例患儿复查 24h 食管 pH 监测,结果示 RI 值与反流周期数较前降低,前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婴儿 GERD 的发生部分与 CMPA 有关,且针对 CMPA 的治疗可减轻 GERD 的临床症状。 
 
 
PU-2069 

儿童营养健康知识普及教育效果观察 
 

包云光,胡桂芬,沈卫英 ,胡笑玲 ,毛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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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观察营养健康知识的普及对儿童保健教育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健康体检营养不良的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30 例)和常规组(30 例),对照组针对患儿

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予以治疗, 观察组在治疗营养不良的基础上给予患儿父母营养知识健康教育,观
察两组患儿营养不良的改善情况,父母对儿童营养知识知晓率,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 
结果 对照组患儿营养不良的改善率为 66%,观察组患儿营养不良的改善率为 97%,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两组患儿父母对营养知识知晓率比较,观察组 100%,常规组 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比较,对照组儿童的身高､ 体质量､ 语言交流､ 精细动作､ 大运

动及适应性评分分明优于对照组儿童,2 组对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治疗患儿营养不良的问题同时给予家长营养健康知识的普及教育能够明显促进患儿营养不

良问题的改善,对儿童健康生长发育有重要意义。 
 
 
PU-2070 

可治疗的线粒体病 - 6 例硫胺素代谢障碍综合征患儿 
的临床与分子遗传学分析 

 
李东晓

1,刘怡
1,董慧

1,李溪远
1,金颖

1,关涵洲
2,宋金青

1,张尧
1,杨艳玲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山西省儿童医院 

 
 
目的 硫胺素代谢功能障碍综合征(Thiamine metabolism dysfunction syndrome, THMD)为一组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的临床和遗传异质性脑病。目前,已知四种基因与此综合征相关,包括 SLC19A2､
SLC19A3､ SLC25A19 和 TPK1,其中 SLC19A2 突变与 THMD1 型相关,SLC19A3 突变与 THMD2
型相关,SLC25A19 突变与 THMD3 型､ THMD4 型相关,而 TPK1 突变与 THMD5 型相关。本研究对

6 例硫胺素代谢障碍综合征患儿进行了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研究。 
方法 6 例患儿中男 1 例,女 5 例,2008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于我院儿科就诊,来院年龄为 9 个月至 4
岁 3 个月。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首先进行线粒体 DNA(mitochondrial DNA, mtDNA)全基因组测序。

应用二代测序技术进行核 DNA(nuclear DNA, nDNA)相关线粒体病靶向捕获测序,对于未见异常者

进行医学外显子组测序。根据患儿个体情况进行饮食与药物干预,门诊或电话随访。 
结果 6 例患儿分别来自 6 个非近亲结婚家庭,在 4 个月至 2 岁 3 个月之间出现亚急性脑病,临床表现

复杂多样,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患儿发病前生长发育同正常同龄儿,除例 1 外,5 例患儿有明确的发

病诱因,如发热､ 外伤或疫苗接种。头颅 MRI 显示基底节损害,符合 Leigh 或 Leigh 样综合征。共发

现 11 种突变,均为未报道的新突变。3 例患儿在 SLC19A3 上检测 5 种突变。2 例患儿 nDNA 相关

线粒体病基因包检测未见异常,经医学外显子组测序在 SLC25A19 上检出 4 种突变。1 例患儿 TPK1
上检出两种突变。6 例患儿经硫胺素､ 生物素及对症治疗后临床症状均不同程度改善。 
结论 首次诊断了 6 例中国人硫胺素代谢障碍综合征患儿,发现了 11 种新突变。本病为目前线粒体病

中少有的可治疗性疾病,早诊断､ 早治疗可以显著改善预后,对于临床疑似线粒体病､ 伴有脑基底节

损害的急性或亚急性脑病患儿应考虑到此病的可能,争取病因诊断。医学外显子测序是检测孟德尔

病的有效检测工具。 
 
 
PU-2071 

慢性肝脏疾病儿童营养现况的调查研究 
 

陈潇,张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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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慢性肝病儿童的营养现况,为营养管理提供依据,以优化患儿营养状况,改善预

后。 
方法 采用体重､ 身高(长)､ 头围､ 上臂围､ 三头肌皮褶厚度等指标对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的 244 例慢性肝病患儿进行营养现况调查。 
结果 体重､ 身高(长)､ 头围､ 上臂围､ 三头肌皮褶厚度等指标对慢性肝病儿童的营养不良检出率分

别为:体重别年龄 23.9%,身高别年龄 17.3%,上臂围 20.3%,三头肌皮褶厚度 14.2%,头围 46.5%;慢
性肝病中,胆汁淤积性肝病营养不良发生率 高,以体重别年龄进行评价时,营养不良率为 38.5%,而
且生长发育与血液中胆红素浓度浓度显著负相关(r=-0.566,P<0.01),胆汁淤积程度越严重即血液中胆

红素的浓度越高,生长发育越落后。 
结论 慢性肝病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约在 20%-60%,尤其是胆汁淤积性肝病儿童的营养问题非

常显著。此外,多数慢性肝病儿童存在器官肿大症,在评估营养状况时缺乏金标准,而 AC､ TSF 等指

标虽然更加敏感,但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值,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明确,以对慢性肝病患儿进行更准确的营

养评价。本研究明确了慢性肝病患儿的营养现况,为下一步临床开展营养管理提供指导方向,从而改

善肝病患儿营养状况,提高预后。 
 
 
PU-2072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幼儿体重不增的关系 
 

何永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感染与幼儿体重不增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 月门诊收治的体重不增的幼儿患者 60 例进行幽门螺旋杆菌

抗体筛查,观察其阳性感染率,对感染患儿进行药物治疗后,观察体重情况,分析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幼

儿体重不增的关系 
结果 幼儿体重不增的患儿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阳性感染率为 65.5%,正常幼儿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感

染率为 12.3%,60 例感染患儿经治疗后,病情好转 52 例,好转率 75.8%,两组间对比,P<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对幼儿体重不增具有一定的影响,两者有着密切关系 
 
 
 
 
PU-2073 

内质网应激 IRE1α/XBP1s 信号通路在肠外营养相关性肝病 
—肝细胞脂肪变细胞水平的研究 

 
崔宁迅,朱雪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通过建立 IRE1α 沉默的大鼠正常肝细胞 BRL (buffalo rat liver)细胞稳定细胞株,并建肠外营养

相关性肝病 (PNALD)细胞模型——肝细胞脂肪变模型,研究内质网应激(ERS)中 IRE1α/XBP1s 信号

通路相关分子 IRE1α､ XBP1s､ JNK 的表达,深入探讨 ERS 时此信号通路在 PNALD 发病中的作用,
为临床防治该病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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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慢病毒的制备及筛选,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IRE1α 的表达效果,筛选出干扰效果 佳慢病

毒。不同浓度嘌呤霉素处理肝细胞,确定嘌呤霉素 佳筛选浓度。2.对照组用正常培养基培养､ 实验

组用培养基稀释的不同浓度脂肪乳(0.2%､ 0.4%､ 0.6%､ 1%､ 2%､ 4%)诱导肝细胞 24､ 48h,油红

O 染色观察脂滴形成情况,CCK-8 检测细胞增殖,确定脂肪乳 佳诱导浓度。3.实验随机分为正常组

(NC 组)､ 豆油脂肪乳组(SO 组)､ LV-干扰豆油脂肪乳组(LV-IRE1α 组)和 LV-阴性对照豆油脂肪乳

组(LV-CON 组)。除 NC 组外,其余三组均以 佳诱导浓度脂肪乳培养。在不同时间点(12h､ 24h､
48h),油红 O 染色观察肝细胞脂肪变;全自动生化仪检测培养液生化;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IRE1α/XBP1s 中相关分子 mRNA 和蛋白表达。 
结果 1.成功包装慢病毒,筛选干扰效果 佳的慢病毒。确定嘌呤霉素 小浓度为 0.8μg/mL,建立

IRE1α 沉默的稳定细胞株。2.0.6%浓度组细胞形态正常,胞浆内见红色脂滴;用 0.6%及以下浓度脂

肪乳培养肝细胞,24､ 48h 细胞活性与正常组比较均无明显差异 (P>0.05),故选取 0.6%浓度作为造

模脂肪乳浓度。3. LV-IRE1α 组 12h 细胞内可见明显脂滴,而培养 24h､ 48h 细胞形态改变,细胞间

结合欠紧密,细胞内脂肪滴明显､ 聚集成团,甚至细胞肿胀死亡,相比 SO 组和 LV-CON 组脂滴数量较

多。4. 与 NC 组相比较,其余三组三个时间点 TBIL､ DBIL､ AST､ ALT､ TG 显著增

高 (P<0.05);LV-IRE1α 组三个时间点 AST､ ALT､ LDH 显著高于 SO 组和 LV-CON 组(P<0.05)。5.
与 NC 组相比,SO 组和 LV-CON 组在三个时间点 IRE1α ､ XBP1s mRNA 表达及相应蛋白表达均显

著升高 (P<0.05),而 LV-IRE1α 组其表达降低(P<0.05);SO 组､ LV-CON 组 JNK mRNA 表达 24､
48h 明显高于 NC 组(P<0.05);。6.与 LV-IRE1α 组相比,SO 组与 LV-CON 组 P-IRE1α､ XBP1s 蛋白

表达明显升高(P<0.05);三组 JNK 和 P-JNK 蛋白均明显高于 NC 组(P<0.05),但三组间无差异。 
结论 脂肪乳组相比干扰 IRE1α 的脂肪乳组脂肪变程度轻,可能通过 IRE1α/XBP1s /JNK 信号通路参

与了 PNALD 肝细胞脂肪变的发生､ 发展。 
 
 
PU-2074 

慢性腹泻患儿食物过敏的特征及近期预后分析 
 

王瑾,张俐,何文涛 , 王翠娟 
哈市儿童医院 150001 

 
 
目的 对慢性迁延性腹泻儿童食物过敏的特征及近期预后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医院收治的慢性迁延性腹泻患儿 74 例作为研究对象,取同期健康检查儿童 40 例,对两组儿

童食物过敏特征分析,同时比较 12 个月以上与 12 个月以下患儿食物致敏性,另外观察 74 例患儿预

后情况。 
结果 慢性迁延性腹泻患儿 74 例阳性率 83.8%(62/74)高于健康组儿童 40 检查阳性率 17.5%(7/40),
比较差异显著(P<0.05),有统计学意义。食物过敏原特异性分析中,IgG 升高比率 高的以鸡蛋､ 牛

奶食物为主,12 个月以上与 12 个月以下儿童在鸡蛋致敏性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牛奶致敏

性 12 个月以上患儿 40.0%(12/30)低于 12 个月以下患儿 54.5%(24/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3 个月预后情况,60 例患儿症状改善,有效率 81.1%(60/74)。 
结论 食物过敏情况在慢性迁延性腹泻患儿中较为常见,出现多种食物过敏问题较多,需做好饮食指导

工作,提高预后。 
 
 
PU-2075 

新形式下配奶间管理形式探讨 
 

杨丽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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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配奶是儿童医院无陪病房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要现用现配,需要有人专门负责这项工作,配置量

大,要求高,因此我们对配奶间管理模式进行了新的尝试,集中配置,节约护士时间 
方法  集中配置,专人管理,成立肠内营养配置室,专门负责为无陪病房患儿配置奶液。使用电子奶签,
购置电子称和分段恒温热水器等改良配奶方法 
结果 集中配奶后配置奶液的速度和质量都提高,得到病房的认可 
结论 改良后的管理模式,是提升配奶间配奶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方法。 
 
 
PU-2076 

应用鼻空肠管进行肠内营养与传统保守疗法 
在急性胰腺炎中的疗效对比 

 
王向辉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评价鼻空肠管进行肠内营养与传统保守疗法在急性胰腺炎治疗过程中的效果对比。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消化内科 2014 年至 2016 年收治的 46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其中 22 例采用空肠

内留置鼻空肠管进行肠内营养结合肠外营养为研究组,24 例行常规禁食及肠外营养为对照组,对两组

患者在急性胰腺炎治疗过程中,并发症､ 血清淀粉酶､ 腹痛､ 恶心､ 腹泻､ 住院时间及患者的营养

状况指标进行观察和比较。 
结果 并发症､ 血清淀粉酶,两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患者腹痛､ 恶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腹泻的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住院时间及营养状况指标方

面:研究组与治疗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采用鼻空肠管进行肠内营养在急性胰腺炎的治疗中与禁食､ 静脉营养等保守治疗相比具有并

发症少､ 住院时间短､ 经济､ 有效的肠内营养支持方法; 
 
 
 
 
 
 
 
 
 
 
 
PU-2077 

在治疗儿童急性胰腺炎中放置螺旋型鼻空 肠营养管方法的探讨 
 

范三丽,赵青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急性胰腺炎是一种全身炎症性疾病,既往认为,禁食､ 保持肠道休息､ 给予全肠外营养是急性胰

腺炎的基本治疗,但全肠外营养会导致肠道黏膜萎缩,肠道屏障功能破坏,继发引起肠道菌群异位,增加

了感染发生的机会。近年来,随着临床营养的研究和发展,人们对肠管及肠内营养的重要性有了新的

认识。合理的营养支持是急性胰腺炎重要治疗措施之一,由于肠内营养支持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已被

广泛应用于临床,而管饲是肠内营养 重要的方法之一。目前如何安全､ 高效､ 快速的放置鼻空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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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管在儿童急性胰腺炎中应用文献罕见,本文就是探讨用盲置､ 胃镜辅助､ X 线辅助这三种方法放

置螺旋型鼻空肠营养管的区别与效果。 
方法 2012 至 2017 年在山西省儿童医院消化科､ 外科住院的 59 例急性胰腺炎患儿,经口喂养不耐

受,需要进行肠内营养。将 38 例需要放置鼻空肠营养管的患儿采用盲置,患儿体位保持床头抬高

30°-40°斜卧位,置管前先测量鼻尖至剑突下的长度,在导管上标记出此长度的位置。首先将导管经鼻

缓慢插入体内。确定导管在胃里以后,缓慢拔出导丝,同时继续再插入导管 15-20cm, 后将导管固定

于耳后。随后静脉点滴胃复安,置管后 24 小时行腹片检查,明确管端位置,至置管后 48 小时复查腹片,
营养管到达空肠,即说明置管成功。将 12 例需要放置鼻空肠营养管的患儿采用胃镜下辅助置管,操作

前与患儿及其家属协商,取得患儿的配合,将鼻空肠管经鼻插入胃腔,行常规胃镜检查,将鼠齿钳沿活检

孔送至胃腔,夹住导管的头端,推送胃镜及鼠齿钳至幽门方向,反复数次,直至导管到十二指肠降部,继
续插入导管 10-15cm,随后吸气退出胃镜,缓慢将导丝拔出,将导管固定于耳后。立即行腹片检查,明
确管端位置,营养管到达空肠,即说明置管成功。9 例需要放置鼻空肠营养管的患儿采取 X 线辅助下

置管。操作前要告知患儿及其家属 X 线的副作用。将鼻空肠管经鼻插入胃腔,随后通过幽门进入十

二指肠､ 空肠,导管的远端通过屈氏韧带后即可将导丝缓慢拔出,置管成功,将导管固定于耳后。 
结果 盲置鼻空肠营养管 24 小时放置成功 23 例,成功率 60.53%,48 小时放置成功的共 35 例,总成功

率 92.11%;胃镜辅助鼻空肠营养管一次性放置成功 11 例,有 1 例未成功考虑退镜时脱管,成功率

91.67%;X 线辅助鼻空肠营养管一次性放置成功 9 例,成功率 100%。 
结论 盲置､ 胃镜辅助､ X 线辅助这三种方法放置螺旋型鼻空肠营养管的成功率经统计学比较其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P>0.05)。在盲置鼻空肠营养管过程中,患儿耐受性､ 依从性高,对患儿心身影响小;在
X 线辅助留置鼻空肠营养管过程中,其副作用大,耗时长,术者与患者均接受大量 X 射线,尤其是儿童,
对身体影响大;在胃镜辅助放置鼻空肠营养管过程中,相对无副作用,但患儿较痛苦,耗时长,耐受性､

依从性较差。笔者认为盲置鼻空肠营养管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PU-2078 

评价持续肠外营养支持治疗重症患儿合并营养不良的疗效 
 

李小磊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析存在重症患儿合并营养不良情况的小儿用持续肠外营养支持方案干预的临床效果､ 方

法。 
方法 选取于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本院收治重症患儿确认存在营养不良情况小儿 92 例相关资料

为本文数据分析来源,所有患儿均用持续肠外营养支持措施治疗并在治疗前后对其基线料进行记录

以及回顾性分析,归纳小儿营养不良用该方案治疗的推广意义。 
结果 患儿接受持续肠外营养支持治疗前后两阶段进行指标检测,提示其治疗后各项临床指标如血清

蛋白､ 视黄醇结合蛋白､ 激素水平以及纤维蛋白等指标均明显提升,对比于治疗前各项指标数据统

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所有患儿人体指数包括体重､ 身高､ 体质指数､ 上臂肌围及疾病恢复情况

均有明显变化,治疗前后数据统计学软件处理,P<0.05,提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重症小儿营养不良用持续肠外营养支持方案干预后对于其营养状态有着显著的改善作用,除了

对身体指标外对于体内生化指标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于小儿未来的健康正常发挥保障效果,值得

推广。 
 
 
PU-2079 

中国南方初､ 高中超重及肥胖学生人体成分比较 
 

周文静,王慧慧,周少明,王莉,魏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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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调查中国南方初､ 高中生人体成分组成情况,比较初､ 高中超重及肥胖学生人体成分的变化,探
讨初､ 高中生人体成分特点,以便更有针对性的改善和增强中学生体质。 
方法 分层抽取深圳市福田区 5 所初､ 高中全部初一､ 高一在校学生 1173 人,按中国儿童体质指数

(BMI)参照标准筛出初中超重学生 64 人､ 肥胖学生 75 人,高中超重学生 72 人､ 肥胖学生 68 人,对
其进行人体成分分析,再分别对初､ 高中生超重/肥胖组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初中生超重和肥胖总检出率(11.85%)高于高中生(9.43%),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女高中

生在超重和肥胖学生中所占比例(40%)明显高于女初中生(20.14%),男生则相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高中生超重/肥胖组在身高､ 体重､ BMI､ 腰围､ 体脂量､ 体脂率､ 肌肉量等方面均高于

初中生超重/肥胖组,差异有显著性(P < 0.05)。 
结论 初､ 高中超重及肥胖学生在检出率和性别组成等方面均有差异,且 BMI､ 体脂率､ 肌肉量等方

面均随年龄､ 生长发育等因素而增长,在改善学生体质､ 促进学生健康过程中需注意这些特点。 
 
 
PU-2080 

先心患儿营养状况的调查 
 

李伶,王莉,龚小梅,聂丽华,周文静,王慧慧,魏菊荣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回顾性分析心血管外科住院患儿 184 例的营养状况及临床结局。 
方法 采用上海新华医院在 STAMP 基础上改良了适合儿童的儿科不良营养风险筛查表, 对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的心血管外科住院的 184 例 0~3 岁儿童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及营养评估。 
结果 184 例患儿中,0~6 月中营养风险发生率 45.3%,高营养风险发生率 4%;~12 月中营养风险发生

率 36.4%,高营养风险发生率 5%;1 岁~3 岁患儿的中营养风险发生率 10.8%,高营养风险发生率

1%,0~6 月患儿的中､ 高营养风险发生率较高(X2=10.601,p=0.0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男女性别

上其中､ 高营养风险发生率分别为 35.6%,2%和 33.7%,4%,差异无显著性(X2=1.180,p=0.554)。
184 例患儿中,0~6 月患儿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42.7%,~12 月患儿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25%,1 岁~3 岁患

儿营养不良发生率 18.5%,0~6 月患儿营养不良发生率显著高于其它两组(X2=10.395,p=0.006)。男

女性别上营养不良发生率分别是 27.7%和 31.3%,差异无无显著性(X2=0.285,p=0.593)。在营养不良

的先心患儿中,低体重的发生率为 29.3%,生长发育迟缓为 17.9%,消瘦 21.2%,以低体重发生率 高

(X2=7.219,p=0.0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存在营养不良的患儿住院时间为 17.33±7.63 天,无营养不

良患儿的住院时间为 14.80±7.43 天,存在营养不良的患儿在住院时间上高于无营养不良患儿

(t=2.068,p=0.0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营养不良患儿和无营养不良患儿住院费用分别是 45874.41
元±17318.0 和 43289.45 元±18542.84,在住院费用上无差异性(t=0.922,p=0.358)。在术前､ 术后 3
天､ 2 周､ 4 周及出院时根据身高体重对患儿进行营养评估,其无差异(X2=3752,p=0.600) 
结论 改良 STAMP 营养风险筛查工具是判定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患儿是否存在营养风险的有效工具,
通过营养风险筛查,能使临床医师对有营养风险的患儿进行营养评估及合理的营养干预,促进临床结

局,减少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 
 
 
PU-2081 

母乳喂养治疗葡萄糖-异麦芽糖酶缺乏症 1 例病例报道 
 

陈佩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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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葡萄糖-异麦芽糖酶缺乏症的治疗方法。 
方法 对 1 例葡萄糖-异麦芽糖酶缺乏症的婴儿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进行分析,并且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男性患儿,5 个月,临床表现为反复大便性状改变及体重不增,生长发育落后,氨基酸配方喂养不耐

受。葡萄糖､ 蔗糖及果糖激发实验均为阳性。予母乳喂养后大便正常､ 体重增加。 
结论 葡萄糖-异麦芽糖酶缺乏症临床少见,加强对疾病的认识。 
 
 
PU-2082 

三联益生菌菌株联合补充辅助治疗儿童急性腹泻临床对照研究 
 

陈科
1,谢胡咪娜

2,罗丽
2,袁姝

1,卜云芷
2,杨小霞

2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2.成都市大邑县妇幼保健院儿科 
 

 
目的 评估联合使用乳杆菌 NCFM､ 乳双歧杆菌 Bi-07 和鼠李糖乳杆菌 HN001 菌株辅助治疗儿童急

性腹泻临床疗效。 
方法 年龄在 1 岁-7 岁因急性大便性状改变及大便次数增多(≥5 次/日)需接受药物治疗患儿纳入本研

究。腹泻患儿随机分配至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干预组:腹泻治疗常规使用抗生素\抗病毒

抗感染治疗､ 蒙脱石散､ 口服补液盐､ 补液支持基础上加用益生菌固体饮料口服(一日 1 次,每次 1
条,每条不少于 100 亿 CFU);疗程从使用药物当天开始,至药物治疗停止后 7 天结束。对照组:腹泻治

疗常规使用抗生素\抗病毒抗感染治疗､ 蒙脱石散､ 口服补液盐､ 补液支持。收集干预前､ 药物治

疗腹泻期间每天直至药物治疗停止后 7 天的粪便进行布里斯托大便分类评分评估其性状,并记录大

便次数,连续观察 7-14 日。利用问卷调查表调查治疗期间幼儿腹部绞痛､ 恶心､ 呕吐､ 发热以及食

欲低下等症状发生率。 
结果 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60 名幼儿完成了本研究。干预前年龄､ 性别构成､ 抗生素使用构成､ 大便

平均布里斯托评分以及平均大便次数等均无显著差异(p>0.05)。经治疗 72 小时后,干预组显效率､

有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是 55.0%(33/60)､ 41.7%(25/60)和 96.7%(58/60);而对照组则分别是

48.3%(29/60)､ 31.3%(19/60)和 80.0%(48/60)。干预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χ2=8.019,p<0.001)。药物治疗 72 小时以及停止药物治疗时,干预组幼儿的大便次数均显著少于对

照组[治疗 72 小时:(2.7±0.5)次/日 vs (3.6±0.7)次/日;药物治疗停止时(1.7±0.3)次/日 vs (2.3±0.5)次/
日](p<0.001);而继续使用益生菌 7 天后,干预组幼儿的大便次数多于对照组[(1.4±0.3)次/日 vs 
(0.8±0.3)次/日](p<0.001)。药物治疗 72 小时以及停止药物治疗时,干预组幼儿的大便性状评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治疗 72 小时:(2.3±0.3)分/次 vs (1.7±0.3)分/次;药物治疗停止时(3.3±0.4)分/次 vs 
(3.0±0.4)分/次](p<0.001);而继续使用益生菌 7 天后,干预组幼儿的大便性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3.4±0.2)分/次 vs (3.9±0.3)分/次](p<0.001)。治疗期间干预组和对照组幼儿腹部绞痛､ 恶心､ 呕吐

､ 发热以及食欲低下等症状的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显示含有乳杆菌 NCFM､ 乳双歧杆菌 Bi-07 和鼠李糖乳杆菌 HN001 三联菌株的联合

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儿童腹泻病治疗疗效,调节大便次数,改善大便性状,并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PU-2083 

胆道闭锁患儿脂溶性维生素营养状况分析 
 

刘瑞萍,潘永康,王琪,苗峰,周延岩,李战虎,陈晓峰,刘昊琛,史永志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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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BA)是婴儿期严重肝脏疾病之一。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一般是与脂肪

相伴的,需要在胆盐的作用下吸收。胆道闭锁患儿胆汁排出减少,从而使脂肪和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减

少。此外,维生素 D 代谢过程中需要在肝脏第一次羟化,当胆道闭锁肝功能异常､ 肝细胞破坏时,25-
羟化酶合成与分泌障碍,也会导致 25(OH)D 转化减少。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胆道闭锁患儿血清维生素

A､ D､ E 的测定,了解其脂溶性维生素的营养状况,从而及时补充治疗,以预防营养性疾病的发生。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西安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入院的 BA 婴儿 26
例(男 18 例,女 8 例),以同时期同月龄的营养科门诊查体婴儿为对照,共 26 例(男 15 例,女 11 例)。所

有研究对象生后未补充任何营养素。维生素 D 测定采用电化学分析法,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采用高

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维生素缺乏的判定标准分别为:维生素 A<0.3mg/L,25(OH)D3<20ng/mL,
维生素 E<5.0mg/L。两组之间数值比较采用 t 检验,维生素缺乏率的比较采用 x2检验。 
结果 两组患儿平均日龄分别为 BA 组 72.2±36.5d,对照组 74.7±26.4d。血清维生素 A 在 BA 组和对

照组分别为 0.10±0.06mg/L 和 0.38±0.15mg/L,经检验,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8.52,p<0.001);25(OH)D3在 BA 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5.12±3.02ng/mL 和 25.10±11.47ng/mL,经检验,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61,p<0.001);维生素 E 在 BA 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5.99±2.35mg/L 和

8.85±3.98mg/L,经检验,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5,p<0.005)。三种维生素缺乏率分别为:维
生素 A 在 BA 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92%和 27%,经 x2 检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23.1,p<0.001);25(OH)D3在 BA 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100%和 73%,经 x2 检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x2=8.1,p<0.005);维生素 E 在 BA 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35%和 19%,经 x2 检验,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2=1.56,p>0.10)。故认为 BA 组患儿维生素 A､ D 缺乏率高于正常婴儿,维生素 E 水平也较正常儿

低下,但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胆道闭锁患儿普遍存在脂溶性维生素的缺乏, 严重的是维生素 D,其次是维生素 A,维生素 E 相

对较好。应加强对胆道闭锁患儿脂溶性维生素的检测,并及时足量补充,以防对机体造成进一步的损

害如营养性佝偻病､ 反复呼吸道感染等。本研究没有对维生素 K 进行测定,有报道胆道闭锁患儿由

于维生素 K 缺乏导致的颅内出血,故也应该警惕,定期检测并补充。 
 
 
PU-2084 

241 例儿科 PICU 重症患儿的营养风险筛查 
 

李梅蕊,柳琼,吴建敏,阎洁,陈巧玉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调查儿科重症患儿的营养风险及营养不良发生情况 为临床进行营养支持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儿科营养不良筛查方法(STAMP)对 241 例 PICU 患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并进行营养评

估。 
结果 241 例 PICU 危重患儿中等营养风险检出率为 44.81%,营养不良检出率为 12.96%;高营养风险

检出率为 55.19%,营养不良检出率为 28.57%。总体营养不良检出率为 21.58% 。高风险患儿在

PICU 时间较中等风险患儿平均长 1.8 天。 
结论 PICU 患儿有较高的营养不良风险,高风险患儿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并且在 PICU 更长的滞留

时间。 
 
 
PU-2085 

病例报道——先天性食道闭锁术后早产儿的营养支持 
 

马鸣,陈菲,梁靓,马晓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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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一例先天性食道闭锁手术后合并呼吸窘迫综合征早产儿的营养支持过程中遇见的种种困

难和解决方法的回顾分析,探索先天性食道闭锁术后早产儿营养支持的规范合理的方法 
方法  患儿,男,1 天,因“早产后气促 1 天余,腹胀半天”入院。入院诊断:先天性食道闭锁,新生儿呼吸窘

迫综合征,腹胀待查,早产儿,多指畸形,胸椎肋骨多发畸形。入院后治疗:入院后予呼吸机辅助呼吸;抗
感染治疗禁食,胃肠减压;静脉营养支持。完善术前检查, 入院后第二天开胸食道闭锁矫治术,术后确

诊“食道闭锁 3A 型”,术中置入鼻胃管。住院期间早期营养管理(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16.6.19-
6.29)全肠外营养。问题:反复肺出血,消化道出血,心功能差,无法开展肠内营养。第二阶段

(2016.6.30-7.4)肠外营养+肠内非营养性喂养。营养问题:1)胃肠减压见咖啡色物质,反复胃储留。2)
总胆红素 195.3umol/l,直接胆红素 65.7umol/l,出现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措施:微量肠内喂养。

第三阶段:(2016.7.5-2016.7.18):肠外营养+肠内营养。营养问题: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措施:降
低肠外营养能量;改中长链脂肪乳剂(1g/kg/d)+鱼油脂肪乳剂(1g/kg/d);增加肠内营养喂养量。第四阶

段:(2016.7.18-7.26)全肠内营养。问题:能量摄入不足 80kcal/kg/d。长期鼻饲,出现经口喂养困难;存
在先天性心脏病,限液 80ml/kg/d.处理:改成母乳全强化;采用宽口软奶瓶,加强经口喂养训练。 
结果 经过积极的营养支持,实施个体化的营养方案,及时解决营养治疗中发生的问题,患儿肺部功能好

转,皮肤黄疸逐渐消退,没有出现手术并发症,经口喂养量提高,体重稳步增长。 
结论 先天性食道闭锁术后的早产儿在早期营养支持过程中会遇见很多的困难,坚持个体化的营养方

案,可得到较好的临床预后。 
 
 
PU-2086 

血清维生素 A､ D 检测结果分析 
 

陈溧汾,黄毅坚,陈凤钦 
福州儿童医院 350000 

 
 
目的 通过对儿科门诊体检中血清维生素 A､ D 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对比营养状态正常儿童与营养

不良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A､ D 水平有否差异。 
方法 对门诊 123 例体检儿童进行维生素 A､ D 的检测,首先测量每人的身高､ 体重,计算 BMI 指数,
从而评估营养状态。123 例中 68 例营养正常､ 48 例营养不良､ 7 例肥胖。应用串联质谱法检测血

清维生素 A､ D 水平。 
结果 68 例营养正常的儿童中 27 例维生素 A 缺乏､ 7 例维生素 D 缺乏;48 例营养不良的儿童中 22
例维生素 A 缺乏､ 9 例维生素 D 缺乏;7 例肥胖的儿童维生素 A 水平均处于正常低限､ 2 例维生素 D
缺乏。68 例营养正常与 48 例营养不良儿童的维生素 A､ D 缺乏的发生率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由于检测的费用较高,这两个项目并未作为本院儿童体检的常规项目,此次研究结果是否与样本

量太小有关,有待于后续更大样本量的研究。 
 
 
PU-2087 

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患儿术前营养状况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陈菲,马鸣,高展,张泽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本研究旨在对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患儿术前的营养状况进行评价,了解此类患儿术前营养不良的

发生率,并探讨发生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采取横断面调查,于 2016-10-1~2017.3.31 期间对入住我院心脏外科病房,准备进行先天

性心脏病手术治疗的 146 例患儿在入院当天进行体格测量,采用 WHO Anthro 软件及 WHO Anth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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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软件,分别计算年龄别身高/身长 Z 评分(HAZ)､ 年龄别体重 Z 评分(WAZ)､ 身高别体重 Z 评分

( WHZ)､ 年龄别 BMI Z 评分(BAZ),统计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患儿术前生长迟缓(HAZ<-2)､ 低体重

(WAZ<-2)､ 消瘦(5 岁以下 WHZ<-2,5 岁以上 BAZ<-2)的患病率。同时采集所有患儿基本信息､ 临

床诊断,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患儿发生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入选住院患儿 146 例,男性 71 例(48.63%),女性 75 例(51.37%)。患儿平均年龄 2.77±3.34
岁。所有 146 例患儿进行人体学测量,计算出标准差:年龄别身高 Z 评分平均值为-0.47±1.50,年龄别

体重 Z 评分平均值-0.78±1.34,身高别体重 Z 评分/年龄别 BMI Z 评分平均值为-0.61±1.36。共检出

生长迟缓 20 例(13.7%),低体重 19 例(13.0%),消瘦 18 例(12.3%),营养不良发生率 29.5%。经

logistics 回归分析,年龄(OR=0.999)､ 同时合并多种心脏畸形(OR=3.787)､ 肺动脉高压(OR=3.727)
对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患儿术前营养不良发生有影响。 
结论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前普遍存在生长发育落后,营养不良发生率高,小年龄､ 同时合并多种心脏

畸形､ 存在肺动脉高压均为营养不良发生的危险因素。所以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前应常规进行营

养状况评估,对于已存在营养不良的患儿在术前就需要积极进行营养支持。 
 
 
PU-2088 

肠外营养联合母乳喂养对早产儿营养状态影响的研究 
 

陈俊龙,张春丽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探讨肠外营养(PN)联合早期母乳喂养与配方奶喂养对早产儿营养状态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早产儿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两组病儿出生后均给予 PN 作为基础营

养,其中研究组在出生后 12h 内给予母乳喂养;对照组在出生后 12h 给予早产儿配方奶喂养。监测和

记录两组早产儿在出生后第 7 天､ 第 14 和第 28 天生长发育指标(身长､ 头围､ 体重)和营养指标(血
清白蛋白､ 前白蛋白)水平的变化,以及两组早产儿停止 PN 的时间。 
结果 两组早产儿在出生后第 7 天各项指标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出生后第 14 天,第 28 天,研究组

患儿的多项营养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生长发育指标研究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别,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停止 PN 的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肠外营养联合母乳喂养较配方奶喂养能显著改善早产儿营养状态,可降低早产儿多种肠道并发

症,但对于早产儿宫外追赶性生长,母乳喂养较早产儿配方奶喂养未见明显优势。 
 
 
 
PU-2089 

饮食干预配合药物治疗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疗效观察 
 

陈立华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给予饮食干预治疗后各生化指标､ 住院天数及体重的变化 
方法  对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肝病中心收治的 80 例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患儿,随机

分成饮食非干预组和干预组,饮食非干预组用熊去氧胆酸利胆退黄,联苯双酯护肝降酶,益生菌减少胆

红素的重吸收,沪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 还原型谷胱甘肽等护肝治疗;饮食干预组在使用上述药物

的基础上,增加富含中链甘油三酯奶粉,观察两组间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 间接胆红素､ 总蛋白､

白蛋白､ 球蛋白､ 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谷氨酰转肽酶､ 胆汁酸､ 住院天数及体重变化是否存

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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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采用 spss 20.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t 检验,治疗干预效果的差

异性比较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矫正基线影响的情况下,饮食干预组和非干预组总胆红

素,间接胆红素,总蛋白,白蛋白,胆汁酸等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饮食干预后上述变量值均有显著

下降。 
结论 婴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给予饮食干预配合药物治疗能更快消除黄疸,改善患儿营养,促进胆汁酸的

排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U-2090 

一例重度营养不良食道狭窄患儿的营养支持 
 

陈淑芸,安煜华,陈兰萍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分享一例重度营养不良食道狭窄患儿的营养干预体会。 
方法 5 岁女童,食道闭锁术后 5 年,因食道狭窄导致严重营养不良。在肠内营养实施过程中,从途径､

制剂选择､ 给与方式等方面进行干预,并注意监测调整,以达到治疗目的。 
结果 患儿临床结局良好。 
结论 MDT 的一个成功案例来看,经过多专业合作,制定营养干预方案,并在治疗过程中注意监测,不断

调整方案,使患儿获益。 
 
 
PU-2091 

肠内营养对克罗恩病患儿诱导缓解的影响 
 

木其尔,张春丽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110 

 
 
目的 探讨肠内营养对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患儿诱导缓解中的影响。 
方法 收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间≤18 岁的住院患儿出院诊断为克罗

恩病的病例资料,并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 
结果 本研究中 16 例患儿均接受了内科治疗,其中 7 例接受了肠内营养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其余 8
例仅使用糖皮质激素诱导治疗。肠内营养联合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儿临床缓解的比例(71.4%)明显

高于单独使用糖皮质激素患儿(50%),P<0.05; 
结论 本院克罗恩病住院患儿逐年增多,虽然克罗恩病尚不能治愈,但规范治疗后多可获得临床缓解。

肠内营养在诱导缓解儿童克罗恩病方面与糖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后疗效显著,同时还可以改善患儿营

养状态,促进生长发育。 
 
 
PU-2092 

早期肠内营养在小儿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黄意坚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5 

 
 
目的 研究早期肠内营养在小儿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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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于 2015 年 2 月—2017 年 3 月就诊小儿急性胰腺炎患儿 92 例根据治疗方式分组,每组 46 例,
对照组采用抗感染､ 禁食､ 胃肠减压以及营养支持等治疗方法;早期肠内营养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

给予早期肠内营养。就两组患儿排气恢复时间､ 腹痛腹胀缓解时间､ 血淀粉酶复常时间､ 呕吐消失

时间和急性胰腺炎治疗总有效率､ 干预前后患儿 APACHEII 评分､ 炎症因子水平进行比较。 
结果 早期肠内营养组急性胰腺炎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其中,对照组显效有 17 例,
有效 18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76.09%;早期肠内营养组显效有 27 例,有效 18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

率 97.83%。干预前两组患儿 APACHEII 评分､ 炎症因子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早期肠内营养

组干预后患儿 APACHEII 评分､ 炎症因子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早期肠内营养组患儿排气

恢复时间､ 腹痛腹胀缓解时间､ 血淀粉酶复常时间､ 呕吐消失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肠内营养在小儿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高,可有效促进症状消退,改善患儿病情,降低

炎症因子水平,加速机体康复,值得推广。 
 
 
PU-2093 

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在婴儿牛奶蛋白过敏诊疗中的意义 
 

李永春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近年来,婴儿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升高,其中牛奶蛋白过敏是婴幼儿 常见的食物过敏性疾

病。本文通过对牛奶蛋白过敏患儿治疗前后血清特异性 IgG 抗体进行检测和比较分析,探讨食物特

异性 IgG 抗体在婴儿牛奶蛋白过敏诊疗中的意义,为婴儿食物过敏的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消化专业门诊就诊的 120 例牛奶蛋白过敏患儿

病例,将患儿分三组:纯母乳喂养组､ 混合喂养组和人工喂养组,三组患儿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分别

进行食物不耐受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前分别对三组患儿进行食物不耐受检查,结果如下:24 例纯母乳喂养组牛奶特异性 IgG 抗

体阳性 19 例,阳性率为 79.17%;59 例混合喂养组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 42 例,阳性率为

71.19%;37 例人工喂养组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 28 例,阳性率为 75.68%;三组患儿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率无明显差异(P>0.05)。三组患儿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总阳性率为 77.53%。治疗后

3 个月分别对三组患儿进行食物不耐受检查,结果如下:24 例纯母乳喂养组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

11 例,阳性率为 45.83%;59 例混合喂养组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 23 例,阳性率为 38.98%;37 例人

工喂养组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 18 例,阳性率为 48.65%;三组患儿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率无

明显差异(P>0.05)。与治疗前牛奶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三组患儿牛奶特异

性 IgG 抗体总阳性率为 47.63%,与治疗前总阳性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在婴儿牛奶蛋白过敏中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以牛奶特异性 IgG 阳性比率

高,食物不耐受检测在婴儿牛奶蛋白过敏诊疗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2094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维生素 D 状态研究 
 

仇丽茹,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是儿科较常见的慢性肾脏疾病。其发病率约 15-20/100,000。有研究显

示儿童肾病综合征患者约 20-100%存在 25-OH-维生素 D 不同程度缺乏,远高于同期健康儿童(10-
18%)。但关于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维生素 D 水平随病情变化的波动情况研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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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前瞻性观察我科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儿童在复发和缓解状态以及其随访过程中的 25-OH-维生素

D 水平,分别在其初诊､ 尿蛋白缓解､ 初次缓解后 4 周､ 复发以及病程 1 年时监测血 25-OH-维生素

D 水平以及尿蛋白变化和肾病状态评估。 
结果 我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原发性单纯性肾病综合征 233 例,其中男性 148 例,女性 85
例。平均年龄 5.7 岁(6 月-14 岁),除外继发性肾病综合征以及各种基因相关肾病综合征。233 例患儿

初次就诊诊断肾病综合征时均存在血 25-OH-维生素 D 缺乏(233/233),平均 9.65ng/ml(参考值:≤20 
ng/ml 维生素 D 缺乏;20-30 维生素 D 不足;≥30,理想水平);尿蛋白缓解时,167 例患儿进行血 25-OH-
维生素 D 检测,其中 100%(167/167)患儿 25-OH-维生素 D 缺乏,平均 11.37ng/ml;尿蛋白缓解后四

周,233 例患儿中 100%(233/233)25-OH-维生素 D 缺乏,平均 13.91ng/ml; 233 例患儿中 134 例患儿

复发(尿蛋白复现和血白蛋白下降至<30g/L),其中 103 例患儿(76.9%)复发时血 25-OH-维生素 D 缺

乏,平均 10.43 ng/ml。病程一年时,233 例患儿中 72 例患儿(30.9%)血 25-OH-维生素 D 不足,平均

21.97 ng/ml,109 例患儿(46.8%)血 25-OH-维生素 D 缺乏,平均 17.65 ng/ml,52 例患儿(22.3%)血 25-
OH-维生素 D 在理想水平,平均 36.91 ng/ml。 
结论 我中心随访结果显示,100%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在初次就诊时存在血 25-0H 维生素 D 缺乏,
虽然尿蛋白治疗后转阴,但 25-0H 维生素 D 缺乏时间较长,随缓解时间延长血 25-OH-维生素 D 水平

渐渐上升,在肾病综合征缓解后一年仍约有近 1/3 患儿存在 25-0H-维生素缺乏; 25-OH-维生素 D 水

平在肾病综合症复发时显著减低。因此,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必须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PU-2095 

姐妹同患黏多糖贮积症 VI 型误诊分析 
 

吴绿仙,包云光,楼文姬,盛放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先证者:女,2010 年 2 月出生,第 1 胎第 1 产,足月顺产,出生时身长 50cm.体重 3600 g,Apgar 评
分 10 分。l 岁半前生长发育与同龄儿童无差异,之后开始出现脊柱轻度后突,手端膨大,出现“手镯”。
体格､ 智力发育较同龄儿童迟缓。1.5-3 岁时当地医院诊断为“佝偻病”,口服钙剂和维生素 D 治疗,效
果差。目前语言及运动功能发育迟缓,身材矮小(与年龄不相符),关节僵硬,渐出现关节伸直障碍,行动

受限;现患儿仅会说简单词语,面容奇特。 
方法 查体:T 36.6℃,P 92 次/分,R 22 次/分。身高 109 cm,头围 53 cm,体重 38 kg,体型矮小､ 粗大,
发育不良,神志清,智能明显低下,表情呆板,查体合作,毛发多,眉毛粗,面容奇特,头颅呈船形,前额突出,
眼距宽,鼻梁低平,唇厚而硬甲状腺不大。鸡胸畸形,肋缘外翻。双肺听诊无殊,心脏无杂音,四肢短小,
关节僵硬,前臂不能外旋,腕部内翻,双手指粗､ 短,髋关节､ 膝关节活动不受限.下肢呈 X 形,脊柱后突

畸形。 
结果 实验室检查:尿酸性黏多糖阳性;白细胞/血浆 溶酶体酶学分析为:芳基硫酸酯酶 B 5.96 
nmol/(h.mg(蛋白) 【正常范围 14.20~246.33 nmol/(h.mg 蛋白)】。基因检测:ARSB 相关的黏多糖

贮积症 6 型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X 线检查:患儿骨质疏松,颅骨前后径增长呈舟状,额部突出,蝶鞍扩

大变平,双肋骨前段增宽,后段变细,如飘带状; 胸､ 腰椎体变扁,脊椎后突。骨骺发育明显延迟,尺､ 桡

骨粗短,掌､ 指骨粗短､ 膨大,远端变细。 
诊断:根据患儿临床症状､ 体征､ X 线改变和实验室检查､ 基因检测,确诊为:黏多糖贮积症 VI 型。 
结论 先证者之妹:女,2014 年 2 月出生,第 2 胎第 2 产,足月顺产。出 
生时身长 49cm,体重 3500 g。现其临床表现､ 体征､ X 线与先证者基本相似,但症状较轻,心肺无异

常,肝脾无肿大。尿酸性:黏多糖阳性,白细胞/血浆 溶酶体酶学分析､ 基因检测,符合黏多糖贮积症 VI
型。家系调查:父母非近亲婚配,先证者出生时父亲 26 岁,母亲 19 岁,姐妹的父母基因表型正常,家族

中无其他类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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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6 

不同能量喂养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营养及临床的影响 
 

韩玉,关文贺,王丽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主要评价 PICU 先心病患儿的营养状态及喂养情况,通过评价不同能量喂养对先心病患

儿的营养状态及临床经过及转归情况的影响,为我们制定先心病患儿的营养管理策略提供临床依据,
为先心病患儿术前术后提供合理的营养咨询方案,从而改善先心病患儿营养状态及临床预后,提高先

心病患儿的生存率。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期间入住我院小儿重症监护室的 40 例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将其随机分为高卡奶组和普通奶组,分别用应用高卡蔼儿舒奶(能量 80-100 Kcal/100ml)及
普通奶(能量 67 Kcal/100ml)进行喂养,通过应用体格测量､ 实验室指标､ STRONGkids 营养风险筛

查及 Schofield-HTWT 静息能量消耗测定等相关指标对其进行营养状态研究,计算两组患儿每日液体

量及热量,比较两组患儿实际喂养情况,出院时营养不良评估､ 营养风险筛查及心功能情况,并测定两

组患儿住院时间,测定行心脏手术患儿术前､ 术后机械通气时间以及术后发热时间并进行比较。 
结果 在选取的 40 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高卡奶组及普通奶组分别为 20 例,两组患儿性别､ 年龄､

体重､ 入院时营养评估､ 营养风险筛查及心功能均无统计学差异;普通奶组出院时中重度营养不良

比例较高卡奶组明显增高,且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两组病例出院时营养风险筛查及心功能无统计学

差异,但两组患儿住院治疗后心功能均较入院时明显改善,且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其中高卡奶组出院

时无心衰病例数多于普通奶组;出院时实验室相关指标中高卡奶组白蛋白及转铁蛋白均较普通奶组

明显增高,且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前白蛋白在高卡奶中较普通奶组亦有所增高,但是无统计学差异;其
中高卡奶组出院时白蛋白较入院时明显升高,存在统计学差异;高卡奶组能量供给及喂养适当病例数

较普通奶组明显增加,且存在统计学差异;两组患儿住院时间虽然无统计学差异,但是高卡奶住院时间

较普通奶组明显缩短;高卡奶组及普通奶组分别有 9 例于住院期间行心脏手术患儿,术前及术后两组

机械通气治疗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但术后高卡奶组机械通气时间明显较对照组降低,且心脏手术后

高卡奶组发热时间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结论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营养风险比率高,先心病患儿喂养不足发生率高,在不增加

心脏负荷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先心病患儿的热量供应可以改善患儿的营养不良状况及临床转归。 
 
 
 
 
 
PU-2097 

新生儿危重症体外膜氧合治疗营养支持 5 例并文献复习 
 

钱甜,张蓉,曹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新生儿体外膜肺技术救治中静脉营养和肠内营养支持的策略。 
方法 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五例危重症新生儿体外膜氧合(ECMO)治疗的静脉营养和肠内营养

支持方法,并复习相关文献,探讨危重新生儿 ECMO 治疗中营养支持的策略。 
结果 五例患儿均因“生后气促､ 呼吸困难”入院,入院后因积极循环呼吸支持,临床症状无好转,SPO2
在 65-70%,氧合指数达 40 并持续 2 小时以上,考虑 ECMO 治疗。一例经后续母亲病史和患儿血培

养证实为:无乳链球菌败血症,两例为临床败血症,一例为先天性膈疝,一例为持续性肺动脉高压和新生

儿呼吸窘迫综合症(证实为 BMPR2 基因缺陷)。五例患儿 ECMO 治疗时间分别为 10±4.9 天。检索

相关文献,以美国肠内肠外营养协会于 2010 年制定《A.S.P.E.N. Clinical Guidelines: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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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of Neonates Supported with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为治疗指导,ECMO
治疗期间营养支持方案如下。ECMO 治疗后 12 小时予以静脉营养(PN)支持,PN 液量逐渐增加维持

在 90-110ml/kg/day,氨基酸起始剂量 1g/kg/day,逐渐增加到 大剂量 3-3.5g/kg/day。葡萄糖从

6.5mg/kg/min 起始,根据血糖调节糖速。脂肪乳起始剂量 0.5 g/kg/day,添加至 大剂量 1-
1.5g/kg/day。开始 PN 时即添加谷氨酰胺､ 葡萄糖酸钙､ 甘油磷酸钠､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行

ECMO 治疗 36-48 小时开始予以肠内营养支持治疗,首选母乳,无母乳的情况下予以深度水解配方奶

开奶,维持微量喂养 13-21ml/kg/day 至撤离 ECMO,后开始逐渐加奶,逐渐调整管饲喂养为经口喂

养。一例先天性膈疝患儿因术后并发腹腔高压综合症,肠道缺血缺氧肠功能差,行 ECMO 治疗后 1 周

开始微量母乳喂养。治疗期间监测血前白蛋白､ 尿素氮､ 甘油三酯､ 钙和磷等营养相关指标,出现

过胃潴留､ 胆汁淤积､ 低蛋白血症､ 低镁血症､ 低磷血症和低钙血症,一例患儿胆汁淤积出现白陶

土样粪便,经内科积极利胆治疗后好转, 终三例患儿痊愈出院。一例先天性膈疝患儿因严重脑损伤

放弃治疗,一例因明确基因缺陷放弃治疗。 
结论 对于体外膜氧合(ECMO)支持新生儿需要迅速启动营养支持干预,肠外营养为主,液量 90-
110ml/kg/day,蛋白质需求达 3g/kg/d,能量需求等同于同年龄的健康新生儿,注意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的补充。临床情况相对稳定时早期肠内微量喂养,首选母乳。 
 
 
PU-2098 

孕期维生素 D 干预对新生儿维生素 D 营养水平的影响 
 

刘科莹
1,潘建平

2,彭燕
1 

1.西安市北方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 

 
 
目的 通过检测不同干预状态下孕母及其所生新生儿及其孕母血清 25-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
了解其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判定通过对孕期妇女补充维生素 D 的干预措施对孕妇及其新生儿补充维

生素 D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改善孕妇及其新生儿维生素 D 营养状态状况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择 2012 年 3 月~2014 年 3 月来西安市北方医院定期产检并拟定在该院分娩的孕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测定进行血清 25-(OH)D 水平检测。所有孕妇;随机分为干预 1 组(肌注维生素 D3针剂),
､ 干预 2 组(口服维生素 D 滴剂)及和未干预组,。待分娩时抽取孕妇静脉血及新生儿脐静脉血,进行

血清 25-(OH)D 检测,分析评价采用不同干预方式的孕妇及针对孕妇不同干预状态下其分娩的新生儿

的维生素 D 营养水平。维生素 D 营养状况的判断标准为: 以血清 25-(OH)D3D3>30 ng/mL(75 
nmol/L)为正常､ < 30 ng/mL(75 nmol/L)作为维生素 D 不足;<20ng/mL( 50nmol/L)为维生素 D 缺

乏;<10ng/mL( 25nmol/L)为严重缺乏。 
结果 干预 1 组､ 干预 2 组､ 未干预组孕妇分娩时孕妇血清 25-(OH)D 平均测定值分别为

14.45±4.86 ng/mL 及､ 14.40±6.07 及 11.47±4.17ng/mL;三组新生儿血清 25-(OH)D 平均测定值分

别为 13.32±5.50 ng/mL､ 13.27±5.70 ng/mL､ 和 9.66±3.59 ng/mL。干预 1､ 2 组之间 25-(OH)D
平均测定值维生素 D 营养状态在不同干预方式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干预 1､ 2 组分别

与未干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 1､ 2 组孕妇分娩的新生儿时分别有 28.1%(9/32)､
和 35.0%(7/20)者新生儿维生素 D 严重缺乏;､ 62.5%(20/32)､ 和 45.0%(9/20)新生儿维生素 D 缺乏;
未干预组孕妇分娩的新生儿维生素 D 严重缺乏及和缺乏者分别占 57.9%(33/57)及和 40.3%(23/57);
不同组间孕母和与新生儿脐血 25-(OH)D 水平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83､ 0.95､ 0.77 (P
均<0.01)。 
结论 1.新生儿体内维生素 D 水平普遍比较低,但干预 1 组及 2 组血清(25-(OH)D)水平值均高于未干

预组,说明通过对孕妇孕期的干预,对改善孕妇自身及其新生儿维生素 D 缺乏的状况是可行与必要

的; 2.无论孕妇维生素 D 营养水平如何,其分娩的新生儿与其母亲 25-(OH)D 水平均呈较强的正相关;
提示通过改善孕妇的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可以有效改善其胎儿和新生儿的应重视针对孕妇及新生儿维

生素 D 营养的补充,以进一步保证母儿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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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9 

西安市东部地区孕产妇维生素 A 水平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刘科莹,何莉茹,陶雪峰,叶艳,詹利萍 
西安市北方医院 710043 

 
 
目的 了解孕产妇妊娠各期维生素 A 水平,探讨孕产妇维生素 A 水平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并进一步保

障其合理的维生素 A 营养提供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5-04 至 2017-02 月在我院产前､ 产后检查的 5123 例孕妇,采用卫计委统筹发

放的统一调查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收集其血清样本,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其外周血血清中维生

素 A 水平,动态监测在不同孕期的血清中维生素 A 水平变化规律,并与正常人群维生素 A 的浓度作比

较。资料输入计算机,选用 SPSSl8.0 软件包,采用 配对 t 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0ne Way ANOV)分
析 
结果  1)妊娠早､ 中､ 晚期及产后妇女血清维生素 A 水平分别为: (0.43±0.91)mg/L､  (0.47±0.95) 
mg/L､ (0.40±0.11) mg/L 及(0.41±0.25)mg/L,总体异常率占 12.1%,以缺乏为主要表现,占
9.67%(496/5123),尚有 19.7 %的孕妇处于亚临床缺乏(0.2~0.3mg/L)(1009/5123);20.3 %的孕妇处

于疑似亚临床缺乏(0.31~0.35mg/L)( 1039/5123)状态。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显示,与妊娠早期与维生

素 A 缺乏有关的危险因素只有偏食; 服用相关食物及药物的因素与妊娠中期维生素 A 缺乏有关,孕中

期补充相关药物的孕妇占 68%以上。只有食欲不振一项因素与妊娠晚期维生素 A 缺乏有关 
结论 孕产妇各期维生素 A 水平不同,主要以缺乏为主,因此重视孕期维生素 A 水平监测,合理正确补

充,对保障母婴安全有重要意义。 
 
 
 
 
 
 
 
 
 
 
PU-2100 

中/长链脂肪乳对早产儿肝脏功能影响的分析 
 

于静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中/长链脂肪乳对早产儿肝脏功能的影响。 
方法 132 例静脉应用中/长链脂肪乳剂 2-6 周的早产儿分别于应用后每隔 1 周､ 停药后每隔 2 周行

肝功能检测,分析血清直接胆红素(DBIL)､ 总胆汁酸(TBA)､ 谷丙转氨酶(ALT)变化情况。 
结果 28 例患儿 DBIL 升高,多于应用脂肪乳后 3.5±1.6 周出现,峰值(151.2±32.5µmol/l)多出现在用药

后 6.2±2.1 周,持续 12.9±6.1 周;29 例血清 TBA 升高,多于用药后 3.4±1.7 周出现,峰值

(91.6±63.8µmol/l)多出现在 5.9±1.8 周,持续 12.7±6.2 周;23 例 ALT 升高,多于应用后 6.5±2.9 周出

现,峰值(113.2±43.8U/l)多出现在用药后 7.6±1.9 周,持续 9.8±4.6 周。 
结论 长期静脉应用中/长链脂肪乳可导致早产儿胆汁淤积性肝损害,多出现在用药后 2-5 周,持续 6-
20 周;肝脏功能的恢复虽较为缓慢,但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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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01 

幽门后喂养技术在新生儿中的应用 
 

张娟,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经十二指肠营养管的幽门后喂养技术在新生儿中的应用。 
方法 总结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我院 NICU 住院并应用十二指肠营养管喂养的新生儿的

临床资料。十二指肠管喂养纳入标准:1.新生儿胃潴留明显,超过 1 周;2､ 严重胃食管反流病;3､ 具备

消化吸收功能的胃排空障碍;4､ 原发疾病严重,鼻胃管胃养胃潴留严重,预计住院时间>2 周。存在消

化道出血､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及新生儿消化系统畸形为置管禁忌症。胃肠营养管采用

CORPAK 公司的 CORFLO 胃肠营养管,型号 6FR。每次喂养前抽取少量肠液行 pH 值测定,确认位

置后,注入奶液,采用持续泵入奶液。喂养后用 5ml 生理盐水冲管。 
结果  
共计 9 名 NICU 患儿应用十二指肠营养管喂养。其中足月儿 4 例(胎龄 37 周 1 例,38 周 3 例),早产儿

5 例(胎龄 27 周,2 例;28 周,2 例;30 周,1 例)。置管原因为原发疾病引起胃排空明显障碍 4 例(其中重

度 HIE 1 例,先天性感染 2 例,脑发育异常 1 例),胃潴留明显超过 1 周 5 例(均为早产儿鼻胃管喂养出

现明显胃潴留)。置管时日龄为 7~26 天,体重为 840g~4180g。置管持续时间为 14 天~28 天。置管

患儿均顺利增加喂养量至全肠内喂养量。置管期间未出现十二指肠损伤性出血及穿孔､ 十二指肠狭

窄､ 十二指肠管阻塞等不良结果。 
结论  
经十二指肠幽门后喂养技术安全有效,可改善超低出生体重儿及严重胃排空障碍危重症儿的早期营

养状态,促进胃肠功能成熟,可缩短住院时间。 
 
 
 
 
 
 
 
 
PU-2102 

先心病营养案例报告 
 

丁浩,杨荣强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先心病营养支持病案报道 
先心病发病率 0.7%-0.8%,每年新生先心病 20 万           
先心病住院患儿的中､ 重度营养风险高达 25-50%             
先心病手术低龄化趋势明显,营养支持风险及挑战剧增    
 
 
PU-2103 

 125 例早产儿早产原因及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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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弘瑛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早产儿发生的原因及常见并发症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2015 年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125 例早产儿临床资料,分析早产儿发生的

原因,并对胎龄､ 出生体重与并发症关系进行探讨。 
结果 早产的主要原因是胎膜早破､ 妊高征和双胎,并发症以高胆红素血症､ 先心病､ 窒息､ 肺炎､

呼吸窘迫综合症､ 呼吸暂停等为主;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随胎龄､ 出生体重增加而降低,两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bidi-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mso-font-kerning:1.0pt;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
language: ZH-CN;mso-bidi-language:AR-SA'>年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125 例早产儿临床资料,分
析早产儿发生的原因,并对胎龄､ 出生体重与并发症关系进行探讨。 
结论 预防早产的关键是做好孕期保健,防止胎膜早破。及时发现和早期处理早产儿的并发症,对提高

早产儿的救治率及生存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PU-2104 

 过敏性紫癜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性分析 
 

米弘瑛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过敏性紫癜的相关性并指导治疗。 
方法 对 200 例以过敏性紫癜入院并行幽门杆菌(HP)检查的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过敏性紫癜患儿的 HP 感染较高,占 57.5%(115/200),且以腹型紫癜多见,胃镜下多表现为浅表

性胃炎或十二指肠炎,以学龄儿童多见。 
结论 HP 感染常见于过敏性紫癜患儿,是过敏性紫癜的病因之一。学龄儿童多见。对有 HP 感染的过

敏性紫癜患儿,应采用三联疗法。 
 
 
 
 
PU-2105 

DGAT1 基因缺陷致难治性呕吐及低蛋白血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罗优优,楼金玕,余金丹,方优红,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 DGAT1 基因突变导致难治性呕吐及低蛋白血症的临床特征､ 治疗方案和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14 年 12 月首诊,2016 年 4 月明确诊断的 1 例 DGAT1 基因

突变导致的反复呕吐､ 低蛋白血症患儿资料进行分析,提取患儿及其血缘父母外周血全基因组 DNA,
用 PCR 方法扩增 DGAT1 基因全部外显子及与其相连的内含子区,扩增产物行双向测序,查找突变位

点。以“DGAT1”为检索词查阅中国知网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 在线人类门德尔遗传数据库和

Pubmed 数据库建库至 2017 年 6 月相关文献并进行总结。 
结果 患儿,女,首次就诊年龄 22 日龄,患儿系 G2P1 足月顺产儿,母亲第 1 胎自然流产。患儿出生后母

乳喂养下有反复呕吐､ 反复低蛋白血症､ 重度营养不良,经抗感染､ 更换深度水解配方奶或氨基酸

配方奶后呕吐好转不明显,体重增长不良。8 月龄时出现难治性腹泻,予长期静脉营养联合深度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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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奶经胃造瘘空肠微量喂养,患儿症状好转不明显。1 岁 4 月龄时基因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患儿

及父母)发现 DGAT1 基因外显子区域两处新生杂合剪切突变:c.751+1G>C､ c.895-1G>A,导致氨基

酸改变。遂开始在原有联合肠外肠内营养基础上添加米汤和稀饭,患儿耐受好,体重逐渐增长。随访

至 2017 年 6 月,患儿进食乳制品､ 高脂饮食下仍有腹泻,低脂饮食､ 回避乳制品后大便恢复正常。

现 2 岁 8 月龄,身高 81cm,年龄别身高 z 评分-2.86,体重 12.2kg,年龄别体重-0.4。文献检索未见中文

文献,国外报道 7 例,分别存在于 4 个家庭,表型以难治性腹泻､ 低蛋白血症､ 高脂血症为主。 
结论 DGAT1 基因突变可表现为呕吐､ 低蛋白血症､ 婴儿难治性腹泻､ 高脂血症､ 对配方奶喂养不

耐受,需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PU-2106 

肉碱-酰基肉碱转位酶缺乏症导致两同胞婴儿期死亡 
 

刘玉鹏
1,2,张宏文

1,常杏芝
1,刘黎黎

1,姜毅
1,王爽

1,秦炯
2,杨艳玲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肉碱-酰基肉碱转位酶缺乏症患儿的临床特点､ 生化､ 基因分析。 
方法 先证者,女,生后 16 天,主因“间断抽搐 8 天 6 次”于 2016 年 5 月入院,血液游离肉碱､ 酯酰肉碱

谱提示肉碱代谢障碍,经基因分析确诊。 
结果 患儿抽搐发作时血糖显著降低(测不出),伴肝功能损伤､ 肌酶增高､ 血氨增高,血游离肉碱明显

减低,十六碳酰肉碱及硬酯酰肉碱增高;尿有机酸分析无明显异常。编码肉碱-酰基肉碱转位酶的

SLC25A20 基因存在两个已报道的复合杂合突变,分别来自父母,确诊为肉碱-酰基肉碱转位酶缺乏

症。饮食干预方法为避免长时间饥饿,补充中链脂肪酸,高碳水化合物､ 低脂肪饮食;补充左卡尼汀及

精氨酸,对症支持治疗,患儿临床症状一度好转。但是,患儿 3 月龄时合并呼吸道感染后临床症状进行

性加重,死于多脏器衰竭。家族史调查发现患儿之兄生后 4 天猝死,病因不明。父母健康,无类似疾病

家族史。 
结论 首次诊断了我国首例肉碱-酰基肉碱转位酶缺乏症患儿,两兄妹于婴儿期死亡。对于不明原因猝

死患儿应高度重视遗传代谢病调查,以争取下一胎同胞的产前诊断。对于低血糖抽搐的患儿需急早

进行代谢筛查,正确治疗,避免或减轻脑损害。 
 
 
 
PU-2107 

我院设立临床营养支持小组及管理流程探讨 
 

陈颢予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730050 

 
 
目的 本文主要阐述我院设立临床营养支持小组具备的临床作用及意义,而后综述了设立临床营养支

持小组的管理流程,主要包含:营养支持小组具体构成,营养风险筛查的完善､ 流程的评估以及会诊,营
养支持的工作手册制定,明确营养支持小组具体分工与试点科室,培训营养支持小组的组员,营养查房

流程,营养评估项目。采取以下的管理流程之后,相信我院营养支持小组在未来施行中会获取显著的

成效。 
方法 综述 
结果 提高我院临床营养支持水平,达到改善患儿预后,缩短住院时间,降低住院费用的目的 
结论 儿科患儿疾病的进展､ 营养状况､ 预后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住院患儿产生营养不良的几率主要

和缺少有效的营养风险筛查及到位的营养管理息息相关。所以建立临床营养支持小组,对患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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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营养评价并制定合理的营养治疗方案,降低患儿营养不良的产生率,不但可以成为治疗疾病的

重要内容,更为成功治疗提供了保证 
 
 
PU-2108 

鼻空肠置管营养辅助治疗严重胃轻瘫一例 
 

张琳,赵煜,张书红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胃轻瘫患儿发作期经口喂养不耐受,可致营养障碍,需予营养干预,肠内营养安全､ 便捷､ 接近生

理状态,且不影响缓解期进食,为其首选 
方法 以一例胃轻瘫的患儿予鼻空肠置管行肠内营养治疗,旨在探讨鼻空肠置管肠内营养在胃轻瘫治

疗中的应用价值。予胃镜引导下鼻空肠置管,第二日予肠内营养,选用游离氨基酸配方粉,期间并添加

流质无渣饮食。 
结果 患儿耐受良好,无不适表现,体重增长。 
结论 鼻空肠置管技术对于胃轻瘫患儿安全可行,有效改善患儿营养状况,值得推广。 
 
 
PU-2109 

儿童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1 例病例报道 
 

戚伶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提高对儿童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PIL)的认识,并观察其小肠粘膜超微结构改变。 
方法 对 1 例 PIL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11 岁女孩,以腹泻､ 腹痛､ 腹胀起病,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减少,血清白蛋白及 IgG 下降,腹腔穿

刺提示乳糜性腹水,胃镜及结肠镜提示小肠淋巴管扩张症,排除其他疾病后确诊为 PIL,治疗上予富含

中链脂肪酸､ 高蛋白､ 患儿症状迅速缓解､ 实验室检查恢复正常。 
结论 慢性腹泻､ 乳糜性腹水患儿需警惕 PIL,胃镜结合结肠镜可诊断该病,治疗主要依靠长期坚持饮

食疗法。 
PU-2110 

医院-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健康教育实践模式防治儿童肥胖 
 

李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家庭-学校-医疗机构三位一体模式在管理儿童肥胖方面的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苏州市工业园区某所小学的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经体检筛查出肥胖患儿后进一步

门诊确诊,确诊为单纯性肥胖的患儿建立管理档案,然后采取以家庭为单位, 以日常生活为控制场所,
肥胖儿童､ 家长､ 教师､ 医务人员共同参与即家庭-学校-医疗机构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疗方案进行为

期一年的饮食及锻炼的干预,实验结束后评价干预措施的效果。 
结果 儿童单纯性肥胖跟遗传因素､ 饮食习惯､ 体育锻炼三方面有明显的相关性,经过一年的干预学

校 39.3%的肥胖学生身体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而且肥胖儿童身高的正常增长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结论 家庭-学校-医疗机构三位一体健康教育模式对肥胖患儿体重控制富有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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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1 

谷氨酰胺对 PICU 患儿体液免疫功能和营养状态的影响 
 

高凤姣,王丽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索肠内喂养中添加谷氨酰胺对 PICU 住院患儿体液免疫功能以及营养状态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07 至 2016-12 入住我院 PICU,住院时间大于 10 天,且住院期间肠内喂养(奶粉)患儿

57 人,随机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实验组常规喂养中添加谷氨酰胺(商品名:安凯舒)(入院 48 小时内添

加),对照组正常肠内喂养,分别于入院时,添加谷氨酰胺 10 天后(对照组为入院第 10-12 天),完善白蛋

白,前白蛋白,转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检测以及营养不良评估,明确营养不良发生率情况,计算两组入院

后平均热量供应,应用 SPSS 软件处理数据,分别进行组间及组内比较。 
结果 入组共 57 人,试验组 24 人,对照组 33 人,两组入院时性别,年龄,营养不良发生率,白蛋白,前白蛋

白,转铁蛋白,免疫球蛋白以及入院后能量提供均无显著差异。入院 10 天后,组间比较提示白蛋白及

营养不良发生率在两组中均下降,其中试验组较对照组营养不良发生率下降幅度大,前白蛋白及 IgM
两组均上升,其中试验组前白蛋白上升幅度大,转铁蛋白试验组出现上升而对照组下降,但无统计学差

异;组内比较结果显示,试验组添加安凯舒后较入院时前白蛋白及 IgM 水平显著上升,且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而白蛋白､ 转铁蛋白､ IgG 及 IgA 试验前后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谷氨酰胺为免疫营养剂,本试验在 PICU 肠内喂养患儿中添加谷氨酰胺 0.1g/kg 日 3 次,可见前

白蛋白,转铁蛋白,IgM 以及营养不良发生率均有改善趋势,但因试验例数少,时间短,试验误差大,尚不

能得出统计学差异。 
 
 
 
 
 
 
 
 
 
 
 
 
PU-2112 

足月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EOS)对血脂 
及脂蛋白代谢水平的影响观察 

 
戴玉璇

1,包云光
1,丁斌

1,应玲静
1,王叶萍

1,楼宏亮
2 

1.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2.浙江省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了解足月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EOS)对血脂及脂蛋白代谢水平的影响。 
方法 根据 2014 年 5 月中华儿科杂志发表的诊疗指南确定并随机选取 30 例足月新生儿 EOS(观察

组,胎龄 37-40 w,日龄 1-3 天,体重 2000-3950g,男=19,女=11,于入院当天用生化速率法测定血胆固

醇(To)､ 血甘油三脂(Tg);用免疫沉淀法测定载脂蛋白 E(apo-E) 。22 例同期足月新生儿作对照(对照

组,胎龄胎龄 37-40 w,日龄 1-3 天,体重 2200-3890g,男=13,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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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 To､ Tg､ apo-E 平均值分别为 (4.01±0.67)､ (2.07±0.62)､  (7.98±O.61)mmol/L,对照

组三者平均值分别为(3.67±0.55,P>0.05)､ (1.47±0.39,P<0.05)､  (5.22±O.43, P<0.01)mmol/L。 
结论 新生儿早发感染后炎症反应对其血脂及脂蛋白代谢水平有明显影响,其中 To､ Tg､ apo-E 水平

均升高,Tg 明显差异,apo-E 则有显著性差异,提示:apo-E 的检测对于新生儿 EOS 的临床具有诊断参

考价值。 
 
 
PU-2113 

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围手术期营养支持的研究 
 

吴珍
1,缪红军

1,富智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先天性病新生儿术后早期阶段院内营养支持对患儿体重增加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调查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45 例行姑息性手术的新生儿分别在手术时,从心脏外科监护室

(CICU)转入普通病房时以及出院时的年龄别体重 Z 评分(WAZ 评分)以及各个时间点的热卡摄入量

(cal/kg/d)和总液体摄入量(ml/kg/d),我们同时调查了患儿开始肠内营养的时间[手术后天数(PODs)]及
CICU 住院时间(天数)。 
结果 从接受姑息性分流手术时到出院时为止,总 WAZ 评分的中位数下降了-1.3[四分位数间距(IQR) 
-1.7 到-0.7]。CICU 住院时间>5 天或开始肠内营养时间超过术从接受姑息性分流手术时到出院时为

止,总 WAZ 评分的中位数下降了-1.3[四分位数间距(IQR) -1.7 到-0.7]。CICU 住院时间>5 天或开始

肠内营养时间超过术后 5 天的患儿的 WAZ 评分变化差异明显(P=0.00001;P=0.00001)。后 5 天的

患儿的 WAZ 评分变化差异明显(P=0.00001;P=0.00001)。 
结论 现有的术后早期营养支持策略并不能满足患儿的能量需求;WAZ 评分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为

CICU 住院时间和开始肠内营养的时间。 
 
 
 
 
 
 
 
 
 
PU-2114 

婴儿迁延性慢性腹泻病与乳糖不耐受 
和牛奶蛋白过敏的相关性分析 

 
林莉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目的 对婴儿迁延性慢性腹泻证与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过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探究。 
方法 我院选取了时间段从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9 月到消化科就诊的婴儿 120 例。将婴儿随机分

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60 例。饮食干预组婴儿诊断为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过敏,对
照组婴儿诊断为无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过敏。对于乳糖不耐受的婴儿使用不含乳糖成分的奶粉喂

养,牛奶过敏的婴儿使用混合的氨基酸类的奶粉进行喂养。观察两组婴儿的临床症状,调查婴儿的家

族过敏史以及母亲的饮食状况,比较两组婴儿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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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饮食干预组婴儿临床疗效的有效率为 92.3%;对照组婴儿临床疗效的有效率为 65%。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结论 婴幼儿的迁延性腹泻病因较为复杂,但多与乳糖不耐受或牛奶蛋白过敏相关,对于饮食的合

理调控能有效地改善病情,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 
 
 
PU-2115 

IRE1α/XBP1 信号通路在 PNALD 肝细胞 
脂肪变中作用机制的初步研究 

 
崔铭玲,朱雪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通过培养正常大鼠肝细胞,建肠外营养相关性肝病(PNALD)细胞模型—肝细胞脂肪变模型,以内

质网应激(ERS)的关键信号通路 IRE1α/XBP1 信号通路为切入点,并通过 IRE1α 核酸内切酶特异性

抑制剂 STF-083010 干预,探讨 ERS 在 PNALD 肝细胞脂肪变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BRL 肝细胞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用正常培养基和含有脂肪乳剂的培养基培养。实验组加

入不同浓度脂肪乳(0.4%､ 1%､ 2 %､ 4%),根据细胞活性和形态学,确定含 1%脂肪乳的培养基为建

模 佳浓度。同法,在 0､ 12､ 24､ 36h 用 CCK-8 检测细胞 OD 值､ 油红 O 染色观察细胞内脂肪滴

情况､ 全自动生化仪测细胞培养液生化指标､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细胞内 GRP78､
IRE1α､ sXBP1､ JNK mRNA 和相关蛋白表达。设不同浓度 STF-083010 抑制剂(0､ 10､ 25 ､ 50
､ 75､ 100､ 125μM)(设为 A(对照)､ B､ C､ D､ E､ F､ G 组)干预肝细胞脂肪变模型(脂肪乳浓度均

为 1%),培养 24h 时结合细胞 OD 值及 sXBP1 mRNA 表达水平,确定 适作用浓度。 后将 BRL 细

胞随机分成四组:空白对照组(CON 组)､ 豆油脂肪乳组(SLE 组)､ 豆油脂肪乳+二甲基亚砜溶剂对照

组(SLE+DMSO 组)､ 豆油脂肪乳+STF-083010 抑制剂组(SLE+STF 组)。其中 CON 组用 RMPI 培
养基培养,其余三组脂肪乳浓度均为 1%,STF 抑制剂浓度为 50μM。细胞培养 24h 后测培养液生化

､ 肝细胞 GRP78､ IRE1α､ sXBP1､ JNK mRNA 及相关蛋白表达。 
结果 1､ 造模脂肪乳浓度确定:CCK-8 法 OD 值示,与 CON 组相比,0.4%､ 1.0%脂肪乳组细胞 OD 值

无明显下降(P>0.05)。油红 O 染色结果示:1.0%脂肪乳组肝细胞形态仍正常､ 细胞间结合仍紧密､

细胞内可见较多红色脂滴。2､ STF 抑制剂 适作用浓度确定为 50μM:50μM 抑制剂组肝细胞

sXBP1 mRNA 表达降低明显,细胞活性能满足后续实验的需要。3､ SLE 组肝细胞 GRP78､ sXBP1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较 CON 组明显升高(P<0.05)。JNK mRNA 在 24h 开始升高,较 0h､ 12h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JNK 蛋白 36h 出现升高,且较前三个时间点(0､ 12､ 24h)均显著升高

(P<0.05)。SLE+DMSO 组肝细胞 sXBP1 mRNA 表达较 SLE 组未见明显改变,而 SLE+STF 组肝细

胞 sXBP1mRNA 及蛋白表达较 SLE+DMSO 组有所下降(P<0.05),pJNK 以及 pIRE1α 蛋白表达水平

较 CON 组无显著下降。 
结论 SLE 组脂肪变肝细胞中 GRP78 和 IRE1α/XBP1/JNK 信号通路中相关分子蛋白及基因表达随

造模时间延长逐渐升高,提示 ERS 时此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 PNALD 脂肪变肝细胞的发生､ 发展。 
 
 
PU-2116 

5 例小儿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营养支持治疗体会 
 

林小春,徐辉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小儿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的营养支持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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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本院 2011 年至 2016 年收住的 5 例小儿急性重症胰腺炎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分析不同

营养方案下患儿的血液生物化学指标､ 预后及平均住院时间的差异､ 自身耐受程度和不良反应。 
结果 重症胰腺炎患儿早期病情不稳定,应进行必要的全静脉营养支持。肠功能恢复后,应尽早开始肠

内营养。肠内营养首选鼻空肠置管营养。肠内营养应选用高 MCT 制剂。空肠置管的深度､ 喂养速

度和喂养量需要注意,可影响患儿的耐受性和病情预后。喂养方式的选择非常重要。早期鼻空肠肠

内营养患儿的血清白蛋白､ 血糖､ 血钙好转较快,预后较好,平均住院时间较短,患儿耐受可,不良反应

如胃肠道反应如腹痛､ 腹泻等无增多;连续鼻空肠管微泵泵入与间歇泵入患儿耐受较好,出现不良反

应较少。 
结论 SAP 患者早期需要必要的全静脉营养支持,肠功能恢复后尽早进行肠内营养,连续的鼻空肠肠内

营养可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缩短平均住院时间,预后好,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广。 
 
 
PU-2117 

以便秘为主要表现的牛奶蛋白过敏 1 例 
 

司徒爱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婴儿牛奶蛋白过敏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不同表现。 
方法  搜集 1 例以便秘为临床表现的病例,结合阳性家族史､ 喂养史,行相关实验室检查､ 及食物激发

试验,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诊断为牛奶蛋白过敏,予氨基酸配方粉喂养,临床症状消失,随诊到 1 岁后,大便正常,生长发

育正常。 
结论  牛奶蛋白过敏因其累及系统较多且症状无特异性,需要与一些疾病鉴别,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的

各种临床表现。对有不同消化道症状,不能拿常规化验检查解释病因的患儿,且伴有湿疹､ 血嗜酸粒

细胞增高,结合家族史及血过敏原检查,高度怀疑牛奶蛋白过敏者,应予以食物回避试验,必要时行食物

激发试验确诊此病。以避免误诊的发生, 
 
 
 
 
 
 
 
PU-2118 

不同剂量铁剂治疗儿童缺铁性贫血有效性观察 
 

陈倩,程茜,钟元峰,张站站,胡燕,蒋志阳,陈立,刘晓,代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观察对 0-6 月龄缺铁性贫血婴儿 安全且有效的口服补铁剂量。 
方法 观察 54 例 IDA 婴儿,随机分为 3 组,分别予补充不同剂量铁剂,组 1(n=16 人):1mg/(kg.d);组
2(n=24 人):2mg/(kg.d);组 3(n=14 人):4mg/(kg.d)。通过取婴幼儿末梢血进行血液分析,以一个月 HB
上升 10g/L 为有效,观察三组患儿补铁有效性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依从性。 
结果 组 1 补铁有效率为 50.0%,其中 2 人因药物副反应退出,其中 50%患儿完成 12 周随访;组 2 补铁

有效率为 54.2%,无人因药物副反应退出,其中 66%患儿完成 12 周随访;组 3 补铁有效率为 61.5%,其
中 1 人因严重药物副反应退出,其中 61.5%患儿完成 12 周随访。组 1 与组 2 补铁有效率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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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组 3 补铁有效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5),同时患儿依从性 高(p<0.05)。药物副反应 3
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0-6 月婴儿以 4mg/(kg.d)补充铁剂效果 好,且副反应发生率较小剂量补充组相近,家长依从性

较好。 
 
 
PU-2119 

新形式下配奶间管理形式探讨 
 

崔喜红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对配奶间管理模式进行了新的尝试,利用集中配置来提高配奶效率及奶液质量。 
方法 集中配置,专人管理,成立肠内营养配置室,专门负责为无陪病房患儿配置奶液。使用电子奶签,
购置电子秤和分段恒温热水器等改良配奶方法。 
结果 集中配奶后配置奶液的速度和质量都提高,得到病房的认可。 
结论 改良后的管理模式,是提升配奶间配奶质量､ 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方法。 
 
 
PU-2120 

自制 浆膳对脑瘫伴重度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支持 
 

张宏伟,张书红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评价自制 浆膳对脑瘫伴营养不良儿童营养支持的疗效。 
方法 对脑瘫伴重度营养不良､ 智力低下､ 神经元性膀胱､ 反复消化道出血儿童 1 例使用自制 浆

膳,采取肠内营养支持。由间歇管饲起始,依次过渡到分次管饲､ 经口喂养。自制 浆膳成分包括大

米､ 鸡肉､ 南瓜西葫类蔬菜､ 芝麻油､ 食盐､ 葡萄糖､ 游离氨基酸配方奶､ 复合维生素。 浆膳支

持治疗期间动态观察体重､ 身长､ 肌张力情况,并监测血清白蛋白､ 球蛋白､ 电解质､ 微量元素､

血气分析等指标。 
结果 患儿男,14 岁,脑瘫､ 营养不良､ 精神运动发育迟缓､ 神经性膀胱､ 反复呕吐伴消化道出血入院

治疗。既往出生后 8 月余独坐,9 月余会爬,2 岁可扶持行走,3 岁发现双踝关节畸形并逐渐丧失运动功

能。入院时查体:体重 17.3kg,营养不良貌,语言表达不清,仅能平卧位,双下肢呈交叉位,肌张力增高。

营养支持治疗 15 月,目前患儿体重逐渐增长至 29kg,呕吐缓解,无消化道出血,从长期卧床状态恢复至

可独坐,并可进行简单的语言交流。 
结论 脑瘫患儿营养缺陷主要是摄入量的不足,早期使用自制 浆膳,采取管饲､ 经口等肠内营养支持

技术用于脑瘫伴营养不良患儿的营养支持,有助于加速纠正营养不良,减轻精神运动发育迟缓的发生,
减少患儿家长喂养患儿所消耗的时间,在严格质量控制与管理的前提下值得临床推广。 
 
 
PU-2121 

营养师在糖尿病患儿营养管理中的体会 
 

侯玉玲
1,李殷

1,阎洁
1 

1.昆明市儿童医院 
2.昆明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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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享营养师在儿童糖尿病营养管理中的心得体验。 
方法 总结分享昆明市儿童医院营养科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进行营养管理的糖尿病患儿情况,结
合我院进行儿童糖尿病患儿营养管理的工作,分享经验心得。 
结果 通过采取建立营养风险筛查和营养评估制度,信息化的营养管理,优化的糖尿病患儿营养管理团

队等措施,我院营养管理工作初见成效。 
结论 通过采取建立营养风险筛查和营养评估制度,信息化的营养管理,优化的糖尿病患儿营养管理团

队等措施可以有效的进行糖尿病患儿营养管理工作。 
 
 
PU-2122 

归芍地黄丸序贯玉屏风颗粒对肾病综合征患儿 T 细胞亚群的影响 
 

钟小明,罗开源,廖红群,饶兴愉,洪虹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中药序贯治疗对肾病综合征患儿免疫功能的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中医辨证肝肾阴虚型肾病综合征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序贯治疗组。两组均给予西医常

规治疗,序贯治疗组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序贯以归芍地黄丸和玉屏风颗粒,监测治疗 8W 和 6 个

月 CD3､ CD4､ CD4/ CD8 变化。 
结果 两组治疗后 CD3､ CD4 较治疗前均明显升高(P<0.05,P<0.05),序贯治疗组较对照组均明显升

高(P<0.05,P<0.05);对照组治疗后 CD4/ CD8 均无明显升高(P>0.05,P>0.05),序贯治疗组治疗后明

显升高(P<0.05,P<0.05),但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P>0.05)。 
结论 归芍地黄丸序贯玉屏风颗粒能够改善肝肾阴虚型肾病综合征患儿的免疫功能,值得推广。 
 
 
PU-2123 

川崎病与猝死 
 

王菊艳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论述川崎病导致猝死的主要原因､ 早期表现以及总结川崎病的临床特征､ 诊断､ 治疗与长期

管理,从而尽可能早期诊断､ 及时治疗,有效降低川崎病所致猝死的发生率。 
方法 通过 2 例经法医尸检证实为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瘤继发血栓形成而猝死的临床病例的引出,其
次再通过总结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瘤并发心肌梗死的一系列临床特征(如高危因素､ 临床表现､ 实

验室检查等),提出川崎病导致猝死主要是由于冠脉瘤继发血栓形成导致心肌梗死;并且论述了川崎病

的早期诊断及诊断､ 不完全性川崎病的诊断和 KD 的治疗,从而使得临床医生对川崎病与猝死之间的

关系有更全面的认识。 
结果 川崎病导致猝死主要是由于冠脉瘤继发血栓形成导致心肌梗死。 
典型川崎病是指不明原因发热 5d 以上,且具备发热､ 皮疹､ 肢端及黏膜的变化､ 淋巴结肿大和心血

管症状 5 项主要临床特征中的 4 项或 4 项以上。而不完全性川崎病则是指发热 5d 以上,其他主要临

床表现仅符合 3 项或 2 项,但超声心动图证实有冠状动脉(简称冠脉)病变。 
不完全性川崎病的诊断又分两种情况:(1)如果超声心动图显示冠脉瘤或冠脉中度扩张,可确诊为川崎

病,给予静脉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2)如果冠脉轻度扩张或冠脉壁回声增强､ 血管腔形态异常或左

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提示局部心肌供血不足),则拟诊为川崎病,同样给予 IVIG 治疗。不完全性川崎

病诊断以冠脉病变作为必要条件,虽然有效避免了川崎病临床诊断的扩大化,但也造成对部分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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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川崎病的漏诊。此外川崎病缺乏具有确诊意义的临床特征和特异性实验室检查项目,主要临床表

现也不是在病程的同一时点呈现,因此不完全性川崎病的早期诊断颇为困难。 
 KD 的治疗目的:控制全身血管炎症,防止冠状动脉瘤形成及血栓性阻塞。 
结论 川崎病导致猝死主要是由于冠脉瘤继发血栓形成导致心肌梗死。临床医生应尽可能早期发现

､ 诊断 川崎病,通过规范化､ 个体化治疗达到早期预防､ 控制､ 治疗其所并发的冠脉病变,从而降低 
川崎病所致猝死的发生率。   
 
 
PU-2124 

血清维生素 D 浓度与过敏性紫癜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范丽,刘衡,王予川,崔玉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观察过敏性紫癜(HSP)患儿维生素 D 水平与疾病累及肾脏､ 激素治疗､ 住院时间的相关性,探
讨血清维生素 D(25 羟基维生素 D)水平在儿童 HSP 发病及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1.空腹采集 50 例 HSP 患儿血清,以 49 例同期健康儿童作为对照,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平。根据 25OHD 检测值将试验组进一步分为正常(>20ng/ml)､ 不足

(15ng/ml<25OHD≤20ng/ml),､ 缺乏(5ng/ml<25OHD≤15ng/ml)､ 严重缺乏(≤5ng/ml)4 组。2.收
集 HSP 患儿的一般资料､ 临床表现､ 激素治疗情况､ 入院前病程､ 住院天数,分析可能的相关性。 
结果 HSP 患儿血清 25OHD 15.7200±5.65ng/ml,低于健康对照组 28.6531±4.64ng/ml ( P﹤0.01)。
25OHD 缺乏者(≤15ng/ml,包含 25OHD 缺乏+严重缺乏组)与 25OHD 不缺乏者(>15ng/ml,包含

25OHD 正常与不足组)肾脏受累发生率分别为 50%､ 16.7%,激素使用率分别为 69.2%､ 29.2%(P
均<0.05),前者中位住院天数大于后者(11.5 vs 9,P<0.05),入院前病程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HSP 患儿血清 25OHD 水平低下,低 25OHD 水平者肾脏受累风险及激素使用率增高,住院时间

延长。 
 
 
 
 
 
 
 
 
 
 
PU-2125 

过敏性紫癜患儿尿液脂氧素 A4､ NF-κB 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沈梦娇
1,应倩倩

1,李蕴言
2,吴菱

2,狄亚珍
2,王佳佩

1,傅诗薇
1 

1.宁波大学 
2.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脂氧素 A4(LXA4)､ 核因子-κB(NF-κB)在过敏性紫癜(Henoch-Schonlein purpura,HSP)患
儿尿液中的变化及在 HSP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50 例 HSP 患儿急性期､ 恢复早期尿液为病例组,其中紫癜性肾炎(Henoch-Schonlein 
purpura Nephritis,HSPN)患儿 20 例,25 例正常儿童尿液为对照组,应用 ELISA 法检测尿液 LXA4､
NF-κB 水平,并观察两者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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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病例组急性期､ 恢复早期尿液 LXA4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均<0.001),且急性期显著低于恢

复早期(P<0.001);病例组急性期､ 恢复早期尿液 NF-κB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P<0.05),且
急性期显著高于恢复早期(P<0.001);非 HSPN 患儿急性期尿液 LXA4 水平显著高于 HSPN 患儿

(P<0.01),NF-κB 水平显著低于 HSPN 患儿(P<0.05);病例组急性期尿液 LXA4 水平与 NF-κB 水平呈

负相关(r=0.347,P<0.05);HSPN 患儿急性期 24h 尿蛋白量与 LXA4 水平呈负相关(r=0.562,P<0.05),
与 NF-κB 无相关性(r=0.370,P>0.05)。 
结论 NF-κB 可能参与 HSP 发病,并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而 LXA4 可能为肾脏保护因子,且可能通过

抑制 NF-κB 发挥抗炎作用。 
 
 
PU-2126 

儿童布氏杆菌病关节损害 8 例临床报告 
 

王新宁,周志轩,闫育淳,吴凤岐,苏改秀,李胜男,袁新宇,赖建铭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布氏杆菌病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分析合并关节损害患儿的起病特点,以
期加深对本病认识,从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大程度减少患儿痛苦。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 2011 年至 2016 年于我院住院的 16 例诊断为布氏杆菌病患儿的流行

病学特点､ 临床特点､ 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 诊断､ 治疗等进行分析和总结。 
结果 16 例患儿中,9 例患儿来自城市,7 例患儿来自农村(其中 5 个为疫区),以发热症状 常见(100%),
其中 6 例患儿以发热为唯一主诉就诊,8(50%)例患儿合并关节损害,其 6 例为多关节受累,本病全身多

系统均可累及。患儿通过食用未高温消毒的奶制品或羊肉而致病,接触携带该病原的畜类亦可致

病。所有患儿血清凝集试验均为阳性,10 例(62%)患儿血培养阳性,3 例骨髓培养阳性。所有存在关

节炎症状的该病患儿均行增强核磁共振检查,随访经联合抗生素治疗后患儿临床表现均明显改善。 
结论 儿童布氏杆菌病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极易漏诊､ 误诊导致严重后果,当有类似临床表型患儿对

常规治疗效果不满意时应高度注意该病,及早进行血培养联合血清凝集试验检查对于诊断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核磁共振检查在该病有关节炎症状的患儿鉴别诊断中有重要作用。 
 
 
 
 
 
 
 
 
PU-2127 

过敏性紫癜临床路径管理的变异原因分析 
 

周芳,崔玉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临床路径实施过程中过敏性紫癜路径变异率较大,通过分析过敏性紫癜临床路径病例的变异原

因,提出相应改进对策,为临床路径变异的干预提供依据及支持。 
方法 将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进入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科过敏性紫癜临床路径管理的 275 例

病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其变异原因和类型。 
结果 275 例病例中发生变异的病例有 69 例,导致变异的因素有以下几点:住院期间或入院时合并其

他疾病,占总变异数的 57.97%;患者个人原因,总变异数的 24.63%(其中患者不愿出院要求继续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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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占个人原因变异数的 47.05%;治疗效果良好要求提前出院,占个人原因变异的 29.4%;患者不配

合治疗,占个人原因变异数的 11.76%;自动放弃治疗,占个人原因变异数的 11.76%。);病情反复､ 迁

延,占总变异数的 4.34%;医护人员对系统不熟悉操作失误,占总变异数的 5.79%;医院统相关的变异

因素(主要为医院嘉禾病历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占总变异数的 2.89 %。其中负性变异占比 72.47%,
明显多于正性变异 27.53 %的占比;不可控因素的变异占比为 69.57%,可控因素的变异占比为

30.43%。 
结论 过敏性紫癜临床路径实施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变异,通过对正负性变异及控制性变异

的分析和总结,有针对性地改进路径执行措施,以达到完善和改进临床路径管理的目的,从而实现规范

医疗行为､ 提高医疗质量､ 控制医疗成本和提高服务满意度。 
 
 
PU-2128 

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在川崎病患儿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杨雪,董湘玉,杨轶男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川崎病(KD)患儿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25-(OH)D3]的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68 名 KD 急性期患儿,按照其是否合并 CAL 分为 CAL 组(25 例)和 NCAL 组(43 例);按照

其对 IVIG 的治疗效果分为 IVIG 敏感组(54 例)和 IVIG 无反应组(14 例)。同时选取年龄､ 性别匹配

的健康儿童 30 例为对照组。收集所有 KD 患儿的入院基本信息､ IVIG 治疗前后心脏彩超结果及血

常规､ 血生化､ C-反应蛋白(CRP)､ 红细胞沉降率(ESR)及血清铁蛋白(SF)等实验室检查结果。收

集健康对照组儿童及 KD 患儿急性期､ 恢复期的静脉血标本,经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25-(OH)D3浓

度。 
结果 1.KD 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在恢复期,其血清 25-
(OH)D3水平上升,但仍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2.CAL 组及 NCAL 组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其中以 CAL 组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IVIG 无反应组及

IVIG 敏感组患儿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下降,其中以 IVIG 无反应组下降 明

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KD 患儿急性期的血清 25-(OH)D3水平与 SF､ 红细胞分布宽

度(RDW)､ 平均血小板体积(MPV)､ 血肌酐(SCr)水平均呈负相关性,r 分别为-0.36､ -0.29､ -0.41､
-0.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KD 急性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明显降低与 CAL 及 IVIG 无反应的发生密切相关;KD 急性期血清

25-(OH)D3水平与 SF､ RDW､ MPV 及 SCr 水平呈负相关,预示 KD 急性期的维生素 D 水平降低可

能与机体炎症反应､ 血小板活化､ 心血管损害及肾损伤有关。 
 
PU-2129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胡筱霞,刘正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通过比较分析 IM 与 EB 病毒感染患儿及 IM 急性期与恢复期 T 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同时探讨 EB
病毒抗体滴度与 IM 的 T 淋巴细胞亚群的相关性,旨为 IM 的发病､ 诊断､ 治疗､ 预后的判断提供一

些帮助。 
方法 收集从 2015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传单(IM 组)55 例,EBV
感染患儿 43 例(EBV 感染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所有患儿 T 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CD4/CD8､ CD3+#､ CD4+#､ CD8+#､ DNT%),同时检测 EB 病毒抗体(E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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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gM､ EBV-CA-IgG､ EBNA-IgG)的滴度。其中 IM 组有 13 例患儿于住院 1 周后(恢复期)复查了

淋巴细胞亚群,并对复查前后的 T 淋巴细胞亚群进行比较。 
结果 1､ IM 组与 EBV 感染对照组 T 淋巴细胞亚群的比较:IM 组患儿 CD3+%､ CD8+%､ CD3+#､
CD4+#､ CD8+#明显升高,CD4+%､ CD4/CD8､ DNT%明显下降,与 EBV 感染对照组患儿比较,均
有统计学意义。 
2､ 13 例 IM 患儿急性期与恢复期 T 淋巴细胞亚群的比较:恢复期较急性期,CD3+%､ CD8+%､
CD3+#､ CD8+#明显下降,CD4+%､ CD4/CD8､ DNT%明显上升,均具有统计学意义,CD4+#无统计

学意义。 
3､ Spearman 相关分析得出:EBV-IgM 滴度与 IM 患儿急性期的 CD8+%呈正相关;与 CD4+%､
CD4/CD8 呈负相关。EBV-IgG 滴度与 IM 患儿 T 淋巴细胞亚群各项指标无相关性。 
结论 1､ IM 组比 EBV 感染对照组患儿更易发生细胞免疫失调。 
2､ IM 患儿免疫紊乱恢复较慢,临床上可予免疫调节剂辅助治疗。 
 
 
PU-2130 

BMI 及细胞免疫功能对儿童反复肺炎的影响 
 

甘瑞霖,刘正娟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6023 

 
 
目的 肺炎对成人及儿童的健康均造成重大威胁。反复肺炎是指 1 年内罹患 2 次及以上的肺炎,或总

共次数超过 3 次。2009 年 H1N1 型流感突然爆发,学者发现肥胖者患病率､ 死亡率和正常体重者相

比均较高,且临床转归较差。肥胖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流行病,自 19 世纪 70 年代至今,儿童和青少年肥

胖已增加了 3~6 倍。肥胖是反复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通过收集反复肺炎患儿相关临床资料,
分析肥胖､ 细胞免疫功能等因素在儿童反复肺炎中的作用,为降低反复肺炎发生率及早期预防提供

一定理论依据。 
方法 本研究通过收集从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住院的患儿

共 186 名,其中符合反复肺炎诊断标准的 95 例作为实验组,同期 91 例年龄和性别匹配的首次肺炎的

患儿作为对照组,两组均排除基础疾病。通过查阅病例并收集相关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 性别､ 身

高､ 体重､ 出生史､ 喂养史､ 喘息史及湿疹史,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的研究对象均于入院第 2 日

晨空腹采集静脉血,完善免疫球蛋白测定(IgG､ IgM､ IgA､ IgE)､ 细胞免疫指标(CD4+%､ CD8+%)
和血常规。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使用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筛选出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进一步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儿童反复肺炎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终得出儿童反复肺炎的

危险因素。 
结果 BMI 对反复肺炎的影响: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间 BMI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卡方检

验结果显示,两组间超重或肥胖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超重或肥胖可能是

反复肺炎的危险因素,超重或肥胖儿童罹患反复肺炎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 2.47 倍。反复肺炎的

其他影响因素: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患儿喘息史､ 湿疹史､ 过敏史､ 中性粒细胞减少､

CD4/CD8 降低､ IgE 高及 CD4+%低和对照组的上述因素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余因

素:实验组早产史､ 母乳喂养史､ 体液免疫指标(IgG､ IgM､ IgA)降低､ CD8+%高较对照组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将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示

CD4/CD8 降低､ 中性粒细胞减少､ 喘息史也可能是反复肺炎的危险因素。存在 CD4/CD8 降低､

中性粒细胞减少､ 喘息史等危险因素的儿童罹患反复肺炎的风险分别是不存在上述危险因素的儿童

的 3.43 倍､ 3.15 倍､ 2.98 倍。 
结论 肥胖或超重可能是反复肺炎的危险因素。CD4/CD8 降低､ 中性粒细胞减少可能会导致反复肺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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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31 

INCREASED ALLERGIC TENDENCY IN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LANDRY MAKASI 

Secon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23 
 

 
Objective Pneumonia a common pediatric disease, and is a large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childhood worldwide particularly among children below age of 5. The main causal 
agents are bacteria and viruses. Other etiologies comprise of aspiration of gastric content, foreign 
bodies, allergies, drugs, exposure to radiation. 
In our study we only focused on pneumonia caused by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 MP 
pneumonia regarded as atypical pneumonia (walking pneumonia) too due to 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e settled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thought to have a strong effect 
on the increased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 MP pneumonia pediatric patients. The applied 
benefits of this study,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that patients with those parameters, which were found 
to be correlated to recurrent pneumonia, could be isolated and grouped to provide proper 
approach towards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is allergic behavior in MP infected pediatric 
population. 
In our study, we conducted  analysis on several parameters, history of asthma, allergic history, 
IgG levels, IgE levels, , IgA levels, IgM levels, CD3+,CD4/CD8?1,Epstein-Barr virus positive(EB+) 
and their individual correlations with allergic tendenci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MP 
pneumonia .This would supply more insight to clinicians for a better grasp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such conditions.  
Methods 1. Patient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one hundred and three MP pneumonia pati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1-5,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at Secon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January 2016 and November 2016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retrospectiv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se patients include gender, age, presence of rash and 
wheezing, laboratory tests such as CD4/CD8, CD3 IgG levels, IgE levels, IgA levels, and IgM 
levels, which we thought they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the allergic response in a children with 
MP pneumonia. 
1.1Diagnostic criteria of MP Pneumonia 
In this study, the diagnosis of MP pneumonia wa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Coughing, fever, oth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symptoms, 
-chest radiological examination featured bronchial or interstitial pneumonia, lobar or segmental 
pneumonia and sometimes with pleural effusion 
-MP IgM positive with Cold agglutinin   1:140 
1.2 Inclusion criteria 
Study group: The study group is composed of patients of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ith 
MP (+) and EB (-) 
 Control group: It consists of Non MP mycoplasma pneumonia patie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our ward for various reasons except respiratory tract diseases 
Results A record of 122 pediatric patients was analyzed for this study. Sixty four males (52%) 
and fifty eight females (47.5%). The mean age was =4.31±0.52, range =1-5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rash in the study and control group was 25% and 31%, respectively. The fraction 
of patients with wheezing was meaningfully more elevated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t wa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0). Majority of both groups had levels of Immunoglobulins between normal 
ranges. We noted a significant dissimilarity in the CD4/CD8 ratio level in the two groups 
(P=0.010).We also found no meaningful difference in immunoglobuli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With the exceptions of IgE (P=0.00), we discovere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rash and wheezing and the immunological laboratory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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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1) The mycoplasma pneumonia population and the non mycoplasma pneumonia 
one didn’t differ in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immunological laboratory finding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increased IgE levels and wheezing in MP infection 
3) In our study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ther immunoglobulins and the cited 
clinical features (rash and wheezing), nor was there with other assessed immunological 
laboratory tests. 
 
 
PU-2132 

INCREASED ALLERGIC TENDENCY IN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LANDRY MAKASI,刘 正娟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 
 

 
Objective Pneumonia a common pediatric disease, and is a large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childhood worldwide particularly among children below age of 5. The main causal 
agents are bacteria and viruses. Other etiologies comprise of aspiration of gastric content, foreign 
bodies, allergies, drugs, exposure to radiation. 
In our study we only focused on pneumonia caused by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 MP 
pneumonia regarded as atypical pneumonia (walking pneumonia) too due to 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e settled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thought to have a strong effect 
on the increased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 MP pneumonia pediatric patients. The applied 
benefits of this study,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that patients with those parameters, which were found 
to be correlated to recurrent pneumonia, could be isolated and grouped to provide proper 
approach towards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is allergic behavior in MP infected pediatric 
populationIn our study, we conducted  analysis on several parameters, history of asthma, allergic 
history, IgG levels, IgE levels, , IgA levels, IgM levels, CD3+,CD4/CD8?1,Epstein-Barr virus 
positive(EB+) and their individual correlations with allergic tendenci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MP pneumonia .This would supply more insight to clinicians for a better grasp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such conditions. 
Methods 103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patients in pediatric ward of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throughout the year of 2016 were retroactively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s a control group we analyzed 51 patients with other pathologies excluding MP infection that 
were hospitalized during the same range of time. 
The medical records of one hundred and three MP pneumonia pati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1-5,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at Secon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January 2016 and November 2016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retrospectiv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se patients include gender, age, presence of rash and 
wheezing, laboratory tests such as CD4/CD8, CD3 IgG levels, IgE levels, IgA levels, and IgM 
levels, which we thought they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the allergic response in a children with 
MP pneumonia. 
Results A record of 122 pediatric patients was analyzed for this study. Sixty four males (52%) 
and fifty eight females (47.5%). The mean age was =4.31±0.52, range =1-5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rash in the study and control group was 25% and 31%, respectively. The fraction 
of patients with wheezing was meaningfully more elevated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t wa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0). Majority of both groups had levels of Immunoglobulins between normal 
ranges. We noted a significant dissimilarity in the CD4/CD8 ratio level in the two groups 
(P=0.010).We also found no meaningful difference in immunoglobuli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With the exceptions of IgE (P=0.00), we discovere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rash and wheezing and the immunological laboratory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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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1) The mycoplasma pneumonia population and the non mycoplasma pneumonia 
one didn’t differ in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immunological laboratory finding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increased IgE levels and wheezing in MP infection 
3) In our study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ther immunoglobulins and the cited 
clinical features (rash and wheezing), nor was there with other assessed immunological 
laboratory tests. 
 
 
PU-2133 

Distribution of circulating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 subsets is 
altered in gastrointestinal-specific immunoglobulin A 

vasculitis patients 
 

Liu Deying,Wang Jinghua,Liu Jinxiang,Liu Congcong,Guo Lishuang,Yang Siru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Rheumatology and Allergy,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01404 

 
 
Objective Immunoglobulin A vasculitis (IgAV) is the most common vasculitis in children. We 
previously demonstrated that IgAV patients show abnormal proliferation of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CD)4+ C-X-C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CXCR)5+ follicular helper T (Tfh) cells. 
Here, we explored the status of Tfh cell subsets and plasma cytokine levels in IgAV patients. 
Methods CD4+CXCR5+CD45RA−, CD45RA-CXCR3+CCR6−, CD45RA−CXCR3−CCR6−, 
CD45RA−CXCR3−CCR6+, and CD45RA−CXCR3+CCR6+ Tfh cell fractions and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interferon-γ, interleukin (IL)-4, and IL-17A were evaluat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flow cytometric bead array, respectively, in 30 patients with IgAV and 15 healthy controls (HC). 
Results Tfh2 and Tfh17 cell fractions were larger and Tfh2+Tfh17/Tfh1 ratio and plasma IL-4 and 
-17A levels were higher in IgAV than in HC. Only Tfh1 cell counts were reduced in the abdominal 
subtype. The elevations in Tfh2 and Tfh17 cell counts and plasma IL-4 level were abrogated by 
treatment. Tfh2 cell numbe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IgA and plasma IL-4 levels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C4 concentration, while Tfh17 cell numbe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IgA level and Tfh2 cell counts. 
Conclusions IgAV patients have abnormal circulating Tfh2 and Tfh17 cell count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disease pathogenesis, but lack of specificity in the abdominal 
type. Only Tfh1 cell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abdominal type.  
 
 
PU-2134 

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合并狼疮性肾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王一冰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观察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Common Variable Immune Deficiency ,CVID)合并狼疮性肾炎的

临床特征并探讨其诊治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10 月收治的 1 例 CVID 合并狼疮性肾炎患者的诊疗经过,总结其临床特征､

诊断要点､ 相关治疗及预后评价并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经定期输注丙种球蛋白替代治疗及口服激素等治疗,尿蛋白转阴,免疫球蛋白基本正常。 
结论 CVID 与狼疮性肾炎密切相关,输注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及短期口服小剂量激素,可控制病情。 
 
 
PU-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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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过敏性紫癜的临床研究 
 

龚方彪 
奉化市人民医院 315500 

 
 
目的 总结探讨中西医结合方案在过敏性紫癜儿童患者治疗中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 例过敏性紫癜儿童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给予西咪替丁､ 氯雷他定等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

组治疗基础上结合中药汤剂治疗,观察记录两组患儿在接受治疗后,皮肤紫癜消失､ 腹痛消失､ 关节

痛消失､ 皮疹消失及肾脏损伤(肉眼或镜下血尿､ 尿蛋白)消失时间并做比较;1 个月后,比较两患者的

临床疗效,随访 1 年内复发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90.00%,明显高于对照组(72.50%),随访 1 年内复发率 25.00%,
明显低于对照组(47.5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皮肤紫癜消失､ 腹痛消失､ 关

节痛消失､ 皮疹消失及肾脏损伤(肉眼或镜下血尿､ 尿蛋白)消失时间显著小于观察组,两组间差异存

在统计学差异(P < 0.05);随访 1 年内复发率(25.00%)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不良反应率(10.00%)低于对照组不良率低于对照组不良率(15.00%),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在过敏性紫癜儿童患者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值得推广使用。 
 
 
PU-2136 

难治性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治疗进展 
 

杜彦强,姜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是儿童时期常见的结缔组织病,以慢性关节炎为主要症状,并伴有全身多

系统受累,是造成小儿致残和失明的首要原因。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o-JIA)是 JIA 的一个特殊

类型,除关节症状外,还有发热､ 皮疹､ 淋巴结肿大等明显的全身症状,有相当一部分难治性患儿对传

统的糖皮质激素､ 非甾体抗炎药､ 改变病情抗风湿药等疗效较差,且常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等

严重并发症,使其治疗更加困难。本文主要对 So-JIA 的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方法 - 
PU-2137 

胶原诱导关节炎模型中髓系来源抑制 
细胞依靠 IL-1β 促 Th17 细胞分化 

 
程苏云,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尽管髓系来源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与 T 细胞的免疫耐受有关,
但其在自身免疫性类风湿性关节炎(RA)中对 Th17 细胞分化的影响和致病作用还未阐明。我们拟通

过利用类风湿性关节炎模型胶原诱导关节炎小鼠(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CIA)来探讨 MDSCs 对

Th17 细胞分化的作用及可能的机制,从而为进一步阐明自身免疫性关节炎的发病机理和为寻找新的

治疗靶点提供新的科学理论。 
方法 CIA 和正常小鼠脾脏中 MDSCs 和 Th17 细胞的频率,血浆中 IL-β､ IL-17､ IL-10 的水平分别用

流式细胞术和 ELISA 法测定,STAT3､ RORɑ､ RORγt 基因表达水平通过 RT-qPCR 测定,MD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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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IA 小鼠中对 Th17 细胞分化的影响通过在 Th17 细胞分化培养条件下共培养 MDSCs 和小鼠幼

稚 CD4+T 细胞来确定,并在培养过程中采用 IL-1β 中和抗体和拮抗剂的方法阻断 IL-1β 信号作用来

观察 MDSCs 对 Th17 细胞分化影响。 
结果 与正常小鼠比较,在 CIA 小鼠中 MDSCs 的含量明显升高,炎症因子 IL-β､ IL-17 升高,抑炎因子

IL-10 降低,RORγt 基因表达水平增加,并且 MDSCs 含量与 Th17 细胞数量成正相关。尽管 CIA 小鼠

中 MDSCs 具有抑制 CD4+ T 细胞增殖和减少 IFN-γ 分泌的功能,但体外共培养 MDSCs 和 CD4+ T
细胞结果显示 MDSCs 促进 T17 细胞分化和 IL-17A 的产生,并且 STAT3､ RORγt 基因表达上调和

培养液中 IL-1β 水平升高。机制研究表明阻断 IL-1β 信号可以减少 MDSCs 对 Th17 细胞分化的作

用和 STAT3､ RORγt 基因表达,而 RORɑ基因表达无明显变化。 
结论 在自身免疫性关节炎中 MDSCs 具有促炎症反应的作用,且 MDSCs 依靠 IL-1β 上调转录因子

RORγt 从而促进 Th17 细胞分化,这可能是自身免疫性关节炎发病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PU-2138 

TLR2､ TLR4 及 NF-κB 在儿童尘螨变应性 
鼻炎鼻粘膜中的表达及作用机制 

 
李丰,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通过检测 TLR2､ TLR4 以及 NF-κB 在尘螨变应性鼻炎患儿鼻粘膜和正常鼻粘膜中的表达及含

量是否存在差异,以期明确儿童尘螨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机制。 
方法 选择尘螨特异性 IgE 试验结果阳性(>0.35kU/L)的 30 例确诊尘螨变应性鼻炎的患儿作为观察组,
选择同期在我院进行单纯鼻中隔矫正术取正常下鼻甲粘膜患者 15 例作为疾病对照组,采用免疫组织

化学分析两组患者的 TLR2､ TLR4 和 NF-κB 阳性率,定量 Real-Time PCR 检测方法 TLR2､ TLR4
和 NF-κB 的 mRNA 表达的水平。 
结果 免疫组化及 RT-PCR 检测结果显示观察组织中 TLR2 和 NF-κB 的阳性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中

TRL2､ TRL4 和 NF-κB 的阳性率分别为 77.8%､ 79.1%和 81.3%,对照组中 TRL2､ TRL4 和 NF-κB
的阳性率分别为 21.3%､ 22.1%或 2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LR2､ TLR4 和 NF-κB 在儿童尘螨变应性鼻炎鼻粘膜中表达量增高,提示参与了变应性性鼻炎

的发病过程。 
 
PU-2139 

反复肺炎患儿血清 IL-17､ IL-35､ TGF-β 水平的变化及意义 
 

张婷 
1.郑州儿童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肺炎是全球范围内 5 岁以下住院患儿 常见的疾病,也是该年龄段的首位死因,其中 7.0-9.0%为

反复肺炎。反复肺炎是儿科的一种临床现象,多伴原发疾病,但仍有约三分之一原因未明。文献报道

细胞免疫紊乱可能是发病原因之一,其中 Th17/Treg 细胞免疫失衡学说引起广泛关注,Th17 细胞以分

泌 IL-17 为主发挥促炎作用,Treg 细胞以分泌 IL-35､ TGF-β､ IL-10 等细胞因子发挥抗炎､ 抑制过

度免疫应答､ 维持自身免疫耐受等作用。本研究探讨 IL-17､ IL-35､ TGF-β 在反复肺炎发生发展中

的作用,寻找反复肺炎细胞免疫失衡的证据,为免疫调节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诊断为反复肺炎 55 例患

儿为研究对象,根据病情程度分为轻症组 35 例,重症组 20 例;同期选取住院诊断为急性肺炎患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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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急性肺炎组,选取 30 例门诊体检健康儿童为正常对照组。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各组血清中

IL-17､ IL-35 及 TGF-β 水平,并分析相关性。 
结果 1.反复肺炎组血清 IL-17 的水平高于急性肺炎组､ 正常对照组,急性肺炎组 IL-17 的水平高于正

常对照组,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反复肺炎组血清 IL-35､ TGF-β 的水平低于急性肺炎组､ 正常对照组,急性肺炎组 IL-35､ TGF-β
的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反复肺炎组 IL-17/IL-35､ IL-17/TGF-β 比值较急性肺炎组､ 正常对照组升高,急性肺炎组 IL-17/IL-
35､ IL-17/TGF-β 比值较正常对照组升高,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4.反复肺炎组内重症组 IL-17 的水平较轻症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L-35､ TGF-β 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重症组 IL-17/IL-35､ IL-17/TGF-β 比值较轻症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5.肺炎组(包括反复肺炎组和急性肺炎组)中血清 IL-17 与 IL-35､ TGF-β 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472
､ -0.430,P<0.05);血清 IL-35 与 TGF-β 呈正相关(r=0.536,P<0.05)。 
结论  

1. IL-17 的高表达水平及 IL-35､ TGF-β 的低表达水平与反复肺炎的发生有关,提示 Th17 / 
Treg 细胞失衡参与反复肺炎的发生。 

2. IL-17 的水平升高可能与反复肺炎的病情严重程度有关。 
 
 
PU-2140 

粪 sIgA 与肠屏障功能在不同类型 HSP 患儿中的变化及其意义 
 

张丽芝
1,段江

1,赵波
1,2,熊晶晶

1,许传志
13,刘梅

1,廖亚彬
1,2,胡红卫

1,叶贝
1,吉晓菲

1,张婷婷
1,黄永坤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检测过敏性紫癜(HSP)患儿粪便中 sIgA 含量和血浆中二胺氧化酶､ D-乳酸及内毒素含量,探讨

HSP 患儿肠道免疫功能及肠屏障功能的变化,以便提升对 HSP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认识,为 HSP 的治

疗及预后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2016 年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 HSP 的住院患儿为研究组,另选取同

期某小学健康儿童为对照组。采集 HSP 患儿急性期､ 恢复期及健康儿童粪便及血液标本,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各组儿童粪便中 sIgA 含量､ 血浆中 D-乳酸及血浆中内毒素含量,采用分光光度法检

测各组儿童血浆中二胺氧化酶活性。 
结果 (1)HSP 患儿急性期和恢复期粪便中 sIgA 含量高于健康儿童(P<0.017),急性期与恢复期粪便中

sIgA 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腹型 HSP 患儿急性期和恢复期组粪便中 sIgA 含量高于健康儿童

(P<0.017),非腹型急性期和恢复期组与健康对照组粪便中 sIgA 含量比较无差异统计学意义,腹型与

非腹型急性期和恢复期组粪便中 sIgA 含量比较无差异(P>0.017)。(2)HSP 患儿急性期血浆中二胺

氧化酶､ D-乳酸和内毒素高于健康儿童(P<0.05),恢复期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无差异。腹型 HSP 患儿

急性期组血浆中二胺氧化酶､ D-乳酸和内毒素含量高于健康儿童(P<0.017)。腹型 HSP 患儿恢复期

组血浆中内毒素仍含量高于健康儿童(P<0.017)。(3)腹型与非腹型 HSP 患儿急性期和恢复期组血浆

中二胺氧化酶高于健康儿童(P<0.05),腹型与非腹型急性期组血浆中 D-乳酸含量比较无差异

(P>0.017);(4)非腹型急性期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浆中 D-乳酸和内毒素含量比较无差异(P>0.017);健康

对照组､ 腹型组和非腹型组 HSP 患儿恢复期血浆中 D-乳酸含量比较无差异(P>0.05)。 
结论 HSP 患儿粪便中 sIgA 含量是增高的,提示其肠道免疫屏障呈反应性的增强,HSP 患儿血浆中二

胺氧化酶､ D-乳酸及内毒素含量升高,提示肠道通透性增加和肠屏障功能有改变;这可能是导致 sIgA
反应性增高的原因;恢复期 HSP 患儿肠屏障功能尚未完全恢复至正常,腹型 HSP 患儿肠屏障功能损

伤较非腹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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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1 

异功散加味对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细胞 
因子水平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甘沛旋,黄少玲,梁正,于波,吴署粤 
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2 

 
 
目的 探讨异功散加味对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细胞因子水平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64 例来我院就诊的 3~6 岁患社区获得性肺炎儿童,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32 例,对照

组给予注射用头孢唑肟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异功散加味,观察两组治疗效果,并分别于

治疗前后测定两组免疫细胞(CD3+､ CD4+､ CD8+､ CD4+ /CD8+)､ IgG ､ IgA､ IgM 及白细胞介

素 IL-2､ IL10 水平。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96. 87%),明显高于对照组(81. 25%),P<0. 05。观察组治疗后 CD3+､ CD4+
､ CD4+ /CD8+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CD8+水平则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观察组治疗后 IgG 
､ IgA､ IgM､ IL-2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 05),而 IL-10 水平低于对照组(P<0. 05)。 
结论 异功散加味能有效提高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治疗效果,其可能作用机制为异功散能有效提高机

体免疫功能,改善机体细胞因子水平。 
 
 
PU-2142 

医护多科联合护理 1 例神经精神系统性红斑狼疮伴 
严重精神障碍患儿个案的护理经验 

 
徐彩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本篇报告探讨医护多科联合护理一例神经精神系统性红斑狼疮伴严重精神障碍患儿个案的护

理经验。 
方法 依据 Gordon 十一项功能性健康评估,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2017 年 1 月 5 日期间,运用观察

､ 会谈､ 身体评估､ 病史收集等方式收集资料,评估个案各功能性健康型态 
结果 将护理过程加以整理分析,确认个案的护理问题有:有自我伤害的危险､ 睡眠状态紊乱､ 营养失

调:低于身体需要量､ 体温过高等,根据存在的护理问题发起医护多科联合护理会诊,确定针对性的护

理措施并有效实施,个案病情平稳,精神症状缓解,顺利出院。 
结论 个案住院期间,笔者借由 Gordon 十一项功能性健康形态对其进行评估,发现个案存在有自我伤

害的危险､ 睡眠状态紊乱､ 营养失调:低于身体需要量､ 体温过高等护理问题。个案病情发展迅速,
神经精神症状明显,有明显自杀倾向并有自杀行动,住院期间根据患儿的疾病发展情况,由护理为主导

发起多学科联合护理会诊,共同探讨适合患儿的营养､ 安全护理措施,并及时有效实施;重视安全防护

措施;要及时耐心地对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同时让家属参与患儿的治疗护理计划;多关注患儿及家属,申
请社工介入,帮忙疏导。此篇个案报告能完成经过医护团队多学科联合护理意见､ 查阅文献､ 向专

科医生请教､ 社工介入协助及患母的协助,让笔者对神经精神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更深刻的认识,护理

能更深入且个体化,也从中更能体会在护理重症病例时医护团队多学科联合会诊与护理､ 查阅文献

及与专科医生､ 家属沟通的重要性。 
 
 
PU-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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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4 启动子-159 位点基因多态性 
与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相关性研究 

 
陈香元,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研究广东地区汉族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患儿 CD14 基因启动子-159 位点基因多态性和等位

基因频率的分布情况,探讨其多态性与 JIA 的关系。 
方法 对 104 例 JIA 病例和 281 名健康体检儿童,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
RFLP)法进行基因型分析。 
结果 JIA 全身型 CD14(-159)多态性 CC､ CT 和 TT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10.87%､ 41.30%､
47.83%;JIA 多关节型分别为 12.50%､ 50.00%､ 37.50%;JIA 少关节型分别为 10.00%､ 65.00%､
25.00%;JIA 其他类型分别为 7.14%､ 71.43%､ 21.43%;对照组分别为 37.01%､ 46.98%､ 16.01%,
其中 JIA 全身型及多关节型组的基因型频率､ 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JIA 少关节型的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D14 基因启动子 C-159T 多态性与广东地区汉族 JIA 全身型及多关节型患儿有明显相关

性;CD14 启动子 C-159T 基因多态性中的 T 等位基因可能是 JIA 的遗传学风险因素。 
 
 
PU-2144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JAK/STAT signal pathway by 
miR-21 in the pathogenesis of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Li Hongwei,Zeng Hua Song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To analyse the expression of miR-21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21 and 
JAK/STAT signal pathway in JIA. 
Methods Total RNA was isolated from PBMCs in active JIA patients(sJIA (n=20) /pJIA (n=13)) 
and in healthy controls (n=20)(HC).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miR-21/STAT3/SOCS3 in PBMCs 
were measured by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Transfection of RASFs with the 
overexpression lentivirus of miR-21(LV3-miR-21)suppressed STAT3/p-STAT3 and transfection 
expression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expression of miR-21 JIA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e healthy controls 
(P<0.05).Bu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JIA and pJIA group(p>0.05). The level 
of STAT3 was increased in PBMCs of JIA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1 in sJIA and pJIA group were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STAT3 (r=-0.5854/r=-0.6134,p<0.05)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was 
not significant changed in RASF with or without the stimulation of IL-6 after transfection with LV3-
miR-21 compared with cells that were 
transfected with LV3-NC and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in RASF after transfection 
with LV3-miR-21 was reduced with stimulation of IL-6(*p<0.05). The expression of p-STAT3 was 
significant reduced in RASF with or without the stimulation of IL-6 the after transfection with LV3-
miR-21 compared with cells that were transfected with LV3-NC and control group(**p<0.05). The 
expression of p-STAT3 was remarkably elevated with the stimulation of IL-6 in LV3-NC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SOCS3 was decreased in RASFs with the stimulation of IL-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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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circulating miR-21 may characterise an early stage of the 
disease. We suggest miR-21 may effect the JAK/STAT signal pathway by suppressing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and phosphorylation of STAT3.MiR-21 may be 
as possible predictors for disease outcome and therapeutic target of JIA. 
 
 
 
PU-2145 

180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水平及临床意义 
 

任琪,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0110785 

 
 
目的 探讨血清中 14 种食物特异性 IgG 抗体的水平对儿童过敏性紫癜(HSP)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 2010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收治的 180 例 HSP 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06 例,女
74 例,年龄 2 ~12 岁,平均 5.6 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HSP 患儿血清中 14 种食物特

异性 IgG 抗体水平,包括分析各过敏原在研究对象中的分布及与 HSP 的相关性。 
结果 180 例 HSP 患儿进行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检测,其中 155 例结果阳性,阳性率达 86.1%。1
种食物特异性 IgG 升高者 54 例(30%),2 种食物特异性 IgG 升高者 35 例(19.4%),3 种食物特异性

IgG 升高者 71 例(39.4%),4 种及以上食物特异性 IgG 升高者 20 例(11.1%)。食物特异性 IgG 升高

以鸡蛋,(蛋白/蛋黄)阳性率 高(68.4%),其次为牛奶(53.1%)。鸡蛋和牛奶 IgG 阳性率在各年龄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患儿 IgG 阳性率高于女性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水平检测可积极寻找儿童过敏性紫癜的病因和诱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指

导患儿的饮食,预防 HSP 的反复发作或加重。 
 
 
PU-2146 

尘螨过敏儿童的 PAI-1 基因多态性分析 
 

李丰,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尘螨过敏儿童的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AI-1)基因多态性及其意义。 
方法 选择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就诊的 160 例过敏儿童为研究对象,
进行尘螨过敏检测试验,选择试验结果阳性的 80 例作为观察组,试验结果为阴性 80 例健康儿童作为

对照组,应用等位基因特异性扩增多聚酶联(AS PCR)方法对两组行 PAI-1 基因多态性分析。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测定血浆 PAI-1 含量。 
结果 基因型频率吻合度检测表明两组基因型达到 Hardy-Weinberg 平衡;观察组的 PAI-1 4G/4G 基

因型携带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5G/5G 基因型携带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而
4G 等位基因携带频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组内比较 4G/4G 者血浆 PAI-1 含量明显高于

4G/5G 和 5G/5G 者(均 P<0.05)。 
结论 PAI-1 基因多态性可能是尘螨过敏的危险因素,深入了解 PAI-1 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可以指导临

床医生预防和干预。 
 
 
PU-2147 

CD14 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尘螨过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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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丰,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研究广东地区汉族尘螨过敏儿童患儿脂多糖受体基因(CDl4)多态性和等位基因频率的分布情况,
探讨其多态性与儿童尘螨过敏的关系及对血浆 IgE 水平的影响。 
方法 病例组入选符合下列标准:(1)年龄 2-14 岁的汉族儿童;(2)临床诊断为哮喘､ 过敏性鼻炎或特应

性皮炎;(3)血清总 IgE 升高;(4)血清尘螨特异性 IgE 阳性。对 161 例尘螨过敏病例和 186 名健康体

检儿童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测定血浆 IgE 水平,UniCAP 系统测定特异性 IgE(SIgE)。采用聚合

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法进行基因型分析,调查多态位点的分布特征,比较

不同基因型的血浆 IgE 水平,比较两组儿童多态位点的基因。 
结果 病例组及对照组均发现 CDl4 基因-159C/T 多态性,CC､ CT 和 TT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11.78%
､ 40.30%､ 47.92%;对照组分别为 35.2l%､ 47.28%､ 17.51% 。按 Hardy-Weinberg 平衡吻合度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组内,C 等位基因携带者血浆 IgE 水平高于非携带者;同一基因型,病例组 IgE 水平高于

对照组。 
结论 CDl4 基因启动子 C 一 159T 多态性与广东地区儿童尘螨过敏有明显相关性,C 等位基因与血浆

IgE 升高相关。 
 
 
PU-2148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治疗策略-附 104 例病例分析 
 

唐盈,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总结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o JIA)的治疗方案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1 年 7 月我科收治的 104 例 So JIA 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 104 例患儿中,NSAIDs 联合 MTX 治疗,仅 3 例患儿达完全缓解。两者再联合激素治疗,27
例患儿可达完全缓解,13 例达部分缓解,"三联疗法"总有效率为 40.9%。在"三联疗法"无效的情况下

联合使用其它 DMARDs 药物,其中 6 例失访,1 例因合并 MAS 死亡,其余患儿均得到完全或部分缓

解。 
结论 NSAIDs 联合 MTX 治疗 So JIA 对于相当一部分病例并未能有效退热及改善关节炎症状,需加

用激素治疗,对于难治性 So JIA,联合使用 CTX 等其它 DMARDs 药物能增加病情缓解率,提高疗效。 
 
 
PU-2149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一抗体融合 
蛋白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随机对照研究 

 
曾萍,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rhTNFR:Fc)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患
儿的疗效。 
方法 运用随机对照原则,将 124 例 JLA 患儿分为对照组(62 例)及治疗组(62 例),两组基础治疗为应用

一种以上抗风湿慢作用药物,或非甾体类药物或肾上腺皮质激素;两组临床分型[其中少关节型 17 例

(27.42%),多关节型 15 例(24.19%),全身型 30 例(48.38%)]及基础治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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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 JIA 患儿皮下注射 rhTNFR:Fc 每周 0.8 mg/kg,疗程 6 个月。两组于用药后 2 周､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记录评价指标:ACR Pedi 30､ 50､ 70 和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组不同分型的 JIA 患儿,用药后 2 周､ 1 个月达 ACRPedi 30,3 个月､ 6 个月后达 ACR 
Pcdi 50,6 月后达 ACR Pedi 70 的缓解率不同(P<0.05);全身型患儿的临床缓解率较少关节型和多关

节型的低(P<0.05),用药后 3 个月 44%ACR Pedi 50 缓解,用药后 6 个月 41.7%ACR Pedi 50 缓

解,29.2%达 ACR Pedi70 缓解;少关节型和多关节型患儿在不同时间点的 ACR Pedi 30､ 50､ 70 的

缓解率差别不大,80%以上患儿在用药后 6 个月达 ACR Pedi 50 缓解,50%以上患儿达 ACR Pedi 70
缓解,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全身型患儿中,3 例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

征常规治疗无效的患儿使用 rhTNFR:Fc 后效果明显,2 例患儿治疗 1 周后出现全身酸痛等不适,3 例

患儿在治疗期问多次出现上呼吸道感染､ 腹泻等感染症状,其中 1 例感染水痘,停药和对症治疗后好

转。治疗组全身型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6.7%,少关节型和多关节型患儿未见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rhTNFR:Fc 对少关节型和多关节型 JIA 患儿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中短期(6 个月)内的不良反应

少见;对全身型 JIA 有一定的临床缓解治疗作用,应用时须严加防范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对常规

治疗无效的全身型 JIA 患儿及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的全身型 JIA 患儿可以考虑使用

rhTNFR:Fc。 
 
 
PU-2150 

可溶性受体 CD163 在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的意义和临床分析 

 
崔咏望,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可溶性受体 CD163 在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的早期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确诊为活动期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的患儿 33 例,将其作为观察组,缓解期

30 例患儿为观察 2 组,另选择同期来我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儿童 4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法

测定两组 T 细胞亚群水平,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血清中可溶性受体 CD163 水平。观察两组患儿可

溶性 CD163 的表达水平及与疾病活动性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活动期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患儿 CD163 与免疫 T 细胞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P<0.05)。可溶性受体 CD163 的表达水 
平与 CRP､ ESR､ 血清铁蛋白､ WBC､ IgE 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P<0.05)。 
结论 可溶性受体 CD163 是诊断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较有价值的指标,可为病情活动期进

展提供依据。 
 
 
PU-2151 

儿童原发免疫缺陷病 110 例临床特点及基因诊断 
 

陈香元,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分析儿童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rimary immunodeficiency,PID)的临床特点及基因诊断现状,提高

儿科医师对该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0 例 PID 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诊断结果。 
结果 110 例患儿中男女比例为 90: 20,发病年龄为 0~119 个月,诊断年龄为 2~156 个月。PID 患儿

以发热､ 反复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感染､ 腹泻等为主要表现。有明确家族史的占 16.36%,以抗体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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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多,为 42 例(38.18%),其次为联合缺陷性疾病,为 38 例(34.55%)。1999-2004 年诊断 PID 16
例,2004-2009 年诊断 94 例,明确的基因诊断为 17 例,临床诊断与基因诊断比例为 93: 17。住院死亡

PID 患儿 12 例(10.91%),2 例患儿放弃治疗后死亡,总病死率为 12.73%。PID 患儿与总住院人数的

比例为 110: 20 万。 
结论 PID 危及患儿生命,严重影响了患儿生活质量,应进行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早期干预。 
 
 
PU-2152 

4 种自身抗体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曾萍,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免疫学指标抗角蛋白抗体(AKA)､ 抗环瓜氨酸肽(抗 CCP)､ 类风湿因子(RF)-IgG､ RF-
IgM 与各分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患儿早期诊断和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76 名经系统治疗并坚持随访治疗至少 6 个月的 JIA 患儿,在诊断初期进行 AKA､ 抗 CCP
､ RF-IgG､ RF-IgM 等免疫指标的检测,对不同亚型和预后作阳性检出率的比较,进行敏感性､ 特异

性､ 相关危险度的统计学分析,并与 49 例健康儿童作对照比较。 
结果 多关节炎型组的 AKA､ 抗 CCP､ RF-IgG､ RF-IgM 的阳性检出率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全身型､ 少关节型､ 附着点炎相关型的自身抗体阳性检出率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4 种抗体的检测对多关节炎型组的分型敏感性依次为 AKA>抗 CCP,RF-IgG>RF-IgM;特异性

依次为 RF-IgM>AKA>RF-IgG>抗 CCP。难治型 JIA 患儿的 AKA 阳性检出率与普通 JIA 患儿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相对危险度 OR 为 3.514。 
结论 AKA､ 抗 CCP､ RF-IgG､ RF-IgM 在 JIA 不同亚型早期诊断中的作用有区别;AKA､ 抗 CCP
抗体的检测对 JIA 多关节炎型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AKA 抗体的出现与难治型 JIA 相关,是否能

作为成为多关节炎型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的血清学指标,有待大样本的研究证实。 
 
 
 
 
PU-2153 

血清 TNF-α 与经典炎症指标在川崎病(KD) 
患儿丙球敏感性及冠脉病变的对比研究 

 
姜广梅,胡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川崎病(KD)患儿血清 TNF-α 与经典炎症介质､ 临床分型､ 丙球敏感性､ 冠脉损害的关联 

方法 70 例 KD 患儿分为 6 小组,分别为完全型､ 不完全型､ 丙球敏感型､ 丙球不敏感型､ 无冠脉损

害型､ 冠脉损害型。采用 ELISA 测定 KD 患儿静脉丙球(IVIG)治疗 24 小时前和 48 小时后 TNF-α､
WBC､ ANC､ CRP､ ESR､ PCT 水平。 
结果 1)血清 TNF-α 水平在 KD 急性期显著增加,与 CRP､ PCT 呈正相关,而在 IVIG 治疗后含量仍

高。(2)血清 TNF-α 水平与经典炎症介质一样不能用于 KD 临床分型,但有利于不完全 KD 的早期诊

断。(3)血清 TNF-α 水平在丙球不敏感并冠脉损害 KD 组中显著增加,其他炎症介质在两组中无显著

差异(P>0.05)。(4)血清 TNF-α 水平与冠脉内径呈正相关。 
结论 KD 患儿血清 TNF-α 对预测丙球敏感性及冠脉损害优于经典炎症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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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54 

TNF-α 与经典炎症指标预测川崎病丙球治疗敏感性 
及冠脉损害的对比研究 

 
胡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 TNF-α 与经典炎症指标在川崎病(KD)临床分型､ 丙球治疗敏感性､ 冠脉损害的相关性。 
方法 70 例 KD 患儿分为 6 小组,分别为完全型､ 不完全型､ 丙球敏感型､ 丙球不敏感型､ 无冠脉损

害型､ 冠脉损害型。采用 ELISA 测定 KD 患儿静脉丙球(IVIG)治疗 24 小时前和 48 小时后 TNF-α､
WBC､ ANC､ CRP､ ESR､ PCT 水平。 
结果 TNF-α 在 KD 急性期显著升高,与 CRP､ PCT 呈正相关,而在 IVIG 治疗后水平仍高。(2)TNF-α
与经典炎症指标均不能用于 KD 临床分型,但有利于不完全 KD 的早期诊断。(3)TNF-α 在丙球治疗

不敏感及冠脉损害 KD 组中显著升高,经典炎症指标水平在两组中无显著差异(P>0.05)。(4)TNF-α
与冠脉内径呈正相关。 
结论  KD 患儿 TNF-α 预测丙球治疗敏感性及冠脉损害优于经典炎症指标。 
 
 
PU-2155 

负性协同刺激分子在手足口病外周血 T 细胞､ 	

NK 细胞上表达研究 
 

林威,农光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研究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患儿外周血 T 细胞亚群､ NK 细胞表达

情况以及负性协同刺激分子:程序性死亡因子-1(PD-1)､ T 细胞免疫球蛋白粘蛋白分子-3(Tim-3)､ 淋

巴细胞活化基因分子-3(LAG-3)､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在 CD4+T 淋巴细胞､

CD8+T 淋巴细胞､ CD3-CD16+CD56+细胞表面的表达水平,探讨负性协同刺激分子在 HFMD 免疫应

答中的作用,为 HFMD 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新思路。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广西地区临床诊断为 HFMD 病例 64 例,依据病情严重程

度分为:危重症组 36 例､ 重症组 14 例,轻症组 14 例,同时收集健康儿童 15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 64 例 HFMD 标本病原学;流式细胞术检测以上 79 例标本外周血 T 细胞

亚群､ NK 细胞比例;同时流式细胞术检测负性协同刺激分子 PD-1､ Tim-3､ LAG-3､ CTLA-4 在在

CD4+T 淋巴细胞､ CD8+T 淋巴细胞､ CD3-CD16+CD56+细胞表面的表达水平。 后统计和分析各

组间的在病原学､ T 细胞亚群､ NK 细胞比例以及负性协同刺激分子表达水平的差异和相关性。 
结果 危重症组 EV71-RNA 阳性率明显高于重症组和轻症组(P﹤0.05)。64 例 HFMD 病例外周血

CD3+T 细胞､ CD4+T 细胞､ CD8+T 细胞､ NK 细胞比例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其中危重症组比例

低(P<0.05)。危重症组 CD4+T 细胞､ CD8+T 淋巴细胞､ CD3-CD16+CD56+细胞表面上负性协同刺

激分子 PD-1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轻症组和正常对照组(P﹤0.05)。64 例 HFMD 病例中 EV71-RNA 阳

性与 EV71-RNA 阴性两组病例中 CD4+T 细胞､ CD8+T 淋巴细胞､ CD3-CD16+CD56+细胞表面

PD-1 百分比表达无显著差异(P>0.05),但在数值上 EV71-RNA 阳性组更高。64 例 HFMD 病例中

CD4+T 细胞､ CD3-CD16+CD56+细胞百分比与 PD-1 表达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0.05)。危重症组

､ 重症组､ 轻症组､ 正常对照组 4 组间 CD4+T 细胞､ CD8+T 淋巴细胞､ CD3-CD16+CD56+细胞表

面上负性协同刺激分子 Tim-3､ LAG-3､ CTLA-4 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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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V71 是引起危重症 HFMD 主要的病原体,但仍要重视其他肠道病毒感染引起危重症

HFMD。HFMD 患儿存在 T 淋巴细胞､ NK 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危重症 HFMD 患儿存在 T 淋巴细胞

､ NK 细胞功能耗竭/功能障碍。HFMD 患儿外周血负性协同刺激分子 PD-1 表达水平与 CD4+T 细

胞､ NK 细胞百分比呈负相关,高表达的 PD-1 可能抑制 T 淋巴细胞､ NK 免疫功能,参与危重症

HFMD 发病过程。 
 
 
PU-2156 

RNAi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细胞抑凋亡基因中的研究 
 

陈小英
1,2, 傅颖媛

1 
1.江西省儿童医院 
2.南昌大学医学院 

 
 
目的  RNA 干扰( RNAi)又称转录后基因沉默, 是由外源或内源性的双链 RNA (dsRNA)导入细胞而引

起同源的 mRNA 降解, 进而抑制其相应的基因表达。作为 一项表观遗传学技术, 目前多应用于生物

体基因功能研究和多种肿瘤的研究。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阐明,但其滑膜细胞凋亡

不足导致其异常增殖可能是其发病机制之一。现就 RNAi 技术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细胞抑凋亡基

因中的研究作一综述。 
结论  RA 是一种以关节病变为主的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关节呈慢性炎症性破坏, 对患者带

来极大痛苦。RA 的发病机制涉及一个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至今尚未明确,虽然治疗该病的药物较多, 
然而疗效不够理想,至今临床上尚无治疗 RA 的特效方法。RNAi 作为一种高效的序列特异性基因剔

除技术在传染性疾病和恶性肿瘤基因治疗领域发展极为迅速。鉴于此,RA 作为一种“不死的癌症”,国
内外报道了使用 RNAi 技术沉默一些炎症因子的表达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未见使用 RNAi
技术沉默滑膜细胞抑凋亡基因的相关报道。由此可尝试设计构建 siRNA-Bcl-2/sFas 干扰质粒,继而

转染入 CIA 大鼠滑膜细胞使抑凋亡基因 Bcl-2/sFas 表达下调,促进细胞凋亡,从而使滑膜细胞增殖减

少达到治疗 RA 的目的,这也可能为 RA 的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PU-2157 

乙型肝炎病毒整合的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卢娟,柯江维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整合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发生

､ 发展密切相关。研究 HBV 与肝细胞基因组之间的整合关系对于乙肝相关性 HCC 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意义。检测 HBV 在肝细胞中的整合是研究 HBV 相关性 HCC 的一个非常关键技术手段。目

前,HBV 整合的检测主要基于以下技术:核酸杂交技术,PCR 技术和基因测序。 
结论  HBV 整合检测的方法基于 HBV 序列与人基因组序列的差异以及 HBV 整合的随机性。三种检

测方法中基因杂交的方法直观,灵敏度高,但是其操作复杂;PCR 方法灵敏度高,但是假阳性率高;而基

于测序的方法具有高通量､ 深覆盖度等特点,但是价格昂贵。随着技术的进步,相信将来对于 HBV 整

合的检测必将是基于测序的方法占主导地位。 
 
 
PU-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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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of 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chronic cough 

 
Hao Chuangli,Jiang Wujun,Wang Yuq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Objective Chronic cough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of pediatric -patie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value of fraction of exhaled nitric oxide (FeNO) level for 
diagnosing chronic cough in children. 
Methods Children with a cough of duration greater than 4 week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nd 
underwent FeNO measurement, eosinophilias evaluation, pulmonary function, cough symptoms, 
and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before and after corticosteroid therapy. 
Results Totally, 66 cases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4 groups, includ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CVA, n=13), CVA combined with 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 (UACS, n=17), UACS 
(n=26), and another causes group (n=10). Twenty-five healthy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o diagnose CVA from chronic cough, the optimal FeNO cutoff value was 25 ppb, 
with sensitivity being 84.0%, specificity being 97.1%,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being 97.5%,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being 81.4%. FeNO levels were shown to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sputum eosinophils, cough symptom scores (P<0.05), and cough scores. Moreover, the 
decline level of FeNO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the decrease of sputum 
eosinophils. 
Conclusion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FeNO measurement might be a better method for 
diagnosing CVA from chronic cough in children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e level of 
FeNO decreased after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which might be a potential marker for sputum 
eosinophils in children with chronic cough. 
 
 
 
 
 
 
 
 
PU-2159 

以泌尿道感染为首发症状的婴儿不完全性川崎病 
 

侯俏珍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探讨以泌尿道感染为首发症状的婴儿不完全性川崎病的临床特点和诊断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临床上误诊为泌尿系感染的不完全川崎病的病例。 
结果 不完全性川崎病的临床表现不完全,容易漏诊,延迟治疗的川崎病可以导致严重的心血管损害。 
结论 对于抗生素治疗后反复发热超过 5 天的婴儿,我们应警惕不完全性川崎病的可能,应及时行心脏

彩超检查排外川崎病,早期治疗其心血管的合并症。 
 
 
PU-2160 

SLE 同时合并急性胰腺炎及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文旖旎,陈晶,唐红霞,丁艳,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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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儿童医院 430014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同时并发急性胰腺炎及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的临床特点､ 可能的发

生机制､ 治疗方法,提高对该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16.8 收治的 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同时并发急性胰腺炎及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

患儿的诊治经过,结合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患儿,女,14 岁 5 月,以“面部蝶形红斑､ 发热” 就诊,伴有口腔溃疡,入院时 WBC 下降,伴有轻度贫

血,转氨酶升高､ 铁蛋白升高､ FIB 下降,ANA*均质型(1:3200), dsDNA*阳性,补体下降,24 小时尿蛋

白:0.35g/24h,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SLEDAI 评分 13 分,住院第 5 天出现腹痛伴血､ 尿淀粉酶升高。

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急性胰腺炎,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予禁食､ 胃肠减压､ 加强抗感染,抑酸抑制

胰酶分泌､ 乌司他丁抗炎､ 持续性血液净化､ 营养支持及激素､ 免疫抑制剂､ 丙种球蛋白等治疗,
病情好转出院。结合文献复习,AP 是 SLE 一种严重并发症,MAS 与 AP 的发生关系密切, SLE 中 AP
的发生与疾病活动度密切相关,早期使用中至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血液净化可能是儿童

重症 AP 综合抢救治疗中的有效手段。 
结论 AP 是 SLE 一种严重并发症,SLE 中 AP 的发生率可能被低估,MAS 与 AP 的发生关系密切,当
SLE 出现消化道症状时要警惕 AP 的发生,SLE 中 AP 的发生与疾病活动度密切相关,积极完善血尿

淀粉酶､ 胰腺 CT 或者彩超检查可尽早 AP 进行诊断,通过对血液分析､ 血脂､ 铁蛋白等动态检测有

助于 MAS 的诊断,早期使用中至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持续性血液净化可能是儿童重症

AP 综合抢救治疗中的有效手段。 
 
 
PU-2161 

托珠单抗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苗雪艳,彭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托珠单抗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短期(12 周)疗效及安全性,为临床治疗提供参

考。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我科住院治疗的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 30 例为研

究对象,根据是否应用托珠单抗治疗分为传统药物组(15 例)和托珠单抗组(15 例)两组。传统药物组

给予传统抗风湿药物(甲氨蝶呤+叶酸+双氯芬酸钠+糖皮质激素)治疗,托珠单抗组给予托珠单抗(体重

<30kg 12mg/kg;≥30kg 8 mg/kg, 大剂量 800mg,静脉滴注,q2w)联合传统抗风湿药物治疗。比较

治疗前､ 治疗 4 周､ 8 周及 12 周临床症状(关节炎､ 发热)及炎症指标(CRP､ ESR)的变化,采用

DAS28 评分标准评价药物疗效,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1)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治疗 4 周､ 8 周及 12 周,临床症状及炎症指标均明显改善(均 P <0.05);(2)
治疗 4 周,托珠单抗组临床症状及炎症指标改善情况均优于传统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治疗 8 周､ 12 周,两组临床症状及炎症指标改善情况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 >0.05)。(3)与治

疗前相比,两组治疗 4 周､ 8 周及 12 周,DAS28 评分均明显下降,并随治疗时间延长而持续下降;(4)治
疗 4 周,托珠单抗组 DAS28 评分低于传统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 8 周及 12 周两

组间 DAS28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5) DAS28<2.6 为临床缓解标准,治疗 4 周,托珠单

抗组临床缓解率(46.3%)明显高于传统药物组(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治疗 8 周及 12
周,两组临床缓解率无明显差异。(6)两组呼吸道感染､ 胃肠道反应､ 转氨酶增高等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无明显差异,但托珠单抗组有 3 例(20%)出现粒细胞减低。 
结论 托珠单抗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短期内疗效显著,可早期达到临床缓解,且安全性良好。 
 
 
PU-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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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共患湿疹-血小板减少免疫功能低下综合征(WAS) 
一例并文献复习 

 
荆锐,孙凯,董孟,郭荣荣,刘莉莉,李福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通过对我院收治的一例兄弟共患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缺陷综合征(WAS)的病例进行报道,并
结合相关文献进行进一步分析讨论,加深对该疾病的进一步认识。 
方法 通过分析患儿的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及基因等相关检查结果,结合相关文献总结 WAS 综合征

的特点。 
结果 两例患儿均有反复血小板减少及感染病史,于外院多次给予抗感染､ 激素及人免疫球蛋白治疗

效果欠佳,于我院行相关基因检测示 WAS 基因无义突变,结合临床症状诊断 WAS。 
结论 该例患儿为 WAS 基因 10 号外显子 c.1040T>A(p.L347X)突变所致的 WAS 综合征患者,国内尚

未有相关位点变异的报道,对于存在反复感染､ 血小板减少的患儿应积极考虑行相关基因检测,避免

反复长时间激素治疗,延误病情。 
 
 
PU-2163 

Smurf1 represses TNF-a production through ubiquitination 
and destabilization of USP5 

 
Qian Guanghui 

Institutes of Pediatric Research,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25 
 

 
Objective Ubiquitin-specific peptidase 5 (USP5)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critical for the 
produc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a), a pivotal mediator for inflammatory 
responses. Besides, USP5 regulates p53 activation and DNA repair. However,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gulation of USP5, especially its responsible E3 ligase is still unclear. 
Methods We carried out the experiments through using western blots,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in vivo ubiquitination assays. 
Results Here we found that Smad ubiquitination regulatory factor 1 (Smurf1) down regulated 
protein expression of USP5, and the E3 enzyme activity of Smurf1 was required for this function. 
We also revealed that Smurf1 interacted with USP5 and mediated its degradation via the ubiquitin 
proteasome pathway. Consequently, Smurf1 inhibited the production of TNF-a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USP5. 
Conclusions Our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clarified that the E3 ligase Smurf1 regulates USP5 
protein stability and USP5-mediated TNF-a production through the ubiquitin proteasome pathway. 
 
 
PU-2164 

dsDNA 感受器 AIM2 对 HCMV 基因转录的影响 
 

黄媛,方峰,舒赛男,刘兴楼,廖毅,马迪,卢元元,李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证实 dsDNA 感受器 AIM2 对 HCMV 各类基因转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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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siRNA 干扰技术,沉默 THP-1 源性巨噬细胞中的 AIM2 基因,同时设立模拟沉默对照组;沉
默组细胞和模拟沉默组细胞同时感染 HCMV AD169 标准毒株,应用 RT-qPCR 法检测两组中 HCMV
即早基因 UL122､ 早期基因 UL54 和晚期基因 UL83 的 mRNA 水平,评价 AIM2 基因沉默前后病毒

基因转录水平的变化。 
结果 相对模拟沉默组细胞而言,沉默了 AIM2 基因的细胞中,HCMV 早期基因 UL54 和晚期基因

UL83 的转录水平分别在感染后 18 h 和 24 h 有所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即刻早期基因 UL122
转录水平无变化。 
结论 AIM2 炎性体活化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HCMV 的早期和晚期基因转录。 
 
 
PU-2165 

HCMV 被膜蛋白 pUL83 同人源 AIM2 蛋白的相互作用 
 

黄媛,方峰,舒赛男,刘兴楼,廖毅,马迪,卢元元,李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索 HCMV 被膜蛋白 pUL83 同人源 AIM2 蛋白的相互作用。 
方法  
1.设计合成扩增全序列的特异性引物以扩增两个目的基因;应用 In-fusion 技术将目的基因 UL83 和

AIM2 分别插入到 pM 载体和 pVP16 载体中,得到 pM-UL83 和 pVP-AIM2 重组表达载体;应用钙转染

法将 pM-UL83 和 pVP-AIM2 转染到 HEK293T 细胞中,72 h 后收集细胞提取总蛋白,应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两个重组表达载体的表达情况;应用钙转染法将 pM-UL83､ pVP-AIM2 和分泌型碱性

磷酸酶(SEAP)报告基因一同转染到 HEK293T 细胞中,72 h 后收集细胞培养上清和细胞,应用化学发

光法检测上清中 SEAP 浓度;提取细胞蛋白应用免疫共沉淀法检测两重组蛋白的结合; 
2. HCMV AD169 毒株感染 THP-1 源性巨噬细胞(MOI=1)6 h､ 12 h 和 24 h。同时设立模拟感染对

照组,poly(dA:dT)(1 μg/ml)转染 THP-1 源性巨噬细胞 24 h 作为阳性对照组。收集细胞提取总蛋白,
应用免疫共沉淀法检测 pUL83 和 AIM2 的相互作用;应用免疫荧光共定位法检测两蛋白共定位情

况。 
结果  
1. pM-UL83 和 pVP-AIM2 重组表达载体构建成功且可在 HEK293T 细胞中表达; 
2.   双杂交实验检测到 pM-UL83､ pVP-AIM2 和 SEAP 报告基因在共转染 HEK293T 细胞后 SEAP
含量显著增加; 
3.   免疫共沉淀实验检测到 pM-UL83 和 pVP-AIM2 的表达产物 DNA BD-pUL83 和 AD-AIM2 蛋白

发生相互作用; 
4.   免疫共沉淀检测到 HCMV 感染 THP-1 源性巨噬细胞后 6~12 h,pUL83 蛋白同 AIM2 蛋白发生相

互作用。其中,12 h 时相结合的蛋白较多;免疫荧光共定位检测到二者共定位于胞质中。 
结论  
1.重组 pUL83 可以同重组 AIM2 蛋白相结合; 
2. 在 HCMV 感染早期,病毒被膜蛋白 pUL83 可同细胞 AIM2 蛋白在胞质中结合。 
 
 
PU-2166 

HCMV 诱导的炎性体活化依赖 dsDNA 感受器 AIM2 
 

黄媛,方峰,舒赛男,刘兴楼,廖毅,马迪,卢元元,李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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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证实 dsDNA 感受器 AIM2 在 HCMV 感染引起的炎性体活化中的作用。 
方法 首先应用 HCMV AD169 标准毒株感染 THP-1 源性巨噬细胞,同时设立模拟感染对照组和转染

poly(dA:dT)作为阳性对照组,应用免疫共沉淀法检测 AIM2 炎性体的组装来;随后应用 siRNA 干扰技

术,沉默 AIM2 基因(S+),再进行 HCMV 感染(V+),设立模拟沉默组(S-)和模拟感染组(V-)。Western-
blot 检测炎性体活化相关蛋白水平,同时检测了 IL-1β 和 IL-18 的浓度,以及细胞死亡率,来评价 AIM2
沉默前后炎性体活化变化。 
结果  
1. 在 HCMV 感染 THP-1 源性巨噬细胞后 1~24 h 期间,AIM2 与 ASC 蛋白相结合。 
2. AIM2 蛋白:S-细胞感染 HCMV 后 6 h,AIM2 蛋白含量较感染前明显升高,感染后 24 h 下降;S+细胞

中几乎无 AIM2 蛋白表达; 
caspase-1 前体与活化片段 p10:pro-caspase-1 在各组细胞中较稳定表达;V-组细胞无 p10 表达;S-
细胞在感染 HCMV 后 1 h 可检测到少量 p10,6~24 h 该片段表达显著增加;S+细胞在感染后 1~6 h
内无 p10 表达,感染后 24 h 可检测到该片段,但显著低于同时间点 S-细胞的表达水平; 
IL-1β 前体与成熟 IL-1β:S-和 S+细胞感染 HCMV 后 1 h,pro-IL-1β 表达量均显著增加并持续至感染

后 6 h,但在感染后 24 h,S-细胞显著下降,S+细胞稍有下降;S-细胞的 IL-1β 于感染后 1 h 开始增加,持
续至 24 h;而 S+细胞的 IL-1β 在感染后 1 h 和 6 h 相当于感染前水平,感染后 24 h 时该蛋白才表达增

加,但显著低于同时间点 S-细胞的表达水平; 
3. 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和细胞死亡率:S-/V+组 IL-1β 释放量随着感染时间的推移而增加,S+/V+组 IL-
1β 的释放量在 24 h 之前变化不大,24 h 时明显增加,但仍低于 S-/V+组,二者在 6 h,12 h 和 24 h 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S-/V+组 IL-18 释放量随着感染时间的推移而增加,S+/V+组 IL-1β 的释放量变化不

大,二者在 12 h 和 24 h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V+组细胞死亡率随着感染时间的推移而增加,S+/V+
组细胞死亡率在 24 h 之前变化不大,24 h 时明显增加,基本同 S-/V+组持平,二者在 6 h 和 12 h 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HCMV 感染 THP-1 源性巨噬细胞后诱导 AIM2 炎性体组装; 
2. AIM2 蛋白是介导 HCMV 感染早期诱导的巨噬细胞炎性体活化的必要感受器; 
 
 
 
 
 
 
PU-2167 

RAS 相关性自身免疫淋巴增殖性疾病 2 例并文献复习 
 

何庭艳,夏宇,梁芳芳,罗颖,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 RAS 相关性自身免疫淋巴增殖性疾病(RALD)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 RALD 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基因突变特点,以 NRAS､ KRAS 或 RALD 为检索词,
检索 Pubmed 2000.1-2017.1 RAS 基因突变相关文献。总结 RALD 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特

点。 
结果 患者 1,女,7 岁 7 月,因"发现血小板减少､ 脾大 3 年余"入院,主要临床特征:顽固性血小板减少､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间质性肺炎､ 肝脾淋巴结肿大､ 多浆膜腔积液､ 自身抗体阳性､ 低补体血

症,入院阳性体征:皮肤稍苍黄,双下肢可见陈旧性 斑,双颌下可触及数枚蚕豆大小淋巴结,质软,活动

度可,身材稍矮小,腹膨隆,肝脏右肋下 8cm(约平脐),脾脏脐下 1cm 触及,质韧。患者 2,女,7 岁 5 月,因
“反复血小板减少 7 余年,间断眼睑､ 腹部肿胀 3 年”入院,主要临床特征:顽固性血小板减少､ 单核细

胞增多､ 间质性肺炎､ 肺动脉高压､ 肝脾淋巴结肿大､ 心肾损害､ 高 γ 球蛋白血症､ 自身抗体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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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补体血症,入院阳性体征:营养较差,库欣貌,唇周､ 甲床微绀,双侧颈部可扪及 3 枚约

1.5cm*1.0cm 淋巴结及数枚绿豆大小淋巴结,右侧腹股沟区可扪及 1 枚约 1cm*1cm 淋巴结,眼睑明

显浮肿,可见颈静脉怒张,胸廓下 1/2 隆起,心相对浊音界稍扩大,腹膨隆,可见腹壁静脉曲张,腹壁皮肤

张力偏高,肝脏肋下平脐,剑突下 6cm,脾脏肋下 5cm,墨菲氏征阴性,叩诊呈浊音,移动性浊音弱阳性。

基因测序分析分别显示 KRAS 基因 2 号外显子 c.35G>A､ p.G12D 和 NRAS 基因 2 号外显子

c.38G>A､ p.G13D 体细胞突变。文献检索共收集 7 篇英文文献包括分别由 NRAS 及 KRAS 基因体

细胞突变所致 RALD 患者 9 例和 13 例,所有患者均表现为高 γ 球蛋白血症､ 脾脏肿大､ 单核细胞或

B 细胞增生症。 
结论 RALD 常以肝脾肿大､ 淋巴组织增生､ 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 B 细胞或单核细胞增多症､ 高

球蛋白血症起病,淋巴细胞凋亡试验及基因测序分析有助于诊断此病,需根据病情进行个体化治疗。 
 
 
PU-2168 

周期性发热-阿弗它口炎-咽炎-淋巴结炎 9 例 
临床表型及基因特点分析 

 
杨芝,何庭艳,李成荣,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周期热-阿弗他口炎-咽炎-淋巴结炎(periodic fever,aphthous stomatitis,pharyngitis and 
adenitis,PFAPA)患儿的临床特征､ 炎症细胞因子变化及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断的 9 例 PFAPA 患儿的临床资

料及基因突变特点,应用 Milliplex HCYTOMAG-60K 试剂盒检测患儿外周血血浆炎症因子水平,分析

患儿发热期及发热间歇期炎症指标及血浆炎症因子水平情况。 
结果 9 例患儿中男孩 6 例,女孩 3 例,中位起病年龄 1 岁 1 月(3 月~5 岁),中位诊断年龄 6 岁(11 月

~12 岁 7 月),中位发热时长 4~5 天(1~10 天),发热间歇期 1~8 周。9 例 PFAPA 患儿均有周期性发热

及咽炎/扁桃体炎,5 例有淋巴结炎,3 例有口腔溃疡。发热期均伴白细胞､ CRP､ SAA 增高,发热间歇

期上述指标可恢复正常。血浆炎症因子检测显示发热期 IL-6､ G-CSF､ IFN-γ 水平高于发热间歇期

及正常组水平,而 IL-1β､ IL-17､ TNF-α 水平无明显差异。免疫基因组外显子测序显示 6 例 PFAPA
患儿存在 MEFV 基因杂合突变(62.5%),其中 4 例为 exon2 c.442G>C 杂合突变,1 例同时有 exon2 
c.442G>C 和 exon2 c.329T>C 两个位点杂合突变,1 例为 exon2 c.605G>A 杂合突变。 
结论 ①PFAPA 临床特征包括周期性发热､ 咽炎或扁桃体炎､ 阿弗他口炎及口腔溃疡,对早年发病

(<5 岁)的患儿表现为周期性发热伴上述临床症状时需警惕 PFAPA 可能;②PFAPA 尚无特异性实验

室检查和致病基因,其诊断主要依靠典型症状和体征,外周血炎症指标､ 细胞因子检测及基因测序分

析可辅助诊断该病;③对疑诊或诊断 PFAPA 的患儿,建议每次发热就诊于免疫专科医师处,需谨慎使

用抗生素等治疗;④虽然多数 PFAPA 患儿于成年期自行缓解,但急性发热期 PFAPA 的患儿可使用小

剂量糖皮质激素(0.5mg/kg/次)有效缓解临床症状;若患儿伴反复化脓性扁桃炎,可考虑行扁桃体或扁

桃体-腺样体切除术。 
 
 
PU-2169 

淋巴细胞增生相关性免疫缺陷病 10 例临床表型及基因诊断分析 
 

何庭艳,夏宇,齐中香,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淋巴细胞增生相关性免疫缺陷病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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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深圳市儿童医院肾脏免疫科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 10 例淋巴细胞增生相关

性免疫缺陷病患者临床资料,观察指标包括:家族史､ 发病年龄､ 诊断年龄､ 临床表现､ 免疫学检查

､ 骨髓涂片或淋巴结病理结果､ 影像学表现､ 治疗及预后等。 
结果 10 例患儿中位起病年龄 3 岁 8 个月(4 个月至 11 岁 8 个月),均表现为肝脾肿大或淋巴结病,其
中 2 例无其他伴随症状,1 例反复呼吸道感染伴支气管扩张,7 例伴有外周血细胞减少(其中 1 例伴有

反复长期发热､ 1 例出现狼疮样综合征合并肺动脉高压);5 例合并 EB 病毒血症或感染。7 例血细胞

减少患儿中 5 例表现为自身免疫性外周血两系或三系减少,1 例(XIAP 基因突变)早期出现肝脾肿大,
逐渐发展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伴肝脾回缩,1 例(Caspase10 基因缺陷)由于长期慢性炎症导致贫血。除

1 例反复出现呼吸道感染,其他 9 例均无严重细菌感染病史,且多次查血培养､ 肥达试验､ 结核免疫

分析等结果均阴性。5 例诊断 APDS 患儿临床表现差异性显著。IgG9.14~53.27g/L)及 B 细胞比例

10.6%~78.8%均正常或显著升高。基因检测显示 PIK3CD､ FASL､ NRAS､ KRAS､ Caspase10
或 XIAP 基因突变。均接受个体化治疗,并定期于免疫科门诊随诊。 
结论 淋巴细胞增生相关性免疫缺陷病常表现为不明原因肝脾肿大或淋巴结病､ 外周血细胞减少､

EB 病毒血症或感染,早期完善基因检测有助于确诊,需结合病情和基因突变类型进行个体化治疗。 
 
 
PU-2170 

Netherton 综合征 1 例临床特征与分子免疫学研究 
 

何庭艳,黄惠君,李成荣,夏宇,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研究分析 1 例 Netherton 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及分子免疫学特点,以提高儿科医师对此病的

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国内首例总 IgE 正常的 NS 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基因突变特点,并复习相关文献,应用

实时定量 PCR(Q-PCR)验证 SPINK5 杂合缺失来源,精细淋巴细胞免疫分型方法､ Milliplex 
HCYTOMAG-60K 试剂盒分别检测该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计数及外周血血浆细胞因子水

平。??Milliplex HCYTOMAG-60K 试剂盒分别检测该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计数及外周血血浆细胞因

子水平。 
结果 3 月男性患者,因鱼鳞样红皮病伴低热就诊,伴有竹节样头发改变。患者生后 2 小时左右出现全

身皮疹,主要表现为颜面部､ 躯干､ 四肢皮肤潮红,可见散在红色皮疹,伴皮肤干燥及脱屑,皮疹易反复

并进行性加重,逐渐漫步至全身,皮肤皱褶处常伴有渗液,伴明显脱屑状脱皮､ 脱发,呈鱼鳞样红皮病改

变。外周血白细胞 20.84*10^9/L､ 嗜酸性粒细胞比例 13%､ 血小板 562*10^9/L､ 超敏 C-反应蛋白

38 mg/L。总 IgE54.01 IU/ml,记忆 B 细胞绝对值 2.97/ul(正常值 16.4/ul -222.4/ul),浆细胞 2.97/ul(正
常值 9.6/ul-299.2/ul),外周血血浆促炎症细胞因子 TNF a､ IL4､  IL6､ IL8､ IL17A､ GCSF 水平明

显升高。免疫基因组外显子测序及验证结果:SPINK5 基因完全性杂合缺失并位点突变,其母亲存在

杂合位点变异,其父亲存在杂合缺失。丙种球蛋白治疗存在部分疗效。 
结论 NS 常以早发性鱼鳞样红皮病起病,伴特应性体质､ 反复感染及竹节样头发,其发病机制与自身

炎症反应密切相关,竹节样头发及基因序列分析具有诊断特异性,IVIG 治疗可能有效。 
 
 
PU-2171 

SOPH 综合征伴原发性免疫缺陷及重度贫血 1 例并文献复习 
 

何庭艳,张楠,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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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NBAS 基因缺陷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 1 例 NBAS 基因缺陷患者的临床资料､ 免疫学指标及基因突变特点,以
NBAS 或 SOPH 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 万方､ 中国知网､ 重庆维普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

NBAS 基因突变相关文献。总结 NBAS 基因缺陷患者的临床特征､ 免疫学指标及基因突变特点。 
结果 患者,女,2 岁 4 月,因"反复感染伴肝功能异常 2 年余,发热伴面色苍白 1 天"入院,胎儿期即出现

宫内发育迟缓,生后以身材矮小､ 视神经萎缩､ 外周血涂片 P-H 细胞阳性､ 骨骼发育异常､ 反复感

染伴肝酶异常为主要表现,伴有早老外观､ 眼球外凸､ 肌张力降低､ 运动及语言发育落后､ 低丙种

球蛋白血症､ CD4+/CD8+比值降低､ NK 细胞和 B 细胞减少。骨髓涂片示骨髓增生减低,以中性粒

系增生为主,红系增生严重减低,成熟红细胞大小均一,中心浅染区未见明显扩大,巨系未见明显异常,
外周血白细胞数量减少,可见典型 Pelger-Huët 细胞。基因测序分析显示 NBAS 基因 c.5741C>T､
pR1914H 和 c.6496-6497insA､ p.S2166Ffs*2 复合杂合突变。文献检索共收集 8 篇英文文献共包

括 57 例 NBAS 基因缺陷患者,其中骨骼发育异常 42 例;身材矮小 50 例;视神经萎缩 41 例;外周血涂

片 P-H 细胞阳性 43 例;不同程度肝酶异常或急性肝衰竭 24 例;免疫系统异常 11 例;智力､ 语言或运

动发育落后 6 例;其它常见临床表现有早老外观､ 眼球外凸和肌张力降低等。 
结论 NBAS 基因缺陷患者主要临床特征包括身材矮小､ 视神经萎缩､ P-H 细胞阳性､ 骨骼发育异常

､ 反复感染､ 肝酶异常､ 早老外观､ 眼球外凸､ 肌张力降低及免疫缺陷,基因测序分析有助于诊断

此病。 
 
 
PU-2172 

中国首例 X-连锁镁离子通道缺陷原发性 
免疫缺陷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何庭艳,夏宇,齐中香,李成荣,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 X-连锁镁离子通道缺陷原发性免疫缺陷病(X-linked immunodeficiency with magnesium 
defect, Epstein-Barr virus (EBV) infection,and neoplasia,XMEN)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XMEN 患者的临床资料､ 免疫学指标及基因突变特点,以 MAGT1 或 XMEN
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 万方､ 中国知网､ 重庆维普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 MAGT1 基因突

变相关文献。总结 XMEN 患者的临床特征､ 免疫学指标及基因突变特点。 
结果 患者,男,2 岁 8 月,因"发现尿色加深 2 天,皮肤黄染 1 天"入院,主要表现为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

血,伴有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鼻窦炎､ CD4/CD8 比值(0.89)降低､ CD4+ T 总数偏低､ 记忆 B 细胞

和抗体转换 B 细胞数量减少､ B 细胞总数及初始 B 细胞数量增加。实验室检查显示血红蛋白 38 g/L,
网织红细胞绝对值 223.2*109/L,间接抗人球试验(IAT)阳性(1+)､ 直接抗人球试验(IgG)阳性(4+),尿
常规示尿胆原 38umol/L(3-16umol/L),总胆红素 77.2umol/L,间接胆红素 66umol/L,骨髓涂片显示增

生性贫血骨髓象,EB 病毒 DNA 测定阴性。基因测序分析显示 MAGT1 基因 3 号外显子 c.472delG､
p.D158Mfs*6 移码突变。文献检索共收集 7 篇英文文献共包括 11 例男性 XMEN 患者,均存在

MAGT1 基因突变,其中 EB 病毒血症 11 例;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中耳炎或鼻窦炎患者 10 例;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或溶血性贫血 2 例;继发肿瘤性疾病 8 例;CD4+/CD8+比值(<1)降低 7 例。 
结论 XMEN 主要临床特征包括男性发病､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中耳炎或鼻窦炎､ EB 病毒血症､ 淋

巴增殖性疾病或淋巴瘤､ 自身免疫性疾病､ CD4/CD8 比值降低,精细淋巴细胞检测及基因测序分析

有助于诊断此病,需根据病情进行个体化治疗。 
 
 
PU-2173 

川崎病 B 细胞 IL-10 表达 microRNA 调控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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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颖,杨军,李成荣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调节性 B 细胞是一类不依赖分泌免疫球蛋白且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 B 细胞群,其中 IL-10 对于

其发挥负性调节作用必不可少,故调节性 B 细胞在功能上被命名为“B10”。研究显示众多疾病 B 细胞

IL-10 表达会发生改变,且 microRNA 在 IL-10 表达调控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关于 IL-10 表达

microRNA 调控机制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吞噬细胞､ T 细胞,而 B 细胞 IL-10 表达调控机制却尚无

系统研究。因此本研究选择天然的高炎症反应疾病——川崎病(KD)作为研究模型,对 B 细胞 IL-10
表达 microRNA 调控机制进行研究,明确目前已知与 IL-10 表达调控相关 microRNA 在 B 细胞的表

达情况及对急性期川崎病 B 细胞 IL-10 表达的影响。 
方法 收集川崎病患儿 23 例,正常年龄相似对照组儿童 16 例。流式细胞术检测正常儿童以及 KD 儿

童 IVIG 治疗前后总 B 细胞(CD19+),过渡 B 细胞(CD19+CD24hiCD38hi)和初始 B 细胞

(CD19+CD24+CD38+)内 IL-10 的表达情况。免疫磁珠分选外周血 B 细胞后,利用 real-time PCR 技

术检测 B 细胞 microRNA 表达,包括:miR-106a, miR-985p/3p, let-7b 和 miR-1425p/3p 及 miR-21。
并采用主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统计分析 B 细胞 IL-10 与各 microRNA 表达的相互关系。 
结果 (1)三组 B 细胞群体均表达 IL-10(%),过渡 B 细胞亚群中表达量 高,但各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2)川崎病急性期三组 B 细胞群体 IL-10 表达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IVIG 治疗

后,总 B 细胞(CD19+)IL-10 表达较急性期显著增高(P<0.05);而其余两组 B 细胞 IL-10 表达较急性期

有所增高,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3)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急性期 miR-985p､ miR-21 表达明

显上调(P<0.05),其中 miR-985p 在 KD-CAL+组,miR-21 在 KD-CAL-组上调更为明显(P<0.05),IVIG
治疗后二者表达均下调(P<0.05);急性期 miR-1425p/3p 表达下调(P<0.05),IVIG 治疗后其表达无明

显变化。其余 microRNA,包括 miR-106a,let-7b 和 miR-983p 急性期表达变化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

学意义(P>0.05)。(4)主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川崎病急性期 B 细胞 IL-10 表达主要

microRNA 为 miR-985p 和 miR-21(P<0.05)。 
结论 急性期 KD miR-985p 过表达及 miR-21 表达上调不足是导致 B 细胞 IL-10 表达下降的可能因

素;IVIG 治疗可调控 B 细胞 IL-10 相关 miRNAs,其具体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PU-2174 

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 1 例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梁芳芳
1,彭程

1,2,何庭艳
1,罗贤泽

1,杨军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GPP)的临床特征及致病易感致病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GPP 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基因突变特点,以 GPP､ IL-36 或 IL36RN 为检索词,检
索 Pubmed 2000.1-2017.5GPP 相关文献。总结 GPP 患儿的临床特征及易感基因突变特点。 
结果 患儿,女,3 月,因"皮疹 1 月余,发热 3 天"入院,主要表现为皮疹周期性发作,红斑上泛发的黄白色

无菌小脓疱,融合成片,弥漫性分布全身,伴发热,病程较长。治疗前细胞因子检测提示:TNF-
α52.12pg/ml 和 IL-17A 47.36pg/ml 明显增高,IL-1b 24.13pg/ml 和 IL-6 19.55pg/ml 轻度增高,经
IVIG 及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各种炎性因子均降至正常,病情缓解,随访 5 月病情无反复。基因测序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816 
 

示 IL36RN 基因 3 号外显子 c.115+6T>C 纯合剪接突变;4 号外显子 c.227C>T 杂合错义突变。文献

回顾:大多数 GPP 病例与 IL36RN 基因的纯合或复合杂合突变导致的 IL-36Ra 功能丧失紧密相关。 
结论 GPP 是一种罕见的威胁生命的系统性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以突然､ 反复发作高热､ 泛发性皮

疹､ 播散性无菌性脓疱､ 伴有白细胞和 C 反应蛋白升高,严重者可累及内脏器官,甚者危及生命。

GPP 与 TNF-α 和 IL-17 这些细胞因子有关,而这些因子与 IL-36 细胞因子之间又有着密切的相互作

用,这间接地说明 IL36RN 基因突变与 GPP 致病密切相关。已知 IL36RN 基因突变类型

有:c.115+6T>C､ p.Asn47Serp､ Pro76Leu 及 p.Arg102Gln,其中 c.115+6T>C 常见,与本例患儿

可疑致病位点相一致,但此位点在正常人中有低频出现,可能 IL36RN 基因突变只在特定环境中诱发,
也可能疾病的触发需要第二个基因位点的突变,该患儿 IL36RN 基因上同时存在另一个杂合突变位点,
致病不排除与此相关。 
 
 
PU-2175 

ADA 基因缺陷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伴 
播散性卡介苗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郭建群,何庭艳,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提高对 ADA 基因缺陷重症联合免疫缺陷(ADA-SCID)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 1 例 ADA-SCID 患者的临床资料､ 免疫学指标及基因突变特点,以 ADA
或 ADA-SCID 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 中国知网､ 重庆维普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 ADA 基

因突变相关文献。总结 ADA-SCID 患者的临床特征､ 免疫学指标及基因突变特点。 
结果  患者,男,1 岁 5 月,因“咳嗽 8 天,气促 4 天,发现三系减少 2 小时”就诊。2 月前在外院确诊“卡介

苗病”后予 HR 二联抗结核治疗。生后以反复感染､ 复发性肺炎为主要表现,辅助检查提示三系降

低,IgG 降低,痰培养提示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 ESBL(-),血真菌培养､ 气管导管内痰培养､ 肺泡灌

洗液培养均提示马尔尼菲青霉菌。肺泡灌洗液另提示巨细胞病毒 DNA 阳性。基因测序分析显示

ADA 基因 c.730delG､ p.E224Kfs*67 和 c.202T>A､ p.Y68N 复合杂合突变。文献检索共收集 1 篇

中文文献,5 篇英文文献共包括 30 例 ADA 基因缺陷患者,其发病时间多在生后 1 月-36 月,平均 9 月,
起病临床表现包括复发性严重感染､ 生长发育停滞､ 高热､ 念珠菌病､ 腹泻､ 皮炎等,实验室检查

提示有淋巴细胞绝对值(T 淋巴细胞及 B 淋巴细胞)减少,ADA 酶活性降低,脱氧核苷酸腺苷明显升高,
免疫球蛋白降低,IgE 水平升高等。基因检查提示目前 ADA 基因中有 70 多个突变已被确定,大约

60%为错义突变。 
结论 ADA-SCID 患儿目前的治疗方法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 酶替代治疗和基因治疗,以酶替代治疗

高多见,其次为基因疗法,再次为造血干细胞移植。对反复感染的儿童要增强对 ADA 缺陷的认识,
尽早完善免疫筛查。基因测序分析有助于诊断此病。 
 
 
PU-2176 

NLRP12 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梁芳芳,黄艳艳,罗贤泽,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分析 NLRP12 相关自身炎症性疾病(NLRP12-AD)的临床特征及进行托珠单抗疗效观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NLRP12 患者的临床资料､ 诊治过程及基因突变特点,以 “NLRP12 自身炎症

性疾病”或 “NLRP12-AD”等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 2000.1-2017.5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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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文该例为报道的第 4 例中国汉族患者(前 3 例均为成人期确诊病例),主要表现为反复发热､

荨麻疹样皮疹､ 肌痛､ 关节痛/炎,继发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激素及环孢素 A 治疗效果不理想,治疗

前检测多种细胞因子(IL-1､ IL-6､ IL-18 等)水平均升高,IL-6 和 IL-18 升高 为显著,托珠单抗治疗后,
随着临床症状逐渐好转,这些细胞因子水平逐渐下降,激素､ 环孢素 A､ 托珠单抗现已减停,炎症指标

恢复正常,临床症状持续缓解。基因测序分析显示 p.H304Y(c.910C>T)突变,为已知位点突变。文献

检索收集 7 篇中英文文献报道及本例 NLRP12-AD 患者共 30 例,大部分(21/30,70%)患者幼年(<14
岁)起病,约 1/4 的患者(9/30)成年(>18 岁)起病。常常由寒冷诱发疾病 (19/30,63%),主要表现为周期

性发热(28/30,93%)､ 皮疹(19/30,63%)(荨麻疹样皮疹 多见)､ 肌痛(18/30,60%)､ 关节痛/炎
( 17/30,57%)､ 头痛 (9/30,30%)､ 淋巴结肿大(8/30,27%) ､ 肝脾大 (4/30,13%)､ 腹痛/腹泻 
(10/30,33%)､ 胸痛(3/30,10%)､ 感音神经性耳聋 (3/30,10%)等。发作时血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

ESR 和 CRP 等急相反应物质升高(10/30,33%);激素及抗组胺药物有效(11/30,37%)。但该例患儿单

用激素效果不佳,加用托珠单抗疗效显著,提示 IL-6 可能在 NLRP12-AD 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
是国内第一次报道托珠单抗用于治疗该病。NLRP12-AD 基因常见突变包括:P.F402L(c.1206 
C>G);P.R284X(c.850C>T), c.2072+3insT;P.D294E(c.882 C>G);P.R352C(c.1054 
C>T);P.H304Y(c.910C>T)以及 P.G448A。 
结论 NLRP12-AD 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自身炎症性疾病,临床存在明显异质性,未行基

因检测前,临床易误诊为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等其他自身炎症性疾病,临床医师应提高对自身炎

症性疾病,特别是单基因自身炎症性疾病的认识,基因检测有助于此类疾病的确诊。 
 
 
PU-2177 

Abnormal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of Foxp3 in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Xia Yu,Yang Jun,Li Chengrong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 (KD) is an acute, febrile, and self-limiting systemic vasculitis of 
unknown origin occurring mostly in children.The most important concern about KD is the long-
term coronary artery damage, especially aneurysms of coronary arteries , and KD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acquired heart disea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Nevertheless, the etiology of KD remains 
uncertain, Foxp3 is a member of the X chromosome-encoded fork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 family 
and is a key transcription factor for the induction of immunosuppressive functions in regulatory T 
(Treg) cells. Foxp3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immunological tolerance and 
prevents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mmunoinflammatory diseas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Foxp3 
gene involves elements of epigenetic regulation. Abnormal epigenetic regulation at the Foxp3 
gene locus has been reported in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and primary Sjögren’s syndrome. Treg 
cell dysfunction resulting from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the Foxp3 gene is responsible for 
many autoimmune lesions in mice and humans. Foxp3 seems to be associated with KD.In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diseases, a susceptible genetic background account for only part of the 
clinical picture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ppear to trigger a cascade of immune responses. 
Epigenetic mechanisms are sensitive to external stimuli and may bridge the gap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genetic factors. Recent epigenetic studies provide new directions for 
theelucidation of the pathogenesis of immune-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Sjögren's syndrome, and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KD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several epigenetic markers such as histone acetylation and 
methylation and cytosine residue methylation atCpGdinucleotides occur at the Foxp3 locus. The 
loss of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driven by the Foxp3 gene may lead to Treg cell insuf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HIV, SLE.Nevertheless, no studies exploring the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of the 
Foxp3 gene in patients with KD have been reported, even though some evidence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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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p3 with KD.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atterns of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of the Foxp3 gene in 
patients with KD and investigate the immunological effect of lower T reg in the studied population. 
Methods Forty-two patients with KD and 42 healthy children were enrolled. Blood samples were 
drawn on the day of KD diagnosis and within 48 hours of receiving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treatment. CD4+ and CD4+CD25+ T cells were isolated. Treg cells and pSTAT3 levels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mRNA levels of 
Foxp3 and various enzymes responsible for histone modifications. Plasma IL-6, IL-4, TGF-β, and 
IL-2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LISA. DNA methylation, H3 acetylation, and H3K4 and H3K27 
trimethylation at the Foxp3 promotor were assessed. 
Results Lower proportions of CD4+, CD25+, and Foxp3+ cells were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KD 
compared to controls.The unmethylated/methylated ratios at the Foxp3 promoter were lower in 
CD4+ T cells from patients with KD compared to controls. Acetylated histone H3 levels at the 
Foxp3 promoter were lower in CD4+ T cells from patients with KD compared tocontrols. 
Trimethylated H3K27 was increased at the Foxp3 promoter in CD4+ T cells from KD patients. 
Plasma TGF-β levels were lower in patients with KD compared to controls; they tended to be 
normalized following IVIG treatment. Plasma IL-6 and IL-4 levels and expression of GATA3 
mRNA and pSTAT3 protein were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KD compared to controls; IVIG 
treatment normalized these levels. 
Conclusions Abnormal epigenetic status at two different gene loci, one indicating histone 
acetylation and the other methylation, may contribute to immune dys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KD. 
tocontrols. Trimethylated H3K27 was increased at the Foxp3 promoter in CD4+ T cells from KD 
patients. Plasma TGF-β levels were lower in patients with KD compared to controls; they tended 
to be normalized following IVIG treatment. Plasma IL-6 and IL-4 levels and expression of GATA3 
mRNA and pSTAT3 protein were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KD compared to controls; IVIG 
treatment normalized these levels. 
 
 
PU-2178 

A MKD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Wang Yuhong,Yang Jun,Li Chengrong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26 

 
 
Objective To verify th main manifestaions of mevalonate kinase deficiency. 
Methods A case with MKD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previous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 
  
Results A  5 years and nine months’ old boy was admitted to the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 in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on May 3, 2017. His presentation was more than 
five years’ recurrent fever and pale complexion. He was diagnosed with MKD, which is used to 
call Hyperimmunoglobulin D syndrome (HIDS).  HIDS  is a genetically inherited periodic fever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sustained high fevers, lymphadenopathy, abdominal pain, arthritis, and 
skin rashes. Mutations in the mevalonate kinase gene(MVK) are associated with HIDS. This is 
the first pediatric case reported in china with complete family genetic testing. 
The first fever attack occurred when he was ten days old . From then on, he had recurrent fever 
every 2-3 months and each fever attack lasted for 3-4 days. After he was two years old, fever 
attacks became more frequent and severe, they occurred 1-2 times a month and each episode 
lasted for 3-7 days. When he was five years old, fever attacks became lesser. They occurred 
around every 3 months. He was diagnosed with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most of the time and 
was given antibiotics because he had tonsillitis and his blood C reactive protein(CRP) was high. 
During his fever attacks, he also had tender swelling cervical lymph nodes, abdominal pain and 
arthritis which recovered spontaneously after his fever declined. During recent three months, his 
arthritis became severe and persistent although fever had declined and did not respond well to 
ibuprofen. His complexion is always pale. He had appendectomy two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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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atest admiss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showed pallor with enlarged cervical lymph nodes and 
hepatosplenomegaly, both his wrists, knees and ankles were swollen and tender. He also had 
severe abdominal pain. Other examinations were unremarkable. Laboratory findings (including 
previous investigations) are as follows: WBC counts are within normal range most of the time with 
occasionally leucoytosis, hemoglobin(HB) levels are around 70g/L. CRP and ESR levels levels 
are high. The serum IgA levels are elevated (7.81-11.26g/L), The serum IgG levels are also 
elevated (13.94-22.55g/L). Serum amyloid A(SAA)  is elevated(127mg/L). AST, ALT, ALP, GGT, 
billirubin and urea nitrogen and creatinine levels are normal. Normal ferritin and triglycerides level. 
Gene test of thalassemia is negative. Coombs test is positive. Joint sonograms showed joint 
effusions in both elbows and ankles and right knee. Bone marrow smears are normal. Urine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  is normal. Mvk gene test of the patient reveals 
compound heterozygous gene inheritance: exon11 c.1127 G > A, p.G376D(inherited from 
mother), exon9 c.827A>G PE276G(inherited from father),both are missense mutations which 
have never been reported before. He was treated with oral predinisone(2mg/kg) and was 
discharged on 10, May. His arthritis resolved after two weeks and his HB increased to 108g/L 
three weeks after discharge. 
Conclusions HIDS is an inherited auto inflammatory disease that is most often caused by an 
inherited autosomal recessive gene mutation of the MVK gene. Provocative factors include 
vaccinations, minor trauma, surgery, and stress, although a trigger is not always apparent. 
The finding of elevated serum IgD with or without an elevated IgA level is sufficient to confirm the 
diagnosis if the diagnosis is suspected on clinical grounds. Suspected cases of HIDS with normal 
serum IgD and IgA levels can be diagnosed by genetic testing. 
The pathophysiology of HIDS is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Decreased availability of nonsterol 
biosynthetic pathway intermediates (which may have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may be of 
pathophysiologic importance. 
HIDS usually does not cause premature death or serious, permanent complications with the rare 
exception of amyloidosis. There is only one report of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 secondary 
to HIDS . 
The goals of management are to alleviate symptoms,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QoL) , avoid 
unnecessary surgical intervention and antibiotic therapy, and minimize the risk of adverse effects 
of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ho opt for symptomatic management during febrile episodes, use of a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 rather than an oral glucocorticoid is suggested as 
the initial agent. For those who do not respond to an NSAID, a short course of an oral 
glucocorticoid is suggested for the predicted duration of an attack. For patients who fail 
glucocorticoid therapy, episodic treatment with anakinra is suggested. For patients who fail 
symptomatic therapy, prophylactic therapy with an anticytokine biologic agent is suggested. 
Etanercept, anakinra, canakinumab, and tocilizumab have all shown benefit at reducing attack 
frequency and duration, with newer agents showing better efficacy than the older ones in the 
limited data available. There was a report of successful cord blood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of a two years and ten months’ old boy with HIDS who failed to respond to 
predinisone and anakinra because of severe side effects. 
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bidi-font-family: 宋体;letter-
spacing:.05pt;mso-ansi-language:EN-GB'>(inherited from mother), exon9 c.827A>G 
PE276G(inherited from father),both are missense mutations which have never been reported 
before. He was treated with oral predinisone(2mg/kg) and was discharged on 10, May. His 
arthritis resolved after two weeks and his HB increased to 108g/L three weeks after discharge. 
 
 
PU-2179 

A RNASEH2B site mutation responsible for Aicardi–
Goutieres syndrome with chronic kidney injury in China 

 
何 庭艳,Xia Yu,Yang Jun,Li Chengrong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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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icardi–Goutieres syndrome (AGS) is a primary immune deficiency caused by 
mutations in TREX1, RNASEH2A, RNASEH2B, RNASEH2C, SAMHD1, ADAR1 or IFIH1.AGS is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basal ganglia calcification, leukodystrophy,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lymphocytosis and chilblain skin lesions[1]. Patients with atypical or milde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nervous system, may be initially misdiagnosed. 
Methods We present the case of a 11-year-2-month old girl with a novel mutation in RNASEH2B 
by detailing her clinical course and the features, expression of IFN-Stimulated gene signature an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 
Results During the first few years of disease onset, she wa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aseptic 
febrile, joints pain and swelling, and growth retardation. Chilblains appeared as purple-red 
swellings on the elbows and lower limbs, which became more severe when the weather became 
colder . Kne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revealed synovial thickening of bilateral knee 
joint capsules with long signal on T2-weighted sequences. Bilateral patella-folus were identified 
some long signal on T2-weighted sequences.She was initially diagnosed as systemic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SoJIA), and later suspected as chronic infantile neurologic, cutaneous, and 
arthritis (CINCA) syndrome. Cerebral MRI performed revealed cerebral atrophy and white matter 
abnormalities. Intracranial calcification were identified on CT scan. Calcifications mainly involved 
the basal ganglia and cerebellum. Urine analysis revealed minimal urine protein. Urine β2 
microglobulin was extremely elevated(13311- 44672ug / L, normal range:0-300ug/L). Plasma 
urea(11.1mmol/L, normal range:1.5-7mmol/L) and creatinine (96.4umol/L, normal range:21-
65umol/L) levels were abnormal. Light microscopic findings of renal tissue stained by HE, PAS, 
PASM and Masson, showed chronic kidney injury with glomerular sclerosis and renal tubular 
injury. WES showed a novel single nucleotide homozygous variation in the RNASEH2B gene. 
IFN-Stimulated genes including IFI44,IFI127,IFIT1,IFIT2,IFIT3,ISG15,OAS1 and SIGLEC1 genes 
were increased, while expressions of IRF9 and RASD2 genes resulted no remarkable differences. 
The level of interferon-αin CSF (22.1 pg/ml) was normal, whereas the plasma level of interferon-
αwas obviously elevated(1022pg/ml, control range:212.38±111.07pg/ml). At the age of 11 years 
and 7 months, she began to be treated with tocilizumab infusion therapy fortnightly. After 12 
weeks of tocilizumab treatment, the dosage of prednisone was reduced to 5mg/d and no fever 
recurred ;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s of serum amyloid and C-reactive 
protein were reduced. And her plasma urea and creatinine levels returned favorably to normal.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RNASEH2B mutation may manifest as atypical or milde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nervous system.Severe auto-inflamation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GS.Chronic kidney injury may also occur. 
 
 
PU-2180 

幼年型皮肌炎合并胰腺炎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李国民
1,张涛

1,刘海梅
1,史雨

1,姚文
1,周利军

1,徐虹
1,李西华

2,孙利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风湿科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肌病研究室 

 
 
目的 总结幼年型皮肌炎合并胰腺炎 1 例临床资料,以加深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 1 例幼年型皮肌炎并发胰腺炎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病史､ 治疗､ 实验室检验､ 影像学､

皮肤活检等资料。并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女,12 岁。以皮疹起病,双颊部､ 双手掌指及指指关节背面､ 肘关节伸侧､ 耳廓可见淡红

色皮疹,指指关节屈侧可见钙化点,眼睑周围可见暗红色皮疹,四肢甲床红肿､ 双踇趾可见丁香色坏死,
近端肌力改变不明显(CMAS 评分 49/52),磷酸肌酸激酶无明显增高;肌电图轻度肌源性损害,右大腿

磁共振(MRI),右侧闭孔外肌及右侧大腿周围肌群内异常 T2W1 高信号灶,肌肉活检提示肌炎。起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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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出现频繁呕吐和腹痛,查体全腹肌紧张和压痛,血､ 尿淀粉酶增高,腹部 CT 提示胰腺增大。输注

静脉丙种球蛋白(IVIG)2g/kg(400mg/kg.d),甲基强的松龙冲击 2 个疗程,每个疗程 1000mg/d,连续 3
天,环磷酰胺 300mg/次,每 2 周 1 次,2 次后改为每月一次,每次 500mg。经输注 IVIG､ 甲基强的松龙

冲击 1 个疗程后,呕吐停止,腹痛好转,2 次甲基强的松龙和环磷酰胺冲击治疗后,腹痛完全缓解,血､ 尿

淀粉酶恢复正常。以“皮肌炎 AND 胰腺炎”和“dermatomyositis AND pancreatitis”为主题词,系统检

索中国知网､ 万方､ 维普､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和 PubMed 数据库,仅有 5 篇英文文献 5 例患者进入

本文分析。5 例均为儿童,年龄<16 岁,男性 3 例,女性 2 例,4 例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GC)和环磷酰胺

治疗,其中 1 例胰腺炎反复,1 例患者 GC+环孢素 A,经治疗皮疹､ 腹痛等症状缓解。 
结论 胰腺炎是皮肌炎十分罕见的严重并发症,皮肌炎病程出现腹痛排除肠血管炎外,还要警惕胰腺炎

的发生。丙种球蛋白+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环磷酰胺积极治疗有助病情控制,改善预后。 
 
 
PU-2181 

大剂量静脉丙种球蛋白上调早产儿 Treg 细胞表达与免疫耐受 
 

刘玭,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科 430071 

 
 
目的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常用于改善免疫调节作用,但其对调节性 T 细胞的调节作用尚不清

楚。本研究观察大剂量丙种球蛋白对早产儿 Treg 细胞的表达与早产的细胞因子分布的影响。 
方法  52 例早产儿为研究对象,31 例早产儿疑似宫内感染生后第一天接受 IVIG(1-2g/kg)治疗;其余

21 例早产儿随机分为对照组。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CD4+T 细胞和 Foxp3 + Treg 细胞,用流式细

胞仪磁珠(CBA)检测细胞因子浓度。 
结果 随着胎龄(GA)的增长,早产儿外周血 CD4+ T 和 Treg 细胞逐渐从 50%下降到 35%,分别从 8%
下降到 6%。同时,IVIG 增加 CD4+T 和 Foxp3+ Treg 细胞与基线水平相比的百分比(P<0.001)。
HD-IVIG 对具细胞因子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增加 IL-17 和 TGF-ββ,抑制 IL-6 的表达。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早产儿 HD-IVIG 免疫耐受和抑制 II 型细胞因子介导的的过度炎症反应。 
 
 
 
 
 
 
 
PU-2182 

VitD 对过敏性紫癜患儿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张么成,李 静,余 健,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T 和 B 淋巴细胞活性增强与过敏性紫癜(HSP)发病机制相关。本文检测 HSP 患儿外周血 T 细

胞亚群､ 滤泡辅助性 T 细胞(Tfh)及相关细胞因子､ 体液免疫水平,比较急性期和缓解期的变化,以及

VitD 对其变化的影响。 
方法 过敏性紫癜患儿 45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抗过敏等治疗;VitD 组,一般治疗同对照组,同
时加用 VitD 治疗。急性期及缓解期采血,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

CD4+CXCR5+ICOS+ T 细胞(Tfh),ELISA 测定血浆中 Tfh 相关细胞因子 IL-21､ 趋化因子配体

13(CXCL13)水平。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IgG､ IgM､ IgA､ IgE､ C3､ C4 水平。

20 例同龄健康儿童作为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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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急性期,HSP+VitD 组及 HSP 组 CD4+细胞数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而 NK､ CD19 细胞数､

Tfh 细胞百分率､ IL-21､ CXCL13､ IgG､ IgA､ IgE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在缓解期,HSP+VitD 组

较 HSP 组 CD19､ Tfh 细胞百分率､ IL-21､ CXCL13 明显降低,HSP 组较正常对照组 CD4 显著降

低,Tfh 细胞百分率､ IL-21 明显升高。在急性期及缓解期,三组 CD3､ CD8､ CD4/CD8､ IgM､ C3
､ C4 均无显著性差异。与急性期相比,HSP+VitD 组缓解期 NK 细胞显著增加,而 CD19､ IgG､ IgE
水显著降低。 
结论 细胞及体液免疫参与 HSP 发病,VitD 治疗可改善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对 HSP 免疫紊乱有一

定的调节作用。 
 
 
PU-2183 

IVIG 调节 NKG2D 改善川崎病患儿 NK 细胞的活性 
 

邹敏书, 徐洪涛,张么成, 李 静,余 健 , 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观察川崎病(KD)患儿自然杀伤(NK)细胞和 CD8+T 细胞表面 NKG2D 表达,探讨导致 KD 患儿免

疫功能紊乱的可能机制。 
方法 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住院急性期 KD 患儿 35 例,其中冠脉损伤患儿(CAL)13 例,非
冠脉损伤患儿(NCAL)22 例,同龄健康对照(NC)15 例。KD 患儿分别于静脉丙种球蛋白(IVIG)治疗前

后直接取血。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NK 细胞表面激活性受体 NKG2D 的表达;ELISA 法检测 IL-6､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血浆浓度。 
结果  1.急性期 KD 患儿 NK 细胞表面 NKG2D 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CAL 组比 NCAL 组表

达下调更为显著(P<0.05)。2.经 IVIG 治疗后,KD 患儿 NK 细胞表面 NKG2D 表达较治疗前有不同程

度恢复。3.急性期 KD 患儿血浆 IL-6､ TNF-α 较对照组升高(P<0.05),IVIG 治疗后恢复至对照组水平

(P>0.05)。 
结论  KD 患儿 NK 细胞 NKG2D 表达下调可能参与 KD 发病;IVIG 上调 NK 细胞 NKG2D 表达促进

KD 的恢复。 
 
 
 
 
 
 
PU-2184 

VitD 抑制 Ca-CaN 通路调节系统性红斑狼疮 Tfh 细胞的活化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张么成,余 健 ,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观察维生素 D(VitD)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鼠滤泡辅助性 T(Tfh)信号通路 Ca-CaN-NFAT 的

影响,探讨 VitD 对 Tfh 细胞作用的分子机制。 
方法 磁珠分选 MRL/lpr 鼠 Peyer 小结 Tfh 细胞,分三组培养:Tfh 组;Tfh +VitD(1nmol/L)组;Tfh 
+VitD(10nmol/L)。72 小时收集三组培养上清液,PT-PCR 及 Western blot 分别测三组 IL-21 mRNA
表达及蛋白的表达;Fluo 3-AM 法测定胞内钙离子浓度;Western blot 测定 AT1R､ CaN､ p-CaN､
NFAT 蛋白的表达。 
结果 1.与 Tfh 组相比,Tfh+VitD(1nmol/L)组 IL-21 mRNA 和蛋白的表达升高;Tfh 细胞内钙浓度降

低;AT1R､ CaN､ p-CaN､ NFAT 蛋白的表达降低。Tfh+VitD(10nmol/L)较 Tfh+VitD(1nmol/L)组 IL-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823 
 

21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更低,Tfh 细胞内钙浓度降低更明显;AT1R､ CaN､ p-CaN､ NFAT 蛋白的表

达下降更显著。 
结论 VitD 可剂量相关性抑制 SLE 鼠 Tfh 细胞钙离子内流,下调 AT1R-Ca-CaN-NFAT 信号通路的活

化,降低 Tfh 细胞的活性而对 SLE 起保护作用。 
 
 
PU-2185 

川崎病患儿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的临床观察 
 

邹敏书, 徐洪涛, 尹太勇,李 琳,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观察川崎病(KD)患儿血清 25-(OH)D 的营养状况,并评估其水平与冠脉损害之间的关系。 
方法 在 75 例 KD 患儿中(男 55 例,女 20 例),按心脏彩超冠脉有无扩张分:冠脉扩张组(CAL 组),30 例;
冠脉正常组(NCAL)35 例;另设 30 例年龄相配健康患儿组作为对照组。比较三组之间血清 25-(OH)D
水平。分析血清 25-(OH)D 水平与 CRP､ ESR 的相关性。 
结果 正常组､ NCAL 组､ CAL 组三组血清 25-(OH)D 水平分别为 28.5±11.8 ng/ml､ 15.18±5.97 
ng/ml､ 7.73±1.98 ng/ml。对照组 33.3%血清 25-(OH)D 水平<30 ng/ml,而 KD 患儿 89.3% 血清 25-
(OH)D 水平<30 ng/ml,两者相比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与正常组相比,NCAL 组血清 25-(OH)D 水

平显著降低,CAL 组下降更明显,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与 NCAL 组相比,CAL 组血清 25-
(OH)D 水平显著降低,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血清 25-(OH)D 水平与 CRP､ ESR 相关

(r=0.416､ 0.48,p<0.01)。 
结论 血清 25-(OH)D 水平显著降低可能与川崎病发病机制相关,且可能参与炎症反应及冠脉损害。 
 
 
 
 
 
 
 
 
 
 
 
 
PU-2186 

Impact of VitD on expression of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zou minshu,Song Qiuju ,Li Lin,Xu Hongtao,Yin Taiyong,Li Jing,Zhang Yaocheng,Yu Jian, Nie Guomin 

Wuhan General Hospital of Chinese PLA, Wuhan 430070, China 430070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pact of vitamin D (VitD) on the expression of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Tfh)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KD),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The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from 10 children with KD were 
collected and cultured,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rIL-21 group, and the rlL-
21+VitD group. The percentages of Tfh, immunoglobulin,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 (MMP-9), 
nitric oxide (NO),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were measured 24h and 72h after cult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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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ed PBMC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low-dose VitD group, and the high-dose 
VitD group for detecting the Tfh levels 24h and 72h after cultur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24 and 72h, the levels of Tfh, IgG, MMP-9, NO, 
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s κB (NF-κB),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and IL-6 in group rlL-21 
were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group rlL-21 at 24 and 72h, the levels of Tfh, IgG, NO, NF-κB, 
TNF-α, and IL-6 in group rlL-21+VitD were decreased, the P values were 0.030, 0.004, 0.004, 
0.032, 0.003, 0.017, respectively, at 24h, and the P values were 0.010, 0.005, 0.010, 0.046, 
0.003, 0.021, respectively, at 72h. Tfh in group L- and H-VitD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 
72h (F=11.746), and the inhibition of Tfh was more obvious in group H-VitD. 
Conclusions VitD can antagonize IL-21-induced proliferation of Tfh, and partially inhibit the 
production of vasodilating factor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volved in KD, thus exhibiting certain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KD. 
 
 
PU-2187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in Peyer's Patches induce IgA-
secreting B lymphocyte differentiation into plasmablast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gA nephropathy 

 
zou minshu,Song Qiuju,Li Lin,Xu Hongtao,Yin Taiyong,Li Jing,Zhang Yaocheng ,Yu Jian ,Nie Guomin 

Wuhan General Hospital of Chinese PLA, Wuhan 430070, China 430070 
 

 
Objective IgA nephropathy (IgAN) is the common primary glomerulonephritis with aberrant 
mucosal immunity. T follicular helper (TFH) cells play crucial roles in regulating B cell 
differentiation. Peyer’s patches (PPs) are the main site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gA+ plasmablasts.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obable role of TFH cells in the etiology of IgAN.  
Methods The percentage of TFH cells, B220+IgM+, B220+IgA+, and B220-IgA+ lymphocytes in 
PPs were determined in IgAN model mice. The expressions of IL-21 and TGF-β1 mRNA, IL-21, 
Bcl-6 and Blimp-1 proteins in PPs were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TFH 
cells coculture with spleen cells itself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L-21 and percentage of activation 
marker CD69 on the TFH cells. Native B cells (CD27-IgD+)from children with IgAN were cultured 
with TFH cells-related cytokines. Supernatant was detected the excretion of galactose-deficient 
IgA1 (Gd-IgA1).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the percentage of TFH cells, B220+IgM+, B220+IgA+, B220-IgA+, 
the expressions of IL-21, TGF-β1 mRNA and IL-21, Bcl-6 proteins in PPs, the level of IL-21 and 
percentage of CD69 on the TFH cells were signi?cantly elevated in IgAN mice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Gd-IgA1 in supernatant and serum in children with IgA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t=3.18, P=0.007, t=2.97, P= 0.014 ). 
Conclusions PPs provides the microenvironment to induce the production of IgA-secreting 
plasmablasts. TFH cells may be a key moderator to induce B cell differentiation into IgA-secreting 
plasmablasts and production of Gd-IgA1, which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gAN. 
 
 
PU-2188 

VitD 抑制 SLE 鼠 Tfh 细胞相关因子及自身抗体的生成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张么成,余 健, 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VitD)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鼠滤泡辅助性 T(Tfh)细胞相关因子和自身抗体生

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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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磁珠分选 MRL/lpr 鼠 Peyer 小结 Tfh 细胞及初始 B 细胞(CD27-IgD+),分三组培养:Tfh+初始 B
细胞组;Tfh+初始 B 细胞+VitD(1nmol/L)组;Tfh+初始 B 细胞+VitD(10nmol/L)。72 小时收集三组培养

上清液,PT-PCR 及 Western blolt 分别测三组 IL-21 mRNA 表达及蛋白的表达;ELISA 测转录因子

Bcl-6､ Blimp-1､ XBP-1､ Pax-5 的水平及免疫学指标。 
结果 1.与 Tfh+初始 B 细胞组相比,Tfh+初始 B 细胞+VitD(1nmol/L)组 IL-21 mRNA 表达及蛋白的表

达降低;Bcl-6､ XBP-1､ Pax-5 水平降低,Blimp-1 升高;IgG､ dsDNA､ 抗 Sm､ C3 水平减少;2. Tfh+
初始 B 细胞+VitD(10 nmol/L)组较 Tfh+初始 B 细胞+VitD(1nmol/L)组下调 IL-21 mRNA 及蛋白的表

达,降低转录因子､ 免疫指标更显著。 
结论 VitD 可抑制 SLE 鼠 Tfh 细胞相关因子及自身抗体的形成,对 SLE 可能起保护作用。 
 
 
PU-2189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 4 周幼龄小鼠的急性肾损伤的治疗作用

及分子机制 
 

贾立山
1,2,李晓忠

2,朱赟
2,沈芸妍

2,徐勤英
2 

1.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急性肾损伤(AKI)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出现的一种肾脏疾病,引起肾脏功能突然丧失,致死率高。目

前婴幼儿急性肾损伤的治疗方法不多,干细胞治疗急性肾损伤是研究热点。因此通过小鼠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MSCs)治疗幼龄鼠 AKI 模型小鼠,探索其治疗作用及新的作用机制。 
方法 建立 FA 诱导 AKI 的 4 周小鼠模型,通过注射 MSCs 后,第一天和第二天,检测肾损伤指标(Cr 和
BUN 水平､ 肾/体重比值,HE 染色观察肾小管病变)观察其治疗效应。探讨其疗效新的分子作用机制: 
检测 FA-AKI 经 MSCs 治疗后炎症因子(IL17),肾脏血管生长因子(Ang-1､ Ang-2),肾小管保护因子

(SIRT1),肾小管上皮细胞自噬因子(LC3､ Beclin1)一系列相关因子及自噬体变化。 
结果    
BUN 水平(mM/L)第一天干细胞组 50.45±4.44 比生理盐水组 65.54±2.62 明显降低,第二天

62.41±3.20 比生理盐水组 79.62±2.49 明显降低,均有统计学意义         
Cr 水平(μM/L)第一天干细胞组 76.51±4.39 比生理盐水组 125.43±2.91 明显降低,第二天 105.28± 
2.91 比生理盐水组 148.60±10.29 明显降低,均有统计学意义 
肾体重比值(%)第一天干细胞组 1.12±0.05 比生理盐水组 1.40±0.05 明显降低,第二天 1.14±0.02 比

生理盐水组 1.62± 0.11 明显降低,均有统计学意义 
肾小管腔相对面积比值第一天干细胞组 1.81±0.39 比生理盐水组 3.93± 0.85 明显降低,第二天

2.72±0.50 比生理盐水组 5.74±1.17 明显降低,均有统计学意义 
IL17 (pM/L)第一天干细胞组 30.82±0.74 比生理盐水组 40.72±0.67 明显降低,第二天 50.50±0.78 比

生理盐水组 57.70±0.82 明显降低,均有统计学意义 
蛋白印迹: 
Ang-1/Ang-2 第一天干细胞组 3.56±0.64 比生理盐水组 0.56±0.04 明显升高,第二天 3.08±0.53 比生

理盐水组 0.54±0.02 明显升高,均有统计学意义 
SIRT1 第一天干细胞组 3.39±0.15 比生理盐水组 2.28±0.20 明显升高,第二天 3.21±0.09 比生理盐

水组 1.78±0.36 明显升高,均有统计学意义 
Beclin1 第一天干细胞组 3.50±0.19 比生理盐水组 2.09±0.11 升高,第二天 3.46±0.07 比生理盐水组

1.78±0.16 升高,均有统计学意义 
免疫组织化学: 
Ang-1 阳性细胞数(%)第一天干细胞组 52.38±1.20 比生理盐水组 25.83±1.59 明显升高,第二天

33.28±1.11 比生理盐水组 21.91±0.88 明显升高,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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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2 阳性细胞数(%)第一天干细胞组 31.54±1.57 比生理盐水组 60.10±1.19 明显降低,第二天

42.01±1.08 比生理盐水组 74.86±2.11 明显降低,均有统计学意义 
LC3 阳性细胞数(%)第一天干细胞组 58.50±1.20 比生理盐水组 50.89±1.21 明显升高,第二天

35.78±1.11 比生理盐水组 26.12±0.99 明显升高,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经 MSCs 治疗后,肾功能和病理损伤减轻,可能是通过维持血管内皮细胞稳定,增强肾小管保护

因子的表达,抑制炎症因子释放以及激活自噬等行使保护作用,为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临床 AKI 提供新

的理论基础。 
 
 
PU-2190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孙钰,姜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我院曾经诊治的 SLE 合并 AITD 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 诊疗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11 岁女孩,以面部皮疹､ 甲状腺肿大为首发症状,经自身免疫性抗体､ 甲状腺功能及肾脏穿刺后

诊断为 SLE 合并 AITD,并在随访过程中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经糖皮质激素､ 免疫抑制剂及抗甲状

腺药物治疗后,尿系列､ 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甲状腺自身抗体转阴。 
结论 SLE 患儿应注意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及自身抗体的筛查,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儿也应注意筛

查 SLE 相关抗体,有助于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 
 
 
PU-2191 

慢性肉芽肿病伴室间隔缺损 1 例 
 

何婷,卢慧玲,张新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本文通过探讨了 1 例慢性肉芽肿病伴室间隔缺损患儿的临床特点,强调慢性肉芽肿病早识别､

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患儿病史资料,描述 CGD 伴 VSD 患儿临床特征､ 相应辅助检查及诊治经过。 
结果 患儿出生 1 天因脓疱疮就诊于儿童医院。 
半月时出现腹泻,便血,行电子结肠镜检查示:糜烂性结肠炎。 
患儿 2 月半到 3 月半间因发热､ 咳嗽､ 喘息,3 次就诊我院。听诊呼吸音粗,未及啰音,胸骨左缘第 3
､ 4 肋间可闻及 3/6-4/6 级全收缩期杂音,P2 增强,伴震颤。血象及 CRP 升高。心脏彩超示:室间隔

缺损(膜周部型)､ 心房水平左向右分流､ 肺动脉压力轻度增高。胸片示:双肺模糊斑片影。抗感染对

症好转出院。 
患儿 5 月 20 天时于协和医院行 VSD 修补术和卵圆孔封闭术,术后彩超示:未见残余分流。 
患儿 6 月 25 天咳嗽咳痰 2 周间断发热。胸片示:右下肺考虑感染病变。痰培找到革兰阳性球菌和革

兰阴性杆菌,先后予阿奇霉素､ 伏立康唑等抗感染及平喘止咳对症治疗,好转出院。 
患儿于 10 月患肛周脓肿,1 岁患骨髓炎,具体诊治不详(家长口述)。 
    患儿 1 岁 4 个月因左膝肿胀､ 活动障碍,发热入院。胸片示肺部斑片影,提示肺部感染。心电图:窦
速。WBC:17.13*109/L↑,中性粒细胞:51.7%,淋巴细胞:32.9%,血红蛋白:77g/L↓,CRP:72.0 ng/ml↑,
降钙素原:0.56mg/ml↑,白蛋白:30.0g/L↓,球蛋白:48.2g/L↑,IgG:26.2g/L↑,总 T:37.48%↓,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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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26%↑,辅助 T:19.33%↓,细胞毒性 T:15.24%↓,NK:23.47%。血培阴性。患儿未接种卡介

苗。未有类似家族史。一般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患儿反复多次化脓性感染考虑诊断慢性肉芽肿,
予万古霉素抗感染,伏立康唑预防真菌感染。查中性粒细胞功能示:患儿活化淋巴细胞 PBS 刺激

10.2%,PMA 刺激 38.3%,刺激指数 2.5。取患儿､ 父亲､ 母亲血做 DNA 测序,患儿为 CYBB 基因第

5 号外显子存在 388T>C p.Arg130Term 突变,患儿父亲该位点未见异常,母亲该位点为杂合突变。临

床确诊为慢性肉芽肿病。好转后出院,口服伏立康唑､ 阿奇霉素､ 皮下 γ 干扰素(一周三次)预防感

染。 
    患儿 1 岁 5 个月发热 4d 住院就诊,住院期间出现肛周脓肿,先后予 SMZ､ 头孢哌酮､ 万古霉素抗

感染治疗治疗效果不佳。随访患儿后因严重感染治疗无效死亡。 
结论 室间隔缺损早期手术有助于帮助患儿降低先心肺炎发生率。CGD 是一种少见的 X 连锁或常隐

遗传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多幼年起病。本例患儿自出生后,一直反复多部位感染,对多种抗生素耐

药。早期诊断并预防感染可能改善多抗生素耐药,并且有机会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改善预后。合

并其它严重疾病时,往往会忽略 CGD 的筛查和诊断。重视 CGD 早期发病临床特点普及呼吸爆发试

验､ 基因检测对于早期诊断 CGD 尤为重要。 
 
 
PU-2192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与其他亚型实验室指标的比较 
 

郭医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通过比较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sJIA)与其他亚型 JIA 患儿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差异,探讨有助

于 sJIA 早期诊断的实验室指标。 
方法 对 2010 年至 2016 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 65 例 JIA 患儿的临床及实验室指标进

行回顾性分析,65 例中 sJIA 41 例,其他亚型 JIA24 例。将 65 例 JIA 患儿分为二组:sJIA 组,其他亚型

组。对所有患儿均在疾病活动期抽取静脉血,化验血常规､ 红细胞沉降率(ESR)､ C-反应蛋白(CRP)
､ 铁蛋白(SF)､ 补体 C3､ C4､ 免疫球蛋白等指标。 
结果 sJIA 患儿白细胞计数绝对值､ 粒细胞计数绝对值､ 单核细胞计数绝对值､ CRP､ ESR､ SF､
补体 C3 的水平均高于其他亚型 JI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淋巴细胞计数绝对值､ 补体 C4､ 免疫球

蛋白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 
结论 sJIA 患儿的某些实验室指标与其他亚型 JIA 患儿相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监测血常规､ CRP
､ ESR､ SF 有助于 sJIA 的早期诊断。 
 
PU-2193 

激活 PI3K-δ 综合征合并关节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唐红霞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 PIK3CD 基因突变所致激活 PI3K-δ 综合征(APDS)合并关节炎临床特点及诊治过程。 
方法 报道武汉儿童医院确诊一例 APDS 缺陷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及文献复习。 
结果 4 岁 10 月男性患儿,因肝脾淋巴结肿大,咳嗽伴发热就诊,既往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病史,免疫全套

提示 IgG<0.07g/L,IgA <0.26g/L,IgM1.78g/L,TBNK 细胞联合检测提示 CD19+B 细胞及 CD4+T 细胞

数量减少及 CD4+/CD8+比例倒置,考虑原发免疫缺陷病,基因检查示 PIK3CD 基因

c.G3061:p.E1021K 点突变,为杂合突变,诊断 APDS,住院期间患儿出现双膝关节肿胀,左侧明显,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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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给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及口服 NASIDS(萘普生 
10mg/kg/d,分 2 次/日)后关节肿痛明显缓解,能独立行走。 
结论 APDS 临床除了主要表现反复呼吸道感染,肝脾淋巴结肿大,对 EB 病毒及巨细胞病毒高度易感

外,部分患儿可能会出现关节炎,并且予 IVIG 及口服 NASIDS 药物明显有效,从该病例希望能提高临

床医师对该疾病及临床特点的认识,尤其是临床不多见的合并症。 
 
 
PU-2194 

不同年龄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 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分析 
 

刘愉,姜洪波,黄艳智,邓琳菲,胡亮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肺炎支原体(MP)是儿童常见呼吸道感染､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病原之一,MP 感染时伴

有免疫系统功能紊乱,但是由于儿童免疫功能发育不平衡,成长过程中各个年龄段免疫指标有所差异,
多个年龄段的免疫指标难以统一标准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总结了 2016 年秋冬季节不同年龄北方民族

MP 感染儿童与同时期､ 同年龄健康儿童及非 MP 呼吸道感染儿童 T 淋巴细胞 CD4+､ CD8+､
CD3+细胞绝对计数､ CD4/CD8 数值变化,探讨儿童 MP 感染时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为临床诊治提供

帮助。 
方法 将研究对象分为 3 组:1.MP 感染组:为 2016 年 9-12 月间在我院住院的呼吸道感染病例,通过

MP-DNA 及 MP-IgM 抗体检测,结合临床症状､ 体征､ X 线胸片改变明确临床诊断为肺炎支原体感

染小儿 405 例;2.健康对照组:来自同期(2016 年 9-12 月间)我院健康体检中心健康儿童 191 例,近期

无感染性疾病且无预防接种史;3.非 MP 呼吸道感染组:为同期在我院呼吸科住院的呼吸道感染病例,
通过 MP-DNA 检测及 MP-IgM 抗体检测及临床表现排除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病例 501 例;各组小儿年

龄分布在 6 月-14 岁之间,均分别按照年龄 6-12 月､ 1 岁､ 2 岁､ 3 岁､ 4 岁､ 5 岁､ 6 岁､ 6 岁以上

儿童分为 8 组,对 T 淋巴细胞亚群 CD4+､ CD8+､ CD3+､ CD4/CD8 比值进行比较。 
结果 1. 3 组小儿从 6 月龄开始随着年龄增加,CD4+､ CD8+､ CD3+绝对计数､ CD4/CD8 比值均数

均显示逐渐下降趋势。2. 与同龄健康小儿相比:MP 感染小儿 1､ 2､ 3､ 4､ 5､ 6 岁及 6 岁以上组儿

童 CD4+､ CD8+细胞绝对计数均降低,CD3+绝对计数 1､ 2､ 4､ 5､ 6 岁及 6 岁以上组儿童均降低,
均有统计学差异;MP 组与健康对照组小儿相比各个年龄段 CD4/CD8 比值均无统计学差异。3. 与同

龄非 MP 呼吸道感染小儿相比:所有年龄组作为一个总体样本进行比较时两组 CD4+､ CD8+､
CD3+绝对计数更低,有显著性差异。4. 不同性别之间比较:健康对照组 4 岁组女童 CD4+､ CD8+､
CD3+水平较男童高,P<0.05,有统计学差异,由于样本数量较少,有待扩大样本进一步验证。其余健康

对照组各个年龄组各个免疫指标性别之间均无差异。MP 感染组 6 岁以上组 CD4+女童高于男童,其
余 MP 感染各个年龄组各个 T 淋巴细胞免疫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本组研究中 MP 感染小儿存在免疫功能紊乱,以 CD3+､ CD4+､ CD8+绝对计数降低､ 免疫

能力下降为主要表现。 
 
 
PU-2195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早期识别的临床研究 
 

李小琳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0 

 
 
目的 总结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早期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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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2 年 03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中山市博爱医院确诊为 SLE 的 16 例患儿的入院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研究其常见的首发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特点。 
结果  16 例 SLE 患儿中男:女比例为 5:11,发病年龄 小 5 岁, 大年龄 16 岁,平均年龄 10.81 岁。首

次确诊 SLE 时间 短为 3 天, 长为 9 年,平均时间 4.95 月。临床表现:皮疹 7 例(43.75%)､ 其中蝶

形红斑 3 例(18.75%);血小板减少 6 例(37.50%)､ 面色苍白 4 例(25.0%);发热 5 例(31.25%)､ 关节

炎 1 例(6.25%)､ 口腔溃疡 1 例(6.25%)､ 雷诺氏症 1 例(6.25%) 。合并溶血尿毒综合征 1 例,合并巨

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1 例,半年内肾脏受累率 6 例(37.5%)。实验室检查:抗核抗体阳性 15 例(93.75%)
､ 抗双链 DNA(dsDNA)抗体阳性 12 例(75.0%)､ C3 下降 15 例(93.75%)､ C4 下降 15 例(93.75%)
､ 抗 sm 抗体阳性 12 例(81.25%)､ 血小板减少 6 例(37.50%)､ 蛋白尿 6 例(37.50%)､ 血尿 6 例

(37.50%),狼疮性肾炎病理分级 V 级 4 例(25.0%)。 
结论 不典型儿童 SLE 首发症状多种多样,表现为起病隐匿,病情进展缓慢到急性和快速致命等不同特

点;皮肤损害具有多形性和多变性,典型的盘状损害少见;儿童 SLE 多系统受累重,血小板减少､ 肾脏

受累和溶血性贫血为青少年 SLE 常见的首发症状之一;抗核抗体联合 C3､ C4 检测可能是诊断 SLE
的敏感诊断指标,早期肾活检有助于确诊。 
 
 
PU-2196 

Exploration of immune function in acute phase of Henoch-
Schönleinpurpura, Kawasaki disease and pneumonia 

 
丁艳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ity in children with HSP, KD and pneumonia,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ity in those disorders 
Methods The serum IgG, IgM, IgA and C3, C4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velocity scatter 
turbidimetry. 
Results In the group of HSP, the levels of CD3, CD4, B and NK absolute value as well as the ratio 
CD4/CD8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group, whil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other data 
between the HSP group and the healthy group were indistinctive  
Conclusions There were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ity dysfunctions in the acute stage of HSP. 
Cellular immunity and humoral immunity were all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SP. Cellular 
immunity was lower, which lead to increased producing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increased 
secretion of immunoglobulin, thus mediate systemic small vessel vasculitis. 
 
 
 
PU-2197 

非综合性重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陈均亚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总结 1 例非综合性重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SCN)的临床特征､ 基因诊断及治疗方法,提
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分析此例非综合性重型先天性粒细胞减少症患儿的临床表现,外周血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

( ANC) 变化,及多项实验室检查结果,对 ELANE 基因进行直接测序,分析突变位点,探讨其治疗方

法。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830 
 

结果 发现该患儿存在相关致病基因突变,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等治疗后可提升患儿中性粒

细胞水平。 
结论 非综合性重型先天性粒细胞减少症是一种与多基因突变有关的遗传异质性综合征,基因检测有

助于诊断和治疗,不同致病基因的临床特征仍待进一步探索中。 
 
 
PU-2198 

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4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杜彦强,张乾忠,姜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总结难治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So-JIA)患儿的临床特征,探讨生物制剂治疗本病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 2010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收治的 4 例难治性

So-JIA 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4 例患儿均有发热伴皮疹,3 例发热同时伴有关节痛,1 例先出现关节痛,后有发热。1 例浅表淋

巴结肿大,1 例深部淋巴结肿大,2 例无淋巴结肿大,4 例均无肝脾肿大及浆膜炎。4 例白细胞(WBC)､
C-反应蛋白(CRP)､ 红细胞沉降率(ESR)､ 血清铁蛋白(SF)明显增高,血红蛋白(Hb)､ 血清白蛋白

(ALB)轻中度降低,3 例血小板(PLT)明显升高。4 例血培养均阴性,骨穿均为感染骨髓象,2 例关节

MRI 示关节积液,2 例正常。4 例均对非甾体抗炎药(NSAIDs)､ 糖皮质激素(GC)､ 改变病情抗风湿

药(DMRADs)治疗效果不佳,病程迁延。2 例给予益赛普和托珠单抗后达临床缓解标准,1 例给予托珠

单抗后达临床缓解标准,1 例给予益赛普后达临床缓解标准,4 均无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难治性 So-JIA 对传统 NSAIDs､ GC､ DMRADs 治疗反应较差,生物制剂能使难治性 So-JIA 患

儿迅速达到临床缓解标准。托珠单抗对难治性 So-JIA 疗效肯定且安全性良好,益赛普可使以关节症

状为主的难治性 So-JIA 达临床缓解标准。 
 
 
 
 
 
 
 
 
 
 
 
 
PU-2199 

以 CAEBV 起病的 JAK3 基因突变 
致免疫缺陷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钟林庆,王薇,马明圣,苟丽娟,唐晓艳,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报道 1 例以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起病的 JAK3 基因突变致免疫缺陷的患儿临床资料,并通

过文献复习总结分析 JAK3 基因突变致免疫缺陷的临床特征､ 基因型及治疗方法,为临床诊治提供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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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总结患儿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其亲生父母全血,提取 DNA,对 DNA 标本进行 PCR 扩增后

纯化,行二代基因测序发现 JAK3 基因突变,再用 Sanger 测序方法进行验证;收集国内外报道的 JAK3
基因突变致免疫缺陷的文献资料,对其临床资料､ 基因突变､ 诊疗方法以及治疗效果等进行分析总

结。 
结果 本例患儿不具有典型的免疫缺陷特征:以 CAEBV 起病,且起病年龄较晚,症状较轻,生长发育无

明显迟缓,免疫分型为 T-B+NK+;基因分析显示 JAK3 复合杂合突变:p.H27Q 及 p.R222H 分别来自

父母,以上两个基因突变均未被报道;予以更昔洛韦抗病毒治疗有效,但是不能控制其频繁活动,且加用

环孢素 4 月后仍不能使病毒拷贝数降至正常水平。自发现 JAK3 基因缺陷后予以干扰素治疗,未再活

动,随访至今。通过文献复习发现,目前国内外共有 59 例 JAK3 基因突变致免疫缺陷被报道:临床表

型从基本正常到典型的免疫缺陷均有报道,基因型大多是复合杂合突变或纯合突变,但杂合突变甚至

是无突变(但是 JAK3 蛋白减少)均有报道;治疗上有 32 名 JAK3 缺陷患者接受了骨髓移植,其中 26 例

存活,5 例死亡,1 例结局不详,其余患者大多采用丙种球蛋白输注或抗生素预防感染。 
结论  
本文报道一例以 CAEBV 起病的非典型 JAK3 基因突变致免疫缺陷,其基因型首次被报道,该患儿予

以干扰素能控制其病情活动。文献复习发现 59 例 JAK3 基因突变致免疫缺陷被报道,其临床表型､

基因型多样,治疗以骨髓移植､ 丙种球蛋白输注及抗生素预防感染为主。 
 
 
PU-2200 

儿童哮喘 AIT 控制治疗过程气道高反应性的观察研究 
 

李孟荣,郑圣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观察哮喘患儿在 AIT 联合临床控制治疗过程中 AHR 的变化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35 名轻至中度非急性发作期持续性哮喘患儿,符合标准化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

疗(AIT)适应症完成 AIT 治疗。AIT 随访前､ 结束后查过敏指标(总 IgE､ 特异性 IgE､ 血嗜酸粒细胞

计数､ 皮肤点刺试验),肺功能(FVC､ FEV1､ PEF､ MEF75%､ MEF50%)､ 气道反应性(PC20 
FEV1)。记录哮喘控制药物､ 中断治疗､ 急性发作次数以及呼吸道感染次数。 
结果 1.治疗前 PC 20 阳性､ 阴性各占 71.4%､ 28.6%。治疗后 PC20 阳性､ 阴性各占 34.3%､
65.7%。PC20 定性､ PC20 定量发现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前后粉尘螨､ 屋尘螨皮肤点刺试

验均有好转(P<0.05)。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由 0.554±0.351 ×109/L 下降为 0.357±0.156 ×109/L ,差
别有显著性(P<0.05)。总 IgE 平均值 789.21±685.12 kU/l 治疗后略有上升 966.84±637.41 kU/l 
(P<0.05)。粉尘螨､ 屋尘螨特异性 IgE 则无明显差异。肺功能指标 FVC､ FEV1､ PEF､ MEF75%
､ MEF50%治疗前后都在预计值正常范围。35 位患儿中共有 26 位在随访结束前完全停止控制药占

74.3%。整个随访过程中哮喘急性发作次数为 39 次,人均呼吸道感染次数 3.00±2.97 次。2.按 
PC20 阳性､ 阴性分组后,PC20 阳性组急性发作次数较 PC20 阴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急性发作次数与 PC20 仍阳性呈正相关(OR 3.938, 95% CI 
1.300-11.929,P 值 0.015)。比较两组间 ICS 与孟鲁司特停药次数､ 停药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C20 阳性组､ 阴性组治疗后粉尘螨､ 屋尘螨皮肤点刺试验级别均得到改善(P<0.05)。PC20 阴性

组治疗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下降有显著性(P<0.01)。 
结论 1.控制状态哮喘患儿 AHR 阳性率仍可达 71.4%, 经 3 年 AIT 联合治疗 AHR 阳性率降低为

34.3%有显著性。2. AIT 治疗后过敏原皮试显著改善,特异性 IgE 没有改善。3. AHR 阴性组治疗后

血嗜酸粒细胞显著改善。4. AHR 阳性与哮喘急性发作次数明显相关。 
 
 
PU-2201 

儿童家族性地中海热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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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宁,李建国,周志轩,朱佳,赖建铭,李胜男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家族性地中海热病例的临床特点及诊疗经过。 
方法 对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015 年至 2016 年收治的 2 例儿童起病家族性地中海热患儿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总结临床特点并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 1,女,11 岁,主因“反复发热､ 腹痛 2 年余”入院。发热为周期性,每次发热持续 1-3 天,间隔

1 周到 1 月不等,伴有反复发作的腹痛､ 腹膜炎,症状可自行缓解,发作间期无任何不适,每次发作伴有

白细胞及 CRP 升高, 症状缓解后迅速降至正常,多次手术及内镜检查均未见严重器质性病变,曾诊断

为克罗恩氏病,先后予甲泼尼龙､ 沙利度胺､ 柳氮磺吡啶治疗,患儿发热､ 腹痛消失,在激素逐渐减量

过程中(12mg/d)症状再次反复,完善基因检测发现 MEFV 基因 E148Q(c.441G>C)杂合突变,结合临

床表现,诊断 FMF,加用秋水仙碱治疗(剂量 0.5mg 口服 1 次/日),症状有所有缓解,因患儿腹泻明显不

能耐受中止应用,改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患儿腹痛､ 发热症状消失,应用英夫利昔单抗至 8 周 1 次时

症状再次反复,后再次应用较低起始剂量秋水仙碱,逐渐加量,患儿病情平稳。患儿 2,男,11 岁,主诉“间
断发热 5 年”,发作频率逐渐增加,有与发热相关的皮疹､ 关节疼痛,影像学提示关节腔积液,临床特点

符合家族性地中海热诊断标准,本患儿无法耐受秋水仙碱副作用而终止应用,后应用 IL-6 抑制剂病情

控制平稳。本研究中 2 例患儿共发现 4 种突变:E148Q,P369S,R408Q,D424E,其中 E148Q､ P369S
､ R408Q 均为文献报道过的已知突变,且为日本人患者中 常见的突变。患儿 1 完善基因检测发现

MEFV 基因 E148Q(c.441G>C)杂合改变,来源于父亲;患儿 2 共发现 3 种基因突变:E148Q 杂

合,P369S 纯合,R408Q 杂合。 
结论 对于临床上出现的不明原因周期性发热,伴有腹痛､ 浆膜炎､ 中性粒细胞及 CRP 升高的患者均

应高度怀疑本病可能,对于 MEFV 基因检测均正常,而临床表现典型者,也可考虑进行诊断性秋水仙碱

治疗;明确诊断的患儿,应及早开始治疗,以 大程度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对于秋水仙碱副作用过于

敏感的患儿,可减少剂量或分次服用以增加耐受性,同时对症治疗,规律足量服用秋水仙碱 6 个月仍未

改善症状者考虑为秋水仙碱不敏感或抵抗,可换用生物制剂治疗。 
 
 
PU-2202 

31 例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经验 
 

文旻,刘丹如,孙金峤,王文婕,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0 

 
 
目的 分析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患者的临床表现､ 感染特点､ 免疫表型､ 基因型及预后等,总结 SCID
的主要诊断手段及规范化的治疗经验,为 SCID 的早期诊断提供线索依据,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通过回顾性收集 2014.4.1 至 2016.7.31 在我院免疫科住院且被确诊为 SCID 的 31 例患者的临

床资料,分析总结 SCID 患儿的临床表现､ 感染特点､ 基因型及预后和结局等,同时总结本中心对

SCID 患者的诊断方法及治疗经验。 
结果 本组 31 例患者包括 23 例经典型 SCID 患者及 8 例泄漏型 SCID 患者,男女比例为 24:7,9 例

(29.0%)患者有明确的阳性家族史。22 例(95.7%)经典型 SCID 患者以反复感染起病,6 例(75.0%)泄
漏型 SCID 患者以反复皮疹或腋窝淋巴结肿大起病,平均诊断延搁为 3.16±3.41 月。所有患者均有细

菌､ 真菌､ 病毒等不同程度的感染,但病原学阳性率低,感染较重且感染灶不易清除。除外 4 例未接

种卡介苗的患者,14 例(51.9%)患儿发生了卡介苗有害效应。31 例患者中,19 例(61.3%)患者发现了

相关基因突变,包括 11 个新发突变位点, 常见的致病基因类型为 IL2RG 突变(16.1%)。通过有效的

治疗,包括:抗感染治疗,预防治疗及免疫支持治疗等,17 例患者自动出院,6 例患者情况稳定后出院。

截至 2017.2.9,31 例患者中,4 例已完成移植并移植成功,1 例好转出院,24 例死亡,余 2 例失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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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CID 发病机制复杂多样,临床表型也多种多样,除外婴儿期反复重度感染,对发病年龄偏大,以相

对特异性表现首诊的患者,临床工作者也应提高警惕。随着二代基因测序的发展､ 以及特殊蛋白流

式检测技术的进步,SCID 患者的确诊率得到提高,通过及时有效的治疗,SCID 患者的预后可得到显著

改善。 
 
 
PU-2203 

Expression of HMGB1 and its related moleculars in 
children with henoch-schoenlein purpura 

 
Wang Fengying,Li Xiaozho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0 
 

 
Objective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HSP) is a common multisystemic vasculitis in children,and 
renal involvement is one of the severe complicates.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ox1(HMGB1) is a 
new kind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 and involved in development of many autoimmune 
diseases.The objective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HMGB1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SP.  
Methods Fifty-six children with HSP as the HSP group and 32 normal children as the control 
group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The data of clinic features and routine laboratory tests were 
collected.Real 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as used to detect the 
mRNA of HMGB1,Toll-like receptor 2(TLR2),TLR4,Receptor of 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RAGE) and nuclear factor-κB(NF-κB)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lucear cells.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serum HMGB1,IL-6, IL-8 and TNF-α. 
Results he mRNA levels of HMGB1,TLR2 ,TLR4 and NF-κB were up-regulated in the HSP group 
/ patients with kidney injur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ose patients without kidney injury 
(P<0.05).The serum levels of HMGB1,IL-6,IL-8 and TNF-α in the HSP group/patients with kidney 
injur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ose patients without kidney injury(P < 
0.05).There was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HMGB1 and TLR2,TLR4,NF-κB,IL-6,IL-8,TNF-α in 
children with HSP(P < 0.05),and there was correlation between NF-κB and TLR2,TLR4(P < 0.05). 
Conclusions HMGB1 is involved in the vascular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kidney damage in 
children with HSP,presumably by binding toTLR2 and TLR4,activating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nd leading to increased synthesis and release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such as IL-6, IL-8 
and TNF-α. 
 
 
 
 
 
 
 
PU-2204 

过敏性紫癜儿童食物特异性 IgA 抗体的临床研究 
 

王凤英,冯雅君,陈如月,朱赟,徐勤英,李晓忠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过敏性紫癜(HSP)为一种小血管壁 IgA 沉积为主的免疫复合物性血管炎。目前未见 HSP 食物

特异性 IgA 抗体的相关文献报道。本研究旨在通过检测食物特异性 IgA 抗体,以更精准地探讨食物

过敏与儿童 HSP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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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外科包茎､ 腹股沟斜疝且否认过敏史及无免疫相关性疾病的择期手术

患儿为对照组。选用儿童过敏发生率 高的食物牛奶､ 鸡蛋中 易过敏的 β 乳球蛋白和卵清蛋白为

靶抗原包板,封闭后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 IgA 型抗体。以出生 3 天内的新生儿血

清作为阴性质控血清,以人 IgA 作为校准品,设置浓度梯度,进行曲线拟合绘制标准曲线得出标准方程,
计算各检测血清标本中特异性 IgA 抗体的相对定量,单位为 AU(arbitrary unit)。同时收集 HSP 患儿

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测资料。 
结果 HSP 患儿 133 例,外科对照儿童 109 例,血清 β 乳球蛋白 IgA 抗体水平分别为

(M=26.45,Q=20.90)AU､ (M=16.75,Q=14.76)AU,Mann-Whitney U 非参数检验两组间差异比较有统

计学意义(U=3914,P< 0.0001);血清卵清蛋白 IgA 抗体水平分别为(M=32.64,Q=27.69)AU､
(24.96±13.90)AU,非参数检验两组间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U=4065,P< 0.0001)。HSP 患儿 β 乳

球蛋白 IgA 抗体和卵清蛋白 IgA 抗体存在高度相关性(r=0.877,P< 0.0001)。HSP 患儿血清总 IgA 测

定有有 91 例增高,增高率占 68.42%,余 42 例在正常范围;β 乳球蛋白 IgA 抗体和患儿血清总 IgA 存

在低度相关性(r=0.485,P< 0.0001);卵清蛋白 IgA 抗体和患儿血清总 IgA 存在显著相关性

(r=0.523,P< 0.0001)。133 例 HSP 患儿有 116 例查 D 二聚体(DD),90 例增高,升高率 77.59%,β 乳

球蛋白 IgA 抗体､ 卵清蛋白 IgA 抗体及血清总 IgA 水平分别与 DD 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均未发现存

在相关性(P 均﹥0.05)。133 例 HSP 患儿有 17 例仅有皮肤症状(称为单纯型),有 116 例合并关节和/
或消化道症状和/或肾脏受累(称为混合型),β 乳球蛋白 IgA 抗体､ 卵清蛋白 IgA 抗体水平在单纯型患

儿和混合型患儿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HSP 患儿血清中牛奶 β 乳球蛋白 IgA 抗体和鸡蛋卵清蛋白 IgA 抗体均明显增高,其两者高度相

关,提示 HSP 患儿对这两种蛋白存在共过敏现象。两种蛋白 IgA 抗体均与血清总 IgA 存在相关性,以
鸡蛋卵清蛋白 IgA 抗体与血清总 IgA 有更强的相关性,故鸡蛋卵清蛋白与 HSP 的相关性大于牛奶 β
乳球蛋白,鸡蛋过敏较牛奶过敏更可能是 HSP 发生的诱因之一。 
 
 
PU-2205 

Combined Mutations of CYBB and NCF1 Genes in a Boy 
with 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Zhao Yongli1,Liu Zhengjuan1,Sun Yuchan2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Dalian Medcial University 
2.Dalian children's hospital 

 
 
Background 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CGD) is a rare inherited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of phagocytic leukocytes characterized by recurrent life-threatening bacterial, 
fungal, and yeast infections, it has an annual incidence of 1 in 250,000. The disorder results from 
a defect in the generation of microbicidal oxygen metabolites. It is caused by mutations in 4 
genes, 1 X-linked and 3 autosomal recessive in inheritance. Approximately 65% of patients with 
CGD are males who inherit their disorder as a result of mutations in CYBB gene, which is an X-
chromosome gene. Approximately 35% of patients inherit CGD in an autosomal recessive fashion 
resulting from mutations in the NCF1 gene on chromosome 7. Defects in the NCF2 gene on 
chromosome 1 and the CYBA gene on chromosome 16 are inherited in an autosomal recessive 
manner and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5% of cases of CGD. The Common presentations of CGD 
include the following: Skin infections, Pneumonia, Lung abscesses, Suppurative lymphadenitis, 
Diarrhea, Perianal or perirectal abscesses, Hepatic or splenic abscesses. At present, 
antimicrobial prophylaxis, early and aggressive treatment of infections and interferon-gamma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current therapy for CG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can 
cure 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However, this approach is fraught with clinically significant 
morbidity and a finite risk of death. In this case report, we present a pediatric CGD caused by 
combined mutations of CYBB and NCF1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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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History A boy was repeatedly hospitalized five times from 1.5 years old to 3 years old 
because of recurrent infections, including submaxillary lymphadenitis, skin infection, pneumonia, 
pleuritis, pleural effusion, sepsis and pharyngitis. His common chief complaints for every time 
hospitalizations include facial and submaxillary subcutaneous lump (1st and 2nd), fever (all) and 
cough (3rd and 4th). The general physical findings during every time hospitalizations are no 
special. His development parameters are in line with his age. His personal and family histories 
are free. The timeline of the five times hospitalization is shown in the schematic diagram 1 
Laboratory Studies During the five times hospit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his body 
temperature at admission with the WBC count before treatment is shown in the Figure1, which 
suggest that a high body temperature i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a high WBC count.  The change 
of his hemoglobin (HGB) during the five times hospitalization is shown in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of his body temperature with C-reactive protein (CRP) during the 3rd and 4th 
hospitalization are shown in the Figure3 and Figure4. The relationship of his body temperature 
with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and Procalcitonin (PCT) during the 4th hospitalization 
is shown in the Figure5 and Figure6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five times hospitalization, the fluid from submaxillary abscess was cultured two times 
(1st and 2nd), the positive result was only found in the fluid from the 1st hospitalization, which 
revealed that the abscess was caused by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infection. The blood culture 
was done three times (3rd, 4th and 5th), however, all the results were negative. ASO was normal 
during the 3rd and 5th hospitalization. The level of serum (1-3)-Beta-D-Glucan (marker of fungal 
infection) was increased (303.3pg/ml) during the the 3rd hospitalization, however, it was in the 
normal level during the 4th hospitalizatio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IgM was positive 
during the 3rd hospitalization, however, it was negative during 5th hospitalization. Other common 
viruses IgM (such as adenovirus, Coxsackie virus, cytomegalovirus, Echovirus, herpes simplex 
virus and EB virus) all were negative during the 3rd and 5th hospitalization.  The mycoplasma 
IgM was negative during the 3rd, 4th and 5th hospitalization. 
His humoral immunity and cellular immunity were measured during his 2nd hospitalizat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his humoral and cellular immunity function were in the normal level. 
Imaging Studies The pulmonary CT during the 3rd and 4th hospitalization showed large 
consolidation shadow in the right middle lobe. The pleural effusion was found during the 4th 
hospitalization using ultrasound. The chest X-tay during the 5th hospitalization just showed 
increased lung markings. 
Abdomen ultrasound (3rd) and CT scan (4th) revealed that his liver was normal. 
Histologic Findings The sample from abscess incision shows more necrotic tissue, degenerated 
cell, neutrophil and fewer leukomonocyte. 
Diagnosis the results of genetic analysis  shows:1. The mutation type of CYBB gene is single-
base substitution mutation, the mutation point is in the c.176 G>T, which lead to amino acid 
substitute at 59th locus, cysteine>phenylalanine. 
2. The NCF1 gene has two mutation points, the first one is intron 1178bp ins (insertion mutation), 
the second one is the m.143-1280 del (deletion mutation). 
Treatment During the five times hospitalization, the chief therapy included abscess incision 
drainage (1st and 2nd), antibiotics (all) and fluconazole (3rd and 4th). After his 5th hospitalization, 
he was recommended HSCT transplant therapy for cure of CGD, unfortunately, it is failure. 
Discussion At present, the molecular basis of CGD is very clear. In brief, mutation in five 
members (CYBB/gp91phox, NCF1/p47phox, CYBA/p22phox, NCF2/p67phox and NCF4/p40phox) 
of the NADPH oxidase complex account for all known cases of CGD. The majority of known 
mutation point in these genes result in complete or nearly complete absence of the NADPH 
oxidase activity, therefor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CGD correlates with the genetic mutation 
cause of it. In general, X-linked CGD tends to have an earlier onset and be more severe than 
p47phox deficiency. For X-linked CGD, all missense mutations beyond amino acid 310 in 
gp91phox lead to a complete loss of function, while the mutations up to amino acid 309 may have 
residual function with better survival than those with absent function. in our case, The combined 
CYBB and NCF1 gene mutations might result in complete loss of the NADPH oxidase activity and 
lead to more severe manifestations and poo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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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now, HSCT is the only known cure for CGD. The long-term outcome for survival CGD 
patient is not good even under effective medical interventions, therefore, medical experts 
recommend HSCT transplant for all patients with CGD, Transplantation with matched sibling 
bone marrow or cord blood is likely to be most successful if performed in infancy or early 
childhood, when the risk of death from infection or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is minimal. 
Unfortunately, this treatment is failure in our case. 
 
 
PU-2206 

儿童狼疮肠系膜血管炎 1 例临床特点及文献复习 
 

李建国,周志轩,李胜男,朱佳,王新宁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报道中国大陆首例儿童狼疮肠系膜血管炎(lupus mesenteric vasculitis,LMV)的临床特点及诊

治经过,结合文献复习提高该病认识。 
方法 对首都儿科研究所风湿免疫科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诊治的 1 例 LMV 患儿的临床资料

进行分析,以“lupus enteritis,lupus mesenteric vasculitis,children”和“狼疮肠系膜血管炎,狼疮肠炎,儿
童”为主题词检索 PubMed､ 万方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维普数据库,检索时间从建库

起至 2017 年 1 月,儿童年龄≤18 岁,由于儿童 LMV 病例太少,故对成人 LMV 文献亦进行复习并分析

比较以借鉴经验。 
结果 患儿女,9 岁。以“腹痛､ 呕吐及腹泻 2 月”入院。腹部查体:腹膨隆,全腹压痛,肠鸣音减弱,移动性

浊音(+)。辅助检查:ANA1:320(颗粒型),dsDNA､ sm 抗体(-),抗 SSA､ SSB 及 RO-52(3+),血 C3､
C4 降低,大量蛋白尿。腹部超声广泛肠壁增厚,双侧肾盂肾盏扩张伴全程输尿管扩张。诊断儿童 SLE
､ 狼疮性肾炎,给予甲基泼尼松龙(MP)及 CTX 冲击治疗后 MP 及羟氯喹口服,症状消失。在治疗 2
月(轮状病毒感染)､ 11 月(不洁饮食)､ 1 年 1 月(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 腹泻墨绿色水样粘液及便及

胆汁样呕吐,腹部 CT 见广泛肠壁增厚,增强后见“靶形征”､ “梳子征”,双侧肾盂肾盏扩张伴全程输尿管

扩张及膀胱壁增厚,均诊断 LMV。前 2 次给予大剂量 MP×5d 及 CTX 冲击症状消失,第 3 次 MP 冲击

3d 效果不明显,给予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好转。共检索到 6 条外文文献,0 条中文文献,目前国际上报道

12 例及 12 例次因为 LMV 住院的儿童 LMV,其中有较为详细信息的 8 例及 12 例次 LMV 住院儿童。 
结论 儿童 LMV 罕见,绝大多数为学龄女童,可以在 SLE 确诊之前或者治疗以后出现,容易误诊､ 漏诊;
该病典型临床表现为腹痛､ 胆汁样呕吐､ 腹泻等消化道症状,故学龄女童出现不明原因上述症状要

考虑 LMV 可能,尽早行腹部增强 CT 协诊;该病易合并泌尿道受累,积极治疗可以恢复,需要谨慎手术;
抗 SSA､ SSB 抗体可能具有预测发生该病的可能性;该病早期诊断积极 MP 冲击治疗至关重要,效果

欠佳需要延长冲击时间,或者加用利妥昔单抗,而延误治疗可导致肠坏死､ 肠切除;该病极易复发,感染

可能是其中一个诱因,目前尚无预防复发的经验,药物减量要缓慢;该病罕见,但儿童 SLE 腹痛､ 呕吐

及腹泻并不罕见,提示对该病可能因认识不足而低估,拟诊者需行腹部增强 CT 确诊。 
 
 
 
 
PU-2207 

槐杞黄颗粒治疗 EB 病毒感染患儿的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的研究 
 

牛萍,姚宝珍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槐杞黄颗粒治疗 EB 病毒感染患儿的临床疗效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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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8 月-2017 年 5 月在我院儿科住院及门诊确诊为 EB 感染并有临床症状的患儿,共
32 例,男 18 例,女 14 例。年龄 1.6-9 岁,平均 4.7 岁。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6 例,对
照组患儿予抗病毒,护肝及对症支持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应用槐杞黄颗粒治疗。观察

两组患儿治疗 2 周-2 个月后的临床疗效及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结果 观察组患儿 2 周后,治疗显效率为 97.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及对照组治疗前患儿血清 CD3+,CD4+及 CD4+/CD8+ 比值分别为(78.12±1.52)%､
(14.88±2.21)%､ (0.3±0.67)以及(79.11±2.73)%､ (18.15±2.43)%､ (0.27±0.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 1 个月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血清 CD3+,CD4+及 CD4+/CD8+ 比值分别为(65.22±2.56)%､
(32.13±3.14)%､ (1.0±0.16)以及(61.51±1.32)%､ (21.26±3.12)%､ (0.7±0.12),较各组治疗前明显升

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槐杞黄颗粒治疗 EB 病毒感染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并促进免疫功能恢复。 
 
 
PU-2208 

慢性肉芽肿病 1 家系 CYBB 基因突变分析及产前诊断 
 

彭方,贺湘玲,邹润英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对 1 例慢性肉芽肿病患儿临床诊治经过,致病基因及家系特点进行分析,并对该患儿家庭进行产

前诊断。 
方法 收集患儿临床资料,采集该家系中患者及正常人血样进行直接测序,确定突变位点。患儿母亲再

次妊娠 16 周时,收集羊水脱落细胞,进行产前诊断。 
结果 患儿存在 CYBB 基因 c.1520_1521del 突变,其母亲及患儿妹妹为杂合子,胎儿不存在该位点的

异常。 
结论 CYBB 基因突变是该家系慢性肉芽肿病的致病原因,其突变位点为首次报道的新突变,通过产前

诊断避免此类患儿出生是目前预防该病发生的有效方法。 
 
 
PU-2209 

甘露糖受体调节过敏性炎症反应的新机制  
--通过 miR-511-3p 调节巨噬细胞极化 

 
周玉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研究甘露糖受体(MRC1)能否通过内含子区的 miR-511-3p 调节过敏性炎症。 
方法 从野生小鼠和 MRC1 基因敲除鼠(MRC1 KO)分离肺巨噬细胞,采用流式细胞仪､ 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检测两者对蟑螂过敏原吞噬的区别;采用 MRC1 KO 小鼠研究 MRC1 对于过敏性炎症的体内影

响;采用 real-time PCR 检测 MRC1 对于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采用 miR-511-3p 过表达的 AAV 和

lentivirus 系统,研究 miR-511-3p 对于巨噬细胞极化和过敏性炎症的体内外影响;采用基因芯片检测

miR-511-3p 的靶基因; 后用 Real-time PCR 检测 miR-511-3p 在哮喘和非哮喘病人中的表达情

况。 
结果 与野生型小鼠相比,MRC1 KO 小鼠的肺巨噬细胞吞噬过敏原的能力明显减弱。在蟑螂过敏原

诱导的哮喘模型中,MRC1 小鼠肺组织炎症程度增强,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 Th2 和 Th17 类细胞因子

增加。MRC1 小鼠的巨噬细胞更容易向 M1 方向极化,炎症因子分泌增加。miR-511-3p 和 MRC1 协

同表达。过表达 miR-511-3p,体外可抑制巨噬细胞向 M1 方向极化,体内可抑制过敏性炎症。采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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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芯片共检测到 729 个差异表达的基因,400 个下调,329 个上调。与非哮喘病人相比,哮喘病人血浆

中的 miR-511-3p 表达明显降低。 
结论 甘露糖受体和 miR-511-3p 可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而调节过敏性炎症。 
 
 
PU-2210 

26 例初发幼年皮肌炎肌无力相关护理体会 
 

马历楠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目的:探讨幼年皮肌炎患者不同类型表现的护理。 
方法 方法:对 2011 年 1 月一 2016 年 1 月收入我科的 26 例初发幼年皮肌炎患者全面准确评估,根据

患者累及器官系统的不同,分别给予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及干细胞移植治疗,采取具有时效

性针对性护理。 
结果 结果:25 例患儿病情缓解 1 例患者肺部感染及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累及器官系统的不同,分
别给予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及干细胞移植治疗,采取具有时效性针对性护理。 
结论 结论:对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采取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护理措施,向患儿及家属提供必要的心理

支持,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疏导家长情绪,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及社会负担。 
 
 
PU-2211 

误诊为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1 例-疑难病例讨论   
 

何庭艳,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回顾性讨论 1 例 I 型干扰素病患儿的诊疗经过,提高对自身炎症性疾病的认识。 
方法 系统性分析 1 例 I 型干扰素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影像学特点､ 肾脏病理､ 细胞因子水平检测和

基因测序分析特点等。 
结果 患儿女,11 岁 2 月,因“间断发热 9 年余,关节肿胀 7 年余”入院。以反复发热为主症,后期逐渐出

现双侧腕关节､ 指间关节､ 膝关节肿痛及右手指间关节弯曲变形,病程中多次于当地医院间断中医

治疗,具体不详,发热缓解,关节症状无改善。3 年余前至我院,考虑诊断“SoJIA”,予“布洛芬缓释胶囊､

甲氨蝶呤 5mg/周､ 叶酸､ 强的松 5Mg 每日 1 次”口服,体温正常,右手指间关节变形及双侧膝关节肿

胀无明显改善,无关节疼痛,关节伸面可见少许冻疮样皮疹,于免疫科门诊随诊,期间调整激素剂量。同

时因“身材矮小”于内分泌科门诊行生长激素治疗 2 年,身高无明显增长。家长自行停用强的松､ 甲氨

蝶呤､ 骨化三醇､ 叶酸片等半年余,并给予中药治疗,期间患儿有间断发热,双膝和双肘关节肿胀,双手

指和脚趾间关节屈曲畸形,无明显疼痛,无明显行走障碍。阳性体征:Wt 22.5kg,身高 106cm,身材矮小,
多毛,肘关节背侧和双下肢及肛周可见散在分布的暗红色皮疹,头颅呈舟状。牙列不齐,部分牙齿牙釉

质缺失,双膝关节肿胀,双手指和脚趾间关节屈曲及变形。辅助检查:血常规(发热期):WBC 
7.77*10^9/L､ N 96.4 %､ L 1.9 %､ Hb 123 g/L､ PLT 238*10^9/L､ CRP 139.4mg/L。血常

规:WBC 9.19*10^9/L､ N 89.9 %､ L 3.9 %､ EO 0.4 %､ Hb 130 g/L､ PLT 311*10^9/L,CRP 
6.9mg/L; 血沉 91mm/h;血清淀粉样蛋白(SAA)205.0 mg/L。尿常规:葡萄糖 3+､ 蛋白微量至 1+;尿
β2 微球蛋白 13311ug/L。肾功能:肌酐 96.4umol/L､ 尿素氮 11.1mmol/L､ 胱抑素 C 1.88mg/L。
IgG 7.66 g/L､ 补体 C3 0.73g/L､ 类风湿因子 879IU/ml。肝功能､ 心肌酶､ 血清铁蛋白､ 肿瘤标志

物未见异常。自身抗体､ ANA､ ANCA 均阴性。骨髓涂片示骨髓增生活跃。EB 病毒 DNA､ 肥达试

验､ 血培养､ 尿培养､ 结核免疫分析等均阴性。淋巴细胞免疫分型 CD4/CD8 比例增高。泌尿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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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双肾髓质弥漫性病变。肝､ 胆､ 脾､ 胰腺､ 心脏彩超未见明显异常。盆腔 B 超:子宫､ 卵巢发育

同 7-8 岁儿童。肾脏病理:符合轻度系膜增生样肾小球病变伴部分肾小球硬化及肾小管损伤。膝关节

MRI:双膝关节关节囊滑膜增厚,呈条状长 T2 信号,双侧髌上囊可见少量长 T2 信号影,诸骨形态如常

､ 皮质连续,基本同前。出院诊断:CINCA?SoJIA?其它? 
结论 诊断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时,需与单基因自身炎症性疾病鉴别;自身炎症伴有神经系统损害

时,需警惕 I 型干扰素病。 
 
 
PU-2212 

托珠单抗治疗难治性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25 例 
 

张雅媛,钱小青,樊志丹,郭翼红,马慧慧,俞海国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研究观察托珠单抗治疗难治性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2005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收住院并长期门诊随诊的难治性 SoJIA 患儿 25 例,患儿均应用过

非甾体类抗炎药､ 激素､ 甲氨蝶呤(MTX)或环孢霉素 A､ 益赛普等治疗均不能控制病情,C 反应蛋白

(CRP)､ 血沉(ESR)､ 铁蛋白等炎性指标反复升高,关节肿痛反复发生,对存在活动性 SoJIA (病程≥6
个月,且对非甾体类抗炎药和糖皮质激素应答不佳)的患儿予以生物制剂托珠单抗(TCZ)治疗(体重≥

30kg 者剂量 8mg/kg;体重<30kg 者剂量 12mg/kg;每 4 周 1 次给药)。对其中 22 例患儿治疗前后的

CRP､ ESR､ 白细胞(WBC)､ 中性粒细胞(N)､ 血色素(Hb)､ 血小板(PLT)､ 谷丙转氨酶(ALT)､ 谷

草转氨酶(AST)､ 乳酸脱氢酶(LDH)､ 球蛋白等实验室指标进行数据搜集分析,比较治疗前后发热､

皮疹､ 肝脾肿大､ 关节肿痛等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并长期随访,观察激素用量的改变。 
结果 22 例患儿经 TCZ 治疗后第 24 周与治疗前对比,CRP[(8.7±2.2) mg/L 和(111.6±74.4) 
mg/L,F=5.192,P=0.002]､ ESR[(6.4±6.3) mm/h)和(65.6±24.3) mm/h,F=50.393,P=0.000]､
WBC[(8.4±2.5)×109/L 和(17.6±8.6)×109/L,F=9.321,P=0.000]､ N[(4.9±2.4)%和

(14.4±8.7) %,F=10.541,P=0.000]､ PLT[(269.5±79.2)×109/L 和

(405.4±145.3)×109/L,F=5.704,P=0.000]､ 球蛋白[(19.2±4.1) g/L 和(30.1±3.8) 
g/L,F=22.896,P=0.000]等实验室指标迅速下降,Hb[(118.3±9.0) g/L 和(108.5±9.8) 
g/L,F=4.693,P=0.002]明显升高;发热､ 皮疹､ 肝脾肿大､ 关节肿痛明显好转,激素用量[(1.25±3.8) 
mg/kg·d 和(16.2±12.8) mg/kg·d,F=8.21,P=0.000]明显减少,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ACR Pedi 30/50/70/90 获得改善;25 位患儿中有 3 例患儿出现不良反应,未纳入本

统计组。 
结论 生物制剂 TCZ 治疗难治性 SoJIA 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药物不良反应包括感染､ 过敏反应､

中性粒细胞减少､ 转氨酶水平升高等,但发生率低,临床应用比较安全。但由于病例数还较少,有待进

一步研究。 
 
 
 
 
 
PU-2213 

ZAP70 缺陷导致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 1 例 
 

贺建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 ZAP70 缺陷导致的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婴儿的临床表现并复习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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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经 Sanger 测序明确诊断的 ZAP70 缺陷婴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该患儿,男,7 月龄。表现为间断发热伴左上臂及左腋下皮肤肿胀 2 月,抽取分泌物抗酸染色阳

性,TB-DNA 4.64×107/ml。外周血淋巴细胞 8750/μl,IgG 0.4g/L,CD8 0.1%,其他均正常。Sanger 测
序提示为 ZAP70 基因纯合 c.1711C>T/L571F。患儿离院后不久夭折。 
结论 ZAP70 缺陷婴儿可表现为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临床表型,预后严重,需急诊移植救治。 
 
 
PU-2214 

长春市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孙利伟,黄艳智,赵艳玲,贺岩,马岩,邓琳菲,孟婷玉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小儿病毒性肺炎的 常见病原。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属副黏病毒科肺炎属,
感染后主要表现为毛细支气管炎和肺炎,呼吸道合胞病毒性肺炎占 2 岁以下婴幼儿住院人数的 45%,
婴幼儿可反复发生 RSV 感染,部分哮喘患儿有 RSV 感染病史,全球每年约有 100 万人死于 RSV 感

染。RSV 感染发病机理目前尚不清楚。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性肺炎的发生发展可能与机体免疫病

理反应密切相关。本文旨在探讨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患儿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方法 研究对象:观察组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长春市儿童医院住院的临床经病原学检查确诊为

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患儿 69 例, 对照组为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60 例。研究方法:分别于入院和出院时

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包括 CD3+､ CD3+-CD4+､ CD3+-CD8+､ CD3--CD19+､ CD3--
CD16++/56++)。统计分析。应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观察组一般情况 69 例患儿年龄 小 4 月龄, 大 49 月龄,中位年龄 8.93 月龄,平均年龄为

(7.52±1.49)月龄。男性 43 例女性 26 例,男女之比为 1.65:1。 
2.观察组发病初期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观察组于入院当天采集静脉血进行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数检测,
其中发病三天之内入院的患儿 38 例视为发病初期。结果与对照组比较 CD3+-CD4+细胞百分数明显

升高,有统计学意义;CD3--CD16++/56++细胞百分数亦增高,但无统计学意义。 
3.呼吸道合胞病毒重症肺炎与轻症肺炎比较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对出现通气换气功能障碍,且伴有

其他脏器功能损害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诊断为重症肺炎。重症肺炎组 26 例,普通肺炎组 43 例。

重症肺炎组 CD3+-CD4+百分数和 CD4+/ CD8+比值均明显高有统计学意义;CD3+-CD8+细胞百分数

增高,CD3--CD16++/56++ 降低,但均无统计学意义。 
4.肺炎恢复期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共对 19 例患儿于恢复期进行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恢复期与急性

期比较 CD3+-CD4+百分数明显降低。 
结论 长春市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性肺炎 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机体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可能免

疫病理反应促进病情的发展。 
 
 
 
 
 
PU-2215 

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瘤危险因素分析 
 

刘小惠,邹峥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川崎病(KD)并发冠状动脉病变(CAA)的危险因素,早期识别､ 正规治疗,以降低冠状动脉瘤

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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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于江西省儿童医院住院的 438 例川崎病患儿为观

察对象,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结果,对与冠状动脉病变发生有关的因素进行分

析。 
结果 (1)川崎病好发于冬春夏季节;5 岁以下为主要发病年龄;(2)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率为 21.3%,冠
脉瘤(CAA)的发生率为 1.7%; 冠状动脉病变组男女比例为 2.5:1。(3)单独危险因素分析显示:男孩､

发热持续时间>10 天､ 不完全川崎病､ 血浆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1000ng/L,丙球

耐药型川崎病均为 KD 并发 cAA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1)男孩,发热持续时间>10 天､ 不完全川崎病､ 血浆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
1000ng/L,丙球耐药型川崎病均为 KD 并发 CAA 的高危因素。(2)川崎病及时诊断和 IVIG 规则治疗

是预防冠状动脉瘤发生的重要措施。(3)应早期(10 天内)使用丙球,缩短发热时间, 从而减少冠状动脉

病变的发生。 
 
 
PU-2216 

Analysis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17 
Patients with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 

Complicating Systemic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guo li,Lu Meiping,Zou Lixia,Xu Yiping,Zheng Rongjun,Teng Liping,Zheng Qi 
Children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arly characteristic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eatures recognizing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 (MAS) complicating systemic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SJIA). 
Methods The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eatures, and outcome of 17 cases of SJIA-
MAS patients admitted in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6 were studied by retrospective analysis. 
Results 12% (17 cases) of 141 SJIA patients were complicated by MAS. The median age and 
the median duration of SJIA at onset of MAS were 5.10 years and 22 days, respectively.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 turn were fever (94%), skin rash (88%), lymphadenopathy (59%), 
cerebrospinal fluid abnormalities (55%), hemophagocytosis in the bone marrow (54%), 
hepatomegaly and cardiovascular damage (47%),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amage and 
pulmonary disease (41%), muscle and joint involvement (35%), splenomegaly (29%), peritoneal 
effusion (18%), hemorrhagic manifestations and renal failure (12%), and pancreatitis (6%). 
Compared with Pre-MAS, white blood cell count, platelet count, C-reactive protein,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fibrinogen,  and albumin obviously decreased. However, liver transaminase, 
lactate dehydrogenase, triglyceride, ferritin, cytokines (IL-6, IL-10, and IFN-γ)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imely treatment, 82.4% of MAS patients had favorable outcomes, except that 2 
patient had acroparalysis. At present, there was no death case. 
Conclusions If SJIA patients have persistent fever, sudde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ysfunction 
and hypotension in clinic,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veal that obviously elevated liver enzyme 
and lactic dehydrogenas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L - 10 and IFN-γ on the basis of IL -6, 
sustained serum ferritin in high levels, as well as lower fibrinogen, it can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MAS.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outcome of MAS. 
 
 
PU-2217 

预测托珠单抗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6 月 
内复发的生物标记物研究 

 
滕丽萍,卢美萍,郭莉,邹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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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探讨预测托珠单抗(商品名:雅美罗)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Systemic Onset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sJIA)短期疗效的生物标记物。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入住我院风湿免疫过敏科确诊为活动性 sJIA 并使用托

珠单抗治疗的患儿临床特征､ 托珠单抗治疗前实验室指标包括白介素 2(IL-2)､ IL-4､ IL-6､ 肿瘤坏

死因子(TNF)､ 干扰素(IFN-r)､ 白细胞计数､ 超敏 C 反应蛋白､ 血清铁蛋白,随访 6 月,比较治疗后 6
月内 sJIA 复发组与非复发组患儿上述炎症指标的差异。 
结果 使用托珠单抗治疗的 sJIA 患儿共 26 例,完成 6 月疗程的 13 例,复发组有 3 例,未复发组 10 例,6
月内复发率达 23%。托珠单抗治疗前 2 组患儿 IL-2､ IL-4､ TNF､ IFN-r､ 白细胞计数､ 超敏 C 反

应蛋白､ 血清铁蛋白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复发组患儿 IL-6､ IL-10 水平明

显高于未复发组(P 分别为 0.01,0.034),ROC 曲线提示分界值分别为 117.9pg/ml 和 6.85pg/ml。 
结论 本组 sJIA 患儿托珠单抗治疗 6 月复发率达 23%;治疗前外周血 IL-6､ IL-10 水平越高,托珠单抗

治疗 6 月内复发的可能性越大。 
 
 
PU-2218 

X 连锁慢性肉芽肿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彭宇,邹峥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的诊疗进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CYBB 基因突变致 X 连锁慢性肉芽肿患儿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男,3 月 8 天,临床表现为反复呼吸道感染,腹泻,肛周脓肿,免疫球蛋白及流式细胞 5 项正

常,CYBB 基因检测为 9 号外显子 c.1120C>T 突变,文献检索其他 CYBB 基因突变致 X 连锁慢性肉

芽肿患儿,其临床特点为反复发生严重的细菌和/或真菌感染以及在反复感染的部位形成色素沉着性

肉芽肿,其中肺部病变 常见。 
结论 对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尤其伴有皮肤过度疤痕/肛周脓肿者,若常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检查正常,
应考虑慢性肉芽肿可能,行基因分析可协助早期诊断。 
 
 
 
 
 
 
 
 
 
PU-2219 

IL-6/STAT3､ IL-2/STAT5 信号通路在儿童过敏性紫癜  
Th17/Treg 细胞失衡中的作用 

 
王强,郑佳,曹玫,董巍,张剑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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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IL-6/STAT3(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子 3,STAT3)､ IL-2/STAT5 信号通路在儿童

过敏性紫癜 Th17/Treg 细胞失衡中的作用,为进一步阐明 Th17/Treg 细胞失衡的分子机制之一提供

实验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3 年 3 月-2014 年 4 月我院儿科诊治的初次发病的 HSP 急性期患儿 50 例,以及

同期来我院体检的健康儿童 50 例作为对照组。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中 Th17 细

胞和 Treg 细胞的表达水平,用 SYBR Green I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STAT3mRNA､ STAT5mRNA 的表达水平;用双抗体夹心 ABC-ELISA 技术检测血清 IL-17A､ IL-6
､ TGF-β1､ IL-2 的浓度。 
结果 HSP 组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中 Th17 细胞水平(3.34±0.60%)较对照组(0.90±0.28%)明显增高

(P<0.01),而 Treg 细胞水平(4.21±1.25)较对照组(6.90±1.23)则明显降低(P<0.01);HSP 组

STAT3m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为 1.92±0.61 较对照组 1.28±0.63 明显增高(P<0.01),而
STAT5mRNA 在 HSP 组中的表达水平 1.23±0.64 则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90±0.56(P<0.01);HSP 组

血清 IL-17A(45.09±12.99pg/ml)､ TGF-β1(321.55±81.05pg/ml)､ IL-6(83.75±29.91pg/ml)水平较对

照组 IL-17A(21.80±11.76pg/ml)､ TGF-β1(239.84±66.04pg/ml)､ IL-6(37.30±12.86pg/ml)水平显著

增高,而 HSP 组血清 IL-2(27.61±14.51pg/ml)水平较对照组 IL-2(38.51±12.86pg/ml)水平则明显降低

(P<0.01); 在 HSP 组,Th17 细胞的表达水平与 IL-17A､ IL-6､ STAT3mRNA 的表达水平均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945(P<0.01)､ 0.864(P<0.01)､ 0.912(P<0.01);Treg 细胞的表达水平与 IL-2､
STAT5 mRNA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7(P< 0.01)､ 0.969(P<0.01)。 
结论 HSP 急性期患儿 Th17 细胞水平增高,Treg 细胞水平降低,即存在 Th17/Treg 细胞失衡;HSP 患

儿急性期存在 IL-6/STAT3 信号通路激活,且 Th17 细胞的表达水平与 IL-6､ STAT3mRNA 的表达水

平均呈正相关, Th17 增殖､ 活化与 IL-6/STAT3 信号通路激活有关,而 IL-2/STAT5 信号通路活性下

调,且 Treg 细胞的表达水平与 IL-2､ STAT5 mRNA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Treg 细胞的表达下调与 IL-
2/STAT5 信号通路活性下调有关。 
 
 
PU-2220 

Effects of p300/CBP on the histone acetylation of Foxp3 
gene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Wang Guobing1,Mei Jiehua1,Wang Qin2,Wen Pengqiang1,Tang Gen1,Cui Dong1,Li Chengrong1 

1.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2.Shenzhen Maternity &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300/CBP on histone acetylation of Foxp3 gene and its 
roles in the immunological pathogenesis of Kawasaki disease (KD). 
Methods Forty-six children with KD and twenty-eight age-matched health children were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real-time PCR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Foxp3-associated acetylation levels of histone H4 and binding abilities of p300, CBP, 
pSmad3 and NF-AT with Foxp3 gene in CD4+ T cells. The proportion of CD4+CD25high Foxp3+ 

cells (Treg) and protein levels of Foxp3,CTLA4,p300,CBP,TGF-βRII and pLAT1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evaluate levels of Foxp3, IL-10, TGF-β, 
TGF-βRI, Egr-1, RARα and PLCγ1 mRNA in Treg.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TGF-β and retinol 
acid(RA)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⑴ The proportion of Treg, expression levels of Foxp3 and molecules associated with 
suppressive function of Treg cells(IL-10, TGF-β and CTLA4), acetylation levels of Histone H4 
associating with promoter, conserved non-coding DNA sequence 1(CNS1) and CNS2 of Foxp3 
gene decreased remarkably during acute KD(P<0.05), and restored after IVIG therapy(P<0.05). 
Meanwhile, all the former items in K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KD-CAL+) were lower 
than those without coronary artery lesions(KD-CAL-)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histone 
H4 acetylation associating with CNS3 were found among the groups (P>0.05). ⑵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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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of p300 and CBP in Treg cells, and their binding abilities with Foxp3 gene were down-
regulated significantly during acute KD(P<0.05), and restored to some extent after IVIG 
treatment(P<0.05).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expression levels of p300､ CBP and Foxp3 
mRNA were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acute KD(r=0.65､ 0.42, P<0.05). Furthermore, Expressions 
of p300 and CBP and their binding abilities with Foxp3 gene in KD-C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KD-CAL- group (P<0.05). ⑶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TGF-β and RA, and expressions of TGF-βRI/II/Egr-1, RARα and pLAT1/PLCγ1 were down-
regulated during acute phase of KD(P<0.05), as well as the binding abilities of pSmad3 and 
NFAT with Foxp3 gene reduced remarkabl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KD(P<0.05). All the items 
mentioned before restored significantly after IVIG treatment (P<0.05). Simultaneously, the ten 
items aforementioned in KD-CAL+ group were found to be lower than those in KD-CAL- group 
(P<0.05). ⑷ After stimulation(TGF-β, RA and anti-CD3/CD28 antibodies), higher acetylation 
levels of histone H4 with promoter, CNS1 and CNS2, and binding abilities of p300 and CBP with 
Foxp3 gene were found in CD4+ T cells from patients with acute KD compared with unstimulated 
group(P<0.05). Additionally,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found about the acetylation level of 
CNS3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Hypoacetylation of histone H4 associating with Foxp3 gene caused by insufficient 
expression levels and binding abilities of p300/CBP might be involved with immune dysfunc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and IVIG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300/CBP and their binding 
abilities with Foxp3 gene through up-regulating TGF-β signal. 
 
 
PU-2221 

Effects of SMYD3 and MLL5 on histone methylation of 
Foxp3 gene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Wang Guobing1,Mei Jiehua1,Wang Qin2,Wen Pengqiang1,Tang Gen1,Cui Dong1,Li Chengrong1 

1.Shenzhen Children&#39;s Hospital 
2.Shenzhen Maternity &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MYD3 and MLL5 on histone methylation of Foxp3 gene 
and its roles in the immunological pathogenesis of Kawasaki disease (KD). 
Methods Forty-two children with KD and 26 age-matched health children were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real-time PCR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Foxp3-associated histone methylation levels of H3K4me3 and H3K27me3, and binding levels of 
SMYD3 and MLL5 with Foxp3 gene in CD4+ T cells. The proportion of CD4+CD25high Foxp3+ cells 
(Treg) and protein levels of Foxp3, CTLA4,  TGF-βRII and pSmad3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evaluate levels of Foxp3､ IL-10､ GITR､
TGF-βRI and RARα mRNA in CD4+ T cells.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TGF-β and retinol acid(RA)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was used 
as the statistical method in this study. 
Results ⑴ The proportion of Treg, expression levels of Foxp3 and molecules associated with 
suppressive function of Treg cells(IL-10, GITR and CTLA4), and histone methylation levels of 
H3K4me3 associating with promoter, conserved non-coding DNA sequence 1(CNS1) and CNS2 
of Foxp3 gene decreased remarkably during acute KD[Promoter: (5.38±1.76)% vs (9.12±2.20)%; 
CNS1: (2.59±0.92)% vs (3.81±1.06)%; CNS2: (2.35±0.81)% vs (4.23±0.96)%; t=5.50, 6.02, 9.56, 
7.92, 7.97, 4.76, 7.73, 5.01, 8.66; P<0.05], and restored after IVIG therapy[Promoter: 
(7.25±2.08)% vs (5.38±1.76)%; CNS1: (3.64±1.43)% vs (2.59±0.92)%; CNS2: (3.62±1.39)% vs 
(2.35±0.81)%; t=5.56, 4.59, 7.01, 6.04, 5.89, 4.83, 4.45, 4.00, 5.12; P<0.05]. Meanwhile, the nine 
former items in K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KD-CAL+) were lower than those without 
coronary artery lesions(KD-CAL-)[Promoter: (4.11±1.45)% vs (6.16±1.93)%; CNS1: (1.99±0.87)% 
vs (2.96±1.10)%; CNS2: (1.75±0.63)% vs (2.72±1.16)%; t=6.28, 3.24, 4.56, 3.69, 3.38, 4.40,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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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3.51;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H3K4me3 associating with CNS3 and H3K27me3 
were found among the groups (t=1.03, 0.91, 1.48 and 0.79, 0.82, 1.53;P>0.05). ⑵ Binding levels 
of SMYD3 and MLL5 with Foxp3 gene in  CD4+ T cells were down-regulated significantly during 
acute KD(t=6.63,6.15;P 均<0.05), and restored to some extent after IVIG treatment(t=5.36,4.56;P
均<0.05).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binding levels of SMYD3 and MLL5 and expression level 
of Foxp3 mRNA were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acute KD(r=0.62､ 0.45, P<0.05). Furthermore, 
Binding levels of SMYD3 and MLL5 with Foxp3 gene in KD-C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KD-CAL- group(t=4.11, 4.31; P<0.05). ⑶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TGF-β and RA, and expressions of TGF-βRII, TGF-βRI, pSmad3 and RARα were down-
regulated during acute KD(t=11.54, 12.81, 7.43, 16.10, 8.25, 12.06; P<0.05), and elevated 
remarkably after IVIG treatment(t=8.40, 6.24, 5.94, 11.78, 6.27, 8.30; P<0.05). Simultaneously, all 
the items aforementioned in KD-CAL+ group were found to be lower than those in KD-CAL- group 
(t=3.58, 3.30, 3.82, 5.27, 4.71, 3.78; P<0.05). 
Conclusion Hypomethylation of H3K4me3 associating with Foxp3 gene caused by insufficient 
binding levels of SMYD3/MLL5 might be involved with immune dysfunc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PU-2222 

一种新型可分化成软骨细胞的种子细胞 pBMSCs 
 

许云云
1,李芳

2,梁含思
3,甄允方

1,张学光
3,汪健

1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苏州大学 
3.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关节软骨缺损修复是骨科临床面临的严峻问题,如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 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等,均会导致关节疼痛､ 骨性关节炎的发生,甚至导致终生残疾。关节软骨是关节组成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但关节软骨一旦损伤,其自我修复能力有限,给治疗带来困难。为此,充足的软骨细胞来源便是

亟待解决的难题,寻找一种新型有效的种子细胞亦成为本领域研究的重点。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一种特殊来源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人多指来源的 BMSCs 具有较大的潜能诱导分化为软骨细

胞。本研究旨在研究人多指来源 BMSCs(BMSCs from polydactyly,pBMSCs)的生物学特性,进而阐

明其倾向于向软骨细胞分化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从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获取幼儿多指(经患者家属同意),收集骨髓细胞进行贴壁培养,获得

pBMSCs 细胞。随后通过 PT-PCR､ 流式细胞仪检测 MSCs 细胞的特异性标志;绘制生长曲线观察

pBMSCs 细胞的增殖能力;诱导分化实验证明 pBMSCs 细胞向脂肪细胞､ 骨细胞和软骨细胞的分化

潜能;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分析 Sox9/BMP 信号在调控软骨细胞形成中的作用;共培养实

验观察 pBMSCs 对软骨细胞体外生长的作用。 
结果 pBMSCs 细胞高表达间充质细胞表面标志 CD73､ CD90､ CD105 和 CD166,不表达造血细胞

表面标志 CD34､ CD45､ CD133 和 HLA-DR。较之于 BMSCs,pBMSCs 具有更强的体外增殖能力;
进而发现,pBMSCs 向脂肪和骨诱导分化的能力较弱,但 pBMSCs 具有较强向软骨细胞分化的能力。

机制实验初步证实 pBMSCs 中 BMP4 的表达显著高于 BMSCs,而且 Sox9 的表达也高于 BMSCs,随
后我们又在蛋白水平上观察到同样的情况:pBMSCs 中 Sox9 和 BMP4 的蛋白水平明显高于

BMSCs。 后,将 pBMSCs 与软骨细胞共培养后,发现其对软骨细胞的生长具有支持作用。 
结论 本研究发现 pBMSCs 具有较强向软骨细胞分化的能力,Sox9/BMP 通路介导了 pBMSCs 向软

骨细胞的分化,且 pBMSCs 可支持软骨细胞的生长。为此,pBMSCs 有望成为关节软骨缺损修复的种

子细胞。 
 
 
PU-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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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颗粒对儿童感染性过敏性紫癜的治疗作用 
 

张黎雯,任明星,薛国昌,沈琳娜,夏欢,宋月娟,夏雪霞 
第九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 观察黄芪颗粒对感染性过敏性紫癜儿童 IL-4､ CD3+､ CD4+､ CD8+､ CD4+/CD8+､ IgG､
IgM､ IgA 水平的影响及临床疗效。 
方法 将 50 例感染性过敏性紫癜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 黄芪组,每组 25 例,选取同期 25 例健康儿童

为健康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黄芪组先给予常规治疗,病情缓解后加用黄芪颗粒。治疗前和治疗

后四周以 ELISA 法测定 IL-4 表达水平,IgG､ IgM､ IgA､ IL-4､ CD3+､ CD4+､ CD8+､
CD4+/CD8+由迪安诊断检测检测。 
结果 与健康组比较,对照组和黄芪组治疗前 IL-4､ CD8+升高(P<0.05),CD3+､ CD4+､ CD4+/CD8+
､ IgG､ IgM､ IgA 均降低(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对照组治疗后 IL-4 降低(P<0.05),CD3+､
CD4+､ CD4+/CD8+､ IgM､ IgA 升高(P<0.05);黄芪组治疗后 IL-4､ CD8+降低(P<0.05),CD3+､
CD4+､ CD4+/CD8+､ IgG､ IgM､ IgA 均升高(P<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黄芪组治疗后 IL-4 降

低(P<0.05),CD3+､ CD4+､ CD4+/CD8+､ IgG､ IgM､ IgA 均升高(P<0.05)。与健康组比较,黄芪组

治疗后 CD4+､ IgG､ IgM 无显著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黄芪组在治疗后 3､ 6､ 9､ 12 月复

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即使患儿再发上呼吸道感染黄芪组的复发率未受影响。 
结论 黄芪颗粒可降低感染性过敏性紫癜患儿 IL-4､ CD8+水平,升高 CD3+､ CD4+､ CD4+/CD8+､
IgG､ IgM､ IgA 水平,临床疗效显著。 
 
 
PU-2224 

cryopyrin 相关周期性发热综合征 1 例报告 
 

蒋丽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 cryopyrin 相关性周期发热综合征(CAPS)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CAPS 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等。 
结果 患儿,女,4 岁,发热 2 月余,加重 3 天,面部及四肢可见散在充血性皮疹,压之退色,不伴痒感,颈部

､ 腋窝及腹股沟可触及多个肿大淋巴结,大者约花生豆大小,心肺未见异常,脾脏肋下 3cm 可触及,质
稍韧,四肢及关节未见异常;CRP､ 血沉､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升高;致病基因 NLRP3 编码区可见突

变。 
结论 CAPS 临床表现有发热､ 皮疹､ 关节炎等,无特异性检查,NLRP3 基因检测有助于诊断。 
 
 
 
 
 
PU-2225 

周期性发热一例并文献复习 
 

钮小玲,黄文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20 

 
 
目的 通过分析一例周期性发热患儿,进行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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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一例具有周期性发热表现的患儿,综合其临床表现､ 治疗疗效以及实验室检查､ 基因检查进

行分析学习 
结果 患儿,男,11 岁,因“反复间断发热 1 年,呕吐腹泻 4 天”入院。1 年来体温波动于 38-40 摄氏度左

右,持续 1-4 天,平均每 2-4 周发热一次,无明显伴随症状,偶有伴随呼吸道症状或消化道症状,查体未

见明显异常体征,实验室检查可见 CRP､ 血沉､ PCT 偏高,但无病原体阳性发现,全身影像学､ 骨穿

检查均正常,胃镜提示浅表性胃炎,胃窦部息肉,肠镜未见明显异常,予以抗感染治疗后好转。出院后仍

有反复发热,予以小剂量激素治疗后体温平稳,但停用激素后症状同前。后予以秋水仙碱治疗,体温波

动频率明显减少。根据患儿临床表现以及治疗疗效,考虑家族性地中海热可能性大。予以基因检查

提示 TNFRSF13B 基因上发现一个致病性变异突变,突变位于 exon3,c.G226A:p.G76S。迄今为止,
未见相关文献报道此基因突变与周期性发热疾病的关系。但根据相关报道,此基因突变与自身免疫

缺陷性疾病相关,可能间接导致自身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因此,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探讨

TNFRSF13B 基因突变与周期性发热的关系。 
结论 周期性发热往往以反复发热为表现,无其他特异性临床症状,呈周期性发作,往往伴随感染指标的

轻度升高,临床上是一类较容易误诊､ 漏诊的疾病,需引起重视 
 
 
PU-2226 

托珠单抗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5 例分析 
 

吴天慧,李志辉,寻劢,丁云峰,段翠蓉,张翼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为儿童常见致残和失明的风湿性疾病,全身型往往来势凶险,病情变化进展快,
病情危重,后期亦容易导致关节畸形发生,影响患儿的预后。托珠单抗为 IL-6 受体拮抗剂,近年来应用

于关节炎疾患的生物制剂,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使用托珠单抗的

5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及随诊资料,探讨托珠单抗在儿童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使用时机及意义。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使用托珠单抗患儿前后的临床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其血清铁蛋白､ IL-6､ TNF-
a､ ESR､ CRP､ 血常规､ 关节影像学检查､ 患者主观､ 家长主观等改变情况。以同期收住院的幼

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使用激素或其他制剂的患儿作为对照。 
结果 结果显示,6 例患儿全为全身型,4 例男性患儿,2 例女性患儿,其中发生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4 例,
男 3 例,女 1 例,有关节症状者 3 例,男 2 例,女 1 例,在给予甲强龙冲击治疗 3 天改为强的松口服,病情

控制不佳(部分病人体温未恢复正常,肝酶进行性升高､ 血小板进行性下降等),即给予托珠单抗(7-
12mg/kg .次)静脉注射治疗后,患儿体温逐渐正常并稳定､ 皮疹消退,贫血改善,血小板升高并逐渐恢

复正常,血沉､ CRP 先恢复至正常,血清铁蛋白､ TNF-a 明显下降,IL-6 在 3 天至 4 周左右仍明显

升高,1 月后开始明显下降,2-7 月逐渐恢复正常范围。66.7%患者达到 JIA ACR 30 应答且无发热,大
约在 4-6 月。 
结论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患儿,通过给予托珠单抗治疗后,临床症状迅速缓解,相应指标逐渐改

善。 
 
 
 
PU-2227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治疗幼年特发性 
关节炎 12 例临床分析 

 
吴天慧,李志辉,寻劢,段翠蓉,张翼,丁云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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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为儿童常见致残和失明的风湿性疾病,该病常常反复,导致关节畸形发生,影响

患儿的预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为 TNF-a 受体拮抗剂,近年来应用于关节炎疾患的生

物制剂,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在我院儿童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应

用,探讨其临床应用的特点及意义。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及随访资料,使用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治疗患儿前后的临床资料进

行对比,分析其血清铁蛋白､ IL-6､ TNF-a､ ESR､ CRP､ 血常规､ 关节核磁､ 患者主观､ 家长主观

等改变情况。 
结果 结果显示,12 例患儿中为全身型 2 例,多关节炎型 7 例,少关节扩展型 3 例,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3
例,均有关节炎症状,全身型给予甲强龙冲击治疗 3 天改为强的松口服,配合布洛芬､ 甲氨蝶呤,非全身

型给予布洛芬缓释胶囊､ 甲氨蝶呤,规律治疗 4-6 月,病情控制不佳(关节疼痛､ 肿胀､ 活动受限改善

不明显),即给予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10-15mg/m2)皮下注射(每周 1 次)治疗后,
患儿关节肿痛､ 活动受限改善明显,患儿血常规改变不大,血沉､ CRP 先恢复至正常,血清铁蛋白明

显下降,TNF-a､ IL-6 缓慢下降。 
结论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累及关节症状重者､ 累及支撑关节患者,给予慢作用药物及 NASIDs 等药物

治疗不佳者,采用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治疗,临床症状可缓慢缓解。 
 
 
PU-2228 

牛奶蛋白过敏的诊断 
 

王芳敏,张维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儿童食物过敏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越来越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作为常见过敏食

物之一的牛奶,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家长,正确诊断能使牛奶蛋白过敏的患儿得到及时治疗,并且对儿

童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非常大的帮助,而过度诊断则会导致过度的回避,不利于儿童的健

康成长。现就牛奶蛋白过敏的诊断方式作一综述。 
方法   
结果 儿童食物过敏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越来越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作为常见过敏食

物之一的牛奶,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家长,正确诊断能使牛奶蛋白过敏的患儿得到及时治疗,并且对儿

童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非常大的帮助,而过度诊断则会导致过度的回避,不利于儿童的健

康成长。现就牛奶蛋白过敏的诊断方式作一综述。 
 
 
 
 
 
 
 
 
 
PU-2229 

血清 MMP-9､ ANCA 及 TNF-α 在川崎病患儿中 
的变化和临床意义 

 
姚丽萍,刘冲,吴镇宇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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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在川崎病(KD)患儿血清中的变化及与冠状动脉损伤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儿科住院的 KD 患儿 32 例,根据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

果分为冠状动脉损伤(CAL)组 12 例和无冠状动脉损害(NCAL)组 20 例。随机选取同期住院的普通发

热患儿 20 例､ 门诊健康体检儿童 20 例作为发热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定量测定各组儿童血清 MMP-9､ ANCA 和 TNF-α 水平。 
结果 (1)KD 患儿急性期血清 MMP-9､ ANCA､ TNF-α 水平分别为(421.47±156.25)μg/L､
(3.97±1.43)ng/ml､ (213.70±70.40.16)ng/L,明显高于发热对照组[(148.53±69.11)μg/L､
(1.94±0.71)ng/ml､ (128.55±41.13)ng/L]和健康对照组[(45.53±11.40)μg/L､ (1.28±0.67)ng/ml､
(38.59±29.52)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 CAL 组[(510.27±110.68)μg/L､
(5.01±1.63)ng/ml､ (246.93±92.05)ng/L]与 NCAL 组[(354.87±96.33)μg/L､ (3.19±0.97)ng/ml､
(188.78±78.24)ng/L]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1 或 P<0.05)。KD 患儿亚急性期血清 MMP-9
､ ANCA､ TNF-α 水平分别为(179.55±70.34)μg/L､ (2.54±0.93)ng/ml､ (90.41±37.55)ng/L,较急性

期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2)KD 患儿急性期血清 TNF-α 与 MMP-9､ ANCA 水平

均成正相关关系(r 值分别为 0.60､ 0.51,均 P<0.01),而 MMP-9 与 ANCA 也成正相关性关系

(r=0.56,P<0.01)。 
结论 MMP-9､ ANCA 和 TNF-α 参与了 KD 血管炎的发生,联合检测可辅助早期诊断小儿 KD 和预测

心血管系统并发症。 
 
 
PU-2230 

专性厌氧沙门氏菌 YB1 对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 
 

宁铂涛
1,于斌

3,黄健东
3,陈志峰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香港大学医学院玛丽医院 
3.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 

 
 
目的 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起源于交感神经系统原始细胞(祖细胞)的胚胎性实质肿瘤。超过一半的患

者在确诊时已发生了代谢性疾病。在目前的诊治水平下,该病的预后较差。近年来,有报道称某些专

性或兼性厌氧菌能够靶向治疗实质性肿瘤模型的内部缺氧区和坏死区,从而诱导肿瘤退行性改变。

我们 近成功重组了一种专性厌氧菌,即沙门氏菌 YB1,并且将其应用在乳腺癌的裸鼠模型上。本文

我们将对 YB1 在神经母细胞瘤治疗方面的作用进行汇报。 
方法 重组了一种专性厌氧菌,即沙门氏菌 YB1,并且将其应用在神经母细胞瘤的小鼠模型上。 
结果 YB1 的抗肿瘤作用不管是在体外还是体内实验都得到了证实。在体外,厌氧条件下 YB1 诱导的

肿瘤细胞凋亡量高达 31.4%,比有氧条件下高出近三倍(10.9%)。在缺氧条件下用 YB1 治疗后,肿瘤

细胞表面 TLR-4 和 TLR-5 的表达明显增加(可信区间分别为 p<0.05､ p<0.01)。在小鼠模型中,YB1
并非如我们之前报告的那样聚集在正常组织内,而是优先在肿瘤细胞内聚集。YB1 治疗组小鼠肿瘤

的生长速度也有所减慢(n=6,p<0.01),而且在用 YB1 治疗的小鼠中没有发现长期的器官损伤。检测

器官包括心脏､ 肺､ 肝､ 脾和脑组织。 
结论 转基因沙门氏菌 YB1 型是极有前景的神经母细胞瘤靶向治疗和杀伤的手段。 
 
 
PU-2231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1 例 
报告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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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莉,关凤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提高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临床特点的认识。 
方法 报道 1 例 SLE 合并 MAS 患儿的诊治过程,并综合回顾相关文献。 
结果  8 岁女性,因“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 2 年余,发热 1 周”入院。入院后出现两系血细胞减少､ 纤维

蛋白原降低,甘油三酯增高,血清铁蛋白进行性增高,肝､ 脾进行性肿大,诊断 SLE 合并 MAS。 
结论 SLE 合并 MAS 临床并不少见,其病情进展迅速,危及患儿生命。早期发现､ 早期诊治是改善患

儿预后的关键。 
 
 
PU-2232 

19 例不明原因血小板减少症新生儿高通量测序分析 
 

孙碧君,周文浩,孙金峤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是临床常见表型,但其病因繁多。拟通过基因检测探究新生儿不明原因血

小板减少症的遗传学因素。 
方法 收集 2016 年-2017 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9 例主要表现为不明原因持续血小板减少的新

生儿病例,通过高通量测序(新生儿 panel)检测,复旦流程数据分析,明确致病基因谱。 
结果 19 例不明原因血小板减少症新生儿中,共 6 例患儿检测到与表型相符的致病突变。其中 4 例检

测到 WAS 基因突变,分别为 WAS:NM_000377.2:c.1453+1G>A, exon1:c.107_108delTT, 
exon12:c.1509_*3delAGTG, exon2:c.138delG;位点 c.1453+1G>A 及 c.138delG 为罕见变异,尚未

在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Human Gene Mutation Database, HGMD)中报道,c.1453+1G>A 突变患儿

WAS 蛋白水平明显降低。1 例有家族史且表现为巨大血小板减少的患儿检测到 MYH9 基因

NM_002473:exon2:c.99G>T(p.W33C)已知致病突变。1 例患儿检测到 MYH9 基因

exon32:c.4466T>C(p.M1489T)及 TUBB1 基因 NM_030773:exon4:c.817C>T(p.L273F)的杂合变异,
尚需要进一步验证。 
结论 不明原因血小板减少症新生儿常存在遗传因素,建议早期完善基因诊断,指导预后。 
 
 
PU-2233 

PICU 内川崎病的临床特点 
 

陈丽妮,乔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附二院 610041 

 
 
目的 总结 PICU 内收治的川崎病患儿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从 2014 年 7 月-2017 年 4 月间收治

的 28 例川崎病病例,分析其临床特征及诊治经过。 
结果 (1)一般情况:男 9 例,女 19 例;年龄 2 月 28 天~8 岁 7 月(平均年龄 33 月)。病程中持续发热天数

4~18 天(平均天数:9.4 天),使用丙球时的发热天数 3-19 天(平均天数 7.0 天),大于 10 天者有 4 例

(14.3%);住院时间分布为 5~35 天(平均住院时间 11.3 天)。(2)临床分型:表现为完全性川崎病的患儿

有 12 例,不典型川崎病有 12 例,表现为川崎病休克综合征占 4 例。28 例中有 14 例为丙球不敏感川

崎病(50%);(3)治疗及转归:其中 1 例(3.6%)患儿使用了 1g/kg 丙球治疗,13 例(46.4%)患儿丙球剂量

为 2g/kg,11 例(39.3%)患儿使用 2g/kg 丙球后仍有反复发热,追加 1g/kg-5g/kg 丙球后退热至正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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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3 例患儿使用大于 3g/kg 丙球后仍有反复发热,后使用甲强龙或泼尼松后退热至正常。28 例川崎

病患儿中,确诊前使用激素治疗有 7 例(25%),确诊前因抗炎､ 对症等使用丙球治疗的有 9 例

(32.1%)。(4)诊断情况:这些患儿初入 PICU 时诊断脓毒症者 24 例(85.7%),重症肺炎者 2 例,脓毒性

休克 2 例。(5)并发症:凝血功能异常 23 例(82.1%)､ 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 17 例(60.7%)､ 低钾血症

14 例(57.1%),血氯低 9 例(32.1%);肝酶升高 9 例(32.1%),白蛋白降低有 15 例(53.6%);26 例患儿接

受尿检,其中尿常规异常 14 例(53.8%);并发冠脉扩张有 10 例(35.7%),伴有瓣膜返流有 3 例。 
结论 PICU 内收治的川崎病患儿病情较重,而且临床表现多不典型,丙球耐药发生率高,脏器损伤发生

率高,易将其误诊为脓毒症､ 重症肺炎等,容易在诊断川崎病前使用激素治疗,可能增加冠脉损害发生

率。此外,可能还有病人误诊为脓毒症､ 重症肺炎,使用了丙球治疗,病情好转,至出院时仍未诊断为川

崎病,未使用阿司匹林治疗､ 做好冠脉的随访工作,存在潜在的风险,更加值得警惕。 
 
 
PU-2234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李青梅,王丽丽,刘妍秀,赵秉刚,赵凯姝*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对 1 例经基因突变确诊为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XLA)病例进行长期治疗随访观察,提
高对 XLA 临床和诊断特点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XLA 患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诊断及治疗经过,结合文献复习进行总结

分析。 
结果 本例患儿,男孩,发病年龄 1 岁,确诊年龄 4 岁,有反复“化脓性中耳炎”､ “肺炎”病史,否认家族史,
实验室检查提示血清免疫球蛋白及循环 B 细胞水平明显降低,BTK 基因外显子 4 存在剪接突变。肺

部感染严重,抗感染治疗效果差,逐渐出现闭塞性支气管炎,确诊 XLA 后予以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

(IVIG)替代治疗,同时联合抗生素治疗,持续 7 个月肺部炎症得以明显改善。 
结论 XLA 临床表现多样,男性婴幼儿,反复细菌感染､ 持续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和外周血 B 细胞数量明

显减少,为早期诊断的重要环节,确诊仍需行 BTK 基因检测,早期诊断及治疗有助于改善预后。 
 
 
PU-2235 

Wiskott-Aldrich 蛋白､ 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 

与过敏性紫癜相关性研究 
 

陈程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 Wiskott-Aldrich 蛋白(WASP)､ 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BTK)与过敏性紫癜(HSP)的相关

性。 
方法 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经确诊的 HSP
患儿 14 例为实验组,收集同期经确诊未合并免疫系统疾病的肺炎患儿 7 例作为对照组。采集患儿治

疗前后外周血液,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用人血 B 细胞分选试剂盒分选人外周血 B 细胞,建
立脂质双分子层模拟细胞膜的膜相关抗原(m Ags)激活 B 细胞,用全内角反射荧光显微术(TIRFm)及
激光共聚焦显微术(CFm)对 B 细胞受体(BCR)上的 WASP､ BTK 进行荧光显像检测。 
结果 治疗前,HSP 患儿 B 细胞中 pWASP､ pBTK 荧光强度较对照组增强;治疗后,HSP 患儿 B 细胞

中 pWASP 荧光强度较对照患儿降低,pBTK 荧光强度较对照儿童升高。而 HSP 患儿治疗后 B 细胞

中 pWASP､ pBTK 荧光强度较治疗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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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WASP 及 BTK 可能参与了 HSP 的发病过程。 
 
 
PU-2236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与 Th17 细胞 
在川崎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段炤,邹峥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观察川崎病(KD)患儿治疗前后外周血 CD4+CD25+  调节性 T 细胞(Treg)和辅助性 T 细胞 17 
(Th17)比例的变化,分析 Treg/Th17 细胞比例失衡在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急性期 KD 患儿 52 例(KD 组),同龄健康儿童 34 例(健康对照组)。将 KD 患儿分为丙种球蛋白

(IVIG)､ 阿司匹林治疗前和治疗后热退 3 天两组,分别取清晨空腹静脉血,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

血 CD4+CD25+  调节性 T 细胞(Treg)和 Th17 细胞比例;ELISA 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浆中 IL-
17､ IL-6､ IL-23､ IL-10 及转化生长因子(TGF-β)水平。 
结果 急性期 KD 患儿外周血中 Treg 细胞比例明显降低(t=28.41 ,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显著

升高(t=-23.32 ,P<0.05);急性期 Th17 细胞比例明显升高(t=-23.47 ,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显

著降低(t=25.55 ,P<0.05)。与对照组相比,急性期 KD 组患儿治疗前血清中 IL-17､ IL-6 和 IL-23 水平

均显著升高(t 值分别为-72.36,-55.29 和-43.27,P 均<0.05),IL-10 及 TGF-β 水平显著降低(t 值分别为

42.24 和 53.51,P<0.05);经治疗后,血清中 IL-17､ IL-6 和 IL-23 水平均显著降低(t 值分别为

49.63,26.49 和 32.17,P 均<0.05),IL-10 及 TGF-β 水平显著升高(t 值分别为-29.54 和-
40.68,P<0.05)。 
结论 Treg 细胞与 Th17 细胞比例失衡可能是导致川崎病免疫紊乱的重要原因,体内相关细胞因子的

变化参与该病的发病过程。 
 
 
PU-2237 

中文版风湿病患儿生活质量量表译制及应用情况初探 
 

冯烨,唐雪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译制中文版风湿病儿童生活质量量表(PRQL 量表),应用该量表对我中心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

生活质量进行初步评估。 
方法 采用 Brislin 双人翻译-回译法对英文版 PRQL 量表进行译制,并用该量表中文版本对我院收治

82 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进行评估。 
结果 译制后的中文版量表,其总量表分数与各模块､ 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774-0.946 之

间,各模块重测信度介于 0.859-0.877 之间。因子分析提取 2 个主因子,2 个主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4.8%。公因子的定义与源量表的语义结构相符。内容效度分析,各条目与所属维度总分均呈显著相

关。疾病活动期 PRQL 得分显著高于疾病稳定期。不同年龄､ 性别､ 病程长短之间生活质量无统计

学差异。有无使用激素､ 骨密度正常与否无统计学差异。父母模块与患儿模块相关性在 0.75-0.94
之间。JIA 患儿各维度存在不同程度受损,高强度体育活动受限以及疼痛是 严重的影响因素。 
结论 中文版 PRQL 量表的信度､ 效度均较好,可用于 JIA 患儿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估。JIA 患儿存

在不同程度生活质量受损,高强度活动受限及疼痛影响 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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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38 

呼吸道合胞病毒对树突状细胞及下游 T 细胞免疫应答的影响 
 

叶丽,王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阐明在微小病变型肾病发病机制中,树突状细胞(DC)在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持续存在中的作

用。 
方法 密度梯度离心和贴壁法分离人外周血单核细胞,rhIL-4 和 rhGM-CSF 培养人外周血单核细胞来

源未成熟树突状细胞(MoDC)。RSV 在第 5 天感染 MoDC(MOI=3),脂多糖(LPS)或 TNF-α 促进 DC
成熟,流式细胞术检测 DC 表面 CD-1a､ CD83､ CD86､ CD209 表达水平。RSV 感染

MoDC(MOI=3),尼毛龙法分离 T 细胞,按 20:1 的比例与 MoDC 混合,MTS 法检测 DC 刺激同种异体

淋巴细胞增殖的能力。用紫外线灭活的 RSV(UV-RSV 组)和培养基(空白对照组)替代 RSV 作对照。 
结果 RSV､ UV-RSV､ LPS､ TNF-α 等四组表面标志 CD-1a 分别是 88.54 ± 5.23､ 89.74 ± 5.87､
85.68 ± 6.39､ 88.94 ±7.38,共刺激分子 CD83 分别是 78.94 ± 3.84､ 81.84 ± 4.36､ 80.46 ± 4.62､
79.94 ±3.97,CD86 分别是 85.83 ± 4.67､ 83.84± 3.96､ 86.93 ± 4.86､ 87.34 ± 3.94,CD209 分别是

70.84 ± 5.49､ 69.54 ± 5.45､ 72.52 ± 4.97､ 71.93 ± 3.83。与空白对照组(26.56 ± 3.72､ 19.28 ± 
2.84､ 30.63 ± 3.43､ 20.48± 3.78)相比,RSV､ UV-RSV､ LPS､ TNF-α 均能上调 CD-1a､ CD83､
CD86､ CD209 表达水平,其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 RSV 能够促进 DC 成熟。RSV 感染

后,LPS 进一步刺激 MoDC,其表面标志 CD-1a､ CD83､ CD86､ CD209 分别是 90.93 ± 6.49､
79.94 ± 3.94､ 87.53 ± 5.43､ 69.33 ± 5.43;TNF-α 进一步刺激 MoDC,其表面标志 CD-1a､ CD83､
CD86､ CD209 分别是 89.24 ± 5.25､ 80.32 ± 3.43､ 87.15 ± 4.49､ 72.48 ± 4.24。LPS､ TNF-α
分别刺激 DC 成熟,RSV 组不会进一步上调或下调 MoDC 的 CD-1a､ CD83､ CD86､ CD209 表达 
(P>0.05),说明 RSV 持续存在并不通过抑制 DC 识别捕获抗原环节。RSV 组的刺激指数是 1.52 ± 
0.14,与空白对照组(2.43 ± 0.23)相比,RSV 可抑制 T 淋巴细胞增殖,其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提示 RSV 可抑制 DC 递呈抗原､ 激活 T 淋巴细胞进一步活化。 
结论 RSV 可致 MoDC“半成熟”,促进 T 淋巴细胞增殖的能力受抑,这可能与微小病变型肾病中 RSV
持续存在的机制有关。 
 
 
PU-2239 

EPEC 粘附素 IntiminC280 抗血清制备及其中和能力探讨 
 

康迁
1,皮光环

1,杨健
2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 
2.川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病原中心 

 
 
目的 制备 EPEC 粘附素 IntiminC280 抗血清,通过体外细胞实验观察该抗血清能否中和 EPEC 对 
Hep-2 细胞的粘附,以确定 IntiminC280 是否可作为 EPEC 感染的保护性抗原。 
方法 用酶切和 PCR 方法鉴定重组质粒 pET32(α)-intiminC280,然后把质粒转入表达宿主菌 BL21,构
建 BL21/pET32(α)-intiminC280 原核表达系统;用 IPTG 诱导 His 标签- IntiminC280 融合蛋白的表

达,SDS-PAGE 分析其表达形式;用 NI 柱亲和层析法纯化融合蛋白,用该纯化蛋白作为抗原辅以佐剂

免疫家兔,4 次免疫后,心脏采血收集抗血清;对流免疫电泳技术检测抗血清效价,并用该抗血清作为一

抗,Westen Blotting 方法检测 EPEC 粘附素 IntiminC280 的表达;用不同稀释度的抗血清中和 EPEC,
显微镜下观察细菌被中和后对 Hep-2 细胞的粘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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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成功构建 BL21/pET32(α)-intiminC280 原核表达系统,并成功表达 IntiminC280;用纯化的

IntiminC280 免疫家兔获得高效价抗血清,并且稀释倍数在 16 以内皆能有效抑制 EPEC 对 Hep-2 细

胞的粘附。 
结论 IntiminC280 是 EPEC 重要保护性抗原,可作为 EPEC 疫苗研究的理想备选抗原。 
 
 
PU-2240 

MSN 基因突变致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惠晓莹,王文婕,孙金峤,侯佳,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 MSN 基因突变致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要点 
方法 分析中国首例 MSN 基因突变致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男,8 岁。临床表现为生后反复呼吸道感染,反复皮肤湿疹､ 频发足廯。辅助检查为白细胞

计数降低(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计数均降低),免疫球蛋白 IgG､ IgA､ IgM 低下,T､ B､
NK 淋巴细胞计数降低,CD4+/CD8+T 细胞比例倒置,双阴性 T 细胞比例增高(αβ+双阴性 T 细胞增高

为主),CD4+naiveT 细胞､ CD4+EM(effect memory)T 细胞比例降低,CD8+naiveT 细胞比例增高､

CD8+memoryT 细胞比例降低,naïve B 细胞比例增高､ memory B 细胞以及浆细胞比例减低。全外

显子基因检测为 MSN 基因 5 号外显子 c.511C>T 半合子突变,父母检测该基因正常,为自发突变。文

献检索到其他 7 例 MSN 基因缺陷致免疫缺陷患儿(来源于 5 个家庭),均为男性,为 MSN 半合子突变,
其中 6 例为相同基因突变 c.511C>T(R171W),1 例为 c.1657c>T(R533X)。均发生反复呼吸道感染,
儿童时期发生水痘 5 例,其中 3 例表现有慢性､ 严重性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并累及呼吸道､ 皮肤,
反复轻中度湿疹 5 例,反复皮肤软疣 3 例。7 例患者目前均存活,生存质量良好,即使反复呼吸道感染,
尚未导致支气管扩张以及呼吸功能异常,1 例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成功。辅助检查提示淋巴细胞

增殖低下(T､ B､ NK 细胞均低下),波动性的中性粒细胞减少,免疫球蛋白水平低下,特异性抗体生成

障碍,naive T 细胞数量低下以及多数 CD8+T 细胞表达衰老细胞标志物 CD57。目前治疗方法为免

疫蛋白替代治疗以及复方磺胺甲噁唑预防感染。 
结论 本文报道了 MSN 基因突变致免疫缺陷的临床特征,基因分析可协助早期诊断。 
 
 
PU-2241 

川崎病患儿治疗前后外周血单核细胞 P22phox 
表达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邓斌,黄宇,赵凌,皮光环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川崎病急性期患儿治疗前后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中 P22phox mRNA 表达的变化及其

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我院儿科收治的 KD 患儿 40 例,按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将

40 例 KD 患儿分为 CAL 组(15 例)和无 CAL 组(25 例)。同时,随机选择同期在我院门诊体检的健康

儿童 20 例为对照组。采取荧光实时定量 RT-PCR 法分别测定 40 例 KD 患儿治疗前､ 后和对照组

儿童 PBMC 中 P22phox mRNA 表达的水平。 
结果 治疗前与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与正

常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 CALs､ NCALs,治疗前､ 后 CALs,治疗后 CALs､ NCALs
以及治疗前､ 后 NCALs p22phox mRNA 表达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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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22phox 可能参与川崎病急性期的发病机制。 
 
 
PU-2242 

报道 1 例“椎体软骨发育不良伴免疫调节异常” 
 

钟林庆,王薇,王琳,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报道 1 例以 II 型自身免疫性肝炎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起病的椎体软骨发育不良伴免疫调节异

常的患儿临床资料,以此提醒广大风湿免疫专业的医生,警惕那些不能以原发病解释的临床表现。 
方法 收集总结患儿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其生物学父母全血,外送基因测序公司行二代测序,再用

Sanger 测序方法进行患儿及父母验证。 
结果 患儿女,12 岁,因“发热一月余”于 2016 年 10 月至我院就诊。患儿 2016 年 8 月无明显诱因发

热,Tmax40℃,无咳嗽､ 流涕皮疹､ 关节肿痛等,持续 5-6 天,间隔 4-5 天再次发热,性质同前。当地发

现双肺下叶炎性病变,双侧胸腔积液伴双下肺局限性肺不张,MP-IgM(+),“阿奇霉素”治疗一周有效。

其他显著异常有:血常规:WBC 2.18×10^9/L↓,Hb 88-104g/L↓,PLT 104×10^9/L↓;肝功:ALT 610.5-
992U/L↑,AST 611-944.7U/L↑;补体 C3 0.52-0.635g/L↓,C4 0.09g/L↓。ANA 1:320(+),抗 LKM 抗

体(+++);余感染､ 免疫､ 肿瘤指标无明显异常;腹部 CT:肝右叶多发钙化灶;肝脏病理示“自身免疫性

肝炎”。诊断考虑“自身免疫性肝炎”。予以“甲强龙”冲击联合“硫唑嘌呤”治疗,效欠佳。既往史､ 个人

史､ 家族史:2 岁“脑瘫”,8 岁时因右足外翻行手术治疗,“呼吸道感染”频繁;余无特殊。2016 年 10 月我

院住院,查体:体重 34.4kg(P3-P10),身高 134cm(P3-P10),行走呈蹒跚步态,余无异常。完善检查:血常

规:WBC 2.16×10^9/L↓,HGB 85g/L↓,PLT 215×10^9/L,Coombs 试验(++)。尿常规+沉渣:PRO 
TRACE;24h-UP 0.18g-0.31g/24h。C3 0.688g/L↓,C4 0.085g/L↓。ANA (+)胞浆型 1:160,抗 ds-
dsDNA 抗体 187IU/ml↑。抗 LKM 抗体 (+)1:320。结合外院肝脏病理结果及抗 LKM 抗体(+)1:320,
并根据血液系统､ 肾脏受累以及 ANA 阳性､ 抗 ds-DNA 抗体略升高,补体下降,考虑诊断“II 型自身免

疫性肝炎,合并 SLE 不除外”,予以“泼尼松”及“骁悉”治疗好转。因患儿有多种不能解释的病史,如“脑
瘫”､ 右足外翻､ 多次“呼吸道感染”等,考虑“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不除外,完善免疫缺陷相关的基因筛

查,发现 ACP5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c.798dupC,p.S267Lfs*20,杂合,父源,致病性分析有

害;c.716G>A,p.G239D,杂合,母源,致病性分析不确定。完善脊柱侧位 X 线,提示椎体变扁。综上所

述,患儿反复“呼吸道感染”､ II 型自身免疫性肝炎､ SLE 不除外､ 足外翻､ 椎体变扁,ACP5 复合杂合

突变,诊断“椎体软骨发育不良伴免疫调节异常”。 
结论 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原发病不能解释的症状时,建议完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二代测序基因包筛

查。 
 
 
 
 
 
 
 
 
PU-2243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不同亚型免疫功能特征及临床意义 
 

陶琳琳
1,朱晓萍

1,周娟
2,唐雪梅

2,丁媛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儿童医学中心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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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不同亚型之间细胞及体液免疫特征,探讨免疫功能在不同亚型 JIA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临床预测价值。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164 例 JIA 患儿和 50 例健康对照儿童淋巴细胞亚群 CD3+ ､ CD4+ ､
CD8+､ CD16+CD56+､ CD19+ 及 CD4 +/CD8+比值,采用散射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Ig)IgG､ IgM､
IgA 及补体 C3､ C4 水平,并对 164 例患儿临床资料进行统计。采用 t 检验､ 单因素 One-Way 
ANOVA 分析和 Pearson 直线相关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1.全身型 JIA(SoJIA)均有发热,多数(80.88%)伴关节肿痛;C 反应蛋白(CRP)､ 红细胞沉降率

(ESR)､ 降钙素原(PCT)均明显升高;76.47%有白细胞升高,且以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83.82%存在小

细胞低色素性贫血;73.53%有血小板明显升高,多关节型 JIA 组 CRP､ ESR､ PCT 均有升高;11 例

(32.3%)存在类风湿因子(RF)阳性,14.71%有抗环瓜氨酸多肽(抗 CCP)抗体阳性,与附着点相关型

(ERA)CRP､ ESR､ PCT 均升高,JADAS-27 评分以多关节､ ERA 升高明显。2.与对照组相比,JIA
组 CD3+､ CD4+､ IgG､ IgM､ IgA､ C3水平均升高(P 值均<0.05),NK 细胞降低

(P<0.05),CD4 +/CD8+比值升高(P<0.05)。3. SoJIA 组 CD3+､ IgG､ IgM､ IgA､ C3､ C4水平高于少

关节型(P 值均<0.05);CD8+水平高于少关节型､ 多关节型､ ERA(P 值均<0.05);NK 细胞水平低于少

关节型(P<0.05),多关节型 CD4+/CD8+比值高于对照组 (P<0.05);JADAS-27 与 CD8+呈负相关(r1=-
0.36 ,P<0.05),ERA 组 IgG､ IgM､ IgA､ C3､ C4水平均高于少关节型,JADAS-27 与 CD4+呈正相关

(r2=0.42 ,P<0.05)。 
结论 细胞及体液免疫均参与 JIA 各亚型发病过程,共同介导 JIA 的自身炎性及自身免疫紊乱的发生,
但不同亚型免疫紊乱亚群并不相同。 
 
 
PU-2244 

川崎病患儿凝血指标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研究 
 

刘丽莎,李喆倩,韩勍,殷丝雨,于汉卿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川崎病患儿凝血指标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就诊的 100 例 KD 患儿及 100 例健

康儿童血小板相关指标如血小板计数(PLT)､ 血小板分布宽度(PDW)､ 血小板平均体积(MPV)､ 血

小板压积(PCT),凝血相关指标如凝血酶时间(TT)､ 凝血酶原时间(P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 纤维蛋白原(Fbg)､ D-二聚体(D-D)､ 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心肌相关标志物如肌钙蛋白

I(TnI)､ 肌红蛋白(Mb)､ CK-MB 质量(CK-MB mass)､ 血浆脑利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
以及炎症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1-β(IL-1β)､ 可溶性白细胞介素 2 受体(sIL-2R)､ 白细胞介素 6(IL-6)､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 10(IL-10)等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各组间的差异,以及各指标间

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KD 患儿在急性期前期即及表现为血浆 Fbg､ D-D､ FDP 和 BNP 含量明显升高,
炎症因子呈现高表达,急性期后期 PLT 和 PCT 明显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且 D-D 水平与 BNP 含量呈正相关。 
结论 KD 患儿体内凝血功能异常,其与 BNP 联合检测在 KD 诊断和治疗中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PU-2245 

丙种球蛋白输注对川崎病患儿外周血 CD4+CD25+调节 
T 细胞与淋巴细胞亚群分布的影响及临床意义 

 
吴梦,张淑平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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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丙种球蛋白输注对川崎病患儿外周血 CD4+CD25+调节 T 细胞(Treg)与淋巴细胞亚群分布

的影响及临床意义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 40 例川崎病患儿和 30 例体检健康儿童外周血中 CD4+CD25+Treg 细胞的表

达水平以及 108 例川崎病患儿和 41 例体检健康儿童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分布。ELISA 法检测川

崎病患儿血浆中 TGF-β1 浓度。108 例川崎病患儿中有 30 例患儿收集到对应的 IVIG 治疗后全血,流
式细胞术检测 CD4+CD25+Treg､ TGF-β1 及淋巴细胞亚群在川崎病患儿丙种球蛋白(IVIG)治疗前后

表达水平的差异 
结果 与健康体检组相比,川崎病患儿 CD4+CD25+Treg 细胞及血浆 TGF-β1 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外
周血 CD3+､ CD8+ T 细胞及 NK 细胞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CD4+ T 细胞､ B 细胞及 CD4+ /CD8+ 水
平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与 IVIG 治疗前相比,川崎病患儿 IVIG 治疗后外周血

CD4+CD25+Treg 细胞及血浆 TGF-β1 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均 P<0.05),外周血 CD3+､ CD8+ T 细胞

及 NK 细胞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均 P<0.05);治疗后 CD4+ T 细胞､ B 细胞及 CD4+ /CD8+ 水平明显

降低(均 P<0.05)。治疗后 KD 患儿外周血 CD4+CD25+Treg 水平､ 血浆 TGF-β1 浓度及淋巴细胞亚

群表达水平与健康对照相比无差异(P>0.05) 
结论  Treg 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失常是导致儿童川崎病免疫紊乱的重要原因。检测 CD4+CD25+调

节 T 细胞及淋巴细胞亚群分布对评估川崎病患儿的细胞免疫状况,辅助诊断和指导治疗具有重要的

临床价值。 
 
 
PU-2246 

抗核抗体在儿童过敏性紫癜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邵惠江,季正华,朱宏,缪美华,计雪强,邵雪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研究抗核抗体在儿童过敏性紫癜(HSP)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临床 HSP 患儿病史,并分成紫癜型､ 关节型､ 腹型和肾炎型 HSP。分析抗核抗体

滴度及抗核抗体谱在 HSP,以及不同临床亚型中的检出率,抗核抗体阳性对体液免疫(C3､ C4､ IgA
､ IgG､ IgM)及细胞免疫(CD3+､ CD3+CD4+､ CD3+CD8+､ CD3-CD19+､ CD19+CD23+､ CD3-

CD16+CD56+细胞)的影响,体液免疫､ 细胞免疫对抗核抗体阳性的影响。 
结果 共收集 HSP 患儿 436 例,抗核抗体阳性 66 例(15.14%),其中关节型 HSP 17 例,紫癜型 HSP 25
例,腹型 HSP 13 例,肾炎型 HSP 11 例;抗核抗体滴度介于 1:100~1:320,抗核抗体谱阳性介于弱阳性

及阳性之间。抗核抗体在 HSP 不同临床亚型之间的检出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213)。抗核抗体

阳性 HSP 患儿的 IgA､ IgG､ IgM 水平较正常对照显著升高(P 均<0.001),补体 C3､ C4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细胞免疫中 HSP 患儿 CD3+､ CD3+CD4+､ 和 CD3-CD16+CD56+细胞显著下降(P
分别为<0.001､ <0.001､ 0.009),而 CD3+CD8+､ CD3-CD19+和 CD19+CD23+细胞显著升高(P 分别

为 0.011､ <0.001､ <0.001)。将各 HSP 临床亚型患儿根据抗核抗体结果分为自身抗体阳性和阴性

两组,发现自身抗体阳性对体液和细胞免疫各指标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以抗核

抗体为因变量,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为协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指标

均不是影响抗核抗体阳性的主要因素。 
结论 抗核抗体阳性不是影响 HSP 患儿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的主要因素,HSP 患儿免疫功能的变化

也不是影响抗核抗体阳性的主要因素;HSP 患儿中低滴度或非强阳性抗核抗体是自身免疫机制中产

生的非特异性抗体。 
 
 
PU-2247 

平均血小板体积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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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的相关性 
 

尹晶,胡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探讨平均血小板体积､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与儿童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 血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07 年 6 月-2012 年 6 月在本院住院的 215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的 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与

淋巴细胞比率､ 血小板､ 平均血小板体积､ C 反应蛋白､ 补体 3 和补体 4 以及在临床上是否有消

化道出血进行回顾性分析,选取 220 例健康儿童作为正常 对照。 
结果 215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中,消化道出血 64 例,非消化道出血 151 例,分别占 紫癜病人的 30%和 
70%。过敏性紫癜组患儿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 C 反 应蛋白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01),血小板也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5),而平均血小板 体积小于正常对照组(P<0.001)。过敏

性紫癜消化道出血患儿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与淋 巴细胞比率高于非消化道出血患儿(p=0.006 和 
p<0.001),而平均血小板体积小于非消化 道出血患儿(p=0.01),提示过敏性紫癜患儿中,中性粒细胞与

淋巴细胞比率越高､ 平均 血小板体积越低,越容易发生消化道出血。补体水平在过敏性紫癜消化道

出血组和非消 化道出血组两组之间相似。 
结论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和平均血小板体积可能可以 作为过敏性紫癜患儿消化道出血的预

测指标,并且指导临床治疗。 
 
 
PU-2248 

 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川崎病初诊高危风险分析 
 

凌加云,胡秀芬,温宇,卢慧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总结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川崎病在初诊的一般情况及各项实验室指标,进一步探索丙球无反应

川崎病发生的早期高危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05 月在我院住院诊断川崎病并予以初次丙种球蛋白 2g/kg
冲击治疗 95 例患儿临床资料,对丙球有反应型川崎病 71 例,无反应型川崎病 24 例的丙球治疗时间､
临床特点､ 实验室指标及冠脉改变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丙球无反应组丙球初始治疗时间､ 中性粒细胞比例､ 血小板､ 超敏 CRP､ ESR､ NT-
proBNP､ 铁蛋白､ 纤维蛋白原､ 25(OH)2D3､ 血 Na､ 血 Cl､ 谷丙转氨酶(ALT)､ 乳酸脱氢酶(LDH)
与有反应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另外不典型川崎病发生率､ 初诊无菌性白细胞尿以及冠脉扩张发生

率在 2 组中也无统计学差异;(2)对相关实验室指标行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血红蛋白(Hb)､
白蛋白(ALB)水平显著低于有反应组(P<0.05),降钙素原(PCT)､ 白介素 6(IL-6)水平显著高于有反应

组(P<0.05);(3)对上述指标进一步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Hb 水平

(P=0.029,OR=0.906,95%CI(0.830-0.990))具有显著差异性; 
结论 低水平 Hb､ ALB 以及高水平 PCT､ IL-6 可能提示丙球无反应型川崎病,且显著降低的 Hb 可以

作为预测丙球无反应型川崎病的高危指标。 
PU-2249 

TNF-α､ IL-6､ IL-17 及 Galectin-3 在 
川崎病急性期患儿血清中表达的研究 

 
江彦秋,黄先玫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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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测定外周血中 TNF-α､ IL-6､ IL-17､ Galectin-3 水平变化,探讨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发病的相关免疫机制及临床诊断意义。 
方法 本实验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住院,并确诊为 KD 的患儿

19 例,所有患儿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测冠状动脉内径,在确诊后于静脉丙种球蛋白应用前留取急性期血

清;选取同时期住院的发热患儿 10 例(除外心､ 肝､ 肾､ 血液､ 风湿性疾病及遗传代谢性疾病,既往

无川崎病史,且在病程中有 CRP 增高)作为发热对照组,留取发热急性期血清;本院门诊体检的正常儿

童 1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收集整理所有列入研究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实验室资料。采用双抗体夹心

固相酶联免疫吸附法对 3 组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白细胞介素-6(IL-6)､ 白细胞介素-
17(IL-17)和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的含量进行检测,通过统计学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 KD 急性期患儿较发热对照组 C 反应蛋白(CRP)､ 血沉(ESR)､ IgG 明显升高,血红蛋白(Hb)
､ 白蛋白(ALB)有轻度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血小板(PL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2.KD 急性期 TNF-α､ IL-6､ IL-17 水平较发热对照组及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发热对照组 TNF-α､
IL-6､ IL-17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亦明显升高,两两检验后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alectin-3 在 KD 急

性期及发热对照组患儿血清中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有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 KD 急性期及发热对

照组患儿之间 Galectin-3 水平无明显差异。 
3. KD 急性期患儿血清 TNF-α､ IL-6､ IL-17 水平互相呈正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P<0.01)。KD 急

性期患儿血清 Galectin-3 水平与肿瘤坏死因子-α 成正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其与白细

胞介素-6､ 白细胞介素-17 水平关系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KD 急性期 TNF-α､ IL-6､ IL-17 水平较普通发热性疾病明显升高,且其变化呈正相关关系,推
断它们可能共同免疫活化参与 KD 启动阶段。 
2. Galectin-3 参与了川崎病急性炎症过程,但对川崎病早期诊断尚未发现有明确意义。是否能作为川

崎病早期诊断的指标有待进一步验证。 
 
 
PU-2250 

A case report of primary antibody deficiency in a Chinese 
patient with mutation in IKZF1 gene and literature review 

 
chen qiuyu,Wang Wenjie,Ying Wenjing,Wang Xiaochu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B cell lineage involves many steps, in which numerous 
transcriptional factors play critical roles. Ikaros is among one of the transcriptional factors which is 
encoded by IKZF1. Somatic IKZF1 mutations are known to be causative for the morbidity of 
leukemia in human subjects. Current studies indicate germline IKZF1 mutation could also cause 
immunodeficiency. 
Objective: We sought to describe the clinical and immunologic phenotypes of the first  Chinese 
patient with heterozygous IKZF1 mutation and make a review of the cases reported before in the 
literature. 
Method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immune feature, and gene mutation analysis were summarized in 
the patient. “Ikaros”, “IKZF1” and “B-cell deficiency” were used as keywords in order to retrieve 
reports from CNKI , Wanfang Database, and Pubmed Database. A literature review of reported 
patients with IKZF1 gene mutations was conducted by reviewing related articles. 
Results The patient is a twenty-four year old female with late onset age of nineteen years ol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included two episodes of pneumonia as well as skin infection and 
gallinarum sepsis. An immune workup demonstrated decreased serum immunoglobulin, profound 
B lymphopenia,elevated T cell counts and normal NK cell number. Gene study revealed a point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860 
 

mutation in one allele of the IKZF1 gene , resulting in an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in the DNA-
binding zinc finger domain. A total of 43 patients with germline IKZF1 mutations involving 
immunodeficiency has been described worldwide so far, with 9 missense mutations, 1 splice site 
mutation and 2 deletions. The onset age ranged from neonate to the sixth decade of lif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apthous ulcer, diarrhea, autoimmunity disease 
and B-ALL. Immune workup resulted in dysgammaglobulinemia, markedly decrease of B cell 
numbers. IVIG and prophylactic antibiotic treatment can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s. 
Conclusions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IKAROS cause abnormal 
immune function : dysgammaglobulinemia, B-cell defect, and autoimmune diseases. 
 
 
PU-2251 

4 例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免疫表型分析及文献复习 
 

孙碧君,孙金峤,王文婕,应文静,侯佳,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ataxia telangiectasia, AT)是目前明确同时影响神经､ 免疫系统的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探讨其免疫表型与基因型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6 年-2017 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免疫科就诊,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到可以解释

患者表型的 ATM 基因突变病例。归纳 4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 免疫功能､ 基因诊断等,并文献复习。 
结果  (1)病例 1,生后发现血小板持续减少且易反复肺炎。血常规提示血小板 14*109/L,淋巴细胞

0.8*109/L;免疫球蛋白提示 IgA0.14 g/l,IgG 8.02g/l,IgM1.37g/l;基因检测示 ATM 复合杂合突变

c.477-481del(p.I159fs)､ c.1033-1036del(p.L345fs)。(2)病例 2,生后反复呼吸道感染,发现结膜充血

6 年,步态不稳 5 年。查体发现共济失调､ 毛细血管扩张､ 皮肤色素脱失斑。头颅 MRI 提示小脑萎

缩。免疫球蛋白提示 IgA0.11g/l,IgG 8.85g/l,IgM1.96g/l;淋巴细胞计数 0.7*109/L ,流式检测提示

CD3+ T 细胞 47.54%,CD19+淋巴细胞 8.11%;基因检测示 ATM 复合杂合突变 c.5697C> 
A(p.C1899CX)､ c.8545C>T(p.R2849RX)。(3)病例 3,生后反复肺部感染,初步诊断为“高 IgM 血

症”。头颅 MRI 提示扩大的血管间隙可能。免疫球蛋白提示 IgA 0.25g/l,IgG 0.65g/l,IgM 5.58g/l;流
式检测提示 CD3+ T 淋巴细胞计数 578.3;基因检测示 ATM 复合杂合突变 c.2922-
2923insAA(p.S974fs)､ c.5697C>A(p.C1899X)。(4)病例 4,生后身材矮小､ 行走不稳,容易呼吸道感

染。免疫球蛋白提示 IgA 0.16g/l,IgG 16.6g/l,IgM 2.29g/l;淋巴细胞计数 1.2*109/L ,CD3+ T 细胞绝

对计数 255.7。基因检测 ATM 复合杂合突变 c.4148-4149delCG 及 c.5188C>T(p.R1730X)。 
结论 4 例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患儿生后容易反复感染,尤其肺部感染,免疫缺陷主要表现为 IgA
下降和/或 IgM 升高,淋巴细胞计数减少;也可增加血小板减少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基因检测发

现 ATM 基因新的突变位点:c.477-481del､ c.2922-2923insAA､ c.5697C>A､ c.4148-4149delCG。 
 
 
 
 
 
 
 
PU-2252 

经胎盘母体细胞植入 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 2 例报道 
 

王文婕,孙金峤,侯佳,钱晓文,惠晓莹,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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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报道经胎盘母体细胞植入的 2 例 IL2RG 突变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描述其临床特征､ 免疫表型

和治疗结果。 
方法 2 例患者均通过高通量基因测序分析确诊为 IL2RG 突变,收集临床资料。母体细胞植入比例通

过荧光素标记的聚合酶链反应法(PCR)检测短串联重复序列(STR)确认。 
结果 2 例男性患者,起病和诊断年龄分别为病例 1(P1)3 月龄､ 6 月龄,病例 2(P2)为 1 月龄､ 8 月

龄。其中 P2 家族中曾有男性婴儿不明原因夭折史。2 例患者均有反复腹泻和肺部感染,均有卡介苗

接种部位红肿硬结;P2 还表现为反复口腔溃疡,肝脾肿大和持续肝功能异常。病原学方面:P1 因卡疤

部位破溃流脓,胃液抗酸涂片阳性,诊断为播散性卡介菌病。P2 存在持续轮状病毒感染,反复鹅口疮,
大便艰难梭菌培养阳性,痰副流感病毒 3 型阳性,尿培养为大肠埃希菌。2 例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计

数均无减少(P1 为 9.61×10^9/L,P2 为 3.92×10^9/L),P2 存在反复粒细胞减少(波动在 190-
1690/μl)。淋巴细胞亚群分类 CD3+T 细胞数量均无减少(P1 为 5560/μl,P2 为 10800/μl),CD4+T 细

胞数均明显减少(P1 为 99/μl,P2 为 828/μl),CD4/CD8 明显倒置(分别为 0.02,0.09),B 细胞及 NK 细胞

计数无减少。免疫球蛋白 A/M 均低于正常范围,P2 静脉丙球输注前免疫球蛋白 G 为 0-2.78g/L。2
例患者临床诊断为联合免疫缺陷病,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HLA-DR､ HLA-DQ 均表达正常。通过高

通量基因测序分析明确为 IL2RG 突变,母亲为携带者。采用 PCR 方法分析 16 个 STR 位点,确认母

体细胞植入率分别为 27%和 46.7%。P1 已于 8 月龄成功进行干细胞移植术。P2 因持续肝功能异

常,考虑母体细胞植入排异反应,加用强的松和他克莫司治疗,目前等待移植中。 
结论 经胎盘母体细胞植入可导致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患者免疫表型不典型,患者除反复多系统､ 多

病原感染外,还可同时伴随腹泻､ 肝脾肿大等移植物抗宿主病表现。婴儿期起病联合免疫缺陷病患

者移植配型时应检测母体细胞植入率,为干细胞移植方案提供依据。 
 
 
PU-2253 

儿童 Swachman-Diamond 综合征 2 例并文献复习 
 

孟新,王文婕,孙金峤,侯佳,应文静,王晓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Swachman-Diamond 综合征(SDS)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发病率约为 其临床表现

多种多样,常常涉及血液系统､ 内分泌系统､ 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和运动系统等多个系统,在没有对

患者进行基因分析的前提下很易被误诊。本文分析了 2 例确诊为 Swachman-Diamond 综合征患儿

的临床相关资料和基因型,复习了该病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 
方法 对 2 例确诊为 Swachman-Diamond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和家系

全外显子组检测报告进行回顾性分析。复习总结国内外 SDS 新研究进展。 
结果 2 例患儿均有粒细胞缺乏､ 肝功能异常､ 腹泻和血脂异常表现,其中一例因面色苍白就诊,血红

蛋白 41g/L,骨髓细胞形态学染色结果提示增生性贫血,另一例则有精神运动发育迟缓。全外显子测

序结果显示,一例患儿 SBDS 基因杂合突变,分别在 2 号外显子 184A>T 无义突变和 3 号外显子

c.258+2T>C 剪接突变,另一例为 SBDS 纯合突变,在 3 号外显子 c.258+2T>C 剪接突变,二者均为致

病性突变。 
结论 SDS 临床表现具有三大特点:胰腺外分泌功能异常､ 生长发育落后､ 造血功能异常(常常表现为

粒细胞缺乏),近 1/4 患者可发展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白血病。此外,肝功能异常､ 神经系统异常

､ 反复感染､ 骨骼畸形等常为其伴发症状。基因分析对 SDS 的早期诊断和产前诊断具有重要意

义,90%以上 SDS 患者有 SBDS 致病性突变。目前针对 SDS 主要是对症和替代治疗,症状严重或有

转化为白血病趋势的患者可考虑移植。 
 
 
PU-2254 

智能设备对 API 阳性喘息患儿 ICS 治疗依从性及 疗效的影响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862 
 

 
卢燕鸣,周渊,李亚琴,于清,丁博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201112 
 

 
目的 探讨智能设备对 API 阳性喘息患儿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依从性及疗效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我院儿科就诊的 5 岁以下 API 阳性的反复喘息患儿 65 例

为研究对象。将入组患儿根据是否安装智能设备分为智能雾化组和常规雾化组。所有入组患儿在治

疗第 1 周给予布地奈德混悬液､ 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及爱全乐雾化液雾化吸入治疗,第 2-12 周,给予

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吸入治疗,进行为期 12 周的观察,比较两组患儿 ICS 治疗依从性及疗效情况。 
结果 (1)依从性情况:智能雾化组患儿中治疗第 4 周,第 8 周,第 12 周依从性分别 86.67%､ 76.67%､
66.67%,常规雾化组分别为 62.86%､ 51.42%､ 40.00%,两组依从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4.471,P<0.05;χ2 =4.418,P<0.05;χ2 =4.605,P<0.05)。 
(2)日间､ 夜间哮喘样症状情况:治疗后第 4 周､ 第 8 周､ 第 12 周时智能雾化组日间､ 夜间哮喘样症

状评分均低于常规雾化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控制情况:两组患儿治疗 12 周后,智能雾化组总控制率为 80.00%,常规雾化组得到一定的控制,但
控制水平较差,总控制率为 57.14%,两组哮喘症状控制水平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77,P<0.05)。 
(4)喘息急性发作频次及严重程度情况:智能雾化组有 12 人出现喘息共 15 次,其中轻度发作 13 次､

重度发作 2 次,常规雾化组有 16 人出现喘息 22 次,其中轻度发作 12 次､ 重度发作 10 次,两组间喘息

急性发作频次及严重程度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99,P<0.05)。 
(5)门急诊就诊及呼吸道感染次数､ 抗生素及全身激素应用的次数､ 住院的次数及所花的费用情况:
智能雾化组与常规雾化组相比较,12 周内其门急诊就诊及呼吸道感染次数､ 抗生素及全身糖皮质激

素应用的次数及所花的费用均低于常规雾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6)不良反应:ICS 治疗过程中未见全身和局部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智能设备的应用能提高反复喘息患儿 ICS 治疗的依从性;改善患儿日间､ 夜间哮喘样症状;提高

控制水平;减轻喘息急性发作的频率及严重程度;降低反复喘息患儿门急诊就诊及呼吸道感染次数;减
少抗生素､ 全身糖皮质激素的应用及医疗费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255 

PFAPA 综合征合并 IgA 肾病 1 例 
 

杨达胜
1,邢燕

1,2,毕凌云
1,赵德安

1,王凌超
1 

1.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周期性发热,口疮性口腔炎,咽炎 , 颈部淋巴结炎(Periodic fever, aphthous stomatitis, 
pharyngitis, and adenitis syndrome ,PFAPA)综合征与 IgA 肾病的关系。 
方法 通过对 1 例反复发热､ 口腔炎､ 咽炎､ 颈部淋巴结炎､ 血尿､ 蛋白尿患儿进行肾脏病理检查,
随访观察治疗反应,并结合文献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男,6 岁。因“反复发热､ 口腔溃疡 2 年,尿检异常 1 月,再发 2 天”住院。2 年(4 岁时)前出现高热

､ 口腔溃疡糜烂,按“溃疡性口腔炎”给予“消炎药､ 退热药”治疗 1 周病愈。之后反复发作。表现为突

然高热畏寒,口腔溃疡,咽痛,颈部淋巴结肿大。1 月前再次高热,体温 38℃~39.2℃,浓茶样尿 1 次,无
尿疼､ 尿频､ 尿急等症状。当地医院尿检:RBC(+++),蛋白(+)。2 天前再次发热 38.7℃伴口腔溃疡

､ 头痛等症状来诊。体检:T 38.3℃,R 26 次/min,P 98 次/min,BP126/72mmHg(1 mmHg=0.133kPa),
发热面容,口腔粘膜､ 舌面可见米粒或黄豆大小溃疡,咽充血,扁桃体 II°大､ 渗出明显,颈部可触及黄

豆到花生米大小淋巴结。皮肤､ 心､ 肺､ 腹部､ 及神经系统体检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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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及辅助检查:WBC1.5×109/L,N 0.75,L 0.25,RBC 3.08×1012/L,HB 89g/L,PLT 310×109/L,尿
检:RBC(++),蛋白(+),24h 尿蛋白定量 0.55g;血清总蛋白 77.3g L,白蛋白 41.9 g/L,球蛋白 35.4g/L,肾
功能 BUN 5.25mmol/L,sCr77μmol/L;血清 IgG4.36g/L,IgA2.13g/L,IgM2.19g/L,C3 0.72g/L,C4 
0.14g/L;ASO(-),ESR45mm/hr,CRP 23.2mg/L, ANA(-),dsDNA(-),抗 sm 抗体(-),ANCA(-)。超声检查:
双肾､ 输尿管､ 膀胱未见异常 
肾活检病理:见 2 条皮质肾组织,共 13 个肾小球,肾小球体积大致正常。肾小球基质和细胞轻度节段

性增生。肾小管间质未见明显病变。免疫荧光:IgA(++),IgG(-),IgM(-),C3(±),C1q(-),Fib (±)。弥散分

布呈团块及粗颗粒状沉积于肾小球系膜区。见图。符合 IgA 肾病诊断。 
诊断:(1)PFAPA 综合征;(2)IgA 肾病(继发?)。治疗经过及随访:给予泼尼松片 7.5mg, tid,po,当日体温

降至正常,3 天后改为 17.5 mg,qd,po.1 周后停用泼尼松。2 周后行扁桃体切除术,术后恢复好。目前

随访 6 个月,发热等病情未再发反复,尿检恢复正常。 
结论  PFAPA 可以合并 IgA 肾病,临床上应引起重视。 
 
 
PU-2256 

新生儿狼疮综合征 1 例报道 
 

邵莉,张锐锋,朱冰冰,吕娟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目的 探讨 1 例婴儿狼疮综合征患儿的诊治特点 
方法 回顾 1 例婴儿狼疮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提高临床诊断率。 
结果 患儿刘 xx,男,1 月 7 天,主因皮疹 1 月予 2017 年 6 月 10 日入院。患儿出生 1 周时出现皮肤皮

疹,为不规则圆形､ 环状暗红色皮疹,面部､ 躯干部散在分布,无发热,无口眼干燥,无异常哭闹,无口唇

青紫,无皮肤黄疸,无咳嗽,在外院查血常规示“白细胞 4.66x109/L,红细胞 4.22x109/L,中性细胞比率

42.5%,淋巴细胞比率 45.9%,血红蛋白 158g/L,血小板 164x109/L”,来我院门诊查系统性红斑狼疮自

身抗体示“抗核抗体定性阳性,抗核抗体滴度 1:320,抗核抗体核型颗粒,抗 SSB 抗体阳性,抗 ds-DNA
定性阳性”,心脏彩超示“心内结构未及明显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为进一步诊治由门诊拟“系
统性红斑狼疮”收入院。病程中患儿无异常哭闹,无发热,饮食可,二便外观正常。患儿母亲否认有自身

免疫性疾病病史。入院查体:T36.5℃ P130 次/分 R35 次/分 WT4.5kg,神清,精神灵活,面部､ 躯干部

散在分布皮疹,为不规则圆形､ 环状暗红色皮疹,口腔皮肤无溃疡,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面色正常,
咽无充血,心肺听诊无特殊,腹平软,肝脾肋下未及肿大,四肢关节无肿痛。入院后查肝功能示总胆红素

9.4umol/L,谷丙转氨酶 146U/L,谷草转氨酶 122U/L,超声示肝､ 脾､ 肾､ 肾上腺未见明显异常,肺部

CT 示两肺内散在斑片状､ 片絮状密度增高影,边界模糊;两肺支气管血管束增多,增多,模糊。尿蛋白

四项､ 肝炎标志物､ 艾滋､ 梅毒抗体､ 抗 O､ 类分湿因子､ 尿常规､ 凝血功能､ 肾功能､ 心肌酶谱

､ 补体､ 血沉无异常,血常规示白细胞 6.57x109/L,红细胞 3.4x109/L,中性细胞比率 24.7%,淋巴细胞

比率 64.5%,血红蛋白 114g/L,血小板 279x109/L,网织红细胞 0.012,癌胚抗原 5.38ng/ml,甲胎蛋白

1937.31ng/ml,TSPOT､ EB 病毒示阴性。患儿母亲进一步查抗核抗体示 315.88units,SSB 抗体

3+。患儿入院诊断婴儿狼疮综合征,予保护肝脏､ 心脏等治疗。入院 1 周,患儿无不适表现,予带药出

院,门诊定期监测相关指标。 
结论 新生儿狼疮综合征是与 SLE 有关的自身免疫疾病,与 SLE 不同,新生儿狼疮综合征不是自发的,
而是获得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母亲患 SLE､ SS 或其他风湿性疾病,或无临床症状,母亲体内的抗

SSA 抗体和(或)抗 SSB 抗体经胎盘转移给胎儿,使其发生组织器官免疫损伤。抗 SSA 抗体和(或)抗
SSB 抗体是新生儿狼疮综合征的重要血清学标志,母婴血中均有。新生儿狼疮综合征的主要表现为

先天性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 短暂皮肤狼疮损害､ 血细胞减少､ 肝脏和其他系统损害等。 
 
 
PU-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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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进展性严重间质性肺炎的幼年皮肌炎 1 例 
 

张子博,李维超,胡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00 

 
 
目的 探讨幼年皮肌炎并发重症进展性肺间质病变的临床特点､ 诊断和治疗。 
方法 分析 1 例幼年皮肌炎并发症进展性肺间质病变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儿男,10 岁,主因语言,活动减少 8 月,肢体无力伴消瘦半年入院,有高春征,肌力略下降,肌电图

提示肌源性损害,MR 提示双大腿,双臀部诸肌群及肌间隔,皮下脂肪层内广泛长 T2 信号影,肌肉活检

示横纹肌存,肌间仅见少数淋巴细胞浸润。患儿无憋气症状,但肺 CT 提示双肺散在斑片状及结节状

密度增高影,部分病灶内可见多发囊腔,存在肺间质病变,予甲泼尼龙治疗,患儿很快肌力正常,食欲､

精神反应好转,并予环磷酰胺免疫抑制治疗。出院后患儿间断出现发热,自出院 1 月后出现胸闷､ 憋

气表现,再次住院,血氧饱和度下降,查肺 CT 提示肺间质病变较前进展,查 KL-6 明显升高,患儿无肿瘤

依据,抗核抗体谱阴性,抗 MDA5 抗体弱阳性,考虑诊断为低肌炎性皮肌炎合并肺间质病变,且呈持续

进展性,予大流量吸氧,抗感染治疗同时予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并予环孢素治疗,后换用霉酚酸酯,患儿

憋气症状缓解,血氧饱和度正常,体温正常,复查肺 CT 病变较前略吸收,好转出院,院外随诊。 
结论 皮肌炎可合并肺间质病变,可起病较重,进展迅速,早期发现极其重要,应尽早完善 CT 检查,治疗

上应予激素､ 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肌炎相关性抗体中抗 MDA5 抗体与肺间质病变相关。血清 KL-
6(Krebs von den lungen-6)可评估结缔组织病引起肺间质病变的病情活动。 
 
 
PU-2258 

儿童过敏性紫癜血清 25(OH)D 水平与 T 
淋巴细胞亚群相关性研究 

 
杨洁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了解过敏性紫癜儿童血清 25(OH)D 水平及其与 T 淋巴亚群的相关性。 
方法 调查 132 名过敏性紫癜儿童和 146 名健康儿童,并进行年龄､ 性别和季节匹配,将病例组进行临

床型分组､ 季度分组､ 初发复发分组､ 感染分组和合并病原明确的感染组与病原未明确的感染组,
采用化学发光技术检测血清中 25(OH)D 水平,流式细胞术测定 T 淋巴细胞亚群。 
结果 1. 过敏性紫癜儿童血清 25(OH)D 水平为 16.42±7.95ng/ml,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儿童

31.55±12.09ng/ml(P<0.05)。 
2. 维生素 D 受季节影响而波动,同季节的病例组与对照组血清 25(OH)D 比较,病例组均显著低于同

季节的健康对照组;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的维生素 D 水平在夏秋季高,冬春季低;其中病例组维生素 D
水平 高的夏季为 23.68±7.78ng/ml,与健康对照组 低的冬季水平 23.41±9.34ng/ml 基本相同。 
3. 维生素 D 水平感染组(16.42±7.95ng/ml)<未感染组(20.11±8.24ng/ml)<健康对照组

(31.55±12.09ng/ml)。 
4. 临床型分组､ 初发复发分组､ 合并病原明确的感染组与合并病原未明确的感染组的组间维生素 D
水平无明显差异。 
5. 过敏性紫癜儿童 25(OH)D 水平与 CD3+､ CD4+､ CD4+/CD8+呈现正相关,与 CD8+无明显相关

性。 
结论 过敏性紫癜儿童维生素 D 水平较低,季节和感染因素可能参与了过敏性紫癜的发病,维生素 D
与细胞免疫功能相关,提高维生素 D 水平可能对治疗和预防过敏性紫癜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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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9 

水痘患者外周血 DNT 细胞的变化及其意义 
 

李甜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了解水痘患儿外周血 DNT 细胞亚群绝对值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利用流式细胞仪对 32 例水痘患儿及 20 例正常儿童外周血进行 DNT 细胞亚群检测,并分析有

无差异性。 
结果 水痘患儿外周血 DNT 细胞亚群绝对值略高于正常儿童,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重症水痘患儿外

周血 DNT 细胞绝对值略高于轻症水痘患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DNT 细胞亚群为一类免疫调节细胞,有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在水痘患儿中,特别是重症水痘患

儿中该类细胞亚群绝对值略有升高,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该类细胞升高时出

现重症病例风险有升高。 
 
 
PU-2260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活动期铜蓝蛋白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研究 
 

张新艳,杨婷婷,何婷,凌家云,温宇,胡秀芬,万丽君,魏俊,卢慧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研究分析初次确诊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各亚型活动期外周血铜蓝蛋白水平变化,进而探讨

铜蓝蛋白在 JIA 早期诊断､ 各亚型鉴别以及疾病活动度监测中的临床意义,进一步探究铜蓝蛋白在

JIA 急性期发病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初次确诊的 86 例 JIA 患儿血清铜蓝蛋白以及各炎性指标,包括白细胞总数

(WBC)､ 血红蛋白(HB)､ 血小板(PLT)､ 血沉(ESR)､ 高敏 C 反应蛋白(CRP)､ 降钙素原(PCT)､ IL-
6､ Fe 蛋白及甘油三酯(TG)､ 血胆固醇(TC)､ 高密度脂蛋白(HDL)､ 低密度脂蛋白(LDL)等的水平变

化,比较少关节型､ 多关节型和全身型 JIA 患儿铜蓝蛋白水平及个炎性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并且分析

JIA 及各亚型铜蓝蛋白水平与 JIA 患儿各炎症指标以及类风湿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研究发现 JIA 活动期全身型 JIA 铜蓝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少关节型和多关节型 JIA,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全身型 JIA 活动期 WBC､ PLT､ ESR､ CRP､ PCT､ IL-6､ BNP､ TC､ HD 均明显高于少关节

型和多关节型 JIA,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相关性分析发现多关节型 JIA 活动期铜蓝蛋白水平与血红蛋白(HB)呈明显负相关(R=-
0.650,P<0.001),但与炎性指标 ESR､ PCT､ Fe 蛋白呈显著正相关

(R=0.712,R=0.542,R=0.537,P<0.05);少关节型 JIA 则发现铜蓝蛋白水平与 PLT､ CRP､ IL-6 呈明

显正相关(R=434,R=0.449,R=0.779,P<0.05);未发现全身型 JIA 与各炎性指标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结论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活动期,尤其是全身型 JIA 活动期铜蓝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少关节型和多

关节型,且在多关节型和少关节型 JIA 活动期铜蓝蛋白水平与典型炎症指标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铜
蓝蛋白作为一种急性时相蛋白,参与 JIA 活动期的炎症反应,对 JIA 的诊断､ 病变活动监测及疗效评

价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意义。 
 
 
PU-2261 

LMNA 基因相关肌营养不良被误诊为多发性肌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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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赫,胡坚,尹晶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婴幼儿先天性肌营养不良和肌炎都可以表现为进行性肌无力､ 肌酶升高､ 肌电图肌源性改变,
有时容易混淆,通过比较这两种疾病的不同特征,提高诊断能力,减少误诊。 
方法 分析病例:4 岁患儿,因双下肢无力､ 肌酶升高､ 肌电图肌源性改变当地医院诊断为“多发性肌

炎”,但激素､ 甲氨蝶蛉治疗 1 年余无效。重新分析此患儿诊断,完善大腿 MRI､ 基因及遗传代谢病等

相关检查,修订诊断。对相关疾病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MRI:双侧大腿及臀部诸肌群萎缩伴脂肪沉积,双髋及双膝少量积液。基因结果:LMNA 基因杂合

突变(c.746G>A, exon4),AD,该变异在数据库中有疾病相关性报道。诊断为 LMNA 基因相关肌营养

不良,逐渐减停激素。 
结论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虽与多发性肌炎有相似的临床表现,但前者是一组遗传性疾病,多数有家族史,
散发病例可为基因突变,用皮质类固醇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效,只要仔细分析,两者不难鉴别。 
 
 
PU-2262 

无反应性川崎病预测指标的探索 
 

郑荣秀,王晓晓,周宇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索静脉用丙种球蛋白(IVIG)无反应性川崎病(KD)的预测指标,为川崎病诊断治疗提供新思

路。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儿科住院且临床资料完整的 102 例

KD 患儿。其中男孩 64 例,女孩 38 例,年龄分布在 3 个月~8 岁。所有患儿入院后按照治疗指南给予

IVIG(2g/kg/日)静脉点滴 1 天､ 以及大剂量阿司匹林(30-50mg/kg/d)口服,热退后 3 天改维持量(3-
5mg/kg/d)。根据患儿对治疗的敏感性,分为 IVIG 敏感组(88 例)及 IVIG 无反应组(14 例)。IVIG 无反

应性 KD 诊断标准:患儿发病 10 天内接受 IVIG 治疗,用药后 48h 体温仍高于 38℃,或者给药 2~7 天

后体温再次升高(体温≥38.0 ℃ 腋窝或肛温)。对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 临床特征､ 实验室检查､ 辅

助检查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及统计学分析。 
结果 1.两组在年龄､ 性别分布上无显著差异。 
2. IVIG 无反应组发生肛周皮肤潮红脱皮､ 卡疤红､ 双侧多发淋巴结肿大的例数明显高于 IVIG 敏感

组。 
3. 102 例 KD 患儿中冠脉损伤(CAL)发生率在 IVIG 敏感组为 6.8%(6/88)､ IVIG 无反应组为

28.6%(4/14),均表现为冠状动脉扩张(CAD), 无冠状动脉瘤(CAA)。IVIG 无反应组发生冠脉损伤率显

著高于敏感组。 
4. IVIG 无反应组患儿血浆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 WBC､ CRP 水平显著高于 IVIG
敏感组(P 分别为 0.010,0.019,<0.001),而前者 Na+､ CK 和 CK-MB 水平明显低于后者(P 分别为

0.001,0.021,0.0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血浆 NT-proBNP 水平升高(≥1000pg/ml)､ CRP 浓度大于 100mg/L
为 IVIG 无反应性 KD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预测 IVIG 无反应性 KD 发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33.6%和 79.1%､ 及 66.7%和 80%。 
结论  
1. 临床表现上肛周皮肤潮红脱皮､ 卡疤红､ 双侧多发淋巴结肿大及冠脉损伤均可能为 IVIG 无反应

性的危险指征 
2.血浆 NT-proBNP 水平和 CRP 浓度升高是 IVIG 无反应性 KD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预测丙种球

蛋白无反应性川崎病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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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63 

和肽素与细胞因子在川崎病冠脉病变中的相关性研究 
 

严晓华,马娟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探讨和肽素､ 细胞因子与川崎病冠脉病变的相关性,进一步揭示川崎病的发病机制,为早期预测

冠脉病变提供理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首次住院确诊为川崎病的患儿,根据超声心

动图结果纳入川崎病冠脉病变组为观察组(36 例,男 25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 2.5 岁),分别检测急性期

和恢复期的各项指标。对照组为健康体检儿童(36 例,男 18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 3 岁),应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各组血浆的和肽素和细胞因子(IL-17A,TNF-α)的水平,并分析相关实验指

标。正态分布数据的多组比较使用方差分析,两组比较用两个独立样本 t 检验,用协方差分析去除年

龄的影响。X2检验用于分析计数材料,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用于评价和肽素,细胞因子

(IL-17A,TNF-α)的预测价值。 
结果 ①川崎病冠脉病变组急性期血浆的和肽素含量高于恢复期[(21.09±2.72)比
(18.45±2.96)pmol/L,t= 6.13,P<0.001];②川崎病冠脉病变组急性期 IL-17A 的含量高于恢复期 
[(21.20±2.35)比(18.80±2.20)pg/ml,t=8.586,P<0.001];③川崎病冠脉病变组急性期 TNF-α 的含量高

于恢复期 [(50.84±5.81)比(45.24±6.15)pg/ml,t=7.278,P<0.001];④以 ROC 曲线分析和肽素预测川

崎病冠脉病变在截点为:  18.32 pmol/L,敏感度:88.2 %,特异度:75.0%(P<0.001);IL-17A 预测川崎病

冠脉病变在截点为:18.89 pg/ml,敏感度:88.2%,特异度:73.6%(P<0.001);TNF-α 预测川崎病冠脉病变

在截点为:43.75 pg/ml,敏感度:85.3 %,特异度:79.2 %(P<0.001)。 
结论 川崎病冠脉病变患儿急性期血浆和肽素､ 细胞因子(IL-17A,TNF-α)三者水平明升高,和肽素联

合细胞因子可以预测川崎病患儿冠脉病变的发生。 
 
 
PU-2264 

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川崎病疗效的 Meta 分析 
 

吴祖波,彭华,刘亚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评价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川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 Cochrane､ Elsevier､ CNKI､ VIP 及万方等数据库。纳入

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川崎病的随机对照研究,并对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 Meta 分

析。纳入 7 个研究共 495 例患儿。 
结果 ①丙球 IVIG(1g/kg×2d 或 2g/kg×1d)与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IFX)5mg/kg 在降低川崎病冠状

动脉病变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IFX(5mg/kg)组与丙球 IVIG(1g/kg×2d 或 2g/kg×1d)组比较,在
对炎性指标如 WBC 计数､ CRP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IFX(5mg/kg)组与丙球 IVIG(1g/kg×2d
或 2g/kg×1d)组比较,IFX(5mg/kg)组能明显缩短患儿发热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与丙球治疗相比,英夫利昔单抗可缩短川崎病患儿发热时间,但对于改善患儿冠状动脉病变的方

面,两者无明显差异。 
 
 
PU-2265 

儿童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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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1,2,李小青
1,张翠

1,马凯
1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西安医学院 

 
 
目的 提高对儿童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GPA)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水平,减少误诊､ 漏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我科收住的 1 例 EGPA 患者临床资料､ 治疗及预后并复习国内外文献。 
结果 患儿女,13 岁,四肢疼痛 20 余日。后出现发热､ 肢体活动障碍､ 皮疹､ 咳嗽､ 腹痛､ 口角歪斜

等症状。既往有鼻窦炎史。胸部 CT 示双肺多发磨玻璃样阴影,结合临床考虑肺出血。肌电图示左侧

面神经受损。查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10%。c–ANCA 阳性,PR3 阳性。临床诊断 EGPA,予甲

泼尼龙冲击及环磷酰胺冲击治疗后各症状明显缓解,后口服激素维持治疗,间隔 1 月行环磷酰胺冲击

治疗(至今 3 个疗程),复查胸部 CT 示右肺中叶少许炎症病灶。目前患儿病情稳定。 
结论 EGPA 是一种儿童罕见疾病,临床表现多样,诊断困难,临床工作中需提高对本病的全面系统性认

识。当患者出现外周血 EOS 升高､ 多脏器功能受累时,应考虑本病,完善 ANCA 检查,必要时应完善

组织病理活检。 
 
 
PU-2266 

儿童 ICF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胡思翠,孙清,王一冰,孙莉莉,封东宁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总结一例儿童 ICF 综合征的临床及基因突变特征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多次入住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的一例 ICF 综合征患

儿的临床诊疗随访过程及基因突变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以“ICF 综合征”､ “免疫缺陷､ 染色体着丝

点不稳定､ 面部异常”､ “ICF syndrome”､ “ICF syndrome and DNMT3B”“Immunodeficiency, 
Centromeric Instability, and Facial Anomalies Syndrome”､ “Immunodeficiency, Centromeric 
Instability, and Facial Anomalies Syndrome and DNMT3B”为检索词,检索万方数据库､ CNKI､
PubMed 数据库(建库至 2017 年 6 月),选取文中报道进行了 DNMT3B 基因检测的病例进行总结分

析。 
结果 患儿,女,2 岁 4 月,2015 年 12 至 2016 年 11 月因“1.血小板减少症 2.化脓性脑膜炎 3.脑脓肿 4.
脑室炎 5.重症肺炎 6.化脓性中耳炎 7.肛周脓肿 8.肛瘘 9 .皮下多发脓肿 10.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等先

后入住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血液科､ 神经内科及 PICU。体格检查发现眼距略宽,余未见明显异常。

出生史无特殊,1 岁以内疫苗已接种。父母非近亲结婚,有一个哥哥,6 岁,均体健。辅助检查:免疫球蛋

白 G:<1.34g/L､ 免疫球蛋白 A:<0.0597g/L､ 免疫球蛋白 M:<0.179g/L;总 T 淋巴细胞:50.33%､ Th
细胞:32.85%､ Tc 细胞:16.61%､ NK 细胞:18.37 %､ 总 B 淋巴细胞:27.62 %。基因检测

示:DNMT3B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第 8 内含子 c.922-2A>G(IVS8-2A>G)杂合剪切位点突变和第 23 外

显子 c.2477G>A(P.R826H)杂合错义突变,未见临床致病性报道。其母携带 DNMT3B 基因 IVS8-
2A>G 突变,其父携带 DNMT3B 基因 R826H 突变。染色体分析:46,XX;分析 100 个核型其中 64 个

核型存在 1 号染色体着丝粒不稳定现象。经抗感染及丙种球蛋白替代治疗后患儿好转,现定期回院

行丙种球蛋白替代治疗,随访患儿 IgG 正常,IgA､ IgM 仍明显低于正常。检索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 0
篇,英文文献 15 篇。已报道 DNMT3B 基因有 29 个突变位点与 ICF 综合征有关,19 个错义突变,1 个

缺失突变,1 个插入突变,5 个剪接位点突变,3 个无义突变。5 例患者为复合杂合突

变,c.2450A>G(p.D817G)为热点突变,基因型和临床表型有一定的关系。 
结论  ICF 综合征为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免疫缺陷病,DNMT3B 基因突变引起 ICF 综合征 1 型,
本病例第 8 内含子 c.922-2A>G 的剪切位点突变和第 23 外显子 c.2477G>A 的错义突变均为未报道

的新突变。本例为首例明确基因突变的中国儿童 ICF 综合征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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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67 

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6 在变应原诱发 
的肾病综合征反复中的作用 

 
白海涛

1,陈丽香
2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STAT6 是 STAT 家族的一员, STAT6 促进 Th2 细胞增殖和产生 IL-4, IL-13 等 Th2 细胞因子,
是成为变应性疾病发病机制的重要原因。前期研究发现部分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与变应性疾病具有相

似的发病机制,阿霉素肾病可能是一种 IgE 异常升高介导的特应性疾病。本研究探讨 STAT6 在变应

原诱发的肾病综合征反复中的作用 
方法 随机将 BALB/c 小鼠分为两组 ①卵白蛋白致敏组(ADR+OVA(+)组):实验开始第 1 天给予单次

尾静脉注射盐酸阿霉素 10.5mg/kg,阿霉素肾病模型在激素治疗缓解的基础上开始给予卵白蛋白全

身致敏即于第 1､ 7､ 14､ 21d 给予 OVA50ug+氢氧化铝 2mg+生理盐水 0.2ml 制成的混悬液,腹腔

注射,第 22d 开始予 1%OVA(1mgOVA:100mlPBS)雾化吸入局部激发,连续激发 7 天;②对照组

(ADR+OVA(-)组):实验开始第 1 天给予单次尾静脉注射盐酸阿霉素 10.5mg/kg,阿霉素肾病模型在激

素治疗缓解的基础上以同体积生理盐水行腹腔注射及雾化吸入局部激发。通过光镜､ 电镜观察肾脏

病理的改变,ELISA 检测血清中 IL-4 和 IL-13 的表达水平,RT-PCR､ Western Blot 观察肾组织中

STAT6 mRNA 及蛋白的表达变化。 
结果 在阿霉素肾病模型激素治疗缓解的基础上,给以 OVA 致敏后发现:①外周血中 IL-4 和 IL-13 表

达水平明显升高,肾组织中 STAT6 mRNA 及蛋白的表达也相应的升高;②肾组织病理变化明显加重,
表现为肾小球足突融合､ 基底膜､ 系膜区系膜细胞增生,肾小球水肿增大,周围肾间质炎症细胞浸润,
提示肾病复发。 
结论:阿霉素肾病的反复及复发跟变应原刺激有关,且与 IL-4/IL-13 / STAT6 信号通路中所有有效成

分过表达密切相关。通过抑制该通路有效成分的表达,可延缓肾脏病理进展,进而减少肾病综合征的

复发及反复的发生,为针对临床制定相应的治疗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结论 阿霉素肾病的反复及复发跟变应原刺激有关,且与 IL-4/IL-13 / STAT6 信号通路中所有有效成

分过表达密切相关。通过抑制该通路有效成分的表达,可延缓肾脏病理进展,进而减少肾病综合征的

复发及反复的发生,为针对临床制定相应的治疗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PU-2268 

不同剂量甲泼尼龙联合抑酸剂在儿童腹型过敏性 
紫癜中的疗效与安全性评价 

 
马立燕,陆彪,刘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剂量甲泼尼龙联合不同抑酸剂的疗效及安全性,寻求治疗儿童腹型过敏性紫

癜的 佳治疗方案 
方法 选择符合本研究的腹型过敏性紫癜患儿 300 例,将其随机分为 6 组(n=50):A 组(小剂量甲泼尼龙

联合西咪替丁)､ B 组(小剂量甲泼尼龙联合奥美拉唑)､ C 组(中剂量甲泼尼龙联合西咪替丁)､ 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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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剂量甲泼尼龙联合奥美拉唑)､ E 组(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西咪替丁)､ F 组(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

奥美拉唑)。各组数据采用多因素统计方法对比观察各组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 (1)1d 缓解率:F 组的 1 天缓解率高于 A､ B､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α′),但尚不能认为

其余各组间的 1 天缓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α′)。(2) 3d 缓解率 D､ E､ F 组的 3 天缓解率均

高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α′)。F 组的 3 天缓解率高于 A､ B､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α′)。但尚不能认为其余各组间的 3 天缓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α′)。(3)症状反复率:E
组､ F 组的消化道症状反复率均要低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α′)。但尚不能认为其余各组

间的症状反复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α′)。(4)激素副作用发生率: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5)平均住院天数: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奥美拉唑相对于小剂量甲泼尼龙联合西咪替丁或奥美拉唑以及中剂量

甲泼尼龙联合西咪替丁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疗效更好,起效更快。(2)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奥美拉

唑或西咪替丁相对于小剂量甲泼尼龙联合西咪替丁治疗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症状反复率更低。(3)
小､ 中､ 大甲泼尼龙联合奥美拉唑或西咪替丁治疗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激素副作用发生率均较

低。(4) 小､ 中､ 大甲泼尼龙联合奥美拉唑或西咪替丁治疗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住院天数并无显

著差异。 
 
 
PU-2269 

一例 Filaggrin 基因突变患儿的免疫学机制研究 
 

陈学梅,赵晓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对一例中间丝聚合蛋白(filaggrin,FLG)基因突变患儿的免疫功能进行检测。 
方法 提取患儿和无亲缘关系的正常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使用流式细胞术的检测方法,对患儿的淋巴

细胞亚群､ Treg､ TH1､ TH2 以及细胞因子 IL-17､ IFN-r 和 TNF-a 等进行检测。 
结果 患儿淋巴细胞亚群 CD4 比例明显升高,NK 细胞以及 memory B 细胞比例有所下降,TH1 和 TH2
也有明显下降。 
结论 淋巴细胞比例的失调可能是 Filaggrin 基因突变引起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AD)的重要

原因。 
 
 
 
 
 
 
PU-2270 

一例女性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患儿报道 
 

王诗语,蒋利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报道一例女性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小婴儿的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对 X-CGD 产前检查发现

女性患者予以警示。 
方法 收集病史,家族史,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流式细胞术进行呼吸爆发实验;提取患儿及父母 DNA 及

cDNA,行 CYBB 基因测序。 
结果 患儿为 2 月 21 天女婴,因肛周脓肿 4 天来我院门诊就诊,血常规: WBC12.75×109/L,N 0.49,L 
0.41,NBT 为 0。患儿的两个孪生哥哥已故,均为 XCGD 患儿,母亲为突变基因携带者。此患儿曾行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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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细胞 DNA 分析,CYBB 基因 exon9 c.1123delG 杂合突变,是女性携带者。此次患儿呼吸爆发明显

异常,NOI=0.65,母亲为双峰,父亲正常。CYBB 基因检测,患儿 cDNA 测序结果为 CYBB 基因 exon9 
c.1123delG 纯合突变,母亲 DNA 及 cDNA 均为相同位点杂合突变,父亲正常。 
结论 CYBB 基因突变引起 X 连锁隐性遗传的 X-CGD,绝大多数为男性患者,女性携带者多数不发

病。文献报道 4 名 21-66 岁 X-CGD 女性携带者因 X 染色体失活成为患者,未见女性小婴儿患病报

道。本例女性 2 月即发病,提示今后产前诊断对于 X-CGD 女性携带者应考虑出现正常 X 染色体失活

的可能性,可行宫内脐带血呼吸爆发实验明确是否为女性患者。 
 
 
PU-2271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血清 ANA 异常及临床意义       
 

肖继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目的 探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儿血清抗核抗体( ANA)临床床特点及治疗预后的意义。 
方法 方法 分析初治的 ITP 患儿 80 例,观察患儿 ANA 与其临床表现､ 治疗经过､ 随访 58 例患儿血

清 ANA 的转化,是否有进一步转化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结缔组织病。 
结果 结果 ITP 患儿存在多项免疫异常:ANA 阳性,抗 SSA 阳性,抗 Ro-52 阳性,刚发病时 ANA 阳性患

儿血小板数量较 ANA 阴性患儿低,初治时对激素的疗效 ANA 阳性患儿比 ANA 阴性患儿疗效好,但
ANA 阳性患儿在长期随访过程中血小板更容易随激素剂量减少而波动,比较需要长期的小剂量的激

素维持,58 例随访期(46.3+6.4)个月,3 例 终转化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结论 结论  初发时 ANA 阳性患儿病情重,近期对激素疗效 ANA 阳性患儿较 ANA 阴性患儿好,但远期

疗效 ANA 阳性患儿较 ANA 阴性患儿血小板更容易波动,有几例 ANA 阳性患儿 终进展为系统性红

斑狼疮。 
 
 
PU-2272 

24 例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临床特征和感染情况分析 
 

康闽,吴凤岐,周志轩,赖建铭,李胜男,朱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的临床特征和感染情况,提高对此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4 例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24 例患儿发病年龄为(9.3±3.2)岁,男女比为 1:3。临床分型中以胸腹主动脉型 多(54.2%),常
以血压升高､ 头痛头晕､ 发热､ 乏力等为首发症状。6 例伴有结核感染,其中 1 例为肺结核。抗链 O
水平升高 3 例(8.3%),EB 病毒感染 2 例(8.3%),细小病毒 B19 感染 1 例(4.2%)。 
结论  儿童多发性大动脉炎起病形式复杂多样,因此临床诊治过程中需认真体检以期早期识别,以免延

误治疗,预后不佳。 
 
 
PU-2273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合并血尿､ 蛋白尿 1 例报道 
 

朱迪,罗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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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合并血尿､ 蛋白尿的诊治经过。 
方法 对本院收治的 1 例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XLA)伴血尿､ 蛋白尿患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

查和治疗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该患儿以间断咳嗽伴发热 22 天,肉眼血尿 20 天,皮疹 4 天为主诉入院,既往患儿有反复呼吸道

感染病史,完善相关检查:肌酐､ 尿素氮升高,尿系列:蛋白质:++,红细胞满视野,异常形态:80%,24h 尿

蛋白定量:1.7g,白细胞升高,粒细胞为主,血红蛋白降低,血小板正常,CRP:增高,IgA､ IgG､ IgM 明显

降低,血细胞簇分化抗原 CD19:0%,血细胞簇分化抗原 CD19 绝对值:0 个/ul,双肾超声:双肾形态饱满,
皮质回声增强。肾动态显像+GFR:双肾血流灌注量正常,肾实质功能降低,排泄延缓。肾活检病理回

报(光镜+电镜):符合局灶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伴急性肾小管间质肾病,结合免疫荧光,不除外 C3 肾小球

病及感染后肾小球肾炎。基因检测回报提示:BTK(NM_000061.2)､ Exon2､ c.119A>G､
p.(Tyr40Cys),X 连锁隐性遗传,该变异为错义突变(预计会使所编码蛋白质的第 40 位氨基酸由 Tyr 变
成 Cys)。患儿母亲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检测到受检者携带 BTK 基因一个杂合变异,与先证者(患儿)相
同。先后给予美罗培南､ 头孢甲肟抗炎,丙种球蛋白替代,尿毒清颗粒､ 爱西特降肌酐,安多明扩血管

调节微循环,开同片营养支持,复方甘草酸苷､ 维生素 C､ 开瑞坦抗过敏治疗后患儿病情好转。 
结论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不仅引起反复感染,另有报道称 XLA 可合并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川崎

病及炎症性肠病,这提示 XLA 可引起机体免疫功能异常,故此例患儿肾脏损伤及病理表现可能与 XLA
有关联,因此儿科医师对于患免疫相关疾病的患儿应完善细胞及体液免疫功能检查,争取早诊断,早治

疗。 
 
 
PU-2274 

温州地区 41 例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临床分析及 7 年随访 
 

杨康康,叶晓华,上官瑶瑶,郑雯洁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分析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入住我科来自温州地区的 41 例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SoJIA)患儿的临床､ 实验室资料及影像学资料 
结果 SoJIA 患儿共 41 例,男 28 例,女 13 例,男:女为 2.15:1,发病年龄 0.75~11.5 岁,平均年龄 7.35
岁。出现症状至确诊时间平均为(43.9)天。起病时主要症状为发热 41 例(100%),体温高峰超过

40.0℃26 例(63.4%);关节炎 33 例(80.5%),皮疹 24 例(58.5%),淋巴结肿大 16 例(39.0%),肝肿大 14
例(34.1%),脾肿大 6 例(14.6%),浆膜炎 3 例(7.3%)。关节炎发生时,以大关节累及多见,由多到少依次

为膝､ 踝､ 肩､ 肘。起病时以少关节受累多见,占 87.9%(29 例),其中 5 例随访过程中进展为多关节

炎。起病初无关节受累 8 例,其中 5 例(5/41,12.2%)随访中新发关节症状,均为少关节型,分别在发病

后(545､ 112､ 125､ 120､ 200)天,平均 220 天。实验室检查中白细胞总数升高 28/41 例(68.3%),C
反应蛋白(CRP)升高 41/41 例(100%),贫血 18/41(43.9%),血沉(ESR)增快 38/40 例(95.0%),谷丙转

氨酶升高 8/41 例(19.5%),血清铁蛋白(SF)升高 24/34 例(70.6%),IgE 升高 25/38 例(65.8%),RF 阳性

2/34 例(5.9%),ANA 阳性 5/41 例(12.2%)。关节 B 超提示滑膜炎 9/23 例(26.7%),积液 13/23 例

(56.5%),关节 MRI 检查提示滑膜炎 7/17 例(41.2%),关节积液 10/17 例(58.8%)。并发间质性肺炎 1
例,肺动脉高压 1 例,白内障 2 例。符合 Ravelli2016 年标准诊断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 MAS)共 6 例。规律随访 29 例患儿中,平均随访 1323.5 天,单相病程 13 例

(44.8%),复发 1 次 5 例(17.2%),复发 2 次以上 11 例(37.9%),平均复发时间为 872 天。经治疗后,完
全缓解 25 例(86.2%),部分缓解 3 例(10.3%),未缓解 0 例,1 例死亡。失访 12 例。复发组年龄明显偏

小。复发组 CRP､ SF 水平､ 谷丙转氨酶､ CD3+､ CD4+､ 谷氨酰转肽酶均明显低于未复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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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临床表现多样,约 12.2%起病初无关节炎症状,随访过程中新发关节症

状。现有治疗下大部分预后良好,发病年龄越小､ 血小板增高､ T 淋巴细胞功能失调与 SoJIA 复发

相关 
 
 
PU-2275 

托珠单抗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临床分析 
 

郑雯洁,叶晓华,陈敏广,杨康康,林瑞霞,庄捷秋,杨青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评价托珠单抗治疗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OJIA)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 难治性或有 MAS 特征的 SOJIA 共 7 例,每 4 周(共 4 例)或每 2 周(共 3 例)静脉滴注 1 次托珠单

抗 
结果 (1)托珠单抗治疗 2 周后体温均降至正常(5/5,100%),皮疹消退 5 例(5/6,83.3%)。治疗 8 周后活

动关节炎数目减少 67.61%,活动受限关节数目减少 67.13%(P 均<0.05)。(2)治疗 8 周后 ESR,CRP
分别减少 80.04%,94.08%(P 均<0.01),血红蛋白平均升高 12.99%(P<0.05)。(3)治疗 12 周后糖皮质

激素剂量较前平均减少 57.94%,1 例为去激素化治疗,2 例停用激素,分别在使用托珠单抗后 472 天､

809 天停用停用。(4)共发生 35 次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6.0 例次/年。 高的不良事件为感染,均为轻

中度感染。(5)平均使用托珠单抗 352 天,5 例均处于疾病非活动状态,完全缓解 6 月以上 3 例。 
结论 托珠单抗联合 DMARDs 治疗 SOJIA 临床起效快,持续缓解率高,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 
 
 
PU-2276 

儿童狼疮性肾炎临床与病理分析 
 

郭洁,封其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分析 70 例狼疮性肾炎患儿的临床及其肾脏病理特点,探讨儿童狼疮性肾炎的临床与肾脏病理之

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之间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确诊并住院治疗的 70
例 LN 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肾脏病理学资料。分析:1､ 根据肾脏病理分型进行分组,比较

各组间 LN 患儿的性别､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SLEDAI 评分､ 肾小管间质病变(TIL)评分､ 肾脏

病理活动指数(AI)评分和肾脏病理慢性指数(CI)评分有无差异。2､ 分析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AI 评
分和 CI 评分与 TIL 分级的关系。3､ 分析 SLEDAI 评分与 AI 评分和 CI 评分的关系。 
结果  
1､ 儿童 LN 的男女比为 1:3.21;肾脏病理分型以Ⅳ型(42.9%) 多见,其次为Ⅲ型(31.4%)和Ⅱ型

(21.4%);TIL 分级以Ⅰ级(64.3%) 多见,Ⅱ级占 4.3%,无 TIL 占 31.4%;肾脏病理免疫荧光“满堂亮”约
占 78.6%,2 例患儿免疫荧光全阴性(寡免疫荧光),肾脏临床表现以蛋白尿(61.4%)､ 无菌性脓尿

(52.9%)和血尿(48.6%)较多见;肾脏临床分型以亚临床型(31.4%) 多见,其次为血尿或(和)蛋白尿型

(30.0%)和肾病综合征型(25.7%);肾外临床表现以血液系统损害(87.1%)､ 面部皮疹(67.1%)和发热

(61.4%)较多见。2､ Ⅱ型和Ⅲ型患儿不伴有 TIL 或伴 TILⅠ级,Ⅳ型和Ⅴ+Ⅳ型患儿以 TILⅠ级和Ⅱ

级多见;Ⅳ型和Ⅴ+Ⅳ型患儿的 AI 评分明显高于Ⅱ型和Ⅲ型患儿(P<0.01),且Ⅲ型患儿明显高于Ⅱ型

患儿(P<0.01);Ⅲ型和Ⅳ型患儿的免疫银光“满堂亮”明显多于Ⅱ型患儿(P<0.01)。3､ Ⅱ型患儿的血

尿发生率明显低于Ⅲ型和Ⅳ型患儿(P<0.01);Ⅳ型患儿的高血压､ 无菌性脓尿和蛋白尿的发生率明显

高于Ⅱ型患儿(P<0.01);Ⅳ型和Ⅴ+Ⅳ型患儿的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明显高于Ⅱ型和Ⅲ型患儿(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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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综合征型多见于Ⅳ型和Ⅴ+Ⅳ型患儿,亚临床型多见于Ⅱ型患儿,且在肾脏病理分型组间有显著差

异(P<0.05);Ⅳ型患儿的面部皮疹发生率明显高于Ⅱ型和Ⅴ+Ⅳ型患儿(P<0.01);Ⅳ型患儿的发热发生

率明显高于Ⅱ型患儿(P<0.01)。5､ Ⅲ型和Ⅳ型患儿的抗 dsDNA 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Ⅱ型患儿

(P<0.01);Ⅳ型患儿的 C3 降低率明显高于Ⅱ型患儿(P<0.01)。 
结论 1､ 儿童狼疮性肾炎的临床分型与病理分型不完全一致,强调肾活检的重要性。 
2､ 肾脏病理分型为Ⅳ型和Ⅴ+Ⅳ型患儿的 AI 评分较高,提示Ⅳ型和Ⅴ+Ⅳ型患儿的肾脏病理活动度

较高。 
3､ 肾脏病理分型为Ⅳ型和Ⅴ+Ⅳ型患儿的肾小管间质病变较显著;AI 评分､ CI 评分和 24 小时尿蛋

白定量与肾小管间质病变分级呈正相关;尿 NAG/尿 Cr 比值和尿 α1MG/尿 Cr 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可

反映肾小管间质病变的程度。 
 
 
PU-2277 

以巨脾为首发症状的儿童 Felty 综合征 1 例病例分析 
 

郑皖亓,刘正娟,赵永利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Felty 综合征为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一种特殊类型,临床少见,医生对该病的知晓率较低,临床

误诊率较高。此病多见于成年人,以往关于儿童 Felty 综合征鲜有报道,本文旨在了解儿童 Felty 综合

征的临床特点,探讨儿童 Felty 综合征的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儿科收治的 1 例儿童 Felty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查找国内外相关文献加以

分析､ 总结。①临床特点:患儿,女,13 岁,9 年前出现巨脾､ 贫血,2 年余前开始出现多关节肿痛,伴发

热､ 巨脾､ 粒细胞减少(N 1.18×109/L),6 月前于外院诊断为“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并予泼尼松

､ 环孢素､ 甲氨蝶呤､ 沙利度胺､ 布洛芬治疗,治疗期间关节肿痛明显缓解,自行将泼尼松减量,甲氨

蝶呤停用,此次因 4 小时内反复抽搐 6 次急诊收入我院儿科。②辅助检查:血常规:WBC 18.84×109/L
､ NEUT%  80.70%､ HB 150g/L､ PLT 455×109/L;CRP 131ug/ml;ESR 8mm/h;SF 296ng/ml;肝生

化 LDH 621U/L,TB 57.20μmol/L,CB 20.20μmol/L,UCB 37.00μmol/L;RF<11.5IU/ML;CCP､ ANA､
ENA､ dsDNA､ ANCA､ 心磷脂抗体､ 补体未见异常。腰穿脑脊液压力 250cmH2O,脑脊液常规､

生化未见异常。肝脾超声:脾大,脾厚 5.7cm;脑电图示全脑优势活动以低至高波幅 3-7Hz 慢波节律,
弥漫异常脑电图。颅脑 MRI 示双侧额叶､ 左侧颞叶见多发片状 Flair 高信号影,考虑炎性病变可能性

大,灰质结构不良不除外。膝关节､ 双手正位 X 线示骨质未见明显异常,双膝关节周围软组织略显肿

胀。③治疗:入院后予镇静止抽､ 吸氧､ 降颅压､ 营养脑细胞治疗。结合患儿巨脾､ 粒细胞减少､

类风湿关节炎表现,诊断为 Felty 综合征,并予口服泼尼松､ 环孢素､ 甲氨蝶呤､ 布洛芬治疗。同时先

后予 3 次甲泼尼龙冲击治疗迅速控制病情,随后泼尼松改为 30mg/d 口服至今。 
结果 经治疗后患儿关节肿痛明显缓解,无发热,未再抽搐,复查血常规:WBC 5.54×109/L､
NEUT%  57.7%;CRP 9.58ug/ml;ESR 5mm/h;复查脑电图､ 颅脑 MRI 均恢复正常。 
结论 ①Felty 综合征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种特殊类型,多见于成年人,多数病例于类风湿关节炎晚

期出现,儿童 Felty 综合征尤为罕见,粒细胞减少､ 脾大可先于关节症状出现。②此病例患儿于激素自

行减量后出现反复频繁抽搐,查脑电图示弥漫性异常,颅脑核磁共振示双侧额叶､ 左侧颞叶可见多发

片状 Flair 高信号影,考虑为原发病所致炎性病变,经积极治疗后 6 个月复查脑电图､ 颅脑 MRI 均正

常,由此需注意该病合并神经系统受累可能,此方面报道甚少。③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甲泼

尼龙冲击治疗控制该病效果较好,且可减轻长期大量口服激素的副作用。 
 
 
PU-2278 

155 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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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园
1,2,封其华

1 
1.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各型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特点,和诊治措施,进一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自 2011 年 4 月到 2016 年 12 月收住院确诊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

儿 155 例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发病特点､ 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及治疗方法等方面进

行分析。 
结果 (1)  155 例 JIA 患儿中,全身型 JIA 66 例(42.58%);多关节炎型 JIA 30 例(19.36%),其中 RF 阳
性 6 例(20%),RF 阴性 24 例(80%),少关节炎型 JIA 26 例(16.77%);银屑病性 JIA 2 例(1.29%)､ 与附

着点炎性相关的 JIA(ERA)31 例(20.0%)。男 92 例,女 63 例,男女比例约为 1.46:1;发病年龄≤3 岁 
19 例,~7 岁 42 例,>7 岁 94 例。学龄期组(>7 岁)的患病构成比高于其他两组,超过总数的一半

(60.64%)。 
(2) JIA 临床症状多样,包括关节症状､ 全身症状以及关节外症状。 
 (3) 目前 JIA 的诊断仍缺乏特异的辅助检查手段,关节 X 线,CT,MRI､ 关节 B 超检查在明确有无关节

早期炎症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血培养､ 骨穿､ 影像学检查等有助于鉴别感染性及肿瘤性疾

病。 
(4)治疗:全身型 JIA:66 例全身型 JIA 中有 8 例全身型 JIA 并发 MAS,58 例经初始治疗后,症状明显缓

解;10 例全身型 JIA 激素减量后病情反复者,加用环孢素 A､ 或者他克莫司､ 或者托珠单抗治疗 1 个

月后 7 例明显缓解。 
其它型 JIA:均先使用 NSAIDs+DMARDs 联合治疗,1 个月后,多数 JIA 经 NSAIDs+DMARDs 治疗后

病情明显缓解,部分加用糖皮质激素､ 益赛普治疗后缓解。 
MAS 治疗:8 例 MAS 患儿经确诊后采用个体化治疗,采用大剂量甲泼尼龙 20 ~ 30mg/(kg·d)连续冲

击治疗 3 天,丙种球蛋白 1 g/(kg·d)连续 2 天,并口服或者静脉输注环孢素 A 3~ 8mg/(kg·d),另 3 例在

此基础上加用 TNF-α 抑制剂治疗,7 名患儿经联合治疗后缓解,1 例死于肝昏迷。 
结论 1. JIA 表现不典型,诊断主要依靠其临床特征,强调排除其他系统的疾病。2.全身型 JIA 出现发

热不退､ 肝功能损害､ 多系统损害及铁蛋白明显升高时要考虑 MAS 的可能,MAS 的早期诊断､ 积

极联合治疗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3.对于 JIA 要早期治疗､ 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治疗方案,长期规

范联合用药,缓解症状､ 控制疾病的进展,以期缩短病程,防止畸形､ 失明等并发症的出现。4.如果常

规治疗效果不好,应尽早加用生物制剂。 
 
 
 
 
 
 
 
 
PU-2279 

98 例儿童紫癜性肾炎的临床表现与肾脏病理分析 
 

王倩汇,封其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通过分析 98 例紫癜性肾炎患儿临床及其肾脏病理变化,以探讨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与肾脏病

理之间的联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住院治疗的 98 例紫癜性肾炎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肾脏病理学资料。采用 spass17.0 分析软件分析:1､ 紫癜性肾炎患儿临床表现与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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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病理分级､ 肾脏免疫病理分型与肾小球病理分级､ 肾小管间质病理分级与肾小球病理分级之间的

关系。2､ 根据肾小球病理分级进行分组,比较各组间尿蛋白､ 尿红细胞及无菌尿白细胞差异。 
结果 临床分型以血尿和蛋白尿型(47 例,48.0%) 多见,孤立性血尿型或者孤立性蛋白尿型次之(30
例,30.6%);肾小球病理分级以Ⅱ级(52 例,53.1%)多见,其中Ⅱa 级 20 例(20.4%),Ⅱb 级 32 例(32.7);
肾小管间质病理分级以+级(77 例,78.6%) 多;孤立性血尿型或者孤立性蛋白尿型的肾小球肾脏病理

分级 70%(21/30)为Ⅱ级,血尿和蛋白尿型肾小球病理分级以Ⅱ､ Ⅲ级多见,分别占 53.2%(25/47)､
40.4%(19/47),急性肾炎型肾小球病理分级多表现为Ⅱb 级,占 75%(3/4),肾病综合征型肾小球病理分

级以Ⅲ､ Ⅳ级占绝大多数,各占 40%(6/15),1 例急进性肾炎型肾小球病理分级Ⅳb 级。肾小球病理分

级与肾小管间质病理分级呈正相关(P<0.05)。肾脏免疫病理分型以单纯 IgA 沉积(51 例,52.0%) 为

常见,无 IgA 沉积者 8 例(8.2%)。多数病例伴有纤维蛋白原(75 例,76.5%)沉积,伴有 C3 沉积者 64 例,
占 65.3%,仅有 1 例伴有 C1q 沉积。紫癜性肾炎尿微量白蛋白､ 尿免疫球蛋白 G､ 尿转铁蛋白以及

24 小时尿总蛋白的程度与肾小球损伤程度明显正相关(P<0.05),肾小球病理损伤程度与无菌尿白细

胞多少明显相关(P<0.05),与尿红细胞多少无明显相关(P>0.05)。 
结论 紫癜性肾炎患儿尿蛋白的程度､ 肾小管间质损伤的程度与肾小球病理损伤的程度明显相关,肾
脏免疫病理分型与肾小球病理损伤的程度无明显相关性。肾小球病理损伤的程度与无菌尿白细胞多

少明显相关,与尿红细胞多少无明显相关。 
  
 
 
PU-2280 

PICU 危重症患者免疫变化研究 
 

幸春林,陆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研究危重症儿童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的变化情况。 
方法 选取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 PICU 患儿 73 例,取入院 48 小时内外

周血,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免疫､ 速率免疫散射比浊法测体液免疫水平､ 流式细胞仪-DHR 分析

法测中性粒细胞功能。部分患儿 23 例于入院第 7 天时作第二次检测。选择外科择期手术前患儿 10
例作为对照 
结果 1 入院 48 小时内,危重症患儿 CD3+T 细胞和 CD8+T 细胞的比例

(57.43±13.46)%,(21.26±7.87)%,较对照组明显降低(66.24±5.27)%,(26.82±7.63)%(P<0.05);CD4+T
细胞和 NK 细胞(33.42±11.29)%,(8.83±7.77)%,较对照组无显著变化

(34.89±4.94)%,(11.34±5.60)%(P>0.05);B 细胞(31.69±13.83)%,较对照组(21.08±7.24)%明显升高

(P<0.05);中性粒细胞活化率(14.32±14.81)%与正常参考值(0-10)%相比明显活化(P<0.05),受 PMA
刺激后活化率大于 90%;补体 C3 血浆水平(0.88±0.31)(g/L),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1.19±0.18)g/L(P<0.05)。223 例患者治疗 1 周后 CD3+细胞､ CD4+细胞比例

(61.20±13.56)%,(36.79±9.95)%较初入 ICU 时(56.80±13.99)%,(32.86±10.87)%显著升高(P<0.05),
中性粒细胞活化情况和 PMA 刺激后活化率与入院时比较无显著差异,IgA､ IgM 和补体

C3(0.98±0.75)g/L,(1.00±0.39)g/L,(1.15±0.34)g/L 较入 ICU 时

(0.80±0.69)g/L,(0.86±0.48)g/L,(0.93±0.23)g/L(P<0.05)显著升高 
结论 儿童危重症患者在疾病初期出现免疫紊乱,细胞免疫变化 明显,一周后免疫指标有所恢复。 
 
 
PU-2281 

西南地区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102 例临床分析 
 

罗冲,张宇,王雅婷,唐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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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西南地区儿童期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临床表现､ 免疫学指标特点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首次确诊为 SLE
的 102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并与 2017 年 6 月发表的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协作组(CSTAR)中 225 例

儿童期起病 SLE 患者起病时主要临床表现､ 免疫学指标进行比较,探讨西南地区儿童 SLE 临床特点

及预后。 
结果 102 例儿童期 SLE 来自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及云南等四省市。男 13 例,女 89 例,男女

比例为 1:7.54,平均起病年龄 10.82+2.18 岁(3 岁-16 岁),6 岁前起病 5 例。本队列起病时 SLEDAI 评
分 11.62+4.59,15 分及以上 35 例;临床表现以皮疹 常见(76.5%),颧部红斑(60.8%),其次为发热

(57.8%),乏力(52%),有神经精神症状表现者 31 例(30.4%)。血细胞下降 85.29%,白细胞下降 37.3%,
血红蛋白下降 51.9%,血小板下降 23.5%。肾脏受累比例 75.5%,大量蛋白尿者 22.5%。肾脏活检

42 例,病理类型以 IV 型 多,20 例(47.6%),IV+V 型 6 例(14.3%)。免疫学检查自身抗体 ANA 阳性率

(91.2%),ds-DNA 阳性率(53.9%),抗 Sm 阳性率(30.4%),RNP 阳性率(40.2%),抗 SSA 阳性率(50.0%),
抗 SSB 抗体阳性率(22.5%)。补体 C3 下降(85.3%),C4 下降(66.7%),C3 下降均伴有 C4 下降。与

CSTAR 数据中儿童期起病患儿相比较,本队列患儿皮肤粘膜病变､ 血细胞减少､ 肾脏受累者､ 神经

系统受累多于后者;且本队列中免疫指标,包括 ds-DNA､ Sm､ RNP､ SSA､ SSB 阳性率及补体下降

率明显高于后者。本队列的随访中位数 53 月(8 月~75 月),死亡病人 13 例(12.7%),男性患儿 3 例

(25%),病死率高于女性患儿 10 例(12.8%),但无显著性差异。1 年,3 年,5 年存活率分别为

93.68%,87.5%,81.1%,分别低于 CSTAR 儿童 SLE1 年,3 年,5 年存活率。起病 1 年内死亡病例 6 例,
其中 3 月内死亡病例 1 例,死于肺出血。死亡原因多为狼疮所致心肺肾功能衰竭及感染,治疗过程中

明确出现心功能不全者有 7 例。以上死亡病例仅 2 例患者于我院长期规律随访治疗。 
结论  
与 CSTAR 儿童期起病 SLE 患者进行对比,西南地区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活动度较高,脏器损害

明显。西南地区儿童 SLE 患儿病情重,结合部分患儿非正规的随访治疗,预后不良。 
 
 
PU-2282 

X-连锁高 IgM 综合征合并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 1 例  
CD40L 基因突变研究 

 
李东军,李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原发性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是一组危及患儿生命

的遗传病,临床以严重的 T 细胞缺乏或功能异常､ 伴或不伴 B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数量减少或功能

缺陷为主要特征,由此引起的先天性免疫缺陷使患儿反复发生危及生命的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根

据患儿体内有无淋巴细胞,可将 SCID 分为 T-B+型和 T-B-型。在 SCID 中,白介素-2 受体共同 γ 链基

因(interleukine-2 receptor common gamma chain,IL-2RG)突变引起的 X-连锁 SCID(X-SCID) 为

常见。IL-2RG 基因编码的 γC 作为 IL-2､ IL-4､ IL-7､ IL-9､ IL-15 及 IL-21 的信号必不可少的成分

对 T 淋巴细胞及 NK 淋巴细胞的产生､ 分化､ 增值､ 功能及 B 淋巴细胞的功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其
基因突变引起 T 细胞及 NK 细胞的缺乏及 B 淋巴细胞功能障碍。本文对 1 例反复咳嗽,细胞免疫､

体液免疫全面下降的男性患儿及其母亲进行 IL-2RG 基因分析,确定其是否存在基因突变,从分子水

平明确患儿是否为 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患者。 
方法 收集 1 例临床拟诊为 X-连锁 SCID 患儿及其母亲外周静脉血提取全血基因组 NDA,自行设计

IL-2RG 基因 13 对外显子及外显子-内含子连接区的特异性引物行 PCR 扩增,产物送检纯化后行双

向测序,结果与 GenBank 中 IL-2RG 基因序列分析对比确定有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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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 IL-2RG 基因测序证实其第 5 外显子发生碱基置换(g.2367G>A,c.720 G>A)引起无义突变,
第 240 位氨基酸色氨酸变为终止子,终止密码提前出现,引起蛋白结构改变和功能缺陷。其母亲被证

实为携带者。 
结论 本文患儿经 IL-2RG 基因检测确诊为 X-SCID。对临床拟诊为 X-SCID 患儿应尽早通过基因检

测明确诊断,一经确诊的患儿应尽快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以争取在患儿发生危及生命的感染前就能

重建免疫系统,从而挽救生命,同时可为患儿母系亲属进行 IL-2RG 基因基因筛查及产前诊断,为家族

成员提供遗传咨询依据。 
 
 
PU-2283 

过敏性紫癜 28 例临床分析 
 

王家松 
福鼎市医院 355200 

 
 
目的 了解儿童过敏性紫癜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8 例儿童过敏性紫癜发病情况､ 年龄､ 皮诊易发时间､ 症状反复因素。 
结果 除皮疹外皮肤关节肿胀为第一伴发因素,年龄 5-13 岁,病程 10 天内易发皮疹,皮疹易发时间为每

年冬春季, 长复发作时间为半年 
结论 应根据过敏性紫癜皮疹易发时间及影响因素进行早期治疗极早期干预 
 
 
PU-2284 

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 1 例 IL-2RG 基因突变研究 
 

李东军,李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原发性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是一组危及患儿生命

的遗传病,临床以严重的 T 细胞缺乏或功能异常､ 伴或不伴 B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数量减少或功能

缺陷为主要特征,由此引起的先天性免疫缺陷使患儿反复发生危及生命的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根

据患儿体内有无淋巴细胞,可将 SCID 分为 T-B+型和 T-B-型。在 SCID 中,白介素-2 受体共同 γ 链基

因(interleukine-2 receptor common gamma chain,IL-2RG)突变引起的 X-连锁 SCID(X-SCID) 为

常见。IL-2RG 基因编码的 γC 作为 IL-2､ IL-4､ IL-7､ IL-9､ IL-15 及 IL-21 的信号必不可少的成分

对 T 淋巴细胞及 NK 淋巴细胞的产生､ 分化､ 增值､ 功能及 B 淋巴细胞的功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其
基因突变引起 T 细胞及 NK 细胞的缺乏及 B 淋巴细胞功能障碍。本文对 1 例反复咳嗽,细胞免疫､

体液免疫全面下降的男性患儿及其母亲进行 IL-2RG 基因分析,确定其是否存在基因突变,从分子水

平明确患儿是否为 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患者。 
方法 收集 1 例临床拟诊为 X-连锁 SCID 患儿及其母亲外周静脉血提取全血基因组 NDA,自行设计

IL-2RG 基因 13 对外显子及外显子-内含子连接区的特异性引物行 PCR 扩增,产物送检纯化后行双

向测序,结果与 GenBank 中 IL-2RG 基因序列分析对比确定有无突变。 
结果 患儿 IL-2RG 基因测序证实其第 5 外显子发生碱基置换(g.2367G>A,c.720 G>A)引起无义突变,
第 240 位氨基酸色氨酸变为终止子,终止密码提前出现,引起蛋白结构改变和功能缺陷。其母亲被证

实为携带者。 
结论 本文患儿经 IL-2RG 基因检测确诊为 X-SCID。对临床拟诊为 X-SCID 患儿应尽早通过基因检

测明确诊断,一经确诊的患儿应尽快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以争取在患儿发生危及生命的感染前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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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免疫系统,从而挽救生命,同时可为患儿母系亲属进行 IL-2RG 基因基因筛查及产前诊断,为家族

成员提供遗传咨询依据。 
 
 
PU-2285 

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难治性结缔组织病血液系统损害的疗效观察 
 

马继军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观察评价利妥昔单抗对儿童难治性结缔组织病血液系统损害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11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 6 例严重血液系统受累的结缔组织病患儿,观
察评价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等安全问题。 
结果 6 例患儿中 5 例女性,1 例男性,中位年龄 11 岁,诊断系统红斑狼疮(SLE)2 例,诊断结缔组织病

(CTD)4 例,血液系统损害包括血小板减少 2 例､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1 例､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

血合并血小板减少 3 例。利妥昔单抗剂量 100mg/周×4 次 4 例,100mg/周×2 次 1 例,500mg/周×4 次

1 例,其中 1 例分别于第一次用药后 10 个月和 2 年重复使用利妥昔单抗 2 疗程。5 例患儿(80%)获得

完全反应(CR),1 例合并严重狼疮性肾炎､ 肾功能衰竭的 SLE 患儿无治疗反应并 终死亡。治疗有

反应的患儿达到 CR 的平均时间为 6 周(4-8 周),维持 CR 的中位时间为 18 个月(10 月-24 月)。1 例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合并血小板减少的患儿因病情活动(单纯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分别于第一

次用药后 10 个月和 2 年重复使用利妥昔单抗 2 疗程,仍能获得完全反应。6 例患儿均未发现发热､

皮疹､ 休克等不良反应。 
结论 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难治性结缔组织病血液系统损害的疗效肯定,但对合并其他系统损害的疗

效不佳。利妥昔单抗临床应用不良反应轻微,安全性较好。 
 
 
PU-2286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分子诊断 
 

毛华伟
1,2,刘陈菁

1,梁伟玲
1,吴倩

1,刘宇隆
1,2 

1.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儿科 
2.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与青少年医学系 

 
 
目的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是免疫系统一个或多个要素缺陷所导致的一类罕见病,大多数 PID 为单

基因遗传病。由于遗传的多效性与异质性,明确的分子诊断对 PID 精准诊治非常重要。目前国内

PID 的诊断率不足 5%。 
方法 对 PID 分子诊断的必要性､ 历史发展､ 传统 Sanger 测序､ 下一代测序(NGS)､ 数据解读等进

行了论述。 
结果 1977 年,Sanger 提出双脱氧链终止法测定核苷酸序列。1986 年,以此原理为基础的 DNA 自动

荧光测序仪的发明,革新了现代分子生物学,促进了 PID 的分子诊断。2008 年 NGS 技术的发明大大

加速了既往未知遗传基因突变的鉴定。Sanger 测序和 NGS 是 PID 分子诊断的主要工具。前者是

检测单个基因以及验证 NGS 结果的金标准。NGS 越来越多应用于临床,但对生物信息分析的要求

较高。二者各有优势与不足,需有机结合､ 扬长避短,才能发挥 优作用。为此,提出了 PID 分子诊断

的相应策略。另外,对 NGS 的临床应用和 PID 分子诊断的发展提出了一点建议。 
结论 PID 的分子检测,不仅可以提供精准的病因学诊断,辅助发展特异性的针对治疗,还能辅助遗传咨

询,对患者及家庭具有重要意义。有理由相信,在国家精准医学的总体方针指导下,PID 的分子诊断一

定会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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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7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1 例报告 
 

董燕青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 SLE 合并视神经脊髓炎疾病谱(NMOSD)的认识 
方法 详细查体并完善相关检查 
结果 患儿血抗 AQP-4 阴性,腰穿脑脊液压力>330mmH2O,脑脊液常规:白细胞总数 246×106/L,单核

88.7%。脑脊液蛋白 0.63g/L。头 MRI:中脑导水管､ 四脑室周围异常信号。颈椎增强 MRI:C3-T1 水

平脊髓水肿。胸腰椎增强 MRI:T11~L2 椎体上缘许莫氏结节;T11-12 椎间隙变窄;胸髓中央管全程扩

张。视神经 MRI(-)。 终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狼疮性肾炎 IV-G(A)型､ 神经精神性狼疮､ 视神

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结论 目前国内外对 SLE 合并 NMOSD 报导少,临床上对 SLE 合并 NMOSD 缺乏认识,以至于患者初

次发病时均未能确诊,长期漏诊,错失治疗 佳时机。因此对 SLE 患者出现横贯性脊髓炎或视神经炎,
应完善血或脑脊液抗 AQP4 抗体检测及影像学检查,以便及早对 NMOSD 作出诊断及治疗。 
 
 
PU-2288 

过敏性紫癜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殷晓荣,陈燕惠,Karashani MJ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目前过敏性紫癜(Henoch Schonlein Purpura, HSP)病因不明,国内外有关 HSP 合并幽门螺旋

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的报道逐渐增多,结果均提示 HP 可能为诱因之一,但均缺少前瞻性

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探讨 HP 与汉族儿童 HSP 的发生､ 临床表现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方法,选择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月 30 日期间于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儿科住院确诊的汉族儿童共 179 例。其中 119 例 HSP 患儿列为研究组,同期存在胃肠道

症状排除 HSP 的 60 例患儿列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患儿的人口学特征及临床表现。所有 HSP
患儿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 HSP 诊断标准。采用 13C 尿素呼气试验(UBT)对所有的研究对象

进行 HP 抗原检测。 
结果 纳入研究组的患儿中,男 72 例(61%),平均年龄 6.85±0.52 岁,女 47 例(39%),平均年龄

6.91±0.67 岁。其中有 71 例(59.66%)的患儿合并存在 HSP 感染,但无明显性别差异;(X2 = 1.278, P> 
0.05) 。该组 74 名患儿(62%)表现出典型的累及多系统的临床表现,包括紫癜样皮疹､ 腹痛､ 便血､

多发性关节疼痛以及血尿;11 名(18.89%)患儿表现为紫癜､ 腹痛､ 便血及血尿。对照组中有 24 例

(40%)患儿有 HP 感染的证据,明显低于 HSP 组患儿(59.66%)(X2=4.285, P<0.05)。 
结论 本研究提示汉族儿童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较高。HP 感染与 HSP 的发病存在相关性,尤其对

于存在胃肠道症状的 HSP 患儿更应重视是否合并存在 HP 感染。 
 
 
PU-2289 

儿童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并多发动静脉 
血栓形成 1 例并文献复习 

 
王勇,林明星,林晓霞,陈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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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提高对儿童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HES)并血小板减少及多发动静脉血栓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HES 并血小板减少､ 肺栓塞及下肢深静脉血栓患儿的病例资料,并复习相关文

献,总结其临床特征及诊治经验。 
结果 患儿,男,12 岁,临床表现:包括:皮疹､ 发热､ 胸痛､ 下肢肿胀及破溃;辅助检查:血常规提示反复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及血小板减少,D-二聚体升高, 3P+FDP 阳性,双下肢血管彩超提示深静脉多发血栓

形成,肺动脉 CT 提示肺栓塞;予短程糖皮质激素联合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嗜酸性粒细胞及血小板虽

可恢复正常,但反复;予低分子肝素钠抗凝 2 个月,血栓进展;维持抗凝同时口服强的松 2 月,症状消失

､ 血象恢复正常､ 血栓完全吸收。 
结论 1.HES 本身可引起血小板低下;2.HES 合并 D 二聚体升高时,需警惕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脏器栓

塞,尽早抗凝治疗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成功率高,可减少严重血栓性事件发生。 
 
 
PU-2290 

NFκB2 (p52) regulates RhoGDIβ mRNA stability by 
inhibiting AUF1 protein degradation in a miR-

145/Sp1/USP8-dependent axis 
 

Xu Jiawei 
Wuhan Union Hospital 430022 

 
 
Objective Current data showed that an increased expression level of NFκB (p52) is associated 
with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remain largely 
unexplored. The goal of the study is to determine how NFκB (p52) can regulate cancer cells 
invasion through RhoGDIβ.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RhoGDIβ, AUF1, USP8 were assessed using western-blot, RT-PCR 
analysis in different kind of cancer cells. Also cancer cells invasion and migration test were 
assessed in these cells. 
Results Here, we are, for the first time, to report that knockdown p52 could reduce cancer 
invasion though RhoGDIβ, this effect could be completely reversed by ectopically expression of 
p52. Mechanistically, p52 could stabilize RhoGDIβ mRNA stability through AUF1, which was 
crucial for the mRNA degradation of RhoGDIβ. Additional studies showed that p52 could promote 
AUF1 protein degradation by induction of USP8 gene transcription via regulation of specific 
protein 1 (Sp1) translation. Then we found that p52 could induce USP8 transcription and USP8 
could promote AUF1 protein degradation. Furthermore, p52 could regulate Sp1 protein translation 
by activat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miR-145, which could directly bind to 3’UTR of sp1 mRNA and 
inhibited its protein translation.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our studies not only first time identify p52 as a key tumor factor 
of cancer invasion, but also elucidate a novel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iR-
145/Sp1/USP8/AUF1 that’s mediates the tumor proliferation function of p52. 
 
 
PU-2291 

301 例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血脂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袁娇,李彩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882 
 

目的 研究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血脂特点及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11-2017 年于我院确诊儿童 SLE 301 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将低密度脂蛋白

(LDL)､ 高密度脂蛋白(HDL)､ 甘油三酯(TG)､ 胆固醇(CHO)､ 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分别与临床

症状,并发症,补体 C3､ C4,抗 SSA､ SSB 抗体,抗 acl-IgM､ acl-IgG 抗体,ANA,ds-DNA,24h 尿蛋

白,ESR,CRP,ALB,BUN,Cr,尿酸及系统性红斑狼疮活动性指数(SLEDAI)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分析血

脂异常对主要脏器的影响以及激素治疗后血脂的改变。采用 X2检验､ 配对 t 检验及二元 Logistic 回
归等数据方法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 1 79.06%的 SLE 患儿出现血脂紊乱,主要表现为 LDL､ TG､ CHO 升高以及 HDL 降低,以 TG
升高､ HDL 降低为著 
2 儿童 SLE 血脂异常与以下因素相关: 
(1)BUN 与 TG､ LDL､ VLDL 呈正相关(p<0.05) 
(2)白蛋白与 TG､ CHO､ LDL､ VLDL 呈负相关 
(3)补体 C3 与 TG 呈负相关(p<0.05) 
(4)SLEDAI 与 HDL 呈负相关,与 TG 及 VLDL 呈正相关(p<0.05) 
(5)24h 尿蛋白与 TG､ CHO､ VLDL 呈正相关(p<0.05) 
(6)Cr 与 VLDL 呈正相关(p<0.001) 
(7)CRP 与 TG 呈非线性相关(p=0.47) 
(8)尿酸与 LDL 呈非线性相关(p=0.55) 
(9)ESR 与 VLDL 呈非线性相关(p=0.45) 
(10)TG､ CHO､ LDL 升高组合并 ds-DNA 阳性比例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CHO 升高组合并 ANA
阳性比例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 
(12)临床症状､ 抗 acl-IgM､ acl-IgG 抗体､ 抗 SSA､ SSB 抗体､ 补体 C4 在各组血脂正常组与异常

组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 
3 TG 升高组､ HDL 降低组冠脉受累事件比例高于正常组(p<0.05) 
4 TG 升高组､ HDL 降低组､ VLDL 升高组发生血栓事件比例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 
5 TG ､ CHO､ LDL､ VLDL 升高组合并狼疮性肾炎比例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 
6 经激素治疗后发现 LDL､ HDL､ CHO 较用药前升高(p<0.05) 
结论 1 未治疗的早期儿童 SLE 已存在明显血脂异常,主要表现为 LDL､ VLDL､ TG､ CHO 升高及

HDL 降低,以 TG 升高､ HDL 降低为著 
2 多种因素参与儿童 SLE 血脂紊乱过程,主要与疾病活动度及自身抗体有关,同时炎症介质也可导致

血脂异常 
3 儿童 SLE 血脂异常可引起肾脏受损,狼疮性肾炎可加重血脂紊乱 
4 血脂异常可引起儿童 SLE 心血管事件发生 
5 激素既是血脂异常的保护因素,亦是危险因素 
 
 
PU-2292 

慢性婴儿神经皮肤关节综合征一例 
 

杨文旭,李彩凤,韩彤昕,周怡芳,邝伟英,王江,邓江红,张俊梅,檀晓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对一例慢性神经皮肤关节综合征进行病例分析。 
方法 选取 2015 年至 2017 年长期复诊于我科门诊的慢性神经皮肤关节综合征患者进行临床资料总

结分析。 
结果 患者为 1 岁 7 月男性幼儿,因“发现皮疹 1 年 7 月余,间断发热 1 年 2 月余”就诊。患儿于生后第

2 天出现全身散在红色点片状皮疹,伴腹泻 10 余次,无发热､ 呕吐､ 咳嗽等不适,外院考虑为“荨麻

疹”。随后患儿间断出现皮疹,性质同前,伴腹泻､ 发育较落后,生后 5 月尚抬头不稳､ 不会翻身。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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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血常规示发作期白细胞计数升高( 大于 20× 109/L) ,以中性粒细胞为主,C 反应蛋白升高,胸部 CT
肺炎。之后患儿出现间断发热,每日热峰 1-2 次,体温 高 37.8℃,无寒战､ 抽搐,物理降温即可降至

正常,偶单声咳嗽､ 无明显咳痰,间隔 1~2 个月后再次发热,每日 1-2 次热峰,体温高峰可近 40℃,热起

时皮疹增多､ 热退后皮疹有所减少,抗感染效果欠佳,院外使用激素期间体温平稳,但皮疹尚存。停用

激素后再次出现间断发热,峰值同前。就诊时外院多次脑脊液检验提示提示化脓性脑膜炎,肝功能异

常,视听诱发电位示双耳听阈 50db,右眼未见有效波形引出;多次头颅 MR 示脑白质发育落后,脑萎缩,
右额颞部及左额部硬膜下积液;腹部 B 超示肝脏轻度增大;皮疹活检病理示符合荨麻疹。患儿基因分

析报告“发现 C663C/T､ T1702T/A 2 个异常位点”,其父基因分析报告“C663C/T 点位发现异常”,其母

基因分析报告“未发现异常”。就诊时专科查体:发育落后,智力落后。皮疹呈粟粒样,稍高于皮面,压之

不退色,以面部､ 前胸及双下肢､ 双手为著。方颅,头围 58cm,前后囟尚未闭合。双侧膝关节肿胀,伴
伸直受限。予泼尼松足量口服,加用甲氨蝶呤,出院后门诊随诊至今体温可降至正常,血常规仍提示白

细胞计数同前,ESR､ CRP 均正常,遂加用托珠单抗,现已经完成 4 疗程,双膝关节仍肿痛,不能伸直。 
结论 对慢性神经皮肤关节综合征应该早诊断早治疗,方能有利于患儿康复。 
 
 
PU-2293 

NLRPl2 自身炎症性疾病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檀晓华,李彩凤,韩彤昕, 蒋瑞军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 NLRPl2 自身炎症性疾病(NLRPl2-autoinflammatory disease,NLRPl2-AD)的临床特

点,提高儿童风湿免疫性疾病专科医师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通过分析北京儿童医院 1 例 NLRPl2-AD 患者临床及实验室数据,通过随访､ 记录并分析其诊

治过程及疾病转归。 
结果 本文 1 例患者为首次报道的中国儿童 NLRP-AD 患者,主要表现为周期性发热､ 皮疹､ 心功能

不全､ 高血压､ 肾脏病变及关节症状,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 生物制剂治疗有效。基因检测为

NLRPl2 基因 chr19 移码缺失,来自于母亲。 
结论 文献报道 NLRPl2-AD 患者共 28 例,多为高加索人,多数 NLRPl2-AD 患者有家族史(57%),也有

散发病例。大部分患者幼年时期起病,少数成年起病(7/28,25%)。主要表现以反复周期性发热､ 多型

性红斑或荨麻疹样皮疹､ 慢性关节炎､ 淋巴结肿大和脾大为主要临床表现,部分患者出现头痛､ 神

经性耳聋等中枢神经系统表现,少数病例可出现腹痛､ 腹泻等症状。此类患者急性期反应物质常轻

至中度升高,抗炎治疗有效。NLRPl2 基因突变 常见的是 P.F402L(c.1206 C>G)(15 例,54%),本例

患儿为新发突变位点。激素及抗组胺药物有效。NLRPl2-AD 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自

身炎症性疾病,以幼儿期起病较为多见。本文国内首次报道 1 例幼儿期起病的中国人汉族 NLRPl2-
AD。临床医师应提高对自身炎症性疾病的认识,基因检测有助于此类单基因自身炎症性疾病的确

诊。 
 
 
PU-2294 

STING 相关的婴儿期发病血管炎一例 
 

李超,李彩凤,韩彤昕,王江,邝伟英,周怡芳,邓江红,张俊梅,檀晓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 STING 相关的婴儿期发病血管炎的临床表现 
方法 搜集一例 STING 相关的婴儿期发病血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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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为 3 月男性小婴儿,因“气促 3 月余,皮疹 2 月余”于 2016 年 3 月就诊。 
现病史:患儿生后有气促;生后 25 天出现面颊部皮疹,遇热加重,有肛周脓肿;生后 1 月,出现嗓子呼噜;
生后 1 个半月,患儿耳缘处皮肤出现红色斑疹,质硬,遇冷时皮疹呈紫色;生后 2 月,患儿嗓子呼噜加重,
仍有气促,有喘息,CT 提示双肺磨玻璃样改变,外院予抗感染治疗无效,故就诊于我院。 
出生史､ 家族史无特殊。 
查体:呼吸稍促,面部､ 背部､ 会阴部可见散在红色充血性皮疹,背部皮疹有少数有小脓点,两肺可闻及

少许痰鸣音。 
辅助检查: 
白细胞 13.58×10^9/L,血红蛋白 83g/L,血小板 421×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51.5%,淋巴细胞百分

率 44.3%,CRP20mg/L。ESR:92mm/h。CMV-IgM､ CMV-PP65､ 支气管灌洗液 CMV-
DNA3.26×10^4 拷贝/ml。 
诊治经过: 
首次治疗经过;患儿入院后皮疹加重,面颊部红色斑块､ 丘疹,有浸润感,双上肢､ 膝部红斑,足底毛细

血管扩张､ 出血性斑疹,依皮疹考虑血管炎或免疫缺陷相关疾病,行皮肤活检无阳性意义。诊断:肺间

质病变待查?巨细胞病毒感染。予抗感染,更昔洛韦,甲泼尼龙,丙球治疗,复查 CT 提示肺内炎症无好

转,出院后予激素口服。自出院后患儿仍反复发热､ 皮疹,2016 年 10 月,患儿出现面部､ 耳轮红色皮

疹,右手食指红肿､ 发青,双手指尖皮肤发黑､ 结痂､ 痂皮脱落,伴发热。 
第二次住院治疗经过;2016 年 11 月因“气促 11 月,反复皮疹 10 月,间断发热 7 月余,肢端坏死 3 天”就
诊。查体:面部､ 耳轮红色皮疹,左手指尖皮肤发黑､ 结痂(见图 1､ 2)。复查(支气管肺泡灌洗

液)CMV-DNA:5.42X10^2copies/ml。血 CMV-DNA 及 pp65 抗原均阴性。请多科疑难病会诊,考虑

“血管炎?继发性高球蛋白血症?免疫缺陷病?CMV 感染”,行基因检查(图 3)提示 STING 相关的婴儿期

发病血管炎。继续甲泼尼龙口服,加用环孢素及托珠单抗治疗原发病。出院后患儿未再复诊,2017 年

1 月电话随访因可疑消化道出血死亡。 
结论 应关注 STING 相关的婴儿期发病血管炎,早诊断早治疗 
 
 
PU-2295 

从全身型幼年性特发性关节炎发病机制浅谈 
其临床特征及治疗进展 

 
谢洁琪,李彩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全身型幼年性特发性关节炎发病机制浅谈其临床特征及治疗进展 
方法 搜集近期文献了解全身型幼年性特发性关节炎发病机制､ 其临床特征及治疗进展 
结果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oJIA)是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的一种特殊类型,属于自身炎症性疾

病,研究表明其与固有免疫系统的失调致炎症细胞因子异常表达相关,尤其是 IL-1,IL-6,IL-8 异常增多

在其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大量异常增高炎症因子作用于受累器官导致受累器官发生炎症性改变,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发热､ 关节炎､ 与热同行的皮疹､ 多浆膜炎､ 肝和(或)脾大同时伴有白细胞和血

小板明显增高和贫血。SoJIA 与其他类型相比具有急且重的特点,起病急骤且伴多器官受累,病死率

､ 致残率高。SoJIA 的药物治疗中,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以糖皮质激素为“桥梁”尽早联合改变病

情抗风湿药(DMARDs)十分必要,而生物制剂靶点明确,具有疗效好且快的特点,目前已应用于 JIA 治

疗的生物制剂主要包括:致炎因子拮抗剂(如 TNF-α､ IL-1､ IL-6 等的抗体);T 细胞协同刺激因子阻滞

剂等,传统药物与生物制剂联合治疗将是必然的趋势。 
结论 SoJIA 的药物治疗中,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以糖皮质激素为“桥梁”尽早联合改变病情抗风

湿药(DMARDs)十分必要,而生物制剂靶点明确,具有疗效好且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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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96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外周血 lncRNA 表达谱研究 
 

李士朋,李彩凤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近期研究报道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在自身免疫性

疾病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比较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和正常儿童

外周血中的差异表达,筛选狼疮患者特异性表达的 lncRNA.。 
方法 选取 2016 年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 4 例未经治疗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及年龄性别匹配的 4
例健康对照。利用 AffymetrixClarom D 芯片检测外周血 lncRNA 和 mRNA 表达,进行 GO 及

Pathway 分析差异表达的 lncRNA 功能分布,构建 lncRNA-mRNA 的共表达网络。 
结果 SLE 患者中差异表达的 lncRNA 共有 1042 条,差异表达的 mRNA 共有 1162 条,GO 分析发现

差异表达的 mRNA 主要参与树突状细胞细胞因子产生､ NK 细胞因子产生的负性调节､ 宿主免疫反

应的逃避或耐受等。Pathway 分析发现差异表达的 mRNA 主要参与鞘脂类代谢､ RNA 转录､ 胆碱

能突触､ GABA 能突触等。在构建的 lncRNA-mRNA 中共获得 1124 个 lncRNA-mRNA 对。 
结论 儿童 SLE 患者外周血差异表达的 lncRNA 可能与 SLE 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可能成为 SLE
治疗的潜在靶点。 
 
 
PU-2297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合并 MAS 早期预警指标研究 
 

李世杰,李彩凤,檀晓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ystemic onset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SOJIA)合并巨噬细

胞活化综合征(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MAS)的临床､ 实验室检查特点,筛选 MAS 的早期

预警指标,为疾病的早期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且资料完整的 210 例确诊的 SOJIA 患者,
其中合并 MAS 患者 70 例,活动期 SOJIA 患者 140 例。通过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实验室指标

中筛选出对早期诊断 MAS 有预警意义的候选指标。通过 ROC 曲线的方法选择 佳诊断界限值

(Cut-off 值)。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MAS 独立危险因素,效果以优势比(OR)表示,计算 95%
置信区间。用 SPSS.22 软件处理并分析数据。 
结果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及 ROC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如下:Fib≤3.1g/L,ESR≤

45mm/h,SF(ng/ml)/ESR(mm/h)≥99.4,PLT≤260×109/L,LDH≥622U/L,HBDH≥377.7U/L,WBC≤

11.2×109/L,SF≥6000ng/ml,CRP≤67mg/dl,TG≥1.87mmol/L,AST≥69U/L,PT≥16.8s,GGT≥
31U/L,ALB≤30.1g/L,CK-MB≥10.4U/L,ALT≥57.1U/L,Na≤135.7mmol/L 及 APTT≥40.5s。以是

否发生 MAS 为因变量,以筛选后的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自变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ESR≤45mm/h (OR=7.06,P=0.006,95%CI 2.33-22.34)､ Fib≤3.1g/L 
(OR=4.77,P=0.0134,95%CI 1.38-17.82)､ SF≥6000ng/ml(OR=4.28,P=0.0237,95%CI 1.17-9.28)
及 WBC≤11.2×109/L (OR=3.99,P=0.0050,95%CI 1.52-10.65)为 MAS 的独立危险因素,纳入回归

模型。绘制模型 ROC 曲线,得到本预测模型的 AUC 为 0.92,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2.42%､
81.20%,均高于单个因素检测(P<0.001),表明上述的四项独立危险因素对 MAS 的诊断具有较高的预

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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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AS 是 SOJIA 严重的并发症,病情进展快,死亡率高,通过敏感监测指标早期预警 MAS 的发生

具有极大意义。当患者出现 ESR≤45mm/h､ Fib≤3.1g/L､ SF≥6000ng /ml 及 WBC≤11.2×109/ 
L 这 4 个因素时,应高度警惕已发生 MAS,尽早采取干预措施,以改善预后､ 降低病死率。 
 
 
PU-2298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淋巴细胞亚群的动态变化 
 

张林桃,杨善浦,周艳,李鹏翔 
玉环市人民医院 317600 

 
 
目的 检测不同病期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患儿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探讨其免疫功能状况。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 53 例 IM 患儿急性期及恢复期外周血 CD3+CD4+ ､ CD3+CD8+ ､
CD3-CD19+及 CD3-CD16+CD56+的表达,并与 30 例健康儿童作对照。 
结果 IM 患儿急性期血 CD3+､ CD3+CD4+､ CD3+CD8+､ CD3-CD19+､ CD3-CD16+CD56+分别为

(82.93±6.45)%､ (15.60±6.96)%､ (60.50±12.31)%､ (5.23±3.26)%､ (8.46±5.26)%,健康对照组分

别为(72.46±2.71)%､ (35.43±10.74)%､ (29.22±10.77)%､ (14.63±3.73)%､ (9.44±3.84)%。急性

期 CD3+､ CD3+CD8+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显著升高(P <0.01),CD3+CD4+  ､ CD3-CD19+及

CD3+CD4+/CD3+CD8+比值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明显降低(P <0.01),CD3-CD16+CD56+较健康对照

组无明显变化(P>0.05)。IM 患儿恢复期血 CD3+､ CD3+CD4+､ CD3+CD8+､ CD3-CD19+､ CD3-

CD16+CD56+分别为(70.03±9.17)%､ (25.05±4.43)%､ (35.73±5.93)%､ (8.73±4.81)%､
(16.42±7.19)%,与急性期比较 CD3+CD4+  ､ CD3-CD19+ ､ CD3-CD16+CD56+及

CD3+CD4+/CD3+CD8+比值明显上升(P <0.05),CD3+CD8+ 明显下降(P <0.05);恢复期 CD3-CD19+ 

较健康对照组低(P <0.05),而 CD3+CD4+､ CD3+CD8+､ CD3-CD16+CD56+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虽有

差异,但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IM 患儿存在细胞免疫失调,检测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对评估 IM 患者的细胞免疫状况和指导治疗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2299 

托珠单抗治疗 SOJIA 的免疫学作用及临床疗效的研究 
 

张林,李彩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托珠单抗对 SOJIA 患者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探讨托珠单抗治疗 SOJIA 的近期临床疗效

及其对 SOJIA 患者生长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北京儿童医院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3 月确诊的难治型 SOJIA 患者为研究对象,总计 21
例。所有研究对象分别于治疗前､ 治疗后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取外周静脉血 2ml,酶联免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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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法测血清中 IL-6､ IL-1β､ IL-18 水平。同时收集所有患者不同治疗时期的临床病例资料,包括临床

特点､ 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随访时间 12 个月。选取身高､ 体重､ BMI 为患儿生长发育的指标

进行动态监测,统计分析上述监测指标。 
结果 1. SOJIA 患者血清细胞因子 IL-6､ IL-1β､ IL-18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SOJIA 患者规律接受托珠单抗治疗 1 月､ 3 月､ 12 月后,SOJIA 患者细胞因子水平均较治疗前有

所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SOJIA 患者应用托珠单抗治疗 1 月､ 3 月､ 6 月､ 1 年后临床缓解率分别为

47.3%,57.9%,68.42%,89.4%。 
4.SOJIA 患儿应用托珠单抗治疗后身高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SOJIA 患儿

应用托珠单抗治疗后身高 SDS 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SOJIA 患儿治疗前后

体重无明显变化,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SOJIA 患儿治疗后 BMI 较治疗前有所下降,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P<0.05)。 
5.SOJIA 患儿应用托珠单抗治疗 1 月､ 3 月､ 6 月､ 1 年后泼尼松减停者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0%,5.3%,36.9%,47.4%。 
结论 1.SOJIA 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较正常人升高。 
2.托珠单抗可显著下调 SOJIA 患者血清细胞因子 IL-6､ IL-1β､ IL-18 的表达。 
3.托珠单抗对 SOJIA 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可减轻 JIA 患者关节肿胀等临床症状,下调炎性因子水平,
有助于激素减量。 
4.托珠单抗有助于改善 SOJIA 患儿的生长发育。 
 
 
PU-2300 

药物治疗对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血脂的影响 
 

袁娇,李彩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药物治疗对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血脂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我院确诊儿童 SLE 301 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总结

血脂代谢特点。并将首次就诊病人根据治疗与否分为首诊未治疗组,首诊已治疗组,分析药物治疗对

血脂代谢影响。根据入院后治疗药物不同,将首诊未治疗患者分为单纯激素治疗组和激素+免疫抑制

剂组,经药物治疗 3 月后,随访血脂变化情况。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 1. 79.06%患儿出现血脂代谢紊乱。主要表现为 LDL､ TG､ CHO 升高,HDL 降低。其中未经

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等治疗的早期 SLE 儿童已存在血脂异常,发生率高达 82.22%。 
2. 301 例儿童 SLE 中,首诊未治疗 225 例(入院后单独激素治疗 79 例,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 146 例。

首诊已治疗 76 例(单独激素治疗 26 例,余 50 例为激素联合免疫制剂治疗)。 
3.首诊治疗组 HDL 降低例数较未治疗组明显减少(P<0.05),CHO 及 LDL 升高例数较未治疗组增多

(P<0.05),而 VLDL 及 TG 在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 
4. 未治疗组入院经单纯激素治疗 3 月后 HDL､ LDL､ CHO 均值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而
VLDL 及 TG 在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后 HDL 降低例数较前明显减

少(P<0.05),CHO､ TG 及 LDL 升高例数前增多(P<0.05),而 VLDL 在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儿童 SLE 存在明显血脂代谢紊乱。激素既是 SLE 血脂紊乱的保护因素,亦是引起血脂紊乱的

危险因素。药物治疗可引起 SLE 血脂代谢发生改变。 
 
 
PU-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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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ase of IPEX: IBD-like symptom without endocrine 
abnormality 

 
Lin Kai,Ting Zhang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62 
 

 
Objective To realize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such as refractory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a young child may indicated immune deficiency.  
Methods In this case, we showed a 6-year-old Chinese boy who presented with diarrhea, 
abdominal pain and hemafecia, he was diagnosed nonclassic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including infliximab,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and steroidsdid not go well. 
During treatment, he underwent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 (FMT) for recurrent CDI, and the boy 
had not symptomatic improvement. Sequencing of the FOXP3 gene, located in the X-
chromosome at Xp11.23-Xp13.3, showed a heterozygote genotype (c.1190G>A).  
Results The patient was diagnosed the syndrome of immune dysregulation, polyendocrinopathy, 
enteropathy, X-linked (IPEX). He received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fter 
diagnosis. 
Conclusions IPEX is a rare disorder cause by mutations in the FOXP3 gene. Diarrhea, diabetes 
and dermatitis are the hallmark of the disease, with a typical onset within the first months of life. 
This patient presented gastroenteropathy but no hyperglycemia and other endocrine abnormality 
and dermatitis. This case suggests that IPEX might present IBD-like symptoms in young children, 
IPEX should always be considered in younger population, especially preschool children and failed 
response to traditional IBD treatment. 
 
 
PU-2302 

MDSC 和 TAM 在乳腺肿瘤免疫逃逸和血管生成中的作用及机制 
 

陈晓岚
1,房兆续

2,文成文
2,殷荣平

3,张诚霖
3,汪小华

3,黄玉辉
2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苏州大学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 

3.苏州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是肿瘤免疫治疗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外周免疫器官,如淋巴结､ 脾

脏,髓源抑制性细胞(MDSC,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被认为是主要的免疫抑制性细胞。而

在肿瘤微环境中,这群细胞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以及与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AN,Tumor-
associated neutrophils),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之间的关系仍知

之甚少。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对肿瘤浸润髓系细胞的各个亚群在免疫及血管生成方面的特性进行了

分析和比较,并探讨了它们在肿瘤起始､ 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功能。 
方法 我们构建了三种小鼠乳腺癌模型:自发性乳腺癌模型(MMTV-PyVT)及原位接种乳腺癌模型

(EO771, MCaP0008):1. 采用流式细胞仪分析乳腺癌组织浸润髓系免疫细胞表型,并通过流式分选及

Wright Giemsa 染色明确细胞类型;2. 应用 Mixed Leukocyte Reaction 实验,Tube formation 实验分

析相关细胞亚群的免疫抑制性及血管形成功能;3. qRT-PCR 分析比较不同髓系细胞亚群细胞因子的

基因表达谱;4. Hoechst 33342 染色分析肿瘤浸润的髓源抑制细胞(tiMDSC)和 TAM 在肿瘤组织中的

分布特点。 
结果 我们研究发现:1. TAM 比 tiMDSC 具有更强的抑制 T 细胞增殖的作用,同时 TAM 比 tiMDSC 释

放更多抗炎因子(IL-10,Arg1,CCL17,CCL22),而减少了促炎因子(IL-12α,IL1β,CXCL9,CXCL10)的分

泌;2. 与 TAM 相比,tiMDSC 在肿瘤组织内更多分布在低氧区,并具有更强的促进血管形成的功能; 3. 
在乳腺肿瘤的起始及发展过程中,伴随着 tiMDSC 比例的减少和 TAM 比例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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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iMDSC 具有更强的促血管形成作用,能够促进乳腺肿瘤的形成;而 TAM 具有更强的免疫抑制性,
有助于肿瘤的免疫逃逸。因此,靶向 TAM 而非 tiMDSC 将有助于改善免疫抑制性的肿瘤微环境,从而

提高肿瘤免疫治疗的效果。 
 
 
PU-2303 

病历报告:间质性肺损伤早发起病的幼年皮肌炎 1 例 
 

张子博,李赫,胡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00 

 
 
目的 探讨以肺间质病变为首发症状的幼年皮肌炎临床特点､ 诊断和治疗。 
方法 分析 1 例以肺间质病变为早期症状的幼年皮肌炎的临床资料。 
结果 9 岁女孩,主因发热伴咳嗽 10 天住院,患儿存在低氧血症,肺 CT 提示双肺散在炎性实变及索条,
同时出现肝功能损害､ 溶血性贫血,予抗感染治疗无效,复查肺 CT 病变较前加重,考虑间质性病变,予
甲强龙冲击治疗,后患儿体温正常,咳喘症状缓解,出院后激素逐渐减停,复查肺 CT 间质性病变较前好

转。出院随诊期间患儿肝功能损害无恢复,4 月后患儿因肌肉疼痛伴发热再次住院,患儿有肌力下降,
脱发,肺 CT 示肺内病变明显好转,肺功能仅有轻度弥散功能障碍,入院时曾查肌电图､ 肌酶正常,肌肉

疼痛症状很快缓解,肌力很快恢复,但患儿住院期间持续发热,后乏力症状进行性加重,面部出现紫罗兰

色皮疹,复查肌酶升高,肌电图提示肌源性损害,肌肉 MR 提示肌群内可见长 T2 信号,肌炎相关抗体抗

MDA5 阳性,诊断幼年皮肌炎,并完善病理活检,结果待回报。并予甲强龙冲击治疗,输注环磷酰胺,并
口服霉酚酸酯。患儿很快体温正常,肌力较前恢复,复查肌酶正常,出院随诊。 
结论 皮肌炎可合并肺间质病变,可于疾病早期出现,如不积极治疗,可能出现严重后果,治疗上应予激

素､ 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肌炎相关性抗体中抗 MDA5 抗体与肺间质病变相关。 
 
 
PU-2304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初始患者合并心脏受累情况分析 
 

蒋瑞军,李彩凤,张俊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调查幼年特发性关节(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心脏受累情况,提高对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

心脏受累的全面认识以及诊断和治疗。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到 2016 年 6 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首次入院符合 JIA 的国际风湿病联盟分类

标准(ILAR,Edmonton,2001)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多关节型及少关节型)409 例,其中合并心

脏受累患儿 60 例,通过统计 JIA 患儿合并心脏病变的情况,包括瓣膜,心肌,心包受累,及冠脉血管和心

律失常。认识 JIA 与心脏受累的关系。 
结果 合并心脏并发症患者 60 人(占 14.7%),从出现临床症状到确诊的平均时间 6.8 月,且无性别差

异。其中包括心包受累 1 人,表现为心包积液;心肌受累 7 人,表现为心房或心室内径增大;心脏瓣膜受

累 3 人,表现为瓣膜关闭不全;心脏电生理异常 57 人,主要表现为:心律不齐,窦性心动过速,P-R 间期

延长,ST 段改变,T 波改变,房性早搏,室性早搏;冠状动脉受累 2 人,表现为冠脉扩张;心功能减低 1 人,
表现为心脏收缩功能不全。其中心脏电生理改变人数 多占 95%。 
结论 心脏疾病是 JIA 患儿常见并发症,发病率明显高于同龄健康儿童。病初往往表现为隐匿起病,随
病程延长心脏病变可加重,任何心脏结构均可受累,有多种临床表现。并且据报道心脏受累情况与预

后相关,早期发现无临床表现的心脏受累患儿,定期行心电图及心脏及冠脉的超声检查,对于 JIA 患儿

及时的治疗和改善预后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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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05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类风湿因子并抗环瓜氨酸酶抗体 
升高伴肺间质病变 4 例临床分析 

 
刘炫邑,李彩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可分为七型,这七型中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SOJIA)更容易合并肺

间质病变,非全身型 JIA 且同时伴有类风湿因子(RF)及抗环瓜氨酸酶抗体(抗 CCP 抗体)升高较为少

见。试分析已确诊的 JIA(非全身型)伴肺间质病变,血清 RF 及抗 CCP 抗体均升高的患儿在后期治疗

及随访中血清 RF 及抗 CCP 抗体滴度在患儿治疗过程中的变化与肺间质病变之间有无联系。 
方法 对我院我科初诊诊断 JIA(非全身型)伴肺间质病变,同时检测血清 RF 及抗 CCP 抗体均升高的 4
例患儿进行分析,其中 1 例确诊为 JIA 多关节型(类风湿因子阳性型),1 例以咯血发病,伴有关节症状

及 RF 阳性, 后确诊为 JIA(非全身型)伴肺间质病变,且此 4 例患儿血清 RF 及抗 CCP 抗体均明显升

高。根据患儿病情,初期均予大剂量甲强龙,人免疫球蛋白,环磷酰胺静脉冲击治疗,通过观察患儿临床

表现,复查的血清炎性指标,包括血常规,CRP,ESR,及血清 RF 滴度,抗 CCP 抗体滴度,肺高分辨 CT
及相关关节检查评价患儿治疗效果,其中 1 例患儿治疗后期加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
血清炎性指标,血清 RF 滴度,抗 CCP 抗体滴度逐渐降低,肺高分辨 CT 示患儿肺内病变逐渐好转。1
例患儿治疗中期关节症状控制尚可,但肺内病变反复加重,且不排除合并感染可能,监测 RF 逐渐升高,
后期仍予人免疫球蛋白及环磷酰胺隔期冲击治疗,患儿关节症状逐渐缓解,肺间质病变得到控制,无加

重指征,监测 RF 正常,抗 CCP 抗体滴度略增高。余 2 例患儿常规予甲强龙,人免疫球蛋白及环磷酰

胺冲击治疗,肺间质病变逐渐好转,监测 RF 水平呈下降趋势但仍明显高于正常值,而抗 CCP 抗体滴

度仍波动于偏高水平(10-40RU/mL)。查阅相关文献,未见 JIA 合并肺间质病变患儿肺内病变与血清

RF 及抗 CCP 抗体滴度有明确关系,但血清 RF 及抗 CCP 抗体滴度与 JIA 活动相关。 
结果 血清 RF 及抗 CCP 抗体滴度与 JIA 合并肺间质病变的患儿肺内病变程度可能存在相关联系,滴
度高可能影响肺间质病变对治疗的效果,但尚不能作为预测肺内病变预后的指标。 
结论 由于目前相关可搜索文献数量有限,临床满足条件可纳入分析病例数量较少,JIA(非全身型)伴肺

间质病变患儿肺内病变情况与血清 RF 及抗 CCP 抗体滴度之间的联系需进一步研究。 
 
 
 
 
 
 
 
PU-2306 

探析普罗帕酮治疗小儿川畸病合并心律失常患儿 
的临床效果及用药安全性 

 
李志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探析普罗帕酮治疗小儿川畸病合并心律失常患儿的临床效果及用药安全性 
方法 100 例小儿川崎病合并心律失常患儿,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观

察组进行普罗帕酮治疗,对照组予以美托洛尔疗法,两组治疗一周,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左心室舒张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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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径(LVED)､ 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C 反应蛋白(CRP)､ 肌钙蛋白 I(CTnI)等临床指标情况;比较

两组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 
结果 治疗前后,观察组 LVEF 水平分别为(70.4±3.7)､ (78.8±7.3)%,对照组 LVEF 水平分别为

(70.5±3.6)､ (72.1±5.6)%,治疗前两组 LVEF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 LVEF
水平较治疗前均升高,且观察组 LVEF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治疗前观察组 LVED､ CRP､
CTnI 分别为(3.8±0.4)cm､ (143.3±52.7)mg/L､ (0.5±0.3)μm/L,对照组 LVED､ CRP､ CTnl 分别为

(3.9±0.3)cm､ (143.3±52.7)mg/L､ (0.6±0.4)μm/L;治疗前两组 LVED､ CRP､ CTnl 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LVED､ CRP､ CTnI 分别为(3.1±0.1)cm､ (6.9±2.6)mg/L､
(0.2±0.1)μm/L,对照组 LVED､ CRP､ CTnl 分别为(3.5±0.3)cm､ (14.6±3.7)mg/L､ (0.5±0.3)μm/L,
治疗后两组 LVED､ CRP､ CTnl 较治疗前均降低,且观察组 LVED､ CRP､ CTnI 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治疗期间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普罗帕酮治疗小儿川崎病合并心律失常患儿临床效果确切,可显著改善患儿的心功能状态,不良

反应少,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 
 
 
PU-2307 

儿童 IgG4 相关性疾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代艳,温志红,莫祥兰,韦惠平,郑凯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分析 1 例儿童 IgG4 相关性疾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文献,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与诊治水平。 
方法 分析 1 例 IgG4 相关性疾病患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影像､ 组织病理､ 治疗及预后,并
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女 11 岁,青春期儿童,病程 2 个月;主要表现为双眼睑浮肿,颈部肿物;颌面部 MRI 提示双侧

腮腺､ 舌下腺､ 颌下腺､ 泪囊对称性增大并信号均 性增高;颈部肿物活检病理显示:(右颌下区)涎
腺组织,淋巴组织明显增生,淋巴滤泡形成,滤泡生发中心及间质大量浆细胞浸润,间质胶原纤维明显增

生,免疫组化染色:浆细胞 IgG+,IgG4+,IgG4+细胞/ IgG+细胞大于 40%,BCL-2 滤泡阴性,IGH､ IGK
克隆性重排均为阴性。血清 IgG51.8g/L,IgG4 水平>55.6g/L,血沉及血清球蛋白增高,补体 C3､ C4
下降,自身免疫性抗体检查阴性;骨髓细胞学检查正常;胸部 CT 提示:纵膈内包绕大血管等密度影,心包

增厚,心肌肥厚,心包积液,左下肺病变;腹部 B 超提示肝胆胰脾双肾输尿管未见明显异常;符合 2011
年制定的 IgG4-RD 诊断标准,确诊 IgG4 相关性疾病,累及泪腺､ 涎腺､ 纵膈､ 心､ 肺等多个器官组

织;目前患者接受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临床缓解状态。文献检索未见儿科相关疾病报导,可能与对该

病认识不足有关。IgG4-RD 与恶性肿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成人相关队列研究和个案报道提示

两种疾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二者可以先后或同时出现在同一患者。 
结论 IgG4 相关性疾病儿童临床少见,是近年来认识的一种免疫介导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血

清 IgG4 水平升高,受累组织 IgG4 阳性浆细胞浸润为特征,及时应用糖皮质激素可有效缓解病情。临

床工作中注意与恶性肿瘤鉴别,积极完善组织病理学检查并密切随访观察。 
 
 
PU-2308 

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小肠切除术后护理 
 

陈小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小肠切除术后出现短肠综合征､ 消化道大出血的护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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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小肠坏死切除术后的临床资料。 
结果 采取的护理要点有效,患儿症状缓解出院。 
结论 严密病情观察､ 加强营养支持､ 注重血管保护､ 加强皮肤护理及造瘘口护理､ 注重安全护理,
心理护理(包括家长)等全面护理,对患儿病情恢复,规避隐患起到积极的作用。 
 
 
PU-2309 

儿童川崎病冠状动脉 70 例临床分析 
 

翟春桃,王丽 
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原: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471000 

 
 
目的 分析我科 70 例川崎病患儿心脏冠状动脉扩张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提高川崎病的早期诊断准

确率。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 70 例川崎病病例的临床诊断资料和治疗效果。 
结果 了解川崎病冠状动脉损害的特点,积极预防､ 治疗。 
结论 川崎病是急性､ 自限性､ 多系统受累的血管性疾病。早发现､ 早诊断､ 规律治疗､ 按时复诊,
预防冠状动脉病变的进一步加重。 
 
 
PU-2310 

新生儿 X-连锁慢性肉芽肿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程秋婷,赵冬梅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儿童医院 830000 

 
 
目的 现就我院收治的一例新生儿慢性肉芽肿病历资料进行分析,并检索国内相关文献,针对该病的临

床特点,筛查经验总结分析,旨在提高儿科医生对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认识。早发现､ 早诊断､ 早干

预是挽救 PID 患儿生命和提高其生存质量的重要手段。 
方法 根据患儿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基因结果明确诊断,进行治疗效果评价。通过

本例患儿病例资料,及检索相关文献,回顾性分析,总结经验。 
结果 本例患儿起病早,以无明确原因高热,无其他伴随症状,肺部无阳性体征,肺部 CT 提示多发结节样

改变。多次血常规提示白细胞高,中性粒细胞增多,CRP 增高,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外周血 T,B 细胞

分型正常,血 IgG,IgM,IgA 均无明显异常,不支持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患儿母系家族中虽有无男性

夭折者,但流式细胞仪进行中性粒爆发实验,母亲为 30%,患儿 0%(正常为大于 90%,小于 10%可确

诊)。本例患儿中性粒细胞爆发试验为 O,结合其临床特点,基因回报后确诊为 CGD。 
结论 通过该患儿病历资料提示:对于新生儿不明原因发热,肺部体征不明显,炎症指标高,需进行肺部

CT 检查,及早明确感染部位及性质。当病原学检查提示为罕见致病微生物所致的重症感染,抗感染治

疗效果不好时,要高度怀疑原发性免疫缺陷病——CGD,及早进行中性粒细胞爆发实验检查。早诊断

､ 早治疗可提高患儿生存质量,为后续移植做准备。 
 
 
PU-2311 

Involvement of P2X7 receptor signaling on regul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17 cells and type II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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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zhid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8 

 
 
Objective Interleukin (IL)-17 producing T helper (Th17) cells are major effector cell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The P2X7 receptor (P2X7R) has emerged as a potential site in the 
regulation of inflammation in RA but little is known of its functional role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17 cells. 
Metho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 vitro and in vivo effects of P2X7R on Th17 cell 
differentiation during type II collagen (CII) induced experimental arthritis model. 
Results In CII-treated dendritic cells (DCs) and DC/CD4+ T coculture system, pretreatment with 
pharmacological antagonists of P2X7R (Suramin and A-438079) caused strong inhibition of 
production of Th17-promoting cytokines (IL-1β, TGF-β1, IL-23p19 and IL-6). Exposure to CII 
induced the elevation of mRNAs encoding retinoic acid receptor-related orphan receptor α and γt, 
which were abolished by pretreatment with P2X7R antagonists. Furthermore, blocking P2X7R 
signaling abolished the CII-mediated increase in IL-17A. Blockade of P2X7R remarkably inhibited 
hind paw swelling and ameliorated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ankle joint of the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 mice. 
Conclusions Thus, we demonstrated a novel function for P2X7R signaling in regulating CII-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of Th17 cells. P2X7R signaling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phisticated network of DC-derived cytokines that favors a Th17 phenotype. 
 
 
PU-2312 

儿童过敏性紫癜合并补体下降及 ASO 
升高的临床分析和 7 年随访 

 
叶晓华,郑雯洁,杨康康,邓佳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对过敏性紫癜(HSP)合并 ASO 升高､ 补体下降患儿的临床特点进行总结分析,并跟踪随访,判断

预后。 
方法 收集 2009.1~2015.6 期间 HSP 患儿共 1859 例,其中 ASO 升高合并补体下降 32 例,在补体､

ASO 均正常的 HSP 中随机抽取 30 例为对照组,对临床及实验室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两组均随访至

2017.1,比较转归情况 
结果 1859 例 HSP 患儿中,其中补体下降合并 ASO 升高 32 例,发生率为 1.7%。肾脏累及 19 例,较
对照组多见(P<0.01),其中镜下血尿 16 例,肉眼血尿 3 例;蛋白尿 11 例,≥ 50mg/kg/d 的 3 例。腹痛

､ 关节肿痛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观察组白蛋白水平低于对照组,球蛋白､ IgG､ IgA 水平高于对

照组。32 例中出现浮肿 2 例,高血压 3 例,肾功能损害 3 例,均在 2 周内恢复正常。肾穿刺 1 例,病理

为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肉眼血尿 3 例,均在 40 天内消退;镜下血尿持续中位时间为 10(4,510)天,
其中 7 例大于 1 年。蛋白尿持续中位时间为 10(4,78)天。补体 C3 下降 19 例,恢复正常时间为

(18.00±3.66)天, 长 67 天。补体 C4 下降 25 例,恢复正常时间为(28.80±4.71)天, 长 96 天。ASO
升高持续时间为(131.09±28.93)天, 长 958 天 
结论 HSP 合并补体下降及 ASO 升高患儿易早期出现肾脏累及,血 IgG､ IgA 升高更为常见,但其临

床转归良好,补体均在 100 天内恢复正常,无一例出现慢性肾功能不全 
 
 
PU-2313 

白介素-6 受体拮抗剂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1 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894 
 

 
董国凤,张乾忠,何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白介素-6 受体拮抗剂在儿科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我院 1 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SoJlA)应用白介素-6 受体拮抗剂治疗的病例并随访 
结果 患儿男,5 岁 7 月,以左膝关节肿痛 3 周,发热 8 天为主诉入院。关节肿痛严重时可累及骶髂关节,
活动受限。发热不伴有寒战,无皮疹,无呼吸道及消化道症状。查体除左膝关节肿胀,活动受限外无其

他阳性体征。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25.08×109/L,中性粒细胞分数:76.5%,血红蛋白:123g/L,血小

板:478×109/L。CRP:150mg/L,血沉:90mmH2O,铁蛋白测定 397.20ug/L,ASO:64.90IU/ml,类风湿因

子测定 20.60IU/ml,肝肾功､ 血离子､ 心肌酶､ 肺炎支原体抗体､ 病毒抗体､ 结核抗体､ CTDII､
CTDIII､ HLA-B27､ 布氏杆菌抗体､ 肥达氏､ 外斐氏反应及 2 次血培养均未见异常。胸片示:右肺

纹理增强,可见陈旧病变。骨穿回报:感染骨髓象。患儿入院后仍有反复发热,持续约 11 天,发热时有

皮疹出现,皮疹无痒感且热退疹退,故诊断为: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予地塞米松静侧,扶他林口服

等治疗,患儿体温平稳,左膝关节疼痛缓解,复查:血沉:60mmH2O,CRP:36.1mg/L 较入院时下降,予预

约出院。院外又出现反复发热及关节疼痛,门诊复查 CRP 及血沉仍较高,给予美桌乐､ 甲氨蝶呤及环

孢素 A 治疗,治疗期间出现相关药物副反应,逐渐停用所有口服药物,加用白介素-6 受体拮抗剂(药物

来自德国),开始每 2 周应用 1 次,每次按 12mg/kg 静脉滴注 1h,3 次后每 4 周应用 1 次至今,患儿用药

后,体温平稳,关节疼痛逐渐缓解,现无关节疼痛,炎症指标恢复正常。定期于我院复查病情持续缓解

中。 
结论 IL-6 在 SoJlA 的发病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白介素-6 受体拮抗剂在本例患儿的治疗中安全有

效。 
 
 
PU-2314 

92 例川崎病临床分析 
 

杨晓青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710065 

 
 
目的 探索川崎病(KD)的临床特征,减少误诊率及冠脉损害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住院诊断的 92 例川崎病患儿的临

床资料 
结果 (1)92 例川崎病患儿年龄 小 49 天, 大 5 岁,高发年龄 1-2 岁;男:女=1.9:1;(2)全年散发,以 1､
2､ 5 月份高发;(3)92 例 KD 中不完全川崎(IKD)30 例,占 32.6%,婴儿川崎病占 50%,(4)临床表现 
100%都有发热,颈部淋巴结肿大发生率 低,小婴儿多表现为不完全川崎病,临床表现中结膜充血及

口唇表现多见,误诊率高。(5)并发症涉及多个系统。(6)92 例川崎病中病程早期被诊断为其他疾病的

有 6 例,4 例均为 6 月以下的 IKD,2 例以泌尿系统表现为首发的病人早期被诊断为其他疾病,1 例无菌

性脑脊髓早期被漏诊;(7)治疗:92 例均行 2g.kg-1治疗者占 98.9%,IVIG 无反应型者占 1.09%。 
结论 (1)6 个月以下 KD 发病率低,表现多不典型,误诊率高,冠脉损害发生率高,因此临床医生应该把

握好诊疗时机,积极治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2)KD 累及全身各个系统,非心血管系统并发症亦很常见,
应该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PU-2315 

SGK1 调节 Th17 细胞分化在紫癜性肾炎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吴守振
1,张晓燕

2,段明玥
1,张晰

1,郝珍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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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市儿童医院 
2.陕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Th17 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 IL-17 在紫癜性肾炎中的比例及表达水平,探讨 SGK1 在紫

癜性肾炎患儿的表达及对 Th17 细胞分化的影响,揭示 SGK1 调节 Th17 细胞分化在紫癜性肾炎中的

作用。 
方法 收集紫癜性肾炎患儿 18 例,正常同年龄对照 20 例。流式细胞术检测紫癜性肾炎患儿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占 CD4+ T 细胞的比例,ELISA 检测 IL-17A 在紫癜性肾炎患儿血清中的表达水平,Real-
time PCR 检测 CD4+ T 细胞中 SGK1 的表达水平。以免疫原 BSA､ 蓖麻油和四氯化碳皮下注射构

建紫癜性肾炎动物模型,HE 染色观察肾组织炎症改变,分别检测紫癜性肾炎小鼠中 Th17 细胞比例､

IL-17 水平和 SGK1 的表达。FCM 检测 SGK1 基因敲除小鼠中 Th17 细胞的比例和 IL-17 水平,以免

疫原 BSA､ 蓖麻油和四氯化碳皮下注射诱导 SGK1 基因敲除小鼠紫癜性肾炎,HE 染色比较野生型

和敲除小鼠肾组织炎症变化。 
结果 与对照相比,紫癜性肾炎患儿 Th17 细胞比例明显升高(2.69%±0.74% vs 
0.62%±0.13%,p<0.05)。紫癜性肾炎患儿血清中 IL-17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儿童,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SGK1 在紫癜性肾炎患儿中表达升高,与健康儿童相比,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且与 IL-17
水平具有相关性(R2=0.624,p<0.05)。成功构建了紫癜性肾炎小鼠模型,HE 染色结果显示肾组织出现

了明显的炎症反应。与正常小鼠相比,紫癜性肾炎小鼠中 Th17 细胞比例､ IL-17 水平和 SGK1 的表

达都明显升高,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SGK1 基因敲除的小鼠中 Th17 细胞比例和 IL-17 的血清

水平明显低于野生型小鼠。以免疫原 BSA､ 蓖麻油和四氯化碳皮下注射诱导紫癜性肾炎,9 只野生

型小鼠(n=10)出现明显的紫癜性肾炎炎症,而 SGK1 基因敲除小鼠(n=10)中 3 只呈现紫癜性肾炎炎

症,且炎症程度明显低于野生型。 
结论 紫癜性肾炎中 Th17 细胞比例､ IL-17 水平和 SGK1 的表达明显升高,SGK1 的表达与 IL-17 呈

正相关,促进了 Th17 细胞分化,增强了紫癜性肾炎的进展。 
 
 
 
 
 
 
 
 
 
 
PU-2316 

足三里穴位注射卡介菌多糖核酸注射液治疗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临床疗效分析 

 
梁正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分析足三里穴位注射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RRI)的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 66 例 RRI 患儿,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n=33)和治疗组(n=33)。对照组给予常规对

症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足三里穴位注射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组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应用足三里穴位注射卡介菌多糖核酸注射液治疗小儿 RRI 效果显著,有效地提高患者免疫球蛋

白水平,减少呼吸道感染复发的次数,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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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 MRI 在幼年皮肌炎的应用价值 
 

马明圣,宋红梅,王红,王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幼年皮肌炎(juvenile dermatomyositis, JDM)是儿童期发生的以肌肉和皮肤非化脓性炎症为主

要特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炎性肌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近端肌无力和皮疹。传统的核磁共振检查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可以用来评估一定范围内肌肉受累情况,而全身 MRI 扫描可以对

全身肌肉进行检查。因此,本研究评估全身 MRI 对 JDM 的病人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JDM 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及全身 MRI 的肌肉受累的表现及范围。 
结果 共 4 例 JDM 患儿,男女各 2 例,起病年龄范围 4 到 8 岁。4 例均有近端肌无力及典型皮肤改变

(GOTTRON 征 4 例,向阳疹 2 例,皮肤红斑 2 例,钙化 1 例)。4 例均有肌酸激酶的升高,范围 751-
4445U/L。4 例肌电图均提示肌源性损害。全身 MRI 肌肉表现:水肿､脂肪浸润､肌肉萎缩。全身

MRI 肌肉受累范围:大腿肌群(4 例)､双侧臀部肌肉(3 例)､双髋周围肌肉(2 例)､躯干肌肉(2 例) ､双上

臂肌群(2 例)､双侧肩关节周围肌肉(2 例)。 
结论 全身 MRI 对于诊断 JDM 可以提供依据,并且可以准确的发现受累的肌肉及受累程度。 
 
 
PU-2318 

IgE 介导食物过敏和婴幼儿特应性皮炎相关性研究 
 

张存雪 
济宁市人民医院 272000 

 
 
目的 探讨婴幼儿 IgE 介导的食物过敏和特应性皮炎(AD)的相关性。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和儿科变态反应门诊就诊的婴幼儿

80 例,年龄 3 个月至 3 岁,平均年龄(0.92±0.31)岁。详细问讯病史,患儿家长填写食物过敏调查问

卷。再行血清食物特异性 IgE 抗体(sIgE)检测。除极高水平 sIgE 外(6 级),sIgE 阳性患儿需要口服食

物激发试验(OFCs)。 
结果 本研究显示有 26 人有食物过敏史或可疑食物过敏史,占 32.5%,父母过敏性疾病史占 63.75%。

食物致敏即 sIgE 阳性 38 例(47.5%),其中极高水平 sIgE(6 级)5 例。过敏史阳性,结合 sIgE 水平极高,
诊断 IgE 介导食物过敏 5 例。通过 OFCs,确诊食物过敏 13 例,共 18 例,总阳性率 22.5%。其中牛奶

过敏 12 例,鸡蛋过敏 5 例,鱼 1 例。 
结论 婴幼儿 AD 与食物过敏存在密切关联性。详细的询问过敏史和家族史,为诊断提供线索,确诊需

OFCs。牛奶和鸡蛋是婴幼儿 常见的过敏原。找出过敏食物,并采取饮食回避或替代,不但有利于

AD 症状的改善,降低复发率,而且也避免了因过度饮食回避造成患儿营养不良。 
 
 
PU-2319 

川崎病 55 例临床分析 
 

刘永林,马军峰 
神木县医院 71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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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川崎病(KD)的临床特征及冠状动脉损害情况。 
方法 对神木县医院儿科 1999 年 08 月至 2016 年 01 月收治的 55 例 KD 进行回顾性分析和总结。 
结果 55 例 KD 中男 39 例,女 16 例,男女比例为 2.44:1,年龄 小 2 月, 大 8 岁 10 月,<1 岁 18
例,1~3 岁 17 例,3~5 岁 10 例,>5 岁 10 例,平均 4 岁 10 月。其中典型 47 例,不典型 8 例,合并冠脉损

害者 14 例,冠脉扩张 12 例,冠脉瘤 2 例,心包积液 2 例,随访 6 月~2 年,于治疗 12 个月内冠脉均恢复

正常。1 例于 1 年后再发。 
结论 本组患冠脉损害发生率高为 29.0%,与就诊晚,不典型病例多,基层条件差,未及时应用丙球有

关。单剂量 10 天以内应用静脉丙球,在热退和冠脉损害方面优于 400mg/(kg·d)疗法。对不典型病例

应注意卡疤红肿,肛周脱皮,ESR 及 CRP 明显增高等表现。 
 
 
PU-2320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以神经症状为首发的烟酸缺乏症 1 例 
 

康天
1,王新良

2 
1.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病例资料及诊疗过程 
    患儿,男,9 岁,主因发现两系减少､ 乏力 5 月,间断发热 4 天来院。患儿 5 月前发现两系减少,伴乏

力,于外院查骨髓象:有核细胞增生活跃。粒系以中､ 晚期细胞为主。红系以中､ 晚幼细胞居多。巨

核细胞 64 只,血小板成堆可见。骨髓病理:骨髓增生较活跃,粒红比例大致正常;粒系各阶段细胞均可

见,未见幼稚细胞簇,晚期细胞比例正常,可见嗜酸性细胞;红系以中晚期细胞为主,可见大小幼红细胞;
巨核细胞数量形态正常;可见淋巴细胞;未见含铁血黄素沉着,铁染色(+)。血常规 WBC2.3*109/L､ 中

性粒细胞绝对值 1.2*109/L､ 红细胞计数 3.22*1012/L､ HGB107g/L､ PLT154*109/L,诊断为粒细胞

减少症､ 营养性贫血。给予升高粒细胞､ 纠正贫血治疗,于 4 天前出现发热,热型为弛张热,未予特殊

处理来我院。既往病史:1 年前曾有双指关节对称性肿痛。家族病史:其父诊断为“狼疮性肾炎”4 年。

其母因“脑出血”病故。查体:T38.7 度､ P110 次/分､ R26 次/分､ Bp95/60mmHg,神情,精神可,查体

合作,轻度贫血貌,颜面及双下肢可见散在色素沉着,双侧足背皮肤可见红色皮疹,有触痛,余未见明显

异常。入院后查血常。。。。 
方法 出院后 3 个月,患儿因间断发作性点头 2 月,发现皮疹 1 周再次入院。入院查体:周身散在片状红

斑及少量皮屑,双侧腹股沟､ 双下肢明显,伴触痛,外阴部明显,阴茎包皮可见溃疡。神经系统查体未见

明显异常。视频脑电图:非特异性慢波。头颅 MRI:未见明显异常。请皮肤科会诊意见:患儿无明显脱

发､ 腹泻结合年龄特点,初步排外肠病性肢端皮炎,考虑烟酸缺乏症?。 
结果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儿多有面部红斑等皮疹[1],所以该患儿出现皮疹时,仅考虑与 SLE 有

关。未给予特殊鉴别,未与神经系统点头样症状相联系,后经皮肤科提醒,考虑为烟酸缺乏症。 
结论 烟酸缺乏症临床表现复杂多样[3､ 4],神经症状有时出现早,可伴认知损害,甚至幻想､ 类似精神分

裂的症状。而无疹烟酸缺乏症,更易误诊。 
 
 
PU-2321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家族性地中海热一例 
 

徐艺文,李冀,宋红梅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898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侵犯多系统､ 多脏器的全身结缔组织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常需激素联合

免疫抑制剂进行治疗。家族性地中海热为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自身炎症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

为反复发作的炎性反应和浆膜炎,秋水仙碱能有效地控制病情。现报道一例罕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合并家族性地中海热病例,以提高对该类疾病的认识,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我院收治的一例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病例,该患治疗过程中因病情控制不佳多次调整治

疗方案,基因检测符合 FMF 杂合突变,加用秋水仙碱治疗,观察疗效。 
结果 患者女,16 岁,皮疹､ 脱发､ 右肩关节肿痛 3 年余,抽搐 2 年。头 MRI 示脑沟裂增宽､ 加深,脑电

图示边缘状态脑电图。血两系减低,补体降低,ANA､ 抗 ds-DNA 抗体､ 抗 Sm 抗体阳性,诊断系统性

红斑狼疮,神经精神性狼疮。予甲强龙+环磷酰胺(CTX)冲击治疗后序贯泼尼松､ CsA､ 骁悉,并尝试

再次甲强龙+CTX 冲击治疗,序贯来氟米特等,血沉､ 补体､ 抗 ds-DNA 抗体始终不正常,皮疹反复发

作。因患儿炎性指标持续升高,完善家族性地中海热基因检测符合复合杂合突变。加用秋水仙碱治

疗后 10 天,复查血沉正常,补体仍然降低。随诊过程中患儿因秋水仙碱副作用明显而停用。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家族性地中海热病例国内外鲜有报道。该病可表现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使

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效果欠佳,患儿反复发热､ 皮疹､ 炎性指标升高,换用多种免疫抑制剂病

情仍不能完全控制,激素难以减量,加用秋水仙碱后病情得到进一步缓解,激素可以顺利减量。提示我

们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过程中,如对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效果差,炎性指标持续升高需考虑合并家族

性地中海热可能。 
 
 
PU-2322 

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 V 型一例并文献复习 
 

贾月萍,张乐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 autoimmune lympho-proliferative syndrome,ALPS)的
诊断分型进展以及治疗进展。 
方法 对一例具有 ALPS 典型表现和细胞毒性 T 细胞相关蛋白 4(CTLA4)突变的病例进行临床特点的

描述及基因突变的家系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该例患儿病史一年,以皮肤出血点起病,有湿疹,间断发热,全血细胞减少,淋巴结､ 肝脾肿大,血小

板抗体阳性,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双肺多发小片影,外周血双阴性 T 细胞增多和 CTLA4 基因杂合性

突变。患儿父亲二代测序也发现 CTLA4 杂合性突变,母亲未见异常。考虑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

综合征 V 型诊断明确。给予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治疗后,血象回升,肝脾淋巴结缩小。 
结论 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是以淋巴细胞大量异常存活为特征的综合

征,常由 FAS 等凋亡通路失活引发。近年来随诊分子病理研究的不断深入,被诊断出的患者不断增

多。CTLA4 近来研究显示与 ALPS 发病有关,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因患儿父亲未发病,考虑存在不完

全显性表达。 
 
 
PU-2323 

川崎病合并低白蛋白血症 2 例及文献复习 
 

杨晓青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710065 

 
 
目的 探讨川崎病合并低白蛋白血症患儿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分析 2 例川崎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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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文 2 例患儿 WBC 总数､ 中性粒细胞比例､ 血小板､ CRP 均较普通川崎病患儿有显著升高,
血钠及血红蛋白比普通川崎病患儿更低,病例 1 为丙球无反应型,病例 2 合并有神经系统病变,发生了

惊厥。本文 2 例患儿在急性期都有冠脉扩张的发生,可能与初期被误诊,使用丙种球蛋白前发热时间

长､ 炎性指标高等有关[8]。 
结论 川崎病合并低蛋白血症预示病情危重,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发生率高,与冠状动脉病变的关系有

待多中心､ 大样本研究 
 
 
PU-2324 

儿童过敏性紫癜的饮食控制及护理干预 
 

刘凌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过敏性紫癜是儿童常见的以毛细血管变态反应性炎症为病理基础的血管炎,表现为皮肤紫癜､

过敏性皮疹､ 关节肿痛､ 腹痛､ 便血和蛋白尿等。因过敏原复杂,不易确定,且易复发,目前尚无有效

治疗方法。我们通过对患儿进行饮食控制及护理干预,观察过敏性紫癜患儿的治疗效果。 
方法 56 例确诊为过敏性紫癜的患儿,遵医嘱给予常规的肾上腺皮质激素､ 止血及抗过敏治疗外,进行

系统饮食控制及综合护理干预。 
结果 患儿临床症状消失快,复发率低,住院时间缩短。 
结论 加强对过敏性紫癜患儿合理的饮食控制及综合的护理干预,能促进患儿疾病的康复,并缩短住院

时间,减少复发率。 
 
 
 
 
 
 
 
 
 
 
 
 
 
PU-2325 

人类巨细胞病毒临床低传代病毒株 D2 的 UL140 
基因 B 细胞抗原表位的生物信息学特征 

 
晏翠芳

1,郭梦杰
2, 伍苑宾

2,胡兢晶
2,苏海浩

2,谭琪琪
2, 梁惠慈 1,肖华

2,王波
2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应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分析广州地区人巨细胞病毒 (HCMV)临床低传代病毒株 D2 的 UL140 基
因的 B 细胞抗原表位. 
方法 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包括:隐马尔可夫模型(TMHMM)预测跨膜结构,改进型自我优化预测结构

(SOPMA),Garnier-Osguthorpe-Robson(GOR),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法(HNN)预测二级结构,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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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sy 生物软件预测亲水性､ 可及性､ 极性､ 柔韧性和抗原性等参数,综合分析 D2 UL140 基因的

B 细胞表位。 
结果 来自广州地区感染新生儿的 HCMV 低传代临床病毒株 D2 UL140 基因的氨基酸包含 191 个氨

基酸残基,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21.5 kD,等电点为 5.12。TMHMM 预测 UL140 存在一个跨膜区域,为
26-48aa 区域。参数预测显示:亲水性位于 14-22､ 66-72､ 76-95､ 113-125､ 136-148､ 155-160､
167-176aa 区域;表面可及性位于 5-22､ 50-60､ 64-96､ 132-160､ 167-187aa 区域;极性位于 5-22
､ 45-98､ 103-128､ 132-187aa 区域;柔韧性位于 16-26､ 75-100､ 104-113､ 136-160aa 区域;抗
原性位于 9-18､ 53-58､ 82-88､ 115-124､ 136-146､ 164-187aa 区域。二级结构预测示:无规则卷

及 β-转角区域主要位于 1-8､ 13-25､ 79-95､ 103-113､ 153-159aa 区域。抗原指数(AI)预测示:5-
10､ 14-22aa 区域 AI 较高。 
结论 HCMV 低传代临床病毒株 D2 UL140 基因 B 细胞表位可能位于 5-10､ 14-22aa 区域内或其附

近区域。该结果为 HCMV 临床病毒株的免疫学特征及治疗研究提供依据。 
 
 
PU-2326 

NK 细胞在改善亚急性衰老大鼠模型功能中的作用机制 
 

兰静,鞠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NK 细胞在成人脐带血中占 7%左右,能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具有强大的细胞毒活性,研究 NK 细

胞在改善亚急性衰老大鼠模型功能中的作用,探索相关作用机制,为研究 NK 细胞的抗衰老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从脐带血或者外周血中分离出单个核细胞,通过基因工程处理过的白血病细胞(K562)加上 IL-2
刺激脐血中分离出的单个核细胞,能够得到大量高纯度的 NK 细胞。采用皮下注射 D-gal(D-半乳

糖)6-8 周的方式构建亚急性衰老大鼠模型。将 NK 细胞尾静脉注射大鼠体内,采用阴性(生理盐水)及
阳性对照(间充质干细胞),检测相关指标。 
结果 1､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NK 细胞对亚急性衰老大鼠的治疗作用在某些方面明显,SOD 明显增

加,MDA 活性明显降低。2､ 脏体比值略有改善;切片染色示组织细胞病变改善明显,脂褐素含量减少,
凋亡细胞数量减少。3､ 免疫组化显示组织内 D-半乳糖苷酶减少。4､ PCR 及 Western blot 显示外

周微循环改善明显,血管生长因子增加。 
结论 应用 D-半乳糖可以构建亚急性衰老动物模型,应用基因工程处理过的 K562 细胞及 IL-2 可以获

得大量高纯度的 NK 细胞,NK 细胞具有抗衰老作用。抗衰老机制与衰老的免疫学说及自由基学说相

关,与 NK 细胞在年轻及衰老个体的数量及表型功能等相关,NK 细胞能促进体内细胞分泌血管生长因

子,改善微循环,从而延缓衰老。 
PU-2327 

B 型钠尿肽(BNP),CRP 在重型颅脑损伤继 
发 ALI/ARDS 中预测价值 

 
吴星,杨中文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 B 型钠尿肽(BNP)和 C 反应蛋白(CRP)在预测重型颅脑损伤继发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ALI/ARDS)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 PICU 收治的因车祸或坠落致重型颅脑损伤的 120 例
患者。入科后,立即检测外周血中的 BNP､ CRP,根据入科 3~5 d 后患者是否发生 ALI/ARDS 进行

回顾性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901 
 

结果 ALI/ARDS 组中 BNP 的表达率为 86.0%,未出现 ALI/ARDS 组 BNP 表达率为 5. 0%(P<0. 
01);CRP 表达率 ALI/ARD 组为 64. 0%,非 ALI/ARDS 组 8. 0% (P<0.01);BNP 阳性组出

现 ALI/ARDS 症状和体征时间为(2. 324 ±0. 262)d,早于 CRP 阳性组的(4. 318±0. 515)d,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BNP 可作为预测重型颅脑损伤继发 ALI/ARDS 的生物学标志物之一,有助于患者的早期治疗和

康复 
 
 
PU-2328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初发症状临床分析 25 例 
 

赖辉红,林丽敏,林广裕,王鸿武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初发症状及起病特点,提高对 SLE 患者的认识与诊断率,以达

到早期治疗,改善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2 月-2017 年 3 月我科 25 例住院儿童 SLE 患者的临床资料,入组诊断标准:
参照 SLJCC2009 年修订标准和 2010 年中华医学会风湿学分会诊断及治疗标准。 
结果 本次统计儿童 SLE 病例发病男女比例为 5:20,以学龄期及青春期儿童为主,初发症状以发热､

皮疹､ 全身疲乏为主,发生率分别为 44%､ 52%､ 32%;各系统受累以肾脏､ 血液系统､ 神经系统受

累为主,发生率分别为 56%､ 76%及 24%,其中血液系统异常中贫血占 64%,血小板减少为 48%,白细

胞减少为 36%,凝血功能障碍占 12%。血清免疫学检查中抗 ssDNA96%,抗 dsDNA 阳性率

92%,ANA 阳性率 92%,C3 降低阳性率 92%,胸片提示 24%的患者有肺部病变。 
结论 本次统计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发热､ 皮疹､ 全身疲乏为主要早期非特异性症状;血液系统异

常为 易见的系统受累,如血小板减少､ 溶血性贫血､ 白细胞减少､ 凝血功能障碍等;肾脏系统受累,
如血尿,蛋白尿,肾功能衰竭,尿毒症亦较常见。但以上表现均无特异性,首发容易误诊为败血症､ 白血

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 免疫学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EVANS 综合征､ 过敏性紫癜､ 恙虫病､ 急性肾

炎､ 肾病综合征等。儿童无明显原因的发热､ 血液系统指标异常､ 尿常规有蛋白尿及血尿需要注意

排查是否存在 SLE。 
 
 
 
 
 
 
PU-2329 

DNA 免疫吸附与血浆置换治疗儿童重型狼疮的疗效比较 
 

郭妍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 DNA 免疫吸附(DNA-IA)及血浆置换(PE)对重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治疗效果,为优化

临床应用提供进一步证据。 
方法 收集 2008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住院治疗的 60 例首次确诊为

重型 SLE 患儿,按治疗方式不同分为 IA 组和 PE 组,每组各 30 例。分别采用全血灌流及膜式血浆分

离技术进行治疗。评估治疗前后 SLE 疾病活动性指数(SLEDAI)和自身抗体效价､ 血常规､ 生化及

免疫学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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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60 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治疗,其中 58 例临床症状体征明显好转,但 IA 组副反应较 PE 组少且

轻,PE 组中 1 例患儿术后 6 小时发生脑水肿和肺水肿,1 例患儿因重症胰腺炎死亡;②两组患儿治疗

后 SLEDAI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组间比较未发现明显差异(P>0.05);③两

组患儿治疗后抗 dsDNA 抗体滴度及 ANA 滴度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下降(P<0.001);两组患儿治疗后

IgG､ IgA､ IgM､ C3和 C4等各项免疫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均显著改善(P<0.05)。但组间比较发现,IA
组治疗后各项指标的改善虽优于 PE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白细胞

､ 血小板､ 血红蛋白数量均无明显差异(P>0.05)。但 IA 组有 1 例患儿治疗后血小板下降至

56×109/L。两组患儿治疗后肌酐､ 尿素氮和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与治疗前比较均显著改善

(P<0.05)。上述指标组间两两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DNA-IA 与 PE 对重型 SLE 治疗均有效,且疗效无明显差异,但前者的副反应较后者少且轻,并且

目前国内很多地区血浆相对缺乏,而 DNA-IA 应用不受此限制,故临床应用前景广阔。 
 
 
PU-2330 

川崎病的再认识 
 

李函,徐南,乔立兴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川崎病的诊断标准。 
方法 对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儿科 2017 年收治的 1 例“川崎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讨论分析。 
结果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是一种以全身血管炎为病理改变的急性发热性出疹性疾病;其严

重的并发症是心血管系统损害,可形成冠状动脉扩张和冠状动脉瘤。典型的临床表现为持续发热 5d
以上,双眼球结合膜充血,颈部淋巴结肿大,多形性皮疹,口腔黏膜充血､ 杨梅舌,四肢末端硬性水肿后

出现脱皮等,累及不同脏器出现不同的症状。据日本厚生省川崎病研究课题组 2002 修订的第 5 版诊

断标准:在 6 个主要症状中出现 5 个,或有 4 个症状加上超声心动图或心血管造影发现冠脉损害,即可

诊断川崎病。KD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不明,可能是由一种或多种微生物侵入易感者体内,使机体免疫系

统处于活化状态,激活 T 细胞和 B 细胞参与免疫应答,体内各种细胞因子产生级联放大效应, 终导致

广泛的血管内皮损伤及功能障碍。以丙种球蛋白､ 阿司匹林､ 糖皮质激素抗炎等为主要治疗手段。

现将我院收治的一例“川崎病”报告如下:  
患儿,女,11 月,因“发热六天”入院。病程中患儿症状为持续高热。入院查体:T 39.6℃;全身皮肤见充

血性皮疹,压之褪色,无搔抓;双侧颈部触及数枚绿豆大小淋巴结,质软,活动可,无触痛;双眼结膜充血;
口唇皲裂;双肺可闻及少许湿啰音;心腹神经系统未查及明显异常;手足末端红肿,无脱皮。入院辅助检

查:血常规:WBC 13.08×109/L,N 43.9%,L 48.0%。CRP 54.mg/L;ESR 43mm/h;PCT 正常。EB 病毒

抗体及 PCR 检测均阴性;结核菌素试验阴性;肺炎支原体阳性;立克次体阳性。胸片未见明显异常。

心脏超声未见异常。结合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患儿初步诊断:川崎病。入院后予头孢硫脒抗感染､

喜炎平清热解毒等治疗;患儿入院第一天体温 高 38.5℃;入院第 2d,体温下降至 38.0℃以下;第 3 天,
因社会因素家属办理自动出院。出院后,持续随访;出院一月时,患儿心脏超声未见明显异常。 
川崎病流行病学特点提示其发生存在感染性因素,包括支原体､ 立克次体等。然而,本病例患儿感染

并诊断为川崎病后,并未应用“丙种球蛋白､ 阿司匹林､ 糖皮质激素”等药物,而是仅应用“头孢硫脒､

喜炎平”等治疗,即可控制病情。提示该例患儿虽然符合“川崎病”诊断标准,但并未出现传统认识的“川
崎病”的严重情况。故而,笔者认为,川崎病的诊断标准仅仅依靠症状以及心脏相关检查不够准确;免疫

相关指标的检查,对川崎病的诊断应被逐渐认识。 
结论 川崎病的诊断标准仅仅依靠症状以及心脏相关检查不够准确;需要其他辅助检查帮助诊断。 
 
 
PU-2331 

小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32 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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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红,孟颖,毛丽红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 833400 
 

 
目的 总结分析新疆博尔塔拉州医院 5 年来开展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筛查和诊断治疗情

况。 
方法 以婴幼儿为研究对象,在出生 72h 后采足跟血,检测滤纸标本中促甲状腺激素含量。筛查阳性者,
以静脉血血清标本复查 TSH､ T3､ T4 确诊。 
结果 5 年 共筛查 9478 例,其中确诊为 CH 者 32 例,发病率为 0.338‰。死亡者 1 例,失访者 1 例,体
格发育及智力水平明显落后者 4 例,余下体格 及智力发育均正常者 26 例。 
结论 该病筛查是早期诊断的 佳方法,采取早期诊断和治疗能有效地防止患儿的智力和体格发育低

下,提高国民素质。  
 
 
PU-2332 

误诊为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的新生儿戊二酸尿症Ⅱ型二例 
 

周建芹,刘芳,贾志义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目的 探讨新生儿发病的戊二酸尿症Ⅱ型的临床特征､ 诊断与治疗方法 
方法 运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对 2 例反复心衰的患者进行尿有机酸测定,对戊二酸尿症Ⅱ型早发型患

者的临床与生化特点､ 诊疗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患者于生后 3-20 天起病,主因反复发热､ 咳嗽､ 软弱无力来院就诊,2 例患者系双胞胎女婴,妹
妹生后第 3 天因呼吸不规则入院,诊断新生儿肺炎,治愈出院,之后反复发热､ 咳嗽,软弱无力,喂养困

难。心肌酶谱示肌酸激酶､ 乳酸脱氢酶增高,胸片心脏呈球形增大,心胸比例增大。心脏超声示心脏

球形增大,左心室壁增厚,运动减弱,三尖瓣轻度返流。姐姐与妹妹症状相似,程度轻。治疗以左旋肉碱

､ 心得安､ 维生素 B2､ 卡托普利治疗,双胞胎因反复感染,心力衰竭分别于生后第 7 个月,9 个月死

亡。 
结论 新生儿起病的戊二酸尿症Ⅱ型常以软弱无力､ 喂养困难､ 反复心衰为主要表现,往往不被认识

而延误诊断。对于原因不明的软弱无力､ 喂养困难､ 心力衰竭的患儿及早进行尿有机酸分析､ 血液

脂肪酸分析等有关检查 
 
 
 
PU-2333 

一例中国青少年的成人型糖尿病 (MODY 2)家系研究 
 

王丽红,樊海珍,宋文惠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00 

 
 
目的 通过基因测序对临床拟诊 MODY 的患者从分子水平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探讨青少年的成人

型糖尿病 2 型(MODY 2)家系的临床特点和分子遗传学特征。 
方法 对我院于 2016 年 11 月临床拟诊的 1 例 MODY 患者家系的临床特征､  实验室资料进行分析, 
运用 Sanger 测序技术对先证者及其他 7 名家系成员进行葡萄糖激酶(GCK)､ 肝细胞核因子(HNF) 
1α 基因､ HNF4α 基因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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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检测出该家系中存在葡萄糖激酶(GCK)杂合突变,突变来自于先证者父亲,其中 7 名(先证者､

父亲､ 等)同时检测到葡萄糖激酶(GCK)的杂合突变(NM_000162):第 6 号外显子 c.676G>A,导致氨

基酸改变 p.V226M,为错义突变。该变异不属于多态性位点,在人群中发生频率极低。 
结论 对家族聚集发病的糖尿病,尤其有早发型成员的,进行家系分析及基因测序,可以明确诊断,指导

治疗,推断预后。 
 
 
PU-2334 

儿童及青少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8 例临床分析 
 

倪树芳,吴璇,刘晓梅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探讨儿童及青少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儿童及 18 岁以下青少年 DKA 18 例,总结其临床特点､ 治疗方法及治疗结果。 
结果 采用胰岛素降血糖､ 补液､ 纠正电解质紊乱､ 抗感染等综合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均于 24 小时内

DKA 纠正,血糖达标时间(h):8.6±1.2,尿酮恢复时间(h)13.2±2.1,pH 恢复时间(h)14.2±2.8 
结论 儿童及青少年 DKA 临床表现不典型,应及时正确诊断。小剂量胰岛素持续静滴或胰岛素泵持续

皮下注射胰岛素均可有效降低血糖､ 纠正酮症,同时给予补液,并注意补钾､ 控制感染等,治疗效果满

意。 
 
 
PU-2335 

儿童 Hutchinson-Gilford 早老症 1 例报告 
 

杨文利,闫洁,桑艳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儿童早期衰老症(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 syndrome,HGPS)是一种罕见的人类早老性疾病,
发病率约为 1/8000000。我们对一例儿童早老症患者及其父母进行了 LMNA 基因突变分析,以期对

HGPS 的临床表现及遗传发病机制进行探讨。 
方法 选取内分泌门诊诊治的 1 例早老症患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该患儿为男孩,2 岁 9 个月,生后

20 天即出现全身皮肤发硬,以双臀为著,且腹部皮肤发紧,四肢无法伸直,双下肢为著,症状进行性加重,
身高和体重增长缓慢。就诊时身高 78cm,体重 8.5kg,皮肤僵硬菲薄,头发渐脱落,毛发稀疏,眼球突出,
似鸟样外观,锁骨短小,四肢关节无法伸直,下肢呈骑马样姿势。经知情同意后,分别留取患儿家系

EDTA 抗凝血 2 毫升,用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基因组 DNA,运用 PCR 技术扩增患儿家系 LMNA 基

因的 12 个外显子区,然后用 DNA 直接测序技术进行 LMNA 基因测序分析。 
结果 于患儿 LMNA 基因的编码区(第 11 外显子区)发现了 1 个经典杂合突变 c.1824C>T,该突变导

致氨基酸 p.G608G 变异,国内外文献曾有本突变报道。G608G 虽未导致氨基酸的改变,但在 LMNA
基因第 11 外显子区产生了一个潜在的剪切点,使得 lamin A 蛋白前体 mRNA 后 150 个核苷酸缺

失,而翻译时阅读框未被改变,翻译出的突变 lamin A 蛋白 C 末端(包含 ZMPSTE24 酶切位点在内)的
50 个氨基酸残基被剪切,从而产生早老蛋白。早老蛋白不能从内核膜释放,导致细胞核结构和功能受

损, 终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患儿父母基因检测均未发现异常,且均非患者,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疾病的遗传发病机制及家系遗传学共分离原则。 
结论 HGPS 起病早,疾病发展迅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多于发病后数年至十几年死亡。临床

遇婴幼儿期出现容貌､ 皮肤改变､ 脱发､ 骨骼异常时需考虑到 HGPS 的可能,并早期行 LMNA 基因

测序分析协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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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36 

胰岛素受体基因 Glu124Lys 突变致 
Donohue syndrome 综合征 1 例 

 
杨文利,闫洁,桑艳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矮妖综合征(Donohue syndrome,DS)主要表现为高胰岛素血症及严重胰岛素抵抗,多由于胰岛

素受体(insulin receptor,INSR)基因突变导致。我们对一例 DS 患者及其父母进行了 INSR 基因突变

分析,以期对 DS 的临床表现及遗传发病机制进行探讨。 
方法 选取内分泌门诊诊治的 1 例矮妖综合征患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该患儿为男孩,2 月余,存在

低出生体重､ 早期低血糖,特殊面容:突眼､ 眼距宽､ 厚唇､ 塌鼻､ 大耳垂,牙齿未出;头发浓密,质地

较硬,全身毛发增多,背部为著,皮肤色黑,颈部及腋下轻度黑棘皮样改变,乳头增生,腹部膨隆。血胰岛

素及 C-肽水平明显升高。经知情同意后,分别留取患儿家系 EDTA 抗凝血 2 毫升,用 DNA 提取试剂

盒提取基因组 DNA,运用 PCR 技术扩增患儿家系 INSR 基因的 22 个外显子区,然后用 DNA 直接测

序技术进行 INSR 基因测序分析。 
结果 于患儿及其母亲 INSR 基因的第 2 外显子区检测到 1 个 c.370G>A 杂合突变,该突变导致编码

产物第 124 位氨基酸由谷氨酸(E)突变为赖氨酸(K)(p.E124K)。本病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国
外应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治疗可能有效,本患者暂时给予少量多次进食等对症治疗,随访监测,患儿

空腹血糖波动于 3.1-7.4mmol/L 之间。 
结论 在中国儿童中,矮妖综合征十分罕见。本病发病早,预后差,多于 2 岁前死亡。INSR 基因是 DS
的致病基因,及时正确的基因诊断有助于明确诊断,并可对未来的基因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PU-2337 

儿童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横纹肌溶解症 1 例报道 
 

石凯丽,杜东海,杜丽君,韩虹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Gitelman 综合征(GS)合并横纹肌溶解症至今尚无报道,本研究通过探讨该病例的临床特点及诊

治过程,以期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减少误诊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儿童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横纹肌溶解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基因检测结

果及诊疗经过等临床资料并进行随访 
结果 患儿入院前 2 天在体育课蛙跳后渐出现双下肢疼痛,上楼梯及下蹲困难。入院查体:双下肢肌力

查体不配合,双侧股四头肌有压痛,双侧膝腱反射稍弱,余体征均阴性。患儿既往体健,家族中无类似病

史。入院后多次化验提示肌酸激酶及其同工酶､ 肌红蛋白显著升高,血钾及血镁减低,低氯性碱中毒,
血钙及血压正常,诊断横纹肌溶解症及电解质紊乱､ 低氯性碱中毒。遂给予补钾补镁､ 碱化水化､

保护脏器,维持生命体征和内环境的稳定等支持治疗,后患儿活动如常,复查肌酸激酶等恢复正常,但血

钾仍波动于 2.13~3.46 mmol/L,血镁波动于 0.52~0.73 mmol/L,亦存在间歇性低氯性碱中毒。进一步

完善 24 小时尿电解质提示尿钙降低;甲状腺功能检测及立卧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水平大致正

常。为进一步明确诊断行低钾相关基因检测,结果发现患儿:SLC12A3 基因检测出 2 个杂合突

变:①c.2890C>T 错义突变,受检者父亲该位点为杂合变异,受检者母亲无变异;②c.2782C>T 错义突

变,受检者父亲该位点为无变异,受检者母亲为杂合变异,该患儿 SLC12A3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结
合临床确诊为 Gitelman 综合征合并横纹肌溶解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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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横纹肌溶解症可由运动诱发,常导致高钾血症。但正如某些文献报道低钾血症也可导致横纹肌

溶解。本患儿除运动诱发外,其横纹肌溶解可能与 GS 所致低钾相关。GS 是一种预后良好､ 进展缓

慢的疾病,但可引起低钾血症危及生命,就本文发现还可能造成横纹肌溶解等并发症。在临床工作中

应注意顽固性低钾血症的患者是否存在 GS 可能,对高度怀疑者应尽早行基因检测,早日明确或排除

诊断,指导临床治疗,避免不良预后。 
 
 
PU-2338 

PAX4 R192S､ R192H 多态性与儿童青少年单纯性肥胖的研究 
 

孔元梅,王春林,梁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目的 研究 PAX4 R192S､ R192H 多态性与儿童青少年单纯性肥胖及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随机选取 2013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因单纯性肥胖入住我院的 103 例肥胖患儿作为肥胖组,平
均(10.82±2.57)岁,BMI(26.82±4.57)kg/m2,选取 100 例同期接受健康体检的杭州市某中学正常体重

学生作为对照组,平均(10.60±2.84)岁,分别测量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 收缩压及舒张压,计算

BMI､ 腰围身高比(WHtR)。测定血清空腹血糖(FPG)､ 总胆固醇(TC)､ 高密度脂蛋白(HDL)､ 低密

度脂蛋白(LDL)､ 甘油三酯(TG)､ 谷丙转氨酶(ALT)和谷草转氨酶(AST)。肥胖组儿童加测空腹胰岛

素(FINS),并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和胰岛素释放试验,计算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和总体胰岛素敏感指数(WBISI)。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 PAX4 R192S､ R192H
多态性,SPSS 软件分析多态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及其组间差异,及不同基因型与代谢

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①肥胖组的身高､ 体重､ BMI､ 收缩压､ 舒张压､ 腰围､ 臀围､ WHtR､ FPG､ TC､ HDL､
LDL､ TG､ ALT 及 AST 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②基因分布频率符合 Hard-Weinberg 平衡。

③R192S 肥胖组和正常对照组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R192H 肥

胖组的 G 等位基因频率和 GA 基因型频率均高于对照组(P 均<0.05)。④R192H GA 基因型的 BMI
及腰围显著高于 GG 基因型(P=0.01,0.04),但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R192H 基因型与肥胖代谢指标

并无相关性(P 均>0.05)。⑤肥胖组 R192S､ R192H 不同基因型间 HOMA-IR 和 WBISI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PAX4 R192H 影响 BMI 及腰围,可能参与儿童肥胖的发生,但不是儿童青少年肥胖发生的独立

影响因素。 
 
 
 
PU-2339 

肾小球高滤过､ 尿 NAG/Ccr 对 1 型糖尿病早期 
肾脏损害评估的临床意义 

 
孙辉,陈临琪,吴海瑛,谢蓉蓉,王凤云,陈秀丽,陈婷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研究 1 型糖尿病患者肾小球高滤过(GHF)､ 尿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肌酐比值

(NAG/Ccr)对于早期糖尿病肾脏病的筛查价值。 
方法  选取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资料完整的 1 型糖尿病患者共 100 例,其中男 49 例,女 51 例,平均年

龄 9.99±2.23 岁,同期健康志愿者 34 例,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7 例,年龄平均 9.29±2.2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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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正常白蛋白尿组,白蛋白尿组,及健康对照组;观察各组肾小管损伤指标:尿 NAG/Ccr､ 尿 α1 微球蛋

白/肌酐比值(α1-MG/Ccr)及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AGL)。 
对入选样本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进行估算,按照 eGFR 的不同分 A 组 60ml/min·1.73m2≤
eGFR<90ml,B 组 90ml/min·1.73m2≤eGFR<130ml,C 组 eGFR≥130ml/min·1.73m2,(高滤过组),
观察各组的年龄､ 病程､ HbA1c,TG､ UACR､ 尿 NAG/Ccr､ 血 NGAL 及尿 α1-MG/Ccr。 
选取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资料完整的 1 型糖尿病患者共 100 例,其中男 49 例,女 51 例,平均年龄

9.99±2.23 岁,同期健康志愿者 34 例,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7 例,年龄平均 9.29±2.26 岁。 
分正常白蛋白尿组,白蛋白尿组,及健康对照组;观察各组肾小管损伤指标:尿 NAG/Ccr､ 尿 α1 微球蛋

白/肌酐比值(α1-MG/Ccr)及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AGL)。 
对入选样本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进行估算,按照 eGFR 的不同分 A 组 60ml/min·1.73m2≤
eGFR<90ml,B 组 90ml/min·1.73m2≤eGFR<130ml,C 组 eGFR≥130ml/min·1.73m2,(高滤过组),
观察各组的年龄､ 病程､ HbA1c,TG､ UACR､ 尿 NAG/Ccr､ 血 NGAL 及尿 α1-MG/Ccr。 
结果 正常白蛋白尿组尿 NAG/Ccr 显著高于对照组 
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组(HbA1c>6.5%)尿 NAG/Ccr 显著高于血糖控制良好组。 
糖尿病组所有患者 HbA1c､ Lgα1-MG/Ccr 水平与尿 NAG/Ccr 水平呈正相关 
ROC 曲线分析:尿 NAG/Ccr 的曲线下面积为 0.725,Cut-off 值 20.66U/g,该界值的特异性为 80.2%,
灵敏度为 57.9%。 
结论 尿 NAG/Ccr 水平在正常蛋白尿组即显著高于对照组,甚至早于微量白蛋白尿的发生。 
1 型糖尿病病程小于 5 年即出现肾小管损伤,肾小管损伤程度与血糖控制相关。 
尿 NAG/Ccr 在临床可作为检测糖尿病肾脏损伤的特异性指标,有利于早期发现肾脏损伤及早期干

预。肾小球高滤过是 1 型糖尿病早期表现,可反映血糖､ 血脂紊乱情况。 
 
 
PU-2340 

Schuurs-Hoeijmakers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陈临琪,王晓艳,孙辉,陈秀丽,谢蓉蓉,吴海瑛,陈婷,王凤云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 003 

 
 
目的 探讨 Schuurs-Hoeijmakers 综合征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 对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的 1 例 Schuurs-Hoeijmakers 综合征(Schuurs-Hoeijmakers 
syndrome, SHMS)患儿的临床特点进行分析;采用外显子芯片捕获+高通量测序,对患儿进行基因分

析,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女,15 岁 5 月,因“无月经初潮”入院。特殊面容:斜视,小下颌､ 眼裂下斜,球形鼻,低耳位,肘
外翻,断掌。实验室检查示:B 超子宫 17mm×9mm×5mm,卵巢右 17mm×9mm,卵巢左 15mm×5mm,
行韦氏测定智商为 36,在基因 PACS1 发现一处杂合突变,为 c.607C>T,p.R203W,PACS1 基因的激

活突变导致 SHMS,其父和其母该位点为正常基因型,表明该突变为新生突变。 
结论 SHMS 是一种磷酸弗林蛋白酶酸性氨基酸簇分选蛋白 1(PACS1)基因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显性

遗传疾病,以智力低下､ 典型面部特征及先天性器官畸形为主要表现。在 2012 年首次被报道,在国

内尚无相关病例报道,20 个 SHMS 个体有相同的突变位点,有生殖器发育异常的特点,报道 19 例

SHMS,其中 12 例男性中有 6 名是有隐睾表现的,至于女性尚未有相关报道。本次报道的病例为 15
岁 5 月的女孩尚未经历月经初潮,子宫卵巢偏小,骨龄约 13-14 岁,乳房 TannerⅢ期,垂体 MRI 提示形

态正常,入院后行 LHRH 激发试验提示垂体功能正常,患儿是否存在延迟发育及发育不良问题存在,目
前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随访及研究明确。 
 
 
 
PU-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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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large deletion of SLC12A3 gene in two Chinese 
siblings with Gitelman syndrome first manifesting as short 

stature and brief literature review 
 

Xie Rongrong,Chen Linqi,Wu Haiying,Wang Fengyun,Chen Xiuli,Chen Ting,Sun Hui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Objective Gitelman syndrome (GS) is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hereditary salt-losing 
tubulopathy, characterized by hypokalemic metabolic alkalosis, hypomagnesemia, and 
hypocalciuria, which is usually caused by mutations in the SLC12A3 gene encoding the thiazide-
sensitive sodium chloride cotransporter (NCC). Missense mutations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mutations in GS. To date, only 22 large dele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Methods Here we report two siblings, a 12.7-year-old old sister and a 7.7-year-old brother who 
both presented for an endocrine evaluation because of short stature. However, routine laboratory 
studies found severe hypokalemia then led to the final diagnosis of GS.  
Results Further genetic analysis for both siblings identified a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of the gene SLC12A3. They inherited a maternal allele containing a novel large deletion from 
exons 20 to 24 and a paternal allele containing a known missense mutation of c.1456 G>A, p. 
(Asp486Asn) in exon 12.  
Conclusions We present two affected siblings with early onset GS first manifesting as short 
stature carrying on a novel large deletion in SLC12A3. Thus, this case broadens the spectrum of 
mutations of GS. 
 
 
PU-2342 

Clinical and structural impact of mutations affecting the 
PLS3 gene in patients with BMND18 

 
Chen Ting1,Wu Haiying1,Xie Rongrong1,Wang Fengyun1,Chen Xiuli1,Sun Hui1,Xiao Fei2,Chen Linqi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 Biological Sciences, Medical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Bone Mineral Density 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18 (BMND18) is a recently described X-
linked disease with early-onset osteoporosis and osteoporotic fractures. This rare hereditary 
disorder is caused by loss-of-function mutation in the gene encoding the plastin 3 (PLS3), which 
is a protein involved in actin bundle formation in the cytoskelet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report a case of BMND18 with a novel mutaion in PLS3. Moreover, we construct the structure of 
PLS3 and find the impact of all the reported mutations on the con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PLS3. 
Methods We clarified the patient's genetic sequence through focused-exome sequencing 
analysis and verified the results via Sanger sequencing. We constructed the stucture of PLS3 
through homology modeling.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novel nonsense mutation in the PLS3 gene (c.745 G>T) causing 
truncation of a highly conserved amino acid residue (p.E249X) of plastin 3 in a boy with early-
onset osteoporosis and osteoporotic fractures (Fig 1.). This unique mutation affects the integrity 
of the Actin-binding Domain 1(ABD1) and Actin-binding Domain 2(ABD2) fragments of PLS3, and 
thereby hinders PLS3 from cross-linking actin filaments into higher-order assemblies like 
bundles.This led us to study the molecular impact of all the mutations previously detected in 
patient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LS3 protein. By homology modeling, we constructed 
models of wild type and mutants of PLS3 (Fig 2.).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se models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is essential for the function of PLS3. More importantly, residues p.239-
267, which connect CH1 and CH2 domains of ABD1 fragment, are highly conserved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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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Fig 3.) and sensitive to the conformation (Fig 2.). Mutations in this critical region will 
impair the integral conformation of PLS3, and thus affect its function. 
Conclusions In summary, we analyzed the impact of mutations affecting the PLS3 gene using a 
bioinformatics approach, which provides a mechanistic view of their pathogenic effect. 
 
 
PU-2343 

拟诊肢带型肌营养不良症一家系临床表型及基因诊断分析 
 

王楠,王予川,黄栋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肢带型肌营养不良症(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LGMD)是一组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常染

色体遗传性肌病,该病首先影响骨盆部､ 肩部及近端肢体的自由肌,表现为进行性的肌肉无力和萎缩,
仅有少数累及延髓肌及呼吸肌。根据基因分析结果及遗传方式的不同,LGMD 可分为常染色体显性

遗传(LGMD1 型)和常染色体隐性遗传(LGMD2 型),目前已确认的有 31 个亚型,1 型有 8 个亚型(1A-
H),2 型有 23 个亚型(2A-W)。本研究对一个疑似为肢带型肌营养不良症(LGMD2 型)的家系进行全外

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寻找及分析可能与 LGMD 发病有关的基因,提高对该

病的全面认识,以帮助早期诊断和遗传咨询。 
方法 研究对象是一个来自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高度怀疑 LGMD 的家系,对家系中两患儿及其家属进

行详细的病史采集及归纳,构建家系图谱并进行家系分析。根据临床表现及遗传方式考虑为 LGMD2
型。抽取患儿及父母的外周血抽提基因组 DNA,采用 Agilent SureSelect 外显子捕获和 Illumina 
HiSeq 测序平台进行测序分析,对发现的突变进行 Sanger 测序法验证,并与 100 例健康者作对照,进
行 DNA 测序检测突变。 
结果 家系分析证明该家系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WES 发现两患儿转运蛋白颗粒复合体 11 基因

(Transport protein particle complex 11,TRAPPC11)均存在无义变异 c.1192C>T,p.Arg398*(杂合)及
错义变异 c.3014C>T,p.Pro1005Leu(杂合);父亲携带变异 c.3014C>T,p.Pro1005Leu(杂合);母亲携

带变异 c.1192C>T,p.Arg398*(杂合)。 
结论 1.建立了对 LGMD2 型全外显子组测序的基因检测方法,为快速确诊､ 产前诊断及家系遗传咨

询提供更全面可靠的理论依据;2.借助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初步认为 TRAPPC11 基因突变可能是导

致本家系姐弟患病的致病基因,丰富和完善该病基因突变谱,为以后的进一步基因治疗作出了基础铺

垫。 
 
 
 
 
PU-2344 

二甲双胍治疗儿童单纯性肥胖相关胰岛素抵抗的疗效观察 
 

王惠,刘正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肥胖症发病率也在逐年攀升。目前肥胖的治疗方案主要包含调整

膳食结构､ 体育锻炼､ 药物治疗､ 认知治疗和手术治疗,而药物治疗是重要环节。二甲双胍可以用

于治疗儿童糖尿病,它除降糖外有控制体重的作用。故本课题主要探讨二甲双胍是否可以降低肥胖

儿童的体重及体重指数(BMI),改善胰岛素抵抗及脂代谢紊乱。并观察 1 例单独应用二甲双胍治疗儿

童 2 型糖尿病(T2DM)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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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课题主要收集 2010 年 6 月到 2016 年 10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病房住院的

9-14 周岁,诊断为单纯性肥胖及胰岛素抵抗的儿童作为治疗组,共 41 例,予以口服二甲双胍治疗 12
周,监测治疗前后的体重､ BMI､ 空腹血糖､ 空腹胰岛素､ C 肽､ 糖化血红蛋白､ 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 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总胆固醇这些指标变化。另外选择同时期

于该医院儿科门诊进行常规体检的 9-14 周岁正常体重的儿童 20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该组儿童与治

疗组儿童用药前 BMI､ 空腹血糖､ 空腹胰岛素､ HOMA-IR 值的差别。 
结果 治疗组儿童与正常体重组儿童的平均年龄､ 性别构成及空腹血糖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儿童用药前 BMI､ 空腹胰岛素及 Ln(HOMA-IR)显著高于正常体重组,差异有显著

的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儿童予以二甲双胍口服治疗 l2 周后,BMI 由治疗前的

(29.364.47)kg/m2 降到治疗后的(27.404.04)kg/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2),而治疗前后体重变

化则无统计学意义(P=0.41)。治疗组儿童予以口服二甲双胍治疗 l2 周后,空腹血糖较前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2),Ln(HOMA-IR)､ 空腹胰岛素､ C 肽､ 糖化血红蛋白亦明显下降,差异有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P<0.01)。   4.治疗组儿童予以口服二甲双胍 l2 周后,甘油三酯较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9),低密度脂蛋白､ 总胆固醇明显下降,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而高密度脂蛋白

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81)。 
附 1 例诊断为 2 型糖尿病及单纯性肥胖女童,应用二甲双胍后,动态监测其空腹血糖于 3 天后降至正

常,糖化血红蛋白于 2 月后降至正常,HOMA-IR 亦呈明显下降趋势。 
二甲双胍治疗的儿童中出现 4 例(9.52%)不良反应,均为消化道反应,腹泻 1 例,恶心､ 腹胀 3 例,都发

生在用药前 2 周,未予处置,自行恢复正常。 
结论 1.二甲双胍能够降低单纯性肥胖儿童的 BMI。 
2.二甲双胍能够调节肥胖儿童的糖代谢紊乱,改善胰岛素抵抗。 
3.二甲双胍能够降低肥胖儿童的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及总胆固醇。 
4.二甲双胍能够治疗青少年 T2DM。 
 
 
PU-2345 

一例 1(q12q21)重复导致多发畸形的临床表型和遗传学分析 
 

朱建芳,陈永花,梁黎,方燕兰,王春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6 

 
 
目的 明确 1 例多发畸形伴重度营养不良患儿染色体变异的性质及来源,分析其染色体变异与表型的

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05 月 1 例 5 岁 5 个月小头畸形､ 重度营养不良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血生化

､ 甲状腺功能､ 肾上腺功能等检测,行食管胃造影､ 肝胆脾胰 B 超等相关检查并追溯既往资料。 
结果 1､ 临床表现:女,5 岁 5 个月,因反复呕吐 5 年入院;平素进食差,无慢性腹泻､ 皮肤黄染,无多饮

､ 多尿。查体:体型消瘦,身高 105cm,体重 12kg,高而窄的上颚､ 大眼睛､ 高鼻梁､ 小头(头围 44cm),
双眼视力均为 0.6,腹部皮下脂肪 0.2cm,双乳 B1 期,阴毛 PH1 期;心､ 肺､ 腹和神经系统检查无殊。

2､ 实验室及特殊检查特点:血生化及甲状腺､ 肾上腺功能均未见明显异常;食管胃造影示:胃体腔巨

大､ 站立位胃腔下垂延伸至髂嵴水平,幽门排空缓慢,胃动力低下;2011 年 2 月外院头颅磁共振:胼胝

体发育不全;2012 年 4 月 Gessell 儿童发育量表测查:发育商 84 分,智能水平为边缘;外周血染色体核

型分析:患儿(550 带,G 带)及弟弟和父母(400 带,G 带)示:患儿核型为 46,XX dir dup(1)(q12q21);父亲

及弟弟核型为 46,XY 1qh+(表型均无明显异常);母亲核型为 46,XX。 
结论 患儿核型为 46,XX dir dup(1)(q12q21),可能为其多发畸形的发病原因,遗传自父亲。文献报道,
具有该核型者临床表型具有个体差异。 
 
 
PU-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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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甘油尿为线索确诊果糖-1,6-二磷酸酶缺乏症患儿 1 例 
 

陈志红,寇睿,张颖,田飞,刘静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报道一例果糖-1,6-二磷酸酶(Fructose-1,6-bisphosphatase,FBPase)缺乏症患儿的诊治过程,强
调靶向性基因检测对精确诊断遗传代谢病的重要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确诊果糖-1,6-二磷酸酶缺乏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血和尿中代谢

物检查,以及家系和基因检测过程。 
结果 一名 6 岁女性患儿,反复多次不同诱因出现严重的低血糖､ 高乳酸血症､ 酮症和甘油尿。总结

病例特点如下:1.空腹进食油脂食品或甜味饮料､ 或者感染疾病后反复急性发作代谢紊乱;2.代谢紊

乱表现为严重低血糖和阴离子间隙增高性代谢酸中毒,乳酸血症和酮尿;3.低血糖和代谢性酸中毒易

于纠正;4､ 血生化检查一过性高脂血症和高尿酸血症;5､ 内分泌激素检查无异常;6､ 尿气相色谱-质
谱分析:提示甘油尿和酮尿;7､ 智力和体格发育基本同正常同龄儿童。综上所述,该患儿可以排除内

分泌疾病导致低血糖发作;两次严重代谢危象都有低血糖､ 酸中毒､ 高脂血症､ 高尿酸血症､ 酮尿

和甘油尿,高度提示代谢性疾病。低血糖､ 酸中毒､ 高脂血症､ 高尿酸血症和酮尿在我们已知的代

谢性疾病中经常被提到,唯有“甘油尿”是该患儿的特质性代谢异常指标。以“甘油尿”为关键词,在
Pubmed 查相关文献,检索到三种相关疾病:果糖-1,6-二磷酸酶缺乏症､ 甘油激酶缺乏症和复合型甘

油激酶缺乏症。进一步阅读三种疾病相关文献,了解疾病特点和实验室检查,临床基本排除甘油激酶

缺乏症和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Sanger 测序检测 FBP1 基因突变,发现该女童携带 FBP1 基因的

复合杂合突变 c.355G>A/c.960delG,并且是目前尚未报道的新突变。SIFT 和 PolyPhen-2 软件进行

第 4 外显子 c.355G>A 突变即 p.D119N 致病性预测,发现第 119 位的天冬氨酸自原生动物到人类是

高度保守序列,发生突变后预测有高度致病性。c.960delG 导致第 8 外显子 960 位点缺失 1 个 G 碱

基从而导致阅读框移码,使肽链翻译提前终止,从正常的 338 个氨基酸缩短至 328 个,该段在多物种间

高度保守,推测该突变高度可能致病。 
结论 追溯疾病的特质性线索进行靶向性基因检测,是遗传代谢病精准诊断的有效方法之一; 2 个可能

致病的 FBP1 新基因突变,丰富了人类 FBP1 基因突变数据库。 
 
 
 
 
 
 
 
 
 
PU-2347 

以肾上腺功能减退为主要表现的肾上腺 
脑白质营养不良一家系报告 

 
陈志红,杨洪秀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对仅表现为肾上腺功能减退的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一个家系的诊疗过程进行回顾总结,旨在

提醒临床医生遇到单纯肾上腺功能减退的病人时要考虑到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同时探讨遗传代

谢病新的诊断思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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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该家系中的先证者及其兄弟､ 表兄弟为研究对象,总结和归纳病例特点,以“先天性,原发性,肾
上腺功能减退”为关键词搜索文献,查获的疾病与该家系疾病特点进行比对排序,获得家长知情同意,收
集两个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外周血,采用基因测序技术,对所有家庭成员进行基因验证。 
结果 总结该家系病例特点:(1)被发现临床症状的病人年龄跨度较大,由婴儿期到青少年期;(2)发病者

均为男孩;(3)均因牙龈及口唇黏膜发黑就诊;(4)3 名患者生长发育良好,仅表现为牙龈及口唇黏膜发黑,
性发育正常;(5)实验室检查示 ACTH 明显升高,皮质醇降低或正常,电解质､ 性激素等大致正常;(6)糖
皮质激素替代治疗有效;(7)先证者舅舅于青春期因“重症脑炎”死亡。查找文献表现为先天性原发性肾

上腺功能减退症的疾病包括 X-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 家族性糖皮质激素缺乏､ 肾上腺脑白

质营养不良､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及 3A 综合征等,临床排除后两种疾病,余 3 种疾病分别对应

的基因为 DAX1,MRAP､ MC2R,ABCD1。先证者检测 DAX1､ MRAP､ MC2R 基因均未发现异

常,ABCD1 基因突变分析显示外显子 8 的错义突变,即 c.1858 T>C,Tyr 620 His。基因验证结果为先

证者母亲及弟弟､ 先证者大表弟及姨母均存在相同的基因突变,先证者父亲,姨夫及小表弟未发现基

因突变,PolyPhen-2 软件对突变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功能预测结果为高度致病性。先证者弟弟进行极

长链脂肪酸测定示 C24:0､ C26:0､ C24:0/C22:0､ C26:0/C22:0 均升高。 
结论 1.家系中其他病人的及时就医,成就家系疾病的正确诊断,同时发现了目前国际上 小的､ 年龄

仅 9 个月患者。2. 在国内我们首次报道 c.1858T>C (p.Tyr620His) 错义突变的 ABCD1 突变基因型,
临床表型为单纯肾上腺功能减退型的家系病例患者。3.一个家系不同家庭的成员出现相同临床表现

时,临床医师要想到遗传性疾病,总结病例特点和关键词,查阅文献,对可疑疾病排序后进行相关致病基

因测序,达到基因精准诊断,不失为罕见病缩短诊断周期的方法之一。 
 
 
PU-2348 

一例新发 Xq22 缺失致发育迟缓的病例报告 
 

何云娟,王瑜,曾庆文,余永国,孙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本研究利用染色体芯片分析一例发育落后患儿所携带的 CNV,并对该 CNV 的致病性进行评

估。 
方法 患儿,女,8 月龄,因生后发育落后就诊。2 月会抬头,8 月时仍不会翻身,不能独坐,发育评估相当

于 4 月龄。身高 69cm(P10-P25),体重 7.5kg(P3-P10),眉毛稀疏,鼻梁塌陷。实验室检查提示肝功能

转氨酶升高,血尿串联质谱正常,头颅 MRI 示脑白质减少。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 DNA,应用

Affymetrix 公司的 CytoScan 750K 全基因组芯片扫描技术对患儿全家样本进行 CNV 检测,结果经

Chromosome Analysis Suite software (ChAS) 3.0(Affymetrix, Santa Clara)进行分析。按照 ACMG
指南对检测到的 CNV 的致病性进行分级。由于所发现的 CNV 位于 X 染色体,对 AR 基因 1 号外显

子的 CAG 重复区的 CpG 岛进行甲基化检测,评估患儿的 X 染色体失活情况。 
结果 染色体芯片结果显示先证者在 Xq22.1q22.3 携带一个 2.8MB 的杂合缺

失:arr[hg19]Xq22.1q22.3(101,203,320-104,101,043)×1。对其父母样本进行验证发现父母未携带

该缺失,因此该突变为新发突变。该缺失在正常人群中未见记录。该区域包含 39 个编码基因,其中

22 个 OMIM 基因,3 个单倍体剂量不足基因。这 3 个单倍体剂量不足基因为 PLP1､ GLRA4､
IL1RAPL2,其中 PLP1 基因的微重复､ 微缺失及点突变均会导致佩梅病(Pelizaeus-Merzbacher 
disease,OMIM312080)。佩梅病临床表现多样,可有发育迟缓､ 眼球震颤､ 共济失调､ 肌张力减退

等,头颅 MRI 可有髓鞘化异常。在 DECIPHER 及 ClinVar 数据库中发现该区域各有 10 条和 6 条

CNV 缺失重叠的记录。携带这些突变的病例的临床表现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异常､ 语言发育迟缓､

智力障碍､ 肌张力减退､ 刻板行为等,其中中枢神经系统异常与本病例相似。根据 ACMG 对于 CNV
解读指南将该 CNV 归类为致病性 CNV。X 染色体失活检测发现患儿的两条 X 染色体的失活比例为

80:20,即患儿 X 染色体失活并非完全随机,提示患儿的 X 染色体上存在致病性的变异。经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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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PLP1､ GLRA4､ IL1RAPL2､ GPRASP1､ GPRASP2,这些基因涉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患
儿的发育迟缓可能与这些基因的缺失相关。 
结论 本研究利用染色体芯片技术发现一例发育迟缓患儿的新发致病性

CNV,arr[hg19]Xq22.1q22.3(101,203,320-104,101,043)×1。同时患儿的 X 染色体呈非完全随机失

活状态。该区域内的多个基因与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有关,推断该 CNV 是该患儿的遗传学病因。 
 
 
PU-2349 

抗 CD20 单克隆抗体联合 IL-10 基因治疗对发病早期非肥胖型糖

尿病小鼠肝脏 Sox9､ Ngn3､ Hes1 表达的影响 
 

宋海晓
1,李堂

2 
1.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抗 CD20 单克隆抗体联合腺病毒介导的 IL-10 基因对发病早期非肥胖性糖尿病鼠(NOD)肝
脏细胞 Sox9､ Ngn3､ Hes1 基因表达的情况。 
方法 选择 17-19 周龄新诊断 1 型糖尿病(T1D)NOD 鼠 24 只,随机分为 A､ B､ C､ D 四组,分别代表

抗 CD20 单抗单药治疗组､ 抗 CD20+IL-10 联合治疗组､ Ad-IL-10 单药治疗组及生理盐水对照(NS)
组。分别于发病后第 1,3,6,9 天尾静脉注射抗 CD20 单抗 250ug,抗 CD20 单抗 250ug+ Ad-IL-10 
100ul,Ad-IL-10 100ul,NS 100ul,每 3 天 1 次,首剂加倍,共注射 4 次。期间每天同一时间监测小鼠血

糖水平,若血糖≥25mmol/L,给予 20U/kg 皮下注射来得时;每周同一时间测量 2 次体重,并记录。自

后 1 次给药后,连续观察 9 周,处死小鼠。摘眼球后取血,静置离心取血清,行 ELISA 检测。解剖分离

肝脏,部分行 Western Blot 和 RT-PCR 检测;部分用 4%甲醛固定,制作石蜡切片,行免疫组化检测。 
结果 动态血糖监测示联合治疗可明显降低 NOD 鼠血糖水平。动态体质量监测示各组干预对 NOD
鼠体质量影响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T-PCR 结果示联合组小鼠肝脏 Sox9､ Ngn3 基

因表达明显高于单药治疗组和生理盐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es1 基因表达量在各组间差

别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示联合治疗组 IL-10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其它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es1 蛋白表达量在各组间差别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荧

光结果示胰岛素､ CD20 共表达细胞在联合治疗组明显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LISA 结

果示联合治疗组较单药治疗组血清 IL-17､ IL-1β 明显减低,联合治疗组血清 TGF-β､ Insulin 水平较

其他三组明显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腺病毒介导的 IL-10 基因在肝脏组织内高表达。抗 CD20 单克隆抗体与腺病毒介导的 IL-10 联

合应用可促进 NOD 鼠胰岛素的分泌,更好的维持血糖稳定。联合干预可以减低 IL-17､ IL-1β 等炎性

因子水平,促进 TGF-β 合成,维持免疫稳态。同时,联合干预可以通过激活 Notch 信号通路,促进 Sox9
､ Ngn3 基因表达等方式促进肝脏合成 IPC(胰岛内分泌细胞),分泌肝源性胰岛素,对残存胰岛 β 细胞

功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PU-2350 

强化心理护理对中枢性性早熟患儿的影响 
 

吴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心理护理在中枢性性早熟(CPP)患儿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将 60 例 CPP 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2 组均注射达菲林,对照组只进行常规医

学护理,观察组在常规医学护理的同时给予心理护理。 
结果 通过艾氏儿童行为量表统计,观察组患儿外显的行为问题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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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心理护理在 CPP 的治疗中具有确切疗效,值得重视及推广。 
 
 
PU-2351 

Turner 综合征患儿额外小标记染色体的来源及形态特点 
 

刘楠,佟彤,陈悦,陈艳玲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Turner 综合征在新生女婴中的发生率为 1/2500~1/ 3000,是以 X 染色体的完全或部分缺失和/
或结构异常为细胞遗传学特征､ 以身材矮小､ 卵巢发育不全､ 蹼颈､ 周外翻和发迹低为主要临床表

现的一类染色体疾病[1]。额外小标记染色体(small supernumerary marker chromosomes,sSMC)是
指形态可辨识,但通过传统细胞遗传学染色体显带技术不能识别其来源和特征的,结构不同于已知的

23 对染色体的,大小通常等于或小于同一中期染色体核型中的 20 号染色体的异常染色体[2]。而在

Turner 综合征中伴随的额外小标记染色体通常以嵌合体的形式存在,具有其独特的形成方式及来源

特点。本文通过遗传学检测方法分析鉴定 5 例 turner 综合征患儿所携带的 sSMC 的来源,为患儿的

临床诊断提供明确依据,为其进一步的治疗随访提供指导方向。 
方法 对于经过 G 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发现的 5 例带有额外小标记染色体的 Turner 综合征患儿,通
过双色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进一步明确其额外小标记染色体的来源与形态。 
结果 5 例患儿中,有 3 例患儿的额外小标记染色体来源于 X 染色体,2 例患儿的额外小标记染色体来

源于 Y 染色体,其中有 3 例 X 染色体来源的额外小标记染色体,2 例为环状染色体,1 例为染色体小片

段状。存在 2 例 Y 染色体来源的额外小标记染色体,其中 1 例以环状染色体和带有双着丝粒的染色

体两种形态存在,另 1 例为双着丝粒染色体。 
结论 存在额外小标记染色体的 Turner 综合征患儿,其 mar 多数来源于性染色体[3],来源于 X 染色体

的额外小标记染色体主要以环状染色体形式存在,其次为染色体小片段状;来源于 Y 染色体的额外小

标记染色体主要以双着丝粒染色体形式存在,其次为环状染色体。本实验中具有来源于 Y 染色体

sSMCT的患儿,携带有 GBY 基因,具有发生性腺恶性肿瘤的风险[4,5,6,7,8,9]。因此,对于身材矮小的女

性患儿,应及时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检查,若结果中发现患儿带有 sSMCT时,应进一步采用双色荧光

原位杂交技术鉴定 mar 的来源。对于具有来源于 Y 染色体 sSMCT的患儿可在腹腔镜下,找到性腺位

置,尽早予以切除,以避免肿瘤的发生。 
 
 
 
 
 
 
 
 
PU-2352 

11 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临床分析 
 

黄晓丽,蓝丹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11 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及其家属的临床表现､ 基因检测结果､ 治疗等

情况,总结诊疗经验,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 11 例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 CN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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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共收集 11 例病例(男 4 例,女 7 例),平均发病年龄 4.23±2.0 月,平均诊断年龄 22.36±20.89 月,
平均诊断年龄较平均发病年龄滞后 18.13 月。(2)使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前平均 1 周

､ 2 周､ 3 周､ 4 周发生 1 次感染的比例分别为 54.5%､ 18.2%､ 9.1%､ 18.2%;治疗前平均 1 月､

2 月､ 3 月住院治疗 1 次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63.6%､ 18.2%､ 9.1%,无住院经历者的比例为 9.1%。

(3)治疗与随访: 10 例使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随访(随访时间 2.7 月~49.5 月,平均

18.1±15.7 月)结果如下:只有 1 例病例有一过性轻度纳差,其余患者无不良反应;随访期间住院率为

0%;感染频次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平均 1 周､ 2 周､ 3 周､ 4 周､ >4 周感染 1 次的百分比分别为 0%
､ 0%､  20%､  20%､ 60%;1 例使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 2 次(剂量分别为 5ug/kg.
次,10ug/kg.次),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均呈无应答状态,因经济原因放弃使用重组人粒细胞绝对值治疗,
电话随访时被告知患儿于 11 月大时因严重感染死亡。 
结论 (1)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对该病认识不足,导致了诊断时间延迟。对出

生后不久即出现反复感染并伴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持续减少者,应考虑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可

能性,血常规和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可协助临床诊断。(2)对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持续的监测,可将病人

分为周期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重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有利于指导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的使用。(3)通过外显子目标基因捕获及二代测序技术对 8 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进行基

因诊断,2 例发现异常,阳性率仅 25%,计划行全基因组测序､ 或针对某些外显子的 MLPA 等技术协助

诊断。(4)大多数患者对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反应好,不良反应少,可以明显降低感染和住院频

次,提高生活质量。但若不坚持应用或对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无反应的先天性中性粒细

胞减少症患者,会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 
 
 
PU-2353 

家庭对儿童肥胖干预措施:meta 分析 
 

张美真,肖延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家庭干预措施在控制体重的儿童肥胖的有效性。关于家庭为基础的干预措

施是否改善了儿童肥胖相关疾病的表现或减轻了不利影响。 
方法 按标准选择研究报告为家庭干预对肥胖儿童与对照组儿童肥胖,随机对照实验文章发表在 1980
年和 2015 年之间被搜索。两个独立的作者分别提取研究中的数据,采用 Revman 软件分析,分析

BMI､ BMI-SDS､ 血压等指标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方式对肥胖儿童的影响。 
结果 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措施的肥胖儿童在 BMI､ BMI-SDS､ 血压等方面有明显下降。 
结论 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措施有效防止儿童超重和肥胖。 
 
 
 
 
 
PU-2354 

糖尿病儿童并发低血糖的评估与处理 
 

陈春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对糖尿病儿童低血糖的评估,做出 合理的处理,从而减免对身体的伤害,以及达到 佳的血

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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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着胰岛素治疗的不断改进,包括胰岛素类似物,胰岛素泵治疗,和 CGM 系统,使得严重低血糖的

发生率有所下降 
结果 严重低血糖发生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低血糖仍然常见。 
结论 尽管治疗有所改进,大多数患者特别是儿童,未能实现推荐的血糖目标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低血糖

的发生,所以预防和处理好低血糖显得尤为重要。 
 
 
PU-2355 

特纳综合征合并桥本氏甲状腺病 1 例 
 

帅霞,杨玉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特纳综合征合(TS)并桥本氏甲状腺病在临床中少见,而在婴儿期发病更是罕见。本文就 7 月龄

大婴儿已诊断 TS 合并桥本的患儿进行病例报道,分析其临床表现､ 特征及 新进展,增加小儿内分

泌医生对此病的深入理解,尽早做出正确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患儿,女,7 个月,自出生后生长发育就明显落后于同月龄儿,期间家属未予诊治,于 2016 年 6 月来

我院内分泌科门诊诊治。父母及两姐姐身体健康,三姐因患先天性心脏病死亡。查体:体重 6.25Kg,
身长 60cm,头发稀疏干枯,双眼微凸;颈部及四肢轻微肿胀,血常规正常;甲功七项: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ATG-Ab:146.7IU/ML(0.21--30IU/ML);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TMA:53.064IU/ML(0.16--10IU/ML);余正常;
染色体检查结果:染色体核型:45,X;诊断:1.桥本氏甲状腺病。2.特纳综合征。诊断明确后予优甲乐补

充生理量甲状腺素,嘱家属密切观察患儿生长发育情况,门诊随诊。 
结果 此患儿一直在随访中,甲功三项控制良好,九月可独坐,十月能爬行,现 14 月龄大,身高 68cm,体
重 8kg,出齿 8 颗,可扶走片刻,尚不能独走,能说简单两字词语,生长发育仍落后于正常同龄儿。 
结论 TS 患者常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 有 29 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与特纳综合征相关,相对危险率 高

的是克罗恩病､ 溃疡性结肠炎和桥本氏甲状腺病[ 9]。除合并自身免疫疾病外,尚有心､ 肺､ 肾等先

天畸形。TS 患者 AITD 的发生率多在患儿 13 岁后明显上升, 30 多岁时达高峰[ 2],随着年龄增加而

上升[ 4]  ,而在本例患者中,患儿 7 月龄即诊断 TS 并 AITD,极其罕见,在国内外报道中是年龄 小的

TS 并 AITD 患者。2007 年 TS 共识研究组建议, 所有 TS 患儿应在 4 岁后每年对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病进行筛查[ 1] ,而对于年龄小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而生长发育明显落后的患儿,应做常规染色体检

查筛查特纳综合征, 以减少误诊及漏诊的概率。本例患儿,仍处于婴幼儿时期,我们也将进行长期的密

切随访。 
 
 
 
 
 
 
 
 
PU-2356 

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大鼠胰岛细胞损伤机制研究 
 

王思思,肖延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建立高质饮食诱导肥胖大鼠模型研究胰岛细胞损伤可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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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 SPF 级 3 周龄雄性 SD 大鼠 72 只,按 1:2 随机分配为两组,普通饲料喂养组 24 只;高脂饲料

喂养组 48 只。普通饲料适应性喂养 1w 后,开始肥胖造模,且每周测量体重。在高脂喂养 8w､ 16w
､ 20w､ 24w 末筛选出符合肥胖标准的大鼠设为肥胖组,普通饲料喂养组设为对照组。 
2. 比色法检测血清甘油三酯水平,ELISA 检测血清 FFA 水平,分析肥胖大鼠脂代谢状况。 
3. 通过透射电镜及 HE 染色光镜下观察胰岛 β 细胞微观结构改变。 
4. 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胰岛组织中 Mcl-1 蛋白的表达情况,并通过 Real-Time PCR 检测胰腺组织中

Mcl-1 的 mRNA 表达水平,探究肥胖大鼠 β 细胞损伤可能的机制。 
5.TUNEL 法检测两组大鼠的胰岛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 1. 肥胖模型的建立:通过高脂喂养 8w､ 16w､ 20w､ 24w,成功诱导肥胖大鼠 26 只,成功率

54.2%,且高脂喂养 8w 后,肥胖组大鼠内脏脂肪重量明显增多(P<0.05)。 
2. 高脂喂养 16w 末开始,肥胖组大鼠血清甘油三酯水平显著升高(P<0.01);高脂喂养 20w 末开始,肥
胖组大鼠血清 FFA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3. 电镜结果显示,16w 末肥胖组大鼠胰岛 β 细胞结构与对照组相比,细胞质内细胞器较少,内分泌颗粒

较多,颗粒的电子密度降低,界膜与分泌颗粒间空隙加大。从 20w 末开始,肥胖组大鼠胰岛中多数 β 细

胞的电子密度较对照组增高,部分细胞核形态不规则,核内染色质分布不均 ,细胞质内细胞器数量不

多,粗面内质网轻度扩张,线粒体肿胀,体积增大。胰腺切片 HE 染色显示,从高脂喂养 20w 开始,与对

照组相比,肥胖组大鼠胰岛细胞膨大增生,部分空泡样变性,细胞核固缩,染色加深,出现凋亡样改变,且
随时间推移有所加重。 
4. 胰腺切片免疫组化光密度值扫描结果显示,从高脂喂养 20w 末,与对照组大鼠相比,抗凋亡相关蛋

白 Mcl-1 表达明显降低(P<0.05)。 
5. RT-PCR 结果显示, 高脂喂养 16w 末,抗凋亡相关蛋白 Mcl-1 的 mRNA 水平明显降低(P<0.05)。 
6.高脂喂养 20 周末,与对照组大鼠相比,肥胖组凋亡率显著增加(P<0.01)。 
7.大鼠胰岛细胞凋亡率与血清 FFA 水平呈正相关,与 Mcl-1 基因的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结论 1. 高脂饮食诱导肥胖大鼠内脏脂肪增多,血清甘油三酯､ FFA 升高,表明其体内脂肪堆积,脂解

增加。 
2.高脂饮食肥胖大鼠胰岛 β 细胞形态结构异常,线粒体途径抗凋亡蛋白 Mcl-1 表达降低,胰岛细胞凋

亡率与 Mcl-1 表达呈负相关。提示肥胖大鼠存在胰岛 β 细胞损伤,其机制与线粒体凋亡途径有关。 
 
 
PU-2357 

人软骨细胞 SEDT 模型转录组测序的研究 
 

冉情,熊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 RNA-Seq 测序技术检测 SEDT 软骨细胞模型,检测其差异基因的表达,分析差异

基因是否与内质网功能直接或间接相关,为进一步深入研究 SEDT 的发病机理奠定基础。 
方法 1､ 本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未感染病毒的软骨细胞)､ 阴性对照组(感染空载病毒的软骨细胞)､
实验组(感染 LV-siSEDL 的软骨细胞)。2､ 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软骨细胞 sedlin 蛋白的表达。3
､ TRIZOL 法提取细胞 RNA,应用 RNA-Seq 测序技术对 LV-siSEDL 软骨细胞模型进行差异序列的

检测,用 RSEM 工具进行基因定量表达分析。使用 NOISeq 方法(Screening DEGs using NOISeq 
method)做差异分析,并对差异基因做 GO 功能分类和 pathway 分析。 
结果 1､ 成功构建 SEDT 细胞模型,在干扰 SEDL 组的软骨细胞 Sedlin 蛋白的表达显著降低

(P<0.05)。 
2､ RNA-Seq 测序发现干扰 SEDL 基因的软骨细胞模型,35 个基因表达具有显著性差异,下调基因

12 个:APOE､ TRIB3､ PDK4､ S100P､ HPD､ AG､ CHAC1､ ADH1B､ GDF15､ U2AF1L5､
OASL､ CES1,上调基因 23 个:GREM1､ ALDOC､ MT3､ ERO1A､ MUC1､ HOTS､ CCK､ CKB
､ TGM2､ HBA1､ TUBB3､ S100A9､ TAGLN､ ENO2､ HLA-DRA､ WISP2､ MMP13､ NB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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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DQB1､ SAA2､ HLA-DRB1､ CLEC3B､ HP,其中基因 TRIB3､ CHAC1､ ERO1A 与内质网功

能密切相关,MMP13 与骨关节炎及骨骺发育不良相关,GDF15 与细胞的衰老紧密联系。 
结论 1､ 成功用 RNA-Seq 技术,筛选出软骨细胞 SEDT 模型的差异表达基因。2､ SEDL 基因的下

调会引起 35 个基因表达出现显著差异,其中 12 个基因表达下调,32 个基因表达上调,CHAC1､
ERO1A､ TRIB3 基因与内质网功能相关,推测 SEDT 的发病可能与内质网功能的异常相关。

MMP13､ GDF15 可能与骨生长发育相关。3､ SEDL 基因的下调引起转录组参与内质网调控的基

因以及骨生长发育相关基因,二者可能共同参与 SEDT 的发病。 
 
 
PU-2358 

2 例 X-连锁低血磷性佝偻病患者 PHEX 基因新发突变的研究 
 

冉情,熊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 2 例 X-低血磷性佝偻病(XLH)患儿及家系 PHEX 基因的突变类型,以明确其遗传学病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 XLH 患者临床资料,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从基因组水平对先证者的 XLH 致病

基因磷酸盐调节基因(PHEX)进行检测,并应用 PCR-Sanger 测序法对突变基因的家系分布进行验

证。 
结果  2 例患儿均检测到 PHEX 基因新发突变,1 例为移码突变 c.931dupC,导致翻译提前终止,产生

截短蛋白 p.Gln311Profs*13;另 1 例为剪接位点突变 IVS14+1G>A,导致外显子 15 跳跃,产生不完整

的氨基酸链。2 例患儿父母的基因表型均正常。 
结论 c.931dupC 和 IVS14+1G>A 是 PHEX 基因的两个新突变,可能是 XLH 新的致病性突变。 
 
 
PU-2359 

延伸护理服务对糖尿病患儿生活质量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张俊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延伸护理服务对糖尿病患儿生活质量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对 73 例出院糖尿病患儿进行电话随访,建立医患微信沟通平台,搭建 QQ 交流群,每月健康教育

讲课这一系列延伸护理服务,比较延伸护理前后患儿及或家属糖尿病知识知晓率情况。 
结果 延伸护理后,73 例糖尿病患儿或家属对总热量､ 主食量､ 副食量､ 油量､ 蔬菜量､ 吃水果时间

的饮食知识知晓率分别为 90.4% ,97.3% ,98.6% ,98.6% ,98.6% ,95.9% ,均显著高于延伸护理前的

26.0% ,78.1% ,68.5% ,42.5% ,58.9% ,71.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 分别为

43.31,12.25,20.17,39.09,29.12,14.73;P<0.叭);糖尿病延伸护理后患者对胰岛素种类的知识知晓率

为 64.4% ,显著高于延伸护理前的 45.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 =10.29,P<0.01)。 
结论 延伸护理服务对糖尿病患儿及家属的生活质量及知识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PU-2360 

7 例儿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基因诊断与临床特征分析 
 

孔书美,罗建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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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调查儿童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PAI)病人 NR0B1､ SF1､ ABCD1､ ABCD2 基因突变和

临床特征,以便早期诊断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ALD)､ 定制监测指标和进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
配型,为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做准备。 
方法 收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的 7 例儿童 PAI 病人､ 家系成员及正常对照者临床资料

和血标本,提取其 DNA,行 NR0B1､ SF1､ ABCD1 和 ABCD2 基因外显子测序,测序阴性者采用多重

链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检测 NR0B1 和 SF1 基因大片段缺失或重复。对发生 ABCD1 突变者行极

长链脂肪酸(VLCFA)检测,对发生 ABCD1 突变病人行颅脑 CT 和磁共振(MRI)检测。 
结果 7 例病人均为男性,均于儿童期发病,均有不同程度皮肤及粘膜色素沉着､ ACTH 升高和皮质醇

降低。4 例病人和 3 例女性携带者检测到 ABCD1 突变,1 例病人和其母亲检测到 NR0B1 突变。第 1
个家系三代均发现已报道 ABCD1 错义突变(920A>G,Y174C):先证者两兄弟和其舅舅均表现为

Addison 型,VLCFA(C26:0)明显升高,颅脑 MRI 提示轻度白质脱髓鞘改变,随访至今尚无神经系统病

变,尚未决定是否行 HLA 配型为 HSCT 做准备;先证者母亲和祖母均为该突变携带者, VLCFA(C26:0)
分别提示正常和明显升高,随访至今尚无神经系统病变。第 2 个家系先证者和其母亲检测到新型

ABCD1 错义突变(1172T>G,L258R):病人 4-6.5 岁仅表现为 PAI,随后出现视物模糊, 在准备 HLA 配

型半年过程中迅速进展为痉挛性四肢瘫痪,失去 HSCT 机会; VLCFA(C26:0)明显升高,颅脑 MRI 符合

ALD 影像学表现。其母亲为该突变携带者,VLCFA(C26:0)轻度升高,随访至今尚无神经系统病变。

第 3 个家系先证者检测到新型 NR0B1 插入突变(5800-5801 ins G),随访至今表现为 PAI 不伴低促性

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HH)及生殖发育异常;其母亲同时检测到 NR0B1 同义突变(5129C>T,C38C)
和插入突变(5800-5801 ins G),不伴 PAI 和 HH。 
结论  ①儿童期 PAI 可为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AHC)和 ALD 的 Addison 型共同表现,需进行

NR0B1､ SF1､ ABCD1 和 ABCD2 多基因检测才能鉴别和确诊。②部分儿童期 ALD 病人可在几年

至几十年仅以 PAI 为主要表现,但后期可能进展为脑型,出现不可逆的神经系统病变。③尽早确诊

ALD,密切观察病人神经系统表现(症状､ 体征和 颅脑 MRI)和及早行 HLA 配型准备。④NR0B1 新型

插入突变(5800-5801 ins G)为致病突变,可引起 PAI;ABCD1 新型错义突变(1172T>G,L258R)为致病

突变,可引起 ALD。 
 
 
PU-2361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21-羟化酶缺陷 35 例临床分析 
 

廖海霞,蓝丹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总结分析 21-羟化酶缺乏症(21-hydroxylase deficiency,21-OHD)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基因特点,
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症的诊治水平。 
方法 (1)､ 收集被诊断为 21-羟化酶缺乏症患者的临床资料;(2)､ 应用 Sanger 测序联合 MLPA 技术

对 CYP21A2 基因外显子及外显子侧翼 20bp 区域进行检测;(3)､ 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和随访,监测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4)､ 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共纳入 21-羟化酶缺乏症患者 35 例,男性 15 例(43%,15/35),女性 20 例(57%,20/35);失
盐型 20 例(57%,20/35),单纯男性化型 15 例(43%,15/35)。失盐型患儿就诊原因以呕吐､ 腹泻 常

见(占 50%,10/20),平均诊断年龄 4.91±13.24 月。单纯男性化型患儿就诊原因以外生殖器异常 常

见(占 100%,15/15),平均诊断年龄 56.53±38.06 月。 
(2)､ 35 例患儿行血清 17-OHP､ 雄烯二酮､ 孕酮､ 睾酮检测,35 例(100%)17-OHP､ 雄烯二酮增

高,31 例(88%,31/35)孕酮､ 17 例(48%,17/35)睾酮增高。33 例行血清 ACTH 与皮质醇检测,其中 30
例(90%,30/33)ACTH 升高,17 例(51%,17/33)皮质醇降低。 
(3)､ 25 例患儿行 CYP21A2 基因检测,23 例检测出 CYP21A2 基因突变,2 例检测结果阴性,检测阳

性率为 92%。25 例患儿 CYP21A2 基因 Sanger 测序检测出 13 种点突变,包括 9 种错义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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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173N ､ E6 cluster ､ p.R357W ､ p.V282L､ p.R484P ､ p.Arg436Cys ､ p.Ser494Asn ､
p.Asp184Glu ､ p.Arg357Trp);2 种缺失突变(p.G111Vfs*21 ､ p.L308Ffs*6);1 种无义突变(p.Q319X)
和 1 种剪接位点突变(I2G)。其中以 I2G(38%) ､ p.I173N(14%) 常见。8 例患儿采用 MLP 技术检

测,仍有 2 例 MLPA 技术检测结果阴性。 
(4)､ 本研究 4 例患儿继发中枢性早熟,诊断 21-OHD 的年龄平均为 4.4±2.31 岁,诊断 CPP 的年龄平

均为 6.61±1.14 岁,骨龄平均为 11.25±0.5 岁。 
结论 (1)､ 呕吐､ 腹泻是失盐型 21-OHD 患儿 常见的就诊原因,也是该型患者并发肾上腺危象的常

见诱因,因其无特异性,易导致诊断延误。 
(2)､ 类固醇激素在 21-OHD 的诊断中敏感性依次为:17 羟孕酮=雄烯二酮>孕酮>皮质醇>睾酮。 
(3)､ 延迟诊治和不规律治疗可能是 21-OHD 患儿并发 CPP 的重要原因,尤其当患儿骨龄提前至 11-
12 岁龄时,需警惕 CPP 发生的可能。 
(4)､ CYP21A2 基因 Sanger 测序联合 MLPA 技术是一种简便､ 可靠的基因检测手段,可同时检出基

因点突变和大片段缺失,对本组病人检出率高达 92%。 
 
 
PU-2362 

1 例因轻度甲基丙二酸尿症被发现的婴儿脑肌病型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及其 SUCLG1 基因新突变 

 
陆相朋

1,李东晓
2,段凤阳

1,李华伟
1,姚献花

1,马丙祥
1,秦亚萍

3,杨艳玲
2,郑宏

1 
1.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3.北京福佑龙惠遗传病诊所 

 
 
目的 分析一例罕见的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及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患儿,男,生后 4 个月出现肢体无力,9 个月就诊时呈营养不良貌,发育落后,发育商 35 分。四肢肌

力及肌张力低下,伴脊柱侧弯､ 后凸畸形。尿甲基丙二酸及其代谢产物浓度轻度增高,提示甲基丙二

酸尿症,为明确病因进行了生化代谢､ 脑影像学检查及基因分析。 
结果 血清乳酸､ 丙酮酸增高,肝功能､ 心肌酶谱异常。血液多种氨基酸降低,丁二酰肉碱增高,丙酰肉

碱正常,不符合经典甲基丙二酸尿症生化特点。头颅磁共振显示双侧豆状核及尾状核萎缩,伴长 T2 信

号及脑萎缩样改变。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示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基因测序 MUT､ MMAA､ MMAB
等单纯型甲基丙二酸尿症相关基因检测未见致病突变,SUCLG1 基因存在 c.961C>G(p.A321P)与
c.713T>C(p.D238G)两个杂合突变,分别来自表型正常的父母。其中 SUCLG1 基因 c.961C>G 为已

知致病突变,c.713T>C 为未报道的新突变。外周血白细胞线粒体 DNA 拷贝数降低,为 244/cell,为正

常对照的 68.4%,验证了确诊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 
结论 甲基丙二酸尿症是我国 常见的有机酸尿症,对于生化改变轻微､ 临床症状严重的患儿,应注意

鉴别线粒体 DNA 耗竭所导致的继发性甲基丙二酸尿症。本文患儿因发育落后､ 肌张力低下就诊,听
力障碍,伴高乳酸血症､ 轻度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经基因分析获得明确诊断。 
 
PU-2363 

一例因发育落后就诊的全羧化酶合成酶缺乏症患儿 
的临床经过及其 HCS 基因突变 

 
卢婷婷

1,陆相朋
1,李东晓

2,马丙祥
1,赵子江

3,杨艳玲
2,郑宏

1 
1.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3.北京福佑龙惠遗传病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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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全羧化酶合成酶缺乏症的临床及基因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罕见的全羧化酶合成酶缺乏症的临床及基因资料。 
结果 患儿,男,生后发育落后,3 月龄开始接受康复治疗,抵抗力低下,反复呼吸道感染,无明显皮肤损害

及脱发。5 月龄时经尿有机酸谱发现有机酸尿症,3-羟基丙酸､ 丙酮酸､ 3-甲基巴豆酰甘氨酸､ 甲基

巴豆酰甘氨酸浓度增高,血 3-羟基异戊酰肉碱显著增高,伴游离肉碱降低,提示多种羧化酶缺乏症。患

儿血液生物素酶活性正常,基因分析证实 HCS 外显子区域存在 c.1648G>A､ c.1544G>A 复合杂合

突变,确诊为全羧化酶合成酶缺乏症。其中,c.1544G>A 为新突变,c.1648G>A 为已知突变。经口服

生物素､ 左卡尼汀治疗后,患儿病情逐渐好转。随访至患儿 8 个月,智力运动发育明显进步。 
结论 全羧化酶合成酶缺乏症是先天性生物素代谢障碍中的一种类型,患者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起病

急缓不同,需通过代谢分析及基因分析确诊。本文患儿因发育落后､ 免疫力低下受到关注,确诊后获

得了有效治疗。 
 
 
PU-2364 

一例因“脑性瘫痪”被发现的 Sjögren-Larsson 综合征 
 

郑宏
1,卢婷婷

1,段凤阳
1,李广

1,李华伟
1,姚献花

1,赵子江
3,杨艳玲

2,马丙祥
1 

1.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3.北京福佑龙惠遗传病专科门诊部 
 

 
目的 Sjögren-Larsson 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神经皮肤综合征,临床症状涉及神经系统､ 皮肤

等。本文拟通过对一例被误诊为“脑性瘫痪”的患儿临床经过及基因突变进行分析,以提高临床对脑性

瘫痪病因调查重要性的认识。 
方法 患儿,男,生后 1 周出现皮肤粗糙､ 干燥,逐渐出现鱼鳞样改变,伴智力､ 运动发育落后,四肢肌张

力增高,以“脑性瘫痪”接受综合康复治疗 6 个月,疗效欠佳。至 1 岁 5 个月,查染色体核型分析､ 血氨

基酸及酯酰肉碱谱分析､ 尿有机酸分析均未见异常,头颅核磁提示髓鞘化发育落后,颞､ 顶､ 额部蛛

网膜下腔增宽,诊断性服用生物素治疗 3 个月,上述症状无明显改善。18 个月时转至我院,经基因分析

明确病因诊断。外用维甲酸治疗,皮肤鱼鳞样改变较前改善。 
结果 患儿智能､ 运动发育明显落后,四肢痉挛性瘫痪,下肢较上肢严重。基因分析显示患儿

ALDH3A2 基因外显子 8 存在纯合突变 c.1157A>G(p.386N>S),确诊为 Sjögren-Larsson 综合征。

患儿父母及哥哥体健,无类似疾病家族史。 
结论 Sjögren-Larsson 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由于 ALDH3A2 基因突变引起脂肪乙醛脱

氢酶缺乏,导致中长链脂肪醛代谢障碍,脂肪醛和脂肪醇在皮肤和大脑髓磷脂聚积,以智力发育迟缓､

皮肤鱼鳞癣､ 痉挛性截瘫或四肢瘫为主要临床表现,部分患者伴眼底病变和视力损害。由于发育落

后､ 肌张力增高易被误诊为痉挛型脑性瘫痪。本文患儿经基因分析获得诊断。在明确的基因诊断前

提下,可帮助患儿父母进行下一胎的产前诊断。 
 
PU-2365 

维生素 D 与儿童相关疾病研究进展 
 

钟龙青, 柯江维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维生素 D 是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一类具有生物学活性的类固醇类激素,又称为神经内分泌—
免疫调节激素,其对人体的调节作用很多,但许多具体机制还不明确,有待研究。维生素 D 的研究,是
现在以及将来的一大研究热点,同时也可能是许多患者的一大福音。它的传统生理作用是调节钙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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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谢,维持人体组织细胞的正常生长发育。近年来发现,维生素 D 与许多疾病相关,本文主要对近几

年来国内外维生素 D 与儿童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有望对临床有所帮助。 
结论 维生素 D 是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一类具有生物学活性的类固醇类激素,又称为神经内分泌—
免疫调节激素,其对人体的调节作用很多,但许多具体机制还不明确,有待研究。维生素 D 的研究,是
现在以及将来的一大研究热点,同时也可能是许多患者的一大福音。 
 
 
PU-2366 

AVPR2 基因半合子突变致 X 连锁遗传肾性尿崩症 1 例家系报道 
 

杜彩琪,罗小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报道 1 例精氨酸加压素受体 2( arginine vasopressin receptor2,AVPR2)基因突变导致的 X 连
锁遗传肾性尿崩症家系成员的临床特点及其基因检测结果。 
方法 分析 1 例家系中有肾性尿崩症表现的患者及相关成员临床特点,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样本

基因后进行外显子组测序分析,筛查相关致病基因突变,并在家系成员中进行一代 Sanger 测序验证 
结果 先证者,男,3 岁,因生长发育迟缓､ 多饮多尿就诊于我院门诊,基因筛查确诊先证者及其母亲

AVPR2 基因突变(c.530T> A,p.I177N),但先证者母亲并无尿崩症相关临床表现。进一步 Sanger 测
序验证先证者家系中伴或不伴尿崩症症状成员的 AVPR2 基因,结果提示:先证者外祖父和姑表舅,伴
有相同症状,AVPR2 基因半合子变异(c.530T> A);先证者姨表弟弟,10 月,无多饮多尿,但 AVPR2 基

因半合子变异(c.530T> A);先证者舅舅,无相同症状,无变异。结合先证者临床表现及基因检测结果,
临床诊断 X 连锁遗传肾性尿崩症。 
结论   X-连锁隐性遗传性肾性尿崩症患者多早期发病, 烦渴､  多饮､  多尿及低比重尿为其主要临床

表现,基因突变是其致病因素,基因检测手段为该病的诊断提供了有利依据,以早期明确诊断与治疗,并
可进一步指导优生优育。 
 
 
PU-2367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合并中枢性性早熟一例 
 

惠秦,王云峰 
中日医院 100029 

 
 
目的 报道一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合并中枢性性早熟的患儿,以引起临床医生重视。 
方法 报道一例起病年龄为 2 岁 5 个月的患儿,有阴茎及阴毛发育,生长加速,初诊时 17-羟化酶､ 睾酮

､ ACTH 明显升高,伴有皮质醇降低,骨龄显著提前(10 岁),肾上腺 CT 示左侧肾上腺内侧支饱满,考虑

为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导致的高雄激素血症引发的外周性性早熟,在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过程中,
患儿出现睾丸发育明显,睾酮升高,行 GnRH 激发试验,LH 峰值为 26.4IU/L,LH 峰值/FSH 峰值为 2.49,
考虑继发中枢性性早熟(快进展型)。 
结果 给予患儿 GnRHa 治疗后患儿生长速度减慢,ACTH､ 睾酮及 17-羟孕酮明显下降。 
结论 对于初诊时没有青春期启动的 CAH 患儿,应在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理中进行密切随访,警惕发生

CPP,尤其是骨龄显著超前患儿,预期终身高不佳,应尽早给予 GnRH 类似物, 延缓骨骺增长和融合,条
件允许者还可连用生长激素联合治疗,以期改善 终成人身高,达到对患儿生理和心理健康两方面的

及早干预。 
 
 
PU-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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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的身高矫正值的建立 
 

罗娟,熊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建立不同身高儿童青少年骨密度的身高矫正值的参考数据,为临床更加准确的评价儿童青少年

骨密度值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重庆市 6 所中小学和 2013 年 8 月-2016 年 7 月来我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的 5-18 岁矮小

儿童,共 9977 例,其中男童 4832 人,女童 5145 人。测量所有儿童的身高,利用 DXA 测量每个儿童

BMC､ 骨面积､ BMD,利用年龄别的身高 Z 值计算出每个儿童的 BMD age Z､ BMD height age Z､
BMD haz Z 值。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SPSS17.0 软件。 
结果 1 不同身高男女童的骨密度 Z 值与身高呈正相关;2 在不同身高男女童中未经身高矫正的骨密度

Z 值均有统计学差异;3 通过骨密度的身高矫正后每个年龄段的骨密度 Z 值变化度明显缩小。 
结论 1 身高对骨密度有影响,身高越矮的儿童骨密度 Z 值越低,因此,需对骨密度进行身高矫正;2 通过

骨密度的身高矫正后每个年龄段的儿童骨密度 Z 值变化幅度明显缩小,消除了身高对骨密度的影响;3
建立不同身高男女儿童青少年骨密度的身高矫正值的参考数据。 
 
 
PU-2369 

儿童青少年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的身高矫正值的建立 
 

罗娟,熊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建立不同身高儿童青少年骨密度的身高矫正值的参考数据,为临床更加准确的评价儿童青少年

骨密度值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重庆市 6 所中小学和 2013 年 8 月-2016 年 7 月来我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的 5-18 岁矮小儿童,
共 9977 例,其中男童 4832 人,女童 5145 人。测量所有儿童的身高,利用 DXA 测量每个儿童 BMC､
骨面积､ BMD,利用年龄别的身高 Z 值计算出每个儿童的 BMD age Z､ BMD height age Z､ BMD 
haz Z 值。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SPSS17.0 软件。 
结果 1 不同身高男女童的骨密度 Z 值与身高呈正相关;2 在不同身高男女童中未经身高矫正的骨密度

Z 值均有统计学差异;3 通过骨密度的身高矫正后每个年龄段的骨密度 Z 值变化度明显缩小。 
结论 1 身高对骨密度有影响,身高越矮的儿童骨密度 Z 值越低,因此,需对骨密度进行身高矫正;2 通过

骨密度的身高矫正后每个年龄段的儿童骨密度 Z 值变化幅度明显缩小,消除了身高对骨密度的影响;3
建立不同身高男女儿童青少年骨密度的身高矫正值的参考数据。 
 
 
PU-2370 

c.2069A≥G 基因突变致 X-低磷抗 D 性 
佝偻病临床特征并文献复习 

 
张立琴

1,李恬恬
1 

1.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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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X- 连锁低磷抗 D 性佝偻病(XLHR )患儿致病基因突变类型及其与临床表型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XLHR 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突变类型,分析其基因突变类型及其临床表现并

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发现了 1 个新的基因突变类型,即 c.2069A≥G 基因突变,该突变为错义突变,患儿存在 X- 连锁

低磷抗 D 性佝偻病的典型临床表现。 
结论 发现了 XLHR 患儿 PHEX 基因 c.2069A≥G 新的基因突变类型,为人类致病基因数据库提供了

新的数据,为疾病的诊断提供了依据。 
0pt; mso-font-kerning:1.0000pt; " >的典型临床表现。 
 
 
PU-237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ocious puberty and 
children's  lifestyle and family factors 

 
Shi Changchun,XU Ji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School of Medicine 310036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realiz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precocious puberty and normal children, and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ocious 
puberty and lifestyle as well as family factors, then screens out th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precocious puberty, and finally proposes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reventing 
precocious puberty, 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recocious 
puberty in children. 
Methods A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126 newly diagnosed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children and 126 controlled children with age, sex mated from June 2015 to August 2016, 
who were chosen from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in Jinhua and the pediatric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The evaluation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tus includes physical measurement, the second sex character, 
bone age, the basic value of sex hormones and the GnRH provocation test.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general information, child birth status and maternal status, diet, lifestyle, genetic factors,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accompany of parents in childhood 
were  assess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Those factors are analyzed through SPSS20.0, T test, 
chi-square test , rank sum test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1)The average height, weight, BMI, bone age in the case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one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revalence rate of obesity in case group (26.2%)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4.3%),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2)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precocious pubert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actors such as BMI, obesity, siesta habits, exercise time, food intake, mother's menarche age, 
whether relatives have precocious puberty, father's education, parents’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intimacy between children and father, how much time a child is without father and father's 
compan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siesta(OR=3.135,P<0.001),food intake 
(OR=1.944,P=0.002)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ecocious puberty; mother’s 
education(OR=0.576,P=0.004),mother's menarche age (OR=0.645, P<0.001), father's 
company(OR=0.763,P=0.038)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ecocious puberty. 
Conclusions (1)At the same baseline level,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the ca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onese in the control group. 
(2)Mother’s Early menarche age, large appetite, father's company shortage are the risk factors for 
precocious puberty, however, high level of mother’s education, siesta habits a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It should be done to strengthen health education, cultivate children's healthy dining habits 
and lifestyle, encourage parents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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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72 

 c.2069A≥G 基因突变致 X-低磷抗 D 性 
佝偻病临床特征并文献复习 

 
张立琴,李恬恬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 X- 连锁低磷抗 D 性佝偻病(XLHR )患儿致病基因突变类型及其与临床表型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XLHR 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突变类型,分析其基因突变类型及其临床表现并

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发现了 1 个新的基因突变类型,即 c.2069A≥G 基因突变,该突变为错义突变,患儿存在 X- 连锁

低磷抗 D 性佝偻病的典型临床表现。 
结论 发现了 XLHR 患儿 PHEX 基因 c.2069A≥G 新的基因突变类型,为人类致病基因数据库提供了

新的数据,为疾病的诊断提供了依据。 
0pt; mso-font-kerning:1.0000pt; " >的典型临床表现。 
 
 
PU-2373 

X-连锁低血磷性抗维生素 D 佝偻病基因突变研究进展 
 

张立琴,李恬恬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低血磷性抗维生素 D 佝偻病是一种以肾磷酸盐丢失､ 维生素 D 代谢及骨钙化异常为特征的可

导致骨骼､ 牙齿等发育不良的遗传性佝偻病,主要以 X-联锁显性遗传为主,本文就 X-连锁低血磷性抗

维生素 D 佝偻病 PHEX 基因突变进行了综述,以期为佝偻病的基因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 文献综述 
结果 目前已发现至少有 9 种与所有类型低磷酸盐性佝偻病有关的基因,近年来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

发展,有更多地关于突变新位点的报道。 
结论 X-连锁低血磷抗 D 佝偻病是遗传性佝偻病中 常见的一型。诊断主要通过临床表现､ 实验室

检查､ 明确的家族史, 重要的是通过基因检测来确诊。随着人们对低磷酸盐性佝偻病认识的加深,
基因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新的突变被报道,但目前尚未明确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联系,仍需

大数据的研究进一步探索。 
 
 
 
 
PU-2374 

Costello 综合征 2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江转南,张丽娜,侯乐乐,刘祖霖,孟哲,梁立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260 

 
 
目的 Costello 综合征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由 HRAS 基因突变所致的多系统受累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病。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易与同为 RAS/MAPK 通路异常致病的 Noonan 综合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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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faciocutaneous 综合征混淆。现报道我院 2 例 Costello 综合征,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

识。 
方法 分析 2 例经基因检测确诊的 Costello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基因突变特

点及随诊情况,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2 例患儿以生长发育迟缓､ 智力低下､ 生后喂养困难､ 特殊面容为共同的临床表现。例 1 患儿

幼儿期有癫痫发作史,例 2 患儿新生儿期有顽固性低血糖病史,2 例患儿的 HRAS 基因突变位点均为

Exon2 c.34G>A p.(Gly12Ser),该位点为 常见的突变位点。2 例患儿确诊后均予营养神经药物治疗,
并定期进行运动和语言康复训练及个性化教育,目前运动和语言方面均有明显进步,但生长速度仍明

显落后。 
结论 Costello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常累及多系统病变,伴发肿瘤易感性,临床诊断相当困难,
当临床医生遇到以生长发育迟缓､ 智力低下､ 特殊面容为主要症状,或/和伴发心血管､ 骨骼肌或神

经系统症状,既往有新生儿低血糖､ 喂养困难等病史的患儿,需注意 Costello 综合征可能,应尽早完善

HRAS 基因检测确诊,早期给予干预治疗及监测肿瘤发生。 
 
 
PU-2375 

STAT3 在糖尿病肾病足细胞炎症损伤中的作用及调控机制研究 
 

黄慧
1,2,杨玉

1,段君凯
1,Paul Epstein2,Cai Lu2,Xu Jiangxiang2 
1.江西省儿童医院 

2.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目的 探讨 STAT3 在糖尿病肾病足细胞炎症损伤中的作用及调控机制研究。 
方法 构建携带 tdtomato 足细胞靶向敲除 STAT3 的 2 型糖尿病肾病模型,测定尿微量蛋白/肌酐

(ACR),免疫磁珠法分离肾小球,流式细胞术提取足细胞,Affymetrix MTA 1.0 芯片分析正常组

(CR,CRST)和糖尿病组(CR,CRST)足细胞炎症通路表达差异,并采用 rt-PCR､ 免疫组化等验证芯片

结果。 
结果 1.糖尿病组,CR 组,CRST 组血糖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糖尿病 CR 组较正常对照 CR 组,
尿 ACR 明显升高(P<0.05),糖尿病 CRST 组较正常对照组尿 ACR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2.足
细胞芯片分析结果提示,糖尿病 CR 组 CD45 较正常对照 CR 组明显升高,糖尿病 CRST 组 CD45 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且 STAT1 代偿性升高,并且经 CD45 免疫荧光染色验证。 
结论 STAT3 可能在糖尿病肾病足细胞炎症损伤中起重要作用,可以作为糖尿病肾病的药物治疗靶

点。 
 
 
 
 
 
 
 
PU-2376 

一例生长发育迟缓合并多发畸形 17q12 微缺失综合征 
临床及遗传学分析 

 
杨玉,黄慧,周斌,杨利,谢理玲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明确 1 例生长发育迟缓合并多发畸形患儿的遗传学病因及临床表型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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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常规 G 显带技术分析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染色体,应用高密度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

术(Microarray-based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aCGH)分析患儿及父母拷贝数变异。 
结果 患儿临床表型包括特殊面容､ 矮小症､ 精神发育迟缓,糖尿病,患儿及父母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

正常。经 aCGH 芯片结果检测提示:arr[hg19]17q12(34,822,465-36,410,559)X1 缺失 1.6Mb,提示为

17q12 微缺失综合征,父母芯片结果正常,提示为新发突变。 
结论 通过 aCGH 芯片确诊了 1 例生长发育迟缓合并多发畸形 17q12 微缺失,为明确生长发育迟缓患

儿的诊断及遗传咨询提供重要线索。 
 
 
PU-2377 

河南地区 21-羟化酶缺乏症患儿 CYP21A2 基因突变谱分析 
 

杨海花,王会贞,陈永兴,王小红,杨威,陈琼,沈凌花,刘晓景,卫海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河南地区 21 羟化酶缺乏症(21-OHD)遗传特征,为该地区 21-OHD 家庭提供产前诊断依据

和预防策略,为临床诊断提供金标准。 
方法 选择郑州儿童医院 2009 年-2016 年,祖籍河南,汉族,临床诊断为 21-OHD 患儿。共有 54 个家

系 55 例患儿参与研究,临床诊断:失盐型 49 例(男 37 例,女 12 例),单纯男性化型 6 例(女 3 例,男 3 例),
病程 1 月-8 年。应用 Sanger 测序和 MLPA 方法进行 21 羟化酶基因 CYP21A2 检测,对于

CYP21A2 基因突变呈阴性的患儿,再进行二代测序以明确诊断。 
结果 46 例患儿检测到 CYP21A2 基因突变,突变频率依次为 c.293-13A/C>G(I2G)､ 全基因缺失或

大片段缺失､ C.955G>T(p.Q319X)､ C.515T>A (p.I172N)､ c.1069G>T(p.R357W),属于热点突

变。CYP21A2 检测阴性 9 例,二代测序检测到 NROB1(DAX1)7 例,更正诊断为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

良。 
结论 河南地区 21-OHD 基因 CYP21A2 常见热点突变类型是 c.293-13A/C>G( I2G),其次为基因

大片段缺失。基因分析对临床确立诊断及产前咨询有重要意义。 
 
 
PU-2378 

家族性男性性早熟一家系 LHCGR 基因突变分析 
 

杨海花,陈永兴,卫海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报告 1 例家族性男性性早熟(FMPP)患儿的临床特点,并对黄体生成素受体(LHCGR)基因进行突

变分析 
方法 收集我院 1 例 2 岁 5 月 FMPP 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征检查､ 实验室检查等,并对患儿及其父

母外周血白细胞 LHCGR 基因的 11 个外显子编码区进行直接测序 
结果 患儿 2 岁 5 月,身高 98cm(75th-90th),双侧睾丸 3.5ml,阴茎长 7cm,横径 2cm,阴毛 PH2 期,血睾

酮 3.09ng/ml,性激素示:促黄体生成素基础值<0.1mIU/ml,卵泡生成素基础值 0.2mIU/ml,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激发试验促黄体生成素峰值 0.88mIU/ml,卵泡生成素峰值 1.35mIU/ml,符合外周性性早熟

的临床表现,进一步行 PCR 扩增片段直接测序显示 LHCGR 基因第 11 外显子 1723A>C 突变,导致

575 位氨基酸残基由异亮氨酸变为亮氨酸。患儿母亲检测到相同的基因突变位点,但未出现青春发育

异常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928 
 

结论 FMPP 是外周性性早熟罕见病因,本病例有典型的临床表现,检测发现 LHCGR 基因杂合突变

c.1723A>C(p.Ile575Leu),母子具有相同基因型但表型不同,可能与女性雌激素的产生和卵泡发育需

要 LH 和 FSH 两种激素的共同参与,以及青春期前女性性腺上不表达或低表达 LHCGR 有关 
 
 
PU-2379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一例及文献回顾 
 

王蕾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加强对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的认识,减少临床漏诊误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 1 例病例资料 
结果 一例男性患儿,新生儿期已出现有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症状,后给予激素治疗电解质及相关激素

控制于正常范围。但于 1 岁 6 月因“重症肺炎”再次住院治疗时,发现智力运动发育落后,肌酶异常增

高,后经基因检测诊断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 
结论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患者因基因片段缺失大小而涉及多个单基因病,且因不同的单基因遗

传病在临床上的发病时间､ 发病特点等不同,往往在发病早期诊断为其中一种疾病。对有肾上腺皮

质功能低下表现者尤其是伴肌酶升高､ 血脂异常的患儿要警惕该病的可能,尽早完成尿有机酸分析

以及遗传学检查以早期明确诊断减少误诊漏诊。 
 
 
PU-2380 

新发 1 型糖尿病学龄前期儿童胰岛素泵基础率设置探讨 
 

陈琼,陈永兴,卫海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新发 1 型糖尿病学龄前期儿童胰岛素泵基础率设置 
方法 选取 2013 年 09 月-2017 年 03 月郑州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就诊的新发 1 型糖尿病学龄

前期儿童进行回顾性分析。患儿年龄在 3-6 岁之间,按照年龄制定标准食谱,均使用美敦力胰岛素泵,
起始胰岛素泵总量为 1U/kg,基础率设定为总量 50%,以七段法为基础,每天监测 8 次血糖或使用动态

血糖监测,应用胰岛素泵时间为 10 天左右,选取血糖餐前小于 7mmol/L,餐后小于 10mmol/L,胰岛素

泵基础率不再变化为时间截点,同时采集患儿相关数据。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0 例患儿,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中位发病年龄为 5 岁,学龄前期儿童基础

率与七段法相比,患儿凌晨至晨起胰岛素泵基础率低,午餐后至晚餐前胰岛素泵基础率高。 
结论 新发 1 型糖尿病学龄前期儿童有明显黄昏现象,黎明现象不明显,应用胰岛素泵在基础率设定方

面应注意提高午餐后至晚餐前胰岛素泵基础率剂量,减少夜间胰岛素泵基础率剂量,从而使患儿早期

血糖平稳,进入蜜月期。 
 
PU-2381 

2 例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临床特点及分子遗传学研究 
 

陈琼,陈永兴,卫海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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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 2 例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CLAH)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类固醇急性调控蛋白

(StAR)基因突变进行分析,探讨其发病机制。 
方法 收集 2 例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患者临床资料,并提取其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 DNA 进行

StAR 基因检测。 
结果 者 1,1 月 14 天,女,染色体核型 46,XX,全身色素沉着,女性外阴;患者 2,4 月 15 天,按女性抚养,染
色体核型 46,XY。全身色素沉着,女性外阴。2 例患者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升高,血皮质醇水平

下降。StAR 基因筛查示患者 1 携带 c.229C>T( p.Q77X)及 c.707_708delAGinsCTT 复合杂合突变,
患者 2 携带 StAR c.708-709insT p.T237fs 及 c.229C>T p.Q77X 复合杂合突变。c.708-709insT 
p.T237fs 为首次报道的突变类型,2 例患者均存在 c.229C>T( p.Q77X)突变,结合文献,提示该突变为

中国人群中常见的突变类型。 
结论 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患儿无论性别均表现为女性外观及肾上腺皮质功能不足,其
明确诊断依赖于类固醇激素检测 StAR 基因筛查。 
 
 
PU-2382 

戊二酸尿症 II 型患者临床特点及遗传学分析 
 

程衍杨,徐之良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报道 2 个家系 ETFDH 基因变异导致戊二酸尿症 II 型的临床及遗传学的特点。 
方法 利用靶向基因捕获二代测序的方法对疑似患者及其家庭成员进行基因测序分析,回顾性分析患

者的临床特点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两个家系的先证者发病年龄为 15 岁左右,因“肌无力,肌肉酸痛”来院就诊;实验室检查发现患者

血清肌酸激酶(CK)及其同工酶(CK-MB)､ 乳酸脱氢酶均明显升高。血串联质谱提示存在多种酰基肉

碱升高;尿有机酸分析发现戊二酸升高。患者肌电图均提示肌源性病损。疾病相关基因检测发现患

者 1 ETFDH 基因存在 c.1331T>C(遗传自其母亲)及 c.824C>T(遗传自其父亲)复杂杂合突变,且该患

者的弟弟为 c.1331T>C 突变的携带者。患者 2 ETFDH 基因存在 c.177insT 及 c.1474T>C 复杂杂

合突变,分别与遗传自其父母,患者家属多为携带者。患者确诊戊二酸尿症 II 型后经高剂量维生素 B2
治疗后,症状好转。 
结论 临床上存在肌无力､ 肌肉酸痛的患者应进行肌酶,尿有机酸等检测,警惕戊二酸尿症的可能,基因

分析可有助于确诊;ETFDH 基因 c.1331T>C,c.824C>T 以及 c.177insT 突变为新发现的突变位点。 
 
 
PU-2383 

婴儿恶性石骨症的临床护理 
 

洪瀚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婴儿恶性石骨症的临床护理策略。 
方法 我科收治一例婴儿恶性石骨症的患儿,从预防感染､ 症状护理､ 预防医源性损伤､ 营养指导､

心理护理､ 出院指导等方面进行护理。 
结果 患儿住院期间未出现感染､ 骨折等情况。 
结论 石骨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婴儿恶性石骨症也是石骨症中临床症状和进展 为

严重的一类,病死率高。呼吸道护理,预防医源性损伤,制定营养指导方案以及患儿家长心理护理和出

院指导利于疾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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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4 

婴儿期以低血糖起病的垂体柄阻断综合征 2 例 
临床分析与文献复习 

 
沈凌花,卫海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婴儿期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的病因及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 例婴儿期以低血糖起病的 PSIS,对其病因､ 首发症状､ 临床特点､ 内分泌检

查､ 垂体磁共振(MRI)等结合文献复习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2 例婴儿均以低血糖起病 ,内分泌检查发现存在生长激素､ 肾上腺皮质激素､ 甲状腺激素缺乏 ,
垂体 MRI 检查垂体柄未见明确显示,垂体后叶高信号消失,第三脑室底部漏斗隐窝底部可见一小结节

状高信号。2 例均口服氢化可的松､ 甲状腺素片替代治疗, 监测血糖平稳。 
结论 PSIS 发病率低,在新生儿或婴儿期罕见,通常表现为反复发作性低血糖。 
 
 
PU-2385 

目标序列捕获二代测序技术在常见遗传代谢病基因诊断中的应用 
 

谢波波,范歆,阳奇,罗静思,李奇霏,易赏,王锦,覃再博,沈亦平,陈少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运用基于目标序列捕获二代测序技术,对常见遗传代谢病疑似患儿进行基因检测,从遗传学水平

寻找致病突变,探讨二代测序技术在常见遗传代谢病基因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及病房疑似遗传代谢病患儿 200 例,采用目标序列捕

获二代测序技术进行突变检测,采用 Sanger 测序技术对患者及其父母基因突变型进行验证。 
结果 在 200 例测序标本中,有 79 例患者检测到与临床症状相符的致病性突变,检出率为 39.5%,包括

12 例 5-α 还原酶缺乏症,8 例高苯丙氨酸血症,5 例希特林蛋白缺乏症,4 例软骨发育不全,4 例甲基丙

二酸血症,4 例眼皮肤白化病,4 例努南综合征,4 例原发性肉碱缺乏症,3 例 DMD 基因点突变导致的假

肥大型肌营养不良,2 例戊二酸血症Ⅱ型,2 例粘多糖病Ⅱ型,2 例丙酸血症,2 例糖原累积症(1 例为Ⅵ

型,1 例为Ⅸ c 型),2 例结节性硬化症,2 例点突变导致的 A 型血友病,2 例成骨不全,2 例家族性脊髓性

神经纤维瘤,15 例其他单基因遗传病。在这 79 例患者中,共检测到 108 个变异,其中 84 个为已明确

的致病性突变,另有 24 个变异为未见报道的新发变异,其中 11 个为移码或无义突变,这些突变可严重

影响蛋白质功能,考虑为致病性突变,其他 13 个为错义变异,经 Mutation taster､ SIFT 和 Polyphen
软件分析,这 13 个错义突变所对应的氨基酸在不同物种间保守,预测结果均提示有害,结合患儿具有

相关的临床症状,故可以认为是致病突变。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基于二代测序技术的常见遗传代谢病的基因诊断平台,通过一次实验可同时检测

同一疾病的多个基因或多种疾病的相关致病基因,可用于致病基因比较复杂的遗传代谢病的检测以

及单基因遗传代谢病的鉴别诊断,有着较高的阳性诊断率,为临床诊断和遗传咨询提供依据,不仅能为

临床医生提供可靠的分子诊断依据,而且可以根据致病基因对疾病分型,有效地为后续的临床治疗和

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PU-2386 

4 万例新生儿串联质谱遗传代谢病筛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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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诚芳,贾雪芳,李蓓,蒋翔,唐芳,陈倩瑜,刘记莲,黄永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新生儿串联质谱遗传代谢病筛查人群患病率及疾病谱,初步探讨其应用价值。 
方法 采集生后 3-7 天新生儿足跟血,制成滤纸干血片,采用衍生法串联质谱技术检测新生儿干血斑中

数十种氨基酸､ 游离肉碱及酰基肉碱水平,同时筛查 30 余种遗传代谢病。对筛查阳性者召回复查,复
查仍阳性者,进行血浆氨基酸､ 酰基肉碱谱､ 尿有机酸､ 生化及相应基因突变分析等确诊。 
结果 40083 例新生儿中,筛查阳性 307 例,阳性率 0.7%,阳性召回率 95%;确诊 16 例,共 9 个病种,总
体患病率 1/2505。病种包括甲基丙二酸血症 3 例(CblC 2 例,Mut 1 例),全羧化酶合成酶缺乏症 1
例,3-甲基巴豆酰辅酶 A 羧化酶缺乏症(MCCD)1 例,原发性肉碱缺乏症 4 例(含母源 3 例),短链酰基辅

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1 例,苯丙氨酸羟化酶缺乏 4 症(3 例轻度 HPA,1 例轻度 PKU),瓜氨酸血症 1
例,CACT 1 例。 
结论 广州地区新生儿串联质谱遗传代谢病筛查结果显示总体患病率为 1/2505,其中苯丙氨酸羟化酶

缺乏症､ 原发性肉碱缺乏症及甲基丙二酸尿症相对常见。加强可防可治性遗传代谢病新生儿筛查,
精准诊疗,对保障出生人口素质及母婴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PU-2387 

Prader-Willi 综合征 16 例临床诊治分析 
 

孟哲,梁立阳,张丽娜,侯乐乐,刘祖霖,罗向阳,何展文,李栋方,李平甘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000 

 
 
目的 分析 16 例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患儿临床特点,进行遗传性学诊断,并应用生长激素等综合

治疗进行初探。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收治 PWS 患儿 16 例,记录临床特点。应用甲

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S-PCR)进行甲基化分析,染色体微阵列,微卫星连锁分析(STR)从而区分

由单亲双体或关键区域杂合缺失引起的 PWS。针对不同临床症状予生活方式干预､ 生长激素以及

对继发糖尿病者予二甲双胍或胰岛素等相应治疗。 
结果 1)16 例 PWS 患儿男 8 例,女 8 例,年龄 小 1 个月, 大 16 岁。中位数 7 岁。共同特点均有新

生儿期或婴儿期肌张力低下､ 喂养困难,运动发育迟缓;1 岁左右体重增加明显,进而肥胖。随年龄增

长过度饮食明显。8 例男孩均有性发育不良,7 例隐睾､ 小阴茎,1 例(15 岁 9 月)小阴茎,睾丸质地欠佳,
体积 6mL,Tanner 分期:pH2,G2 期。1 例女孩阴蒂短小。身材矮小 12 例。2 例合并癫痫。均伴不同

程度智力低下。1 例(男,7 岁)伴有空腹血糖受损和糖耐量异常。1 例(男,15 岁 9 月)合并 2 型糖尿病

和腹部巨大脓肿。2)基因研究显示 16 例患者中 11 例为父源性 15q11-13 缺失,5 例为母源单亲二倍

体(UPD)。3)对 3 例患儿进行生长激素治疗,例 1,女,16 岁,予综合治疗基础加用生长激素 0.12u/kg/d
治疗 6 个月,GV1.5cm/半年,身高的体重由+2.5SD 降至 2SD,治疗 1 年后身高的体重降至 1.8SD,另
2 例 2 岁,予生长激素治疗 1 年,身高分别增加 0.3SDS,0.5SDS。1 例患儿对空腹血糖受损和糖耐量

异常者予生活方式改善的同时加用二甲双胍治疗 1 个月后血糖正常,随诊 2 年,血糖正常。1 例(男,15
岁 9 月)合并 2 型糖尿病并巨大腹部脓肿患儿予胰岛素和二甲双胍治疗 1 个月后,一直口服二甲双胍

治疗 9 个月血糖控制尚好。癫痫者予抗癫痫治疗后控制。 
结论 PWS 患儿临床症状不同年龄时期不同,对新生儿期和婴儿期有喂养困难､ 肌张力低下､ 运动发

育迟缓,性腺发育不良,后期食欲增加,有特殊面容等应高度怀疑 PWS,并行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

应(MS-PCR)､ 染色体微阵列､ 微卫星连锁分析(STR)等基因分析可明确诊断。做到早期干预和综

合管理治疗是关键。应用生长激素,对身高和躯体结构组成等均有一定帮助,但需严格监测,以防副作

用发生。合并糖尿病者明确分型及原因予以胰岛素或二甲双胍等相应治疗。并发癫痫予抗癫痫治

疗。长期疗效及安全性仍需不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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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8 

临床与生化检测及超声检查在鉴别性早熟与乳房早发育中的应用 
 

张婧,张晓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通过超声观察及相关激素水平的检测对女性性早熟(PP)与乳房早发育(PT)患儿进行鉴别诊断,
为临床诊断提供证据。 
方法 本实验收集从 2015 年至 2016 年因早期乳房增大(年龄<8 岁)来我院儿科就诊的女性患儿,按照

诊断标准分为 PP 组与 PT 组。对所有患者进行乳房超声检查,并按照评判标准进行分级。同时检测

两组间临床与各激素水平,进行组间比较。对差异性明显指标进行 ROC 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60 例女性患儿,其中 PP 与 PT 患儿分别为 30 例。超声乳房分级与年龄､ 骨龄

､ 乳腺芽直径､ LH 水平､ FSH 水平及 E2水平正相关,但与骨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异间无相关性。且

PP 与 PT 间乳房超声分级与乳房芽直径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比较两组间激素水平时发现,PP
组患儿的基础 LH 与 FSH､ 基础 LH/FSH､ LF 与 FSH 峰值与 LH/FSH 峰值显著高于 PT 组患儿

(P<0.05)。用 ROC 分析发现 LH/FSH 峰值比大于 0.25 诊断 PP 的敏感性为 100%且特异性为 85%,
基础 LH 大于 0.1 的敏感性为 72%且特异性为 65%。两组间 SHBG 水平是唯一没有重叠的指标

(PP:80.6(62.3-95.4)VS PT:114.5(107.6-121.5))。Kisspeptin､ leptin 与 neurokinin B 在两组间没有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乳房超声检查通过分级与乳房芽测量可有效评估女性性早熟患儿的乳房发育水平,但并不能鉴

别 PP 与 PT。研究发现 SHBG 浓度及 LH/FSH 峰值比可有效鉴别 PP 与 PT,但 Kisspeptin､  
neurokinin B 与 Leptin 不足以鉴别 PP 与 PT。 
 
 
PU-2389 

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 2 型 4 例临床及基因检测结果分析 
 

张英娴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郑州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诊断的 4 例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MODY)患儿的临床

特点进行分析,并采用外周血应用 PCR 扩增及直接测序技术对患儿及其父母的相关基因的外显子及

相邻内含子区域(50bp)进行 PCR 扩增并 Sanger 测序。结果提示均发现葡萄糖激酶(GCK)的相关基

因突变。 
方法 4 例患者,为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郑州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诊治的病例。其

中男 4 例,女 1 例。诊断年龄分别为 4 岁､ 7 岁､ 9 岁､ 14 岁,均具有糖尿病家族史。入院后给予动

态血糖监测､ 饮食控制､ 合理运动,期间曾有三例病例在住院期间使用长效胰岛素地特胰岛素注射

液(诺和平)治疗,动态血糖监测结果提示:应用胰岛素治疗后血糖无明显改善而停用,严格饮食控制和

运动治疗,血糖基本稳定,临床好转出院。出院后电话随访,患儿通过饮食调整,血糖基本正常。 
结果 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患者 1:GCKc.1125-1158delCA,为致病性突变,母亲空腹血糖增高,家长因

经济原因没有行相关基因检测。患者 2:GCKc.577G>T,突变来源来源于母亲;患者 3:GCKc.731A>C,
突变来源来源于母亲;患者 4:GCKc.122A>G,突变来源来源于父亲;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遇到无症状血糖异常,尤其空腹血糖异常,家族中有血糖异常或糖尿病病史者,胰
岛素治疗效差,应该考虑此病,并进一步行基因检测以明确诊。应该指导患者严格糖尿病饮食,达到控

制血糖的目标。同时可以提供遗传咨询,提高优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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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90 

1 例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临床特点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陈晓,张融,王琼瑾 
江苏省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225000 

 
 
目的 分析 1 例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CLAH)患儿的临床特点,并对其核心家庭成员的类固醇

急性调控蛋白(StAR)基因突变进行分析 
方法 收集一例 7 个月龄 CLAH 患儿的临床资料及随访一年半的临床资料,并对患儿及其父母 StAR
基因(NM-000349.2)全部外显子及前后 10bp 的剪切区分别进行 PCR 扩增并 Sanger 测序。 
结果 患儿 7 个月起肤色逐渐转黑,出现临床症状纳差,消瘦。顽固性低钠,低氯,高钾,轻度酸中毒表现, 
ACTH >2000 pg/ml ,8:00 皮质醇 96.38 nmol/L,患儿 StAR 基因测序提示双重杂合突变,外显子

6,c.707-708delAGinsCTT,外显子 5,c.556A>G(p.S186G)。E6 突变来自父亲,E5 突变来自母亲。口

服醋酸可的松及 9α 氟氢可的松等治疗症状缓解,随访至今病情稳定。 
结论 本病例具有典型临床表现,StAR 基因测序提示双重杂合突变, 
基因突变使 StAR 蛋白活性明显下降而发病。c.707-708delAGinsCTT 至今尚未见报道。 
 
 
PU-2391 

表现为身材高大低血糖的 Sotos 综合征 1 例报道 
 

章淼滢,裴舟,李晓静,陆炜,奚立,程若倩,郑章乾,罗飞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Sotos 综合征一种罕见遗传性疾病,临床表现差异也很大,造成对该病的诊断存在较大的困难。

探讨 Sotos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与诊断方法。 
方法 临床收集 1 例 Sotos 综合征患儿相关病史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结果,并应用。应用

Agilent aCGH4x180K 定制芯片检测全基因组范围的基因组不平衡现象检测来明确诊断。 
结果 患儿,女,3 岁 8 月,因“发现低血糖 8 月余,伴身材高大”入院,G2P2 足月剖宫产,出生体重 3500g,
目前身高 113.5cm(>+3SD),体重 22kg(>+2SD),头围 54.5cm,身材高大,手足大,有特殊面容,巨颅､

前额突起､ 眼距增宽､ 鼻梁扁平､ 眼裂下斜､ 尖下颌､ 前额发际线高,双颞部毛发退化,临床考虑

Sotos 综合征。患儿 6 月会抬头,8-10 月会独坐,2 岁半独走,智力较同龄儿童落后。患儿 8 月前出现

抽搐,查血糖 1.5mmol/l,予补液后血糖正常。入院后 CGMS 检测血糖,营养科会诊调整饮食结构后,未
出现低血糖,饥饿耐受试验患儿空腹 15 小时仍无低血糖发生。应用 Agilent aCGH4x180K 定制芯片

检测全基因组范围的基因组不平衡现象检测到 5q35.2-q35.3 致病性拷贝数杂合缺失,位于 Sotos 综

合征致病关键区,确诊为 Sotos 综合征。 
结论 Sotos 综合征主要表现为特殊面容:额头突起､ 眼裂下斜､ 眼距过宽､ 下颌尖长､ 高 
腭弓､ 双颞部毛发退化等;过度生长:头围和身高明显增加,并大于正常同龄儿童的第 97 百分位;骨龄

超前;发育迟缓:语言和学习障碍､ 短期记忆和抽象思维能力缺陷,可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低下。部分

Sotos 患儿有暂时性低血糖。位于常染色体 5q35.2-q35.3 的基因 NSD1 编码涉及转录调控组蛋白

甲基,该基因突变或者缺失导致 75%病例。目前一般采用对症治疗手段,如针对发育迟缓进行早期康

复治疗,针对智力落后的患儿可进行特殊教育,因此需要多学科团队共同管理——喂养困难､ 胃食道

返流､ 低血糖､ 脊柱侧凸和语言运动发育迟缓等。由于 Sotos 较罕见,临床表现差异大,诊断存在较

大的困难。临床工作中,当患儿出现生长过剩､ 巨颅､ 独特的面部特征等临床表现时,应考虑到

Sotos 的可能性,需检测血糖,已及时发现低血糖的存在,并对症处理。 
 
 
PU-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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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SMN1 基因多态性与 SMA“2+0”型携带者相关性分析 
 

孟英韬,舒剑波,张桦,林书祥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近年发现一种 SMN1 基因多态性 g.27134T>G 在脊髓性肌萎缩症(SMA)“2+0”型携带者中比例

较高,2016 年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推荐 SMA 携带者筛查时增加 SNP 
g.27134T>G 阳性这一指标,认为可提高 SMA 携带者筛查检出率,降低“2+0”型携带者漏检造成的假

阴性率。但不同人种间该 SNP 有很大差异,德系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中该 SNP 较常见,亚裔人群

中较少见。本文目的为研究本地区 SMN1 基因多态性 g.27134T>G 发生频率,探讨是否对“2+0”型携

带者的检出具有提示功能。 
方法 参照 Genbank 中 SMN1/SMN2 基因序列(NG_008691.1 ､ NG_ 00 8728.1)设计一对引物,序
列为 F:5’- AGACTATCAACTTAATT TCTGATC-3’;R:5’- CTGGTCTGCCTACTAGTGATAT-3’,扩增

SMN 基因 g.26844 至 g.27344 区域,长度为 501bp,通过 Sanger 测序图谱能同时检测 SMN1/SMN2
平行同源序列变异型 PSV1(c.840C>T)与 PSV2(c.888+100A>G)。SNP g.27134 T>G 位于 PSV1
与 PSV2 之间,距 PSV1  128bp,距 PSV2  20bp,可通过测序图谱检测。 
结果 1. 共检测 146 人,其中对照 13 人,SMA 携带者 89 人(SMA 患者父 43 人,母 46 人),SMA 患者 47
人;携带者组中 5 人经 MLPA 技术检测为“2+0”型。2. 受检的 146 人 Sanger 测序图谱 SMN g.27134
位点均为碱基 T,无一人含 SNP g.27134T>G。 
结论 SMA 患者 SMN1 基因大片段缺失,不含 SMN1 基因多态性 g.27134T>G 可以理解;该 SNP 与

两拷贝 SMN1 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呈正相关,绝大部分 SMA 携带者 SMN1 拷贝数为 1 拷贝,所以在

携带者中难于检测到这种基因多态性;但在确定为“2+0”携带者及对照组也未发现此 SNP,说明

SMN1g. 27134T>G 在本地区人群发生率极低,与 2017 年 新文献结果一致,他们仅在东南亚人中发

现此 SNP 阳性人员,可见该基因多态性对中国人“2+0”携带者的检出缺乏指导意义。 
 
 
PU-2393 

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诊断 Floating-Harbor syndrome 一例 
 

张淑杰,王锦,覃海松,李红豆,罗仕玉,桂宝恒,覃再隆,付春云 
苏家荪,谢波波,阳奇,张月,罗静思,范歆,沈亦平,陈少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对就诊的 1 例生长发育迟缓(-7SD)､ 语言发育落后及小头畸形的患者进行遗传学分析,以明确

其致病突变,指导临床治疗及改善预后。 
方法 采集患者及父母外周血并提取 DNA,利用 Illumina TruSeq Exome Library Prep Kit 构建测序文

库,并用 HiSeq 2000 测序平台进行测序。所得的测序数据经生物信息分析,包括去除 ExAC､ ESP､
1000G 数据库中频率>1%的位点以及本地正常人数据库中出现的位点､ 去除无功能性变异(同义突

变､ 非编码区突变等)､ 致病性预测(SIFT､ Polyphen2､ MutationTaster 等软件)､ 患者临床症状对

照与家系信息､ 相关疾病数据库与文献查阅､ 候选基因突变位点根据 ACMG/AMP 指南进行分类,
后对候选致病突变进行 Sanger 测序家系验证。 
结果 发现患者 SRCAP 基因存在 c.7303C>T(p.Arg2435Ter)新发致病性杂合突变,明确患者为

Floating-Harbor syndrome。该综合征十分罕见,目前全球仅报道 50 例,而中国人群中未见报道,以身

材矮小､ 骨龄延迟､ 语言发育迟缓及特殊面容为主要临床特征,大多数患者伴轻度智力障碍。典型

的面部特征包括三角脸､ 发际线低､ 眼睛深凹､ 长睫毛､ 短人中､ 薄嘴唇､ 鼻小柱悬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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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是国内首例报道的 Floating-Harbor syndrome 患者,症状与文献报道表型一致。利用全

外显子测序技术明确了该患者致病原因,表明全外显子测序技术是罕见综合征基因诊断的有力工

具。 
 
 
PU-2394 

Two novel mutations of ACAD8 identified in Chinese 
newborns with isobutyryl-CoA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Lin Yiming,Fu Qingliu 

Quanzhou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362000 
 

 
Objective To repor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ACAD8 mutations in Chinese newborns with 
isobutyryl-CoA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ree patients with IBD deficiency were investigated. They were 
asymptomatic as newborns, but had characteristic findings in acylcarnitines and the organic acid 
profle in urea were analyzed. Mutation analysis of the ACAD8 gene was performed by Sanger 
sequencing, and in silico methods were used to predict the impact of these mutations on the 
activity of enzyme. 
Results All patients showed an elevated C4 aclycarnitine level with an increased C4/C2 and 
C4/C3 ratio. The analysis of organic acids in urea gave a normal result. ACAD8 sequencing 
analysis revealed patient 1 and patient 3 both had c.286G>A (p.G96S) homozygous mutations, 
patient 2 had compound heterozyous mutations: c.235C>G (p.R79G) and c.1000C>T (p.R334C). 
Of which the c.1000C>T mutation has been reported before, c.286G>A and c.235C>G were 
novel mutations, the novel variation was predicted to have affected 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Conclusions 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diagnosis of three patients with IBD deficiency on the 
gene level. Three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the ACAD8 gene, including two novel mutation which 
expanded the mutational spectrum of the ACAD8 gene. 
 
 
PU-2395 

甲硫氨酸腺苷转移酶 I/III 缺陷导致 
高甲硫氨酸血症 1 例及文献复习 

 
杨威,陈琼,沈凌花,杨海花,陈永兴,卫海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提高对甲硫氨酸腺苷转移酶 I/III 缺陷导致的高甲硫氨酸血症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收治的 1 例高甲硫氨酸血症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诊断结果,同时进行国内外文

献复习,对该病的发病率､ 诊断､ 鉴别诊断､ 治疗进行总结。 
结果 患儿进行新生儿串联质谱筛查发现甲硫氨酸持续增高,无明显异常的临床表现。基因检测发

现:MAT1A 突变位点 c.952-2A>G 及 c.695C>T(p.P232L),为新发突变。予以低甲硫氨酸奶粉进行饮

食控制,定期随访,生长发育良好 
结论 高甲硫氨酸血症临床罕见,早期常无明显临床症状,新生儿串联质谱筛查可提高检出率。基因诊

断对确立诊断意义重大。 
 
 
PU-2396 

全外显子测序分析诊断维生素 D 依赖性佝偻病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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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珊珊,连群,李伶俐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运用第二代测序技术,对一例反复骨折､ 生长发育落后的患者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分析,为该患儿

寻找致病原因,探讨二代测序技术在佝偻病基因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2016 年内分泌门诊就诊的一位反复骨折､ 生长发育落后的患者,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对患者进行

全外显子测序分析,用 Sanger 测序技术对患者及其家系进行基因验证。 
结果 在患者的 CYP27B1 基因上检测到一个纯合的未报道的插入突变

(c.1325_1326insCCCACCC,p.P442Pfs*25),分别来源于其父亲及母亲。经软件预测该突变为致病

突变,基因确诊为维生素 D 依赖性佝偻病 1 型。 
结论 维生素 D 依赖性佝偻病 1 型是较为罕见的佝偻病类型,钙剂及活性维生素 D 治疗效果良好。本

病为首例报道的用二代测序方法诊断的病例,且发现一个新的插入突变,补充了疾病突变谱。 
 
 
PU-2397 

糖原累积症 IXa 型突发心跳骤停一例病例报道 
 

唐芳,程昕然,鄢力,李中会,苟鹏,何卫兰,向蓉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07 

 
 
目的 糖原累积症 IXa 型临床上多表现为生长迟缓和肝大,心脏受累罕见,本例报道糖原累积症 IXa 型

以心跳骤停为首发表现,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患儿临床资料,采用二代测序法查找患儿致病基因及突变位点,通过 Sanger 测序对此患儿

及其父母进行突变位点验证,确诊糖原累积症 IXa 型。 
结果 患儿,男,5 月 20 天,因“腹泻 1 周,神萎 4 天,突发心跳呼吸骤停､ 心肺复苏术后 1+小时”入院。

G2P2,足月剖宫产,有一姐姐体健。入院查体:Wt7kg,呼吸机应用中,双肺呼吸音粗,少量中粗湿啰音,
心音欠有力,心律齐,未闻及心脏杂音,腹软,肝右肋下约 3.5cm,质软,缘锐,脾不大。辅查:血气分析提

示代谢性酸中毒,血生化提示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乳酸明显增高,心肌损伤标志物提示超敏肌

钙蛋白 I､ 肌红蛋白､ 肌酸激酶同工酶质量异常增高,大便常规､ 电解质､ 血糖未见明显异常。腹部

CT 示肝实质密度弥漫性稍减低。心脏彩超:右房､ 右室增大,肺动脉高压(中度),左心室收缩功能正

常。动态心电图:窦性心律,窦性心律不齐,罕见房性早搏,ST-T 改变。入院治疗后 3 天,呼吸机应用下

患儿再次突发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术后好转,治疗后 8 天撤离呼吸机,改鼻导管吸氧,20 天后再次出现

严重代谢性酸中毒,氧饱和不能维持,血气分析:PH 6.967,BE -20mmol/L,HCO3-12mmol/L,再次予呼

吸机辅助呼吸,考虑患儿遗传代谢病可能,用 EDTA 抗凝管采集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送全序列外显子

基因检测,发现患儿携带有 X 染色体 PHKA2 基因 c.1794-16G>A(IVS17)的致病突变,确诊糖原累积

症 IXa 型。治疗 36 天后患儿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糖原累积症 IXa 型又称 X 连锁遗传性肝磷酸化酶激酶缺乏症,是由于 PHKA2 基因突变所导致

的 X 连锁隐性遗传性疾病,糖原累积症 IXa 型多在婴幼儿期发病,多表现为生长迟缓和肝大,本例报道

患儿以心跳骤停为首发症状,临床罕见。 
 
 
PU-2398 

儿童甲状腺大小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马淑贞,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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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性别､ 甲状腺功能､ 年龄､ 尿碘结果､ 甲状腺结合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

腺微粒体抗体(TMAb)对儿童甲状腺大小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自 2013 年 0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因颈部不适而就诊我院儿科生长发育内分泌门诊

的 110 名患儿,严格按照纳入标准进行筛选,记录患儿就诊时间,性别,年龄,尿碘结果,甲状腺 B 超结果,
甲状腺功能检查结果,甲状腺结合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全部数据的统计学

处理均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者 Fisher 确切概率法进行检验;计量资

料,符合正态分布的可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使用 t 检验､ 方差分析或 k-w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可

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表示,使用独立样本非参数的秩和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1 不同性别儿童的甲状腺功能构成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甲状腺各部分大小不存在统计学差

异。 
2 按照年龄,将研究对象分为如下 3 组:3~岁组,7~岁组,11~岁组。三组甲功结果构成比进行比较所得

P=0.496,甲功结果构成无年龄差异;三组甲状腺大小进行比较,随年龄增长,各部分大小均呈上升趋势

(P<0.001)。 
3 根据甲功结果可分为:甲功低于正常组､ 甲功高于正常组､ 甲功正常组。左叶长度､ 左叶高度､ 峡

部厚度､ 右叶长度､ 右叶宽度､ 右叶高度第 3 组低于第 1､ 2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左
叶宽度三组之间的差别暂不能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P=0.234)。 
4 尿碘结果不影响甲功结果构成比。左右叶的长度､ 宽度四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左右叶高度､ 峡

部厚度四组之间暂不能认为存在统计学差异。 
5 暂不能认为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会对甲状腺大小产生影响。 
结论 1 性别不会影响儿童期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也不会影响儿童期甲状腺大小。 
2 年龄不会影响儿童期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但是随年龄增长,甲状腺各部分大小逐渐增大。 
3 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水平与甲状腺大小密切相关,因此甲状腺大小有变化时,应警惕可能存在甲

状腺疾病,需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查。 
4 不同甲状腺疾病患儿的甲状腺各部分大小并无差异 
5 碘摄入过多或过少均会影响甲状腺大小,日常饮食应将摄碘量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可通过尿碘掌握

摄碘量。 
 
 
 
 
 
 
 
 
 
 
 
PU-2399 

儿童甲状腺大小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马淑贞,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性别､ 甲状腺功能､ 年龄､ 尿碘结果､ 甲状腺结合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

腺微粒体抗体(TMAb)对儿童甲状腺大小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自 2013 年 0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因颈部不适而就诊我院儿科生长发育内分泌门诊

的 110 名患儿,严格按照纳入标准进行筛选,记录患儿就诊时间,性别,年龄,尿碘结果,甲状腺 B 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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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检查结果,甲状腺结合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全部数据的统计学

处理均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者 Fisher 确切概率法进行检验;计量资

料,符合正态分布的可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使用 t 检验､ 方差分析或 k-w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可

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表示,使用独立样本非参数的秩和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1 不同性别儿童的甲状腺功能构成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甲状腺各部分大小不存在统计学差

异。 
2 按照年龄,将研究对象分为如下 3 组:3~岁组,7~岁组,11~岁组。三组甲功结果构成比进行比较所得

P=0.496,甲功结果构成无年龄差异;三组甲状腺大小进行比较,随年龄增长,各部分大小均呈上升趋势

(P<0.001)。 
3 根据甲功结果可分为:甲功低于正常组､ 甲功高于正常组､ 甲功正常组。左叶长度､ 左叶高度､ 峡

部厚度､ 右叶长度､ 右叶宽度､ 右叶高度第 3 组低于第 1､ 2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左
叶宽度三组之间的差别暂不能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P=0.234)。 
4 尿碘结果不影响甲功结果构成比。左右叶的长度､ 宽度四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左右叶高度､ 峡

部厚度四组之间暂不能认为存在统计学差异。 
5 暂不能认为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会对甲状腺大小产生影响。 
结论 1 性别不会影响儿童期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也不会影响儿童期甲状腺大小。 
2 年龄不会影响儿童期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但是随年龄增长,甲状腺各部分大小逐渐增大。 
3 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水平与甲状腺大小密切相关,因此甲状腺大小有变化时,应警惕可能存在甲

状腺疾病,需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查。 
4 不同甲状腺疾病患儿的甲状腺各部分大小并无差异 
5 碘摄入过多或过少均会影响甲状腺大小,日常饮食应将摄碘量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可通过尿碘掌握

摄碘量。 
 
 
PU-2400 

2 种胰岛素注射方式(胰岛素泵和多次胰岛素皮下注射) 
治疗儿童 1 型糖尿病的疗效和安全性对比研究 

 
鄢力

1,杨凡
2,程昕然

1,苟鹏
1,李中会

1,唐芳
1,何卫兰

1,向蓉
1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2.华西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不同胰岛素注射方式(胰岛素泵和多次胰岛素皮下注射)治疗儿童 1 型糖尿病的疗效和安全

性。 
方法 将本院内分泌病区自 2013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间收治的 59 例儿童青少年 1 型糖尿病患儿

做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注射方式的不同分成 2 组,其中 30 例采用持续胰岛素皮下注射

(continuous subcutaneous insulin infusion,CSII)治疗方式控制血糖,29 例采用每日多次胰岛素皮下

注射(multiple daily insulin injections,MDII)治疗方式控制血糖,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儿的血糖水平(包
括空腹血糖､ 餐后 2 小时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胰岛素使用量､ 血糖达标时间､ 尿微量白蛋白及

低血糖的发生情况。 
结果 (1)两组患儿在性别､ 年龄､ 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 糖尿病病程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等方面进行

比较,p 值均> 0.05,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儿之间具有可比性。 
(2)两组患儿治疗前都进行血糖水平的测定,包括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 糖化血红蛋

白 A1c 型(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HbA1c)和餐后 2 小时血糖(2 hours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2 h PBG),组间差异 p > 0.05,没有统计学意义,具备可比性。治疗后 CSII 组患儿的 FBG､ 2 
h PBG 和 HbA1c 低于 MDII 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CSII 组患儿治疗前后 2 h PBG
和 HbA1c 下降幅度大于 MDII 组,治疗前后的差值比较,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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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SII 组和 MDII 组患儿的血糖达标时间分别为(4.03 ± 1.54)天 和(6.66 ± 2.96)天,MDII 组患儿治疗

后血糖达标时间长于 CSII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CSII 组和 MDII 组患儿的胰岛素用量分别

为(0.79 ± 0.16)U/kg ·d 和(1.07± 0.33)U/kg·d,MDII 组患儿所需要使用的胰岛素的剂量多于 CSII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4)CSII 组和 MDII 组患儿治疗前进行尿微量白蛋白水平测定,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备可比性。MDII 组治疗后尿微量白蛋白水平下降幅度小于 CSII 组,治疗前后的差值比较,两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5)给予胰岛素治疗后 CSII 组患儿出现 10 例低血糖(33.3%),MDII 组出现 18 例(62.1%),两组低血糖

发生率比较,差异 p < 0.05,具备统计学意义。 
结论 胰岛素泵持续给予胰岛素皮下注射的治疗方式比每日多次胰岛素皮下注射的治疗方式更能保

证儿童青少年 1 型糖尿病血糖控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PU-2401 

新生儿期诊断枫糖尿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张旭辉,赵莉,杨英伟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枫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 诊断及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新生儿期诊断枫糖尿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遗传代谢检测结果､ 继而检索

CHKD,复习先关文献 
结果 患儿系生后 7 天早期新生儿,主因吃奶差 1 天入院。入院第 2 天患儿出现频繁抽搐,表现为:颈项

强直,双手握拳,四肢僵直,无心率增快､ 血氧下降,无发热,无青紫。患儿系第 5 胎第 3 产,孕 38 +2 周,
出生体重 3200g,顺产,胎盘､ 羊水无异常,脐绕颈 1 周,生后无窒息､ 青紫,Apgar 评分不详。患儿血

糖正常,血气分析提示代谢性酸中毒。头颅 CT 双侧深部脑质密度稍减低,纵裂密度稍增高。患儿有 1
个姐姐生后 17 天死亡,基因检测结果为枫糖尿病。该患儿遗传代谢检测结果提示枫糖尿病,确诊诊断:
枫糖尿病(经典型)。患儿家属放弃治疗,于出院 10 余天死亡。 
结论 患儿呈典型枫糖尿病(经典型)临床表现,该病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由一组支链 a 酮酸脱氢酶

活性缺乏(或酮酸脱氢酶缺乏)或不足所致,分为 5 型:经典型､ 间歇性､ 中间型､ 维生素 B 反应型､

E3 缺乏型。其遗传缺陷在线粒体中存在的 BCKD 多酶复合体中的 E1､ E2､ 和 E33 个基因的亚基

有突变。经典型(新生儿型):出生 24 小时内婴儿正常,1 周后出现酮症酸中毒症状,表现为喂食苦难,呕
吐､ 代谢性酸中毒及神经系统受损表现。如惊厥､ 肌张力增高､ 甚至肌肉强直､ 呈角弓反张状､ 也

可有肌张力增高与松弛交替出现,嗜睡或昏迷。患儿可有低血糖､ 但惊厥和昏迷并非低血糖所致,因
低血糖纠正后,这些症状并无改善。如果未得到正确诊断及治疗,患者常在数周或数月内死亡。经典

型是枫糖尿病中 严重的,也是 常见的一种类型。即使经治疗而存活,也可有智力低下和神经系统

受损的后遗症 
PU-2402 

以性早熟为主要表现的 NROB1 基因新发突变 1 例机制探讨 
 

王会贞,卫海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2 

 
 
目的 加强对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的认识,避免误诊。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临床表现中枢性性早熟和原发性肾上腺功能不全,长期被误诊为 21-羟化酶缺乏

症患儿, 终通过基因检测明确诊断为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A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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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基因检测发现:NR0B1 基因第二外显子 c.1411T>C 突变,造成密码子提前终止,可影响 DAX-1
蛋白功能,为文献未报道过的新突变。由于用药和随访不规律,患儿终身高 156cm,睾丸发育不良。 
结论 性早熟合并原发肾功能不全患儿宜及时进行 NR0B1 基因检测,早期治疗,规律随访。 
 
 
PU-2403 

3-5 岁儿童厌食原因分析 
 

李中会,程昕然,鄢力,苟鹏,唐芳,何卫兰,向蓉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分析 3-5 岁儿童厌食原因,为儿童厌食症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病例研究对 3-5 岁门诊儿童的抚养人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厌食组儿童的身高和体重都明显低于非厌食组儿童;喂养方式､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停止母乳

时间､ 添加辅食时间､ 不吃饭采取喂食措施､ 进餐时间､ 分散进食行为､ 就餐固定时间､ 就餐固定

餐位､ 家长在孩子面前谈论食物喜好､ 奖惩进食行为､ 定期儿保和遵医行为作为单独因素对儿童厌

食发生分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厌食严重影响儿童的体格生长,导致儿童身高､ 体重落后于非厌食儿童;不良喂养行为与儿童厌

食症发生密切相关。 
 
 
PU-2404 

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诊断线粒体 DNA 缺失综合征一例 
 

覃再隆,王锦,阳奇,易赏,张钦乐,罗仕玉,张淑杰,付春云,范歆,罗静思,陈少科,沈亦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遗传代谢病是由于代谢紊乱导致的一类疾病,受累系统多,致病原因复杂,是儿童致死､ 致残､ 致

愚的重要原因。本研究拟运用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对一例遗传代谢性疾病患儿进行基因诊断,明
确其致病原因。遗传代谢病是由于代谢紊乱导致的一类疾病,受累系统多,致病原因复杂,是儿童致死

､ 致残､ 致愚的重要原因。本研究拟运用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对一例遗传代谢性疾病患儿进行基

因诊断,明确其致病原因。 
方法 采集先证者及父母外周血样本抽提 gDNA,利用 Illumina TruSeq Exome Library Prep Kit(捕获

区域 45Mb)捕获全外显子组构建测序文库,采用 HiSeq v4 SBS 250 cycles 测序试剂盒,经 HiSeq 
2000 对文库进行测序。测序数据经生物信息学分析,包括 TGex､ dbNSFP 等软件注释分析,去除

GnomAD､ ESP､ 1000G 正常人数据库以及本地正常人数据库中频率>3%的变异,去除非功能性变

异(如同义突变､ 非编码区突变等),致病性预测(SIFT､ Polyphen2､ M-CAP 等软件)等步骤,对照先

证者临床症状(低出生体重,小头畸形,喂养困难,智力发育落后,生长发育落后,母乳､ 牛奶､ 水解奶粉

不耐受,血便多次。中枢性协调障碍,高乳酸血症,高钾血症,高胆红素血症,代谢性酸中毒,凝血酶原时

间稍长,肌酸激酶升高。尿液丙酮酸､ 甲基丙二酸等多种酸升高。伴新生儿贫血,新生儿低血糖,重度

营养不良,室管膜下出血,脑旁室扩张,脑室旁囊肿。超声检查提示肝内多个强光点,肝实质回声增

强,ALT,AST 升高。不能抬头,不能独坐,不能翻身。),查阅相关疾病数据库与文献,Sanger 测序家系

验证候选基因变异,根据 ACMG/AMP 指南对变异进行分类。 
结果 先证者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共检测到 170291 个变异,经生物信息学分析､ 临床症状对照以

及 Sanger 测序验证,明确先证者 SUCLG1 基因(NM_003849)复合杂合突变 c.460C>T(p.Arg154*,
父亲携带),c.987dupT(p.Ala330fs,母亲携带)为其致病原因,SUCLG1 突变会导致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的线粒体 DNA 缺失综合征,主要临床症状为生长发育落后,喂养困难,肌张力低下,脑萎缩,精神发育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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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乳酸酸中毒,低血糖等。根据 ACMG/AMP 指南进行分类,这两个变异均归类为可能致病性,暂无报

道。 
结论 本研究采用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成功对一例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患儿进行基因诊断,明确

SUCLG1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为其致病原因。家系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技术是诊断罕见遗传性疾

病致病原因的有效策略,对精准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2405 

一例 17-α 羟化酶缺陷症患者临床和 CYP17A 1 基因突变分析 
 

刘华卫,许瑞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分析 1 例 17-α 羟化酶缺陷症患者的临床和 CYP17A 1 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以 1 例 17-α 羟化酶缺陷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其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结果,并对患者及其父

母进行 CYP17A 1 基因检测。 
结果 患者就诊时血压高于正常值,第二性征发育不良;血钾低于正常值。血染色体示 46,XY,CYP17A 
1 基因检测显示,CYP17A1(NM-00102.3)Exon 6:c.985-987 的 TAC ins AAp.(Tyr329fs)纯和,致病突

变,其父母在此位点均有杂合突变。 
结论 高血压伴低血钾患者如同时存在性发育不良,应考虑 17-α 羟化酶缺陷症的可能,CYP17A 1 基

因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 
 
 
PU-2406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 型所致婴儿脑积水 1 例 
及其 MTHFR 基因新突变分析 

 
叶伟

1,李东晓
2,金颖

2,刘怡
2,宋金青

2,姚红新
2,杨艳玲

2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目的 脑积水是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 型的罕见合并症,迄今国内尚未见报道。本文报告 1 例在新生儿

期发生脑病､ 在婴儿早期出现脑积水的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 型患儿,就其临床表现､ 诊疗经过､ 生

化､ 血尿代谢及基因特点进行分析。 
方法 患儿,女,母亲孕期及分娩过程正常,生后 12 天起间断抽搐,2 个月时发现脑积水,头颅磁共振扫描

显示脑室系统扩张,白质受压,体积减少,枕大池增宽,胼胝体变薄,中线结构居中。经尿液有机酸分析

､ 血浆总同型半胱氨酸､ 血液氨基酸及酯酰肉碱谱､ 基因分析确诊为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 型。 
结果 患儿血浆总同型半胱氨酸显著增高(147.99  mmol/L,参考范围 4.44-13.56 mmol/L),血液氨基酸

及酯酰肉碱谱正常,尿有机酸谱正常,MTHFR 基因检出 2 个复合杂合突变,无义突变

c.1262G>A(p.Trp421*)来自母亲,移码突变 c.1319_1320insTT(p.Gly441fs)来自父亲,符合同型半胱

氨酸血症 2 型。Gesell 发育评估提示重度发育落后。治疗上持续补充叶酸､ 甜菜碱及对症治疗为主,
并进行脑室腹腔引流术。患儿术后恢复良好。现在 8 个月,复查血浆总同型半胱氨酸较前下降,无抽

搐,食欲佳,精神反应可,体重､ 身高增长良好,智力运动进步明显。 
结论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2 型可导致多系统受损,婴儿早期起病多表现为抽搐､ 肌张力增高､ 呼吸暂

停､ 意识障碍等神经系统症状。患儿症状及体征缺乏特异性,临床诊断困难。由于缺乏特异性筛查

指标,采用现行新生儿筛查方法不能检出,早期诊断困难,血浆或尿液总同型半胱氨酸测定及基因分析

为关键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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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07 

以矮小症为首发的出生巨大儿临床研究 
 

付东霞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 200 名出生巨大儿矮小症的临床指标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列队研究方法,对我院 2013-2016 年矮小患儿,采用 出生体重正常的矮小患儿和出

生巨大儿的矮小患儿临床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共分析 400 名患儿,均为矮小症,其中出生巨大儿 200 名,出生体重正常儿 200 名,为对照组,巨大

儿发生肥胖､ 高血压､ 高血脂的比率明显高于出生正常儿童,同时出现生长迟缓的年龄较对照组偏

大。家族性矮小较对照组发生率低。 
结论 巨大儿也应该关注其生长发育,临床各种指标较对照组更易出现异常。 
 
 
PU-2408 

促性腺激素及盆腔超声在中枢性性早熟女童诊断中的价值 
 

王昭冉
1,刘戈力

2,杨箐岩
2,郑荣秀

2,姜丽红
2,魏莹

2,刘津梅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中枢性性早熟(CPP)与乳房早发育(PT)临床特点相似,都表现 8 岁前出现乳房发育,但治疗上差

别大,CPP 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GnRHa)治疗,PT 初始无需治疗,需随访观察。CPP 由于骨

骼成熟迅速､ 生长加速可致成年终身高减损,因此区分两者十分重要。临床上主要通过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GnRH)激发试验鉴别,需多次静脉采血,耗时,价格贵,本文通过绘制 ROC 曲线来寻找 CPP
可靠的血清基础促性腺激素及盆腔超声参数的临界值。 
方法 79 例因乳腺发育就诊的女童,平均(7.5±1.5)岁。除外其他疾病所致的性早熟。记录患儿就诊时

的一般情况,包括发病及就诊年龄､ 身高(cm)､ 体重(kg)､ 体重指数(BMI)､ 性发育分期(Tanner 分
期);骨龄(BA);子宫､ 卵巢 B 超及治疗资料。行 GnRH 激发试验分为 CPP 组和 PT 组,作 ROC 曲线

来评估血清基础黄体生成素(LH)､ 卵泡刺激素(FSH)､ 基础 LH / FSH 比､ 雌二醇(E2)水平和盆腔超

声参数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并测量曲线下面积。 
结果 基础 LH 临界值为 0.19 IU / L,基础 LH / FSH 比为 0.07,子宫长径 2.27cm,卵巢容积 1.15 mL,诊
断 CPP 的敏感度分别为 80%､ 85%､ 87.5%､ 92.5%,特异度分别为 84.6%､ 76.9%､ 48.7%､
30.8%。 
结论 血清基础 LH,基础 LH / FSH 比,子宫长径和卵巢容积可能是 CPP 可靠的预测因子。基础 LH
和基础 LH / FSH 比的临界值有较高的特异度。 
 
 
PU-2409 

21 羟化酶缺乏症兄弟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效果 
 

付东霞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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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临床特征及疗效; 
方法 2 例 21 羟化酶缺乏的同胞兄弟,弟弟胎儿期即给予地塞米松给予替代治疗,生后给予氢化可的松

及氟氢可的松口服治疗。哥哥诊断后给予氢化可的松治疗。 
结果 哥哥现骨龄提前,生长较同龄儿身高高,有外周性性早熟表现,弟弟生后即给予氢化可的松及氟氢

可的松治疗,无性早熟,无失盐表现,生长发育良好。 
结论 21 羟化酶早期给予产前诊断并给予适当治疗,对患儿生长发育影响小。 
 
 
PU-2410 

1 例小婴儿期起病的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 
 

李诚,乔凌燕,葛娟,胡聪慧,李堂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小婴儿期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的临床特点,为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PSIS 提供思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在小婴儿期､ 以反复发作低血糖起病的 PSlS 患儿的临床表现､ 内分泌检查和

影像学特点。 
结果 该患儿为 3 个月女童,以反复发作的低血糖起病,血糖 低 0.8mmol/L;入院时出现顽固性低血钠,
血钠 低 117.5mmol/L;出现以肾上腺皮质激素､ 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引起的垂体危象。垂体磁共

振示:蝶鞍不大,垂体柄缺如,垂体后叶异位,正中隆区起见结节状短 T1 短 T2 异常信号,垂体前叶形态

欠规整,双侧海绵窦显示正常,蝶窦气化良好,符合垂体柄阻断综合症表现。给予静滴甲强龙,后改为口

服氢化可的松替代治疗。同时口服优甲乐,监测血糖逐渐平稳,血钠恢复正常。 
结论 PSIS 发病率较低,常以生长发育迟缓和(或)性发育低下起病。而在新生儿或婴儿期,则通常表现

为反复发作的低血糖。因此,对新生儿或小婴儿期不明原因低血糖发作的患儿,应警惕 PSIS 的发

生。 
 
 
PU-2411 

MODY 一例家系基因报道 
 

陆飞宇,范瑞,李小平,张一宁,杜红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MODY)是一类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单基因糖尿病。通过对一例

MODY 家系基因进行分析,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有助于对特殊类型糖尿病进行精准的诊断和

治疗。 
方法 11 岁男孩,因发现尿液粘稠 1 个月就诊。病程中偶有多饮､ 多尿,近 1 年体重下降 3 公斤。既

往史:G1P1,足月产,出生体重 3.3kg,生长发育正常。家族史:患儿母亲,舅､ 外祖母分别在 40 岁､ 25
岁､ 52 岁诊断为糖尿病,均应用胰岛素治疗至今,目前未发现糖尿病并发症出现。查体:身高 163cm,
体重 100kg,BMI37.6kg/m2,血压 128/90mmHg,腹围 135cm,臀围 113cm,颈部､ 腋下黑棘皮征阳

性。辅助检查:空腹血糖 13.75mmol/L;空腹胰岛素 270.70 pmol/L;空腹 C-肽 1.71 nmol/L;餐后 2 小

时血糖 17.5mmol/L,餐后 2hC 肽 2.76nmol/l;餐后 2h 胰岛素 585.90pmol/L;HbcA1:10.20%;糖尿病

自身抗体阴性。皮质醇节律正常。腹部彩超:脂肪肝。 
结果 经家属同意收集患儿及其母亲､ 舅的外周血提取 DNA 对患儿基因进行二代基因测序,发现

MAPK8IP1(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8 interacting protein 1)基因第 9 外显子

c.1864G>A,p.V622I 杂合突变。对其母亲及舅该突变位点进行 sanger 测序发现相同突变。因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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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该基因为致病突变的报道,可基因分型为 MODYX,在院治疗七天给予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出院后应

用胰岛素皮下注射四针强化治疗。 
结论 通过基因检测发现家族中患病者均检测出相同突变基因 MAPK8IP1,c.1864G>A(p.V622I),均为

杂合子。检测出的基因突变为错义突变,编码区第 1864 号核苷酸由鸟嘌呤变为腺嘌呤,导致第 622
号氨基酸由缬氨酸变异为异亮氨酸。目前无该基因突变导致 MODY 的报道。基因 MAPK8IP1 编码

IB1 蛋白,主要在胰岛 β 细胞中表达,IB1 有阻止胰岛细胞凋亡的作用,如果胰岛中 IB1 含量降低,胰岛

细胞凋亡增加(5)。有学者曾研究通过表达 MAPK8IP1 反义 mRNA 来评估 IB1 在胰岛中的作用,结果

表明 IB1 蛋白含量下降 38%则胰岛素 mRNA 表达下降 41%,引起胰岛素分泌减少。以上说明此基因

与糖尿病相关。但目前此基因引起 MODY 的确切机制不明,治疗及预后亦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PU-2412 

一例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范瑞,陆飞宇,李小平,张一宁,杜红伟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对一例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congenital lipoid adrenal hyperplasia,CLAH)患儿临床特点

及其基因型进行分析,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有助于早期和正确的诊断以及治疗。 
方法 收集 1 例 13 月龄 CLAH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白细胞 StAR 基因的进行分

析。 
结果 患儿女,因生后发现肤色黑 12 小时入院,G3P2,396/7周,非近亲结婚。查体:全身皮肤粘膜色素沉

着,无阴蒂肥大。辅助检查:血糖 1.1mmol/L,ACTH409.6pmol/L,血清皮质醇 37.82nmol/L,睾酮

1.61nmol/L,17-羟孕酮正常,离子正常。出院后仅口服醋酸氢化可的松治疗。于生后 5 个月时,出现

高钾､ 低钠,嘱患儿补充 9α 氟氢化可的松,因故未补充,仅在饮食中添加盐。13 个月后患儿因抽搐 3
次再次入院,查体:身长 66cm(远<P3),体重 7.5kg(P3),全身皮肤粘膜不黑,无阴蒂肥大。辅助检查:血
钠低,血钾高,ACTH4.66 pmol/L,睾酮 0.0 nmol/L,17-羟孕酮正常,肾上腺彩超无明显异常。染色体核

型 46,XX。STAR 基因有 1 个纯合突变:c.772C>T。补充糖皮质激素及盐皮质激素治疗,随访至今患

儿生长发育较好。 
结论 类脂质性肾上腺增生症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严重的一种类型,典型表现为失盐型肾上

腺皮质功能低下,男性外生殖器完全女性化,广泛皮肤色素沉着。本病是由于类固醇生成急性调控蛋

白(StAR)基因突变导致 20,22 碳链裂解酶缺乏,以致出现相关症状。该患儿出生时表现皮质醇低下

而无醛固酮不足的表现,是在生后 5 个月出现失盐症状,而且仅补充糖皮质激素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存

活到 13 个月,表明 CLAH 患者虽有严重的失盐表现,但可不经治疗存活至数月,可能是由于体内类固

醇激素生成细胞存在 2 种激素生成途径:依赖 StAR 的主要途径和不依赖 StAR 的次要途径。StAR
失活使主要途径受损,但仍可通过次要途径生成少量激素。本病历分析了患儿的 StAR 基因,发现

StAR 基因存在纯合突变,c.772C>T。其之父､ 母该位点均为杂合变异,其变异位点为致病性变异,符
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临床上在诊断时需与其他有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素缺乏的疾病相鉴别,尤
其是女性表型,应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STAR 基因突变分析可明确诊断。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有助

于更好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 
 
 
PU-2413 

新生儿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2 例报告 
 

乔凌燕,李诚,胡聪慧,葛娟,李堂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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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新生儿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新生儿甲亢”)的主要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内分泌代谢科收治的新生儿甲亢 2 例,分析患儿

的病因､ 临床表现､ 诊疗经过､ 疗效及转归。 
结果 2 例新生儿甲亢患儿母亲妊娠期均 TRAb>40.00IU/L,均患甲亢,妊娠期均口服丙硫氧嘧啶(PTU)
治疗,甲状腺功能控制均欠佳。例 1,男,19 天,因生后体重不增入院,易哭闹､ 烦躁,大便次数多,心率

168 次/分。生后 3 天采足底血新生儿筛查回报 TSH 40uIU/ml,2 周后查 FT3>50.00pmol/L､
FT4>100.0pmol/L､ TSH 0.010uIU/ml､ TPOAb 142.20IU/ml,TRAb>40.00IU/L。经 PTU､ 普萘洛

尔等治疗 1 周后复查 FT3 6.35pmol/L,FT4 23.78pmol/L,TSH 0.05uIU/ml,接近正常,PTU 及普萘洛尔

渐减量,治疗 1 个月甲状腺功能正常,TRAb 降至 27.21IU/L,双眼外突好转,体重增加,心率 110 次/分,
停普萘洛尔,治疗 3 个月停 PTU。例 2,男,19 分钟,因生后呻吟､ 面色苍白 19 分钟入院,生后 3 天查

FT3 4.66pmol/L,FT4 12.6pmol/L,TSH 0.021uIU/ml,10 天始无明显诱因出现心率增快,呼吸急促,吃奶

增多,大便次数多,体重不增,复查 FT3>50pmol/L,FT4>100pmol/L,TSH 0.012uIU/ml,TPOAb 
230.90IU/ml,TRAb>40.00IU/L。经赛治､ 普萘洛尔等治疗 8 天后复查

FT3 10.75pmol/L,FT4 21.10pmol/L,TSH 0.060uIU/ml,正常,赛治及普萘洛尔渐减量,赛治用药 11 周,
停药 3 个月后复查未复发。 
结论 母亲患甲亢且 TRAb 滴度高是导致新生儿甲亢的重要原因,可能出现新生儿出生时甲状腺功能

正常甚至减低,之后逐渐出现甲亢表现,容易误诊,故应 5-7 天后予以复查甲状腺功能。新生儿甲亢多

为暂时性,若能早期发现､ 及时治疗,可获得良好预后。 
 
 
PU-2414 

一例 3β-羟类固醇脱氢酶基因突变家系临床特征 
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余丽蓉,杨玉,杨利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一例以呕吐､ 性发育异常起病的失盐型 3β-羟类固醇脱氢酶 2 型基因突变的临床特征及家

系分子遗传学研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探索其发病机制,为拓宽临床诊疗思路提供参考。 
方法 2017 年 1 月江西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在征得家属知情同意后,采集先证者及其家系血

样。采用基因芯片捕获先证者外显子,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可识别的碱基序列,使用 Burrows-
Wheeler 和 UCSC hg19 人类参考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采用 genetic testing intelligent execution 
system 进行变异注释和解读。变异采用 SNPEFF 软件分析,结合 6 种数据库和算法进行错义突变注

释,并采用 bpvast 智能筛选对基因进行综合打分,获得需要进一步验证的突变位点。对先证者及其家

系的突变位点进行 sanger 测序验证,确定突变位点真实性,证实突变位点的来源,分析基因型与表型

的关系。 
结果 1 月 20 天男性先证者,因“呕吐､ 性发育异常”起病,临床特征为高钾低钠等失盐改变,全身皮肤､

乳房及外阴皮肤色素沉着,生殖器表现为尿道下裂､ 小阴茎､ 双侧隐睾､ 阴囊发育差,染色体核型

46,XY。血雄烯二酮及脱氢表雄酮､ 孕酮水平均显著升高,17α 羟孕酮水平为正常高限。通过基因芯

片捕获及高通量测序并进行 sanger 验证发现,在先证者 HSD3B2 基因存在纯合错义突变:其 4 号外

显子 c.776C>T(胞嘧啶>胸腺嘧啶)核苷酸变异,导致氨基酸改变为 p.Thr259Met(苏氨酸>蛋氨酸),验
证其近亲婚配的父母均在同一位点存在杂合突变,其父母表型正常,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方式,先证

者表型正常的姐姐为杂合突变。该突变位点为国内首次报道。 
结论 46,XY 失盐型 3β 羟类固醇脱氢酶 2 型缺陷症为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罕见类型,该类患者的

主要临床表现为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及男性性腺发育不良,△5/△4 比值升高为诊断可靠指标,基因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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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为金标准。对于存在失盐症状及性发育不良的患儿,应进行肾上腺相关基因检测,明确其罕见致病

因素,为临床诊疗及后期随访提供精准医疗。 
 
 
PU-2415 

2 例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的临床特点及基因分析 
 

范瑞,李小平,陆飞宇,张一宁,杜红伟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对 2 例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患儿临床特点及基因型分析,探讨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的

临床特点及与基因的相关性,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有助于早期和正确的诊断以及治疗。 
方法 分析 2 例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患儿临床特点､ 化验检查及基因型结果。 
结果 病例 1:2 月男孩,因生后皮肤色素沉着进行性加重入院,查体:体重 4kg(<P3),全身皮肤粘膜色素

沉着明显,外生殖器正常。实验室检查:K6.7mmol/l,Na128mol/l,ACTH:298.90pmol/L, CK 
15160IU/L,TG 8.53mmol/l, CKMB470IU/L。ALT 111IU/L。17-羟孕酮正常。睾酮不高。彩超未探

及肾上腺组织。2 次尿质谱为尿甘油酸增高。临床诊断为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治疗上给予补充糖

皮质激素及盐皮质激素治疗。基因检测:证实为 NR0B1､ GK 基因整体缺失。8 个月随访体重增长较

好,皮肤无色素沉着。病例 2:28 天男孩,因发热､ 进乳差入院。查体:皮肤粘膜发黑,外生殖器正常。

左上臂卡介苗接种部位红肿,左腋下可触及肿大淋巴结,K 6.39mmol/L,Na 116.1mmol/L, 
CK:557U/L,CKMB:90.8U/L,ACTH 147.9pmol/L,TG 9.03mmol/L。17-羟孕酮正常。睾酮不高。肾

上腺彩超未见异常。尿气相质谱:尿甘油酸-3 增高。临床诊断: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 卡介苗结核

肉芽肿､ 败血症;全基因组 CNV 扫描:在 chrXp21.3- p11.4 区域发生 11.1Mb 大片段缺失,包
括:NR0B1(DAX1),DMD,GK,CYBB(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该患在 4 个月时因淋巴结结核,患儿家长

放弃治疗后患儿死亡。 
结论 复合型甘油激酶缺乏症又称作 Xp21 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表现为同时出现多个单基因缺陷病

的症候群,缺失的基因可引起甘油激酶缺乏(GKD)､ 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AHC)､ 杜氏肌营养不良

(DMD)三联征的表现。病例 1 在新生儿期就已经出现 AHC､ GKD 和 DMD 的组合,由于缺乏本病的

认识而误诊为 CAH。病例 2,其 Xp21 相邻基因呈大片段缺失,出现 4 联征的组合,同时存在上述三联

征以及 CYBB 基因突变导致 X 连锁慢性肉芽肿病,基因的特点印证了该病例临床的诊断。通过血清

甘油三酯以及心肌酶谱测定是筛选本病的 简单的方法,尿气相质谱检测甘油酸显著升高能够明确

诊断,而分子遗传学分析有助于确定基因缺失的范围。 
 
 
 
 
 
 
 
 
PU-2416 

戊二酸血症 I 型患者 GCDH 基因突变研究 
 

林壹明,傅清流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了解 5 例戊二酸血症 I 型(glutaric acidemia type I,GA-I)患者的 GCDH 基因突变情况,为该病的

基因诊断提供分子遗传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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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Sanger 测序法对泉州地区 5 例 GAI 患者的 GCDH 基因的所有外显子及侧翼内含子序列

进行突变分析,寻找可能的致病突变位点。 
结果 5 例患者均检测到 GCDH 基因突变,共检测到 4 个突变位点,包括 2 种错义突变[c.532G>A 
(p.G178R)､ c.533G>A (p.G178E)]和 2 种移码突变[c.106_107delAC(p.Q37fs*5)､ c.1244-
2A>C]。其中,c.106_107delAC 突变未见报道的新突变,用 MutationTaster 软件预测分析为致病性突

变,c.1244-2A>C 突变频率 高。 
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 5 例戊二酸血症 I 型患者的 GCDH 基因突变情况,从基因水平上证实了临床诊断,
发现 1 个新的突变位点,丰富了 GCDH 基因的突变谱。 
 
 
PU-2417 

172 例矮身材儿童病因分析 
 

杨绿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本地区矮身材儿童矮小的病因及干预。 
方法 收集本地区矮身材儿童 172 例病例,其中男性 91 例(52.91%),女性 81 例(47.09%),年龄( 8.12 ± 
3.89) 岁。回顾性分析这些矮身材儿童病例,包括采集完整病史､ 体格检查､ 完善对应的实验室检查

及影像学检查。 
结果 特发性矮身材 ( 33.14%),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性矮身材 ( 20.35%),家族性矮身材(13.37%),小
于胎龄儿 (6.98%),这四种疾病为矮身材前四位病因。体质性青春期发育迟缓(4.07%)和 Turner 综合

征 (4.07%)并列第 5 位病因。其余包括其他的内分泌疾病(如甲状腺功能减低)､ 遗传代谢性疾病､

慢性系统性疾病､ 营养不良､ 颅内疾患以及染色体疾病等等众多原因都可能导致矮身材。i-
language:AR-SA'>172 例病例,其中男性 91 例(52.91%),女性 81 例(47.09%),年龄( 8.12 ± 3.89) 
岁。回顾性分析这些矮身材儿童病例,包括采集完整病史､ 体格检查､ 完善对应的实验室检查及影

像学检查。 
结论 矮身材患者中,特发性矮身材(包含家族性矮身材和体质性青春期发育迟缓)为首要病因,生长激

素缺乏症亦不少见,女性患者需注意除外 TS。对矮身材患者应尽早发现､ 明确病因､ 尽早干预,并给

予对因治疗。 
 
 
PU-2418 

儿童初发 1 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影响因素分析 
 

付丽娜,侯凌,刘铜林,罗小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初发 1 型糖尿病患儿并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138 例初诊 1 型糖尿病患儿的临床特征,根据有无并发 DKA 分成 DKA 组和非 DKA
组,进行单因素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38 例患儿中,58 例并发酮症酸中毒,发生率为 42%。DKA 组及非 DKA 组在病程､ 合并感染､

多食､ 初诊血糖､ 空腹 C 肽､ 胆固醇､ 甘油三酯､ TT4等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糖

是 DKA 的独立风险因素。 
结论 病程长､ 血糖高的初发 1 型糖尿病患儿更易合并 DKA。以 DKA 起病的 1 型糖尿病患儿存在明

显的脂质代谢异常,甘油三酯及胆固醇水平均会升高。因此,1 型糖尿病患者在积极控制血糖的同时,
也需要关注血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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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19 

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尼曼-匹克病 B 型 
 – 共患两种罕见遗传病一例 

 
关函洲

1,李东晓
2,董慧

2,华瑛
2,宋金青

2,金颖
2,张尧

2,杨艳玲
2 

1.山西省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甲基丙二酸尿症及尼曼-匹克病均为罕见的代谢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迄今尚未见共患两病

的报道,本文就一例单纯型甲基丙二酸尿症合并尼曼-匹克病患儿的诊疗经过进行研究。 
方法 患儿,女,生后喂养困难,运动发育落后,3 岁时来院就诊。经尿有机酸分析､ 血液总同型半胱氨酸

测定及血液氨基酸､ 酯酰肉碱谱分析确诊为单纯型甲基丙二酸尿症,为进一步明确诊断,采用新一代

测序技术进行基因分析。 
结果 患儿血液丙酰肉碱显著增高,游离肉碱降低,蛋氨酸､ 总同型半胱氨酸正常,尿液甲基丙二酸显著

增高,经维生素 B12 肌肉注射治疗一周后,病情显著好转,符合维生素 B12 反应性单纯型甲基丙二酸

尿症。患儿 MUT 基因存在 c.1540C>A 和 c.323G>A 两个已知致病突变,证实为甲基丙二酰辅酶 A
变位酶缺乏症。但是,在 SMPD1 基因检出了 c.1144C>T 和 c.1675G>T 两个已知致病突变。腹部超

声检查发现轻度肝脾肿大,外周血白细胞酸性神经鞘磷脂酶活性显著偏低(80.8 nmol/g/min,正常对照

216.1~950.9 nmol/g/min),骨髓涂片可见尼曼-匹克细胞,支持尼曼-匹克病 B 型诊断。 
结论 遗传代谢病临床表现复杂,虽然绝大多数疾病为罕见疾病,鲜有共患两种或多种疾病的病例,仍需

高度警惕,争取精准治疗。本研究经新一代基因分析发现了一例共患甲基丙二酸尿症及尼曼-匹克病

B 型两种罕见遗传病的病例,除针对甲基丙二酸尿症的治疗外,需要择期进行骨髓移植治疗 B 型尼曼-
匹克病。 
 
 
PU-2420 

350 例身材矮小女童染色体核型分析 
 

王侃 
金华,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分析女童身材矮小患者染色体核型方面的原因。 
方法 对 350 例身材矮小的女童做外周血染色体检查,采用常规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G 显带,油镜下

每例计数 30 个中期分裂相,分析 5 个核型,对异常核型增加核型分析数,进行核型分析。 
结果 发现异常核型 13 例,异常率为 3.7%。其中 45X 3 例,45X/46XX 2 例,45XX/47XXX 2
例,46.XX,DEL(18)(Q21.3)2 例,46,XX,inv(9)(p11,q12)2 例,46.XX,I(21)(Q10) 2 例,46,XX,INV(9) 1
例。 
结论 染色体异常是女童身材矮小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进行常规检查排除。 
 
 
PU-2421 

女童阴蒂肥大 3 例病因探讨 
 

穆青,姜丽红,刘戈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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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提高对女童阴蒂肥大､ 性分化异常(46,XX DSD)的识别,并了解其病因。 
方法 总结我院自 2015 年 5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3 例女童阴蒂肥大病例资料。 
结果 病例 1 8 岁女童,因自幼阴蒂肥大,近半年增长明显就诊,专科查体阴蒂肥大,甲周皮肤色素沉着;
化验检查提示睾酮､ ACTH 明显升高,COR 大致正常范围,17-羟孕酮､ 雄烯二酮显著升高,电解质正

常,染色体核型 46,XX,基因提示 CYP21A2 等位基因 2 处杂合致病突变,为复合杂合突变,支持先天性

肾上腺皮质增生症,21-羟化酶部分缺乏;病例 2  7 岁女童,主因生后阴蒂肥大就诊,专科查体阴蒂肥大,
有阴毛呈菱形分布,外周血雄激素､ ACTH､ COR､ 17-羟孕酮､ 雄烯二酮､ 脱氢表雄酮等均正常,染
色体核型 46,XX,追问其母孕期由于血小板减少症,服用达那唑治疗,此例考虑为胎儿期雄激素暴露有

关;病例 3 1 岁 5 个月女童,因阴蒂肥大伴阴毛生长半年就诊,病初化验提示雄激素､ 醛固酮､ 肾素､

血管紧张素水平明显增高,ACTH､ COR 及去甲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 多巴胺正常,并意外发现肾上

腺肿瘤,手术病理证实为嗜铬细胞瘤及肾上腺皮质增生,手术后雄激素水平降至正常, 1 年后未予治疗,
醛固酮降至正常,阴蒂肥大等症状未再进展逐渐减轻,此例病因尚不明确。 
结论 46,XX DSD 常见的病因就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特别以 21 羟化酶缺陷多见;但
除此以外仍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胎儿期雄激素暴露,如果雄激素暴露发生于胚胎 12 周之前,男性化

程度更高,外生殖器外观表现似男性;如暴露于胚胎 12 周之后,仅表现为阴蒂肥大,但其影响因素何时

结束,尚无定论,即使成年女性长期服用雄激素后也可能出现阴蒂肥大的情况;肾上腺多分泌功能嗜铬

细胞瘤是罕见的嗜铬细胞瘤分型,目前已知可以分泌包括 ACTH､ 血管活性肠肽､ p 物质等多种激素,
尚未见分泌雄性激素的报道,但确可出现男性性早熟的表现,机制尚不明确。 
 
 
PU-2422 

颅骨锁骨发育不全一家系 RUNX2 基因突变分析 
 

李明珠,董国庆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颅骨锁骨发育不全一家系的临床特征及 RUNX2 基因突变。 
方法 对一例因矮小 3 年而就诊的 8 岁 6 月女童进行体格检查､ 相关的实验室及 X 线检查,采用芯片

捕获高通量测序方法检测 RUNX2 基因,并采用 Sanger 测序验证,同时检测其父母､ 弟弟 RUNX2 基

因。 
结果 (1)患儿临床特征:身材矮小､ 称,身高-2SD,指距-身高=-6cm,头大面小,前囟 1.2cm,颅缝未闭,
增宽,颅顶膨隆,额部圆突,眼距较宽,鼻梁塌陷,下颌骨突出,牙列不齐,右肩下垂,肩关节活动度大,鸡胸,
右侧可扪及部分锁骨,脊柱侧弯,四肢短小,手指短粗。心肺腹体检无异常;智力正常;1 岁患“髋关节脱

位”已治愈,有“慢性中耳炎”病史;X 线片:胸 1､ 2､ 3 脊柱裂,双侧锁骨短小,脊柱侧弯;头颅 MRI:颅脑､

垂体､ 未见异常,额骨下部中线处见裂隙样低信号,额中上部皮肤改变､ 稍内凹､ 颅骨信号显示不清;
骨龄 8 岁;甲功及生长激素激发试验､ IGF1 等检查正常。(2)家系调查:父母及 2 月龄弟弟外貌及体

格均正常,父:169cm,母 162cm。(3)RUNX2 基因检测:患儿为位于染色体 6p21 的 RUNX2 基因

EX4/CDS3 的 c.568C>T､ p.Arg190Trp 杂合错义突变;其父母及弟弟均正常。 
结论 颅骨锁骨发育不全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根据临床特征及影像学检查可以临床诊断;RUNX2
基因检测及家系调查可区分患儿是否新发突变,有助于遗传咨询。 
 
 
PU-2423 

骨形成标志物与 ICCP 女童雌激素受体 β 基因  
AluI､ RasI 多态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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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珠,董国庆,刘佩佩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血清 C 型利钠肽氨基末端(NT-proCNP)､ 骨钙素(OC)和骨型碱性磷酸酶(BAP)等骨形成标

志物与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ICPP)女童雌激素受体 β(ERβ)基因 AluI､ RasI 多态性的关系。 
方法 选取 ICPP 女童 100 例,采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聚合酶链反应(PCR-RFLP)方法检测其

ERβ 基因 AluI､ RasI,观察其 AluI､ RasI 的基因型分布;采用 ELISA 法测定其血清 NT-proCNP､
OC 和 BAP 含量,应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各基因型间比较。 
结果 ①AluI 基因型分布:AA(3 例)､ Aa(31 例)､ aa(66 例);RasI 基因型:RR(16 例)､ Rr(51 例)､ rr(33
例);②血清 NT-proCNP 水平(pmol/L)在 AluI 基因型 AA､ Aa､ aa 分别为 64.97±28.03､
55.98±16.89､ 45.63±13.68,在 RasI 基因型 RR､ Rr､ rr 分别为 56.89±25.02､ 47.89±14.63､
56.78±17.03,P 均>0.05;③血清 OC 水平(ng/ml)在 AluI 基因型 AA､ Aa､ aa 分别为 4.69±2.50､
3.83±1.97､ 4.49±2.23,在 RasI 基因型 RR､ Rr､ rr 分别为 3.85±1.73､ 5.01±1.78､ 3.91±2.01,P
均>0.05;④血清 BAP 水平(U/L)在 AluI 基因型 AA､ Aa､ aa 分别为 141.02±54.09､ 114.89±40.23
､ 119.05±44.63,在 RasI 基因型 RR､ Rr､ rr 分别为 101.89±11.03､ 119.32±48.93､
112.03±40.52,P 均>0.05。 
结论 ICPP 女童血清 NT-proCNP､ 骨钙素和骨型碱性磷酸酶水平与 ERβ 基因 AluI､ RasI 多态性均

无关系。 
 
 
PU-2424 

ICCP 女童雌激素受体 β 基因 AluI､ RasI 多态性 
与体格指标及性腺轴的关系 

 
李明珠,董国庆,刘佩佩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ICPP)女童雌激素受体 β(ERβ)基因 AluI､ RasI 多态性与体格指标及

性腺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ICPP 女童 100 例,采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聚合酶链反应(PCR-RFLP)方法检测其

ERα 基因 AluI､ RasI,观察其基因型分布与体重､ 身高､ 体块指数(BMI)､ PLH､ PFSH､ E2的关

系。 
结果 ①体重(kg)在 AluI 基因型 AA(3 例)､ Aa(31 例)､ aa(66 例)分别为 25.59±5.59､ 26.13±6.13､
24.91±6.60,在 RasI 基因型 RR(16 例)､ Rr(51 例)､ rr(33 例)为 25.89±6.63､ 26.59±7.02､
27.73±5.35,P 均>0.05;②身高(m)在 AluI 基因型 AA､ Aa､ aa 分别为 1.20±0.78､ 1.21±0.11､
1.18±0.09,在 RasI 基因型 RR､ Rr､ rr 为 1.19±0.99､ 1.19±0.17､ 1.23±0.13,P
均>0.05;③BMI(kg/m2)在 AluI 基因型 AA､ Aa､ aa 分别为 17.21±2.86､ 17.42±2.31､ 17.88±2.00,
在 RasI 基因型 RR､ Rr､ rr 为 16.83±1.76､ 17.73±2.22､ 17.50±2.32,P 均>0.05;④血 PLH､
PFSH､ E2水平(U/L)在 AluI 基因型 AA､ Aa､ aa 之间及 RasI 基因型 RR､ Rr､ rr 之间的差异均无

显著性意义,P 均>0.05。 
结论 ICPP 女童 ERβ 基因 AluI､ RasI 多态性对体重､ 身高､ 体块指数及 PLH､ PFSH､ E2均无影

响。 
 
 
PU-2425 

GnRHa 治疗对 ICPP 女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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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roCNP､ OC､ BAP 和 IGF-1 的影响 
 

李坚旭,董国庆,李明珠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ICPP)女童接受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GnRHa)治疗前后血清

C 型利钠肽氨基末端(NT-proCNP)､ 骨钙素(OC)､ 骨型碱性磷酸酶(BAP)和 IGF-1 的变化及其临床

意义。 
方法 选取在我院接受 GnRHa 治疗的 ICPP 女童 30 例,于治疗前､ 治疗后 6 个月分别采血,采用

ELISA 法测定其血清 NT-proCNP､ OC､ BAP 和 IGF-1 含量,并进行比较。 
结果  ICPP 女童接受 GnRHa 治疗前血清 NT-proCNP(pmol/L)､ OC(ng/ml)､ BAP(U/L)和 IGF-
1(ng/ml)含量分别为 56.992±17.988､ 4.323±2.387､ 199.18±47.072 和 148.350±31.167;治疗后 6
个月分别为 14.234±46.624､ 4.250 ±0.899､ 133.14±46.624 和 84.604±16.231。治疗前后比较, t/z
值分别=15.260､ 5.877､ 6.851 和 11.073,p 值分别=0.000､ 0.04､ 0.000 和 0.000。 
结论 GnRHa 通过抑制性腺轴而控制骨成熟,使骨形成标志物水平明显降低,血清 NT-proCNP､ BAP
､ OC 和 IGF-1 水平或可作为 ICPP 治疗效果的观察指标。 
 
 
PU-2426 

INSR 基因突变所致 A 型胰岛素抵抗综合征 
的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研究 

 
孙曼青,王伟,陆文丽,董治亚,倪继红,王德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01 

 
 
目的 对 1 例 A 型胰岛素抵抗综合征(Type A Insulin Resistance syndrome ,TAIRS)的青少年女性患

者进行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研究,探讨其发病机制,提高临床医生对此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患者及父母的病史资料,分析其临床特征并进行血液生化及相关影像学检查;采集患者及父

母 DNA 样本,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先证者的全部外显子进行捕获测序,针对阳性发现利用 Sanger
测序进一步验证;构建野生型和突变型 INSR 表达载体,体外转染 CHO-K1 细胞,Western blot 检测空

载､ 野生型和突变型 INSR 表达载体的胰岛素受体前体(Proreceptor)蛋白和成熟的受体蛋白

(Insulin-receptor β-sunbunit)表达。100nM 胰岛素刺激后,检测三组胰岛素受体自身酪氨酸激酶磷酸

化的表达。利用细胞免疫荧光技术检测空载､ 野生型和突变型 INSR 表达载体在 CHO-K1 细胞膜上

的表达。 
结果 该患者身高 160.3cm(+0.11SD),体质指数 17.3kg/m2(-0.87SD),肤黑,腋下黑棘皮明显,并伴多毛

､ 多囊卵巢等临床特征,ACTH 激发试验排除 CAH 可能,胰岛素释放试验提示其存在严重的胰岛素抵

抗,结合其临床和生化检查,临床高度怀疑 TAIRS。基因筛查结果发现先证者的 INSR 基因第 22 号外

显子存在 c.3814T>C(Cys1272Arg)的改变,但父母在同一位点并未发现突变,提示该突变为一新发突

变。PROVEAN 和 Polyphen-2 蛋白功能预测软件均提示影响蛋白功能的可能性大。体外功能实验

证实突变型 INSR 表达载体的胰岛素受体前体(Proreceptor)蛋白和成熟的受体蛋白(Insulin-receptor 
β-sunbunit)表达均较野生型明显减少,突变型 INSR 表达载体的胰岛素受体自身酪氨酸激酶磷酸化表

达缺失。免疫荧光亦提示突变型 INSR 表达载体在细胞膜上的胰岛素受体的表达较野生型显著降

低。 
结论 先证者 INSR 基因第 22 号外显子的杂合错义突变(c.3814T>C)是 TAIRS 的一新发突变类型,为
国内外首次报道。该突变降低了胰岛素受体前体蛋白和成熟胰岛素受体蛋白的表达,并造成胰岛素

受体自身酪氨酸激酶磷酸化的表达缺失,严重影响了胰岛素受体的正常功能。TAIRS 患者在临床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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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误诊为非经典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增生症。对有严重胰岛素抵抗､ 高雄激素血症及黑棘皮症

的青少年女性患者,应高度警惕 TAIRS 可能。基因筛查可帮助提高 TAIRS 的早期诊断。 
 
 
PU-2427 

川崎病患儿抵抗素基因-420 位点基因多态性分析 
 

黄秒,董国庆,李明珠,苏月月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脂肪细胞因子抵抗素基因-420C/G 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KD)发病及并发冠状动脉损伤

(CAL)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择在我院诊治的 81 例川崎病急性期患儿(其中 11 例并发冠脉损伤) 和 100 例正常对照组儿

童,采血用酚氯仿法提取 DNA,PCR 扩增后采用双脱氧链终止法行抵抗素基因-420C/G 位点测序。

观察川崎病患儿抵抗素基因-420C/G 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①KD 患儿的抵抗素基因-420 基因型 CC､ CG､ GG 频率分别为 18.5%(15/81)､ 44.4%(36/81)
､ 37.1%(30/81),正常儿童分别为 13%(13/100)､ 51%(51/100)､ 36%(36/100),两组之间基因型分布

及 C､ G 等位基因频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 χ2=1.294､ 0.188,分别 P=0.524､ 0.665);②70
例无 CAL 的川崎病患儿抵抗素基因-420 基因型 CC､ CG､ GG 频率分别为 18.6%(13/70)､
42.8%(30/70)､ 38.6%(27/70),11 例并发 CAL 者分别为 18.2%(2/11)､ 54.5%(6/11)､ 27.3%(3/11),
两者之间基因型分布及 C､ G 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分别 χ2=0.621､ 0.234,分别

P=0.838､ 0.628)。 
结论 抵抗素基因-420C/G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发病及 CAL 的发生可能无关。 
 
 
PU-2428 

川崎病患儿瘦素基因-2548 位点基因多态性分析 
 

黄秒,董国庆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观察瘦素基因-2548A/G 位点多态性与川崎病(KD)发病及并发冠状动脉损伤(CAL)之间的关

系。 
方法 选择在我院诊治的 81 例川崎病急性期患儿(其中 11 例并发冠脉损伤) 和 100 例正常对照组儿

童,采血用酚氯仿法提取 DNA,PCR 扩增后采用双脱氧链终止法行瘦素基因-2548A/G 位点测序。观

察川崎病患儿瘦素基因-2548A/G 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①KD 患儿中瘦素基因-2548A/G 基因型 AA､ AG､ GG 频率分别为 51.8%(42/81)､
40.7%(33/81)､ 7.4%(6/81),正常儿童分别为 60%(60/100)､ 36%(36/100)､ 4%(4/100),两组之间基

因型分布及 A､ G 等位基因频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2.948､ 1.732,P=0.114､ 0.421);②川崎

病组中无 CAL 者的瘦素基因-2548A/G 基因型 AA､ AG､ GG 频率分别为 52.9%(37/70)､
41.4%(29/70)､ 5.7%(4/70);并发 CAL 者 AA､ AG､ GG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45.4%(5/11)､
36.4%(4/11)､ 18.2%(2/11),两者基因型分布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分别

χ2=2.155､ 0.935,分别 P=0.340､ 0.333)。 
结论 本研究未发现瘦素基因-2548A/G 位点多态性与川崎病发病及 CAL 的发生存在明显关联性。 
 
 
PU-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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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尿促性腺激素社区调查 
 

杭 飚 1,杭 胤 1,马亚萍
2,夏冰洋

2,黄 敏 1,李楠楠
2,岳春晓

1,张小英
1,贡大伟

1,周寒阳
1,徐庄剑

2 
1.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学龄前儿童 (3 ~ 7 岁) 尿黄体生成素 (ULH) 和尿卵泡刺激素 (UFSH) 参考范围,观察其性

别､ 年龄特点。 
方法 于 2015 年 5 ~ 7 月, 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社区 3~7 岁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 依据

2006 年国际卫生组织 (WHO) 生长发育标准, 分别计算儿童年龄别身高 Z 评分(HAZ)､  年龄别体质

量 Z 评分(WAZ) 和年龄别体质指数(BMI)Z 评分(BAZ), 3 种指标均在-2SD~2SD 为符合入组的体格

发育标准。睡前排空膀胱, 留取过夜晨尿,记录留尿时段,应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 ULH 和 UFSH,同
时检测肌酐(Cr)。 
结果 共纳入 1105 例研究对象, 其中 3 岁 90 例､  4 岁 390 例､  5 岁 373 例､  6~7 岁 252 例。男

､  女童 ULH 检出率分别为 5.30%(31/585) 和 11.54%(60/520),UFSH 检出率分别为

99.83%(584/585)和 99.04%(515/520)。男童和女童 ULH､  UFSH 浓度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 -3.755,P <0.001;Z=-19.644,P <0.001)。不同年龄女童 UFSH 浓度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其中 5 岁､  6~7 岁 UFSH 浓度均分别低于 3 岁､ 4 岁 (P <0.05)。1105 例学龄前儿童

中,-2SD <HAZ≤0 即长期营养状况差者 409 例, 0<HAZ<2SD 即长期营养状况好者 696 例。长期营

养状况差和长期营养状况好者 ULH､  UFSH 浓度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1.018, 
P=0.309;Z=-1.114,P=0.265)。1105 例学龄前儿童中, -2SD <WAZ≤0 即短期营养状况差者 484 例, 
0<WAZ<2SD 即短期营养状况好者 621 例。短期营养状况差和短期营养状况好者 ULH 浓度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Z=-0.472,P=0.637)。短期营养状况差和短期营养状况好者 UFSH 浓度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Z=-1.991, P=0.046)。 
结论 学龄前儿童 ULH 检出率低, ULH 和 UFSH 参考范围具有性别､  年龄特点; 学龄前女童 UFSH
随年龄升高有下降趋势, 6 岁时趋缓;短期营养状况差的儿童 UFSH 可升高;而长期营养状况不影响

UFSH。 
 
 
PU-2430 

3 例矮小症合并 I 型神经纤维瘤临床特征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杨利,杨玉,熊婷,余丽蓉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儿童矮小症合并 I 型神经纤维瘤的临床特征及基因改变特点。 
方法 分析我院收治的 3 例矮小症合并 I 型神经纤维瘤患儿的临床特征､ 实验室检查,对患儿的家系

进行调查,分析患儿的基因检测。 
结果 3 例患儿:女 2 例､ 男 1 例,分别为 2 岁 6 月女童､ 11 岁 6 月女童､ 13 岁 4 月男童,3 例均因生

长发育迟缓入院检查,入院查体时发现 3 例患儿躯干部､ 腋下､ 腹股沟及腿部均有 6 个以上牛奶咖

啡斑, 大直径均大于 5mm,3 例患儿母亲皮肤及腋下也均有牛奶咖啡斑。3 例患儿入院后完善精氨

酸及可乐定 2 项生长激素激发试验:1 例生长激素峰值 6.1ng/ml,诊断为生长激素部分缺乏;2 例生长

激素峰值大于 10ng/ml,诊断为特发性矮小。骨龄检测:2 例正常,1 例延迟。胰岛素生长因子-1 测定:2
例正常,1 例降低。3 例肿瘤标志物均阴性,甲状腺功能均正常,垂体核磁共振及腹部彩超结果均正

常。基因检测结果:11 岁 6 月女童采取外显子芯片捕获+高通量测序提示:chr17-296657 处存在一处

杂合终止突变:c.6855C>A(胞嘧啶>腺嘌呤)导致氨基酸改变 p.Tyr2285,其父亲及弟弟相同位点未发

现变异;13 岁 4 月男童使用 CytoScanHD/CytoScan750K 进行全基因组范围扫描提示:chr17q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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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1.4mb 片段缺失;2 岁 6 月女童使用二代测序+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提示:c.1062+3A>G(编码

区第 1062 号核苷酸后内含子中第 3 位核苷酸由 A 变为 G)的杂合核苷酸变异,为剪切变异,其母亲该

位点为杂合突变,父亲及哥哥无明显变异,该杂合变异可能导致蛋白质功能受到影响引起发病,结合患

儿临床表现及其母类似症状从而诊断。 
结论  儿童神经纤维瘤病大部分为 I 型,常表现为皮肤牛奶咖啡斑､ 腋窝雀斑等表现,有潜在恶变倾向,
是使用生长激素的禁忌症。矮小症患儿有合并 I 型神经纤维瘤病的可能,因此对矮小的患儿查体需仔

细,注意患儿皮肤的检查,避免漏诊而使用生长激素,导致肿瘤的发生､ 发展甚至恶变的可能。I 型神

经纤维瘤可通过基因检测方法帮助诊断。 
 
 
PU-2431 

Williams 综合征病 2 例报道 
 

陆飞宇,李小平,范瑞,张一宁,杜红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Williams 综合征(WS)是一种罕见神经系统发育异常性疾病。本文通过报道 2 例 WS 综合征病

例,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总结我院收治 2 例 WS 综合征患儿临床资料。病例 1:5 个月男婴,因新筛查促甲状腺状激素

(TSH)增高 4 个月,发现心脏杂音 2 个月就诊 G1P1,足月剖宫产分娩,出生体重 3.1kg,出生身长不详,
出生无窒息,智力发育正常。查体:高腭弓,人中不长,无鼻孔朝前,耳位不低,外耳轮廓正常,无突出,无
乳牙萌出,胸骨左缘第 II 肋间可闻及收缩期杂音。辅助检查:心脏超声检查:为肺动脉分支狭窄, 窄处

6.7mm。血钙 2.62mmol/L,血糖:5.28mmol/L;肝功正常,TSH:15.89,FT3､ FT4 正常,膝部骨龄正常,
诊断高 TSH 血症,补充左旋甲状腺素片 25ug/d。病例 2:2.5 岁女童,因智力低下就诊。既往史:43 周

自然分娩,出生体重 2.3kg,1 岁因抽出诊断癫痫,口服开普蓝治疗,控制尚可。2 岁可独走,至今不能说

单字。查体:身高 83cm,体重 10kg,双眼内凹,眼距宽,人中长,耳位低,胸骨左缘第 II 肋间闻及收缩期杂

音。辅助检查:心脏彩超:主动脉根部､ 升主动脉､ 主动脉弓､ 降主动脉官腔狭窄。血钙正常。 
结果 2 例患儿均疑似 WS 综合征。采集 2 例患儿外周血进行目的基因大片段检测。病例 1 发现

7q11.23 区域 ELN 基因拷贝数连续性的缺失。病例 2 发现 7q11.21 区域 ZNF736､ ZNF680 基因缺

失。符合 WS 综合征诊断。 
结论 WS 综合征为罕见的多系统发育异常的基因缺失导致的疾病,发病率为 1/20000,是由于 7 号染

色体(7q11.23)部位的大约 28 个基因的微缺失造成的。WS 患儿存在多个系统的发育异常,临床特点

包括心血管疾病(任何动脉都可能狭窄)主动脉狭窄 为常见;特殊面部特征:张嘴凸唇,长人中,小下颌;
智力发育迟缓:认知特点:语言能力和听觉机械记忆能力强,视觉空间的构建能力弱。内分泌异常:高血

钙､ 高尿钙,性早熟,甲状腺功能异常,生长迟缓等。早期诊断后给予相应系统的对症治疗是改善预后

的关键措施。早期发现对于对症治疗,改善认知功能,改善预后等至关重要。 
 
 
 
 
 
 
PU-2432 

中药毛蕊异黄酮减轻链脲佐菌素对大鼠的 β 细胞凋亡作用机制 
 

李小平,范瑞,陆飞宇,张一宁,杜红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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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毛蕊异黄酮对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氧化应激和 β 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 
方法 大鼠胰岛细胞系 RIN-m5F 细胞分为对照组､ STZ 组､ Group I､ Group II 和 Group III 组,对照

组不作任何处理,STZ 组､ Group I､ Group II 和 Group III 组加入 STZ 至终浓度 10 mM,后 3 组在

STZ 加入 6 h 后再分别加入毛蕊异黄酮至终浓度为 10､ 50 和 100 μM。24h 后通过 CCK-8､ LDH
和 Caspase 3､ Tunel 法检测细胞活性和凋亡,通过线粒体膜电位､ DCFH-DA 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

活性和丙二醛检测评价细胞内氧化应激水平。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不同浓度(10､ 50 和 100 μM)
毛蕊异黄酮对 RIN-m5F 细胞中 NF-E2 相关因子 2 表达的影响,通过免疫荧光检测毛蕊异黄酮对 NF-
E2 相关因子 2 转核的影响。 
结果 STZ 可诱导 RIN-m5F 细胞内活性氧类的蓄积和细胞凋亡,而毛蕊异黄酮可减轻 STZ 诱导的氧

化应激和细胞凋亡,并呈剂量依赖性。毛蕊异黄酮对 RIN-m5F 细胞中 NF-E2 相关因子 2 表达无影响,
但可促进 NF-E2 相关因子 2 向核内转移。 
结论 STZ 是一种 DNA 烷基化试剂,能通过 GLUT2 葡萄糖转运蛋白进入细胞,对一些动物胰岛 β 细

胞有选择性破坏作用,能诱发许多动物产生糖尿病。在本研究中,利用 STZ 诱导的大鼠 RIN-m5F 细

胞作为氧化应激模型。通过 DCFH-DA 检测发现,经 STZ 刺激之后 RIN-M5F 细胞内绿色荧光 DCF
表达增强,表明 STZ 可诱导神经细胞中活性氧类(ROS)的大量生成。而毛蕊异黄酮可减轻 RIN-M5F
细胞中 ROS 含量。线粒体膜电位(ΔΨm)是反应氧化应激的一个生物学指标,ROS 可导致其 ΔΨm 的

降低。毛蕊异黄酮同样会相应下调 STZ 引起的 ΔΨm 损害效应。此结果表明毛蕊异黄酮具有减轻

STZ 所致 β 细胞内氧化应激的作用。本研究发现无论是低剂量还是高剂量的毛蕊异黄酮均对 Nrf2
表达无明显影响,但经过毛蕊异黄酮刺激后,细胞核内 Nrf2 表达明显增加,并随毛蕊异黄酮剂量的增加

更为明显,表明毛蕊异黄酮可促进 Nrf2 向核内转移。综上,本研究结果表明,毛蕊异黄酮可通过激活

PKC/Nrf2 信号通路调控 STZ 所致的 β 细胞氧化应激和细胞损伤。本研究不仅对毛蕊异黄酮抗氧化

应激的机制做出新的阐述,还为毛蕊异黄酮治疗糖尿病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PU-2433 

LHCGR 基因杂合突变(T577I)导致家族性男性性早熟 
 

李小平,陆飞宇,范瑞,张一宁,杜红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报道 1 例家族性男性性早熟家系的黄体生成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受体(LHCGR)基因的突变状

态,增加对 LHCGR 激活突变导致的男性性早熟发病机制､ 临床诊疗的认识。 
方法 临床资料:男性,3 岁 5 个月,发现阴茎增粗 2.4 年,阴毛出现 5 个月。生后 1 年家长发现其阴茎呈

进行性增大, 5 个月前出现阴毛,身高增长加速,出现声音变粗。家族中无类似病史。查体:身高

118cm(+3SD),无皮肤色素沉着和牛奶咖啡斑,颜面部可见痤疮,阴毛 P3 期,阴茎长 9cm､ 周径 8.5cm,
双侧睾丸 10ml/10ml。甲胎蛋白阴性;双侧睾丸彩超示增大无肿物,肾上腺彩超正常;骨龄 10 岁;四肢

X 线检查未见骨纤维囊性变;垂体 MRI 正常;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发试验阴性;甲功､ 17-羟孕酮､

HCG､ ACTH 和皮质醇均正常;睾酮:3.20nmol/L; 双氢睾酮:77.72pg/ml。 
结果 LHCGR 基因检测发现 c.1730C>T(编码区第 1730 号核苷酸由 C 变为 T)的杂合核苷酸变异。

临床诊断:家族性高睾酮血症。给予口服螺内酯 60mg/日治疗。用药半年血睾酮水平下降,生长速率

下降至 7cm/年,骨龄增加 0.5 岁,未见药物不良反应。 
结论 家族性男性性早熟又称睾丸毒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 非促性腺激素依赖性的男性性

早熟;由 LH 受体激活突变所致,导致睾丸间质细胞合成和产生大量睾酮,致男性性早熟。是由于 LH
受体基因,即 LHCGR 激活突变所致,LHCGR 是一种 G 蛋白偶联型受体,位于 2p21,长度 54kb,含有

11 个外显子,其中第 11 号外显子则编码受体的胞内区和跨膜区,其激活主要表现为家族性男性性早

熟,是男性外周性性早中(除睾丸肿瘤)唯一睾丸增大的性早熟,该患儿 5 岁前出现男性第二性征,阴茎

及睾丸均有增大,存在高睾酮血症,骨龄明显超前;LH 水平低且不被 GnRH 所兴奋,诊断为外周性性早

熟,ACTH 及 17-OHP 正常排除 CAH;HCG 水平及肿瘤标记物正常排除 HCG/LH 分泌瘤;基因检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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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睾丸毒症。该患儿存在(p.Thr577Ile)激活点突变,国外已经报道了 5 例,国内尚无此报道。通常

本病发病年龄通常在 2-4 岁,而本病例为 1 岁发病,推断可能与该基因突变有关,Teles 等 2006 年报道

了一例 10 个月发病的男孩,其基因突变亦为杂合突变 Thr577Ile。综上,家族性男性性早熟是外周性

性早熟的一种罕见病因,基因检测在明确诊断此病中起着不容替代的作用。 
 
 
PU-2434 

1 型糖尿病合并糖原性肝病 2 例临床特点 
 

李小平,陆飞宇,范瑞,张一宁,王丽杰,杜红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报道 2 例合并有糖原性肝病(GH)的 1 型糖尿病,提高对 GH 的认识。 
方法 临床资料:病例 1:女,8 岁,因腹胀 2 天就诊。既往诊断 1 型糖尿病 1 年,应用胰岛素强化治疗 2
个月(约 1.0U/kg),预混(约 1.3U/kg)2 次方案 10 个月,血糖控制差,无 DKA 发病。查体:肝肋下 10cm
､ 剑突下 12.5cm､ 脾不大;HbA1c:10.4%;AST 176.5U/L,ALT 502.8U/L,TB 13.7umol/L; TG 
4.18mmol/L;甲功及铜蓝蛋白正常;各种病毒感染血清学检查均阴性。腹部超声未见脂肪肝。肝穿病

理示:糖原性肝病。病例 2:男,10 岁。因肝肿大､ 转氨酶明显升高就诊。患有 1 型糖尿病 2 年半病史,
胰岛素强化治疗(约 1.0U/kg)1 年半,血糖控制差,治疗期间曾有 2 次 DKA 发生。查体:肝肋下 3.5cm
､ 剑突下 5.5cm。查糖化血红蛋 12.9%;AST 862.8U/L,ALT 397.7U/L, TB 
15.6umol/L;TG3.58mmol/L;甲功及铜蓝蛋白正常;病毒感染血清学检测均阴性。腹部超声未见脂肪

肝。肝穿病理示:糖原性肝病。 
结果 2 例均为血糖控制差的 1 型糖尿病患者,临床症状不特异,肝肿大,血清转氨酶升高,肝活组织病理

诊断 GH。给予胰岛素强化治疗,血糖控制平稳后转氨酶及肝脏大小短期内逐步恢复。 
结论 对于糖原性肝病,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目前国内外有近 20 例病例报道,几乎所有的病例均为

非肥胖的年轻人､ 年龄在 13 岁-29 岁之间､ 多有数年的 1 型糖尿病病史。文献多考虑与血糖和胰

岛素水平大幅度波动有关。GH 发生率远远低于 DM 患病率,有认为可能同时存在与糖代谢有关的基

因缺陷。本文病例均表现为血糖控制差的 1 型糖尿病､ 中-重度的肝肿大､ 显著的转氨酶升高､ 彩

超未见脂肪肝,肝病理提示肝细胞内糖原沉积,与文献报道相符,2 例患儿糖尿病病史较短､ 发病年龄

较早,目前尚无此报道,是否存在与糖代谢有关的基因缺陷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有报道当 HbA1c 每下

降 0.6%可缓解腹部不适和可使转氨酶下降,控制平稳血糖,转氨酶多在 2-14 周恢复正常。严格的血

糖控制是治疗此病的关键。目前尚无 GH 发展为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报道。日本学者 2016 年报道

4 例病例中有 3 例病情好转后因血糖控制差复发此病,但对于反复复发的 GH 是否能发展成肝纤维化,
尚需积累更多的临床资料。临床医生应认识到血糖控制差的糖尿病患者有可能并发糖原性肝病。 
 
 
 
 
 
 
 
 
PU-2435 

Citrin 蛋白缺乏症一例临床分析 
 

黄俊琳 
广西梧州民族医医院 54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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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基层医务人员如何临床拟诊 Citrin 蛋白缺乏症。目的 探讨基层医务人员如何临床拟诊

Citrin 蛋白缺乏症。 
方法 通过确诊的一例 Citrin 蛋白缺乏症患儿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患儿,男,6 月,体重 5kg,足月顺产

第一胎,父母非近亲结婚(父亲湖南人,母亲广西人),2017 年 2 月 21 日因生后皮肤黄染一直不退来诊,
患儿生后黄疸曾经蓝光等常规方法治疗,现大小便色黄,精神､ 食欲较好,发育较落后,体检皮肤无出血

点,B 超肝脾无肿大,肝纹理粗､ 无胆道畸型。肝功检查:总胆红素 316.1umol/L,直接胆红素

190.8umol/L､ 间接胆红素 125.3umol/L ,均明显升高,丙氨酸转氨酶 119u/L(7-40u/L),天冬氨酸转氨

酶 289u/L(8-40u/L)临床拟诊 Citrin 蛋白缺乏症。 
结果 经金域医学检验所黄疸相关基因测序检测,报告,检测到受检者携带 SLC25A13 基因一个纯合子

致病突变,父母均为杂合子。 
结论 凡出生后皮肤长期黄染患儿,排除常见的黄疸疾病,如新生儿溶血病､ 红细胞葡萄糖 6 磷酸脱氢

酶缺乏症､ 胆道畸型､ 病毒性肝炎等疾病,应考虑 Citrin 蛋白缺乏症。尤以胆红素持续升高,转氨酶

升高､ 天冬氨酸转氨酸较丙氨酸转氨酶明显升高者应及早做 Citrin 蛋白缺乏症等基因检测,以明确诊

断,以免延误治疗。 
 
 
PU-2436 

3C 疗法在 1 型糖尿病住院患儿中的应用 
 

连群
1,李伶俐

1,许珊珊
1,马伊晗

2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学院 
 

 
目的 研究 3C 疗法在住院 1 型糖尿病患儿中的应用,探讨其利弊。 
方法 2008.12-2017.4 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内分泌病房住院的糖尿病患者 200 人次,回顾性

临床资料分析,男 92 例,女 108 例,年龄 23 天~14 岁,新生儿糖尿病 3 例,2 型糖尿病 3 例,以酮症酸中

毒起病 96 例(48%),初发 169 例,再次住院 31 例,其中 2008.12-2012.12 前 5 年设为 A 组 42 例,采用

MDI(每日多次注射);2013.1-2017.4 后 5 年设为 B 组 158 例,其中 85 例给予 3C 疗法(CGMS､ CSII
和 carelink),即实时动态血糖监测､ 胰岛素泵输注与糖尿病综合管理软件。我院自 2013 年 1 月开始

采用 3C 疗法管理住院糖尿病患儿,胰岛素初始剂量 0.5-1U/Kg.d,50%作为基础率,设为 6 个时

段;50%作为餐前大剂量。夜间血糖波动幅度不超过 1.7mmol/L,如上升或下降幅度过大,相应增减基

础率 10~20%;日间血糖波动幅度控制在 1.7~3.3mmol/L 之间,餐后至下一餐前下降幅度不够或过大,
相应增减基础率 10~20%;同一餐前后相比,餐后血糖上升幅度不够或过大,则相应增减餐前大剂量

10% - 20%[1,2,3]。 
结果 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组年龄 8.524±4.145 岁,B
组年龄 8.854±3.488 岁,两者比较 t=-0.524,P=0.601;A 组糖化血红蛋白 13.036±2.556,B 组糖化血红

蛋白 11.991±3.143,两者比较 t=1.842,P=0.067;酮症酸中毒的发生率 A 组 50%,B 组 44.9%,χ2检验

Pearson Chi-square=0.342,P=0.558,以上三组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 组平均住院天数

11.71±6.88 天,B 组平均住院天数 9.1±4.59 天,两者比较 t=2.327,P=0.02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3C 疗法用于儿童糖尿病不受年龄限制且安全有效[4],我院 小带泵年龄 9 个月,实时动态血糖监

测 小年龄 27 天。住院患者于酮症酸中毒纠正后即可给予 3C 疗法[5],设置并调整基础率和大剂量,
观察实时动态血糖变化,了解患儿全天不同时段的胰岛素需求,为出院方案做准备,通过 3~6 天带泵感

受,再由家长决定出院带泵或每日多次注射。与 MDI 相比,住院期间应用胰岛素泵更加符合患儿的生

理需求,能更有效和灵活地控制血糖[6],减少血糖波动,缩短住院时间;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能更直观

地为患者做健康教育;同时注射次数的减少,减轻患儿的扎针恐惧和痛苦,增加了患儿及家长的满意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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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37 

一例重度营养不良的病因探寻 
 

朱建芳,梁黎,王春林,赵方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6 

 
 
目的 明确 1 例重度营养不良患儿基因异常的性质及来源,分析其基因变异与表型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03 月 1 例 4 月 22 天反复呕吐腹泻､ 重度营养不良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血

常规､ 生化､ 血气分析､ 电解质､ 肾上腺功能､ 肾素-血管紧张素素-醛固酮等检测,行 ACTH 刺激试

验､ 肝胆脾胰 B 超等相关检查并追溯既往诊治资料。 
结果 1､ 临床表现:患儿,女性,4 个月 22 天,出生不久起病,反复腹泻､ 呕吐,喂养困难,体重不增,烦躁

不安。查体:体重 3.9kg,身长 59cm(<-2SD),头围 39cm,皮下脂肪近乎消失,眼窝凹陷,皮肤干燥,烦躁

哭闹。2､ 辅助检查:既往 4 次住院:脱水､ 低钠､ 低氯､ 高钾;17α-OHP､ 皮质醇､ 肾素､ 醛固酮正

常范围;ACTH 刺激试验提示肾上腺皮质反应良好;遗传代谢谱检测无异常;影像学无明显异常发现;血
常规及生化提示贫血､ 肝功能损害;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患儿醛固酮合成酶 CYP11B2 复合杂合突变

(1342C>T､ 1200+1G>A),患儿母亲基因型为(1342C>T､ 1200+1G),父亲为(1342C､
1200+1G>A)。 
结论 患儿基因型为 8q24.3(1342C>T､ 1200+1G>A),可能为其重度营养不良的发病原因,2 个基因变

异分别来源于父母亲。文献报道,醛固酮合成酶缺乏症为罕见病,临床表型具有个体差异,成年期预后

良好。 
 
 
PU-2438 

2010-2016 年陕西省新生儿疾病筛查结果及治疗随访分析 
 

刘鸿丽,李凤侠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710061 

 
 
目的 总结并分析 2010~2016 年陕西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高苯丙氨酸血症(hyperhenylalaninemia 
HPA)､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CH)的筛查及治疗､ 随访情况。 
方法 新生儿出生 72h 后采集足跟血,制成干血滤纸片,采用荧光法检测滤纸干血斑中苯丙氨酸(Phe)
､ 促甲状腺素(TSH)的水平,Phe>2.0mg/dl､ TSH>10μIU/ml 为阳性,阳性病人召回复查,采用串联质

谱法(MS/MS)检测血 Phe､ 酪氨酸(Tyr),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检测甲状腺功能五项(TSH､ T3､ T4
､ FT3､ FT4)而确诊。 
结果 2010-2016 年全省助产机构活产数共 2751268 例,接受筛查 2329335 例,筛查率 84.67%;确诊

轻度 HPA 131 例,发病率 1:17781;确诊苯丙酮尿症(Phenylketonuria PKU) 300 例,发病率 1:7764;确
诊四氢生物喋呤(tetrahydrobiopterin,BH4)缺乏症(BH4D)7 例,发病率 1:332762; 确诊 CH 966 例,发
病率 1:2411;确诊高 TSH 血症 5781 例,发病率 1:402。确诊后即建立病历档案,分别给予低苯丙氨酸

饮食､ BH4､ 神经递质治疗及口服左旋甲状腺素片(L-T4)替代治疗,并专人随访监测体格生长及智力

发育情况。通过 Gesell 发育量表监测在我院新筛中心坚持治疗随访>1 年的 PKU 61 例､  CH 79 例,
发现其体格发育及智力测试与正常同龄儿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积极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提高筛查率,尽早规范化开始治疗及长期随访监测,可使 PKU､ CH 患

儿避免体格和智力不可逆损害,对改善其预后和生存质量意义重大。 
 
 
PU-2439 

单纯分泌雄激素肾上腺皮质肿瘤男童 1 例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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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晖,官丽梅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分析 1 例单纯分泌雄激素肾上腺皮质肿瘤男童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全面收集 1 例 5 岁单纯分泌雄激素肾上腺皮质肿瘤男童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患者肾上腺皮质肿

瘤组织的病理活检结果,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1.患者因发现阴茎增长变粗､ 睾丸增大半年就诊。查体:身高 130cm(同年龄平均身高+4.76s),
血压 110/72mmHg,无向心性肥胖,颜面可见痤疮,,皮肤无色素沉着,外阴发育 PH2 期 ,双侧睾丸 8mL ,
阴茎 7.5cm×2.5cm;2､ 垂体兴奋试验显示黄体生成素峰值 4.96IU/ L ,卵泡刺激素峰值 1.30 IU/L ,睾
酮 2.32 ng/ml,骨龄 11 岁,符合外周性性早熟的临床表现;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3.13 pmol/L､  17 羟 孕 
酮 0.25ng/ml,雄 烯二 酮>8.6ng/ml;8AM 皮质醇水平正常,24 h 尿香草基苦杏仁酸正常,24 小时尿钾

排量正常,醛固酮､ 血浆肾素活性正常;鞍区 MRI､ 睾丸 B 超枪查未见占位病变,肾上腺 CT 结果提示:
右肾上腺区占位神经母细胞瘤可能;3､ 行右肾上腺肿物切除术,肿物大小 3.5cm*3cm*2.5cm,病理检

查示左侧肾上腺皮质腺瘤,免疫组化:抑制素 α(+); 术后复查睾酮 0.01ng/ml,雄 烯二 酮 0.06ng/ml; 术
后 3 个月垂体兴奋试验示:LH 峰值 12.5 mIU/L,同时 LH/FSH 比值 3.5,睾酮 2.11ng/ml,提示中枢性性

早熟。 
结论 1､ 儿童肾上腺皮质肿瘤是一种少见疾病,和成人单纯分泌雄激素的肾上腺皮质肿瘤极为罕见不

同,儿童肾上腺皮质肿瘤以单纯外周性性早熟表现(包括同性性早熟及矛盾性性早熟 ) 常见 ,与文献

报道一致。2､ 肾上腺分泌的雄激素主要是雄烯二酮,对男童外周性早熟应重视雄烯二酮检测,单独检

测睾酮易导致疾病的漏诊,雄烯二酮水平升高对外周性早熟病因有鉴别诊断意义。3､ 肾上腺影像学

B 超和 CT 诊断常与病理不符合,不应盲从于影像学的初步“ 定性”诊断,以免延误病情。4､ 对此类患

者临床上必须重视术后随访, 除监测肿瘤复发情况外,尚需密切关注性早熟是否发生转化,及早发现中

枢性性早熟并及时予以干预治疗。 
 
 
PU-2440 

一号染色体片段缺失患者 1 例临床及基因分析 
 

王依柔,李辛,程青,李群,丁宇,李娟,王剑,王秀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0 

 
 
目的 分析临床罕见的一号染色体片段缺失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基因特点。 
方法 回顾 1 例一号染色体片段缺失伴重度矮小以及生长发育落后患者的临床资料､ 辅助检查､ 串

联质谱染色体及基因芯片检测结果,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男,三岁,宫内发育迟滞,出生后 称性矮小以及特殊面容,伴多发畸形(短指,宽指,头小畸形

等),隐睾,小阴茎;染色体核型分析(550 带,G 带)见 46 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 XY,为男性核型,染色体结

构未见异常;基因芯片检测结果 1 号染色体 q24.3-q25.3 区域存在一段大小为 14.615kb 的杂合缺

失。 
结论 根据临床表型及基因检测,结合相关文献显示,1 号染色体 q24.3-q25.3 区域存在的这段大小为

14.615kb 的杂合缺失可能为该患儿矮小,多发畸形的致病因素。 
 
 
PU-2441 

A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SLC19A2 mutation in a 
Chinese boy with Thiamine-responsive megaloblastic 

an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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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Qing,Li Xin,Li Qun,Chang Guoying,Ding Yu,Li Juan,Yao Ruen,Wang Jian,Wang Xium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Thiamine-responsive megaloblastic anemia (TRMA),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inherited diseas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linical traid of megalobastic anemia, sensorineural 
deafness and diabetes mellitus. Some of these symptoms can be relieved by therapeutic dose of 
thiamine. To date, only 100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 world and 4 in China. 
Methods Here, we describe a chil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nemia and deafness. Besides, he 
also presented thrombocytopenia, leukopenia, horizontal nystagmus, thrombocytopenia, 
leukopenia,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 hepatomegaly, and short stature.  
Results DNA sequencing revealed a novel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SLC19A2: (1) 
gene duplication c.405dupA, p.Ala136Serfs*3 (heterozygous); (2) nucleotide deletion c.903delG 
p.Trp301Cysfs*13 (heterozygous). 
Conclusions The boy was diagnosed with typical TRMA. After thiamine therapy, the diabetes 
and anemia of him was improved.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SLC19A2 gene heterozygous mutation 
in Chinese patient, our finding expands the mutant spectrum of SLC19A2 gene and adds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type. 
 
 
PU-2442 

Novel Phosphoglucomutase 1 deficiency in a 
hypoglycemia child 

 
Ding Yu1,Li Niu1,Chang Guoying1,Li Juan1,Shen Yiping2,Wang Jian1,Huang Xiaodong1,Wang Xiumin1 

1.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China; 
2.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 

 
 
Objective Phosphoglucomutase 1 (PGM1)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glucose homeostasis and is 
essential for protein N-glycosylation. PGM1 catalyzes  the reversible conversion of glucose 1-
phosphate to glucose 6-phosphate and thus operates proximal to the entry of glucose into 
glycolysis. PGM1 deficiency was identified rarely and caused multi-organ dysfunction including 
attacks of ketotic hypoglycemia, dilated cardiomyopathy, cleft palate, growth retardation and 
hepatopathy. Unexplained hypoglycemia,short stature and hepatopathy were present in a 4-year 
Chinese Han patient and we performed the clinical molecular diagnosis by targeted gene 
sequencing.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of the patient was reviewed for clinical details and 
endocrine evaluation. Blood biochemical examination,hormonal 
assays,echocardiography, abdomen ultrasound and brain MRI scan were measured. 
Targeted gene sequencing (TGS, containing 2742 disease-causing genes) was 
performed for the patient’s peripheral blood genomic DNA, and the relevant 
mutations identified by TGS were verified by Sanger sequencing in the patient and 
their parents. 
Results Recurrent episodes ketotic hypoglycemia was present in the patient . Serum 
Insulin and C-peptide levels during hypoglycemia were low. The patient had elevated 
serum transaminases. Serum electrolyte, cortisol and ACTH levels during 
hypoglycemia and thyroid hormones levels were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Abdominal 
ultrasound demonstrated mild hepatic steatosis. Brain MRI scan demonstrated that 
the pituitary was slightly thinning. There were neither cleft palate nor dilated 
cardiomyopathy .TGS results revealed a novel homozygous mutations (c.119d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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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e40Thrfs*28) in exon 1 of phosphoglucomutase 1 (PGM1) gene in the patient, and 
his parents were heterozygous.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phenotype of PGM1 deficiency in Chinese Han group was 
the first report in China. Gene sequencing results showed a novel homozygous 
mutations (c.119delT, p.Ile40Thrfs*28) in exon 1 of PGM1 gene in the patient. 
 
 
PU-2443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 4 例临床分析 
 

曹宁丽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332000 

 
 
目的 探讨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特点及治疗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9 月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收治的 1 例及 2010 年以来国内文献报道的

3 例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4 例患儿均为男性;年龄:2 例为 1 岁,1 例 7 岁,1 例 13 岁;临床表现 4 例均有恶心呕吐､ 困倦,3
例有发热､ 腹泻､ 昏迷,1 例无腹泻､ 无发热,但发病之前吃大量斑鸠肉,之后腹痛严重;实验室检查:3
例血白细胞计数增高,3 例有肝功能损害,4 例均有低血糖,代谢性酸中毒;脑 MRI 均有异常改变,主要

为脑白质病变,血串联质谱检测 3-羟基异戊酰基肉碱和己二酰基肉碱同时升高,尿气相色谱-质谱检测

3-羟基-3-甲基戊二酸等升高;3 例入院后给予葡萄糖和左旋肉碱及对症治疗,患儿症状消失､ 生化指

标正常出院,1 例因入院时未考虑该病,而未给予葡萄糖等治疗,于当天出现昏迷､ 惊厥､ 死亡。 
结论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为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有机酸代谢病,多在婴幼儿时期发病,往
往在感染､ 饥饿､ 高脂高蛋白饮食后诱发,多数患儿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 脱水､ 肌张力低下､ 昏

迷等,疾病发作时血生化表现为低血糖､ 代谢性酸中毒､ 血氨增高等,头颅 MRI 多有脑白质损害,可进

行血串联质谱及尿气相色谱质谱或/和基因检测确诊,治疗上急性期给葡萄糖､ 纠酸､ 补液等对症,左
旋肉碱促进毒性有机酸代谢产物排出,维持期治疗以饮食控制为主,高碳水化合物､ 低蛋白低脂肪饮

食,减少空腹时间,避免低血糖。 
 
 
PU-2444 

宜春市矮小症儿童骨龄发育情况及病因分析 
 

胡冰,王贵莲 
宜春市人民医院 336000 

 
 
目的 分析宜春市矮小症儿童的骨龄发育情况及病因,为该类儿童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临床资料。 
方法 回顾性总结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于宜春市人民医院就诊的 300 例矮小症儿童,对其进行

全面的病史采集,测量身高､ 体重､ 检查第二性征的发育,并完善骨龄､ 生长激素激发试验､ 甲状腺

功能测定､ 垂体核磁共振成像(MRI)等相关检查。 
结果  引起矮小症的疾病分别是特发性矮小(ISS)(47%)､ 生长激素缺乏症(GHD)(29.3%)､ 小于胎龄

儿(SAG)(5.7%)､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3.0%)､ 体质性青春发育延迟(2.3%)､ Turner 综合征(1.7%)､
21-三体综合征(1.7%)､ 性早熟(1.3%)､ 地中海贫血(1%)､ 精神心理性身材矮小(0.7%)等。<6 岁的

矮小症儿童的病因主要为生长激素缺乏症(GHD)､ 小于胎龄儿(SAG)､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6 岁未

发育的矮小症儿童的病因主要为特发性矮小(ISS)､ 生长激素缺乏症(GHD)､ Turner 综合征。>6 岁

已发育的矮小症儿童的病因主要为特发性矮小(ISS)､ 性早熟､ 体质性青春发育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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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生长激素缺乏症(GHD)和特发性矮小(ISS)是矮小症儿童的常见病因,不同病因矮小症儿童骨龄

落后程度存在差异,矮小症儿童早发现､ 早诊断对治疗及预后非常重要。 
 
 
PU-2445 

珠三角地区新生儿黄疸的 SLC25A13 基因突变 
及血浆氨基酸水平分析 

 
陈晓丹,李端,蔡燕娜,刘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珠三角地区新生儿黄疸的 SLC25A13 基因突变率,探讨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与
血浆氨基酸生化指标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 2016 年 9 月~2017 年 3 月期间因新生儿黄疸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的 291 例患

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68 例行 SLC25A13 基因热点突变分析,确诊 15 例(5.6%);23 例行 SLC25A13 基因全外显子

测序分析,确诊 8 例(34.8%);新生儿黄疸中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发病率为 7.9%。共检测到 5 种致病突

变类型,其中突变Ⅰ(851del4) 为常见。临床血浆氨基酸检测显示瓜氨酸在肝内胆汁淤积症纯合子

､ 杂合子和野生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苏氨酸､ 精氨酸和蛋氨酸仅在野生型和纯

合子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SLC25A13 基因突变所致的 Citrin 蛋白缺陷是导致珠三角地区新生儿持续性黄疸的一个重要原

因,明确其临床诊断对治疗肝内胆汁淤积症所致的新生儿黄疸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疑似肝内胆

汁淤积症的患儿应重视其临床分析,患儿血浆中检出瓜氨酸升高较检出苏氨酸､ 精氨酸､ 蛋氨酸､

酪氨酸升高对于诊断肝内胆汁淤积症更具有特异性。 
 
 
PU-2446 

Xp21 临近基因缺失综合征家系报告 
 

陆妹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探讨 Xp21 临近基因缺失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和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Xp21 临近基因缺失综合征家系 1 个,对先证者进行病史询问､ 体格检查､ 完善电

解质､ ACTH､ 17-OHP､ 肝功能､ 心肌酶､ 血脂､ 免疫功能､ 尿气相色谱及基因芯片等检查。 
结果 先证者为 G4P4,男孩,生后 1 周出现皮肤颜色晦暗､ 反应差,出现电解质紊乱等肾上腺危险､

ACTH 及 17-OHP 低下､ 血甘油三酯及尿甘油升高､ 肌酶明显升高等表现,予盐皮质激素及糖皮质

激素替代治疗后逐渐稳定,但肌酸激酶及甘油三酯扔持续增高,于 4 月龄时行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检

测,结果提示 X 染色体 p21.3p21.1 发生 5.16Mbp 缺失。家系中女孩(姐姐)正常,2 名男孩生后肤色晦

暗､ 生长发育落后,肌肉无力,并于 1-2 岁左右不明原因死亡。 
结论 Xp21 临近基因缺失综合征为罕见病,临床容易被误诊,结合基因芯片检测可明确。 
 
 
PU-2447 

肥胖幼鼠脂肪组织单核/巨噬细胞及其趋化因子的表达及其作用 
 

王剑清,刘艳明,罗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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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肥胖幼鼠脂肪组织中单核巨噬细胞及其趋化因子的表达情况,以及与肥胖､ 胰岛素抵抗(IR)
的相关性。 
方法 将 20 只刚断乳 SD 雌鼠随机分为 2 组(n=10):对照组基础饲料喂养,肥胖组高脂饲料喂养共 6
周。监测幼鼠体重;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血清空腹胰岛素(FINS);葡萄糖干化学法检测空腹血糖

(FPG);HOMA 模型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清总胆固醇;酶联免疫吸附

法(ELISA)测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和巨噬细胞炎性蛋白 1α(MIP-1α)表达水平;免疫组化

法测(IHC)脂肪组织中 MCP-1､ MIP-1α 及巨噬细胞标志物 F4/80 蛋白表达量。 
结果 肥胖组幼鼠体重､ FPG､ FINS､ HOMA-IR 及血清总胆固醇均较对照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肥胖组的血清 MCP-1 和 MIP-1α 较对照组升高(P<0.05)。腹腔内脂肪组织 HE 染色示

对照组脂肪细胞结构较规整一致;肥胖组脂肪细胞排列较紊乱,大小不一,脂肪细胞过度膨大和许多新

生的小脂肪细胞并存。肥胖组脂肪组织中 MCP-1､ MIP-1α 及 F4/80 蛋白表达均比对照组增多

(P<0.05),MCP-1､ MIP-1α 及 NF-kB mRNA 表达均比对照组升高(P<0.05)。幼鼠脂肪中 MCP-1､
MIP-1α 蛋白表达水平及 F4/80 表达量均与体重､ FINS､ HOMA-IR､ 血清高胆固醇含量均呈正相

关;MCP-1､ MIP-1α 表达水平与胰岛素敏感指数(InSI)呈负相关;MCP-1 表达与 FPG 成正相关。 
结论 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幼鼠脂肪组织中单核/巨噬细胞浸润以及单核巨噬细胞趋化因子 MCP-1､
MIP-1α 表达增强,与糖脂代谢及胰岛素抵抗相关,提示脂肪组织中单核/巨噬细胞及其分泌的趋化因

子可能参与肥胖及其并发症的病理生理过程。 
 
 
PU-2448 

血清 SIRT4 水平与血脂及血清 IGF-1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吴限,杨玉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血清 SIRT4 水平与血脂及血清 IGF-1 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我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门诊及住院专科检查的 160 例肥胖病

人作为肥胖组,50 例同期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 SIRT4､ IGF-1 和生化指标表达水

平,并对血清 SIRT4 水平与血脂及血清 IGF-1 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肥胖组的体重､ BMI､ 腰围､ TG､ TC､ LDL-C､ FPG､ FINS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而 HDL-C､ IGF-1､ SIRT4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血清 SIRT4 水平与 BMI､ 腰围､ TG､
TC､ LDL-C､ FPG､ FINS 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与 HDL-C､ IGF-1 呈显著正相关(P<0.05)。 
结论 肥胖患者中血清 SIRT4 水平与血脂及血清 IGF-1 水平有着密切相关,存在线粒体氧化能力的负

调节作用。 
 
 
 
PU-2449 

染色体 15q11.2q13.1 缺失一例病例报道 
 

张书琳,崔岚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报道一例染色体 15q11.2q13.1 缺失的患儿其婴儿期的临床表现,为疾病早期诊断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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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详细询问病史､ 仔细查体､ 并完善染色体基因分析检测及 CNV 分析检测。病史如下,患儿,
女,6 月,因“发热伴咳嗽二日”收入院,生后发育迟缓,喂养困难,吸吮力量差,少哭少动,无震颤及抽搐。

行染色体检查未见异常,为第 2 胎,第 2 产,其姐姐年长 4 岁体健。父母非近亲结婚。查体,体重:4.5kg,
一般状态可,神情,皮肤白皙,咽充血,三凹征(+),吸气性喉鸣(+),扁平胸,胸骨略凹陷,双肺呼吸音粗,可闻

及湿罗音及痰鸣音,不能抬头､ 不能自主翻身､ 不能独坐,头围小(36cm),窄脸,杏仁眼,小嘴,前囟平软

､ 后囟未闭合,四肢肌张力低下,肌肉松弛,上肢短,比例不协调,膝腱反射正常。染色体基因分析检测:
该样本 SNRPN 和 UBE3A 基因整体杂合缺失,该变异为致病性变异,临床相对应疾病为 Prader-Willi
综合征和 Angelman 综合征。CNV 分析检测:染色体 15q11.2q13.1 区段检出 5.66Mb 缺失。 
结果 本例患儿因年龄小,临床表现不典型,仅有发育迟缓､ 肌张力低下､ 喂养困难､ 特征性面容､ 皮

肤白皙的临床表现特征。根据其染色体 15q11.2q13.1 大片段缺失,临床相对应疾病为 Prader-Willi
综合征(Prader-Willi-syndrome,PWS)和 Angelman 综合征(Angelman- syndrome,AS)。PWS 又称

肌张力低下-智能障碍-性腺发育滞后-肥胖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多为人类父源 15 号染色体

q11-q13 区域异常,少数为母源单亲二倍体。AS 又称快乐木偶综合征,为胚胎印迹性遗传疾病,缺陷

类别分为:母源性染色体 15qll-13 缺失､ 父源性单亲二倍体､ 印记缺损､ UBE3A 基因突变以及由于

母源性染色体平衡异位导致的 15 号染色体不平衡重排。因本例患儿父母未能完善染色体基因验证,
无法确定该片段缺失来自父源或母源,故诊断尚未能明确。 
结论  染色体 15q11-q13 缺失的发病率低,PWS 及 AS 婴儿期临床表现常不典型,发育迟滞､ 喂养困

难为常见就诊原因,对疑似患儿需进行该患与其父母的分子遗传学诊断,该项检查有利于患儿确诊､

治疗及干预,并为家庭下一胎的产前诊断提供重要的信息。 
 
 
PU-2450 

维生素 D 对肥胖幼鼠胰岛素抵抗及单核/巨噬细胞 
趋化因子的表达的影响 

 
王剑清,刘艳明,罗兴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研究维生素 D(VD)干预对肥胖幼鼠糖脂代谢､ 胰岛素抵抗的作用,以及对脂肪组织中单核巨噬

细胞及其趋化因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30 只刚断乳 SD 雌鼠随机分为 3 组(n=10):对照组,肥胖组和 VD 干预组。监测幼鼠体重和体

长,计算 Lee’s 指数,第 6 周末解剖后称重腹腔内脂肪;化学发光免疫法测血清 FINS;葡萄糖干化学法

检测 FPG;计算 HOMA-IR;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脂;ELISA 法测血清 MCP-1 和 MIP-1α 含量;苏木精-
伊红(HE)染色观察脂肪结构;IHC 法半定量脂肪组织 MCP-1､ MIP-1α 及 F4/80 蛋白表达;qPCR 法

测定 MCP-1､ MIP-1α 及 NF-kB mRNA 表达水平;透射电镜观察骨骼肌线粒体数量和面积大小。 
结果 VD 干预组体重､ Lee’s 指数､ FPG､ FINS､ HOMA-IR､ 腹腔内脂肪系数､ 血清总胆固醇均比

肥胖组降低(P<0.05)。VD 干预组血清 MCP-1､ MIP-1α 水平比肥胖组下降(P<0.05)。HE 示 VD 干

预组脂肪细胞排列较整齐,大小较均一。IHC 示 VD 干预组脂肪组织中 MCP-1､ MIP-1α 及 F4/80 蛋

白表达均比肥胖组减少(P<0.05)。qPCR 示 VD 干预组脂肪组织中 MCP-1､ MIP-1α 及 NF-kB 
mRNA 表达均比肥胖组降低(P<0.05)。透射电镜显示肥胖模型大鼠骨骼肌线粒体肿胀,数量减少,大
量糖原颗粒沉积;VD 干预组骨骼肌线粒体较完整,数量有增加,糖原颗粒异常沉积减少。VD 干预组与

肥胖组相比,骨骼肌线粒体面积占比有升高(P<0.05)。 
结论 VD 早期干预可以改善幼年期肥胖大鼠糖脂代谢指标及胰岛素抵抗程度,具体机制不清,VD 可能

通过抑制脂肪组织单核巨噬细胞的浸润､ 下调脂肪组织 MCP-1 和 MIP-1α 的表达以及稳定骨骼肌

线粒体功能等环节,降低肥胖机体脂肪组织炎性状态。 
 
 
PU-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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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McCune-Abright 综合征临床和治疗特点分析 
 

陈晓波
1,高亢

1,陈晓波
1,高亢 

1.首都儿科研究所 
2.首都儿科研究所 

 
 
目的  McCune-Abright Syndrome(MAS)又称为多发性骨纤维发育不良伴性早熟综合征,以皮肤牛奶

咖啡斑､ 性早熟､ 多发性骨纤维发育不良为特点。发病率约为 1/100,000—1/1,000,000。本文对我

院确诊的 6 例儿童 MAS 患者进行分析总结,探讨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以期提高对

该疾病的诊断及该疾病治疗的认识。 
方法 总结分析 2007 年至 2017 年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确诊的 6 例儿童 MAS
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 基因检测,对其治疗及转归进行自身前

后性对比,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1)6 例 MAS 患者中女性 5 例(83.3%),男性 1 例(16.7%),起病中位年龄为 3.75 岁(0 岁,10 岁),
确诊中位年龄为 5.0 岁(1 岁,12 岁)。其中三联征组(牛奶咖啡斑+性早熟+骨纤维发育不良)4 例

(66.7%),二联征组(性早熟+牛奶咖啡斑/骨纤维发育不良+牛奶咖啡斑)2 例(33.3%)。(2)5 例 MAS 女

童均有性早熟表现,表现为乳房发育､ 阴道流血,激素水平检测提示低促性腺激素,雌二醇升高明显,完
善 GnRH 刺激试验提示 1 例为中枢性性早熟,4 例为外周性性早熟。(3)6 例患者中 3 例合并原发性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2 例合并生长激素生成过多,1 例合并皮质醇增多症､ 高催乳素血症,1 例合并低磷

酸盐性佝偻病。(4)6 例患者中有 3 例静脉应用帕米膦酸二钠,3 例患者骨痛症状均较前缓解, 长随

访 0.5 年,目前尚未出现相关药物不良反应。6 例中有 1 例应用雌二醇受体拮抗剂他莫昔芬,患儿乳

房较前回缩,雌二醇浓度较前降低,监测卵巢囊肿缩小 
结论 本病发病率低,临床表现多样,症状不典型的患者容易被漏诊､ 误诊,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密切

随访､ 定期监测有助于 MAS 临床诊断。本病是由于体细胞基因突变导致,基因检测有助于早期筛查

症状不典型患儿,但由于突变细胞分布于不同组织,单一部位检测结果阳性率较低,寻求更靶向更敏感

的检测技术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MAS 的治疗目前缺乏根治方法,主要为对症治疗。对于出现性

早熟的患者雌二醇受体拮抗剂他莫昔芬可以有效降低雌二醇水平,延缓骨骺闭合,改善疾病预后。帕

米膦酸二钠作为二膦酸盐制剂,可以抑制骨吸收,降低骨转换,延缓骨溶解,改善骨纤维发育不良患者预

后及生活质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相关治疗方法,但该疾病的相关治疗方法均尚在探索中,在治疗

过程中需密切监测,警惕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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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孤立性 ACTH 缺乏症临床特点和基因分析 
 

陈晓波,杜牧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对 1 例先天性孤立性 ACTH 缺乏症男孩进行临床及基因分析,并结合既往文献报道进行临床及

基因结果的对比,为先天性孤立性 ACTH 缺乏症这一少见病提供临床及基因资料。 
方法 详细收集首都儿科研究所 1 例先天性孤立性 ACTH 缺乏症的患儿临床资料,并提取外周血进行

PCR 扩增检测患儿及父母的 TPIT 基因。通过文献复习了解本病的临床特征。 
结果 患儿男,2 岁余,因“主要表现为反复低血糖,期间伴有抽搐 1 次”就诊, 低血糖 0.8mmol/L,发作间

期既往有多次感染性疾病病史,每次均较严重。患儿为双胎之小,足月小样儿,双胎之大 2 月夭折。患

儿智力､ 运动发育均落后,伴有尿道下裂。ACTH:2.3pg/ml,皮质醇(8AM):0.04ug/dl,ACTH 激发实验

皮质醇无反应 COR(0-30’-60’):0.07- 0.13-0.13ug/dl,甲状腺激素､ 生长激素､ 性激素均未见异常,未
见尿崩。垂体核磁未见结构异常。肾上腺 CT:肾上腺细小。TPIT 基因检测提示患儿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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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2C>T(p.Q28X)和 c.868C>T(p.Q290X)复合杂和突变。c.82C>T 为已报道的无义突变,c.868C>T
为未报道的无义突变,分别来自患儿的父母。诊断明确后予以氢化可的松治疗。结合文献复习,国内

报道多为成人发病,尚未见儿童先天性孤立 ACTH 缺乏症的临床及基因报道。国外报道为继发性肾

上腺皮质功能不全,血皮质醇水平降低,其他垂体分泌激素未见异常,垂体结构正常,65%存在 TPIT 基

因突变。本病在新生儿可引起胃肠道症状､ 抽搐､ 低血糖,可危及生命引起新生儿死亡。本病被认

为与遗传相关,遵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目前发现 TPIT 基因突变可引起本病 
结论  反复发作的低血糖､ 不明原因抽搐､ 呕吐的患儿应注意本病,避免漏诊误诊。 
  
 
 
PU-2453 

以下肢病理性骨折起病的男性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陈晓波,钱叶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对 1 例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MAS)的 11 岁男孩进行临床､ 辅助检查及基因分析,给予帕米

膦酸盐治疗对于临床症状改善的分析,结合相关文献报道进行临床及基因结果的对比。 
方法 详细收集首都儿科研究所 1 例男性 MAS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提取外周血,通过 PCR 扩增进行患

儿及其父母的 GNAS 基因检测。通过既往文献复习了解该疾病的相关临床特征及治疗进展。 
结果 患儿,男,11 岁,因“1 年余前双下肢骨折”入我院,外院行“左股骨干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中取病理

考虑为骨纤维发育不良。术后患儿卧床休息,发现患儿双下肢逐渐呈“X”型,左侧为著,跛行。入我院后

查体身高 145.5cm(P25-P50),发现颈部､ 背部及臀部､ 下肢可见大片咖啡牛奶斑,位于躯体左侧,阴
茎长 6.5cm,双侧睾丸容积 20ml,可见阴毛,TannerIV 期。生化碱性磷酸酶 1820U/L;甲状腺功能:TT3
､ FT3､ TT4､ FT4 均升高;性激素:LH 2.86IU/L,T 11.21nmol/L;左腕关节正位:骨龄相当于男孩标准

13 岁;影像学检查可见全身多处骨骼纤维异常增殖。GNAS 基因检测提示患儿存在

c.602G>A(p.R201H)体细胞突变,患儿父母外周血未检测到该突变。Arg201 为已报道的突变。诊断

明确后给予帕米膦酸盐静点改善骨骼,患儿自诉乏力较前好转,未再出现骨折,身高 速增长。结合文

献复习,已报道的 MAS 多见于女性患者,男性较少见,本患儿具有经典 MAS 的临床三联征,存在多个

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亢进,皮肤咖啡牛奶斑典型,全身多处骨骼受累。由于本病为体细胞突变疾病,外周

血基因检测阳性率较低,本患儿外周血检测到 GNAS 基因突变,较难得。 
结论 MAS 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不是所有病例都具有典型的三联征表现,以骨折起病的患儿易被漏

诊,查体也需仔细,本患儿躯干部大片咖啡牛奶斑及性发育提前均未得到重视,故询问病史及查体均需

仔细,有多个内分泌腺体功能亢进者亦需注意本病。 
 
 
 
 
 
 
PU-2454 

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家系遗传学分析 
 

陈晓波,邱明芳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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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类固醇生成急性调控蛋白(steroidogenic acute regulatory protein  StAR) 基因突变致先天

性类脂质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LAH)患儿发病的分子遗传学机制。 
方法 总结一例 2017 年 1 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确诊的因 StAR 基因突变导致的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

腺皮质增生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类固醇激素谱､ 肾上腺影像学检查结果。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

DNA 进行测序。 
结果 患儿为 3 月龄小婴儿,因“间断呕吐伴皮肤色素加深 2 月余”入院。查体全身皮肤色深,乳晕､ 外

阴及口唇色素沉着明显,女婴外阴外观,大阴唇肥大,可见皱襞,其内未触及睾丸样组织,可见尿道口,未
见明显阴道口。查血钾 7.46mmol/L,血钠 108.6mmol/L,ACTH>2000pg/mL,皮质醇 4.27ug/dl,睾酮

<0.087nmol/L,孕酮<0.095nmol/L,17-OHP<0.05ng/ml,DHEA  0.33ng/ml,AD<0.3ng/ml;肾上腺超声

提示双侧肾上腺形态饱满;生殖系统超声未见明确子宫卵巢样组织,双侧腹股沟区可见睾丸样组织。

基因分析显示患儿 SRY 基因阳性;StAR 基因 c.772G>A(p.Q258X)杂合突变,为 HGMD 报道的已知

致病性突变;c.179-15G>T 杂合突变,未见文献报道,但其可能会影响外显子的正常剪切,因此很可能

有害。进一步基因验证提示患儿父亲携带 StAR 基因 c.772G>A(p.Q258X)杂合突变,患儿母亲携带

StAR 基因 c.179-15G>T 杂合突变。患儿经氢化可的松及 9α- 氟氢可的松替代治疗后生长发育正

常。 
结论 对于早期发生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伴男性化不全的患儿应警惕先天性类脂质性肾上腺皮质

增生症可能,类固醇激素谱及肾上腺超声有助诊断,确诊依赖 StAR 基因突变分析。 
 
 
PU-2455 

不同剂量重组人生长激素干预对小于胎龄儿 
胰岛素敏感性及胰岛细胞功能的影响 

 
王伟,姜书琴,郑贺丽,史灵利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小于胎龄儿(SGA)是指出生体重和(或)身高低于同性别､ 同胎龄儿正常参考值第 10 百分位数

或两个标准差以上的新生儿。SGA 患儿常表现出生长发育滞后,约 80%~90%患儿 2 岁内可实现追

赶生长达到正常身高,约 10%~20%患儿无法实现追赶生长,其确切机制尚不明确。美国 FDA 于

2001 年批准无追赶生长 SGA 可采用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治疗。但其对血糖及胰岛细胞敏感性尚

不清楚。本文旨在研究不同剂量 rhGH 治疗对小于胎龄儿胰岛素敏感性及胰岛细胞功能的影响,探讨

不同剂量 rhGH 治疗 SGA 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 32 例于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内分泌诊疗

中心从未接受过 rhGH 治疗的 SGA 患儿,其中男孩 13 例,女孩 19 例,年龄 4~8 岁,平均年龄

(6.11±1.74)岁。依据给药剂量的不同分为小剂量组(0.12/kg/d),和大剂量组(0.2/kg/d)各 16 例,两组

患儿的性别､ 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给予 rhGH 治疗前,大剂量组与小剂量组患儿年龄､ 生长发育指标(BMI､ GV､ HtSDS)及实验

室检查指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GFBP-3)､ 空腹血糖

(GLU)､ 胰岛素水平(INS),胰岛素敏感指数(ISI)及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的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 rhGH 治疗 12 个月后,大剂量组的 HtSDS 为(-1.42±0.19)cm/y,小剂量

组 HtSDS 为(-1.95±0.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 IGF-1 及 IGFBP-3 均有

升高,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 BMI､ GLU､ INS､ ISI 及 HOMA-IR 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①使用不同剂量 rhGH 治疗的 SGA 患儿,大剂量组优于小剂量组;②大剂量组降低胰岛素敏感

性及胰岛细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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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激素受体外显子 3 基因多态性与特发性矮小患儿 
重组人生长激素疗效的关系 

 
王伟,郑贺丽,姜书琴,史灵利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特发性矮小(ISS)是儿科内分泌诊治中心的常见病,约占矮小患儿发病率的 60%~80%,且其治疗

效果差异较大,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其发病机制涉及全身和局部的激素､ 营养因素､ 生活方

式､ 遗传因素等的多方面的调节,但具体机制未明,目前研究认为 ISS 与基因突变､ 基因的单核苷酸

多态性及与骨骺生长板成熟相关的基因变异有关,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 ISS 患儿与生长激素受体外

显子 3(d3-GHR)基因多态性的关系及 ISS 患儿 d3-GHR 基因多态性与 rhGH 疗效之间的关系,为临

床个体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青春前期 ISS 患儿 95 例作为 ISS 组,同期同年龄､ 同性别身高正常的健康儿童 95 例作为

对照组。提取全血 DNA,选取 d3-GHR 位点(rs6873545),采用 ABI 3730xl 测序仪测序。其中 ISS 组

接受 rhGH [0.35-0.42 mg/(kg·w)]治疗至少 6 个月;分析不同基因型的 ISS 患儿治疗前后生长速率

(GV)､ 年龄对应身高标准差积分(HtSDSca)及骨龄对应身高标准差积分(HtSDSba)､ 预测终身高､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3(IGFBP-3)的变化。 
结果 ISS 组与对照组的基因位点基因型构成比及等基因频率无显著差异(P>0.05)。rhGH 治疗 6 个

月后,ISS 组 rs6873545 位点基因型 G/G 生长速率较基因型 A/G 明显增加(P<0.05)。血清 IGF-1､
IGFBP-3 水平较治疗前升高,但是与 VDR 基因型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3-GHR 基因多态性(rs6873545)与 rhGH 促生长疗效存在一定关联,短期的 rhGH 治疗

后,rs11568820 位点基因型 G/G 生长速率明显优于基因型 A/G。 
 
 
PU-2457 

慢病毒介导 SOCS3 基因沉默对 
糖尿病大鼠胰岛素信号通路的 影响 

 
张旭,陈俊国,章爱莲,陆燕,王琼,平明芳,葛禾佳,滕懿群,吴鸣 

浙江省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目的 观察 RNA 干扰(RNAi)介导的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 3(SOCS3)基因沉默对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 T2D)大鼠胰岛素受体底物 1(IRS1)､ 胰岛素受体底物 1 丝氨酸磷酸化(pIRS1Ser307)､ 胰

岛素受体底物 2(IRS2)､ 胰岛素受体底物 2 丝氨酸磷酸化(pIRS2Ser731)和信号转导与转录活化因子 3
酪氨酸磷酸化(pSTAT3Tyr705)影响,探讨沉默 SOCS3 基因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机制。 
方法 通过高糖高脂喂养结合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方法制备 T2D 大鼠模型,将其分为对照组(尾静

脉注射阴性序列慢病毒)和干扰组(尾静脉注射 SOCS3RNAi 慢病毒),于实验的第 1 和第 15 天各注射

1 次。实验 4 周后,检测大鼠空腹血清葡萄糖(FBG)和空腹胰岛素(FINS)水平。采用 Western blot 技
术检测大鼠肝脏和骨骼肌 SOCS3､ IRS1､ pIRS1Ser307､ IRS2､ pIRS2Ser731和 pSTAT3Tyr705的表

达水平。 
结果 干扰组 FBG､ FINS 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t=8.13､ 4.50､ 7.35,均 P<0.05),
胰岛素敏感指数明显升高(t=-8.24,P<0.05);与对照组比,干扰组肝脏和骨骼肌 SOCS3､ pIRS1Ser307

､ pIRS2Ser731和 pSTAT3Tyr705蛋白表达明显降低(t=3.34~8.76,均 P<0.05),IRS1 和 IRS2 蛋白表达

显著上升(t=-7.55~-3.06,均 P<0.05)。 
结论 利用 RNA 干扰下调 T2D 大鼠 SOCS3 基因可提高胰岛素受体底物(IRS)的表达,降低其丝氨酸

磷酸化,提高 T2D 大鼠胰岛素敏感性,缓解胰岛素抵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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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58 

大鼠 Eap1-shRNA 慢病毒干扰载体的构建 
及细胞水平阻断 Eap1 后对 Kiss1 表达的影响 

 
李晨曦,李嫔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333 
 

 
目的 构建大鼠 Eap1-shRNA 慢病毒干扰载体,观察在细胞阻断 Eap1 基因表达后对 Kiss1 基因表达

的影响。 
方法 针对大鼠 Eap1 基因 mRNA 序列设计 4 条 shRNA 干扰序列及 1 条阴性对照序列,序列合成后

连接至 LV3 质粒构建重组慢病毒质粒载体。经鉴定正确后,与包装质粒 pGag/Pol､ pRev､ pVSV-G
共同转染 293T 细胞进行慢病毒包装并测定病毒滴度。将构建好的慢病毒感染 NRK-52E 细胞,感染

后 72 h 收集细胞,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技术检测 Eap1 基因 mRNA 和蛋白表

达水平的变化。筛选出干扰效果 佳的干扰慢病毒再次感染 NRK-52E 细胞(设置空白对照和阴性对

照),感染 72h 后检测 Kiss1 mRNA 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NRK-52E 细胞感染 72 h 后,阴性对照慢病毒与空白对照组相比,Eap1 mRNA 及蛋白的表达量

均无明显差异,而各干扰病毒组 Eap1 mRNA 及蛋白的表达量均显著降低,且以慢病毒 Eap1-
shRNA4 干扰效果 佳。阻断 NRK-52E 细胞 Eap1 基因表达后,与对照组相比,其 Kiss1 mRNA 表达

水平明显增高。 
结论 成功构建大鼠 Eap1-shRNA 慢病毒表达载体;阻断 NRK-52E 细胞 Eap1 基因表达后,Kiss1 表

达水平下降。 
 
 
PU-2459 

以酮症酸中毒首发的儿童糖尿病 50 例临床分析 
 

杨晓红,陈瑞敏,张莹,袁欣,陈诗珺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5 

 
 
目的 分析初诊糖尿病儿童酮症酸中毒的临床特点,以提高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认识,减少误诊。 
方法 对 200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就诊于我院的 50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回顾

性分析。 
结果 50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中男 22 例,女 28 例,均为首诊病例;就诊年龄 1 个月~16.1 岁,平均

(8.0±4.0)岁。其中 1 型糖尿病 45 例,2 型糖尿病 2 例,特殊型糖尿病 3 例 。特殊型糖尿病包括

Prada-willi 综合征､ MODY 及新生儿糖尿病各 1 例。病史中有多饮､ 多尿 43 例,多食 21 例,体重减

轻 33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临床表现为恶心､ 呕吐 25 例,乏力 17 例,神志改变 8 例,腹痛 10 例,不规

则深长呼吸 9 例,面色苍白､ 腹胀 1 例。有前驱感染史 9 例(呼吸道感染 6 例､ 尿路感染 1 例､ 外阴

念珠菌感染 1 例､ 疱疹性口腔炎 1 例)。50 例血气分析均提示代谢性酸中毒,其中轻度 3 例､ 中度

14 例､ 重度 12 例。尿酮 1+~4+。随机血糖(23.8±7.3)mmol/L,糖化血红蛋白为(12.7±2.6)%。50 例

患者院外误诊 18 例(占 36.0%),误诊时间 短 7 小时, 长 7 天,误诊疾病分别为病毒感染 6 例､ 胃

炎 4 例､ 胃肠炎､ 呼吸道感染各 2 例､ 急腹症､ 腹泻病､ 消化不良､ 尿路感染各 1 例。 
结论 初诊 1 型糖尿病患儿易发生酮症酸中毒;儿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无特异性临床表现,消化道症状

及乏力较为多见,容易误诊漏诊。详细询问病史,常规行血糖检测,进一步血气分析检查有助于及时明

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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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60 

1 例 11β 羟化酶缺乏症临床分析 
 

周巧利,武苏,刘倩琦,倪世宁,顾威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典型 11β 羟化酶缺乏症(11β-OHD)临床表现女性外生殖器男性化､ 两性患儿性早熟､ 生长加

速､ 骨骺提前愈合､ 高血压,伴或不伴低血钾。11β-OHD 与 CYP11B1 基因突变相关。本研究探讨

1 例经典型 11β-OHD 临床特征,提高对 11β-OHD 认识,有助于早期诊断､ 治疗。 
方法 (1)病史特点:患儿,社会性别男性,2 岁 10 月,生后尿道下裂,阴囊空虚。1 岁 8 月外院泌尿外科就

诊查盆腔 B 超显示子宫､ 卵巢､ 染色体核型为 46,XX,SRY 基因阴性。性腺探查示卵巢组织。外院

考虑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可能,未予治疗,建议内分泌科就诊。体格检查:T36.5℃,P 100 次/分,R 
24 次/分,BP 111/67mmHg( 大于第 95th),Wt 22.5Kg,Ht 112.6cm(+2SD 以上),无丑陋面容,皮肤色素

略深,双侧乳房 B1 期,未见阴毛腋毛生长,男性外生殖器外观,阴茎长约 3.5cm,阴茎粗,可见无分裂阴

囊,阴囊发育稍差,尿道外口位于龟头稍下方。(2)辅助检查:腹部 CT 示右侧肾上腺增生。骨龄 10
岁。血钾 3.67mmol/L,血钠 137mmol/L。性激素:T 7.59nmol/L,P 8.13nmol/L,E2 
50.07pmol/l,PRL 127.6mIU/L,LH <0.1mIU/ml,FSH <0.1mIU/ml,HCG <0.5mIU/ml。雄烯二酮大于

10ng/ml。肾素活性:0.43。醛固酮 174.56pg/ml。ACTH 刺激试验:ACTH 0 分:16.04pg/ml。皮质醇

0､ 30､ 60 分分别是 136.5､ 166､ 153.8nmol/L。17 羟孕酮 0､ 30､ 60 分分别是 30.5､ 40.9､
42.8nmol/l。(3)基因检测:完善 CYP11B1 基因及其高度同源基因 CYP11B2 二代测序。 
结果 临床诊断 11β-OHD,予醋酸氢化可的松 5mg q8h(约 17mg/m2)､ 螺内酯 20mg bid 口服。血压

逐步控制,2 周停螺内酯。3 月皮肤色素沉着减轻,复查示高雄激素血症控制,目前醋酸氢化可的松为

3.3mg q8h 维持。二代基因测序未发现 CYP11B1 致病突变。可能由于存在大片段缺失,或高度同源

的 CYP11B1 与 CYP11B2 基因形成 CYP11B2-CYP11B1 嵌合基因。需要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

(MPLA)进一步检测,目前国内无 11β-OHD 的 MPLA 试剂盒,尚无法证实基因突变类型。 
结论 我们报道了 1 例染色体为 46,XX 的典型 11β-OHD 病例。临床表现为完全男性化､ 低肾素高

血压､ 高雄激素血症,骨龄显著提前。通过二代测序未明确致病突变,有待 MPLA 检测明确基因诊

断。国内报道的 11β-OHD 病例极少。11β-OHD 易被误诊､ 漏诊。本病例报道提高了对 11β-OHD
的认识,早期诊断及治疗可减少 11β-OHD 心血管损害､ 对成年终身高及未来生殖能力的影响。 
 
 
 
 
 
 
 
 
 
 
 
PU-2461 

先天性类脂性肾上腺增生症一家系 StAR 基因功能研究 
 

陈虹,陈瑞敏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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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先天性类脂性肾上腺增生症(CLAH)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中 严重的一种罕见的常染色

体隐性遗传性疾病,主要由于类固醇生成急性调节蛋白(StAR)功能障碍引起。CLAH 患儿在婴儿早期

即可出现低血钠､ 高血钾､ 酸中毒甚至休克等肾上腺危象而危及生命。本研究拟对一例诊断为

CLAH 的患儿所携带的复合杂合突变进行致病性及保守性分析,并对 StAR c.229C>T/p.( Gln77X)及
StAR c.659A>G/p.( His220Arg)进行功能试验,以明确两种突变基因对 StAR 活性的影响。为 StAR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的发病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以一例临床上诊断为 CLAH 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临床资料及基因测序结果,患儿携带有

StAR c.229C>T/p.( Gln77X);c.659A>G/p.( His220Arg)突变。其中 StAR c.659A>G/p.( His220Arg)
突变为新发现的突变,应用在线程序对 StAR 基因 c.659A>G 的保守性和致病性进行预测分析。本实

验以非类固醇原 COS-7 细胞为研究对象,LV5 质粒为载体,分别构建含有 StAR 野生型(阳性对照)､
StAR c.229C>T､  StAR c.659A>G 及空载质粒(阴性对照)的稳转细胞株。P450scc,肾上腺素氧化

物质粒和肾上腺氧还蛋白还原酶质粒瞬时转染 StAR 稳转株,应用人血清(含胆固醇 2mg/L)干预稳转

细胞株 24h,ELISA 方法检测细胞上清液中孕烯醇酮含量,分析突变后 StAR 的残留活性,进一步明确

该复合杂合突变的致病机制。 
结果 UCSC Genome Brower 软件对不同物种 StAR 的 220 位氨基酸进行同源性比较,显示其在进化

上高度保守;PolyPhen-2 软件预测结果表明 StAR 基因突变 c.659A>G/p.( His220Arg)为良性突变。

基因功能实验显示 StAR c.229C>T 突变后蛋白功能完全丧失;StAR c.659A>G 突变后蛋白活性为野

生型的 43.79%。-US>StAR 稳转株,应用人血清(含胆固醇 2mg/L)干预稳转细胞株 24h,ELISA 方法

检测细胞上清液中孕烯醇酮含量,分析突变后 StAR 的残留活性,进一步明确该复合杂合突变的致病

机制。 
结论 本例患儿携带 StAR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其中 StAR c.659A>G/p.( His220 Arg)为新发突变,突变

后蛋白仍保留一定活性(43.79%)。另一 StAR 基因 c.229C>T/p.( Gln77X)突变可产生明显缩短的

StAR,导致蛋白的功能结构域几乎完全丧失。从而导致该患儿表现为经典型的 CLAH 临床表现。 
 
 
PU-2462 

新生儿糖尿病一家系 ABCC8 基因分析及治疗随访 
 

陈虹,陈瑞敏,袁欣,杨晓红,陈诗珺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0 

 
 
目的 新生儿糖尿病(NDM)是指于生后 6 个月内发病的糖尿病。文献报道 ABCC8 基因突变所致

NDM 可用格列本脲治疗可显著改善患儿预后。本研究分析 1 例 NDM 患儿临床特征及诊疗经过,检
测患儿及其家系 ABCC8 基因,为诊疗提供依据,并为格列本脲治疗 NDM 提供临床经验。 
方法 收集 1 例 NDM 患儿临床资料(病史､ 实验室检查､ 诊疗经过及随访情况),在患儿父母知情同意

的情况下,采集患儿及其三代内直系亲属外周静脉血各 5ml,EDTA 抗凝,进行 ABCC8 基因测序,并使

用在线程序对检测结果致病性进行预测分析。t;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 
ZH-CN;mso-bidi-language:AR-SA'>ABCC8 基因,为诊疗提供依据,并为格列本脲治疗 NDM 提供临

床经验。 
结果 患儿 1 月龄,以“呕吐 1 天,发热半天”为主诉入院。患儿随机血糖>27.8 mmol/L,C 肽 33.8pmol/L,
血气分析:pH 7.16,HCO3

- 3.9mmol/L。诊断:(1)NDM;(2)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基因检测示患儿

ABCC8 基因杂合突变:c.2690A>T(p.D897V),其父亲､ 哥哥､ 奶奶均携带此位点杂合突变,母亲为野

生基因型。MutationTaster 预测分析:ABCC8 基因突变 c.2690A>T 为致病突变,其预测结果正确率

为 99.9%。PolyPhen-2 软件预测结果亦表明 ABCC8 基因突变 p.D897V 具有致病性,该预测结果正

确的概率为 99.3%,其敏感性为 47%,特异性为 96%。Protein Data Bank 分析:ABCC8 基因突变

p.D897V 位于 SUR1 蛋白的核苷酸结合结构域 1,是重要空间结构域。该患儿予补液､ 胰岛素静脉

给药等处理,酸中毒纠正后改普通胰岛素 2U,2U,2U(三餐前);诺和灵 N 1U qn 皮下注射治疗,血糖波

动在 4.9-14.9mmol/L。随访 8 个月复诊查空腹血糖 25.8mmol/L,HbA1c12.0%,血糖控制欠佳,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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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格列苯脲,根据血糖调整治疗方案为:格列苯脲药量至 1.0mg/kg·d,早晚服。普通胰岛素

1U,1U,1.5U(三餐前),诺和灵 N 1Uqd(睡前)。三餐前血糖波动于 6~14mmol/L,三餐后 2 小时血糖波

动于 5-7.5mmol/L,HbA1c7.3%。血糖控制良好,无低血糖等不良反应。 
结论 本研究报道一例 NDM 患儿 ABCC8 基因新发突变 c.2690A>T,格列本脲对其部分有效,未发现

明显不良反应。基因诊断对于 NDM 的临床分型､ 治疗及遗传咨询具有重要意义。 
 
 
PU-2463 

Citrin 缺陷致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的临床表型及基因研究 
 

李联侨,洪少贤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 Citrin 缺陷导致的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 NICCD) 的临床及生化特点及基因突变情况; 
方法 对 6 例确诊为 NICCD10 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血串联质谱和尿气相色谱进行分析及

6 例基因突变检测情况回顾性的分析; 
结果 NICCD 患儿临床主要表现为黄疸､ 不同程度的肝肿大､ 贫血､ 肝功能异常并伴有凝血功能异

常､ 高甲胎蛋白､ 高氨酸血症;血串联质谱分析提示甲硫氨酸､ 瓜氨酸､ 苏氨酸､ 酪氨酸水平升高,
长链酰基肉碱 C14 ､ C16､ C18 水平升高;尿气相色谱有机酸分析提示苯乳酸-2､ 尿 4-羟基苯乳酸

､ 4-羟基苯丙酮酸和 4-羟基苯乙酸水平升高;6 例 SLC25A13 基因测序表现:2 例 c.851-854delGTAT. 
P.(Met285ProfsX2)纯合突变,2 例 c.851-854delGTAT. P.(Met285ProfsX2)和 c.615+5G>A 杂合突

变;1 例 c.328+6A>G,rs6957975 和 c.1194A>G,P(Leu398),rs230169 杂合突变;1 例

c.550C>T.P.Arg184Ter 和 1658(1638)ins23 杂合突变。 
结论 NICCD 早期临床表现及常规实验室检查结果无特异性,血串联质谱分析及尿气相色谱分析､ 基

因检测对 NICCD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U-2464 

一例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基因突变分析 
 

谢翌,谢蓉蓉,吴怡,李之珩,潘健,汪健,吴海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分析 3-羟基-3 甲基戊二酸尿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生化特征及代谢产物特点等,从基因水平明确

诊断,达到改善预后､ 指导家系遗传咨询及产前诊断等目的。 
方法 收集本院一例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患儿的临床病历资料,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患儿的

临床表现､ 生化特征等;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对患儿尿代谢产物进行尿有机酸分析;
应用基因捕获配合高通量测序分析技术对患儿 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 A 裂解酶(HMGCL)基因进

行检测分析,并结合 Sanger 测序技术对患儿父母进行 HMGCL 基因突变验证。 
结果 患儿,女,分别在生后 3 天因“喂养困难 2 天”和 2 月龄因“频繁呕吐两天,反应差半天”入院,家族史

和出生史正常,检测提示白细胞计数升高､ 肝功能损害､ 电解质紊乱､ 低血糖､ 代谢性酸中毒等。

尿有机酸分析显示 3-羟基-3-甲基戊二酸､ 3-甲基戊烯二酸显著升高,临床诊断 3-羟基-3-甲基戊二酸

尿症,通过限制蛋白质和脂肪摄入､ 补充葡萄糖纠正低血糖､ 碳酸氢钠纠正酸中毒,补充左旋肉碱治

疗后症状缓解。高通量测序发现该患儿 HMGCL 基因 c.509G >A 和 c.145-2A > G 位点复合杂合突

变,前者遗传自母亲,后者遗传自父亲,其中 c.145-2A > G 剪切位点突变导致 HMGCL 基因 3 号外显

子缺失,为报道的新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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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是一种亚洲人中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亮氨酸代谢障碍疾病,患
儿新生儿期可表现为非酮症低血糖､ 代谢性酸中毒､ 高血氨等,在饥饿､ 发热等应激情况下表现为

呕吐､ 脱水､ 腹泻､ 昏睡､ 窒息甚至昏迷等危象,如不及时治疗可导致患儿严重的代谢性脑病或死

亡。尿气相色谱技术分析 3-羟基-3-甲基戊二酸､ 3-甲基戊烯二酸等代谢产物升高提示此病。基因

分析有助于明确诊断此病,对早期确诊和治疗､ 改善预后､ 家系遗传咨询及产前诊断至关重要。 
 
 
PU-2465 

2 例慢性低钾伴体格发育落后患儿临床及基因分析 
 

黄娟,郑湘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提高临床医生对慢性低钾血症的认识,并初步探讨慢性低钾血症的可能发病机制。 
方法 对 2 例慢性低钾伴体格发育落后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报告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2 例患儿中例 1 为女性,例 2 为男性。临床表现均以长程低钾血症伴体格发育落后为主要特征,
例 1 伴有间断双下肢肌肉痛,例 2 首发临床症状为多饮多尿,并伴有智力发育落后。体格检查血压均

正常,心肺腹未见明显异常。实验室血生化特征表现为低钾血症､ 低氯血症､ 碱中毒､ 血清肾素及

血管紧张素水平升高,肾功能､ 生长激素､ 性激素均正常。例 1 有一过性低镁血症;例 2 存在明显低

钠血症。基因检测发现例 1 存在 2 个位于 SLC12A3 基因的杂合突变,c.179C>T(p.T60M)及
c.1456G>A(p.D486N),分别来源于父亲和母亲,确诊为 Gitelmen 综合征;例 2 存在 WNK1 基因杂合

突变,c.2642C>T(p.T881I)。两例患儿的低钾血症通过对症治疗后均可被纠正,但治疗中断后亦反

复。 
结论 不能用原发病解释或未发现确切病因的慢性低钾血症患儿需完善基因检测。WNK1 可能为慢

性低钾血症的致病基因。基因检测有助于疾病的精确诊断及进一步研究。 
 
 
PU-2466 

儿童胰岛素用药风险及防范对策 
 

王彦华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通过对儿童 1 型糖尿病患儿家长对胰岛素使用及注射的调查,发现糖尿病患儿及家长在应用胰

岛素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误区,导致患儿血糖控制不佳,甚至存在一定的风险。探讨儿童糖尿病患儿及

家长在胰岛素用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因素,分析原因,从而进一步指导家长和患儿规范应用胰

岛素,针对问题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降低使用风险,为临床胰岛素的合理使用奠定基础。 
方法 电话回访收集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在我科住院的 1 型糖尿病儿童信息 35 例,住院患者访

谈 32 例,询问患儿家长在胰岛素用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个体指导。分类汇总后发现患儿及家

长在胰岛素的保存,注射前的检查,药物的摇 ,注射部位选择,皮肤消毒,排气,针眼漏液,针头的重复使

用,注射手法等方面均存在不成程度的问题。 
结果 通过统计发现儿童或家长注射前没有核对药物种类导致药物注射错误 4 例,胰岛素保存温度过

高导致血糖控制不良 3 例,预混胰岛素用药前不摇 5 例,部位选择及轮换错误造成皮下硬结 12 例,
皮肤消毒错误 7 例,注射后漏液 15 例,注射手法错误 6 例,排气方法不正确 5 例,针头重复使用 6 例,注
射笔针头不拔除导致药液浪费 4 例。 
结论 目前糖尿病患儿及家长胰岛素使用还存在很多问题,他们对药物的期望值很高,但往往忽略了使

用的很多细节造成了一定的风险,在胰岛素的储存,正确的注射方法,胰岛素注射器具的正确使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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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不足。究其原因学龄儿童及青少年出院后在校自行注射胰岛素有诸多的不便;家长对孩子管

理重视不够或因自己的疏忽造成核对胰岛素错误;不合理的选择轮换部位;不熟练掌握注射步骤;不知

注意事项和出现问题的补救措等,导致血糖控制不佳及出现皮下硬结等并发症。胰岛素注射的正确

方法是糖尿病得以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果胰岛素注射技术有偏差,再好的药也发挥不了作用。患

者对胰岛素注射掌握不够,这与医务人员对胰岛素规范注射影响血糖控制的重视度不够,对患者住院

期间的教育执导欠缺有关。因此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患儿及家长的健康教育,在患儿住院期间规范健

康教育方案,有计划地实施健康教育,合理地使用各种教育工具,进行示教的同时要进行反示教,验证健

康教育的有效性,保证患者真正的掌握胰岛素用药知识及注射技巧,规范胰岛素正确使用的比率,良好

的健康教育及个性化的胰岛素用药指导能够提高胰岛素在糖尿病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以有

效地改善糖尿病症状并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2467 

NR5A1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 46,XX 性发育障碍 
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苏喆,王立,徐万华,宋建明,温鹏强,夏焙,张龙江,赏月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总结新近发现的 NR5A1 基因突变所致 46,XX 卵睾性发育障碍(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DSD)患儿的临床特征,加深专科医生对 NR5A1 基因突变导致的临床疾病谱的认识。 
方法 报道国内首例由 NR5A1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 46,XX 卵睾 DSD 病例,并复习 2016 年 7 月以来国

外报道的 11 例类似病例。 
结果 社会性别为女性的 5.6 岁患儿,因发现阴蒂肥大 5 年余就诊。患儿性腺分别位于右侧腹腔内和

左侧腹股沟区,组织学均为卵睾。经探查,患儿阴道呈盲端伴子宫缺如。外院两次染色体均为 46,XX,
血 SRY 基因阴性,NR5A1 基因 c.274C>T(p.Arg92Trp)杂合突变,父母均不携带此突变。从 2016 年

7 月起报道的 11 例 NR5A1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的 46,XX 睾丸/卵睾 DSD 患者,其中 10 例的突变与本

例相同,另 1 例为第 92 位的精氨酸被替换为谷氨酰胺(Arg92Gln)。突变可遗传自父亲或母亲,也可为

自发突变,正如本例患儿,并呈不完全外显,其中一例患者的同胞表现为 46,XY 部分性性腺发育不良。 
结论  本文在国内首次报道了由 NR5A1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的 46,XX 卵睾 DSD 病例。结合文献复习,
该突变呈不完全外显,在 46,XX 和 46,XY 个体均可致病,轻重程度不一。致病机制可与突变蛋白与

DNA 结合障碍,导致卵巢拮抗睾丸发育因子的表达异常有关。 
 
 
 
 
 
 
 
 
PU-2468 

子痫前期孕妇血维生素 D 和胎盘维生素 D 受体 
水平对胎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田晓瑜

1,马素苓
1,韩笑

1,杨亭亭
1,张会丰

1,姜玲玲
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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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子痫前期孕妇血维生素 D 以及胎盘维生素 D 受体水平与子痫前期不良结局的关系。 
方法 选取临床诊断为子痫前期的病例,收集子痫前期(PE 组,25 例)和正常妊娠妇女(NT 组,32 例)的
母血,脐血和胎盘;测量母血中钙､ 磷､ 碱性磷酸酶的水平,母血和脐血中 25(OH)D 的水平;检测胎盘

的 VDR(维生素 D 受体), CYP27B1(1α-羟化酶), CYP24A1(24-羟化酶)的水平;分析 VDR mRNA 表

达和脐血中 25(OH)D､ 胎盘重量､ 新生儿体重､ 身长的关系。 
结果 PE 组血压明显升高,出现明显蛋白尿,与 NT 组比较有明显差异(P<0.01)。PE 组的胎盘重量,新
生儿的体重､ 身长较 NT 组低。PE 组和 NT 组孕妇血中钙､ 磷､ 碱性磷酸酶水平无明显区别。PE
组血清及脐血中 25(OH)D 浓度明显低于 NT 组。脐血中 25(OH)D 浓度与母血中 25(OH)D 浓度有

很强的正相关(R=0.825,P<0.05)。两组胎盘中 CYP27B1､  CYP24A1 和 VDR 基因的 mRNA 表达

无统计学差异。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PE 组胎盘中 VDR 蛋白表达比 NT 组高。免疫组织化学

的结果与之相符,VDR 在 PE 组胎盘滋养层细胞中高表达。VDR 的 mRNA 表达水平与脐血中

25(OH)D 水平呈一定的负相关(R=-0.405,P<0.05)。VDR 的 mRNA 表达水平与胎盘重量有负相关

(R=-0.523,P<0.05);与新生儿的出生体重和身长也呈一定的负相关(分别为 R=-0.419,P<0.05;R=-
0.427,P<0.05)。 
结论 子痫前期孕妇血清和脐血中 25(OH)D 处于低水平状态。低水平的维生素 D 很可能与胎盘､ 胎

儿生长发育不良有关。 
 
 
PU-2469 

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病例分享 
 

梁珍花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早期识别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近发现的一例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经过 
结果 新生儿 prader-willi 的诊断比较困难,需要医生的警惕及时做基因的检查 
结论 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比较常见的是喂养困难及肌张力的低下,出生时容易出现

呼吸功能减弱或呼吸暂停,需要辅助通气,男孩常合并有隐睾。新生儿面部的特异性表现不明显,常见

的马脸杏人眼不一定很典型。建议对肌张力明显低下无法用现有的疾病解析时,若伴有呼吸､ 隐睾

时,要注意排除新生儿 prader-willi 综合征。 
 
 
 
 
 
 
 
 
 
PU-2470 

以暴发性肝病为首发症状的Ⅰa 型糖原贮积病 1 例报道 
 

戴红梅,陈淳媛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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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 1 例以暴发性肝病为首发表现的Ⅰa 型糖原贮积病的诊疗体会来阐述Ⅰa 型糖原贮积病的

诊断及治疗。 
方法 通过病例报道形式阐述 1 例Ⅰa 型糖原贮积病患者的诱因､ 临床症状､ 体征､ 影像学及实验室

检查,具体的诊疗经过及短期随访结局。 
结果 患儿为 1 岁 4 月幼儿,起病诱因为呼吸道感染,症状为发热咳嗽气促,体查:呼吸急促,三凹征,双肺

可闻及细湿罗音,肝大至脐下,质中。辅助检查示低血糖(1.3 mmol/L)､ 代谢性酸中毒(PH 7.02,BE -
28 mmol/L,AG 38 mmol/L),肝酶增高(谷丙转氨酶 1805 U/L,谷草转氨酶 5130 U/L,甘油三酯 10.3 
mmol/L,胆固醇 4.3mmol/L),尿酸 840 umol//L,血酮体 12 umol/L,尿酮体 3+,乳酸 10.4 umol/L,血氨

正常;腹部 CT:肝肾明显增大。血酰基肉碱及尿有机酸检查未见异常;病理检查示肝细胞脂肪变

性,PAS 染色(+);基因检测发现患儿 G6PC 基因 c.260delG(p.Val88PhefsTer14),患儿为纯合突变,父
母均为杂合突变,遂诊断为Ⅰa 型糖原贮积病。予抗感染､ 护肝降酶､ 口服生玉米淀粉等对症支持治

疗后患儿肝脏明显缩小,血糖､ 酮体及酸中毒恢复至正常,肝酶､ 血脂及尿酸明显下降后出院。出院

后予继续口服生玉米淀粉及还原性谷胱甘肽,随访 3 个月,期间患儿血糖维持正常､ 肝酶血脂基本正

常,生长发育及精神运动发育与同龄儿童相似。 
结论 以暴发性肝病起病的患儿,若同时出现低血糖､ 酸中毒､ 血脂､ 血酮体的异常应警惕遗传代谢

性肝病。在祛除诱因､ 护肝降酶等对症治疗的同时应及时进行血酰基肉碱､ 尿有机酸､ 串联质谱､

特殊疾病的酶学等检查,必要时予基因分析以明确诊断。 
 
 
PU-2471 

1 例由 BUB1B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的 Mosaic variegated 
aneuploidy 综合征 1 型(MVA1)并文献复习 

 
赵岫,苏喆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总结 BUB1B 基因杂合突变所致的 Mosaic variegated aneuploidy 综合征 1 型(MVA1)患儿临床

特点和分子遗传学特征。 
方法 收集该患儿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的临床资料,动态监测患儿身高､ 体重､ 精神运动

发育情况,同时对患儿该期间新出现的病情变化进行详细记录和描述。 
结果 该例患儿存在宫内发育迟缓和生后生长迟缓(身高和体重为正常同龄同性别儿童身高-3.6SD 和

体重-4.0SD),头围增长缓慢(仅 47cm),外貌显著异常:小头畸形,头发稀少且呈灰黄色,双侧耳廓外展

且耳位低,双眼水平眼震,右侧瞳孔呈半圆形,左侧瞳孔呈椭圆形,小下颌,高腭弓,悬雍垂缺如,右手六指

畸形,左手拇指发育异常,鸡胸,四肢肌张力显著降低。眼底检查提示双侧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发

育异常。喂养困难,牛奶过敏,反复出现呼吸道感染,精神运动发育迟缓,乳糜胸。期间行染色体微阵列

､ 血 MS-MS､ 尿 GC-MS 检查均未见异常。金域检验中心疑难病基因检查提示:患儿存在① 
BUB1B(NM_001211.5)Exon7:c.826delG;p.(Asp276fs)杂合突变(移码突变), 为未知突变,但通过软

件预测尉致病突变。② BUB1B(NM_001211.5)Exon19:c.2441G>A;p.(Arg814His)杂合突变(错义突

变),为已知致病突变。③ MECP2(NM_004992.3)Intron3:c.377+6delTAAG;杂合突变,未见报道,软件

预测临床意义不明。患儿父亲存在 BUB1B(NM_001211.5)Exon7:c.826delG;p.(Asp276fs)杂合突

变。患儿母亲存在 BUB1B(NM_001211.5)Exon19:c.2441G>A;p.(Arg814His)杂合突

变,MECP2(NM_004992.3)Intron3:c.377+6delTAAG;杂合突变。追问家族史中仅患儿母亲此次之前

曾怀孕 1 次,孕中期胎儿出现宫内生长停滞死亡。 
结论 该患者存在 BUB1B 基因两个杂合突变,且一个为已知致病突变,另一个为未见报道,但软件预测

为致病突变,且这两个突变分别来自其父亲和母亲。系复合杂合突变,可导致 Mosaic variegated 
aneuplidy 综合征 1 型(MVA1),该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方式遗传,发病率极低,目前国外报道仅几十

例,国内未见报道。该患儿存在宫内发育迟缓､ 小头畸形､ 面部器官异常等典型表现,同时还存在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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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过敏症､ 乳糜胸､ 听力和视力异常,未见报道。因此通过该病历资料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复习,使
得我们对 MVA1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 BUB1B(NM_001211.5)Exon7:c.826delG;p.(Asp276fs)可
能是新发致病突变。 
 
 
PU-2472 

同伴教育对儿童糖尿病自我管理能力干预的研究进展 
 

刘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同伴教育对儿童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干预的效果,从糖尿病患者的依从性､ 血糖 控制

结果､ 并发症及心理疏导等方面产生的效果,探讨同伴教育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优劣,及是否适用

于儿童糖尿病患者。 
方法 检索近年关于同伴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及儿童糖尿病健康教育中自我管理能力的

相关文献,通过学习同伴教育的定义及应用领域,目前国内及国外同伴教育的干预方式,同伴教育对儿

童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个方面的干预效果总结综述。 
结果 同伴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健康教育方式在艾滋病､ 抑郁症及慢病管理中均取得了一定效果,且
为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随着同伴教育在糖尿病患者中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

多种模式的健康教育并均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严密的研究方案,对同伴教育者的全面培训和支持是

干预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其优点表现在:和其他教育方法相比,教育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在心理健康教

育过程中,同伴教育的信息来源更加真实与生活化;应用了受教育者容易接受的学习知识与分享技能

的方法,更加自然;同伴正确的行为,非常容易对受教育者产生积极正确的影响;在整个心理健康教育的

过程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一样,学习到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这对两方都有好处,同伴之间没有代沟,
交流的信息往往是兴趣相仿的,容易沟通,彼此信任､ 可发挥教育作用的时间长､ 教育面大､ 能充分

调动受教育者的参与积极性,教育的方式灵活多变,如做游戏､ 开展智力竞赛､ 讲故事等,参与的过程

中轻松地掌握知识, 由于这种教育方式采用交互式和参与式教学法, 所以教育效果优于传统的说教式

方法,特别是在一些敏感健康问题上,患者往往能够听取或采纳同伴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愿意接受纯粹

的说教。同时立足我国医疗现状不断完善并发展,以推动和促进糖尿病健康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

展。但在国内的研究中,同伴教育大部分都采用集体授课的方式,不能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指导,且同

伴教育的效果缺乏生化指标,说服力有限。 
结论 我国目前儿童糖尿病患者正以逐年递增的方式增加,而针对糖尿病这一慢性疾病,防重于治。儿

童糖尿病患者面临着终身的治疗这一漫长过程,针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及生理发育特殊性,健康教育方

式的选择及干预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重点内容,而同伴教育作为一种新理念的教育模式,在教育方式

这一领域中,其效果及意义是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在今后的儿童糖尿病教育中值得学习及借鉴的方式,
为今后更好的致力于儿童糖尿病健康教育提供思路。 
 
 
 
 
 
 
 
PU-2473 

拇指内收腱籽骨发育与 RUS 骨发育关系的研究 
 

丁敏,成燕,田葛,杨丽萍,胡超,余蓉,周静,叶韬,叶义言 
叶义言儿科专家工作室 41000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978 
 

 
目的 拇指内收腱籽骨(下称籽骨)对于 RUS 骨龄评定的意义。 
方法 (1)对象: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本室摄取的左手和腕部正位 X 线数码图像,18 岁以下并在掌

1 远端内侧(下称骨)显现籽骨共 551 份(男 180､ 女 322 份),质量均优良。(2)籽骨分期:按叶义言方法

回顾分析,A 期,未出现;B 期,刚出现,白色钙沉着点,色淡糢糊,边界不清;C 期,浅白色,浓淡不 ,边界清

楚;D 期,浓密白色,基本同骨皮质色。(3)RUS 骨龄评定:按 TW 骨发育分期法､ TW-C 和 TW3 的骨龄

标准,即时双盲评定。(4)统计分析:用 SPSS17.0 软件。 
结果 (1)本组男 10-11 岁 22 例､ 11~12 岁 39 例､ 12~13 岁 41 例､ 13~14 岁 25 例､ 14~18 岁 53
例,共 180 例;女 8~9 岁 45 例､ 9~10 岁 68 例､ 10~11 岁 64 例､ 11~12 岁 49 例､ 12~13 岁 48 例

､ 13~18 岁 48,共 322 例。(2)本组籽骨(不分期)显现时间:平均男在年龄 13~14.7 岁､ TW-C-RUS
骨龄 12.7~15.6 岁､ TW3-RUS 骨龄 12.4~15.6 岁;女在年龄 10.5~12.9 岁､ TW-C-RUS 骨龄

11.0~13.4 岁､ TW3-RUS 骨龄 10.7~13.1 岁。(3)本组籽骨 B 期的分布:男籽骨 B 期共 16 例,分布于

骨 F 期 4 例(25%)､ G 期 12 例(75%);女籽骨 B 期 61 例,分布于骨 E 期 3 例(4.2%)､ F 期 7 例(9.9%)
､ G 期 57 例(80.3%)､ H 期 4 例(5.6%)。 
结论 (1)籽骨(不分期)显现的个体差异较大,评定骨龄不可把籽骨显现作为导向用以推测骨龄,而应根

据各骨发育特征独立评定。(2)B 期显现的差异较小,TW-C-RUS 骨龄的标准差较小(男 0.6､ 女 0.5)
､ 大多在骨 G 期,B 期过早或过迟可提示病理原因(病例略),籽骨分期方法有一定临床价值。 
 
 
PU-2474 

GM1 神经节苷脂贮积病 GLB1 基因新突变体外功能学研究 
 

冯瑜妤,黄永兰,赵小媛,盛慧英,毛晓健,程静,李秀珍,刘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及建立 GLB1 基因体外瞬时表达体系,对 GLB1 基因新突变进行致病性鉴

定及体外功能学鉴定,探讨其致病的可能机理。 
方法 对 5 种新突变 c.148T>A(p.Y50D)､ c.800C>T(p.S267F)､ c.1357G>A(p.G453R)､
c.475_478delGACA､ p.R206fsX 均采用 50 例无血缘关系健康儿童的 100 个等位基因作为正常对

照,同时查找千人基因组数据库,排除基因多态性。对新错义突变 c.148T>A(p.Y50D)､
c.800C>T(p.S267F)､ c.1357G>A(p.G453R)进行 12 个不同物种突变位点氨基酸的保守性分析,并
使用 SIFT 及 Polyphen-2 在线软件对新错义突变进行致病性预测。以表达绿色荧光蛋白的质粒

pcDNA3.1-EGFP 作为空载体,构建 pcDNA3.1-GLB1-EGFP 野生型载体,体外定点诱变成新突变位

点相应的突变型载体,转染 COS-7 细胞,提取转染后 COS-7 细胞总蛋白,检测 GLB1 酶活性及参考酶

β-半乳糖苷酶活性。 
结果 新错义突变的 12 个不同物种突变位点氨基酸保守性分析提示均高度保守;在线软件致病性预测

结果显示新错义突变的 SIFT 评分均接近 0,Polyphen-2 评分均接近 1;新突变型载体 p.Y50D､
p.S267F､ p.G453R 转染 COS-7 细胞后 GLB1 酶活性分别是野生型载体转染 COS-7 细胞后 GLB1
酶活性的 0.10%､ 0%､ 0.55%。 
结论 生物信息学分析均提示新错义突变致病性可能大。成功构建了 GLB1 基因新突变体外表达体

系,经 COS-7 细胞瞬时表达研究证实,新突变 p.Y50D､ p.S267F､ p.G453R 均为致病性突变。 
 
PU-2475 

FLGLA 基因 p.M1T 新突变致原发性卵巢发育不良一家系报道 
 

黄永兰,刘丽,胡昊,林云婷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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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FLGLA(folliculogenesis specific basic helix-loop-helix,factor in the germline alpha)基因编码

卵泡发育特异性碱性螺旋-环-螺旋蛋白,为生殖细胞系 α 转录因子,具有 RNA 多聚酶 II 核心启动子近

端区域系列特异性 DNA 结合活性,对 RNA 多聚酶 II 启动子转录起正调节作用,与卵巢卵泡发育有

关。 
目的 探索 FLGLA 基因突变所致的原发性卵巢发育不良患者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管理水

平。 
方法 回顾分析 2 例女性青春期发育延迟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全外显子测序方法进行家系分析,明确

基因诊断。 
结果 先证者 1,女,19 岁,5 年前因青春发育延迟在外院及我院进行性发育评估,染色体核型为 46,XX,
盆腔超声及 MRI 检查未见子宫及卵巢,阴道盲端,内分泌功能评估提示高促性腺激素性发育不良,LH 
9.75 IU/L,FSH 49.0IU/L,E2 < 73pmol/L,建议雌激素替代治疗。先证者 2,女,15 岁,为先证者 1 的妹

妹。10 岁时因姐姐确诊为不明原因的原发性性发育不良,健康体检提示染色体 46,XX,身高 135.6cm,
体重 36.6kg,乳房 B1,外阴 P1,甲状腺功能､ IGF-1 正常,LH､ FSH､ E2 青春前期水平,骨龄 8 岁,盆
腔超声提示子宫 20mm*12mm*5mm, 右侧卵巢显示不清,左侧卵巢 14mm*7mm*20mm,内可见小滤

泡。未进行特殊处理。15 岁时因生长缓慢,无乳房发育再次就诊,身高 145.6cm,体重 42kg,乳房 B1,
外阴 P1,骨龄 11 岁,FSH 85.6 IU/L,LH 39.7 IU/L,E2 57 pmol/L,盆腔超声提示一类子宫样低回声与

阴道相连,轮廓模糊,大小如 14mm*8.4mm*2.2mm,双侧卵巢显示不清,未见明显彩色血流信号。初步

诊断为原发性卵巢发育不良。其父母为近亲结婚,其弟弟 13 岁健康。全外显子测序分析显示姐妹俩

均为 c.2T>C(p.M1T)纯合突变,父母携带。该突变在千人基因数据库及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均未见

报道,SIFT 及 PolyPhen2 软件预测均提示致病性突变可能性大。 
结论 国内首次报道 FLGLA 基因突变导致原发性卵巢发育不良,p.M1T 新突变为致病性突变。给予

雌激素替代治疗促进体格､ 骨骼及心理健康。避免近亲结婚是预防罕见遗传代谢病的重要措施。 
 
 
PU-2476 

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 2 例临床病例分析 
 

刘丽,刘华圳,李陶琳,周知子,卢致琨 ,黄永兰,曾春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是由于 GBE1 基因突变,导致 1,4-α 糖原分枝酶缺陷,糖原分解障碍,糖原在

机体内堆积过多性遗传代谢缺陷病,临床少见。目的:分析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疾

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患儿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特点及随访治疗。 
结果 病例 1,女,7 月龄,病例 2,男,1 岁,均因发现腹胀,面色苍黄就诊,体检发现伴有肝脾肿大,肝右肋下

5cm 以上,脾左肋下 3cm,均质中,血生化空腹 3 小时血糖波动于 2-3mmo/l,肝酶明显升高,总蛋白､ 白

蛋白､ 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 间接胆红素蛋白､ 甘油三脂､ 胆固醇､ 乳酸轻度增高,-BE 轻度下降,
尿酸正常。护肝治疗效果不好,肝脾肿大加重,但胃纳好。二代测序发现存在 GBE1 基因,Sanger 测
序提示:病例 1 存在纯合致病突变,突变分别来自父母。病例 2 存在复合杂合新发突变,突变分别来自

父母。病例 1 放弃治疗,预后不详。病例 2 给予生玉米淀粉每天 4 次喂养等治疗后 3 个月后,空腹 3
小时血糖波动于 3-4mmol/l,肝酶明显下降,肝脏略有缩小。 
结论 (1)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因症状体征和普通实验室检查无特异性,易误诊,致临床罕见。肝脾肿大,
肝酶明显升高､ 轻度空腹低血糖､ 代谢性酸中毒､ 高胆红素血症､ 高脂血症､ 低蛋白血症者,需要

警惕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可能,及时基因突变检测分析,明确诊断。(2)二代测序广泛应用于临床后,可
能有助于发现更多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患者。(3)过去认为该病无特殊治疗,预后差,死亡率高,本文病

例 2 患儿诊断明确后给予生玉米淀粉喂养等治疗,病情可暂时稳定,短期内不进展,表明生玉米淀粉喂

养治疗肝糖原累积病 IV 型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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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7 

一个颅骨锁骨发育不全家系的临床分析 
 

伊鹏,李秀珍,牛会林,徐爱晶,李翠玲,周志红,程静,刘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调查分析一个罕见的颅骨锁骨发育不全家系,总结诊治经验。 
方法 对患儿进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请儿科,骨外科,眼科,放射科等多学

科会诊以协助诊断。 
结果 多科会诊后确定患儿存在矮小症,前囟门闭合延迟,锁骨发育不全,泪道阻塞,睑内翻,倒睫,龋齿。

父亲存在矮小症,锁骨发育不全,乳牙滞留。应用 GenCap 液相捕获目标基因技术结合第二代测序,发
现患儿及父亲存在 RUNX2 基因的全外显子缺失。 
结论 患儿及父亲确诊为 RUNX2 基因缺失突变导致的颅骨锁骨发育不全。检索中外文文献,目前中

国颅骨锁骨发育不全患者的基因诊断以点突变为主,RUNX2 基因全外显子缺失突变比较少见。目前

该病尚无根治方法,主要给以对症治疗,提高其生活质量。 
 
 
PU-2478 

甲状旁腺腺瘤致儿童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2 例临床报道并文献复习 
 

郑锐丹,程静,徐爱晶,温哲,李鹤红 ,刘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总结 2 例儿童甲状旁腺瘤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临床特点,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回顾分析 2 例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患儿临床资料,并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归纳临床表现､

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 治疗及预后特点。 
结果 病例 1,女性,14 岁,病程 5 年,病例 2,男性,病程 1 年,均因双下肢乏力､ 疼痛､ 变形､ 步态异常

就诊,在外院诊断为低磷佝偻病,给予补充中性磷酸盐和维生素 D 治疗,效果不好,病情缓慢加重,入院

时体检 2 例患儿身高均<-2SD,双下肢中度 X 型畸形,行走时呈鸭步步态,无鸡胸､ 漏斗胸､ 脊柱后突

､ 手镯､ 脚镯,胸骨､ 胫骨､ 脊柱､ 跟骨处无按压,血总钙波动于 2.6-3.4nmol/l(正常:2.2-2.7),离子钙

波动于 1.4-1.5mmol/l(正常:1.1-1.5),血磷波动于 0.7-1.2mmol/l(正常:1.3-1.9),血碱性磷酸酶(ALP)波
动于 1973-2316u/l(正常:118-390),血 PTH 波动于 173-215pmol/l(正常:1.2-7.1),25-OH 维生素

D43.9nmol/l(正常:50-150),血气分析提示无酸中毒,尿常规未见蛋白细胞,四肢､ 脊柱､ 骨盆､ 头颅 X
片,2 例均提示:全身骨骼骨质疏松,骨小梁减少,骨皮质变薄,病例 1 见胸腰椎骨压缩改变,双侧股骨胫

､ 右侧肱骨陈旧性骨折。头颅颅骨弥漫性增厚,板障消失,骨质内见散在多发类圆形致密影。2 例脑

内均未见钙化灶。颈部 B 超和颈部 MRI 平扫及增强:2 例均提示:甲状腺后实性肿物占位性病变,边界

清。肝､ 胆､ 胰､ 双肾､ 输尿管 B 超未见异常。心电图大致正常。心脏彩超未见异常。甲状旁腺

ECT 检查:2 例均提示甲状旁腺亢进显影阳性。2 例患儿均进行了甲状旁腺手术探查,组织病理均提

示甲状旁腺腺瘤。术后 2 例患儿血钙､ 血磷､ 血碱性磷酸酶､ PTH 均逐渐恢复正常,骨质疏松逐渐

改善,骨痛症状逐渐减轻。2 例患儿 终确诊为甲状旁腺瘤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结论 儿童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很少见,易误诊误治遇患儿骨痛､ 下肢无力､ 变形､ 血磷低､ 血钙增

高或正常值高限､ 血碱性磷酸酶增高､ PTH 明显增高时,需警惕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腺瘤所致可能,切
勿认为血磷低､ 碱性磷酸酶高,血钙增高不明显,而误诊为低磷血症性佝偻病。甲状旁腺影像学检查

有助于筛查发现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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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9 

1 例罕见以双下肢淋巴水肿为主要表现的 Noonan 
综合征 9 型– 疑难病例研究 

 
丁圆,宋艳宁,沈亦平,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报道 1 例亚洲首例基因确诊的 Noonan 综合征 9 型女孩。Noonan 综合征 9 型(MIM616559)是
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 Noonan 综合征亚型,因 SOS2 基因杂合突变导致 RAS/MAPK 通路

上信号传导增加。 
方法 对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进行描述,分析外周血白细胞 SOS2 基因突变与临床的关系。 
结果 患儿 女 9 岁.主因“发现外阴异常 6 年余,下肢肿 5 年余,身矮 1 年”就诊。患儿 4 个月时于北京

安贞医院行房间隔､ 室间隔修补术。其后 1 年内生长发育正常,3 岁起家长发现患儿外阴异常,大阴

唇似阴囊,阴蒂似阴茎,皮肤较黑,家长未予重视。4 岁时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下肢肿,1 年后逐渐出现右

下肢肿。患儿智力轻度落后,有前额大,眼距宽,双上睑下垂,小下颌,颈蹼,后发际低,耳位低等特殊面

容,SOS2 基因分析显示先证者患儿存在 c.800T<A(p.M267K)杂合突变,为已报道的致病突变。 
结论 Noonan 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临床和基因异质性的疾病,基因诊断是分型的关键,Noonan 综合

征 9 型是其中罕见的类型,且以双下肢淋巴水肿为主要表现,尚无文献报道,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措施,本
文为我国首次报道,并通过基因分析成功确诊患儿的诊断。 
 
 
PU-2480 

颅内肿瘤术后糖尿病高血糖高渗状态二例 
 

朱铭强,董关萍,吴蔚,张黎,戴阳丽,傅君芬,黄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颅内肿瘤术后糖尿病高血糖高渗状态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两例颅内肿瘤术后糖尿病高血糖高渗状态患儿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 治疗经过及文献复习。 
结果 病例 1,14 岁 7 月龄女孩,颅咽管瘤术后 8 年,因“耳鸣 1 周,头晕 2 天,抽搐半天”入院,查体:体温 
36℃,呼吸 20 次/分,心率 90 次/分,血压 104/56mmHg,体重 57kg,肥胖体型,水牛背,可对答,无法描述

头痛具体部位,精神差,肌力及肌张力减低,瞳孔对光反射存在,心肺腹无殊,皮肤干燥,肢端尚暖,毛细血

管充盈时间 3 秒。查动脉血气:pH 7.36, PCO2 36.8mmHg,K+ 3.8mmol/L,Na+ 159mmol/L,Glu 
52.0mmol/L,Lac 8.4mmol/L,HCO3- 20.3mmol/L,ABE- 4.1mmol/L。病例 2,10 岁 2 月女孩,颅内混合

性生殖细胞瘤术后 1 年,因“反复抽搐半天”入院。查体:体温 36.6℃,呼吸 26 次/分,心率 120 次/分,血
压 118/61mmHg,体重 68kg,意识模糊,能对答,但不流利,精神差,肌力及肌张力减低,瞳孔对光反射存

在,心肺腹无殊,皮肤干燥,肢端尚暖,毛细血管充盈时间 3 秒,颈部及腋下可见明显黑棘皮。查动脉血

气:pH 7.371, K+ 3.5mmol/L,Na+ 144mmol/L,Glu 40mmol/L,Lac 2.5mmol/L,HCO3- 
23.9mmol/L,ABE- 2.1mmol/L。两例患者入院后都予积极液体复苏,随后加用小剂量胰岛素持续静脉

滴注,及时补钾,密切监测病情变化,患儿脱水纠正,渗透压逐渐下降,精神状态随之逐渐恢复正常,随后

改为常规皮下注射胰岛素,考虑该两例患者 2 型糖尿病可能性大,加用二甲双胍,并逐渐减停胰岛素,监
测血糖平稳,血渗透压正常后出院。 
结论 颅内肿瘤术后患者可因下丘脑垂体系统受损改变饱食中枢,引起摄食过度,副交感神经兴奋引起

高胰岛素血症,同时活动减少等一系列改变引起下丘脑肥胖,继而引起胰岛素抵抗,继发糖尿病。同时

此类患者常合并尿崩症及渴感减退症,易发生高血糖高渗状态,其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索。治疗上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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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体复苏,小剂量胰岛素持续静脉滴注,及时补钾,密切监测。当脱水纠正､ 渗透压及精神状态恢复

正常,可改为常规皮下注射胰岛素,考虑 2 型糖尿病可考虑单独应用二甲双胍。 
 
 
PU-2481 

A rare case of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Ⅺ caused by 
FKBP10 gene novel mutations 

 
Shao Yongxian,Xu Hongwen,Lin Yunting,Liu Li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OI) is a clinically and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group of 
hereditary bone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bone fragility and bone deformity. Mutations in 
FKBP10 made FKBP65 decrease of function and result in OI type Ⅺ and Bruck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joint contractures. 
Methods Here we report a rare case of a Chinese adolescent girl with mutations in FKBP10 but 
without joint contractures. Since analogical symptoms of primary osteoporosis and compression 
fracture but no typical OI characters, it made a circuitous route for us to diagnose and cure 
Results In this article, relevant data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patient were 
collected to perform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the case. A novel splice mutation in the FKBP10 
gene was reported firstly. What’s more, wit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ported case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patient with FKBP10 mutations were recognized. 
Conclusions The conclusion of review gained an insight into mutation spectrogram of FKBP10. 
The conclusion of review made a contribution to draw a guid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utations of FKBP10. 
 
 
PU-2482 

儿童维生素 D 依赖性佝偻病 I 型 1 例及文献复习 
 

杨瑞雪,袁雪雯,武苏,王丹丹,周巧利,顾威,刘倩琦,倪世宁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儿童维生素 D 依赖型佝偻病 I 型的临床表现､ 病因及发病机制､ 诊断及鉴别诊断,提高儿

科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分析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收治的 1 例维生素 D 依赖型佝偻病 I 型患儿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过程,
并结合文献检索进行病例复习。 
结果 本例患儿,女,1 岁 5 月,2017 年 02 月因发现血钙偏低半年,抽搐 3 次至我科就诊。入院后查体:
轻度方颅,轻度肋外翻,未见串珠肋,腹略膨,触之软,肝肋下 1.5cm,剑突下未及,脾肋下未及,双上肢肌

力及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肌力及肌张力减弱,病理反射未引出。个人史:G1P1,足月顺产,出生体重

3.3kg,无窒息 Apgar10 分,喂养史:生后母乳喂养,按时添加辅食;生后两周开始服用维生素 D,尚规律;
生长发育史:生后 6 月能坐,8-9 月能扶站,一周岁能扶走,现会叫爸爸,不会叫妈妈,现扶走困难。入院

后相关检查:肌酐 24umol/L,尿酸 197umol/L,钙 1.52mmol/L,磷 1.31mmol/L,镁 0.79mmol/L,碱性磷

酸酶 933U/L,离子钙 0.91mmol/L;甲状旁腺激素 326.10pg/ml;左腕部正位片考虑佝偻病。头颅

MRI:1.双侧终末带 T2WI 信号偏高;2.双侧乳突 T2WI 见高信号。CDCC 提示智能量表 MDI 72,运动

量标 PDI 54。入院后予静脉葡萄糖酸钙 10mi/Q8H,小儿碳酸钙 D3 颗粒(迪巧 0.75g)1 包 QD,罗盖

全 1 粒 QD,后多次复查血钙仍偏低,后调整为罗盖全 1 粒 tid,迪巧 1 包 tid,血钙正常,现随访至今。3
月后患儿基因结果回报提示:在受检患者中检出 CYP27B1 基因的 1 个已知致病突变和 1 个临床意义

未明突变,以上两个位点可能组成复合杂合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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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维生素 D 依赖型佝偻病 I 型为极为罕见的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病,大多数在 1 岁左右发病,早期也

可于生后 2-3 月时发病,少部分患儿症状出现在儿童时期,临床表现为出生时正常,,逐渐出现严重佝偻

病,患儿可出现肌张力减退,肌无力,生长迟缓,低血钙,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部分患儿可出现癫痫

或手足抽搐。该病的诊断主要依据病史,临床表现和体征,结合实验室检查:低血钙,高甲状旁腺激素､

1,25-(OH)2D3含量减少或检测不到,25-(OH)D3含量正常或升高,确诊需要进行基因诊断。维生素 D
依赖性佝偻病 I 型由于 CYP27B1 基因突变导致 1a-羟化酶缺陷,25-(OH)D3到 1,25-(OH)2D3转化障

碍,导致 1,25-(OH)2D3生成不足。鉴别主要是与低血磷抗维生素 D 佝偻病,该病是由于肠道及近端肾

小管对磷的重吸收障碍,使大量的磷排除体外,但血钙多正常,血磷明显减低,尿磷增加,碱性磷酸酶明

显身高;还要与肾小管酸中毒,肾性佝偻病鉴别,确诊主要依据基因诊断,该患儿无缺乏日晒､ 营养不良

及慢性腹泻等导致维生素 D 缺乏的病史,且经常规剂量维生素 D 与钙剂治疗无效,需用大剂量骨化三

醇和钙剂治疗病情缓解。 
 
 
PU-2483 

GnRH antagonist improves pubertal cyclophosphamide-
induced long-term testicular injury in adult rats 

 
Xie Rongrong,Chen Linqi,Wu Haiying,Wang Fenyun,Chen Xiuli,Chen Ting,Sun Hui,Li Xiaozho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3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longitudinally explore whether the GnRHant could 
alleviate testicular damage induced by cyclophosphamide (CPA) in rat model. 
Methods Pubertal male rats were assigned to receive CPA with and without GnRHant. CPA was 
administrated at a single dose (100mg/kg). GnRHant started one hour prior to CPA injection and 
continued for four weeks (0.1mg/kg, 3 times a week). Body and testes weights, testicular 
hormones, histological changes and expression of androgen receptor (AR) in testis were 
analyzed when rats matured into adulthood and completed a round of spermatogenesi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body weight, histological injury and AR expression in testis were 
improved in GnRHant+CPA group. However, testes weight and testicular hormones (anti-
Müllerian hormone, Inhibin B and testosterone) did not markedly change.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nRHant administration before and after CPA in 
pubertal rats can protect long-term testicular injury induced by CPA via increased AR expression 
in testes. 
 
 
 
 
 
 
 
 
 
 
 
PU-2484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特发性矮小症儿童的疗效观察 
及对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影响 

 
沈琳娜,夏欢,宋月娟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2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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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特发性矮小症儿童的临床疗效及对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影响。 
方法 将 72 例特发性矮小症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6 例。两组患儿均严格地按照合

理的饮食方案进食,并且每天保持充足的睡眠,同时给予常规的营养治疗和补充适量的钙剂､ 维生素

以及微量元素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治疗,0.15IU/(kg×d),1 次/d,于睡前 1 小

时皮下注射,连用 12 个月。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身高､ 骨龄､ 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
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GFBP-3)水平的变化,以及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身高､ 骨龄､ 血清 IGF-1 及 GH 水平均明显增大(P<0.05),且观察组在治疗

后的身高､ 骨龄､ 血清 IGF-1 及 GH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
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6.67%,对照组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w Roman';font-size:10.5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IGF-1)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3(IGFBP-3)水平的变化,以及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论 采用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特发性矮小症儿童后,能明显提高患儿的身高､ 骨龄､ 血清 IGF-1 水

平等,临床疗效得到明显改善。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在临床应用时,需严格监控不良反应的

发生情况。 
 
 
PU-2485 

天津地区儿童 1 型糖尿病 IFIH1 基因多态性研究 
 

吕玲
1,林书祥

1,2,舒建波
1,2,高龙

1,钱莹
1,黄乐

1 
1.天津市儿童医院 

2.天津市儿科研究所 
 

 
目的 检测中国天津地区 15 岁以下汉族儿童 1 型糖尿病 IFIH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 
方法 采集 102 例平均年龄 9.04±3.529 岁儿童 1 型糖尿病病人及 127 例对照者外周血并提取基因组

DNA 根据 IFIH1 基因序列设计引物,对 PCR 扩增产物进行基因测序及序列比对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 IFIH1 rs 35744605 等位基因均为野生型 G 等位基因,基因型为 GG;未见突变

基因。IFIH1 rs1990760 A 等位基因病例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OR 1.83,95% CI 
(1.125-2.976)。以 6 岁为分界点分组分析,其中 > 6 岁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6 岁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天津地区儿童 T1D 与 IFIH1 rs 35744605 SNP 无关,6 岁以上儿童 T1D 与 IFIH rs1990760 A
等位基因相关。 
 
 
 
 
 
 
 
 
PU-2486 

矮小症患儿生长激素激发试验的不良反应及护理方案 
 

朱冬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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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矮小症患儿生长激素激发试验的不良反应及护理措施。 
方法 对照组在生长激素激发试验时予以常规临床护理,观察组予以预防性护理干预,观察对比两组试

验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试验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30.2%(P<0.05)。观察组护理总满

意率为 90.6%,高于对照组的 75.5%(P<0.05)。 
结论 预防性护理干预可进一步降低矮小症患儿在生长激素激发试验中发生的不良反应,且可提高护

理满意度。 
 
 
PU-2487 

系统化健康教育对改善Ⅰ型糖尿病患儿治疗效果分析影响 
 

王艳辉,朱冬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究系统化健康教育对改善Ⅰ型糖尿病患儿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健康指导,观察组予以系统化健康教育干预,两组患儿出院 6 个月后,对比两组健

康知识掌握情况､ 控糖行为干预效果及血糖控制水平。 
结果 观察组健康知识掌握率和控糖行为依从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干预后的 FPG､
2hPG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系统化健康教育有助于取得更为满意的血糖控制疗效果。 
 
 
PU-2488 

以转氨酶升高为主的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的临床表现及基因分析 

 
谭艳芳,欧阳文献,姜涛,唐莲,李双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一例以转氨酶升高为主的多种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患者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肌

肉活检及基因突变情况分析,并进行文献复习,为该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1 例 7 岁 3 月男性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父母血标本,采用二代基因测序检测致病基

因,腓肠肌穿刺活检明确肌肉病变情况。 
结果 患儿肌肉活检电镜结果示肌纤维内大量脂滴沉积。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患儿的 ETFDH 基因存在

c.1773_1774 del AT p.(Cys592 ※)无义突变和 c.389A>T p.(Asp130Val)错义突变,考虑为复合杂合

突变,患儿父母分别为携带者。 
结论 临床上有转氨酶升高为主,伴有心肌酶升高,运动障碍者,应尽早进行分子遗传学检查,有条件者

行腓肠肌肌肉活检术,可以为患儿家庭提供准确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 
 
PU-2489 

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患儿 1 例的肝脏病理和基因分析 
 

李双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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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利用基因检测技术对拟诊为 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患儿进行明确诊断,同时行肝脏穿刺

术明确肝脏病变程度 
方法 收集 1 例拟诊 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父母血标本,采用二代

基因测序检测致病基因,肝脏穿刺术明确肝脏病变程度。 
结果 该患儿于 1 月龄起病,以中性粒细胞减少为首发表现,伴贫血,转氨酶升高,反复感染,而胰腺外分

泌功能障碍症状不典型,肝脏病理学检测,光镜示肝胞轻度损害(G1S1),二代测序发现

SBDS(NM_016038.2)  Intron2  c.258+2T>C p.?纯合突变,突变来源于父母亲。 
结论  
若患儿临床表现为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血液系统异常,转氨酶升高,骨骼异常者应尽早行基因检查以

确诊,有条件者可行肝脏穿刺术。 
 
 
PU-2490 

1 型糖尿病儿童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发生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杨威,张英娴,刘晓景,陈永兴,卫海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系统分析 1 型糖尿病(T1DM,Type 1 Diabetes Mellitus)儿童甲状腺抗体阳性发生率及相关因素,
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诊治的 107 例 T1MD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掌握

患儿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率,并比较分析阳性组和阴性组患儿的甲状腺功能､ T 淋巴细胞等间的关系 
结果 本组 107 例患儿中,甲状腺自身抗体呈阳性 25 例(23.4%),包括 22 例双抗体阳性;正常 82 例

(76.6%)。阳性组患儿糖尿病家族史比率､ 年龄均大于阴性组(P<0.05);阳性组 TSH 异常率明显的高

于阴性组(P<0.05);阳性组 CD3+､ CD4+比较为显著的高于阴性组(P<0.05) 
结论 对于 T1DM 患儿的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儿童易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率高

与遗传因素､ T 细胞免疫功能异常存在关系 
 
 
PU-2491 

Molecular dissection of a rare Y:autosome translocation 
patient with Turner syndrome 

 
Ruen Yao,Ding Yu,Jian Wang,Xiuming Wa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n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Y:autosome translocation  usually result in male infertility and azoospermia. Female 
patients with Y:autosome translocation are extremely rare and detail molecular diagnosis is 
necessary. 
Methods Hormonal assays, abdomen ultrasound and laparoscopy were applied for clinical 
investigation.  Karyotyping, 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were used to delineate detail genomic structural of the patient.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as 
used to detected possible pathogenic variants in disease related genes. 
Results Cytogenetic testing including karyotyping, FISH and CMA revealed Y/13p unbalanced 
translocation combined with partial deletion on pseudoautosomal region (PAR) on Y chromosome. 
No sex reversal related genomic variant has been identified by WES. 
Conclusions Combined cytogenetic testing is helpful in depicting rare chromosomal 
rearrangement in this patient. The presented patient is a very rare female case with Y:autosome 
translocation and sex reversal with presence of SRY gene of unknown et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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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92 

一例伴类 Crouzon 面容､ 不成比例矮小症和黑棘皮病患者的

FGFR3 基因自发突变(p.R248C) 
 

张娟娟,张婉玉,韩晓伟,肖园,陆文丽,王伟,王德芬,董治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3(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3,FGFR3)基因突变可导致一系

列经典表型包括软骨发育不全症､ 软骨发育不良､ 致死性骨发育不全,伴黑棘皮病的 Crouzon 综合

征(CAN),和 SADDAN(严重的软骨发育不全伴生长迟滞和黑棘皮病)。 
方法 抽取患者全血提取基因组 DNA 进行全外显子测序,父母全血基因组 DNA Sanger 测序验证。 
结果 本文展示了一个表现为类 Crouzon 面容､ 严重身材矮小(为不 称性矮小)和全  身严重黑棘皮

病的 13 岁男性青少年病例。实验室检验提示存在不伴高血糖的轻度胰岛素抵抗,且生长激素标志物

水平正常。影像学检查提示无软骨发育不良/不全､ 短头畸形及面中部发育不良表现。皮肤病理活

检提示表皮乳头瘤样增生,符合黑棘皮病病理表现。对患者及父母进行全外显子测序, 发现该患者存

在 FGFR3 基因的自发突变(NM_00142: c.742C>T; Chr4: 1803564; p.R248C),经 ACMG 指南评估

该位点为致病性变异,且已有文献报道该位点和 CAN 相关联。该突变位点位于 FGFR3 蛋白的细胞

外 IgII 和 IgIII 结构域,创建了 BsiHKAI 限制性位点。 
结论 本文首次报道了不伴有骨骼病变的 FGFR3 突变(p.R248C)临床表型,表明 FGFR3 基因突变的

临床表型可存在异质性,非经典型可以由经典基因突变位点引起。当患者表现为身材矮小或黑棘皮

病,尤其是伴有特殊面容时,可以考虑进行 FGFR3 基因突变检测。 
 
 
PU-2493 

四川地区儿童糖尿病 230 例临床分析 
 

吴瑾,陶于洪,孙小妹,刘颖,秦燕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对四川地区儿童糖尿病的资料分析,总结四川地区儿童糖尿病临床特点,以提高对儿童糖尿

病的认识,减少误诊漏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就诊 230 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

查。 
结果 230 例糖尿病患者中,男 118 例,女 112 例,均为首诊病例; 就诊年龄 4d~15 岁,平均(7.4±3.2)岁;
病程(5d-2 年),平均 36±28 天。随机血糖(19.3±6.7)mmol/L, 糖化血红蛋白为(11.4±3.5)%; 其中 1 型

糖尿病 182 例(77.6%),2 型糖尿病 26 例(15.0%),特殊型糖尿病 39 例 (7.4%)。特殊型糖尿病包括:药
物性糖尿病 24 例､ MODY 5 例､ 新生儿糖尿病 4 例,库欣病 2 例,Turner 综合征 2 例,胰腺炎 1
例,wolfram 综合征 1 例。以多饮､ 多尿､ 多食,体重减轻就诊者 180 例;临床症状不明显,体检时发现

血糖高就诊者 50 例,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为首发症状就诊者 147 例,其中 1 型糖尿病患儿 137 例,其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发生率为 62.6%;2 型糖尿病患儿 2 例,特殊型糖尿病患者 5 例。酮症酸中毒患

儿中首发表现为恶心､ 呕吐 68 例,腹痛 28 例､ 意识改变 16 例,不规则深大呼吸 3 例。1 型糖尿病患

儿中,有糖尿病家族史者 12 例(占 6.5%) ;2 型糖尿病患儿中,有糖尿病家族史者 16 例(占 61.5%),肥
胖患儿 10 例,超重 14 例。230 例糖尿病患儿就诊时已经出现慢性并发症者 1 例(颅内出血及下肢坏

疽 1 例)。药物性糖尿病 24 例中,糖皮质激素 16 例,门冬酰胺 4 例,环孢素 A 3 例,他克莫司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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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糖尿病以 1 型糖尿病为主,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为首发表现占很大比例;2 型糖尿病发生率

明显增高,大多数有肥胖和家族史。儿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无特异性临床表现,容易误诊。 
 
 
PU-2494 

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笔的应用 
 

钟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胰岛素笔作为一种先进的胰岛素注射器,具有注射剂量准确､ 操作简单､ 携带保管方便,能有效

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已被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接受。但是患者在家

庭使用过程中由于对其认识不足,影响了治疗效果。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部位的护理及熟

练掌握胰岛素笔皮下注射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给糖尿病患者治疗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方法 问卷调查 50 名自我使用胰岛素注射笔的糖尿病患者。 
结果  胰岛素笔使用过程中 为突出的缺陷存在于:注射前排气方面,患者对每次注射前皆需排气的知

晓率偏低,占 42%,排气操作错误者达 82%,主诉不排气者达 10%;注射完毕后能做到正确持续按住药

液注射键停留 15 s 后拔出针者,仅占 11%。胰岛素的中效､ 长效､ 及混悬液需摇 使用知晓率为

90%,未开启的胰岛素笔芯存需储于 2℃-8℃ 的环境保存(冰箱),开启后的胰岛素笔芯在室温<25℃可

保存一个月。胰岛素笔芯既不能冰冻也不能暴晒在阳光下知晓率为 80%。胰岛素笔芯内如有块状

沉淀物及悬浮物,或有一层冰霜样的物体粘附在瓶壁上,则不能使用。胰岛素笔使用掌握情况为:15 岁

年龄组优于 10 岁年龄组;年龄及学历越高者掌握状况越佳;男女患者及使用时间不同者,其掌握状况

不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因操作不当有可能导致注入体内胰岛素减量及吸收活性降低。因此,对自我使用胰岛素笔操作

方法的关键点,仍需要不间断地反复强化练习。胰岛素笔免去病友用注射器在胰岛素药瓶中抽取胰

岛素的烦琐过程。病友出门再不用带注射器､ 胰岛素药瓶､ 消毒药棉等一大堆物品,而只需带一支

小小的“钢笔”就可。同时也免去了病友终身购买塑料注射器的费用。胰岛素注射过程更加简单､ 隐

蔽,可免去病友在公共场合注射胰岛素的尴尬。有人甚至就在餐桌下面用一只手完成胰岛素注射,而
临桌的人却毫无察觉。胰岛素剂量更加精确,可以以 1 个单位及 0.5 个单位进行胰岛素剂量调整。而

注射器却达不到这样精确的剂量。其针头比专用胰岛素注射器的针头更细,部分病友使用后认为基

本没有疼痛感。在费用问题方面,胰岛素笔本身需两百多元购买,但需使用专门的胰岛素笔芯,普通胰

岛素不能放入笔中使用。目前我国只有国外产的胰岛素笔芯,胰岛素笔芯较普通胰岛素价格要贵。

当病友需要进行两种胰岛素(如诺和灵 R+诺和灵 N)混合注射时,胰岛素笔无法一次完成。此时 好

有两支笔分别注射,给病友带来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常常用预混的胰岛素诺和灵 30R 笔芯来代替,可
以一次完成。一般来说,一种胰岛素使用一支胰岛素笔。因此当您想使用胰岛素笔治疗糖尿病时,
好让您的医生将您的胰岛素治疗方案调整到只用某一种胰岛素,如预混的胰岛素 30R,因为预混的胰

岛素中既含有短效胰岛素 R,又含有中效胰岛素 N 这种胰岛素笔和笔芯尚未在我国普及,因此,在一些

地区您可能无法买到胰岛素笔芯,当您长时间外出时需带上足够的胰岛素笔芯。给病友带来不便。 
 
 
 
 
 
PU-2495 

“双 C”方案在儿童Ⅰ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周丽丽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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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双 C”治疗方案在儿童Ⅰ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儿童 1 型糖尿病患者 72 例给予皮下

植入美敦力-712 及 722 型 CSII,同时佩戴美敦力 CGMS,做好应用护理､ 皮肤护理､ 疗效监测及健

康宣教。 
结果 2 例动态血糖监测高血糖报警后发现胰岛素泵堵管;12 例动态血糖监测低血糖报警后立即进餐

预防了低血糖反应的发生;1 例病人连续 2d 出现低血糖症,经调整胰岛素的剂量给予纠正;2 例出现动

态血糖监测植入后局部渗血;5 例出现 CGMS 电流信号弱报警给予关机数小时后重新开机信号稳定

继续监测;6 例外周血与 CGMS 不匹配报警,消除报警重测末梢血后输入后继续监测。72 例患儿经过

3-10 天“双 C”治疗方案后血糖均可平稳。 
结论 给予儿童 1 型糖尿病患儿行“双 C”治疗方案,同时给予相应的护理措施可以有效控制血糖,提高

治疗效果。 
 
 
PU-2496 

NSD1 缺陷相关婴儿胆汁淤积症 1 例 
 

侯红丽
1,2,龚敬宇

1,黎佳琪
1,王建设

2 
1.开封市儿童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3.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报道 NSD1 突变相关婴儿胆汁淤积症一例,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儿科收治的一例经基因检测明确为 NSD1 缺陷

的胆汁淤积症婴儿的临床表现､ 生化特征､ 基因分析结果和治疗转归。 
ndFragment--> 
结果 患儿 5 月 26 天,自生后 50 天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同时伴有尿色黄,大便色淡,时有陶土色大便,查
体:颜面､ 躯干及四肢皮肤中重度黄染,巩膜中度黄染,手足心无黄染。长头,宽嘴,舌体肥厚,大耳,可见

脐部突出,皮肤黄染短暂改善,但 2 周后再次出现皮肤黄染加重转至我院就诊。经熊去氧胆酸利胆及

补充脂溶维生素治疗,9 月龄黄疸消退。 
结论 首次报道 NSD1 突变相关的婴儿期胆汁淤积,熊去氧胆酸对改善胆汁淤积有效。 
 
 
 
 
 
 
 
 
 
 
 
 
PU-2497 

采用 PedsQL 量表对长沙五区生长激素治疗前后 
矮小症儿童生存质量分析的研究 

 
徐璇,潘丽,文捷,彭丹霞,刘丽萍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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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旨在应用 PedsQL 源量表对长沙五区生长激素治疗前后矮小儿童及其家长进行分析,从
生理､ 情感､ 社交､ 学校表现四个方面进行评估,拟明确:1:矮小症儿童是否存在生存质量缺陷;2:在
给予生长激素治疗后,患儿的生存质量是否得以改善或解决; 
方法 应用 Peds QL 量表对人重组生长激素替代治疗前后矮小､ 正常身高儿童及其家长进行评估。

Peds QL 包含儿童自评量表(5~18 岁)和家长代评量表(2~18 岁)。代评量表和 8~18 岁组自评量的

评分被分为 5 级(0= 从来没问题;1= 几乎没问题;2= 有时有困难;3= 经常有困难;4= 几乎一直都困

难)。幼龄儿童(5~7 岁)自评量表评分简化为 3 级(0= 没有一点问题;2= 有时候有困难;4= 非常困

难)。Peds QL 条目评分得分越低,表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L)越好。每次随访对三组患儿进行

身高测量,登记患儿信息资料。对于生长激素治疗组及矮小症未治疗组的患儿进行常规血检(血常规

､ 血沉､ 肝肾功能､ 血糖等)､ 甲状腺功能､ IGF-1､ IGFBP-3 等检查。 
结果 PedsQ 儿童自评量表评估显示两组矮小组总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在量表中步行 200
米､ 举大件物品､ 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丢三落四､ 游戏时跟不上其他孩子等 5 项条目及总分中得分

均不同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结论(p<0.05);而在两组矮小组中,未治疗矮小组总评分高

于生长激素治疗组(p<0.05),特别是在睡眠不好､ 担心有什么事情发生､ 注意力不集中､ 学校活动中

跟不上其他同龄人等 4 项不同程度高于生长激素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结论(p<0.05)。 
结论 矮小儿童在心理社会功能发育方面落后于正常身高儿童;经过激素替代治疗不但纠正了患儿的

矮身材本身,还改善或解决了患儿的心理问题,从而降低矮小患儿治疗中､ 后期心理治疗费用以及原

本心理社会功能缺失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PU-2498 

一个恶性石骨症家系的临床和遗传性分析及文献复习 
 

刘丹,钟礼立,张兵,丁小芳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分析一个恶性石骨症家系的临床和遗传性分析及其相关基因的致病性突变,为临床诊断和治疗

提供参考,同时为患者及家系成员优生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收集患儿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提取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检测石骨症相关基因,确定基因突变

位点,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在 TCIRG1 基因上发现 2 个突变,点突变 c.1555-2A>C(IVS13);该突变未有文献报道,来源于

父亲。无义突变 c.2181C>A(p.C727X,104),该突变国内外数据库尚未见收录,来源于母亲。患儿为

复合杂合子,确诊为婴儿恶性石骨症。 
结论    点突变 c.1555-2A>C(IVS13)和无义突变 c.2181C>A(p.C727X,104)是该患儿的致病性突变,
为进一步揭示婴儿恶性型石骨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数据,对患儿父母未来的生育指导和产前诊

断具有重要意义。 
 
 
 
 
PU-2499 

35 例儿童 1 型糖尿病患儿安置胰岛素泵的护理 
 

秦燕,马桂芬,刘莉莉 
华西附二院 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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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 35 例儿童 1 型糖尿病患儿安置胰岛素泵的管理经验 
方法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 35 名Ⅰ型糖尿病患儿,其中男 12 例,女 23 例;年龄

0.7~14 岁,平均(3.8±1.2)岁。均符合 WHO(1999)糖尿病诊断标准确诊的Ⅰ型糖尿病。全部病例经

CSⅡ治疗后,血糖迅速下降,其中 10 例在 3-5 天血糖基本控制平稳,5 例在安置 3 天后血糖未控制即

调换部位 2-3 天后血糖基本控制平稳,3 例脱管(其中一例是输注管路和胰岛素泵脱离,2 例是患儿将

胰岛素泵针头拔出),未发生局部皮肤红肿的情况。空腹血糖从治疗前的(17.56±3.47)mmol/L 下降至

用泵后的(5.63±1.15)mmol/L,全天血糖水平得到良好控制(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组 35 例患者经过了 1~2 周的胰岛素泵治疗,血糖基本能控制在正常水平,效果满意。在护理

工作中体会到,护理人员熟练掌握泵操作程序,准确调试各项参数,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 细心观察

患者病情､ 保证泵的正常运转､ 做好患者心理护理和实施有效的糖尿病健康教育,是保证胰岛素泵

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可明显提高治疗效果。胰岛素泵为患者提供了一种安全､ 可靠､ 方便､ 灵活

､ 有效的胰岛素治疗方法,明显提高了儿童 1 型糖尿病患儿的生活质量。 
结论 总结 35 例儿童 1 型糖尿病患儿安置胰岛素泵的管理经验,置泵前征求患儿家长同意并充分和患

儿家长沟通,置泵后充分及时和主治医生沟通,设置胰岛素泵基础量,选择合适的安置部位,置泵后做好

穿刺部位的护理及管道护理,每天监测指尖血糖 8 次,根据患儿血糖调整合适胰岛素用量,严格控制饮

食,做好家属的心理护理及健康宣教,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PU-2500 

6 例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和基因分析 
 

张亚男,皮亚雷,张会丰,李玉倩,齐占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对 6 例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CHI)患者的临床资料､ 致病基因和临床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探讨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患者的临床表型､ 基因型和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以指导今后的临床治

疗。 
方法 对 2006 年 1 月至 2007 年 4 月期间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内分泌专业收治的 6 例 CHI
患者,收集其临床资料,采集静脉血进行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相关基因的二代测序,并用 sanger 测序

对其家系进行验证。对 CHI 的临床特征､ 致病基因及治疗效果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 例患者中,3 例以抽搐为首发变现,3 例以嗜睡,反应差为首发临床表现。2 位患者找到致病基

因,分别为 GLUD1 基因 c.1495C>A(p.G499C)和 ABCC8 基因 c.4432G>A(p.G1478R);1 位患者找

到 UCP2 基因 c.262C>T(p.R88C)其致病性有待进一步分析;另外三位患者未发现先天性高胰岛素血

症相关基因致病变异。其中母源性 ABCC8 基因变异的患者,给与生玉米淀粉治疗,血糖可以维持在

3.5mmol/L 之上;其余 5 位患者给与二氮嗪治疗,均有效。 
结论 (1)GLUD1 基因的 c.1495C>A(p.G499C)和 ABCC8 基因 c.4432G>A(p.G1478R)的杂合变异

可导致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其遗传方式分别为新生变异和母系遗传。母系遗传的 UCP2 基因

c.262C>T(p.R88C)的杂合变异,对于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致病性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2)对于

部分症状较轻的先天性高胰岛素患者,饮食治疗即可控制血糖;大部分患者应用二氮嗪是安全有效

的。 
 
PU-2501 

204 例小儿高氨血症的临床资料分析 
 

陈翠萍,王世彪,林海,邱晓剑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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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 204 例小儿高氨血症的临床资料,探讨小儿高氨血症的病因分布,为小儿高氨血症的早期诊

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本院儿科病房和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675 例符合筛查条件的小

儿作为研究对象,采集血样行血氨分析,给予 3 天对因对症治疗,血氨无下降或不降反升的高氨血症患

儿行串联质谱法血液氨基酸和酰基肉碱谱分析､ 尿气相色谱-质谱法有机酸分析,2 例患儿接受了基

因突变分析。 
结果 共检出 204 例高氨血症患儿,总发生率约为 30.2%,其中 171 例为一过性高氨血症,33 例为先天

性高氨血症。 
结论 小儿高氨血症的病因复杂,先天性高氨血症多见于引起尿素循环障碍的遗传代谢病﹙IEM﹚,其
发病率较低,主要仍以一过性高氨血症为主,多与严重脓毒症､ 心衰､ 休克等有关。对存有血氨高危

因素的小儿进行血氨检测有重要意义。 
 
 
PU-2502 

二氢蝶啶还原酶缺乏症的延迟诊断及新的基因突变 1 例 
 

李薇,王琨蒂,李晓雯,沈明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分析二氢蝶啶还原酶(DHPR)缺乏症延迟诊断 1 例的病例特点及诊治,提出对 DHPR 缺乏症患

者重视临床表现的重要性,并揭示 DHPR 新的突变基因。 
方法 (1)总结临床特点并行智力测查;(2)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测定血苯丙氨酸(Phe)和酪氨酸(Tyr)
浓度;(3)行四氢生物蝶呤(BH4,20mg/kg)负荷试验:试验前 3 天停用低苯丙氨酸饮食,检测 BH4 负荷

前及负荷后 4､ 8､ 24 小时血 Phe 和 Tyr 浓度;(4)HPLC 法分析尿蝶呤谱;(5)时间曲线法测定红细胞

DHPR 酶的活性;(6)高通量二代测序法检测 DHPR 基因 QDPR 突变;(7)低苯丙氨酸饮食联合神经递

质前质､ 5-羟色胺､ 叶酸治疗,随访疗效。 
结果 (1)患儿男,2.5 岁,生后 1 周查血 Phe12mg/dl,1 个月后复查血 Phe44mg/dl,当时外院尿蝶呤分

析及 DHPR 活性均正常,诊断为“苯丙酮尿症”,予无 Phe 奶粉治疗至 1 岁逐渐添加鸡蛋､ 无 Phe 米面

等辅食,监测血 Phe 维持在 3-4mg/dl,1 岁后因双手颤抖予美多巴口服,症状减轻后 1 个月停用。患儿

平素喜哭闹,肌力､ 肌张力低下,1 岁会坐,1 岁半会爬,2 岁半不能独走,仅会“爸爸､ 妈妈”等简单话语,
无抽搐､ 毛发发黄等表现,智力测查结果:适应性 44 分､ 大运动 36 分､ 精细动作 36 分､ 语言 54 分

､ 个人-社会 42 分(平均 42.4 分);(2)BH4 负荷试验前血 Phe 浓度 12.08mg/dl,Tyr 浓度

0.86mg/dl;BH4 负荷 4 小时､ 8 小时､ 24 小时血 Phe 浓度为 13.08mg/dl､  18.2mg/dl､
15.93mg/dl,Tyr 浓度为 1.65mg/dl､  2.26mg/dl､ 1.13mg/dl,BH4 负荷后血 Phe 浓度缓慢下降,但不

能降至正常;(3)尿蝶呤分析:新蝶呤 4.751mmol/mol 肌酐,生物蝶呤 10.042 mmol/mol 肌酐,生物蝶呤

百分比 67.88%;(4)DHPR 活性 0.126nmol/(min·5mm disc),正常对照者为 4 nmol/(min·5mm disc),
患儿为正常对照者的 3.15%,红细胞 DHPR 活性明显低下;(5)患儿 QDPR 基因突变类型为 c.515C>T
及 c.175dupT,c.175dupT 是 QDPR 基因新的致病突变,在国内外至今未见文献报道;(6)予低苯丙氨

酸饮食联合神经递质前质 L-DOPD(5-8mg/kg.d)､ 5-羟色胺(3-7mg/kg.d)､ 叶酸(15mg/d)治疗,治疗

1 个月无明显哭闹,会独立行走,能说简单句子,无抽搐,未再手抖,治疗后 6 个月会跑步､ 跳舞,会背诗,
多次测血 Phe 维持在 3-4mg/dl。 
结论 (1)当苯丙酮尿症患儿在治疗后运动､ 语言､ 智力发育等临床症状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时,需重

新审视诊断准确与否,并依据临床表现及相关实验室检查进行鉴别诊断;(2)c.175dupT 是 QDPR 基因

新的致病突变。 
 
 
PU-2503 

AVPR2 突变所致家族性肾性尿崩症的临床及基因家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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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丽,徐璇,彭丹霞,文捷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遗传性肾性尿崩症是一组遗传异质性疾病,主要因精氨酸加压素( Arginine vasopressin,AVP) 
受体或受体后信号转导途径缺陷导致,产生尿液浓缩功能障碍的疾病。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对一

个家系 2 例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基因分析,探讨 AVPR2 基因突变中国人群患儿的临床特征和基因突变

特点。 
方法 收集 2 例患儿临床资料,得出临床怀疑疾病。提取患儿外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二代基因测序

技术,对 OMIM 收录的致病基因进行检测,对检测到的可疑致病突变,采用 Sanger 法测序进行家系验

证。 
结果 基因检测发现患儿及其患病的弟弟 AVPR2 基因存在 c.414_418del 半合子突变,母亲为杂合,父
亲为野生型;该突变发生在两名患儿的 X 染色体上,缺失导致移码突变,致病性预测为有害,疾病得到

确诊。该突变在 dbSNP 数据库､ Hapmap､ 千人基因组数据库､ ExAC 的分布频率均为 0,为新发

现的突变。 
结论 本研究新发现 1 个 AVPR2 基因突变位点,此突变可用于家族性肾性尿崩症的分子诊断,并可以

为患儿家庭提供遗传咨询,有利于我国精准医学的发展。 
 
 
PU-2504 

由 3 例伴发垂体微腺瘤的 Turner 综合征患儿引发的思考 
 

陈蔚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Turner 综合征的患儿比较少见,关于此病的垂体的影像学资料少有文献报道。本篇文章回顾我

院在 2010 年至今收治的 Turner 综合征病人中,在垂体核磁共振检查中发现有 3 例伴有垂体微腺瘤

的患儿,本文就这三例病人的垂体核磁共振影像学表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及诊治方面的思考。 
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Turner 综合征

患儿。3 例患儿因身材矮小､ 第二性征发育不良就诊。3 例患儿社会性别均为女性,无阳性家族史､

出生史及母孕史正常。 
方法  入院后详细体格检查,评估第二性征及性腺发育情况;检测 FSH､ LH､ 雌二醇(E2)及睾酮(T)等
血清性激素水平;生殖系统及盆腔 B 超;垂体核磁共振平扫加增强影像学检查。 
结果 一般情况及临床特征 3 例患儿初诊年龄为 11-12 岁(中位年龄为 11.5 岁)。患儿均有身材矮小,
其中 1 例颈蹼明显,2 例伴有面部多痣,1 例齿龈､ 掌指关节､ 腋窝可见黑色素沉着,3 例均伴有肘外

翻,后发际低,盾状胸。1 例有先天性心脏,已做手术。1 例泌尿系统左肾盂轻度扩张。3 例患儿表现为

幼稚女性外阴,无乳房发育。 
3 例患儿盆腔超声均显示幼稚或始基子宫､ 卵巢显示不清。 
3 例患儿染色体核型均为:45,XO。 
 性激素六项水平  
  LH(mIU/ml) FSH(mIU/ml) E2(pg/ml) T(nmol/L) PRL(ng/ml) PROG(ng/ml) 
例 1 33.5 128.52 <20 0.13 6.11 0.49 
例 2 12.2 76.67 <20 0.00 14.84 0.22 
例 3 25.51 180.9 <20 0.25 13.05 0.66 
  
垂体核磁共振表现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2994 
 

例 1:平扫:鞍内垂体形态饱满,向上隆起,高度约 9mm,垂体信号未见明显异常,垂体后叶神经垂体正常

高信号存在,垂体柄位置基本居中。蝶鞍未见明显异常,鞍上池形态未见明显异常。两侧海绵窦血管

未见明显异常信号。动态增强:垂体强化较均 ,其内未见明显异常强化灶。 
例 2:平扫:鞍内垂体高约 8.7mm,形态饱满,上缘隆起,信号未见明显异常,垂体后叶神经垂体正常高信

号存在,垂体柄稍向右偏,蝶鞍未见明显异常,鞍上池形态未见明显异常。两侧海绵窦血管未见明显异

常信号。动态增强:垂体强化较均 ,其内未见明显异常强化灶。 
例 3:垂体形态饱满,高度约 9mm,上缘隆起,平扫腺垂体实质信号尚均 ,增强扫描腺垂体左后份见条

片状低灌注区,边界清,范围约 2.1*2.9mm,垂体柄尚居中,所见双侧海绵窦､ 视交叉､ 灰结节､ 乳突

底及鞍底未见明显异常改变。 
结论 认识到 Turner 综合征病人垂体的 MRI 表现,可以防止误诊误治,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治疗,防止不

必要的并发症出现。 
 
 
PU-2505 

儿童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 1 例报道 
 

刘希娟
1,曹晓春

1,李国林
1,刘希娟

1,曹晓春
1,李国林

1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22q11. 2 deletion syndrome)是以 22 号染色体长臂上大约 3Mb 大小片

段缺失是人类 常见遗传综合症之一。临床表型多达 180 多种,个体差异性大,以其不同的临床特征

而有不同的命名,22q11.2 微缺失在 DiGeorge 综合征(DGS)､ 圆锥动脉于异常面容综合征､ 腭心面

综合征中发生率较高。其临床表型变异谱广泛,主要包括心血管异常(室间隔缺损,法洛四联症,主动脉

离断等),面容异常,胸腺发育不良,认知､ 精神障碍等。文献提示患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缺失片段

的大小与临床表型并无直接关系。对一例癫痫发作､ 先天性唇腭裂及心脏发育异常(法洛氏四联症)
､ 临床诊断为腭心面综合征的患儿进行遗传学分析,并为该家庭提供遗传咨询及产前诊断。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3 月本科收集 1 例以癫痫发作的为主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儿 2 月前因抽搐就诊于当地医院,入院后完善辅助检查示尿蛋白+++,白蛋白 28.4g/L,24 小时

尿蛋白定量 3006.9mg/24h,血钙 1.35mmol/L,血磷 2.48mmol/L,碱性磷酸酶正常,诊断为肾病综合征

及佝偻病。治疗 3 个月后临床症状不见好转,并癫痫发作,于 2016 年转入本院,行相关等检查后肾病

综合征诊断依据不足,心脏彩超示正常,X 线未见第 4 与第 5 掌指骨短的典型表现。腹部彩超及泌尿

系彩超未见异常。颅内磁共振示脑内少许小缺血灶,右侧上颌窦粘液囊肿,双侧中耳乳突炎;颅内

MRA 未见常。入院 5 天患儿再次出现抽搐,颅内 CT 右侧基底节有钙化灶。胸部 CT 示双肺胸膜下

多发条索灶并胸膜粘连,胸廓畸形,考虑鸡胸改变。3 小时脑电图示各导联棘-慢波,双侧不同步,额区

为主。多重连接依赖性探针扩增技术提示 22q11.2 微缺失综合征。经给予补充钙剂､ 维生素 D 及

阿法骨化醇后症状控制。出院前复查尿蛋白阴性,所以肾病综合征诊断不充足。 
结论 本病临床特点复杂多样,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合并特殊的体貌特征,伴低血钙､ 高血磷､ 碱性

磷酸酶正常､ 正常或升高的甲状旁腺激素､ 颅内广泛基底节钙化。对于多发畸形的患儿,采用多重

连接依赖性探针扩增技术检测分析,可以提高对于此类疾病的诊断率。对于患儿是否合并假性甲状

旁腺功能减退症?仍需要继续完善基因检测。 
 
PU-2506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1 缺陷 1 例 
 

徐俊,张爱民,黄芙蓉,赵梦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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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1(CPS1)缺陷是极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通过本例患者的诊治过程

现进一步加强对尿素循环障碍疾病的了解。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1(CPS1)缺陷的患儿的临床表现。 
结果 主要是高氨血症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新生儿期为拒食､ 呕吐､ 昏睡､ 焦躁不安等非特异性症状,
伴肌张力的改变､ 呼吸暂停或抽搐､ 昏迷。进行性颅压增高等脑病症状。CPS1 缺陷除临床症状外,
还具有典型的血浆谷氨酸增高,瓜氨酸降低,尿乳清酸正常的特点。 
结论 新生儿期起病者,大多预后差,部分接受长期蛋白质限制和去氨药物治疗者可能留有后遗症。 
 
 
PU-2507 

10 例蚕豆病患儿的治疗护理体会 
 

程丽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目的:探讨蚕豆病患儿的临床表现､ 治疗与护理方法。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本科室共收治蚕豆病患儿 10 例,观察 10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均给予

及时对症治疗与有效护理方法,并对 10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开展回顾性分析。 
结果 蚕豆病主要是因为进食蚕豆及相关蚕豆制品,或者母亲进食蚕豆后,用母乳哺乳婴幼儿导致的急

性溶血性贫血疾病。该种疾病一般病情较为严重,属于儿科急危重症,必须及时采取积极的抢救治

疗。10 例患儿经过及时治疗和有效护理,生命体征平稳,临床症状得到有效控制,未出现不良后果,均
病情好转后出院。 
结论 加强对蚕豆病患儿临床表现观察,掌握该病的治疗原则与护理要点:(1)病情观察(2)卧床休息(3)
预防感染(4)皮肤护理(5)吸氧的护理(6)饮食与药物护理(7)发热的护理(8)输血的护理(9)心理护理(10)
健康教育及出院指导 
 
 
PU-2508 

 新生儿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基因测序一例分析 
 

张荣 
陕西省新城区第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710000 

 
 
目的 通过对我院收治的 1 例先天性肾上腺功能不全患儿的临床表现､ 诊断､ 治疗及基因分析,增强

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降低误诊率。 
方法 收集 1 例先天性肾上腺肾上腺不全患儿的病历资料,分析该病新生儿期的临床表现､ 诊断､ 治

疗基因测序结果。 
结果 患儿为男婴,因生后小时发现口吐沫､ 口周发绀 3 小时入院。入院后查体:乳晕局部､ 阴囊及皮

肤褶皱处可见皮肤色素异常沉着,并伴有醛固酮､ 皮质醇､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异常。肾上腺增强 CT
提示双侧肾上腺未见明确显示。基因芯片报告显示:X 染色体 Xp21.3p21.2 区域有约 2.2 M 的缺失,
该缺失区域包括 NR0B1､ GK､ IL1RAPL1､ MAGEB2､ MAGEB3､ MAGEB4､ MAGEB1 7 个
OMIM 基因,Decipher､ ISCA､ Clinvar 等数据库及参考文献显示该区域缺失的患者可能有张力减退

､ 发育迟缓､ 甘油激酶缺乏和严重的肾上腺皮质机能不全等临床表现。 
结论 新生儿先天性肾上腺功能不全起病多表现为吃奶差､ 电解质紊乱､ 酸中毒､ 乳酸异常､ 肾上

腺皮质激素水平异常等表现,基因检测是确诊本病的金标准,对于指导临床前诊断和处理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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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09 

一例戊二酸血症 I 型病例报道 
 

梁脉,张艳敏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2 

 
 
目的 戊二酸血症 I 型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是由于戊二酰辅酶 A 脱氢酶(GCDH)活性缺乏

所导致的赖氨酸､ 羟赖氨酸及色氨酸代谢阻滞,导致大量异常代谢产物如戊二酸､ 3-羟基戊二酸等在

组织及血液中蓄积的疾病。我院近期诊断一例戊二酸血症患者并进行治疗。 
方法 患儿的病例诊断如下,患儿一般情况:男,患儿足月龄,3 产 2 胎,出生时体重 3250 g,身高 56 cm,
父母否认家族病史,出生后一周曾因黄疸入院,头胎正常。9 月龄时由于运动发育迟缓､ 哭闹待查在

我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智力评估显示粗动作､ 精细动作､ 应物能､ 言语能和应人能分别达到 6~18
周,严重落后患儿实际年龄。患儿头部明显增大,显示巨颅症,9 月龄时头围 46 cm。随后进行的相关

实验室检查显示,其中血氨略升高为 77.10 μmol/L;肝功显示其中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升高,分别

为:48 U/L 和 65 U/L,其余无异常。患儿脑电图未见异常信号。影像学头颅 MR 诊断意见为:结合平

扫双侧大脑半球脑白质､ 基底节及背侧丘脑对称性异常信号,增强未见强化,考虑遗传代谢病。 
患儿血氨基酸和酰基肉碱(LC-MS 法)检查显示戊二酰肉碱(C5DC)为 0.914 μmol/L(正常值为 0.2 
μmol/L),其他项目未见异常,疑似戊二酸血症。尿有机酸分析显示戊二酸为 2068.65,为正常均值的

1088.76 倍,提示戊二酸血症-I 型。而后进行基因检查,将测序得到的 GCDH 基因的所有外显子(12
个)及其侧翼序列与 NCBI 数据库中正常人 GCDH 基因序列及其相关疾病数据库进行比对,检测到送

检人 GCDH 基因发生两个杂合致病突变。分别为 c.416C>T(母亲),c.1204C>T(父亲)。 
结果 通过患儿智力发育落后等临床表现,进行血氨基酸和酰基肉碱筛查后, 终进行基因确诊,支持患

儿为戊二酸血症患者,随后医嘱要求患者服用左卡尼汀,特制奶粉和米粉,建议一月后进行复查。 
一月后复查家长反应哭闹减少,但出现夜间惊厥现象。进行血氨基酸和酰基肉碱复查后显示 C5DC
升高为 5.371 μmol/L,后在特制饮食的基础上添加维生素 B2 进行,一周后随访家长表示由于此期间

患儿回老家,经历了几天水土不服,饮食量急剧减少,后又恢复正常。 
结论 继续治疗,长期随访复查。 
 
 
PU-2510 

男孩青春期发育激素变化规律研究基于 
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治疗观察 

 
任潇亚,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男孩青春期启动激素变化规律和青春期启动的激素切点值 
方法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1 月临床诊断为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Idiopathic 
hypogonadotropic hypogonadism, IHH)22 例 13-16 岁男性患儿。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脉
冲泵治疗的 1 周末,4 周,12 周时通过观察患儿睾丸体积和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并以其治疗前 LHRH 激

发试验为对照。前瞻性研究青春期启动激素变化规律及 ROC 曲线确定青春期启动激素水平临界

值。 
结果 治疗的 1 周末基础 FSH 水平(8.10±6.93 mIU/ml)已明显高于治疗前(0.73±0.64 
mIU/ml,p<0.01)。随后在第 4 周和第 12 周 FSH 并无显著升高(p>0.05)。基础 LH 水平在治疗 1 周

末(1.28±0.87 mIU/ml)及第 4 周(3.02±2.00 mIU/ml)时明显升高(p<0.01);但其第 12 周时并无明显变

化(p>0.05)。激发 LH 水平在治疗第 4 周才开始明显升高。基础 T 在治疗第 4 周时有 45%患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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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激发 T 逐步升高,在治疗第 4 周时有 50%患儿开始升高。在治疗第 12 周 100%患儿激发 T 均

升高。AMH 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直至治疗第 12 周才开始明显下降。INH-B 从治疗的 1 周末至第

12 周一直稳步上升。INH-B 从 1 周末的 52.70±19.44 pg/ml 上升至第 4 周的 80.10±24.88 pg/ml。
在治疗的第 4 周和第 12 周 LH 和 T 呈正相关(r=0.773,p<0.01;r=0.714,p<0.01);同时在此期间 FSH
和 INH-B 呈负相关(r=-0.958,p<0.01;r=-0.884,p<0.05)(图 2)。由于激素水平在第 4 周开始升高,我们

使用 ROC 曲线分析,青春期启动 LH 切点值为 LH ≥ 5.96mIU/ml (Area= 0.804, p< 0.05),灵敏度

100%和特异性 64.3%。所有患儿在治疗第 12 周睾丸体积均增大。睾丸体积的增大较阴茎增长明

显,且早于阴茎增长。在此之后患儿才会长胡须和阴毛。后续随访显示 3 例患儿在治疗 6 个月后出

现遗精。 
结论 男孩青春期激素变化首先是治疗 1 周末时 FSH 和 INH-B 开始升高。随后在治疗第 4 周时 LH
和 T 开始升高。12 周时 AMH 才开始下降。青春期启动时,INH-B 为 50-80 pg/ml,且 AMH 敏感性较

INH-B 差。青春期启动时体征的改变均落后于激素的变化。 
  
 
 
PU-2511 

1 例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家系 ABCD1 基因分析 
 

文静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X-连锁的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是遗传性过氧化物酶病。它主要累及神经系统的白质和肾上

腺皮质。男性发病率为 1/2.1 万,各种族均可发生。致病基因定位于染色体 Xq28,由 ABCD1 基因突

变所致,该基因长 21Kb,由 10 个外显子组成,编码 745 个氨基酸组成的 ATP-结合盒超家族中 D 亚家

族的 ALDP 蛋白,国际上报道的突变种类有 470 余种。其中以错义突变 常见,占 57%。各种突变中

的 56%仅发生于 1 个个体,因而对每一个 ALD 患者进行基因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此次,我们对 1 个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家系进行 ABCD1 基因突变检测。 
方法 收集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家系成员外周血,提取有核细胞 DNA。对先证者以及家系成员使用

ABCD1 基因特异引物进行扩增,PCR 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分析。 
结果 先证者 ABCD1 基因外显子 1 发现序列异常,c.593 C >G,p.Thr198Arg,错义突变(纯合突变)。
数据库有报道,临床意义明确。家系其他成员进行突变分析,证实为家系遗传。 
结论 ABCD1 基因编码 ALD 蛋白,其确切的生理功能尚不清楚。ALD 蛋白属于 ABC 转膜转运子超

家族中 D 亚家族成员之一,是一个半转运子,在体内形成同源或异源二聚体成为有功能的 ABC 转运

子,推测其转运长链辅酶 A 脂至过氧化物酶体内,ALD 蛋白含 ABC 半转运子的两个主要功能区结构:
跨膜区和 ATP 结合区。第 1､ 2 外显子编码 ALD 蛋白跨膜区,第 6-8 外显子编码 ATP 结合区。这些

外显子是突变的多发部位。尽管 ABCD1 基因的全部编码区都有发生突变的报道,但是,在蛋白质的

功能重要区,错义突变更多见。我们此次的结果符合上述规律。而且,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患者进

行 ABCD1 基因突变检测可帮助家系成员进行遗传咨询。 
 
 
 
 
 
PU-2512 

McCune-Albright syndrome 两例临床分析 
 

李玉倩,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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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 McCune-Albright syndrome(MAS)患儿的临床特点,提高临床的诊治水平 
方法 分析两例有典型三联征的女性 MAS 患儿的病史､ 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及诊疗经过 
结果 患儿 1 存在牛奶咖啡斑,2 岁时出现阴道出血,查 E2:71pg/ml,LH:0mIU/ml,B 超:子宫

2.2*1.8*1.6cm,左侧附件区无回声区 1.9*3.5*3.1cm,内见线状分隔,行‘左卵巢囊肿剥离术’,病理示(左)
卵巢单纯性囊肿,术后性征消退,1 年后患儿再次出现乳房发育,后再次出现阴道出血 2 次,出现骨痛症

状,骨代谢:ALP:467U/L,P:1.78mmol/l,β-CTX:2.4ng/ml,25OHD:7.0ng/ml。诊断为 MAS,基因突变分

析阴性,应用来曲唑控制发育,密固达缓解骨痛症状,患儿甲状腺功能､ 肾上腺功能等未见异常,8 岁时

患儿乳房发育､ 阴道出血,LHRH 试验提示 LH 峰值为 8.85mIU/ml,继发中枢性性早熟,加用 GnRHa
联合控制发育。目前患儿 11 岁 10 月,身高 149.5cm,盆腔 B 超及基础性激素水平提示患儿性发育控

制良好,全身骨显像示骨纤维异常增值部位病变稳定,β-CTX:0.60ng/ml。 
患儿 2 存在牛奶咖啡斑,1 岁 2 月时出现阴道出血,LH<0.1U/L,E2:141.5pg/ml,1 岁时摔倒后左侧胫､

腓骨骨折,查 Ca:2.42mmol/l,P:1.07mmol/l,ALP:1862U/L,β-CTX:0.491ng/ml,PINP>1200 ng/ml。甲

功五项:TSH<0.01uIU/ml,FT3:>30.8pmol/l,TT3:9.48nmol/l, 
FT4:69.03pmol/l,TT4:>387nmol/l,aTPO:103.5U/ml,TRAb:阴性,诊断为 MAS,基因检测阴性,用来曲

唑控制外周性性早熟,雌激素水平下降,性征消退,应用抗甲状腺药物控制甲亢不理想,已放射性碘治疗;
患儿存在低磷血症,应用骨化三醇及磷酸盐合剂治疗,并应用固邦抑制骨吸收。目前患儿 2 岁 5 月,性
发育控制较好,放射性碘治疗后甲状腺激素水平仍明显升高,准备行第二次放射性碘治疗,患儿骨代谢

指标较前好转,但仍较高,ALP830U/L,P1.3mmol/l,目前继续随访中。 
结论 MAS 基因突变分析阴性不能除外 MAS,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对于存在牛奶咖啡斑､ 内分泌功能

障碍和/或病理性骨折患儿,需高度怀疑此病。 
 
 
PU-2513 

过表达 ICAM-1 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小鼠 I 型 
糖尿病肾病的实验研究 

 
郑荣秀,张彦彦,马士凤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过表达细胞间黏附分子 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CAM-1)的间充质干细胞

对小鼠 I 型糖尿病肾病的疗效。 
方法 链脲佐菌素(STZ)腹腔注射小鼠建立糖尿病肾病(DN)动物模型,Masson 染色检测小鼠肾脏病理

改变。分别经尾静脉按 1×105/只输注小鼠 MSC 细胞系(C3H10T1/2)､ 转染空载体的小鼠

MSC(C3H10T1/2-MIGR1/MSC)和过表达 ICAM-1 的小鼠 MSC(C3H10T1/2-ICAM-1/MSC),Masson
染色检测模型小鼠肾脏纤维化改变,荧光显微镜观察 MSC 向肾脏归巢情况。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Q-PCR)检测相关信号分子 TGF-β1､ SMAD2､ Collagen1 的表达。 
结果 Masson 染色结果显示,C3- MIGR1-ICAM-1 治疗组中纤维化成分较 DN 组中显著减少,提示过

表达 ICAM-1 的 MSC 可显著降低小鼠肾纤维化程度。MSCs 移植治疗后的第 3 天和第 7 天,冰冻切

片结果均可见 MSCs 归巢至肾脏,但归巢的细胞数均无统计学意义。Q-PCR 检测相关信号分子的表

达,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DN 小鼠肾脏内 Collagen1､ TGF-β1､ SMAD2 表达量均显著升高

(P<0.01),而过表达 ICAM-1-MSC 组的 Collagen1､ TGF-β1､ SMAD2 的表达均显著低于 DN 组

(P<0.01)。 
结论 过表达 ICAM-1 间充质干细胞对糖尿病肾病肾脏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PU-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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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对心脏发育的影响 
 

郑荣秀,刘建丽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研究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ongential hypothyroidism,CH)对心脏结构､ 功能的影响,初诊

CH 新生儿经左甲状腺素钠(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L-T4)替代治疗前后心脏结构､ 功能动态

变化。研究心脏高表达基因 POPDC 基因家族在甲低仔鼠心室组织的表达。探讨 L-T4 治疗对心脏

结构､ 功能的影响及是否通过对 POPDC 基因家族进行调控而发挥作用。 
方法 1.新生儿出生 72 小时取足跟血滴于干血滤纸片,TSH≥10mIU/L,筛查阳性,患儿被召回复查甲

状腺功能,确诊 CH 患儿立即开始与 L-T4 8-10 ug/kg/d 替代治疗。利用超声心动图对 CH 组及正常

对照组出生时､ 治疗 2w､ 4w､ 8w 时心脏发育指标进行测测量。 
2.怀孕大鼠 45 只所生仔鼠按照干预方式不同,分为甲减组､ 治疗组､ 对照组。应用 RT-PCR 及 WB
的方法检测对三组仔鼠 P0､ P5､ P7､ P10 心室肌组织 POPDC 基因家族 mRNA 以及蛋白质表达

进行研究;并对 P7､ P10 日龄仔鼠心室标本进行免疫组化。 
结果 1:新生儿出生后心脏各测量指标呈逐渐增加趋势。对照组心脏测量指标连续增长变化优于 CH
组(P < 0.05)。出生时 CH 患儿心脏收缩功能相关的测量值显著降低(P < 0.05),其他测量指标与对照

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出生后一段时间内 CH 患儿心脏收缩､ 舒张功能相对落后,左､ 右

心房测量指标不同程度落后于对照组,CH 患儿治疗 2w 心脏收缩功能可得到显著改善,所有心脏测量

指标给予 L-T4 替代治疗 8w 时接近正常,心脏结构､ 发育落后基本纠正。 
2:甲减组仔鼠心室重量低于对照组,治疗组心室重量较甲减组显著增高(P < 0.05)。甲减组仔鼠心室

肌细胞 POPDC mRNA 及蛋白质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P5､ P7､ P10 治疗组较甲减组显

著增高(P < 0.05)。对三组仔鼠 P7､ P10 日龄心室肌细胞进行 POPDC 蛋白免疫组化,对照组阳性

颗粒数量高于对照组,对照组高于甲减组。 
结论 新生儿期及婴儿早期,心脏仍处于发育中,CH 患儿心脏整体发育落后于正常儿。CH 患儿在出生

时即存在心脏收缩功能受损,心脏结构无明显落后,但出生后一段时间内 CH 患儿存在心脏发育落后,
包括收缩､ 舒张功能以及心房发育等。给予 L-T4 替代治疗,心脏收缩功能的改善早于其他测量指标

的改善,治疗 8w 患儿心脏结构､ 功能落后可得到明显改善。POPDC 基因家族 mRNA 及蛋白质表

达在甲减仔鼠心室肌组织中显著降低。给予 L-T4 后 POPDC 基因 mRNA 及蛋白质的表达呈现出升

高的趋势。说明 TH 可能通过调节 POPDC 基因家族的转录与表达参与了心脏发育过程。 
 
 
PU-2515 

Prader-Willi 综合征合并糖尿病 1 例报道 
 

徐静,厉红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063000 

 
 
目的 对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患儿的临床表现进行分析,以求早期诊断及治疗,改善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一例 PWS 合并糖尿病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特点,结合相关文献

进行讨论 
结果 PWS 是目前公认的 常见的染色体微缺失综合征之一,主要表现包括: 处于不同时期的 PWS 
患儿所表现的临床症状有所不同。婴儿期主要表现为肌张力低下,喂养困难,发育延迟和精神发育迟

滞,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出现贪食､ 肥胖､ 生长迟缓､ 生殖器官发育不全､ 智力低下,甚至出现心理和

行为问题,常继发饮食性糖尿病､ 高血压等。 
结论 PWS 可损害多脏器,引起多种并发症,应早期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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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16 

新生儿糖尿病 7 例临床特点分析 
 

刘颖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610041 

 
 
目的 分析新生儿糖尿病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并总结我院从 2010 年至今收治的 7 例新生儿糖尿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发病年龄 0 天-10 月,平均发病年龄 86.6 天;诊断年龄 16 天-10 月,平均诊断年龄 91.2 天。性别

比男:女=4:3。7 名患儿中,小于胎龄儿 1 例,酮症酸中毒 3 例,1 例并发神经系统发育迟滞及癫痫,被诊

断为 DEND 综合征。受经济等因素影响,7 例患儿仅有 1 例进行基因检测。治疗上 4 例使用格列苯

脲口服控制血糖,3 例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合并癫痫发作者,同时使用抗癫痫药物治疗。所有患儿均

无高脂血症,随访至今无血管并发症发生.合并神经系统受累者,预后较差,癫痫及血糖控制不良。 
结论 新生儿糖尿病是一种发病率低的单基因糖尿病,其治疗及预后与基因类型关系密切,针对性的进

行基因检测可以明确突变类型,对临床治疗及预后判断起到指导作用。如果由于条件限制无法立即

进行基因诊断的患儿,考虑到其可能在血糖控制和神经系统改善上的获益,可在院内严密监测的条件

下试用口服药物治疗。 
 
 
PU-2517 

左卡尼汀治疗儿童肥胖的临床观察 
 

刘颖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左卡尼汀对儿童单纯性肥胖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为儿童单纯性肥胖的治疗提供新的药

物治疗方案 
方法 收集我院门诊治疗儿童单纯肥胖症的患儿,在饮食和运动治疗基础上,进行左卡尼汀口服治疗 1
月,采用下列指标对左卡尼汀治疗肥胖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等进行评价:观察患者体重､ 血脂变化等

主要指标,胰岛素水平､ 胃肠道不良反应等次要指标 
结果 共有 30 名患儿符合单纯性肥胖的纳入标准,其中包括 21 名女性患儿,9 名男性患儿。运用 t 检
验,左卡尼汀可以降低体重约 3.05kg(P<0.001);降低血脂水平:甘油三酯下降约 0.39mmol/l(P 
<0.001),胆固醇下降约 2.17mmol/l(P<0.001);胰岛素水平下降约 28.8pmol/L(P<0.001)。左卡尼汀耐

受性较好,患儿均无明显胃肠道不良反应。 
结论 对于青少年及儿童的单纯性肥胖患者,左卡尼汀可以降低体重､ 血脂水平及胰岛素水平,改善肥

胖患儿的血脂代谢紊乱及胰岛素抵抗,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PU-2518 

少年型甲状腺功能减退 1 例并文献复习少年型 
甲状腺功能减退 1 例并文献复习 

 
彭丹霞,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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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分析因身材矮小就诊的少年型甲状腺功能低下患儿的临床表现､ 诊断､ 治疗及预后,以提高对

此类病的临床认识。 
方法 对我科诊治的 1 例身材矮小就诊的甲状腺功能低下患儿通过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复习相关文

献,总结此类患儿的临床表现､ 生化检查､ 甲状腺超声､ 临床诊断的情况。 
结果 12 岁女性患儿,有身材矮小､ 性格改变､ 便秘､ 皮肤干燥,骨龄 10 岁,甲状腺功能示 FT4､ FT3
明显降低,TSH 明显升高,TPO-Ab 及 TG-Ab 明显升高,诊断为桥本甲状腺炎。予甲状腺素片(优甲乐)
治疗 3 月后,患儿身高增长 3cm,性格较前活泼,便秘情况缓解。少年时期多为继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可为病毒感染､ 先天性甲状腺发育不全或甲状腺素合成酶系统基因缺陷､ 营养不良､ 甲状腺次全切

除､ 颈前放射治疗､ 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结论 甲状腺功能减退通常可导致身材矮小､ 性格改变等表现。重视对身材矮小患儿的甲状腺功能

的检测,并提高对此类疾病的宣教力度。 
 
 
PU-2519 

1 型糖尿病合并类 Mauriac 综合征 1 例 
 

梁立阳,侯乐乐,欧辉,孟哲,刘祖霖,张丽娜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 510000 

 
 
目的 报道一例 少见的 1 型糖尿病合并类 Mauriac 综合征 1 例,总结诊治经验 
方法 收集和分析患儿病史资料,完善实验室检查､ 肝组织活检及基因检测 
结果 患儿,女,7 岁 3 月,因“发现血糖升高 2 年余,腹胀 1 年余”于 2016-9-27 入院 
体检:Wt:16kg(-3SD),身高:109cm(-3SD),腹围:62cm 发育落后,营养差。皮肤干燥,躯干部､ 额头､ 鼻

区可见散在米粒大小红色丘疹,伴脱屑,部分皮疹呈疱疹,脓性疱液。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心

､ 肺查体未见异常。腹膨隆,脐部凹陷,未触及包块,肝肋下 10cm 可及,脾肋下未及,移动性浊音(-),肠
鸣音正常。神经系统查体未见异常 
实验室检查:AST 1977 U/L,ALT 626 U/L;血糖 4.5 mmol/L､ 电解质､ 胆固醇､ 甘油三酯正常,CK､
CK-MB 正常。HbA1C 8.6%,C 肽<16.65 pmol/L 糖尿病自身抗体:阴性。乙肝三对半､ 肝炎系列(-
);EB 病毒 DNA 定量:<1.0×10^3 copies/ml;巨细胞病毒 DNA 定量:<1.0×10^3 copies/ml;寄生虫七项

(-);外院铜蓝蛋白(-),肝纤组合(-);甲胎蛋白:2.23 ng/mlESR:8.0 mm/h;风湿四项､ 免疫六项:正
常;ANA(-),抗 dsDNA(-),抗 ENA 抗体 11 项(-);血､ 尿遗传代谢病筛查(-);心脏彩超:未见异常;肝脏 B
超:肝脏明显增大,肝实质回声均 ,胆囊､ 胆管､ 脾､ 胰未见异常;肝组织活检:大部分肝细胞明显肿

大,呈水样变性,部分胞质呈空泡状,部分肝细胞脂肪变性,糖原染色(PAS)强阳性;基因检测:各类型糖

原贮积症基因检测均为阴性。 
结论 经双 C 强化胰岛素治疗严格控制血糖,一周后血糖平稳,肝脏明显缩小,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综合考虑为 1 型糖尿病合并类 Mauriac 综合征 
 
 
 
 
PU-2520 

糖原累积症 II 型合并 III 型患者 1 例 
 

王红仓,武万良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7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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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糖原累积症 II 型合并 III 型患儿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方法。 
方法 报告 1 例累积症 II 型合并 III 型患儿,回顾其临床症状､ 辅助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在国外数据

库(Pubmed､ OVID 和 Elsevier)和国内数据库( 万方和维普) 中检索糖原累积症 II 型和糖原累积症

III 病例的文献,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总结此类病例的临床表现､ 诊断和治疗。 
结果 本文患儿为 5 月龄男婴,因“纳差､ 腹泻､ 气促 3 天,发热 1 天”于 2015 年 07 月 28 日在西北妇

女儿童医院 PICU 就诊。住院期间反复发作低血糖,高乳酸血症,肝酶升高,CK 明显升高,心功能不全

等表现,于西京医院行基因检查,提示糖原累积症 II 型合并 III 型,追踪既往病史,有喂养困难,反复呼吸

道感染,生长发育落后等表现,住院期间予生玉米淀粉喂养,保肝､ 保心､ 抗感染治疗后患儿症状稍好

转。患儿于 10 月龄死于家中。国内外数据库中检索到 20 例糖原累积症病例,包括 II 型 10 例,以喂

养困难,反复呼吸道感染,运动发育迟缓,体重增长缓慢为主,同时有肝脏轻度增大,肌张力减低;III 型 10
例,以肝脏肿大､ 肝功能异常,伴低血糖､ 高脂血脂为主要临床表现,均缺乏有效治疗手段; 
结论  糖原累积症 II 型合并 III 型是一类罕见的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疾病,婴儿临床症状包括 II 型和 III
型的主要临床表现,主要为喂养困难,反复呼吸道感染,运动发育迟缓,体重增长缓慢,肌张力减低,肝脏

肿大､ 肝功能异常,伴低血糖､ 高脂血脂,确诊主要依靠基因突变分析。 
 
 
PU-2521 

以矮小症为主要表现的 Gitelman 综合征 1 例报告 
 

陈贞平,邹国斌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131200 

 
 
目的 从个案分析来完善少见的 gitelman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特点和诊断方法。 
方法 通过对病例个案特点的分析,结合文献资料的复习,总结出疾病的特点和诊断方法。 
结果 本病的临床表现轻重不一,表型多态化。本例患儿以生长迟缓为主要临床表现,化验发现顽固性

低钾,生长激素部分缺乏。 
结论 Gitelman 综合征临床表现多态化,生长迟缓也可以是此病的主要表现,基因诊断是确诊金标准。 
 
 
PU-2522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大骨龄矮小症的疗效和安全性的临床观察 
 

林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研究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对大骨龄矮小症患者的促进身高增长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53 例骨龄 10~17 岁的矮小症患者被分为三组, A 组(骨龄<13 岁) ､ B 组((骨龄≥13 岁且<15 岁)
､ C 组(骨龄≥15 岁且小于等于 17 岁) 。A 组 11 例(男 3,女 8) ,B 组 26 例(男 3,女 23) ,C 组 16 例

(男 7,女 9);年龄分别为(12.51±1.39)岁, (12.94±1.93)岁, (15.37±2.01)岁;骨龄(11.95±0.99)岁, 
(13.46±0.53)岁, (15.58±0.64)岁;治疗开始前其身高标准差分别为(-2.07±1.30), (-1.11±1.57), (-
1.56±1.48),使用生长激素 0.15~0.20 IU/kg/d 进行治疗,每晚睡前皮下注射,疗程 3 个月或以上。 
结果 A,B,C 组矮小症患者的身高分别从治疗前(138.65±7.19)cm､ (147.97±6.99)cm､
(154.54±7.27)cm 增至(142.39±7.65)､ (151.51±6.71)､ (156.36±7.25)cm,三组在治疗 0~3 个月生

长速度显著增快,而 C 组在治疗 4~6 个月时生长速度显著减慢,并明显低于 A 组､ B 组患儿 4~6 个月

时生长速度( P <0.05) 。 
结论 rhGH 治疗对大骨龄矮小症患儿具有促进生长的作用且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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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23 

婴幼儿期垂体功能低下的早期筛查 
 

王倩,李桂梅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目前已开展的新生儿先天性遗传代谢疾病筛查无法早期发现垂体功能低下导致的继发性甲低

､ 肾上腺功能减退､ 性腺发育不良等,易误诊误治､ 延误治疗。本课题组拟对有围产期损伤病史的

婴幼儿分不同时间段检测垂体-靶腺轴激素水平,并与正常婴幼儿组比较,探讨可能影响垂体功能的致

病因素,并寻找可作为垂体功能低下早期筛查的检测指标。 
方法  研究对象:2012.12-2014.10 入住山东省立医院儿科监护室的婴幼儿(存在胎位异常､ 窒息缺氧

等病史,并有生长迟缓､ 低血糖､ 黄疸延迟､ 外阴发育不良等可疑症状),共 12 例,作为观察组。同时

选取足月经阴产､ 无异常出生史的正常婴幼儿共 40 例,作为对照组。均按性别､ 年龄分组。 
进行以下研究分析: 
1､ 观察组于出生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6 月､ 9 月､ 12 月､ 18 月､ 24 月时空腹取外周血检测

垂体-靶腺激素水平,并与对照组比较,对可疑垂体功能低下的患儿进行随访观察。 
2､ 对存在两种及以上垂体激素缺乏的患儿行下丘脑-垂体区 MRI 检查,观察垂体形态､ 前叶高度､

后叶位置,垂体柄形态,以及是否有占位病变等,并对患儿垂体激素缺乏程度及发生比例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1､ 存在围产期高危因素的婴幼儿垂体功能低下的发生率: 
   观察组婴幼儿出生体重､ 身长及 Apgar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12 例患者中共有 8 例确

诊为 MPHD,其中 5 例 MRI 检查显示垂体前叶体积小,2 例为垂体柄断裂并前叶发育不良。12 例中共

有 8 例确诊为 TSHD,3 例为 ACTHD,4 例为 GHD,5 例存在外阴发育不良,提示可能有促性腺激素缺

乏。 
2､ 观察组与对照组垂体-靶腺功能对比: 
    对照组垂体-甲状腺轴及肾上腺轴激素水平均与儿童期水平一致。与观察组 TSHD､ ACTHD 婴幼

儿的垂体-甲状腺轴及肾上腺轴激素水平比较并建立 ROC 曲线,提示 FT3､ FT4､ COR(P 值

<0.001,<0.001,<0.005)对继发性 TSHD､ ACTHD 的诊断价值优于 TSH､ ACTH,此不同于原发性甲

低､ CAH 等的诊断。 
对照组垂体-性腺轴激素水平按照不同性别分组统计后发现:正常男性婴儿 4 月后的 FSH､ LH､ P､
TO､ PRL 水平均显著下降;而女性组 FSH､ LH4 月后并无显著降低。将 5 例性腺发育不良婴幼儿垂

体-性腺轴激素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并建立 ROC 曲线可知,FSH､ LH､ P 对继发性促性腺激素缺乏症

的诊断有显著意义(P<0.001,0.001,0.01),优于 E2､ TO 等外周性激素。 
结论 1､ 正常婴幼儿出生后垂体-甲状腺及肾上腺轴激素水平已与儿童及青少年期正常参考范围一致,
但垂体-性腺轴激素水平偏高,符合出生后小青春期的特点。 
2､ 对于合并 TSHD､ ACTHD 的 MPHD 患儿,仅凭生后足跟血筛查易漏诊,出现可疑症状时应及时､

全面评估垂体-靶腺轴所有激素水平。存在围产期损伤因素的婴幼儿,出生后如无小青春期的表现,应
密切监测其垂体-性腺轴功能。 
 
 
 
PU-2524 

迟发性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穆青,阚璇,刘戈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004 
 

 
目的 提高对迟发性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OTCD)的认识,尽早对 OTCD 做出诊断,避免误诊,
探讨其治疗并文献复习。 
方法 总结我院于 2017 年 5 月收治的 1 例女性迟发性 OTCD 患儿临床资料,分析患儿的临床表现､

生化学检查及 GC-MS 检测患儿血氨基酸和尿有机酸,初步确定诊断;并进行基因检测进一步确诊。

同时检测其父母的血生化检查及基因检测。 
结果 患儿 6 岁半女童,半年前出现阵发性腹痛及呕吐,院外多次肝功能检查提示谷丙转氨酶(ALT)及
谷草转氨酶(AST)明显升高,ALT 454~1124U/L,AST 113~431U/L,GGT 及胆红素升高不明显,蛋白大

致正常,多次腹部 B 超未见明显异常。入院后复查肝功能 ALT 达 2680U/L,AST 460U/L,血氨

410umol/L。多次肝炎病毒学检查均阴性,自身免疫性肝炎检查阴性,血铜及铜蓝蛋白正常,毒物分析

阴性。行 GC-MS 检查提示尿嘧啶､ 乳清酸显著升高,谷氨酰胺升高,提示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

症。已行基因检测进一步验证待回报。同时对其母进行肝功能及血氨检查均正常;其父肝功能

ALT150U/L,AST 111U/L,血氨 84umol/L。入院后同时予保肝､ 精氨酸､ 门冬酸钾镁静点､ 静脉高

营养补充入量及热量,口服乳果糖及间断醋灌肠。患儿血氨下降至 170umol/L,ALT518U/L 及

AST129U/L,腹痛及呕吐好转。 
结论 迟发性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多发生于女性,常以肝功能损害和神经系统异常就诊,甚至可

以肝衰竭为首发表现,由于不同的表现度,患者表现轻重不一,对肝功能损害患者需警惕此类疾病,血尿

代谢筛查可予明确提示,但确诊需基因检测;对于 OTCD 急性期患者,精氨酸､ 瓜氨酸可增加尿素循环

底物促进血氨代谢,门冬酸钾镁虽不是此类患者推荐药物,但在此患儿似乎也起到良好作用;食醋或醋

精灌肠在高氨血症时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对于此类患者的保肝治疗,美能类的抗炎保肝药物效果不

佳;而双环醇类稳定细胞膜类药物起到良好作用。 
 
 
PU-2525 

家庭护理干预对小儿糖尿病生活质量依从性的影响分析 
 

杜丹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探讨家庭护理干预对小儿糖尿病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分析。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儿童糖尿病患者 60 例。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

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家庭护理干预,比较两组生活质量以及治疗依从性。 
结果 观察组患儿通过家庭护理干预后其生活质量以及治疗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患儿,两组患儿经对

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结论 对糖尿病患儿实施家庭护理干预,有效的提升患儿的生活质量以及治疗依从性。 
  
 
 
 
 
 
 
 
PU-2526 

出生体重对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代谢产物串联质谱检测结果的影响 
 

王玲
1,袁雪莲

2,陈建
1,黄菲

1,邓素文
1 

1.成都新基因格医学检验所 
2.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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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不同出生体重对新生儿遗传代谢病(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 IMD)代谢产物串联质谱

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的研究设计,使用新基因格医学检验所用液相串联质谱法检测的新生儿干血

斑中的氨基酸与肉碱的结果进行分析。按一定的纳入(经初检､ 复查及随访被判断为未患 IMD 的新

生儿)排除(采血时间在 3-7 天外,没有孕周和出生体重信息及孕周<32 周的新生儿)标准在 2014 年-
2016 年的数据中共筛选出 37745 例样本。新生儿基本信息包括:出生日期､ 性别､ 出生体重､ 孕周

､ 采血日期等。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会”推荐的代谢障碍检测种类,与“检验医学实践指南”中报告的

IMD 相关检测指标,挑选出 41 个指标。将新生儿按不同出生体重分为:出生低体重儿､ 正常出生体重

儿､ 巨大儿(体重分别<2500g,2500g~4000g,≥4000g);用 χ2检验比较假阳性率在不同性别､ 出生季

节､ 孕周及出生体重组间的分布差异;对三个出生体重组间的代谢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并以正常出生

体重组为参照,进行 LSD 分析。 
结果 χ2检验结果显示,假阳性率在不同性别､ 出生季节､ 孕周及出生体重间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值均<0.05),其中,出生低体重儿､ 出生体重正常儿､ 巨大儿的假阳性率分别为:16.89%､
6.41%､ 5.43%。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与正常出生体重儿相比,出生低体重儿的 Val､ Cit､
Leu\Ile\Pro-OH､ C6DC､ C16OH､ C10､ C18OH､ Val/Phe､ Met/Phe､ Leu\Ile\Pro-OH/Phe､
C5OH/C8 检测值明显降低(Leu\Ile\Pro-OH 与 C10 的 P 值<0.05,其余指标的 P 均<0.001), 而 Phe､
C5､ C3､ C0､ C8､ C14:2､ C10:1､ C18:1OH､ Tyr/Cit､ Phe/Tyr､ C5/C0､ C14:1/C16､
C16OH/C16､ C5/C2､ C3/C16､ C8/C10､ C5/C3 的检测值明显升高(C18:1OH 的 P =0.003,其余

指标的 P 均<0.001);巨大儿的 Tyr､ Cit､ C5､ C6､ C8､ C14:2､ C14:1､ C10:1､ C14､ C10､
C16:1OH､ Tyr/Cit､ Cit/Arg､ C8/C2､ C5/C0､ C14:1/C16､ C16OH/C16､ C5/C2､ C5/C3 检测值

明显降低(Cit､ C14､ 与 C5/C0 的 P<0.05,其余指标的 P 均<0.001),而 Phe､ Val､ Met､
Leu\Ile\Pro-OH､ C3､ Phe/Tyr､ Met/Phe､ Leu\Ile\Pro-OH/Ala､ C5OH/C8､ C3/C16､ C8/C10､
C3/C2 检测值明显升高(P 值均<0.05)。 
结论 非正常出生体重会影响新生儿 IMD 相关指标浓度,故在进行新生儿 IMD 筛查时,要酌情考虑出

生体重对指标的影响,降低假阴/假阳性的风险。 
 
 
PU-2527 

PTPN11 新生突变引起的 Noonan 综合征 1 例基因及临床研究 
 

罗燕飞,米热古丽·买买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本研究对 1 例临床表型符合 Noonan 综合征的维吾尔族患儿进行基因检测,以寻找致病突变,指
导临床治疗,确诊后生长激素治疗疗效观察。 
方法 患儿女,11 岁,2 岁起身材较同龄儿童明显矮小,好动､ 反复口腔溃疡､ 视力下降。年生长速率

约 2cm。身高 110cm,体重 20kg。发育异常,特殊面容,上唇饱满,双眼眼距宽､ 视力下降,鼻梁塌陷,
头发卷曲,颈短､ 颈蹼,脾大。肘外翻,脊柱侧弯。抽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行全外显子基因测序。患儿

明确诊断后给于重组人生长激素(Recombinant human growth hormone  rhGH) 3IU 每晚睡前皮下

注射治疗,定期复查,并随访 3 年观察疗效。给予其家庭产前咨询。 
结果  1.课题组检测到 1 个 PTPN11 基因的已报道致病突变 c.854T>C(p.F285S),该突变在表型正常

的父母中均未监测到,故为新生突变。2.该例患儿使用 rhGH 治疗前两年身高增长明显约 9cm/年,2
年后生长速度明显减慢约 1cm/3-4 个月,故停药。停药期间患儿身高处于停滞状态,停药 7 个月后再

次给予 rhGH 治疗 2 个月,身高增长 1cm。使用生长激素治疗 3 年余,身高增长 22cm,取得了很好的

疗效。定期复查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3.产前给予相关遗传性咨询,患儿弟弟 2 岁半､ 妹妹 1 岁均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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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本文报道了一例 PTPN11 基因的新生突变,该例患儿根据基因分型为 NS1 型,临床型与基因

型关联度较高,为典型病例。2.给于 rhGH 治疗后取得了明显的疗效。患儿 rhGH 治疗 2 年后出现生

长速率明显下降,停药时患儿 IGF-1 处于+1SD,长期药理剂量的 rhGH 会导致生长激素受体后信号通

路 SOCS-2 和 CIS 上调,从而抑制 IGF-1 的作用从而导致生长速度减慢,针对此类情况可暂停生长激

素 2-4 周使受体信号通路恢复。再次给予 rhGH 治疗 2 个月身高增长 1cm,其长期疗效待课题组进

一步观察及随访。3.PTPN11 突变较其他突变类型更易家族聚集。有许多产前特征当被视为 NS 的

危险因素,例如患儿羊水过多､ 肾盂积水,胸腔积液,水肿､ 心脏畸形,超声检查异常的患儿可行血液､

绒毛膜或羊水 DNA 检测。给予其父母产前诊断与咨询,顺利生育两孩。 
 
 
PU-2528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凋亡机制研究 
 

郑荣秀
1,张彦彦

1,马士凤
1,张毅

1,2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 
 

 
目的 以 C57BL/6 小鼠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thyroiditis,EAT)模型

为研究对象,研究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治疗 EAT 的效果及其抗凋亡机制,
为 MSCs 的临床应用和自身免疫甲状腺炎(Autoimmune thyroiditis,AIT)的治疗与预防提供理论基础

与实验依据。 
方法 1.建立小鼠 EAT 模型。分别在第 1 天与第 14 天,对雌性 C57BL/6 小鼠给予猪甲状腺球蛋白和

完全弗氏佐剂混合溶液和猪甲状腺球蛋白与不完全弗氏佐剂混合溶液,建立 EAT 小鼠模型。 
2.MSCs 治疗 EAT 模型小鼠。EAT 模型建立成功后,分别在第 0 天､ 第 14 天尾静脉移植 MSCs,并
通过比较移植后各组小鼠甲状腺的 HE 染色结果,脾脏指数改变情况,血清甲状腺自身抗体 TPOAb､
TgAb､ TMAb 含量,以及流式细胞术检测 EAT 模型组和 MSCs 治疗组脾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判断

MSCs 对 EAT 小鼠的治疗效果。 
3.MSCs 治疗 EAT 的作用机制研究。免疫组织化学法和免疫荧光法检测 EAT 小鼠甲状腺组织的凋

亡病变情况。Q-PCR 检测 MSCs 中凋亡因子的表达情况。通过对治疗组小鼠输注荧光示踪剂 CM-
Dil 标记的 MSCs,病理组织切片法结合免疫荧光细胞计数检测 MSCs 的归巢能力。体外鉴定 MSCs
防护 EAT 小鼠甲状腺组织凋亡的作用机制。 
结果 1. MSCs 治疗组小鼠与模型组小鼠的甲状腺组织均可见不同程度甲状腺滤泡的破坏及淋巴细

胞的浸润,但治疗组小鼠,病变程度均较轻,无明显滤泡细胞结构性破坏。ELISA 法检测结果表

明,MSCs 治疗组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表达水平均显著

低于 EAT 模型小鼠。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表明,MSCs 治疗后,相较于 EAT 模型组,小鼠脾脏细胞

CD4+T 细胞/CD8+T 细胞比例发生改变。 
2.免疫组化及免疫荧光染色结果表明,EAT 模型组小鼠的甲状腺组织细胞发生凋亡,MSCs 治疗组小

鼠甲状腺组织内的 Fas 凋亡通路下游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 EAT 模型组, Q-PCR 检

测结果表明,EAT 模型组内表达大量的 FasL。而 MSCs 和正常对照组小鼠甲状腺组织高表达凋亡受

体 Fas。体外共培养结果证实,EAT 模型小鼠脾淋巴细胞能够作用于正常小鼠甲状腺组织,诱导凋亡

因子 Caspase3､ Caspase6 和 Bcl-2 高表达,引发细胞凋亡,而 MSCs 可有效阻止 EAT 模型小鼠脾

淋巴细胞对正常小鼠甲状腺组织的促凋亡作用。 
结论 MSCs 能够有效归巢到炎症发生的甲状腺组织,通过表达 Fas 受体,阻止 EAT 模型小鼠的 CD8+
淋巴细胞对甲状腺组织进行的杀伤作用与诱导凋亡作用,进而对甲状腺组织细胞进行保护,抑制自身

免疫紊乱引起的甲状腺损伤,从而延缓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疾病进展。 
 
 
PU-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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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PBL 基因新发突变致 Corneia de lange 综合征两例报告 
 

赵云静,麻宏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Corneia de lange 综合征是一类罕见的累及多器官系统的遗传异质性疾病,目前已报道的

Corneia de lange 综合征相关基因有 7 个,其中 NIPBL 基因突变占 50%,本文对临床诊断为 Corneia 
de lange 综合征的两例分别为 3 个月和 45 天的患儿进行了 NIPBl 基因突变分析,旨在基因水平上确

定诊断并为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方法 经知情同意后采集患儿及父母的外周血并提取基因组 DNA,利用 PCR､ DNA 测序技术对

NIPBL 基因编码序列进行突变分析。 
结果 两名患儿均发现存在 NIPBL 基因突变,均为未报道的新发突变。其中一例突变位于 NIPBL 基

因 Exon45, C.7834dupA;P.(Arg2612fs),导致 Arg 之后编码紊乱,蛋白截短。另一例为 NIPBL 基因

Exon5 C.505C>T 杂合突变,导致无义突变,同样出现蛋白截短,P.(Gln169*)。 
结论 Corneia de lange 综合征具有典型的临床特征,可在婴儿期做出临床诊断,对于临床怀疑此综合

征的患儿首选 NIPBL 基因突变分析,结果阴性继续筛查 SMC1A､ SMC3､ HDAC8､ RAD21 以及

EP300 和 ANKRD11 基因,避免不必要的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检查。两种新发突

变丰富了 NIPBL 基因突变数据库,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PU-2530 

儿童以矮身材为首发表现的假性醛固酮 
减少症 II 型 1 例并文献复习 

 
刘慧,鲁珊,王新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总结该文报道 1 例因身材矮小而确诊为假性醛固酮减少症 II 型(PHAII)的患儿的临床特点和基

因突变结果。 
方法 采用家系调查､ DNA 双向测序法对 1 例 PHAII 患儿进行基因分析,回顾患儿临床资料及诊治经

过,搜索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患儿女,刚满 11 岁,因发现身材矮小 10 年,血钾升高 6 年就诊,无其他症状和阳性体征,血压监测

提示高血压。实验室检查显示高钾血症､ 高氯血症､ 代谢性酸中毒,血浆肾素活性卧位 0.0 ng/ml(参
考值 0.1~0.8 ng/ml),立位 0.2 ng/ml(参考值 0.9~6.6 ng/ml),肌酐清除率未见异常。基因分析发现患

儿及其母亲存在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中 WNK4 基因杂合突变,位点为 c.1682C>T(p.P561L)。患

儿父亲健康,WNK4 基因未见突变。 
结论 WNK4 基因杂合突变的 PHAII 患儿表现为身材矮小,分析身材矮小病因时应提高对 PHAII 的认

识,重视测量血压及电解质结果避免误诊。 
  
 
 
PU-2531 

一例 Citrin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致新生儿 
肝内胆汁淤积症报道并文献复习 

 
卢洪珠,林晓霞,方昕,陈荣,陈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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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报道 1 例婴儿期发作的 Citrin 缺陷致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eonat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by citrin deficiency, NICCD),提高对 NICCD 的认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促进患儿良好

预后。 
方法 回顾性总结 1 例 NICCD 合并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的临床特征､ 实验室检

查､ 血尿串联质谱和 SLC25AC13 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2 月龄男婴,因“皮肤黄染 2 月”入院。查体全身皮肤粘膜黄染,巩膜黄染,肝大,肝功能示胆红素双

向升高,肝酶异常,纤维蛋白原降低,血尿 CMV DNA 检出且血免疫球蛋白 M､ 免疫球蛋白 G 阳性,血
氨､ 血乳酸增高,全腹彩超､ 肝胆显像除外先天性胆道闭锁。抗病毒治疗效果欠佳,考虑遗传代谢

病。行质谱检查,结果显示:血瓜氨酸､ 酪氨酸､ 甲硫氨酸､ 苏氨酸及多种酰基肉碱增高,尿 4-羟基苯

乳酸､ 4-羟基苯丙酮酸增高,提示 Citrin 缺陷。SLC25A13 基因分析发现 c.852_855delTATG 和
c.615+5G>A,确诊为 NICCD。予保肝利胆,改去乳糖奶粉喂养,强化中链脂肪酸饮食等,现患儿生长发

育可,随访中。 
结论     婴儿早期发现的皮肤黄染,退黄效果不佳,肝大,肝功能损害以胆汁 滞性肝损害为主者,病毒

感染抗病毒治疗后病情仍未缓解,需考虑 NICCD,应尽早进行质谱和 SLC25A13 基因检测并及时干

预治疗。 
 
 
PU-2532 

糖皮质激素可治性醛固酮增多症(GRA)合并中枢性性早熟一例 
 

徐磊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糖皮质激素可治性醛固酮增多症(GRA)诊断与治疗 
方法 分析 1 例 GRA 合并中枢性性早熟患儿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诊断､ 治疗以及预后等

情况;患儿,男,16 岁,近 1 月来发现有乏力､ 恶心､ 有时伴肢体抽动;反复低钾病史,2008 年曾诊断中

枢性性早熟,查体:身材矮小,血压:138/94mmHg,成年人面容,有喉结,胡须。皮肤色泽偏黑,阴囊阴茎

已发育,阴毛 PH4､ 腋毛 A4 期。实验室检查:三大常规正常;血气分析提示代谢性碱中毒; 24 小时尿

钾､ 尿钠､ 尿氯正常;甲功七项正常､ 肿瘤三项及 ACTH 正常,性激素六项在正常范围,PTH 
97.608pg/ml↑,C 肽､ 胰岛素､ 25(OH)D 正常;雄烯二酮:>10ng/ml,脱氢表雄酮:675ug/dl;17ɑ羟基孕

酮:7.397ng/ml↑(0.07-1.53);皮质醇节律试验正常;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试验(卧位:醛固酮/肾素比

400,立位:醛固酮/肾素比 175)提示异常;彩超:双肾肾上腺未及明显异常;垂体磁共振未及明显异常;骨
骺已闭合;虽然血管紧张素醛固酮试验提示异常,但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不伴有性早熟表现,故首先考

虑 CAH 可疑;为明确诊断,完善基因检查; 
结果 基因提示:该患者在 CYP11B1 出现杂合突变,c953C>T(编码区第 953 号核苷酸由 C 变为 T)的
杂合核苷酸变异,改变异导致 318 号氨基酸由 Thr 转变为 Met(p.Thr318Met);该基因是糖皮质激素可

治性醛固酮增多症的致病基因,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也是 11β 型羟化酶缺乏导致的先天性肾

上腺增生的致病基因,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方式;分析起家系来源验证情况,发现其父亲为杂合突变,母
亲未发现突变,其弟弟未发现变异,其姐姐为杂合突变;因患儿皮肤色泽偏黑,毛发旺盛;低血钾,正常血

钠病史;曾诊断中枢性性早熟 
身材矮小,血压高;实验室检查:PH 7.49 提示代谢性碱中毒,17ɑ羟基孕酮:稍增高;卧位:醛固酮/肾素比

400,立位:醛固酮/肾素比 175,醛固酮卧位及立位都大于 15ng/dl;结合上述症状､ 查体及实验室检查,
得出患儿为糖皮质激素可治性醛固酮增多症; 
结论 GRA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该病由 11β 一羟化

酶(CYP11β1)和醛同酮合成酶(CYP11β2)基因间不等位交换形成的嵌合基因所致。该嵌合基因 5’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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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部分 11β 羟化酶基因序列组成,3’端为部分醛固酮合成酶结构基因序列,可在 ACTH 调控下合成分

泌过量的醛固酮。一般降压对 GRA 无效,使用小剂量激素(睡前服用地塞米松 0.125mg 或强的松

2.5mg)抑制垂体释放 ACTH 降低血压;因查询文献暂未发现糖皮质激素可治性醛固酮增多症有中枢

性性早熟临床表现的病例报告。故患儿既往诊断中枢性性早熟应用二元论解释;故该病考虑为糖皮

质激素可治性醛固酮增多症 (GRA)合并中枢性性早熟; 
 
 
PU-2533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Genetic Analyses in the Diagnosis 
of Tetrahydrobiopterin (BH4)-Responsiveness in Chinese 

Phenylalanine Hydroxylase Deficiency Patients 
 

zhu tianwen1,Ye Jun1,2,Han Lianshu1,2,Qiu Wenjuan1,2,Zhang Huiwen 2,Liang Lili 1,2,Gu Xuefan1,2 
1.Department of Neonatal Medicine,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Genetic Metabolism,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Institute of Pediatric 

Research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PAH deficiency has been proven essential in establishing 
treatment options. We examin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wo genetic assays to predict BH4 
responsivenes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V sum test or mutation-status assessment test can 
obviate the need for BH4 loading in Chinese patient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346 Chinese patients underwent genetic analysis between 
2006 and 2012. We investigated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BH4 response an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wo previously developed PAH genetic assays in 94 out of them who had a standardized 
BH4 loading test. Independent cohorts were explored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of a BH4 
response in our population by both test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overall predicted response in 346 patients was 31.65% by the AV sum test and 
25.43% by the other assay; both percentages were lower than 51.06% derived from loading 
results in 94 patients. Responders were compound heterozygotes with definite BH4 responsive 
mutations, while non-responders had null/null ones; some consistently with specific mutations 
and genotype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assays were 81.1% and 92.5% for the AV 
sum, and 82.9%, 97.3% for the other. An AV sum cutoff >2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of 90.9%, while the presence of at least one BH4 responsive mutation has a PPV of 97.1%. The 
two approaches showed good concordance. 
Conclusions Our data confirmed that the mutation-status assessment has a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 in predicting response for Chinese patients than the AV sum test. BH4-responsiveness 
may be predicted or excluded from patients’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to some extent, thus some 
patients may avoid the initial loading. 
 
 
 
 
 
 
 
 
PU-2534 

以身材矮小起病的一例 Shwachman-Diamond Syndrome 临床

及基因突变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010 
 

连群,许珊珊,李伶俐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一例以身材矮小起病的 Shwachman-Diamond Syndrome 临床及基因报告 
方法 对 1 例身材矮小患儿,回顾其临床特点､ 实验室､ 影像学表现,结合基因测序结果进行分析,探讨

Shwachman-Diamond Syndrome 的诊治要点。 
结果 本病例因身材矮小就诊,自幼生长发育迟缓,身高始终低于负三个标准差,运动发育落后。生后 1
月时淋巴结结核,抗痨治疗半年好转,病程中血小板偏低,但始终无出血倾向。无反复腹泻史。无肝脾

肿大,无肝功能损伤。曾诊断特发性矮小给予生长激素治疗效果欠佳,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出现身材

比例变化,上部量大于下部量,骨盆较宽大等表现,X 线双侧髂骨､ 股骨及胫骨上下段干骺端处多发斑

点状高密度影,颈胸腰椎未见明显异常。送检二代测序检测到受检者 SBDS(NM_016038.2) Intron2: 
c.258+2T>C; p.纯合,对受检者之父母一代测序验证发现其分别携带 SBDS(NM_016038.2) Intron2: 
c.258+2T>C; p.杂合。该突变为剪接突变,且其在 c.251 和 c.252 位置产生新的剪接位点,明显影响

mRNA 剪接,认为该突变为致病突变。 
结论 SDS 是 一 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临床表现多变,早期不易识别。可有先天发育异常､

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 骨髓功能障碍､ 血小板减少,多系统受累如心脏､ 肝脏､ 骨骼､ 中枢神经系

统及免疫系统等病变,可致身材矮小､ 发育落后。提示对于生长缓慢､ 极度矮小者,常由于病理性因

素所致,多为单基因遗传病,应及时查找病因。 
 
 
PU-2535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Genetic Analyses in the Diagnosis 
of Tetrahydrobiopterin (BH4)-Responsiveness in Chinese 

Phenylalanine Hydroxylase Deficiency Patients 
 

zhu tianwen1,Ye Jun1,2,Han Lianshu1,2,Qiu Wenjuan1,2,Zhang Huiwen2,Liang Lili1,2,Gu Xuefan1,2 
1.Department of Neonatal Medicine,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and Genetic Metabolism, XinHua Hospital & Shanghai Institute for Pediatric 

Research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PAH deficiency has been proven essential in establishing 
treatment options. We examin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wo genetic assays to predict BH4 
responsivenes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V sum test or mutation-status assessment test can 
obviate the need for BH4 loading in Chinese patient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346 Chinese patients underwent genetic analysis between 
2006 and 2012. We investigated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BH4 response an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wo previously developed PAH genetic assays in 94 out of them who had a standardized 
BH4 loading test. Independent cohorts were explored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of a BH4 
response in our population by both test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overall predicted response in 346 patients was 31.65% by the AV sum test and 
25.43% by the other assay; both percentages were lower than 51.06% derived from loading 
results in 94 patients. Responders were compound heterozygotes with definite BH4 responsive 
mutations, while non-responders had null/null ones; some consistently with specific mutations 
and genotype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assays were 81.1% and 92.5% for the AV 
sum, and 82.9%, 97.3% for the other. An AV sum cutoff >2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of 90.9%, while the presence of at least one BH4 responsive mutation has a PPV of 97.1%. The 
two approaches showed good concordance. 
Conclusions Our data confirmed that the mutation-status assessment has a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 in predicting response for Chinese patients than the AV sum test. BH4-respon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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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be predicted or excluded from patients’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to some extent, thus some 
patients may avoid the initial loading. 
 
 
PU-2536 

无追赶生长的小于胎龄儿儿童期糖代谢分析 
 

原晋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索无追赶生长的小于胎龄儿在儿童期的胰岛素敏感性。 
方法 收集 2008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就诊的身材矮小患儿,所有患儿根据

临床诊断及出生史,分为小于胎龄儿组(SGA 组)和特发性矮小组(ISS 组)。比较两组之间的糖代谢(空
腹胰岛素､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与胰岛素比值､ 胰岛 β 细胞功能 HOMA%和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特点。 
结果 共纳入 439 人,其 SGA 组纳入 218 人,ISS 组纳入 221 人,经过青春期发育水平及性别分组

后,SGA 组与 ISS 组相比,糖代谢指标:空腹胰岛素､ 空腹血糖､ 血糖胰岛素比值､ HOMA-IR､
HOMA%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无追赶生长的小于胎龄儿在儿童期的胰岛素敏感性处于良好状态。 
 
 
PU-2537 

视网膜母细胞瘤 2 例基因检测结果及文献复习 
 

杨莹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视网膜母细胞瘤是儿童 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严重危害患儿视力及生命。探讨该病的基因诊

断,分析视网膜母细胞瘤的遗传方式及致病原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家系两名患儿的临床资料,并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病例 1 和病例 2 为同胞姊妹。因体检时发现眼部异常,全麻下用 Retcam 检查眼底,确诊视网膜

母细胞瘤。追溯家系:外婆外婆单眼失明,患儿哥哥因“视网膜母细胞瘤”已死亡。完善相关基因检查,
除父亲外,均存 RB1 基因内含子 24 发现序列异常,c.2520+1G>A,剪切位点突变。 
结论  从家系发病情况来看可能是 X 连锁显性遗传,但是患儿母亲虽有相同突变基因,仍未患病。母

亲体内可能存在 Rb 抑癌基因,故未发病。患儿及其外婆可能 Rb 抑癌基因失活发病。另外患儿父亲

从事特殊行业电焊工,存在电弧光辐射,可以用“2 次打击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家族性病例为多灶性及双

侧性。通过对该病例分析,可能为不同遗传方式和是否自身存在保护性基因提供探讨,以便对该病尽

早发现,及时治疗。 
 
 
 
 
 
 
PU-2538 

普拉德威力综合症婴儿期不明原因发热合并低钠血症 1 例报告 
 

司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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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普拉德威力综合症是 (PWS,OMIM176270) 人类 早证实基因印记的遗传性疾病,系人类染色

体 15q11-q13 父系表达的基因发生改变所致的印记错误。临床表现为复杂的神经遗传病,多系统的

混乱, 常见的是内分泌系统的问题,因下丘脑-垂体轴机能障碍所致,常见性激素､ 生长激素､ 甲状腺

激素等的缺乏,而持续低钠血症国际报道匮乏。而此综合征合并低钠原因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持续

低钠血症可能下丘脑中枢发育不成熟有关。 
方法 我们描述一个 7 月大普拉德威利综合征的患儿,不明原因无症状低热伴低钠血症,没有过多的液

体摄入量或去氨加压素及利尿药物的治疗史。我们比较研究结果与其他一些报告病例和描述,第一

次的采用立体式动态激素水平测试和中枢到器官的立体研究。 
结果 各种激素水平未见明显异常,甲状腺激素中的 TSH 水平略低,对 TRH 兴奋试验反应良好,不排除

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患儿尚未找到感染依据,可能与患儿体温调节中枢尚未健全有关,也有文献

报道当罹患肺疾病,特别是肺炎感染(病毒､ 细菌､ 结核),可伴有轻度低钠血症之间的 130 和 135 毫

克当量/升。 
结论 我们描述了一个 PWS 患儿发热后出现严重的低钠血症。与以前报道的情况下,我们的病人有

没有异常的液体摄入量的历史,不是去氨加压素治疗。我们进行了高渗盐水激发试验和肾上腺皮质

功能的评估。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在 PWS 婴幼儿低钠血症的病因,确定这些患者低钠血症的真

正发生率,并评估无症状低钠血症对临床症状和体征的可能影响。 
 
 
PU-2539 

不同 GH-IGF-1 功能状态矮小症的治疗观察 
 

刘慧娟,李桂玲,高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矮小症患儿生长激素(G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IGF-I)轴功能状态,探讨矮小症

患者对生长激素治疗的反应。 
方法  依据 GH 激发试验和 IGF-1 检测结果,对 104 例矮小症儿童进行病因分类:(1)生长激素缺乏症

(GHD);(2)可疑生长激素缺乏症(KYGHD);(3)特发性矮小症(ISS);(4)GH 不敏感综合征(GHIS)。并对

各组患儿应用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 12 个月,比较各组治疗前后患儿生长速率(GV)､ 身高､ 体质量､

骨龄､ 身高标准差积分 ( HtSDs)､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 水平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各组矮小患者在治疗后的身高､ 体质量､ GV 和获得的身高 SDs 均较治疗前明显增加,IGF-1
在 GH 治疗 1 个月后就有明显的升高,且与 GH 用量呈显著性正相关,增长的 HtSDS 与同期增加的

IGF-1 标准差积分呈显著性正相关。治疗中定期监测 IGF-1 浓度,并作为调整生长激素用量的指标。 
结论 通过检测 GH-IGF-1 轴功能,可对矮小症进行病因诊断。经 rhGH 治疗后 IGF-1 升高,IGF-1 水

平与治疗时间､ 生长激素用量有关。基于体质量和 IGF-1 浓度调整生长激素治疗剂量,可以节省医

疗费用和降低药物副作用的发生率。 
 
 
 
 
 
 
PU-2540 

儿童自身免疫多腺体综合征Ⅲ型 4 例并文献复习 
 

彭丹霞,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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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通过对自身免疫多腺体综合征Ⅲ型(APSⅢ型)患儿临床特点进行分析,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探

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ITD)对糖尿病代谢控制的影响。 
方法 入选者为 2009-2016 年诊治的 4 例 1 型糖尿病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儿临床资料进行

分析,其中男性 1 例,女性 3 例;2 例为桥本甲状腺炎(HT)､ 2 例为 Graves 病(GD),对病人的病史家族

史､ 体检及内分泌相关检查的结果进行分析;相应的抗体检查包括:GAD-Ab､ IAA､ ICA ､ TG-Ab､
TPO-Ab､ TRAb 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APSⅢ型可能与遗传多态性和环境因素共同免疫机制相关,多伴有内分泌疾病家族史;女性常

见,T1DM 与 AITD 间隔发病时间 0~10 年;因为甲状腺激素可促进肠道葡萄糖的吸收,增加肝糖原异

生及胰岛素分解代谢,可导致高血糖,甲亢使血糖的控制更困难,因此糖尿病并甲亢时,胰岛素用量增加;
甲低时, 胰岛素降解速度下降,可降低外源性胰岛素用量。 
结论 本组患儿女性多于男性,多伴有内分泌疾病家族史,甲状腺功能状态影响糖尿病的治疗。T1DM
病人宜定期进行甲状腺自身抗体和甲状腺功能检测。 
 
 
PU-2541 

来曲唑联合生长激素改善围青春期男孩预测成年身高 3 例 
 

单晔,于宝生,高兰英,王安茹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3 
 

 
目的 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是 常用于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的矮小和特发性矮小的药物。临

床研究发现,rhGH 治疗年龄越小效果越好,对于骨龄较大､ 围青春期的男孩,单用 rhGH 治疗效果不

佳。芳香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AI)可以减少雌激素､ 增加雄激素水平,延缓骨骺闭合,从而

可能对青春期矮小男孩的生长有促进作用。有研究者报道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可改善发育延迟的围

青春期男孩的 终身高。但是 AI 治疗方案仍处于实验阶段,对于长时间治疗随访报道较少。 
目的:研究来曲唑联合生长激素对围青春期男孩预测成年身高的影响。 
方法 对 3 例围青春期生长速率偏慢(生长速率<6cm/年)的男孩的生长状况､ 骨龄､ 激素水平等进行

分析:例 1 系生长激素缺乏症;例 2 系肥胖伴骨龄超前;例 3 系特发性矮小;应用生长激素治疗并随访监

测,在患儿进入青春期(Tanner II 期以上),应用 Bayley-Pinneau 法预测成年身高。患儿及家长均对预

测成年身高不满意,有意愿要求改善成年身高,故加用第三代 AI--来曲唑联合生长激素治疗,在来曲唑

治疗前､ 治疗中､ 治疗后随访监测身高､ 骨龄､ 性激素水平等,随访周期 3 年以上。 
结果 在来曲唑治疗前 3 例睾酮数值均低下,2 例雌二醇达到或超过正常年龄段水平。治疗中 3 例睾

酮数值均上升,2 例雌二醇数值下降。治疗后睾酮数值较治疗中有所下降。治疗随访结束时 3 例男孩

的身高均超过预测成年身高。 
结论 来曲唑对预测成年身高不理想的围青春期男孩,通过抑制雄激素向雌激素转化､ 延缓骨骺闭合,
从而延长生长年限,改善预测成年身高。 
 
 
 
 
 
PU-2542 

β 地中海贫血继发血色病致糖尿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方昕,柯钟灵,李健,郑湧智,陈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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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报告 1 例 β 地中海贫血铁超载继发血色病引起的特殊类型糖尿病,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β 地中海贫血铁超载继发血色病引起的特殊类型糖尿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

献复习。 
结果 患儿,男,9 岁。因“发现血糖高 17 天。”入院。患儿系福利院孤儿,出生后即诊断为 β 地中海贫血

(重度),每半月至 1 月即需输血 1 次,5 岁时行脾切除术,6 岁起出现皮肤色素沉着,不规则服用去铁酮,
未定期检测铁蛋白。入院前 17 天至当地医院输血时发现血糖高,空腹血糖波动于 17.9~25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波动于 16.5~31.2mmol/L,无明显多饮､ 多尿､ 多食,体重无明显下降,转诊我院。查

体:H:125cm,Wt:22kg,BP:88/52mmhg,神情,地中海贫血面容,全身皮肤苍白,面部､ 四肢可见黑褐色

色素沉着斑,巩膜轻度黄染,双侧甲状腺无肿大,心界扩大,心率 105 次/分,心前区可闻及 2/6 级收缩期

杂音。腹隆起,肝右锁骨中线肋缘下 6cm,质地硬,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无水肿,外生殖器 G1 期。辅

助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 55g/L,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尿常规:尿糖 4+,尿胆原 1+,尿酮体阴性;血糖

20.59mmol/L;糖基化血红蛋白 10.8%;胰岛素(空腹):13.24pmol/L;C 肽(空腹):0.084nmol/L;糖尿病自

身抗体阴性;铁蛋白›1500ug/L,铁蛋白稀释定量 5335ng/mL;铁代谢:血清总铁结合力 32.4umol/L,血
清铁 28.4umol/L,血清未饱和铁结合力 4.0umol/L,运铁蛋白饱和度 87.7%;MR:肝及胰腺肿大伴信号

明显减低,考虑铁沉积;心脏彩超:左房室增大,三尖瓣反流+。入院后予饮食控制,胰岛素注射(三速一

长)､ 增加去铁酮剂量等治疗,血糖水平有所下降,目前继续治疗中。 
结论 地中海贫血由于疾病本身的溶血现象以及长期输血而又不正规使用铁螯合剂等原因可导致过

量铁沉积于肝脏､ 胰腺､ 心脏等器官,对这些器官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损害,引起继发性血色病,导致皮

肤色素沉着､ 糖尿病､ 肝硬化､ 心力衰竭等。临床医师在疾病诊治过程中,不应以单纯提升血红蛋

白为目标,还应重视规范的去铁治疗,并定期检测与评估铁蛋白､ 血糖､ 肝功能､ 胰腺功能等指标,对
继发血色病做到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以延缓疾病进展､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延长生存期。 
 
 
PU-2543 

糖尿病肾病合并 IV 型肾小管酸中毒一例 
 

任彦红,黄爱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报道一例用 9a 氟氢可的松治疗 T1DM 并肾病 IV 期及 IV 型肾小管酸中毒(renal tubule 
acidosis,RTA)患者的诊治体会,以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方法 患者,男性,14 岁,因发现血钾高 1 周入院,既往有 1 型糖尿病史 4 年,予胰岛素治疗血糖控制良

好,8 月前查尿蛋白高,诊断为“1 型糖尿病并肾病 IV 期”,予“依那普利 10mg qd”治疗,1 周前查眼底提

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多次查血钾波动于 5.3-7.3mmol/L,但否认进食高钾食物,尿量约 1100-1200ml/
日,查体无阳性体征,停用“依那普利片”10 天,血钾仍为 6.27mmol/L,门诊以“1､ T1DM 并肾病 IV 期 2
､ 高血钾查因”收入院,辅助检查:血气分析:PH 7.269,实际碳酸氢盐 16.3,阴离子间隙 7.5,血肌酐

98umol/L,醛固酮立卧位试验显示肾素正常醛固酮轻度升高,24h 尿醛固酮偏低,尿常规:比重

1.005,PH 5,蛋白质(2+),肾小球率过滤 80ml/min,予葡萄糖､ 胰岛素､ 葡萄糖酸钙应用,血钾可降至

正常,但次日再次升高,改用 9α 氟氢可的松 1.0mg qd 5 天血钾正常,后多次查电解质仍维持在正常水

平。 
结果 IV 型 RTA 50%以上继发于糖尿病肾病,主要特征是高氯性代谢性酸中毒伴高钾血症,发生与选

择性醛固酮减少有关,但该患者血醛固酮水平反而升高,可能为醛固酮抵抗所致,或外院用利尿剂的影

响。文献报道与远端小管醛固酮受体或受体后障碍有关,糖尿病肾脏交感神经活性下降及高容量抑

制醛固酮及分泌肾素的球旁器破坏有关。给予补充盐皮质激素后查血钾正常考虑仍存在盐皮质激素

不足。该患者曾应用卡托普利,文献报道此药与 IV 型 RTA 的发生有关,且停药 2 周血钾可正常,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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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停药 1 月仍存在高钾血症,考虑 IV 型 RTA 的发生与卡托普利相关性不大。用 9α 氟氢可的松治疗,
用量少且效果良好。 
结论 糖尿病肾病并发 IV 型 RTA 临床上多无特殊症状,早期易被忽视,但严重高血钾可致心脏骤停危

及患者生命,因此建议对糖尿病肾病患者定期查电解质,一旦出现高钾,分析尿量､ 肾功及血钾的对应

关系,若高钾无法解释,则立即查血气分析,以明确是否合并 IV 型 RTA,以获得早期治疗。 
 
 
PU-2544 

Ghrelin 及其受体在雌性达那唑性早熟模型大鼠青春期启动中的

作用以及滋阴泻火对其基因表达的影响 
 

孙艳艳,俞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观察 Ghrelin/GHSR1-α 在大鼠青春期启动时中的作用,进一步揭示滋阴泻火中药延缓青春期发

育的机制. 
方法   3 日龄雌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模型组(M),生理盐水干预组(MS)及中药干

预组(TCM),每组 10 只.M 组,MS 组及 TCM 组于大鼠 5 日龄时一次性皮下注射达那唑

300μg,15 日龄起 TCM 组,MS 组分别予滋阴泻火中药及生理盐水灌胃,给药干预 7~10
天,选择阴门开启的 M 组大鼠作为处死时间点,同时选择相应数量的剩余三组大鼠一并

处死.记录大鼠体重,阴门开启时间,检测外周血中 E2,FSH,LH 及 Leptin,Ghrelin 和 IgF-1
的水平和下丘脑 GnRH 的水平及 Ghrelin 和 GHSR1-α 的基因表达情况. 
结果 (1)青春期启动指标的比较:至 23 日龄时,M 和 MS 组大鼠阴门均已开启,平均日期分别为 22.4
天和 22.2 天,N 和 TCM 组均未开启,TCM 组血清 E2(19.97±2.62pg/ml),LH(16.96±1.31mIU/ml),子宫

指数(49.71±5.50)和下丘脑 GnRH(18.15±3.67pg/ml)明显低于 M 组

(24.67±4.05pg/ml,69.34±9.60,18.83±1.11mIU/ml,23.81±3.99pg/ml)和 MS 组

(24.11±2.52pg/ml,66.53±6.87,18.81±1.08mIU/ml,22.70±2.52pg/ml)(P<0.05),接近 N 组;TCM 组卵

巢指数(44.46 ±7.51)明显低于 MS 组(55.03±8.02)和 N 组(51.18±5.00)(P<0.05)。(2)大鼠能量代谢

指标的比较:15 日龄时 M 组体重(36.97±4.77g)明显高于 N 组(32.71±4.74g)(P<0.05),TCM 组

15,20,23 日龄体重(32.59±3.92g,44.38±8.16g,59.15±10.60g)明显低于模型组

(36.97±4.77g,53.49±8.91g,69.95±9.54g)(P<0.05);TCM 组血中 Leptin,Ghrelin 和 IGF-1 的水平分别

为 6.74±0.83ng/ml,67.08±16.17ng/mg 和 262.60±28.77ng/ml,与 M 组

{7.10±1.05ng/ml,70.36±13.82ng/ml,250.04±31.97ng/ml)和 MS 组

(7.13±1.17ng/ml,82.70±16.56ng/ml,256.62±31.84ng/ml)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3)各组大鼠下丘

脑 Ghrelin/GHSR1-α 基因表达的比较:在 Ghrelin 和 GHSR1-α 基因的转录水平,M 组(0.82±0.03, 
0.91±0.05)和 MS 组(0.87±0.03､ 0.88±0.03),明显低于 N 组(1.00±0.02､ 1.00±0.05)(P<0.01),而
TCM 组(0.96±0.05､ 1.00±0.02)则明显高于 M 组和 MS 组(P<0.01);而各组间下丘脑 Ghrelin 含量和

GHSR1-α 有效个数及活性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  
Ghrelin 及其受体可能参与青春期启动的过程;滋阴泻火中药预防性干预可以延缓性早熟大鼠的青春

期发育,对下丘脑 Ghrelin 及其受体基因的转录具有一定的上调作用. 
 
PU-2545 

Ghrelin 及其受体在雌性达那唑性早熟模型大鼠青春期启动中的

作用以及滋阴泻火对其基因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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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艳艳,俞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观察 Ghrelin/GHSR1-α 在大鼠青春期启动时中的作用,进一步揭示滋阴泻火中药延缓青春期发

育的机制 
方法  (1)青春期启动指标的比较:至 23 日龄时,M 和 MS 组大鼠阴门均已开启,平均日期分别为 22.4
天和 22.2 天,N 和 TCM 组均未开启,TCM 组血清 E2 ,子宫指数和下丘脑 GnRH 含量明显低于 M 组

和 MS 组,接近 N 组;TCM 组卵巢指数明显低于 MS 组和 N 组 (P<0.05)。(2)大鼠能量代谢指标的比

较:15 日龄时 M 组体重明显高于 N 组 (P<0.05),TCM 组 15,20,23 日龄体重明显低于模型组 
(P<0.05);四组血中 Leptin,Ghrelin 和 IGF-1 的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3)各组大鼠下丘脑

Ghrelin/GHSR1-α 基因表达的比较:在 Ghrelin 和 GHSR1-α 基因的转录水平,M 组和 MS 组明显低于

N 组 (P<0.01),而 TCM 组则明显高于 M 组和 MS 组(P<0.01);而各组间下丘脑 Ghrelin 含量和

GHSR1-α 有效个数及活性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 从基因转录水平,Ghrelin 及其受体可能参与青春期启动的过程;滋阴泻火中药预防性干预可以

延缓性早熟大鼠的青春期发育,对下丘脑 Ghrelin 及其受体基因的转录具有一定的上调作用. 
结论 Ghrelin 及其受体可能参与青春期启动的过程;滋阴泻火中药预防性干预可以延缓性早熟大鼠的

青春期发育,对下丘脑 Ghrelin 及其受体基因的转录具有一定的上调作用. 
 
 
PU-2546 

17β 羟类固醇脱氢酶缺乏症 3 型 2 例并文献复习 
 

宋艳宁,陈佳佳,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对 2 例学龄前 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1713-HSD)3 型缺陷症的临床诊断及基因检测,寻求诊

断和鉴别诊断方法。 
方法 总结分析该患儿临床资料,通过激素测定和 HCG 激发试验确认其临床诊断;收集该患儿及其父

母的外周血,通过二代测序及 Sanger 法验证证明其基因突变,确认其基因诊断;通过文献阅读,探讨其

病理生理及发病机制。 
结果 我们首次报告 2 例中国学龄前期确诊为 17-β-HSD3 缺乏症患儿临床数据及基因结果。2 例患

儿均以腹股沟肿物就诊。均为女孩抚养,表现为模糊外阴,电解质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 皮质

醇正常。查染色体核型为 46,XY,B 超显示为双侧的睾丸组织,未见子宫及卵巢;其中病例 2 激素检查

雄烯二酮(△4)升高,睾酮和双氢睾酮水平降低。HCG 激发试验睾酮与雄烯二酮比值为 0.58。基因结

果显示 2 例患儿 HSD17B3 基因均为复合杂合突变。病例 1 为

c.242C>T,Thr81Met;c.172G>T,Asp58Tyr,这两个位点致病性尚未见文献报道;病例 2 为

c.645A>C,Glu215Asp;c.239G>A,Arg80Gln,以上两个位点均已有文献证实致病性。 
结论 17-β-HSD3 缺乏症临床罕见,从出生直到青春期临床症状往往轻微或不易被发现,尤其对于学龄

前儿童鉴别诊断困难。HCG 激发试验后 T /△4<0.8 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诊断方法。 重要的手段之

一筛查 HSD17B3 基因,本研究发现 2 种新的突变 
 
 
 
PU-2547 

10 例儿童肝豆状核变性患者临床分析和基因检测 
 

于盈盈,李堂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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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肝豆状核变性(hepatolenticular degeneration,HLD)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了解 HLD
患者的基因突变类型及治疗方法,进一步丰富 HLD 患者临床资料,提高诊断率,总结有效的治疗方法,
以期对临床医生有指导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 3 年收治的 10 例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结果､ 治疗及

随访,并对患者及其父母应用 DNA 一代测序检测 ATP7B 基因(21 个外显子编码区及内含子—外显子

交界处),进行基因诊断。 
结果 本研究共有 10 例患者,其中男 4 例,女 6 例,无阳性家族史。对其首发症状进行统计:肝功能异常

为主者 5 例,神经系统症状为主者 2 例,血液系统疾病为主者 2 例,肝功能异常合并神经系统症状为 1
例。10 例患者 24h 尿铜指标均高于正常值,铜蓝蛋白含量均低于 0.08g/L;10 例 HLD 患者检查角膜

K-F 环,7 例出现阳性;对 10 例 HLD 患者的肝､ 脾､ 肾等器官进行超声检查,发现 10 例患者中 6 例患

者出现肝肿大,1 例患者出现肝硬化,5 例患者出现脾肿大,1 例患者出现肾脏错构瘤;尿液分析检查 2
例患者出现蛋白尿,2 例患者出现血尿。颅脑 MRI 检查 10 例患者,发现 1 例患者脑部存在异常,表现

为双侧豆状核､ 尾状核､ 脑桥多发异常信号。 
本研究对 10 例患者及父母的 ATP7B 基因全外显子的编码区进行 DNA 一代测序,10 例确诊为 HLD
的患者中均发现 ATP7B 基因存在突变,共发现 9 种基因突变,包括 1 种剪接突变､ 1 种无义突变

(p.Arg1319*)和 7 种错义突变(p.Arg778Leu､ p.Ala874Val､ p.Pro992Leu､ p.Asn1270Ser､
p.Pro840Leu､ p.Thr935Met､ p.Asp1047Val)。本研究中检出的基因突变均为杂合突变,5 例患者均

存在 8 号外显子 p.Arg778Leu 突变;3 例患者均存在 13 号外显子 p.Pro992Leu 突变,基因突变频率

分别为 25%､ 15%。根据本研究可以认为,本地区 ATP7B 基因的高频突变位点是 8 号外显子第 778
密码子(R778L),其次为第 13 号外显子第 992 密码子(P992L)。 
针对 10 例患者的不同情况,采用二巯丙磺酸钠注射液､ 硫酸锌､ 青霉胺进行驱铜治疗及保肝治疗,结
合肝功能检查､ 24 小时尿铜等随访指标,10 例患者的病情的得到控制并趋于平稳。 
结论  
1､ 不明原因的肝病和(或)神经系统异常､ 脾肿大､ 黄疸､ 溶血性贫血､ 肾脏损害,需考虑本病的可

能。综合患者铜蓝蛋白､ 角膜 K-F 环､ 24 小时尿铜,并结合临床表现及肝､ 脑等影像学检查,可以做

出临床确诊。 
2､ 本地区 HLD 患者 ATP7B 基因的高频突变位点是 8 号外显子第 778 密码子(R778L),其次为第 13
号外显子第 992 密码子(P992L)。 
3､ 该研究表明对 HLD 患者采取驱铜及保肝治疗是行之有效的。  
 
 
PU-2548 

先天性 β-酮硫解酶缺乏症基因缺陷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刘晓景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我院收治的 1 例先天性 β-酮硫解酶缺乏症(β-ketothiolase dediciercy,MIM)病例,探讨 MIM
病例的临床特点及诊断。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先天性 B-酮硫解酶缺乏症患儿临床诊治及基因检测结果,并复习国内外相关文

献。 
结果 结果 1 岁 6 月幼儿,因发热､ 呕吐､ 精神差､ 呼吸困难入院。3 月会逗笑,4 月会抬头､ 6 月会

坐,现不会爬,不能独站,手扶会走､ 不会叫“爸爸妈妈”。查体:方颅,头围 48.5cm,前囟已闭,面容呆滞,
漏斗胸(+),双肺呼吸音粗,心腹无异常,四肢肌张力低。辅助检查: PH 7.1,PCO2 16.1mmHg､ HCO3- 
6.0mmol/L,BE-20.1。尿酮体 2+,血糖波动 3.9mmol/l-7.2mmol/l 之间,肝功､ 肾功､ 心肌酶谱正常,
血氨正常。血氨基酸及酰基肉碱检测未见异常,尿有机酸检测酮尿症,需要排除 SCOT 缺乏症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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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基因检测:测受检者与遗传代谢病相关基因,确定了可能的突变基因,突变位点 ACAT1,核苷酸改

变为来源于父亲 c.890C>T 及来自母亲 c.1124A>G,为杂合突变,为治病性突变。氨基酸的改变为

p.T297M 及剪切突变。导致临床表现为 α-甲基乙酰乙酸尿症。治疗上给予葡萄糖输注､ 纠酸､ 左

卡尼汀应用,酸中毒多在 24 小时纠正。随访患儿 1 年 6 月,现 3 岁,身高 89cm,体重 12Kg,仅能发“爸
爸､ 妈妈､ 阿姨”等简单的双音节。“酮症酸中毒”自 1 岁 6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出院后,仅复发 1 次。 
结论 先天性 β-酮硫解酶缺乏症是乙酰辅酶 A 乙酰基转移酶-1 基因(ACAT1)突变导致的异亮氨酸和

酮体代谢异常的罕见的常染色隐性遗传病。通常 5-24 个月发病,主要临床症状包括呕吐,发作性酮症

酸中毒,脱水等,一些病例还可表现精神发育迟滞。该病首次自 1971 年由 Daum 等报道以来,文献报

道仅有百余例。1991 年首次报道 ACAT1 基因中发现 2 个治病突变,目前国际上已经报道 70 余种突

变,多数为剪辑突变,目前我国仅有 1 例关于 ACAT1 基因突变研究。诊断主要通过反复发作性代谢

性酸中毒或不明原因的昏迷､ 精神运动发育迟缓或倒退,尿气相色谱有机酸分析可见 2-甲基-3-羟基

丁酸,甲基巴豆酰甘氨酸及 3-羟基丁酸等明显升高,基因检测 ACAT1 基因突变。该病是一种可以治

疗的遗传代谢病,治疗及时预后佳。 
 
 
PU-2549 

解酮障碍 4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刘晓景,卫海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 2013-2016 年我院收治的 4 例解酮障碍 
方法 回顾分析 4 例先天性 SCOT 的解酮障碍患儿临床诊治及基因检测结果,并结合相关文献总结解

酮障碍的临床特征､ 基因诊断。 
结果 2 例患儿发病年龄为幼儿,1 例为小婴儿,1 例为学龄期儿童。病例 1 发病年龄 1 岁 3 月,病例 2
发病年龄 1 岁 6 月,病例 3 发病年龄为 4 月 27 天,病例 4 发病年龄为 6 岁。4 例患儿首发症状均为呕

吐,反复发作严重的代谢性酸中毒。其中 2 例患儿完善基因检测,2 例患儿为血尿遗传代谢疑诊患

儿。基因确诊病例 1 为琥珀酰辅酶 A 转硫(SCOT)缺陷,突变基因:OXCT1 基因

c.1057T>G(p.Y353D)杂合突变,c.1059dupT 杂合突变与 c.1159delG 杂合突变,为未曾报道的新的移

码突变。病例 2 为 β-酮硫解酶缺陷,基因突变为错义突变,其父母均为基因突变携带者 
结论 先天性解酮障碍是一种罕见病,临床上对于反复发作性酮症酸中毒的患儿应考虑酮体代谢障碍

可能,基因检测有助于确诊并指导相关治疗。 
=EN-US>1 发病年龄 1 岁 3 月,病例 2 发病年龄 1 岁 6 月,病例 3 发病年龄为 4 月 27 天,病例 4 发病

年龄为 6 岁。4 例患儿首发症状均为呕吐,反复发作严重的代谢性酸中毒。其中 2 例患儿完善基因检

测,2 例患儿为血尿遗传代谢疑诊患儿。基因确诊病例 1 为琥珀酰辅酶 A 转硫(SCOT)缺陷,突变基

因:OXCT1 基因 c.1057T>G(p.Y353D)杂合突变,c.1059dupT 杂合突变与 c.1159delG 杂合突变,为
未曾报道的新的移码突变。病例 2 为 β-酮硫解酶缺陷,基因突变为错义突变,其父母均为基因突变携

带者。 
 
 
 
 
 
 
PU-2550 

肥胖症葡萄糖耐量(OGTT)实验临床护理的探讨 
 

蔡琴,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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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儿童肥胖症葡萄糖耐量(OGTT)实验的临床护理。 
方法 遵循治疗及检查原则选择 65 例患儿从 2011 年 01 月——2017 年 3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肥胖

症儿童作为本次试验对象,并将其随机分为传统组患儿常规护理和研究组患儿护理,均对两组进行葡

萄糖耐量试验(OGTT),在此基础上予以传统组患儿常规护理,而对研究组患儿试验后进行针对性护理

(包括心理护理､ 留置针护理､ 不良反应护理),对比两组患儿的好感度。 
结果 以针对性儿童接受葡萄糖耐量试验后在不同护理后的好感度数据中存在统计学差异,(研究组高

于传统组,P<0.05),其护理好感度分别为 96.87%(研究组)和 71.87%(传统组)。 
结论 对进行葡萄糖耐量试验的肥胖症患儿予针对性的试验护理,可在提高其护理好感度的基础上,进
一步确保试验研究的顺利进行,临床应大力推广。 
 
 
PU-2551 

Menkes 病 1 例及家系基因分析报道 
 

许锦平,白海涛,陈玲,赵珊珊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0 

 
 
目的 研究 Menkes 病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临床特点､ 诊断､ 治疗､ 预后及分子遗传学的认识。 
方法 该文对我院 1 例 Menkes 病患儿(先证者)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脑电图､ 影像学分析和家系

中父母､ 姐姐､ 姥姥 ATP7A 基因分析对该症进行研究。 
结果 该例男性患儿婴儿期起病,此次频繁抽搐入院,查体发育落后,肤色白,头发稀黄､ 微卷,颊部下垂

､ 眼距宽､ 鼻梁低､ 耳位低,四肢肌张力低,脑电图异常,颅脑 MRI+MRA+SWI 见颅内出血､ 硬膜下

血肿､ 脑血管增多､ 迂曲,实验室检查血清铜､ 铜蓝蛋白降低,符合经典型 Menkes 病临床表现,并通

过基因检测发现:基因 ATP7A,染色体位置 chrX:77296185,核酸改变 c.3755T>C(exon19),氨基酸改

变 p.L1252P,半合子。家系中父母､ 姐姐､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小姨及表姐表型均正常,同时行家系

中父母､ 外祖母､ 姐姐基因检查证实患儿外祖母及母亲均携带此致病基因。治疗上以德巴金口服抗

癫痫治疗,随访 10 个月,抽搐减少,运动精神发育迟滞。 
结论 Menkes 病作为 X 连锁隐性遗传病,女性仅为携带者,其表型通常正常,典型的表现发生在男性,
该例基因检测及临床表现验证这一点,符合遗传规律。Menkes 病多婴儿期起病,常以惊厥､ 发育落

后为主要表现就诊,预后不良,可通过产前诊断,指导生育。该患儿母亲如再生育男孩,有 1/2 的概率发

病。 
 
 
PU-2552 

642 例身材矮小儿童病因及垂体 MRI 分析 
 

余月,刘德云,杨琍琦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61 

 
 
目的 探讨身材矮小儿童的常见病因以及垂体磁共振在身材矮小儿童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年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童生长发育中心收治身材矮小儿童 642 例临

床资料。 
结果 矮小患儿 642 例中,男  414 例,平均年龄(10.2)岁,女 228 例,平均年龄(8.79)岁。通过详尽病史

采集､ 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诊断矮小,明确病因。特发性矮小 255 例,生长激素缺乏症 267 例,其中

部分性 161 例,完全性 106 例,其余分别为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20 例,性早熟 10 例,Turner 综合征 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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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症 7 例,软骨发育不全 3 例,代谢性骨病 2 例,低促性腺激素性腺功能减退症 1 例,家族性身材矮

小 4 例,青春期体质发育延迟 3 例,IGF-1 减低症 6 例,1 例两性畸形, 营养不良 3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 1 例,中度贫血 1 例。另外,垂体 MRI 显示 36 例有垂体病变者:其中 常见垂体问题依次为 9 例

空泡蝶鞍综合征,8 例联合激素缺乏,8 例垂体微腺瘤,4 例垂体发育不良,4 例颅咽管瘤,3 例垂体柄阻

断综合征。不同病因矮小儿童组内男女之间确诊年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矮小发病率 多的仍然是特发性矮小,其次是生长激素缺乏症。男童与女童在病因学方面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垂体 MRI 在鉴别矮小病因以及后续生长激素治疗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垂体病因

对身材矮小影响更为显著。 
 
 
PU-2553 

利拉鲁肽治疗青少年 1 型糖尿病患者效果观察并文献复习 
 

王立,苏喆,赏月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00 

 
 
目的 观察利拉鲁肽治疗 1 例 1 型糖尿病青少年患者的效果及不良反应,回顾目前已有关于利拉鲁肽

在 1 型糖尿病儿童患者中应用的文献资料。 
方法 对 1 例病程 5 年､ 血糖控制不佳､ 合并肥胖症的 1 糖尿病青少年患者使用利拉鲁肽,观察治疗

前后体重､ 胰岛素使用量､ 糖化血红蛋白､ C 肽水平的变化。系统性回顾国内外利拉鲁肽在 1 型糖

尿病儿童患者的应用现状。 
结果 1.本例患儿使用利拉鲁肽治疗 7 个月后,体重无明显变化,胰岛素用量下降 45%,糖化血红蛋白

下降 33%,C 肽水平仍低于检测下限。2.本例患儿使用利拉鲁肽治疗后,出现明显的消化道不良反应,
但随使用时间延长,症状可逐渐缓解,药物剂量逐渐上调至药品说明书推荐的成人使用剂量 1.2mg 
qd。3.国内外均有关于利拉鲁肽用于 1 型糖尿病的药理机制研究及动物模型研究,亦有少量在 1 型

糖尿病儿童患儿中使用的病例报道,提示利拉鲁肽对 1 型糖尿病具有一定疗效,在该类人群中出现的

不良反应类同于 2 型糖尿病患者。 
结论 利拉鲁肽在本例存在胰岛素抵抗的 1 型糖尿病患者中具有降低糖化血蛋白的作用,未观察到胰

岛 β 细胞功能的改善,1.2mg qd 这一剂量无助于减轻体重。目前国内外已有在 1 型糖尿病儿童患者

中使用的报道,但尚待样本量足够的随机对照研究证实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PU-2554 

开放式留置针采血在儿童内分泌科激发试验中的应用 
 

赵丽茉,于晶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家属对孩子外在形象越来越重视,但各类激发试验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反复采血,
因患儿依从性差,静脉穿刺难度大,护士工作量大,护士心理压力大,近年来, 应用静脉留置针采血已见

报道[1.2] ,因内分泌科激发试验患儿需要反复采血完成检查,应用开放式留置针对进行激发试验的患儿

静脉采血 ,避免反复穿刺,减轻患儿痛苦,提高采血成功率及护理工作效率,极大程度减轻患儿对医务

人员的心里恐惧,减少因穿刺失败而引发的医患纠纷,提高了患者及家属对医务人员的满意度。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内分泌代谢科住院患儿共 45 名,经家属同意将住院患儿采

用编号抽签法随机分成三组,提前编号,入院时随机抽取,1-15 号为一组,16-30 号为 2 二组,31-45 为三

组,分别对三组患儿空腹状态下选择上臂肘静脉或头静脉等较粗直的血管进行采血,一组采用开放式

留置针采血二组采用 Y 型留置针采血三组采用传统的空针方法采血,其中一组和二组为试验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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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针采血的患儿选择上臂肘静脉或头静脉等较粗直的血管行静脉留置针穿刺并置管固定。扎止血

带, 消毒肝素帽, 将一次性头皮针插入肝素帽, 另一端连接 5ml 注射器。每次分 2 步采血:先抽血液

0 .5ml(内含封管液)弃掉不用, 后再次应用 5ml 注射器或一次性采血针进行采血,每次采血后应用 BD
福徕喜预充式 3ml 封管液采用脉冲式正压法进行封管。比较三组患儿采血的成功率及采血时间,采
血后患儿穿刺部位有无感染疼痛等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三组采血方法采集血标本送检后均合格,无复查现象,患儿穿刺部位无红肿､ 疼痛､ 发热等并发

症,且反复采血患儿时患儿配合号,同时开放式留置针采血成功率高于 Y 型留置针(P<0.01);开放式留

置针静脉采血时间显著低于传统方式采血时间(P<0.05);开放式留置针的平均采血时间低于 Y 型留

置针(P<0.01)。 
结论 应用静脉留置针采血能够缩短操作时间,满足内分泌激发试验的时间要求,提高试验的准确率,减
少患儿穿刺的次数。在留置针型号的选择上,开放式留置针优于 Y 型留置针。 
 
 
PU-2555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诊治及预后探讨 
 

杨茹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H)筛查切值､ 不同分类临床特征､ 预后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1999 年 8 月-2013 年 4 月在我院新生儿筛查中心确诊并随访的 2789 例新生儿 CH 临床

资料,分析:CH 发病率;初筛 TSH 水平;早产儿､ 低体重儿 CH 临床特征;并发症;根据随访结果区分持

续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PCH)与暂时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TCH),比较 2 组的临床特征,分析预后及相

关因素。 
结果  CH 发病率 1/1886;初筛 TSH≥10mIU/L 者占 97.5%;确诊 PCH682 例,TCH621 例;2 组间男:
女比､ FT4恢复正常日龄､ 初筛 TSH 值及身高､ 骨龄､ DQ 结果有显著性差异(p 均<0.01);PCH 组

56 例(8.2%)停药后复用;早产儿 CH117 例,其中 PCH22.2%;低体重儿 CH111 例,PCH34.2%;CH 合

并症发生率 2.1%。 
结论  >9 mIU/L 为较理想的 TSH 筛查切值;TCH 预后优于 PCH;初筛高 TSH 值者 PCH 可能性大;早
产儿､ 低体重儿 CH 需规范治疗;CH 需重视长期随访和全身体检 
 
 
PU-2556 

多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2 例及随访 
 

舒岚,吴晓林,朱松柏,贵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430060 

 
 
目的 分析 2 例多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MADD)婴儿的临床特点,基因突变及治疗反应。 
方法 收集患儿住院及出院后随访的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等,指导康复训练。 
结果 2 例患儿系第 8 胎第 4 产,为异卵双胎,有 一 7 岁大健康的哥哥,家族中有 2 例婴儿不明原因猝

死。2 例患儿均表现为生后喉中痰鸣,逐渐出现肌无力,特别是颈屈伸无力。哥哥症状明显,实验室检

查均示转氨酶,心肌酶和血氨增高,大便见脂肪球,哥哥腹部 B 超示脂肪肝可能,弟弟未见脂肪肝表现,2
例串联质谱及尿气相色谱-质谱均符合 MADD 的诊断。基因测序结果均在 ETFDH 基因上发现复合

杂合突变:c.1281-1282delAA(p.428, I>Rfs6)和 c.524G>T(p.175, R>L)均为杂合子,c.1281-
1282delAA(p.428, I>Rfs6)为国际上未报道过的新突变,其父亲携带了错此突变,c.524G>T(p.175, 
R>L)突变来自母亲。其 7 岁哥哥是 c.1281-1282delAA(p.428, I>Rfs6)突变的携带者。2 例患儿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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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给予维生素 B2,左旋肉碱治疗。嘱低脂低蛋白高碳水化合物饮食。指导家庭康复训练。患儿每

3 月随访一次,评估相关脏器损害,血氨基酸中肉碱,尿有机酸中戊二酸等排出情况,及生长发育,神经系

统肌肉骨骼发育情况,2 例患儿体重及身高在同龄儿童第 40 百分位数,肝脏､ 脑实质尚未发现损害,血
氨基酸中多种酰基肉碱含量渐降,尿有机酸中乙基丙二酸,己二酸,庚二酸,辛二酸等渐降,弟弟下降较

哥哥明显。哥哥运动发育稍落后,弟弟与同龄儿童基本相同。 
结论 ETFDH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是 2 例患儿的致病性突变,临床上如遇到婴儿有不明原因的代谢性酸

中毒,转氨酶及心肌酶增高,高氨血症,血糖减低而酮体反常的阴性,特别是家族中有猝死婴幼儿须考虑

MADD,应仔细追问家族史,及时做血串联质谱和尿有机酸分析,基因检测可发现突变。同时做家系筛

查,避免类似患儿出生。确诊的患儿定期随访血氨基酸及尿有机酸,相同突变致临床表现不同提示

MADD 的异质性。 
 
 
PU-2557 

一例歌舞伎综合征患者临床特点和基因分析 
 

詹迪,杜彩琪,罗小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一例歌舞伎综合征(Kabuki syndrome)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基因分析。 
方法 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完善相关辅助检查。通过 Affymetrix CytoScan 750K 芯片检测基因组 DNA
拷贝数变化､ 杂合缺失,探针位置涵盖 22 对常染色体及性染色体。通过 NGS 进行医学外显子检

测。 
结果 患儿,男,5 岁,因“生长落后 4 年”就诊于我院门诊。临床表现为特殊面容:眼距宽,眼外侧上斜,弓
形眉伴外侧三分之一眉毛稀疏,鼻梁低,舌厚,耳廓大,耳位低,腭弓高狭;步态不稳。左手骨龄片:腕骨

3.5 岁,指骨 5.5 岁。生长激素激发试验:GH 峰值出现于 90 分钟(10.20ng/ml)。血气分析:实际碳酸

氢根 14.2mmol/L,全血剩余碱-8.8mmol/L,细胞外液剩余碱-9.9mmol/L。心脏彩超:先天性心脏病 房
间隔缺损(继发孔型),心动过速。腹部 B 超:双肾体积偏小(左 6.0×2.5cm,右 6.7×2.8cm);左肾异常强

回声(结石?)。基因芯片:以 50 个标记和 100kb 分辨率下未检测到致病性拷贝数变异。医学外显子:
分析到 KMT2D 基因有 1 个杂合突变:c.15686dupG,导致氨基酸改变 p.C5230Lfs*5;该变异不属于多

态性位点,在人群中发生频率极低,在 HGMD 专业版数据库中未见报道;经家系验证分析,受检人父母

该位点均无变异,此位点为自发突变。 
结论 患儿表现为特殊面容,发育迟缓,心肾发育畸形,结合医学外显子检测结果,可以确诊为歌舞伎综

合征 1 型。KMT2D 基因编码区第 15686 号插入鸟嘌呤,氨基酸移码突变,导致不能翻译正常蛋白质,
患儿表型与 KS 描述相符,且未检测到其父母亲携带该突变,分析为患儿的新发突变。 
 
 
 
 
 
 
 
 
PU-2558 

Turner 综合征合并白血病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方昕,康惠敏,李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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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Turner 综合征(TS)可合并多种并发症如自身免疫性疾病､ 生殖腺肿瘤､ 神经源性肿瘤等,但此

征的染色体异常与白血病发生的关系尚不明确。本文报道 1 例染色体为 45,X/ 46,X,i(X)(q10)的 TS
患者合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并进行文献分析,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治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TS 合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诊治随访过程,并进行文献复

习。 
结果  患儿,女,15 岁 5 月,因“身材矮小､ 第二性征不发育”就诊,患儿系 G3P3,足月顺产,BW2.5kg,母
孕期无异常,无特殊疾病及用药史,生后无窒息,无水肿。8 岁时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当时身高

118cm(X-2SD),体重 25kg(X),未行染色体检查。规则化疗 3 年后停药无复发。但发现身高与同龄儿

差距越来越大,无阴毛生长,无月经。智力正常。父亲身高 169cm,母亲身高 150cm,非近亲结婚。哥

哥姐姐正常。查体:H:135cm(X-4SD),W:44kg(X-1SD),BP125/70mmHg,体型矮胖,颈短,后发际低,甲
状腺 I 度大,质软,胸腹部脂肪堆积明显,心脏无杂音,肘外翻,幼女外阴,无阴毛。辅助检查:血糖､ 血脂

､ 肝肾功能､ 糖基化血红蛋白､ 血皮质醇､ 胰岛素､ 泌乳素均正常;两种药物联合生长激素激发试

验 GH 峰值 3.325ug/L;IGF-I 158ng/ml;甲状腺功能:TSH 14.14mIU/L,FT4 7.43mmol/L,FT3 

7.77pmol/L,TPOAb293.10IU/ml;FSH 54.96mIU/L, LH 13.53mIU/L,E24.0pg/ml,孕酮 0.63ng/ml。腹

部 B 超:盆腔条形低回声(子宫?),盆腔未见明显卵巢回声。垂体 MR:垂体内小信号异常,考虑垂体微

腺瘤可能。染色体核型分析 45,X[42]/ 46,X,i(X)(q10)[18]。予补充 L-甲状腺素钠治疗,因经济困难及

有白血病病史,未予生长激素治疗,家长亦未同意予性激素替代治疗。 
结论 文献报道 TS 患者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发生率显著升高,本例患儿即合并桥本氏甲状腺炎并

甲减。国内外文献检索 TS 发生白血病的报道较少,TS 染色体异常与白血病的关系未得到证实, 但由

于 X 染色体包含大量免疫相关基因,且人类基因组 10%的 microRNA 位于 X 染色体上,其中一部分

microRNA 与免疫及癌症密切相关,故 TS 与白血病的相关性值得进一步观察与探讨。 
 
 
PU-2559 

血液净化治疗特殊类型糖尿病患儿一例 
 

吴水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探讨血液净化治疗手段在特殊性､ 难治性糖尿病患儿中的应用及疗效。 
方法 对收住我科的一名特殊糖尿病患儿(青年成熟期发病型糖尿病,MODY)在常规(扩容､ 胰岛素､

纠酸､ 降颅压)治疗基础上,患儿临床未见改善,持续酸中毒不能纠正,昏迷不醒,并发急性肾功能损伤,
通过采取血液净化治疗手段后,患儿各项指标逐渐改善,酸中毒纠正,神志转清,肾功能恢复 
结果 患儿治疗前后乳酸水平､ 血 ph 值,血二氧化碳结合力､ 血钾､ 肌酐､ GCS 评分均有改善。 
结论 对于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难治性糖尿病､ 合并脏器损坏的糖尿病患儿,尽早应用血液净化技术,
能显著改善患儿预后,降低病死率 
 
 
 
 
 
 
PU-2560 

Prader-willi 综合征 1 例合并 2 型糖尿病 
 

熊翔宇,杨玉 
江西省儿童医院 1026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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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报道 1 例 Prader-willi 综合征(PWS)合并 2 型糖尿病患儿的诊疗和随访经过,重温 PWS 的遗传

机制､ 诊断及鉴别诊断,对 PWS 诊治共识再解读,利于早期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例患儿的临床特征及诊疗随访过程,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男,13 岁,因“发现体重增加过快 9 年”入院,智力较同龄儿落后,患儿出生后有四肢肌力减低,
婴儿期体弱,易患病,生长发育较同龄儿落后,半岁抬头,2 岁以后学走,3 岁前喂养困难,3 岁时曾行“隐
睾”手术,3 岁后食欲逐渐好转,体重上升,幼儿期多动,现性格较前改变。查体:身高:146cm,体
重:69kg,BMI 32.37kg/m2 ,胸围:100cm,腰围:102cm,臀围:99cm,体形肥胖,无多血质面容,无痤疮,无
多毛,长颅,杏仁眼,皮肤白皙,双下肢可见陈旧性皮疹,部分破溃,已结痂,颈部皮肤可见黑棘皮,腹壁皮

肤无明显紫纹,心肺听诊无特殊,腹稍膨隆,腹壁皮下脂肪 4cm,肝脾肋下未及,小手小脚,手､ 趾短粗,手
背肿胀,手指呈锥形,四肢肌力及肌张力正常,睾丸小于 1ml,阴茎长 3.5cm,直径 1cm,阴囊发育差,未见

阴毛(PH1),未见腋毛, 
辅助检查:肝功能异常,总胆固醇升高明显,糖化血红蛋白:11%,GnRH 激发试验性腺轴未启动;OGTT
试验及胰岛素释放试验提示 2 型糖尿病;HCG 激发试验睾酮无上升,骨龄 15 岁;彩超:左侧睾丸

12*6mm,右侧睾丸 10*5mm,右睾丸见大量点状回声增强,不均质脂肪肝,胰､ 脾､ 双肾､ 双肾上腺未

见明显异常 
治疗:糖尿病饮食,低脂饮食,适量运动,监测血糖,胰岛素控制血糖:诺和灵 R 三餐前分别为:7iu,8iu,8iu
护肝治疗:复方甘草酸苷片 25mg bid;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血糖控制平稳后,2015.12 停胰岛素治疗,
改为口服二甲双胍 1 片/次 tid 
结论 PWS 主要为父源染色体 15q11.2-q13 区域印记基因的功能缺陷所致,发病率约 1/15000。。

PWS 是症状性病态肥胖的重要病因之一,早期诊断和合理干预对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 预防严重并

发症和延长寿命至关重要。 
 
 
PU-2561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合并低磷性佝偻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崔岩,张英娴,刘晓景,卫海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 1 例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合并低血磷性佝偻病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

病的认识。 
方法 总结分析郑州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诊断的 1 例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合并低血磷性

佝偻病患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特点､ 治疗方法,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临床特点:学龄期女性儿童,3 岁起病,具备经典 McCune-Albright 三联征:1.外周性性早熟——双

侧乳房增大､ 乳核显示,异常阴道出血,阴唇增厚并色素沉着;2.多骨型骨纤维异样增殖症——面部及

肢体骨骼不对称,骨骼畸形,骨痛和脆性骨折;3.皮肤多部位海岸线样棕褐色色素沉着即牛奶咖啡斑,具
有漏斗胸佝偻病表现。实验室检查:GnRH 激发试验示外周性性早熟,雌激素和睾酮轻度升高､ 低磷

血症､ 高碱性磷酸酶血症,25 羟维生素 D 偏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影像学特点:全身多处骨骼骨皮

质不均 变薄,可见多发大小不等囊状低密度影,边界不清,骨质密度不均 减低,髓腔内呈“磨玻璃改

变”､ “虫蚀样”改变。治疗及转归:给予芳香化酶抑制剂､ 钙剂､ 活性维生素 D､ 中性磷合剂和双膦

酸盐,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生化异常均得以改善。 
结论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是罕见的散发性疾病,其中约 4.0-38.5%患者可合并低磷血症,骨骼病

变相对越重,因此,对于 McCune-Albright 综合征患者要注意筛查是否合并低磷血症佝偻病,以避免漏

诊,以改善预后及生活质量。 
 
 
PU-2562 

7 例伴内分泌疾病的高血压患儿病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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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燕华,苏喆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回顾分析 2014.01-2017.06 就诊我科,伴内分泌疾病的高血压患儿的病因 
方法 对 2014.01-2017.06 就诊我科的伴内分泌疾病的高血压患儿共 7 例,进行病因分析。 
结果 自 2014.01 到 2017.06 于我院就诊的与内分泌疾病相关的高血压疾病患儿 7 例,年龄 2 月~14
岁,其中男性 3 例,女性 4 例,就诊原因分别为:矮身材 1 例,骨龄超前 1 例,男性化 2 例,柯兴貌 2 例,肥
胖 1 例,分析病因:其中腹膜后神经节细胞瘤 1 例,腹膜后肾上腺皮质肿瘤,神经母细胞瘤 1 例,失访 1
例(考虑肿瘤性疾病),药物性皮质醇增多症 1 例,代谢综合征 1 例,原发性高血压 1 例。 
结论 儿童伴内分泌疾病表现的高血压仍需高度考虑肿瘤性疾病。 
 
 
PU-2563 

新发突变致 X 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 3 例 
 

皮亚雷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分析 3 例 X 连锁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XL-AHC)患儿临床表现及基因结果。 
方法 总结 3 例 XL-AHC 患儿(为 3 兄弟)临床资料,并采集患儿及其父母静脉血 2ml,采用二代测序技

术对先证者(长子)行 700 种遗传代谢疾病基因外显子检测,对所检出的 NR0B1 基因突变采用 sanger
测序验证,并对患儿父母及其双胞胎弟弟进行突变分析。 
结果 1. 临床资料:(1)长子 13 岁,出生史无异常,11 年前因皮肤色素沉着诊断为“艾迪森病”,一直规律

口服氢化可的松,平素易疲劳。查体:皮肤色素沉着,身高 153cm(-1SD~-2SD),体重 40kg,阴茎 5cm,
右侧睾丸 4ml,左侧 2ml。辅助检查:ACTH 346pg/ml(08:00 10-63pg/ml),COR 28.4 
nmol/L(08:00  279-911nmol/L),Na 131.2 mmol/L,FSH 2.4 mIU/ml,LH 0.86mIU/ml,T 0.3ng/ml,17
羟孕酮无异常。(2)次子(双胎之大),2 岁,出生史无异常,生后 1 月因呕吐､ 体重不增､ 皮肤色素沉着

诊断为“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后一直口服氢化可的松。查体:皮肤色素沉着,体格及外生殖器发育同

正常同龄儿。辅助检查:ACTH 505pg/ml,COR <27.6nmol/L,Na 137.8 mmol/L,FSH 0.95 mIU/ml,LH 
0.88mIU/ml,T 0.06ng/ml。(3)三子(双胎之小),2 岁,病史及查体同次子。辅助检查:ACTH 
550pg/ml,COR 30.9nmol/L,Na 135.5 mmol/L,FSH 1.02 mIU/ml,LH 0.79mIU/ml,T 0.06ng/ml。调整

3 例患儿氢化可的松用量,并加用氟氢可的松 0.05-0.1mg,复查患儿 ACTH 及 COR､ Na 均恢复正常,
皮肤色素沉着减轻。 
结论 儿童期男性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均应行 NR0B1 基因检测,以除外 XL-AHC,为遗传咨询

提供依据;XL-AHC 患儿多数合并发育及生殖障碍,应密切监测患儿生长发育情况;皮肤色素沉着提示

皮质激素替代不足,应及时调整剂量并加用氟氢可的松改善失盐情况;NR0B1 基因第 1 外显子 c.479-
480insA 突变既往未见报道,为新发致病突变。 
 
 
 
PU-2564 

女童罕见卵巢类固醇细胞肿瘤 1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刘芳,卫海燕,沈凌花,陈琼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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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提高对儿童罕见的卵巢类固醇细胞瘤的认识,探讨该类疾病的诊断､ 鉴别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郑州儿童医院收治的 1 例卵巢类固醇肿瘤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复习。 
结果 (1)女童,7 岁,近 2 年出现阴蒂肥大､ 阴毛早现､ 声音低沉等雄性化表现,骨龄 11 岁,雄烯二酮､

睾酮显著增高,硫酸脱氢表雄酮正常。盆腔彩超及 MRI 提示:右侧卵巢前上方的占位,手术完整剥离肿

瘤,病理结果显示为卵巢类固醇细胞肿瘤。(2)相关文献共报道 10 例该类疾病女童, 小年龄 2 岁,以
高雄血症为主要表现多见,发生于单侧卵巢,肿瘤多为良性,手术切除预后良好。 
结论 对于女童在儿童期出现的雄性化表现,应考虑到卵巢类固醇肿瘤的可能性,应与肾上腺疾病鉴别,
手术治疗为主,预后良好,要重视后期随访。 
 
 
PU-2565 

Gitelman 综合征 1 例报告 
 

陈丽丽,崔岚巍 
哈医大一院 150001 

 
 
目的 报道一 Gitelman 综合征的患儿使医生进一步认识 Gitelman 综合征。 
方法 分析一例 Gitelman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及患儿和父母的基因检测结果,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因发现低钾血症入院。辅助检查血钾 2.41mmol/L(3.60-5.00 mmol/L),尿离子钙 0.62 
mmol/24 小时尿(2.50-7.50)。SLC12A3 基因 PCR 测序发现 c.179C>C/T 及 c.1456G>A 杂合突

变。诊断 Gitelman 综合征。其 SLC12A3 基因的两个突变分别来源于父母双方。 
结论 提高对 Gitelman 综合征的认识。 
 
 
PU-2566 

先天性垂体发育不良 1 例报告 
 

胡聪慧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266011 

 
 
目的 探讨儿童先天性垂体发育不良的临床特点,以期更好的了解这类少见疾病。 
方法 收集 2017 年 5 月于青岛妇女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诊治的 1 例先天性垂体发育不良患儿的临

床资料及垂体 MRI 影像学资料,测定甲状腺､ 肾上腺及性腺激素激素水平,了解腺垂体分泌功能;因抗

利尿激素受条件所限未查,而尿常规显示无低比重尿,考虑神经垂体功能有所保留。 
结果 患儿甲状腺激素及皮质醇水平均明显降低,因患儿年龄小,睾酮可以表现低表达,结合患儿有小阴

茎及隐睾情况,考虑性腺发育不良,目前血糖水平较平稳。该患儿除表现出与垂体发育不良的相关症

状,同时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及智力运动发育落后,生后多次因“感染及反复抽搐”入院,推测垂体发育不

良除与生后窒息有关,更可能为胚胎期各系统分化发育异常所致。 
结论 先天性垂体发育不良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容易延误诊治,可有多内分泌激素缺乏,垂体 MRI 为
诊断依据,治疗为激素替代治疗。 
 
PU-2567 

二氢蝶啶还原酶缺乏症一例分析 
 

李风侠,刘鸿丽 张晶 武万良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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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 分析应用二代测序技术确诊二氢蝶啶还原酶(DHPR)缺乏症,早诊断､ 早治疗。 
方法 应用二代测序技术从分子水平诊断二氢蝶啶还原酶缺乏症 
结果 患儿的基因突变类型为 c.68G>A,p.G23D(纯合突变),突变分别来自其父母,符合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特征。 
结论 对于在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发现的高苯丙氨酸血症(HPA)患儿,DHPR 活性测定可疑降低及低苯

丙氨酸饮食治疗效果不佳者,应尽早行相应基因测序,尽早明确诊断,尽早治疗以改善预后。 
 
 
PU-2568 

一例 2-甲基-3-羟基丁酸尿症患儿临床特点 
与 HSD17B10 基因突变分析 

 
温鹏强,王国兵,苏喆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探讨一例 2-甲基-3-羟基丁酸尿症患儿临床特点及 HSD17B10 基因突变类型。 
方法 收集分析患者临床资料,并提取患者外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 PCR 扩增产物直接测序法检测

HSD17B10 基因突变类型。 
结果  患儿男,9 月,临床表现为“精神运动发育迟缓”。尿液常规分析和粪便常规分析未见异常;心肌酶

谱示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72 IU/L,肌酸激酶 228 IU/L,乳酸脱氢酶 516 IU/L,肌酸激酶同工酶 26.3 
ng/mL,肌钙蛋白<0.01 μg/L。遗传代谢病筛查实验:尿液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显示 2-甲基-3-羟基丁酸

和甲基巴豆酰甘氨酸大量增高;血液串联质谱分析显示异戊烯酰肉碱(C5∶1)明显增高,两项结果提示

患儿可能为 2-甲基-3-羟基丁酰辅酶 A 脱氢酶缺陷缺陷病或 β-酮硫解酶缺陷病。HSD17B10 基因测

序分析发现患者携带有可疑致病突变 c.592C>A (p.Pro198Thr)。家系遗传分析发现,患者父亲和母

亲未检测出相应突变类型,提示患者携带的 HSD17B10 基因突变为新生突变。 
结论 尿液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和血液串联质谱分析结果对疾病的诊断有重要提示意义,确诊需行

HSD17B10 基因突变分析。HSD17B10 基因突变 c.592C>A (p.Pro198Thr)是引起本病例发病的分

子遗传学基础。 
 
 
PU-2569 

胰岛素低血糖兴奋试验在肾上腺皮质功能测定中的应用 
 

齐鸿涛,苏喆,张琴,张龙江,赏月,潘丽丽,南晓娟,苏蔚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观察胰岛素低血糖兴奋试验在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应用中同时对皮质醇进行测定,评价其对

肾上腺皮质功能测定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年龄≤18 岁,因矮小症或生长迟缓行生长激素激发试验,经知情同意后采

用胰岛素静注及左旋多巴口服接受试验。分别在试验前 0 分钟及试验后 15､ 30､ 60､ 90､ 120 测

定静脉血糖,以血糖小于等于 2.6mmol/L 或较基础值降低 50%以上为达标;同时在试验前 0 分钟及试

验后 30､ 60､ 90､ 120 分钟测定生长激素及皮质醇。观察在不同血糖水平下皮质醇的峰值状态。 
结果 皮质醇峰值出现于试验后 30 分钟者 14 例,峰值出现于试验后 60 分钟者 79 例,峰值出现于试验

后 90 分钟者 24 例,峰值出现于试验后 120 分钟者 41 例。A 组静脉血糖小于等于 2.2mmol/L 组 62
例,其中皮质醇峰值大于等于 18ug/dL 者 46 例,占比 74.19%;B 组静脉血糖大于 2.2mmol/L,小于等

于 2.6mmol/L 组 39 例,皮质醇峰值大于等于 18ug/dL 者 16 例,占比 41.03%;C 组静脉血糖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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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mmol/L 组 57 例,皮质醇峰值大于等于 18ug/dL 者 28 例,占比 49.12%。A 组与 B､ C 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B 组与 C 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 胰岛素低血糖兴奋试验后皮质醇峰值多出现于试验后 60 分钟及 120 分钟,占总例数 75.95%。

血糖 低值达 2.2mmol/L 以下可以更加有效的评价肾上腺皮质功能状态;血糖 2.2 至 2.6mmol/L 及

2.6mmol/L 以上对肾上腺皮质功能的评价作用无明显差异。 
 
 
PU-2570 

Novel mutations in CPT2 resulting in infantile CPT II 
deficiency in a Chinese infant 

 
Dai Yangli,Hong Fang,Fu Junfen,Dong Guanping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3 
 

 
Objective Carnitine palmitoyltransferase II ( CPT II ) has 658 amino acids encoded by a single 
gene located in chromosome 1p32 and comprised of 5 exons. A total of about 70 mutations in 
CPT2 have been reported as potentially disease causing mutations. 
Methods We describe a 10-month-10-day child with seizure due to severe attack of hypoketotic 
hypoglycemia and cardiac damage responsible for sudden death who was diagnosed as 
asymptomatic CPT II deficiency when she was 1 month and 25 days old and had been given 
dietary therapy and L-carnitine supplementation since then. The genomic DNA of the 5 exons of 
the CPT 2 in which mutations may occur in proposita was sequenced. 
Results Two new de novo mutations, c.989dupt p.Ile332Hisfs*2 and c.1711C>A p.P571t were 
found,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creation of a truncated protein.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data supplement to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of the CPT II 
deficiency. 
 
 
PU-2571 

新发突变基因致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 6 型 
(MODY6)一例报道   

 
赵宁宁,董关萍,吴蔚,袁金娜,张黎,陈雪峰,傅君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通过基因诊断技术,从分子水平帮助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 6 型(MODY6)的患儿进行临床

诊断。 
方法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一例因“多饮多尿多食､ 消瘦 8 月”入院的 6 岁患儿。8 个月内,在没有用

药的前提下,患儿未出现明显的酮症症状,疑似 1 型糖尿病。入院后对患儿的临床特点､ 实验室检查

结果进行分析,运用测序分析技术对患儿及其父母进行基因测序,针对患儿病情给予相应胰岛素及对

症治疗。 
结果 患儿血清胰岛素及 C 肽水平低下,胰岛素自身抗体检测均为阴性。基因检测结果显示该患儿及

其父亲 NEUROD1 基因中有 1 个杂合突变,即 c.451T>C 突变,该变异不属于多态性位点,在人群发病

率极低,目前尚未见该突变报道。经 SIFT 和 Polyphen2 功能预测,该突变具有较大可能的致病性。

终临床诊断为 MODY6 型,在院期间胰岛素剂量为 0.8 iu/kg/d。随访发现患儿父亲存在糖耐量异常,
患儿半年后胰岛素剂量明显减小(0.19 iu/kg/d)。 
结论 c.451T>C 突变为新发现的基因突变。通过对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及基因检测的综合分

析,使临床医生对 MODY6 型在诊断和治疗上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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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72 

21-羟化酶缺乏症失盐型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李小权
1,张小敏

2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咸阳市彩虹医院 
 

 
目的 提高对 21-OHD 的认识,探讨该病的诊治措施。 
方法 介绍 1 例 21-OHD 失盐型病例的临床资料及诊治及随访情况,并对该疾病有关文献进行复习和

回顾。 
结果 该患儿经过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替代治疗后,临床表型得到明显改善,随访至生后 59 个月,生
化指标检测基本正常。 
结论 对 21-OHD 患儿应及时诊断､ 尽早的使用皮质激素替代治疗,以延长患儿生命和改善患儿生存

质量。 
 
 
PU-2573 

儿童甲基丙二酸血症 8 例临床分析 
 

乜欣红,娄燕,孙萌,程亚颖,罗雷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目的 探讨甲基丙二酸血症的临床特征,为筛查 MMA 积累经验,达到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方法 对 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于我院儿科住院治疗的 8 例 MMA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8 例患儿发病年龄为生后 2 d ~1 岁 3 月,临床表现 2 例以抽搐首发,2 例以发育落后首发,2 例以

发热首发,1 例以呕吐首发,1 例以皮肤黄染首发。实验室检查结果示:2 例白细胞计数增高,2 例白细

胞计数降低;8 例均有不同程度的红细胞计数降低,4 例血红蛋白降低。尿常规异常 3 例。肝功能异常

4 例。心肌酶谱均有不同程度异常。1 例合并低血糖症。2 例血氨升高。4 例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

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GC-MS)法尿有机酸分析可以检测到甲基丙二酸显著增高;4 例合并甲

基枸橼酸浓度增高。2 例干血滤纸片酰基肉碱谱测定提示丙酰肉碱(C3)､ 丙酰肉碱与乙酰肉碱比值

(C3/C2)增高,1 例提示甲硫氨酸降低,1 例氨基酸及肉碱代谢无异常。6 例头颅 CT/MRI 检查异常。1
例确诊后放弃治疗;7 例长期接受维生素 B12､ 左卡尼汀､ 叶酸､ 甜菜碱等治疗。对于接受治疗者进

行随访,随访时间 2 个月~3 年(平均 18 个月),对患儿进行一般神经发育评价,均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精

神运动发育落后,但较前明显好转。 
结论 喂养困难､ 呕吐､ 呼吸困难､ 代谢性酸中毒､ 酮症､ 低血糖､ 肌张力低下､ 抽搐､ 嗜睡､ 昏

迷等是 MMA 的主要临床特征,GS-MS 尿有机酸分析和 LC-MS/MS 是 MMA 早期诊断的重要依据。

早期确诊及确诊后长期坚持治疗是改善远期预后的有效方法。 
 
 
PU-2574 

远端关节弯曲一例报道 
 

孙妍,李桂梅 
山东省立医院 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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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临床罕见病例, 7 月女孩,因“生后发现颈蹼,双手无法握拳,上颚裂”就诊,求明确诊断。 
方法 收集患儿病史,完善相关检查。G2P2,不能独坐,足月剖宫产,出生体重 2.5kg,查体:神智清,精神

可,前囟 2X2cm,腭裂,颈蹼,心肺听诊无异常,腹软,屈曲指,右手手指不能伸直,无法握拳,左手手腕伸不

直,不灵活。母亲身高 148cm,颈蹼,无腭裂,双手不能伸直,有脊柱侧弯;姐姐有腭裂,双手不能伸直,有
脊柱侧弯。父亲无特殊表型,身高 173cm。患儿已行染色体检查 46XX,进一步行全外显子检测。从

受检者家系外周血中提取基因组 DNA 后,采用 Illumina TruSeq Exome library prep kit 捕获全外显

子组构建测序文库,HiSeq v4 SBS 250 cycles 测序试剂盒,HiSeq 2000 测序平台进行测序。患者临

床症状对照与家系遗传分析,候选基因突变位点根据 ACMG/AMP 指南进行分类,并进行家系验证。 
结果 发现 MYH3  NM_002470.2     c.715A>G (p.N239D),chr17:10551894       杂合突变。该突变

为远端关节弯曲(Arthrogryposis, distal)致病突变,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经 ACMG 变异评估指南分析为

可能致病性变异。家系检测其相似表型的母亲和姐姐携带相同突变。 
结论 发现患儿存在 MYH3 基因杂合突变 c.715A>G (p.N239D), MYH3 基因突变导致远端关节弯曲,
其临床症状特点包括为矮小､ 颈蹼､ 脊柱侧弯､ 屈曲指､ 特殊面容等。 
 
 
PU-2575 

生长激素缺乏症儿童血清 hArg､  ADMA 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王丽,黄锋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检测生长激素缺乏症(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GHD)儿童血清中高精氨酸

(homoarginine,hArg)､ 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asymmetric dimethylarginine,ADMA)浓度的变化,并
验证这些血清因子在 GHD 中存在变化,评估 GHD 儿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素。 
方法 入选对象为 2014 年 9 月~2016 年 10 月入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病区的矮小儿童 69 例,男
31 例,女 38 例;年龄 5~11 岁,并根据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将矮小儿童分成 GHD 组(生长激素缺乏)､
ISS 组(生长激素不缺乏)2 个组,其中 GHD 组儿童 36 例,男 16 例,女 20 例;年龄 5~10 岁,ISS 组儿童

33 例,男 15 例,女 18 例;年龄 5~11 岁,在我院儿科门诊体检的健康儿童中随机选取 32 例作为对照组,
男 14 例,女 18 例;年龄 5~10 岁。研究对象收集病史资料并记录,测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
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同时留取 5ml 静脉血,分离后取血清置于-80℃保存,以备

测 hArg､ ADMA､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hArg 浓度,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LISA)测定 IGF-1､ ADMA 的含量。 
结果 (1)GHD 组､ ISS 组､ 对照组儿童血清 hArg､ ADMA 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GHD 组 hArg
浓度低于 ISS 组和对照组(P<0.05,而 ISS 组和对照组无差异(P>0.05),GHD 组 ADMA 浓度高于 ISS
组和对照组(P<0.05),而 ISS 组和对照组无差异(P>0.05)。(2)GHD 组血清 hArg､ hArg/ADMA 值分

别与 IGF-1 呈正相关,ADMA 浓度与 IGF-1 无相关性,ISS 组血清 hArg､ hArg/ADMA､ ADMA 浓度

与 IGF-1 无相关性。(3)GHD 组 hArg/ADMA 比值与年龄呈正相关,而 ISS､ 对照组无明显相关性。

(4)GHD 组､ ISS 组､ 对照组儿童血脂中 TG､ TC､ LDL-C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各组 HDL-C
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HD 组高于 ISS 组(P<0.05),而 GHD 组与对照组､ ISS 组与对照组无差异

(P>0.05)。 
结论 (1)GHD 组儿童血清 hArg 较对照组降低,而 ADMA 浓度较对照组明显升高,ISS 组儿童无改变,
提示 GHD 儿童心血管风险增加。(2)GHD 儿童血清 hArg､ hArg/ADMA 值分别与 IGF-1 呈正相

关,hArg/ADMA 比值与年龄呈正相关,提示 hArg､ ADMA 参与 GHD 儿童的生长发育。 
 
 
PU-2576 

远端关节挛缩综合症一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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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妍,李桂梅 
山东省立医院 250014 

 
 
目的 临床罕见病例, 7 月女孩,因“生后发现颈蹼,双手无法握拳,上颚裂”就诊,求明确诊断。 
方法 收集患儿病史,完善相关检查。G2P2,不能独坐,足月剖宫产,出生体重 2.5kg,查体:神智清,精神

可,前囟 2X2cm,腭裂,颈蹼,心肺听诊无异常,腹软,屈曲指,右手手指不能伸直,无法握拳,左手手腕伸不

直,不灵活。母亲身高 148cm,颈蹼,无腭裂,双手不能伸直,有脊柱侧弯;姐姐有腭裂,双手不能伸直,有
脊柱侧弯。父亲无特殊表型,身高 173cm。患儿已行染色体检查 46XX,进一步行全外显子检测。从

受检者家系外周血中提取基因组 DNA 后,采用 Illumina TruSeq Exome library prep kit 捕获全外显

子组构建测序文库,HiSeq v4 SBS 250 cycles 测序试剂盒,HiSeq 2000 测序平台进行测序。患者临

床症状对照与家系遗传分析,候选基因突变位点根据 ACMG/AMP 指南进行分类,并进行家系验证。 
结果 发现 MYH3 NM_002470.2 c.715A>G (p.N239D),chr17:10551894 杂合突变。该突变为远端

关节挛缩(Arthrogryposis, distal)致病突变,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经 ACMG 变异评估指南分析为可能致

病性变异。家系检测其相似表型的母亲和姐姐携带相同突变。 
结论 发现患儿存在肌球蛋白重链 3 编码(MYH3)基因杂合突变 c.715A>G (p.N239D)。此类肌球蛋

白在肌肉再生时表达,并提供病理性骨骼肌再生纤维的特殊标记
【1】

。MYH3 突变导致远端关节挛缩

综合症(Distal arthrogryposis (DA) syndromes),主要表现为先天性的手和脚屈曲
【2】,其临床症状特

点包括为矮小､ 颈蹼､ 脊柱侧弯､ 屈曲指､ 特殊面容等。 
 
 
PU-2577 

小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2 例误诊分析及相关文献复习 
 

张军付,沈德新,王育新,王艳艳,李香芝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三中心医院 450042 

 
 
目的 分析儿童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误诊原因,提高儿科临床医生对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认识。 
方法 对我院诊治 2 例小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误诊为心肌损害及肝损害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及

文献复习 
结果 本文,例 1,主因咳嗽半月入院。化验血清肌酶增高,因无肌营养不良临床症状及体征,诊断为心

肌损害及肝损害;经治疗无效;考虑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行血基因检测;确诊 DMD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例 2,主因乏力个 3 月,手脱皮 1 周,咳嗽 3 天入院。化验血清肌酶增高,因无典型肌营养不良临床表现,
诊断为心肌损害及肝损害;经治疗无效。疑似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行血基因检测;确诊 DMD 进行性肌

营养不良。本文 2 例均未治疗。 
结论 小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临床表现不典型,对血清肌酶显著增高,需与心肌损害､ 肝损害､ 肌炎､

横纹肌溶解症等相鉴别,尽早行基因检测,可减少误诊､ 漏诊。 
 
 
 
 
PU-2578 

宫内发育迟缓大鼠胰腺 PPARγ 和 Pten 表达研究 
 

朱经南,辛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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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宫内发育迟缓(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IUGR)大鼠胰腺 PPARγ 和 Pten 表达水平,
探索宫内发育迟缓大鼠胰腺胰岛 β 细胞减少机制。 
方法  选取体重 230~280g 健康 Wistar 大鼠,确认已受孕大鼠 48 只。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孕期全

程低蛋白 24 只,喂养至正常分娩,母鼠分娩后正常饲料喂养,每窝子鼠控制在 8 只,子鼠由母乳喂养至

3 周龄后断乳,断乳后子鼠正常饲料喂养。对照组:孕期正常饲料 24 只,喂养至正常分娩,母鼠分娩后

正常饲料喂养,每窝子鼠控制在 8 只,子鼠由母乳喂养至 3 周龄后断乳,断乳后子鼠正常饲料喂养。本

实验选择研究的时间点分别为生后 0 周､ 3 周､ 8 周､ 12 周,为排除雌激素的影响 8 周､ 12 周时间

点大鼠仅用雄性,0 周､ 3 周时间点不分雌雄性别。采用免疫组化(IHC)方法检测大鼠胰腺 PPARγ 蛋

白和 Pten 蛋白表达,采用 Real-time PCR 方法测 PPARγ 基因和 Pten 基因表达。 
结果 IHC 法测定 PPARγ 蛋白在大鼠胰腺的表达。各时间点实验组(IUGR)及对照组(CON)胰岛内均

见有棕黄色表达,棕黄色主要表达在 β 细胞的细胞浆,其它部位表达较少;各时间点对照组棕黄色染色

较浅,表达较弱;各时间点 IUGR 组与相应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IHC 法测定 Pten
蛋白在大鼠胰腺的表达。各时间点实验组(IUGR)及对照组(CON)胰岛内均见有棕黄色表达,棕黄色

主要表达在 β 细胞的细胞浆,其它部位表达较少;各时间点对照组棕黄色染色较浅,表达较弱;各时间点

IUGR 组与相应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Real-time PCR 测定 PPARγmRNA 在大

鼠胰腺的表达。各时间点实验组(IUGR)组大鼠胰腺 PPARγmRNA 的表达明显高于相应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Real-time PCR 测定 Pten mRNA 在大鼠胰腺的表达。各时间点实验组(IUGR)组大鼠

胰腺 PPARγmRNA 的表达明显高于相应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IUGR 大鼠 PPARγ 和 Pten 蛋白基因水平均比正常对照组高表达,IUGR 大鼠胰腺胰岛 β 细胞

减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不良的宫内营养环境导致 PPARγ 高表达进一步调控 Pten 高表达。 
 
 
PU-2579 

一例基因缺失病例报道 
 

李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报道我院一例基因缺失病例,并探索基因缺失导致的临床表型 
方法 采用实验室检验､ 检查及二代基因测序方法完成全基因检测 
结果 甲状腺系列:TSH>100.0000uIU/ml,FT4 0.4700ng/dl,FT3  3.0800pg/ml。甲状腺抗体:过氧化酶

抗体>1000.00IU/ML,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1000.00IU/ML。血常规､ 尿常规､ anti-EBV-IgM､
TORCH-IgM 检测､  CRP､ 抗“O”､  抗核抗体系列､ 血脂､ 凝血项､ 肾功､ 离子､ 血糖､ 心肌酶､

肝功心脏及腹腔彩超均未见异常。甲状腺彩超,诊断所见:甲状腺大小形态正常,右侧叶大小

1.4cm×1.4cm,峡部厚 0.38cm,左侧叶大小 1.5cm×1.5cm,轮廓规整,腺体回声增粗､ 减低､ 分布欠均

。CDFI:腺体血供略增多。肝胆脾胰腺彩超:脾厚 3.9cm,肋下 3.1cm;双肾.膀胱.输尿管彩超:双肾

实质回声增强;胸腰段正侧位:脊柱轻度侧弯,胸腰段椎体形态规整,顺列整齐,椎间隙存在。胸椎 12-腰
椎 2 椎弓间距略增宽。 
全基因组芯片扫描检测报告 arr[hg19]16q11.2q12.1(46,503,328-51,737,430)×1,CNV 的类型:缺失;
染色体上的位置:16q11.2q12.基因组上的位置:chr16:46503328-  51737430(hg19);CNV  大
小:5234kb;拷贝数:1。结论描述:患者样本中检测到 16q11.2q12.1 区域 5234KB 大小的缺失,此缺失

包含 SALL1(602218)､ CYLD(605018)等 22 个 OMIM 基因 
结论 该患儿有甲状腺功能异常,双眼高度近视,双眼突出,外耳廓畸形,脊柱侧弯。尿道下裂术后,生长

发育落后,智力低下。全基因检测到 16q11.2q12.1 区域 5234KB 大小的缺失,此缺失包含

SALL1(602218)､ CYLD(605018)等 22 个 OMIM 基因。 
SALL1 突变是导致 Townes-Brocks 综合征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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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80 

先天性局灶型胰岛细胞增生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沈仙,李涛,程锐 
南京市儿童医院 10036677 

 
 
目的 提高儿科及内分泌医师对局灶型先天性细胞增生症的认识 
方法 回顾 1 例 ABCC8 基因突变导致的先天性局灶型胰岛细胞增生症的诊治过程,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因生后即出现反复低血糖,药物治疗效果欠佳,基因检测发现 ABCC8 基因 c.1990 C>T 的

杂合核苷酸变异,为父系遗传的显性突变,遗传学分型为 KATP-CHI。18F-Dopa PET-SCAN 扫描结果

提示:胰头部发现了一个 12.5mm *11.3mm 的病灶,考虑为局灶型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腹腔镜下行

局灶性病变切除,术后随访空腹血糖及餐后 2 h 血糖维持在基本正常范围内,临床治愈。 
结论 药物试验性治疗无效的 CHI 的患儿,应尽快完善患儿及父母的基因检查,KATP-CHI 通道基因突

变的患儿尽快完善 18F-Dopa PET-SCAN 扫描以协助组织学分型,并对病灶进行明确的定位,从而制

定正确､ 有效的外科治疗方案。 
 
 
PU-2581 

Gilbert 综合征一例报道 
 

王红美,李洪娟,顾艳,韩燕,冯骁雨,程娜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探讨不明原因非结合胆红素增高患儿的诊断思路。 
方法 患儿女,1 岁 6 月,因“生后 10 天间断皮肤黏膜黄染至今”入院。患儿于生后 10 天发现面黄身黄

､ 巩膜黄染､ 小便发黄,大便黄白色,无发热,无呛奶､ 吐奶､ 腹泻等不适,当地医院经皮测黄疸值示

“600umol/L 左右”,予暂停母乳､ “球蛋白等”治疗 2 周,黄疸渐消退,经皮测疸值“164umol/L”,病情好转

出院。出院后继予母乳喂养,患儿再次出现皮肤黏膜黄染,予太阳照射黄染可减轻,饥饿或受凉后加重,
休息或保暖后减轻,间断就诊于当地医院,考虑母乳性黄疸可能,未予特殊治疗。入院前 3 月,患儿停止

母乳喂养,皮肤黏膜黄染较前无改善,查肝功示“总胆红素 179umol/L,直接胆红素 14.7umol/L,间接胆

红素 164.3umol/L”,肝胆超声示“肝胆未见明显异常”,查血常规示“白细胞 9.45×10^9/L,中性粒细胞

27.8%,红细胞 4.47×10^12/L,血红蛋白 119g/L,血小板 321×10^9/L,CRP 0.2mg/L”。为求进一步诊

疗来我院。患儿患病以来,精神饮食可,小便发黄,大便发黄,偶可见黄白色。既往史､ 个人史､ 家族史

无特殊。入院查体:面部及躯干､ 四肢黄染,颈部及腹股沟可触及数个米粒大小淋巴结,表面光滑,活动

可,心肺查体未见异常,触软,肝脾肋下未触及。入院后完善辅助检查:血细胞分析:大致正常,网织红细

胞 2%,总胆红素 130.80umol/L,间接胆红素 125.30umol/L,乳酸脱氢酶 272.00U/L。入院五项､

ASO､ CRP､ TORCH､ EB-DNA､ CMV-DNA､ 尿 CMV-DNA､ 尿便常规均未见异常。骨髓增生活

跃,粒红比例正常,未见溶血证据。患儿无溶血性黄疸及阻塞性黄疸证据,考虑肝细胞性原因所致黄疸

可能性大,向患儿家长详细交待病情,给予口服苯巴比妥 5mg/kg/d 行肝酶诱导试验性治疗 4 天,复查

肝功:总胆红素 97.70 umol/L,直接胆红素 5.40 umol/L,间接胆红素 92.30 umol/L。 
结果 患儿胆红素水平较前明显降低,Gilbert 综合征目前不能排除,完善基因检测示患儿 UGT1A1 基

因纯合突变,c.1456T>G(编码区第 1456 号核苷酸由胸腺嘧啶变异为鸟嘌呤),导致氨基酸改变

p.Y486D(第 486 号氨基酸由酪氨酸变异为天冬氨酸),为错义突变。经家系验证分析,受检人之父该

位点杂合变异,受检人之母该位点杂合变异。该位点为疑似致病性变异。结合患儿的临床表现及化

验检查综合分析,患儿确诊 Gilbert 综合征。 
结论 Gilbert 综合征是一种相对较轻缓的遗传性高胆红素血症,受累者表现为间歇性非结合性胆红素

水平波动,当处于某些特殊状态,如禁食禁水､ 疾病或剧烈运动后,可能会出现黄疸。约 30%的受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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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会出现黄疸症状。临床上遇到不明原因的非结合胆红素增高的患儿时,要及时行肝酶诱导试

验和基因检查确诊。 
 
 
PU-2582 

儿童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临床及基因突变研究 
 

王斐,吕拥芬,李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 200062 

 
 
目的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 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诊断率仅不足 1%。本研究将对 2
例 FH 患儿进行临床特点及基因突变分析。 
方法 收集该患儿病史资料,对患儿及其家系进行血脂测定,行心电图､ 心彩超及心脏 CTA 检查,临床

给予低脂饮食､ 降脂药物及对症治疗及随访。采集患儿及家系成员血清及静脉血标本,提取外周血

DNA,应用多聚酶链反应(PCR)分析及 DNA 直接测序方法,对 FH 主要致病基因即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基因(LDLR)启动子及编码区进行扩增测序并分析。 
结果 1. 患儿,男,12 岁,因“乏力纳差 7 月余,皮肤黄色素瘤 10 年余”入院,查体:双侧肘部､ 膝关节､ 臀

部可见皮肤表面黄色沉积物,虹膜边缘有黄白色物沉积(角膜弓)。心音有力,律不齐,可闻及 3/6 级收

缩期杂音,肝脏肋下 5cm。实验室检查:甘油三酯(TG) 2.13mmol/L(0~1.7);总胆固醇(TC) 
17.88mmol/L(0~5.72);低密度脂蛋白(LDL-C) 13.72mmol/L(0~3.12)。患儿心超示左房左室增大,左
室收缩功能减退(EF 35%);心脏 CTA 示主动脉起始处管壁钙化,主动脉弓近段及无名动脉扩张;血管

超声示双侧颈动脉内膜､ 右侧椎动脉内膜及腹主动脉不规则增厚,左侧肾动脉瘤样扩张。予以阿托

伐他汀 10mg/d 治疗 1 周,LDL-C 复查 18.50mmol/L,但心功能较前有改善(EF 41%)。患儿 LDLR 基

因发现纯合型突变 c.292G>A(p.Gly98Ser)及 c.1864G>A(p.Asp622Asn),均为已知突变。父亲携带

Gly98Ser 及 Asp622Asn 杂合型突变,母亲已故未检测。患儿出院半年后于当地死亡。2. 患儿,女,5
岁,因“皮肤黄色素瘤 3 年余”就诊,查体:手背､ 臀部､ 肘关节､ 踝关节可见皮肤表面黄色沉积物,心音

有力,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心超未见异常。甘油三酯(TG) 2.72mmol/L(0~1.7);总胆固醇(TC) 
23.03mmol/L(0~5.72);低密度脂蛋白(LDL-C) 18.18mmol/L(0~3.12)。LDLR 基因突变为杂合突变

c.817+1_817+50del(父源)及 c.817+1G>C(母源),为未报道突变,予以低脂饮食,随访血脂及心血管 B
超中。 
结论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临床表现为血清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异常升高(LDL-C>13mmol/L)､ 皮肤黄

色瘤及早发性心血管病,主要由 LDLR 基因突变引起。纯合子型发病较重,单独应用他汀类药物对

LDL-C 水平的降低及延缓冠心病效果不佳。必要时需联合胆固醇抑制剂或血浆置换等治疗手段,降
低儿童 FH 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他汀类药物在 FH 中的用药年龄及与基因型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

究。 
 
 
 
 
 
PU-2583 

粘多糖贮积症Ⅵ型 1 例 
 

徐娇丽,沈凌花,卫海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报道 1 例粘多糖贮积症(MPS)Ⅵ型的临床特点､ 酶学分析及基因突变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035 
 

方法 对 l 例身材矮小､ 特殊面容､ 多发性骨骼畸形､ 运动障碍的 4 岁 11 月男性患儿进行白细胞

MPS 相关的酶活性测定;采用高通量测序方法,对基因外显子区进行直接测序,与参考序(hg19)进行比

较,从而发现可能存在的基因突变。 
结果 患儿主要表现为矮小､ 特殊面容､ 鸡胸､ 脊柱后凸､ 多发关节畸形,智力发育基本正常,无抽搐

､ 语言能力倒退等神经系统异常。骨骼改变:脊柱正侧位片,骨盆正位片:蝶鞍扩大,脊柱腰段后凸,腰
椎椎体形态异常､ 前端变尖､ T1/2 显著,髋臼角变大､ 变浅,股骨头骨骺较小､ 干颈角增大;头正侧位

片及双腕关节正位片:头大,颅板增厚,蝶鞍扩大､ 浅平呈“J”形,乳突气化欠佳,左､ 右腕骨化骨核可见

5 个,桡骨及掌指骨骨骺均小,掌指骨短粗,形态欠佳,掌骨近端略变尖,左尺､ 桡骨远端呈“V”形改变。

心脏彩超: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三尖瓣反流(中度),主动脉瓣､ 三尖瓣及二尖瓣瓣叶回声增厚;
左室假腱索。患儿芳香基硫酸酯酶 B(ARSB)活性正常,芳香基硫酸酯酶 B 活性 80.62 nmoL/(h·mg) 
[正常范围>31nmoL/(h·mg)]。患儿携带 ARSB 复合杂合突

变,c.719C>A(P.S240Y)/c.317G>C(P.R106P),P.R106P 为未报道过的基因新变异。 
结论 MPSⅥ型患儿表现与 Hurler/Scheie 综合征相似,多发骨发育不良､ 腹部膨隆,肝脾肿大,脐疝和

角膜浑浊,可发生二尖瓣闭锁不全或主动脉回流,但智力基本正常;ARSB 活性正常;携带 2 个杂合错义

突变 P.S240Y/P.R106P,ARSB 基因新变异 P.R106P 可能为 MPSⅥ新型的致病突变。 
 
 
PU-2584 

CREBBP 基因剪切突变致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 1 例 的临床并文献复习 

 
李媛,何山,朱鸿玲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 Rubinstein–Taybi 综合征(RSTS)的临床特征和基因突变的特点。 
方法 分析 1 例临床诊断 RSTS 患儿的病例资料,采用二代测序技术进行相关基因检测,发现

CREBBP 基因突变,再用 Sanger 测序法验证,确诊患儿为 CREBBP 基因氨基酸剪切突变致 RSTS。
复习相关文献,分析本病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的特点 。 
结果 患儿,女,3 岁 8 个月,因生长迟缓伴语言发育落后就诊。出生身长､ 体重正常,生后喂养困难。身

高､ 体重及头围均低于第 3 百分位,伴智力障碍,面容特别,表现为拱形粗眉､ 双眼裂外下斜､ 宽鼻梁,
喙状鼻尖,无宽大的拇患儿指及脚趾,基本符合 RSTS 的临床表现。基因检测发现患儿 CREBBP 基

因 c.3779+1G>T 杂合剪切突变,其父母该位点无变异,此突变为新生突变,诊断 RSTS 明确。迄今,发
现与 RSTS 发病相关的基因有两个,即 CREBBP 及 EP300,50-70%的 RSTS 患者为 CREBBP 基因

突变,EP300 突变占 5-8%。综合国内外的文献, CREBBP 基因的突变总共有 230 余种。CREBBP 
c.3779+1G>T 突变在 HGMD 专业版数据库中未见报道,为新的致病性突变。 
结论 RSTS 主要表现为出生后生长迟缓,智力障碍､ 特殊的面容,还可累及多个器官或系统,如口腔､

耳､ 眼､ 心血管､ 泌尿道､ 消化道､ 骨骼系统,可出现行为问题,易患各种肿瘤。RSTS 的诊断基于

临床表现,确诊依赖基因检测。目前 RSTS 无治疗方法,重点是对患儿进行健康管理,不同年龄段随访

的侧重点不同,及时处理医学问题。 
PU-2585 

Variants in 46,XXDSD genes identified in an Chinese cohort 
of ovotesticular DSD and testicular DSD 

 
Song Yanning,Gong Chunxiu 

Th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Beijing, China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Genetics and Metabolism 1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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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we want to know the molecular genetics of the twenty-one 46,XX sex reverse patients 
and would like to find if any candidate genes in this condition. 
Methods whole-ex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on a cohort of 46,XX subjects with 
ovotesticular DSD and testicular DSD in the absent of SRY gene in 21 cases. 
Results These patients ranged in age from 5 month to 12 years old, with a variety of 46,XXDSD 
phenotypes including hypospadias, bifid scrotum, undescended testis and micropenis. Many have 
undergone hypospadias repair and some had gonadectomy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en different 
mutations in 46,XX sex reverse altogether. five variants in five ovotesticular DSD including 
FREM2,IL17RD,RXFP2,FSHR,CHD7. and six variants in 5 testicular DSD including 
HOXD13,CHD7,KAL1,WNT4,POLR3A,ABCD1, There also eleven patients had negative 
results.Among them,CHD7 and WNT4 were the most in the two categories. 
Conclusions we found three candidate genes in the cohort of twenty-one 46,XX sex 
reverse.FSHR has been reported to cause female to male reverse.CHD7 and WNT4 gene are 
most likely contribute to the ovotesticular DSD and testicular DSD in this research,but this should 
be further veritied in the future. 
 
 
PU-2586 

A novel homozygous mutation in ERCC8 cause Cockayne 
Syndrome a in a Chinese family  

 
yang yu,Huang Hui,Chen Ka,Yang Li,Xie Liling 
Jiangxi Provincial Children's Hospital 330006 

 
 
Objective Short stature can be caused by mutations in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genes. Cockayne 
Syndrome is a rare growth disorder marked by progressive growth failure, neurologic abnormality. 
The current report describes a patient with severe short stature and neurologic abnormality. 
Methods Methods: Patient with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arents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analysis included medical histories, clinical analysis, and genetic tests. The gene was sequenced 
to identify the pathogenic mut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ckayne Syndrome by 
qPCR. 
Results Results: Inherited disease panel identified a novel homozygous mutation 
c.394_398delTTACA in ERCC8 that had not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qPCR analysis revealed 
c.394_398delTTACA was maternal and his father was heterozygous.  
Conclusions Conclusion: A novel homozygous mutation c.394_398delTTACA in ERCC8 gene 
can be a cause of Cockayne Syndrome in Chinese. The novel mutations have enriched the 
mutation spectrum of the ERCC8 gene. 
 
 
 
 
 
 
PU-2587 

BTD 基因变异的生物素酶缺乏症一例 
 

李新叶,温志红,王耀菊,刘桂良,代艳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报道一例我科诊治的生物素酶缺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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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我科诊治的一例生物素酶缺乏症患儿的临床特点､ 诊治经过､ 血串联质谱､ 尿气相质谱

､ 患儿及其父母亲的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患儿系 2 岁 1 月女婴,因“反复咳嗽､ 喘息 1 月”入院。个人史:孕 36 周+1 天剖宫产,出生体重

1500g,生后有窒息抢救史。生后 1 月 23 天,查尿有机酸(2014-01-2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示:琥
珀酸､ 戊二酸､ 2-羟基戊二酸半乳糖的尿中排泄有增高。生后予配方奶喂养,体重､ 身长落后于同龄

儿。家族史:有 1 哥哥和 1 姐姐均在生后 1 岁半左右因“癫痫､ 重症肺炎”过世。入院查体:轻度营养

不良貌,反应可,全身皮肤无皮疹。呼吸稍急促,深大,吸气性三凹征明显,双肺大量喘鸣音,心､ 腹､ 神

经系统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入院诊断考虑为支气管肺炎。入院后查血气分析示代谢性酸中毒和呼吸

性碱中毒,血常规示白细胞稍高(14.56*109/L),以淋巴细胞升高为主(63.4%);血脂示总胆固醇稍高

(6.16u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稍高(4.48umol/L);巨细胞病毒 Ig M 抗体稍高(1.5 S/CO)。血乳酸

稍高 3.18mmol/L,血氨正常。CRP､ PCT､ 电解质､ 肝肾功能､ 心肌酶､ 呼吸道病原体抗体､ 肺炎

支原体抗体､ 尿常规､ 尿肾功三项､ 24 小时尿蛋白､ 电解质､ 尿素､ 肌酐､ 尿酸均未见明显异

常。头颅 MRI､ 胸部 CT､ 心脏彩超､ 肝肾及输尿管 B 超均未见明显异常。患儿住院过程中多次予

碳酸氢钠纠酸处理,但酸中毒缓解不佳,停用碳酸氢钠后酸中毒加重。入院后予吸氧､ 抗病毒､ 抗感

染等治疗后患儿症状好转出院。出院后结果回报:血串联质谱:3-羟基异戊酰肉碱增高(1.342 uM);尿
有机酸分析:3-羟基-异戊酸和 4-羟基苯乳酸增高;50 天后基因检测结果示:患儿 BTD 基因发现 
c.427T>C(编码区第 427 号核苷酸由 T 变为 C)的纯合核苷酸变异,该变异导致第 143 号氨基酸由 
半胱氨酸 变为 精氨酸( p.Cys143Arg),为错义变异;患儿父母该位点均为杂合子。患儿再次因“支气管

肺炎”就诊,予口服生物素等治疗后呼吸道症状好转,酸中毒纠正。 
结论 对于不明原因导致的代谢性酸中毒患儿应考虑生物素酶缺乏症可能,尽快完善代谢筛查､ 基因

检测,尽快予生物素治疗 
 
 
PU-2588 

儿童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分析和磁共振成像特点 
 

王莲,徐才棋,马海,马立燕,黄铜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儿童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的临床和磁共振成像(MRI)特点及其在临床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儿科 6 例 PSIS 患儿的临床及

MRI 影像特点,所有患儿均行相关激素水平的检测及垂体增强 MRI 扫描。 
结果 6 例均例表现为生长发育迟缓,2 例表现为小阴茎､ 小睾丸。垂体 MRI 增强扫描表现:3 例显示

垂体前叶变薄;2 例显示垂体柄纤细;1 例显示垂体柄缺如,后叶异位。具有垂体前叶功能低下者临床

表现和实验室检查:6 例 GH 激发试验峰值均低;其中 2 例伴垂体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目前暂无垂体性

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表现。结论 PSIS 临床以生长发育迟缓为主要表现,部分性或完全性垂体前叶功

能低下,但我科收集患儿资料垂体后叶功能正常。 
结论 MRI 检查是无创诊断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重要方法,应对该病患儿实施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PU-2589 

表现为 DSD 的苗勒氏管永存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任潇亚,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苗勒氏管永存综合征(Persistent Müllerian duct syndrome,PMDS)的诊断､ 处理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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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报告 1 例睾丸横过异位型苗勒氏管永存综合征,并行子宫峡部切除,左侧睾丸横过异位下降固定

术 
结果 患儿,男,1 岁 5 月,主因“生后 6 个月发现外阴异常”就诊。查体:男童外阴,阴茎 4.3×1.5cm,尿道

开口正常,双侧阴囊小,褶皱少。右侧阴囊空虚,左侧阴囊上极可及两睾丸及另一软组织物。染色体核

型为 46, XY,SRY (+),实验室性激素检查结果见表。盆腔彩超:左侧腹股沟区可见肠管疝出,及两个睾

丸。右侧未见确切睾丸回声。膀胱左后方可见子宫样回声。AMHR-Ⅱ基因测序提示 c.1184(E9)至
c.1185(E9)缺失 CT 来源于父亲,c.1388G>A(E10)来源于母亲,分别导致 p.395,T>Tfs14 和

p.463,R>H 发生改变。同时患儿行左侧睾丸横过异位下降固定术中,可见两个睾丸之间有类似子宫

样的峡部。 
PMDS 在成人中约有 150 例被报道,主要在美国,欧洲及中东地区。国内目前有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报道过 11 例使用腹腔镜治疗发现的患儿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报道过 2 例成年患者,但针

对婴幼儿期 PMDS 尚无基因学报道。 
PMDS 主要病因为 AMH 基因和 AMHR-Ⅱ受体基因突变。文献报道 PMDS 中 AMH 基因的突变主

要出现在地中海和阿拉伯人中,多有家族聚集性,且突变类型多为错义突变,约有 81%的患者为纯合

子。突变的位置可以在外显子 4 以外的整个基因中出现,但 常见的突变位置为外显子 1。AMHR-
Ⅱ基因突变主要在欧洲北部､ 法国北部和美国人中,约有 45%的患者为纯合子,但中国尚无基因学报

道。 常见的 AMH R-Ⅱ基因突变位于外显子 10,此突变出现在约 47%的 PMDS 患者中。PMDS 患

者性腺有一定的恶变率,异位睾丸恶性肿瘤的发病率约为 15%,且腹部异位睾丸较腹股沟异位睾丸发

病率高,但异位睾丸恶性肿瘤两侧的发病率并无差异。文献中行隐睾下降固定术的患者大多在 6-18
年发现睾丸恶变。PMDS 发生性腺恶变的病例约有 30 例,国内仅见 1 例睾丸恶变报道。恶性肿瘤大

部分来源于异位睾丸,极少数来源于副中肾管残余组织。睾丸肿瘤病理类型有精原细胞瘤､ 胚胎细

胞肿瘤､ 畸胎瘤､ 卵黄囊瘤,其中精原细胞瘤是 常见的。 
结论 PMDS 是一种罕见疾病。在儿童早期缺乏典型临床表现,常因隐睾､ 腹股沟疝等表现进行检查

时发现。该疾病在儿童中的早期诊断和治疗通常是困难的。正确的诊断依赖于系统的内分泌评价和

基因分析。该例病例的报道丰富了基因知识,同时增加了中国儿童基因数据。对于残存苗勒氏管结

构的处理仍存争议,需要更多数据进一步支持。 
 
 
PU-2590 

先天性肾性尿崩症 2 例及文献复习 
 

王传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目的 分析先天性肾性尿崩症的临床诊治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收治的 2 名尿崩症患儿的临床资料,留取患儿及父母的外周血并提取 DNA,行基

因检测;并随访治疗效果。 
结果 例 1:患儿男,5 岁,以多饮多尿 3 年余,生长迟缓半年为主要表现,外院禁水试验阳性,入院行加压

素实验,患儿血浆渗透压及尿比重无明显变化,肾性尿崩症诊断明确。基因检测也证实 AVPR2 基因

外显子 2 位点上的杂合突变 c.650C>T,且该突变系新发突变,Provean 软件预测蛋白结构可能有致病

性。例 2:患儿男,3 岁 2 月,以多饮､ 多尿 2 年余为主要表现,入院行禁水-加压素实验,患儿血浆渗透

压及尿比重无明显变化,肾性尿崩症诊断明确。基因检测证实 AVPR2 基因外显子 1 及外显子 2 缺

失。治疗上给予氢氯噻嗪､ 吲哚美辛口服治疗,随访发现两者尿量明显减少,身高､ 体重与同年龄同

性别相仿。 
结论 CNDI 起病隐匿,临床少见,根据特征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可诊断,需基因检测明确诊断。氢

氯噻嗪联合吲哚美辛是目前治疗肾性尿崩症唯一有效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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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91 

生物素和生物素酶缺乏综合征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何芳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通过 1 例生物素和生物素酶缺乏综合征病例回顾,提高临床儿科医师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个案报道,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儿主要表现为生后即出现的运动发育落后,及反复口､ 眼､ 生殖器和肛周出现红斑样､ 湿疹

样皮疹,迁延不愈,伴有头部脂溢性皮炎､ 脱发,反复呼吸道感染,反复代谢性酸中毒及高乳酸血症,其
具有遗传代谢性疾病的一些共同特点,如起病早,多于婴儿期即起病,多系统受累,皮肤､ 神经､ 呼吸､

免疫等系统,合并代谢紊乱,故早期完善了血尿筛查,及时检出本病。给与生物素治疗后症状逐渐缓

解。因此本病预后取决于早期诊断和治疗,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警惕性,及时完善血尿遗传代谢病筛

查是明确诊断､ 有效治疗的关键。 
结论 生物素和生物素酶缺乏综合征关键在于早期识别和治疗。 
 
 
PU-2592 

脉冲染料激光治疗婴幼儿溃疡性血管瘤疗效分析 
 

陈谨萍,高歆婧,李雪梅,林雪仪,李海翩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观察脉冲染料激光(Pulsed dye laser,PDL)治疗婴幼儿溃疡性血管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36 例溃疡性血管瘤患儿,将溃疡面用生理盐水清洁处理后,予 585nm PDL 治疗,光斑大小(7-
10mm),能量密度 4-7J/cm2,脉宽 0.5ms,治疗后局部外用百多邦软膏。治疗间隔时间为 4 周。随访观

察溃疡面愈合时间､ 疼痛缓解时间､ 以及溃疡创面的出血､ 感染等情况,3 例患儿同时口服普萘洛

尔,3 例同时口服激素,随访 6 个月以上。 
结果 PDL 治疗 36 例溃疡性血管瘤,溃疡面全部愈合,其中 32 例(88.89%)仅接受 1 次 PDL 治疗,7-20
天溃疡面愈合;4 例(11.11%)经 2 次 PDL 治疗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溃疡面平均愈合时间为 8.5 天,全
部病例随访 6 月均无溃疡复发的情况。所有患儿均在治疗后 1-2d 内疼痛得到缓解。治疗后无出现

溃疡加重､ 局部出血及感染等并发症。 
结论 低能量 585nm PDL 治疗婴幼儿溃疡性血管瘤起效快､ 创伤小､ 无并发症及复发,可作为溃疡

性血管瘤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U-2593 

综合性医院儿科学科建设的相关举措与实践成果 
 

高深甚
1,陶永琳

2,陈烨
3,于意

4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Instituto Universitário de Lisboa  
3.南方医科大学与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合作举办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博士学位教育项目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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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索某综合性医院儿科学科建设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从多方面强化综

合性医院儿科学科建设和管理。 
方法 采取文献法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医院儿科医､ 护人员的流失和不稳定因素,综合医院儿科学建设

的困境。 
结果 综合医院儿科萎缩的原因,在现行收费体制下,由于儿科不是盈利科室,造成部分医院不重视儿科

建设,在临床实践中儿科医､ 护人员风险大､ 没有体面的收入,造成人员流失。 
结论 针对所研究出的问题,提出整改的方案,如优化经济指标,改变分配制度等,短时间内刚刚起效,离
彻底恢复儿科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今后的过程中还要需要继续研究出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式 
 
 
PU-2594 

儿科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探讨 
 

高深甚
1,4,3,尧战勇

1,全旭
1,陶永琳

2,顾秋芳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3.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Instituto Universitário de Lisboa (ISCTE-IUL) 
4.南方医科大学与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合作举办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博士学位教育项目 

 
 
目的 探讨儿科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方法与途径。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我地区儿童医院以及以及三级综合性医院儿科的儿科医师队伍､ 医疗

任务进行调研,分析当前儿科医师结构与儿科医疗市场的需求量。 
结果 我地区儿科医师队伍的学历结构并不合理;且近些年来儿科医疗工作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于未来

5~10 年,儿科医师需求量会仍然旺盛,学历的要求也会显著提高。随着现如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愈来愈重视优生优育以及儿童保健的问题,也因此会显著提高对儿科医师的学历与综合素质要

求。 
结论 针对当前儿科医师结构不合理､ 儿科医疗市场需求量大的问题,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加
强对儿科医师规范化的培训与考核,有效调整儿科课程､ 拓宽儿科医师知识面,为儿科医学事业的发

展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 
 
 
 
 
 
 
 
 
 
 
 
PU-2595 

基于医院绩效考核的儿科绩效分配体制分析 
 

高深甚
1,2,高阳

1,顾震瑶
1,顾伟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南方医科大学与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合作举办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博士学位教育项目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041 
 

目的 如何解决由于薪酬问题导致的儿科医护人员流失问题成为了现阶段不少医院儿科发展的重要

课题 
方法 文献综述法 
结果 建立基于医院绩效考核的儿科绩效分配体制,绩效考核分配体制在儿科绩效分配中的应用效率

的改变 
结论 需要医院为该科室的医护人员提供等值的劳动薪酬在进行儿科医护人员的绩效校核薪酬分配

时,医院绩效考核小组需要充分了解儿科医护人员工作的特殊性, 
 
 
PU-2596 

综合性医院科技创新和儿科学科建设的路径初探 
 

高深甚
1,4,杨媛艳

2,陶永琳
1,李 璞 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科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科实验室 
4.南方医科大学与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合作举办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博士学位教育项目 

 
 
目的 综合性医院科技创和儿科学科建设路径的进行了探索,为医院发展建设提供新思路 
方法 文献综述法 
结果 层级管理是科技创新､ 学科建设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是推进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加强科技创

新,将科技创新与学科建设相结合, 
结论 为保证科技创新和学科建设,要抓好项目化管理,项目化管理是在建全科技创新和学科建设基础

上,形成全方面的体系 
 
 
PU-2597 

不同教学方法在儿科教学质量中的效果差异 
 

高深甚
1,4,5,陈烨

1,2,陶永琳
1,李璞

3,杨媛艳
2,许春娣

2,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科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科实验室 
4.ISCTE Lisbon University Institute, Portugal(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 

5.南方医科大学与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合作举办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博士学位教育项目 
 

 
目的 观察不同教学方法应用于儿科教学的效果差异 
方法 选取笔者所在市某高校临床专业的 88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奇偶数字法将 88 例患者分为

实验组(n=44 例)和对照组(n=44 例),实验组学生应用的教学方法为多种模式综合教学法,即以 PBL 教

学法为主,LBL 教学法和 elearning 模式为辅的教学方法,采用 LBL 教学法对对照组学生实施儿科教

学,对比两组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 儿科教学方法应用效果评分､ 对儿科教学质量的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期末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为(81.52±5.39)分,实践操作成绩为(79.69±4.97)分,高于对

照组学生的(70.95±4.86)分､ (69.87±5.12)分(P<0.05);实验组学生儿科教学方法应用效果评价量表

中评价维度专注教学､ 教学民主､ 课堂氛围､ 启发激励的评分均较对照组学生高(P<0.05),两组在教

学进度评分和教学重点评分上存在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学生的儿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为 93.19%,对照组学生的儿科教学质量满意度为 77.27%,组间比较差异明显(P<0.05)。 
结论 整合式教学方法在儿科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值得

在我国各大医学类院校得到开展应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042 
 

 
PU-2598 

Adequate sedation with single-dose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in pediatric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a dose-finding study by 
age group 

 
Yu Qing1,2,3,Liu Yang1,2,3,Sun Mang1,2,3,Zhang Jing1,2,3,Zhao Yan1,Liu Fengzhi1,Li Shangyingying1,Tu Shengfen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2.China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base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ritical Disorders 

3.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Pediatrics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50% effective dose (ED50) and 95% 
effective dose (ED95) of single-dose intranasal dexmedetomidine (IN DEX) to induce adequate 
sedation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nd als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age 
on the dose required for sedation.  
Methods Outpatient children aged one months to three years with diverse diagnoses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were allocated to the 1 to 6 month ,7 to 12 month and 13 to 36 month 
age groups. Each patient received IN DEX sedation for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IN DEX 
was started at a dose of 2 μg/kg on the first patient. A rescue dose of 1 μg/kg was administered if 
adequate sedation was not achieved within 30 min following the first dose. The dose of IN DEX 
for each subsequent patient was determined by the previous patient’s response using Dixon’s up-
and-down method with an interval of 0.25 μg/kg. Sedation scale was assessed by the modified 
Observer Assessment of Alertness and Sedation Scale (MOASS) before the dexmedetomidine 
administration, and every 5 minutes after IN DEX was completed. After the patient’s MOAAS 
score reached 3 or 4, the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was allowed to perform. Recovery and 
discharge were evaluated by Aldrete score scale after the procedure was completed. Vital signs 
were recorded every 5-min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sedation. 
Results Results: With Dixon’s up-and-down method, ED50 of IN DEX was 1.63±0.16 μg/kg for the 
1-6 months age group, 1.66±0.09 μg/kg for the 7-12 months age group , 1.96±0.21 μg/kg for the 
13-36 months age group, respectively. With probit regression, the value of ED5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and ED9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IN DEX were 1.72(1.45-1.91) and 2.12(1.92-
3.52)μg/kg for the 1-6 months age group, 1.76(1.58-1.91) and 2.05(1.90-2.85)μg/kg for the 7-12 
months age group, 2.06(1.65-2.47) and 2.66(2.34-6.88) μg/kg for the children > 1 year old. 
Conclusions Single-dose of IN DEX was an effective agent for pediatric patients who need 
sedation undergoing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he ED50/ED95 of IN DEX were increased 
with age, appropriate reduction in the dose of IN DEX can reduce the duration of sedation. 
 
 
 
 
 
 
PU-2599 

《CBL 与 PBL 教学模式在三甲综合医院 
儿科教学模式中的应用探索》 

 
陶永琳,许春娣,高深甚,杨媛艳,于意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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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为了提高儿科学教学的效率,为医学界培养出优秀的儿科学人才,本文对 CBL 与 PBL 教学模式

在综合医院儿科教学模式应用展开了研究 
方法 本文对 CBL 教学法与 PBL 教学法进行了文献论述,阐述两种教学方法在儿科教学中不同的运

用 
结果  CBL 与 PBL 教学模式在综合医院儿科的教学过程中的运用提高了教学质量. 
结论 CBL 与 PBL 教学模式在儿科学教学中提高了效率,弥补原有的教学方式的不足. 
 
 
PU-2600 

PBL 结合 CBL､ TBL 在儿科学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钟小明,罗开源,王华彬,饶兴愉,廖红群,张明海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研究 PBL 结合 CBL､ TBL 教学法在儿科学临床实习教学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将 80 名临床本科实习学生分成两组,对照组 40 名学生采用传统的 PBL 教学法进行临床教

学;实验组 40 名学生采用 PBL 结合 CBL､ TBL 教学法进行临床教学。两组学生在实习结束后参加

理论与操作考核,调查带教老师对实习生的评价及学生对临床实习的兴趣､ 积极性和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学生操作成绩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P<0.05);带教老师对实验组学生综合评

价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P<0.05);实验组学生对临床实习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有

显著差异(P<0.05)。 
结论 PBL 结合 CBL､ TBL 教学法在儿科临床实习中起积极作用,可提高实习学生临床操作技能水平

和实习满意度。 
 
 
PU-2601 

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儿科学科发展问题研究 
 

高深甚
1,5,2,李噗

3,杨媛艳
4,陈烨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ISCTE Lisbon University Institute, Portugal(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科实验室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内科 
5.南方医科大学与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学合作举办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博士学位教育项目 

 
 
目的 探讨综合医院儿科和儿童专科医院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探索解决方案提供参考建议。 
方法 自制《儿科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调查表》,对 2013 年辖区内儿童专科医院和具有儿科诊室的综

合医院进行现况调查。 
结果 一般综合医院的儿科床位数:50-60 张左右,不及儿童专科医院床位总数的 1/6;综合医院儿科专

业执业(助理)医师占辖区内儿科专业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 17.95%显著低于儿童专科医院的

75.38%;临床综合医院儿科日均门诊接诊量为 200-300 人/日远低于专科医院的 2000 人/次;儿童专

科医院医生日均负担诊疗人次为 13.13 人次,年均 101.27 人次,远高于综合医院的 8.46 人次､ 87.27
人次;综合医院儿科医生平均年龄高于儿童专科医院儿科医生;综合医院儿科医护比平均:1:1.03,儿童

医院为 1:1.32;5 家综合医院 2013 年财政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10.24%,儿童

专科医院比例为 8.30%。 
结论 综合医院儿科和儿童专科医院在发展中普遍存在儿科专业人员配置较少,年龄结构不合理,工作

负担重,政府投入较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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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02 

经眼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在小婴儿中的应用 
 

姜华,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评估经眼动脉灌注化疗(IAC)治疗小婴儿(年龄≤6 个月)视网膜母细胞瘤(RB)的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 21 例(24 只患眼)小婴儿视网膜母细胞瘤

患儿行 IAC 治疗的临床资料,评估 IAC 术后保眼率以及术中射线曝光时间和剂量对患儿的影响。 
结果 70 次眼动脉插管中,69 次成功插至眼动脉,技术成功率为 98.6%。患儿 IAC 次数 2~4 次,平均

3.3 次。术后,17 只眼肿瘤 后钙化或形成瘢痕,总体保眼率为 70.8%。术后不良反应包括眼睑肿胀

(8 例,33%)､ 眼动脉痉挛(1 例,4.2%)､ 骨髓抑制(9 例,37.5%,I-IV 度)。单次术中患儿接受平均照射

时间(6.3±1.2)min､ 平均照射剂量(51.9 ±9.2) mGy。单人术中平均累计照射时间为(19.2±0.9)min､
平均累计照射剂量(157.3±13.1) mGy。 
结论  IAC 治疗小婴儿 RB 患儿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且 IAC 术中的放射剂量低于引起晶状

体组织反应的吸收剂量阈值,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PU-2603 

Selective Ophthalmic Arterial Injection Therapy for 
Refractory Retinoblastoma: A Two-Year Single-Center 

Study in China 
 

jiang hua,Zhang Jing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2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mplications of using selective ophthalmic arterial 
injection (SOAI) therapy for advanced refractory retinoblastoma (RB) in a large single-center 
cohort.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study,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rents of the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3 to April 2015, 
84 eyes of  6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refractory RB who received SOAI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se patients failed to respond adequately to a standard systemic 
chemotherapy (i.e. carboplatin, vincristine and etoposide) with or without local therapy. Clinical 
outcomes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se patients were reviewed. 
Results All of the patients received SOAI of melphalan (5-7.5 mg) combined with topotecan (1 
mg). There were 36 eyes in Group D and 48 eyes in Group E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Retinoblastoma. Each eye received between two and four SOAI treatment cycles. 
The mean follow-up period was 14.2 months after final SOAI (ranging from 3 to 28 months). The 
rate of eye preservation was 41.67% in Group D and 20.83% in Group E of this study. Short-term 
ocular adverse events included eyelid oedema (n = 12, 14.29%), bulbar conjunctiva congestion (n 
= 25, 29.76%) and excessive tearing (n = 10, 11.90%). Long-term complications included vitreous 
hemorrhage (n = 7, 8%), subretinal haemorrhage (n = 9, 11%), retinal vasculopathy (n = 6, 7%), 
and ophthalmic artery spasm with reperfusion (n = 11, 13%). Fever occurred after SOAI in 14 
patients; transient vomiting occurred in 17 patients; and transient myelosuppression occurred in 
eigh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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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OAI can effectively save eyes of group D retinoblastoma that have failed systemic 
chemotherapy and are destined for enucleation. But for group E it should be cautioned. The 
ocular and systemic toxicity of SOAI is within tolerance. 
 
 
PU-2604 

“针尖消失法”——超声引导新生儿桡动脉穿刺置管的新方法 
 

李上莹莹,刘立飞,谭延哲,王寿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针尖消失法”超声引导新生儿桡动脉穿刺置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将由两名儿科麻醉医师确认需实施动脉穿刺置管的 60 名新生儿,随机分成两组:“针尖消失法”组
和脉搏触摸法组,每组 30 例。穿刺前用超声对患儿动脉直径及深度进行测量。“针尖消失法”组采用

“针尖消失法”超声引导行桡动脉穿刺置管;脉搏触摸法组采用传统脉搏触摸行桡动脉穿刺置管。记录

两组患儿的年龄､ 性别､ 体重,桡动脉穿刺置管的一次成功率､ 总成功率､ 一次穿刺成功时间､ 总

的穿刺成功时间,有无血肿､ 血栓､ 假性动脉瘤形成等并发症。 
结果 共 60 名新生儿纳入研究,每组 30 例。两组患儿一般资料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间穿刺前无创血压､ 动脉直径和动脉深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针尖消

失法”组穿刺时间为 91.38±55.404s,第一次成功率为 40%和总成功率为 96.7%,有 1 例穿刺失败,改
为无创血压监测;脉搏触摸组穿刺时间为 284.67±153.607s,第一次成功率为 10%,总成功率为 60%,
有 12 例穿刺失败改为无创血压监测。两组相比穿刺时间､ 第一次成功率和总成功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均未发生穿刺后出血､ 血栓､ 假性动脉瘤形成。“针尖消失法”组 1 例患

儿出现穿刺部位血肿,脉搏触摸组 8 例患儿出现穿刺部位血肿,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6)。 
结论 在新生儿桡动脉穿刺置管术中,“针尖消失法”超声引导桡动脉穿刺置管与脉搏定位法相比穿刺

成功率高､ 耗时短､ 并发症少,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PU-2605 

胚胎期宫内移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显性脊柱裂胎鼠脊髓

STAT3 表达影响的研究 
 

姜明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本研究利用致畸药物维甲酸(RA)建立显性脊柱裂胎鼠模型,利用显微外科注射技术对胎鼠进行

干细胞移植治疗,观察移植 MSCs 前后胎鼠脊髓组织中 STAT3 表达情况,证实移植干细胞对显性脊

柱裂胎鼠的治疗作用以及 STAT3 在移植治疗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方法 提取 50 例致畸胎鼠的脊髓组织 mRNA,用 Real-time PCR 法检测各组 STAT3 mRNA 表达情

况。 
结果 畸形组脊髓组织中 STAT3mRNA 的表达水平低于维甲酸无畸形组,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明在显性脊柱裂畸形组中 STAT3 表达明显下降;而畸形移植组脊髓组织中 STAT3mRNA 表达水

平高于畸形组和畸形空白移植组,且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 MSCs 移植治疗后,胎鼠脊髓中

STAT3 表达明显增加;而维甲酸无畸形移植组胎鼠脊髓组织中 STAT3 mRNA 表达水平与给药无畸

形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更进一步证实了通过干细胞移植治疗对维甲酸无畸形胎鼠无治疗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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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TAT3 可能与先天性显性脊柱裂畸形的发病机制有关;在 MSCs 移植治疗先天性脊柱裂畸形过

程中可能通过上调 STAT3 mRNA 的表达而 终达到治疗的目的。 
 
 
PU-2606 

介入联合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儿童丛状血管瘤 
 

刘珍银,夏杰军,姜华,蒋贻洲,徐文婵,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经动脉栓塞化疗术联合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儿童丛状血管瘤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8 月我科收治的 15 例临床诊断为丛状血管瘤患儿临床资料,
其中 12 例行动脉栓塞化疗术联合口服强的松治疗,评估临床症状､ 疗效及术后并发症。疗效分为治

愈､ 基本治愈,缓解和无缓解。随访时间为 6~36 个月。 
结果 (1)12 例纳入本项研究,其中男 6 人,女 6 人,平均年龄 1.8±3.1 岁,共行介入栓塞化疗 17 次,平均

1.41 次/例。(2)临床表现:病灶单发 11 例,1 例患儿存在 2 个病灶;病灶位于下肢 4 例,头颈颌面部 4
例,上肢 2 例,胸背部 2 例。病灶大小为 3cm×3cm~10cm×15cm。病灶呈暗红色或紫红色的斑块,表
面可触及多发小结节样物,质地稍韧;12 例患儿病灶皮温增高(100%),8 例伴病灶触痛(66.7%),5 例出

现病灶处多毛､ 多汗(41.7%),瘙痒不适 3 例(25%)。(3)治愈 1 例(8.3%),基本治愈 8 例(66.7%),缓解

3 例(25%),无缓解 0 例,有效率 100%。(4)并发症:12 例患儿术后病灶均出现红肿伴疼痛,1~2 周后症

状缓解;6 例(50%)患儿出现不同程度口服糖皮质激素后副反应,未出现严重并发症。 
结论 经动脉栓塞化疗联合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丛状血管瘤安全性好,可改善患儿临床症状,使肿瘤缩

小,降低瘤体表面温度,减少患儿疼痛。 
 
 
PU-2607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中人冠状病毒感染的多中心研究 
 

陈丽
1,朱云

1,谢正德
1,徐保平

1,李昌崇
2,曹玲

3,尚云晓
4,符州

5,周云连
6,鲍一笑

7,邓力
8,陈爱欢

9,刘春艳
1,殷菊

1,申
昆玲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首都儿科研究所 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5.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6.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7.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8.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9.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中人冠状病毒(HCoVs)的感染状况。 
方法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依托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从华北､ 东北､ 西北

､ 华东､ 华南､ 西南的 13 家儿科医院采集诊断为 CAP 的患儿的鼻咽抽吸物(NPAs)或咽拭子,应用

Luminex 公司的液相悬浮芯片技术筛查标本中的 18 种呼吸道病毒核酸(包括 HCoV-OC43, HCoV-
HKU1, HCoV-229E, HCoV-NL63 四种人冠状病毒),并分析 HCoVs 阳性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和重症

肺炎及并发症。 
结果 共纳入 3047 例 CAP 患儿并采集相应的的 NPAs 或咽拭子样本,男性 1835 例(60.22%),女性

1212 例(39.78%);其中 0-1 岁年龄组 861 例,1-3 岁年龄组 950 例,3-6 岁年龄组 697 例,>6 岁年龄组

539 例。(1)病毒总检出率为 52.94% (1613/3047),HCoVs 的检测率为 2.53%(77/3047),包括 42 例

OC43､ 15 例 229E､ 5 例 NL63 和 17 例 HKU1;其中 HCoV-OC43 检出率 高,为 
1.38%(42/3047);(2)77 例 HCoVs 阳性病例中,男性 45 例,女性 32 例;(3)2015 年北方地区春季

HCoVs 检出率为 4.92%(16/325)､ 夏季为 4.27%(14/328)､ 秋季为 1.40%(5/357)和冬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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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221);南方地区春季检出率为 3.56%(19/534)､ 夏季为 0.57%(2/353)､ 秋季为

2.50%(5/200)和冬季为 1.56%(2/128)。(4)0-1 岁年龄组､ 1-3 岁年龄组､ 3-6 岁年龄组和>6 岁年龄

组的 HCoVs 检出率分别为 3.48%(30/861),2.52%(24/950),2.58%(18/697)和 1.11%(6/539),四个年

龄组间检出率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809,P=0.032)。(5)各地区 HCoVs 检出率 高的年龄组

为:华北地区的 0-1 岁组(3.89%,7/180),西北地区的 0-1 岁组(12.50%,3/24),东北地区的 0-1 岁组

(3.17%,2/63),华东地区的 1-3 岁组(2.74%,9/328),西南地区的 0-1 岁组(4.65%,12/258)和华南地区

的 0-1 岁组(2.00%,1/50)。(6)8 例 HCoVs 阳性的重症肺炎患儿中,6 例为 HCoVs 单纯感染,其中 3
例伴有胸腔积液的,2 例并发急性呼吸衰竭。 
结论 HCoVs 是儿童 CAP 的重要病毒病原之一,HCoV-OC43 为主要型别; <3 岁的婴幼儿为

HCoVs 感染的高发人群;HCoVs 感染可致重症肺炎,发生严重并发症。 
 
 
PU-2608 

Familial Mediterranean fever in Chinese children: 
Demographic, clinical, laboratory, and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Li Ji,Zhang Yan,Wang Wei,Zhong Linqing,Song Hongme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730 100730 

 
 
Objective To unveil the demographic, clinical, laboratory, and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ial 
Mediterranean fever (FMF) in Chinese children. 
Methods The demographic, clinical, laboratory, and genetic data of 25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FMF according to the Tel Hashomer diagnostic criteria at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rom June 2013 to June 2016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ere 9 boys and 13 girls. Mean age of onset was 3.92 ± 3.27 years (range, 2 
months to 10.00 years). Mean age of diagnosis was3.31 ± 2.58 years (range, 1-10 years). Seven 
children were found to have physical retardation. Twenty-one patients were clinically diagnosed 
with FMF. Fever (n = 20) was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symptom, followed by arthritis (n = 11), 
lymph node enlargement (n = 8), rash (n = 7), splenomegaly (n = 3), hepatomegaly (n = 3), oral 
ulcer (n = 2), parotiditis (n = 1), otitis media (n = 1), xeroma (n = 1). No amyloidosis occurred. The 
majority of children had elevated C-reactive protein (n = 13)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n 
= 14).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hildren had positive fecal occult blood tests, decreased albumin, 
and varying degrees of anemia. Ten out of 22 (42.86%) children were genetically diagnosed with 
FMF. A total of eight known MEFV gene mutations were found, and E148Q (n = 6) was most 
frequently detected, followed by L110P (n = 5), P369S (n = 4), R408Q (n = 4), R202Q (n = 3), 
IVS8 + 8C> T (n = 2), F636Y (n = 1), and G304R (n = 1). Only one patient had homozygous 
mutation (E148Q), and the remaining nine patients had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for report to date the largest popul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FMF. 
Unlike FMF patients of Mediterranean origin, Chinese children patients have fewer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with E148Q and L110P being the most common MEFV mutations. In 
additio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hinese children develop physical retardation. 
 
PU-2609 

浅谈“微时代”的临床护理移动教学经验 
 

吴娟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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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将对“微时代”的临床护理教学经验进行总结,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知识的积极态度,促使学生

整体素质的全面和谐发展,加强学生与教师之间对学习问题的沟通及指导,提高护理教学的教学质量,
探索移动教学的可行性及实用性。 
方法 2.2 辅助教学形式 
2.2.1 知识点提前预习   带教老师在讲课前可采用图文､ 语音､ 视频等形式,以合理的方式将所学内

容的要点提示､ 内容的补充和拓展､ 重点和难点剖析通过微信推送给学生[3] 。学生则通过推送内容

初步了解即将学习的内容,明确学习目标和任务,以提高在课堂学习的质量。 
2.2.2 课后复习  带教老师在课后通过微信向学生推送相关内容方便学生进行课后复习,推送的内容

包括知识点的巩固､ 难点的提示､ 相关操作的图片和视频回放及课后作业等。 
2.2.3 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实时消息功能与老师进行互动交流,使护

生的疑难问题得到解决。同时教师在分析学生问题后明确归类学生在学习中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改

变推送的方式及内容。 
结果  3.1 增加学生共同学习的机会  在传统的实践教学基础上,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微信”护理教学,
弥补了传统教学不足,能够突破护理教学中的时空限制,解决了临床带教老师在小讲课上没有时间延

伸和扩展所讲知识的困难,让护生能微信学习到更多典型病例护理知识[4]。同时,每个学生都能得到

同样的､ 完整的学习资料,使带教体系更加完善,保证了护生的实习质量 [5]。 

3.2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将科室相关理论知识､ 护理操作分别以文字､ 图片､ 视频方式通过微信上传,
供学生自主学习和讨论,实现了以学生为主导的合作型教学,激发了护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3.3 师生随时沟通 让学生有归属感  针对护生实习中的心理压力,带教老师要重视与学生沟通,良好

的师生沟通是临床护理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6]。而微信为师生间沟通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护生可以通

过微信向带教老师倾诉自己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带教老师也可通过微信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与心理

动态。通过师生间积极的互动和教学反馈,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结论  “微时代”的移动学习,给教师的教学､ 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也得到了师生的共同认

可。让微信及微信公众平台辅助教学能在护理教育领域当中起到更多的作用是当前广大护理教育工

作者都应该提起足够重视的话题。护理教育工作者应当努力提升自己的素质水平,适当借用科技力

量帮助,才能推动我国教育系统又快又好的发展。 
 
 
PU-2610 

花粉症患者在季节发作期外周血 Th17/调节性 T 细胞 
平衡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苗青,向莉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花粉症患者在发作期和非发作期外周血 Th17/调节性 T 细胞平衡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纳入 13 例花粉症患者､ 10 例尘螨过敏哮喘患者以及 10 例健康儿童,分别在发作期和非发作期

采用流式细胞术方法检测外周血 Th17/调节性 T 细胞平衡变化,ELISA 方法检测血清中 IL-17､ IL-10
和 TGF-β 水平 
结果  (1)在发作期内,花粉症组外周血 Th17 细胞[(3.4±2.4)%]显著性高于尘螨过敏哮喘组

[(2.1±1.6)%]､ 健康对照组[(0.5±0.3)%](P 均<0.5);花粉症组[(2.1±1.3)%]､ 尘螨过敏哮喘组

[(3.6±1.9)%]外周血 Treg 细胞水平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5.5±2.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在非发作期,花粉症组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3.0±1.9)% vs (3.4±2.4)%,P<0.5]､
Th17/Treg 比例[(1.4±1.0) vs(1.7±1.5), P<0.05]均降低,而 Treg 水平升高[(2.4±1.6)% vs 
(2.1±1.3)%,P<0.05]。未观察到尘螨过敏哮喘组患者在非发作期外周血 Th17 细胞､ Treg 以及

Th17/Treg 比例发生变化。(2)相关性分析:发作期内花粉症组外周血 Th17/Treg 比例与 FeNO 水平

(r=0.321,P<0.05)､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亦存在正相关关系(r=0.19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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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花粉症患者在发作期内存在 Th17/调节性细胞免疫失衡的病理状态,这可能是导致其患者临床

症状急性发作的重要机制之一。 
 
 
PU-2611 

Genetic Variation of Fusion Protein of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from Children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hen Xiangpeng1,Zhu Yun1,Guo Jiayun1,Liu Chunyan1,Ai Junhong1,Xu Lili1,Hao Xiaojing2,Sun Suzhen2,Xu 
Baoping1,Shen Kunling1,Xie Zhengde1 

1.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Children’s Hospital of Hebei Province 

 
 
Objective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is mostly reported as an important pathogen of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especially 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LRTI), in infants. The 
RSV fusion protein is an important transmembrane glycoprotein associated with virus infection 
and immunity, which can be useful as a vaccine candidate. To clarify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genic sites variation in F protein of the prevalent genotypes in our countr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550 RSV positive samples from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 from 9 provinces between November 2014 and 
December 2016. 
Methods The complete F protein gene and partial G gene of RSV was amplified by RT-PCR and 
sequenced. The phylogeneti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by MEGA5.03 program. The identity 
matrices and genetic sites variation were determined with Bioedit software. 
Results Complete F protein genes and partial G protein genes were gained from 258 samples, 
which contained 189 RSV A and 69 RSV B. Phylogenetic analyses based on partial G gene 
revealed that ON1 and BA11 were the main subgenotypes in China, which accounted for 93.2% 
and 97.8% of RSV A and B, respectively. The F protein gene sequence is highly conserved, while 
all the complete F gene sequenc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hich corresponded to the 
grouping based on the G genes. Pairwise nucleotide (amino acid) sequences identities were 
98.7%~100% (98.4%~100%) among 189 subtype A, 98.8%~100% (98.4%~100%) among 69 
subtype B, and 81.3%~82.4% (88.6%~90.7%) between groups A and B,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15 and 9 significant amino acid changes at group A and B corresponded to their prototype, 
respectively; however, 46 amino acid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Variations 
at antigenic site ? were observed in amino residues 172(L→Q), 173(S→L), 213 (R→S). No more 
mutation was found on the antigenic sitesⅠ､ Ⅳ､ Ⅴand Ⅵ except the 276 (N→S) on 
palivizumab binding site of antigenic sites Ⅱ. Mutation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human 
histocompatibility leukocyte antigen (HLA)-restricted CTL epitopes. 
Conclusions   The nucleotide and amino acid of RSV F protein, especially, in the antigenic sites 
area, were highly conserved except limited genetic variations.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at F 
protein remains the potential candida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ccine and drug. 
 
 
 
PU-2612 

32 例高铅血症及铅中毒患儿的临床分析 
 

张晓威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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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随着工业的发展,铅污染已被公认为较严重的环境污染物之一,铅污染在儿童生活环境中也很常

见。铅中毒对儿童身体及正在发育的大脑神经具有毒害作用,影响智力发育,损害身体健康,为查找引

起儿童高铅血症的原因,有效减少铅暴露对儿童健康的危害,我们对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

我院检测出的 32 例高铅血症及铅中毒患儿进行了调查,分析及随诊,总结了除环境原因之外的导致儿

童血铅水平升高的几种原因,为临床提供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对提高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法开展血铅检测,收集我院从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检测出的 32 例高

铅血症患儿信息,登记并及时通知患者家属带患儿来我院再次重新抽取静脉血复查,并将再次复查的

同一份标本与某外检实验室比对检测,确认为高铅血症或铅中毒,调查原因,定期随访,并做单因素统

计。 
结果 通过单因素统计分析,总结出几种除环境原因之外的导致儿童血铅水平升高的常见原因,发现

14 例婴幼儿因使用过治疗湿疹的含铅外用药“红丹粉”或“黄丹粉”而引起高铅血症,甚至铅中毒。 
结论 区域内的生活环境､ 生活习惯､ 含铅外用药及不明成份的口服药物都可能引起儿童高铅血症

或铅中毒,治疗湿疹的外用药“红丹粉”或“黄丹粉”可以引起婴幼儿铅中毒。血铅检测的普遍筛查､ 高

度重视及广泛宣传引起高铅血症铅或铅中毒的各种因素,普及健康教育对区域内儿童铅暴露的控制

及提高生儿童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PU-2613 

CASC15 基因多态性与神经母细胞瘤的易感性研究 
 

贺静,张锐忠,杨天佑,邹焱,夏慧敏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神经母细胞瘤是主要发生在儿童交感神经系统的致死性疾病,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我们以前

的研究中证实 CASC15 基因三个全基因组关联研究鉴定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rs6939340A>G,rs4712653 T>C 和 rs9295536 C>A)与广东人群神经细胞瘤易感性显著相关。为了

进一步探究这三个 SNP 位点对中国其他地区人群神经细胞瘤易感性的贡献,我们开展了两中心的研

究。 
方法 我们新纳入了 118 例神经母细胞瘤患者以及 281 例对照,采用 Taqman 探针法对以上三个位点

进行基因分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OR)及相应的 95%置信区间

(CI)。 
结果 在河南人群中,我们仅发现 rs6939340 G>A 的多态性改变与神经母细胞瘤的发病风险显著相

关 (AA vs. GG: OR=0.47, 95% CI=0.23-0.98)。而在合并了河南以及广东人群之后的 373 例患者以

及 812 例对照中,我们发现所选取的三个位点均与神经母细胞瘤的发病风险相关,rs6939340 G>A 
(AG vs. GG: OR=0.58, 95% CI=0.44-0.75; AA vs. GG: OR=0.50, 95% CI=0.32-0.78; AG/AA vs. 
GG: OR=0.56, 95% CI=0.44-0.72; AA vs. GG/AG: OR=0.64, 95% CI=0.42-0.99),在另外两个位点,
我们观察到类似结果。 
结论 CASC15 基因多态性可以显著改变神经母细胞瘤的发病风险,该结论有待在更大样本人群中进

行验证。 
 
 
 
PU-2614 

掌上盛京医院 APP 智能平台在儿内科门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富妍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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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掌上盛京医院 APP 智能平台联系医生､ 护士､ 患者､ 医院,能够实现挂号､ 排队､ 缴费､

支付､ 查询报告单､ 了解疾病小常识､ 急救知识､ 护理知识､ 院后随访等一些强大的功能。 
方法 通过微信识别二维码下载安装掌上盛京医院 APP,在“掌上盛京医院”上查看医院简介､ 医院导

航､ 就医指南､ 医生介绍､ 网上挂号(按时间､ 按医生);支持预约挂号､ 当日挂号,号满有提示,手机

在线缴费,推送化验单,手机查看检查报告,实现院后随访。 
结果 塑造了良好的健康传播知识､ 增强交流互动､ 传递正能量,提高了护理质量和工作效能,提高患

者有效就诊时间,减少候诊时间,减轻了门诊的拥挤与噪音,提高患者就医的满意度,医院和患者获得了

双赢。 
结论 掌上盛京医院 APP 智能平台为医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可以增强医院的凝聚力,形成医院的发

展合力,对外可以帮助医院提升知名度,增强医院的竞争力,为患者顺利､ 及时就诊提供了方便,提升了

门诊护理工作效率和质量,树立了门诊的窗口形象,增强了医院的社会影响力,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

了 大限度地发挥,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实现了“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PU-2615 

Etiolog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tracted or 
recurrent pneumonia with airway malacia in children 

 
wang yuqing,Hao Chuang-li,JI Wei,Chen Zheng-rong,Zhang Xin-xin,Gu Wen-jing 

Children&amp;#39;s hospital Soochow University 10021433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tiology of protracted or recurrent pneumonia in children with airway 
malacia.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428 protracted or recurrent 
pneumonia patient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bronchoscopy,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samples 
were processed for microbiological assessment. 
Results 428 cases reviewed, 60 were found to have airway malacia. Pathogens were identified in 
44 of the 60 specimens (73.3%), with 32 being single-pathogen infection,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 was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20%). Mixed-pathogen infections were observed 
in 12 patients. Airway malacia patients were younger than those without malacia (10.5 vs 50 
months, respectively; P < .001).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airways malacia, wheezing, 
cyanosis and admission to the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were more common in children with 
airway malacia and their hospital stay was longer . 
Conclusions RSV was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 of protracted or recurrent pneumonia 
patients with airway malacia. Airway malacia was found to aggravate infectious pneumonia. 
 
 
 
 
 
 
 
 
 
PU-2616 

Altered gut microbiome composition in children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after ketogenic diet 

 
Zhang YunJian,Wang Yi,Zhou Shuizhen,Zhou Yuanfeng,Yu Life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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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children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after ketogenic diet (KD) therapy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biomarkers that may be related to clinical efficacy. 
Methods We prospectively analyzed 20 patients treated with KD. Clinical efficacy and laboratory 
tests were evaluated prior to and 6 months after therapy. Fecal specimens were obtained from 
these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KD therapy. V3-V4 regions of 16SrDNA of all bacteria were 
sequenced using Illumina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technique. We screened the possible flora 
associated with efficacy of the KD. 
Results 1.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A total of 20 patients (14 males, 6 females)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were treated with the KD in 
our hospital. The median ages at initiation of the KD were 4.2 years. At 6 months of treatment, 10 
patients were responsive and other had < 50% seizure reduc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efficacy of KD treatment and age, sex, number of antiepileptic drugs, 
BMI index or laboratory tests. 
2.Species classification and abundance analysis 
Species with higher proportion of abundance before KD therapy were Firmicutes (46.5%), 
Bacteroidetes (42.2%), Proteobacteria (6.9%) and Actinobacteria (1.6%), while Bacteroidetes 
(63.9%), Firmicutes (28.6%), Proteobacteria (5.0%) and Actinobacteria (0.3%) in patients after 
KD. Significant decreases were detected in Firmicutes and Actinobacteria while proportions of 
Bacteroidetes and Proteobacteria in respon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responsive 
patients after KD therapy. 
3.Species diversity analysis 
KD lead to reduction of the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UniFrac heatmap, PCoA, NMDS and 
UPGM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pecies composi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4.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alysis 
LDA EffectSiz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edominant bacteria were Bacteroidetes and 
Bacteroides after KD therapy. We also observed that Clostridiales, Ruminococcaceae, 
Rikenellaceae, Lachnospiraceae and Alistipes were enriched in the non-responsive group. 
Conclusions The ketogenic diet can reduce the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intestinal flora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of the gut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efficacy after 
ketogenic diet. Alterations of specific gut flora may improve the KD efficacy 
 
 
PU-2617 

幼年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肺间质病变临床､ CT 比较分析 
 

许瑛杰 
首都儿科研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00 

 
 
目的 研究幼年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JDM-PM)肺间质病变(ILD)的临床特征和肺 CT 改变,探讨 CT 在

儿童 ILD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符合 JDM-PM 诊断标准的患儿,记录临床症状､ 体

征和辅助检查结果(包括肺部 CT 检查),治疗效果,并进行随访,时间为 6 月-2 年,总结 JDM-PM 的肺间

质病变的临床情况,及临床､ CT 比较分析。 
结果 47 例 JDM-PM,肺质改变 24 例(51.1%),肺炎 4 例(8.5%),正常 19 例(40.4%)。24 例中肺部小叶

间隔增厚 14 例(29.8%);条索影 2 例(4.3%);小叶中心阴影增多 2 例(4.3%);小结节影､ 磨玻璃､ 支气

管壁增厚､ 广泛间质､ 胸膜增厚､ 肺纹理粗乱各 1 例(2.1%)。其中 3 例典型病例出现呼吸衰竭,余
21 例无咳嗽､ 呼吸困难等临床表现,体格检查也未发现阳性体征。除 3 例出现呼吸衰竭病例外,所有

患儿接受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后,JDM-PM 病情缓解,未出现呼吸系统症状､ 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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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JDM-PM 出现 ILD,无临床症状的轻症患儿较多,突然出现呼吸困难的重症患儿较少,因此需要肺

部 CT 早期发现 ILD,指导治疗。 
 
 
PU-2618 

儿科医护人员对临床研究伦理审核的看法和需求 
 

向希盈
1,黑明燕

1,高翔羽
2,刘玲

3,欧阳志翠
1,林振浪

4,5 
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2.东南大学附属徐州医院 

3.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4.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温州育婴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儿科医护人员对临床研究伦理审核申报的看法和需求。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 所在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信息以及对伦理审批的需求共 3 各方面 23 个问题。应用百度在线调查服务器制作在线点击的

网络问卷,设定调查样本量为 200,由参与调查者采用匿名､ 自愿完成在线调查问卷并点击回复。采

用 IBM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 198 份(有效完成率 99%)。参与本问卷调查研究的医务人员较均等地分布在

新生儿科､ 普儿科､ 儿童保健科等领域,且多数有主持科研课题和 IRB 申报经历。多数儿科医护人

员对临床研究需要通过 IRB 审批有一定的认识,但对所在医院 IRB 所取得的资质情况了解甚少,儿科

医护人员对 IRB 需求 高的方面是需要伦理专家的咨询服务､ 对研究对象补偿界定的难度很大､ 需

要定期获得 IRB 申报审批辅导。 
结论 儿科医护人员对 IRB 有一定了解,对 IRB 的专业服务和培训有较迫切的要求,研究结果可作为

IRB 针对儿科医生开展临床服务和 IRB 培训的临床依据。 
 
 
PU-2619 

shank3b knockout zebrafish display core symptom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hypoactivity and decreased 

neuron density and synaptic proteins 
 

Liu Chunxue,Li Chunyang,Hu Chunchun,Wang Yi,Lin Jia,Li Qiang,Xu Xiu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Recent human genetic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highly association between 
SHANK3 deficiency/mutation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a heritable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models of ASD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its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for designing effectiv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Here, we use the zebrafish (Danio rerio), with its abundant reproduction capacity, 
rapid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and optical transparency, as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studying 
SHANK3 mu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SD. 
Methods We applied the CRISPR/Cas9 technology to knockout shank3 (shank3-/-) to better 
mimic the loss-of-function status that would exist in the developing human embryo. We then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orphological measurements and behavioral tests to detect the 
phenotypes of shank3 deletion. At last, we analyzed possible mechanisms of neuron numbers 
and synaptophysin proteins. We chose a Huc: RFP transgene line that is broadly expressed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uring embryonic development as the target integration site. The RFP 
transgene allows the direct visualization of neurons dis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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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Both shank3+/- and shank3-/- zebrafish displayed altered brain morphologies that were 
suggestive of developmental delay at a very early stage (1dpf), including reduced head, eyes, 
and trunk sizes; less melanin; a curved tail and malformed mid/hindbrains. It was noteworthy that 
the brain sizes of adult shank3-/- zebrafish were larger than that of shank3+/+ and shank3+/-. While 
the brain weights of shank3-/- were similar to WT and heterozygous zebrafish. What’s more, 
shank3-/- displayed characteristic ASD-like behaviors, including social deficits (reduced social 
interactions, reduced time spent near conspecifics and loose schools), and repetitive/stereotyped 
behaviors. In addition, they also displayed reduced locomotor activity both in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as well as a lack of awareness of safety and/or danger. Some possible mechanisms 
underlying morphological change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neuron density in 
shank3-/- fish,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neurons of shank3-/- fish were largely damaged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We then further analyzed the synaptic change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dysfunctional neurons and found that synaptic proteins of brains were markedly decreased in 
shank3-/- fish compared with WT fish (36% of WT). 
Conclusions For the first time, w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a shank3-/- zebrafish model that 
displays multiple ASD-associate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core symptoms of 
reduce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repetitive behaviors. Since there are currently no reliable drug 
treatments for ASD and SHANK3 defects, our shank3-/- zebrafish model will be valuable not only 
for providing a more detailed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etiology and mechanism of ASD but also for 
providing an important tool for drug scree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therapies. 
 
 
PU-2620 

在核心家系中探索开放性脊柱裂的遗传因素 
 

翁凯
1,陈伟

1,Joanna Schneider2,彭小芳
1,张展

1,Angela M. Kaindl2,李方成
1,胡昊

1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 
 

 
目的 脊柱裂是发病率 高的先天性疾病之一,全球发病率约 0.1%,仅次于先天性心脏病。与此不相

符的是脊柱裂远少于很多其它高发以及罕见遗传病的研究活动和成果,尽管前人的研究表明脊柱裂

有很强的遗传因素(可高达 60~70%),并且往往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和生育。之前基于动物模型的研

究已经找到了约 300 个脊柱裂相关基因,但其中可在病人中重复的结论屈指可数,而且大部分基因都

只和严重但不多见的脊柱裂亚型有关。为了探究 常见亚型的遗传因素,从而有利于大部分病人更

好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我们目前已经收集了 43 例开放性脊柱裂(约占所有脊柱裂病人的 90%)的核心家系,并对其外周

血细胞的外显子组进行了高通量测序和分析。 
结果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新发变异可能对开放性脊柱裂有贡献,因为人均 1.3 个新发单碱基变异高于

正常人群;这和开放性脊柱裂病人生育能力低下是吻合的。另一方面,部分遗传自双亲的变异也比较

可疑;比如某一位于 X 染色体的基因是另一种严重发育疾病的已知致病基因,但在一个开放性脊柱裂

家系中携带很可能有害的变异,并从杂合状态的母亲遗传给了儿子。 
结论 因此,在这里我们通过对核心家系的外显子组测序和分析为脊柱裂这一常见先天性疾病弥补了

在病人中大规模寻找遗传因素的研究空缺,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候选基因;后续我们还将收集更多家

系样本,通过进一步的下游分析找到更可靠的候选基因。 
 
 
PU-2621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毒病原学多中心研究 
 

朱云
1,刘春艳

1,殷菊
1,徐保平

1,申昆玲
1,谢正德

1,尚云晓
2,曹玲

3,鲍一笑
6,李昌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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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爱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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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3.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5.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6.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7.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8.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目的 初步获得我国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病毒病原谱及其

流行特征。 
方法 014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期间,在全国 13 家儿童医院或综合医院儿科开展多中心研究,纳入

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患儿,采集患儿的呼吸道标本,使用 Luminex 公司的液相悬浮芯片技术进行

18 种呼吸道病毒(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 A 型和 B 型(RSV A 和 RSV B)､ 人鼻病毒/肠道病毒(EV/Rh)
､ 副流感病毒 1-4 型(PIV1-4)､ 甲型流感病毒(Flu A)､ 季节性 H1N1 流感病毒(H1)､ 2009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2009 H1N1)､ H3 亚型流感病毒(H3)､ 乙型流感病毒(Flu B)､ 人腺病毒(HAdV)､
人冠状病毒(HCoV, 包括 229E, OC43, NL63 和 HKU1)､ 人偏肺病毒(HMPV)和人博卡病毒(HBoV))
的筛查,同时收集病人信息和临床资料录入统一电子信息数据库进行分析。 
结果 (1)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共入组病例 3047 例,年龄中位数位 2.17 岁,男性患 1823 例,女
性患儿 1224 例。病毒总阳性率为 55.7% (1698/3047),其中一种病毒感染病例占

69.7%(1184/1698),两种及以上病毒混合感染占 30.3%(514/1698)。(2)<6 月､ 6-12 月､ 1-3 岁､ 3-
6 岁和>6 岁年龄组患儿的病毒阳性率分别为

64.6%(306/474),57.7%(236/409),54.7%(540/988),44.4%(324/729)和 29.0%(159/551),其中<6 月

年龄组儿童的病毒感染率 高。(3)EV/Rh(23.6%)､ RSV(RSV A 和 B)(15.0%)和 PIV(PIV1-
4)(8.95%)是阳性率 高的三种呼吸道病毒。(4)北方和南方 CAP 患儿病毒阳性率分别为

53.2%(755/1419)和 57.9%(943/1628),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研究初步阐明了我国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毒病原谱,EV/Rh, RSV 和 PIV 是 主要的病

毒病原;<6 月龄儿童感染呼吸道病毒的风险 高;北方和南方 CAP 患儿的病毒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应继续加强儿童 CAP 病原学监测,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儿童呼吸道病毒感染防控和诊治,促进儿童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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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min and other indicator in Chinese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enoch- Schönlein purpura prevalence—a 

retrospec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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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HSP) is the most common vasculitis in 
childhood. (Tizard & Hamilton-Ayres, 2008) The epidemiology study of HSP shows its 
incidence is 20.4 per 100 000. (Major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Gardner-Medwin, 
Dolezalova, Cummins, & Southwood, 2002) As a type of rheumatology disease, HSP 
could affect epidermal skin, gastrointestinal and renal system as major morbidity. 
Some studies showed the association of infection history prior to HSP. In general, 
those founded biomarkers are not very specific to HSP diagnosis. Still, according to 
the EULAR/PRINTO/PRES criteria, HSP patients have Palpable purpura, not 
thrombocytopenic/petechiae, and they might have elevated IgA1, especially an 
abnormal glycosylation was observed in HSP nephritis patients or renal involvement. 
Either the histopathology result shows leukocytoclastic vasculitis, or acute arthritis or 
arthralgias in any joint. (Lau, Suzuki, Novak, & Wyatt, 2010; Yang, Yu, & Chiang, 
2014) However, the etiology of HSP is remain unknown. There were a lot of studies 
focusing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SP incidence and gene polymorphism. (He et al., 
2013) There was a vitamin and MTHFR study from Turkey (Emre et al., 2011) 
pediatric patients showed not association between VB12, MTHFR genotype and an 
increase of folic acid (FA) was observed in HSP group. In addition, Turkey 
government has food fortification program that ensure the basic nutrition including FA. 
(Mirmiran, Golzarand, Serra-Majem, & Azizi, 2012) On the contrary, China doesn’t 
have flour nutrition fortification. Such correlation of FA and HSP in Chinese pediatric 
HSP patients is not known yet. This study was trying to establish association 
between folic acid, VB12, and HSP prevalence.  
Methods   We collected 9 types whole blood vitamin level (VA, VC, VD, VE, VB1, VB2, 
VB6, VB9, VB12) from 3,986 patients visited our hospital since Aug 2016 to Apr 2017. 
449 of them were diagnosed as HSP. We selected 882 patients for normal physical 
examination without apparent morbidity as control group. The EULAR/PRINTO/PRES 
diagnosis criteria were used. The patients’ general information is shown in Table 1.  
  
  HSP Control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449 882 3986 
Age (Median in yr) 8 (2-16) 2 (0.2-17) 4 (0-18) 
Gender ratio (M:F) 1.38 1.46 1.69  

Table 1. Patients’ general information 
  
The monitoring method was electrode chemical monitoring (LK3000V, from Tianjin blue label 
electronic Ltd.). Patients’ blood sample (whole blood) was collected after a night fasted before 
any treatment. All monitoring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by the same technician.   
Results We found significantly elevated VB12 level and decrease of FA level in HSP group (Table 
2). No other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result was found in other vitamins. (Data not shown) 
  
   
  Vitamin B12 (pg/ml) Folic Acid (nmol/L) 
HSP group 332.77±104.14 (n=449) 37.71±19.61 (n=449) 
Control 305.12±96.83 (n=882) 43.93±21.12 (n=882) 
Statistic P<0.001 (-38.30, -16.92) P<0.001 (95%CI 3.94, 8.52) 
Table 2. VB12 and FA in HSP and Control group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FA and VB12, we conducted logistic regression for HSP 
prevalence in all 3983 patients. Covariates are Gender, Age, the month patient visited, and 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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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vitamins. The result shows these covariates: Gender, Age, Spring, VD, VB9, VB1, VB2, 
VB12, have influence on predicting HSP prevalence. (R2=0.141) Data shown in Table 3. 
   

Covariates 
  95% CI 
B S.E. Wald df P value OR Lower Upper 

1 Gender -.231 .107 4.662 1 .031 .794 .644 .979 
2 Age .192 .014 188.716 1 .000 1.212 1.179 1.245 
3 Season     7.177 2 .028       
4 Fall .004 .162 .001 1 .981 1.004 .730 1.380 
5 Spring -.465 .176 6.985 1 .008 .628 .445 .887 
6 VA -.041 .068 .360 1 .548 .960 .841 1.097 
7 VB1 .005 .002 6.205 1 .013 1.005 1.001 1.010 
8 VB2 -.057 .024 5.781 1 .016 .944 .901 .989 
9 VB6 -.004 .006 .327 1 .567 .996 .985 1.009 
10 VB9 -.014 .004 13.807 1 .000 .987 .980 .994 
11 VB12 .003 .001 31.001 1 .000 1.003 1.002 1.004 
12 VC .003 .006 .283 1 .594 1.003 .991 1.015 
13 VD .026 .006 21.498 1 .000 1.026 1.015 1.037 
14 VE .015 .035 .169 1 .681 1.015 .947 1.087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for HSP prevalenc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logistics regression model, although VD and VB family 
(except VB6) shows a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HSP prevalence prediction, none of 
their OR is above 1.1 or lower than 0.9, which means they only play a weak role on it. 
The result of age, gender and season shows a higher HSP incidence in male patients, 
in older pediatric patients and during fall/winter. This result fits previous studies on 
HSP epidemiology in general. (Saulsbury, 2002)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that only focus on a group of patient when they entered 
our hospital, a further follow up might be required. Also, there might be some 
association in the covariates such as winter and VD level, these covariates might be 
not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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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ompar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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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dvances in medical and surgical care have contributed to an important increase in 
the survival rate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Survivors often have 
decreased exercise capacity and health-related issues that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capacity in children with acyanotic CHD compared 
to the normal children. 
Methods 40 children average aged 74±12.5 months with a diagnosis of acyanotic CHD as CHD 
group (18 males, 23 females, ASD, VSD, PDA, PS; NYHA: class I), 18 healthy children average 
aged 70±4.1months serving as control group (10 males, 8 female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children were instructed to walk as much as possible along a 30-m long corridor following 
the standards Six-Minute Walk Test (6MWT) proposed by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Statement. 
The 6MWT is a practical simple test but no exercise equipment or advanced training for 
technicians. Walking is an activity performed daily by all but the most severely impaired patients. 
This test measures the distance that a patient can quickly walk on a flat, hard surface in a period 
of 6 minutes It evaluates the global and integrated responses of all the systems involved during 
exercise, including the pulmonary and cardiovascular systems, systemic circulation, peripheral 
circulation, blood, neuromuscular units, and muscle metabolism. It does not provide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each of the different organs and systems 
involved in exercise or the mechanism of exercise limitation, as is possible with maximal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 The self-paced 6MWT assesses the submaximal level of 
functional capacity. Man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most patients do not achieve maximal 
exercise capacity during the 6MWT, instead, they choose their own intensity of exercise and are 
allowed to stop and rest during the test. 
However, because most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re performed at submaximal levels of exertion, 
the distance may better reflect the functional exercise level for daily physical activities. A trained 
physical therapist performed the 6MWT for all the children. The total distance travelled was 
measured at final, and the heart rate(HR), respiratory rate(RR), blood pressure(BP)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6MWT. 
Results The distances of CH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507.48±76.54m, 580.06±54.17m, 
relatively,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groups. The HR, RR, B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6MWT, but respiratory rate and higher blood pressure were 
increased in CHD group after 6MWT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Children with acyanotic CHD show a reduced exercise capacity than healthy 
children, they should increase proper physical activity, which is safe, efficient, following 
physicians’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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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assess the associaton of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 
and spontaneous pregnancy loss (SPL) 
Methods Search strategy: Embase,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were searched for 
relevant papers published before February 20, 2016, using search terms including “vitamin D”and 
“pregnancy loss.” 
Selecton criteria: Case–control and cohort studies investgatng the relatonship of maternal 
serum 25(OH)D and SPL were included. 
Data collecton and analysis: Two authors independently extracted original data from the 
selected papers. The DerSimonian–Laird random-e?ects model was used to perform the meta-
analysis. Heterogeneity was assessed by calculatng I2 
Results Five studies, including 10 630 pregnant women,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here was no 
signifcant associaton between a low 25(OH)D level and an increased risk of SPL. In a subgroup 
analysis, an extremely low 25(OH)D level (<20 ng/mL) was signifcant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PL in the frst trimester (relatve risk 2.24, 95% confdence interval 1.15–4.37); 
the heterogeneity across studies was not signifcant (I2=0.0%, P=0.355). 
Conclusions Severe Vitamin D defciency could be detrimental to early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early SPL. 
 
 
PU-2625 

Novel role for angiopoietin 1 and 2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biology 

 
Chen Danyang,Ma Wenjuan,Lash Gendie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623 
 

 
Objective Remodelling of the uterine spiral arteries is required for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ication free pregnancy.  During remodelling the spiral arteries become wide bore conduit 
vessels capable of delivering a large volume of maternal blood to the placental-fetal unit under 
non-pulsatile flow condition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uterine natural killer (uNK) cells facilitate the 
early stages of remodelling by initiating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de-differentiat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VSMCs) within the vessel wall, via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secretion 
of angiopoietin (Ang) 1 and 2.  The Angs are angiogenic growth factors involved in vessel 
stabilisation and signal via the receptor Tie-2.  However, they have only been previously 
described as having direct effects on endothelial cells, and not on VSMCs. We hypothesize that 
Ang-1 and Ang-2 can signal directly in VSMCs and induce morphological changes by 
rearrangement of the cytoskeleton. 
Methods Human umbilical vein VSMCs (HuVSMCs) were cultured in 10ng/ml Ang-1 or Ang-2 for 
10 min and a membrane based phosphoprotein signalling pathway array performed (R&D 
Systems).  HuVSMCs were cultured in 1 or 10ng/ml Ang-1 or Ang-2 for 24 hours and cellular 
localisation of actin, tubulin and talin determined by confocal microscopy.  HuVSMC invasion and 
migration in response to Ang-1 or Ang-2 (1 or 10ng/ml) was also assessed. 
  
Results Both Ang-1 and Ang-2 induced phosphorylation of a number of proteins (predominantly 
of the p53, Akt, Stat pathways) in HuVSMCs.  Interestingly, Ang-2 was more active than Ang-1 in 
stimulation of HuVSMCs.  Both Ang-1 and Ang-2 induced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rearrangement of the cytoskeleton of HuVSMCs to a more elongated and motile phenotype.  In 
addition, Ang-2, and to some extent Ang-1, induced HuVSMC invasion and migration.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Ang-1 and Ang-2 can directly signal through VSMCs 
and alter their morphology in vitro.  These molecules may be legitimate targets for novel therapies 
for treatment of complications of pregnancy in those women identified early in gestation to have 
vascular insu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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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26 

早孕期胎盘及蜕膜组织中 IL-1β 及其受体的表达 
 

宁粉,陈丹扬,杨洁萍,刘慧姝,Gendie E. Lash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绒毛外滋养层细胞(extravillous trophoblast cell ,EVT))侵袭的调控是妊娠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

前期研究发现蜕膜和胎盘的很多细胞可以分泌 IL-1β,促进 EVT 的能动性,但对 EVT 的侵袭力影响还

不清楚,因此我们想要检测胎盘和蜕膜组织中 IL-1β, IL-1RA, IL-1RI 和 IL-1RII 的表达,验证 IL-1β 可

否促进 EVT 的侵袭。 
方法 收集早孕期的胎盘和蜕膜组织,孕 6-7 周 6 例标本,孕 8-9 周 7 例标本,福尔马林固定､ 石蜡包埋

､ 切片,免疫组化染色,快速评分法评估胎盘和脱膜组织中各种细胞的 IL-1β, IL-1RA, IL-1RI 和 IL-
1RII 的表达,标准基质胶侵袭实验检测 0, 0.1, 1 and 10ng/ml IL-1β 对孕 6-9 周胎盘组织中 EVT 的侵

袭影响,实验独立重复三次。 
结果 IL-1β, IL-1RA, IL-1RI 和 IL-1RII 在蜕膜血管壁细胞未见免疫染色,在胎盘和蜕膜的其他细胞中

有中强度的染色。孕 8-9 周组织中较孕 8-9 周组织中 IL-1β 和 IL-1RII 表达量降低:IL-1β(滋养层细胞

柱近端, P=0.03),IL-1RII (滋养层细胞柱近端, P=0.008; 滋养层细胞柱远端 P=0.005)。对同一样本,
滋养层细胞柱远端比近端 IL-1β 染色增加(P=0.01)。侵袭实验表明低浓度 IL-1β (0.1 和 1ng/ml)可促

进滋养层细胞的侵袭。与对照组相比,0.1 ng/ml IL-1β 可使侵袭力增加 3 倍,0.1 ng/ml IL-1β 可使侵

袭力增加 4 倍。 
结论 IL-1β 及其受体在胎盘和蜕膜组织中高表达,EVT 比细胞滋养层细胞中 IL-1β 表达量增加,IL-1β
可能在 EVT 的侵袭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PU-2627 

儿童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电子生物反馈对脑损伤 
患儿症状改善及神经行为的观察与护理 

 
娄欣霞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目的研究儿童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电子生物反馈对脑瘫患儿症状改善及神经行为的影响。 
方法 方法我们选定的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 46 例脑损伤住院患儿,根据选定对

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3 例。对照组按照常规康复治疗与护理,即电疗､ 水疗､ 磁疗､ 按摩

､ 运动､ 中药熏蒸､ 作业等综合性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护理与综合康复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儿童

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通过两组实验治疗后临床效果,症状改善情况及神经行为评

分。 
结果 结果治疗后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 98.55%,显著高于对照组 79.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结论对脑损伤患儿应用儿童上肢康复机器人联合电子生物反馈治疗,不仅能改善患儿的临床症

状和神经行为,还能够提高患儿家长满意度,缩短孩子住院时间,加快床位周转。 
 
 
PU-2628 

早期康复介入对脑损伤幼鼠的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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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体内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表达的影响 
 

全莉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早期康复治疗对缺血缺氧性脑损伤幼鼠的行为学及其体内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表达的影

响。 
方法 将 40 只 15 日龄 SD 大鼠平均分为 4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脑损伤模型组:结扎大鼠左颈总动脉

并置于含 8%氧气和 92%氮气的缺氧环境中,以此作为脑损伤模型;康复治疗组:造模后连续两周给予

触摸(20 min/d)､ 丰富环境刺激(30 min/d)和平衡木训练(30 min/d);假手术组:行左侧颈总动脉分离术

后不作结扎及缺氧处理;对照组:不做处理。康复治疗两周后对各组大鼠进行平衡木实验､ 步伐失误

实验和 Morris 水迷宫实验,并测定血浆､ 脑组织和脊髓中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的含量。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康复治疗组大鼠的平衡木实验评分增加 1.6(P<0.01),步伐失误率增加

8.07%(P<0.01),Morris 水迷宫实验中的逃避潜伏期增加 18.1 秒(P<0.01),2min 内跨越原平台的次数

减少 6 次(P<0.01),血浆､ 脑组织和脊髓中 CGRP 含量分别减少 18.94 pg/ml､ 103.38 pg/ml 和
197.26 pg/ml(P<0.01);与脑损伤模型组相比,康复治疗组大鼠的平衡木实验得分减少 1.8(P<0.01),步
伐失误率减少 15.59%(P<0.01),Morris 水迷宫实验中的逃避潜伏期减少 10.5 秒(P<0.05),2min 内跨

越原平台的次数增加 4 次(P<0.05),血浆､ 脑组织和脊髓中 CGRP 含量分别增加 13.91 pg/ml､
86.57 pg/ml 和 120.16 pg/ml(P<0.05)。 
结论 早期康复介入两周对脑损伤幼鼠的平衡能力､ 协调能力､ 学习记忆能力有明显改善,并能增加

血浆､ 脑组织和脊髓中 CGRP 的含量,但未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PU-2629 

TLR 信号通路及炎症因子对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的影响研究 
 

李敏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了解模式识别受体 TLR 信号通路及炎症因子在儿童肥胖及肥胖后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及影

响。 
方法  以新疆乌鲁木齐市周边地区哈萨克族 7~13 岁肥胖儿童 60 例为观察组,年龄､ 身高､ 性别匹

配的 60 例正常体重儿童为对照组进行研究。进行体格指标测定,包括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 血

压。采集到血样后分别采用相应的 ELISA 试剂盒(购自上海长征医学有限公司)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Hitachia7060,Tokyo,Japan)进行测定总胆固醇(TC)､ 血糖 (FPG)及甘油三酯(TG)。放免法 (北方生

物技术研究所提供)检测空腹胰岛素浓度 (FIN)。另一部分全血提取 RNA 后,采用荧光定量 PCR 试

验(ABI 公司 7500 型号)测定 TLR4 mRNA 和蛋白表达,及其下游髓样分化因子(MyD88)依赖和非依

赖途径相关因子(MyD88､ TRAF-6､ TRIF､ TRAM)mRNA 的表达,以及 CXCL2 ､ RANTES､ P65
炎症因子水平,荧光定量主要试剂为 FastQuant RT Kit (With gDNase)(生产商 TIANGEN)､ SYBR 
Select Master Mix(生产商 ABI)。 
结果 TLR4､ CXCL2､ MyD88､ RANTES､ GAPDH､ P65､ TRAM 的基因相对表达量在超重肥胖

组的水平均明显升高(P<0.05); BMI 与 MyD88､ P65､ TLR4､ TRAM-1､ RANTES､ GAPDH ､
CXCL2(r=0.358,p0.000)呈现正相关。HOMA-IR､ 胰岛素浓度均与 RANTES､ P65 呈现正相关。 
结论 模式识别受体 TLR 信号通路及其下游信号与哈萨克族学龄儿童肥胖发生相关,炎症因子可能在

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过程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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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R 信号通路及炎症因子对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的影响研究 
 

李敏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了解模式识别受体 TLR 信号通路及炎症因子在儿童肥胖及肥胖后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及影

响。 
方法 以新疆乌鲁木齐市周边地区哈萨克族 7~13 岁肥胖儿童 60 例为观察组,年龄､ 身高､ 性别匹配

的 60 例正常体重儿童为对照组进行研究。进行体格指标测定,包括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 血

压。采集到血样后分别采用相应的 ELISA 试剂盒(购自上海长征医学有限公司)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Hitachia7060,Tokyo,Japan)进行测定总胆固醇(TC)､ 血糖 (FPG)及甘油三酯(TG)。放免法 (北方生

物技术研究所提供)检测空腹胰岛素浓度 (FIN)。另一部分全血提取 RNA 后,采用荧光定量 PCR 试

验(ABI 公司 7500 型号)测定 TLR4 mRNA 和蛋白表达,及其下游髓样分化因子(MyD88)依赖和非依

赖途径相关因子(MyD88､ TRAF-6､ TRIF､ TRAM)mRNA 的表达,以及 CXCL2 ､ RANTES､ P65
炎症因子水平,荧光定量主要试剂为 FastQuant RT Kit (With gDNase)(生产商 TIANGEN)､ SYBR 
Select Master Mix(生产商 ABI)。 
结果  TLR4､ CXCL2､ MyD88､ RANTES､ GAPDH､ P65､ TRAM 的基因相对表达量在超重肥胖

组的水平均明显升高(P<0.05); BMI 与 MyD88､ P65､ TLR4､ TRAM-1､ RANTES､ GAPDH ､
CXCL2(r=0.358,p0.000)呈现正相关。HOMA-IR､ 胰岛素浓度均与 RANTES､ P65 呈现正相关。 
结论 模式识别受体 TLR 信号通路及其下游信号与哈萨克族学龄儿童肥胖发生相关,炎症因子可能在

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过程中发挥作用。 
 
 
PU-2631 

Osteoarticular  Salmonella Infections in Healthy Children 
 

Wang Hongmei,Deng Jikui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6 previously healthy children with Salmonella 
osteoarticular infections. 
Methods 6 previously healthy children with Salmonella osteoarticular infections who were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uly and October 2014.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solates were also performed and correlated to clinical findings. 
Results The predominant symptoms were fever, pain and swelling. locations reported of the 6 
cases, 3 patients with osteomyelitis( including 2 with left humerus , 1 with left tibia), 1 patient with 
osteoarthritis(elbow, right), 2 patients with septic arthritis(knee-joint, right). In our cases, children 
are likely to have fever (>39.0°C) as well as leukocytosis (>12.1×109 /L), increased C-reactive 
protein (>12.1 mg/dL)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47 mm/h). Radiographs can be 
helpful to diagnose the locations and MRI is the best choice to locate the lesions. Surgical 
drainage was undertaken in all children and aspirates were subsequently cultured. Intravenous 
antibiotherapy combine with surgical drainage of purulent material was necessary for eradication 
of the infection. A 2-year follow-up showed good healing of all 6 children. 
Conclusions Osteoarticular infections caused by salmonella have no distinctive features, neither 
clinical manifestation nor radiological characteristic. Intravenous antibiotics combined with 
surgical debridement/drainage is necessary for eradication of the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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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32 

浅谈“微时代”的临床护理移动教学经验 1 
 

吴娟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随着 2006 年世界上第一家微博网站 Twitter 的成立与 2011 年初腾讯公司微信平台的推出,人
们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微时代”。目前,微博､ 微信等“微时代产物”不仅在政治､ 资讯等方面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在教学方面,也逐渐被各高校教师应用,成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新模式。因此,本文将对“微
时代”的临床护理教学经验进行总结,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知识的积极态度,促使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和

谐发展,加强学生与教师之间对学习问题的沟通及指导,提高护理教学的教学质量,探索移动教学的可

行性及实用性 
方法 临床护理带教老师肩负临床工作及带教的职责,扮演着实践者和教育者的角色。有研究表明:教
学方式欠妥在临床护理带教存在的重要问题中占 18%[1]。在带教过程中,一部分教师只注重操作,忽
略了结合理论知识;一部分教师怕麻烦,对于工作都是亲力亲为,很少把动手机会让给学生;一部分教师

带教方法固定统一,未能因材施教,这些都是传统临床护理教学的弊端。90 后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在

思维方法和学习态度上与以往有所不同,他们学习倦怠情绪明显,但对于电脑网络､ 手机网络则是无

师自通。与其让学生用网络玩,不如指导学生利用移动网络进行学习,督促学生复习,改变单一枯燥的

课堂教学形式和课后复习形式。将学生学习与现代移动通讯技术相结合,通过手机､ 电脑等移动通

讯设备实现远程教育。无论是在学校､ 家里还是实习医院,学生能随时向教师提问,教师能随时解答

并进行指导。 
结果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是指利用无线移动通信网络技术及设备,使学习者能够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以任何方式发生的学习[2]。移动教育(Mobile Education)是指依托目前比较成熟的无线移

动网络､ 国际互联网以及多媒体技术,学生和教师通过利用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无线设备(如手机､

PDA､ 笔记本电脑等)来更为方便灵活地实现交互式教学活动,以及教育､ 科技方面的信息交流。它

消解学校与社会､ 通信交流与学习､ 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 
结论  “微时代”的移动学习,给教师的教学､ 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也得到了师生的共同认

可。让微信及微信公众平台辅助教学能在护理教育领域当中起到更多的作用是当前广大护理教育工

作者都应该提起足够重视的话题。护理教育工作者应当努力提升自己的素质水平,适当借用科技力

量帮助,才能推动我国教育系统又快又好的发展。 
 
 
 
 
 
 
 
 
 
 
PU-2633 

不同种类皮肤消毒剂对儿科血培养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检出率的影响 

 
武娜娜,王传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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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比较采用不同皮肤消毒剂对血培养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检出率的影响,为提高血培养检

测准确性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4 月 2017 年 4 月送检的住院病人血培养结果。以 2016 年 4 月为分

界点,2015 年 4 月-2016 年 3 月采集血培养标本使用含 0.45%洗必泰的复合碘制剂对皮肤进行消

毒;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新生儿病房采用含 0.03%洗必泰的复合碘制剂进行皮肤消毒,非新生儿

病房采用含 2%洗必泰的洗必泰醇进行皮肤消毒。分别比较新生儿病房､ 非新生儿病房采用不同皮

肤消毒剂后 CNS 检出率。 
结果 新生儿病房 2015 年 4 月-2016 年 3 月共有 6247 份血培养标本,检出 CNS 152 株,检出率为

2.4%,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共 8526 份血培养标本,CNS 检出 189 株,检出率为 2.2%,更换皮肤

消毒剂前后患者 CNS 的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 为 0.7,P>0.05)。非新生儿病房 2015 年

4 月-2016 年 3 月共有 4759 份血培养标本,检出 CNS222 株,检出率为 4.7%,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共有 5513 份血培养标本,检出 CNS 117 株,检出率为 2.1%,更换皮肤消毒剂前后患者 CNS 的检出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 为 51.7,P<0.05)。 
结论 采用含有 2%洗必泰的皮肤消毒剂对血培养采集时皮肤进行消毒,能降低 CNS 检出率。 
 
 
PU-2634 

Cytoplasmic microtubules may contribute to meiotic 
spindles in C. elegans oocyte. 

 
Sumiyoshi Eisuke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Graduate School of Life Siences,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Objective Aneuploidy in embryo causes birth defect such as Down syndrome. Defect in meiotic 
spindle (MS) in oocyte may causes aneuploidy in embryo. While cytoplasmic microtubules (cMT) 
in mice oocytes form microtubule organizing center (MTOC) and contribute to MS during MS 
assembly, cMT in human oocytes does not form MTOC (nMTOC-cMT). Thus we investig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nMTOC-cMT to MS. 
Methods : cMT in C. elegans oocyte is nMTOC-cMT. We analyzed the behavior of cMT in GFP-
tagged beta-tubulin or microtubule binding protein expressing C. elegans oocyte with live imaging, 
photo bleaching, and RNAi. 
Results cMT was rapidly moving around oocyte and directional migration of cMT into MS was 
detected. Photo bleaching of MS revealed that cMT entered to MS accumulated in MS. In 
addition, RNAi of either Dynein Heavy Chain or Kinesin-1 did not inhibit cMT migration to MS.  
Conclusions nMTOC-cMT may contributes to MS. The migration of cMT into MS is not solely 
mediated by Kinesin1 or Dynein. 
 
 
 
 
 
PU-2635 

 defining the role of Microbial and metabolomicsin the 
pathogenesis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term neonate 

 
lu qi 

chongqing children hospital 4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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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is a devastating intestinal disease. Previous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gut bacteria dysbiosis precededNEC in very lowbirthweight infants,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stinal colonization to NEC onse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in full term is 
not understood.our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gut bacteria contribute to the host metabolic 
phenotype and hence to NEC in the full-termneonate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seeking for the 
pathogenesis of NEC and prevention of the NEC. 
Methods We analyzed stool samples collected from infants >37 weeks gestational age, including 
20 infants who developed NEC for bell's stage 2 or 3 and 20 matched controls. Stool bacterial 
communities were profiled by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Fecal metabolomic profiles were 
assessed by LC-MS. 
Results 20 samples from infants who developed NEC tended towards lower Firmicut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 Furthermore, samples from the remaining NEC cases were dominated 
by Proteobacteria, specifically Enterobacteriaceae (median relative abundance >90% in the NEC 
cases and 74% in controls, P = 0.01). Marked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the metabolic profiles of 
fecal extracts corresponded to some metabolite from fatty acid biosynthesis (palmitoleic acid,L-
Leucine/L-Isoleucine,alpha-licanic acid,Linderic acid,Capric acid, P<0.05),intracellular signaling 
(PIP,LysoPC,Dehydrophytosphingosine,Myristic acid,PS,Phosphorylcholine, P<0.05) and 
hormone-like effect (Prostaglandins,α-Linolenic Acid,P<0.05).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integrate sequencing and metabolomic analysis in term 
neonate, demonstrating that dysbiosis in term is also strongly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EC, and microflora metabolites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NEC. Changes in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lipid metabolism which may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NEC by 
the way of participating in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and inflammation response on the host. 
 
 
PU-2636 

品管圈结合临床路径提高患儿家长健康教育知晓率和满意度 
 

刘永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并结合健康教育临床路径提高住院患儿家长健康教育知晓率和满意度。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3 月住院患儿家长 100 名为对照组,2015 年 7 月-9 月住院患儿家长 100
名为观察组,对照组进行常规方法的健康教育,观察组开展品管圈活动并建立健康教育临床路径,对患

儿家长实施健康教育,对两组知晓率和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健康教育知晓率和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品管圈结合健康教育临床路径能提高住院患儿家长健康教育知晓率和满意度。 
 
 
 
 
 
 
 
PU-2637 

川崎病合并冠脉血栓患儿的超声心动图随访及预后评估 
 

张晓琳,金兰中,王芳韵,马宁,张鑫,郑淋,卫海燕,李静雅,李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066 
 

目的 通过对 35 例川崎病合并冠脉血栓的患儿进行随访研究,总结血栓形成的时间,部位,冠脉瘤形成

及消退情况,分析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评价远期预后。 
方法 收集 2006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确诊川崎病,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冠脉血栓形

成者 35 例为研究对象,总结临床特点,超声心动图随访结果及心脏缺血事件发生情况。对冠脉峰值内

径,达峰时间,恢复情况以及血栓出现的时间､ 部位进行总结。 
结果 35 例川崎病合并冠脉血栓患儿纳入本研究。全部患儿均存在中度以上冠脉瘤样扩张。其中左

侧冠脉瘤患儿 34 例,单支病变 10 例,2 支病变 8 例,3 支病变 16 例,共检出血栓 30 处,冠脉峰值内径

约 11.3±3.3mm。右侧冠脉瘤患儿 30 例, 近中段受累 11 例,中远段受累 5 例,全程受累 14 例,共检出

血栓 15 处,冠脉峰值内径约 11.1±2.5mm。冠脉 大内径在起病一个月内达峰值者 35 例,1-6 个月达

峰值者 6 例,6 个月到 1 年达峰值者 10 例,1-2 年达峰值者 10 例,2 年后冠脉内径仍呈进展者 3 例。

在 4 个月到 10 年 8 个月的随访过程中,13 例患儿冠脉瘤消退,4 例冠脉内径恢复正常。35 例川崎病

合并血栓患儿,在随访期间 15 例发生心肌缺血,6 例出现心肌梗塞,1 例死亡。 
结论 川崎病冠脉瘤合并血栓患儿的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高,冠脉病变及其相关的心脏缺血损伤在川

崎病恢复期可长期存在,并缓慢进展,需定期随访,严密监测。 
 
 
PU-2638 

品管圈活动在减少儿科门诊药房处方调配差错中的应用 
 

秦利芬,李惠英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228 

 
 
目的 利用品管圈活动减少门诊药房处方调配差错例数,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提高药学服务质量。 
方法 建立品管圈,用帕累托图找出导致调配差错的主要原因,并用鱼骨图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措施,比
较品管圈活动前后的效果。 
结果 活动前,门诊药房的调配差错为 27.5 例/月;一品多规和看似药品所占的累计百分比分别是

45.45%和 69.09%,为构成调配差错的主要因素。活动后,调配差错例数降为 14.5 例/月,目标达标率

为 114.04%,进步率为 47.27%;一品多规和看似所占的累计百分比分别是 97.07%和 100%,变为了一

般因素。 
结论 品管圈活动的实施可有效减少门诊药房药品调配差错例数,将其在药品管理工作中推广使用可

持续改进药学服务质量,对维持良好的药患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U-2639 

PGN 减轻盆腔放疗后放射性肠道损伤的初步研究 
 

李根,潘健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每年全世界约有 30 万妇科肿瘤､ 膀胱癌､ 结直肠癌及前列腺癌的患者需接受盆腔放射治疗。

肠道是辐射的敏感组织,辐射对肠道的损伤极大限制了盆腔肿瘤放疗,同时,盆腔放疗还会带来严重的

副作用诸如肠梗阻､ 出血及继发性恶性肿瘤等均。因此寻找一种药物能够缓解并修复放疗引起的肠

道损伤迫在眉睫。 
方法 将 5-7 周龄 BALB/c 小鼠随机分成三组,分别为未处理组,15Gy X 线单纯照射组以及照射前半小

时腹腔注射 1.5 mg/kg Peptidoglycan(PGN)组。于照后 1.25､ 3.5､ 9 天杀鼠取小肠,HE 染色观察

小肠绒毛的形态,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隐窝处 Ki-67 的表达情况,qRT-PCR 检测小肠组织中增殖相

关基因的 mRNA 水平。以人小肠正常细胞 Fhs74 int 为研究对象,分为未处理组,15Gy X 线单纯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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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及照射前半小时加入 20μg/ml PGN,cck8 法检测照后 0､ 24､ 48､ 72 小时的增殖情况,同时

qRT-PCR 检测增殖相关基因的 mRNA 水平。 
结果 动物模型中发现,15Gy 照射能够引起小肠绒毛严重破损,而照射+PGN 可以显著缓解并修复照

射引起的小肠绒毛损伤,同时提高隐窝处 Ki-67 的表达;qRT-PCR 结果表明,相比于单纯照射组,照射

+PGN 可以显著提高 AKT3 的 mRNA 水平。细胞模型的结果与动物模型相同,15Gy 照射能够显著

抑制 Fhs74 int 细胞增殖,而照射+PGN 则会提高照射引起下调的细胞增殖,同时提高 AKT3 的

mRNA 水平。 
结论 PGN 可能通过提高 AKT3,从而缓解并修复盆腔放疗引起的放射性肠道损伤。进一步研究其作

用机理将有助于推进 PGN 应用于临床放射性肠道损伤的防治。 
 
 
PU-2640 

软骨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共培养构建组织工程软骨 
及其修复兔关节软骨缺损的实验研究 

 
宿广昊,韩絮,胡斌,张亚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研究软骨细胞(AC)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直接接触共培养的 佳比例;比较共培养法与

生长因子法诱导 BMSCs 体外构建的组织工程软骨,探讨其对兔关节软骨缺损修复的效果。 
方法 取 BMSCs 和 AC 分别按 2:1､ 1:1､ 1:2 的比例混合,接种于丝素蛋白支架上(实验组 A､ B､ C),
用生长因子(TGF-β1)诱导 BMSCs 向 AC 分化并接种于丝素支架上作为对照组 D,单纯 AC 接种于丝

素支架作为对照组 E。体外培养 3 周,采用倒置显微镜､ 大体形态､ 组织学 HE 染色､ II 型胶原染色

､ 阿利新蓝比色法测 GAG 含量进行观察。以手摇钻在兔膝关节双侧股骨髁间凹制造直径 4mm 的

骨软骨缺损构建兔膝关节骨-软骨缺损模型,将细胞-支架复合物植入缺损处用于修复兔膝关节软骨,
设置共培养修复组(CO 组,BMSCs:ACs=2:1)､ ACs 修复组(AC 组)､ BMSCs 修复组(BMSC 组)､ 空

白组(Empty 组)共四组。在兔体内修复缺损后分别在 4 周､ 8 周､ 12 周三个时间点处死,取出关节后,
按照 Cook's 评分系统进行关节修复情况的大体评价;切片进行组织细胞学观察,行 HE 染色､ 番红花

O 染色､ Ⅱ型胶原免疫组化染色等,并按 Wakitani's 组织学评分系统进行评分。 
结果 体外实验各组细胞在丝素蛋白支架上均生长良好,细胞-支架复合物外观大小无明显差异,其中 A 
组与 D 组形成的细胞支架复合物弹性､ 光泽较差,组织学染色见细胞增殖少,细胞外基质分泌水平较

低,GAG 与 DNA 定量分析结果低于其他三组;C 组构建的细胞支架复合物具有 佳的弹性与光泽,组
织学染色见细胞支架结合紧密,细胞增殖较多,胞外基质丰富,GAG 与 DNA 定量分析结果 高;B 组与 
E 组体外构建的组织工程软骨质量相当。体内实验各组软骨缺损均得到不同程度修复,CO 组和 AC
组修复外观优于 BMSC 组和 Empty 组,Cook's 评分结果有统计学意义,CO 组与 AC 组的 Cook's 评

分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各时间点 CO 组和 AC 组的骨软骨缺损由透明软骨细胞或纤维软骨细胞修复,
软骨细胞外基质分泌丰富;BMSC 组和 Empty 组的骨软骨缺损由纤维组织修复,缺乏软骨细胞外基

质;Wakitani's 组织学评分 CO 组和 AC 组的与 BMSC 组和 Empty 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O 组与

AC 组的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BMSCs 与 AC 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软骨细胞外基质的产生,比例为 2:1 时即可获得与

TGF-β1 诱导 BMSCs 相当的成软骨效应。2､ BMSCs 与 ACs 直接接触共培养比例为 1:2 时具有较

好的成软骨效应。3､ 在体内 BMSCs 可被 ACs 诱导分化为软骨细胞并参与修复骨软骨缺损,其效果

不亚于单纯 AC 组,而单纯 BMSCs 修复骨软骨的能力有限。 
 
 
PU-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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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saki Disease Shock Syndrome Complicated with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 A Case Report 

 
Lin Yao,Shi Lin,Deng Yanjun,Liu Yang,Zhang Hongwei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100020 
 

 
Objective To report a case of Kawasaki Disease shock syndrome (KDSS) in a 5-month infant 
complicated with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 (MAS). 
Methods We described the clinical features, process of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a  5-month infant with KDSS complicated with MAS. Furthermore,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mplications. 
Results A 5-month infant boy developed typical KD with symptoms of fever >5 days, rashes, 
conjunctivitis, strawberry tongue, and edema in extremities, and elevated inflammatory index. He 
was admitted to a local hospital with the diagnosis of KD and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1.5g/kg and aspirin 30mg/kg on the 6th day of illness. However, 48 hours 
later, fever was still persistent, inflammatory index increased progressively. He was transferred to 
our department on the 10th day with the diagnosis of IVIG-resistant KD. The second 
administration of IVIG (2 g/kg given as a single 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aspirin (30mg/kg/d) 
together with methylprednisolone (4mg/kg/d evenly divided every 12h) were administrated 
immediately at admission. Hypoalbuminemia was treated with human albumin infusion (1g/kg). 
Antibiotic and other supportive therapies were administrated. The boy developed typical KDSS on 
the 11th day of illness. Furhermore, his blood cells (platelet and hemoglobin), fibrinogen and 
natural killer (NK) cell activity decreased, serum ferritin and soluble CD25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ch indicated MAS. On the basis of anti-shock therapy, the patient was 
given a higher-dose steroid  with a longer tapering course and blood transfusion. Clinical 
improvement was obtained later. However, progressive giant coronary aneurysms were observed, 
so warfarin was administrated. The patient was discharged 30 days later. With two-month follow-
up, the boy was well developed with coronary aneurysms shrinkage. 
Conclusions KDSS and MAS are both severe and life-threatening complications of Kawasaki 
disease, therefore, early diagnosis and timely treatment is critical to favorable prognosis. 
 
 
PU-2642 

围孕期妇女和备孕男性叶酸补充剂使用 
横断面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定美,张羿,叶莹,姜袁,马晓静,严卫丽,黄国英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调查备孕家庭夫妻双方和早孕期妇女叶酸补充剂使用现状并进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为完善国

家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方法 备孕夫妻叶酸使用情况调查研究现场(简称“孕前现场”)为上海市 10 区 19 所可进行孕前检查的

综合型医院或妇幼保健院(所),早孕期妇女叶酸使用情况调查研究现场(简称“孕期现场”)为上海市 5
个区 8 所接产医疗单位。研究对象为上海常住人口中年龄为 20~50 岁的备孕夫妻及孕早期(12-16
周)孕妇。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 学历､ 职业､ 家庭年收入､ 研究现

场;叶酸及其他膳食营养充剂使用情况;生活习惯,包括吸烟､ 饮酒情况;生育史。使用单一叶酸补充剂

或膳食补充剂中包含叶酸者定义为叶酸使用。运用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方法分析不同社会人口特征

及生活方式因素对叶酸补充剂使用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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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调查 12274 人,孕前现场 7496(男 3187,女 4306)人,孕期现场 4778 人。在备孕家庭中,男性

叶酸使用率为 16.9%(536/3168),女性为 44.0%(1885/4279);孕早期妇女叶酸使用率为

93.4%(4461/4778)。备孕夫妻叶酸使用组的学历､ 家庭收入､ 研究现场､ 吸烟､ 饮酒情况与未使

用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早期妇女具有高学历､ 不良生育史者叶酸使用较高

(P<0.05)。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在备孕男性中其配偶服用叶酸(OR=12.80, 95% CI: 
9.63,17.00)和研究现场在发达城区者(OR=1.35, 95% CI: 1.08,1.68)叶酸使用较高。备孕女性中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OR=1.35, 95% CI: 1.14,1.62)､ 研究现场在发达城区(OR=1.28, 95% CI: 1.08,1.51)
叶酸使用较高,具有饮酒史者(OR=0.86, 95% CI: 0.76,0.99)使用叶酸较低;早孕期妇女中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OR=1.76, 95% CI: 1.37,2.26)叶酸使用较高。 
结论 备孕男性叶酸补充剂使用率是女性 1/3 左右,备孕女性叶酸补充剂的使用远没有达到中国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 年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管理方案》的要求,孕前女性叶酸补充剂

的使用还需要加大科普宣教。 
 
 
PU-2643 

阿奇霉素对博来霉素致小鼠肺纤维化中 ILK 
及 β-catenin 蛋白表达的影响 

 
刁玉巧,崔红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博来霉素复制小鼠肺纤维化模型,予阿奇霉素干预,观察小鼠肺组织病理改变及整合素连接

激酶(ILK)和 β-连环蛋白(β-catenin)含量变化,探讨阿奇霉素在肺纤维化中的作用及机制,并为临床应

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健康小鼠,随机分为 A 组(模型组):气管内单次注入 BLM(3.5mg/Kg)建立小鼠肺纤维化模型,
于造模后 d1 生理盐水 1ml 灌胃,1 次/d,共 28d;B 组(空白组):气管内注入 1ml 生理盐水,于假造模后

d1 生理盐水 1ml 灌胃,1 次/d,共 28 d。C 组､ D 组､ E 组(阿奇霉素干预组):分别于 BLM 造模后 1-
14 d､ 15-28 d､ 1-28 d 予阿奇霉素 5mg/Kg 灌胃,1 次/d。各组均于 7､ 14､ 21､ 28 d 处死 5 只。

处死后即刻取右肺 浆, ELISA 方法测定 ILK､ β-catenin 蛋白含量;左肺组织 HE 染色及 Masson 染

色,评价肺泡炎症和肺纤维化程度。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肺组织病理:各相同时间点,A 组小鼠肺泡炎及纤维化程度均显著高于 B 组; C 组､ E 组均有轻度

肺泡炎及纤维化,两组间无明显差异,与 A 组比较两组肺泡炎及纤维化程度均显著减轻;D 组第 7d､
14 d 肺泡炎症及纤维化程度与 A 组比较无明显差异,第 21 d､ 28 d 肺泡炎症及纤维化程度较 A 组明

显减轻。 
2､ 肺组织 ILK､ β-catenin 含量: 
  ①组间比较:相同时间点,A 组肺组织 ILK､ β-catenin 含量较 B 组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C 组､ E 组肺组织 ILK､ β-catenin 含量较 A 组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 组与 E 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D 组肺组织 ILK､ β-catenin 含量第 7d､ 14d 较 A 组无明显变化,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第 21 d､ 28 d ILK､ β-catenin 含量较 A 组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②组内比较:不同时间点,A 组肺组织 ILK､ β-catenin 含量随时间延长逐渐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B､ C､ E 三组中,肺组织 ILK､ β-catenin 含量均无明显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D 组第 7d､
14d 肺组织 ILK､ β-catenin 含量与第 21d､ 28d 比较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肺组织 ILK､ β-catenin 相关性分析:不同时间点 A 组肺组织 ILK､ β-catenin 含量均明显升高,二
者呈显著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阿奇霉素可阻断博来霉素致小鼠肺纤维化发生､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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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奇霉素干预小鼠肺纤维化的效果与用药时机及疗程有关,于肺纤维化早期炎症阶段效果显著,对
后期纤维化也存在一定效果。 
3､ ILK､ β-catenin 均参与肺纤维化过程,并可能存在协同作用。阿奇霉素对二者均有抑制作用,可能

为阿奇霉素干预肺纤维化的潜在机制。 
 
 
PU-2644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临床特征及外周血细胞因子水平分析 
 

李艳蝶,卢美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旨在早期识别川崎病休克综合征(Kawasaki disease shock syndrome,KDSS),使病人得到及时

治疗､ 减少并发症发生。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住院的 17 例 KDSS 病人

(KDSS 组,n=17),并随机选取同期住院的 43 例非 KDSS 川崎病患儿(Kawasaki disease,KD 组,n=43)
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特征､ 实验室指标､ 冠状动脉病变发生率及临床疗效。 
结果 两组在性别､ 年龄上无统计学差异(p 分别为 0.112,0.252)。KDSS 组患儿出现典型 KD 临床特

征前发热时间较 KD 组显著延长(p=0.008)。KDSS 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比例､ CRP
､ ESR､ IL-6､ IL-10､ TNF-ɑ､ IFN-γ 水平显著高于 KD 组(p 分别为 0.023,<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0.004, 0.003)。KDSS 组贫血､ 低白蛋白血症､ 低钾血症､ 低钠血症的发生率显著高

于 KD 组(p 分别为 0.001, 0.001, 0.001, 0.005)。在疾病转归方面,冠状动脉异常(包括扩张或动脉瘤)
､ 心电图表现异常､ 丙种球蛋白抵抗､ 转 ICU 治疗､ 伴有其他脏器损伤的发生率在 KDSS 组显著

高于 KD 组(p 分别为 0.024,0.005,0.000,0.000,0.000)。KDSS 组住院时间显著延长(p<0.001)。所

有 KDSS 患儿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经液体复苏,其中 4 人用血管升压药(4/17)后好转出院,未发现死亡

病例。 
结论 早期 KD 临床症状不典型导致诊断时间延长､ 治疗不及时可能是 KDSS 发生的原因;KDSS 一

旦发生则表现病情更重､ 往往丙种球蛋白抵抗､ 冠状动脉异常发生率更高,但早期识别､ 及时治疗

则预后良好。 
 
 
PU-2645 

An extremely rare phenotype of WT1 gene mutation: 
Frasier syndrome with MPGN and mesangial sclerosis and 

complete sex reversal in a Chinese child 
 

Qiu liru,Zhou Jianhua 
The nephrology division of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WT1 is one of the genes reported as mutated in children with steroid-resistant 
nephrotic syndrome (SRNS) and manifest as a wide spectrum of renal and extra-renal 
phenotypes.  
Methods We report a child with membrano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MPGN) and mesangial 
sclerosis and the disorder of sexual development.   
Results  A 5 years old child presented with edema, hematuria and proteinuria for one month. The 
gender phenotype was female. The child had female-type external genitalia. Urinalysis showed 
hematuria±and proteinuria +++. Laboratory data revealed total serum protein level of 45.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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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in 19.7g/L, total cholesterol 10.99mmol/L, serum creatinine 28 µmol/L. The daily urine 
protein was 2504.7mg and the daily urine albumin was 2110.5mg. Serum IgG, IgM, IgA, C3 and 
C4 were 1.9g/L,4.90g/L,0.85g/L,1.01g/L and 0.21g/L respectively.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hepatitis C serology and antinuclear antibodies were negative. The child presented with 
overt SRNS. Pathologic founding revealed the cellular to fibrocellular crescents in 2 glomeruli, 
one glomerulus showed global sclerosis. Some glomeruli were hypercellular with moderate 
capillary wall thickening up to wire loop formation. In part of the glomeruli mesangial sclerosis 
were detected. Immunofluorescent microscopy revealed linear and granular positivity in the GBM 
for IgG (3+), IgA (trace), IgM (2+), C1q (2+). Electronic microscopy showed extensive electron 
dense deposits in subendothelial regions. The child was prescribed with tacrolimus, 
mycophenolate, and prednisone. The proteinuria decreased to 1+ after two months. The 24h 
urine protein was 229.0mg/L and albumin was 154.1mg/L. Two year later the proteinuria 
increased to 3+ and 24h protein raised up to 1478.4mg. Karyotype analysis showed 46, XY. 
Disease-targeted ex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a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of 
C.1432+5G>A were detected in this case. Now the blood creatinine was 54umol/L.  The uterus 
and testicle didn’t be detected by CT and ultrasound. There was no tumor in both kidneys. 
Disease-targeted ex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a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of 
c.1432+5G>A in WT1were detected in this case. 
Conclusions This is an extremely rare phenotype of WT1 gene mutation: Frasier syndrome with 
MPGN and mesangial sclerosis and complete sex reversal in a Chinese child. 
 
 
PU-2646 

儿童感染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26 例临床分析 
 

刘雪茹,陈和斌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分析小儿感染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PIBO)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3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经临床诊断为 PIBO 的 26 例患儿的临床特点､ 影

像学､ 肺功能､ 治疗和转归。 
结果 26 例患儿均表现为反复咳嗽及喘息,反复或持续细湿罗音 21 例,活动后气促 14 例,
三凹征(8 例)。病原学检测:腺病毒 9 例,肺炎支原体 8 例,麻疹病毒 3 例,呼吸道合胞病毒

2 例,呼吸道合胞病毒并副流感病毒 1 例,病原不明 3 例。肺部 HRCT 结果: Mosaic 灌注

征 26 例,支气管扩张 2 例,合并肺实变 13 例,合并肺不张 7 例。23 例行肺功能检查均异

常:20 例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3 例混合性通气功能障。11 例 BO 患儿行纤维支气管

镜检查,均提示支气管内膜炎症。所有患儿均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小剂量阿奇霉素治疗,15
例病情均有好转,11 例治疗过程中仍有症状持续,无死亡病例。 
结论 PIBO 临床表现以反复咳嗽､ 喘息为特点;肺功能大多表现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肺部 HRCT
呈现特异的 Mosaic 灌注征;腺病毒和肺炎支原体感染是 PIBO 常见的病因;糖皮质激素和阿奇霉素是

可能有效的治疗药物;早期诊治､ 避免反复呼吸道感染有望改善儿童 PIBO 预后。 
 
 
 
 
PU-2647 

PSGL-1 介导中性粒细胞募集在新生儿脓毒症中的作用 
 

周慧婷,李刚,李毅平,吴铭,冯宗太,管欣娴,汪健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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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的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是新生儿病患死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生儿赖以

抵抗微生物感染的固有免疫反应存在缺陷,导致新生儿病患对感染引起的脓毒症易感性升高。寻找

新生儿对病原微生物高易感性的原因,深入探究新生儿脓毒症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是新生儿和儿科

重症医学亟需解决的问题。 
方法 收集新生儿脐血与成人外周血,分离中性粒细胞(PMN),通过细胞粘附和 Transwell 实验检测

PMN 跨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比较新生儿与成人 PMN 募集能力的差异;通过吞菌实验和杀菌实验比

较中性粒细胞的抗菌能力差异;流式细胞技术分析新生儿与成人血小板-PMN 复合体的形成,以及粘

附分子 PSGL-1､ CD11b､ CXCR2 的表达;利用 PSGL-1 封闭抗体干预成人 PMN,评定 PSGL-1 对

PMN 抗菌能力和募集能力的影响。 
结果 与成人 PMN 相比,新生儿 PMN 吞菌能力和杀菌活性都明显降低,此外,粘附和迁移实验结果显

示,新生儿 PMN 跨内皮细胞的募集能力也比成人 PMN 低下;流式技术分析,新生儿血小板-PMN 复合

体显著低于成人,新生儿 PMN 表面粘附分子 PSGL-1 水平明显低于成人,CD11b 水平变化不大;使用

PSGL-1 封闭抗体处理成人 PMN 后,PMN 吞菌和杀菌能力被抑制,对内皮细胞粘附和迁移的能力亦

受影响。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生儿中性粒细胞 PSGL-1 表达低下可能是新生儿对病原微生物易感性升高

的内在原因,进一步认识 PSGL-1 参与影响新生儿脓毒症时中性粒细胞募集的作用机制,能够为临床

新生儿脓毒症的免疫干预和防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PU-2648 

苏州地区儿科门急诊处方超说明书用药现状调研 
 

杜娆,毛晨梅,王文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回顾性调研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江苏盛

泽医院等九家医院儿科门急诊处方超说明书用药现状,为制订儿科超说明书用药政策提供基线数

据。 
方法 每月随机抽取苏州地区九家医院儿科门急诊处方 200 张,判断是否为超说明书用药,并对超说明

书用药发生率､ 超说明书用药类型､ 年龄段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苏州地区儿科门急诊处方超说明书用药的发生率为 29.87%。超说明书用药类型主要以未提及

儿童用药信息(38.44%)和超适应证用药(17.38%)为主;儿科超说明书用药 主要的年龄段为新生儿

期(58.69%);超说明书用药 多的药物类别依次为:中成药(38.62%)､ 抗菌药物(35.26%)和呼吸系统

用药(34.12%)。 
结论 苏州地区儿科门急诊处方超说明书用药现象普遍存在。通过本次调研将有助于全面掌握苏州

地区儿童超说明用药的一手资料,依托苏州药学会出台苏州地区儿童超说明书用药共识,以保障苏州

地区儿童合理用药。 
 
 
 
 
 
PU-2649 

运用 6-sigma 理论构建儿科输液中心信息化排座系统 
 

邹永丽,何佳,张平,李晴晴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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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对儿科输液中心患儿进行区域的划分与座位的调配,使有限的空间满足病人治疗的需求同

时改善输液大厅环境。 
方法 我院儿科输液中心将 6-sigma 方法运用到信息化网络中,为接受静脉治疗的患儿进行区域的划

分与座位的调配. 
结果 经过运用 6-sigma 理论指导构建儿科输液中心信息化排座系统后,使有限的空间可以满足病人

治疗需求的同时,输液中心的环境整洁,有序,护理工作流程得以优化。运用信息化系统可以清楚有序

地的区分预约与排队患儿的信息,护士也按预约组与排队组分别分组对病人进行输液开始到结束的

所有护理工作。将输液区域进行分区编号管理,保障患者的基本座位需求的同时,还可以对同一病种

的患儿分区,避免交叉感染。护士按区域化的管理患儿,有效的规避护理服务工作重复操作,提高单位

时间内护士的工作效率,促进护士的工作责任感和服务态度的提高。科学的对护士工作量进行绩效

管理。 
结论 儿科输液中心将 6-sigma 方法运用到信息化输液排座位中,减轻护士的负担,改善诊治环境,有效

的保障病人的护理安全,降低护理纠纷的发生率,提高急诊病人､ 家属与护士的满意度。 
 
 
PU-2650 

LIN28 在 hESC-β 细胞成熟过程中的作用 
 

周昕
1,2,郑黎薇

1,邹静
1,李小兵

1,Robert Blelloch2,Matthias Hebrok2,周学东
1 

1.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2.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目的 I 型糖尿病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糖尿病代谢控制与口腔健康状态存在显著关联。胰岛移植作

为优良的 I 型糖尿病治疗方法,受限于供体来源不能广泛应用。hESC-β 细胞是由人胚胎干细胞在体

外分化来的胰岛 β 细胞,旨在为胰岛移植提供细胞来源。为推动 hESC-β 细胞成为胰岛移植细胞来

源,为 I 型糖尿病相关口腔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本研究对 LIN28 与 let-7 在 hESC-β 细胞成熟过程

中的作用开展系列研究。 
方法 本研究模拟胚胎发育中胰腺器官发育的各个步骤,诱导 INSGFP/W MEL-1 人胚胎干细胞系向胰岛

β 细胞分化。利用 sRNA-Seq､ RNA-Seq､ qPCR 等实验技术比较了人胰岛细胞､ hESC-β 细胞和

在小鼠肾囊膜下成熟 4 周的移植后 hESC-β 细胞,发现了与 hESC-β 细胞成熟相关的目的 miRNA 与

目的基因。在 INSGFP/W MEL-1 细胞系基础上,结合 TALEN 和 CRISPR 技术新建了多西环素可诱导

的 LIN28B 敲除的 iCrLIN28B 细胞系,利用 TALEN 技术新建了多西环素可诱导的 let-7 过表达的

iLET-7 细胞系,采用 T7 内切酶 I 试验､ qPCR､ Western Blot､ 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试验等,研究

敲除 LIN28B 或过表达 let-7 能否促进 hESC-β 细胞成熟及其可能的机制。 
结果 sRNA-Seq 发现､ qPCR 验证了相比于人胰岛细胞,let-7 在 hESC-β 细胞中低表达,而在小鼠肾

囊膜下成熟的移植后 hESC-β 细胞中 let-7 的表达量得以恢复。RNA-Seq 发现､ qPCR 验证了相比

于人胰岛细胞,LIN28B 作为已知的 let-7 重要调控基因,在 hESC-β 细胞中高表达,而移植后 hESC-β
细胞中 LIN28B 恢复低表达;LIN28B 表达水平与 let-7 呈负相关。在 hESC-β 细胞中敲除 LIN28B 可

引起 let-7 表达升高,促进 hESC-β 细胞对葡萄糖的反应性､ 释放更多的胰岛素,促进 hESC-β 细胞中

与 β 细胞身份､ 成熟以及功能相关的转录因子(PDX1, NKX6.1, MAFA, NEUROD1, ISL1)的表达。

在 hESC-β 细胞中过表达 let-7 未抑制 LIN28B 的表达,未促进 hESC-β 细胞对于葡萄糖刺激的反应

性,与 β 细胞身份､ 成熟以及功能相关的转录因子未发生明显改变。 
结论 hESC-β 细胞中敲除 LIN28B 引起 let-7 表达上升,促进 hESC-β 细胞的成熟;过表达 let-7 对

hESC-β 细胞成熟没有明显作用。LIN28B 通过独立于 let-7 的通路调控 hESC-β 细胞的成熟。 
 
 
PU-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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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BDNF impairs fast synaptic transmission in the 
auditory nervous system 

 
Xu Jie1,2,Jang Miae2,Kim Eun Jung2,He Qingnan1,Kim Jun Hee2 

1.the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San Antonio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ndogenous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in fast 
and reliable neurotransmission and its physiological relevance in the calyx of Held synapse in the 
auditory brainstem. 
Methods 1.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ABR) to detect the auditory transmission in the 
auditory brainstem from wildtype (WT) and heterozygous BDNF (Bdnf +/-) mice. And using 
immunofluorescence to check the BDNF expression in the medial nucleus of trapezoid body 
(MNTB) in the auditory brainstem from WT and Bdnf +/- mice. 
2. Postsynaptic whole-cell recording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ecreased endogenous BDNF on 
postsynaptic action potential in response to high frequency stimulation in Bdnf+/- mice. 
3. Postsynaptic whole-cell recordings of spontaneous excitatory postsynaptic current (sEPSC) 
and evoked EPSC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eduction of endogenous BDNF on spontaneous 
and action potential-evoked vesicular glutamate release from the calyx terminal in Bdnf +/- mice. 
4. Pre- and postsynaptic whole-cell recording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reduction of endogenous 
BDNF on the readily releasable pool (RRP) size and Ca2+ influx at calyx terminal in Bdnf+/- mice. 
5. Applying TrkB receptor agonist(7-8Dihydroxyflavone) during pre- and postsynaptic recordings 
to detect the BDNF-TrkB signaling effect on neurotransmitter release. 
6. Through recordings on presynaptic terminal of CNPase-specific Bdnf conditional knock-out 
mice (cKO), we detected if the endogenous BDNF which impacts the RRP size and exocytosis is 
arising from glia. 
Results 1. Bdnf +/- mice displayed a decrease in the amplitude of ABR waves.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BDNF in the MNTB from Bdnf+/- mice was less than from WT mice. Reduced 
BDNF expression in the auditory brainstem decreased the amplitude of ABRs. 
2. Postsynaptic action potential failure rates at high frequency stimulation in the MNTB principal 
neurons were higher in Bdnf +/- mice than in WT mice. 
3. The amplitude of evoked EPSC was smaller in Bdnf +/- mice, however, the sEPSC were 
similar in Bdnf +/- mice and WT mice. The decreased amplitude of evoked EPSC in Bdnf +/- mice 
was caused by the reduction of the readily RRP size but not release probability at the calyx 
terminal. 
4. Presynaptic membrane capacitance recordings confirmed a reduced RRP size and presynaptic 
exocytosis, whereas Ca2+ influx was not altered at the calyx terminal in the Bdnf +/- mice. 
5. TrkB receptor activation trough applying 7-8 Dihydroxyflavone recovered reduced RRP size at 
the calyx terminal in Bdnf+/- mice. 
6. By presynaptic membrane capacitance recordings on cKO knock-out mice, we found glial 
BDNF is important to regulate presynaptic RRP and exocytosis of vesicular glutamate at the calyx 
terminal. 
Conclusions 1. BDNF is critical for synaptic activities in the auditory brainstem nuclei and thus 
regulates fast and reliable auditory transmission. 
2. Reduction of endogenous BDNF impairs the readily RRP size and vesicle exocytosis of 
glutamate at the calyx of held terminal, which impaired temporally reliable postsynaptic action 
potential firing at an excitable relay synapse in the auditory brainstem. 
3. BNDF-TrkB signaling at the presynaptic terminal is important for determining the RRP size of 
vesicular glutamate. 
4. Oligodendroglial BDNF, locally apposed to the calyx terminal, is one of the key sources for 
providing BDNF and for determining presynaptic RRP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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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52 

候诊患儿医院感染隐患及防控措施 
 

吴平平,康冰瑶,杨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查找儿科门诊候诊过程中存在的医院感染隐患,制定干预措施,有效预防控制儿科门诊候诊患儿

医院感染的发生。 
方法 通过分析医院空间布局及儿科门诊患儿就诊流程中存在的隐患,合理安排候诊区､ 诊断室､ 治

疗室,设置醒目标识,充分合理配备洗手设备､ 快速手消毒剂等手卫生设施,严格执行预检分诊制度,迅
速准确预检分诊,发现传染病或可疑传染病患儿,就地隔离并合理安排就诊,做好候诊区环境的清洁消

毒,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和质控,加强健康宣教,缩短候诊时间。 
结果 通过加强各环节管理,改善了候诊环境,提高了医务人员及患儿家属手卫生的自觉性,增强了全员

的医院感染防控意识,有效降低了儿科门诊候诊患儿医院感染的风险,保证患儿安全。 
结论 日常管理工作中,应加强细节管理,查找发现隐患,及时制定整改措施,保证医务人员及患儿家属

安全。 
 
 
PU-2653 

应用健康教育路径对哮喘患儿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 
 

李丹,陈任译,田希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实施健康教育路径对哮喘患儿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2017 年 5 月,在我院门诊治疗哮喘的患儿 120 例,并按照家属对患儿患

病的重视程度将其平均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均为 60 例患儿。给予对照组患儿常规护理教

育,研究组患儿则采用健康教育路径进行干预,对两组教育进行效果评价。 
结果 研究组哮喘患儿护理指导效果､ 病情控制优于对照组。 
结论 哮喘患儿家长作为协助患儿完成有效治疗的关键个体,通过采用健康教育路径的方法接受与哮

喘有关的系统的健康教育,哮喘患儿的哮喘发作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PU-2654 

PBL 教学法在儿科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易君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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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PBL(全称 Problem-Based Learning),也称作问题式学习,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是其独特的

特点,经过“提出问题→建立假设→自学解疑→论证假设”的逻辑过程获取护理知识。以往传统的很多

教学方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比较单一,难以得到参与新护士的认可。PBL 护理教学法的

主要方法是高年授课老师以儿科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及护理措施,自行设计带教的有关内容,紧紧围

绕着儿科中常见的问题来设计教学案例,让儿科新护士清楚的了解常见儿科疾病的临床表现与护理

措施。通过与传统教学的比较,探讨采用以问题为基础教学(PBL)模式在儿科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

应用效果。 
方法 以 2016 年 7 月入职的 100 名儿科新护士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 PBL 教学与幻灯教学两种模式,
观察儿科新护士的学习热情,并采用主观问卷调查知识掌握情况和理论考核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初

步评价,分析 PBL 教学模式在儿科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中应用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 
结果 两组儿科新护士其中采用 PBL 教学的一组热情明显高于另一组;问卷调查显示儿科新护士喜爱

这种 PBL 教学模式;在 PBL 教学模式下,儿科新护士能够处于学习主导地位,学习主动性提高;可提高

儿科新护士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 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儿科新护士临床思维

能力。 
结论 PBL 教学可以有效提高儿科新护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规范化培训的学习效果;在新入职阶

段开展 PBL 教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PU-2655 

儿童膀胱肠道功能障碍(BBD)的肠道微生态治疗 
应用研究(附 132 例) 

 
张小学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 BBD 儿童采用肠道微生态制剂(卫常宝+益畅宝)治疗排便障碍后日间尿频､ 尿急､ 尿失禁

和夜间遗尿等排尿障碍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10-2017.4 门诊的 132 例 BBD 儿童的临床资料和随访结果。临床资料:
年龄 4 岁-16 岁,平均年龄 7.5 岁,男性 68 例,女性 64 例。排尿异常合并便秘 65 例(49%),排尿异常合

并腹泻 21 例(16%)),排尿异常合并便秘腹泻交替 19 例(14%),排尿异常合并肠痉挛 27 例(21%)。通

过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排除神经源性膀胱等器质性病变,检测尿常规､ 泌尿系彩超+排尿后残余

尿量､ 腰骶椎 X 片,尿流率和尿流动力学等检查。治疗后据排尿排便日记评价排尿和排便症状变化,
泌尿彩超+排尿后残余尿量和尿流率评价排尿指标变化,必要时尿流动力学评价膀胱逼尿肌活动､ 膀

胱顺应性和膀胱容量。 
结果 肠道微生态制剂(卫常宝+益畅宝)治疗后排便异常缓解时间 2 -7 天,平均时间 2.7 天,便秘缓解率

93%,腹泻缓解率 89%,肠痉挛缓解率 91%,排尿异常缓解时间 4 天-11 天,平均时间 6.8 天。尿频尿急

缓解率 96%,白天尿失禁缓解率 88%,夜间尿失禁缓解率 76%。排便异常缓解后膀胱残余尿量异常

缓解率 89%。 
结论 小儿尿频､ 尿急､ 遗尿和尿失禁等排尿障碍多见,儿童排尿障碍是一个容易被临床医生忽视的

综合征,面临困惑主要是分类不清,病因不明,没有单一的因素可以解释所有的排尿障碍。绝大多数属

于功能性排尿异常,而功能性排尿异常的儿童多伴有肠功能紊乱､ 肠痉挛及便秘和/或稀便。单纯治

疗排尿障碍效果差,且易复发,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严重影响儿童健康发育和生活质量,给家长带来严

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通过肠道微生态制剂首先治疗肠道功能异常或同时治疗排尿功能障碍是

一种简单有效,副作用小,儿童更易接受,且在同时治疗排便功能障碍能进一步提高排尿异常治愈率,减
少复发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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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在儿童哮喘出院后的护理效果观察 
 

王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哮喘儿童出院后,采取延续性护理措施与常规护理随访两种不同护理方法的护理效果及对

患儿病情的改善作用的比较 
方法 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儿科呼吸科病区 272 例因持续哮喘住院治疗后康复出院的患儿(年龄

4~11 岁),采用随机数余数分组法分为干预组 136 例和对照组 136 例。干预组患儿和家长接受延续

性护理,对照组采用儿童哮喘常规门诊随访。出院 20 周后,观测两组患儿的测评指标和临床检查指标,
并比较两组患儿哮喘急性发作次数､ 因哮喘原因再次住院次数。其中测评指标包括遵医依从性､ 儿

童睡眠和日间活动状况､ 护理随访工作满意度;临床检查指标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 FEV1 与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FEV1%)､ 大呼气峰流

速值(peak expiratory flow,PEF)及 PEF 占预计值百分比(PEF%)和儿童哮喘控制测试(Children 
Asthma Control Test,C-ACT)等指标变化 
结果 测评指标结果:1.两组患儿遵医依从性均受患儿父母年龄､ 职业､ 受教育程度､ 医疗费用支付

方式的影响,干预组患儿遵医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2. 干预组儿童睡眠测评中,睡眠不安

､ 睡眠节律紊乱､ 异态睡眠三个维度均较对照组有明显的改善;干预组日间活动指标得分高于对照

组(P<0.05)。3.干预组护理随访工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临床检查指标显示:干预组患儿复查 FEV1 和 FEV1%､ PEF 和 PEF%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升

高(P<0.05);两组 C-ACT 评分均有升高,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患儿哮喘

再次急性发作次数与住院次数均减少(P<0.05) 
结论 延续性护理能提高患儿遵医依从性,提高患儿睡眠和生活质量,增加护理随访工作满意度。治疗

上能有效控制儿童哮喘发作,减少发作次数和住院次数,改善患儿肺功能。延续性护理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PU-2657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的 TJP2 基因测序结果分析 
 

张婧,俞蕙,王晓红,吴冰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0 

 
 
目的 以低水平 γ-谷氨酰转肽酶(GGT)为特征的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病例中约有 1/3 的病因不明确。

TJP2 基因突变引起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4 型 progressive famili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PFIC4),PFIC4 型的临床表型类似 PFIC1 型:多以 1 岁以内持续或反复发作的黄疸为主

要临床表现,生长发育落后,生化检查结果以转氨酶升高,总胆红素(TBil)升高且以直接胆红素(DBil)升
高为主,血清 GGT 正常或轻度上升(GGT<100IU/L),与严重的肝内胆汁淤积症状不平行;病情发展至

终末期需要行肝移植术。本研究是探讨不明原因的低水平 GGT 的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是否携

带 TJP2 基因的致病突变。 
方法 纳入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科以黄疸就诊住院的 31 例患

儿,纳入对象符合以下全部标准:(1)年龄<1 岁,(2)临床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发作的黄疸,生化检查结果为

肝内胆汁淤积症的患儿:总胆汁酸(TBA)升高,TBil<85.5umol/L 时, DBil>17.1 umol/L;或
TBil>85.5umol/L,DBil 占 TBil 的比例≥20%;(3)GGT<100U/L;(4)B 超､ ECT 或磁共振成像显示肝外

胆管通畅,排除胆道闭锁､ 胆总管囊肿等梗阻性黄疸;(5)ABCB11 和 ATP8B1 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 
采用 Sanger 测序技术对 31 例患儿外周静脉血 DNA 进行 TJP2 基因的外显子测序,通过数据分析,
对发现有意义的致病突变的病例 DNA 采用 Ion Torrent PGM 高通量测序平台对我院已包含的 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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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淤积相关基因进行二代测序以排除其他基因突变致病的可能;同时在父母或家系样本中进行验

证。对新发现的突变运用 Mutation taster､ SIFT 和 Polyphen-2 三个预测网站进行预测。同时会抽

取父母静脉血,对相应位点的碱基进行测序。 
结果 31 例患儿中有 18 例患儿携带 c.2727G>GA 杂合突变(rs2095876),2 例患儿携带 c.1137A>AG
杂合突变(rs 17062695),8 例患儿携带 c.2715C>CT 杂合突变(rs2282336)(详见表 1)。 
结论 TJP2 基因致病突变在进行性婴儿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中较少见。 
 
 
PU-2658 

阻断 CD40/CD40L 通路抑制嗜碱性性粒细胞 
及其过敏性气道炎症的作用 

 
钟文伟

1,吴巾红
1,张磊

1,张静
1,袁姝华

1,唐铭钰
1,董文芳

1,邬宇芬
1,林洁

1,张皓
1,殷勇

1,夏振炜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Th1/Th2 失衡是过敏性哮喘发病的重要免疫学机制,其中共刺激分子在决定 Th 细胞分化方向中

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探讨 CD40/CD40L 共刺激通路对嗜碱性粒细胞功能影响及在调节过敏性气

道炎症中的作用。 
方法 分别采用野生型 Balb/c 小鼠和 CD40KO 小鼠,通过 OVA 致敏､ 激发建立 OVA 诱导的过敏性

气道炎症动物模型,通过流式细胞仪､ ELISA 及肺组织病理检查分析干预 CD40/CD40L 通路对肺组

织嗜碱性粒细胞功能､ Th2 免疫应答影响及气道炎症影响。?在体外,FACS 分选正常 Balb/c 小鼠骨

髓细胞培养获得的嗜碱性粒细胞和 MACS 分选正常 DO11.10 小鼠脾细胞获得的 Naïve T 细胞进行

体外细胞共培养,同时进行 CD40/CD40L 通路干预,观察 CD40/CD40L 通路对嗜碱性性粒细胞诱导

的 Th2 细胞分化的影响。 
结果 1､ CD40/CD40L 阻断显著降低肺组织嗜碱性粒细胞比例;2､ CD40/CD40L 阻断显著降低血清

IgE､ 肺组织 IL-4 水平,减少脾脏 OVA 特异性 Th2 细胞比例,减轻肺组织过敏性气道炎症;3､ 体外骨

髓细胞定向培养嗜碱性粒细胞体系中阻断 CD40/CD40L 通路显著减少嗜碱性粒细胞获得比例;4:在
体外嗜碱性粒细胞促进 Th2 细胞分化体系中阻断 CD40/CD40L 通路显著抑制 Th2 细胞分化。 
结论 CD40/CD40L 通路在调控嗜碱性性粒细胞及过敏性气道炎症中起着重要作用 
 
 
PU-2659 

川崎病并发假性肠梗阻 4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李靖梅
1,陈国强

2,李志娟
1,张谨

2,唐筠
1,陈妞妞

2,张小鸽
2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提高对川崎病并发假性肠梗阻临床特征的认识,避免误诊漏诊。 
方法 对 4 例川崎病并发假性肠梗阻进行病例资料的回顾,同时查找相关国内外文献资料,以了解目前

川崎病并发假性肠梗阻的发病率､ 发病机制､ 临床特征､ 诊断及治疗方案。 
结果 川崎病的并发症中腹部症状不少,但是并发假性肠梗阻少见,目前病例报道仅有少数,如不及时诊

治后果较为严重,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是由于肠系膜动脉血管炎伴肠缺血,和相关的肌间神经

丛损害所致的血管供血不足所致,诊断需要结合临床症状､ 腹部查体､ 腹部 X 线片及腹部 B 超协诊,
大部分患者经保守治疗疗效满意,仅有个别病例需要外科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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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假性肠梗阻是川崎病罕见而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出现在川崎病诊断之前或之后,因此对于发热伴

有腹痛､ 腹胀､ 呕吐的婴幼儿,尤其需要提高警惕。 
 
 
PU-2660 

社会冲突理论下医患关系分析 
 

杨亭亭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近几年,我国的医患关系越来越糟,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医患纠纷事件。站在社会学视角来

说,医患纠纷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冲突的典例。一旦冲突的程度超出了一定的限度,社会系统将面临着

失衡的状态甚至土崩瓦解。所以,面对社会的一些冲突时也不可以太过放任,否则有可能会上演悲

剧。如今,我国的医患关系正在恶化,医患之间的矛盾程度不断加深,而且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究其原因,是医患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 媒体炒作､ 体制的缺陷等因素,使得医患二者出现了不和状

态。应该通过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就医服务､ 强制设立赔偿保险等方式来对医患关系进行积极的引导,
使其变得更为和谐。 
 
 
PU-2661 

新生儿诺如病毒感染 46 例临床分析 
 

胡晓明,李铁耕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新生儿诺如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15.1-2016.12 我院新生儿病室收治的 46 例诺如病毒感染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新生儿诺如病毒感染患儿中,呕吐发生率 高,其次为腹泻､ 发热､ 纳差拒乳､ 哭闹。21 天以上

患儿呕吐症状出现比例较高,14~21 天以内患儿腹泻症状出现比例较高。诺如病毒引起急性肠胃肠

炎表现的同时亦可造成肠道外脏器损害,导致心肌损害､ 休克､ 抽搐等症,病情凶险。 
结论 应重视新生儿诺如病毒感染的早期症状,以便早期诊断,及时治疗。 
 
 
PU-2662 

儿童异位胰腺漏诊三例分析 
 

吴华哲 
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儿童异位胰腺的诊治方法､ 漏诊原因及防范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收治的三例漏诊异位胰腺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例 1 女性,9 岁,表现为反复上腹痛 3 年,于外院诊断为“胃炎”及相应治疗,仍反复腹痛;我院胃镜检

查:慢性浅表性胃炎,胃窦大弯侧粘膜下一结节隆起,约 1.0 cm×1.0 cm,胃镜活检阴性。例 2 男性,3 岁,
表现为反复无痛性便血 3 天,于外院诊断为“消化道出血”及对症治疗,便血无好转;我院 CT 检查提示

小肠梅克尔憩室可能,消化道 99m锝同位素扫描阴性。例 3 男性,5 个月,表现为腹胀伴呕吐 5 天,于外

院诊断“急性胃肠炎”;我院行 CT 检查提示回盲部占位。三例患儿于消化内科住院检查后转小儿外科

手术,转出诊断分别为:慢性浅表性胃炎(胃窦部肿物)､ 下消化道出血(梅克尔憩室炎?)､ 不全性肠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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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回盲部肿物)。三例术后病理均证实病灶含有异位胰腺组织,根据 Heinrich 分型:Ⅰ型具有完整结

构的腺泡､ 导管和胰岛细胞 1 例,Ⅱ型仅有腺泡和导管结构 2 例。术后患儿均顺利康复,无并发症出

现,分别随访 1 年~3 年,恢复良好。 
结论 儿童异位胰腺较少见,多因出现并发症而就诊,其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全面细

致的影像学检查,可减少漏诊。 
 
 
PU-2663 

上海地区 2015 年儿童麻疹并发肺炎临床特征分析 
 

李玉川,谢新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对上海地区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儿童麻疹并发肺炎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确诊并住院治疗的 183 例麻

疹并发肺炎患儿的性别､ 年龄､ 发病季节､ 疫苗接种史､ 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结果､ 治疗及预后。 
结果 (1)一般情况:183 例麻疹并发肺炎患儿,男 126 例,女 57 例,男:女=2.21:1;≦8 月 127 例(69.4%);
春季是麻疹发病的高发季节;161 例(88.0%)未接种麻疹疫苗。(2)临床表现:183 例患儿均有发热,热
峰>39℃的有 136 例(74.3%);176 例患儿(96.2%)有柯氏斑;176 例患儿(96.2%)有卡他症状;183 例患

儿均有皮疹,其中 178 例(97.3%)患儿在发热后出皮疹;183 例患儿均有咳嗽,其中 22 例(12.0%)出现

呼吸急促,8 例(4.4%)患儿出现发绀;肺部查体,有 170 例(92.9%)患儿肺部听诊可闻及湿罗音或喘鸣

音。(3)辅助检查:183 例患儿均进行了血常规检查,其中 120 例(65.6%)患儿白细胞在正常范围;183
例患儿均进行了 C 反应蛋白检查,其中 124 例(67.8%)患儿 C 反应蛋白在正常范围; 176 例患儿进行

了降钙素原检查, 165 例(93.7%)患儿降钙素原升高;183 例患儿均进行了肝功能检查,其中 16 例

(8.7%)患儿谷丙转氨酶升高,60 例(32.8%)患儿谷草转氨酶升高;183 例患儿均进行了心肌酶谱检查,
其中 143 例(71.1%)患儿 CK-MB 升高;183 例患儿均进行了胸片检查,其中 154 例(84.2%)胸片提示

肺部渗出; 176 例患儿进行了痰呼吸道病原学检查,其中有 106 例痰呼吸道病原学检查正常,痰病原学

阳性者 70 例(40.0%), 常见的病原分别为流感嗜血杆菌 20 例(28.6%),肺炎链球菌 17 例(24.3%),金
黄色葡萄球菌 7 例(10.0%)。(4)治疗:183 例患儿中有 78 例(42.6%)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抗感染;183
例患儿中有 23 例(12.6%)患儿使用了丙种球蛋白治疗;183 例患儿中有 5 例(2.7%)使用了小剂量激

素治疗;5 例患儿(2.7%)进行了机械通气治疗。(5)预后 183 例患儿死亡 2 例(1.1%),放弃治疗自动出

院 2 例(1.1%),好转出院 179 例(97.8%)。 
结论 春季是麻疹的高发季节,麻疹并发肺炎 常见的病原菌是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 。存在基

础疾病,免疫缺陷的儿童易合并重症肺炎。 
 
 
 
 
 
 
 
 
 
PU-2664 

A novel sphingosine kinase 1 inhibitor (SKI-5C) induces 
cell death of Wilms’ tumor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Li Zhiheng,Li Xiaolu,Xu Lixiao,Tao Yanfang,Yang Chun,Li Mei,Chen Xiaolan,Fang Fang,Lu Jun,Hu 

Shaoyan,Feng Xing,Pan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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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pediatrics,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0 
 

 
Objective Sphingosine kinase 1 (SphK1) is over-expressed in many cancers and therefore 
serves as a biomarker for cancer prognosis. SKI-5C is a new SphK1 inhibitor, and until now its 
molecular function in Wilms’ tumor cells remained unknown. 
Methods Using CCK-8 and nude mice experiments we assessed cell growth in Wilms’ tumor cell 
lines (SK-NEP-1 and G401) in vitro and in vivo. cell apoptosis was detected through annexin 
V/propidium iodide staining an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Microarray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genes regulated by SphK1. Signaling pathways involved in SphK1 inhibiti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that SphK1 is highly expressed in SK-NEP-1 and G401 cells. 
Treatment with SKI-5C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d apoptosis of SK-NEP-1 and G401 cell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Moreover, SKI-5C treatment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SK-NEP-1 
xenograft tumors in nude mice, with few side effects. Our microarra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KI-
5C-treated SK-NEP-1 cells mostly downregulated PRKACA and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phosphorylation of ERK1/2 and NF-κB p65.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SKI-5C induces apoptosis of SK-NEP-1 cells through the 
PRKACA/MAPK/NF-κB pathway. While, further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determine the underlying 
details, these results provide new clues fo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cell death induced by 
SKI-5C and suggest that SKI-5C may act as new candidate drug for Wilms’ tumor. 
 
 
PU-2665 

The PLK1 inhibitor BI-2536 induce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neuroblastoma cells  

 
Li Xiaolu,Li Zhiheng,Tao Yanfang,Xu Lixiao,Yang Chun,Chen Xiaolan,Fang Fang,Li Mei,Qian Guanghui,Lu 

Jun,Feng Xing,Hu Shaoyan,Pan Jian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215000 

 
 
Objective Neuroblastoma(NB) is the most common extracranial solid tumor arising from the 
embryonic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in childhood . As more than half of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high-risk neuroblastoma will either not respond to conventional therapies or relapse after 
treatment, so it is crucial to call for novel treatment.  Polo-like kinase 1 (PLK1) is a 
serine/threonine-protein kinase expressed during mitosis and overexpressed in multiple cancers, 
including neuroblastoma. BI2536 is a novel inhibitor of PLK1.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BI2536 in neuroblastoma. 
Methods NB cell lines SH-SY5Y and Kelly  were screened by high-throughput inhibitor library 
which was composed of 69 small molecular inhibitors. The proliferation of NB cells were analyzed 
by CCK8 assay. Flow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cell cycle and cell apoptosis. NB cells 
overexpressing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LC3-
GFP) were generated to observe autophagy activity. Cleaved LC3 (LC3-II) an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UNC-51–like kinase 1 (ULK1) during autophagy was detected with western 
blotting. Autophagosomes were detected us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Results Several inhibitors had promising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s on NB cells. Among them, 
BI2536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t antitumor activity, with IC50 less than 5μM. PLK1 inhibition 
by BI2536 induced apoptosis in NB cells. Moreover, autophagy activity was increased in the NB 
cells treated with BI2536. Formation of autophagosome in NB cells treated by BI2536 was 
observed by TEM. BI2536 treatment in NB cells increased LC3-II and autophagy activity. The 
phosphorylation of ULK1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NB cells treated with BI2536, thus inducing 
autophagy.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082 
 

Conclusions In current study, we demonstrate that PLK1 inhibition by BI2536 induce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NB cells and that it results in ULK1 dephosphorylation. These results provide 
new clues fo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cell death induced by BI2536 and suggest that BI 2536 
may act as new candidate drug for neuroblastoma. 
 
 
PU-2666 

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的优化 
 

华丽,鲍一笑,刘全华,李京阳,吕婕,房定珠,林芊,包军,嵇若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扩大样本含量,对我们前期建立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由 IL13 -1112C>T､ IL13 
+1923C>T､ IL13 R110Q､ IL4 -590C>T､ ADRB2 R16G､ FCER1B -109C>T､ FCER1B E237G
､ IL4RA I75V 和 IL4RA Q551R 构成)进行优化。 
方法 在 1000 名汉族哮喘患儿组和 1000 名正常对照组中,对上述 5 个基因的 9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

点进行基因分型,采用多因子降维法进行基因交互作用分析。 
结果 IL13 R110Q､ IL4 -590C>T､ ADRB2 R16G 和 FCER1B E237G 这 4 个多态性位点构成 佳

哮喘易感基因模型(检验样本准确度 = 0.6089,交叉验证一致性 = 10/10,P = 6.98E-05)。上述 4 个位

点每个均分别与儿童哮喘发病相关(IL13 R110Q 位点 G 等位基因,OR = 1.24,P = 1.23E-03;IL4 -
590C>T 位点 T 等位基因,OR = 1.25,P = 3.81E-03;ADRB2 R16G 位点 A 等位基因,OR = 1.29,P = 
6.75E-05;FCER1B E237G 位点 G 等位基因,OR = 1.27,P = 3.86E-03)。4 个位点均为风险等位基

因纯合子者(IL13 R110Q GG + IL4 -590C>T TT + ADRB2 R16G AA + FCER1B E237G GG)患哮

喘的危险度显著高于不携带任何风险等位基因纯合子者(P = 4.28E-03,OR = 13.55),也明显高于仅

携带 1､ 2 或 3 个风险等位基因纯合子者(P = 6.51E-03, OR = 10.09)。 
结论 IL13 R110Q､ IL4 -590C>T､ ADRB2 R16G 和 FCER1B E237G 构成优化后的汉族儿童哮喘

易感基因预测模型,四个位点分别与儿童哮喘发病相关,且具有显著的协同作用,共同提高哮喘发病危

险度。 
 
 
PU-2667 

过表达 CXCR4 基因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迁移效能的研究 
 

温泉,蒋犁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研究体外通过慢病毒载体介导上调 CXCR4 受体对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迁移效能的影响。 
方法 构建携带 CXCR4 目的基因及绿色荧光蛋白 GFP 的慢病毒载体,及仅携带 GFP 的慢病毒载体,
包装病毒,测定滴度。通过对 佳 MOI 值摸索,获得过表达 CXCR4 的 BMSCs(CXCR4-GFP-
BMSCs 组)及仅携带 GFP 的 BMSCs(GFP-BMSCs 组)。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 GFP 的表

达,Western blot 检测 CXCR4-GFP-BMSCs 组､ GFP-BMSCs 组､ BMSCs 组表面 CXCR4 的表

达。Transwell 迁移实验探索体外 SDF-1 对 BMSCs 的 佳趋化浓度,并使用高浓度 SDF-1 观察三

组迁移效能的差别。 
结果 成功构建 pHBLV-CXCR4-CMV-ZsGreen-Puro 及 pHBLV-CMV-ZsGreen-Puro 慢病毒载体,并
获得高滴度病毒。Western blot 检测示,在 CXCR4-GFP-BMSCs 组细胞中 CXCR4 表达水平 高,
与其他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Transwell 迁移实验说明,在体外 SDF-1 对 CXCR4
的趋化作用存在浓度依赖性,过表达 CXCR4 可提高 BMSCs 的体外迁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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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慢病毒载体介导下可获得高表达 CXCR4 的 BMSCs,并能提高 SDF-1/CXCR4 轴的趋化效应。

为体内提高间充质干细胞定向迁移率提供了体外实验基础。 
 
 
PU-2668 

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在喘息儿童中的验证 
 

华丽,鲍一笑,王一卉,包军,刘全华,李京阳,何亚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在喘息儿童中验证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由 IIL13 R110Q､ IL4 -590C>T､
ADRB2 R16G 和 FCER1B E237G 构成)。 
方法 应用 TaqMan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对 212 名喘息儿童进行上述 4 位点基因分型,
根据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将其分为哮喘高危组和低危组。分别采用宽松､ 严格标准哮喘

预测指数对所有喘息儿童进行阴性或阳性判定。比较哮喘高危组和低危组在哮喘预测指数阳性所占

比方面的差异。 
结果 哮喘高危组 95 人,低危组 117 人,两组在性别､ 年龄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哮喘高､ 低危

组中,宽松标准哮喘预测指数阳性者分别为 85､ 61 人,各占 89.47%､ 52.14%,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OR(95%CI)=7.80(3.69-16.50),P=5.26E-09);严格标准哮喘预测指数阳性者分别为 71､ 21 人,各占

74.74%､ 17.95%,前者也高于后者(OR(95%CI)=13.52(6.98-26.20),P=1.07E-16)。 
结论 哮喘高危组哮喘预测指数阳性所占比高于低危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需要在喘

息儿童中进行长期随访验证,以明确其对哮喘的预测价值。 
 
 
PU-2669 

儿童肝母细胞瘤综合治疗疗效观察及预后因素分析 
 

迭小红,康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究我院肝母细胞瘤治疗效果及影响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我院 2010 年—2016 年收治的肝母细胞瘤患儿临床资料,门诊或电话随访,采用国际儿童肿

瘤协会 PRETEXT 分期法对患儿进行疾病分期,患儿采用手术､ 化疗等综合治疗,SPSS19.0 分析治

疗及预后情况,Kaplan-Meier(K-M)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 检验进行各因素组间生存

率比较,分析治疗效果及预后相关因素。 
结果 69 例患儿经治疗后 48 例得到有效治疗,治疗有效率达 69.6%(48/69),其中完全缓解 39 例,占
56.5%,部分缓解 9 例,占 13.1%,疾病稳定 3 例,占 4.3% ,疾病进展 18 例,占 26.1% 。随访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5 年总生存率约 65%。通过 K-M 单因素分析提示:手术治疗､ PRETEXT 分期及肿瘤远

处转移是 HB 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术前化疗不是影响 HB 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 儿童肝母细胞瘤经手术结合化疗等综合治疗疗效得到肯定;手术治疗､ PRETEXT 分期及远处

转移是影响肝母细胞瘤患儿预后的重要因素,并用于预后的预测。 
 
 
 
PU-2670 

宫内生长受限胎儿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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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通过超声与核磁共振技术对人类胎儿部分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分析,探讨迟发型胎儿宫内

生长受限(IUGR)的血流动力学变化。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6 例晚孕期胎儿(平均孕周 36.09 ± 2.51 周),14 例宫内生长受限胎儿平均孕周

36.17 ± 1.03 周)。采用目前已经发表的技术 (Seed & van Amerom, 2012),应用 1.5T MR (Avanto, 
Siemens Medical Solutions, Erlangen, Germany) 及 iU22 彩超诊断系统,通过核磁共振技术测量主

要大血管血流量及 T2 值。血氧含量 = 血氧饱和度 x [Hb] x 1.36 (Rudolph, 2009),胎儿氧输出量 = 
脐静脉血氧含量 x 脐静脉血流量。超声检测大脑中动脉(MCA)､ 脐动脉搏动指数,计算脐动脉大脑

中动脉搏动指数比值(CPR)。绘制胎儿主要血管血流量及 CPR 的 ROC 曲线,评估各参数的诊断效

能。 
结果 14 例 IUGR 胎儿脐静脉(p =0.004)及肺动脉血流量明显降低(p =0.01),上腔静脉血流量明显增

加(p <0.0001)。宫内生长受限胎儿体重及大脑容量明显小于正常胎儿(p <0.0001)。 
结论 MRI 监测胎儿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可以反应 IUGR 胎儿的缺氧状态。尽管存在大脑保护效应,胎
盘功能不足仍然限制胎儿大脑发育,上腔静脉血流量及脐静脉的 T2 值是监测迟发型 IUGR 的新指

标。 
 
 
PU-2671 

Skeletal abnormalities detected by SPECT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elapse risk in pediatric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Zhou Fen,Zhang Meiling,Han Juan,Xiao Yan,Jin Runmi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Union Hospita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 Most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exhibit skeletal abnormalitie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bone lesions detected by whole-body bone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 and its prognostic value in children with ALL.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whole-body bone SPECT scans obtained 
from children with ALL in our department between June 2008 and June 2012. A total of 166 
children newly diagnosed with ALL were includ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patient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PECT scans. We compar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keletal abnormalities detected by SPECT 
and prognosis. 
Results Among the 166 patients, bone scintigraphic abnormalities was detected by SPECT scan 
in sixty-four patients (38.6%). The most common site was the limb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gender, WBC count at diagnosis, risk group and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level between SPECT-positive patients and their SPECT-negative counterparts. The 
event-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higher in SPECT-positive patients,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owever, patients with positive SPECT scans, especially those 
with multifocal abnormalities (≥3 sites), had a higher rate of relapse (P < 0.05). Multivariate 
analyses identified that abnormal SPECT scan (HR = 3.547, P = 0.015) was an independent 
relapse risk. 
Conclusions Children with ALL and multiple skeletal abnormalities will suffer from relapse. 
Abnormal SPECT scan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elapse risk which might be a potential 
relapse marker for AL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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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2 

布氏杆菌感染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穆锴,王红美,顾艳,李洪娟,韩燕,程娜,丁国玉,冯潇雨,赵羽琦,徐懿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布鲁菌病是由布鲁菌引起的动物源性人畜共患自然疫源性疾病,是全球 常见的人畜共患传染

病之一,属我国二类传染病,也是近年来发病率上升速度 快的传染病。噬血细胞综合征(HLH)病因

以病毒感染､ 淋巴瘤居多,细菌感染致 HLH 相对少见。检索国内外文献,国内外布氏杆菌感染相关

HLH 的报道较少,尤其一家母子同时患病尚未有报道。本文在国内首次报道了儿童布氏杆菌感染引

起的 HLH 1 例,本例患儿及母亲同时确诊布病,但患儿父亲布氏杆菌平板凝集试验阴性,同时印证了布

氏杆菌不在人与人间传播。 
方法 结合患儿病史､ 发热波形的特点(波状热)､ 肝脾肿大等临床表现､ 布氏杆菌平板凝集试验

1:160 阳性及牛羊密切接触史,诊断布氏杆菌病明确。患儿母亲布氏杆菌平板凝集试验 1:160 稀释阳

性,有牛羊接触史,无布病临床表现,确诊布氏杆菌病(隐性感染)。结合患儿牛羊接触史,布氏杆菌在患

儿体内已潜伏 3 个月,患儿目前处在布氏杆菌病急性期。参照 2014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小儿血液

学组制定的 HLH 诊疗标准,对于感染相关的 HLH,重点根据病因治疗原发病,对于病情稳定､ 临床症

状轻的患者,在治疗其基础疾病的基础上可按 HLH 治疗方案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故暂予地塞米松

10mg 抑制炎症反应。原发病治疗方面,参照 2012 年卫生部制定《布鲁士菌病诊疗指南》,首选一线

药物多西环素 100mg/次,2 次/天,利福平 900mg/次,1 次/天治疗,6 周 1 疗程。嘱患儿母亲口服多西

环素､ 利福平。患儿在入院第 10 天,体温恢复正常,肝脾较前缩小,复查血常规､ CRP､ PCT､ 凝血

常规､ 铁蛋白､ 血脂､ 血细胞簇分化抗原均正常。布氏杆菌平板凝集试验阴性,取得临床治愈。肝

功示谷丙转氨酶 146.30 U/L,谷草转氨酶 196.00 U/L,考虑出现药物性肝损伤。患儿病情明显好转,嘱
出院,院外继续保肝治疗。 
结果 患儿及其母亲完成多西环素+利福平治疗 1 疗程后,患儿布氏杆菌平板凝集试验未转阴,嘱其加

服 1 疗程。完成 2 个疗程治疗后,患儿及其母亲布氏杆菌平板凝集试验均转阴,复查肝功均正常。 
结论 本例患儿发病后及时的诊疗是获得较佳预后的重要原因。患儿及其母亲有牛羊接触史,均确诊

布氏杆菌感染,其父未接触牛羊,一家人虽密切接触,但患儿父亲布氏杆菌检查阴性,支持布氏杆菌不在

人与人之间传播。布氏杆菌病与 HLH 临床表现有相似之处,儿童布氏杆菌病的临床表现又多不典型,
为及时诊断增大了难度。对既往体健的儿童,如出现反复发热抗生素治疗无效,肝脾肿大,铁蛋白升高,
三系减少,要仔细追问牛羊接触史,必要时行布氏杆菌病筛查,及早明确病因,并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对
改善预后极其重要。 
 
 
 
 
 
 
 
 
 
 
 
 
PU-2673 

硒对不同铅暴露水平的儿童生长发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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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被中国营养学会列为人体必需的 15 种营养素之一。本研究拟分析

硒对不同铅暴露水平的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在上海市收集 0-14 岁儿童的生长发育指标､ 血铅水平､ 血硒水平等数

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儿童身高采用分年龄别和分性别的参数,计算 Z 评分(height for age Z-score, 
HAZ), HAZ<-2 为生长发育迟缓。运用病例对照方法分析不同血硒水平对不同铅暴露水平的儿童生

长发育迟缓风险的影响。 
结果 共计调查 2302 名儿童,有效数据 1847 例。其中女童 877 例,男童 970 例。全部儿童的血铅平

均水平是 20.13μg /L,25%分位数(Q1)水平是 14.70μg /L;75%分位数(Q3)是 29.00μg /L 。全部儿童

血硒平均水平是 114.74μg /L 。血铅水平以 Q1 和 Q3 分为 3 组水平;每组血铅水平,再以血硒水平分

为小于 100μg /L､ 大于等于 100μg /L 同时小于等于 250μg /L､ 大于 250μg /L 三个水平。血铅水平

小于等于 14.70μg /L 组儿童,血硒水平小于 100μg /L 亚组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的发生率是 5.71%;大
于等于 100μg /L 且小于等于 250μg /L 亚组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的发生率是 1.88%,2 亚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血铅水平大于 14.70μg /L 且小于 29.00μg /L 组儿童,血硒水平小于 100μg /L 亚组儿童

生长发育迟缓的发生率是 4.27%;大于等于 100μg /L 且小于等于 250μg /L 亚组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的

发生率是 1.08%,2 亚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铅水平大于 29.00μg /L 且小于 100μg /组儿童,
血硒水平小于 100μg /L 亚组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的发生率是 3.23%;大于等于 100μg /L 且小于等于

250μg /L 亚组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的发生率是 0.82%,2 亚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铅水平小于等于 14.70μg /L 组儿童,血硒水平小于 100μg /L 亚组和大于等于 100μg /L 且小

于等于 250μg /L 亚组比较儿童发生生长发育迟缓的风险在 2 亚组之间无差异;血铅水平大于

14.70μg /L 且小于 29.00μg /L 组儿童,血硒水平小于 100μg /L 亚组和大于等于 100μg /L 且小于等

于 250μg /L 亚组比较,血硒水平小于 100μg /L 亚组儿童发生生长发育迟缓的风险较高;血铅水平大

于 29.00μg /L 且小于 100μg /组儿童,血硒水平小于 100μg /L 亚组和大于等于 100μg /L 且小于等于

250μg /L 亚组比较,儿童发生生长发育迟缓的风险在 2 亚组之间无差异。不同铅暴露水平,血硒水平

对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影响不同,亟待进一步研究。硒营养水平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亟待深入研

究。 
 
 
PU-2674 

Methionine restriction affects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Caco-2 intestinal epithelial tight junction barrier 

 
Shen Xiaoting,Shu Xiaoli,Gu Weizhong ,Chen Jie 

The Children's Hospital ,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mak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tective actions of 
MR on barrier function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Caco-2 monolayers challenged with 
TNF-α. 
Methods Caco-2 monolayers were cultured with completed culture medium and medium with 
reduction of methionine by 90%. Then Caco-2 monolayers were treated with or without TNF-α for 
48h. The cells were grouped as follows: AA group, MR group, AA+TNF-α group, MR+TNF-α 
group. Both 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 (TEER) and paracellular permeability were 
measured to evaluate barrier function. Ultrastructural features of Caco-2 monolayers were 
observed by a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The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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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tion proteins Claudin-1, Occludin and ZO-1 were respectively analyzed by real-time Q-PCR, 
immunoblot or immunofluorescence. 
Results 1.Cell morphology, TEER, LY permeability and cell polarit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del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with Caco-2 cells in vitro. 2.The 
results of barrier function study showed that TNF-α decreased the TEER (P<0.01) and increased 
the LY permeability (P<0.01), compared with that of AA group; MR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n 
the TEER (P<0.01) and cell polarity (P<0.05), compared with that of AA group; MR significantly 
dampened the TEER drop and lowered the increase of LY permeability elicited by TNF-α 
(P<0.05). 3.The results of TEM indicated that the tight junctions and microvilli in AA group and 
MR group had intact structures; TNF-α treatment resulted in disruption of normal TJ morphology 
and partly shedding of the microvilli; MR+ TNF-α group had a lessened extent of the disruption of 
the TJ and microvilli, compared with that of AA+ TNF-α group. 4.The results of qPCR and 
Western Blot revealed that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TJ proteins including 
Claudin-1, Occludin and ZO-1 were not significantly altered by the treatment of Caco-2 
monolayers cultured with completed medium or low methionine medium with or without TNF-
α. 5.In the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J proteins, we found that, in control Caco-2 monolayers, 
the TJ proteins Claudin-1, Occludin and ZO-1 were respectively localized to the intercellular tight 
junctions, along the edge of the cells. These regular distributions were not obviously changed in 
Caco-2 monolayers cultured with low methionine medium. Treatment of Caco-2 monolayers with 
TNF-α for 48 hours induced pronounced reorganization of TJ proteins Claudin-1, Occludin and 
ZO-1 such that the distribution profiles became irregular and discontinuous. Low methionine 
treatment ameliorated TNF-α-induced altered localization of TJs.  
Conclusions 1.The joint evaluation of cell morphology, TEER, LY permeability and cell polar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stablish the repea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with Caco-2 cells in vitro. 2.TNF-α increases Caco-2 intestinal epithelial permeability and 
alters localization of TJ proteins. 3.MR improves the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and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TNF-α induced barrier dysfunction. 
 
 
PU-2675 

微信群在儿科品管圈无形成果中的应用效果 
 

李晴晴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关于探讨利用手机微信群在儿科品管圈[1] 无形成果的应用效果。 
方法 品管圈圈长对全体圈员建立共同的手机微信群,作为各项工作的分工安排､ 圈会讨论以及圈员

投票的平台。开展品管圈活动时,单数期的每一项活动项目采用传统的组织圈员集合召开圈会的方

式进行开展;双数期的每一项活动项目采用利用手机微信群[2] 进行沟通交流的方式进行开展,在品管

圈活动后,对品管圈无形成果采用同样的评价项目去衡量。 
结果 利用手机微信群的双数期品管圈活动中的无形成果成长值比单数期中采用传统方法开展品管

圈活动的无形成果成长值明显提高,单数期的品管圈活动中,圈员的无形成果成长平均值为 1.9,双数

期的品管圈中,圈员的无形成果活动成长平均值为 3.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建立手机微信群,利用手机微信平台对儿科品管圈无形成果成长值具有很显著的提高作用,可以

推广手机微信群在品管圈活动中的应用。 
 
 
 
 
PU-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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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presenting as diarrhea 
with perianal abscess:2 cases report  

 
Cheng Qi,Chen Jie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cine 310003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diagnosis of 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in very young infants, especially  presenting as gastrointestinal (GI) manifestations. 
Methods We report 2 cases with CGD presenting as diarrhea, perianal abscess and some other 
GI manifestations, the clinical data was described.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gene detection 
was done. 
Results 1.The 2 cases we reported were both male, and had an onset within the 1st month of life, 
their clinical feature were similar, including chronic diarrhea, refractory perianal abscess, hepatic 
dysfunction, anemia and with persistent high inflammation marker, the culture of anal abscess 
showed enterococcus faecium infections, the inmmunologic detection(included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CD) markers and complement level) did not show immunodeficiency. 
2. Colonoscopy showed chronic colitis(The colonoscopy of the case one had colitis involved 
rectum and sigmoid colon, a lengthwise shallow ulcer was seen in rectum which were 3 
centimeter from the anus, mucosa hyperplasia, hyperemia, edema cloud been seen in anal 
sinuses(Figure 1). And mucosal biopsy showed moderate chronic interstitial inflammation of 
mucous membrane. The colonoscopy of the case two had colitis involved the entire colon 
mucosa, including ileocecal region, ascending colon, transverse colon, descending colon, 
sigmoid colon and rectum, flaky erythema could been seen in the whole colon and rectum, and 
punctate epithelial erosions were seen in rectum mucosa(Figure 2). Mucosal biopsy showed 
moderate chronic interstitial inflammation of mucous membrane in transverse colon, descending 
colon, sigmoid colon and rectum). 3.Both of the patient’s gene detection revealed a hemizygous 
mutation in CYBB gene, and their mothers had the same hemizygous mutation in this locus, their 
fathers gene detection showed normal(Figure 3).  
Conclusions GI manifestations of CGD could include refractory perianal abscess with chronic 
diarrhea in very young infants,genetic testing should be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such symptoms. 
 
 
PU-2677 

miR-155-5p 靶向下调 FOXO3a 信号通路促进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期复发  

 
唐燕来,梁聪,刘小俭,李毓,黄礼彬,罗学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早期复发治疗效果差,亟需研究其发生机制来寻找其靶向治疗策

略提高其预后。通过筛选 ALL 早期复发 相关的 miRNA,为 ALL 早期复发寻求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依

据。 
方法 采用 miRNA 测序技术分析 3 例未复发的 ALL 患儿初诊样本和 3 例早期复发的初诊样本的

miRNAs 表达情况;采用 qRT-PCR 在 31 例未复发的 ALL 患儿初诊样本和 10 例早期复发的初诊样

本中验证该 miRNA 的表达情况;通过在线 miRNA 数据库预测该 miRNA 的可能靶基因,并通过双荧

光报告实验及 Western Blot 对可能的靶基因进行验证;采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用 MTS 实验和流式细胞技术分别检测 ALL 细胞增殖及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 1)miRNAs 在儿童 ALL 是否发生早期复发中有特异的表达模式,其中 6 个 miRNAs(miR-155-5p
､ miR-194-5p､ miR-6825-5p､ miR-532-3p､ miR-199-3p 和 miR-499a-5p)具有差异性表达;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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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 qRT-PCR 验证中发现 miR-155-5p 在发生早期复发的儿童 ALL 初诊标本中表达量高于未发生

复发者(P<0.05),另外 5 个 miRNAs 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在线 miRNA 数据库预测以及

双荧光报告实验验证了 FOXO3a 是 miR-155-5p 的靶基因之一;3)在 ALL 细胞系中过表达 miR-155-
5p 能下调 FOXO3a､ 下游 Bim 及 p27kip1 的 mRNA 及蛋白的表达,并能促进 ALL 细胞增殖,抑制凋

亡;干扰 miR-155-5p 表达能上调 FOXO3a､ Bim 及 p27kip1 的 mRNA 及蛋白的表达,能抑制 ALL 细

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4)siRNA 沉默 FOXO3a 后促进 ALL 细胞增殖,抑制凋亡。 
结论 miR-155-5p 高表达可能促进儿童 ALL 早期复发,并通过靶向下调 FOXO3a 信号通路促进 ALL
增殖,抑制凋亡;因此,靶向抑制 miR-155-5p 的表达有可能是治疗儿童 ALL 早期复发的新策略。 
 
 
PU-2678 

甲硫氨酸裂解酶通过 NF-kB 信号通路 
在 MLL 白血病细胞中的作用研究 

 
唐燕来,刘小俭,梁聪,李毓,黄礼彬,罗学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甲硫氨酸 γ-裂解酶(MGL)是生物体内甲硫氨酸代谢调控的关键酶,它能够特异性地裂解甲硫氨

酸。正常细胞在甲硫氨酸缺乏情况下可通过体内甲基硫腺苷磷酸酶补救合成途径来合成甲硫氨酸。

而肿瘤细胞对甲硫氨酸的需求非常旺盛,且表现出对甲硫氨酸的绝对依赖性,缺乏甲硫氨酸的情况下

肿瘤细胞增殖受到停止,我们前期研究发现 MGL 可杀伤白血病细胞。现为进一步研究 MGL 对 MLL
白血病细胞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采用 MTS 技术检测 MGL 对 MLL 白血病细胞增殖变化情况;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MGL 对

MLL 白血病细胞凋亡变化情况。qRT-PCR 及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NF-κB 及 COX-2 的 mRNA 及

蛋白质表达。 
结果 MGL 对 MLL 阳性细胞具有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剂量效应关系; 同时,MGL 能明显促

进人 MLL 细胞的细胞凋亡,并且随着剂量的增加,细胞凋亡越明显。另外,NF-κB 及 COX-2 蛋白在

MLL 白血病细胞中表达高于 MLL 阴性细胞,并且 MGL 处理细胞后 NF-κB､ COX-2 及 MLL 蛋白表

达逐渐降低。 
结论 MGL 明显抑制 MLL 白血病细胞增殖,并促进其凋亡,并且呈现出剂量效应关系。并通过 NF-
κB/COX-2 信号通路发挥作用,这有可能为儿童难治性 MLL 白血病治疗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PU-2679 

大气温度与早产风险的关系:来自广州 2001-2011 的数据 
 

何健荣
1,刘裕

1,夏晓燕
1,马文军

2,林华亮
2,阚海东

3,卢锦华
1,冯琼

1,莫伟健
1,王平

1,夏慧敏
1,邱琇

1,Louis J. Muglia4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4.辛辛那提儿童医院早产预防研究中心 
 

 
目的 气温的健康效应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气温对孕妇健康的影响却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分析孕

期气温变化对早产发生风险的关系 
方法 从广州市妇幼信息系统收集 2001-2011 年全市单胎顺产的出生数据,以及从广州市气象局获取

同时期每日气象数据。采用 Cox 等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孕期每周平均温度与早产发生风险的关系。

每周平均温度作为时依变量(time-varying exposure)纳入模型。气温暴露窗口包括:1 周(妊娠 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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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4 周(妊娠 后四周)､ 孕晚期(孕 20 周后)及整个孕期。早产定义为分娩孕周<37 周。我们还根

据分娩孕周将早产分为不同的亚组:20–31 周,32–34 周及 35–36 周。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838146 例单胎顺产出生数据,其中有 47209 例(5.6%)为早产儿。在妊娠 后四

周､ 孕晚期､ 整个孕期的气温过高会增加早产风险,而气温过低在各个暴露窗口均会增加早产风

险。例如,与中位温度相比(24.4°C),妊娠 后四周的极低温(7.6°C,第 1 百分位数)与极高温(31.9°C,
第 99 百分位数)会分别导致早产风险上升 17.9% (95% CI: 10.2, 26.2%) 和 10.0% (95% CI: 2.9, 
17.6%)。极高温对分娩孕周为 20-31 周和 32-34 周早产的效强于 35-36 周出生的早产。 
结论 本项目首次在发展中国家采用大样本数据探讨气温对早产风险的影响。此外,我们采用 Cox 等

比例风险模型,可以分析不同暴露窗口的气温与早产的关系,是本研究的另一个优势。我们的研究结

果对广州及其它具有相似气候条件地区的早产预测和预防有重要提示意义。 
 
 
PU-2680 

品管圈在儿科重症病房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王芳舒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PICU 病房中所收治的患儿多为重症患儿,患儿的年龄都较小,治疗护理的依从性低,加之患儿家

属过度紧张等,使得 PICU 病房的护理纠纷较多。故本文尝试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对 PICU 患儿进行

护理,以优化 PICU 病房的护理质量,提升患儿家属对于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方法 普通护理组:普通护理组主要行普通的 PICU 护理,包括病房消毒和整理､ 患儿的体征监测､ 体

位护理以及并发症预防等。 
        品管圈组:品管圈组主要行品管圈活动,具体为:�成立专门小组。成立专门开展品管圈活动的小

组,小组成员由 1 位护士长和多位护士组成,通过投票方式确定 PICU 护理主题,然后分析 PICU 病房

常见护理缺陷,通过无领导讨论以及头脑风暴法等,细分护理缺陷的成因,如医院环境问题､ 护患交流

问题､ 护理操作问题以及服务态度问题等,根据成因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方法。�完善奖惩机制。由小

组成员共同讨论和制定护理奖惩机制,设置护理意见箱及护士护理服务评估机制,每一周都进行护理

质量考核,对患儿家属满意度评分比较高的护士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对于引发护理纠纷､ 护理满意

度评分比较低的护士给予问题纠错,评估其护理质量差的原因并指导其改正,降低护理缺陷,定期开展

护理技能培训以及比赛,提升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结果 不同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比较:普通护理组中有 20 例患儿家属对护理的评价是满

意,8 例评价是良好,12 例评价为不满意,满意率 70%(28/40)。品管圈组中有 26 例患儿家属对护理的

评价是满意,11 例评价是良好,3 例评价为不满意,满意率 92.5%(37/40)。品管圈组患儿家属对护理

服务的满意度优于普通护理组,结果数据存在差异性。 
结论 PICU 患儿具有病情较为复杂,治疗难度大等特点,对于护理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品管圈活动主

要指通过组成专门小组,借助小组的团队力量不断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应对方法,让小组成

员认识到工作的意义,提升工作质量。 
 
 
 
 
 
 
 
 
PU-2681 

以中枢神经症状为首发表现的儿童原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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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综合征一例伴文献复习 
 

黄华,茅幼英,金燕樑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了解以中枢神经系统受累为首发表现的儿童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SS)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以发热头痛起病的 11 岁男性 pSS 患儿确诊后经过免疫抑制治疗后好转的临床

资料,并复习相关的文献。 
结果 儿童的 pSS 发病率低,其中以神经系统受累为主要表现的更少,而头痛是其中 常发生的中枢神

经症状。当症状不典型时,自身抗体和口腔唇腺的活检有助于诊断。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应

用有助于改善病情。 
结论 由于儿童 pSS 中枢神经受累症状不典型,因此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有助于改善预后。 
 
 
PU-2682 

广州市 105 名儿科医生离职意愿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邢艳菲,蒋琳,林穗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了解广州市儿科医生工作离职意愿现状,分析儿科医生离职意愿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广州市 105 名儿科医生,采取问卷调查法了解儿科医生的基本情

况和工作满意度等,运用离职意愿量表进行离职意愿调查 
结果 广州市儿科医生的离职意愿比较高(中位数为 18),总离职意愿与年龄职业满意情况呈负相关(R
分别为-0.31､ -､ -0.35,P<0.05),与一个月的夜班次数､ 工作压力正相关(R 分别为 0.33､
0.25,P<0.05):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与､ 职业满意情况负相关(R 值分别为-0.42,P<0.05),与工作压

力､ 一个月的白班､ 夜班天数和工作小时正相关(R 分别为 0.29､ 0.27､ 0.25､ 0.25,P<0.05);离职

寻找其他工作的动机与年龄､ 从事儿科的工作年限､ 职业满意情况负相关(R 分别为-0.32､ -0.25､ -
0.29,P<0.05),与一个月的夜班天数呈正相关(R 为 0.27,P<0.05)。 
结论 大部分儿科医生尤其是年轻医生认为自己可能会或者肯定会辞去现有工作, 提高儿科医生职业

满意度,降低儿科医生的工作压力,减少儿科医生的工作时间包括白班和夜班,可以降低儿科医生离职

意愿。 
 
 
PU-2683 

135 例 IV 期神经母细胞瘤的预后研究 
 

张谊,张伟令,黄东生,洪亮,杜燕燕,韩涛,支天,易优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研究 IV 期高危神经母细胞瘤的发病特点､ 疗效反应以及生存分析 
方法 根据美国儿童实体瘤协作组(COG)分期系统,从 2006 年 2 月-2016 年 1 月收集的 198 例 NB 中

筛选出 135 例 4 期高危 NB 病例,男 89 例,女 46 例。采用化疗､ 手术和/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分析患儿的发病特点､ 治疗疗效､ 预后及随访结局。 
结果 135 例患儿发病年龄≤18 个月 24 例,仅占 17.8%,≥18 个月患儿 111 例,占 82.2%。诊断后应

用化疗结合手术诱导治疗达到完全缓解(CR)83 例(61.5%)､ 部分缓解 32 例(23.7%)､ 不好界定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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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 20 例(14.8%),诱导疗效与预后呈负相关(R=-0.397,P=0.001)。观察期间,出现 1 次以上复发病

例 78 例(57.8%)､ 无复发病例 57 例(42.2%)。中位随访时间 29 个月(12-99 个月)。135 例患儿死亡

64(47.8%),存活 70 例(52.2%).生存分析提示,中位生存时间 40 个月,2 年､ 5 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

57%､ 17%。Kaplan-Merier 分析,无事件中位生存时间 29 个月,95%可信区间为 25.5 个月~34.4 个

月。2 年､ 5 年无事件生存率(EFS)分别为 41%和 2%。 
结论 化疗敏感性､ 复发因素仍是影响 4 期 NB 生存的重要因素。5 年生存率较低,与国内治疗仍停

留在常规治疗有关,应积极早期诊断及开展精准治疗。 
 
 
PU-2684 

Study on the survival outcome of intermediate-, and high-
risk Neuroblastoma from 2006 to 2015 

 
zhang yi,ZHANG WEILING,HUANG DONGSHENG,HAN TAO,WANG YIZHUO,HONG LIANG,ZHI TIAN,DU 

YANYAN,YI YOU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730 

 
 
Objective Our aim was to study on the survival outcome of the intermediate-risk and high-risk of 
147 NB children we collected from the last nine years in our pediatrics. 
Methods We collected 147 NB patients with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from January 2006 to 
March 2015 in pediatrics. NB was classified into 1, 2, 3, 4, and 4s stage according to Children 
Oncology Group (COG) Stage. NB was classified into low-, intermediate-, or high-risk categories 
based on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feature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Neuroblastoma Risk Group 
Staging System (INRGSS). The treatment project included induction treatment (chemotherapy 
and surgery) and consolidation treatment [chemotherapy or autologous peripheral blood cell 
transplantation (APBSCT), radiotherapy and maintenance therapy]. The clinical data mainly 
included clinic-epidemiological factors, risk-group, age character, recurrence cases data,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Event free survival (EFS). All of NB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to 31 March 
2016 from the date of diagnosis. We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using SPSS 20.0 software for 
studying on the survival outcome of NB childr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utcome of NB 
and risk factors. 
Results  (1) In 147 cases, 97 patients were male (66%), and 50 patients were female (34%). The 
average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3.76±2.83) years and the median age of them was 3.0 years. 30 
NB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intermedium-risk (IR) group, accounting for 20.4%, and 117 NB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High-risk (HR) group, accounting for 79.6%. (2) 80 NB patients 
survived, account for 54.4% (80/147), and 67 NB Patients were dead (only 3 patients of IR), 
account for 45.6% (67/147) until to the last time of follow up. The follow-up time of 81 NB patients 
was ≥24 months in 147 cases. The 2-year, and 5-year OS of 81 NB patients were 79%, and 
34%. The 2-year, and 5-year EFS of 81 NB patients were 77% and 11%. The medium survival 
time of 81 NB patients was 60 months, and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as (50.4~69.6) 
months.  (3) In 30 NB patients with IR group, 3 cases were dead, and 27 cases survived. The 
survival rate of 30 patients was 90% (27/30). In 117 NB patients with HR Group, 64 patients were 
dead and 53 patients survived until to the last time of follow-up. The survival rate was 45.3% 
(53/117). 61 patients of HR NB was followed up ≥24 months. The medium OS of 61 NB patients 
with HR group was 53.0months, and 95%CI was 41.6 m~64.4 m. The medium EFS of 61 NB 
patients was 48 months and 95%CI was 37.1m~58.8 m. 35 NB patients with HR group treated 
with induction chemotherapy, surgery and/or CEM combined with APBSCT. 25 patients were 
dead and only 10 patients survived in 35 cases until to the last time of follow up, account for 
71.4% and 28.6%. The medium OS of 35 patients was 40 months, and the 95%CI was 14m~65m. 
Only 2 patients received EFS in 35 patients. (4) 70 NB patients with HR group were identified to 
relapse in 147 patients. 61 NB patients was followed up ≥ 24months in 70 cases. Th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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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of 61 NB patients was 49.2 months and the medium EFS of them was only 27.4months. The 
2-year, and 5-year OS of 61 patients were only 36% and 1%.  
Conclusions Relapse was one of the risk factors in NB. The prognosis of NB with HR group was 
more poor, special recurrence NB. Therefore,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diagnosis early and reduce 
relapse rate for improving the survival outcome of NB. 
 
 
PU-2685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herapy for liver cirrhosis in children with refractory 

Schonlein-Henoch purpura 
 

mu kai,Wang Hongmei,Gu Yan,Li Hongjuan,Cheng Na,Han Yan,Feng Xiaoyu,Ding Guoyu,Zhao Yuqi,Xu Y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Qianfoshan Hos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 250014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uc MSC)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complicated with immune thrombopenia 
that developed refractory Schonlein-Henoch purpura. 
Methods A 12-year-old male child with symptom of purpura in bilateral lower limb skin 
accompanied by thrombopenia for eleven months presented in our hospital. The patient had a 
history of repeated swelling and painful dorsum pedis, followed by few red skin for two years with 
thrombopenia. Bone marrow slides showed megakaryocyte maturation disorder. After some 
symptomatic treatment, rash disappeared gradually and platelet count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 
Half a month before admission, the patient had paroxysmal abdominal pain with purpura in 
bilateral lower limb skin accompanied by splenohepatomegalia. Combining with drug abuse 
history and pathology, the child was diagnosed with nodular cirrhosis, secondary allergic purpura, 
thrombocytopenia, etiology related to drug and immune. To conform the diagnosis, tissue from 
liver biopsy was reviewed by the other hospital and we got the similar conclusion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egree of the lesion: G2S4). UcMSC transplantation was given and disabled the liver 
damage drugs, with given liver protection treatment. UcMSC had injected for eight times (peer 
weeks in two month, with median cell count 5.65×107/L, ranged from 5.48 to 5.98×107/L). 
Results With skin rash almostly vanished, platelets gradually rose to above 150×109 / L and liver 
transaminase gradually decreased to normal level. Ultrasonography of abdomen showed the 
round nodules in liver were decreased and smaller than before and the spleen thickness became 
thinning. 
Conclusions Thousands of drugs lead to liver damage and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or hepatic 
failure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mon in clinic practice. Clinician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s 
to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for its seriousness and lacking specific manifestation. Monitoring liver 
function and avoiding medicating for a long time were in necessary. This is a unique case of 
significant HSP with thrombocytopenia in patient with under-lying liver cirrhosis. The reduced 
ability of liver to clear removal of various antigens and the disorder of immune system from 
hepatic lesion may be the reason for this liver cirrhosis child accompanied with HSP and ITP. 
Although some techn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occurrence of long- term adverse effects, injection 
rate, injection frequency, acceptable transplantation time window and the proper cell delivery 
routes need more studies and conformed, we believe uc-MSC provides a novel approach for the 
treatment of liver cirrhosis. 
 
 
 
 
 
PU-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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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骨骼肌分化 MAP4K3 对生肌调节因子的作用研究 
 

邓林峡,余慕雪,郭楚怡,戴杰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肌生成是胎儿期和新生儿生后早期肌肉生长的重要模式,其过程主要受到生肌调节因子(MRFs)
的调控。丝裂原蛋白激酶激酶激酶激酶 3 (mitogen-activating protein kinase kinase kinase kinase-
3, MAP4K3) 能作为感受氨基酸刺激的信号元件,在骨骼肌的分化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然

而,MAP4K3 是否参与调节早产大鼠骨骼肌肌分化的作用尚未阐明,且与相关生肌调节因子如 MyHC
､ MyoD､ myogenin 的关系仍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原代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探
讨 MAP4K3 对其分化程度及相关生肌调节因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原代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达到一定细胞密度后更换分化培养基诱导分化,免疫荧

光及 Western blot 检测早产大鼠肌卫星细胞中 MyHC､ MyoD､ myogenin 在分化过程中的表达情

况。采用 siRNA 干扰,检测抑制 MAP4K3 表达后对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分化和 MyHC､ MyoD
､ myogenin 表达的影响。分析 MAP4K3 对早产大鼠卫星细胞分化的影响及其与生肌调节因子的关

系。 
结果 诱导原代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分化后, MyHC 的表达随着肌管分化天数增加而显著增加。

予以 MAP4K3 siRNA 干扰,早产大鼠骨骼肌肌管分化肌管形成欠佳,而免疫荧光及 Western blot 检测

MyHC､ MyoD､ myogenin 表达显著下调。 
结论 MAP4K3 可能通过调节生肌调节因子 MyHC､ MyoD､ myogenin 表达水平,从而参与调控原代

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分化。 
 
 
PU-2687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在我院住院药房的应用体会 
 

吕萌,陈海燕 
郑州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介绍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在我院住院药房中的使用情况。 
方法 通过应用 HIS 中的药剂科子系统,对其在住院药房中的具体应用做了简单有效的分析,在医院药

品管理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总结。 
结果 对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药剂科子系统住院药房板块有了全面的了解,使住院药房药品管理更加科

学､ 规范,药房的工作更加有序。 
结论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是医院科学化管理的有力工具,其在住院药房中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医院药品

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促进了医院药学发展。 
 
 
PU-2688 

根本原因法在临床试验药品管理中儿童姓名书写规范应用的研究 
 

高玉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规范儿童临床试验药品管理中儿童姓名的书写,降低用药差错,保证临床试

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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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中心药房药师在管理儿童临床试验药品过程中发现,处方中儿童(尤其是

新生儿)姓名的书写规则不一致,例如某临床试验 17 名入组儿童姓名为患儿姓名,18 名入组儿童姓名

为某某之子或之女,其中有 4 名儿童在试验期间由某某之子或之女变为患儿姓名,导致在试验用药品

调配发放和相关记录中增加用药出错风险,影响试验质量。 
针对上述问题,中心药房药师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从参与试验的各方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导致姓名前

后不一致的原因包括:儿童家长仅告知研究医生患儿当前姓名;研究医生在开具处方时更关注医嘱而

不是患儿姓名;药师依据处方进行调配､ 发药工作,对患儿姓名信息前后不一致未给予重视;监查员对

姓名书写规则不明确､ 把控力度不够等。 
为了规范儿童姓名书写规则,中心药房药师与临床试验研究者共同讨论,制定解决措施:在临床试验启

动初期,各方人员沟通并明确患儿姓名书写规则;研究医生在与儿童家长进行知情同意过程中加强家

长的意识,强调在试验实施过程中患儿姓名以首次提供为准;应用信息系统管理,儿童姓名首次录入后,
研究医生每次随访开具电子处方时,患儿姓名信息会由系统自动获取;药师审核处方时加强姓名信息

核对,把控质量。 
结果 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规范儿童临床试验患儿姓名书写规则后,儿科开展的 5 项临床试验项目中

入组 85 名儿童姓名书写规范度达到 100%,试验用药品发放､ 使用无一差错,提高了儿科新药临床试

验药品管理质量,保证了儿童新药临床试验高质､ 高效进行,获得了儿科临床研究团队以及申办方的

一致好评。 
结论 儿童临床试验中患儿姓名变更增加了药品管理的风险,药师可以利用根本原因分析法,规范姓名

书写规则,提高儿童试验的质量。 
 
 
PU-2689 

GM-CSF 联合 G-CSF 组与单用 G-CSF 或 GM-CSF 防治儿童恶

性肿瘤化疗后相关感染的对比研究 
 

穆锴,王红美,顾艳,李洪娟,丁国玉,冯潇雨,赵羽琦,张荣军,韩燕,程娜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化疗为儿童恶性肿瘤主要治疗手段,化疗后中性粒细胞缺乏是化疗并发感染的高危因素。GM-
CSF 和 G-CSF 是目前临床上 常用的治疗患者放､ 化疗后粒细胞减少或缺乏的药物。本研究拟对

恶性肿瘤粒缺患儿,接受 GM-CSF 单用､ G-CSF 单用或两者联合治疗,观察三组的感染发生率,并对

其安全性进行评价。 
方法 纳入 2015 年 5 月-2017 年 4 月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住院治疗的病理诊断为恶

性肿瘤(包块 ALL､ AML､ 淋巴瘤和各种实体瘤)并使用集落刺激因子的患儿。纳入条件包括:(1)小
于 18 岁;(2)病理确诊为恶性肿瘤;(3)ECOG≤2;(4)2 周内未接受 CSF 治疗;(5)化疗前外周血

ANC>1.5×109/L,CRP<8mg/L;(6)化疗后首次出现外周血 ANC<1.0×109/L;(7)距离末次化疗 24 小时

以上;(8)肝功能正常,或谷丙转氨酶升高但在正常值上限的 5 倍以下､ 胆红素在正常值上限 3 倍以

下。纳入的研究对象,药物使用遵循:GM 组:GM-CSF 5ug/kg/d 皮下注射,每日 1 次;G 组:G-CSF 
5ug/kg/d 皮下注射,每日 1 次;GM 联合 G 组:GM-CSF 5μg/kg/d 皮下注射,联合 G-CSF 5μg/kg/d 皮

下注射。用药期间至少间隔 1-2 天有血常规检查,每日有体温测量。记录药物不良反应相关的症状､

严重程度､ 持续时间及治疗结果。同时详细记录合并使用抗菌素及其他影响血细胞药物情况(包括

药物名称､ 剂量､ 用法､ 时程)。根据临床诊断､ 微生物学诊断判断有无感染。发热(腋窝温度≥

38.0℃且持续超过 1 小时)､ 血或体液培养阳性或其他部位检测出病原菌､ G 实验>正常值､  GM 实

验>正常值､ 降钙素原>正常值即判断为感染。采用 STATA 1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P<0.05 提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共纳入研究对象 170 例,男 81 例(47.6%),单用 G 组 68 人,单用 GM 组 24 人,联合组 78 人。

患病类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17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 42 例,混合白血病 2 例,神经母细胞瘤 8,肾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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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瘤 1 例,年龄及性别在各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2. 感染率:单用 G 组感染率 61.8%(42/68),
单用 GM 组感染率 41.7%(10/24),联合组感染率 32.0%(25/78),联合组感染率明显低于单用组。感染

率在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3.1,P<0.001) 。 
结论 G-CSF +GM-CSF 联合应用可明显降低感染发生率,保证患儿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缩短

严重粒减时间､ 降低 FN 发生率､ 减少住院花费,是防治恶性肿瘤患儿化疗相关感染的经济､ 有效新

选择。 
 
 
PU-2690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0-6 岁儿童健康管理依从性及原因分析 
 

李瑞莉
1,政晓果

1,刘馨
1,张亚兰

2,何严
1,彭辉

2 
1.首都儿科研究所 

2.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关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新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向辖区内相关人群提供。其中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是其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本研究拟通过分析儿童家长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相关服务的情况,了解其依从性及其原

因,为促进项目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包括机构基本情况调查,医护人员和家长访谈,采集调查机构 0-6 岁儿童的

电子健康档案资料,包括生长发育､ 体格检查､ 户外活动､ 健康指导等信息。 
结果 1.基本情况:调查儿童 5344 人,男性 2707,女性 2637,分别占 50.7%和 49.3%。0-6 岁各年龄组

分别为 1136､ 1350､ 1034､ 641､ 490､ 432､ 261 人,构成比分别为 21.3%､ 25.3%､ 19.3%､
12%､ 9.2%､ 8.1%和 4.9%。其中流动儿童 1542,占 28.9%。2.依从性: 0-3 岁儿童血红蛋白检查率

､ 4-6 岁儿童血红蛋白检查率和进行过一次听筛的儿童比例分别从 2014 年的 68.52%､ 45.87%､
45.3%提高到 2015 年的 75.56%､ 46.17%和 65.96%。3.健康状况:超重和营养不良同时存在。超

重､ 肥胖的比例占到 20%。87.7%的儿童可以保证 2 小时的户外活动,0.8%的儿童不进行户外活

动。4.发现异常儿童及转诊情况 两次随访间患病情况均为无,不符合实际情况,档案记录中检查异常

情况的 680 例,给出转诊建议的只有 2 例,而且相关原因并非规范要求的相关转诊指标。5.指导内容

单一 主要建议为补铁､ 补钙､ 维生素;晒太阳､ 户外活动;添加辅食;中医指导和建议进行发育和大运

动练习等。没有针对性。6.供需双方原因分析 主要有 A. 社区服务项目少､ 内容少､ 简单､ 不够细

致,儿保相关用药少;B.人员少,咨询和交流的时间短,指导少;C.基层儿保医生技术能力有限,没有及时

更新,临床经验不足,无法解答家长的问题,家长不信赖基层医生,主要通过网络书籍和朋友获取相关知

识。 
结论 应该进一步提高基层儿保人员的知识技能,加强项目宣传,提高家长对儿童进行常规保健的意识,
提高该项服务的利用率,进而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 
 
 
PU-2691 

可弯曲支气管镜诊治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的临床分析 
 

辛丽红,王贞,张雯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分析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方法;探讨可弯曲支气管镜在儿童气管支气

管异物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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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 605 例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患儿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经支气管镜确诊为气管支气管异物病例共 605 例,男 397 例(65.62%),女 208 例(34.38%);来自农村

的患儿 516 例,城市患儿 89 例。年龄 1 个月至 13 岁;发病 3d 内就诊 212 例(35.04%),3 天至 1 周

130 例(21.49%),1 周至 1 月 108 例(17.85%),1~6 月 97 例(16.03%),6 月至 1 年 58 例(9.59%)。平

均就诊时间 0.5h 至 12 个月。完善术前检查,签署知情同意书; 
实验器械:Olympus BF-XP260F(外径 2.8mm)､ Olympus BF-260(外径 4.9mm)电子支气管

镜,Olympus BF-3C40(外径 3.6mm)纤维支气管镜 Olympus FG-55D 篮形异物钳､ Olympus FB-
56D-1 活检钳和 Olympus FB-52C-1 活检钳。 
检查步骤:在鼻导管吸氧下,以 2%利多卡因局部粘膜喷雾麻醉,采用“边麻边进”的方法经鼻或口插入,
逐级观察鼻､ 咽､ 喉､ 气管､ 支气管。对影像学检查提示病变部位进行重点检查。发现异物后,如
分泌物较多或粘膜肿胀明显,可用生理盐水 5~10ml 冲洗,并在异物周围注入 1:10000 肾上腺素 1ml,
保持视野清晰。根据异物卡塞位置及形状大小选择篮形异物钳或活检钳。多发性支气管异物是先取

大,后取小,先检查阻塞较重的一侧支气管,再检查轻的一侧,细小易碎异物可通过灌洗吸出。异物取出

后,需再行支气管镜检查,了解有无异物残留､ 有无损伤和出血等,并给予相应处理。如合并感染,局部

可用生理盐水灌洗治疗,灌洗液可做病原学分析培养。保存全程灌洗液,术后可在灌洗液内查找细小

异物残渣。 
结果 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以 1-3 岁患儿居多(84.63%),与其它年龄段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男女之比

为 2:1。农村患儿 516 例,占 85.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好发部位:右侧支气管(49.42%)略
高于左侧(42.14%);以植物性异物居多(82.67%);症状主要为咳嗽､ 喘息､ 发热;除 9 例自行咳出外,
其余 596 均由局麻下经可弯曲支气管镜取出(包括 20 例硬质支气管镜未能取出的深部异物)。 
结论 可弯曲支气管镜是诊断及治疗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安全有效的方法,是深部支气管异物及硬质

气管镜无法取出的异物的有效治疗手段,患儿痛苦少,并发症少,术后护理方便,恢复快,值得推广。 
 
 
PU-2692 

胆道闭锁早期筛查影响因素的研究 
 

吴娟,唐艳,张桂芳,汪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早期筛查和确诊后早期治疗是提高胆道闭锁患儿自体肝生存率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各种原因

胆道闭锁患儿的早期筛查率偏低,很多患儿都错过了手术的 佳治疗时间。本文通过对 110 例胆道

闭锁患儿家庭情况和就诊过程调查研究,分析影响胆道闭锁患儿早期筛查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可

行的改进方式。旨在提高胆道闭锁患儿的早诊率,减少患儿肝移植数量,增加其自体肝生存时间和生

存率。 
 
 
PU-2693 

住院患儿非医嘱离院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吴金星,刘祥英,黄文剑,洪亮,俞小萍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了解住院患儿非医嘱离院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方法 按是否医嘱离院对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出院患儿的病案首页进行比较分析,
应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不同患儿特点与非医嘱离院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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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16 年出院患儿 77861 例,非医嘱离院率为 13.62%。非医嘱离院患儿中位住院天数为

4.76(2.94~6.98)天,较医嘱离院患儿短(P=0.041),中位住院费用为 5108.04(3463.41~7703.78)元,较
医嘱离院患儿高(P=0.002)。年龄越小､ 全自费､ 有抢救､ 治疗结果差是非医嘱离院的危险因素,而
多次在该院住院是非医嘱离院的保护因素。 
结论 医院应提高对疑难重症患儿的诊治能力,改善患儿家属的就医体验,通过扩大医保服务范围,减少

患儿非医嘱离院的发生。 
 
 
PU-2694 

儿科特需门诊满意度调查分析 
 

潘慧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了解特需门诊患儿和家长的就诊需求,从而针对性采取措施提供更好的服务。 
方法 根据特需门诊实际情况,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 1 0 0 例特需就诊患儿家长随机抽样调查。 
结果 患者家长对就诊环境和侯诊时间及秩序满意度较低, 为 8 8.6% 和 8 8.4% ; 对工勤人员的满意

度偏低为 88.7% ;对外带科室和辅助科室的满意度为 87.2%和 86.1%; 对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

务技能等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结论 患儿家长对特需门诊的满意度较高,但在有些方面还有待提高。 
 
 
PU-2695 

儿童住院病案医保数据比较分析 
 

王瑛琳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分析 2015 年 1-9 月份住院患儿次均费用走势及医保统筹资金扣款原因,寻找改进和完善的途

径。 
方法 收集 1-9 月份 1584 例医保住院患儿病案医疗保险数据,重点比较分析次均费､ 病种结构､ 医嘱

项目､ 药品､ 耗材比例及医保扣款情况。 
结果 重症患儿､ 脑炎､ 手足口病､ 先心病手术､ 外科手术患儿与定额(协议封顶线 6516 元)比较次

均费用较高,其中重症患儿､ 脑炎､ 手足口病血液制品比例较高,平均住院日长,颅脑外科､ 骨科､ 介

入手术患儿耗材使用､ 麻醉用药比例较高。 
结论 儿童重病､ 大病､ 先天性疾病及重大手术患儿次均费用与实际治疗情况不符,按病种收费､ 规

范诊疗､ 用药及高值耗材使用仍是医保管理的重点。 
 
 
PU-2696 

器械清洗实景图谱在消毒供应中心护生带教中的应用 
 

尹丽丽,尹忠元,郭立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析器械清洗实景图谱在消毒供应中心护生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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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于我院消毒供应中心实习的 50 例护生分为对

照组(传统带教方法)及观察组(器械清洗实景图谱带教)各 25 例,对其应用效果进行分析和比对。 
结果 观察组理论成绩(92.20±1.20)分､ 操作成绩(94.33±1.07)分､ 教学方法满意度 92%,对照组理论

成绩(86.17±1.03)分､ 操作成绩(88.35±1.05)分､ 教学方法满意度 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消毒供应中心护生带教中应用器械清洗实景图谱可提高护生专科知识及工作能力,构建良好

的护生带教关系,为促进专科知识的正迁移提供有力帮助,值得在今后护生带教工作中推广使用。 
 
 
PU-2697 

小儿肠套叠诱发因素初查及预防对策 
 

武林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肠套叠患儿的发病诱因,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方法 2013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共收治肠套叠患儿 420 例,年龄 2-59 个月,平均 15.5 个月, 均经腹

部超声检查和空气灌肠确诊为小儿肠套叠。其中,空气灌肠整复成功 231 例,成功率 55%.失败包括 3
例肠穿孔和病程超过 2 天及反复套叠 3 次以上者共 57 例,均作了手术整复包括肠坏死肠切除 19
例。对于以上病例全部作了疾病发病诱因的问卷调查。 
结果 无近远期死亡病例,共获得问卷反馈者 399 例,反馈率 95%。通过问卷调查得知,主要诱因有:发
病前患儿曾患上呼吸道感染､ 腹泻等,或饮食发生改变､ 做过食后剧烈活动等因。手术病例中主要

有:回盲部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麦克尔憩室､ 盲肠游离､ 肠壁血管瘤等。 
结论 肠套叠发病原因和诱因至今尚没有明确的定论。除外器质性病变,合理的饮食喂养,防止病毒感

染等应该对预防肠套叠的发并有一定帮助。 
 
 
PU-2698 

Comparing Nasopharyngeal Aspirates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s Specimens for Diagnosis of 

Lower Respiraotry Infection 
 

Lu aizhen,Zhang Xiaobo,Qian LIling,Wang Libo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10021148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whether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specimens 
are suitalbe for diagnosis of common microorganism of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chidlren. 
Methods Children with acute sever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LRTIs) admitted to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were enrolled. Paired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specimens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s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All specimens were 
subjected to common microorganism detection: bacterial detection by the conventional bacterial 
culture, Mycoplasma Pneumoniae dectection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 and 
virus(influenza A and B viruses, parainfluenza virus types 1 and 3, RSV, and adenovirus) 
detection by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Results Paired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specimens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488 cases, with at least 1 respiratory organism identified in 477 (97.74%), 
and with completely concordant identified respiratory organims in 92 (18.23%). The main 
identified microorganisms were Viridans Streptococci, Neisseria,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ycoplasma Pneumoniae, parainfluenza virus types 3 and adenovirus. The Cohen’s kapp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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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between NPA and BALF specimens was 0.07, 0.07, 0.27, 0.60, 0.15 and 0.49,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is value of NPA specimens for them were: Viridans Streptococci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79.79% and the specificity of 27.25%,  Neisseria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63.83% and the specificity 
of 45.24%,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75.00% and  the specificity 
of  94.38% , Mycoplasma Pneumoniae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77.78% and the the specificity of 
83.73%, parainfluenza virus types 3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27.27% and the the specificity of 
95.81%, adenovirus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54.55% and the the specificity of 98.53%. 
Conclusions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is a less invasive diagnostic respiratory specimen, 
suitable for diagnostic purposes of microorganism detection in acute LTRI, especially for 
detection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ycoplasma Pneumoniae, parainfluenza virus types 3 
and adenovirus. 
 
 
PU-2699 

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Ⅰ 在先天性巨结肠的 
表达及与层粘连蛋白相关性的研究 

 
金美芳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观察 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Ⅰ(β-1,4-galactosyltransferase-Ⅰ,β-1,4-GalT-Ⅰ)基因和蛋白在在

先天性巨结肠(HD)中的表达及其催化合成的 β-1,4-半乳糖苷键(β-1,4-galactosylated 
carbohydrate,Galβ1-4GlcNAc)糖链和层粘连蛋白(laminin,LN)在 HD 中的表达和分布,探讨它们与

HD 的发病关系及其意义。 
方法 运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37 例 HD 患儿狭窄段(无神经节细胞段)､ 移行段､ 正

常段结肠肠壁组织和 6 例对照组肠套患儿中 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ⅠmRNA 和蛋白的表达,计算其

相对量并进行比较分析。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肠壁内各层之间 β-1,4-半乳糖苷键和层粘连蛋

白的分布情况及相互关系。 
结果 RT-PCR 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β-1,4-GalT-Ⅰ基因及蛋白在狭窄段表达明显增高,从狭窄段

到正常段逐渐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D 扩张段和正常对照组肠段表达差异无显著差异;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特异识别 β-1,4-半乳糖苷键糖链结构的蓖麻凝集素(RCA-I)和层粘连蛋白

(laminin,LN)染色面积及染色强度从狭窄段到正常段依次减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样 HD
扩张段和正常对照组肠段 RCA-I 和 LN 的表达差异无显著差异,两者呈正相关。 
结论 β-1,4-GalT-Ⅰ在先天性巨结肠狭窄段(无神经节细胞段)表达增高是内在的,它与层粘连蛋白在

各肠段中的表达呈正相关关系,两者与 HD 的发生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PU-2700 

手足口病疱疹形态与病毒分型的关系探讨 
 

钟红香,陈英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医院 338025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不同形态的疱疹与所感染的病毒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时间疱疹的演变规律,以期

早期经验性的排查出 EV71 型病毒感染的潜在重症病例。为病床安排及前瞻性护理､ 消毒隔离作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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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观察 2011 年 4 月至 2016 年 8 月儿科住院手足口病患儿共 1107 例,由责任护士从患儿入院起

每日观察拍摄同一典型部位皮疹照片,至皮疹结痂。同时记录患儿病情､ 主要治疗处理､ 转归､ 实

验室病毒检测结果。 
结果 从照片资料､ 病情演变､ 实验室病毒分型检测综合判断,EVA71 型病毒所致的手足口病,其皮疹

特点为:皮疹小,直径在 1mm-3mm 间,部分类似一小红点,不突出皮面;皮疹少,主要分布在手心手指､

足底足趾及肛周,躯干部分罕见。病情重,变化快,在发热出疹的头 5 天为危险期。神经系统症状如惊

跳､ 呕吐出现早,如不及时干预,可发展为神经源性肺水肿､ 肺出血､ 心肺功能衰竭。肠道病毒通用

型感染的手足口病,其疱疹较大,直径在 3mm-6mm,突出皮面,疱液较多,分布面广,部分可融合成片,但
神经系统症状少,危重型少。几乎所有的手足口病在起病头三天可有新增皮疹,第四天疱液开始吸收,
不再出新皮疹,第五到七天结痂脱落,不留疤痕。 
结论 手足口病疱疹形态与所感染的病毒存在一定的表象关系,可以大致区分出肠道病毒 EV71 型､

肠道病毒通用型感染,预知病情进展,指导病房床位安排,病区消毒隔离,前瞻性的家属宣教,与家属合

作性的病情观察。及早发现重症病例,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如脱水降颅压､ 限液控速,阻断病情恶化。

重症及危重症手足口病多由 EV71 型病毒引起,病情进展快,死亡率高,救治的关键在于早期识别､ 及

时干预。探讨手足口病疱疹形态与所感染的病毒之间的关系,给无条件病毒分型检测和救治的基层

医疗单位提供早期诊断参考,为及时转运争取时间,以降低病毒 EV71 型感染重症手足口病的死亡

率。 
 
 
PU-2701 

杆状体肌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夏慧,赵晓莉,杨培蓉,赵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杆状体肌病为罕见的先天性肌病,有文献报道发病率约为 2/10 万,主要的病因是编码细肌丝相

关蛋白的基因突变。诊断主要靠二代基因测序及组织病理活检。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有助于临床医

生有效地识别。 
方法 本文介绍了一名杆状体肌病的患儿,于 3 月龄起反复重症肺炎,喂养困难,易呛咳,鼻饲管喂养至

1 岁,四肢肌力､ 肌张力低,运动发育落后,5 个月抬头,1 岁能坐, 2 岁扶走,2 岁 5 个月独走。智力发育

正常,8 月咿呀学语,1 岁会叫爸爸､ 妈妈等简单词汇,现可连词成句。 
结果 患儿行基因检测示:1.NEB 基因(NM-001271208.1)存在(1)无义变异

c.18676C>T,p.Gln6226*(杂合),(2)剪切位点变异 c.3879+1G(杂合);父亲携带无义变异

c.18676C>T,p.Gln62268(杂合),母亲携带剪接位点变异 c.3879+1G>A(杂合)。肌肉活检提示杆状体

肌病。结合患儿临床表现,目前考虑先天经典型。 
结论     目前杆状体肌病报道逐渐被认识,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一般以营养神经及康复锻炼为主,国外

报道主要包括基因替代治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国内尚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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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2 

小儿外科三种综合性 SCI 期刊的比较: 
发文量､ 引用情况及稿件处理周期 

 
刘洋,舒强,赵正言,李民驹,杨莉丽,徐思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对 SCI 收录的三种小儿外科综合性期刊近五年(2012-2016)的文章发表及引用情况进行统计,重
点分析论文的发表周期以及我国学者的发文和引用情况;三种期刊包括 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 
(JPS, IF 1.976),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 (EJPS, IF 1.313) 和 Pediatric Surgery 
International (PSI, IF 1.181)。 
方法 检索数据库为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检索时间范围是 2012-2016,引用数据截止到

2017.6.28。分析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article +review)､ 总引文数､ 期刊 H 指数､ 论文来源､ 前

20%被引用论文和零被引论文。以期刊 新一期文章作为样本计算稿件处理周期,包括投稿到一审

意见或终审意见､ 稿件接收到在线发表的平均间隔时间。 
结果 1)JPS､ EJPS 和 PSI 五年发表论文总数分别是 2227,412,954;被引次数分别是

9881,1284,2955 次; 前 20%论文被引次数及占总引用的百分比分别是

5892(59.6%),782(60.9%),1721(58.2%);H 指数分别是 26,14,15;零引用论文分别有

419(18.8%),96(23.3%),257(26.9%)篇。 
2)发表论文数量 多的国家/地区有美国(1325)､ 日本(334)､ 英国(261)､ 加拿大(223)和中国(223);
发表论文数量多的研究机构有哈佛大学､ 美国国家儿童研究中心､ 多伦多大学､ 都柏林三一学院､

贝勒医学院､ 辛辛那提儿童医院､ 伦敦大学等;中国发表论文数量多的研究机构有首都儿科研究所

､ 复旦大学､ 上海交大､ 华中科大､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医大､ 南京医大等。 
3) 中国论文总数､ 引用前 20% 和零被引论文的情况如下:JPS 为 126(5.66%),15(3.37%), 
26(6.20%);EJPS 为 18(4.3%),2(2.43%),7(7.29%);PSI 为 79(8.28%),21(10.9%),22(8.56%)。 
4)稿件处理周期:JPS 投稿到终审意见平均间隔 97 天,接收到在线发表平均间隔 8 天;EJPS 投稿到终

审意见平均间隔 92 天,接收到在线发表平均间隔 45 天;PSI 投稿到一审意见平均间隔 16 天,接收到

在线发表平均间隔 12 天(官方网站数据)。 
结论 在三本小儿外科综合性期刊中,JPS 发文量 多,影响力也 大,JPS 稿件审稿周期一般在 3 到 4
个月,接收后在线出版速度非常快;中国作者在 PSI 上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PSI 的一审和

在线出版速度都比较快。 
 
 
PU-2703 

苦木注射液肛注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疗效观察 
 

王熙国 
镇巴县中医院 723600 

 
 
目的  观察苦木注射液直肠注入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5 年 l 月至 2016 年 12 月陕西省镇巴县中医院儿科门诊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19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980 例。两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采用喜炎平注射液肌

肉注射治疗,观察组采用苦木注射液直肠灌注治疗,疗程 3—7 d。疗程结束后观察两组疗效､ 咳嗽好

转时间､ 退热时间､ 治疗时间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2015 年 l 月至 2016 年 12 月陕西省镇巴县中医院儿科门诊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19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980 例。两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采用喜炎平注射液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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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注射治疗,观察组采用苦木注射液直肠灌注治疗,疗程 3—7 d。疗程结束后观察两组疗效､ 咳嗽好

转时间､ 退热时间､ 治疗时间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论  2015 年 l 月至 2016 年 12 月陕西省镇巴县中医院儿科门诊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19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980 例。两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采用喜炎平注射液肌

肉注射治疗,观察组采用苦木注射液直肠灌注治疗,疗程 3—7 d。疗程结束后观察两组疗效､ 咳嗽好

转时间､ 退热时间､ 治疗时间及不良反应情况。 
 
 
PU-2704 

提按端挤手法治疗小儿青枝骨折的临床研究 
 

齐理华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1 

 
 
目的 探究提按端挤手法整复小儿青枝骨折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在本院急诊､ 门诊､ 住院的小儿青枝骨折患者 30 例,根据随机数

字表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5 例,治疗组采用提按端挤手法进行整复后用夹板固定,对照组单纯使用

夹板固定整复,观察复位后的骨折对位､ 对线､ 骨痂生长情况。 
结果 提按端挤手法治疗组的对位､ 对线､ 骨痂生长情况均优于单纯夹板固定对照组(P< 0.05)。 
结论 提按端挤手法治疗小儿青枝骨折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夹板固定,是治疗小儿青枝骨折的有效､

安全的整复手法。 
 
 
PU-2705 

过敏性紫癜患儿外周血调节性 B 细胞､ Th2 细胞 
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变化的研究 

 
王丽峰,封其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过敏性紫癜患儿外周血调节性 B 细胞(Bregs)､ Th2 细胞的表达情况,采用

Luminex 多功能液相芯片法检测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清中与调节性 B 细胞､ Th2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

IL-10 和 IL-4 的水平变化,以便探索调节性 B 细胞､ Th2 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在过敏性紫癜发病中

的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资料完整的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清共 50 例,其中男性患儿 31 例,女性患儿 19 例,单纯皮疹型

8 例,关节型 23 例,胃肠型 12 例,肾炎型 16 例,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过敏性紫癜患儿和 19 例正常健

康儿童外周血中调节性 B 细胞､ Th2 细胞的表达情况;应用 Luminex 多功能液相芯片(Millipore 公司)
技术检测 IL-10 以及 Th2 相关细胞因子在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清中的变化情况;并分析它们之间及其

与过敏性紫癜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过敏性紫癜患儿外周血 CD19+IL-10+ B 细胞显著低于正常健康儿童(P=0.0004);(2)过敏性紫

癜患儿外周血 CD4+ IL-4+T 细胞显著高于正常健康儿童(P<0.0001);(3)50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清中

IL-10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健康儿童(P<0.0001);但 IL-10 的水平变化在过敏性紫癜患儿皮疹有无､ 关

节病变､ 胃肠道反应､ 肾脏病变､ 感染､ 过敏源､ 血小板高低､ 年龄以及性别等临床各参数间并无

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4)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清中 IL-4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健康儿童(P=0.047);同
时,IL-4 的水平变化在过敏性紫癜患儿的关节病变､ 性别等临床参数间亦有明显的差异

(P=0.0279,P=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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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过敏性紫癜患儿外周血调节性 B 细胞的表达显著低于正常健康儿童。(2)Th2 细胞在过敏性

紫癜患儿中高表达。(3)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清中细胞因子 IL-10 的水平低于健康儿童,而细胞因子 IL-
4 的水平则高于健康儿童。(4)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清中调节性 B 细胞､ Th2 细胞分泌的相应细胞因子

IL-10､ IL-4 的水平与外周血调节性 B 细胞､ Th2 细胞的水平相关。 
 
 
PU-2706 

过敏性紫癜患儿外周血调节性 B 细胞与 Th2 
细胞相互关系及其生物学意义 

 
王丽峰,封其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利用 T 细胞､ B 细胞共培养体系,运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技术研究 Bregs 与 Th2 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寻找过敏性紫癜新的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健康儿童及过敏性紫癜患儿的外周单个核细胞,应用磁珠分选的方法分别收集 CD19+ B 细

胞､ CD4+ T 细胞,分别使用 LPS､ 激发型 CD3 和 CD28 抗体进行活化,将活化的 B 细胞与活化的 T
细胞进行共育后,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技术检测 Bregs､ Th2 细胞的表达情况,研究 Bregs 与 Th2 之

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 (1)T 细胞､ B 细胞共培养体系中,过敏性紫癜患儿的 B 细胞组中 CD19+IL-10+ B 细胞的数量明

显低于来自健康儿童的 B 细胞组(P<0.05)。(2)T 细胞､ B 细胞共培养体系中,来自过敏性紫癜患儿

的 T 细胞组中,CD4+IL-4+ T 细胞的数量明显高于来自健康儿童的 T 细胞组(P<0.05)。 
结论 (1)过敏性紫癜患儿中 CD4+ IL-4+ Th2 在共培养后的比率显著高于正常儿童,与 HSP 的发病有

关。 
(2) 过敏性紫癜患儿中 CD19+IL-10+ Bregs 在共培养后的比率低于正常儿童,或许与其数量及分泌 IL-
10 的功能受限有关,从而不能抑制 Th2 细胞的分化。 
 
 
PU-2707 

难治性支原体肺炎临床特征分析 
 

温清芬,王芳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目的 通过临床路径标准进行准入,分析路径变异的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急性期的临床特点,以
协助临床早期认识､ 及时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儿科病房 2016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 131 例进入肺炎支原

体临床路径病例,其中 29 例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发生变异,将(难治性组)24 例和普通型支原体肺炎

患儿(普通组)107 例的住院病历资料,分析比较 2 组间的发病年龄､ 性别､ 发病季节､ 热程､ 肺部及

肺外临床表现,胸片及血常规､ 血沉､ 肝肾功能､ C 反应蛋白等实验室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肺炎支原体肺炎难治组平均年龄为 6±2.52 岁,普通组平均年龄为 4.93±2.74 岁。二组年龄差

异有统计意义(P<0.05)发病季节以秋､ 夏季为主,二组季节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临床表现以发

热外无特异性,肺外并发症尤以肝功能异常､ 血小板减少､ 神经系统表现､ 血管炎方面有显著差异

(P<0.05),肌肝､ 谷丙转氨酶､ C-反应蛋白､ 血沉二组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胸片示大片密度增

高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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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年龄以学龄儿童为主,病程时间长,除发热外临床表现非特异性,易出现肺

外表现,胸片示大片密度增高影,肝､ 肾功能检查中肌肝､ 谷丙转氨酶更能反应早期受累情况, C-反应

蛋白､ 血沉能提示病情的严重程度。 
 
 
PU-2708 

穿戴式连续生理参数监测仪在儿科的应用前景 
 

成彧,单红梅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083 

 
 
目的 对穿戴式连续生理参数监测仪与临床常规监测仪器的一致性进行检验,探讨可穿戴医疗设备在

家庭中的接受度及儿童的配合度,推动可穿戴医疗设备在儿科领域的应用。 
方法 随机选择 30 例在全科病房住院的儿童,按年龄分为 0-1 岁组,1-3 岁组 4-6 岁组,每组 10 例。所

有入组儿童在入院后 72 小时内每 8 小时接受可穿戴式连续生理参数监测仪采集三项生理参数(体温

､ 脉搏和血氧饱和度),常规临床监测仪器同步采集获得相应参数,对采集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同时,
记录陪护家属对于可穿戴医疗设备的初次接触反应,重复采集时的反应及结果反馈时的反应,并记录

入组儿童在初次穿戴和重复穿戴连续生理参数监测仪时的配合度。 
结果 30 例中有 5 例因儿童强烈抗拒导致部分数据未能采集完整,剩余数据(共计 230 组)显示可穿戴

式连续生理参数监测仪采集的脉搏和血氧饱和度与常规临床监测仪器的一致率为 95%,体温一致率

为 10%。90%的陪护家属在初次接触可穿戴医疗设备时表达出高度兴趣,25%在重复采集时表现出

不耐烦,80%在结果反馈时表示认可。0-1 岁组无反抗;1-3 岁组有 5 例儿童在初次穿戴时表现出恐惧,
交流玩耍后重复穿戴时仍有 3 例儿童反抗剧烈造成后续数据缺如;4-6 岁组 4 例儿童在初次穿戴时即

拒绝,沟通解释后仍有 2 例儿童试戴后强行脱卸造成数据缺如。 
结论 可穿戴式连续生理参数监测仪获取的脉搏和血氧饱和度参数可靠性较高,体温参数可靠度低。

家庭对可穿戴医疗设备接受度较高,入组儿童对于可穿戴设备的配合度欠佳。 
 
 
PU-2709 

骨髓中的 Sfrp5 对肥胖引起的骨强度变化的影响和机制探讨 
 

杨珂,郑妍,姚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6 

 
 
目的 近来研究发现,单纯性肥胖儿童的骨折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体重儿童,儿童肥胖影响着儿童骨健

康状况,包括儿童骨量的积累。本研究探讨肥胖导致的骨组织微环境中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
5(secreted Frizzled-related protein-5,Sfrp5)的改变与骨组织强度变化的关系,及其调节机制。 
方法 选取 4 周齡雄性 C57 小鼠 24 只,分别给予高脂饲料喂养(HFD 组)和普通饲料喂养(对照组),3 个

月后取股骨组织固定､ 脱钙､ 包埋,常规骨组织切片和染色,microCT 扫描计算骨小梁面积,免疫组化

和 realtime-PCR 并检测骨组织中 Sfrp5 的表达;另取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MSCs)体外培养,用腺病毒过表达 Sfrp5 后,分为对照组､ 成骨诱导组､

成骨诱导+ Sfrp5 组､ Sfrp5 组,通过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染色和茜素红染色观察

对成骨分化的影响,分别采用 realtime-PCR 和 Westernblot 检测与成骨相关的 Runx2 等的表达水平,
以及 wnt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所有数据进行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检验后,采用 SPSS20.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小鼠喂养 3 个月后,HFD 组的体重､ 体脂重较对照组明显增加(P<0.05),血清胆固醇也明显增加

(P<0.05);microCT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HFD 组的骨密度明显下降､ 骨小梁容量减少(P<0.0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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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切片 HE 染色显示,HFD 组的骨小梁面积小于对照组(P<0.05),骨髓腔中脂肪细胞明显增多;免疫组

化和 realtime-PCR 均显示 HFD 组中骨组织和脂肪组织中的 Sfrp5 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加。成功培

养 BMMSCs,各组处理 7 天和 21 天后 ALP 染色和茜素红染色,成骨诱导组比对照组明显增加,而成

骨诱导+ Sfrp5 组的均较成骨诱导组低,成骨相关基因 runx2 和 OPN 的表达成骨诱导+ Sfrp5 组也较

成骨诱导组降低(P<0.05);western-blot 显示各处理组总 ß-catenin 的表达无明显差异,而 p675-ß-
catenin 的表达成骨诱导组比对照组明显增加,成骨诱导+ Sfrp5 组的较成骨诱导组降低

(P<0.05),p552-ß-catenin 的表达各组没有明显差异。 
结论 长期高脂饮食导致的肥胖导致一定程度的骨量下降,与骨组织中 Sfrp5 的表达增加有一定的相

关性,部分是通过抑制骨髓腔中 BMMSCs 的成骨分化导致,与 Wnt 经典通路中 ß-catenin 的磷酸化激

活有关。 
 
 
PU-2710 

儿科普通病房常见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尹栓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了解儿科普通病房常见病原菌及耐药特点,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 03 月-2017 年 03 月我院儿科住院的 4639 例病儿相关资料进行回顾型分析。 
结果 4639 例病儿中,787 例病儿细菌培养,送检率 16.96%,检出病原菌菌株 155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占 64.52%,革兰阳性菌 35.48%。革兰阴性菌以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 鲍氏不动杆菌为主;检
出 ESBLs 革兰阴性菌 18 株,占革兰阴性菌 18.00%,均来自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对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钾耐药率 100%,头孢他啶耐药率近 16.67%,而对亚胺培南､ 美罗培南未见耐药菌株;革兰阳

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为主,MRCNS 占金黄色葡萄球菌 23.40%;MSCNS 对二代头孢

菌素耐药率仍然较低,未发现对万古霉素､ 替考拉宁耐药的革兰阳性菌。 
结论 小儿病儿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耐药菌比例高,临床抗感染治疗过程中,应积极开展病原

学培养及细菌耐药性监测,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耐药菌株产生。 
 
 
PU-2711 

湿润烧伤膏在 PICU 预防红臀的临床疗效观察 
 

梁燕西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为了减少小儿红臀的发生,观察湿润烧伤膏对于治疗儿科红臀的效果观察。 
方法 将我科同年龄红臀患儿随机分成 2 组,治疗组应用湿润烧伤膏,对照组使用护臀霜分别观察效

果。 
结果 治疗组和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湿润烧伤膏小儿红臀的治疗有显著的效果,安全无副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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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2 

儿童下呼吸道异物合并阻塞性肺不张的临床分析 
 

张慧,张维溪,项海杰,陈如如,李昌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儿童下呼吸道异物合并阻塞性肺不张的临床诊治特点。 
方法 对 2007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收治的 1117 例儿

童下呼吸道异物中合并阻塞性肺不张的 62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患儿年龄 9 月至 10 岁 2 月;病程 6 小时至 4 个月。治愈 60 例,死亡 2 例。1 例术前死亡,1 例术

后出现严重复张性肺水肿死亡。其余患儿在全麻下经硬支气管镜一次完全取出 47 例(77.05%),两次

完全取出 1 例(1.64%),经纤维支气管镜成功取出 10 例(16.39%)。3 例(4.92%)行开胸手术取出,其中

1 例切除不张伴实变肺叶。 
结论 儿童支气管异物合并阻塞性肺不张极易误诊,可导致严重不良后果,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仍

是关键。术后复张性肺水肿死亡率高,需引起临床医生足够重视。 
 
 
PU-2713 

心理治疗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家庭生活质量及家庭功能的影响 
 

钟严艳
1,孟浦

2,熊萍
3,孙丹

3,周东风
1 

1.华中科技大学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3.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目的 探讨心理治疗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家庭生活质量及家庭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分别对确诊后一个月､ 3 个月的孤独症

谱系障碍患儿家庭进行调查,并在两次调查期间给予患儿家庭心理治疗,观察家庭心理治疗对患儿家

庭生活质量及家庭功能的影响。 
结果 自身前后对照结果显示孤独症患儿父母在经过心理干预后生活质量总分､ 物质功能､ 躯体功

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均高于治疗前;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干预后明显升高,且家庭治疗前后生活

质量及家庭功能评分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家庭心理治疗在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治疗中的应用可起到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改善家庭功能的

作用 
 
 
PU-2714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致骨科术后患儿药物热的临床分析 
 

王刚,吕凤俊,李思,何翠瑶,吴青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回顾性分析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用于骨科术后患儿所致药物热或粒细胞减少的临床表现､ 影

响因素,为临床抗感染治疗过程中及时､ 准确判断药物热,避免过度或盲目升级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

考。 
方法 收集 2012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我院临床药师会诊协助诊疗的 30 例骨科术后患儿因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钠致药物热患儿的用药情况､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处理方式等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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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致药物热多发生在连续用药 10~15d,体重单位累积量多在 1.5~2.0g/kg;患
儿在滴注期间或结束数小时内发热,以 38.5~40℃ 高热为主,大多数患儿血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正

常,C 反应蛋白(CRP)正常或轻度升高,部分患儿嗜酸性粒细胞轻度升高;部分患儿伴畏寒寒战､ 乏力,
多数患儿无明显其他不适症状,停用致热药物后体温均在 24~36h 降至正常;临床普遍对药物热了解

和重视程度不够,客观上也不利于药物热的正确诊断。 
结论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致药物热并无明确诊断标准,但通过对患儿发热时间及症状与

用药时间､ 单位累积量的相关性,结合血常规､ CRP 等实验室指标综合分析,可为临床

药物热的判断提供有益的参考;对于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抗感染治疗好转的患儿,如
疗程中再次出现发热,应考虑综合因素､ 排查药物热的可能;临床药师应充分利用专业优

势,协助临床医师在药物热的诊断和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中发挥积极作用。 
 
 
PU-2715 

儿童纵隔肿块 54 例病因及临床特征分析 
 

张乐乐,李昌崇,张海邻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儿童纵隔肿块的病因及临床特征,提高纵隔肿块的早期诊断水平。 
方法 收集并分析 2000 年-2015 年在我院住院治疗并病理检查确诊的 54 例儿童纵隔肿块的临床资

料。 
结果 54 例患儿中,前纵隔占 13 例(占 24.07%),中纵隔 3 例(占 5.56%),后纵隔 37 例(占 68.52%),同
时累及全纵隔的 1 例(占 1.85%)。神经源性肿瘤 26 例(占 48.14%),支气管源性囊肿 7 例占(占
12.96%)､ 淋巴瘤 4 例(占 7.41%)(其中 1 例为霍奇金淋巴瘤)､ 胸腺瘤 4 例(占 7.41%)､ 淋巴管瘤 3
例(占 5.56%)。以呼吸道症状首发的 31 例,眼睑下垂等重症肌无力表现 2 例,16 例无临床表现症

状。采取肿块全切除术的 43 例,部分切除术的 8 例,3 例行肿瘤活检术。 
结论 儿童纵隔肿块以后纵膈肿瘤 多见,神经源性肿瘤占首位。早期症状不典型,多以咳嗽､ 气促､

胸痛等呼吸道症状为首发表现,对于呼吸道感染反复或治疗效果欠佳者,需警惕该类疾病。 
 
 
PU-2716 

儿科病房非计划再入院患者统计分析 
 

赵亚梅,赵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加强医院质量管理,提高我院特诊病房医疗质量。 
方法 利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病房出

院 31 天内因相同病因或相关疾病再入院的病例资料,分析儿科病房非计划再入院原因及相关特点,提
出干预措施。 
结果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特诊部出院病例总计 1415 例,31 天内非计划再入院 17 例,非计

划再入院率 1.2%,非计划再入院与患儿年龄､ 是否合并基础疾病､ 家属个人因素等相关,新发感染与

合并有基础疾病为主要原因。 
结论 儿科病房应建立并完善非计划再入院监控管理体系。应加强出院患者健康宣教,尤其是小年龄

儿童以及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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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7 

女童泌尿系感染合并外阴阴道炎 17 例分析 
 

高杨洁,刘小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泌尿系感染是儿科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尤其多见于学龄前儿童。泌尿系感染多为上行性感

染,部分可出现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常合并膀胱输尿管反流､ 先天性泌尿系畸形

､ 排空功能紊乱等泌尿系统结构和功能异常,反复泌尿系感染可导致持续性的上尿路损害和肾瘢痕

化形成,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成人后发生高血压以及肾功能不全。因此早期发现和诊断泌尿系感染,寻
找潜在的泌尿系统结构和功能异常,并给予及时处置,显得尤为重要。 
外阴炎是女童常见的妇科炎症,儿童外阴炎､ 阴道炎常合并存在, 常见的原因是细菌感染。女童的

外阴发育不成熟,病原体容易侵入阴道,加之女童没有成年女性的阴道自净作用,因此容易发生外阴阴

道炎。女童尿道口与外阴之间距离近,外阴阴道炎与泌尿系感染有时是相关联的,加之女童外阴炎的

临床表现常不典型,不易鉴别两种疾病。因此当女童发生泌尿系感染时,应注意泌尿系感染合并外阴

阴道炎的可能, 并且其可能是泌尿系感染迁延不愈的原因。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近 5 年收治的泌尿系感染合并外阴阴道炎女童 17 例,收集相关临床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总结临床特点及诊治经验。 
方法 1､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诊断泌尿系感染

合并外阴阴道炎 17 例女童的临床资料,总结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及治疗情况。 
2､ 泌尿系感染诊断标准:即离心尿沉渣白细胞>5 个/HP 或有尿路感染症状;中段尿培养革兰阴性杆

菌菌落数>105 CFU/ml,革兰阳性球菌菌落数>104 CFU/ml。 
3､ 阴道外阴炎诊断依据:(1)临床表现;(2)检查外阴是否有畸形､ 阴唇粘连,了解炎症程度､ 分泌物性

状;(3)肛诊排除阴道异物;(4)用无菌生理盐水棉签,取患儿外阴､ 阴道分泌物于消毒干燥试管中送检,
作常规检查､ 细菌培养及涂片革兰氏染色镜检淋球菌。 
结果 本研究中患儿年龄分布以学龄前女童为主。患儿因发热和(或)尿路刺激症状就诊,其中发热 8
例,尿路刺激症状 11 例,3 岁以下患儿多因发热就诊,无明显尿路刺激症状,3-6 岁患儿根据年龄大小,
可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6 岁以上的泌尿系感染患儿多无发热,仅以尿路刺激症状为主诉,各年龄段患

儿大多无外阴症状的主诉。本研究中所有患儿经小儿妇科会诊,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阴阴道口红肿及

异常的阴道分泌物,1 例出现小阴唇粘连,2 例患儿行阴道分泌物培养,其中铜绿假单胞菌 1 例,阴性 1
例。4 例入组患儿存在反复泌尿系感染合并外阴阴道炎,抗感染治疗的同时予外阴局部用药,4 例患儿

泌尿系感染均未反复。 
结论 目前对于泌尿系感染,大多注意除外泌尿系统结构和功能异常,而本研究则提示,尚应注意泌尿系

感染与女童外阴阴道炎的关联。需注意女童泌尿系感染常合并外阴阴道炎,对于女童患泌尿系感染

者, 当尿常规白细胞升高与炎性指标不符,感染迁延或反复不愈者,还应注意生殖系统疾患的可能。此

外,注意女童外阴阴道炎与泌尿系感染的关联,注意外阴护理,减少感染发生。 
 
 
PU-2718 

血清 25(OH)D3 水平与癫痫相关性分析 
 

赵金艳,孙桂莲,杨志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为了解初诊癫痫患儿血清维生素 D 营养状况,以探讨维生素 D 水平与癫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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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到 2016 年 9 月在本院儿科住院的初诊癫痫患儿 124 例作为病例组,以同期在

儿科门诊做健康体检的 122 例儿童作为对照组,分析比较了两组儿童血清 25-羟维生素 D3[25(OH)D3]
､ 钙､ 镁､ 磷､ 碱性磷酸酶含量,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 1.病例组血清 25(OH)D3(22.580±13.41 ng/ml)及血钙(2.407±0.107mmol/L)水平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35.232±12.89ng/ml､ 2.468±0.125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磷､ 镁､ 碱性磷酸

酶､ 年龄及性别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癫痫患儿血清 25(OH)D3缺乏(<20ng/ml)(54.03%)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11.48%),X2= 57.31,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足(20~30ng/ml)和缺乏合计达 79.84%,远高于正常组(40.99%),其差异

亦有统计学意义(P <0.05)。3.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比较,各年龄段病例组血清 25(OH)D3水平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年龄增长,病例组及对照组中 25(OH)D3水平逐渐下降,两组

中 0~3 岁的 25(OH)D3水平均 高,而且明显高于 4~7 岁及 8~16 岁年龄阶段,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 4~7 岁组与 8~16 岁组相互比较无统计学意义。4.在每个季节,病例组 25(OH)D3水平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同季节之间比较发现,两组夏秋季 25(OH)D3水

平均高于冬春季,但只有病例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5.癫痫的不同发作类型及脑 MRI 是否异

常比较血清 25(OH)D3水平无明显差异。 
结论 初诊癫痫患儿存在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与癫痫的发生有关。 
 
 
PU-2719 

同伴教育结合 CBL 在儿科护理教学中的体会 
 

廖力慧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介绍同伴教育结合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Case-Based learning,CBL)方法在儿科护理教学的体

会,加强临床师资队伍的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方法 采用同伴教育结合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规范教学内容,严格时间管理,注重流程质量控制,
重视实习目标管理。 
结果 经过临床实践证明,临床教学满意度提高。 
结论 同伴教育结合 CBL 教学法的应用,提高了整体带教能力,使护理教学质量管理得以持续改进。 
 
 
PU-2720 

miRNA-146a 基因多态性与婴儿痉挛相关性研究 
 

庹虎,余诗倩,姚宝珍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探讨我国中部地区汉族人群中 miR-146a 基因 SNP 位点(rs2910164 和 rs57095329)多态性与

婴儿痉挛(infantile spasms,IS)易感性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 IS 患者 188 例作为实验组,选取同时期体检正常的儿童 214 例作

为对照组。利用 PCR-RFLP 方法检测 rs2910164 和 rs57095329 两个 SNP 位点的多态性分布。 
结果 患者中 miR-146a 基因 SNP 位点 rs57095329 基因型(GG, AG, AA)频率和对照组相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23);该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相比也具有统计学差异,G 等位基因为风险

因子(p=0.009)。SNP 位点 rs2910164 的基因型(CC,CG,GG)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统计发现 SNP 位点(rs57095329)多态性与婴儿痉挛的发作频率无关

(p=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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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位于 miR-146a 启动子区域的 SNP 位点(rs57095329)的多态性与婴儿痉挛的发病相关,但与其

发作频率无关;而 SNP 位点(rs2910164)与婴儿痉挛的易感性不相关。 
 
 
PU-2721 

维生素 A､ D､ E 与儿童抽动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朱玉茹,路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3 

 
 
目的 通过对比抽动障碍(TD)患儿与非 TD 儿童血清维生素 A､ D､ E 浓度水平及免疫功能相关指标

的不同,探索维生素 A､ D､ E 与 TD 的相关性,探讨维生素 A､ D､ E 参与 TD 发病的机制,并检验免

疫调节剂联合维生素制剂对 TD 的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就诊的 50 例确诊 TD 的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同期选取于大连医科大学儿科病房住院的呼吸道感染儿童 28 例作为呼吸道感染

对照组;选取就诊于大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32 例健康儿童作为正常对照组。测定血清中维生

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IgG､ IgA､ IgE､ IgM､ 补体 C3､ 补体 C4 浓度以及外周血淋巴细胞

亚群中 CD3+CD4+%､ CD3+CD8+%､ CD4/CD8､ NK%水平,比较各组之间指标的差异､ 并探索

维生素水平与免疫功能的相关性。TD 组患儿通过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GTSS)评分标准对

疾病分度,轻､ 中度予槐杞黄､ 益脑胶囊口服治疗,重度予奥卡西平､ 槐杞黄､ 益脑胶囊口服治疗,同
时随机予维生素 AD 软胶囊口服,治疗过程共 3 个月,评价治疗的有效率,并分析维生素对治疗效果的

影响。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24.0 软件,计量资料使用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使用卡方

检验,相关性分析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TD 患儿较正常儿童血清维生素 D､ E 浓度水平低,维生素 A 水平未见差异,维生素水平在不同

TD 临床分型之间没有差异,与 TD 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没有统计学意义。 
TD 患儿较对照组 CD3+CD4+%､ CD4+/CD8+较低,NK%较高,免疫功能水平在不同 TD 临床分型之

间没有差异,且与 TD 严重程度无关。 
维生素 A､ D 和免疫功能有相关性,维生素 A 与 C3､ C4､ IgG､ NK%的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分别为 0.66､ 0.44､ 0.50､ 0.37;维生素 D 与 CD3+CD4+%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40,与 NK%成负

相关,相关系数为-0.47。 
TD 患儿经过自 3 个月后,3 例临床缓解,17 例症状明显有效,10 例患儿治疗有效,总体上有效率为

69.8%,提示免疫调节治疗对 TD 治疗有效,维生素补充组的疗效与不补充组疗效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TD 患儿维生素 D､ E 浓度水平低,维生素 D､ E 可能参与 TD 发病,但对临床分型及严重程度可

能没有影响。 
TD 患儿存在免疫功能紊乱,表现为 CD3+CD4+%､ CD4+/CD8+水平低,NK%水平高,免疫紊乱可能

是 TD 发病的原因之一,但不同临床分型及严重程度的患儿免疫状态相似。 
维生素 D､ E 参与 TD 发病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其影响免疫功能有关。 
免疫调节剂对 TD 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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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2 

团体沙盘游戏疗法对癫痫患儿行为问题干预的研究 
 

张瀚墨,路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癫痫是儿童期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由于癫痫发作的反复性､ 不可预测性及发作时的骇人性,超
过一半的癫痫患儿存在心理障碍,而行为问题是癫痫患儿心理障碍 重要的表现。而临床工作中也

发现,即使是癫痫发作控制良好的癫痫患儿也存在明显的行为问题,使他们难以回归正常的社会学习

生活。所以,本研究探讨癫痫患儿存在的行为问题,及团体沙盘游戏疗法对癫痫患儿行为问题改善的

效果。 
方法 选取正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癫痫疾病诊疗中心进行治疗的 6~11 岁癫痫患儿 25 例,接
受干预治疗,为干预组,干预前记录患儿的性别､ 起病年龄､ 癫痫类型､ 目前服用的药物､ 发作频率

情况;同时选取癫痫疾中心进行治疗的 6~11 岁癫痫患儿 20 例,其患儿的性别､ 年龄､ 起病年龄､ 癫

痫类型､ 目前服用的药物､ 发作频率情况与干预组相匹配,不接受任何干预治疗,为非干预组;同期选

取儿科病房患一般感染性疾病患儿 28 例,年龄与干预组相匹配,并且无神经系统疾病史､ 智力障碍､

慢性疾病史的正常学龄儿童,作为对照组。选用儿童行为量表(CBCL)对干预组患儿､ 非干预组患儿

及对照组患儿进行行为评估,然后干预组进行为期 14 次的团体沙盘游戏干预治疗,非干预组不接受干

预治疗,治疗结束后干预组､ 非干预组再次填写 CBCL,评估患儿的行为情况。统计方法:应用 SPSS 
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同一组治疗前后的数据比较采用 Wilcoxon W 检验,两组间的数据比较采

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干预组和非干预组基本临床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1､ 男癫痫患儿与对照组患儿 CBCL 量表得分比较显示癫痫患儿在总粗分､ 分裂样､ 抑郁､ 交

往不良､ 强迫､ 社交退缩､ 多动､ 攻击性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P<0.05),在躯体诉述､ 违纪

方面与对照组患儿无明显差异(P>0.05)。女性癫痫患儿与对照组患儿 CBCL 量表得分比较显示癫痫

患儿在总粗分､ 抑郁､ 社交退缩､ 分裂强迫､ 多动､ 攻击性､ 残忍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

(P<0.05),在体诉､ 违纪方面与对照组患儿无明显差异(P>0.05)。2､ 男患儿 CBCL 量表组间及自身

前后得分比较显示,经过 14 次的团体沙盘游戏干预课程干预组患儿在总粗分､ 抑郁､ 交往不良､ 强

迫､ 社交退缩､ 多动､ 攻击性方面得分显著低于对其干预前水平及非干预组患儿(P<0.05),但在分裂

样这一行为未见明显差异(P>0.05);干预组女患儿在总粗分､ 抑郁､ 社交退缩､ 多动､ 性问题､ 攻击

性､ 残忍方面得分显著低于干预前水平及非干预组(P<0.05),但在分裂强迫这一行为未见明显改善,
统计学差异无意义(P>0.05)。 
结论 
1.癫痫患儿较一般疾病儿童存在更多的行为问题。 
2.造成本研究癫痫患儿行为问题的原因可能更多来自于社会家庭因素。 
3.团体沙盘游戏对于改善癫痫患儿行为问题有明显的效果。 
 
 
PU-2723 

MicroRNA-203 低表达作用于神经母细胞瘤的研究 
 

赵东菊,石太新,周福军,肖爱菊,田运娇,李培岭,范蕊,郭佳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神经母细胞瘤是儿童常见的颅外实体肿瘤,预后非常差。NB 治疗的主要障碍是复发,其特征是

转移。因此阐明 NB 代谢的分子机制十分迫切。MicroRNAs 通过抑制基因的翻译或促进 mRNA 降

解来调控基因的表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miRNA 可调节肿瘤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关键基因,异常

的 miRNA 可导致原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异常表达。miRNA-203 已经被报道参与在某些类型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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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Sam68 蛋白含有 K 同源结构域,是 RNA 结合蛋白､ 信号传导相关蛋白家族中的成员,参与

各种细胞进程,包括 RNA3′未端的形成､ 选择性剪切､ 细胞周期的调控､ 脂肪生成､ 神经发育及

肿瘤形成。Sam68 蛋白水平上调常见于肿瘤,被认为具有炎性癌变､ 肿瘤侵袭及转移的致癌作用。

根据生物信息学分析,Sam68 是 miRNA-203 的靶基因,然而 miRNA-203 是否直接调节 Sam68 蛋白

及它们在神经母细胞瘤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阐释。 
方法 收集 16 例神经母细胞瘤组织及其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人 SK N SH 及 SH SY5Y 细胞系购自

于中国标准培养品所,利用浓度 10%胎牛血清+100IU/mL 青霉素+100μ 克/毫升硫酸链霉素的

DMEM 细胞培养基,将两种细胞培养于 37℃､ 5%CO2 的加湿孵化器。具体实验过程略,采用

SPSS17.0 软件,用独立样本 t-检测分析两组数据的差异,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神经母细胞瘤组织中 Sam68 及 miRNA-203 不同的表达水平:与癌旁正常组织相比,神经母细胞

瘤组织中 Sam68 基因 mRNA 与蛋白表达水平升高,miRNA-203 的表达水平是降低的,Sam68 与

miRNA-203 的表达水平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转染后 Sam68 基因 mRNA 及蛋白水平在两种细胞中

显著降低,miRNA-203 的水平在 NB 组织中是下调的,但经 pre-miRNA-203 质粒转染 SK N SH 及

SH SY5Y 细胞后,其水平明显上升;miRNA-203 的过表达明显抑制 Sam68 蛋白的表达,表明在 NB 中

miRNA-203 可负调节 Sam68。 
结论 本研究说明,miRNA-203 向下调节可导致 Sam68 在 NB 组织及细胞中的水平升高。在一定程

度上,由于 miRNA-203 以 Sam68 为基因靶点,其过表达水平可明显抑制 NB 细胞的增殖､ 迁移及侵

袭。 
 
 
PU-2724 

甘丙肽､ 神经肽 Y 在不同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 
外周血中的水平变化和临床意义 

 
郭向阳,王洁英,李宏艳,张晓侠,严晓华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探讨不同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外周血中甘丙肽(GAL)､ 神经肽 Y(NPY)的水平变化及临床意

义。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科住院符合标准的惊厥发作性疾病患

儿 136 例(其中癫痫组 57 例,热惊厥组 79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的方法检测患儿外周血中 GAL､
NPY 的水平。 
结果 惊厥发作后第 1 天对照组外周血中 NPY､ GAL 分别为 174.34±28.75 pg/ml､ 77.46±2.47 
pg/ml,热惊厥组分别为 256.08±33.49 pg/ml､ 93.37±13.39 pg/ml,癫痫组分别为 339.57±40.37 
pg/ml､ 98.45±15.53 pg/ml,第 7 天热惊厥组分别为 261.43±35.86 pg/ml､ 95.39±13.87 pg/ml,癫痫

组分别为 348.12±45.59 pg/ml､ 119.69±17.83 pg/ml。惊厥组(热惊厥组､ 癫痫组)外周血中 NPY､
GAL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01),且热惊厥组和癫痫组也有显著差异(P<0.01),但在不同类型的热惊

厥患儿外周血中 NPY､ GAL 水平比较:NPY､ GAL 水平在单纯性热惊厥和复杂性热惊厥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P>0.05),在部分性发作和全面性发作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外周血中 NPY､ GAL 水平

与惊厥次数有关,发作次数>3 患儿明显高于发作次数≤3 的患儿(P<0.01);外周血中 NPY､ GAL 水平

与惊厥持续时间一定关系,惊厥持续时间≥5min 的患儿明显高于惊厥持续时间<5min 患儿(P<0.01);
无论在正常组和热惊厥组､ 癫痫组,外周血中 NPY､ GAL 水平呈正相关(P<0.01),与年龄､ 性别､ 体

重无相关性(P>0.05)。 
结论 不同惊厥发作性疾病患儿外周血中 GAL､ NPY 会增高,在不同的惊厥阶段水平不同,与惊厥发

作的次数､ 持续时间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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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5 

醒脑静注射液佐治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董建华 
亳州市人民医院 236800 

 
 
目的 探讨醒脑静佐治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亳州市人民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治的病毒性脑炎患儿 30 例,将其随机分成

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患儿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醒脑静

治疗,对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分析。 
结果 实验组患儿的抽搐缓解时间､ 退热时间､ 意识障碍恢复时间､ 脑脊液和 NSE 的改善时间显著

短于对照组患儿,住院时间和花费上也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治
疗组患儿的神经系统遗留后遗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儿,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临床治疗病毒性脑炎患儿时,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入中药醒脑静注射液治疗,能明显缩短患儿

的发热头痛等症状持续时间和意识恢复正常的时间,缩短病程,降低病人花费,并能有效降低智力运动

及癫痫等后遗症发生率,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PU-2726 

醒脑静注射液佐治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董建华 
亳州市人民医院 236800 

 
 
目的 探讨醒脑静佐治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亳州市人民医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治的病毒性脑炎患儿 30 例,将其随机分成

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患儿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醒脑静

治疗,对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分析。 
结果 实验组患儿的抽搐缓解时间､ 退热时间､ 意识障碍恢复时间､ 脑脊液和 NSE 的改善时间显著

短于对照组患儿,住院时间和花费上也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治
疗组患儿的神经系统遗留后遗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儿,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结论 临床治疗病毒性脑炎患儿时,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入中药醒脑静注射液治疗,能明

显缩短患儿的发热头痛等症状持续时间和意识恢复正常的时间,缩短病程,降低病人花费,
并能有效降低智力运动及癫痫等后遗症发生率,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和应

用。 
 
 
PU-2727 

 血清 sOX40L 和 IL-17 在病毒性脑炎中的水平检测 
 

刘苗苗,贾天明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血清 sOX40L 和 IL-17 在病毒性脑炎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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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 30 例病毒性脑炎和 30 例非神经系统感染及排除自身免疫

性脑炎患儿(对照组)脑脊液中 IL-17 及血清中可溶性 sOX40L 水平,并分析其指标在患儿脑脊液及血

清中的含量及临床意义。 
结果  病毒性脑炎患儿血清中 sOX40L 为(531.95±85.78)pg/ml,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病毒性脑炎患儿脑脊液中 IL-17 为(24.87±6.21)pg/ml,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病毒性脑炎患儿脑脊液中 IL-17 可能参与其病理生理过程;而血清中 sOX40L 可能未参与病毒

性脑炎的发病过程。 
 
 
PU-2728 

儿童不典型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误诊 1 例报告 
 

蔡浅云,罗蓉,李娜,王芳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报导 1 例不典型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ADEM)误诊病例,提高对不典型 ADEM 的认识。 
方法 报导 1 例不典型 ADEM 误诊为颅内感染的病例,总结经验教训。 
结果 患儿男,10 岁 4 月,因“性格改变 7+天,排尿困难 6+天,加重 3 天”入院。性格改变表现为烦躁､

易发脾气, 6+天前出现颈痛､ 头晕､ 全身无力,排尿困难表现为有尿意而无法排尿,半天前患儿出现

视物模糊。无发热､ 头痛,无行走障碍,无大小便失禁。院外头部 MRI 提示“右侧额顶叶､ 左侧额叶､

胼胝体膝部及体部异常信号,考虑感染性疾病可能性大”。入院查三大常规､ 生化检查未见异常,脑脊

液提示有核细胞 100×10*6/L(↑),蛋白 871.9mg/L(↑),氯化物 146.0mmol/L(↑),余未见异常。复查

MRI 提示:1､ 双侧额叶及右侧颞､ 顶叶局部皮层､ 皮层下､ 深部白质､ 胼胝体膝部､ 嘴部､ 脑干及

左侧小脑齿状核多发大小不等斑片状长 T1､ 长 T2 异常信号影,Flair 像上呈高信号,颈髓呈明显不均

增粗,其中胼胝体嘴部病变有轻度占位效应(图 1)。棘球蚴､ 囊尾蚴､ 肺吸虫等寄生虫血清特异性

抗体检查结果为阴性。入院后先后被疑诊为病毒性或细菌性脑炎､ 以及真菌性脑膜炎,但经过阿昔

洛韦､ 头孢曲松､ 美罗培南､ 两性霉素 B 等抗感染治疗后病情无好转,加重出现高热､ 脑疝和中枢

性呼吸衰竭。请神经外科会诊,考虑颅内肿瘤不能除外,但患儿病情危重,暂无法进行手术取活检。后

经神经儿科会诊,考虑 ADEM 可能,尽管 ADEM 明显累及胼胝体并出现占位效应者相对少见。入院

第 12 天,给予患儿静脉甲基强的松和 IVIg 冲击治疗,治疗后患儿高热和脑疝症状逐步缓解,但自主呼

吸未恢复。在第 2 次的甲基强的松冲击治疗后患儿逐步脱离呼吸机。共住院 51 天,出院时由于下肢

肌力下降不能行走,随访 3 个月,患儿肌力完全恢复,独立行走。复查 MRI 提示原发病灶较前明显好转

(图 2)。 
结论 由于 ADEM 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指标,为了避免误诊,建议除了神经儿科的医生外,儿科急诊､ 儿

科 ICU､ 神经外科的医生也应该了解该病的典型和不典型临床表现,并在接诊脑病患者时将 ADEM
纳入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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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9 

P38/MAPK 通路在脱氧单核苷酸代谢紊乱诱导氧化应激和细胞自

噬引起神经管畸形发生中的作用 
 

官臻,王秀伟,王建华,牛勃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神经管畸形是一种严重的出生缺陷,迄今为止,其发生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目前研究发现,补充叶

酸能预防约 50%~70%NTDs 发生,其机制不清,叶酸代谢及其相关代谢是如何引起 NTDs 作用的,尚
未研究也未见研究报道。本研究通过特异性抑制脱氧单核苷酸代谢障碍诱导建立神经管畸形小鼠模

型,进一步证实脱氧单核苷酸叶酸代谢障碍是叶酸缺乏引起 NTDs 的独立因素。 
方法 采用羟基脲特异性抑制核苷酸还原酶,从而诱导神经管畸形小鼠模型,通过 HE 染色观察其病理

改变,采用氧化应激试剂盒检测氧化应激的状态,并且结合免疫组化免疫荧光等方法观察 P38/MAPK
通路的改变情况,及其细胞行为和氧化应激情况在模型中的改变。进而研究叶酸缺乏引起的 dNTP
代谢障碍是否会引起 P38/MAPK 通路激活,从而通过影响氧化应激和细胞自噬,参与神经管畸形的发

生。 
结果 羟基脲诱导构建了 NTDs 的小鼠模型,并且诱导了多种不同的 NTDs 的畸形表型。HE 显示,后
脑未闭,前脑发育畸形。氧化应激结果提示其胎鼠胎脑组织的氧化应激水平异常。P38/MAPK 通路

也异常,细胞增殖降低,凋亡异常,迁移异常。电镜观察到自噬小体增加。其 dNTP 代谢障碍。 
结论 dNTP 代谢障碍是否会引起 P38/MAPK 通路激活,从而通过影响氧化应激和细胞自噬,参与神经

管畸形的发生。 
 
 
PU-2730 

轻度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 20 例临床分析 
 

陈明,朱斌,黄少武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轻度胃肠炎伴良性婴幼儿惊厥(BICE)的临床诊疗经过。 
方法 对我院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0 月收治的 28 例 BICE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对这 28
例患儿进行 2-4 年的动态随访,观察患儿的临床表现､ 治疗效果及评估患儿远期惊厥复发率及预后。 
结果 28 例患儿平均年龄 1.5 岁,男女比例 1:1.2,均在胃肠道症状出现后 24 小时内出现惊厥发作,发
作次数 3-10 次,平均 4 次,急性期均使用两种止惊药物(地西泮及苯巴比妥),但未长期使用抗癫痫药

物。脑电图发现中央区小棘波的 4 例,头部 MRI 异常(蛛网膜小囊肿)1 例,经过平均 2.5 年随访,惊厥

复发的 3 例(10.7%),6 月内复发 2 例(7.1%),6 月到 12 月复发 1 例,其中胃肠炎诱发的惊厥 1 例

(3.5%),热性惊厥 2 例(7.1%),未发现一例无热惊厥发作,智力运动发育均正常。 
结论  BICE 患儿临床发作有成簇惊厥发作倾向,疾病初期的频繁发作控制不理想,但临床预后良好,绝
大多数不需要长期抗癫痫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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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1 

PCDH19 基因突变致限于女性的癫痫伴智力障碍 1 例 
 

张新颖,王学禹,孙文秀,高玉兴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明确 1 例反复抽搐 9 年余的 11 岁女童的病因 
方法 对患儿及父母进行癫痫相关的基因检测。抽取患儿及父母外周静脉血 2ml,EDTA 抗凝,采用磁

珠法 DNA 提取试剂盒(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基因组 DNA 提取,由迈基诺公司提供癫

痫 153 个基因芯片,进行基因捕获及高通量测序。如有阳性发现进行一代测序的验证。 
结果 该患儿 PCDH19 基因杂合突变,c2468delT,这个位于 PCDH19 基因第 3 外显子上缺失胸腺嘧

啶的突变目前未见到相关报道,它导致氨基酸的移码突变,而该突变不属于多态性位点,在人群中发生

频率极低,在 HGMD 专业数据库中未见报道。对患儿父母相同位点验证,发现父亲该位点半合子突变,
临床无症状,母亲该位点未发现变异,临床无症状。 
结论 根据患儿临床表现､ 基因检测结果及家系特点符合诊断限于女性的癫痫伴智力障碍(EFMR)。 
 
 
PU-2732 

 POLG 基因突变导致的 MELAS 样综合征 2 例及文献综述 
 

黄丽娟
1,2,金怡汶

1,张尧
1,熊晖

1,常杏芝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POLG 基因突变导致的 MELAS 样综合征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 诊断及预后,提高对该病

的认识。 
方法 收集 2 例基因确诊的 POLG 基因突变所致的 MELAS 样综合征患者的临床､ 影像学､ 病理和

基因检测资料,结合文献综合分析。 
结果 2 例患儿均为男性,起病年龄分别为 3 岁和 6 岁,患者起病前发育里程碑均正常,起病后均出现运

动发育落后或倒退。例 1 主诉“双下肢乏力 1 年半,间断抽搐 4 周”,例 2 主诉“间断抽搐 2 年,运动倒退

1 年余”。除例 1 血乳酸轻度升高(3.7mmol/L,正常:0.5-2mmol/L)外,2 例患者血生化､ 血氨基酸和尿

有机酸代谢筛查均未见异常。2 例患者急性发病期头颅 MRI 均可见卒中样病灶,例 1 为左侧大脑皮

层颞､ 顶､ 枕部广泛 T1 低信号､ T2 高信号及 DWI 高信号;例 2 为左侧顶叶皮层 DWI 高信号,颞顶

部分脑回稍肿胀。2 例患者中仅例 1 接受肌肉活检,光镜检测未见典型 RRF,超微病理检查示肌纤维

内糖原颗粒堆积。2 例患者线粒体基因热点突变筛查均阴性,全外显子检测均证实 POLG 基因复合

杂合突变,例 1 为 c.2420G>A 和 c.1765C>T,例 2 为 c.3541A>C 和 c.2890C>T。2 例患者均出现局

灶性癫痫发作持续状态,多种抗癫痫药物联合应用难以控制癫痫发作。病情进行性加重,例 1 在出院

半年后死亡,例 2 在出院半年后随访仍有频繁癫痫发作,生活不能自理。 
结论 对头颅影像学存在卒中样病灶,临床高度怀疑 MELAS 综合征的患者,若线粒体基因筛查阴性,需
考虑 POLG 基因缺陷的可能。病情快速进展､ 难治性部分性癫痫发作可能是 POLG 基因突变所致

MELAS 样综合征的临床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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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3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并发缺血性脑卒中 
的 DSA 早期诊断与治疗 

 
马洁卉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后并发缺血性脑卒中的 DSA 早期诊断及药物灌注治疗,并观察术后

恢复情况。 
方法 2015 年 0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共收治 6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儿,均为先心病手术后 12h-3d 内

出现神经系统症状:面瘫､ 肢体活动障碍或抽搐,并经头颅磁共振(MRI)检查初步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

病,于急诊行脑血管造影(DSA)明确诊断,术中予以颈内动脉药物灌注治疗,术后临床给予改善循环､

抗凝､ 静脉溶栓及康复治疗,分别于术后 6h､ 1d､ 3d､ 1w､ 1m 观察患者临床症状恢复情况,随访 1-
3 月。 
结果 6 例患儿均成功行脑血管动脉造影及药物灌注治疗,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其中 5 例分别于 DSA
术后 6h､ 第 1d､ 第 2d 面瘫症状较前好转,且肢体肌力开始逐渐恢复,2 例第 3d 肢体活动障碍逐渐

好转。患儿随访至今肌力明显恢复,未发生复发及其他较严重并发症及严重后遗症(无 DSA 围手术期

出血､ 感染,随访后期患儿无认知功能障碍及肢体残疾)。 
结论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后合并脑卒中的患儿早期诊断至关重要,可尽早开展选择性脑血管造影,能有

效的改善脑组织供血,促进运动功能恢复,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PU-2734 

Menkes 病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梁黎黎
1,2,李玲

2,张建明
2,宋小青

2,葛欣
2,吴静

2,闫玉梅
2,侯若琳

2,连娣
3,韩凤

3,何大可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小儿内分泌/遗传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神经内科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小儿神经内科 
 

 
目的 探讨 Menkes 病的临床表型及基因变异特征,为临床医生诊断此罕见病提供借鉴。 
方法 分析患儿临床特征,行生化､ 动态脑电图及影像学检查,并提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 DNA,采用靶

向基因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变异基因,并运用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 
结果 患儿为 3 个月男婴,临床表现为严重嗜睡､ 反复抽搐､ 毛发稀疏､ 肌张力异常,动态脑电图提示

异常放电,头颅 MRI 提示脑积水。基因检测显示,患儿 ATP7A 基因发现 c.2059A>C(p.Met687Leu)
错义变异,患儿母亲该位点为杂合子。该突变为新突变,软件预测具有致病性。 
结论 我们报道了一例以严重嗜睡和癫痫为突出表现的 Menkes 病,患儿 ATP7A 基因存在

c.2059A>C(p.Met687Leu)错义变异,既往未见报道,扩大了 ATP7A 基因的突变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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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5 

基因确诊生物素硫胺素反应性脑病 1 例 
 

张培元,刘晓军,张玉琴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报告 1 例小婴儿期起病的生物素硫胺素反应性脑病,提高对于该病临床特点及早期诊断的认

识。 
方法 总结病例的发病表现及体征,实验室及影像学发现,及随访转归情况。    
结果 患儿女,40 天,主因哭闹伴精神差 6 天入院。生产史正常,家族史(-)。查体头围 36CM,面容及皮

肤正常,四肢肌张力增高,双侧膝腱反射活跃。头 CT 是脑干及幕上脑质多发性对称性低密度灶;头
MR 显示双侧丘脑区､ 基底节区､ 脑干区及双侧小脑､ 大脑半球白质区片状稍长 T1､ T2 信号影,于
DWI 序列呈高信号;BAEP 右侧外周段异常､ 左侧脑干段异常,VEP 双侧视通路异常,四肢神经肌电图

未见异常;血生化及血气分析正常,乳酸 4.23mmol/L,血尿代谢筛查正常;脑脊液化验正常;染色体

46XX,基因检查提示患儿 SLC19A3 基因发现 c.137T>C 纯合变异,来自于父母的杂合变异。诊断硫

胺素反应性脑病,予口服生物素及维生素 B1 治疗。复查头 MR 显示双侧基底节区软化灶,其余异常

信号范围略缩小。随诊到 3 月大时出现痉挛发作,脑电图显示高度失律,诊断继发性婴儿痉挛,予口服

托比酯治疗。    
结论 硫胺素反应性脑病可于生后 1 个月起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影像表现对称性丘脑区､ 基底节区

､ 脑干区及双侧小脑､ 大脑半球白质区异常信号,以 DWI 序列高信号为特征,检测 SLC19A3 基因变

异可确诊。 
 
 
PU-2736 

儿童 moyamoya 病的临床特点及早期诊断  
 

张培元,刘晓军,张玉琴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烟雾病(moyamoya disease,MMD)是以双侧颈内动脉末端及大脑前､ 中动脉起始段慢性进行

性狭窄或闭塞为特征,并继发引起特征性的颅底异常血管网形成的脑血管疾病。与成人相比,儿童

MMD 临床不典型､ 易误诊,需要临床提高认识。    
方法 按照 2012 年日本 Moyamoya 病研究委员会 新的 MMD 诊断治疗指南,选取 2013 年 11 月

~2017 年 4 月在天津市儿童医院住院患儿 13 例,其中 12 例诊断 MMD,1 例诊断类 MMD, 对病例临

床及影像学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男 7 例,女 6 例;起病年龄 1 月~14 岁(M=6 岁),就诊时病程 14 小时~3 年(??(—) =8 月)。12 例

病前智力及运动发育均正常,1 例精神运动发育落后。7 例次(53.8%)表现 TIA 发作,3 例次(23.1%)表
现偏瘫,6 例次(46.1%)伴头疼,6 例次(46.1%)伴癫痫发作。头部 MRA 检查见左侧 ACA 狭窄 13 
例,MCA 狭窄 11 例､ 中断 1 例､ 未显影 1 例,PCA 狭窄 3,TICA 狭窄 2 例;右侧 ACA 狭窄 11 例､ 中

断 1 例,MCA 狭窄 11 例､ 中断 2 例,PCA 狭窄 3,TICA 狭窄 2 例;见侧枝循环血管 8 例。头 MRI 见叶

缺血灶 7 例,脑叶､ 基底节､ 脑干等部位多发点/线状长 T1 长 T2 信号 6 例,皮层下白质 T2､ FLAIR
高信号 6 例。 
结论 儿童 MMD 主要以反复 TIA 发作､ 脑梗塞､ 癫痫发作､ 头疼等非出血表现为首发症,MRA 诊断

及 MMD 方法方便安全,敏感度及特异度好,但不能完全代替 DSA,一些特征性的 MRI 表现可以早期

提示 MMD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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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7 

Protective effects of wogonoside against β-amyloid-
induced neurotoxicity and neuroinflammation  

 
Jin Meifang,Min Zhang,Zhao He,Lixiao Xu,Guanghao Su,Gang Li 

Affiliated Children's Hospital,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3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ects of wogonoside on Aβ1-42-
induced neurotoxicity and neuroinflammation. 
Methods We examined the role of wogonoside in cell viability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release in Aβ1-42-treated HT22 cells. We use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wogonoside on Aβ1-42-induced cell apoptosis. We then examined the effect of wogonoside on 
Aβ1-42-induced inflammation in BV-2 microglial cells and the effect of wogonoside on Aβ1-42-
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Results We found that wogonoside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ameliorated Aβ1-42-induced neuronal 
cell death, inhibited the release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nd suppressed Aβ1-42-induced 
cell apoptosis in HT22 cells. Moreover, we observed that wogonoside treatment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ameliorated Aβ1-42-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 BV-
2 cell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wogonoside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cl-2/Bax ratio, 
suppressed Akt/NF-κB pathway but activated Nrf2/HO-1 pathway.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wogonoside may exert anti-apoptotic, anti-
inflammatory and anti-oxidative effects via modulation of Akt/NF-κB pathway and Nrf2/HO-1 
pathway, and suggested wogonoside as potential drug candidate for AD 
 
 
PU-2738 

3 例葡萄糖转运体 1 缺陷综合征表型与 SLC2A1 基因突变分析 
 

柴毅明,周水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 3 例葡萄糖转运体 1 缺陷综合征的临床表型与分子遗传学诊断,旨在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 收集 3 例不明原因发育迟缓伴有惊厥的患儿的病史资料与我院转化中心包含 1427 个癫痫相关

基因的神经系统 Panel 检查结果。 
结果 ①3 例患儿基本信息:男 1 例,女 2 例,就诊年龄 20 个月-6 岁。②临床表型:3 例均生后有精神运

动发育迟缓,否认发育倒退;1 例癫痫发作多种表型､ 发作频繁,系药物难治性癫痫,另外 2 例有癫痫发

作,发作 1-2 次未用抗癫痫药物治疗;家族成员中均无发育迟缓与癫痫史。③体格检查:3 例患儿外貌

与皮肤无异常,均肌张力低下,肌力正常,运动协调能力欠佳。④辅助检查:DST 发育评估异常;血糖等

生化检查正常;2 例送检脑脊液检查显示常规正常､ 生化检查糖含量 1.3-1.7mmol /l 之间;EEG 与

MRI 无明显异常;3 例均进行了神经系统 Panel 检查发现 SLC2A1 基因致病性突变,均为新发位点的

杂合突变,其中 1 例系患儿父亲嵌合体。⑤3 例患儿均进行了生酮饮食治疗 3-12 月;KD 治疗后发育

商提高,但癫痫频繁发作的 1 例 KD 治疗无明显疗效;对父亲嵌合体 1 例进行遗传咨询。 
结论 1 型葡萄糖转运体缺陷综合征表型谱广泛,不明原因发育迟缓与癫痫病例建议神经遗传检查帮

助诊断;KD 治疗改善患儿精神运动发育,也有 KD 治疗癫痫无效的病例(病例后续随访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121 
 

PU-2739 

他克莫司在 5 例儿童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研究 
 

李文辉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评价他克莫司在激素依赖或激素耐药儿童重症肌无力中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符合激素依赖或者激素耐药儿童重症肌无力,家长知情同意后给予他克莫司口服治疗并随访。 
结果 1 一般情况:应用他克莫司治疗的患儿 5 例,其中 1 例全身型重症肌无力和 4 例眼肌型重症肌无

力,男 1 例,女 3 例,年龄 4.3-10.1 岁,患儿病程 2.5-6.6 年,随访时间 4 月-1 年;2 疗效:5 例患儿 1 例患

儿联合他克莫司 3 月后无效,余 4 例患儿他克莫司治疗日剂量为 1.0mg-2.5mg,联合他克莫司治疗前

强的松剂量为 30mg-42.5mg,联合后强的松剂量降为 7.5mg-32.5mg。3 安全性评估:5 例患儿在应

用他克莫司治疗前及治疗后 1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均进行心电图､ 糖化血红蛋白､ 空腹血

糖､ 肾功能､ 尿微量蛋白检查,监测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均在正常范围。 
结论 他克莫司可应用于激素依赖或激素耐药的儿童难治性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安全性好。尚需扩大

样本对其疗效､ 安全性进一步随访研究。 
 
 
PU-2740 

具有 AFG3L2 新发复合杂合突变的 1 例视神经萎缩患者 
 

李文辉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 AFG3L2 基因突变的以视神经萎缩为特点的患儿临床特征。 
方法 对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诊治的 1 例 AFG3L2 基因突变的视神经萎缩､ 多发周围神经病及轻

度小脑共济失调的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女,4 周岁时常规体检发现视力差,进一步检查发现双眼视力 0.3,并且眼底检查发现双侧视

乳头苍白及 OCT 检查发现视神经纤维层中度变薄。在进一步检查过程中发现患儿双下肢肌力差。5
岁余肌电图检查发现双下肢轴索运动神经病或者前角运动神经元损伤,随后进行应用 MLPA 方法进

行 SMN 基因检查未见异常,随后进行眼科及线粒体基因 panel 检查同样未见异常。患儿 8 岁时进行

体检发现轻度小脑性共济失调,并且发现视力差和肌力下降出现缓慢进展,遂进行 WES 检查。患儿

父母健康,无相应临床表现。结果发现患儿存在 AFG3L2 新发的复合杂合突变,其父母分别为杂合突

变,一个突变为终止突变,另一个为错义突变,此错义突变经过 Mutation Taster 和 SIFT 软件分析为有

害突变。 
结论 视神经萎缩为 AFG3L2 的罕见表型。 
 
 
PU-2741 

有效抗癫痫治疗对脑瘫合并癫痫患儿康复的影响 
 

张艳 
柳州市中医医院 545001 

 
 
目的 探讨有效的抗癫痫治疗对脑瘫合并癫痫患儿康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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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确诊伴发癫痫的脑瘫患儿给予早期积极有效的单药抗癫痫治疗 3 个月,观察疗效及治疗前后

脑电图的变化,观察在有效抗癫痫治疗前后患儿康复训练时间的变化,并对患儿家长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进行测评。 
结果 有效抗癫痫治疗 3 个月后所有病例发作间期癫痫样放电(IEA) 均受到明显抑制,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但对脑电背景活动无影响(P>0. 05)。患儿癫痫有效控制前后康复训练

时长及家长焦虑自评量表标准分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有效的抗癫痫治疗对脑瘫合并癫痫患儿的脑电图 IEA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有助于保证脑瘫患儿

的康复训练时间,并能有效缓解患儿家长的焦虑情绪,从而对脑瘫患儿的康复治疗具有积极意义。 
 
 
PU-2742 

综合康复治疗干预 120 例小儿脑性瘫痪患者疗效观察 
 

于静,王晓雯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观察小儿脑性瘫痪(简称脑瘫) 综合康复治疗的疗效。 
方法 将 120 例脑瘫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60 例患儿进行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 运

动治疗､ 作业治疗､ 语言矫治训练､ 引导式教育等综合康复治疗;对照组 60 例只采用单一的药物治

疗, 半个月为一个疗程,治疗 4 个疗程后,对两组分别进行 GMFM 评估,对比观察组和对照组以及观察

组不同年龄段患儿的疗效和姿势反射出现时间。 
结果 综合综合康复治疗干预后的患儿治疗有效率明显提高(P<0.05),年龄小于 1 岁康复效果 好,1-3
岁次之,3-5 岁以上效果较差。两组经过治疗后,GMFM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观察组的 GMFM 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姿势反射出现的时间明显早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脑性瘫痪患儿进行综合康复治疗可有效改善预后,年龄越小,正常化率越高,因此要早诊断,早
治疗。 
 
 
PU-2743 

 14 例巨脑回-无脑回畸形患儿的临床特征分析 
 

周昀箐,王纪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5 

 
 
目的 先天性巨脑回-无脑回畸形是神经元移行异常疾病,通过分析总结无脑回-巨脑回畸形患儿的临

床表现及特征,为本病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就诊,经头颅 CT 或 MRI 诊断为无

脑回-巨脑回畸形患儿 14 例,总结其临床表现､ 生长发育评估及内外科相关治疗. 
结果 14 例无脑回-巨脑回畸形患儿中,广泛性无脑回-巨脑回畸形 8 例,局限性 6 例。出生史 2 例为足

月小样儿,余出生史无异常。发病年龄从生后 5 天至 17 岁,中位年龄 7 月。14 例中 12 例以癫痫起

病,1 例因头围增大就诊,1 例因右上肢活动异常就诊。12 例癫痫患儿中 11 例为药物难治性癫痫,1 例

局灶性巨脑回服用奥卡西平未再发作;2 例难治性癫痫接受外科手术治疗,1 例表现为部分运动性发作

的右额巨脑回行右额切除术后仍有发作,1 例左侧额顶枕叶巨脑回行半脑切除术后发作消失。2 例合

并多系统病变,其中 1 例合并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及声门狭窄,1 例合并心肌致密化不全。绝大多数

患儿(13/14)存在精神运动发育迟缓。 
结论 无脑回-巨脑回是一种神经元移行异常所造成的大脑发育畸形,临床多以癫痫起病,伴精神运动发

育迟缓,部分癫痫发作可以通过抗癫痫药物或癫痫外科手术得到基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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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44 

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患儿睡眠特征研究 
 

刘晓军,张玉琴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使用多导睡眠监测和临床量表评估的方法对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benign childhood 
epilepsy centrotemporal spikes,BECT)睡眠特征进行研究分析。 
方法 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天津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的按照

1989 年国际抗癫联盟所制定的癫痫综合征分类中符合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BECT)诊断标

准的患儿 18 例,其中男孩 10 例,女孩 8 例,年龄 6-1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9.5±3.5 岁,病程 短 6 月,
长 5 年。健康对照 10 例,男孩占 5 例,女孩占 5 例,年龄在 8-1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0±2 岁。 
2.采集病史,BECT 患者行多导睡眠监测前 3 月至当天无癫痫发作。 
3.分别对 18 例 BECT 患者和 10 例健康对照进行多导睡眠监测,多导睡眠监测参数包括:睡眠结构参

数､ 呼吸事件､ 肢体运动情况及经皮血氧饱和度等,所有参数均采用 SPSS 18.0 软件系统进行分析

比较。 
结果 1. 多导睡眠监测结果显示睡眠指标 BECT 组和正常对照组无差别。2. 多导睡眠监测结果显示

睡眠指标 BECT 亚组间有放电组觉醒时间[(96±65.5)min]较无放电组[(61±60)min] (t=0.17,P=0.03)
增加。睡眠效率有放电组[(74.2±14.8)%]较无放电组[(85.8±11)%] (t=0.43,P=0.05)降低。

REM(%TST) 有放电组[10.5±5.5)]较无放电组[(15±5)] (t=2.31,P=0.02)显著减少。 
结论 跟正常对照比较,BECT 患者组多导睡眠监测睡眠指标无差别。跟 BECT 患者无放电组比

较,BECT 患者有放电组存在睡眠障碍,表现为入睡后觉醒时间延长,睡眠效率下降,REM(%TST)比例

减少。BECT 患者睡眠效率与病程正相关。 
 
 
PU-2745 

MIF 在新生大鼠缺氧缺血脑损伤中的表达及定位研究 
 

宋红花,李海英,吴尤佳,孙宝兰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研究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IF)在新生 SD 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IBD)大脑皮层中的表达

变化及与小胶质细胞的定位关系。 
方法 建立 HIBD 模型,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缺血再灌注 0 h､ 24 h､ 48 h､ 72 h 大脑皮层中 MIF
的表达变化,采用免疫荧光组织染色检测缺氧缺血再灌注 48 h 大脑皮层中 MIF 表达及与小胶质细胞

的定位。 
结果  在 HIBD 模型中,MIF 表达明显升高,在缺氧缺血再灌注 48 h 时表达丰度 高且与小胶质细胞

存在共定位关系。 
结论 HIBD 可诱导大脑皮层中小胶质细胞 MIF 的表达,MIF 的上调可能参与了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

脑损伤的致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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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46 

不同程度胆红素水平对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影响的探讨 
 

陈瑜毅,阮毅燕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新生儿不同程度胆红素水平对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测的影响,为防治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本院收治的 221 例高胆红素血症足月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
检测两组的血清总胆红素值及进行 BAEP 检测。依据总胆红素水平分为两组:I 组(血清总胆红素≤

342μmol/l)142 例;II 组(血清总胆红素>342μmol/l)79 例。 
结果 Ⅰ组Ⅰ波､ Ⅲ波及Ⅴ波在峰间期､ 潜伏期中的波长均短于Ⅱ组,两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 高胆红素血症对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测结果可造成影响。 
 
 
PU-2747 

cbIC 型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及重度贫血 1 例并文献复习 

 
陈绍培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 cbIC 型甲基丙二酸血症(MMA)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cy)患者的血液系统及神经系统症状

､ 治疗及预后。 
方法 报告以重度贫血､ 精神运动发育落后为初发表现的早发性 MMA 伴 Hcy 患者 1 例,并结合文献

复习对该病例的年龄､ 性别､ 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 实验室检查､ 治疗及疗效等加以分析。 
结果 包括本文病例及文献报道共计 8 例 MMA 伴 Hcy 患者,其中男性 3 例､ 女性 5 例。该病以神经

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也可以其他多系统损害为首发表现,特别是血液系统损害,早期可以正细胞正色

素性轻-中度贫血为首发表现,无其他伴随症状,因早发现､ 早治疗本病可很大程度影响本病预后,应引

起足够重视。MMA 水平升高是具有确诊价值的实验室检查项目,可有(或)无 Hcy 升高,维生素 B12
水平多正常,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及疗效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维生素 B12(氰钴胺)/羟钴胺､ 口服甜菜

碱､ 左旋肉碱治疗有效。 
结论 婴儿期贫血应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合并神经系统等多系统损害时,尤应注意遗传代谢性疾病的

可能,如 MMA 伴(或)不伴 Hcy,该病的早发现､ 早治疗能很大程度影响患儿预后。 
 
 
PU-2748 

回顾性分析疫苗接种诱发热性惊厥 10 例临床特点及文献复习 
 

陈明,朱斌,潘睿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 10 例疫苗接种诱发的热性惊厥(FS)的临床特点,结合相关文献复习探讨疫苗接

种相关热性惊厥与普通热性惊厥有无差异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儿科 PICU 收治的 10 例疫苗接种诱发热性惊厥

患儿的临床表现､ 化验结果､ 诊疗经过及转归､ 随访结果等,结合文献疫苗接种相关热性惊厥与普

通热性惊厥在临床表现､ 治疗效果,预后等方面有无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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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 例患儿中 6 例女孩,4 例男孩;8 例年龄 18 月,2 例年龄为 2 岁;18 月龄的 8 例中有 6 例因麻腮

风疫苗(MMR)诱发的热性惊厥,2 例因百白破疫苗(DTaP)诱发,2 岁的 2 例因乙脑疫苗(JE-L)诱发;10
例均在疫苗接种 24h 内出现发热并诱发惊厥发作,平均为 16h;惊厥发作持续时间 1-3 分钟,平均 1.5
分钟;10 例中既往有热性惊厥病史或/和家族史的 7 例;10 例患儿头部 MRI 及 DWI 均未见明显异常,
脑电图 1 例提示中央､ 顶起区小棘波;平均住院日为 3.5d;追踪随访 10 例有 6 例 2 年内有热性惊厥

复发,4 例 2 年内未发作;10 例患儿运动及智力发育均无落后与同龄儿。 
结论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在疫苗接种当天,热性惊厥发作风险会短暂的增加,证实麻腮风疫苗及百白

破疫苗与热性惊厥存在相关性,有热性惊厥家族史､ 个人史､ 既往疫苗接种后有发热等不良反应者

是疫苗接种诱发热性惊厥的危险因素,国外多中心大样本的对比研究发现疫苗相关的热性惊厥临床

表现､ 治疗效果､ 住院及再发率及预后与非疫苗相关热性惊厥相比无明显差异。 
 
 
PU-2749 

一例抗 NMDA 受体脑炎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门欣怡,王秀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对抗 NMDA 受体脑炎病历临床表现､ 诊断和治疗经过报道,期望加深对该病的认识,以减

少误诊漏诊。 
方法 一例抗 NMDA 受体脑炎病例报告 
结果 NMDA 受体脑炎早期临床表现可无特异性,头颅 MRI 可无明显改变,易误诊为“病毒性脑炎”。进

一步行脑脊液抗 NMDA 受体抗体检测可尽早明确诊断,防治误诊,漏诊。 
 
 
PU-2750 

脑电图､ 脑脊液和头颅 MRI 在儿童病毒性脑炎 
早期诊断中阳性率的对比分析 

 
张进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病毒性脑炎是指由多种病毒引起的颅内急性感染,病情轻重差异很大,重症脑炎可导致急性死亡

或遗留后遗症。部分病毒性脑炎患儿临床表现不典型,主要依据症状､ 体征结合脑电图､ 脑脊液和

头颅 MRI 等辅助检查进行诊断。本研究通过了解脑电图､ 脑脊液和头颅 MRI 在小儿病毒性脑炎早

期的检查阳性率,探讨其对小儿病毒性脑炎早期诊断的重要价值,以提高病毒性脑炎的早期诊断,避免

严重后遗症和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200 例入选患儿均在入院后 3 天内行腰穿检查,测颅压,留取 2ml 脑脊液送常规､ 生化检查;其中

198 例患儿入院 3 天内在我院脑电图室行常规脑电图检查;168 例患儿入院 3 天内在我院影像科行头

颅 MRI 检查。将其脑电图､ 脑脊液和头颅 MRI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学方法:收集脑电图､ 脑脊

液､ 头颅 MRI 的结果,将其结果分为正常组和异常组,统计时性别和年龄随机分组,整理其结果并设计

成:配对四格表及行 x 列表,统计学数据在 SPSS13.0 统计软件上进行统计分析,进行配对四格表及行

x 列表的卡方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组检出阳性率有差异。 
结果 1 脑电图与脑脊液检查结果相比:ⅹ2=28.3,P<0.05,116 例病毒性脑炎患儿同时行脑电图､ 脑脊

液检查,脑电图异常者 70 例(60.3%),两者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脑电图检测阳性率高于脑脊液阳性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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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脑电图与头颅 MRI 检查结果相比:ⅹ2=5.98,P=0.014<0.05, 100 例病毒性脑炎患儿同时行脑电图

与头颅 MRI 检查,脑电图异常者 70 例(70%),两者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脑电图检测阳性率高于

头颅 MRI。 
3 脑脊液及头颅 MRI 检查结果相比:ⅹ2=5.98,P=0.014<0.05, 103 例病毒性脑炎患儿同时行脑脊液

和头颅 MRI 检查,脑脊液异常者 54 例(52.4%),头颅 MRI 异常者 31 例(30.1%),脑脊液与头颅 MRI 检
测阳性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脑脊液检测阳性率高于头颅 MRI。 
4 98 例同时行脑电图,脑脊液和头颅 MRI 检查,行 x 列表卡方检验比较ⅹ2=16.22,P=0<0.05,有统计

学意义,脑电图检出阳性率 高为 69.3%。 
oman";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有统计学意义,脑电图检出阳性率 高为

69.3%。 
结论 部分病毒性脑炎患儿临床表现不典型,主要依据症状､ 体征结合脑电图､ 脑脊液和头颅 MRI 等
辅助检查进行诊断。本研究发现脑电图检测阳性率 高,脑电图能较早､ 较灵敏反应出脑功能改

变。检测阳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脑电图､ 脑脊液､ 头颅 MRI,故脑电图在病毒性脑炎早期诊断中有

重要意义。 
 
 
PU-2751 

儿童难治性癫痫的诊断及治疗进展 
 

幸黔鲁,王小勤,廖建湘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对儿童难治性癫痫的诊断及治疗进展进行综述,以提高儿童神经科医师的认识。 
方法 详细阐述难治性癫痫的治疗方法及各种方法的优缺点。 
结果 医学上难治性癫痫没有标准化的定义。国际抗癫痫抗癫痫联盟将药物难治性癫痫定义为经 2
种恰当的并且耐受性好的抗癫痫药物(无论是单一还是联合)治疗一段时间,不能实现持续无发作。难

治性癫痫往往需要多种抗癫痫药物联合治疗,并且发作均难以控制,甚至需要使用其它治疗手段(生酮

饮食､ 迷走神经刺激术及外科手术等)。 
结论 熟练掌握难治性癫痫的定义,同时熟悉各种治疗方案的优缺点,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对于减少患

儿的发作､ 改善认知､ 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U-2752 

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 20 例临床分析 
 

田茂强,束晓梅,何晴,李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内科 563003 

 
 
目的 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Benign infantile convulsions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 BICE)是
儿童时期常见的良性惊厥之一,但常被误诊为脑炎､ 癫痫而过度治疗,故本研究通过对 20 例患者的临

床特点进行总结分析,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此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在我院儿科诊断为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患者 20
例。收集其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发作特点,体征。收集其辅助检查结果,包括大便常规､ 大便轮

状病毒抗原､ 肝肾功､ 心肌酶､ 血糖､ 电解质､ 脑电图､ 头部 CT 或 MRI 等检查,部分患儿行脑脊

液常规､ 生化检查及血尿代谢筛查。 
结果 发病平均年龄 15.95±4.74 月;发病女性多见,男:女之比 1.0:1.5;发病季节以秋季(7-9 月)高发,占
80.0%;临床表现:所有患儿惊厥前均有腹泻､ 呕吐等消化道表现,大便为黄色蛋花样便或黄色水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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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粘液及脓血,大便 3-10 次/日,部分伴低热,惊厥出现在病程的前 2 天多见,占 80.0%;惊厥的形式以

全身强直-阵挛发作为主 19 例,全面性+部分性发作 1 例,发作 1-10 次不等;头颅影像学均正常。13 例

心肌酶异常,CK-MB 轻度升高。19 例既往无类似病史,1 例既往有类似病史 2 次。肝肾功､ 电解质､

血糖均正常,4 例患儿脑电图轻微异常。 
结论 本组婴幼儿良性惊厥有以下特点:本病秋季高发,可能与病毒感染有关;发病年龄 1 岁左右多见;
临床上常有轻度呕吐或伴腹泻,整个病程无发热或仅有低热,惊厥多为全身强直-阵挛发作,1 例全面性

+部分性发作,发作时间多< 3 分钟,可为单次发作,也可为多次发作;无电解质紊乱及严重脱水,血钙､

血糖正常,影像学检查正常,脑电图基本正常,4 例异常脑电图患儿发病 1 月后随访脑电图正常;既往体

健,无惊厥病史及惊厥家族史;可伴心肌酶升高;未给予抗癫痫药物治疗,预后良好。 
 
 
PU-2753 

新生儿异常脑电发放和惊厥的同步性比较和预后关联分析 
 

苏堂枫
1,严誉

2,徐双
1,吴婷婷

1,刘艳
1,陈玲

1,徐三清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目的 新生儿期常见惊厥发作,伴随长程视频脑电图在新生儿病房特别是 NICU 越来越多的应用,新生

儿期惊厥临床发作和脑电图发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其与患儿脑功能损害､ 尤其远期神经发育的

预后关联得到更多的关注,本文对新生儿期异常脑电发放及与惊厥临床发作的同步性进行归纳比较

和预后关联分析。 
方法 总结 45 例我院新生儿病房(含 NICU)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提示脑电发作伴或不伴临床发作的

患儿住院及随诊资料,比较不同病因､ 发作类型､ 发作持续时间､ 脑电图背景､ 脑电发作是否伴临

床发作等因素及与患儿预后的关系。 
结果 45 例患儿(早产儿 14 例､ 足月儿 31 例)均为视频脑电图结果提示中度或重度异常,其中特发性

癫痫 6 例､ 继发性惊厥 39 例;继发性惊厥病因为窒息或缺氧缺血性脑病(22/39)､ 脑血管病(7/39)､
感染(5/39)､ 遗传代谢病(1/39)､ 其它(4/39);主要发作类型为局灶性阵挛发作､ 全身阵挛发作､ 微小

发作､ 强直发作,其中 10 例出现癫痫持续状态;20 例背景重度异常:暴发-抑制 11 例､ 不连续图形 7
例､ 低电压或电静息 2 例;惊厥发作和临床下电发作首次出现时间≤3 天者 32 例(仅临床下电发作

22 例);脑电发作伴同步临床发作组 21 例(其中含特发性癫痫 6 例､ 癫痫持续状态 3 例;背景重度异常

4 例､ 中度异常 17 例;好转出院 19 例,放弃治疗或死亡 2 例;1 年后随访 19 例中正常 11 例,精神运动

发育落后 8 例､ 含癫痫 5 例);脑电发作不伴同步临床发作组 22 例(均为继发性惊厥,其中癫痫持续状

态 6 例;背景重度异常 17 例､ 中度异常 5 例;好转出院 11 例,放弃治疗或死亡 11 例;1 年后随访 11
例中正常 1 例,精神运动发育落后 10 例､ 含癫痫 6 例);2 例既有同步发作也有仅临床下脑电发作(1
例放弃治疗､ 1 例好转出院)。 
结论 新生儿惊厥主要为继发性;重度脑损伤患儿脑电图常出现电-临床分离,即频繁临床下电发作伴脑

电图背景重度异常;和脑电发作伴同步临床发作组患儿比较,脑电发作不伴同步临床发作组患儿预后

不佳。 
 
 
PU-2754 

视频脑电图检测对脑性瘫痪合并癫痫患儿预后的评估价值 
 

刘芬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本次研究主要探讨视频脑电图检测对脑性瘫痪合并癫痫患儿的预后评估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128 
 

方法 选取了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内的 120 例脑性瘫痪合并癫痫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观察组采用视频脑电图进行检测,对照组采用常规脑电图监测,对比

分析两组患儿的癫样放电检出率与预后评估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癫样检出率要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的各项预后评估数据也要优于对照组,两组之

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对脑性瘫痪合并癫痫的患儿采用视频脑电图检测能够监测到临床癫痫发作时的同步脑电图

变化,有很好的预后效果,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PU-2755 

Cardiotrophin-1 stimulates the neural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survival of differentiated cells through 
PI3K/Aktdependent signaling pathways 

 
Peng Longying,Xiaomei Shu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unyi Medical College 563003 
 

 
Objective Cardiotrophin-1(CT1)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fferentiation,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of neural stem cell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its effects on the stimul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v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CB-MSCs) in terms of their potential to 
differentiate into neuron-like cells, their surviv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involved. 
Methods The treatment of cells with neural induction medium(NIM) and CT1 generated more 
cells that were neuron-like and produced stronger expression of neural-lineage markers than cells 
treated with NIM and without CT1. 
Results Bcl-2 and Akt phosphorylation(p-Akt) expression leve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cells 
treated with both NIM and CT1. This treatment also effectively blocked cell death following neural 
induction and decreased Bax, Bak and cleaved-caspase 3 expression compared with cells 
treated with NIM without CT1. In addition, the inhibition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 
abrogated p-Akt and Bcl-2 expression. 
Conclusions Thus, PI3K/Akt contribute to CT1-stimulated ne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to the 
survival of differentiated cells. 
 
 
PU-2756 

对在小儿癫痫护理中运用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进行深入探究 
 

弋蒙蒙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健康教育应用于小儿癫痫患者护理过程中的方法进行总结,对其应用价值进行评价。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法,将我院收治的 130 例癫痫患儿分为两组,即常规干预组和健康教育组,对比护

理干预前后两组患儿及家长对癫痫相关知识的认知和依从情况,对比两组患儿家属对本次护理干预

的满意度;对比护理后 6 个月两组患者病情复发的几率。 
结果 护理前后,两组患儿和家属对于癫痫疾病的相关认知均有所提升,但是健康教育组的认知和依从

率更高(P<0.05);健康教育组家长对护理满意度为 98.67%(74/75)高于对照组 84%(63/75);6 个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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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显示,健康教育组未有患儿疾病复发住院,常规干预组有 8 例(10.67%)患儿癫痫复发,两组间比较差

异明显(P<0.05) 
结论 将健康教育融入到小儿癫痫护理过程中,能够有效的提高患儿及其家属对癫痫相关知识的认知,
降低疾病复发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4%(63/75);6 个月随访显示,健康教育组未有患儿疾病复发住院,常规干预组有 8 例(10.67%)患儿癫

痫复发,两组间比较差异明显(P<0.05) 
 
 
PU-2757 

儿童烟雾病脑电图再次慢波增强现象伴 
TIA 发作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杨冰竹,束晓梅,田茂强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烟雾病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疾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特别是在儿童期容易漏诊或误诊。脑电图上

过度换气后再次慢波增强(re-build-up,RU)现象已被国外学者们公认是儿童烟雾病特征性改变,此特

征国内报道较少 
方法 本文报道了 1 例以头痛为首发症状的烟雾病男童,5 年后行视频脑电图检查,在过度换气后出现

RU,并伴 TIA 发作,总结该患者及国内外文献资料,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特征现象的认识。 
结果 患儿,男,10 岁,发作性右手无力伴不能言语来诊。既往患儿于 5 岁开始反复阵发性头痛,诊断为

头痛原因,予扩血管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现近 3 个月反复发作十余次右手软弱无力,伴不能上抬,且
不能言语,能理解,无颜面发绀及双眼凝视,发作时不伴摔倒,走路稍欠稳,每次约 4~5 分钟好转,无发作

后症状,剧烈运动后易发。智力及运动发育正常,既往无明显感染病史,孕期及出生史无异常,无高热惊

厥史。。家族史:父亲因心肌梗死死亡。头颅 MRI+MRA 提示烟雾病。常规进行脑电图过度换气测

试(HV)3 分钟,HV 开始约 1 分后出现中-高波幅广泛性 4~6Hzθ 波阵发,HV 停止十余秒后 θ 波消失。

当 HV 结束 42 秒后左侧额区出现中-高波幅不规则 1.5~2.5Hzδ 慢波持续发放,逐渐扩散至左侧半球,
全程约 8 分钟,期间频率､ 波幅变化不明显(见图 1)。HV 结束后 3 分钟患儿突然不能说话,右侧肢体

不能上抬,神志清楚,面色无明显改变,双瞳孔正圆等大､ 对光反射灵敏,持续约 3 分 30 秒缓解。结合

国内外文献此脑电图现象考虑为再次慢波增强现象(re-build-up,RU),并伴 TIA 发作。国外学者们已

公认此现象是儿童烟雾病的 EEG 特征性改变,此现象对早期诊断该病有较大提示性价值。 
结论 在诊断未明的情况下,EEG 如出现此现象或临床伴随缺血发作,需高度警惕此病,建议进一步行

相关影像学检查证实。另外,EEG 是此病手术前后大脑灌注储备､ 血液动力学状态评估及术后随访

的一个非常经济､ 有效､ 无创的检查手段。 
 
 
PU-2758 

间歇性闪光刺激刺激在儿童视频脑电图监测中应用 
 

陈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研究在不同眼状态下间歇性闪光刺激刺激(IPS)对癫痫患者光敏感性频率范围,IPS 期间脑电图

改变,及其与间期放电关系。 
方法 收集了视频脑电图(VEEG)监测时,通过序列间断闪光刺激诱发出 EEG 放电的 104 例患儿,分析

闪光刺激频率､ 不同眼状态､ 间期及 IPS 期间脑电图改变,对其临床､ 脑电图及其与不同眼敏感性

的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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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4 例 IPS 阳性患儿,背景正常 101 例(97.1%),背景异常 3 例(2.8%),间期 VEEG 未见癫痫放电

5 例(4.8%),可见癫痫放电 99 例(95.1%),其中广泛性放电 66 例(63.5%),局灶放电 20 例(19.2%),,既
有广泛性又有局灶性放电 13 例(12.5%);104 例均在不同眼状态下监测到 IPS 阳性,其中广泛性放电

96 例(92.3%),局灶性放电 8 例(7.7%);闪光刺激诱发发作 7 例,全面性发作 6 例,部分性发作 1 例;与
合眼 IPS 阳性相关患儿 61 例､ 闭眼 IPS 阳性相关患儿 44 例､ 睁眼 IPS 阳性相关患儿 64 例,合眼

IPS 及睁眼 IPS 阳性率 高,但与闭眼 IPS 阳性率相比,P>0.05%,无统计学差异;IPS 阳性患儿中,大
多数为广泛性放电,与局灶性放电相比,P<0.01%,有显著差异;8-25Hz IPS 阳性率达 71.3%,与 1-
6Hz(17.3%)及 30-60Hz(11.4%)相比, P<0.05,有统计学差异,并光敏感程度随刺激频率增加,呈逐渐

增加后又逐渐减低趋势。 
结论 合眼 IPS 及睁眼 IPS 阳性率 高;多数眼状态光敏感相对集中频段为 8-25Hz;背景正常,间期为

广泛性放电的患儿,IPS 时更易诱发出广泛性放电,而间期为局灶性放电的患儿,诱发出 IPS 局灶放电

的可能性增加。 
 
 
PU-2759 

我院 810 张门诊抽动症患儿处方分析 
 

叶俊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评价我院门诊抽动症患儿处方用药的合理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利用医院门诊处方系统调取我院门诊 2017 年 4 月 15~ 30 日诊断中包含

抽动症的处方,依据药品说明书及国内外循证医学研究资料,评价处方用药的合理性。 
结果 共检索到目标处方 810 张,涉及患儿 520 人。男女比例为 3.6:1,6 ~ 12 岁患儿占 66.3%;69.6%
的处方在神经内科开具;使用频率 高的西药为可乐定透皮贴,中成药为羚羊角胶囊;18.5%处方用法

用量与说明书不符;12.6%的处方存在联合用药,其中 2 张存在不良相互作用。 
结论 我院门诊抽动症患儿处方用药基本合理,少数处方在用法用量和联合用药上值得商榷。医生开

具处方时应与患儿家长做好沟通,合理选用药品,并根据病情调整用药剂量。药师应多与临床医生联

系和沟通,通过参与临床治疗､ 提供药品信息等方式做好药学服务。 
 
 
PU-2760 

人参皂苷 Rg1 对红藻氨酸发育期慢性癫痫大鼠 
认知功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李慧,戴圆圆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观察发育期慢性癫痫(EP)大鼠的学习记忆及空间记忆功能有无受损､ 海马病理结构改变及海

马内神经限制性沉默因子(NRSF)及 miR-124 的表达变化,探讨人参皂苷 Rg1 在红藻氨酸诱导的发

育期癫痫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研究采用腹腔注射红藻氨酸(kainic acid,KA)构建癫痫模型,选用 14 日龄发育期的癫痫大鼠 60
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5 个组,生理盐水组(NS,n=12)､ 癫痫组(KA,n=12)､ 人参皂苷 Rg1 药物治

疗组分别为 10 mg 组(KA+Rg1-10 mg, n=12)､ 30 mg 组(KA+Rg1-30 mg,n=12)､ 60 mg 组

(KA+Rg1-60 mg,n=12)。采用腹腔注射红藻氨酸 (KA) 10mg/kg (浓度 0.5 mg/ml),建立 SD 大鼠幼鼠

慢性癫痫模型;NS 组予以腹腔注射等容积的生理盐水;Morris 水迷宫实验后第 2d 开始分别予以不同

剂量的人参皂苷 Rg1-10 mg/kg､ 30mg/kg､ 60mg/kg 进行治疗,每天灌药 1 次,共 30d;再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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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水迷宫实验;尼氏染色(Nissl 染色)检测海马结构的病理改变,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检测海马

NRSF 的蛋白表达,实时定量 PCR(RT-qPCR)法检测海马内 NRSF mRNA 及 miR-124 的表达。 
结果  1.与 NS 组相比,KA 组 SD 大鼠 Morris 水迷宫中逃避潜伏期时间明显延长,平台象限游泳距离

百分比减少,出现空间学习记忆障碍(P<0.01);不同 Rg1 治疗组对 KA 诱导的 SD 大鼠出现的学习记

忆能力下降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并成剂量依赖性,其中人参皂苷 Rg1-60mg 组大鼠表现 明显,与 KA
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KA 组大鼠海马组织中 NRSF 蛋白表达较 NS 组明显增多,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不同 Rg1 治疗组大鼠海马组织中 NRSF 蛋白表达较 KA 组减少,以人参皂苷 Rg1-
60mg 组减少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RT-qPCR 结果显示与 NS 组比较 KA 组大鼠海马组织中 NRSFmRNA 表达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及 miR-124 表达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KA 组比较,不同 Rg1 治疗

组大鼠海马组织中 NRSFmRNA 表达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 miR-124 表达升高,以人参皂苷 Rg1-
60mg 组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人参皂苷 Rg1 对 KA 诱导的发育期癫痫大鼠认知功能障碍有改善作用,并成剂量依赖性,其机制

可能是上调 miR-124 表达,抑制 NRSF 的表达,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 
 
 
PU-2761 

利妥昔单抗治疗小血管性儿童原发性中枢 
神经系统血管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邓劼,方方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小血管性儿童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临床及病理特点,探讨本病的免疫治疗。 
方法 分析 2016 年 2 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1 例小血管性儿童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临床资

料､ 脑活检病理及治疗转归。检索 2007 年至 2017 年报道的相关病例,结合文献复习总结本病的临

床及病理特点､ 免疫治疗及预后。 
结果 患儿女,5 岁 3 月起病,病程 5 个月,病情反复 6 次,分别表现为抽搐､ 肢体无力､ 视物模糊､ 言

语不利,头颅核磁先后出现多发皮层病灶,CT 血管造影阴性,脑活检病理示小血管壁增厚､ 淋巴细胞

浸润,予利妥昔单抗治疗后病情缓解,随访 11 个月无反复。检索到近 10 年报道的病理确诊病例共 44
例,男女比为 1:3.5,平均起病年龄 9.8 岁,临床表现为抽搐(82%)､ 头痛(78%)､ 认知损伤(62%)､ 语言

障碍(43%)､ 肢体瘫痪(33%)等,70%病情反复发作。血沉､ C 反应蛋白可轻度升高,抗核抗体等自身

抗体多为阴性;67%脑脊液白细胞轻度升高､ 淋巴细胞为主,53%脑脊液蛋白升高,部分 IgG 升高､ 寡

克隆区带阳性。头颅核磁 80%为双侧多发病灶,血管造影均阴性。病理呈小血管炎,免疫组化 CD3､
CD20 阳性。治疗经过详细的 27 例中 25 例应用免疫抑制剂,包括环磷酰胺､ 霉酚酸酯､ 利妥昔单

抗等。死亡 1 例,病情缓解 26 例,54%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 
结论 小血管性儿童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临床表现多样,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无特异性,血管造

影阴性,确诊依靠脑活检,病理特点为淋巴细胞性小血管炎。本病病情易反复,常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
需长期应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利妥昔单抗治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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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2 

Dravet 综合征基因突变类型与临床特征分析 
 

罗甜,梁英武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 探讨 Dravet 综合征中不同基因突变类型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具有不同基因突变类型的 Dravet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举例说明典型及非典

型 Dravet 综合征中临床表现和基因的遗传异质性,文献回顾 Dravet 综合征不同基因突变类型及其相

应的临床特征。 
结果 第 1 个病人是一个 15 个月的男孩,患有相当典型的 Dravet 综合征,存在新发的钠离子通道 α1
亚基因(SCN1A)突变,该突变高度预示着其致病性。第 2 个病人是个 14 个月的男孩儿,具有 Dravet
综合征的一些不典型特征,存在罕见的 γ-氨基丁酸受体亚基因(GABRA6)突变。第 3 个病人是个 4 岁

的女孩儿,患有 Dravet 综合征中一种罕见基因突变类型,CHD2 基因突变,且其具有该突变类型特征性

的肌阵孪。 
结论 通过 3 个不同基因突变类型的例子,回顾相关文献得出结论,除 SCN1A 以外其他不典型基因突

变的 Dravet 征,其表型差异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引申出 Dravet 综合征定义应该为一个更广谱的系

列。 
 
 
PU-2763 

PICU 脑损伤患儿脑氧饱和度监测 
 

郭书娟,陆国平,马健,高萱,明美秀,张震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研究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脑损伤患儿脑氧饱和度的变化规律,探讨脑氧饱和度监测在 PICU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收入 PICU 的脑损伤患儿,利用近红外组织血氧参数无损监测仪进行动态脑组织氧饱和度监

测,观察不同种类脑损伤 rSO2 变化,以及 rSO2 变化与近期神经系统病情变化的关系。 
结果 (1) 29 例脑损伤患儿中,颅脑外伤 9 例,心肺复苏后 11 例,脓毒症 9 例。(2)颅脑外伤组,预后良好

的患儿 rSO2 均正常;预后一般者 rSO2 差别较大。心肺复苏后患儿,预后良好者,rSO2 大部分在正常

范围;预后一般的患儿,rSO2 变化差别大;rSO2 显著降低者(<50%),结局均死亡。脓毒症患儿,预后良

好者大部分 rSO2 监测位于正常范围;预后一般患儿病程中 rSO2 轻度降低;死亡者 rSO2 均进行性下

降 
结论 (1)不同种类脑损伤疾病 rSO2 变化与近期预后有一定相关。(2)rSO2 显著降低者(<50%)预后

差。(3)rSO2 在 PICU 脑损伤患儿脑功能监护中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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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4 

Mutation Type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ravet 's 
Syndrome 

 
Luo Tian,Liang Yingwu 

Jining No.1 People's Hospital,Shandong Province 27211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mutations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Dravet's syndrom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thre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mutation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clinical data of typical and atypical Dravet syndrome were analyzed. Review 
the different types of gene mutations in Dravet syndrom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linical features. 
Results The first patient was a 15-month-old boy with a typical Dravet syndrome with the 
presence of a new sodium ion channel alpha1 subtype (SCN1A) mutation, which indicates her 
pathogenicity. The second patient is a 14-month-old boy with some a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ravet's syndrome, with rare gamma-aminobutyric acid receptor subunit (GABRA6) mutations. 
The third patient is a 4-year-old girl with a rare gene mutation type in the Dravet syndrome, a 
mutation in the CHD2 gene,which has characteristic mutations of the mutant type. 
Conclusions Through the example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gene mutations,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we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ravet Syndrome of other atypical mutations other than 
SCN1A is very common in phenotypic differences, and hence the definition of Dravet's syndrome 
should be broad spectrum series. 
 
 
PU-2765 

长期护理模式在癫痫患儿中的应用 
 

赵霞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究分析长期护理模式在癫痫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于我院治疗的 61 例癫痫患儿随机分设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其中,实验组的例数为 31 例,给
予长期护理模式,对照组的例数为 30 例,给予常规护理,比较分析两组的相关指标。 
结果 对照组于护理干预后的生活质量总评分､ 治疗依从性､ 知识知晓率均明显比实验组低,且
P<0.05,有统计学差异存在。 
结论  给予癫痫患儿应用长期护理模式,可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建议推广。 
 
 
PU-2766 

瘦素对氯化锂-匹鲁卡品致新生期惊厥大鼠远期二次 
打击后惊厥阈的影响及其干预机制 

 
李丽丽,陈素红,倪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探讨瘦素对氯化锂-匹鲁卡品致新生期惊厥大鼠远期二次打击后惊厥阈的影响及其干预机制。 
方法 5 日龄 SD 大鼠共 50 只,随机分为四组,即:单纯对照组(Control 组)､ 瘦素对照组(Leptin 组)､ 单

纯惊厥组(RS 组)及瘦素惊厥组(RS+Leptin 组),建立氯化锂匹罗卡品模型。P8 起 Leptin 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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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Leptin 组大鼠每日予瘦素(4mg/kg)腹腔注射,连续 7d。四组大鼠于 P34 均腹腔注射青霉素(剂量

为 5.1×106U/kg/d)构建二次打击模型,记录青霉素注射后大鼠惊厥阈 Neo-Timm’s 染色法观察海马苔

藓纤维发芽的情况,蛋白免疫印迹技术(Western blot)检测皮层､ 海马 ZnT3 及 CB-D28k 表达。 
结果 1.二次打击后惊厥阈测定结果显示:四组大鼠惊厥阈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P<0.05)。 
2.Neo-Timm’s 染色结果显示:四组大鼠海马 CA3 区､ 齿状回苔藓纤维发芽评分均存在组间显著性差

异(P<0.05)。 
3.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1)ZnT3 在四组大鼠大脑皮层､ 海马组织中的表达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

(P<0.05),与 Control 组相比,RS 组大脑皮层及海马组织中 ZnT3 的表达量明显增加(P<0.05),与 RS
组相比,RS+Leptin 组皮层及海马组织中 ZnT3 的表达量明显减少(P<0.05)。(2)CB-D28k 在四组大

鼠大脑皮层､ 海马组织中的表达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P<0.05),与 Control 组相比,RS 组大脑皮层及

海马组织中 CB-D28k 的表达量明显减少(P<0.05),与 RS 组相比,RS+Leptin 组皮层及海马组织中

CB-D28k 的表达量明显增加(P<0.05)。 
4.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皮层与海马中 ZnT3 的总表达量与 CB-D28k 的总表达量之间同样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r=-
0.596,P=0.00005<0.05)。 
结论 1.氯化锂-匹鲁卡品致大鼠惊厥模型的基础上于 P34 腹腔注射青霉素可以构建二次打击模型,瘦
素干预可以提高惊厥大鼠的惊厥阈。 
2.惊厥后瘦素干预可以降低惊厥大鼠皮质及海马组织中 ZnT3 的表达､ 增加 CB-D28k 的表达,两种

分子表达量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3.本研究提示:瘦素对氯化锂-匹鲁卡品致新生期惊厥大鼠的脑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下调 ZnT3 的表

达而上调 CB-D28k 的表达实现的。 
 
 
PU-2767 

瘦素对氯化锂-匹鲁卡品致新生期惊厥大鼠远期神经行为的影响 
 

陈素红,李丽丽,倪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瘦素对氯化锂-匹鲁卡品致新生期惊厥大鼠远期神经行为的影响 
方法  5 日龄 SD 大鼠共 50 只,随机分为四组,即:单纯对照组(Control 组)､ 瘦素对照组(Leptin 组)､
单纯惊厥组(RS 组)及瘦素惊厥组(RS+Leptin 组),建立氯化锂匹罗卡品模型。P8 起 Leptin 组及

RS+Leptin 组大鼠每日予瘦素(4mg/kg)腹腔注射,连续 7d。于 P23､ P30 对四组大鼠进行神经反射

测评(平面翻正实验､ 前肢悬吊实验､ 负向趋地实验､ 悬崖回避实验)及认知情绪测评(旷场试验)。
于 P28~P33 行 Morris 水迷宫监测学习记忆能力。 
结果 1.神经反射测评结果显示,(1)前肢悬吊时间:P23､ P30 四组大鼠前肢悬吊时间存在组间显著性

差异(P<0.05);(2)平面翻正､ 负向趋地及悬崖回避反射时间:P23､ P30 四组大鼠平面翻正反射､ 负

向趋地反射及悬崖回避反射时间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P<0.05)。 
2.旷场实验测评结果显示,(1)延迟时间:P23､ P30 四组大鼠延迟时间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

(P<0.05);(2)开场得分:P23､ P30 四组大鼠开场得分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P<0.05),与 Control 组相

比,RS 组开场得分明显降低(P<0.05),与 RS 组相比,RS+Leptin 组开场得分明显升高(P<0.05)。 
3.Morris 水迷宫实验结果显示,(1)定位航行实验:P28~P32,四组大鼠逃避潜伏期逐渐缩短,训练天数

之间的逃避潜伏期存在显著性差异[F (3, 12) = 53.70,P < 0.0001],四组大鼠组间的逃避潜伏期存在

显著性差异[F (4, 12) = 84.98,P < 0.0001]以及组间因素与训练天数的交互作用存在显著性差异[F 
(12, 80) = 1.95,P < 0.05]。在 P29~P32 共 4 天的定位航行实验中进行两两比较,与 Control 组相

比,RS 组逃避潜伏期时间明显延长(P<0.05),与 RS 组相比,RS+Leptin 组逃避潜伏期明显缩短

(P<0.05);(2)空间探索:P34 四组大鼠穿越平台次数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P<0.05),与 Control 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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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RS 组穿越平台次数明显减少(P<0.05),与 RS 组相比,RS+Leptin 组穿越平台次数明显增多

(P<0.05)。 
结论 瘦素对氯化锂-匹鲁卡品致新生期惊厥大鼠的远期神经行为及海马苔藓纤维发芽有改善作用。 
 
 
PU-2768 

遗传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附 1 家系报道) 
 

李营,束晓梅,田茂强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分析遗传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GEFS+)的基因型与表型特点。 
方法 收集并总结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童神经专科就诊的 1 个仡佬族 GEFS+家系的临床资料,应用

二代测序技术对癫痫相关基因进行靶向捕获。 
结果 该家系三代共 10 名成员,7 例表型受累(男 6 例,女 1 例),遗传模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受累表

型包括:单纯性热性惊厥(FS)､ Dravet 综合征(DS)､ 早发性儿童良性枕叶癫痫(PS)。具体如下:先证

者,4 岁 1 月女患,2 岁前为复杂性热性惊厥;2 岁后出现失神､ 强直阵挛发作等无热惊厥;近 3 岁出现

局灶性发作,表型演变为 PS,精神运动发育无落后。先证者小叔出生后反复抽搐,包括强直阵挛､ 肌

阵挛､ 失神等多种发作类型,发作有热敏感,伴精神发育迟滞,10 岁卒,死因不详,表型为 DS。先证者

哥哥有 FS 史,查体见宽眼距､ 低鼻梁､ 眼裂小､ 舌伸出口外等特殊面貌,智力发育落后。染色体核

型分析提示 47,XY,+21。表型为 FS､ 21-三体综合征。先证者祖父､ 大伯､ 父亲､ 堂兄表型均为

FS。基因测序及变异位点致病性分析提示受累成员均存在 SCN1A 杂合错义突变(c.4702C>T),突变

导致 p.1596 氨基酸由精氨酸变为半胱氨酸,该位点位于高度保守区域,蛋白质功能预测为有害。先证

者母亲为正常表型,不携带该致病性突变。 
结论 GEFS+的发病与 SCN1A 基因突变相关;GEFS+具有表型异质性;对临床怀疑的病人有条件可

行基因检测,有助于指导治疗及预后。 
有重要意义。 
 
 
PU-2769 

A novel mutation in PIGN responsible for multiple 
congenital Anomalies- Hypotonia-Seizures syndrome 1 

[MCAHS1] in a Chinese infant: a case report  
 

chen jing,Tian Maoqiang,Shu Xiaome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College, Zunyi, China 563000 

 
 
Objective To  study  multiple congenital Anomalies- Hypotonia-Seizures syndrome 1 [MCAHS1] 
which is caused by mutations in the PIGN gene. 
Methods Reporting a affectes 10-months-old Chinese girl showing congenital 
anomalies ,developmental delay,hypotonia,epilepsy,and gastrectasia .Trio Whole Exome 
Sequencing(WSE) was performed commercially on the patient and her parents. 
Results The patient that we reported carring compound heterozygous PIGN mutations[paternally 
inherited:c.283C>T(p.R95W), menternally inherited : c.1759C>T(p.R587X) and 
c.163C>T(p.R55X)] show congenital anomalies,development delay, hypotonia,epilepsy,and 
gastrectasia. These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cause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 of the 
overall GPI-anchored proteins ,CD16, CD24 and CD59 expression on granuloc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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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patient finally been dignosed with MCAHS1. Our findings futher testify the 
pathogenicity of the mutation of PIGN and extend the genotype of MCAHS1. 
 
 
PU-2770 

人血浆肌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检测方法的优化及应用 
 

李莘
1,安彦新

1,2,郭金
1,王秀伟

1,官臻
1,岳慧轩

1,张峰
3,牛勃

1,张霆
1,钟儒刚

2,王建华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 
2.北京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3.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食品安全研究所 
 

 
目的 肌醇(Inositol)缺乏与增加神经管畸形(Neural tube defects,NTDs)､ 神经障碍和新陈代谢等疾

病风险密切相关。本研究对前期建立的气相色谱质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联用方法进行优化,建立一种准确､ 高效､ 便捷及微量的测定人群血浆肌醇含

量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方法,并应用于临床血浆样本,尤其是儿科样本的检测,助于治疗和预防此相关

疾病。 
方法 本研究优化检测气相色谱质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联用方法

(7890A 气相色谱和 5975C 质谱分析肌醇含量。熔融石英 HP-5MS 毛细管柱。氦气作为传送气体,
流速恒定为 1ml/min,质谱条件为电子轰击电离源(EI),电子轰击能量为 70 eV, 丰富的碎片离子

(m/z73.1)用于定量),并用同位素标记法(内标法)验证此方法的准确性。 
结果 与之前已建立的方法相比,这种新方法在血浆检测体积上进行了优化与提升,经过优化后,检测血

浆所需体积更小,为 30μL;并用同位素标记法(内标法)与已建立的方法进行比较,其结果具有良好的一

致性。选取出生缺陷高发地区人群标本 40 例,其中正常孕妇 20 例,NTD 孕妇 20 例,包括脊柱裂与无

脑畸形各 10 例,并检测其血浆肌醇水平,发现孕 NTDs 胎儿孕妇的血浆肌醇水平显著低于同地区对照

组(1.87±0.73 mg/L & 2.58 ± 1.10 mg/L,P=0.024),其中,脊柱裂组的肌醇水平明显降低(1.68±0.46 
mg/L,P=0.033)。 
结论 本文建立了一种准确､ 高效､ 便捷及微量的测定人群血浆肌醇含量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方法,
可应用于临床检测,血浆肌醇检测有可能成为一个 NTD 筛查的标志物,有助于在儿科中临床诊断及防

治与肌醇代谢紊乱相关的疾病。 
 
 
PU-2771 

如何诊治儿童假性甲状旁腺功能 
减退症合并癫痫发作(附 2 例报告) 

 
刘希娟,曹晓春,李国林,刘燕玲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PHP)是一种显性或隐性多基因遗传性疾病,临床比较罕见,其发病机

制是由于 PHP 受体突变,对血清甲状旁腺激素反应减低或不反应,与 GNAS 基因的缺陷有关。探讨

如何诊断及治疗儿童 PHP 合并癫痫发作的患儿。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期间本科收集两例 PHP 合并癫痫发作的 2 例患儿的临床

资料。 
结果 本病临床特点复杂多样,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合并特殊的体貌特征,伴低血钙､ 高血磷､ 碱性

磷酸酶正常､ 正常或升高的甲状旁腺激素､ 颅内广泛基底节钙化。经给予补充钙剂､ 维生素 D 及阿

法骨化醇后症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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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如何诊治儿童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合并癫痫发作?这个话题是目前比较有争议和热门话

题。吕秋等[1]报道了少部分由于颅内异位钙化引发癫痫者,需要抗癫痫治疗,但应避免给予苯妥英钠

､ 苯巴比妥以及卡马西平等。也有些文献报道如单纯补钙不能控制 PHP 合并癫痫发作或临床表现

为典型的癫痫发作患者应该联合使用抗癫痫药物[2]。高欢等[3]研究阐述了单纯补钙不能控制癫痫发

作或临床表现为典型的癫痫发作患者应该联合使用抗癫痫药物。相反也有文献报道,对于 PHP 合并

癫痫发作的治疗不建议实用抗癫痫药物。王国兴等[4]报道了“以癫痫为临床表现的假性甲状旁腺功能

减退症一例”的文章中,阐述未用抗癫痫药物,用钙剂和骨化三醇治疗后半年癫未为发作。Ye 等[5]研究

报道了 PHP 合并癫痫发作未给予抗癫痫治疗,给予补充钙剂及维生素 D 治疗。而本文作者提出对于

PHP 合并癫痫发作患儿的治疗,主要的治疗目标是纠正患儿体内钙磷异常以及激素抵抗,对于伴有不

同症状的患者应该采取不同的药物及方法进行治疗,治疗过程中还需时刻注意患者病情的变化,及时

调整药物的用量。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是一种显性或隐性多基因遗传性疾病,其临床特点以甲

状旁腺激素抵抗为主,部分合并典型的 Albright 遗传性骨营养不良,表现复杂多样,易漏诊或误诊,可合

并癫痫发作。需要长期服用维生素 D､ 钙剂及阿法骨化醇治疗。 
 
 
PU-2772 

利用 iTRAQ 技术筛查发现神经管畸形产前诊断的 
新分子标志物 PCSK9 

 
安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分析致畸早期正常孕鼠和显性脊柱裂孕鼠血清蛋白表达谱变化,验证并揭示候选蛋白在不同胚

胎发育期的表达规律,以筛查神经管畸形相关血清标记物。 
方法  iTRAQ/质谱分析孕 11､ 13 天正常孕鼠和显性脊柱裂孕鼠血清差异蛋白表达谱,应用 ELISA 方

法分别在动物水平和临床水平观察不同胚胎发育期孕鼠/孕妇血清差异蛋白质 PCSK9 的表达情况。 
结果 质谱鉴定出孕鼠血清中 390 种蛋白质,脊柱裂组与正常组比较,E11 天发现差异蛋白 40 种,E13
天发现差异蛋白 26 种。PCSK9 在 E11 天和 E13 天同时下调。ELISA 验证 PCSK9 的浓度随胎龄

的增长逐渐增加,孕鼠血清 PCSK9 水平在 E11-E17 脊柱裂组较正常组下调 0.55-0.79 倍,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孕妇血清 PCSK9 水平在(15-20w, 23-27w, 37-40w)神经管畸形组较正常

组显著下调 0.70-0.73 倍,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孕妇血清 PCSK9 蛋白 ROC 曲线分析,
曲线下面积 AUC=0.763 (95% CI: 0.65–0.88,p< 0.0001)。 
结论 孕妇血清 PCSK9 水平神经管畸形组较正常组显著下调,ROC 曲线分析,PCSK9 成为候选神经

管畸形孕妇血清学早期无创产前诊断分子标志物之一。 
 
 
PU-2773 

Inpp5e 基因在胚胎神经发育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岳慧轩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肌醇多聚磷酸-5-磷酸酶基因(inositol polyphosphate-5-phosphatase, Inpp5e)定位于 9q34.3 染

色体上[1],由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是磷脂酰肌醇-5-磷酸酶(INPP5E) [2,3],分子量为 70205 Da,由 644
个氨基酸组成,在人体和小鼠的脑组织中高度表达。INPP5E 调节磷酸肌醇信号,调控许多细胞活动, 
既往研究发现 INPP5E 基因突变可导致茹贝尔综合征､ MORMS 综合征等神经系统疾病[4-6]。这些

疾病的特点是中脑-后脑畸形及与纤毛相关,主要表现包括视网膜营养不良,囊性肾病,肝纤维化和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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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9]。但 Inpp5e 基因在胚胎神经发育中起到的作用及确切分子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检测并

分析 Inpp5e 基因在小鼠胚胎神经正常及异常发育(神经管畸形,NTDs)中的表达水平,探讨 Inpp5e 基

因与胚胎神经发育的关系,为进一步阐明 Inpp5e 基因在胚胎神经发育中起到的作用及确切分子机制

提供实验依据和线索。 
方法 本实验利用 C57BL/6J 小鼠在前期动物实验基础上[10],应用体视镜及免疫组化方法建立神经发

育异常小鼠模型;RT-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等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观察其神经组织中 Inpp5e 基

因的表达水平,并与发育正常小鼠神经组织 Inpp5e 表达水平进行比较,初步研究 Inpp5e 基因在胚胎

发育异常中的作用与机制。 
结果 在正常小鼠胚胎发育的不同时间点,神经组织中 Inpp5e 基因的转录及翻译水平存在差异。胚胎

神经发育第 11.5 天,其转录及表达水平均高于 13.5 天､ 15.5 天。随着胚胎神经组织的发育成

熟,Inpp5e 基因的转录及表达水平呈递减趋势。在异常小鼠神经组织中,Inpp5e 基因转录及翻译的固

有动态变化消失。推测这种动态平衡的消失可能与胚胎神经发育异常密切相关。在胚胎发育第

11.5 天,Inpp5e 基因转录及翻译水平相较于其他时间点并无显著差异,提示该基因在胚胎发育早

期,Inpp5e 基因转录及翻译水平失衡可导致神经管的闭合失败,此外,神经发育异常小鼠胚胎神经管闭

合时期 Inpp5e 表达水平相较于正常小鼠胚胎明显降低。 
结论 Inpp5e 基因参与胚胎神经系统的发育,其蛋白水平的改变与胚胎神经发育异常密切相关。

Inpp5e 基因对胚胎神经发育的调控方式可为了解其在胚胎神经发育中起到的作用及分子机制提供

更精确的思路,有助于研究开发针对神经系统发育缺陷相关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 
 
 
PU-2774 

神经节苷脂联合更昔洛韦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疗效分析 
 

张涛,耿丽娟,陈莉,马娜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神经节苷脂联合更昔洛韦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0~2016 年本院收治的 150 例病毒性脑炎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 更昔洛韦治疗组和神经

节苷脂联合更昔洛韦治疗组(联合治疗组),每组 42 例。对照组给予镇静､ 止惊､ 降温､ 降颅压､ 抗

病毒､ 调整水电解质平衡､ 营养支持等常规治疗;更昔洛韦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应用更昔洛韦

治疗;联合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应用神经节苷脂联合更昔洛韦治疗,观察 3 组患儿的临床疗效。 
结果 对照组治愈 19 例,显效 6 例,有效 8 例,无效 17 例,总有效率为 66.0%。更昔洛韦治疗组治愈 23
例,显效 8 例,有效 10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为 82.0%。联合治疗组治愈 36 例,显效 7 例,有效 5 例,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6.0%。 
结论 临床症状及体征恢复时间､ 住院时间､ 总有效率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可比性。 
 
 
PU-2775 

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治疗研究 
 

张萌,耿丽娟,陈莉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有研究发现,随 SE 发作持续时间延长,疗效越差。第 1 种抗癫痫药物对 RSE 的有效率为

55.0%,而对第 2 或第 3 种药物的有效率不到 10.0%。在反复电刺激边缘系统诱发 SE 的大鼠研究中

发现,苯二氮类及苯妥英钠对癫痫发作初期有效,随着时间推移,SE 对这些药物有抵抗性,但对 NMDA
受体拮抗剂有效。这种对不同药物敏感性的转化表明,在 SE 进展过程中失去了自我控制。在体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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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实验中发现,γ-氨基丁酸受体内化到细胞质内,表明成功的抗癫痫药的药理干预窗口期很短,如苯二

氮类。 
 
 
PU-2776 

开展品管圈活动对降低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率的效果探讨 
 

关俊英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分析品管圈活动对降低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率的效果。方法:对 2015 年 7 月~2016 年 3 月

我科小儿静脉输液外渗情况及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再根据分析结果于 2016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

实施以降低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率为主题的品管圈活动,对比分析品管圈活动前后我科小儿静脉输液

外渗率变化情况。 
方法 方法:对 2015 年 7 月~2016 年 3 月我科小儿静脉输液外渗情况及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再根据

分析结果于 2016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实施以降低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率为主题的品管圈活动,对比

分析品管圈活动前后我科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率变化情况。 
的预防与护理干预[J].国际护理学杂志,2014,33(1):22-24.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我科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率为 1.99%､ 一次静脉穿刺成功率为 98.86%､ 家

属满意度为 97.44%,均显著高于活动前(p<0.05),见表 1。 
表 1 开展品管圈活动前后静脉输液护理效果比较[n(%)]  
  n 药物外渗率 一次穿刺成功率 满意度 
活动前 386 44(11.40) 339(87.82) 324(83.94) 
活动后 351 7(1.99) 347(98.86) 342(97.44) 
χ2   25.244 34.764 38.474 
P   0.000 0.000 0.00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数数据以百分比(%)表示,经卡方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实施品管圈活动后,我科小儿静脉输液外渗率为 1.99%､ 一次静脉穿刺成功率为 98.86%､ 家

属满意度为 97.44%,均显著高于活动前(p<0.05)。结论:在儿科临床护理中,品管圈活动可显著减少

小儿静脉输液外渗,减轻患儿痛苦,同时还可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PU-2777 

循证护理在小儿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 
 

杜云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在小儿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应用循证护理对一名肝豆状核变性患儿进行护理 
结果 患儿肝损害减轻,未出现感染.出血等并发症 
结论 循证护理的应用,改变了护士主观护理模式,通过搜集有效地科学证据,进行有理有据的护理,大
大挺高了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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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78 

A case report of novel c.1048G>A mutation in VLCAD in a 
Chinese child with very long 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Hou Ruolin,Wu Jing,Yan Yumei,He Dake,Li Ling 
Pediatric Neurology in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Very long 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VLCADD) is a rare fatty acid 
metabolism disorder,which is caused by VLCAD (very long 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 
VLCAD) deficiency. VLCAD gene encodes very long 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 and its 
mu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VLCADD. We report a novel mutation in the gene. 
Methods We reported a 1-year old chinese child whose chief complaint was repeated attack of 
seizures for more than 20 times in 4 days, and every seizure lasted for about 1 minute. The 
patient was firstly diagnosed epilepsy (metabolism) and primary carnitine deficiency after 
assistant examination. Peripheral venous blood was obtained from the child and his parents, and 
candidate genes DNA associated with hereditary metabolic disease was sequenced by single 
read sequencing assay. 
Results Heterozygous mutations c.325G>A (p.Gly109Ser) and c.1048G>A (p.Ala350Thr) were 
identified in VLCAD gene, which was inherited form the patient’s father and mother respectively. 
The patient was diagnosed VLCADD finally. 
Conclusions  The novel mutation c.1048G>A (p.Ala350Thr) in VLCAD is a likely a pathogenic 
mutation for VLCADD. 
 
 
PU-2779 

小儿骶尾部肿瘤 CT 及 MRI 诊断 
 

高敏,李雅丽,盛茂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儿童骶尾部肿瘤的 CT 及 MRI 诊断。 
方法 对 28 例骶尾部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影像学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28 例患儿均采用 MR 扫

描,其中 9 例进行 CT 扫描后进一步作 MR 扫描,CT 检查采用 SIEMENS 16 排行轴位平扫,MR 检查

采用 SIEMENS 0.35T 或 GE 3.0T 行常规矢状位 T1WI､ T2WI,冠状位 T1WI､ T2WI,轴位 T2WI 及脂

肪抑制像。 
结果 28 例骶尾部肿瘤患者中 16 例畸胎瘤,5 例表皮样囊肿,2 例皮样囊肿,5 例脂肪瘤。16 例畸胎瘤

中成熟性畸胎瘤 15 例,未成熟性畸胎瘤 1 例,多表现为囊实性混杂信号包块,内含有脂肪及囊性成分,
其中 7 例有钙化。5 例表皮样囊肿中 3 例表现为皮下脂肪层囊性包块,在 MR 上表现为长 T1长 T2信

号,压脂像上呈高信号;1 例在 MR 上表现为短 T1长 T2信号,压脂像上呈低信号;1 例在 MR 上表现为

线样低信号。在 5 例病例中有 1 例行 CT 增强扫描中,囊内密度较高,CT 值约 46HU,囊壁可见强化。

2 例皮样囊肿均 MR 表现为皮下软组织内长 T1长 T2信号,并伴有脊髓圆锥低位。5 例脂肪瘤表现为

椎管内不规则脂肪信号影,均合并脊髓栓系。 
结论 骶尾部畸胎瘤､ 表皮样囊肿及皮样囊肿均为胚胎源性肿瘤,脂肪瘤尚不能确定是否为胚胎源

性。前三者在 CT 及 MR 上表现多样,均可为混杂密度/信号,但表皮样囊肿中脂肪成分较畸胎瘤及皮

样囊肿少,更易表现为弥漫性混杂密度/信号,在 T2WI 上信号可较脑脊液高。畸胎瘤钙化､ 骨化等成

分较表皮样囊肿､ 皮样囊肿及脂肪瘤少,在 CT 上更易区分。脂肪瘤在 T1WI､ T2WI 上均表现为高信

号,尤其在 T1WI 上与周围组织对比鲜明,一般内部密度/信号较均质。骶尾部肿瘤在小儿肿瘤中发生

率较低,但以小儿发病为主,发病高峰在新生儿婴儿期,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渐下降。骶尾部肿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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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隐匿,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早期发现肿瘤是取得良好预后的关键。腰骶部的影像学检查是诊断骶

尾部肿瘤的 佳方法,CT 可清晰显示肿瘤内各种成分的密度差异,囊性成分表现为水样低密度,实性

成分表现为软组织密度,骨性成分及钙化表现为高密度,有助于对肿瘤的定性分析;MR 可更好的显示

肿瘤范围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通过多参数扫描,可区分肿瘤内各种成分。将二者结合,可更清晰的显

示肿瘤的形态､ 大小､ 位置､ 成分､ 血供及对周围组织的侵犯情况。对临床手术及预后评估有着重

要指导作用。 
 
 
PU-2780 

14 例儿童遗传性脑白质病的临床分析 
 

周细中,冯翠莲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总结儿童遗传性脑白质病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 例资料完整的儿童遗传性脑白质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 14 例患儿中男 9 例､ 女 5 例,起病年龄 4 月-7 岁。4 例以运动倒退为首发症状､ 5 例以生

后发育里程碑落后为主诉,5 例存在感染前驱史以抽搐伴意识障碍为首发症状并被首诊基层医院或

PICU 误诊为急性重型脑炎､ 癫痫､ 癫痫持续状态､ 癫痫性脑病等。 
结论 儿童遗传性脑白质病除以发育倒退或生后发育里程碑落后为首发症状外,发热､ 抽搐往往误诊

为急性重型脑炎､ 癫痫､ 癫痫持续状态等,结合患儿视听觉检查､ 眼球震颤､ 共济失调､ 头大等症

状与体征,特征性头颅 MRI 脑白质改变及尽早相关的基因､ 代谢酶学检查可早期诊断。 
 
 
PU-2781 

虚拟芯片在现实全外显子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王旭,方方,丁昌红,吴沪生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全外显子组测序是诊断复杂或多系统表型的罕见遗传病的有效方法,有助于新的致病基因鉴

定。然而,在个体患者中,通过全外显子测序检测到的大量突变对实验室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构成了

非常大的挑战。如何注释､ 过滤和分析全外显子测序得到的大量突变体并从其中获取与患者表型相

对应的突变体,对于临床医生来说极大的挑战,特别是罕见的复杂表型的病例诊断。鉴于以上在全外

显子在临床应用中遇到的困难,我们期望提供一个高效,简单和便于临床医生使用的单个病例的全外

显子数据的分析流程。 
方法 我们采用全外显子组捕获测序检测病患全外显子;通过分析先证者核心表型,以 HPO､ OMIM､
HGMD 等数据库为基础,系统整合临床表型数据与基因型信息,设计虚拟芯片,注释和分析全外子组数

据,并通过一代测序验证其家系。 
结果 基于计算机表型驱动分析软件的方法,我们提出了一种高效､ 简单､ 便于临床医生使用的单个

病例全外显子数据分析流程。以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多方求诊仍然未得到诊断的先证者为例,我们回

顾性分析了该先证者的多系统复杂表型。结合其核心表型:癫痫发作､ 里程碑发育落后､ 小脑萎缩

､ 内斜视､ 肌张力低､ 性腺发育异常､ 肝功能异常和明确家族史(患儿姐姐又类似症状)等,通过计算

辅助诊断软件系统设计并得到“虚拟芯片”。然后,我们使用“虚拟芯片”注释､ 分析其单个样本的全外

显子数据。在这个分析流程中,我们在 PMM2 基因上选择了两个候选变体 c.430T> C,c.640G> C。

候选因子变异体通过 Sanger 测序证实,并与家族中的共分离分析一致。在我们单独 50 个疑难病例

的全外显子数据分析中,该策略也得到充分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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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提出的策略可以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可获取的表型信息､ 病例数据和基因组知识来提高基

因组医学的效率和潜在的质量。了解当前临床外显子研究和使用空间的局限性为改进使用全外显子

测序技术检测疾病变异的方法提供了理性依据。该策略,提高了我们注释全外显子测序的突变体的

能力,为遗传学家提供了巨大而前所未有的机会。期望该策略可以建立临床医生与全外显子组测序

临床实验室之间的桥梁。随着人工自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期待表型驱动分析将得到临床实践的更

大认可。 
 
 
PU-2782 

虚拟芯片在现实全外显子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王旭,方方,丁昌红,吴沪生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全外显子组测序是诊断复杂或多系统表型的罕见遗传病的有效方法,有助于新的致病基因鉴

定。然而,在个体患者中,通过全外显子测序检测到的大量突变对实验室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构成了

非常大的挑战。如何注释､ 过滤和分析全外显子测序得到的大量突变体并从其中获取与患者表型相

对应的突变体,对于临床医生来说极大的挑战,特别是罕见的复杂表型的病例诊断。鉴于以上在全外

显子在临床应用中遇到的困难,我们期望提供一个高效,简单和便于临床医生使用的单个病例的全外

显子数据的分析流程。 
方法 我们采用全外显子组捕获测序检测病患全外显子;通过分析先证者核心表型,以 HPO､ OMIM､
HGMD 等数据库为基础,系统整合临床表型数据与基因型信息,设计虚拟芯片,注释和分析全外子组数

据,并通过一代测序验证其家系。 
结果 基于计算机表型驱动分析软件的方法,我们提出了一种高效､ 简单､ 便于临床医生使用的单个

病例全外显子数据分析流程。以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多方求诊仍然未得到诊断的先证者为例,我们回

顾性分析了该先证者的多系统复杂表型。结合其核心表型:癫痫发作､ 里程碑发育落后､ 小脑萎缩

､ 内斜视､ 肌张力低､ 性腺发育异常､ 肝功能异常和明确家族史(患儿姐姐又类似症状)等,通过计算

辅助诊断软件系统设计并得到“虚拟芯片”。然后,我们使用“虚拟芯片”注释､ 分析其单个样本的全外

显子数据。在这个分析流程中,我们在 PMM2 基因上选择了两个候选变体 c.430T> C,c.640G> C。

候选因子变异体通过 Sanger 测序证实,并与家族中的共分离分析一致。在我们单独 50 个疑难病例

的全外显子数据分析中,该策略也得到充分的验证。 
结论 我们提出的策略可以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可获取的表型信息､ 病例数据和基因组知识来提高基

因组医学的效率和潜在的质量。了解当前临床外显子研究和使用空间的局限性为改进使用全外显子

测序技术检测疾病变异的方法提供了理性依据。该策略,提高了我们注释全外显子测序的突变体的

能力,为遗传学家提供了巨大而前所未有的机会。期望该策略可以建立临床医生与全外显子组测序

临床实验室之间的桥梁。随着人工自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期待表型驱动分析将得到临床实践的更

大认可。 
 
 
PU-2783 

出血性休克与脑病综合征的诊疗现状 
 

曾兴颖,钟建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熟悉出血性休克与脑病综合征的国内外近年来的 新诊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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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收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出血性休克与脑病综合征的 新研究进展文献进

行分析､ 归纳和整理。 
结果 出血性休克与脑病综合征是一种以急性起病的脑病､ 发热､ 休克､ 腹泻､ 严重的弥漫性血管

内凝血和肝肾功能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病情进展快,病死率高,预后差。目前该病的病因不明,多认

为与感染､ 高热､ 细胞因子风暴及遗传相关。诊断主要是依靠某些特定临床症状的组合并排除其他

疾病,缺乏特异性诊断标志物。治疗方式主要是补液､ 降颅压和对症支持等综合治疗。 
结论 提高对本病认识,早期甄别,早期干预,可望提高疗效,降低病死率和后遗症率。 
 
 
PU-2784 

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治疗儿童病毒性脑炎安全性 
及有效性的随机对照研究 

 
高荣荣,王秀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病毒性脑炎(Viral Encephalitis, VE)系一百多种病毒侵袭机体所致的急性颅内炎症性疾病。对

病毒性脑炎的治疗,除对症支持及免疫调节外,积极抗病毒治疗尤为重要,而病毒特异性高,目前尚无特

异性抗病毒药物,所以对病毒性脑炎的优化治疗一直是医学界讨论的热点。干扰素自 1957 年被英国

医学家 Isaac A 等发现其抗病毒作用以来一直被众人研究至今,其雾化吸入疗法在国内外广泛应用已

有多年历史且疗效显著,而肌肉注射疗法应用年限较短,相关文献较少,本文旨在研究肌肉注射 INF-
α1b 治疗儿童病毒性脑炎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寻找治疗病毒性脑炎的更优化方案,为儿童病毒性脑炎

的诊治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住院并被诊断为病毒性

脑炎的患儿 164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完全随机数字表将患儿随机分为干扰素组和非干扰素组。收

集患儿一般资料(性别､ 年龄､ 发病季节),记录各组症状､ 体征消失时间,统计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

及治疗期间发生的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患儿的症状､ 体征消失时间有无差异,并对重组人干扰素 α1b
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进行分析评价。 
结果 164 例病毒性脑炎患儿,干扰素组 82 例(男 48 例,女 34 例),非干扰素组 82 例(男 50 例,女 32 例),
两组性别构成无差异。学龄前期患儿有 57 例,比例 高占 34.76%。全年均有发病,夏秋季发病率较

高,共有 103 例患儿于 7､ 8､ 9 月份发病。干扰素组不良反应多见体温升高､ 肌注部位疼痛､ 粒细

胞减少,发生率分别为 8.5%､ 4.9%､ 4.9%,多发生于肌注数小时后,可自行改善。两组不良反应的发

生情况无统计学差异,且相对危险系数较低。干扰素组患儿热退时间为 20(12)h,头痛消失时间为

25(22.5)h,头晕消失时间为 30(24)h,呕吐消失时间为 12(6)h,脑膜刺激征消失时间为 24(20)h,病理征

消失时间为 30(20)h,而非干扰素组患儿对应症状及体征消失时间分别为

48(24)h,44(24)h,48(36)h,14(12)h,48(24)h,48(30)h. 
结论 两组患儿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无统计学差异,相对危险系数较低。治疗后,干扰素组常见发热､

头痛头晕､ 呕吐症状及脑膜刺激征､ 病理征消失时间短于非干扰素组,而在抽搐､ 嗜睡､ 意识丧失

方面的短期疗效不明显。肌肉注射重组人干扰素 α1b 治疗儿童病毒性脑炎安全有效,可在临床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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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85 

儿童 Jeavons 综合征 1 例报告 
 

彭丽琨
1,何大可

2 
1.大理州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目的 探讨儿童 Jeavons 综合征的临床､ 脑电图特征及药物治疗效果。 
方法 方法 分析 1 例儿童 Jeavons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 脑电图特征及治疗效果等临床资料。 
结果 结果 患儿,女性,起病年龄 7 岁。临床表现为反复特征性眼睑肌阵挛,伴或不伴失神发作。视频

脑电图(VEEG)监测发作期脑电图,为全导对称同步 3~6 Hz 棘慢波或多棘慢波阵发。采用丙戊酸发

作减轻,联合拉莫三嗪联合治疗后完全控制。 
结论 结论 Jeavons 综合征是一种特发性全面性癫痫综合征,发作主要为眼睑肌阵挛伴或不伴失神。

VEEG 对明确诊断有重要价值。丙戊酸钠对控制发作有效,控制不佳时可考虑联合用药。 
 
 
PU-2786 

脂氧素受体激动剂 BML-111 预处理对幼龄大鼠 
深低温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 

 
王怡悦,何侃,叶芊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210000 
 

 
目的 探讨脂氧素受体激动剂 BML-111 预处理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作用机制。 
方法 90 只 3 周龄 SD 大鼠随机分成 3 组:假手术组､ 模型组､ BML-111 组(n=30),BML-111 组术前

半小时腹腔注射 BML-111(1mg/kg),同时假手术组与模型组给予等量双蒸水。于再灌注后 24 小时处

死大鼠取脑,检测各组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丙二醛

(malonyldialdehyde, MDA)､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大鼠大脑皮层

细胞凋亡。 
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BML-111 组和模型组再灌注 24h 后 SOD､ GSH-px､ MDA 均出现显著增高

(P<0.05),BML-111 组再灌注 24h 后 SOD､ GSH-px 明显高于模型组(P<0.05),MDA 低于模型组

(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和 BML-111 组于再灌注 24h 后出现明显的病理凋亡

(P<0.05),BML-111 组病理凋亡低于模型组。 
结论 BML-111 可能通过诱导 SOD､ GSH-Px 生成,清除 MDA 对深低温缺血再灌注脑起保护作用。 
 
 
PU-2787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 19 例临床分析 
 

黄志新,钟建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总结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临床特点,以提高对该病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我院神经内科 2015.12.31-2017.03.03 诊断抗 NMDA 受体脑炎 19 例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治疗､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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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年龄 1 岁 2 月至 13 岁,男 10 例,女 9 例,7 例曾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约 37%),临床主要表现为发

热､ 精神行为异常､ 抽搐､ 运动障碍､ 睡眠障碍;10 例头颅 MRI 异常(约 52%),多表现为颞叶受

损;17 例(约 89%)脑电图异常,主要表现为背景活动慢;5 例脑脊液常规异常(约 26%),白细胞均稍增高,
淋巴为主;17 例血清抗 NMDAR 抗体 IgG 阳性,2 例血清抗体阴性,19 例脑脊液抗体均阳性,9 例(约
47%)脑脊液抗体滴度高于血清;17 例予甲强龙联合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其中 2 例加用利妥昔单抗､

吗替麦考酚酯治疗;15 例(约 88%)治疗后好转,1 例治疗后放弃出院,1 例效果不佳转外院治疗;随访

16 例,其中 1 例放弃治疗出院后死亡,其余 15 例均好转,其中 9 例基本恢复至正常状态;有 2 例(约
12%)复发。 
结论 儿童抗 NMDA 受体脑炎无明显性别差异,部分早期表现与病毒性脑炎难区分,临床主要表现为

发热､ 精神异常､ 抽搐､ 运动障碍､ 睡眠障碍,出现中枢性通气障碍及合并肿瘤较少见,约半数头颅

MRI 表现异常,主要为颞叶受损;脑电图主要表现为背景活动慢,脑脊液无明显特异改变,部分白细胞稍

增高,少部分血清免疫抗体可为阴性,部分脑脊液抗体滴度高于血清滴度;大部分一线免疫治疗有效,较
少需二线免疫治疗,大部分预后良好,复发率低于成人 
 
 
PU-2788 

扩散张量成像对小儿脑瘫早期诊断及治疗的临床意义 
 

杨柳,高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本研究运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对早期脑损伤及脑性瘫痪

儿脑白质纤维束治疗前后变化进行评价,从而指导临床诊治及预后。 
方法 将 17 例临床中已经脑瘫的患儿与性别､ 年均相仿的 6 例健康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常

规头颅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及 DTI 检查,得到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和彩色编码 FA 图,分别进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组患儿的 ROI 较对照组对应部位的 FA 值明显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值为 5.774- 
34.245,P<0.05)。 
结论 DTI 检查能够显示白质纤维损伤､ 中断､ 异常等。从微观上反应了脑白质纤维束的变化,对于

脑损伤早期的诊断､ 治疗有意义。 
 
 
PU-2789 

颅内出血并脑桥外髓鞘溶解综合征及下肢深静脉血栓 1 例 
 

孙小兰,钟建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了解颅内出血､ 脑桥外髓鞘溶解综合征和下肢深静脉血栓三者共同在一个患者中出现的临床

特点及其识别。 
方法 通过病例报道方式,一个颅内出血病例,在临床诊疗和护理过程中先后出现脑桥外髓鞘溶解综合

征和下肢深静脉血栓,三者共存的临床特点。 
结果 母乳喂养小婴儿,如果未及时补充维生素 K,在感染或胃肠疾病状态下很容易出现维生素 K 缺乏

性出血,其严重类型即为颅内出血。颅内出血由于颅内压增高,可能出现呕吐,需要脱水剂治疗等原因

容易导致电解质增加词组紊乱,如果在纠正内环境紊乱时稍有不慎,未能注意到补液速度和浓度,则有

可能导致髓鞘溶解。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存在意识障碍时,应特别注意卧床患儿的肢体护理,尤
其是在止血治疗时很容易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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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渗透性髓鞘溶解症(osmotic demyelination syndrome,ODS)是一种罕见的､ 严重的中枢神经系

统脱髓鞘疾病,人群中 ODS 的发病率为 0.25-0.5%[1]。维生素 K 缺乏出血(vitamin K deficiency 
bleeding,VKDB)系由维生素 K1 缺乏所致出血性疾病,在发达国家,VKDB 发病率仅为 4.4-8.8/10 万,
但在中低收入国家则高达 80/10 万[2-3],在晚发性 VKVD 中,50%以上的病例伴有颅内出血,致残､ 致

死率较高。深静脉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DVT)以下肢较为常见,人群儿童静脉栓塞发生率为

0.06-0.14/10,000[4],但发病有逐渐增高之势,尤其是在三级医院住院患儿中其发生率高达 40-
58/10,000[5]。三者同时发生的情况极为罕见,熟悉其临床特点可能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有望减少

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出现,改善病人预后。 
 
 
PU-2790 

儿童多发性硬化治疗进展 
 

孙小兰,钟建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儿童多发性硬化是小儿神经系统罕见病,临床表现和治疗也与成人存在一定的年龄特征,治疗困

难。 
方法 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了解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儿童多发性硬化的治疗进展。 
结果 作者从儿童 MS 的特点､ 急性期和缓解期免疫治疗､ 对症处理和儿童 MS 的其他方面治疗等

进行了综述,逐一介绍了各种免疫抑制或调节制剂在儿科应用的证据､ 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同时还介

绍了疾病的预后并进行了展望。 
结论 儿童 MS 治疗近几年已有很大的进步,β 干扰素和 GA 已被批准且应用于儿童 MS 的治疗,效果

及安全性均得到肯定,其他药物治疗儿童 MS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临床对照试验仍在进行中,可望在

未来几年有更多儿童 MS 治疗的证据,能够制定出更为合理､ 更有效的儿童 MS 治疗方案或指南。 
 
 
PU-2791 

不典型表型的儿童戊二酸血症 Π 型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许蝶,陈旭勤,李莺,柏振江,陈娇,陈婷,张建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戊二酸血症 Π 型患儿的临床特点和基因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确诊的戊二酸血症 Π 型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基因检测､ 串联质谱

和气相色谱质谱分析等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檀某某,男,7 月龄,因“咳嗽一周伴呼吸费力”收住我院 PICU,查体:颈软,不会抬头,吸吮及吞

咽力弱,哭声低,咳嗽无力。肝脾肋下未及。四肢肌张力低､ 肌力Ⅲ级,抓握可,膝反射未引出。双目可

凝视､ 追视,可理解部分语言,双耳可听。患儿系 G2P2,出生､ 喂养史无殊。有一 10 岁哥哥,体健。

住院检查:肝功能､ 心肌三项明显增高(谷丙转氨酶 235.8U/L(10-67);谷草转氨酶 127.4U/L(5-40);肌
酸激酶 1659.6U/L(25-225);CK163.0ng/ml(0-3.7);肌钙蛋白 0.3ng/ml(0-0.09);肌红蛋白

357.6ng/ml(11.6-73));心超示左室增大,二尖瓣轻度反流,左室收缩功能降低(EF51%);头颅 CT/MRI
示脑外间隙增宽,幕上脑室略饱满;MLPA 方法进行基因分析:ETFA 基因发现复合杂合核苷酸变异,分
别遗传自患儿父母:c.365G>A,c.667C>T,分别导致 p.Arg122Lys 错义变异及 p.Arg223 无义变异;串
联质谱及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尿液中乙基丙二酸､ 戊二酸､ 辛烯二酸及辛二酸增高,血液多种中､ 长

链酰基肉碱增高;确诊为戊二酸血症 Π 型,住院抗感染对症支持,肺部炎症､ 转氨酶及 CK 明显好转,予
出院,嘱低脂低蛋白饮食,左卡尼汀､ 维生素 B2 口服,定期康复随诊。患儿 10 月龄时,因“纳差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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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尿量明显减少入院,诊断心功能不全,戊二酸血症 Π 型,予呋塞米､ 卡托普利､ 地高辛等治疗十天,
好转出院一周后,因“拒食半天”再入院,心跳､ 呼吸骤停,严重低血糖,代谢性酸中毒,经积极抢救,生命

体征不稳定,与家长沟通后,予办理自动出院。 
结论 戊二酸血症 Π 型(glutaric academia type Π)是一种线粒体病。遗传性电子转运黄素蛋白

(electron transfer flavoprotein,ETF)和 ETF-辅酶 Q 氧化还原酶(ETF-ubiquinone 
oxidoreductase,ETF-QO)缺陷可引起该病。检测戊二酸血症 ΠA 的致病基因 ETFA,发现变异

c.667C>T 导致编译第 223 号氨基酸 Arg 的密码子变为终止密码子(p.Arg223Ter),从而使肽链合成

提前终止,为无义变异,很可能是致病性突变,c.667C>T 的致病性尚未见文献报道,属于新突变。结合

文献,该病以(严重)低血糖为主要特征,而本例患儿病初无低血糖表现,以重症肺炎为首发,伴心功能､

肝功能不全,运动发育落后,使及早的明确诊断变得较为困难。对临床症状不典型患儿,及早予血酰基

肉碱水平､ 尿有机酸分析及 ETFA 基因检测可确诊本病。本病例报道扩展了戊二酸血症 Π 型的基

因突变谱。 
 
 
PU-2792 

1 例儿童 Lennox-Gastaut 综合征患者应用 
胼胝体切开术治疗的护理 

 
钱孔嘉,高建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报告本院神经内科收治 1 例 Lennox-Gastaut 综合征患儿,在抗癫痫药物治疗基础上应用胼胝体

切开术治疗,病情好转出院. 
方法 运用胼胝体切开术治疗 Lennox-Gastaut 综合征患者 
结果 经积极治疗及护理,取得了满意效果。 
结论 本院患儿为全胼胝体切开术,癫痫患儿术前充分准备,术后精心护理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所以要求

我们护理人员有高度的责任感,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精湛的护理技术,严密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以能

防止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手术治疗的成功。 
 
 
PU-2793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对癫痫儿童丙戊酸钠血药浓度的影响 
 

陈荣,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sodium valproate,VPA)药物浓度与细胞色素 P450 2C19(CYP2C19)基因多态

性的关系,并探讨年龄､ 性别对 VPA 血药浓度的影响。以便根据患儿的 CYP2C19 基因型､ 年龄､

性别指导临床对癫痫患儿的个体化用药。 
方法 1.回顾性收集 2012 年 3 月~2017 年 2 月服用 VPA 单药治疗的癫痫患儿 36 例。酶放大免疫法

测定稳态血中 VPA 药物浓度,基因芯片法检测 CYP2C19 基因(*l,*2,*3),按不同的基因型将患儿分为

3 组:强代谢型(extensive metabolizer,EM) (*1/*1)､ 中间代谢型(intermediate metabolizer,IM)(*1/*2
､ *1/*3)和弱代谢型(poor metabolizer,PM)(*2/*2､ *2/*3､ *3/*3)。2.采用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代谢型,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患儿之间标准化 VPA 钠血药浓度的差异。3.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影响血药浓度的

相关因素的相互关系。 
结果 在本研究中发现 CYP2C19 2 个位点的突变共存在 5 种基因型:*1/*1 型､ *1/*2 型､ *1/*3 型､

*2/*2 型､ *2/*3 型,未发现*3/*3 型。其中 EM(*1/*1 型),IM(*1/*2 型､ *1/*3 型和 PM(*2/*2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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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种代谢型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41.66%､ 38.89%和 19.45%。性别对于 CYP2C19 基因型的分

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M､ IM 和 PM 的 VPA 标准化血药浓度分别为(4.03±1.06)､
(4.06±1.44)､ (3.48±1.95)μg/ml。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各代谢型间 VPA 标准化血药浓度差异无统计

学差异(F=0.450,P=0.642>0.05)。男童和女童的标准化 VPA 血药浓度分别为(3.17±1.30)､
(4.70±1.01)μg/ml。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不同性别间的 VPA 标准化血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将患儿按 0~1 岁､ 1~10 岁和 10~14 岁分组,各组的标准化 VPA 血药浓度分别为(4.74±1.45)
､ (3.81±1.26)､ (3.79±1.62)μg/ml,但三组间的标准化 VPA 血药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回归模型:标准化血药浓度=4.702-1.529×性别(男性为 1,女性为 0)。提示性别可

影响儿童标准化 VPA 血药浓度。未发现 CYP2C19 基因型､ 年龄对本组儿童标准化 VPA 血药浓度

产生影响。 
结论 癫痫儿童丙戊酸钠血药浓度可受性别的影响。但 CYP2C19 基因型､ 年龄不是影响本组儿童

丙戊酸钠代谢的主要因素。 
 
 
PU-2794 

方式对神经内科脑梗塞患儿护理质量提升 
的效对中西结合护理果进行研究分析 

 
张漫云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神经内科脑梗塞患儿运用中西结合护理对临床护理质量的改善效果。 
方法 本次研究中,随机选取我院在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收诊的 150 例神经内科脑梗塞患

儿为研究对象,并且将其随机分成参照组合实验组,每组各 75 例患儿,参照组给予患儿西药护理,而实

验组则施以中西医结合护理,观察两组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通过数据对比可知,实验组患者各项功能指标评分由于参照组,且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3%,参
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5%,前者相较于后者显现出明显的优势,组间对比满足 P<0.05,存在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神经内科脑梗塞患儿运用中西结合的护理方式临床效果更为显著,有效改善患儿护理质量,具有

极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PU-2795 

1 例化脓性脑膜炎合并硬膜下积脓的护理 
 

翁荔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硬膜下积脓在临床上比较罕见,现通过此护理报告进行了解其观察护理要点。 
方法 一例硬膜下积脓患儿的临床护理分析 
结果 通过积极的抗感染治疗,积手术治疗,在治疗过程中警惕脑疝发生,治疗结果良好 
结论 疾病发展过程中,病情观察很重要,还要通过积极的抗感染治疗,对患儿进行心理疏导,以提高生

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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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96 

音乐疗法在儿童腰椎穿刺术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刘园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分析音乐疗法在儿童腰椎穿刺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67 例在我科接受腰椎穿刺术的患儿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抽签法将患者分为 2 组,对照组(33
例)给予腰椎穿刺常规护理,观察组(34 例)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予以音乐疗法,比较两组患儿疼痛程度

及穿刺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配合度 88.24%,明显高于对照组 60.61%;观察组患儿无痛或轻度疼痛所占的比例也

高于对照组;观察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为 91.18%,而对照组为 63.64%;观察组患儿在腰穿术中､ 术后

的心率､ 呼吸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儿童腰椎穿刺过程中配合音乐疗法,能够有效减轻穿刺所致的疼痛感,使患儿积极配合操作,有
利于提高腰椎穿刺质量及效率,可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PU-2797 

小儿急性脊髓炎的护理干预 
 

刘玉秀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究和分析小儿急性脊髓炎患儿的临床护理干预效果。 
方法  比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和生活质量从 2015 年 3 月起到 2017 年 1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所有小儿

急性脊髓炎患儿中随机选取其中的 80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将这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两组,两组各 40 例,对照组的 40 例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的 40 例患儿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对。 
结果 从两组患儿护理后的护理效果来看,两组患儿经过护理后均取得了一定的护理效果,且观察组患

儿的护理效果总有效率为%,对照组患儿的护理效果总有效率为%,观察组的护理效果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两组患儿的生活质量来看,护理后,两组患儿的生活质量均得到一定

程度的改善,且观察组患儿护理后的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小儿急性脊髓炎而言,在治疗期间的护理过程中,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能够

显著提高护理效果,有效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的意义和呃价值。 
 
 
PU-2798 

A 18-month follow up of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treated 
with Chaihu Shugan Jiawei Powder  

 
Zhang Huan,Qi Rui,Li Ruiting,Cao Yuhong,Zhang Yueping 

Xijing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Objective To access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icacy of Chaihu Shugan Jiawei powder i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Methods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160 subjects and 18-month follow-up evaluations 
were performed. Th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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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102 cases in test group treated with Chaihu Shugan Jiawei powder and 58 cases in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Aripiprazole or Tiapride Hydrochloride. The effectiveness, adverse 
events, recurrence rate and the duration of medic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e following 3 month, 6 month, 12 month and 18 month.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est group were 93.7%, 92.6%, 91.6% and 95.8% at each 
evaluation point,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82.4%, 70.6%, 66.7% and 
82.4%, P<0.05). No adverse event was observed in the test group while 25.5% patients showed 
adverse ev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currence rate in the tes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7.4% vs 29.4%, P<0.05). The duration of medication (in month) in the 
test group (4.36±2.78)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10.00±3.32, P<0.05). 
Conclusions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icacy of Chaihu Shugan Jiawei powder in treat 
children with tic disorder were better than Aripiprazole or Tiapride, with lower recurrence rate and 
shorter duration of medication and fewer adverse events as well. More work should be done on 
longer follow-up study. 
 
 
PU-2799 

90 例脑电检查儿童剥夺睡眠时间与入睡时间相关性 
 

谢莉萍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剥夺睡眠时间与入睡时间之间的关系,提高脑电图检查的成功率。 
方法 以检查时间早上 8 点为例,对 90 例 6 岁以下进行脑电睡眠监测儿童进行分组对照,剥夺睡眠时

间不同,入睡时间也不同。比较剥夺睡眠时间与入睡时间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婴儿组 0-1 岁 30 例剥夺睡眠 2 小时和剥夺 3 小时,两者相比,结果剥夺 2 小时平均入睡时间是

70±12 分钟,其中有 4 例服用镇静剂诱导睡眠,剥夺 3 小时平均入睡 45±16 分钟,其中 1 例服用镇静剂

诱导睡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幼儿组 1-3 岁剥夺睡眠 2 小时和剥夺 4 小时,两者相比,剥夺

2 小时平均入睡时间是 80±14 分钟,其中有 3 例服用镇静剂诱导睡眠,剥夺 4 小时平均入睡时间是

40±10 分钟,其中 1 例服用镇静剂诱导睡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龄前组 4-6 岁剥夺睡眠 3
小时和剥夺 4 小时,两者相比,剥夺 3 小时平均入睡时间是 90±13 分钟,其中 5 例服用镇静剂诱导睡眠,
剥夺 4 小时平均入睡时间是 35±11 分钟,其中 1 例服用镇静剂诱导睡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建议早上 8 点检查时婴儿 0-1 岁剥夺睡眠 3 小时,幼儿 1-3 岁､ 学龄前 4-6 岁儿童剥夺睡眠 4
小时,检查时入睡时间更快,从而提高脑电睡眠监测成功率,减少镇静剂的使用。 
 
 
PU-2800 

左乙拉西坦治疗不同年龄及发作类型癫痫患儿 
的长程有效性及耐受性 

 
刘宇,王雪莹,叶高波,黄绍平,杨琳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探讨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LEV)单药或联合治疗不同年龄及不同发作类型癫痫患儿的临床

疗效及其安全性。 
方法 纳入 2010 年 2 月-2011 年 2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神经专科门诊就诊的 136 例

癫痫患儿,按年龄分为两组:婴幼儿组(≤3 岁)71 人,大年龄组(>3 岁)65 人;其中各年龄组又按发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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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为:全面起源,局灶起源及未知起源,给予 LEV 单药或联合治疗。对入组后服药的各组患儿进行

1~7 年随访,根据用药前后发作频率评价疗效,观察不良反应。 
结果 1.LEV 治疗前后自身对照结果显示,各组患儿治疗后的发作频率均较基线水平明显减少

(P<0.01);2.治疗后随访发作控制情况,组间比较显示,治疗 3 个月后,大年龄组较婴儿组有效率高

(P<0.05),随着随访时间延长,6 个月,1 年,2 年,3 年组间比较,两组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随访 1 年以上结果显示,婴幼儿组､ 大年龄组患儿的有效率分别为 98.4%(62/63)和
93.5%(43/46);4.针对两组患儿不同发作类型有效率进行组间比较显示,左乙拉西坦对于不同年龄段

局灶起源､ 全面起源及未知起源患儿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患儿主要不良反应为睡眠增

多､ 烦躁不安､ 行为异常等。各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婴幼儿组 2.8%(2 例),大年龄组 4.6%(3 例)。 
结论 LEV 可使各年龄组癫痫患儿发作频率明显降低;LEV 对于不同发作类型治疗效果无明显差

异;LEV 不良反应持续时间较短,发生率低。 
 
 
PU-2801 

一例 C10orf2 基因突变的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报告 
 

丁乐,郭虎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报告一例 C10orf2 基因突变导致的以周围神经系统起病的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病例,提高医

师对该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例患儿的临床资料,结合基因检查结果检索相关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病例报告

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患儿 1 岁内发育基本正常,1 岁半后逐渐出现听力减退,逐渐出现双眼球内聚,追声追物不能,智力

运动倒退,四肢肌力､ 肌张力进行性下降。2 岁左右基本不能活动,需卧床,仅能翻身,不能发声。5 岁

6 月大反复因感冒发热后出现抽搐发作,抗癫痫治疗效果不佳。6 岁 4 月因食螃蟹后出现吐泻,频繁抽

搐发作后去世。 后单基因病筛查结果提示患儿 C10orf2 基因的复合杂合突变。 
结论 C10orf2 基因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线粒体 DNA 耗竭综合征 7(脑肝病变型)的致病基因 。该

基因是维持线粒体 DNA 稳定性的核基因,突变可导致线粒体   DNA 数量严重减少,能量产生障碍而

表现 4 种临床表型。 
 
 
PU-2802 

线粒体脑肌病病伴乳酸血症和卒中样发作 
 

翁荔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对 MELAS 综合症的临床表现及护理回顾。 
方法 回顾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特征及分类,对 MELAS 综合症患者的临床表现､ 肌活检病理及影像

学资料进行分析。其中头痛､ 抽搐､ 运动耐受差､ 智能障碍､ 脑卒中样发作､ 血乳酸水平升高为其

主要临床表现,为早期诊断和治疗及护理提供参考。磁共振成像在线粒体脑肌病的诊断具有一定的

价值。 
结果 线粒体是真核细胞重要的细胞器,是生物氧化与能量转换的场所,人体所需能量的 90%在线粒体

产生,称为“能量加工厂”。线粒体不同于其他细胞器,拥有自己的遗传物质即 mtDNA,也是唯一在细胞

核以外存在的遗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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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线粒体脑肌病未能早期明确诊断,不同医院初诊过程中曾被误诊为脑梗死､ 病毒性脑炎､ 症状

性癫痫､ 脱髓鞘疾病等。对于青少年,出现卒中样发作､ 癫痫和运动不能耐受的症状,在排除了脑血

管病､ 颅内肿瘤､ 炎症等疾病后,结合电生理特点,抓住 MRl 特征性的改变,警惕 MELAS 综合征的可

能。及时进行肌肉病理学检查和基因检测,做到早诊断､ 早治疗,改善预后。 
 
 
PU-2803 

病毒性脑炎及化脓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中 S1P 水平测定意义 
 

杜开先,高丽佳,贾天明,霍爱香,李曼曼,张华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内科 450052 

 
 
目的 探讨儿童病毒性脑炎及化脓性脑膜炎患儿脑脊液中 1-磷酸鞘氨醇(S1P)水平测定的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入住我院确诊为病毒性脑炎 30 例,化脓性脑膜炎 30 例以及非

颅内感染患儿(对照组)20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定量测定患儿 CSF 中 S1P 的水平,试验数据用

SPSS21.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化脑组 CSF 中 S1P 的水平高于病脑及对照,(0.215±0.027nmol/Lvs0.193±0.010 
nmol/L,0.174±0.016nmol/L,P<0.05);病脑组患儿 CSF 中 S1P 的水平高于对照

组,(0.193±0.010nmol/Lvs0.176±0.018nmol/L,P<0.05)。 
结论 S1P 参与了儿童颅内感染的发病过程,在不同病源的颅内感染中作用程度不同。 
 
 
PU-2804 

肌阵挛失张力癫痫 7 例临床治疗分析 
 

邓小鹿,尹飞,彭镜,陈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分析 7 例肌阵挛失张力癫痫(MAE)患儿的临床､ 治疗及预后,为选择治疗方案及预后评估提参

考。 
方法 对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儿科收集的 MAE 患儿 7 例,回顾性分析患儿

的病历及临床资料,随访其治疗用药､ 疗效及预后。 
结果 7 例中,男 5 例,女 2 例。肌阵挛失张力发作及肌阵挛发作在全部 7 例患者中全部出现。应用抗

癫痫药物(AEDs)发作控制 4 例,其中单用或联合应用丙戊酸 4 例,联合应用硝西泮 3 例､ 左乙拉西坦

2 例､ 托吡酯 1 例。应用生酮饮食发作控制 3 例。经抗癫痫药及生酮饮食治疗后,7 例患儿的多种发

作形式基本都得到了控制。 
结论  肌阵挛失张力癫痫患儿发作形式多样,可依据不同的发作类型选用不同的抗癫痫药以尽快控制

发作。丙戊酸对 MAE 疗效好,若应用抗癫痫药物治疗无效且不能手术治疗,应早考虑 KD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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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05 

神经元蜡样脂褐质沉积症 3 例及 CLN5 基因新生突变报道 
 

吕格
1,韩蕴丽

1,胡湘蜀
2,李花

2,欧阳梅
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神经元蜡样脂褐质沉积症(NCL)是一组儿童常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神经退行性疾病,这类疾

病的常见临床症状包括渐进性认知和运动发育倒退､ 癫痫发作､ 视力丧失和痴呆,其典型的特征是

蜡样或脂褐素样自身免疫荧光物质堆积在神经元､ 视网膜细胞､ 皮肤及其他组织细胞。现已确定

NCL 的致病基因有 13 种,本文对 3 例确诊的 NCL 患者进行基因分析,希望发现更多突变基因,突变点,
是否存在常见的突变部位以及基因型表型之间的关系 
方法 (1)患者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在我院就诊的 2 例疑似 NCL 患者及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就

诊的 1 例 NCL 患者,男 2 例,女 1 例,其中在我院就诊的 2 例患者是同胞姐弟,年龄 4—7 岁。所有患

者均表现为难治性癫痫发作,病初语言发育出现倒退,随后运动和认知功能出现倒退,直至目前完全丧

失语言､ 行动能力。头颅 MRI 检查显示严重的小脑萎缩;EEG 显示不同类型的癫痫发作。对我院的

2 例患者做皮肤活检,电镜下可观察到大量指纹体,曲线体或包涵体的沉积。(2)征得 3 例患者及其家

人同意后采集并提取其外周血 DNA 进行新一代基因测序。 
结果 3 例患者共发现了 3 种 CLN5 基因新生突变,分别为缺失突变 CLN5.c718 719delAT 
(p.Met240Valfs*13);错义突变 c.1082T>C(p.Phe361Ser), c.623G>A(p.Cys208Tyr)。此 3 类突变均

未在 100 例正常或患有不相干疾病儿童中检测出 
结论 (1)神经元蜡样脂褐质沉积症是一种常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虽然该病主要发生在北欧地

区,但一些报道证明 NCL 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发病率。因此,当患者出现癫痫,运动神经发育倒退,视力

损害的症状时要及时考虑到 NCL 的可能性。(2)皮肤活检和基因检测是确诊 NCL 的金标准。(3)本
研究发现了 3 例新生突变,扩大了 NCL 致病基因的突变谱,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基因的致病机制和基因

型-临床型之间的关系。 
 
 
PU-2806 

抽动障碍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心理行为特征研究 
 

陈玉燕,杨育访,孙玉珠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抽动障碍(tic disorder,TD)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儿的心理行为特征。 
方法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儿童行为评定量表(CBCL)､ Conners 家长评定量表(CPRS)对
50 例 TD 共患 ADHD(TD+ADHD)患儿(观察组)和 60 例单纯 TD 患儿(对照组)分别进行评估 
结果 观察组在精神质､ 神经质､ 内外向因子得分高于对照组(p<0.01),掩饰程度得分低于对照组

(p<0.01);观察组行为发生率比对照组更高(p<0.05),其中分裂样焦虑､ 抑郁､ 强迫､ 多动､ 攻击因子

得分高于对照组(p<0.01),躯体诉述､ 违纪因子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 心神障碍､ 冲动-多动､ 多动指数得分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焦虑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TD+ADHD 患儿比单纯 TD 患儿存在更严重的心理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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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07 

发热相关惊厥患儿临床特征及住院原因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郑雪娟
1,2,陈燕惠

2 
1.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发热相关惊厥患儿的临床特征,探讨儿童发热相关惊厥的常见病因,以期为临床发热相关惊

厥的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2015 年全院所有因发热性疾病伴惊厥住院患儿 416 例。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采集患儿临床

资料,包括人口学信息,病史资料,惊厥特征,辅助检查。采用非盲法病例对照研究,分析惊厥与发热关

系,并对 366 例热性惊厥(FS)住院患儿的临床特征和住院原因进行分析。 
结果 (1)临床特征:416 例患儿,年龄 40 天~9 岁(25.80±16.53)月,男女比例为 1.7:1;<1 岁占

17.8%,1~3 岁者占 69.5%。住院病例以 1､ 7 月 多,惊厥多为全面性发作(78.4%)､ 78.6%惊厥时

间在 10min 以内､ 85.3%病例为单次发作､ 87.0%首次多在发热 24h 内､ 63.2%惊厥时体温在

39.0℃~41.0℃。(2)病因分析:FS､ 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BICE)､ 颅内感染､ 癫痫合并感

染性疾病､ 中毒性脑病,分别占 87.9%,5.3%,2.7%,2.9%,1.2%。(3)FS 住院儿童的临床特征:年龄 40
天~7 岁(25.32±13.80)月,<1 岁占 17.2%;1~3 岁占 70.7%。男:女为 1.8:1。全年散发,以 7 月住院率

高(15.3%)。住院病例中 88.0%无惊厥家族史;82.2%为全面性发作,惊厥时间多<10 min;89.1%患

儿病程中仅 1 次发作,其中 98.9%病例入院后无惊厥发作。FS 复发病例较 FS 初发病例有更多的病

例临床表型呈复杂型 FS(χ2=11.2,P<0.001)。 
结论 (1)不同热性疾病致惊的临床特征不尽相同,1~3 岁幼儿更易因热性疾病导致惊厥。(2)热相关惊

厥常见的病因有:FS､ BICE､ 颅内感染､ 癫痫合并感染性疾病､ 中毒性脑病,其中因热性惊厥住院居

首位,达 87.9%。热惊厥潜伏期时间越长的患者,颅内感染可能性越大。(3)FS 儿童惊厥持续时间常

短暂,自限。担心颅内感染､ 害怕再次惊厥､ 对惊厥发作转归的担忧,如惊厥性脑损伤､ 癫痫等是热

性惊厥儿童住院医疗的主要原因。(4)提高临床医师及患儿家长对 FS 的正确认识,掌握院前处理及

预防方法可显著减少 FS 儿童住院率。 
 
 
PU-2808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Chinese cases with 
cockayne syndrome 

 
Shi Yuqi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100045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mutations of cockayne syndrome.  
Methods we report five cases of diagnosed by gene test(male for 3, female for 2) about their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the symptoms, signs, lab examinations, imaging features, gene test and so 
on for retrospectively analyzation.  
Results their ages of onset were after-birth except for 1 case for 1 year old later. And their initial 
symptoms were all growth retardation. The typic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found in all five 
cases, and 1 case for repeated growth regression caused by infection, 1 case (<3y) for no 
calcification in the head CT, 2 casesfor positive family history, 2 cases (one for 6.5y, the other for 
7y) for cataracts. The ERCC8 mutation was found in 4 cases, while ERCC6 mutation was found 
in another 1 case, and the mutation site almost the pathogenic mutation, without reported so far.  
Conclusions CS recapitulates normal human aging in many of its clinical features. The typical 
phenotype includes cachectic dwarfism, shriveled and wrinkled skin, loss of subcutaneous fat, 
beaked nose, and stooped posture, ataxia, sunlight sensitivity, calcification, etc. the diagnosi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155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linical phenotype, and the gene test could provide proof to the diagnosis, 
with appropriate bioinformatics analyzatio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S, its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possible interventions can thus likely provide insight in understanding normal 
human aging. 
 
 
PU-2809 

以严重胃肠功能紊乱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一例报告 

 
刘丽英

1,邹丽萍
1,庞领玉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河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描述一例表现为严重胃肠功能紊乱的全身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患有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

脑炎三岁男童的临床表现､ 治疗及预后。 
方法 总结患儿的临床表现､ 脑电图､ 实验室检查以及预后随访等情况。 
结果 本次研究报道一例既往体健的三岁男童。患儿主要表现为 2 个月内进行性出现的精神状态改

变､ 异常运动及以吞咽困难､ 便秘､ 短时间内迅速消瘦等严重的胃肠功能紊乱为主要表现的全身自

主神经功能障碍。血清及脑脊液抗-NMDA 受体抗体阳性。脑电图提示“极度 δ 刷状波”。通过应用一

线免疫调节药物治疗后,患儿六个月随访时评估已恢复至病前水平。 
结论 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的患儿也可以表现为严重的全身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尤其是胃肠功能紊乱､ 无汗等表现,临床儿科医生,尤其是神经科及消化科专科医生应尤

为注意。 
 
 
PU-2810 

ATL1 基因的变异致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蔡淑英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研究遗传性痉挛性截瘫的基因类型 
方法 基因分析 
结果  在一个痉挛性截瘫患儿的 ATL1 基因中发现了一个以前未报道的致病性新突变,c.577T>G(外
显子 7),为错义突变,这一突变很可能导致 GTP 酶和跨膜结构域的错义变化,引起相应的临床表型。 
结论 在痉挛性截瘫患儿的 ATL1 基因中发现了新的致病性突变,c.577T>G(外显子 7)。故散发病例

的突变不应被排除在遗传学研究之外。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156 
 

PU-2811 

17 例无乳链球菌感染的临床分析 
 

张玉英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通过对我院近 4 年来的儿童无乳链球菌感染的临床资料的分析,统计了该地区部分无乳链球菌

感染的发病率､ 临床治疗及并发症的特点。 
方法 统计我院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无乳链球菌感染 17 例 
结果 早发型 8 例,有 5 例仅表现为新生儿败血症,3 例合并化脓性脑膜炎。分别以“呻吟 3 例､ 呼吸困

难 2 例､ 低体温 1 例､ 发热 1 例､ 发热伴抽搐 1 例”为主诉入院;入院时伴新生儿肺炎者 3 例,伴新生

儿肠炎者 1 例。新生儿败血症患儿,平均住院时间 17 天;化脓性脑膜炎患儿,平均住院时间 35 天,治
疗以万古霉素为主。 
结论 统计我院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无乳链球菌(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感染

17 例。早发型 8 例,有 5 例仅表现为新生儿败血症,3 例合并化脓性脑膜炎。分别以“呻吟 3 例､ 呼吸

困难 2 例､ 低体温 1 例､ 发热 1 例､ 发热伴抽搐 1 例”为主诉入院;入院时伴新生儿肺炎者 3 例,伴新

生儿肠炎者 1 例。新生儿败血症患儿,平均住院时间 17 天;化脓性脑膜炎患儿,平均住院时间 35 天,
治疗以万古霉素为主。 
晚发型 9 例,以发热伴抽搐为主诉入院者 6 例､ 伴精神差 2 例､ 伴腹胀､ 拒奶 1 例;有 1 例仅为败血

症,8 例合并化脓性脑膜炎。17 例感染无乳链球菌患儿 11(65%)例合并化脓性脑膜炎,7 例脑脊液培

养阳性。有 2 例放弃治疗,10 例平均住院时间为 47.3 天.出院时脑脊液恢复正常者 7 例。 
患儿年龄大小､ 初始脑脊液细胞数及糖含量与住院时间无明显的直接关系,但糖含量普遍低,有 8 例

患儿脑脊液糖含量<0.58, 低者达 0.02;在 11 例化脑患儿中有 9 例初始血常规白细胞降低,2 例白细

胞升高,CRP 8 例>60,3 例>192; 治疗上均以万古霉素主,有 7 例联合美罗培南,8 例期间联合三代头

孢(头孢噻肟或头孢曲松);有 2 例脑脊液反复患儿改用利奈唑胺+三代头孢。 
在并发症发面,年龄>1 月者 6 例;其中有 4 例合并低蛋白血症,予输注白蛋白;均合并贫血,予输注红细

胞;3 例合并硬膜下积液,2 例严重者行硬膜外引流术;1 例合并脑梗塞､ 脑出血;3 例合并蛛网膜下腔

出血;有 2 例因反复抽搐加用抗癫痫药物。 
 
 
PU-2812 

罕见病个例报告.吡哆醇依赖性癫痫 1 例 
 

周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了解罕见病吡哆醇依赖性癫痫的特点,防止延误诊断及治疗 
方法 通过病例分享介绍了解罕见病吡哆醇依赖性癫痫的特点 
结果 基因检测结果:ALDH7Al 基因突变。此基因位于 5 号染色体,患儿为 ALDH7A1 基因 
c.1553G > C(p.R518T)及 c.1008+1G > A 的复合杂合突变, 通过对患儿父母相应序列进行 Sanger
测序验证,监测到 c.1553G > C 变异来源于其母,为 c.1008+1G > A 变异来源于其父,符合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终确诊为吡哆醇依赖性癫痫(PDE)。给以吡哆醇每日 15mg/kg 治疗控制发作。 
结论 临床高度怀疑吡哆醇依赖性癫痫的患者,可在给予吡哆醇治疗的同时通过基因检测发现

ALDH7Al 基因突变进行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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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3 

2 例 SCN1A 突变阳性的 Dravet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基因分析 
 

闫玉梅,何大可,李玲,吴静,侯若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背景:Dravet 综合症是一种严重的癫痫脑病,约 70%是由于 SCN1A 基因突变使电压门控钠通道

功能失调所致。因其愈后差以及抗癫痫药的选择特殊性,故早期识别非常重要。结合患儿临床发作

特征､ 脑电图改变及基因分析,可尽早明确诊断并指导治疗､ 判断预后等。本文中我们报道了 2 例

SCN1A 基因突变阳性的 Dravet 综合征,且两处 SCN1A 突变均为首次报道的新生突变。 
方法 病例:2 例患儿均为女孩,首次发病年龄小于 7 个月(分别为 5 个月和 6 个月),一例低热时发作,另
一例无热发作,发作形式多样(均有肌阵挛发作),且有惊厥持续状态,发病后智能发育倒退。脑电图均

检测到尖波､ 尖慢或棘慢波发放。头颅 MRI 均未见异常。其中一例因脑电波提示一侧尖慢波发放,
初诊断为部分性癫痫,予奥卡西平口服后抽搐次数未减少,且反复住院 3 次,后予丙戊酸联合妥泰抗

癫痫治疗。另外一例予丙戊酸口服抗癫痫。 
结果 结果:2 例均送检癫痫基因检测。回报的 2 例 SCN1A 基因突变均为新生突变,即父母均无变

异:1)SCN1A 核苷酸 c.4709C>G 碱基变异,致氨基酸 p.Thr1570Ser 变异,2) SCN1A 核苷酸

c.352A>G 碱基变异,致氨基酸 P.Arg118Gly 变异,二者均导致电压门控通道蛋白功能改变从而致病 
结论 结论:结合患儿病变年龄(<7 月),发作形式(多种发作形式,且有肌阵挛发作及癫痫持续状态),脑电

图改变等考虑诊断 Dravet 综合征,而 SCN1A 基因突变更明确了该诊断。基因分析是癫痫病因诊断

的新思路。 
 
 
PU-2814 

雷帕霉素治疗儿童结节性硬化症的脑电图变化 
 

林素芳,赵霞,廖建湘,黄铁栓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回顾分析 36 例雷帕霉素治疗的结节性硬化症病人的脑电图变化,分析结节性硬化症病人的

脑电图特点以及 Mtor 靶蛋白抑制剂雷帕霉素治疗后脑电图的改变。 
方法 36 例结节性硬化症病人(其中并发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24 人),在接受雷帕霉素治疗半年

后的脑电图变化。采用 Nicolet 32 导/128 导脑电图仪采集脑电图数据,每次检查 2.5 小时。 
结果 男性 22 例,女性 14 例,接受雷帕霉素治疗年龄 3 岁 2 月-9 岁 7 月,平均年龄 5.3 岁,平均抗癫痫

药物 2.3 个,抗癫痫药物包括奥卡西平､ 氨己烯酸､ 托吡酯､ 丙戊酸钠､ 拉莫三嗪､ 硝西泮。局灶性

发作(27 例),癫痫性痉挛发作(19 例),肌阵挛发作(3 例)。基线脑电图:清醒背景活动慢(36 例),局限性

慢波(包括多灶性局灶性慢波)/混合尖棘波(28 例),高峰节律紊乱(17 例),睡眠周期紊乱(31 例)。雷帕

霉素治疗半年,29 例发作减少(77.8%),其中无发作 6 例(21.4%),25 例(69.4%)局灶性慢波减少,16 例

(44.4%)背景活动改善。 
结论 雷帕霉素添加治疗儿童结节性硬化症,治疗后脑电图背景活动改善,局灶性慢波减少,临床发作减

少,提示雷帕霉素具有抑制肿瘤生长和抗癫痫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158 
 

PU-2815 

促肾上腺皮质素治疗婴儿痉挛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李岩,高丽,郭松伟,王艳,杨柳,范宏业,齐晖,张君,殷晓静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分析婴儿痉挛症治疗中促肾上腺皮质素(ACTH)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2017 年在我院确诊为婴儿痉挛症的住院患儿 15 例,分析其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 14 例顺利结束治疗疗程,其中治愈 4 例(26.7%),显效 5 例(33.3%),有效 1 例(6.7%),无效 4 例

(26.7%);总有效率为:66.7%。1 例因药物应用第二天出现烦躁､ 嗜睡､ 纳差而停用;用药期间出现面

色苍白的 10 例(66.7%),嗜睡的 3 例(20%),呼吸道感染的 3 例(20%),恶心呕吐的 2 例(13.3%),腮腺炎

的 1 例(6.7%),皮疹 1 例(6.7%)。 
结论  对于其他抗癫痫药治疗失败的婴儿痉挛症,ACTH 仍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PU-2816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 Rett 综合征继发癫痫 1 例并文献复习 
 

林晓霞,陈珊,陈燕惠,王勇,林桂秀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分析 Rett 综合征的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 诊断思路及干预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Rett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4 岁 4 月女性患儿,1 岁 5 月开始出现搓手样动作,精神运动发育落后,于外院按“脑瘫”治疗,4 岁

开始出现药物难以控制的惊厥发作,MLPA 检测证实存在 MECP2 基因,c.504C>G,p.Asp168Glu 错

异变异。患儿经生酮饮食治疗后,惊厥有所控制,刻板动作减少。 
结论 对于发育落后､ 惊厥难以控制的儿童,需详细的临床病史､ 体格检查､ 发育评估等,必要时进一

步行基因学检测,对 Rett 综合征的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有指导价值。 
 
 
PU-2817 

基于 Msi1､ ID1 和 PCNA 三基因对神经母细胞瘤患者 
风险分层的分析 

 
谢翌,徐华,潘健,李之珩,朱雪明,吴怡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 NB)是儿童 常见的颅外实体瘤,其高危型患儿的总生存率在

30%左右。因此,亟待开发新的风险评估工具,对肿瘤病程及预后进行正确评估,进而制定出适当的治

疗方案,提高其生存率。 
方法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神经干细胞相关因子 Msi1､ 神经分化因子 ID1 和增殖因子 PCNA 在成

神经细胞瘤谱系(包括节细胞神经瘤､ 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和神经母细胞瘤)中的表达,运用 Kaplan-
Meier､ Cox regression 等统计方法分析三者与神经母细胞瘤各临床参数及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Msi1､ PCNA 在神经母细胞瘤中高表达,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中次之,节细胞神经瘤中 低,预
后分析显示 Msi1､ PCNA 的表达量与神经母细胞瘤患者的预后呈负相关,表达越高,预后越差;ID1 在

神经母细胞瘤中低表达,其表达量越低,患者预后越差。联合运用 Msi1､ PCNA 和 ID1 的表达分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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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有效的预测患者预后,Msi1､ PCNA 高表达和 ID1 低表达的患者复发和死亡风险明显高于其他

组。 
结论 Msi1､ ID1 和 PCNA 的表达能够有效的预测神经母细胞瘤患者的预后,对其风险分层有指示作

用,可作为神经母细胞瘤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指标。 
 
 
PU-2818 

脊髓血管畸形 1 例误诊分析 
 

李鑫,孙素真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总结脊髓血管畸形的临床表现及诊断误区。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1 例诊断为脊髓血管畸形的病例进行临床资料分析。 
结果 患者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双下肢近端肌肉疼痛,伴肢体乏力,逐渐出现双下肢无力,走路姿势异常,
伴有低热及二便障碍。MRI 影像学表现为胸 11-骶 2 水平脊髓及椎管内硬膜囊异常强化,脊髓末端､

马尾及骶神经根部增粗,强化,肌电图提示双侧腓总神经运动神经传导 CMAP 波幅减低;右胫神经传导

CAMP 波幅稍减低,双侧腓总神经､ 左胫神经 F 波检出率减低。 
结论 SVM 作为一种临床表现多变的儿科少见病,在临床的诊疗中极易发生误诊,临床医生需要认真

学习并掌握该病临床特点及其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警惕,有效地减少 SVM 早期误诊,及早选择

正确治疗方法,改善患者预后。 
 
 
PU-2819 

左乙拉西坦联合家庭式干预治疗儿童癫痫的疗效 
 

王凯旋,张静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目的探讨左乙拉西坦联合家庭式干预治疗儿童癫痫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癫痫患儿 8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以及

观察组,各 40 例,两组患儿年龄､ 病程､ 发作类型等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儿均口服左乙拉西坦,治
疗剂量为 10mg/kg 每日分为早晚 2 次服用,根据临床疗效及耐受性逐渐增加剂量至 30mg/(kg.d)。
治疗医师应尽量使用 低的有效剂量控制癫痫发作,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家庭式干预,两组患儿均

治疗 3 个月。评价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治疗后的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评分,观察并记录不良反

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87.50%,高于对照组的 7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患儿治疗后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
察组患儿 IQ､ VIQ､ PIQ､ FIQ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

总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当,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左乙拉西坦联合家庭式干预,能显著提高患儿的临床疗效,提高患儿生活质量,提高患儿认知评分,
且不良反应较少､ 因此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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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20 

悬吊运动系统(S-E-T)在痉挛性脑性瘫痪患儿 
的康复治疗中的效果观察 

 
陈明,潘睿,黄少武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通过对比观察悬吊运动系统(sling exercise therapy,S-E-T)在痉挛性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患儿康

复治疗中的效果。 
方法 按照知情同意原则分析我院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我院儿科康复中心收治的 50 例痉

挛性脑瘫患儿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及 SET 治疗组,每组各 25 例,年龄分布一致,平均年龄 1.3 岁,两组

均采用传统运动疗法(PT)､ 作业治疗(OT)常规康复训练,SET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配合悬吊

训练系统 SET 治疗,在治疗后 2 月时分别行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评估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
评定。 
结果 治疗 2 个月时,SET 治疗组患儿在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中反射､ 姿势､ 移动､ 实物操作､ 抓

握､ 视觉运动整合 6 个评估项目中分值均高于常规治疗组(P< 0.05),两组 ADL 评估比较,SET 治疗

组 ADL 评分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P< 0.05)。 
结论 悬吊运动系统 SET 联合常规 PT､ OT 可明显改善痉挛性脑瘫患儿的肌痉挛模式,降低肌张力,
很大程度上改善患儿运动功能,纠正异常姿势,明显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 
 
 
PU-2821 

左旋多巴制剂治疗儿童起病多巴反应性 
肌张力障碍的探讨及文献复习 

 
王翠锦,王纪文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左旋多巴制剂对儿童起病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应用以及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方法 通过对 3 例儿童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及相关文献的复习,在基因

诊断前,临床试用左旋多巴制剂治疗及分析。基因诊断后治疗的调整。 
结果 男 1 例,女 2 例,发病年龄为 4-5 岁,首次诊断为 1-7 年。首发症状皆为步态异常,1 例睡眠障碍,1
例痉挛性斜颈,1 例肢体僵硬､ 活动减少,其中 1 例晨轻暮重特点。头颅 MRI､ 脑电图及血清铜蓝蛋

白均正常。结合基因诊断,临床试用左旋多巴制剂治疗,1 例 GCH1 致病基因患儿有显著疗效,1 例

GCH1 致病基因患儿有好转;另 1 例未查出致病基因患儿亦见好转。 
结论 小剂量左旋多巴制剂治疗安全性好,对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某些未查出致

病基因的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患儿亦可临床试用。通过提高对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认识,尽
早诊断,临床试用小剂量左旋多巴制剂治疗,患儿症状可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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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22 

血清特异性 microRNA 定量检测用于小儿结脑早期诊断的研究 
 

胡娜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结核性脑膜炎(结脑)是小儿常见､ 严重的肺外结核病之一,死亡率高且后遗症多,因此早期诊断

和早期治疗甚为重要。miRNA 与人体的众多生命活动和疾病的发生､ 发展都密不可分,且它的变化

早于蛋白的改变,亦早于疾病临床症状的出现。为此,miRNA 的检测已经应用于许多疾病的诊断,如
阿茨海默病､ 淋巴瘤､ 肺癌及心肌梗死等。但在小儿结核性脑膜炎中检测 miRNA 少有报道,因此本

课题将利用 SYBR Green Ⅰ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检测小儿结脑血清中 miRNA 的表达情况,为研发

小儿结脑的诊断试剂盒提供新的思路和科学依据。 
方法   
(1)经过临床评估,筛选出结脑､ 化脑及病脑的患儿; 
(2)经知情同意后进行血清 miRNA 定量检测; 
(3)统计分析,评价血清 miRNA 在小儿结脑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 小儿结脑患者血液中 miR-29a 有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论 揭示结脑患儿血清中存在特异性和高表达的 microRNAs,为小儿结脑诊断关键技术的研发提供

新的思路和科学依据 
 
 
PU-2823 

儿童细菌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不良危险因素分析 
 

李承燕,凌锦春,谭建新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0 

 
 
目的 探讨细菌性脑膜炎(PM)患儿临床特点､ 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及随访。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学儿童医学中心诊断 PM 的 132 例患

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及随访。将其分为 5 个年龄组,分别比较不同年龄组的临床特征。按

Glasgow 评分及并发症分为预后良好组及预后不良组,对 2 组一般情况､ 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

检查指标等因素进行比较。并对 80 例患儿进行随访。 
结果 132 例患儿中<3 月占 70.5%,多有前驱感染,临床以发热､ 抽搐等为主要表现;>12 月患儿占

18.2%,临床以发热､ 抽搐及颅内高压为主要表现。不同年龄 PM 患儿其临床表现不同,3 月-3 岁患

儿易出现惊厥,3 岁以上患儿头痛､ 呕吐及脑膜刺激征等发生率高。1-3 岁幼儿住院天数 长。单因

素分析时,2 组在入院后抽搐､ 脑脊液(CSF)蛋白≧1g/L､ CSF 葡萄糖≦1.5mmol/L､ CRP 增高并发

症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而在性别､ 年龄分布､ 发热､ 颅内高压､ 昏迷､ 肌

张力异常､ 脑膜刺激征､ CSF 细胞数>500×106/L､ 血及 CSF 培养阳性率､ 合并其他感染､ 激素治

疗､ 门诊抗生素使用及脑电图异常等方面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多因素分析提示入院后

CSF 蛋白≧1g/L(OR=4.756,P=0.035)､ CRP 增高(OR=5.265,P=0.045)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

素。80 例随访患儿语言发育迟缓(12.5%)及继发性癫痫(10.1%)发生率较高。 
结论 PM 以婴幼儿为主,尤其小于 3 个月婴儿,不同年龄阶段临床表现存在差异。入院后 CSF 蛋白

≧1g/L 及 CRP 增高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尽早识别存在预后不良因素的患儿,注意语言发育

及脑电图异常患儿的随访,以改善患儿长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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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24 

不明原因智力障碍/发育迟缓或伴孤独症谱系 
障碍患儿的遗传学初步分析 

 
刘依琳,方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总结分析自 2015 年 1 月到 2017 年 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不明原因智

力障碍/发育迟缓或伴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的遗传学结果,旨在了解其病因及遗传学特征。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近 2 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不明原因智力障碍/发育

迟缓或伴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送检的遗传学资料,对检出的变异进行致病性分析。 
结果 近 2 年共送检 106 例,其中男性 44 例,女性 62 例。筛查出阳性病例 56 例,阳性率 52.83%,其中

男性 19 例(33.9%)､ 女性 37 例(66.1%)。单基因病共 44 例,Rett 综合征 22 例(MECP2 点突变 17
例及缺失突变 5 例),先天型 Rett 综合征 2 例(FOXG1 突变),脆性 X 综合征 2 例(FMR1 基因(CGG)n
重复次数大于 200 次),FMR1 基因前突变携带者 1 例(FMR1 基因(CGG)n 重复次数为 74 次),脑肌酸

缺乏综合征 2 型 3 例(GAMT 突变),精神发育迟滞伴语言障碍伴或不伴自闭症 2 例(FOXP1 突变),精
神发育迟滞 13 型 2 例(DYNC1H1 突变),精神发育迟滞 39 型 2 例(MYT1L 突变),神经退行性变伴脑

铁沉积 5 型 2 例(WDR45 突变),Bainbridge-Ropers 综合征 1 例(ASXL3 突变),Van Maldergem 综合

征 2 型 1 例(FAT4 突变),X 连锁精神发育迟滞 1/78 型 1 例(IQSEC2 突变),Aicardi-Goutieres 综合征

3 型 1 例(RNASEH2C 突变),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 1 例(TH 突变 1 例),常染色体显性精神发育迟滞 5
型 1 例(SYNGAP1 突变)。本组共发现 21 种为新突变。基因组拷贝数变异共发现阳性 12 例,其中 7
例为单一缺失,4 例为单一重复,1 例同时存在缺失和重复。Angelman 综合征/Parader-Willi 综合征 1
例(15q11.2q13.1 缺失),15q13.3 微缺失综合征 2 例(15q13.2q13.3 缺失),Potocki-Lupski 综合征 1 例

(17p11.2),1p36 微缺失综合征 1 例(1p36.33p36.32 缺失,1p36.32 重复),Wolf-Hirschhorn 综合征 1
例(4p16.3p16.2 缺失),Williams-Beuren 综合征 2 例(7q11.23 缺失),以及非已知微重复/微缺失综合

征 4 例,分别为 12p11.22 重复､ 14q32.2q32.33 重复､ 18q21.2q23 重复､ 1p32.1p31.3 缺失各 1
例。 
结论 1､ 共检出单基因突变致病 44 例,可以指导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检出基因组拷贝数变异 12
例,8 例为已知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对家庭遗传咨询提供理论依据;4 例为非已知微缺失/微重复综合

征,为新综合征的发现提供线索。 
2､ 通过对 106 例不明原因智力障碍/发育迟缓或伴孤独症患者遗传学检测,初步建立实用有效的诊

断策略。 
 
 
PU-2825 

以婴儿痉挛为突出表现的 GABABR-Ab 阳性神经元表面 
抗体综合征一例报告 

 
于晓莉

1,张玉琴
1,郝洪军

2,许海泉
1,李东

1 
1.天津市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婴儿痉挛是一种严重的年龄依赖性癫痫性脑病,病因多样,临床特点为癫痫性痉挛发作､ 脑电图

高度失律和精神运动发育落后。一组抗神经元表面抗原表位的自身抗体并不在细胞内,而是在细胞

外,这组抗体群被称为神经元表面抗体(NSAbs),与之相关的疾病被称为神经元表面抗体综合征

(NSAS)。通过血和脑脊液中神经元自身抗体检测,难治性癫痫中自身免疫性因素越来越被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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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报道一例于我院诊断 NSAS 病例,17 月男童,“间断抽搐 2 月”入院于 2015 年 8 月,发作类型

为癫痫性痉挛,脑电图高度失律,并伴有精神运动发育落后,符合婴儿痉挛综合征诊断。既往曾因发热

精神差住当地医院诊断“脑炎”(具体不详)。MRI 示双侧颞枕叶皮层､ 皮层下区异常信号(长 T1 长 T2),
临近白质内 FLAIR 序列高信号。入院后实验室检查脑脊液常规､ 生化及培养未见异常,OCB(+),IgG
指数 0.93,髓鞘碱性蛋白 3.62ug/l,血清 GABABR-Ab(+++)(1:10 稀释)。 
结果 符合 NSAS 诊断。 
结论 目前婴儿痉挛患儿免疫性病因报道较少,GABABR 相关报道罕见,本例患儿提示神经元表面抗

体 GABABR-Ab 阳性 NSAS 可以是 IS 的病因之一。 
 
 
PU-2826 

儿童视神经脊髓炎一例并文献复习 
 

樊梦洁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443000 

 
 
目的  本文报道一例首发症状为极后区综合征的儿童视神经脊髓炎 
方法 结合该病例,对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病因､ 多样化临床表现及治疗预后的研究进展进

行文献复习 
结果 本文报道儿童视神经脊髓炎,引起儿科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和重视。 
结论 儿童 NMOSD 预后研究结果尚不统一,国内的长期大样本流行病学资料少,可能跟儿童神经发育

不成熟有关,可能呈单向良性病程,也可呈复发缓解慢性病程,留有一定的后遗症。 
 
 
PU-2827 

BECT 长程视频脑电图变迁 32 例分析与临床意义 
 

石靖
1,黄文慧

1,杨赞
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玉林市中医医院 

 
 
目的 探讨伴中央颞区棘波的儿童良性癫痫(BECT)患儿系列长程视频脑电图(VEEG)变迁特点,更好

地服务于临床。 
方法 选择我院儿科 201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收治､ 确诊为 BECT 和应用抗癫痫(EP)药物治疗的患

儿 32 例系列 VEEG 监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 
结果 本组患儿 VEEG 显示:背景活动正常,醒睡各期均可见中央､ 顶区和(或)中后颞区(Rolandic)EP
样放电 29 例,占 90.6 %,睡眠中均监测到放电,占 100%,为棘波､ 棘慢波､ 呈散发､ 阵发或连续性发

放,单侧放电 20 例,双侧或游走样出现 12 例,思睡至睡眠 NREMⅠ-Ⅱ期全部放电增多,扩散至额､ 枕

区 6 例,扩散各导 3 例。首次 VEEG 睡眠期棘慢波指数(SWI)为 20% 12 例,21%-50%16 例,>50%4
例,后者病例为发病时间 1-3 年､ 近期发病次数渐频,或持续时间渐长,或出现新的发作形式,或在当地

不规则治疗且年龄相对较小等,治疗过程针对动态变化着的放电指数,结合智力测定､ 日常生活能力

评定结果及临床表现,施以个体化的制定复查时间和纠治方案,效果满意。 
结论  进一步认识和密切关注 BECT 患儿 SWI 的变迁,个体化定期复查､ 缩短复查 EEG 时间,及时发

现 SWI 变化,利于临床判断预后､ 指导治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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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28 

肌阵挛性癫痫临床特征分析与治疗体会 
 

裴海旭 
康好医院 450007 

 
 
目的 探讨肌阵挛癫痫儿童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效果。 
方法 对 28 例肌阵挛癫痫儿童发病原因､ 临床特征分析判断及治疗效果的回顾总结。 
结果 治疗组 28 例患者的年龄在 5--14 岁之间,男性 15 例,女性 13 例;其中以肌阵挛发作的有 4 例,肌
阵挛伴全面强直阵挛有 2 例,肌阵挛伴失神发作的有 6 例,肌阵挛伴失神及运动不能性发作有 8 例,肌
阵挛伴强直､ 失张力跌倒及失神混合发作有 8 例,肌阵挛合并强直阵挛性发作伴智力障碍有 4 例。

全部患者的脑电图检查有 26 例,均采集到棘波､ 多棘--慢波及尖慢复合波现象;有 2 例脑电图可见 θ
节律增多,未见异常痫样放电。 
结论 对肌阵挛癫痫的概念和发病原因,临床表现以及诊断用药的复杂性,尤其是联合用药的选择至关

重要,避免出现不良反应或矛盾反应。 
 
 
PU-2829 

婴儿颅内静脉窦血栓一例 
 

泽碧,蔡桂梅,扇敏娜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报告一例婴儿颅内静脉窦血栓病例,提示对不明原因严重的颅内压增高难以以小范围的颅内出

血､ 脑梗塞所解释,尤其在西藏可能出血高凝状态的地区,需警惕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可能。 
方法 报告一例婴儿颅内静脉窦血栓病例,并进行国内外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系 3 月龄藏族婴儿,病情特点包括四肢抽搐及其他颅内压增高症状:哭闹不安､ 前囟张力高,
双侧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稍迟钝,四肢肌张力高。入院时查凝血功能异常,头颅 MRA 及 MRV 示左

侧乙状窦颈内静脉发育不良,右侧发育良好且无明显闭塞或梗阻,考虑静脉窦血栓形成。入院后予降

颅压､ 止惊,机械通气､ 纠酸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患儿四肢抽搐于入院第 9 天缓解,但四肢肌张力仍

高;双侧瞳孔于入院第 17 天恢复为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好转,眼球震颤消失,但存在右眼睑上抬困难,右
眼球活动差,外斜固定。出院后 1 个月随访,患儿无抽搐,不能追光追物,对声音刺激反应差,四肢肌张

力可。 
结论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是脑血管疾病中的一种特殊临床类型,儿科病例罕见。脱水及休克是儿童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 常见的病因。本病临床表现复杂而无特异性, 终由头颅磁共振检查明确诊

断。对不明原因严重的颅内压增高难以以小范围的颅内出血､ 脑梗塞所解释,尤其在西藏可能出血

高凝状态的地区,对于凝血功能异常,特别是 D 二聚体异常升高需警惕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可能,可行

MRI 及 MRV 来明确诊断。 
 
 
PU-2830 

亚低温治疗小儿重型颅脑损伤临床研究(灾害学组) 
 

李颖,黄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563000 

 
 
目的 研究亚低温治疗小儿重型颅脑损伤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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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2 年 5 月-2015 年 6 月期间来本院就诊的 200 例小儿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例作为研究对

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100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亚

低温治疗,观察分析两组治疗前后血糖水平以及颅内压变化情况,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血糖水平以及颅内压改善情况优胜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6.00%,高于对照组的 89.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亚低温能够有效治疗小儿重型颅脑损伤,致残率､ 致死率低,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831 

不同剂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婴儿痉挛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比较 
 

朱丽娜
1,王彩霞

2,何芳
1,王永霞

1,马秀伟
1 

1.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2.包头市第四医院 

 
 
目的 比较不同剂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治疗婴儿痉挛(IS)的疗效及不良反应,为临床提供经

验。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接受 ACTH 治疗的 60 例 IS 患儿的临床资料,采
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小剂量组和大剂量组各 30 例。小剂量组的治疗方案:ACTH 1 U/(kg·d)加入 60 
mL 5%GS 中泵入 6 h,连用 2 周,治疗有效,再用 2 周;治疗无效,加量至 25 U/d,再用 2 周,总疗程 4
周。大剂量组的治疗方案:ACTH 起始剂量 25 U/d,连用 2 周,治疗有效,再用 2 周;治疗无效,加量至

40 U/d,再用 2 周,总疗程 4 周。两组患儿均在 ACTH 治疗结束后复查脑电图(EEG),并改为口服泼尼

松,开始剂量为 2 mg/kg,移行减量,总疗程为 3 个月。 
结果 大剂量组和小剂量组痉挛发作完全控制率分别为 53.33%､ 46.67%,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23.33%､ 26.67%,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但小剂量组高血压､ 肥胖､ 易激惹､

睡眠障碍发生率均低于大剂量组(P 均<0.05)。 
结论 小剂量 ACTH 治疗 IS 疗效与大剂量相当,且不良反应较少。 
 
 
PU-2832 

生酮饮食对小儿难治性癫痫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的影响 
 

王薇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通过对难治性癫痫患儿进行生酮饮食,检测生酮饮食前后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指标的变化,从而了

解生酮饮食治疗难治性癫痫的机制。 
方法 试验组:依据难治性癫痫病例入选标准,选取 26 例来我院神经内科就诊患儿。对照组:26 例来我

院保健科健康体检儿童,试验组病例分别于生酮饮食前､ 饮食后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各采血 1 次;
对照组儿童仅采血 1 次。采集空腹静脉血,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免疫球

蛋白 IgA､ IgG,采用速率散射浊度法测定补体 C3､ C4。 
结果 难治性癫痫患儿 IgA､ IgG､ C3 含量升高,C4 下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进行生酮饮食后 1 个月患儿 IgA､ IgG､ C3 含量下降,C4 升高,与生酮饮食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生酮饮食后 3 个月患儿 IgA､ IgG､ C3 含量继

续下降,C4 继续升高,与生酮饮食前､ 饮食后 1 个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p>0.05)。生酮饮食后 3 个月与 6 个月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难治性癫痫是指目前一线抗癫痫药物治疗仍不能控制发作且影响日常生活的慢性脑部疾病

[1]。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自从 1969 年 Wilder 提出癫痫免疫学发病机制以来[2],多数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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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癫痫的发病过程伴有免疫紊乱或异常。1921 年,Wilder[3]就提出通过改变饮食中营养素的比例来

达到与饥饿相同的作用,从而减少癫痫发作,这也就是 早的 KD 方案。随后,有学者证实了其治疗癫

痫的有效性,将其命名为“经典生酮饮食方案”[4]。研究癫痫患者免疫功能的变化,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

了解癫痫的病因及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之间复杂的调控关系。本组观察显示难治性癫痫患儿治疗

前即存在免疫功能紊乱主要表现 IgA､ IgG､ C3 升高, C4 降低, 生酮饮食治疗应用 1 个月后患儿

IgA､ IgG､ C3 开始下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性明显,说明癫痫患儿生酮饮食后出现了免疫功能的

改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生酮饮食控制了癫痫发作, 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相互调控, 使难

治性癫痫患儿治疗前出现的免疫功能紊乱得以纠正, 这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生酮饮食治疗 3 个月

后免疫功能进一步改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差异,说明难治性癫痫患儿生酮饮食后 3 月后免疫功能

接近正常,这与生酮饮食治疗难治性癫痫 3 个月后癫痫症状得到控制相符。癫痫患儿在长期口服抗

癫痫药物的过程中, 需要面对感染､ 预防接种等诸多问题, 如果生酮饮食在控制癫痫发作的同时, 能
使患儿的免疫功能得以改善, 使其能够抵御外源微生物的侵犯, 不仅可以减轻患儿癫痫发作的痛苦, 
同时又可以减少反复罹患感染性疾病而使癫痫患儿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可谓一举多得。 
 
 
PU-2833 

Study of DNA methylation in neural tube defects pedigree 
 

Zhang Ruiping,Cai Chunquan 
Tianjin Children's Hospital 300074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methylation alteration of genomic DNA (gDNA)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neural tube defects (NTDs) pedigree.  
Methods Twelve subjects from 3 NTDs pedigre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NTDs patients 
were served as the case group,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ith normal phenotype were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Peripheral vein blood was drew from them, then gDNA was extracted. 
Extracted gDNA were treated with sodium bisulfite, then was propagated as DNA segments in the 
way of 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 which was put in Illumina Infinium Human Methylation 450k 
Bead Chip to perform hybridization, elution, extension, and imaging. The chip was scanned by 
iScan. Genome Studio was used to read the outcome. Illumina methylation analyzer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ethylation data. 
Results Gene differential methy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ifferential methylation sites only 
accounted for 0.2% of detected CpG sites and there were 617 differential hypermethylation sites 
(P<0.05), 63 of which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1×10-4), including zinc finger E-box 
binding homebox 2, 5,10-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dehydrogenase 1 etc;there were 104 
differential hypomethylation sites(P<0.05), 65 of which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 
including Homeobox B7,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3 etc. Clustering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endency of DNA hypermethylation was consistent in NTDs patients, but DNA 
hypomethylation in controls. 
Conclusions In NTDs pedigree, the abnormal DNA methylation alterations may be the risk of 
NTDs occurrenc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167 
 

PU-2834 

Association of neural tube defects with gene 
polymorphisms in one-carbon metabolic pathway 

 
Cao Lirong,Cai Chunquan 

Tianjin Children's Hospital 300074 
 

 
Objective Neural tube defects (NTDs) are common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related to 
one-carbon metabolism(OCM)and NTDs in Han population of Northern China.  
Methods A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in 152 children with NTDs and 169 controls. 
Twenty-nine SNPs in 5 genes were genotyped by Sequenom Mass-ARRAY technology and 
haplotype analysis was done by Haploview4.2 software.  
Results The allele frequency of rs3733890 in betaine-homocysteine methyltransferase (BHMT) 
gene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NTDs and control groups (P=0.041) and the children with 
A allele had higher risk for NTDs than G allele (OR=1.408, 95%CI 1.013-1.956). In addition,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allele and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rs1051266 in reduced folate 
carrier1 (RFC1) gene between cases and controls (P=0.013, 0.034) and the risk for NTDs was 
also higher in children with G allele and GG genotype, compared with A allele and AA genotype 
respectively (OR=1.492, 95%CI 1.089-2.044; OR=2.020, 95%CI 1.081-3.780).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also found in allele frequency of rs1805087 in methionine synthetase 
(MTR) gene between cases and controls (P=0.031) and the children with G allele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NTDs risk, compared with A allele (OR=1.664, 95%CI 1.045-2.647). 
Meanwhile, haplotype analysis showed C-A-A-A haplotype of BHMT and G-G-G-T haplotype of 
RFC1 was correl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NTDs, but C-G-A-A haplotype of BHMT and G-G-
C-A haplotype of MTR might decrease the risk of NTDs. 
Conclusions The BHMT gene rs3733890, RFC1 gene rs1051266 and MTR gene rs1805087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NTDs in Han population of Northern China.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gene variation related to OCM was one of the susceptibility factors for 
NTDs. 
 
 
PU-2835 

1 例误诊为脑瘫的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冯斌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 1 例无典型脑白质影像学改变的晚发婴儿型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患儿的临床､ 电生理

､ 影像学特点和基因､ 芳香硫酯酶结果,总结本病不典型临床表现及诊断方法。 
方法 本例患儿为 24 个月女孩,生长发育同同龄儿童,父母健康,一个哥哥健康。患儿 1 岁半之后出现

行走功能障碍､ 倒退,肌张力增高,入院后常规体格检查,查头颅､ 脊髓核磁共振平扫､ 脑干听觉诱发

电位､ 肌电图､ Gesell 发育评定､ 血氨基酸､ 肉碱谱及尿有机酸检测､ 芳香硫酯酶活性分析。 
结果 (1)体格检查:双手抓物过程中震颤明显,不会独站､ 独走。双下肢肌力 4 级,肌张力明显增高,双
膝腱反射反亢进。双侧巴氏征(+),踝阵挛(+)。(2)实验室检查:血氨基酸､ 肉碱谱及尿尿有机酸分析

未提示代谢性疾病;(3)辅助检查:脑干听觉诱发:双侧Ⅲ-Ⅳ波间期大于Ⅰ-Ⅲ波间期;视觉诱发电

位:P100 潜伏期延长。肌电图:右胫前肌呈神经源性损害;双侧腓总神经传导速度减慢,诱发电位波幅

低;双胫神经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慢。颈胸腰髓 MR 平扫:未见明显异常。头颅核磁平扫:双侧侧脑室

旁､ 半卵圆中心脑白质区对称性异常信号影。Gesell 发育评定:该儿童发育商 66.7 分,发育评价异常,
整体生长发育迟滞,粗大运动属重度缺陷,适应能力､ 精细动作､ 言语能力和社交能力属轻度轻度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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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4)基因检测结果:该样本在易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相关基因 ARSA 发现两处杂合突变,家系验证

结果显示其杂合突变分别来源于父母,为复合杂合突变。芳香硫酯酶活性分析:酶活性 0.7,正常参考

值 3.7-28.2。 
结论 典型侧脑室旁白质异常信号呈,豹纹样改变,胼胝体压部及膝部同时受累,该患儿存在中枢神经系

统及周围神经损害可能是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的一种特殊类型。 
 
 
PU-2836 

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结节性硬化症研究进展 
 

张世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结节性硬化症是由于 TSC1 或 TSC2 基因突变导致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通路过度活化,引
起多系统受累的神经皮肤综合征。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作为靶向治疗药物,在国内外临床研究中应

用广泛。本文就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依维莫司治疗结节性硬化症的疗效､ 安全性及其他相关进展进

行综述。 
方法 回顾国内外关于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依维莫司在结节性硬化症治疗研究的文献,总结药物应用

的具体剂量､ 疗程､ 浓度检测､ 治疗效果以及不良反 
结果 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可以控制癫痫发作,缩小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肾脏血管平滑肌脂

肪瘤､ 肺脏淋巴管肌瘤病等各系统肿瘤体积,但停药后肿瘤体积增长。治疗后感染､ 血生化异常等

不良反应发生率增高,几乎无严重不良反应报道,但缺乏对儿童生长发育､ 认知以及生殖等影响的相

关研究。 
结论 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结节性硬化症安全有效,其远期预后需要进一步实验验证。 
 
 
PU-2837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并发脑炎 26 例临床分析 
 

陈光福,王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518035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合并脑炎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 
方法 采用特异性免疫凝聚试验检测外周血清和/或脑脊液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阳性者 26 例,对其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给予红霉素 20~40 mg/kg .d ,分 2 次静脉滴注,连续治疗 10~14 
d,病情稳定后给阿奇霉素口服,每天 10 mg/kg,顿服,服 3d 停 4d。给予 20%甘露醇 0.25~0.5/kg .d､
地塞米松 0.2~0.5mg/kg .d,连续治疗 3~5d。 
结果 本组病例多为学龄期儿童,26 例中 6~12 岁 18 例,占 69.2%。所有病例均以发热为首发症状,神
经系统的症状多在病程 1~12 天出现。头痛 24 例,呕吐 20 例,惊厥 5 例,嗜睡 17 例,咳嗽 11 例,昏迷

1 例。脑膜刺激征阳性 13 例,巴彬斯基征氏征阳性 3 例,肺部啰音 9 例。所有患儿脑脊液检查压力升

高,细胞数､ 蛋白正常或轻度增高,糖､ 氯化物正常。26 例患儿脑电图检查均异常,16 例轻度异常,8
例中度异常,2 例高度异常,多表现为弥漫性慢波,以 δ､ θ 波增多为主,3 例伴棘波､ 棘-慢综合波。血

清肺炎支原体-IgM 抗体阳性 25 例,脑脊液阳性 12 例,两者均阳性 11 例。颅脑 MRI 表现异常 18 例,
正常 8 例。脑白质多发､ 散在的点状或/及斑片状异常信号 8 例;两侧大脑半球弥漫性异常信号 3 例;
脑室扩大,侧脑室后角周围异常信号 3 例;皮层灰质内脑回状异常信号 2 例;所有病例 T2WI 及 FLAIR
序列呈略高或高信号,T1WI 呈等或低信号,在 DWI 像上均呈异常高信号;12 例行增强扫描,4 例呈点

状或/及斑片状强化,8 例无异常强化。病情一般的患儿于 7~10 d 后临床症状､ 体征缓解,病情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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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于 10~14 d 后临床症状､ 体征缓解。患儿平均住院时间(17.5±5.2)d。复査脑脊液细胞数､ 分

类及蛋白､ 糖､ 氯化物均恢复至正常水平,复查脑电图,治疗前异常患儿于 7~112 天恢复正常。 
结论 MP 脑炎诊断需根据患儿临床症状､ 体征结合实验室辅助检査早期确诊。MRI 表现具有一定特

征性,且有助于诊断支原体脑炎,并可显示支原体脑炎脑实质受累范围和程度,为临床治疗及判定预后

提供可靠依据。所有患儿脑脊液性状及糖､ 氯化物改变与病毒性脑炎难以区别。本组患儿发病至就

诊时间短,确诊治疗及时,早期全程给予红霉素或阿奇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地塞米松抗炎､ 控

制脑水肿､ 控制惊厥等治疗效果满意,预后好。 
 
 
PU-2838 

儿童发作性睡病的 30 例临床分析 
 

邓瑶,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总结 30 例儿童发作性睡病病例,了解其发病特点及临床特征,判断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

(MSLT)在临床工作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应用多导睡眠监测仪分别完成 30 例儿童发作性睡病组和 38 例正常儿童对照组的多次睡眠潜

伏期试验,取得平均睡眠潜伏期及快动眼起始睡眠起始次数,分析其临床特征,评估治疗随访效果。 
结果 发作性睡病患儿起病年龄平均(7.50±2.08)岁,发病高峰集中在 6-9 岁,平均病程(17.15±1.81)
月。30 例患儿均有白天不可抑制的睡眠增多,并均以睡眠增多为首发症状来就诊,平均睡眠潜伏期

(2.83±1.36)min,快动眼起始睡眠平均(1.33±1.09)次,8 例有不同程度肢体无力或猝倒,3 例睡眠瘫痪,3
例有睡眠幻觉。38 例对照组患儿平均睡眠潜伏期(10.40±4.11)min,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发作性睡病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在学龄期,从发病到确诊时间较长,疾病早期可利用多次睡眠

潜伏期试验来协助诊断发作性睡病,同时可以判断其疾病严重程度,随访后期治疗效果。早期诊断及

治疗,及早进行睡眠干预可延缓儿童发作性睡病的病情进展。另外,临床工作中应注意与癫痫发作等

相鉴别,注意癫痫共患病的可能,必要时需反复完善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并进行长期跟踪随访及疗效

评估。 
 
 
PU-2839 

Altered regional brain activities in children with 
nonsyndromic cleft and/or lip palate (CL/P):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study 
 

cheng hua1,Gao Yingzi1,Fan Yang2,Zhang Wenjing3,Peng Yun1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MR Research China, GE Healthcare 
3.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ignificant cortical structural alterations were found in patients with CL/P. These 
structural alterations may lead to brain functional abnorma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ct the abnormal regional brain activity of children with CL/P using rs-fMRI. 
Methods  Eight children (6-12yrs) with nonsyndromic CL/P and eight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rs-fMRI data were acquired for all subjects 
using a 3.0 T MR scanner. To detect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brain activity between two groups,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 and fractional 
ALFF were computed. Then,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those parameter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using two-sample t-test. Besides, assessments including IQ, auditory brain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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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ABR) and Chinese language clear degree scale (CLCDS) were performed in CL/P 
group.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lues of rs-fMRI indices and results of these assessm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Only ReHo from those three indice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of children. Compared with HC, the CL/P group showed increased ReHo values in three cortical 
regions of the right temporal lobe, including the superior/middle temporal gyrus, the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temporal pole. The superior/middle temporal gyrus was involved in auditory 
processing and language reception. The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was a crucial area to analyze 
visual information. Temporal pole is related to brain network that governs personal and social 
behavior, emo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Besides, there was one cortical area with reduced ReHo 
value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In addition, CLCDS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eHo in 
the right superior/middle temporal gyrus (r=-0.868, p=0.017). It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ed ReHo and abnormal pronunciation. 
Conclusions  This study found abnorm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ies in multiple brain regions, 
especially in verbal and cognitive areas, in nonsyndromic CL/P children. It might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abnormality of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CL/P. 
 
 
PU-2840 

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杨凤华,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儿童周围性面瘫的临床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395 名周围性面瘫患儿的临床表现

､ 影像学改变､ 实验室检查结果､ 治疗及预后。 
结果 患儿中女童(218 例)多于男童(177 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3.88 岁(2 月~13 岁),1-3 岁为高发年龄,
与其他年龄段相比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右侧受累 212 例,左侧受累 181 例,双侧受累 2 例。面瘫

发生前 3 月内发生感染者 212 例,其中以上呼吸道感染所占比例 多,头部或颜面部外伤者 18 例,既
存在感染又存在头/面外伤者 9 例,受风 13 例,拔牙 1 例,疫苗接种 1 例,无诱发因素 134 例。肺炎支原

体 IgG 阳性者 279 例,IgM 阳性者 98 例;病毒抗体-IgM 阳性者 154 例。经内科保守治疗,患儿临床症

状及体征均明显改善。 
结论 儿童周围性面瘫临床发生率较高,男女比例无差异,受累部位无特异,1-3 岁为高发年龄,感染是主

要危险因素,经内科保守治疗预后良好。 
 
 
PU-2841 

伴皮层下囊肿的巨脑性白质脑病一家系临床表型 
和 MLC1 基因分析 

 
张晓莉,陈豪,董燕,李小丽,李林,贾天明,赵鑫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分析一个伴皮层下囊肿的巨脑性白质脑病(MLC)家系的临床资料,了解该家系 MLC1 基因的突

变特点以及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关系。 
方法 方法 收集家系的临床资料,采用二代测序法进行基因分析。 
结果 先证者,女,7 月,因“发现头围偏大､ 发育迟缓 2 月”于 2015 年 1 月就诊,围生期无高危因素,家族

史无异常,查体发现头大,头围 48.0cm,发育迟缓,认知运动发育均相当于 3-4 月龄婴儿。进一步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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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 MRI 扫描显示弥漫性脑白质肿胀,伴双侧额顶部皮层下囊肿,临床诊断 MLC。基因分析发现先证

者存在 MLC1 基因 2 个杂合突变:c.374G>A (p.Cys125Tyr)与 c.218G>A (p.Gly73Glu),均为错义变

异,先证者之母 MLC1 基因存在与先证者相同的 c.374G>A(p.Cys125Tyr)杂合改变,先证者之父存在

与先证者相同的 c.218G>A (p.Gly73Glu)杂合改变,先证者之父母均为正常临床表型的携带者,符合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结论 MLC 为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脑白质病,典型临床表现为出生后头围大､ 缓慢进展性

运动功能障碍与头颅 MRI 呈弥漫性大脑白质信号异常及肿胀,伴有双侧颞额叶区皮层下囊肿的特征

性改变,通过头颅核磁和 MLC1 基因测序分析可以明确诊断,且有助于对家系进行遗传咨询和产前诊

断,该例患者的 c.374G>A (p.Cys125Tyr)为 MLC1 基因新生突变,为国内外首次报道。 
 
 
PU-2842 

生酮饮食治疗婴幼儿难治性癫痫性脑病 45 例临床分析 
 

吴琼,王华,于涛,张俊梅,刘雪雁,方秀英,杨凤华,孙晶晶,祁英,曹庆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评估生酮饮食(KD)疗法治疗难治性癫痫性脑病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选取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门诊及病房收治的小于 3
岁确诊为难治性癫痫性脑病患儿 45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婴儿痉挛 39 例,Rett 综合征 1 例,Dravet 综
合征 5 例,对其疗效､ 依从性､ 不良反应､ 脑电图(EEG)､ 认知功能特点进行总结。按照改良的

Johns Hopkins 方案配制 KD,应用 Engel 分级进行发作疗效评估,并评价 KD 治疗后对患儿认知､ 语

言､ 运动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1)生酮饮食疗效:有效率随着时间的延长有增加趋势, 45 例(男 26 例,女 19 例)癫痫性脑病患儿

KD 治疗至少 12 周,其中 32 例治疗满 24 周。10 例发作完全控制,24 例发作次数减少>50%,且均于

KD 治疗 2 周内起效。KD 治疗 12 周时,45 例患儿中达到 Engel 分级标准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疗效者分别占 22.2%(10/45)､ 15.6%(7/45)､ 15.6%(7/45)､ 46.6%(21/45)。(2)治疗 12 周时对癫痫

综合征的疗效:不同癫痫综合征对生酮饮食的反应不同,其中,婴儿痉挛症对生酮反应较好,9/39 例完

全无发作,总有效例数为 21 例。(3)生酮饮食治疗前后脑电图变化:治疗 12 周时,16 例复查 EEG 显示

背景节律明显改善,22 例患儿发作间期棘(尖)波指数明显降低(减少﹥30%)。(4)生酮饮食对认知､ 语

言､ 运动发育的改善情况:其中 19 例认知功能改善,8 例语言能力有进步,7 例运动功能有进步。45
例中出现不良反应者 21 例,所有病例均能够耐受和改善。 
结论 生酮饮食对于婴幼儿难治性癫痫性脑病具有一定的疗效,可减少发作间期痫性放电频率,改善脑

电的背景节律,进而提高疗效,不同程度提高患儿的认知､ 语言及运动功能,不良反应轻微,值得儿童神

经科医师临床应用。 
 
 
PU-2843 

NMDAR 抗体阳性脑炎与 MOG 抗体阳性 
CNS 脱髓鞘疾病临床特点比较分析 

 
孟香沂,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我院小儿神经内科就诊病例对比总结 NMDAR 抗体阳性脑炎与 MOG 抗体阳

性 CNS 脱髓鞘疾病的临床特点､ 影像学表现､ 治疗方案､ 预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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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诊于我院小儿神经内科 NMDAR 抗体阳性脑炎及 MOG
抗体阳性中枢神经脱髓鞘病例,纳入以及分组标准(1)NMDAR 组:原因不明且亚急性起病(<3 个月);表
现出以下神经系统症状中的一组:①近事记忆障碍､ 意识状态改变､ 精神行为异常;②不明原因的运

动障碍或肌张力障碍语言障碍､ 伴(或不伴)中枢性低通气③无法用癫痫病因解释的抽搐发作;同时需

要排除可能出现上述症状的原因;血清/CSF 抗 NMDAR 抗体阳性阳性。(2)MOG 组:亚急性起病(<3
个月);有局灶性脱髓鞘病变(视神经炎､ 脊髓受累表现等)或头 MRI 明确支持脱髓鞘病变;血清/CSF
抗 MOG 抗体阳性且同时 NMDAR 抗体阴性。收集记录 2 组病例一般资料､ 临床症状､ 脑脊液化验

､ 自身免疫抗体检测结果､ 头 MRI､ 脑电图以及其他相关辅助检查､ 治疗方案,并随访其预后。比

较分析二者临床特点､ 疾病转归､ 影像学表现异同。 
结果 共计完善 NMDAR 抗体检测 93 例,同时送检 NMDAR 抗体以及 MOG 抗体 43 例。NMDAR 抗

体符合病例按照分组标准分为 2 组:NMDAR 组(NMDAR 抗体检测)5 例,MOG 组(MOG 抗体检测阳

性同时 NMDAR 抗体阴性)7 例。1 例起病初期以及病程 3 个月先后检测出 MOG 抗体､ NDMAR 抗

体。2 组病例均除外肿瘤,2 组患者临床表现,免疫治疗后临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好转。NMDAR 组需

要重症监护病房抢救治疗,MOG 组则后遗症持续时间更长,合并病例预后较差。 
结论 CNS 脱髓鞘病例在 NMDAR 阳性 CNS 脱髓鞘疾病典型病例与 MOG 抗体阳性脱髓鞘疾病

CNS 临床特点易鉴别,但二者神经系统临床表现时有重叠,尤其累及脑干时难以鉴别。MOG 抗体急

性期血清更易检出, NDMAR 抗体出现时间较晚,MOG 抗体发病初期可检出;NMDAR 脑炎病情进展

较快,相当一部分需要重症抢救,但脱髓鞘病变遗留后遗症更多更严重。 
 
 
PU-2844 

100 例儿童癫痫持续状态预后及影响因素分析 
 

赵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①收集我院近 5 年儿童癫痫持续状态住院患者(100 例)的临床资料 
②对可能影响预后的多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③找寻影响癫痫持续状态患儿的预后因素 
④探讨其对临床治疗的指导意义。 
方法 •判定近期(住院期间)预后结局: 
•(1)良好,即出院时无再次发作,神志清楚; 
•(2)不良,即在院期间持续昏迷或出院时仍有发作､ 频繁加重甚至院内死亡。 
•判断远期(出院随访 6 个月以上)预后结局: 
•(1)良好,即出院后至随访期无再次发作,神经系统发育水平与正常同龄儿相同或相近; 
•(2)不良,即出院后至随访期仍有发作,和/或 神经系统发育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同龄儿。 
结果 本组中城镇居民 SE 患儿少于农村(1:1.4),城镇 SE 患儿同农村比较,年幼儿发作持续时间大致

相近,但年长儿的发作持续时间较短,考虑农村相对城镇医疗水平较差,对于抽搐发作的发现及治疗相

对不及时。但住址对于近､ 远期预后的影响并没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发育迟缓患儿存在

神经系统发育不良或合并遗传代谢性疾病,本研究中发育迟缓合并 SE 发作共 25 例,其中近期预后不

良 10 例,原发疾病的预后不良,故远期预后均不理想。�本研究中发现发作持续时间以 20-30 分钟

多(24%),分析得出发作持续时间同近､ 远期预后无明确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对于需要重

症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可发现发作时间长于 20min 更需要重症技术的支持(P<0.05)。长时间的发作

(>20 分钟)更易导致意识障碍或中枢性呼吸衰竭。研究中发现合并中枢性呼吸衰竭求对近､ 远期预

后影响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考虑与缺氧脑损伤相关。 
结论 儿童癫痫持续状态以 6 岁以下发病多见,男性略多于女性,发作持续时间以 20-30 分钟 多,病因

一般为发热､ 感染､ 刺激､ 脑血管病､ 脑先天畸形､ 代谢紊乱､ 脱髓鞘病变､ 癫痫患儿突然停药､

漏服药物､ 药物更换或减量不当等。颅内感染合并 SE 的患儿预后相对较差。颅内明确影像改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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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中枢性呼吸衰竭提示近､ 远期预后不良,年龄(≤2 岁)提示远期预后不良。2 岁以下患儿或长于

15 分钟的发作需要更积极的重症支持。 
 
 
PU-2845 

发热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韩晓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总结分析发热感染相关性癫痫综合征(FIRES)患儿的临床特点和诊疗对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015 年确诊的 1 例 FIRES 患儿的临床表现及诊治经过,并进

行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发病前有发热感染病史,顽固性抽搐,经抗感染及多种抗癫痫药物治疗效果差。 
结论 FIRES 多见于学龄期健康儿童,临床上以发热､ 难治性癫痫为主,可出现意识障碍,影像学改变

轻微,治疗困难,尽早予以大剂量抗癫痫药物抗癫痫和生酮饮食治疗,该病预后差。 
 
 
PU-2846 

拉莫三嗪与丙戊酸联合治疗癫痫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功能和脂代谢

的影响 
 

梅道启
1,王媛

1,杨志刚
1,张自力, 秦炯 

1.河南省儿童医院 
2.平顶山 152 中心医院 

3.北大人民医院儿科 
 

 
目的 探究拉莫三嗪与丙戊酸联合治疗癫痫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功能和脂代谢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2016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癫痫患儿 198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

将其分为观察组(101 例)和对照组(97 例) ;对照组给予丙戊酸治疗,观察组给予丙戊酸联合拉莫三嗪

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治疗疗效,分析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及脂代谢的变化。 
结果 观察组治疗疗效优于对照组(Z=5.483,P<0.01) ,且观察组总有效率(86.14%)显著高于对照组

(65.98%) ;治疗后两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 MoCA 评分高

于对照组(P<0.05) ;治疗后观察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甘

油三脂(TG)及总胆固醇(TC)均无变化(P>0.05),对照组间 LDL-C､ TG 及 TC 升高(P<0.05),两组间 
HDL-C 均无差异(P>0.05);两组患儿均未出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 
结论 丙戊酸联合拉莫三嗪治疗癫痫的疗效明显,能够显著提高患儿认知功能,且对患儿的脂代谢影响

较小,值得在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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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47 

热性惊厥的临床分析 
 

姜春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惊厥是儿童时期较常见的危急重症,而热性惊厥是惊厥 常见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患儿因

高热出现抽搐,而复杂性热性惊厥占热性惊厥中的 1/3,因此对热性惊厥的长期随访,以及所获得的临

床资料对新的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会起到一定的帮助。本文主要介绍热性惊厥的病因､ 惊厥发作后

海马结构变化､ 热性惊厥相关基因,热性惊厥的影响因素以及对热性惊厥的预防。 
 
 
PU-2848 

拉莫三嗪与丙戊酸联合治疗癫痫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功能和脂代谢

的影响 
 

梅道启
1,王媛

1,杨志刚
1,张自力,秦炯 

1.河南省儿童医院 
2.平顶山 152 医院 

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 
 

 
目的 探究拉莫三嗪与丙戊酸联合治疗癫痫的疗效及其对认知功能和脂代谢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2016 年 10 月期间,我院收治癫痫患儿 198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

将其分为观察组(101 例)和对照组(97 例) ;对照组给予丙戊酸治疗,观察组给予丙戊酸联合拉莫三嗪

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治疗疗效,分析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及脂代谢的变化。 
结果 观察组治疗疗效优于对照组(Z=5.483,P<0.01) ,且观察组总有效率(86.14%)显著高于对照组

(65.98%) ;治疗后两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 MoCA 评分高

于对照组(P<0.05) ;治疗后观察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甘

油三脂(TG)及总胆固醇(TC)均无变化(P>0.05),对照组间 LDL-C､ TG 及 TC 升高(P<0.05),两组间 
HDL-C 均无差异(P>0.05);两组患儿均未出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 
结论 丙戊酸联合拉莫三嗪治疗癫痫的疗效明显,能够显著提高患儿认知功能,且对患儿的脂代谢影响

较小,值得在临床应用推广。 
 
 
PU-2849 

生酮饮食调节小儿难治性癫痫外周血 Th 细胞亚群平衡的研究 
 

梅道启
1,陈国洪

1,杨志刚
1,张自力

1,秦炯
1 

1.河南省儿童医院 
2.平顶山 152 医院 

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 
 

 
目的 生酮饮食(KD)调节小儿难治性癫痫(CRE)外周血 Th 细胞亚群平衡的研究。 
方法 选择从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5 月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CRE 患儿 42 例进行研究,对所有患儿进

行 KD 治疗,所得检查数据分别纳入 CRE 患儿治疗前组及 CRE 患儿治疗后组。另选同期在医院进

行健康体检的同龄婴幼儿 40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患儿辅助性 T 细胞(helper T cell17;Th17)､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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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性 T 细胞(Reguluatory T cell;Treg)及辅助性 T 细胞(helper T cell 1;Th1)细胞情况,治疗前后的

Th17､ Treg 及 Th1 细胞有关因子的 mRNA 表达情况,以及血浆炎症因子水平。 
结果 CRE 患儿的 Treg 细胞明显少于对照组,但 Th1 和 Th17 细胞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5)。CRE 患儿白细胞介素 17A(Interleukin-17A;IL-17A)､ 干扰素 r(Interfernon-r; IFNγ)
､ 细胞毒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及肿瘤坏

死因子受体(glucocorticoid-induced tumor necrosis factorreceptor,GITR)的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RE 患儿治疗后组的 IL-17A､ IFN-γ､ CTLA-4 及 GITR 的

mRNA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CRE 患儿治疗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RE 患儿的 IL-17A､
IFN-γ､ 环氧化物酶-2(COX-2)及前列腺素 F2a(PGF2a)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RE 患儿治疗后组的 IL-17A､ IFN-γ､ COX-2 及 PGF2α水平明显低于 CRE 患儿治疗前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KD 对于 CRE 患儿外周血 Th 细胞亚群具有较好的平衡调节作用,且患儿的 Th 细胞有关因子及

炎症因子水平具有一定的协同变化规律。 
 
 
PU-2850 

 轻度脑炎/脑病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 1 例 
 

安阳,姜慧轶,徐乃军,刘延波,雷洁,王孟坤,李亦飞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130031 

 
 
目的 探讨轻度脑炎/脑病伴胼胝体可逆性病变(MERS)的临床症状及影响特征。 
方法 根据现有临床症状､ 体征,辅助检查及相关资料对此例轻度脑炎/脑病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

进行分析。 
结果 患者头部核磁示胼胝体压部见片状异常信号,边界不清,T1W1 呈稍低信号,T2W1 及 FLAIR 序列

呈高信号。 
结论 轻度脑炎/脑病伴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以脑炎临床症状为表现,以 MRI 发现胼胝体压部

病灶为特点,病因､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PU-2851 

1 例 Landau-Kleffner 综合征的临床分析及治疗转归 
 

梁晶晶
1,陈文杰

1,符娜
1,梅道启

2,秦炯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郑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Landau-Kleffner 综合征又称获得性癫痫性失语,是一种以获得性失语､ 癫痫发作､ 脑电图异常

和行为心理障碍为主要特征的儿童期特有的癫痫综合征。本文通过回顾一例 Landau-Kleffner 综合

征患儿的诊疗经过以及相关文献,探讨该疾病早期诊断及治疗对本病预后的作用。 
方法 通过收集该例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以及诊疗经过等资料,并回顾本病相关的文献报道。 
结果 该患儿为学龄期男童,2 岁 10 月起病,以进行性言语不清为主要临床表现,有时不能理解话语,无
明显听力异常。3 岁时就诊查脑电图提示:“广泛性棘慢波,颞区著,睡眠期增多”。头颅 MRI 示:“轻度脑

萎缩”,即口服开浦兰及甲泼尼龙冲击治疗,20 天后复查脑电图正常,出院后继续口服开浦兰及泼尼松

治疗,1 个月后复查脑电图正常。激素减量期间 4 次复查脑电图显示异常,3 次脑电图:NREM 期放电

指数>70%,应用丙球治疗无明显疗效。调整开浦兰剂量后 1 年脑电图恢复正常,语言表达逐渐改善,
现吐字清晰,语言正常,该患儿自发病以来无癫痫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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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临床有获得性失语伴或不伴癫痫发作,脑电图异常且影像学检正常或提示脑萎缩的患者,均应

考虑本病可能性,该患儿发病较早,且预后良好。早期联合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左乙拉西坦可显著

改善其脑电图特征并提高该病的远期预后,促进语言功能的恢复。 
 
 
PU-2852 

神经纤维瘤病Ⅰ型的 MRI 影像学分析 
 

周怡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并研究探讨神经纤维瘤病Ⅰ型在各个系统的 MRI 影像学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根据国际医疗组织提出的 NFⅠ型的临床诊断标准,收集本院 12 例符合的神经纤维瘤病Ⅰ型,回
顾性分析神经纤维瘤 1 型的临床表现及 MRI 影像学资料。所有病人都常规做 MRI 平扫及增强。其

中男 8 例,女 4 例,平均年龄约 8 岁。 
结果 12 例神经纤维瘤病Ⅰ型中,其中 9 例合并牛奶咖啡斑及皮肤神经纤维瘤,4 例累及视神经,5 例累

及脑白质及脊髓,其中 2 例合并骨质破坏。 
结论 本组神经纤维瘤病 1 型多数合并皮肤损害,典型 MRI 表现为合并视神经胶质瘤,累及脑白质时多

好发于基底节区,T2W1 多为高信号且增强扫描多无明显强化,神经纤维瘤病Ⅰ型的 MRI 表现具有一

定的特异性,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可提高对改变的正确诊断率。 
 
 
PU-2853 

儿童颈肩臂无力型吉兰一巴雷综合征 10 例临床分析 
 

滕紫藤,王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颈肩臂无力型吉兰一巴雷综合征为 GBS 中少见类别,其疾病发展与转归于常见吉兰一巴雷综合

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有较大差异,通过对颈肩臂型格林-巴利综合征(Pharyngeal-cervical-
brachial variant of Guillain-Barre syndrome.)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提高对其的认识,为早期诊断

提供参考。 
方法 参照 2014 年有多国专家组成的 GBS 分类组制定的分类及诊断标准,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神经内科住院诊断为颈肩臂无力型吉兰一巴雷综合征

病例进行再评价,对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查结果､ 影像学特征及诊断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初发症状中发病同时发热的 5 例,无明显诱因发病 5 例。所有病例均为上肢感觉/运动障碍初发,
伴下肢无力患儿 7 例,头 MRI 对 PCB 诊断意义一般,5 例肌电图回报为周围神经病变(髓鞘损伤为

主,GBS?)3 例肌电图回报提示相应肌肉静止时无自发电位,轻收缩和大力时无运动单位电位。血及

脑脊液自身免疫抗体检测 3 例均为阴性,脑脊液常规示单核细胞为主,细胞数轻度升高 2 例,蛋白升高

8 例。符合细胞-蛋白分离 9 例。 
结论 颈肩臂型吉兰一巴雷综合征容易诊断为具有相同症状的疾病,肌电图检查及脑脊液化验是除外

其他疾病､ 诊断颈肩臂型吉兰一巴雷综合征 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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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4 

SCN2A 突变导致的癫痫病例分析 
 

李鑫
1,王静敏

2 
1.河北省儿童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电压门控性钠离子通道相关的基因突变与癫痫发作密切相关。SCN1A 突变能引起遗传性全面

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GEFS+)､ Dravet 综合征。而 SCN2A 突变则被认为与良性家族性新生儿

婴儿惊厥 BFNIS(benign familial neonatal-infantile seizures)､ 婴儿期严重肌阵挛 SMEI(severe 
myoclonic epilepsy of infancy)､ Dravet 综合征及儿童难治性癫痫有关。迄今仅有不到 200 例

SCN2A 突变相关的癫痫病例被报道,且临床表型多样,所以尚未有明确的基因型-临床表型因果关

系。在这我们报道 3 例存在 SCN2A 新生突变的难治性癫痫,这些病例不仅增加了病例数,也丰富了

SCN2A 突变相关性癫痫的基因谱和表型谱,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更多的线索。 
方法 我们总结 3 例由 SCN2A 新生突变引起的癫痫性脑病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在我们所报道的 3 例病例中,例 1､ 例 2 首次抽搐发作在 3 月之内,例 3 发作在 1 岁 4 月,抽搐形

式多样,以局灶性发作伴泛化为主,均存在运动智力发育落后,行血尿代谢筛查未见异常,头颅 MRI 未
见特异性结构改变,癫痫基因检测均显示为 SCN2A 新生突变(例 1 曾有文献报道,例 2､ 例 3 尚无文

献报道)。经过随访例 1 对苯巴比妥无效,丙戊酸钠治疗有效;例 2 第一段病程苯巴比妥+左乙拉西坦,
左乙拉西坦+托吡酯+中药治疗有效,第二段病程左乙拉西坦+丙戊酸钠治疗无效;例 3 左乙拉西坦+托
吡酯治疗有效。 
结论 我们所报道的 3 例病例,其中有 2 种未报道的 SCN2A 基因新致病性突变,另外 1 种基因突变的

临床表型与既往报道不同,丰富了 SCN2A 基因相关疾病的基因谱和表型谱。迄今为止仅有不足 200
例 SCN2A 突变相关的癫痫病例被报道, 尚需更多的临床资料收集及长期随访,进一步分析基因型-临
床表型关系以及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深入研究发病机制,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更为及时有效地为患者

治疗。 
 
 
PU-2855 

240 例生酮饮食病例病因谱分析 
-依据 2017 年 ILAE 癫痫的病因分类 

 
王新华,郁莉斐,张赟健,周水珍,儿科医院 KD-MDT 团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根据 新的 2017 年 ILAE 癫痫分类方法,对 240 例生酮饮食(Ketogenic Diet,KD)病例进行病因

谱分析,了解难治性癫痫的病因分布。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5-2016.12 月,进行生酮饮食的病例共 240 例,根据 新的 2017 年 ILAE 新的癫

痫分类方法,进行病因谱分析。 
结果 根据 2017 年癫痫病因分类方法,240 例进行生酮饮食的病例中,遗传性病因占 18.3%(44/240),
结构性病因占 11.7%(28/240),代谢性病因占 1.7%(4/240),感染性性病因占 10.4%(25/240),原因不明

占 57.9%(139/240),其中多病因(遗传+结构或遗传+代谢)占 2.9%(7/240),本组病例中没有免疫性病

因。 
结论 生酮饮食病例的病因学分析,间接反应了难治性癫痫的病因分布,其中一半以上的难治性癫痫患

儿病因不明。随着未来遗传检测技术的开展,可能带来诊断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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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6 

婴儿痉挛症药物治疗的系统回顾 
 

赵曼,贾天明,郭芪良,王翠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 450052 

 
 
目的 婴儿痉挛症是婴儿期常见癫痫性脑病之一,也是国际公认的难治性癫痫。 近的婴儿痉挛症指

南推荐使用 ACTH 或氨基己酸作为一线治疗。然而,婴儿痉挛症仍然是 具挑战性的癫痫治疗之

一。在这里,我们系统地回顾了前五年获得的现有文献。本文概述了目前婴幼儿痉挛的治疗方法。 
方法 搜索 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以检索 2011-2016 年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并确定婴儿痉挛

临床诊断的患者,对其治疗做一研究。 
结果 我们包括 47 项研究,其中 22 项为前瞻性研究,25 项为回顾性研究。发现 ACTH 为治疗婴儿痉

挛症的一线用药,左乙拉西坦,托吡酯,丙戊酸钠与氯硝西泮是治疗婴儿痉挛症的二线药物,同时还发现

生酮饮食对难治性婴儿痉挛症是有效的,并可以改善情绪,同时改善认知。 
结论 迄今为止,有关婴儿痉挛症治疗效果仍不满意,除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氨基烯酸可作为一线用

药,如果联合其它二线抗癫痫药及生酮饮食,效果更佳。 
 
 
PU-2857 

婴儿痉挛症药物治疗的系统回顾 
 

赵曼,贾天明,郭芪良,王翠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婴儿痉挛症是婴儿期常见癫痫性脑病之一,也是国际公认的难治性癫痫。 近的婴儿痉挛症指

南推荐使用 ACTH 或氨基己酸作为一线治疗。然而,婴儿痉挛症仍然是 具挑战性的癫痫治疗之

一。在这里,我们系统地回顾了前五年获得的现有文献。本文概述了目前婴幼儿痉挛的治疗方法。 
方法 搜索 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以检索 2011-2016 年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并确定婴儿痉挛

临床诊断的患者,对其治疗做一研究。 
结果 我们包括 47 项研究,其中 22 项为前瞻性研究,25 项为回顾性研究。发现 ACTH 为治疗婴儿痉

挛症的一线用药,左乙拉西坦,托吡酯,丙戊酸钠与氯硝西泮是治疗婴儿痉挛症的二线药物,同时还发现

生酮饮食对难治性婴儿痉挛症是有效的,并可以改善情绪,同时改善认知。 
结论 迄今为止,有关婴儿痉挛症治疗效果仍不满意,除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氨基烯酸可作为一线用

药,如果联合其它二线抗癫痫药及生酮饮食,效果更佳。 
 
 
PU-2858 

血清铁状态对婴儿客体永存能力发展的影响 
 

段若愚,李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婴儿铁缺乏很常见,对婴儿认知发展影响的研究尚无定论。本文通过比较不同铁状态婴儿 A-
not-B 任务中 A 任务的完成状况,探讨血清铁状态对婴儿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中美合作 NIH 项目(R01HD052069)募集随访的 9 月龄婴儿共 1235 例。男(51.9%),女(48.1%),
年龄范围:251 天-407 天。9 月龄时做 A-not-B 测验并同时检测血清铁蛋白(Serum Ferittin,SF)和血

清转铁蛋白受体(sTFR)。A-not-B 任务中,被试连续两次找到藏在杯子下的玩具为 A 任务通过。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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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通过 0s 延时的任务后,时间延搁将依次延长为 2S,4S 和 6 秒。并依据通过完成 A 任务的时间延

搁定义等级水平 0-4 级,未通过 0S 延时的定义为等级水平 0 级。铁状态依据变量 BI (BI (mg/ kg) = -
[log10(sTfR × 1000/SF) – 2.8229] /0.1207)分组。BI<0 为铁缺乏,BI≥0 为组铁充足。采用 T 检验,
卡方检验,秩和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性比较。 
结果 两组孩子的孕周,出生体重,年龄均无统计学差异(P 值均>0.05)。A-not-B 的 A 任务的通过率,依
0,1,2,3,4 等级水平,铁缺乏组为 60.3%,30.9%,6.7%,1.4%,0.7%,铁充足组为

63.3%,30.6%,5.2%,0.9%。1､ 2 两组在 0S 延时上 A 任务的通过水平没有差异性(P=0.519)。两组

A-not-B 任务在不同等级上(0､ 1､ 2､ 3､ 4)的通过率分别为:组 1:0-60.2%,1-30.9%,2-6.8%,3-
1.4%,4-0.7%;组 2:0-65.1%,1-30.3%,2-4.0%,3-0.6%。两组通过率结果未见统计学差异(p=0.295)。 
结论 9 月婴儿铁状态对婴儿客体永存性认知无显著影响 
 
 
PU-2859 

儿童塌陷型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的预后分析 
 

蔡晓懿,谭梅,钟发展,杨华彬,高岩,陈椰,李颖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小儿原发性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塌陷型和经典型的远期预后及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例小儿塌陷型和经典型 FSGS 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对其进行 kaplan-Meier 法分

析､ 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 
结果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我院肾穿刺活检结合临床表现确诊儿童 FSGS 患者中塌陷型 29
例,经典型 35 例。塌陷型和经典型 4 年肾脏存活率分别为 48.3%,74.3% (p<0.05)。单因素 COX 回

归分析发现对治疗反应(HR 7.03, p<0.01)､ 早期肾功能不全(HR 3.01, p<0.01)､ 病理分型(HR 2.27, 
p<0.01)是影响肾脏预后的因素;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对治疗反应(HR 5.92, p<0.05)､ 早期肾

功能不全(HR 2.45, p<0.05)为影响肾脏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 儿童塌陷型 FSGS 较经典型有更严重的蛋白尿､ 肾功能损伤以及对治疗的反应,对这些因素进

行校正后两者的预后无显著差异,对治疗反应差和早期肾功能损伤的患者预后较差。 
 
 
PU-2860 

维生素 D 改善肌肉消耗和肌肉纤维化 
 

周萍,陈岚,付姝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儿科 150086 

 
 
目的 慢性肾脏病(CKD)患者常常表现出恶液质､ 肌肉消耗和虚弱,影响了生活质量。我们给 CKD 小

鼠补充维生素 D,探讨维生素 D 对 CKD 相关的恶液质和维生素 D 缺乏的影响。 
方法 给 c57BL/6 小鼠做 5/6 肾切除手术制成 CKD 模型。用皮下渗透泵给小鼠维生素 D,CKD 组和

对照组给与 25D3, 1,25D3 或者盐水。体内实验检测肌肉功能作为能量稳态的参数。用聚焦 PCR
芯片检测肌肉合成和纤维化通路主要基因的表达。 
结果 CKD 小鼠血浆 25(OH)2D3 and 1,25(OH)2D3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但是在补充了 VitD25 and 
VitD1,25 后恢复正常。 
维生素 D 的补充刺激了食欲,改善了肌肉的组织成分,提高了肌肉功能,减少了能量消耗,CKD 相关基

因转录增加,解偶联蛋白增加,调节产热作用的产热基因增加。 
维生素 D 的补充使 CKD 小鼠的骨骼肌消耗减轻,包括蛋白水解､ 肌肉合成和肌肉再生,以及促炎细

胞因子的表达,如 IL-1α, IL-1β, and IL-6 and TN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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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肌纤维化,作为一个主要的肌病的病理特征,在 CKD 小鼠很明显。和对照组小鼠相比,CKD 小鼠

骨骼肌胶原成分明显增加,肌肉发生和纤维化通路亦增加。 
维生素 D 的补充可以改善或者部分改善骨骼肌胶原成分以及骨骼肌纤维化相关的异常基因表达。 
结论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维生素 D 的补充可以作为 CKD 相关的肌肉消耗和纤维化的有效的治疗方

案。 
 
 
PU-2861 

尿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水平变化在过敏性 
紫癜肾损害患儿中的意义 

 
王佳佩

1,2,狄亚珍
1,钟世玲

1,陈圆玲
1,戴霞华

1,郑吉卡
1,沈梦娇

2 
1.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2.宁波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讨尿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水平变化在过敏性紫癜(HSP)肾损害患儿中的作用及意

义。 
方法 153 例 HSP 患儿按是否合并紫癜性肾炎(HSPN)分成 HSPN 组(n=81)和非 HSPN 组(n=72);根
据 24 小时蛋白定量(TUP)将 HSPN 组患儿分为三组,轻度蛋白尿组(TUP<25mg/kg),中度蛋白尿组

(25mg/kg ≤TUP<50mg/kg)和重度蛋白尿组(TUP≥50mg/kg)。同时选取 45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
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各组尿液 MCP-1 水平。同时测定 HSPN 患儿血清尿素氮(BUN)和肌酐(Cr)､
尿 α1微球蛋白(α1-MG)､ 尿微量白蛋白(mAlb)､ 尿免疫球蛋白 IgG(IgG)､ 尿转铁蛋白(TRF)､ 24h
尿蛋白定量(TUP),分析尿 MCP-1 与上述指标的关系。 
结果 1.HSPN 组尿 MCP-1 水平显著高于 HSP 组和健康对照组(p<0.05),HSP 组与健康对照组尿

MCP-1 水平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2.随着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增加,HSPN 各组尿液 MCP-1
表达水平呈明显递增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HSPN 组尿 MCP-1 水平与尿 a1-MG､
mAlb､ IgG､ TRF 及 24h 尿蛋白定量呈正相关,与血清 BUN 和 Cr 无关。 
结论 紫癜性肾炎患儿尿 MCP-1 水平升高,且与尿蛋白相关,MCP-1 作为炎性反应因子,可能参与了

HSP 肾损害的发生发展。 
 
 
PU-2862 

儿童紫癜性肾炎尿中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水平检测意义 
 

狄亚珍
1,王佳佩

2,李蕴言
1,陈园玲

1,戴霞华
1,沈梦娇

2,应倩倩
2,傅诗薇

2,李寅洁
1 

1.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2.宁波大学医学院 

 
 
目的 检测紫癜性肾炎(HSPN)患儿尿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IF)水平,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35 例 HSPN､ 41 例 HSP 及 32 例健康儿童尿 MIF 水平进行

比较,并分析其与尿微量白蛋白(mAlb)､ 24h 尿蛋白定量(TUP)､ 尿红细胞的关系。 
结果  1.HSPN 组尿 MIF 水平显著高于 HSP 组和健康对照组(p<0.01),HSP 组与健康对照组尿 MIF
水平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2.HSPN 组治疗后尿 MIF 水平与治疗前 HSPN 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3. HSPN 组尿 MIF 水平与尿 mAlb､ 24h 尿蛋白定量呈正相关(p<0.05)。 
结论 MIF 可能参与了 HSP 肾损害的发生发展;尿 MIF 水平可作为评估 HSP 肾损伤的非侵入性指标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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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3 

MMPs/TIMPs 非依赖介导 CNP 抑制肾脏系 
膜细胞体外增殖及其基质表达 

 
黄宝玉

1,胡鹏
1,张冬冬

1,姜广梅
1,刘思燕

1,徐瑶
1,吴阳芳

1,夏珣
1,王亚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安徽省儿童医院 
 

 
目的 C 型利钠肽(C-type natriuretic peptide,CNP)可通过旁分泌途径调控肾脏血管舒缩和细胞增

殖。本研究通过观察 CNP 干预下人肾脏系膜细胞(mesangial cells,MCs)体外增殖过程中基质金属

蛋白酶及其组织抑制因子(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and 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s,MMPs/TIMPs)和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表达情况,探讨

MMPs/TIMPs 是否参与介导 CNP 对 MCs 胶原蛋白-IV(collagen,Col-IV)合成的抑制作用。 
方法 本研究采用不同浓度 CNP(0pM､ 10pM､ 100pM)对体外培养人 MCs 进行干预,观察 24 小时

､ 48 小时和 72 小时 MMPs/TIMPs 和 ECM 的表达情况。采用 MTS 比色法检测不同浓度 CNP 干

预下人 MCs 吸光值,观察不同浓度 CNP 干预下人 MCs 增殖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细胞上清液中 CNP,MMP-2,MMP-9,TIMP-1 及 Col-IV 的
浓度。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 time PCR,RT-PCR)和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WB)检测

细胞裂解液中 CNP,MMP-2,MMP-9,TIMP-1 及 Col-IV mRNA 及蛋白质表达。 
结果 (1)CNP 可时间-剂量性抑制 MCs 增殖和胶原蛋白-IV(collagen -IV,Col-IV)表达;(2)CNP 可显著

抑制体外培养 MCs MMP-2 及 MMP-9 表达;(3)CNP 干预后 24 小时和 48 小时,TIMP-1 表达逐渐上

调,而在 72 小时增幅减弱;(4)CNP 与 MMP-2 及 MMP-9 表达呈显著负相关;(5)CNP 可导致 MMPs/ 
TIMPs 表达失衡,在显著抑制 MMP-2 和 MMP-9 表达的同时,促进 TIMP-1 表达,该结果不能用于解释

Col-IV 表达下调。 
结论 CNP 在体外通过 MMPs/TIMPs 非依赖途径抑制 MCs 增殖及其 ECM 表达。 
 
 
PU-2864 

骨形成蛋白 4 对单侧输尿管梗阻小鼠肾间质 
巨噬细胞聚集及 NF-κB 信号通路的影响 

 
付强

1,封其华
2,于会娜

1,王婷
1,余孔贵

1,唐临飞
1 

1.荆州市中心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骨形成蛋白 4(BMP4)对单侧输尿管梗阻(UUO)小鼠肾间质巨噬细胞聚集及 NF-κB 信号通

路的影响 
方法 将雄性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腹腔注射生理盐水假手术组(saline-Sham,n=8)､ 腹腔注射生理

盐水 UUO 组(saline-UUO,n=8)､ 腹腔注射 anti-BMP4 假手术组(anti-BMP4-Sham,n=8)､ 腹腔注射

anti-BMP4 UUO 组(anti-BMP4-UUO,n=8)。各组于手术日起每天给予 anti-BMP4(200µL/g·体质量)
或 saline 腹腔注射。于术后 7 d 处死取材。免疫组化观察肾组织巨噬细胞标志物 CD68､ p-P65 表

达;Western 印迹检测肾组织 p-P65 蛋白表达 
结果 免疫组化显示,anti-BMP4-Sham 组和 saline-Sham 组 CD68､ p-P65 表达无明显差异(均
P>0.05);与 saline-UUO 组比较,anti-BMP4-UUO 组 CD68､ p-P65 表达均明显降低(均 P<0.05)。同

样,Western 印迹显示,anti-BMP4-Sham 组和 saline-Sham 组 p-P65 蛋白表达无明显差异(P>0.05);
与 saline-UUO 组比较,anti-BMP4-UUO 组 p-P65 蛋白明显降低(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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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BMP4 参与梗阻性肾病肾间质炎症过程,这一过程可能通过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起作用 
 
 
PU-2865 

肾病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照护知识现状的调查研究 
 

郭礼
1,孙霞

2,曹逸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郑州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了解肾病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照护知识掌握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肾病综

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健康教育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采取自制的肾病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照护知识评估问卷,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河

南省三所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确诊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住院患儿主要照顾者 335 例进行现状调

查。 
结果 肾病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疾病相关知识得分情况:总得分 60.09±16.73,疾病基本知识维度得

分 14.62±4.68,饮食知识维度得分 10.13±3.82,用药知识维度得分 10.09±3.92,个人卫生与感染维度

得分 9.11±2.68,活动与休息维度得分 3.51±1.33,居家护理维度得分 12.62±4.00。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显示:主要照顾者的文化程度､ 复发次数､ 患儿住院 长时间是影响患儿主要照顾者肾病综合征相

关知识水平的主要因素 
结论 河南省三级甲等医院肾病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疾病照护知识水平仍有待提高,其中活动与休

息､ 个人卫生与感染维度得分处于中等水平,饮食知识､ 用药知识维度得分处于较低水平,提示医护

人员对肾病综合征患儿主要照顾者进行健康宣教时应有所侧重。 
 
 
PU-2866 

表现为单侧多肾动脉瘤的结节性多动脉炎一例 
 

宋丹羽,王芳,刘雪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旨在提高对儿童结节性多动脉炎的认识。 
方法 总结一例表现为单侧发肾动脉瘤的结节性多动脉炎患儿临床资料。 
结果 患儿男,11 岁。自 10 岁起间断头晕,偶有恶心､ 呕吐,未诊治。住院前 2 周前因眼外伤发现血压

高 190/150mmHg,不伴视物模糊､ 头痛､ 惊厥。病程中无发热,体重有无变化不详。予以卡托普

利及硝苯地平治疗,血压控制欠佳。个人史､ 既往史无特殊。家族史:患儿母亲高血压,口服倍他乐克

及氨氯地平血压维持在 120/80 mmHg。入院查体:身高 141cm,体重 28.5kg,右上肢血压

142/100mmHg,左上肢 143/95mmHg,右下肢 159/93mmHg,左下肢 148/88mmHg,心尖搏动有力,律
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周围血管征阴性。肺腹及神经系统查体无特殊。皮肤无异常改变。辅

助检查:1)尿常规和肾功能均正常,肾动态核素检查示左侧 40 ml/min､ 右侧 32 ml/min。2)炎症及感

染指标:C 反应蛋白和血沉均正常,T-spot､ 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 细小病毒

B19､ 巨细胞病毒 IgM 抗体､ 自身抗体以及 ANCA 均阴性。3)肾血管:RAS 立位:肾素 11.09ng/ml/h,
血管紧张素 II 399.1pg/ml,醛固酮 221.3pg/ml;RAS 卧位:肾素 9.85ng/ml/h,血管紧张素 II 
260.66pg/ml,醛固酮 300.16pg/ml。泌尿系 B 超提示右肾门血管充盈扩张。腹部 CT 平扫+增强提示

右肾动脉不规则扩大,伴管壁增厚,局部瘤样扩张,动脉瘤形式,右肾上极前唇萎缩,灌注减低,符合缺血

改变;肠系膜上动脉可疑管壁增厚。动脉血管造影示右肾动脉主干末端近分叉处以及右肾动脉主干 2
处分支各见一瘤样扩张,余大中动脉未受累。4)内分泌:尿 3-甲氧基 4-羟基苦杏仁酸阴性,甲状腺功能

正常。5)靶器官损害:心脏超声提示心肌轻度肥厚,主动脉瓣轻度反流,微量心包积液;肾早损提示尿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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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白蛋白/肌酐 50.55mg/g;眼底动静脉交叉压迫(+),双高血压视网膜病变,4 级。入院后将降压药物调

整为福辛普利 10mg q12h 和氨氯地平 5mg qd,24 小时动态血压显示血压波动于 100-150/65-
110mmHg。尚无文献报道表现为单侧多肾动脉瘤而无其他系统受累的结节性多动脉炎病例。 
结论 报道了一例表现为单侧多发肾动脉瘤而无其他系统受累的结节性多动脉炎病例,加深了对该病

的认识。 
 
 
PU-2867 

肾病综合征患儿糖皮质激素治疗致眼科不良反应临床特点分析 
 

赵芸
1,2,肖慧捷

2 
1.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糖皮质激素治疗致眼科不良反应的临床特点,以期引起临床医生的

注意,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于 2014 年 6 月-2016 年 6 月,2 年间于我院儿科肾脏病房住院,诊断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使
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出现眼科不良反应,包括高眼压症､ 青光眼､ 白内障。将收集到的患儿的临床资

料,包括年龄､ 性别､ BMI 及血压､ 用药种类､ 用药途径､ 累计剂量､ 发病时间等,对其资料进行统

计学分析,得出其临床特点。 
结果 2 年间共 1580 例确诊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并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儿,其中 71 例发生眼科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5%,其中 69 例糖皮质激素性高眼压症(97.1%),3 例并发青光眼(4.2%),1 例白

内障(1.4%)。其中男性患儿 41 例,女性患儿 30 例,年龄 2 岁~16 岁,使用糖皮质激素至发现高眼压时

间 10 天~9 年,平均为 157 天,69 例高眼压症患儿眼压分布值为:左眼压 13.7mmHg~40mmHg,平
均:21,6mmHg,右眼压:13.6mmHg-40mmHg,平均 22.3mmHg, 初始使用甲泼尼龙组平均眼压为

23.93mmHg,初始使用泼尼松组眼压为 22.84mmHg,不同年龄､ 性别､ 血压､ BMI､ 累计剂量､ 用

药种类､ 用药途径均对眼压升高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使用糖皮质激素后出现眼部并发症,发病率为 4.5%,其中高眼压占

97.1%,本研究显示初始治疗使用甲泼尼龙者较使用泼尼松者眼压更高,初始静脉用药者较口服用药

者眼压更高,但统计学均未显示明显相关性,可能样本例数较少有关,提示临床可就二者关系进行大样

本相关性研究。年龄､ 性别､ 血压､ 用药种类､ 用药途径､ 累计剂量等均与高眼压无明显统计学相

关性;推测眼部不良反应尤其是高眼压的发生与患儿的激素易感性密切相关,提示临床医师用药前注

重病史询问,尤其对于有高敏体质(青光眼家族史､ 高度近视､ 糖尿病)患儿,谨慎用药,密切监测眼

压。 
 
 
PU-2868 

槐杞黄颗粒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临床观察 
 

杜悦,胡子静,侯玲,王秀丽,吴玉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槐杞黄颗粒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儿童 IgA 肾病非肾病范围内蛋白尿患儿的临床疗效以及

对患儿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调节作用,并观察槐杞黄颗粒的不良反应。 
方法 2006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院儿肾科收治 IgA 肾病患儿 105 例,单纯血尿型患儿 25 例,其中

10 例给予临床观察;15 例患儿口服槐杞黄连续 3 个月。IgA 肾病非肾病范围内蛋白尿患儿 80 例,其
中 15 例单独给予开博通连续口服 6 个月;18 例患儿同时口服开博通 6 个月和槐杞黄颗粒 3 个月;15
例患儿口服开博通和强的松;32 例患儿口服开博通,强的松和槐杞黄。所有患儿监测血常规,肝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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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蛋白定量,记录观察期内感染例数。单纯血尿治疗组治疗后 3 个月检测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变

化。记录槐杞黄不良反应。 
结果 槐杞黄组患儿镜下血尿在 6 个月和 12 个月后改善明显好于无特殊治疗组,槐杞黄组感染例数明

显少许无特殊治疗组(p<0.05)。IgA 肾病非肾病范围内蛋白尿患儿加用激素治疗的患儿尿蛋白下降

明显好于没有应用激素的患儿,加用槐杞黄治疗的患儿尿蛋白下降的趋势没有应用激素的患儿显

著。应用槐杞黄患儿感染几率明显下降(p<0.05)。槐杞黄治疗后 IgG 明显高于治疗

前;CD3,CD4,CD4/CD8 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显著(p<0.05)。 
结论 槐杞黄辅助治疗 IgA 肾病患儿,可以减轻镜下血尿,增强患儿的免疫调节功能,减少感染发生,无
明显的不良反应。 
 
 
PU-2869 

儿童肾功能评估方法的研究 
 

程俊丽,杜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儿童慢性肾脏病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准确的评估肾功能对于延缓慢性肾脏病

的进展是必不可少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评估肾功能的方法被推荐。本文旨在比较这些基于

血肌酐及胱抑素 C 的评估公式在儿童 CKD 的准确性及适用性。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肾脏科住院的 612 例患

儿。应用 11 种评估公式评估 eGFR,同时采用 99mTc-DTPA 肾动态显像(Gates 法)为金标准。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比较各公式的准确性及血 β2 微球蛋白及血清胱抑素 C 与 sGFR 的相关性。 
结果 612 例患儿,其中 1 期 332 例(男 211 例,女 121 例),2 期 165 例(男 99 例,女 66 例),3 期 70 例(男
43 例,女 27 例),4 期 22 例(男 13 例,女 9 例),5 期 20 例(男 16 例,女 4 例)。讨论的这 11 种公式均存

在过高或过低估计 sGFR,相对而言, CKD-EPI 公式及 Filler 公式准确性较高。血 β2 微球蛋白及血

清胱抑素 C 与 sGFR 呈负相关性,P<0.01。 
结论 血 β2-MG 及 Cys C 均可反应肾功能,二者均与 sGFR 呈负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CKD-EPI
公式及 Filler 公式较其他公式更适用于评估 CKD 儿童肾功能,但仍存在过高或过低估计 sGFR,收集

大样本,开发适宜我国儿童的 GFR 评估公式仍是目前亟需完成的任务。 
 
 
PU-2870 

儿童紫癜性肾炎的高危因素分析 
 

李莹,刘正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过敏性紫癜(Henoch-Schonlein purpura HSP)是一种由免疫复合物介导的全身多系统性的小血

管炎,发病人群主要为儿童,以皮肤､ 消化道､ 关节､ 肾脏受累为主,当肾脏出现累及时则为紫癜性肾

炎(Henoch-Schonlein purpura nephritis HSPN)。绝大多数的 HSPN 患儿的临床表现为一过性镜下

血尿和(或)少量蛋白尿,通过及时､ 正确的治疗后,都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但仍有 1~17%的 HSPN
的患儿预后很差, 终导致肾脏衰竭。因而分析影响肾脏损害的相关危险因素,对提高紫癜性肾炎的

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7 月收治住院的过敏

性紫癜患儿。共 86 例,其中男孩 34 例,女孩 52 例,平均年龄 7.89±2.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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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86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中根据有无肾脏损害可分成下列两组:50 例为非 HSPN 组和 36 例为

HSPN 组。依次比较分析不同组别病人的年龄､ 性别､ 重复皮疹超过 3 次､ 是否伴有关节痛或腹痛

､ 链球菌滴度水平､ 外周静脉血 PLT 计数､ IgA､ IgG､  IgM,CD4/CD8<1,补体(C3､ C4)水平､

CRP､ ESR､ FIB,尿液相关检测等实验室指标作为研究因素,利用 SPSS19.0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肾损伤发生特点:86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有 36 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肾损害,发生率为 41.9%。其

中 2 例符合肾穿标准,行肾脏穿刺检查。 
2､ 86 例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皮疹(100%),伴关节症状的 34 例(39.5%),腹型 9 例(10.5%) 
3､ 通过分析肾损害组与非肾损害组的一般情况及临床特点显示:年龄≥7 岁､ 反复皮疹≥3 次,在肾

脏损伤组和非肾脏损伤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性别､ 关节痛､ 腹痛､ 关节痛合并腹痛等在

两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4､ 分析过敏性紫癜患儿的生化及免疫指标结果显示:链球菌感染､ IgG 增高､ 补体 C3 下降､ FIB､
PLT 增高在有无肾脏损伤两组之间存在差异(P<0.05),而 CRP､ ESR､ IgA､ IgM､ CD4/CD8<1､
补体 C4 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进一步对肾损害的危险因素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年龄≥7 岁､ 反复皮疹≥3 次､ 链球菌感染､ FIB､ PLT 增高､ 补体 C3 下降是紫癜性肾炎发

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儿童过敏性紫癜损害的发生率为 41.9%;年长儿､ 反复皮疹≥3 次､ 链球菌感染､ FIB､ PLT 增

高､ 补体 C3 下降是发生肾损害的危险因素。 
 
 
PU-2871 

儿童血液净化患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邓慧,邓婉贞,叶宜,卢海平,陈椰 
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了解儿童血液净化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患儿生活质量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选择本院肾内科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 27 例行血液净化室治疗的患儿,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采
用 KDO 量表评估其生活质量,从患儿疾病情况､ 家属基本情况､ 医务人员给予的支持三个方面进行

调查分析,研究探讨患儿年龄､ 发病严重程度､ 预后､ 家庭经济状况､ 家长文化水平等几个方面因

素对患儿生活质量的影响。 
结果 儿童血液净化治疗患者生活质量受年龄､ 预后､ 家庭经济状况､ 家长文化水平影响较大,急性

起病如急性肾功能不全､ 中毒､ 狼疮性肾炎等患儿经血液净化治疗后明显好转者,患儿的生活质量

明显高于慢性肾功能不全､ 肾功能衰竭､ 病程越长者;家属文化程度越低､ 经济条件越差者,患儿出

院后生活质量越差。医务人员进行一对一照护及出院后定期随访,给予针对性的居家指导,也能很多

程度上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结论 血液净化治疗患儿出院后生活质量明显降低,家属对患儿日后的生长发育存在很大的焦虑和担

忧,其中患儿疾病预后､ 家属文化水平､ 医务人员的支持是影响出院后家属患儿生活质量的主要因

素,经济条件､ 病程等对患儿生活质量也具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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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72 

扁桃体切除术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研究进展 
 

庞爽
1,张君

2 
1.辽宁中医药大学 

2.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过敏性紫癜是以坏死性小血管炎为主要病理改变的全身性疾病。主要表现有非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 关节肿痛､ 腹痛及肾损害等。紫癜性肾炎是继发于过敏性紫癜的肾脏损害,为儿童常见的继

发性肾小球疾病之一。多发于学龄期儿童。扁桃体被称为人体的“门户”,属于粘膜淋巴组织的一种,
是抵抗细菌､ 病毒和食物抗原进入上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第一防线。为减少紫癜性肾炎反复发作,扁
桃体切除术常作为辅助手段,联合药物治疗应用于临床。尽管我们在紫癜性肾炎的研究中取得了很

大进步,但目前国内外儿童紫癜性肾炎指南对扁桃体切除术的疗效尚无定论。 近研究提出,扁桃体

与紫癜性肾炎密切相关,扁桃体切除术在紫癜性肾炎的防治中起着重要作用。该文就扁桃体切除术

在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应用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方法 基金项目:2015 年度国家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201507001-03) 
结果 扁桃体切除术不仅能治愈 HSPN,使各项临床指标回归正常,还因为切除了易感病灶,能减少疾病

的复发,从而降低肾功能恶化的风险。但目前国内外儿童紫癜性肾炎指南对扁桃体切除术的疗效尚

无定论,原因可能如下:一是该领域随机对照试验很少,现已发表的文献多数是病例报告,或是缺乏对照

组的前瞻性或回顾性研究;二是样本量较少,目前的试验多为单中心临床试验,有望在今后大样本量多

中心临床试验中得到更充分的研究。 
结论 扁桃体切除术应作为临床一线疗法,在病程早期行扁桃体切除术,有助于紫癜性肾炎患儿疾病的

恢复,并能有效防止疾病的复发。 
 
 
PU-2873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NEPHROTIC SYNDROME 
 

Ballgobin Ashiana,Zhengjuan Liu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00 

 
 
Objective Refractory Nephrotic Syndrome is more difficult to treat and requires the addition of 
second line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use and efficacy of the 
immunosuppressants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NS in our hospital.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may guide future line of treatment, clinically.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done over a period of 59 months, starting from January 
2012 to November 2016, who presented to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A total of 53 cases were identified with 28 Refractory NS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25 cases with Simple Nephrotic Syndrom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fractory NS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Group 1 consisting of SDNS&FRNS (n=23) and Group 2 consisting of SRNS 
(n=5).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NS were treated with second line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such as MMF, CTX or FK-506 either as single, double or triple combination therapy added to 
corticosteroids. The percentage of the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used and the response to 
therapy were analyzed. If complete or partial remission of proteinuria was achieved, the treatment 
with the medications used was deemed effective. Retrospective data such as blood pressure, 
levels of blood urea nitrogen, serum creatinine, serum albumin, serum cholesterol, C3, C4, IgG, 
Na, K and 24-hr urine protein at initial NS presentation were recorded. Adverse effect and 
complications of disease and therapy were recorded. Biopsy results of 4 patients were available.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used was SPSS version 17.0. One-Way ANOVA and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ol and stud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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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lihood ratio was used to check for any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efficacy of the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us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p≤0.05. 
Results In the SDNS&FRNS group there were 15 males and 8 females with a mean age of 
4.5±3.1 years. MMF was used in 19(82.6%) patients, CTX in 14(60.9%) patients and FK-506 in 
4(17.4%) patients. The percentage efficacy of MMF, CTX and FK-506 were 73.7%, 71.4% and 
71% respectively. CTX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MMF and prednisone resulted in a minimum of 6 
month long remission in 13 patients and was sustained for a period of 14 months in 4 patients. 
FK-506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MMF and prednisone resulted in an efficacy rate of 75%; a 
minimum of 6 month long remission was achieved in 3 patients and was sustained for a period of 
20 months in 2(SDNS) patients. In the SRNS group there were 5 males only with a mean age of 
3.5±1.4 years. MMF was used in 5(100%) patients, CTX in 3(60%) patients and FK-506 in 1(20%) 
patient. The percentage efficacy to MMF, CTX and FK-506 were 80%, 67% and 100% 
respectively. CTX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MMF and prednisone resulted in a minimum of 8 
month long remission in 2 patients. FK-506 was used in only 1(20%) patient and was effective in 
bringing an 8 month long remission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MMF and alternate day prednisone 
was effective in maintaining remission for a time span of 30 month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response to treatment of the 3 drugs used (p>a) in either group 1 or 2. In the 
control group only prednisone was used. The adverse effects due to treatment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or disease were infections (62%), neutropenia (47.2%) and gastric 
irritations (22.6%).  
Conclusions  
1.In the SDNS&FRNS group, prednison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Cyclophosphamide was effective in achieving a minimum of 6 month long remission. Prednison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Tacrolimus was also effective in achieving a 
6 month long remission. However Tacrolimus was more efficient than Cyclophosphamide in 
sustaining remission for longer periods (20 vs 14) months.  
2.In the SRNS group, prednison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Cyclophosphamide was effective in achieving a minimum of 8 month long remission. Prednison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Tacrolimus was also effective in achieving a 
minimum of 8 month long remission. However, Tacrolimus in combination with 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alternate day prednisone was effective in maintaining remission for a longer time span 
(30 months) as compared to Cyclophosphamide which caused relapse when the drug was 
stopped.  
 
 
PU-2874 

地塞米松通过稳定 PI3K/Akt 信号通路抑制足细胞凋亡研究 
 

何绍平,于力,于生友,郝志宏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 探讨磷脂酰肌醇 3-激酶(PI3K)/蛋白激酶 B(Akt)分子信号通路在地塞米松(DEX)抑制嘌呤霉素

(PAN)引起足细胞凋亡中发挥的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小鼠肾小球足细胞系,并设立空白对照组､ 溶媒溶剂二甲基亚砜(DMSO)组､ PAN 组

､ DEX 组及 PI3K 特异性抑制剂 LY294002 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间接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CD2 相关蛋白(CD2AP)mRNA 及细胞内分布情况,激光共聚焦检测其与 p85 的共定位分布的情况;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 Akt､ 磷酸化 Akt(p-Akt)､ 糖原合成激酶-3β(GSK3β)和磷酸化 GSK3β(p-
GSK3β)的表达。 
结果 PAN 刺激组各时间点(8h､ 24h､ 48h) CD2AP mRNA (1.11±0.16､ 0.78±0.09､ 0.56±0.43)较
对照组(1.90±0.26､ 2.09±0.12､ 2.28±0.95)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CD2AP 蛋

白均 细丝状分布于胞质足突及核内转变为不连续粗颗粒状集中分布于核周,CD2AP 与 p85 在细胞

核膜､ 细胞质及细胞膜均 的重叠转变为核内增多的强荧光信号的重叠;DEX 干预组各时间点(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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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 48h) CD2APmRNA(1.53±0.14､ 2.15±0.27､ 2.13±0.15)较 PAN 刺激组(1.11±0.16､
0.78±0.09､ 0.56±0.43)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在细胞胞膜､ 胞质的分布密度､

分布范围大于 PAN 刺激组,与 p85 其重叠荧光信号向核内积聚明显减轻;PAN 刺激足细胞 15m 后 p-
Akt 蛋白表达水平 低,p-GSK3β 蛋白表达水平在 30min 低,p-Akt 及 p-GSK3β 蛋白表达水平呈

PAN 浓度依赖性下降(P<0.05),不同浓度 DEX 干预后 p-Akt 及 p-GSK3β 蛋白表达水平均呈 DEX 浓

度依赖性地恢复(P<0.05),LY294002 组 p-Akt 及 p-GSK3β 的表达则显著下降(P<0.01)。 
结论 DEX 通过稳定 CD2AP 的表达水平和分布情况来保护足细胞,抑制足细胞调亡;PI3K/Akt 分子信

号通路稳定的表达水平是 DEX 保护足细胞的关键因素。 
 
 
PU-2875 

自噬在阿霉素肾病大鼠肾组织损伤中的作用 
 

陆玮,于力,于生友,郝志宏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 观察阿霉素肾病(adriamycin nephropathy)大鼠不同病理时期自噬体的形成及自噬相关蛋白

LC3-Ⅱ的表达及分布情况,探讨自噬在肾组织损伤及蛋白尿产生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6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被随机分成对照组和模型组,各 30 只,模型组按 6.5mg/kg 一次性尾静脉

注射阿霉素,对照组给予一次性尾静脉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动态监测 2､ 4､ 6､ 8 和 10 周各组大鼠

24h 尿蛋白定量､ 血清白蛋白和胆固醇的变化,光镜和透射电镜分别观察肾脏组织病理学变化以及足

细胞结构和自噬体的形成,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自噬相关基因 LC3-Ⅱ在肾组织的定位及分布变

化,Western blot 印迹杂交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LC3-Ⅱ的表达。 
结果 模型组第 2 周时 24h 尿蛋白定量明显升高,血清白蛋白(AlB)下降,第 4 周时血浆总胆固醇(TC)
已明显升高,表现为典型肾病综合征,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1)。光镜下肾脏组织病理改

变由微小病变(MCD)逐渐发展至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透射电镜下早期出现系膜细胞增生,
溶酶体等细胞器形态及分布异常,足突增宽及弥漫性融合,晚期出现足突消失及核固缩。透射电镜及

免疫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对照组大鼠肾组织自噬表达较低,而模型组自噬表达明显增强;Western blot
印迹杂交检测到模型组 LC3-Ⅱ蛋白表达增强,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自噬参与肾脏组织损伤及蛋白尿的产生,与肾脏疾病的进展密切相关。 
 
 
PU-2876 

IL-18 和 NF-κB 在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患儿 
PBMC 中检测的临床意义 

 
王辉阳,张俊,蒋罗,于力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 18(IL-18)和核因子-κappa B(NF-κB)在活动期和缓解期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

(SSNS)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将 30 例 SSNS 患儿治疗前和治疗后 4 周分为活动期组和缓解期组,2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
收集外周静脉血和 24h 尿液,检测生化指标血清白蛋白(ALB)､ 总胆固醇(TC) ､ 甘油三酯(TG)､ 血

尿素氮(BUN) ､ 血肌酐(Scr)和 24h 尿蛋白定量;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在植物血凝素(PHA)
刺激下 37℃培养箱内培养 24h 后,收集细胞上清液,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检测上清液

中 IL-18 和 NF-κB 的表达水平;比较各组 IL-18 和 NF-κB 浓度与 24h 尿蛋白定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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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活动期组和缓解期组 SSNS 患儿生化指标及 24h 尿蛋白定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活动期组和缓解期组比较,以及活动期组和对照组比较,患儿 IL-18 浓度均明显升高

(P<0.05),NF-κB 浓度均显著升高(P<0.01);缓解期组和对照组比较,IL-18 和 NF-κB 浓度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活动期 SSNS 患儿外周血 PBMC 培养上清 IL-18 和 NF-κB 浓度与 24h 尿蛋白定

量呈明显正相关。 
结论 IL-18､ NF-κB 在 SSNS 的发病中起一定作用,SSNS 患儿疾病活动期 IL-18､ NF-κB 表达水平

均明显上调,缓解期回复正常水平;IL-18､ NF-κB 与 SSNS 患儿蛋白尿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监测 IL-18
和 NF-κB 浓度变化或可为观察 SSNS 患儿疾病转归提供参考依据。 
 
 
PU-2877 

肾病综合征激素敏感频复发患儿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分析 
 

翁维维
1,翁志媛

1,邱明瑜
1,于力

2 
1.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 
2.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肾病综合征(NS)激素敏感频复发患儿与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关系。 
方法 选取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激素敏感频复发患儿同时合并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共 35 例,根据结果分肺

炎支原体(MP)感染患儿为观察组,其他感染患儿为对照组,观察患儿的临床特征,对比治疗前后的各项

检验指标的变化,包括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24h-Upro)､ 尿素氮(BUN)､ 血肌酐(Scr)､ 血浆白蛋白

(Alb)､ 总胆固醇(Chol)等。统计分析两组患儿的治疗疗效。 
结果 两组治疗后各项临床生化指标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 24 小时尿

蛋白定量下降明显,从数值上看观察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明显。观察组 18 例患儿治疗有效 15 例,其中

完全缓解 9 例,部分缓解 6 例;对照组 17 例患儿治疗有效 14 例,其中完全缓解 6 例,部分缓解 8 例。 
结论 急性呼吸道感染诱发的激素敏感频复发 NS 患儿经过治疗后,多数能得到缓解,蛋白尿､ 低蛋白

血症､ 高脂血脂､ 肾功能均恢复较快,预后好,其中应用阿奇霉素治疗 MP 感染诱发的激素敏感频复

发的 NS 患儿疗效更显著。 
 
 
PU-2878 

细菌溶解产物在预防儿童肾病综合征频繁复发中的应用 
 

张瑶,葛林,郝志宏,于力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 观察细菌溶解产物(泛福舒)预防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频繁复发的疗效,探讨其临床应用的价

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诊断肾病综合

征频繁复发型患儿 50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22 例)给予常规的泼尼松和(或)免疫抑制剂等综

合治疗,治疗组(28 例)在常规的泼尼松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同时加用细菌溶解产物口服治疗 6 个

月,观察 6 个月内两组肾病综合征患儿呼吸道感染的次数､ 因呼吸道感染引起肾病复发的次数以及

蛋白尿有阳性转为阴性的天数。两组患儿在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分别抽血查 T 细胞亚群

CD3+,CD4+,CD8+,CD4+/CD8+及免疫球蛋白 IgA､ IgG､ IgE 和 IgM 的变化及服药期间的不良反

应。 
结果 治疗组患儿呼吸道感染的次数､ 因呼吸道感染引起肾病复发的次数以及蛋白尿有阳性转为阴

性的天数较对照组均明显减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前各项指标

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 CD3+､ IgM 无明显变化(P>0.05),而治疗组 CD4+､ CD4+/ CD8+､ 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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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G 高于对照组,CD8+､ IgE 低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肾病综合征患儿

完全缓解 15 例､ 部分缓解 10 例､ 无效 3 例,对照组完全缓解 11 例､ 部分缓解 6 例､ 无效 5 例,两
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对于肾病综合征频繁复发的患儿,使用糖皮质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同时,加用细菌溶解

产物可提高其机体免疫力,减少患儿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延长肾病综合征缓解的时间,能有效预防呼吸

道感染诱发的原发性肾病频繁复发及减少尿蛋白,较安全且不良反应少。 
 
 
PU-2879 

环孢素 A 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并发可逆性 
后部脑病综合征的临床分析 

 
朱伟雪,于力,张瑶,郝志宏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 通过对肾病综合征患儿使用环孢素 A 后并发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PRES)的临床特点进行分

析,探讨环孢素 A 治疗肾病综合征患儿与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之间的关系,为以后的的临床诊治工

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住院确诊的儿童原发性肾病综

合征使用了环孢素 A 治疗后并发 PRES 的病例共 10 例,分析其临床表现､ 头颅影像改变､ 治疗以及

可能的病因。 
结果 所选病例均为使用了环孢素 A 治疗的肾病综合征患儿,且在出现 PRES 时均处于肾病活动期,有
大量蛋白尿及明显水肿等临床表现。并发 PRES 时主要表现为:抽搐(8/10 例)､ 意识障碍(8/10 例)､
视觉障碍(4/10 例)､ 头痛(5/10 例)､ 恶心呕吐(2/10 例)､ 腹痛(2/10 例),血压升高(4/10 例)。本研究

中有 8 例患儿行头颅 MRI 或 CT 检查,其中 6 例行 MRI 检查,出现 T1 呈低或等信号,T2 为高信号的

异常信号,其中 4 例患儿表现为双侧顶､ 枕叶等大脑后部,1 例患儿表现为单侧顶部受累,1 例合并额

叶､ 1 例合并基底核;有 1 例患儿行头颅 CT 检查,表现为双侧额叶及枕叶低密度灶影。所有患儿发生

PRES 症状后,立即给予镇静止惊､ 降颅内压､ 改善微循环等对症治疗以及停用环孢素或减量等处

理,8 例患儿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2 例患儿治疗一周内再次出现抽搐 2 次,1 个月内基本痊愈,出院三

个月后复查头颅 CT,脑部病灶完基本消失。 
结论  对于肾病综合征患儿使用环孢素 A 是要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在使用环孢素 A 的过程中,如
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警惕 PRES 的发生。 
 
 
PU-2880 

5 例婴幼儿 Alport 综合征患儿临床病理基因研究 
 

丁娟娟,栾江威,王筱雯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总结本中心确诊的 5 例婴幼儿 Alport 综合征(Alport syndrome)的资料,为诊治提供一定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确诊的 5 例婴幼儿 Alport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

病理､ 基因检查结果。 
结果 5 例患儿中男 4 例,女 1 例。确诊时年龄为 1 岁 7 月至 2 岁 11 月。起病年龄为 6 月至 2 岁 8
月。病程为 1 周至 1 年 3 月。临床表现:发作性肉眼血尿 4 例,持续镜下血尿 1 例。家族史:3 例患儿

母亲有镜下血尿+蛋白尿,1 例母亲有镜下血尿,1 例无家族史。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凝血项及血生化

均正常。尿液分析:4 例血尿(2+/HP ~ 3+/HP)､ 蛋白尿(2+),1 例仅镜下血尿(1+/HP)。眼科及听力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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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未见异常。肾脏病理:光镜表现主要为系膜增生。4 例有典型的电镜表现(基底膜形态不规则､ 厚

薄不均,致密层出现分裂或呈分层状)。4 例 IV 型胶原染色: α1(++), α3(-), α5(-),1 例 IV 型胶原染色: 
α1(++), α3(+), α5(+)。基因行二代测序:5 例患儿均 COL4A5 突变,证实为 X 连锁 Alport 综合征(3 例

异常基因来自母亲,1 例为自身基因的新发突变)。 
结论 Alport 综合征为目前发病率 高的遗传性肾脏疾病,预后欠佳。本中心通过肾脏病理及基因学

检查,确诊了 5 例婴幼儿 Alport 综合征。从本中心资料表明,Alport 综合征在婴儿期即可发病( 小发

病年龄为 6 月),如果在婴幼儿期出现肾性血尿,尤其是有家族史者,应完善肾脏病理或基因学检查,已
明确诊断,以免贻误诊治。电镜阳性率为 80%,IV 型胶原染色阳性率为 80%,且有一例患儿为基因的

新发突变,提示基因检查在 Alport 综合征诊断中的重要性。 
 
 
PU-2881 

Association of MMP-9 C-1562T polymorphism with risk of 
Henoch-Schonlein purpura nephritis in children of 

southeast China 
 

XU Jin wen,ZHAO Li ping,ZHOU Hong xia,GE Ting ting,ZHANG Lin 
wuxi children's hospital 214023 

 
 
Objective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HSP) is the most prevalent vasculitis in childhood 
worldwide, characterized by inflammation occurred in skin, joints, intestines, and kidneys. 
Nephritis (HSPN) is observed in about 30-50% of children with HSP. Although the etiology of 
HSPN is not fully elucidated, it is believe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infections and genetic 
predisposition 
Methods a cohort of children from southeast China, including 108 healthy controls and 184 
patients were participated. We scanned the promoter region and the whole gene for genetic 
variations. By using SNaPshot sequencing, we genotyped the identified polymorphism C-1562T. 
Serum MMP-9 was measured by ELISA. RNA transcription was quantified by qPCR.   
Results we found a C/T transition located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MMP-9 gene, C-1562T,which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SPN risk (P<0.05). Frequencies of individual with C-1562T CC, 
CT and TT genotypes were 53% , 37% and 10%in HSPN patients and 43%, 33% and 24% in 
controls, respectively. No difference in allele frequencies was observed (P=0.82). Risk 
assessment showed significant risk for HSPN in the subjects with T allele (P=0.019, 
OR=3.065,95% CI: 1.031-9.108). Accordingly, an elevated protein level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0.0029, 137.8 μg/L vs 110.4μg/L). Furthermore, we also detected 1.3-
fold increase in the mRNA transcription, indicating enhanced promoter activity caused by the 
polymorphism. Based on the incidence risk, a cut-off value of serum MMP-9 served as HSPN 
diagnosis was suggested at 155 μg/L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MMP-9 polymorphism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SPN susceptibility, and C-1562T T allelecontributed to HSPN development 
 
 
PU-2882 

儿童过敏性紫癜肾炎临床与病理的单中心研究 
 

朱亚菊,龚莹靓,李玉峰,卫敏江,金晶,董瑜,吴伟岚,陈惠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儿童过敏性紫癜肾炎临床与肾脏病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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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00 年 2 月-2012 年 12 月间 107 例完成肾脏病理检查儿童过敏性紫癜肾炎的临

床资料,分析其临床表现与病理分级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 入组患儿中男 66 例,女 41 例,平均年龄 8.4+/-2.5 岁;临床症状伴有腹痛者 52 例(48.6%),伴有关

节症状者 44 例(41.7%),以腹痛为首发表现者 10 例(9.3%);病程中出现血便者 11 例(10.3%);肾脏受

累表现为单纯血尿 8 例(7.5%),单纯蛋白尿 30 例(28.0%),血尿合并蛋白尿 69 例(64.5%)。肾脏病理

分级Ⅰ级 2 例(1.9%),Ⅱ级 35 例(32.7%),Ⅲ级 69 例(64.5%),Ⅳ级 1 例(0.9%);存在肾间质改变者 42
例(39.2%)。蛋白尿水平越高,则病理分级越高(R s=0.273,P=0.004);病程中出现血尿则肾间质评分

越高(Z=﹣3.247 P=0.001)。 
结论 过敏性紫癜肾炎患儿病理分级以Ⅱ级和Ⅲ级 多,且蛋白尿程度与病理分级相关,病程中出现血

尿反映肾间质改变。 
 
 
PU-2883 

小儿先天性肾积水采用离断性肾盂成形术的 
有效护理干预及效果观察 

 
郑妍,刘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小儿先天性肾积水采用离断性肾盂成形术的有效护理干预及效果观察。 
方法 研究对象为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先天性肾积水患儿 86 例,均采用离断

性肾盂成形术进行治疗,并给予积极有效的综合护理干预,分析总结护理效果。 
结果 86 例患儿接受手术治疗患儿中,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后,护理痊愈 76 例,护理显效 8 例,护理无效 2
例,护理总体有效率为 97.7%。术后 6 例患儿出现感染(该 6 例患儿均为术前合并泌尿系感染患儿,经
医护人员对比分析 P>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小儿先天性肾积水患儿来说,行离断性肾盂成形术后给予综合有效的护理干预,明显减少了患

儿的痛苦,促进疾病的康复,减少了住院天数。因此,该护理方法具备临床推广意义。 
 
 
PU-2884 

PICU 血液净化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特点 
 

裴亮,杨雨航,杨妮,文广富,许巍,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血液净化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深静脉血栓在性别､ 年龄､ 导管留置时间､ 凝血功能､ 机械

通气时间､ 静脉应用药物时间及血常规指标差异,应用统计学方法比较血栓组和非血栓组差别,分析

儿童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01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2 月留置中心静脉置管的患

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其性别､ 年龄､ 导管留置时间､ 凝血功能､ 机械通气时间､ 静脉应用药物时间

及血常规指标差异。并根据深血栓形成情况将患儿分为血栓组､ 非血栓组,总结其临床特点并应用

χ2检验､ t 检验､ Fisher 精确概率法､ 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 logistics 回归分

析筛选出影响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因素。 
结果 105 例中心静脉置管患儿,男:女=68:37;年龄从 8.5 月至 13 岁,平均年龄(5.7±4.1)岁;原发病涵盖

中毒､ 急性肝功能衰竭､ 急性肾功能衰竭､ 重症脓毒症､ 重症急性胰腺炎､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等,其中血栓组 7 例,原发病为急性肝功能衰竭 3 例､ 中毒 3 例､ 重症脓毒症 1 例;患儿年龄､ 中心静

脉导管留置时间､ 静脉营养应用大于 7 天､ 静脉应用甘露醇大于 7 天等在血栓组,非血栓组比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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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静脉营养应用大于 7 天和静脉应用甘露醇大于

7 天是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因素(OR 值为 50.703､ 15.590,P<0.05)。 
结论 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性深静脉血栓是深静脉置管常见并发症,起病隐匿,血栓一旦脱落容易导致肺

栓塞等急症,并且影响患儿预后甚至延长住院时间,本文统计提示静脉营养应用大于 7 天和静脉应用

甘露醇大于 7 天是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深静脉血栓发病的影响因素。 
 
 
PU-2885 

儿童狼疮性肾炎疗效影响因素分析 
 

李荻菁,姜梦婕,容丽萍,陈丽植,莫樱,蒋小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影响儿童狼疮性肾炎(LN)疗效的因素。 
方法 收集 199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住院并规律随访 6 个月以上 157 例 LN 患儿的临床病理资料,
比较不同治疗方案患儿的缓解情况,采用 Logistic 回归对影响诱导治疗 6 个月及 12 个月缓解的临床

病理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诱导治疗 6 个月､ 12 个月血肌酐(Scr)､ 血尿素氮(BUN)､ 血总胆固醇(CHOL)､ 血尿酸(UA)及
尿蛋白定量(upro)､ 抗核抗体(ANA)､ 抗双链 DNA(dsDNA)抗体阳性率､ SLEDAI 低于治疗前,血白

蛋白(ALB)､ 补体 C3､ C4 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诱导治疗前,发病年龄处于青春

期､ 学龄期患儿 Scr 高于学龄前期患儿,重度活动患儿 ALB､ C3､ C4 低于轻度活动患儿,肾病综合

征型患儿 ALB 低于孤立血尿和(或)蛋白尿型患儿,Scr､ BUN､ CHOL､ UA 及 upro､ ANA､ 抗

dsDNA 抗体阳性率高于孤立血尿和(或)蛋白尿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 个月､ 12 个月后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诱导治疗前不同病理分型间临床､ 免疫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
个月､ 12 个月后 VI 型患儿 Scr､ BUN 较其余病理分型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IL 3 级患儿

诱导治疗前及 6 个月､ 12 个月后 BUN 均较 0 级患儿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II 型和 IV 型

患儿中,MMF 和 CTX 治疗 6 个月､ 12 个月的缓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V+III 型和 V+IV 型

患儿中,多靶点诱导治疗(6 例)6 个月､ 12 个月的缓解率较 CTX(12 例)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贫血及 CI≥4 为诱导治疗 6 个月不缓解的独立危险因素,肾功能不全及 CI≥4 为诱导治疗

12 个月不缓解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LN 患儿诱导治疗反应与病理分型及肾小管病变程度有关,而年龄､ 疾病活动程度及临床分型仅

与治疗前病情严重程度有关,与治疗反应无关。诱导的缓解主要影响因素为贫血､ 肾功能及 CI,提示

肾脏病理活检对指导治疗､ 预测疗效具有重要意义。MMF 和 CTX 对Ⅲ和Ⅳ型 LN 诱导缓解疗效无

差异;待扩大样本量比较 V+III 型和 V+IV 型患儿的疗效。 
 
 
PU-2886 

狼疮性肾炎男孩和女孩临床病理表现的比较 
 

李荻菁,姜梦婕,容丽萍,陈丽植,莫樱,蒋小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比较狼疮性肾炎(LN)男孩和女孩的临床和病理表现。 
方法 收集 199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住院的 271 例 LN 患儿的临床病理资料,对不同性别患儿的临

床､ 病理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男孩 62 例,女孩 209 例,两组患儿在 SLE 及 LN 起病年龄､ 就诊年龄､ 家族史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常见肾外临床表现均为贫血､ 发热､ 皮疹,肾脏表现为蛋白尿､ 水肿､ 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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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50%)。临床表现中男孩胸膜炎或胸腔积液､ 血白细胞下降､ 蛋白尿及肾病范围蛋白尿的

发生率较女孩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神经精神表现及肾功能不全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免疫学指标中,男孩 ANA 阳性率较女孩高,血 IgM 水平较女孩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初次就诊 SLEDA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3 例男孩和 143 例女孩完善

肾活检,两组病理分型均以 IV 型为主,病理分型､ AI､ CI､ TI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上

均以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为主要药物,诱导治疗 6 个月､ 12 个月肾脏缓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男性 LN 患儿胸膜炎或胸腔积液､ 血白细胞下降､ 蛋白尿及肾病范围蛋白尿的发生率､ ANA
阳性率均较女孩高,提示男孩病情较重,但诱导缓解疗效无差异,肾脏存活率待长期观察比较。 
 
 
PU-2887 

儿童 IgA 肾病肾病综合征型临床､ 病理及治疗分析 
 

李红超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肾病综合征型儿童 IgA 肾病(IgAN)的临床､ 病理特点及治疗效果,为该型 IgAN 患儿制定适

宜的治疗方案,判断预后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总结 200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年龄≤15 周岁,临床表现

符合肾病综合征(NS),肾脏病理确诊为 IgAN 26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并随访 6 个月以上,分析此型 IgAN
患儿的临床表现､ 病理改变及治疗情况。并根据肾病综合征临床分型分为两组:I 组(单纯型肾病综合

征表现的 IgAN)9 例;II 组(肾炎型肾病综合征表现的 IgAN)17 例。对比两组患儿临床表现､ 实验室指

标与病理特点的异同;以及两组患儿治疗效果。 
结果 1､ 26 例表现为 NS 的 IgAN 患儿,男 20 例,女 6 例,男:女之比为 3.33:1。发病年龄 6-15 岁,中
位年龄 11 岁。病程 24 天-12 年,中位病程为 4.5 个月。 
    2､ 26 例患儿单纯型 NS 表现 9 例,肾炎型 NS 表现 17 例,其中伴肉眼血尿 10 例。肾炎型组肾活

检时血肌酐､ 尿素氮､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均高于单纯型组(P<0.05);血清白蛋白低于单纯型组

(P<0.05)。 
    3､ 26 例患儿病理 Lee 氏分级 I 级 6 例,III 级 8 例,IV 级 7 例,免疫复合物 IgA+IgM 沉积 7
例,IgA+IgG+IgM+C3 沉积 13 例。单纯型组 Lee 氏 I 级 5 例,免疫复合物 IgA+IgM 沉积 4 例,伴 C3
沉积 2 例;肾炎型组 Lee 氏 III 级 6 例､ IV 级 6 例,免疫复合物 IgA+IgG+IgM+C3 沉积 12 例,伴 C3 沉

积 12 例。 
    4､ 治疗方法上单纯型组采用口服泼尼松+CTX 静脉冲击 6 例;肾炎型组采用口服泼尼松+甲强龙

静脉冲击+CTX 静脉冲击 8 例。两组治疗 6 个月后血清肌酐､ 尿素氮､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水平较

治疗前下降(P<0.05);血清白蛋白水平较治疗前上升(P<0.05);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无差异(P>0.05)。 
    5､ 肾炎型组激素耐药率 53.85%,单纯型组激素耐药率 19.23%,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伴 C3 沉积者治疗 6 个月后 24 小时尿蛋白下降较非 C3 沉积者缓慢(P<0.05),完全缓解 9
例,部分缓解 3 例,无效 2 例,与非 C3 沉积者缓解率比较有差异(P<0.05)。 
结论  
1､ 儿童 IgAN 肾病综合征型临床表现以肾炎型 NS 多见,其临床表现､ 实验室指标及病理改变均重

于单纯型 NS。 
2､ 肾炎型 NS 起病时伴肉眼血尿者以及激素耐药者应尽早行肾穿刺病理检查,以除外 IgAN 的可

能。 
3､ 儿童 IgAN 肾病综合征病理改变伴 C3 沉积者,治疗效果相对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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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88 

声触诊组织定量技术在儿童紫癜性肾炎中 的临床应用研究 
 

王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声触诊组织定量(VTQ)技术在诊断及评估儿童 HSPN 肾损伤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小儿肾病科行肾活检的 46 例紫癜性肾炎患儿为 HSPN
组,选取尿检正常的 15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为 HSP 组,选取 20 例正常健康儿童为正常对照组,收集其

临床资料及实验室资料。所有儿童均先行普通超声观察肾脏形态､ 实质回声及血流灌注情况,应用

VTQ 技术测量肾皮质剪切波速度(SWV)值。HSPN 组于 VTQ 技术检测后 1 周内行肾活检,按病理结

果分为 A 组(I~II 级)､ B 组(III~IV 级),其中Ⅴ级､ Ⅵ级为 0,将 HSPN 组与正常对照组,A､ B 两组的肾

皮质 SWV 值分别建立 ROC 曲线。根据 24h 尿蛋白定量分为轻度蛋白尿组､ 中度蛋白尿组及重度

蛋白尿组,将肾皮质 SWV 值分别与肾脏病理及 24h 尿蛋白定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HSPN 组肾皮质 SWV 值为(2.78±0.39)m/s,HSP 组为(2.31±0.21)m/s,正常对照组为

(2.16±0.17)m/s。三组 SWV 值两两比较,HSPN 组与 HSP 组､ 正常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

(P<0.05),HSP 组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05)。2.HSPN 组肾皮质 SWV 值与病理分级进行相

关性分析,有统计学意义(r=0.423,P=0.003),肾皮质 SWV 值与肾脏病理呈正相关性。3.HSPN 组

SWV 值分别与肾小球新月体形成､ 肾小管-间质病变及 24h 尿蛋白定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4.HSPN 组与正常对照组的肾皮质 SWV 值建立的 ROC 曲线,曲线下 大面积为

0.916,正常对照组与 HSPN 组肾皮质 SWV 值的 佳临界值为 2.37m/s,敏感度为 85.4%,特异度为

81.2%。普通肾脏超声对于 HSPN 肾损伤的检查异常率为 15.21%(7/46)。5.A､ B 两组肾皮质

SWV 值建立的 ROC 曲线,曲线下 大面积为 0.791,HSPN 病理分级在 III 级及 III 级以上的 佳临界

值为 2.60m/s,敏感度为 64.9%,特异度为 77.8%。 
结论 VTQ 技术可以快速､ 无创､ 定量测量 HSPN 儿童的肾脏弹性,SWV 值越大,提示肾脏损伤越重,
病理分级越高。VTQ 技术诊断 HSPN 肾损伤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比传统超声更高。VTQ 技术有望成

为检测儿童 HSPN 肾损伤及评估损伤程度的敏感指标,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帮助。 
 
 
PU-2889 

Exogenous miRNA-26a attenuates renal fibrosis in UUO 
mice 

 
Zhang Aiqing1,3,Yuan Yanggang2,Gan Weihua1,Wang Xiaonan3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3.Dept. of Medicine, Emory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R-26a reducing renal fibrosis through exosomes.  
Methods We generated exosomes that overexpresses miR-26a and injected it into the tibialis 
anterior (TA) muscle of UUO mice. After 3 days, mice were killed and kidneys were analyzed for 
protein markers of fibrosis.  
Results Injection of exosomes that overexpresses miR-26a into muscle increased miR-26a in the 
kidneys.  Renal fibrosis wa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mice evaluated by Masson 
Stain. The proteins of alpha smooth muscle actin, fibronectin and collagens had the same 
change .The expression of CTGF and pSmad2/3 was decreased in the UUO mice kidney.  
Conclusions Overexpression of miR-26a in kidneys attenuates renal fibrosis lesions via 
exosomes in UUO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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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90 

TLR-2､ ED-1 和 IL-1β 在儿童微小病变型肾病肾组织中的表达 
 

赵德安
1,马振林

1,2,贾妮旦
1,刘海玉

1 
1.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 

2.周口市中心医院儿科 
 

 
目的 微小病变型肾病综合征(minimal change nephrotic syndrome,MCNS)是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

征(idiopathic nephrotic syndrome,INS) 为常见的病理类型。对于 MCNS 的细胞免疫学机制目前

仍不是很清楚。本文观察 Toll 样受体-2(TLR-2)､单核巨噬细胞表面特异性标志抗原(ED-1)和白介素

-1β(IL-1β)在儿童微小病变型肾病(MCNS)肾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探讨 TLR-2､ED-1､IL-1β 在 MCNS
发病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遴选 2013.1-2015.12 间 2-14 岁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表现原发性肾病综合征(INS)且
病理确诊为 MCNS 病例 20 例,10 例儿童肾肿瘤切除术后远离肾肿瘤边缘正常肾组织作为对照组。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GTVision III 二步法,对 MCNS 患儿肾活检肾组织切片行 TLR-2､ ED-1 和

IL-1β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结果 正常对照组肾小球及肾小管内 TLR-2､ ED-1､ IL-1β 无或有极微量表达。与对照组比

较,MCNS 组 TLR-2､ ED-1､ IL-1β 在肾小球(0.47±0.17 vs 5.15±0.21,0.55±0.14 vs 
22.06±0.32,0.29±0.12 vs 17.43±0.34;P 均<0.05)和肾小管上皮(0.31±0.20 vs 
79.45±3.65,0.84±0.39 vs 82.56±5.3,0.47 ± 0.25 vs 63.34±4.36;P 均<0.01)表达均显著增高。 
结论 TLR-2 在肾小管上皮细胞高表达,诱导肾脏固有巨噬细胞释放炎症细胞因子 IL-1β 的过度释放,
介导 MCNS 的局部损伤和炎症反应,促进 MCNS 的进展。 
 
 
PU-2891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he Cell Death Induced by the 
Histone Deacetylase Pan Inhibitor LBH589 (Panobinostat) 

in Wilms Tumor Cells 
 

Xu Lixiao,Pan Jian,Tao YanFang,Li ZhiHeng,Li XiaoLu,Li Mei,Chen XiaoLan,Yang Chun,Li Gen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0016 

 
 
Objective Wilms tumor (WT) is an embryonic kidney cancer, for which histone acetylation might 
be a therapeutic target. LBH589, a novel targeted agent, suppresses histone deacetylases in 
many tumo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LBH589 in SK-NEP-1 and G401 
cells. 
Methods SK-NEP-1 and G401 cell growth was assessed by CCK-8 and in nude mice 
experiments. Annexin V/propidium iodide staining followed by flow cytometry detected apoptosis 
in cell culture. Gene expressions of LBH589-treated tumor cells were analyzed using an Arraystar 
Human LncRNA Array. The Multi Experiment View cluster softwar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data.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from the cluster analyses were imported into the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tool. 
Results LBH589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of SK-NEP-1 and G401 cell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Annexin V, TUNEL and Hochest 33342 stain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LBH589-treated 
cells showed more apoptotic feature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LBH589 treatment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SK-NEP-1 xenograft tumors in nude mice. Arraystar Human LncRNA Array analysis of 
genes and lncRNAs regulated by LBH589 identified 6653 mRNAs and 8135 lncRNAs in LBH589-
treated SK-NEP-1 cells. The most enriched gene ontology terms were those involv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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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osome assembly. KEGG pathway analysis identified cell cycle proteins, 
includingCCNA2, CCNB2, CCND1, CCND2, CDK4, CDKN1B and HDAC2, etc.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identified important upstream 
molecules: HIST2H3C, HIST1H4A, HIST1A, HIST1C,HIST1D, histone H1, histone 
H3, RPRM, HSP70 and MYC. 
Conclusions LBH589 treatment caused apoptosis and inhibi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of SK-NEP-
1and G401 cells. LBH589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few side effects on SK-NEP-1 xenograft 
tumors. Expression profiling, and GO, KEGG and IPA analyses identified new targets and a new 
“network” of genes responding to LBH589 treatment in SK-NEP-1 
cells. RPRM, HSP70 andMYC may be important regulators during LBH589 treatment. Our results 
provide new clues to the proapoptotic mechanism of LBH589. 
 
 
PU-2892 

43 例紫癜性肾炎患儿临床表现与肾脏病理分析 
 

杨焕丹,张锐锋,彭倩倩,袁婷婷,朱冰冰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 对 43 例行肾穿刺检查的紫癜性肾炎患儿临床表现及肾脏病理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紫癜性肾炎患

儿的治疗方法､ 临床分型与肾脏病理结果之间的联系,以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徐州市儿童医院肾内风湿免疫科收治的 2000 余例

过敏性紫癜患儿,其中行肾穿刺检查的患儿有 43 例。对这 43 例行肾穿刺患儿的临床分型､ 尿液检

查结果及肾脏病理检查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各组临床分型与肾脏病理分型之间的关系。同时,43 例行

肾穿刺患儿中,肾脏病理类型表现为Ⅰ—Ⅱa 级的患儿给予 ACEI､ 双嘧达莫口服治疗,肾脏病理类型

表现为Ⅱb—Ⅲa 级的患儿给予激素+吗替麦考酚酯或激素+环磷酰胺冲击治疗,同时给予双嘧达莫､

ACEI 类药物口服;肾脏病理类型表现为Ⅲb 级的患儿给予激素+环磷酰胺冲击治疗,之后给予强的松

口服,同时给予肝素､ 双嘧达莫､ ACEI 类药物治疗。所有患儿定期门诊随诊 1 年以上,观察患儿的治

疗效果。 
结果 1. 43 例行肾穿刺的紫癜性肾炎患儿,临床上表现为大量蛋白尿和/或血尿者 35 例,表现为反复轻

-中度蛋白尿的患儿 8 例。2.临床分型中以血尿和蛋白尿型 33 例(76.7%);孤立性蛋白尿型 10 例

(23.3%);无孤立性血尿型;3.肾小球病理分级:Ⅲ级 24 例(55.8%),其中Ⅲa19 例(44.2%)､ Ⅲb5 例

(11.6%),Ⅱ级 16 例(37.2%),其中Ⅱa 级 12 例(27.9%)､ Ⅱb 级 4 例(9.3%),Ⅰ级 3 例(6.9%),未发现

Ⅳ级及以上病理分型。4.所有患儿门诊随诊 1 年以上,其中 41 例患儿治愈,复查尿常规､ 尿微量白蛋

白均正常,2 例病理类型表现为Ⅲb 的患儿给予激素及环磷酰胺冲击治疗后尿蛋白好转,但随后门诊随

诊的过程中尿蛋白再次反复,加用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目前仍在定期随诊中。 
结论 临床上表现为大量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患儿中,其病理类型以Ⅲa 级 多见,根据肾脏病理类型,
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临床预后良好。 
 
 
PU-2893 

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临床及病理分析 
 

刘素雯,孙书珍,李倩,余丽春,陈元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分析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SRNS)患儿的发病率､ 临床及病理类型情况。 
方法 对我院 2005 年至 2015 年期间在儿科肾脏免疫科住院诊断为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SRNS)的
175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以及其中做肾穿刺活检的 83 例患儿的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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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院 2005~2015 年期间收治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NS)患儿 895 例,其中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

征共 175 例,占 19.55%,且历年的 SRNS 发病率提示 SRNS 患儿群体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尤其是在

2009 年出现明显的上升转折点。有 83 例 SRNS 患儿行肾活检,其中微小病变(MCD)27 例,局灶节段

性肾小球硬化(FSGS)15 例,IgA 肾病 15 例,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sPGN)12 例,膜性肾病(MN)9
例,IgM 肾病 2 例,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PGN)1 例,其他 2 例。微小病变(MCD)中 2 例患儿行重复肾

活检病理类型转变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 
结论 近年来 PNS 发生 GC 耐药愈来愈常见,SRNS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肾活检病理类型呈现多样

化,我院资料以 MCD､ FSGS､ IgA 为主,随着病情变化,各种病理类型之间存在转型,因此,当患儿临

床表现为 SRNS 时,需及时行肾活检了解病理改变,并结合临床情况选择更适合的治疗方案以降低慢

性肾衰竭的发生率。 
 
 
PU-2894 

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 45 例临床病理特点及随访研究 
 

孙智才,刘玉玲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临床､ 病理特点及转归。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5 月至 2016 年 3 月本院确诊的 45 例原发性 IgA 肾病患儿的临床病理特

征及预后情况。 
结果 (1)45 例患儿平均年龄(9.45±2.43),其中男 29 例(64.4%),女 16 例(35.6%)。临床分型:孤立性血

尿型 21 例;孤立性蛋白尿型 7;血尿和蛋白尿型 13 例;急性肾炎型 1 例;肾病综合征型 3 例;急进性肾

炎型和慢性肾炎型 0 例。(2)病理分型:Lee 氏分级:Ⅰ级 11 例,Ⅱ级 23 例,Ⅲ级 6 例,Ⅳ级 5 例,Ⅴ级 0
例。(3)随访结果:随访时间为(3.03±1.82)年(5 月-7.2 年),所有患儿肾功能维持正常;其中孤立性血尿

型患儿随访期间未见尿蛋白;20 例非肾病水平蛋白尿患儿中 6 例临床治愈,其余尿检轻度异常(镜下

血尿或≤0.15g/24h);4 例肾病水平蛋白尿患儿中仅 1 例(Ⅳ级)仍有反复大量蛋白尿? 
结论 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临床表现以孤立性血尿､ 血尿和蛋白尿型为主,临床表现越重肾脏病理

损害可能越重,经有效治疗后短期预后良好,但仍需长期随访。 
 
 
PU-2895 

森森布伦纳综合征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贾实磊,杨军,何庭艳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森森布伦纳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的纤毛病,主要特点是有独特颅面特征(前发

髻高､ 前额突出､ 矢状方颅､ 长头畸形)､ 干骺发育不良(肢短､ 胸部小),外胚层异常(头发稀疏､ 牙

齿缺失､ 指甲短)､ 结缔组织异常(皮肤松弛,关节松弛),视网膜营养不良､ 慢性肾脏和肝脏疾病,由于

骨骼和外胚层发育异常,它被称为颅骨外胚层发育不良 3 型(cranioectodermal dysplasia 3,CED3)。
本文探讨总结纤毛内转运系统(intraflagellar transport,IFT)43 基因突变致森森布伦纳综合征(颅骨外

胚层发育不良 3 型)的临床特点及诊断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首例森森布伦纳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女,13 岁 5 个月。因"贫血､ 肾功能异常 8 月余"就诊。临床表现为身材矮小,四肢短,短指

畸形､ 牙齿发育不全,网膜营养不良(高度近视:左眼 650 度,右眼 700 度),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肌
酐 735.4umol/L。eGFR 6.5ml/min.1.73m2。)。基因测序分析显示 C14ORF179/IFT43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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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A>G, p.M1V 纯合突变。文献检索国内外森森布伦纳综合征的相关报道,本例在国内尚属首例。

目前已知纤毛内转运系统 4 个不同基因(IFT22,IFT122,IFT43,WDR35)突变可导致森森布伦纳综合

症,其主要特点表现为独特的颅面特征(前发髻高､ 前额突出､ 矢状方颅､ 长头畸形)､ 干骺端发育不

良(肢短､ 胸部小),外胚层异常(头发稀疏､ 牙齿缺失､ 指甲短)､ 结缔组织异常(皮肤松弛,关节松弛),
视网膜营养不良､ 慢性肾脏和肝脏疾病。 
结论 森森布伦纳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纤毛病,影响外胚层及骨骼系统的发育､ 并

累及肝､ 肾和神经系统,是导致儿童早发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原因之一。基因测序可提供明确的诊断

和预后判断,对于已有此类遗传疾病的家庭,产前检查应进行靶向基因分析(IFT 基因)。 
 
 
PU-2896 

Tfh 细胞介导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低 IgG 血症免疫机制探讨 
 

梁芳芳,刘光磊,李成荣,杨军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观察 INS 患儿体液免疫特点及检测外周血滤泡辅助性 T 细胞(Tfh)数量和功能变化,探讨

INS 低 IgG 血症免疫机制。 
方法 选取 2015.09-2016.10 我院就医儿童,对照组 20 例,为门诊健康体检儿童,INS 患儿 40 例,其中

初发组 20 例和缓解组 20 例。三组性别､ 年龄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首先分析对照组､ 初发组和缓

解组免疫球蛋白及 IgG 亚类特点;然后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Tfh 比例及不同时期 B 细胞比

例。 
结果 1.初发组总 IgG､ IgG1､ IgG2､ IgG 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及缓解组(P<0.05);三组间 IgG3､
IgA 浓度无明显差异(P>0.05),且 IgM 呈增高趋势。2. 初发组外周血 Tfh 细胞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

[(3.89±1.20)vs(5.22±1.09),P<0.05)]及缓解组(4.91±1.22, P<0.05),缓解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P>0.05)。Tfh 细胞比例与血浆 IgG 浓度二者之间呈正相关(r=0.692, P<0.001)。3.初发组初始 B 细

胞和转化前记忆 B 细胞,与缓解组和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而转化后记忆 B 细胞和浆细胞

却明显低于缓解组和对照组(P<0.05)。 
结论 1. INS 患儿存在继发性体液免疫功能缺陷,如 IgG 降低､ IgM 正常或增高。Tfh 细胞缺陷所致原

发性免疫缺陷病疾病体液免疫紊乱与 INS 初发患儿体液免疫紊乱有相似之处,故我们推测活动期

INS 患儿低 IgG 血症可能与 Tfh 细胞暂时性数量或功能异常有关。2.本研究结果提示 INS 患儿 Tfh
比例下调影响 B 细胞分化成熟,这可能是儿童 INS 低 IgG 血症的原因之一,但目前导致活动期 INS 患

儿 Tfh 细胞比例下调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pan lang=EN-US>B 细胞和浆细胞却明显低于缓解组和对照组(P<0.05)。 
 
 
PU-2897 

BCL-6/Blimp-1 和 IL-2-PI3K-AKT-mTOR 轴表达 
失衡介导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低 IgG 血症免疫机制研究 

 
梁芳芳,刘光磊,李成荣,杨军,何庭艳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INS 患儿 Tfh 细胞比例下调可能是低 IgG 血症的原因之一,检测 Tfh 相关因子,进一步探讨 INS
低 IgG 血症免疫机制。 
方法 选取 2015.09-2016.10 我院就医儿童,对照组 20 例,为门诊健康体检儿童,INS 患儿 40 例,其中

初发组 20 例和缓解组 20 例。三组性别､ 年龄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因子(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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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IL-21､ IL-6),采用 Real-TimePCR 方法检测相关因子(BCL-6､ Blimp-1､ IL-2R､ mTOR､ PI3K
､ AKT 等)的表达和脂质代谢终产物丙二醛(MDA)等。 
结果  1.ELISA 检测初发组 IL-2 明显高于对照组和缓解组(P<0.05);IL-21､ IL-6 三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P>0.05),但初发组 IL-21､ IL-6 均呈下降趋势。2. PCR 检测:初发组 CD4+T 细胞 IL-21 基因与

BCL-6 基因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和缓解组(P<0.05);初发组 Blimp-1 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INS 缓解

组(P<0.05);初发组 MDA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和缓解组(P<0.05),且 MDA 浓度与 mTOR､ mTORC1
表达呈正相关[(r =0.627)vs(r=0.794),P<0.05]。 
结论 1.已知 IL-21､ IL-6 等通过上调 BCL-6 表达,促进 Tfh 的分化,IL-2 通过其受体上调 Blimp-1 表达,
抑制 Tfh 分化。本研究提示细胞因子微环境紊乱导致的 BCL-6/Blimp-1 表达失衡,可能是引起 INS
患儿 Tfh 比例下调的原因之一。2.已知高脂血症和 IL-2 可经 PI3K-AKT 途径激活 mTOR,mTOR 过

表达抑制 Tfh 分化。本研究提示高脂血症可能是导致 mTOR 过表达的原因之一,同时 IL-2- PI3K-
AKT-mTOR 轴异常表达可能是导致 INS 患儿 Tfh 细胞比例下调的另一原因。 

 
 

PU-2898 

ILEI i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te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TGF-β1 induced renal tubular EMT 

 
Zhao Xing,Jiang Hong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Objective Discuss the expression of ILEI in tubular EMT and research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ILEI in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1(TGF-β1)-induced renal tubular EMT. 
Methods HK-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various dose of TGF-β1 for different times. Then 
investigate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cells treated with TGF-β1. Western blot､ RT-PCR and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α-SMA､ Vimentin and 
ILEI protein and mRNA level in different group cells. The migration ability was detected by 
Transwell chamber.HK-2 cells transiently transfected with ILEI plasmids and siRNA were cultured 
by TGF-β1.Western blot､ RT-PCR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α-SMA
､ Vimentin､ AKT and ERK protein and mRNA level in different group cells. 
Results ILEI is involved in the renal tubular EMT induced by TGF-β1, and overexpression of ILEI 
can not only induce EMT of HK-2 cells independently, but also profoundly enhance EMT in 
response to TGF-β1. Meanwhile, we found ILEI siRNA blocked the EMT of HK-2 cells induced by 
TGF-β1, and ILEI participate in the EMT caused by TGF-β1 via ERK and AKT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ILEI may play a crucial role in mediating TGF-β1-induced EMT through Akt and 
ERK pathway, and can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fibrotic kidney 
diseases. 
 
 
PU-2899 

Alteration of Connexin43 Expression in a rat model of 
Obesity-Related Glomerulopathy 

 
Zhao Yongli,Li Guohua,Wang Yuchuan,Liu Zhengjua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Dalian Medcial University 116027 
 

 
Objective Alteration of connexin43 (Cx43) expression was thought to be a response signal in 
several kidney diseases. However, the Cx43 expression in obesity-related glomerulopathy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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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used a high-fat diet-induced ORG rat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Cx43 in glomeruli during obesity. 
Methods Five-week-old rats were fed with high-fat diet for 18 weeks to establish ORG model. 
The histological change of glomeruli was determined by Periodic acid Schiff (PAS) staining. The 
foot process effacement of podocyte was observ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The markers for podocyte injury (nephrin, podocin and WT1) and Cx43 expression in glomeruli 
were measured by immunostaining, real time RT-PCR and Western-blotting.  
Results ORG rats displayed typical metabolic disorder, hyperinsulinemia, systemic inflammation 
and microalbuminuria. The kidney of ORG rats appeared hypertrophy, glomerular expansion and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The podocyte in glomeruli of ORG rats appeared significant foot process 
effacement, nephrin loss and density reduction. The Cx43 expression in glomeruli of ORG rats 
was typical increased.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fine that glomerular injury induced by high-fat diet is accompanied 
by the alteration of Cx43 expression, which might be a marker for evaluation of obesity-related 
glomerulopathy 
 
 
PU-2900 

糖皮质激素联合吗替麦考酚酯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 40 例分析 
 

谭永超,孙书珍,郭海艳,李倩,余丽春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50000 

 
 
目的 观察和评价糖皮质激素联合吗替麦考酚酯对儿童紫癜性肾炎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以蛋白尿为主的难治性紫癜性肾炎儿童 40 例.根据肾活检病理结果及蛋白尿情况选用不同

剂量糖皮质激素,并根据病情定期减量,同时联合 MMF[15-30 mg/(kg·d)]治疗.定期复查 24 小时尿蛋

白､ 尿常规､ 血常规､ 肝功､ 血清肌酐､ 尿素氮､ 胱抑素 C､ β2 微球蛋白､ 尿酸. 治疗 1,3 个月后

进行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结果 40 例患儿,其中男 26 例,女 14 例;发病年龄(10.5 ± 2.5)岁;肾病水平蛋白尿患儿 27 例,非肾病水

平蛋白尿患儿 13 例;有 24 例接受肾活检,其中 I 级 1 例,Ⅱ级 3 例,Ⅲa 级 8 例,Ⅲb 级 10 例,Ⅳ级 2
例.MMF 治疗 1 个月时,尿蛋白定量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 0.05);3 个月时尿蛋白定量较治疗前明显

降低(P < 0.01).MMF 治疗前后,患儿外周血白细胞､ 红细胞､ 血小板计数及血红蛋白量､ 谷丙转氨

酶､ 谷草转氨酶､ 血清尿素氮､ 肌酐､ 尿酸无明显改变;胱抑素 C､ β2 微球蛋白较治疗前明显下

降。足量泼尼松及甲泼尼龙冲击治疗期间患儿均出现柯兴貌,随着激素减量,柯兴貌有不同程度改

善.MMF 治疗初期有 2 例患儿出现一过性腹泻,3 例患儿出现恶心,无呕吐,对症处理后缓解,余未见特

殊异常. 
结论 糖皮质激素联合吗替麦考酚酯治疗以蛋白尿为主的难治性儿童紫癜性肾炎,有效､ 安全､ 依从

性好,且近期不良反应少. 
 
 
PU-2901 

GP130 抑制剂对 UUO 小鼠肾组织 STAT3 和间质纤维化表达的

机制研究 
 

龚莹靓,李玉峰,朱亚菊,董瑜,单文婕,金晶,吴伟岚,陈慧敏,卫敏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动态观察糖蛋白 130 小分子抑制剂 SC144 单侧输尿管梗阻(UUO)小鼠肾组织 ECM 堆积和

JAK/STAT 信号转导通路表达的影响,探讨 SC144 对防治肾间质纤维化的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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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4 组共 24 只 BALB/C 野生型小鼠,用随机数字法分为 4 组:假手术组(sham),模型对照

组,ACTA 干预组,SC144 干预组。前 2 组给予生理盐水腹腔注射,ACTA 干预组给予 IL-6 特异性抑制

剂激活素 A(ACTA)腹腔注射, SC144 经口灌胃。于造模后第 14 天,动态观测肾组织形态学变化､ 纤

维化情况及肾组织 JAK2/STAT3 的表达。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肾脏组织学形态改变,评估肾小管损

伤和肾间质纤维化程度;免疫組化检测肾脏巨噬细胞浸润和 a-SMA 表达;RT-PCR 检测 I､ IV 型胶原

､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mRNA 表达;Western 印记检测肾组织

JAK2 和 STAT3 的表达和 JAK2､ STAT3 的磷酸化。 
结果 在梗阻的第 14 天,模型对照组及 2 组药物干预组的肾小管上皮变性､ 萎缩,肾小管扩张,肾间质

增宽,以模型对照组 为明显;相较于模型对照组,SC144 干预组的肾小管间质损伤程度有减轻趋势

(P=0.052)。模型对照组､ ACTA 干预组､ SC144 干预组肾组织内 I､ IV 型胶原､ TGF-β､ MCP-1
表达均升高,与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模型对照组相比,SC144 干预组

肾组织内 IV 型胶原､ TGF-βmRNA 表达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及干预组较假

手术组比较,JAK2､ STAT3 的磷酸化水平明显上升,而 JAK2､ STAT3 在 SC144 干预组的磷酸化水

平,较模型对照组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分子抑制剂 SC144 能抑制 JAK2､ STAT3 的磷酸化,通过 JAK2/STAT3 信号通路减轻肾小

管上皮间质转分化､ 减少细胞外基质表达,具有延缓 UUO 小鼠肾间质纤维化进程的趋势。 
 
 
PU-2902 

Children with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with low 
complement levels:an observation for 6 years 

 
lin qiang,Li Xiaozho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0 
 

 
Objective It had been reported earlier that HSP patients with low complement components may 
develop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within 1–2 years. We followed those pediatric HSP 
patients with low complement componen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developed SLE. 
Methods We studied patients hospitalized for HSP in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between October 2010 and November 2016. Complement components and anti-
streptolysin O (ASO) titer tests were studied. We followed those patients with low complement 
componen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developed SLE. 
Results From October 2010 to November 2016, a total of 3765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SP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f whom 265 had low levels of 
complement. Of these 265 patients with low complement, 156 were boys and 109 were girls. The 
mean age was 7.18 ± 2.08 years. The average levels of C3 and C4 were 0.69 ± 0.21 (normal C3 
level 0.79–1.52) g/L and 0.06 ± 0.05 (normal C4 level 0.16–0.38) g/L respectively. Of the 265 
patients with low complement, 33 were not examined using the anti-streptolysin O (ASO) titer test, 
32 had normal ASO titers, and the remaining 200 children had elevated ASO titers, with an 
average of 1191.45 ± 486.23 (normal value <250) IU/mL. The follow-up lasted an average of 3.80 
± 1.82 years, and 19 patients were lost to follow-up. No patient developed SLE. 
Conclusions The decrease in complement level in HSP indicates that complement activation i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SP, but that it does not affect the prognosis of HSP and does not 
develop into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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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3 

全基因组甲基化异常与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相关性研究 
 

杨建环,邢超,胡小涵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基因组总体甲基化水平与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关系 
方法 收集我院儿童肾内科诊断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 20 例,采用类似 ELISA 法检测肾病患儿缓

解前后的总体甲基化水平变化 
结果 20 例肾病综合征患儿的总体甲基化水平为 0.343±0.054,而健康对照组的总体甲基化水平为

0.870±0.116,P<0.001。其中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患儿 18 例,肾病缓解前总体甲基化水平为

0.340±0.058,肾病缓解后的总体甲基化水平为 0.395±0.049,P=0.482。 
结论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的总体甲基化水平降低;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患儿肾病缓解前后的总

体甲基化水平无明显差异。 
 
 
PU-2904 

综合护理干预在持续不卧床腹膜透析患儿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郑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持续不卧床腹膜透析(CAPD)患儿中的护理效果。 
方法 将 16 例 CAPD 患儿按照随机分组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8 例,对 2 组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腹膜透析引流不畅率､ 腹痛率､ 腹膜炎率､ 腹膜透析管出口和隧道感染率降低,
营养不良及其他并发症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引流不畅或腹膜透析管道堵塞 21.2%,腹痛

15.0%,腹膜炎 22.3%,营养不良及其他并发症 15.5%;对照组引流不畅或腹膜透析管道堵塞 37.0%,
腹痛 23.6%,腹膜炎 32.6%,营养不良及其他并发症 20.6%。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明显提高了 CAPD 患儿的护理质量,降低了 CAPD 并发症的发生。 
 
 
PU-2905 

亲属活体与公民器官捐献儿童肾移植疗效比较 
 

刘龙山,李军,傅茜,张桓熙,莫樱,邓荣海,张志崇,费继光,邓素雄,邱江,陈立中,邓伟颖,蒋小云,王长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比较亲属活体与公民器官捐献儿童肾移植的疗效 
方法 单中心儿童初次肾移植中,亲属活体供肾 17 例(28.8%),公民逝世后供者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DCD)供肾 42 例(71.2%),其中儿童 DCD 供体 23 例,成人 DCD 供体 19 例。 
结果 亲体组患儿体重较 DCD 组大(40.6±12.4 vs 32.3±9.6 kg,P=0.013),供体年龄较大(中位数 40 vs 
10 岁,P<0.001),供体体重较大(中位数 53 vs 18 kg,P=0.005)。两组患儿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亲
体 14.4±3.9 vs DCD 12.3±3.6,P=0.058)。亲体组及 DCD 组 1 年､ 2 年､ 3 年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

100%和 91.7%,100%和 91.7%,100%和 80.4%(P=0.041);1 年､ 2 年､ 3 年患者存活率分别为

100%和 96.7%,100%和 96.7%,100%和 89.8%(P=0.240)。DCD 组移植肾失功原因:带肾死亡 2 个

､ 反复 T 细胞介导排斥反应 1 个,抗体介导排斥反应 1 个,供肾无肾门致移植肾动脉血栓形成 1 个,移
植肾破裂出血 1 个。DCD 组延迟肾功能恢复(DGF)发生率为 16.7%(7/42),亲体组无人发生 DGF,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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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肾功能均能恢复。两组急性排斥和感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所有非失功患儿,两组 1 年

血肌酐及肾小球滤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 DCD 肾移植与亲体肾移植术后近远期移植肾存活率存在差距,但患者存活率相当。DCD
为儿童肾移植提供了更多肾源。DCD 肾移植需注意 DGF 的发生。 
 
 
PU-2906 

儿童供体与成人供体儿童肾移植预后比较 
 

张桓熙,刘龙山,李军,傅茜,莫樱,邓荣海,张志崇,费继光,邓素雄,邱江,陈立中,邓伟颖,蒋小云,王长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比较儿童供体与成人供体儿童肾移植的预后。 
方法 单中心儿童单纯肾移植中,儿童供体 24 例(23.5%),全是公民逝世后供者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DCD)来源,其中双肾整块移植 6 例,成人供体 78 例(76.5%),来源于亲体 17
例,DCD 20 例,传统供肾 41 例。 
结果 使用儿童供体的患儿年龄及体重均小于使用成人供体的患儿,儿童供体组与成人供体组年龄分

别为 11.8±3.1 和 14.1±3.7 岁(P=0.008),体重分别为 30.2±8.8 和 39.1±11.6 kg(P=0.002)。儿童供

体组发生动脉血栓 1 例,为单肾移植,成人供体组发生静脉血栓 1 例,两患儿均发生移植肾失功。儿童

供体组延迟肾功能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发生率 20.8%(5/24),高于成人供体组

2.6%(2/78)(P=0.007),所有患儿移植肾功能 后均能恢复。两组急性排斥及感染发生率相当。儿童

供体组及成人供体组 1 年､ 2 年､ 3 年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 87.8%和 94.9%,87.8%和 94.9%,87.8%
和 88.8%(P=0.215);1 年､ 2 年､ 3 年患者存活率分别为 92.3%和 98.7%,92.3%和 98.7%,92.3%和

94.0%(P=0.583)。两组术后 1 年和 3 年血肌酐及肾小球滤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供体儿童肾移植近远期疗效良好,需特别注意早期动脉血栓形成和 DGF 的发生。 
 
 
PU-2907 

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Upregulates MicroRNA-
21 to Protect the Kidney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Kang Zhijuan,Li Zhi Hui,Huang Peng,Liu Ping Bo 
Hunan Children's Hospital, Academy of Pediatrics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410007 

 
 
Objective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emergency and severe diseases 
in the clinic. We sought to verify the 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RIPC) take a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kidney of child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fter cardiopulmonary bypass (CPB) 
surgery, which was may be related with the up-regulation of miR-21. 
Methods We performed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linical study among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CPB surgery between December 2013 and January 2015. Children 
were randomized to an RIPC or a control group by a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ere also divided into an AKI and a non-AKI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AKI at 
48 h after surgery. 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was performed at 12 hours before surger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blood-pressure cuff. Detect the Scr､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miroRNA-21( miR-21) expression in blood and urin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Results A total of 449 cases (200 in RIPC group and 249 in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ratio of male/female was 1.18 with a mean age of 37.50±25.31 months. The incidence 
of AKI in the RIPC group group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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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46.2%, P<0.01). Further analysis,at 6 h, 24 h, and 48 h after CPB operation, blood TNF-α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RIPC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while at 24 h, 
48 h, and 72 h ,the urine TNF-α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RIPC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urine and blood miR-21 expression in the RIPC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no obvious change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The 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has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kidney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 which was possibly related with the up-regulation of miR-21 and 
the further inhibition of the p38MAPK inflammatory signal pathway down-regulating the 
inflammatory mediator such as TNF-α. 
 
 
PU-2908 

比较不同周龄的小鼠对叶酸急性肾损伤的影响及分子机制  
 

贾立山
1,2,李晓忠

2,朱赟
2,沈芸妍

2,徐勤英
2 

1.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急性肾损伤(AKI,Acute kidney injury)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出现的一种肾脏疾病,引起肾脏功能突

然丧失,致死率高。目前临床肾损伤中发现婴幼儿肾损伤发病率越来越高,其分子发病机制不详。本

研究,利用幼龄鼠叶酸(FA,Folic acid)-AKI 小鼠模型,探讨肾损伤程度是否与年龄相关,且探讨其发病

机制。 
方法 建立 FA 诱导 AKI 小鼠模型,观察 FA 对 4 周幼龄鼠和 8 周成年小鼠的肾脏损伤情况。在第一天

和第二天,通过检测肾损伤指标(血浆中 Cr 和 BUN 水平､ 肾/体重比值,HE 染色观察肾小管病变),并
进一步探讨发病机制: 炎症因子(IL17)观察 FA 对 4 周幼龄鼠和 8 周成年小鼠的损伤。同时通过免疫

组织化学和蛋白印迹方法检测肾脏血管生长因子(Ang-1､ Ang-2),肾小管保护因子(SIRT1),肾小管上

皮细胞自噬因子(Beclin1､ LC3)。 
结果 在第二天,4 周龄幼小鼠的 Cr 水平(117.81±1.22μM/L)比 8 周成年小鼠(77.75±6.15μM/L)明显

升高,p﹤0.05,有统计学意义。BUN 水平(92±0.83 mM/L)比 8 周成年小鼠(56.7±8.81 mM/L)明显升

高,p﹤0.05,有统计学意义;肾体重比值(1.42±0.02%)比 8 周成年小鼠(1.16±0.05%)明显升高,p﹤0.05,
有统计学意义;肾小管腔相对面积比值(5.03±0.93)比 8 周成年小鼠(2.38±0.78)明显升高,p﹤0.05,有
统计学意义;炎症因子 IL17 变化倍数(6.56±0.93)比 8 周成年小鼠(2.38±0.78)明显升高,p﹤0.01,有统

计学意义。 
蛋白印迹结果显示: 
在第二天,4 周幼龄小鼠 Ang-1/Ang-2(0.57±0.07)比 8 周成年小鼠(2.26±0.07)明显降低,p﹤0.01,有
统计学意义;SIRT1(2.19±0.05)比 8 周成年小鼠(4.03±0.12)明显降低,p﹤0.01,有统计学意

义;Beclin1(2.82±0.19)比 8 周成年小鼠(4.24±0.16)明显降低,p﹤0.01,有统计学意义。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 
在第二天,4 周幼龄小鼠的 LC3 阳性细胞百分数(23.57±2.68%)比 8 周小鼠(34.80±0.86%)明显降

低,p﹤0.05,有统计学意义;Ang-1 阳性细胞百分数(20.56±0.89%)比 8 周小鼠(36.71± 1.49%)明显降

低,p﹤0.05,有统计学意义;Ang-2 阳性细胞百分数(46.36±1.19%)比 8 周小鼠(34.66±1.19%)明显升

高,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FA 诱导 AKI 小鼠模型中,4 周幼龄 AKI 小鼠肾脏损伤明显比 8 周龄重,可能与肾脏血管生长因

子 Ang1/Ang2 失衡,炎症因子 IL17 升高,自噬因子 LC3 和 Beclin1 以及肾小管保护因子 SIRT1 降低

有关,为婴幼儿易患 AKI 提供新的分子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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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9 

临床表现为高钙血症及双肾肿大的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例并文献复习 

 
孙倩靓,李志辉,张良 

南华大学儿科学院;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提高对以高钙血症､ 双肾肿大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 ALL 合并高钙血症及双肾肿大病例的临床资料,并复习文献。 
结果 患儿,男,5 岁 11 月,因“发现血钙升高､ 血小板下降 9 天,双肾体积增大 1 天”入院。患儿因纳差

､ 呕吐､ 腹泻住院治疗,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6.54×109/L,中性粒细胞 0.518,淋巴细胞 0.381,血红蛋白 
149g/L,血小板 83×109/L。CRP 3.06mg/L。血电解质:钙 3.0mmol/L,钾 5.02mmol/L,钠 
136.7mmol/L,氯 92.3mmol/L。体格检查:血压 102/72mmHg,体重 18.5Kg,神志清楚,消瘦,面颊部散

在出血点,双颈部､ 腋窝可扪及数个黄豆大小淋巴结,无触痛,质韧,边界清。胸骨无压痛及叩击痛,双
肺未闻及干､ 湿性罗音,无胸膜摩擦音,心率 98 次/分,律齐,腹平坦,无包块,肝脏肋下 2.5cm,质软,轻触

痛,无叩痛,脾脏未触及,可扪及双肾。睾丸无肿大及触痛,病理征阴性。彩超:肝肋下 11mm,双肾体积

增大(左肾 100×38mm,右肾大小约 93×95mm)。骨髓血细胞检查:骨髓增生活跃,粒､ 红系增生减低;
淋巴细胞系明显增多,以原始及幼稚淋巴细胞为主,占 52%,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结论 对于有高钙血症､ 双肾肿大的患儿应警惕 ALL 的可能,应尽早进行骨髓穿刺明确病因,及时诊

治。 
 
 
PU-2910 

A novel frameshift mutation c.1902delA of COL4A5 gene in 
a Chinese male patient with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li zhi Hui1,2,Pan Ying2,1,Kang Zhi Juan1,2,Xun Mai1,2,Zhang Yi1,2 

1.Nephrology of Hunan Children's Hospital 
2.Academy of Pediatrics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Objective Alport syndrome (AS) is a genetic progressive nephropathiescharacterized by 
haematuria ,ultrastructural lesions of the glomerularbasement membrane (GBM),ocularlesions 
andsensorineural deafness.The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X-linked AS) is caused by mutations in 
COL4A5 and exhibits a widely variable phenotype.So genetictestingis require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hen similar in clinical and even pathological featuresbetween Alport syndrome and 
other kidney diseases. 
Methods Here we confirmeda novel frameshift mutation c.1902delA of COL4A5ina Chinese 
family with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the proband was a  9-year-old boy with hematuria and 
proteinuria,IgAN diagnosed originally by renal biops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detec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demonstrated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argeted exome-
bas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andbroaden the genotypic spectrum of COL4A5 mutations for 
AS in patients with atypical renal phenotypes. 
Conclusions It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study type of the COL4A5mutation association with 
progression of both renal and extrarenal manifestations in XLA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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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11 

半乳糖缺陷 IgA1 在儿童紫癜性肾炎的诊断价值 
 

康志娟
1,2,刘波

2,李志辉
1,2,段翠蓉

1,2,吴天慧
1,2,寻劢

1,2,张翼
1,2,丁云峰

1,2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南华大学儿科学院 
 

 
目的 探讨血､ 尿半乳糖缺陷 IgA1 水平在儿童紫癜性肾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以过敏性紫癜､ 紫癜性肾炎患儿为研究对象,单纯血尿患儿､ 健康儿童为对照。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检测各组患儿血､ 尿半乳糖缺陷 IgA1 水平,分析其与过敏性紫癜肾损害的关系。 
结果 ①健康儿童､ 单纯血尿､ 过敏性紫癜及紫癜性肾炎组儿童的血清 Gd-IgA1 水平分别为

(446.99±238.87)U/mL､ (476.60±189.83)U/mL､ (1038.12±452.72)U/mL 及

(1693.25±622.69)U/mL(P<0.01);四组儿童尿液 Gd-IgA1/尿肌酐比值(U/mg)分别为 43.11±20.81､
59.37±21.53､ 87.96±39.79 及 145.25±63.93(P<0.01)。②紫癜性肾炎患儿的血 Gd-IgA1 水平､ 尿

Gd-IgA1/尿肌酐比值与紫癜性肾炎患儿的 24 小时尿蛋白排泄量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39 及

0.48。③当过敏性紫癜患儿血 Gd-IgA1≥1485.58U/mL,诊断紫癜性肾炎的灵敏度､ 特异度分别为

62.7%及 86.2%;尿 Gd-IgA1/尿肌酐比值≥105.74U/mg 时,诊断紫癜性肾炎的灵敏度､ 特异度分别

为 76.1%及 70.1%。 
结论 血､ 尿 Gd-IgA1 水平与过敏性紫癜肾损害关系密切,并且对儿童紫癜性肾炎有较好的诊断价

值。 
 
 
PU-2912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酸化介导 miR-21 
在缺血再灌注肾损伤中的作用 

 
李志辉

1,2,刘恋红
2,康志娟

1,2,刘江玲
2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南华大学儿科学院 

 
 
目的 研究 microRNA (miR)-21 与 p38MAPK 信号通路在缺血再灌注肾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雄性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假手术组､ 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组(模型组)､ 假预缺血

处理再灌注组(假干预组)､ 预缺血处理再灌注组(干预组)。除对照组以外的其他四组,分别按照再灌

注后不同时间点(0h､ 5min､ 30min､ 45min､ 2h､ 12h､ 24h､ 48h)分为 8 个亚组。qRT-PCR 方法

检测各组肾组织 miR-21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p38MAPK､ p-p38MAPK 蛋白表达水平及

肾脏病理损害情况。 
结果 ①随着再灌注时间点的推移,模型鼠肾脏病理损害程度逐渐加重,24h 达到高峰;干预组肾脏病理

损害较模型组及假干预组轻(P<0.01)。②各组小鼠肾组织 p38MAPK 表达水平在 0h､ 5min､ 30min
､ 45min､ 2h､ 12h､ 24h､ 48h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③p-p38MAPK:在对照组､ 假手术组的

各时间点的表达无明显差异(P>0.05);模型组､ 干预组 p-p38MAPK 相对表达水平在 0h､ 5min､
30min､ 45min､ 2h､ 12h､ 24h､ 48h 分别为:0.03±0.01 vs. 0.04±0.02､ 0.22±0.10 vs. 0.08±0.02
､ 0.35±0.02 vs. 0.14±0.01､ 0.46±0.01 vs. 0.21±0.01､ 0.61±0.05 vs. 0.35±0.01､ 0.48±0.01 vs. 
0.23±0.01､ 0.47±0.01 vs. 0.19±0.01､ 0.42±0.01 vs. 0.20±0.01(P<0.01);假干预组与模型组之间的

表达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④miR-21:模型组､ 干预组再灌注 0h､ 5min､ 30min､ 45min､
2h､ 12h､ 24h､ 48h 分别为:0.56 vs. 14.8､ 1.4 vs. 14.7､ 3.5 vs. 14.8､ 7.4 vs. 14.7､ 10.8 vs. 
14.9､ 13.1 vs. 14.8､ 15.2 vs. 14.9､ 14.8 vs. 14.7(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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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预缺血处理减轻缺血再灌注肾损伤模型鼠肾脏病理损害,保护肾脏;这种保护肾脏的作用可能与

上调 miR-21 的表达,抑制 P38MAPK 磷酸化有关。 
 
 
PU-2913 

MicroRNA-214/-218 靶向调控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2 
 

康志娟
1,李志辉

1,2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南华大学儿科学院 
 

 
目的 验证 miR-214-5p､ miR-218-5p 与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2(Cldn2)的靶向调控关系。 
方法 ①构建 Cldn2 3’UTR 报告载体(Cldn2-3U)及突变载体(Cldn2-3U-M);化学合成 miR-214-
5p(mimics-214)和 miR-218-5p(mimics-218)､ 抑制剂(inhibitor-214,inhibitor-218)及无意义 miR 
(NC)。②分别用 NC､ mimics(214,218)､ inhibitor(214,218)与 Cldn2-3U 共转染人胚肾细胞

(HEK293)。分别用空载体(对照组)､ Cldn2-3U(Wt 组)､ Cldn2-3U-M(Mut 组)与 mimics(214,218)共
转染 HEK293,双荧光素酶检测仪检测细胞荧光比值。 
结果 ①NC 组､ mimic-214 组和 inhibitor-214 组荧光比值分别为 100%､ 78.14%､ 113.95% 
(P<0.01)。②NC 组､ mimic-218 组和 inhibitor-218 组荧光比值分别为 100%,63.36%､ 125.15% 
(P<0.01)。③与 mimics-214 共转染 HEK293:对照组､ Wt 组和 Mut 组荧光比值分别为 100%､
73.43%及 94.34% (P<0.01);Mut 组与对照组间的荧光比值无明显降低(P>0.05)。④与 mimics-218
共转染 HEK293:对照组､ Wt 组和 Mut 组荧光比值分别为 100%､ 53.47%和 95.67% (P<0.01);Mut
组与对照组间的荧光比值无明显降低(P>0.05)。 
结论 iR-214-5p 和 miR-218-5p 通过 5’ 种子序列与 Cldn-2 3’UTR 保守序列结合,在转录后水平调控

Cldn2 基因表达,初步证明 Cldn-2 是 miR-214-5p 和 miR-218-5p 的靶基因。 
 
 
PU-2914 

TLR3 和 TLR4 在特发性 IgA 肾病患儿肾组织 
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表达 

 
朱小娟,韩玫瑰,韩子明,赵德安,黄倩,张芳敏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探讨 TLR3 和 TLR4 在儿童特发性 IgAN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及肾组织中的表达,为儿童 IgAN 的

发病机制提供实验依据,同时为 IgAN 的治疗提供新靶点 
方法 收集 2014 年 09 月至 2016 年 06 月于我院儿科就诊且经肾穿刺活检, 后确诊的 IgAN 患者 
34 例为 IgAN 组,同期在我院小儿外科行肾脏切除的肾肿瘤患儿 7 例为对照 A 组;以 10 例门诊健康

体检儿童为对照 B 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IgAN 组与对照 A 组肾组织中 TLR3 和 TLR4 的表

达情况;同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LR3 和 TLR4 在 IgAN 组与对照 B 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阳性

表达率。对 TLR3 和 TLR4 在 IgAN 组与对照组的阳性表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IgAN 患者中 TLR3
和 TLR4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TLR3 和 TLR4 的表达:TLR3 在对照 B 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几乎没有

表达,而在 IgAN 组则呈现出明显的高表达,TLR4 在对照 B 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有少量的表达,而
在 IgAN 组的表达明显升高。IgAN 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TLR3 和 TLR4 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17.62±8.33)%和(23.85±11.82)%,均明显高于对照 B 组中 TLR3(0.31±0.06)%和

TLR4(3.02±0.09)%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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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肾组织 TLR3 和 TLR4 表达:TLR3､ TLR4 在肾组织的表达分别为胞核表达和胞浆表达。对照 A 组:
肾小管上皮细胞有少量的 TLR3 表达,而肾小球中几乎无 TLR3 表达,TLR4 在肾小管及肾小球中均无

明显表达。IgAN 组:TLR3 和 TLR4 在肾小管上皮细胞均呈高表达,而肾小球系膜细胞有不同程度

TLR3 和 TLR4 表达。IgAN 组肾组织中 TLR3 和 TLR4 的表达分别为(68.28±6.37)%和

(0.048±0.018),均明显高于对照 A 组肾组织中 TLR3(9.69±11.02)%和 TLR4(0.003±0.001)的表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1.TLR3 和 TLR4 在 IgAN 肾组织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表达均增加,提示 TLR3 和 TLR4 异常

活化可能参与了 IgAN 的发病过程。2.根据 TLR3 和 TLR4 两种受体的主要识别配体类型,推断病毒

及细菌感染可能通过免疫作用引起 IgAN 的肾损害。 
 
 

PU-2915 

1 例药物超敏综合征患儿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护理难点及对策  
 

祝融,白燕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探讨药物超敏综合征患儿连续血液净化治疗中的护理难点及对策 
方法 通过对 2016 年 7 月份收治的 1 例药物超敏综合征患儿的病情特点进行分析,对其特殊的临床

表现进行评估,提出与之相关的护理问题,制定合理的护理计划,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落实患儿的

各项基础护理的同时,做好生命体征的监测及病情观察,注重患儿及家属的心理护理,体现人性化的关

怀。 
结果 经过积极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患儿在住院 29 天后出院。出院后,定期到门诊复查随访,病情恢

复满意。 
结论 有效运用护理程序对药物的超敏综合征患儿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时的护理难点进行评估,实施

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保证患儿的安全,有利于更好地接受治疗。 
 
 
PU-2916 

15 例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临床分析 
 

杨焕丹,张锐锋,朱冰冰,周苏芹,邱闪,彭倩倩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 探讨溶血尿毒综合征(HUS)患儿的临床特点､ 治疗方法及转归,以提高 HUS 的临床诊断及治疗

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03 月徐州市儿童医院肾内风湿免疫科收治的 15 例 HUS
患儿,对患儿的临床特点､ 治疗方法及转归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1.15 例 HUS 患儿中,男 7 例,女 8 例;年龄 10 月~11 岁 3 月(中位数 5 岁 9 月)。2.所有患儿起病

时均有尿色改变,其中伴腹泻 1 例(7.6%)､ 面色苍黄 9 例(69.2%)､ 皮肤出血点 9 例(69.2%)､ 呕吐 6
例(46.1%)､ 少尿 5 例(38.5%)､ 咳嗽 4 例(30.7%)､ 发热 2 例(15.4%)､ 头痛抽搐 1 例(7.6%);3. 13
患儿入院时有血红蛋白下降､ 血小板下降､ 血尿素及血肌酐升高､ 乳酸脱氢酶升高;1 例入院时血小

板暂时正常,住院期间动态复查血小板出现下降;1 例入院时血尿素升高,但血肌酐正常,住院期间动态

复查肾功能出现血肌酐进行性升高;4. 13 例(86.7%)患儿病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2 例小年龄

儿血压正常;10 例(66.7%)患儿血 C3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5.所有患儿入院后均行血浆置换(PE)治疗 1-
10 次,13 例患儿予 CRRT 治疗 1-6 次,5 例大量蛋白尿的患儿辅予激素治疗,l 例患儿联合霉酚酸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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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2 例患儿联合环磷酰胺冲击治疗,病程 3 个月时评价患儿各项指标,15 例患儿肾功能､ 血红蛋白及

血小板均正常;其中 2 例患儿有持续轻度蛋白尿;1 例合并顽固性高血压。无死亡患儿。 
结论 血浆置换及 CRRT 治疗为溶血尿毒综合征患儿急性期的有效治疗手段,早期应用可明显改善患

儿的预后。 
 
 
PU-2917 

凋亡抑制基因 Livin 基因与 TGF-β1 诱导的 
肾间质纤维化之间的相关研究 

 
肖静,姜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观察凋亡抑制蛋白 Livin 与 TGF-β1 诱导的肾间质纤维化之间的相关研究。 
方法  ①常规培养肾小管上皮细胞(HK-2 细胞),不同浓度的 TGF-β1 (0､ l､ 2､ 5 及 10ng/ml)分别各

自同时作用于 HK-2 细胞 0､ 12､ 48､ 72 小时,相差显微镜下横向､ 纵向比较各浓度组 HK-2 细胞不

同作用时间下的形态学变化,选取 佳肾间质纤维化细胞模型造模时间(48h)。Western blot 检测各

浓度组 佳作用时间(48h)作用下 HK-2 细胞中 Livin 蛋白､ α-SMA､ E-Cad 的表达趋势。②24 只

CD1 小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A 组)､ UUO 模型组(B 组)。造模前 1 天 A 组､ B 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灌胃。术后 14 天收集梗阻侧肾脏,行 HE 染色､ Masson 染色观察肾脏病理改变及肾间质纤维化程

度;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 Livin､ α-SMA､ E-Cad 分别在 A､ B 两组小鼠肾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 ①TGF-β1 刺激 HK-2 细胞后,细胞形态向成纤维细胞转化,细胞形态变大､ 变梭,细胞-细胞间距

明显增大;HK-2 细胞在 TGF-β1 浓度为 2ng/ml､ 作用时间为 48 小时时发生肾间质纤维化 明

显;Livin 在正常 HK-2 细胞中有少量表达,在 TGF-β1(2ng/ml)作用于 HK-2 细胞 48h 时,Livin 与 α-
SMA 上调 明显,E-Cad 下调 明显。②与 A 组相比,B 组肾组织病理改变明显,肾组织中 Livin､ α-
SMA 表达上调,E-Cad 表达下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TGF-β1 能够诱导 HK-2 细胞发生肾间质纤维化;Livin 基因通过凋亡抑制作用与肾间质纤维化

具有密切联系;Livin 基因在肾间质纤维化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保护或损害机制有待于更深远的探索 
 
 
PU-2918 

Combined blockade of Smad3 and JNK pathways 
ameliorates progressive fibrosis in folic acid nephropathy 

 
Jiang Mengjie2,1,Qu Xinli2,Sun YUboyang2,Ren Yi4,Wang Die5,Dai Lie6,Caruana Georgina 2,Bertram John 2,J. 

Nikolic-Paterson David 7,Jiang Xiaoyun1,Li Jinhua2 
1.The first affilated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Anatomy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Monash Biomedicine Discovery Institute, Monash 
University 

3.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4.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5.Centre for Cancer Research, Hadson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Monash Medical Centre, Monash 
University 

6.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7.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Monash Health and Monash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dicine 

 
 
Objective Acute kidney injury leading to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rough tubulointerstitial fibrosis 
is a major challenge in nephropathy. Several signalling pathways promote interstitial fibrosis; 
however, effective suppression of fibrosis may require blockade of more than one pathwa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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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blockade of Smad3 and JNK signalling gives added suppression of 
interstitial fibrosis in folic acid nephropathy. 
Methods A single high dose of folic acid causes acute tubular damage in C57BL/6J mice 
followed by interstitial fibrosis and chronic renal impairment. Groups of mice received a Smad3 
inhibitor (SIS3), a JNK inhibitor (SP600125), or a combination from day 7 after acute kidney injury 
until being killed on day 28. 
Results Each drug efficiently inhibited its specific target (Smad3 phosphorylation or c–Jun 
phosphorylation) without affecting the other pathway. Given alone, each drug partially reduced 
renal fibrosis, whereas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ave an additive and profound protection from 
renal fibrosis and improved renal function. In vivo and cell culture studies identified that Smad3 
and JNK signalling cooperate to cause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cell damage in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via direct actions on the transcription of PGC-1α. The pathways also act 
cooperatively to promote renal fibroblast proliferatio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have identified a potential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progressive 
renal fibrosis which operates, in part, through modifying mitochondrial function. 
 
 
PU-2919 

2 例 ADCK4 相关性肾病儿童肾移植术后随访报告 
 

王思
1,李莉

1,赵锋
1,王庆华

2,黄隽
1,聂晓晶

1,余自华
1 

1.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2.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 

 
 
目的 ADCK4 基因发生突变会导致 ADCK4 相关性肾病(ADCK4-associated glomerulopathy)。
ADCK4 基因编码蛋白 ADCK4 定位于肾小球滤过屏障足细胞线粒体和足突,参与辅酶 Q10 的合成代

谢,故 ADCK4 相关性肾病患者在疾病早期通过补充辅酶 Q10 治疗,可获得缓解;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疾

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时需进行透析或肾移植治疗。文献报道了 7 例 ADCK4 相关性

肾病患者进展至 ESRD 时进行了肾移植。然而,ADCK4 相关性肾病患者肾移植的预后尚不清楚。本

文报道了 2 例 ADCK4 相关性肾病患儿进入 ESRD 后行肾移植,随访 10 余年,未复发肾病综合征。 
方法 收集来自同一家系的 2 例临床诊断为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steroid-resistant nephrotic 
syndrome, SRNS)并行肾移植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静脉血各 2ml, 提取基因组

DNA,利用靶序列捕获和二代测序检测 ADCK4 基因,并用 Sanger 测序法进行验证,运用生物信息学

软件进行基因突变致病性分析。回顾性分析该 2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随访。 
结果 2 例患儿均携带 ADCK4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532C> T(R178W)和 748 G>C(D250H);它们分别

来自其母亲和父亲。生物信息学提示 ADCK4 基因 R178W 和 D250H 为致病性突变。例 1 系先证

者,男,7 岁起病,临床诊断为 SRNS;8 岁时肾活检病理示: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14 岁进展至

ESRD,16.4 岁行尸肾移植。术后应用糖皮质激素､ 吗替麦考酚酯和他克莫司联合治疗, 随访 11 年

未复发肾病综合征。 后一次实验室检查示:尿蛋白阴性,血清尿素氮 7.9 mmol/L､ 肌酐

114µmol/L。例 2 为先证者的姐姐,10 岁起病,临床诊断为 SRNS;10 岁时肾活检病理示:局灶节段性

肾小球硬化,13 岁进展至 ESRD,14 岁时行尸肾移植。术后应用糖皮质激素､ 吗替麦考酚酯和他克

莫司联合治疗, 随访 15 年未复发肾病综合征。 后一次实验室检查示:尿蛋白阴性,血清尿素氮

5.5mmol/L､ 肌酐 81µmol/L。 
结论 本研究 2 例 ADCK4 相关性肾病患儿肾移植术后 10 余年随访结果提示 ADCK4 相关性肾病患

儿肾移植长期预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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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0 

父源性单亲二倍体致 Alport 综合征一例 
 

陈丽珠,黄隽,王思,李政,李莉,聂晓晶,赵锋,余自华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350025 

 
 
目的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型 Alport 综合征是以血尿､ 感音神经性耳聋､ 眼部病变和进行性肾功能减

退为临床特点的遗传异质性疾病,由 COL4A3 和 COL4A4 基因纯合突变或复合杂合突变所致。纯合

突变也可由单亲二倍体引起。母源性单亲二倍体致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型 Alport 综合征已有报道。本

文报道 1 例父源性单亲二倍体致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型 Alport 综合征。 
方法 收集 1 个无慢性肾衰竭家族史､ 病因不明､ 非近亲结婚的血尿家系的临床资料。先证者系 5
岁 5 月龄女孩,2 岁 1 月龄时发现镜下血尿,2 岁 4 月龄出现持续性镜下血尿伴蛋白尿,间断性肉眼血

尿。其父亲(33 岁)和弟弟(4 岁)表现为持续镜下血尿,母亲尿检正常。取先证者及其父母和弟弟的外

周静脉血各 2ml,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全外显子组测序､ PCR 和 Sanger 测序,检测该家族性血尿

家系的基因变异。应用定量 PCR 及染色体微阵列芯片高分辨扫描,确定先证者基因型与表型的关

系。 
结果 先证者检出 COL4A3 基因 1496G>A(G499E)纯合突变,生物信息学提示该突变为致病突变。其

父亲及弟弟均检测出 COL4A3 基因 1496G>A 杂合突变,而其母亲未检测出 1496G>A 突变。定量

PCR 结果显示先证者及母源样本目标范围拷贝数均为二倍体;染色体微阵列芯片扫描结果显示先证

者在 2p25.3-2q37.3 片段为父源单亲二倍体,该片段包含 COL4A3 基因。先证者可诊断为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型 Alport 综合征。 
结论 父源性单亲二倍体致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型 Alport 综合征患儿的确诊对其父母的遗传咨询具有

重要意义,其父母再次生育发生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型 Alport 综合征的几率极低,原因在于片段化单亲

二倍体再发风险概率极低。 
 
 
PU-2921 

遗尿症合并便秘患儿便秘与膀胱容量及遗尿症状相关性研究 
 

马艳立,沈颖,刘小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原发性遗尿症合并便秘患儿便秘与膀胱容量及遗尿症状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3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诊治的原发性遗尿症

患儿。遗尿频率 2-6 次/周定义为轻中度遗尿,遗尿频率≥7 次/周定义为重度遗尿。每个患儿均进行

详细病史采集,完善尿常规､ 泌尿系 B 超等辅助检查。便秘诊断标准采用罗马 III 量表标准。 
结果 共有 164 例患儿纳入研究,平均年龄 7.13 ± 2.45 岁,其中男性 92 例(56.1%),女性 72 例
(43.9%)。99 例(60%)合并便秘。便秘(罗马分数表示)与遗尿频率呈正相关 ( p=0.001, r =0.267)。
便秘患儿严重遗尿症发生率高于无便秘者 (68.7% vs 44.6%), 轻中度遗尿症发生率低于无便秘患儿

(31.3% vs 55.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便秘患儿合并严重遗尿症概率是无便秘患儿的

1.47 倍(p = 0.002, 95%CI: 1.147-1.877)。膀胱容量随便秘症状加重而减少,二者呈负相关

(p = 0.000, r= -0.656)。便秘与排尿后膀胱残余尿量无关(p = 0.968)。 
结论 原发性遗尿症合并便秘患儿遗尿症状较重,便秘与膀胱容量呈负相关。对于合并便秘的遗尿症

患儿,积极治疗便秘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增加膀胱容量,缓解遗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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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2 

PAX2 基因突变致 Papillorenal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刘洁玮,余自华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350025 

 
 
目的 总结 1 例 Papillorenal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并复习文献,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福州总医院儿科 2016 年 5 月诊治的 1 例 PAX2 基因突变致 Papillorenal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

资料进行分析。以“肾缺损综合征”､ “Papillorenal 综合征”､ “Papillorenal syndrome”､ “renal 
coloboma syndrome”和“PAX2”为检索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建库至 2017 年 6 月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总结其临床表现和基因突

变特点。 
结果 1､ 10 岁女孩,有典型的 Papillorenal 综合征临床表现,具有尿毒症､ 视神经缺损和高度近视症

状。2､ 基因检测报告患儿在 10 号染色体上的 PAX2 基因第 3 外显子存在 1 个致病性插入突变

(221_226dup);其父母 DNA 未发现该突变。3､ 文献检索共搜索到相关文献 88 篇(均为英文),涉及了

来自 130 个家系的 248 名患者,包含 81 个 PAX2 基因突变和 4 个片段微缺失。PAX2 基因

221_226dup 突变于 1998 年由 Devriendt 等报道。 
结论 本病例的临床表现与文献报道一致。对于临床上同时有肾脏和眼部异常的患儿应考虑

Papillorenal 综合征,PAX2 基因检测有助于确诊。 
 
 
PU-2923 

2 岁儿童纤维连接蛋白肾小球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沈彤,杨晓庆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儿童期发病的纤维连接蛋白肾小球病(glomerulopathy with fibronectin deposits,GFND)的
临床特点及基因表达 
方法 回顾性分析肾脏病理为 Aport’s 综合征,经基因检测确诊 GFND 的 1 例血尿患儿,并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 患儿 4 个月起病,持续镜下血尿并伴有肉眼血尿,无蛋白尿,肾活检病理符合 Alport’s 综合征,基
因检测符合 FN1 基因位点突变。其母为致病基因携带者。 
结论 GFND 属常染色体显性遗传(AD),确诊时仅 2 岁,是目前 小报道年龄,肾脏病理未发现存在纤

维蛋白沉积,电镜下基底膜厚薄不均,呈网蓝样改变。该病具有遗传异质性特点,属于进展性疾

病,15~20 年内可进展到终末期肾病,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效。对于肾脏病理诊断为 Aport’s 综合征,呈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患儿需要排除 GFND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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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4 

过表达维甲酸受体 α 对肾小球硬化大鼠肾脏 
MMP2 及 MMP9 表达的影响 

 
陈秀萍,蒋玲,覃远汉,张磊,覃何,雷凤英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体内慢病毒载体过表达肾小球硬化(GS)大鼠维甲酸受体 α,探讨维甲酸受体 α(RARα)对
GS 大鼠肾组织 MMP2 和 MMP9 表达的影响。 
方法 24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成 4 组:假手术组(SHO 组)､ 模型组(GS 组)､ GS 大鼠过表达

RARα 组(GS+RARα 组)､ GS 慢病毒载体阴性对照(阴性对照组),每组 6 只,GS 组行左肾切除及 1 周

后尾静脉注射阿霉素(ADR 5 mg/kg)进行 GS 造模,SHO 组背侧切口探及肾包膜并 1 周后尾静脉注

射等体积生理盐水;GS+RARα 组､ 阴性对照组分别 GS 造模后 11 周末给予肾被膜注入相应病毒载

体。GS 造模 12 周末处死大鼠取肾脏组织进行 PCR､ 免疫组化､ WB 相关指标检测。 
结果 ①与 SHO 组比较,GS 组肾组织 RARα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P<0.05);与 GS 组比

较,GS+RARα 组 RARα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显著增加(P<0.05);阴性对照组 RARα 的 mRNA 及

蛋白表达无显著差异(P>0.05); 
②与 SHO 组比较,GS 组电镜下肾小球足突细胞广泛融合,光镜下肾小球硬化指数(GSI)显著增高

(P<0.05);与 GS 组比较,GS+RARα 组肾小球足突细胞可见部分融合,GSI 显著降低(P<0.05);阴性对

照组 GSI 无显著差异(P>0.05); 
③与 SHO 组比较,GS 组肾组织 TGF-β1 和 α-SMA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及 Col-IV 和 FN 的蛋白表

达均显著增加(均 P<0.05);与 GS 组比较,GS+RARα 组肾组织 TGF-β1 和 α-SMA 的 mRNA 及蛋白

表达,及 Col-IV 和 FN 的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均 P<0.05)(P<0.05);阴性对照组 TGF-β1 和 α-SMA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及 Col-IV 和 FN 的蛋白表达均无显著差异(P>0.05); 
④与 SHO 组比较,GS 组肾组织 MMP2 和 MMP9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P<0.05);与 GS
组比较,GS+RARα 组 MMP2 和 MMP9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显著增加(P<0.05);阴性对照组

MMP2 和 MMP9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在 GS 大鼠中,肾脏 RARα 过表达具有延缓 GS 作用,RARα 可能通过上调 MMP2､ MMP9 的表

达以抑制 TGF-β1､ α-SMA､ Col-IV 和 FN 的表达,从而发挥减轻 GS 的作用。 
 
 
PU-2925 

维甲酸受体在缺氧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中的作用 
 

蒋玲,覃远汉,陈秀萍,雷凤英,周志强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体外慢病毒载体转染肾小管上皮细胞(RTEC),探讨维甲酸受体(RARs)在缺氧诱导的 RTEC
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的 RTEC 分成正常组(N)和缺氧模型组(HR)､ 缺氧损伤过表达 RARα 组(HR-OEα)､
缺氧损伤过表达 RARβ 组(HR-OEβ)､ 缺氧损伤过表达 RARγ 组(HR-OEγ)､ 缺氧损伤敲除 RARα
组(HR-KOα)､ 缺氧损伤敲除 RARβ 组(HR-KOβ)､ 缺氧损伤敲除 RARγ 组(HR-KOγ)和缺氧损伤病

毒阴性组(HR-neg)。正常组不做任何处理,缺氧模型组于缺氧处理 48h 和 72h 收集细胞。采用光镜

观察细胞形态变化;RT-PCR 和 western-blot 检测 RARα､ RARβ､ RARγ 和 TGF-β1 的 mRNA 和蛋

白表达变化;试剂盒检测超氧阴离子(O2-)､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谷胱甘肽(GSH)的浓度､ 线粒

体膜电位(MMP)和细胞活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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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⑴与正常组相比:RARα 和 RARγ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显著降低,TGF-β1 表达显著增高,且呈

时间依赖性改变:与缺氧 48h 比较,缺氧 72h 后的 RTEC 中 RARα 和 RARγ 的表达显著下降,TGF-β1
的表达显著升高(均 p <0.05)。而 RARβ 表达无显著变化(p>0.05)。 
⑵与缺氧模型组相比:①HR-OEα 组､ HR-OEβ 组和 HR-OEγ 组的 RARα 和 RARγ 的表达均显著增

高(均 p<0.05),但未恢复至正常组表达水平;HR-KOα 组､ HR-KOβ 和 HR-KOγ 组的 RARα 和 RARγ
的表达均显著降低(均 p <0.05)。②HR-OEα 组和 HR-OEγ 组中,TGF-β1 的表达及 O2-浓度显著降

低;SOD､ GSH､ MMP 及细胞活力均显著增高(均 p <0.05),但均未恢复至正常水平;HR-KOα 组和

HR-KOγ 组中 TGF-β1 及 O2-浓度显著增高;SOD､ GSH､ MMP 及细胞活力均显著降低(p 均

<0.05)。③HR-OEβ 组､ HR-KOβ 组和 HR-neg 组中,TGF-β1 的表达,O2-､ SOD 及 GSH 浓度､

MMP 和细胞活力均未出现明显改变(均 p >0.05)。 
结论 RARα 和 RARγ 具有减轻 RTEC 氧化损伤的作用,其可能机制是通过降低 RTEC 的氧化应激和

减少 TGF-β1 表达,提高 RTEC 抗氧化能力和增加细胞活力,从而起到减轻 RTEC 氧化损伤的作用。 
 
 
PU-2926 

 丹参松对脓毒血症大鼠肾损伤的保护机制研究 
 

连珠兰,白海涛,陈国兵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通过注射脂多糖(LPS)建立脓毒性急性肾损伤(AKI)大鼠模型,动态观察丹参(SM)对水通道蛋白

1(AQP2)､ 水通道蛋白 2(AQP2)的调节效应,探讨肾脏 AQPs 表达对 AKI 的保护机制。 
方法 Wistar 大鼠 72 只分为正常对照组(N)､ 脂多糖组(L),丹参组(S),L 组通过尾静脉 LPS 5mg/kg 构

建内毒素血症模型,S 组予 LPS+丹参注射液(50mg/kg),NC 组予同量生理盐水,造模后 2h､ 6h､ 12h
､ 24h 时间点各组处死 6 只大鼠,测定血肌酐,血清 TNF-α,HE 染色观察肾组织病理,Real-Time PCR
测肾组织 AQP1 mRNA､ AQP2 mRNA 的表达; 
结果  
1.与 N 组相比,L 组大鼠各时点血肌酐值升高(P<0.5),经 SM 干预后,S 组各时点血肌酐较 L 组显著下

降(p<0.05); 
2.HE 染色显示 L 组 6h､ 12h 点肾脏出现明显水肿性改变,SM 干预后各组肾脏病理性改变明显减

轻。 
3. RT-PCR 表明,L 组 AQP1 mRNA､ AQP2 mRNA 表达较 N 组明显下调(P<0.01),以 6h､ 12h 下降

明显,经 SM 干预后示各时点 AQP2 mRNA 表达较 L 组明显上调(P<0.01),以 6h､ 12h､ 24h 上调

明显,但 AQP1 mRNA 较 L 组相比仅在 12h､ 24h 有轻度上调((P<0.05)。 
4 与 N 组相比,L 组大鼠各时点血清 TNF-α 水平显著升高(P<0.5),以 6h 点升高 明显,经 SM 干预,于
6h､ 12h､ 24h 出现下降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显示 AQP2mRNA 表达与血清 TNF-α
水平呈负相关。 
结论 1.内毒素血症早期即出现急性肾损伤; 
2.内毒素急性肾损伤 AQP1､ AQP2 表达下降。 
3.炎症介质可能是导致水通道蛋白下降的原因之一; 
4.SM 主要通过调节 AKI 大鼠 AQP2 的表达,改善水代谢,减轻肾脏水肿,改善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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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7 

利用外显子组测序在一个中国 Bardet Biedl 综合征家系中 
鉴定出 MKKS 基因的复合杂合变异 

 
齐展,付倩,沈颖,李巍,王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对一例 BBS 家系的全外显子测序,探索 MKKS 基因复合杂合变异在 BBS 发病中的致病机

制。 
方法 我们收集了 1 个 BBS 家系,采集了包括先证者在内的 4 名家庭成员外周血,提取 DNA 进行了外

显子组测序,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和数据比对寻找致病变异。 
结果 我们在先证者及其胞弟身上发现了 MKKS(BBS6)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c.1192C> T,p.Q398 *和
c.1175C> T,p.T392M,可能是致病性突变。我们还在先证者身上发现了 NPHP1 基因的错义突变

(c.2029G> C,p.E677Q),意义尚不明确,但可能参与导致患儿表型。 
结论:MKKS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可能是该中国 BBS 家系的致病性突变,先证者和其胞弟之间的表型差

异可能与 NPHP1 的错义突变有关。 
结论 MKKS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可能是该中国 BBS 家系的致病性突变,先证者和其胞弟之间的表型差

异可能与 NPHP1 的错义突变有关。 
 
 
PU-2928 

儿童毛细血管内增生性紫癜性肾炎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杨焕丹,张锐锋,朱冰冰,吕娟,邵莉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 通过分析一例紫癜性肾炎肾脏病理表现为毛细血管内弥漫性增生的病例,探讨毛细血管内增生

性紫癜性肾炎的临床特点及治疗,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疾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总结该患儿的临床特点并文献复习 
结果 该患儿 6 岁 6 月女孩,因双下肢 点､ 斑 3 天,关节痛 2 天于 2016 年 12 月 01 日入院。入院

查体:神清,咽充血,心肺听诊无异常,腹平软,压痛,肝脾无肿大,双下肢及臀部可见紫癜､ 斑,对称高

出皮面。入院后查血常规及凝血功能正常;尿常规:尿蛋白 3+､ 红细胞 7.67/HP､ 白细胞

12.24/HP;24h 尿蛋白定量 5.76g/24h;血生化:白蛋白 40.6g/L､ 总胆固醇 3.57mmol/L､ 尿素 7.37 
mmol/L､ 肌酐 39 umol/L;ASO 800 IU/ml,血 C3 0.7 g/L;ANA 抗体阴性､ ds-DNA 抗体阴性､ Sm 抗

体阴性;乙肝丙肝标记物阴性;腹部彩超示双侧肾增大,皮质回声增强。入院诊断:1.过敏性紫癜 2.紫癜

性肾炎,给予对症治疗,效果欠佳,患儿逐渐出现进行性加重的水肿,同时伴尿量减少,复查血生化:白蛋

白 25.7 g/L､ 总胆固醇 7.83mmol/L,尿素 35.00 mmol/L､ 肌酐 480 umol/L､ 血 C3 0.68g/L;复查尿

常规:尿蛋白 3+､ 红细胞 7.67/HP､ 白细胞 2.88/HP。追加诊断:急性肾损伤,予 CRRT 治疗,复查肾

功能:尿素 12.58 mmol/L､ 肌酐 152 umol/L;复查尿常规:尿蛋白 3+､ 红细胞 57.60 /HP､ 白细胞

4.68 /HP。之后完善肾穿刺病理活检:光镜 20 个肾小球,肾小球细胞数目明显增多,以内皮细胞和系

膜细胞增生为主,并可见较多中性粒细胞,系膜区嗜复红蛋白沉积,毛细血管襻狭窄,基底膜无明显增厚,
未见钉突样结构,无系膜插入及双轨形成,上皮下可见少量颗粒状嗜复红蛋白沉积,可见 3 个细胞性,1
个小细胞性新月体形成。免疫荧光 IgG±､ IgM-､ IgA++､ C3+++､ C1q-,球性､ 弥漫颗粒状沉积系

膜区及毛细血管袢。电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明显空泡变性,个别管腔内可见红细胞,毛细血管开

放,基底膜无明显增厚,脏层上皮细胞肿胀,空泡变性,足突节段性融合,系膜区系膜细胞和基质增生,上
皮下驼峰状电子致密物沉积,系膜区可见少量电子致密物沉积。结合临床病理诊断为毛细血管内增

生性紫癜性肾炎,给予激素冲击治疗,后续强的松口服规律减停,动态门诊随诊肾功能渐正常,尿蛋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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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尿红细胞消失。通过文献复习得知,毛细血管内紫癜性肾炎大多起病较急､ 临床表现较重,并较

多影响肾功能,病程早期给予积极的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冲击治疗后取得较满意的近期疗效。 
结论 儿童毛细血管内增生性紫癜性肾炎起病急,临床表现重,需积极肾活检明确病理类型。病程早期

给予积极的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冲击治疗能取得满意的近期疗效。 
 
 
PU-2929 

先天性肾病综合征 NPHS1 基因突变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刘海鹏,张锐锋,杨焕丹,周苏芹,彭倩倩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 通过分析一例先天性肾病综合征病例,探讨该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疾病的

诊治水平。 
方法 总结该患儿的临床特点并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系 52 日龄女孩,因“会阴部水肿 10 余天”于 2017-02-27 入院。患儿系 G2P2,出生时胎盘

大。其父母姐姐均体健,入院查体:神清,双眼睑及四肢轻度水肿,会阴部中､ 重度可凹性水肿,心肺无

异常体征,腹略膨隆,肝脾无肿大,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查尿常规:尿蛋白 3+､ 红细胞 3.96 /HP､
白细胞 11.70 /HP ;尿蛋白/尿肌酐 3.5(mg/mg);血常规:血红蛋白 98 g/L,白细胞 7.00×109/L, 血小板 
730×109/L;生化检查:白蛋白 15.6 g/L､ 血清总胆固醇 8.24 mmol/L､ 尿素 2.07 mmol/L､ 肌酐 16 
umol/L､ 补体 C3 0.73 g/L;凝血功能:抗凝血酶Ⅲ活性测定 14%､ 血浆纤维蛋白原 5.09g/L､ 纤维蛋

白原降解产物 20.390mg/L;腹部彩超示左肾大小约 54mm×26mm,右肾大小约 52mm×27mm,双肾实

质回声增强,腹腔内可及液性暗区;心脏彩超无异常;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 阴性;TORCH 阴性;巨细胞

病毒 PCR 阴性;肝炎标志物､ 梅毒及艾滋病抗体阴性。住院期间复查尿常规尿蛋白+3､ 红细胞

6.53/HP､ 白细胞 10.3/HP。入院诊断:先天性肾病综合征。给予呋塞米利尿､ 口服双嘧达莫降血小

板等治疗,于住院第 5 天加用强的松口服,患儿皮肤水肿逐渐消失,腹水减轻后出院。出院后门诊随诊,
激素治疗后复查尿常规尿蛋白有一过性好转,波动于 2+,但复查血清白蛋白 16.1 g/L､ 总胆固醇

8.32mmol/L,随后复查尿常规尿蛋白再次升至+3,于是激素减停,现门诊随诊尿蛋白仍波动于+3。病

程 2 月后患儿基因检查结果示,肾病综合征Ⅰ型(芬兰型),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患儿 NPHS1 基因

有 2 个杂合突变,分别为 c.2928-2A>C(IVS21)剪切位点突变;c.928G>A(exon8),p.(D310N)错义突

变。对患儿父母相同位点检测发现:其母亲携带 c.2928-2A>C(IVS21)杂合突变,其父亲携带

c.928G>A(exon8),p.(D310N)杂合突变。通过文献复习得知:该病多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无
特殊有效的治疗,类固醇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效,肾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本病预防重于

治疗,应重视产前诊断。 
结论 对于 3 月内起病的肾病综合征,在排除继发因素之后,可考虑早期完善基因检测。遗传性先天性

肾病综合征,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往往无效,对该类患儿应避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以免加重

患儿感染的机会。 
 
 
PU-2930 

肾小球内纤维蛋白原沉积在儿童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中的意义 
 

王凤英,李晓忠,王兴东,朱雪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过敏性紫癜性肾炎(HSPN)患儿肾小球内纤维蛋白原(Fib)沉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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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研究行肾活检的 82 例 HSPN 的临床和病理资料,按肾脏免疫病理肾小球是否有纤维蛋

白原沉积分组,统计比较各组间患儿的临床和病理特征,并按沉积强度分成亚组进一步比较研究。 
结果   63 例患儿肾小球内有 Fib 沉积,沉积率为 76.83%,其中 Fib+23 例(28.05%),Fib++37 例

(45.12%),Fib+++3 例(3.66%),肾小管未发现有沉积。有 Fib 沉积组患儿的血超敏 C 反应蛋白､ D 二

聚体､ CD19+CD23+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较无 Fib 沉积组患儿的水平的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Fib 沉积组患儿较无 Fib 沉积组患儿有更高的尿 β2 微球蛋白/尿肌酐､ 尿微量白蛋白/尿
肌酐的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ib++亚组患儿的 hs-CRP 水平和 CD19+CD23+淋巴细

胞亚群百分比较 Fib+亚组患儿水平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肾小球 Fib 沉积与 IgA 沉积

呈正相关性(rs=0.619,P﹤0.001),且 Fib 沉积组患儿肾小球 IgG､ IgM､ C3 沉积的发生率均高于无

Fib 沉积组发生率,但只有 IgG 沉积发生率增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肾小球 Fib 沉积患儿外周血有更多的活化 B 淋巴细胞,更重的炎症和高凝状态,肾小球内 IgA 及

IgG 沉积更多,肾功能损害也可能更重。 
 
 
PU-2931 

转染 RARα 在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后转分化中的作用 
 

龚玲,蒋玲,覃远汉,陈秀萍,宋坤岭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转染维甲酸受体 α(RARα)在肾小管上皮细胞(NRK-52E 细胞)损伤后转分化中的作用。 
方法 构建 LV-Rara 和阴性病毒载体,将细胞分为四组:正常对照组､ 缺氧模型组､ 转染组､ 阴性病毒

对照组。转染组､ 阴性病毒对照组基因干扰 96h 后进行缺氧处理。正常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缺氧

48h 后采用光镜观察细胞形态变化,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NRK-52E 细胞中 RARα､ α-平滑

肌动蛋白(α-SMA)､ E-钙黏蛋白(E-cadherin)的 mRNA 和蛋白表达。 
结果 ⑴光镜观察细胞形态改变:与正常组比较:缺氧模型组与阴性病毒对照组细胞均出现萎缩,呈长梭

型,类似成纤维细胞形态改变;而转染组细胞萎缩不明显,细胞呈多方形,保留上皮细胞形态。 
⑵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缺氧模型组 NRK-52E 细胞中 RARα､ E-cadher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显

著降低(均 p<0.05);α-SMA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0.05)。 
⑶与缺氧模型组相比,转染组 NRK-52E 细胞 RARα 和 E-cadher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显著升高

(均 p<0.05);α-SMA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显著降低(p<0.05)。与缺氧模型组相比,阴性病毒对照组的

NRK-52E 细胞 RARα､ α-SMA､ E-cadher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转染外源性 RARα 可以减轻缺氧所致的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 
 
 
PU-2932 

血 CPR､ PCT 及尿 NGAL 在儿童上尿路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宋少娜,张碧丽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评价血清 C 反应蛋白(CRP)､ 降钙素原(PCT)和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
在儿童上尿路感染(UUTI)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肾内科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入院的尿路感染患儿 104 例,其中上尿路

感染(UUTI)患儿 61 例,下尿路感染(LUTI)患儿 43 例,均检测血清 β2 微球蛋白(β2-MG)､ 胱抑素

C(CysC)､ CRP､ PCT 和尿 NGAL 水平,比较两组患儿各指标的水平,以及评价各指标在儿童上尿路

感染诊断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进行 ROC 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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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UUTI 组血 CRP､ PCT､ β2-MG 及尿 NGAL 的水平均明显高于 LUTI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 CysC 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 CRP､ PCT 及尿 NGAL 预测 UUTI 的
AUC 值较大,其中尿 NGAL 的 AUC 值为 0.963。 
结论 在儿童上尿路感染时,血清 CRP､ PCT 及尿 NGAL 的检测对儿童上尿路感染的诊断均具有一

定的预测价值,其中尿 NGAL 的诊断价值更高,有助于临床对 UUTI 的早期识别。 
 
 
PU-2933 

小儿肾病与过敏体质的关系的研究 
 

刘景城,苏白鸽,姚勇,王芳,管娜,肖慧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目的 临床医疗中,许多肾病综合征(NS)患儿伴有过敏性疾病,本组就过敏体质对 NS 发生发展及

预后的影响予以分析研究,以求精准诊疗,减少药物副作用。 
方法 方法 搜集 2016 年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住院及门诊就诊的复发及频复发型肾病综合征病例,
按照入选条件,回顾性的整理临床资料:诊断治疗过程,化验､ 肾穿病理及基因检查结果,深入分析诊断

指标及分型,对比疗效,以指导治疗。入选条件:1､ 18 岁以下,符合原发 NS 的诊断 2､ 初治激素敏感 
3､ 复发､ 频复发､ 激素依赖或继发耐药 4､ 加用免疫抑制剂有效或部分有效。除外先天､ 遗传性

NS 及初治耐药型 NS。 
结果 结果 共搜集 1 年 5 个月中符合条件的病例 55 例,男 42 例,女 13 例;年龄 1 岁 2 个月-18 岁,均具

有不同程度的过敏的临床表现:自幼湿疹及过敏性荨麻疹史者 23 例,诊断为过敏鼻炎或鼻窦炎者 29
例,哮喘者 3 例;均表现为复发或频复发,其中:饮食或药物过敏复发者 28 例,有蚊虫叮咬或皮疹后复发

者 28 例,感冒感染复发者或无诱因复发者 38 例;病初或复发中均测过血 IgE(IU/L),IgE>5000 者 13
例及 IgE>2000 者伴嗜酸细胞升高或 ECP 升高者 15 例,也可为原发无症状病例;IgE>1000 者 20
例;IgE>500 者 7 例。缓解期 500-2000 以上者 26 例。55 例中肾活检者 25 例,其中 MCD16
例,IgMN3 例,FSGS4 例均为继发耐药,其余 2 例。55 例中基因检测 21 例,其中,基因诊断为:高 IgE-
反复感染-肾病综合征 1 例,NS 伴高 IgE 综合征 4 例,NS 伴高 IgM 综合征 1 例。治疗:全部病例初治

激素有效;来我院初治者,按全国指南规范治疗,均于 1-4 周内转阴。复发后甲强冲击可转阴,但不能维

持,随机加用不同的免疫抑制剂:加用 CTX 或他克莫司联合来氟米特者,1 年期间未复发者 42 例;也可

加用环孢霉素或联合 MMF;加用利多昔单抗:频复发者 长半年未复发,激素耐药型 MCD 及 FSGS
者,无效或部分有效。随诊期间:频复发转为不频复发者 46 例,转为耐药者 9 例,均在观察治疗中。55
例中 2 年未复发者 30 例,已停激素者 6 例,其余未评价,均在激素减量或拖尾治疗中。 
结论 结论 1､ 本组 NS 均伴过敏体质,过敏症状参与了感染后的复发､ 频复发或激素依赖;随复发次

数的增加,可转为继发耐药。2､ 本组肾穿病例多为 MCD 型,符合临床特点,FSGS 及 IgMN 的病例,
临床表现为继发耐药,过敏体质可能参与了转型。3､ 血 IgE 升高是一个敏感的指标,持续升高是频复

发及转型的独立危险因素,尽早加用免疫抑制剂,可收到较理想的效果。4､ 基因检测可预测 NS 与过

敏的关系,以便提高疗效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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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34 

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 3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杨帆,邓泂,莫樱,蒋小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 3 例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 C3GN)的临床和病理特点,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提高临床

医师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方法 对 3 例 C3GN 患儿的临床表现､ 病理改变､ 基因检测结果､ 治疗及预后情况结合近年国内外

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性总结和分析。 
结果 (1)临床表现:以血尿和蛋白尿为首发表现者 2 例,以血尿为首发者 1 例。2 例起病前 1 周有“上
呼吸道感染”病史伴 ASO 升高,血补体 C3 下降。1 例起病时伴急性肾损伤。(2)肾活检病理结果:免
疫荧光 3 例在系膜区均可见单纯补体 C3(++~+++)沉积;光镜下 1 例肾小球膜增生,1 例肾小球毛细血

管内增生伴新月体形成,1 例轻度系膜增生;电镜示 3 例系膜区均有电子致密物沉积(3)2 例行基因检

测,1 例检测到 C3 基因杂合突变,另 1 例未发现基因突变。(4)治疗及预后:2 例予激素治疗,其中 1 例

联合 ACEI;3 例分别随访 8,13 和 9 个月。目前 1 例预后较好,尿常规､ 肾功能和血补体 C3 正常;另
2 例有持续镜下血尿和低补体 C3 血症,其中 1 例仍有蛋白尿。 
结论 C3GN 的临床表现与急性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Acute post-streptococcal 
glomerulonephritis, APSGN)相似,鉴别诊断有赖于肾活检病理检查,亟需更有效的检查手段和治疗药

物帮助早期诊断及改善患儿的远期预后。 
 
 
PU-2935 

蟾蜍灵对体外庆大霉素诱导的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自噬的影响 
 

丁玲,施会敏,张爱青,李善文,甘卫华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228506 

 
 
目的 观察蟾蜍灵对体外庆大霉素诱导的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自噬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分为正常对照组､ 庆大霉素组(2mg/mL)､ 蟾蜍灵组(10-8mol/L)
､ 庆大霉素+蟾蜍灵组(庆大霉素 2mg/mL+蟾蜍灵 10-8mol/L)。应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各组大鼠肾

小管上皮细胞的自噬水平;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庆大霉素及蟾蜍灵对肾小管上皮细胞自噬标志蛋

白 LC3､ P62 及肾损伤分子 1 蛋白表达的影响。 
结果 1.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与对照组相比,庆大霉素组自噬相关形态指标自噬体､ 自噬泡等数量

明显增加;蟾蜍灵干预后,细胞自噬体数量较庆大霉素组明显减少;2.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

相比,庆大霉素组自噬标志蛋白 LC3-Ⅱ 及 P62 相对表达量上升(P<0.05);肾损伤分子 1 蛋白相对表

达量也升高(P<0.05);蟾蜍灵干预后,LC3-Ⅱ､ P62 蛋白及肾损伤分子 1 蛋白相对表达量较庆大霉素

组下降(P<0.05)。 
结论 庆大霉素可促进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自噬的发生､ 提高肾损伤分子 1 蛋白的表达;蟾蜍灵可部

分缓解庆大霉素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自噬的增加及肾损伤分子 1 蛋白表达量的提高,提示这可能

是其发挥肾脏保护的作用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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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36 

1 例过敏性紫癜肾炎患儿行介入治疗肾脏 
穿刺活检术后出血的观察和护理 

 
赵雪君 

南京总医院 210000 
 

 
目的 总结 1 例过敏性紫癜肾炎患儿行介入治疗肾脏穿刺活检术后出血的观察和护理经验。护理要

点主要包括动态观察生命体征及尿液的颜色和量,膀胱冲洗,严格遵医嘱用药,有效而及时的健康宣教,
准确评估患儿心理状况,寻求家庭心理支持等。通过治疗和护理,患儿恢复良好出院。 
方法 过敏性紫癜肾炎(  Henoch-Schönlein purpuranephritis’HSPN)系指过敏性紫癜以坏死性小血管

炎为主要兵力改变的全身性疾病引起的肾损害。是儿童 常见的继发性肾小球肾炎[1]。因累及肾脏

毛细血管及小血管,临床表现可见水肿,血尿,蛋白尿等明显炎性症状。严重者可能发生肾功能衰竭,危
及生命。因其病理表现多样临床分型多,所以为确定病理分型首选行肾穿刺术。肾脏穿刺活检术是

一项有创检查,术后可能发生出血,感染,尿潴留等并发症[2]。随着微创医学等不断进步与提高,介入医

学诊疗技术及材料等不断发展,数字造影血管减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下出血动脉

栓塞或放置带膜支架成为术后出血等首选方法。我科于 2017 年 1 月 5 号收治一例过敏性紫癜肾炎

患儿肾穿刺后出血在我院行 DSA 止血治疗。经过精心的治疗和护理,患儿恢复出院, 
结果 本例 HSPN 患儿因肾穿刺后出血,对护理和治疗的挑战性大,临床较少见,在明确病因后行 DSA
止血使患儿出血得以控制,后期家长积极配合治疗,护士健康宣教及时有效, 终患儿出血停止,并恢复

出院。 
结论 明确病因后行 DSA 在止血使患儿出血得以控制,后期家长积极配合治疗,护士健康宣教及时有

效,方法是可行的。 
 
 
 
PU-2937 

低钾碱中毒起病患儿的基因型和临床表型分析 
 

仇丽茹,周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低钾碱中毒在婴儿中并不多见,常见的原因是 Bartter 综合征和假性 Bartter 综合征。Bartter 综
合征是肾小管通道蛋白功能异常导致重吸收电解质功能障碍,假性 Bartter 综合征则是多种原因导致

盐丢失的一类有典型低钾碱中毒表现的疾病,例如:利尿剂的使用､ 幽门狭窄､ 慢性腹泻､ 周期性呕

吐等,血肾素和醛固酮正常。在基因测序诊断之前,低钾碱中毒患儿除外医源性以及外科病变后多临

床诊断为 Bartter 综合征。本文总结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低钾碱中毒患儿,分析其基因型

和临床表型,为儿科医生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我科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以低钾碱中毒就诊,除外利尿剂使用等医源性因素,除外确诊幽

门狭窄的患儿,分析其临床表型､ 辅助检查以及基因型特点。 
结果 患儿 8 例,其中男性 3 名,女性 5 名;平均年龄 2 岁 2 月(5 月-8 岁); 8 例患儿中表现为生长发育迟

滞 5 例(62.5%),纳差 3 例(37.5%),呕吐 3 例(37.5%),腹泻 3 例(37.5%),多饮多尿 5 例(62.5%),乏力 8
例(100%)。其中 1 例患儿因心跳呼吸停止就诊。8 例患儿就诊时平均血钾 2.13mmol/L,PH7.658。
8 例患儿均进行汗液氯离子浓度检测,其中 3 例患儿汗液氯离子浓度升高。6 例患儿进行大便电解质

检测,其中 2 例患儿大便氯离子浓度升高。基因分析显示:8 例患儿中 SLC26A3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2
例,经家系验证和 Sanger 验证 终确诊为失氯性腹泻;CFTR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3 例,经家系验证和

Sanger 验证 终确诊为囊性纤维化;SLC12A3 基因复合杂合突变 2 例,经家系验证和 Sanger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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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确诊为 Gitleman 综合征。1 例基因检测阴性,临床诊断为 Bartter 综合征。8 例患儿目前随访 6
月至 3 年。 
结论 不明原因持续性低钾低氯性代谢性碱中毒及生长发育迟滞患儿警惕基因突变所致 Bartter 综合

征和假性 Bartter 综合征。失氯性腹泻和囊性纤维化患儿婴儿期同样表现为类似 Bartter 综合征的低

钾碱中毒表现,汗液氯离子检测和大便电解质检测对上述疾病的鉴别诊断十分重要。对上述患儿需

进行基因分析明确诊断。 
 
 
PU-2938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合并免疫复合物性肾小球肾炎 1 例报告 
 

保睿,陈朝英,涂娟,李华荣,万灵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 100020 

 
 
目的 报道 1 例罕见的在应用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前即出现免疫复合物性肾小球肾炎的 X-连锁无丙种

球蛋白血症病例 
方法 总结并整理病历资料。 
结果 9 岁年长儿于感染后出现肉眼血尿,伴大量蛋白尿､ 肾功能异常及贫血表现,病程中有反复咳

嗽。患儿按计划免疫接种,自 3 岁后有反复呼吸道感染及耳流脓病史。本次发病后应用足量泼尼松

口服 8 周仍为大量蛋白尿,多次免疫学检查提示 B 淋巴细胞(CD19)为 0 以及以 IgA 为主的多种免疫

球蛋白降低。肾活检光镜提示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免疫荧光见系膜区及血管襻处多种免

疫复合物沉积。通过基因检测发现 Bruton’s 酪氨酸激酶基因错义突变,诊断为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

血症。予每月 1 次静脉输注人免疫球蛋白治疗,激素规律减量,患儿肉眼血尿消失,尿蛋白､ 肾功能恢

复正常,无感染表现。 
结论 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合并肾脏病变报道少见,合并免疫复合物沉积者报道更少,且既往文献

报告此种改变多发生在静脉应用免疫球蛋白治疗后;本例患儿肾脏免疫复合物沉积发生在应用人免

疫球蛋白之前,既往鲜见类似病例报道。此种改变目前发病机制暂不清楚,推测可能与肾脏固有细胞

的某些蛋白表达有关。 
 
 
PU-2939 

青蒿琥酯对微小病变肾病大鼠肾组织 TGFβ1､ Nestin､ Nephrin
表达的影响 

 
张玉霞,芦琨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76000 
 

 
目的 观察青蒿琥酯对微小病变肾病大鼠肾组织 TGFβ1､ nestin 和 nephrin 表达的影响,讨论其对微

小病变肾病大鼠肾损伤的保护作用,分析其可能的治疗机制。 
方法 将 60 只雄性 SD 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n=10)和模型组(n=50),采用尾静脉 1 次性注射阿霉素的

方法建立微小病变肾病大鼠模型,其中 45 只大鼠造模成功。将其随机分为模型组､ 青蒿琥酯治疗组

(25mg﹒kg-1,50mg﹒kg-1和 100mg﹒kg-1)以及强的松治疗组。末次给药后,检测大鼠 24 h 尿蛋白量

､ 血脂(TG)､ 血胆固醇(TC)､ 血肌酐(SCr)､ 血尿素氮(BUN)以及尿中 β2 微球蛋白(β2-MG)的水

平;RT-PCR 检测大鼠肾组织 TGF-β1的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肾组织中 nestin 和 nephrin 的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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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青蒿琥酯治疗组(50mg﹒kg-1和 100mg﹒kg-1)大鼠的一般情况明显好转;24 h 尿

蛋白量､ TG､ TC､ SCr､ BUN 以及 β2-MG 的水平显著下降(P<0.01);肾组织中 TGF-β1 ､ nestin 的

表达明显下调,nephrin 表达明显升高。 
结论 青蒿琥酯可能是通过抑制 TGF-β1､ nestin 的表达,上调 nephrin 的表达,来改善微小病变肾病大

鼠的肾脏损伤。 
 
 
PU-2940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56 例生化 
及体液免疫指标检测的临床意义 

 
张萍萍

1,2,苏白鸽
2,张宏文

2,姚勇
2,肖慧捷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NS)患者进行生化及血清免疫球蛋白(Ig)及补体的测定,探讨其

在不同临床类型儿童 PNS 患者中的变化。 
方法 收集 2013.11-2015.10 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肾病房住院治疗且未接受激素及免疫抑制剂

治疗的初发 PNS 患儿 56 例。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蛋白､ 血胆固醇､ 肾功能等生化指标,
采用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 IgG､ IgA､ IgM 及补体,分析其在不同临床类型儿童 PNS 患者中的水

平。 
结果 共 56 例 PNS 患儿,平均年龄 5.6 岁,其中单纯型肾病 48 例,肾炎性肾病 8 例,激素敏感型 47 例,
激素耐药型 9 例,无复发患者 14 例,病例组血白蛋白､ IgG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01),IgM､
IgE 及血胆固醇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升高(P<0.05)。两组在血 BUN､ 肌酐及血 IgA､ C3､ C4 水平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单纯型和肾炎型患者在有过敏史患者比例､ 血生化指标､ 尿蛋白肌酐比

值､ 血清体液免疫指标等方面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激素敏感型患者有过敏史的比例及血 IgE 
水平均高于激素耐药组(P<0.05),激素敏感型和激素耐药组患者生化指标､ 尿蛋白肌酐比值､ 血 IgG
､ IgA､ IgM､ C3､ C4 水平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将 48 例激素敏感型 PNS 患者按激素

敏感程度分为 1 周内转阴､ 1-2 周转阴,及 2-4 周转阴组,三组患者血清 IgE 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P<0.01),1 周内转阴者血清 IgE 水平 高,其次分别是 1-2 周转阴,及 2-4 周转阴组。 
结论 儿童 PNS 能够导致患者一些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改变,通过监测血清 IgE 水平可能可以预测

患者对激素的敏感程度。免疫学检查对肾病综合征的治疗和评估预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U-2941 

以急腹症为首发症状的儿童肾病综合症 1 例 
 

李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1. 病例介绍  
  患儿,男,12 岁,因“腹痛一天余”入院,入院前 1 周有发热､ 咳嗽症状,在当地医院输液治疗后好转。入

院查体:血压 111/73mmHg,神清,精神差,急性痛苦面容,心肺听诊无异常,腹部略膨隆,剑突下和右肋

缘下压痛明显,有肌紧张,无反跳痛,墨菲氏征阳性,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实验室检查

示白细胞 9.04x109/L,中性粒细胞 61.3%,血红蛋白 142 g/L;血清总蛋白 36.7 g/L,白蛋白 18.81 g/L,
血清总胆固醇 5.79 mmol/L,三酰甘油 1.79mmol/L,血钙 1.84 mmol/L,谷丙转氨酶､ 尿素､ 肌酐､ 血

和尿淀粉酶､ 血脂肪酶等均正常;尿蛋白 4+, 24 小时尿总蛋白 14.55 g/24h;消化道内镜提示胆汁反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224 
 

流性胃炎､ 贲门息肉､ 食管炎。肝胆胰脾平扫+增强 CT 提示胰腺炎伴胰周积液,胆囊炎,胸腔､ 腹腔

积液。 
方法 入院后禁食､ 禁水,给予抗感染,抑酸护胃,输注白蛋白､ 丙种球蛋白及营养支持､ 抗凝治疗等,1
周后,患儿腹痛缓解,在逐渐增加饮食及口服药物无异常反应的基础上,予激素足量诱导(泼尼松片口服)
后 24 小时内再次出现腹痛､ 恶心及呕吐胆汁,随之 24h 尿量减少至 400ml-500ml,BUN 26mmol/L
及 Scr288umol/L,明显升高,双下肢及会阴部水肿逐渐明显,考虑胰腺炎复发､ 急性肾损伤,再次禁食

禁水,静脉营养支持,甲基强的松龙静脉替代,对症综合处理,约 1 个月后患儿水肿消失,尿蛋白转阴,改
口服强的松无不适,腹痛未再反复。 
结果 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感染､ 血栓形成､ 电解质紊乱､ 低血

容量和急性肾损伤等,而 NS 并发急腹症国内外仅有散在报道,其中急性胰腺炎发生率 4.1%,本例报

道以急性胰腺炎､ 急性胆囊炎为首发症状尚未见报道。肾病综合征并发急性胰腺炎的发病机制目前

尚不完全清楚,可总结为疾病相关性和药物相关性机制两大类。肾病综合征并发急性胰腺炎及急性

胆囊炎的发生机制可能是在肾病综合征本身低蛋白血症､ 低血容量､ 组织缺血､ 高度水肿､ 高脂血

症､ 高凝状态等基础下,因某种或多种诱发因素,如感染､ 暴饮暴食､ 长期服用激素和(或)细胞毒药

物等共同作用所致。 
结论 肾病综合征患儿腹痛时有发生,并发急性胰腺炎､ 急性胆囊炎等急腹症时容易被忽视或诊断不

及时。因此需要及时完善血､ 尿淀粉酶､ 血脂肪酶检测及胆胰 B 超､ 增强 CT,甚至是诊断性腹腔穿

刺,尽快明确诊断。同时也要注意发现不典型病例。如本病例中患儿多次血､ 尿淀粉酶检测均正

常。我们的经验是急性胰腺炎､ 急性胆囊炎的诊断主要是明确的急腹症表现和增强 CT 的影像学改

变;激素治疗建议急性期以静脉替代为佳,避免过早使用激素口服方式;禁食禁水 7 天左右为宜 
 
 
PU-2942 

血液透析联合舒血宁在小儿肾病综合症中 
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研究 

 
杨莉,刘翠华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血液透析联合舒血宁在小儿肾病综合征患者中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取 2012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医院收治小儿肾病综合征患者 100 例,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

(n=50)和观察组(n=50)。2 组均给予常规方法治疗,对照组联合泼尼松口服治疗,观察组采用血液透析

联合舒血宁治疗,比较 2 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情况。 
结果 2 组治疗前 Alb､ 24h 尿蛋白定量､ TC､ Ccr､ PT､ APTT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组治疗后 PT､ APTT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 Alb､ Ccr 水平,
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后 24h 尿蛋白定量､ TC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后

并发症发生率为 8.00%,对照组为 16.00%,2 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儿肾病综合征患者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舒血宁治疗效果理想,安全性较高,能改善患者肾脏及凝

血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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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43 

儿童紫癜性肾炎伴轻度蛋白尿的临床分析 
 

涂娟,陈朝英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紫癜性肾炎(HSPN)伴轻度蛋白尿患儿临床特点和转归预后。 
方法 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住院的临

床诊断为 HSPN 伴有轻度蛋白尿的 78 例患儿。轻度蛋白尿标准:24 小时尿蛋白定量>150mg 同时

<25mg/kg.。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对所有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 体格检查､ 相关辅

助检查,进行收集､ 分析､ 以及随访,总结患儿病情转归的情况。尿蛋白水平分组: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15mg/kg 为 1 组;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15mg/kg 为 2 组。 
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一般资料  入选患儿共 78 例,其中男 45 例,女 33 例,男女比例 1.67:1;发病年龄 3 岁 8 个月

~14 岁 3 个月,中位年龄为 8 岁 8 个月;随访时间 6-42 月,中位时间 19 月。 
2 临床特点 
2.1 临床表现  78 例患儿中,病初表现为孤立性蛋白尿者 27 例,蛋白尿伴镜下血尿者 49 例,蛋白尿伴

肉眼血尿者 1 例。本组病例中肾脏受累出现于 HSP 病程为 1 天~60 个月,中位时间 2.9 月。其中 8
例(占 10.2%)出现于 HSP 病程 6 个月以上,6 例伴有皮肤紫癜反复,另 2 例完善肾脏肾组织活检,明确

为 HSPN 的典型病理表现。 
2.2 肾脏病理  9 例患儿完善了肾组织活检,6 例为病理 IIIb 级, 3 例为 IIb 级。 
2.3 治疗情况和病情转归   12 例患儿应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包括病理 IIIb6 例,以及常规

治疗后尿蛋白有所增加的 6 例患儿。其余 66 例患儿给予卡托普利和(或)阿魏酸哌嗪片､ 槐杞黄等

药物。截止本研究的随访终点,78 例患儿肾功能水平均正常,46 例(59.0%)患儿尿检完全恢复正常,29
例(37.2%)尿蛋白阴转仅留有镜下血尿,3 例(3.8%)患儿仍有明显蛋白尿。 
2.4 蛋白水平分组､ 病理分级与临床转归的关系  1 组蛋白尿消失时间(中位数为 1 个月),明显短于 2
组(中位数为 3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12,P=0.001)。3 例病理 IIb 的患儿至随访终点,1 例仍

有明显蛋白尿,3 例均出现过病情反复;6 例病理 IIIb 患儿中,蛋白尿均消失,并未出现病情反复。 
结论 伴有轻度蛋白尿的 HSPN 患儿临床表现相对较轻,多数预后良好,但也有部分病例病程迁延､ 病

情反复,呈现较重的病理分级。长期随访､ 监测尿检､ 根据病情及时完善病理检查有重要意义。 
 
 
PU-2944 

1 型 Dent 病 2 例临床分析 
 

邓会英,陈椰,李颖杰,杨华彬, 钟发展,高 岩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40 

 
 
目的 探讨小儿 1 型 Dent 病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曾被误诊为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 2
例 1 型 Dent 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2 例均为男性患儿,以体检尿液常规发现蛋白尿,定量肾病水平蛋白尿为首发表现和主要临床表

现,均无明显水肿､ 高胆固醇血症及低蛋白血症。2 例肾活检均为轻度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2 例

患儿均在对足量激素治疗耐药后联用免疫抑制剂,蛋白尿均未见明显减少。尿蛋白电泳和尿肾功提

示低分子质量蛋白尿,尿 α1 微球蛋白(α1-microglobulin,α1-MG)､ β2 微球蛋白(β2-MG)､ 视黄醇结

合蛋白(URBP)明显增高超过其正常上限 5 倍以上。肾功能正常,泌尿系统超声正常。基因分析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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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LCN5 基因半合子突变,1 例患儿 CLCN5(NM-000084.4)c.1697dupG,半合子突变。1 例患儿

CLCN5(NM-001127899)c.2119C>T(半合子突变)。1 例伴高钙尿症。1 例低磷血症､ 佝偻病。 
结论 1 型 Dent 病临床罕见,易被误诊误治。不伴有明显水肿､ 低蛋白血症的以低分子质量蛋白尿为

主的肾病水平蛋白尿病人,临床应尽快行基因分析以协诊 Dent 病可能 
 
 
PU-2945 

钙调神经蛋白抑制剂肾损伤的组织形态学观察 
 

朱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钙调神经蛋白抑制剂(CNI)主要包括环孢霉素 A(CsA)和他克莫司(FK506),两
者虽然在生化结构上有差别,但它们的作用机制､ 疗效和不良反应均相似,尽管有人认为 CsA 较

FK506 引起的肾毒性更为严重,但并无相关的组织学证据。故本文对两种 CNI 治疗的早､ 中和晚期

肾组织形态学变化和组织损伤的定量分析评估相关肾损伤的差异,为临床合理选择 CNI 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以阿霉素诱导的肾病综合征大鼠模型为研究对象,分别予以生理盐水､ 泼尼松､ 泼尼松+CsA
和泼尼松+FK506 治疗分为空白对照组､ 激素对照组､ 激素+CsA 组和激素+FK506 组,收集 7d､
14d､ 21d 三个时间点的肾脏组织标本;对肾脏组织切片进行 HE 和 PAS 染色,光镜下观察肾脏组织

病理学改变包括肾小管损伤､ 间质内炎细胞浸润程度以及血管病变,同时对肾小管间质损伤进行评

分;肾小管间质损伤评价指标包括:1.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2.刷状缘高柱变矮柱或脱落,根据病变

范围,分别把<10%､ 10%-25%､ >25%､ 25%-50%､ 50%-75%､ >75%标记为 0､ 1､ 2､ 3､ 4､ 5
分, 后取均值作为该标本的统计数值。 后应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治疗早期各组大鼠肾脏组织形态未发现明显损伤,各组肾小管间质损伤评分比较也无明显改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中期激素+CsA 组和激素+FK506 组大鼠均开始出现肾损伤,主要

表现为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损伤部位主要在皮质外带,未见肾小球损伤和肾间质纤维化;激素

+CsA 组肾小管间质损伤病理评分高于激素+FK506 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晚期

激素+CsA 组和激素+FK506 组大鼠肾损伤均明显加重,除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还出现了刷状缘

高柱变矮柱或是脱落,激素+CsA 组还可见间质炎性细胞浸润及小动脉透明变性,损伤范围也逐渐扩

大,从皮质外带扩散至内带接近髓质,但是仍未见肾小球损伤和肾间质纤维化;激素+CsA 组肾小管间

质损伤病理评分明显高于激素+FK506 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NI 治疗中､ 晚期存在明显肾小管间质损伤,在 CsA 治疗晚期还可见到小血管病变;其中 CsA
相比 FK506 肾组织损伤更为严重。 
 
 
PU-2946 

RGC-32 缺乏延缓急性肾损伤小鼠肾功能恢复 
 

胡玉杰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00 

 
 
目的 了解 RGC-32 在小鼠急性肾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野生型小鼠及 RGC-32 敲除小鼠分别制备双侧肾蒂夹闭小鼠急性缺血性 AKI 模型(AIKI 模型)
及马兜铃酸致小鼠肾毒性 AKI 模型(AAN 模型),AIKI 模型小鼠在缺血再灌注后 6h､ 24h､ 48h､ 7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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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w 及 2w 处死,留取血标本及肾组织;AAN 模型小鼠在腹腔注射马兜铃酸后 6h､ 24h､ 48h､ 72h
､ 1w 及 2w 处死,留取血标本及肾组织。检测不同时间点血肌酐值,了解肾功能变化。 
结果 AIKI 模型野生型小鼠再灌注不同时间点的血肌酐值分别为

19.75±5.12,22.857±7.647,13.2±2.9364,14.444±2.8771,13.625±2.7742,10.9±1.912,与对照组相

比,6h､ 24h 血肌酐明显增高。AIKI 模型 RGC-32 敲除小鼠再灌注不同时间点的血肌酐值分别为

13.9±3.12,14.5±3.51,13.125±3.95,14±2.8,15.857±2.93,19.375±2.5,与对照组相比,各个时间血肌酐

均明显升高。 
结论 RGC-32 基因敲除小鼠缺血再灌注后血肌酐升高持续的时间较野生型小鼠长,RGC-32 缺乏延

缓急性肾损伤小鼠肾功能恢复,在急性肾损伤中 RGC-32 可能具有保护性作用。 
 
 
PU-2947 

尿系列蛋白联合左肾静脉 B 超在直立性蛋白尿中诊断价值 
 

钮小玲,吴滢,黄文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20 

 
 
目的 探讨尿系列蛋白联合左肾静脉 B 超在直立性蛋白尿(orthostatic proteinuria, OP)患儿中的诊断

价值,以期提高直立性蛋白尿诊断的易操作性和经济性。 
方法 对于疑诊为 OP 患儿予住院检查,行直立性试验,脊柱前凸试验以及 Robinson 试验,排除原发性

及继发性肾脏疾病,其中两项试验均阳性者诊断为 OP。同时行左肾静脉 B 超检查,留取晨尿尿系列

蛋白及活动后尿系列蛋白,同时检测患儿 24 小时尿蛋白,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2013.1 月至 2016.6 月,疑诊 OP 患儿,共 64 例(男女比例为 25:39,年龄 6-16 岁,平均年龄

11.1±2.40 岁),明确诊断为 OP 共 59 例,其中男性 21 名,女性 38 名,年龄 11.1±2.21 岁,平均起病年龄

10.4±2.46 岁,该组患儿晨尿尿系列微量蛋白均正常,活动后尿系列微量蛋白(Alb/Cr, IgG/Cr, 
NAG/Cr, ?1-Mu/Cr)均升高,前后相比有明显差异(Z 分别为-6.50､ -6.50､ -5.07､ -1.72,P 均<0.05);
行左肾静脉 B 超检查提示 49 例存在左肾静脉压迫,仅 4 例不符合左肾静脉压迫。5 例患儿诊断为非

直立性蛋白尿,其中男性 4 名,女性 1 名,年龄 11.3±4.30 岁,平均起病年龄 10.9±4.44 岁,该组患儿晨

尿尿系列微量蛋白均正常,活动后尿系列微量蛋白(Alb/Cr, IgG/Cr, NAG/Cr, ?1-Mu/Cr)稍升高,但前

后相比未见明显差异(Z 分别为-1.10､ -1.46､ 0､ -0.73,P 均>0.05);其中 2 例符合左肾静脉压迫,3 例

不符合左肾静脉压迫。联合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联合左肾静脉 B 超､ 活动后尿微量蛋白升高在

诊断 OP 中其敏感度为 73.1%,特异度为 88%,而再联合 24 小时尿蛋白<0.3g 时,其特异度可以提高

至 97.6%。 
结论 目前对于诊断 OP 尚无金标准,Robinson 试验的诊断敏感度及特异度均较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

方法,但是操作繁琐且困难,本研究发现对于晨尿蛋白阴性且尿微量蛋白正常的患儿,联合左肾静脉 B
超以及活动后尿微量蛋白升高对 OP 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再联合 24 小时尿蛋白(<0.3g)则可以基本诊

断为 OP。左肾静脉 B 超检查以及尿微量蛋白可以作为门诊 OP 的初步筛查。 
 
 
PU-2948 

肾组织 PLA2R 的表达与儿童原发性膜性肾病的关系及临床分析 
 

孙利文,董燕飞,吴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单中心儿童原发性膜性肾病(IMN)的临床特点及其治疗和预后;初步探讨 M 型磷脂

酶 A2受体(PLA2R)在儿童 IMN 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1-2017.2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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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活检证实的,随访至少半年的 22 例 IMN 儿童的临床和病理资料;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PLA2R 在肾

组织的表达;根据随访终点肾功能､ 尿红细胞､ 尿蛋白及高血压情况将临床结局评估分为 3 种。 
方法 22 例 IMN 患儿中男女之比为 1.44:1;起病年龄 2-14 岁,平均(7.5±3.8)岁;病程 0.25-24 个月,平
均 5.4±7.8 个月;治疗时间 6-39 个月,平均 13.8±7.4 个月;随访时间至少半年,平均随访时间 16.1±8.1
个月。11 例临床表现为血尿蛋白尿(2)22 例 IMN 患儿中,经激素或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后,至随

访终点时完全缓解 16 例(72.8%),部分缓解 6 例,所有患儿肾功能均正常,eGFR 均>90ml/min/1.73m2 ,
均未出现高血压;(3)应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对 22 例 IMN 患儿进行 PLA2R 在肾组织表达的检测,7 例患

儿(31.81%)阳性表达,其中肾组织 PLA2R 阳性组年龄大于阴性组(P=0.008),且经治疗后,尿蛋白转阴

时间也长于阴性组(P=0.02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完全缓解率低于阴性组,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4),而二者在性别､ 血肌酐､ 血清白蛋白､ 24 h 尿蛋白定量､ 预后､ 治疗疗程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果 22 例 IMN 患儿中。11 例临床表现为血尿蛋白尿,9 例表现为肾病综合征,2 例表现为孤立性蛋

白尿;(2)22 例 IMN 患儿中,经激素或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后,至随访终点时完全缓解 16 例

(72.8%),部分缓解 6 例,所有患儿肾功能均正常,eGFR 均>90ml/min/1.73m2 ,均未出现高血压;(3)应
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对 22 例 IMN 患儿进行 PLA2R 在肾组织表达的检测,7 例患儿(31.81%)阳性表达,
其中肾组织 PLA2R 阳性组年龄大于阴性组(P=0.008),且经治疗后,尿蛋白转阴时间也长于阴性组

(P=0.02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完全缓解率低于阴性组,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而二者

在性别､ 血肌酐､ 血清白蛋白､ 24 h 尿蛋白定量､ 预后､ 治疗疗程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儿童 IMN 临床以血尿蛋白尿居多,甚至可以无症状体检发现尿检异常者,对难以解释的显著蛋

白尿需及早肾穿明确;应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疗程多在一年以

上;PLA2R 在儿童 IMN 肾组织表达阳性率为 31.81%,低于既往报道成人患者;肾组织 PLA2R 表达阳

性患儿年龄偏大,尿蛋白转阴时间更长,对预后有一定提示作用。 
 
 
PU-2949 

过敏性紫癜合并肌炎 1 例临床报告 
 

吴天慧,李志辉,段翠蓉,寻劢,丁云峰,张翼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过敏性紫癜为系统性小血管炎,主要累及皮肤､ 关节､ 消化道､ 肾脏,是儿童常见的血管炎。但

临床累及肌肉病变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对临床收治的 1 例紫癜性肾炎合并肌炎进行回顾性分析,探
讨过敏性紫癜的临床表现。 
方法 对该例紫癜性肾炎合并肌炎患者进行临床资料的分析,回顾下分析其前驱症状,临床表现､ 蛋白

尿､ 肝功能､ 心肌酶､ 肌电图､ 肾脏病理等,治疗方案及随访资料。 
结果 该患儿临床表现仅以皮肤紫癜､ 肾脏损伤及肝功能损害､ 肌酶异常为主,病程中无明显消化道

､ 关节症状伴随,皮疹为典型紫癜,反复发生,发生次数多,但多均 分布为双下肢,局部皮肤无坏死､

溃疡,无血管神经性水肿,无肌肉疼痛,在皮疹发生 20 天即发现大量蛋白尿､ 肉眼血尿,无肾功能异常,
肾脏无增大,血清白蛋白有进行性下降,肌酸肌酶､ 肌酸激酶同工酶明显升高,谷草转氨酶､ 谷丙转氨

酶升高,以谷草转氨酶升高为主,肌电图示肌源性损害,ANA+ANA+ANCA 正常,血管炎､ 抗心磷脂酶

抗体阴性,IL-6､ TNF-a 正常,抗 CCP 正常,血清铁蛋白偏高,肾脏病理为紫癜性肾炎(IIb),免疫复合物

以 IgA 沉积为主,++++,其他免疫复合物阴性,给予西咪替丁､ 钙剂抗过敏､ 抑制血管炎等对症支持治

疗,肌酶及肝酶恢复快,给予足量强的松口服,并加用免疫抑制剂吗替麦考酚酯。随访观察 1 月,蛋白尿

明显好转,无皮疹反复,无关节症状。 
结论 过敏性紫癜出现肌炎,累及肾脏病理改变轻,通过对症支持治疗,恢复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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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0 

 血液灌流对过敏性紫癜患儿炎症因子的临床分析 
 

吴天慧,李志辉,段翠蓉,寻劢,丁云峰,张翼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过敏性紫癜为系统性小血管炎,主要累及皮肤､ 关节､ 消化道､ 肾脏,是儿童常见的血管炎。部

分病人常常因为严重消化道出血､ 反复皮疹反复､ 关节肿胀､ 神经血管性水肿,影响到生活。血液

灌流对于临床药物治疗疗效欠佳,病情较重患儿有积极治疗作用。本研究旨在讨论行血液灌流的过

敏性紫癜患儿的炎症相关因子的改变。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住我院的 28 名行血液灌流过敏性紫癜患者,行血液

灌流前后的相关临床指标,通过监测 ESR､ CRP､ 血常规､ TNF-a､ IL-6 的改变,并与同期收住患儿

(年龄､ 性别匹配)的非灌流过敏性紫癜患儿进行比较,探讨其变化的情况。 
结果 结果显示,临床表现病情类似(消化道症状､ 关节症状､ 皮肤紫癜),患儿炎症指标 ESR､ CRP､
血常规､ TNF-a､ IL-6 等无显著性差别,经过血液灌流术后,腹型和混合型过敏性紫癜患儿 ESR､
CRP 明显下降,TNF-a､ IL-6 有所下降,患儿皮疹反复发生少,消化道症状缓解明显,关节型和肾型

ESR､ CRP､ TNF-a､ IL-6 有不同程度下降。 
结论 患儿血液灌流对消化道症状重者病情缓解好。对过敏性紫癜患儿行血液灌流,其炎症因子能下

降,亦可能为病情缓解的原因之一。 
 
 
PU-2951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碘及甲状腺激素变化的临床分析 
 

尹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肾病综合征是一种以大量蛋白尿,低白蛋白血症,高脂血症,水肿为临床特点的综合征。肾病综合

征按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在儿童时期 90%的肾病综合征为原发性的肾病综合征。

甲状腺和肾脏相互关系密切,当肾功能受损时,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代谢与排泄等都会发生相应变

化。甲状腺激素缺乏可引起肾小球､ 肾小管基底膜增厚,内皮细胞､ 系膜细胞增生,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加,以致肾小球滤过率与肾血浆流量减少。肾病综合征患者存在大量蛋白尿,除血浆白蛋白从尿中

丢失减少,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也会随尿液丢失减少。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减少会导致总 T3､ T4 下

降,或者甲状腺激素直接从尿里丢失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从而继发 FT3､ FT4 的变化。本文通过检

测患儿急性期与缓解期尿碘及血 FT3,FT4,TSH 变化及与尿蛋白的相关性,了解患儿碘代谢及甲状腺

功能,为肾病综合征发病机制,治疗提供更好的依据。 
方法  
1.研究对象: 2012 年 6 月-2013 年 3 月就诊于我院的肾病综合征患儿。所选患儿均符合中华医学会

儿科学分会肾脏组所制定的肾病综合征诊断标准。 
2.试验方法及分组 
2.1:试验指标及方法 
留取 24 小时尿液,留取尿液的前一天不得食用高碘食品及含碘药物,送微量元素室检测 24 小时尿碘,
送生化室检测 24 小时尿蛋白。空腹 8 小时后第二日晨起 
血 2ml 送内分泌实验室检测血清 FT3,FT4,TSH. 
2.2 分组及研究方案 
观察组根据患儿尿蛋白是否阴转分为急性期和缓解期两组各 20 例,对照组选取健康儿童 2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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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SPSS 统计分析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急性期与缓解期尿碘及血清 FT3,FT4,TSH 变化及与尿

蛋白的相关性 
结果 急性期患儿血清 FT3,FT4(1.79±0.66pmol/L, 6.21±1.56pmol/L)低于对照组

(4.60±1.13pmol/L,18.85±2.69pmol/L),TSH(8.81±2.62 mIU/L)高于对照组(2.25±0.86mIU/L),尿碘

(408.25±84.45μg/l)高于对照组(107.85±7.17μg/l);缓解期患儿血清

FT3(4.26±0.76 pmol/L),FT4(19.12±1.09 pmol/L),TSH(2.19±0.85 mIU/L),尿碘(106.11±6.99μg/l)与
对照组无显著差异;急性期患儿血清 FT3,FT4 与尿蛋白呈负相关(r=-0.849,-0.899,p<0.01),TSH,尿碘

与尿蛋白呈正相关(r=0.917,0.865,p<0.01). 
结论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在急性期会存在 FT3､ FT4 的降低,TSH 的增高,尿碘的浓度也会增加且

FT3､ FT4 与尿蛋白成负相关,尿碘､ TSH 与尿蛋白成正相关;在缓解期患儿的尿碘､ FT3､ FT4､
TSH 与正常儿童无明显差异。随着患儿病情的好转,尿蛋白阴转,患儿的血甲状腺激素得以恢复。 
 
 
PU-2952 

1 例儿童顽固性嗜酸性膀胱炎的随访及文献复习 
 

刘妍秀,赵秉刚,李青梅 ,赵凯姝*,马青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跟踪随访 1 例反复发作的嗜酸性膀胱炎,探讨该病的诊治及预后。 
方法 随访 1 例嗜酸性膀胱炎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疾病的转归。 
结果 本病例患儿确诊后应用激素及抗组胺药物,病初病情得以缓解。但每次于“结膜炎”､ “肛门周围

出现痒感”以及激素减量过程中出现尿路刺激症状。并且随着病程的延长,逐渐出现血尿､ 排尿困难

､ 遗尿等症状,并出现继发性青光眼､ 高血压等激素副作用。后反复查找病因,寄生虫检测提示存在

蛔虫､ 绦虫感染,给予驱虫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但激素减量后病情仍有反复。 
结论 嗜酸性膀胱炎大多数为良性疾病,主张以保守治疗为主,主要药物为糖皮质激素､ 抗组胺药物,多
数治疗效果满意,但有部分病例非常顽固,经上述处理,效果欠佳。对于此类病例应反复仔细查找病因,
去除致敏因素。对于部分顽固性病例,可酌情加用免疫抑制剂。同时,可考虑采用膀胱内注射激素的

方法,避免全身应用激素治疗的不良反应。嗜酸性膀胱炎具有慢性病程､ 可复发､ 偶可癌变的特点,
故需长期随访。 
 
 
PU-2953 

儿童肾病综合征不同肾组织免疫荧光分型与疗效观察 
 

孙百超,张丽,张岩,马青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研究吉林省内行肾脏穿刺病理检查的儿童肾病综合征的不同免疫荧光分型,对比不同肾脏

病理类型,观察患儿对激素治疗反应,对比联合他克莫司治疗方案以及联合环磷酰胺治疗方案的疗

效。探讨不同免疫荧光分型的儿童肾病综合征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方法 自 2013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临床诊断为肾病综合征并行肾脏穿刺患儿共 177 名,回顾性分

析其相关临床指标:起病年龄､ 性别､ 临床分型､ 不同治疗方案并对比不同肾组织病理类型及免疫

荧光分型。依据免疫荧光分为 8 组,分别观察不同组织病理类型及不同治疗方案疗效,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177 例 NS 患儿的男女比例为 3.52:1,年龄分布为 3.2-14.3 岁。肾组织病理中轻微病变组 103
例(58.19%),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21 例(11.86%),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 36 例(22.45%),膜性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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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例(9.60%)。肾组织病理免疫荧光类型分组为 IgA 为主型 10 例(5.64%),IgM 为主型 62 例

(35.02%),补体为主型 16 例(9.04%),IgG+A+M 型 12 例(6.77%),IgG+A+M+补体型 23 例

(12.99%),IgA+补体型 1 例(0.56%),IgM+补体型 28 例(15.81%),无免疫复合物型 25 例(14.12%)。其

中应用激素治疗 4 周内达完全缓解者 106 例(59.89%),部分缓解 47 例(26.55%),激素耐药 24 例

(13.56%)。单用激素治疗 93 例(63.26%),激素联合他克莫司治疗 49 例(27.68%),激素联合环磷酰胺

治疗 35 例(19.77%)。不同病理免疫荧光分型患儿病理类型分布存在统计学意义

(χ2=28.11,p=0.008),激素治疗疗效无统计学差异(p>0.05),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组存在统计学意义

(χ2=30.25,p=0.007)。 
结论 1.不同免疫荧光的病理类型分布存在统计学差异,其中 IgA 主型多见于 MsPGM;IgA+补体型见

于 FSGS;余免疫荧光类型多见于 MCD。而 IgM 主型､ IgG+A+M+补体型同样也较多见于 FSGS。
对于判断肾脏病理类型作用显著。2.肾组织免疫荧光沉积复合物以补体主型时,临床可表现为对激素

部分缓解或激素耐药,其他分型仍以完全缓解为主;其中 IgM 主型､ IgM+补体型的部分患儿也可表现

为部分缓解。补体主型､ IgG+A+M 型､ IgG+A+M+补体型､ IgA+补体型及 IgM+补体型需应用激素

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其中 IgG+A+M+补体型､ IgM+补体型较多需应用激素联合他克莫司治疗,其余

组别应用他克莫司及环磷酰胺无统计学差异。可根据肾组织免疫荧光沉积类型选择更加适合的治疗

方案。 
 
 
PU-2954 

Gen1 基因突变对小鼠后肾发育相关维甲酸信号通路的影响 
 

张娅
1,2,方晓燕

1,2,徐虹
1,2,沈茜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本研究通过检测胚胎期不同发育时间点 Gen1 突变小鼠泌尿系组织中维甲酸信号通路相关分子

表达水平变化,将 Gen1 突变小鼠与 Hoxb7 荧光工具小鼠杂交､ 有助于体内外补充全反式维甲酸后

观察小鼠泌尿系发育情况,从而进一步探讨 Gen1 涉及的泌尿系发育机制,以及补充维甲酸是否对

Gen1 突变导致的泌尿系发育异常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为先天性肾脏和尿路畸形的致病机理和治疗

方法提供一些研究依据。 
方法 1)提取胚胎期不同发育时间点野生型和 Gen1 突变小鼠肾脏､ 输尿管､ 膀胱组织 RNA,检测维

甲酸信号通路相关分子表达变化;2)实验分为 3 组:实验组 Hoxb7; Gen1PB/PB和野生型组 Hoxb7 孕鼠

自胚胎期(embryonic,E)7.5d 起,隔日补充溶于食用油的全反式维甲酸 2mg/kg(all trans-retinoic acid , 
ATRA),对照组 Hoxb7; Gen1PB/PB孕鼠自胚胎期 E7.5d 起,观察 ATRA 对输尿管芽萌出的影

响;3)Hoxb7; Gen1PB/PB孕鼠自 E11.5d 起,实验组隔日补充同剂量的 ATRA 溶于食用油､ 对照组只

补充食用油,观察 ATRA 对生后子代小鼠泌尿系发育异常的改善情况。 
结果 1)与野生型相比,E11.5d Hoxb7; Gen1PB/PB输尿管组织 Raldh2(p<0.01)､ E13.5d Hoxb7; 
Gen1PB/PB肾脏和膀胱组织 Raldh2 表达明显下降(p<0.05),输尿管组织 Raldh2 表达没有显著差

异;E13.5d Hoxb7; Gen1PB/PB肾脏组织 Rara(p=0.05)表达有下降趋势,Rarb 表达没有明显差异;2)实
验组 11 只 Hoxb7; Gen1PB/PB胚胎鼠中 6 只双侧重复出芽､ 3 只单侧重复出芽､ 2 只正常出芽;野生

型组 Hoxb7 小鼠补充 ATRA 后均未出现异常出芽;对照组 9 只 Hoxb7; Gen1PB/PB胚胎鼠中 5 只单侧

重复出芽,4 只正常出芽,三组表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p<0.001);3)Hoxb7; Gen1PB/PB孕鼠自 E11.5d
起补充 ATRA 后可明显改善子代 Hoxb7; Gen1PB / PB小鼠孤立肾表型(p<0.05)。 
结论 在后肾发育的不同阶段,Gen1 突变导致维甲酸信号通路信号分子发生时空表达的改变,补充

ATRA 可明显改善 Gen1 突变小鼠孤立肾表型,表明维甲酸信号通路参与了 Gen1 突变导致的小鼠泌

尿系发育异常,但 ATRA 补充对 Gen1 突变小鼠泌尿系发育的影响及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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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5 

儿童 Joubert 综合征并 NHPH1 例  
 

李宇红,邵晓珊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2 

 
 
目的 提高对 Joubert 综合征(JS)及相关疾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总结 1 例 Joubert 综合征合并肾单位肾痨(NHPH)患儿的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

､ 肾脏病理､ 基因检测等资料。 
结果 7 岁 7 月男性患儿,“面色苍黄 2 年余,发现肾功能异常 12 天”。生后 3 天有“呼吸困难”病史,智力

及发育落后。家族史无特殊。查体:BP: 98/68mmHg  身高:119cm  体重:19Kg 呼吸平稳,无浮肿; 反
应欠,不能自如对答;面色苍黄;双眼距宽､ 耳位低;双眼球颤动､ 右眼向下斜视;心肺(-);肝肋下 2CM
剑下 4CM 扪及,质软,边锐;四肢肌张力下降,肌力Ⅳ级。辅查:血 BUN : 55mmol/L CR:1043umol/L ;
尿 Rt:SG<1.005,Pr(-),RBC(-);尿微量蛋白 AIM:10.60mg/dlβ2-MG:0.75ng/dl, MA､ TRU､ IGU 无特

殊;24huPro:113mg/d;Hb:59g/L  MCV MCH MCHC Ret:正常;泌尿系 B 超:左肾 85*37cm,右肾

83*31cm,实质回声增强,皮髓质分界不清;泌尿系 MRI+MRU:双侧肾脏多发小囊肿,以皮髓质交接处

为主。头颅 MRI 示“中线裂征”,“磨牙征”,第四脑室呈“蝙蝠翼状”。肾脏病理:弥漫肾小球发育不全伴有

球形硬化;肾小管基底膜不规则增厚变薄,并见分层撕裂现象;肾小管中-重度萎缩,肾小管灶状扩张;肾
间质中-重纤维化伴单核细胞浸润。基因检测:RPGRLP1L 纯合突变。 
结论 JS 综合征为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为主疾病,临床表现为小脑蚓部发育不良或缺如,肌张力

低下或共济失调,不同程度的发育迟缓/智力障碍,伴发作性呼吸或/和异常眼部运动异常。约 30%的

JS 可合并肾脏表现,肾单位肾痨为其主要表现之一。影像学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但不是独有表现,
诊断需结合临床表现及基因检测。目前无特异性有效的治疗方法,预后差,致残率高。 
 
 
PU-2956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合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病综合征 1 例 
 

李宇红,邵晓珊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550002 

 
 
目的 提高对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病综合征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总结 1 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合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病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

查､ 影像学报告。 
结果 患儿,男性,8 岁 2 月,因“呕吐､ 腹痛 1 周､ 无尿 2 天”。1 年 1 月前确诊“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于
口服激素并不规律随访中。入院查体:BP: 130/92mmHg  身高:119cm  体重:42Kg 呼吸平稳,神清,精
神欠,库兴征(+),双眼睑浮肿,双瞳孔等圆等大,d=2mm,光反应敏,心肺(-),腹隆软,脐周压痛,移浊(+),肝
脾未钔及,双下肢凹陷性浮肿,四肢肌张力可,病理征(-)。入院诊断:1､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单纯型､ 激

素敏感､ 频复发) 2､ 急性肾损伤 3 期 3､ 高尿酸血症  4､ 高血压 5､ 电解质紊乱。入院后主要治疗 
1､ 调整泼尼松:0.18mg/kg.qod.至 1.2 mg/kg.qod 。2､ 血液透析:脱水及排出代谢产物及调节机体

酸碱平衡。3､ 碱化尿液。入院 10 天后患儿血压､ 尿量､ 肾功能恢复正常。入院第 10 天因肥胖症

行头颅核磁共振提示无特殊。入院第 14 天患儿血压再次升高, 高达 165mmHg/112mmHg)并逐渐

出现头疼､ 呕吐,予氨氯地平及贝那普利口服降压。第 16 天出现视物不清,无贫血貌,LDH 无升高,外
周血涂片未见破碎红细胞。左右侧眼压均 25mmHg,眼底检查无特殊,头颅 CT 未见明显异常。MRI 
提示双侧顶叶､ 枕叶区皮层及皮层下较对称､ 边界欠清异常信号影(稍长 T1 信号､ 长 T2 信

号,FLAIR 稍高信号,DWI 呈明显高信号,ADC 图呈呈高低不等混杂信号影):考虑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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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予 20%甘露醇降颅压并积极控制血压。1 天后患儿头疼､ 呕吐缓解,视觉恢复正常。一周

后复查 MRI 提示考虑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病综合征,较前比较范围明显缩小。 
结论 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病综合征是近年来认识到的以头疼､ 意识状态改变､ 癫痫发作､ 视觉障碍

为典型临床表现,并具有相似的影像学改变的一组综合征。早期识别､ 去除病因､ 及早治疗对患儿

预后至关重要。 
 
 
PU-2957 

G490 抑制 JAK-STAT 信号通路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Th17/Treg 细胞及蛋白尿的影响 

 
吴玉辉

1,邵晓珊
1,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 JAK2 抑制剂 AG490 对阿霉素肾病大鼠血清中 Th17/Treg 细胞平衡及其主要细胞因子的

表达影响。 
方法 采用一次性尾静脉注射阿霉素的方法制备大鼠阿霉素肾病模型(ADM),设置正常对照组､ ADM
组､ AG490 干预组和干预阴性组 NC,应用生化法检测各组同时期 24h 尿蛋白量,流式细胞术检测外

周血中 Th17 细胞和 Treg 细胞数量及比例;qPCR 检测干预血清中 Th17 细胞的主要细胞因子 IL-17 
和 Treg 细胞的主要细胞因子 IL-10 水平的变化。 
结果 (1)ADM 组较正常组尿蛋白量､ Th17 细胞数目､ IL-17 水平升高(P<0.05),Treg 细胞数目､ IL-
10 水平降低､ Th17/Treg 细胞比例上升(p<0.05)。(2)AG490 组较 NC 组尿蛋白量､ Th17 细胞数目

､ IL-17 水平降低(P<0.05),Treg 细胞数目､ IL-10 水平升高､ Th17/Treg 细胞比例下降(p<0.05)。 
结论 TH17 /Treg 为主的免疫失衡在(ADM)发病中起重要作用,AG490 通过抑制 JK2-STAT3 信号通

路抑制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纠正失衡的 Th17/Treg,此方法可能成为儿童原发性肾病(PNS) 治疗的

新途径之一。 
 
 
PU-2958 

1 型 Dent 病的临床研究及 CLCN5 突变位点的功能验证 
 

张娅
1,2,方晓燕

1,2,徐虹
1,2,沈茜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随着对蛋白尿认识的深入,肾小管疾病导致的蛋白尿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基因测序技术的完善

有助于发现未识别的 Dent 病患儿､ 检测出新发现的基因突变位点。所以本研究将通过整理我科诊

断的 Dent 病病例;并对我科新发现的 CLCN5 突变位点进行功能验证,以进一步提高对 Dent 病临床

与基础研究的认识。 
方法 1)将 2011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我科临床诊断 Dent 病､ 并行基因检测的患儿纳入本研究,分析

9 例 Dent 病患儿病史､ 实验室检查及肾活检结果;2)采集先证者外周血,提取 DNA 进行基因测序,对
检测到的 Dent 病相关基因突变位点进行验证;3)根据我科新发现的 CLCN5 突变位点,构建 CLCN5
质粒转染入 HEK293 细胞中,检测 CLC-5 蛋白表达水平及行间接免疫荧光观察 CLC-5 亚细胞定位。 
结果 1)9 例患儿实验室检查发现尿 α1 微球蛋白明显升高外,均伴有高钙尿症,其中 2 例有肾钙质沉着

､ 3 例有镜下血尿,5 例患儿院外曾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2)6 例患儿各发现了 1 个 CLCN5 突变,分别

为 R637X､ 无义突变 1､ 错义突变 1､ 移码突变 1､ R637X 和 S545N 突变,其中无义突变 1､ 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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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 1 和移码突变 1 为新发现的突变位点。1 例患儿为 2 型 Dent 病,另 2 例患儿没有检测到

CLCN5 或 OCRL1 基因突变;3)新发现的 CLCN5 突变位点功能验证:无义突变 1 属于截短突变､ 不

能到达细胞膜表面和早期内涵体, 终将在内质网被降解;CLC-5 错义突变 1 能形成复杂的糖基化结

构,但表达水平明显低于野生型 CLC-5,在细胞膜表面和早期内涵体均能定位;CLC-5 移码突变 1 未检

测到相关条带推测可能已经被降解。 
结论 Dent 病临床表现不明显易漏诊,部分 Dent 病患者可表现为大量蛋白尿,被误诊为肾病综合征､

使用了不必要的免疫抑制剂治疗,需提高对肾小管来源蛋白尿的认识。根据 CLC-5 蛋白表达和间接

免疫荧光染色结果,将新发现的 CLC-5 无义突变 1 归于 I 类突变､ 滞留于内质网被降解,CLC-5 错义

突变 1 归于 II 类突变,对 CLCN5 新发现的突变位点功能研究有助于提高对 Dent 病的认识,为进一步

研究其可能的致病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PU-2959 

SB203580 抑制 p38MAPK 信号通路对足细胞损伤及凋亡的影响          
 

吴玉辉
1,邵晓珊

1,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 SB203580 抑制 p38MAPK 信号通路对足细胞特征性蛋白及凋亡蛋白表达的影响。 
方法 应用重组 IL-17 体外刺激培养足细胞以建立足细胞损伤模型,设置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加入

p38MAPK 信号通路抑制剂 SB203580,对照组加入等量的 1640 培养液,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
PCR)及 Western Blot 分别在基因和蛋白水平分别检测足细胞标志性蛋白 Nephrin 和 Podocalyxin
的变化,免疫荧光技术检测足细胞凋亡蛋白 Caspase8 和 Caspase3 的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足细胞特征性蛋白 Nephrin 和 Podocalyxin 基因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

平显著升高(P<O.O5),凋亡蛋白 Caspase8 和 Caspase3 的表达显著降低(P<O.O5)。 
结论  SB203580 可通过阻断 p38MAPK 信号通路转导而抑制足细胞损伤及凋亡,为临床上干预儿童

原发性肾病的足细胞病变以防止大量蛋白尿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研究价

值。 
 
 
PU-2960 

小儿尿路感染与膀胱输尿管返流相关性研究 
 

蒋新辉,邵晓珊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小儿尿路感染与膀胱输尿管反流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08 年 4 月-2015 年 8 月在我院住院的泌尿系感染患儿 150 例,泌尿系感染诊断参照

《实用儿科学》第七版 UTI 诊断标准。年龄 1 个月~10 岁,~1 岁 53 例(35%),~3 岁 49 例(33%),~7
岁 25 例(17%),~10 岁 23 例(18.97%),男女之比 1∶1.27。其中初次尿路感染 113 例,复发性尿路感

染 37 例。所有患儿均行尿常规､ 双份尿培养､ 泌尿系 B 超检查。80 例患儿在感染控制后行排泄性

膀胱尿路造影检查。 
结果 150 例患儿行 B 超检查,发现合并泌尿系异常 26 例,检出异常率 17%;80 例患儿行 MCU 检查,
异常 37 例,检出异常率 46%,其中小于 3 岁患儿 27 例,3 岁以上患儿 10 例。37 例膀胱输尿管返流按

五级分类法分级:Ⅰ级 10 例,Ⅱ级 11 例,Ⅲ级 7 例,Ⅳ级 4 例,Ⅴ级 5 例,其中双侧返流 11 例,单侧返流

26 例。合并尿路异常的 26 例患儿中,出现膀胱输尿管返流 11 例(42%),无尿路异常的 124 例患儿中,
出现膀胱输尿管返流 26 例(21%),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初次尿路感染 113 例中,伴膀胱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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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管返流 21 例(18.6%),复发性尿路感染 37 例中,伴膀胱输尿管返流 18 例(48.6%),两组具有显著性

差异(P<0.05)。 
结论 小儿尿路感染以 3 岁以下患儿高发;小儿尿路感染与膀胱输尿管反流密切相关;膀胱输尿管反流

以Ⅰ级､ Ⅱ级多见;合并泌尿系畸形的患儿较无泌尿系畸形的患儿更容易发生膀胱输尿管反流;复发

性尿路感染较初次尿路感染更高发膀胱输尿管反流。                
 
 
PU-2961 

pH 值通过 SPIB 基因上调 AQP1 的表达 
 

翟亦晖
1,2,沈茜

1,2,徐虹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水通道蛋白-1(AQP1)广泛分布于腹膜透析患者的腹膜。前期工作发现 pH 中性的碳酸氢盐缓

冲腹透液能上调人腹膜间皮细胞 AQP1 的表达水平,增加细胞的迁移和损伤修复能力;并发现在碳酸

氢盐缓冲体系中,pH 值能调控 AQP1 基因在转录水平的表达。本研究探索该转录调控机制。 
方法 通过构建含有 AQP1 潜在启动子区域不同截断体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确定 pH 值上调

AQP1 基因表达的关键启动子序列;运用 siRNA 干扰,确定可能与该序列特异性结合的转录因子。 
结果 本研究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 AQP1 启动子区域上游-2200bp 至-2300bp 为 pH 值调控 AQP1 表

达的关键区域,并且还发现,0 至-1000bp 处是 AQP1 启动转录所必须的。本研究进一步通过

JASPAR 数据库预测了 AQP1 上游关键区域-2200 至-2300bp 范围内可能结合的转录因子,并通过

构建启动子区域结合位点突变和 siRNA 干扰实验,证实 SPIB 基因可能为潜在的影响 pH 调节 AQP1
表达的转录因子。 
结论 本研究确定碳酸氢盐缓冲体系中 pH 值调控细胞 AQP1 基因表达的关键启动子序列及与其结合

的特异性转录因子,明确 pH 值对 AQP1 基因表达的调控机制,有利于阐述新型碳酸氢盐腹透液保护

腹膜功能的分子机制,为腹透液向更好的生物相容性发展提供新的策略,有助于实现更加长久安全有

效的腹膜透析治疗。 
 
 
PU-2962 

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分析 
 

李广波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科住院治疗的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17 例患儿,分析其临床特点､ 治疗方法及

疗效。 
结果 17 例患儿均伴有消化道症状,如腹痛､ 呕吐等,但均无腹泻,符合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诊断,血
浆置换联合激素治疗效果显著。 
结论 血浆置换联合激素治疗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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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3 

甲泼尼龙对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蛋白 
及血浆白蛋白水平的影响 

 
方红星,王勇,朱晓涵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研究甲泼尼龙对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蛋白及血浆白蛋白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 120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
照组及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泼尼松片进行治疗,观察组患儿给予甲泼尼龙片,连续治疗

2 月,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疗效及尿蛋白､ 血浆白蛋白水平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疗效总有效率(91.67%)明显高于对照组(68.33%),差异显著(P<0.05); 观
察组患儿治疗后尿蛋白､ 血浆白蛋白水平值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结论 甲泼尼龙对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蛋白及血浆白蛋白水平的影响良好,临床疗效显著,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964 

儿童血液灌流治疗Ⅲ度凝血原因分析及处理 
 

翟松会,陈秀英,孙小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血液灌流治疗重症过敏性紫癜能显著改善临床症状,缩短住院天数,减轻患儿痛苦,但在采用常规

剂量肝素抗凝的血液灌流治疗过程中,仍有患儿发生严重Ⅲ度凝血。本研究拟分析比较血液灌流治

疗时发生Ⅲ度凝血的儿童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处理。 
方法 观察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103 例进行第一次血液灌流治疗时发生Ⅲ度凝血

的过敏性紫癜患儿,排除血液灌流中因血流不畅发生凝血者。观察凝血与种族､ 临床症状､ 治疗､

血常规､ 凝血功能等相关性。分析Ⅲ度凝血的儿童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处理措施。 
结果 第一次进行血液灌流的过敏性紫癜患儿发生Ⅲ度凝血中,藏族患儿 70.87%,73/103(占同期进行

血液灌流治疗的藏族患儿 56.15%,73/130),彝族 4.85%,5/103(占同期进行血液灌流治疗的彝族患儿

15.63%,5/32 例),汉 24.27%,25/103(占同期进行血液灌流治疗的汉族患儿 4.72%,25/530 例)。发生

凝血的患儿中有 86/103 有腹痛,血液灌流治疗前为禁食状态,治疗当天没有补液治疗;皮疹严重,评分

在 3 分以上的占 72/103。实验室检查与凝血相关性分析显示与红细胞压积(r=0.794,p<0.05)､ 血小

板计数(r=0.679, p<0.05),与凝血功能筛查中纤维蛋白原含量､ 糖皮质激素治疗种类无明显相关性。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治疗时,对藏族患儿增加肝素用量,腹痛患儿在血液灌流开始前进行补液治疗,能显

著改善灌流器发生凝血。 
结论 在对重症过敏性紫癜患儿进行血液灌流治疗时,应根据患儿居住地情况､ 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

查而适当调整肝素抗凝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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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5 

“逐红肾汤”对儿童狼疮性肾炎的疗效观察 
 

况莉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逐红肾汤”对儿童狼疮性肾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09 年 3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 1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并狼疮

性肾炎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15.1±2.86 岁,病程 1~5 年,实验室指标提示血红蛋白(Hb)75g/L~90g/L,血
小板(PLT)70~120×109/L;肝功能无异常;血肌酐(Scr)70~240 umol/L,血清白蛋白 20g/L~30 g/L;24h
尿蛋白 2.5g~5.9g。均应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规范疗程治疗。其中 6 例加用“逐红肾汤”治
疗,为治疗组,另外 5 例为对照组。治疗 4 周后复查血常规､ 肝肾功能正常及 24h 尿蛋白定量。并随

访 6 个月。 
结果 治疗 4 周后复查 Hb:治疗组 Hb 85g/L~98g/L, PLT  110×109/L~150×109/L;肾功能:Scr 75~190 
umol/L,血清白蛋白 28g/L~37 g/L,24h 尿蛋白明显降低 1.8g~2.6g。对照组 Hb 80g/L~91g/L, 
PLT  80~120×109/L;肾功能:Scr 143~254 umol/L,血清白蛋白 25g/L~35 g/L,24h 尿蛋白明显降低 
0.8g~1.5g。两组相比较,治疗组临床缓解更为明显,且治疗组无药物不良反应,对照组 1 例发生药物

不良反应。随访 6 个月未见复发,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较对照组改善更为显著。 
结论 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在治疗狼疮性肾炎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国内外逐渐提倡中西医联合治疗。

中医治疗能显著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副作用小,费用低,且提高了对复发及难治性患者长期治疗的安

全性。我省风湿病学领域著名的中医大家方国祥和陆鸿滨教授从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中医研

究 6O 多年,针对贵州､ 香港､ 深圳等地 4800 多例 SLE 患者进行辨证施治,积累了丰富的中医治疗

经验。本病的病理特点为本虚标实,以热毒炽盛为标,脏腑气血阴阳失调为本,因此研制出针对 SLE 疗

效显著的“逐红(肾)汤”:主要成分为生地 丹参 丹皮 生石膏 知母 黄芩 银花芚  白茅根 地骨皮 桑白皮 
白藓皮 茯苓 陈皮 黄芪 白术 生甘草等,治以清热解毒,凉血散 ,益气养阴,滋补肝肾。如病症水肿显

著,则方用猪苓､ 赤水豆利水渗湿;如伴血管炎,则加用水牛角清热､ 凉血､ 解毒等。其中辨病和辨证

相结合,治疗角度各有侧重,体现了中医治疗狼疮性肾炎的辨证思治的灵活性。提高了患者临床缓解

程度,减少药物治疗不良反应,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 
 
 
PU-2966 

他克莫司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50 例临床研究  
 

张书锋
1,刘翠华

1,王华
2,厉洪江

1,刘钧菲
1,李玉柳

1 
1.河南省儿童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目的 探讨他克莫司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疗效及对 Toll 样受体(TLR)7mRNA 和血清中核因子

(NF)-κB､ 肿瘤坏死因子(TNF)-α 和白细胞介素(IL)-6 水平的影响 
方法 纳入在本院就诊的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50 例)和治疗组(50 例)。两

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西医和强的松干预;对照组采取环磷酰胺。治疗组采取他克莫司治疗。两组连续

治疗 3 个月。生化分析仪于治疗前后测定两组血浆白蛋白､ 24h 尿蛋白定量､ 甘油三脂及总胆固醇

水平。比较两组症状评分和临床疗效。检测两组 TLR7mRNA 及血清中 NF-κB､ TNF-α 和 IL-6 水

平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血浆白蛋白明显高于对照组,24h 尿蛋白定量､ 甘油三脂､ 总胆固醇及症状评分

明显少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4%,明显优于对照组为 77.55%(P<0.05);治疗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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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发生率 16%,明显低于对照组为 40.82%(P<0.05);治疗组治疗后 TLR7mRNA 和血清 NF-κB､
TNF-α､ IL-6 水平显著少于对照组(P<0.01)。 
结论 他克莫司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有效､ 安全,抑制 TLR7mRNA 表达及 NF-κB 活化,从而下调 
TNF-α 和 IL-6 水平可能是本组方案的疗效途径之一 
 
 
PU-2967 

新月体紫癜性肾炎 2 例及文献复习 
 

李暖 
深圳市第七人民医院 518081 

 
 
目的 探讨小儿新月体紫癜性肾炎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 2 例紫癜性肾炎患儿的临床及病理资料进行分析,并复习文献 
结果 2 例均为男性,临床表现为急进性肾炎综合征。肾脏病理改变:1 例为细胞性新月体,另 1 例为纤

维性新月体和纤维细胞性新月体;免疫病理以系膜区 IgA 沉积为主。经以甲基强的松龙和环磷酰胺

双冲击疗法为主的免疫抑制治疗,配合其他综合治疗,1 例肾功能恢复正常,临床表现明显改善,长期病

情稳定。另 1 例进入终末期肾病,行肾移植治疗 
结论 新月体紫癜性肾炎患儿临床表现为急进性肾炎综合征,早期治疗能明显改善预后 
 
 
PU-2968 

报告 7 例中国 Lowe 综合征患者及 3 个 OCRL1 新突变 
 

刘婷
1,岳智慧

1,林宏容
1,王海燕

2,陈华木
1,孙良忠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探讨 OCRL1 突变与临床表型的关系。 
方法 收集 Lowe 综合征的临床资料,并进行 OCRL1 基因突变检测。 
结果 共收集 7 例 Lowe 综合征患儿进行了 OCRL1 基因检测,均为男性,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低分子蛋

白尿,肾小管酸中毒,高钙尿和精神运动发育迟缓。6 例伴新生儿张力低下和先天性白内障,4 例伴眼

球震颤,2 例伴先天性青光眼,1 例伴晶状体的变薄;4 例伴血尿,2 例伴有尿氨基酸普遍升高､ 尿糖;5
例伴有佝偻病。7 例 Lowe 综合征患儿中有 5 例检测到 OCRL1 突变,c.2367insA､ c.891 G>T､
c.2564_2567del 为新发突变,c.1351G>A､ c.1987C>T 为已知突变,导致终止密码子提前出现,使其

编码的蛋白质发生截断。 
结论 本研究在 7 例 Lowe 综合征检测到 5 种 OCRL1 突变,其中 3 种为新发突变。检测 OCRL1 基因

突变有助于从分子水平明确诊断 Lowe 综合征和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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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9 

3 例肾脏病患儿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综合征 
临床特点分析并文献复习 

 
邓泂,蒋小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结合文献报道探讨肾脏病患儿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综合征(PRES) 的临床特点､ 相关因素､ 诊

断､ 治疗及预后。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近 3 年我院儿科住院诊治的 3 例肾脏病患儿并 PRES 临床特点, 结合文献报道

分析该病的临床特点､ 相关因素､ 诊断､ 治疗和预防。 
结果 病例 1:男,4 岁,确诊 IgA 肾病(III 级), 先后予口服强的松､ 骁悉､ 他克莫司､ 甲强龙+CTX 冲击

治疗,治疗期间出现头晕､ 头痛､ 意识丧失､ 抽搐等症状,血压 190/115mmHg,头颅 MRI 示右侧顶叶

､ 枕叶､ 颞叶皮层肿胀,片状异常信号影,经止痉､ 镇静､ 降颅压､ 降压､ 调整激素用量等治疗后 10
天后头晕､ 头痛缓解,意识恢复,血压 125/79mmHg。病例 2:男,3 岁, 确诊肾病综合征(肾炎型),激素

治疗减量期间出现烦躁､ 抽搐,血压 129/72mmHg,头颅 MRI 示双侧额､ 顶､ 枕叶多发异常信号。经

镇静､ 降压､ 利尿､ 调整激素用量等治疗 12 天后无烦躁､ 无抽搐,血压 119/60mmHg。病例 3:
女,10 岁,确诊 ANCA 相关性肾炎,予血液透析､ 口服强的松､ 甲强龙+CTX 冲击治疗,治疗期间出现

抽搐､ 昏迷等症状,血压 150/132mmHg,头颅 MRI 示双侧额､ 顶､ 枕叶皮层及皮层下异常信号,经止

痉､ 脱水､ 降压､ 调整激素用量等治疗 5 天后意识､ 呼吸等恢复､ 无再抽搐,血压 120/80mmHg。3
例患儿均有基础性疾病,均接受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发病时均合并有高血压,头颅 MRI 均表

现为顶､ 枕叶皮层或皮层下白质为主的 T2W1 高信号､ FLAIR 高信号,1 例累及颞叶,1 例累及额

叶。经有效治疗后,3 例患儿神经系统症状在短期内均消失,2 例患儿 7 月余后复查头颅 MRI 示病灶

均消失,1 例患儿 3 月后复查头颅 MRI 示病灶较前缩小。 
结论 儿童 PRES 起病多为急性或亚急性, 常见神经系统症状为头晕､ 头痛､ 抽搐､ 视物模糊及意识

障碍等。肾病合并 PRES 常为多因素共同作用, 如高血压､ 脑血管炎､ 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的

神经毒性等因素。头颅 MRI 检查有助于明确诊断。对于儿童肾脏病合并 PRES 患者, 寻找病因对治

疗至关重要,加强原发病的治疗,其中积极控制血压是关键,若考虑为药物引起, 需停用可疑细胞毒性

药物。早发现､ 早诊断和及时合理的对症治疗,预后良好。 
 
 
PU-2970 

93 例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病理及预后分析 
 

胡云霞,何晓青,付贵,杨青,庄捷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温州地区儿童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临床病理及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本院近 10 年来经肾活检诊断为紫癜性肾炎的 93 例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肾小球病理分级参

照 ISKDC 分类标准,肾小管-间质分级参照 Bohle 方法,预后判断依据 Counahan 方法。 
结果 临床分型以肾病综合征型(53 例,57.0%) 多见,其次是血尿和蛋白尿型(36 例,38.7%);肾小球病

理分级以 IIIa 级(38 例,40.9%)和 IIIb 级(27 例,29.0%)多见;肾小管-间质分级为(-)级 16 例,占
17.2%,(+)级 71 例,占 76.3%,(++)级 6 例,占 6.5%;肾病综合征型和血尿和蛋白尿型分别有 43/53 例

､ 23/36 例表现为肾小球病理分级 III 级以上(P<0.05);肾小管-间质分级(-)､ (+)和(++)分别有 9/16 例

､ 41/71 例､ 5/6 例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型､ 急性肾炎型和急进性肾炎型(P<0.05);肾小管-间质分级(-)
､ (+)和(++)分别有 1/16 例､ 2/71 例､ 2/6 例表现为肾小球病理分级 IV 级及以上(P<0.05)。免疫病

理分型以单纯 IgA 沉积型 多见(49 例,52.7%),其次为 IgA+IgM 型(31 例,33.3%),单纯 IgA 沉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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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IgG 沉积型､ IgA+IgM 沉积型和 IgA+IgG+IgM 沉积型分别有 1/49 例､ 2/5 例､ 1/31 例､ 1/8 例

表现为肾小球病理分级 IV 级及以上(P<0.05)。随访 86 例,96.5%临床恢复正常或有轻度尿异

常,3.5%肾功能不全,3 例进展为肾功能不全者肾小球病理分级分别为 IIIa级 1/34 例､ IVa级 1/2 例､

Vb级 1/1 例(P<0.05),肾小管-间质分级分别为(-)1/13 例和(++)2/6 例(P<0.01)。 
结论 紫癜性肾炎患儿以肾病综合征型及血尿和蛋白尿型多见,肾小球病理分级多表现为 III 级,肾小管

-间质改变大部分较轻;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型､ 急性肾炎型和急进性肾炎型者其肾小球病理改变和肾

小管-间质病理改变均较重;肾小管-间质改变与肾小球病理改变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肾小管-间质病理

改变较重者其肾小球病理改变也相对越重;免疫分型与肾小球病理分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肾小球病

理分级和肾小管-间质病理分型均与预后相关,肾小球病理损害越严重和(或)肾小管-间质损伤越重,预
后不良的危险性就越大。 
 
 
PU-2971 

Follow up of 12 patients with ADCK4 associated 
glomerulopathy and the CoQ10 treatment 

 
RAO Jia1,2,SONG Xiaoxiang1,2,SHEN Qian1,2,XU Hong1,2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Kidney Development & Pediatric Kidney Disease Research Center 

 
 
Objective ADCK4 related glomerulopathy is an important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adolescents 
with steroid resistant nephrotic syndrome (SRNS) and/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of 
unknown origin. ADCK4 interacts with components of the coenzyme Q10 (CoQ10) biosynthesis 
pathway. 
Methods The incidence and phenotypes of patients with ADCK4 mut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in a 
cohort of Chinese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SRNS non-nephrotic proteinuria, or CKD. 
Results We identified 12 patients from 11 families with bi-allelic mutations of ADCK4. Patients 
with ADCK4 mutations showed a largely renal-limited phenotype, with three subjects exhibiting 
occasional seizures, two subject exhibiting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and one subject exhibiting 
retinitis pigmentosa. ADCK4 nephropathy presented during adolescence (median age, 7.6 years) 
with nephrotic-range proteinuria in 58.3% of patients and advanced CKD in 63.6% of patients at 
time of diagnosis. Renal biopsy specimens uniformly showed FSGS. ESRD occurred almost after 
age of 6 in patients with ADCK4 nephropathy. CoQ10 supplementation was administered 
following genetic diagnosis. Median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just before CoQ10 
administration was 120.4 (IQR 69.5-135.9) ml/min/1.73m2, proteinuria was evaluated by the ratio 
of urinary protein and creatinine (Up/cre) showing 3.9 (IQR 2.4-6.0).  After a median follow-up of 
21 (range 12–24) months following CoQ10 administration, proteinuria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median Up/cre 2.2, IQR 1.5-2.5),whereas the eGFR was preserved (median eGFR 128.0 
ml/min/1.73m2, IQR 68.2-137.4). 
Conclusions ADCK4 mutations are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adolescent-onset 
albuminuria and/or CKD of unknown etiology in China. CoQ10 supplementation appears 
efficacious at reducing proteinuria, and may thereby be renopro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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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72 

血液灌流术在儿童重症病例中的观察及护理 
 

高艳丽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血液灌流在治疗儿童重症病例中的观察及护理。2011 年度､ 2012 年度本科分别收治 1 例多

发性硬化､ 1 例过敏性紫癜,均为重症病例。小儿由于其特殊的病理生理特点,血液灌流治疗开始前

30 min 是临床各种急性并发症的高发时段,需要重点观察,早预防､ 早处理。 
方法 病例介绍。血液灌流术前､ 中､ 后的观察及护理要点 
结果 经过血液灌流治疗后患儿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结论 本科治疗血液灌流应用的灌流器是一次性使用树脂血液灌流器,其吸附剂为中性大孔树脂,在树

脂合成过程中通过调节树脂孔径,调节树脂分子基团极性,调节包膜膜孔及亲脂性等,达到相对特异性

吸附免疫介质,调节免疫平衡,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的目的。血液灌流前 30 min 急性并发症发生率高,
需重点监护生命体征,由于患儿血管细､ 血容量少､ 配合性差､ 机体耐受性差等生理病理特点,血液

灌流治疗相比成人风险大[5]。综上所述,小儿由于其特殊的病理生理特点,血液灌流治疗前 30 min 是

临床各种急性并发症的高发时段,且血流量不足､ 低体温､ 低血压等并发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

联性,需重点观察,早期预防与处理。由于病例样本量较小,需扩大样本进一步观察研究。 
 
 
PU-2973 

白芍总苷干预柔红霉素肾病大鼠肾组织 JAK2/STAT3 
信号通路表达的研究 

 
安娜,关凤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研究白芍总苷(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y, TGP)对柔红霉素(daunorubicin, DRB)肾病大鼠肾组

织 Janus 激酶 2/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子 3(janus kinase 2/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JAK2/STAT3)信号通路及肾组织病理损伤的影响,初步探讨白芍总苷对柔红霉素诱

导大鼠肾病的可能作用及相关机制。 
方法 8 只雄性 Sprague Dawley(SD)大鼠,均为 6~8 周龄,体重 180±20g,适应性喂养 1 周后,随机分出

正常对照组(CON 组)8 只,余下大鼠均用于诱导柔红霉素肾病模型。尾静脉注射柔红霉素

10mg/kg,CON 组则尾静脉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4 周后代谢笼留取 24h 尿液,测尿蛋白定量,以大于

100mg/24h 为判定造模成功的标准。去除死亡大鼠 1 只及尿蛋白值不达标准大鼠 1 只,余下成模大

鼠随机分为柔红霉素肾病模型组(DRB 组)9 只,白芍总苷治疗组(TGP 组)9 只。TGP 组每日给予

TGP 100mg/kg 灌胃,每日 1 次,CON 组､ DRB 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在相同饲养条件下,持
续灌胃治疗 8 周后,去除死亡大鼠,此时每组为 8 只大鼠。留取 24h 尿液,心尖取血测血清总蛋白

(serum total protein, TP)､ 血清总胆固醇(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C)､ 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 Scr)､ 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心脏灌注后,取大鼠肾脏,HE 染色和 Masson
染色观察肾脏病理改变和纤维化程度,RT-PCR 法测肾组织 JAK2 mRNA､ STAT3 mRNA 相对表达

量,Western blot 法测肾组织 p-JAK2 蛋白､ p-STAT3 蛋白相对表达量。 
结果 1､ 与 CON 组比较,DRB 组 TP 降低(CON 组:65.925±1.911,DRB
组:38.312±1.197,P<0.05),TC､ BUN､ Scr､ UTP 升高(CON
组:1.739±0.169,4.913±0.805,32.880±5.489,5.840±1.458,DRB
组:6.335±0.393,7.540±0.878,50.750±6.541,323.120±25.903,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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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 CON 组比较,DRB 组肾组织 HE 染色示病理改变较重,Masson 染色示纤维化程度也较重(胶原

纤维阳性区占观察视野面积比,CON 组:0.007±0.001,DRB 组:0.071±0.015,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1. 白芍总苷可佐治柔红霉素诱导的大鼠肾病,可调节血脂代谢紊乱､ 降低尿蛋白､ 改善肾功能

､ 减轻肾组织病理损伤及纤维化程度。2. 白芍总苷佐治柔红霉素诱导的大鼠肾病机制可能与下调

JAK2/STAT3 信号通路表达有关。 
 
 
PU-2974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表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一例 
 

彭倩倩,张锐锋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2 

 
 
目的 报道临床以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表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同时予文献复习 
方法 以临床资料为基础,探讨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表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结果 患儿,女,5 岁,有肉眼血尿(多形性为主),合并高血压､ 非凹陷性水肿､ 大量蛋白尿,低补体血症,
否认家族性肾脏病､ 过敏性紫癜及肝炎等检查后,诊断为肾病综合征:肾炎型,予积极利尿､ 抗感染及

减轻蛋白尿､ 控制高血压治疗,患儿仍有大量蛋白尿及镜下血尿,低补体血症,病程中有贫血､ 鹅口疮

表现,自身免疫系列示抗核抗体滴度升高,抗核抗体阳性,抗核小体弱阳性,警惕狼疮性肾炎,予行肾脏

组织活检示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可见“满堂亮”表现,诊断为狼疮性肾炎,予甲强龙冲击及环磷酰胺冲

击治疗后,贫血改善､ 蛋白尿减轻,血尿消失,血补体波动于正常范围内。 
结论 SLE 临床表现多样化, MPGN 为免疫病理诊断,预后差,一旦确诊 MPGN,必须评估继发性疾病

所致,根据患儿临床表现及病理生理特点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 
 
 
PU-2975 

白芍总苷辅助治疗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疗效观察 
 

彭倩倩,张锐锋,杨焕丹,朱冰冰,邱闪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2 

 
 
目的 探讨白芍总苷胶囊在过敏性紫癜患儿治疗过程中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本院就诊的过敏性紫癜患儿 86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45 例

和对照组 41 例,对照组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白芍总苷胶囊。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

及半年内复发情况。 
结果 治疗组患儿的总有效率､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 半年内复发率及发展为紫癜性肾炎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白芍总苷可有效缓解过敏性紫癜患儿的临床症状,可减少紫癜性肾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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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76 

霉酚酸酯与环磷酰胺治疗 II､ III 级紫癜性肾炎的疗效比较 
 

何晓青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观察糖皮质激素联合环磷酰胺及霉酚酸酯治疗 II 级及 III 级儿童紫癜性肾炎的临床疗效,探讨

MMF 的临床价值。 
方法 搜集 2010.1~2015.6 我院收治的肾脏病理为 II､ III 级紫癜性肾炎患儿的临床病例 45 例,将其分

为两组:激素联合环磷酰胺组 30 例､ 激素联合霉酚酸酯组 15 例。搜集两组病例治疗前及治疗 1､ 3
､ 6､ 9､ 12 月的尿常规､ 24h 尿蛋白定量､ 血清白蛋白等指标,观察分析两组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

应。 
结果  1. 尿蛋白:治疗 3､ 6､ 9 个月时,两组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且 MMF
组的尿蛋白定量明显低于同时期 CTX 组(p<0.05)。治疗 3 月时两组尿蛋白转阴性比例为 56.67%和

86.67%,MMF 组明显高于 CTX 组(p<0.01)。2. 血尿:治疗后两组尿红细胞计数较治疗前明显减少

(p<0.01),但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肉眼血尿消失时间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治疗 3
､ 6 个月时 MMF 组血尿缓解率明显高于 CTX 组,为 60.0%vs 23.33%(p<0.05),73.33%vs 
40.0%(p<0.05)。3. 血清白蛋白:治疗 3 个月时,两组血清白蛋白(39.50±4.20)g/L 和(41.60±1.93)g/L,
比治疗前明显升高(p<0.01),且 MMF 组明显高于 CTX 组(p<0.05)。4. 临床缓解情况:治疗后两组的

总缓解率(完全+部分缓解率)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但是治疗 6､ 9 月时,两组完全缓解率分别为

40.0%和 80.0%､ 56.7%和 93.3%,MMF 组明显高于 CTX 组(p<0.05)。5.不良反应:CTX 组 4 例

(13.33%)胃肠道不良反应,1 例(3.33%)并发上呼吸道感染,3 例(10.00%)白细胞减少,3 例(10.00%)转
氨酶升高､ 3 例(10.00%)脱发;MMF 组有 1 例(6.67%)胃肠道不耐受,1 例(6.67%)出现上呼吸道感

染。 
结论 1. CTX 及 MMF 联用激素治疗Ⅱ､ Ⅲ级儿童 HSPN 患儿均有显著疗效,能够缓解血尿､ 减少蛋

白尿､ 提高血清白蛋白,改善肾功能,从而控制病情。 
2.MMF 联合激素治疗Ⅱ､ Ⅲ级儿童 HSPN 的近期疗效优于 CTX,能更快速地缓解血尿､ 降低蛋白尿

､ 升高血清白蛋白,并且达到临床完全缓解,且胃肠道反应､ 骨髓抑制及肝损害等常见不良反应发生

率低,安全性较高。 
 
 
PU-297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persistent infection and over-activation of TREML 4/TLR 7 

signalling pathway in the Rat nephropathy model 
 

li shu,Wang Zheng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It is reported that TREML4 mediates the anti-viral immunoreaction against ssRNA 
virus such as influenza virus. However, the over-expression of TREML4 may lead to autoimmune 
diseases like SLE. On the basis of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induced nephropathy model 
in rat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status of RSV persistent infection, the immune disorders in the 
model and the role of TREML4/TLR7 over-signal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phropathy. 
Methods Male SD rats were inoculated with 6×106 PFU RSV solution and PBS to establish the 
RSV nephropathy rats model and the control group. On day 7､ 15､ 30､ 60､ 90､ 120 after 
inoculation, RSV F and G protein were detected from lung, spleen and kidney samples on each 
time point of both groups by western blot. RSV F gene and G gene were detected by RT-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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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of TREML4 and TLR7 protein and their genes from spleens on each time point of 
both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qRT-PCR. The level of downstream cytokines 
(TNF､ IL-12p40､ IFN-β､ CXCL10) and their mRNA from spleen samples were detected by Elisa 
and qRT-PCR.  
Results 1. RSV nephropathy rats model were duplicated successfully. Various degrees of 
pathological changes could be observed in kidneys, lungs, spleens of the rats under LM and EM 
on day 7, 15, 30, 60, 90 and 120 post RSV infection. 2. Western blot and RT-PCR showed that 
RSV F and G protein could be detected in kidneys, lungs, spleens of the rats till 120 days post 
RSV infection. 3.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he TLR7 protein express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spleens post RSV infection on day 7, 15, 30 and 60 (t=2.502 ,p=0.03 ),reaching the peak on 
day 3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REML4 protein expression between the RSV 
infec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qRT-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mRNA of 
TREML4 and TLR7 on each time point post RSV infection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control group(t=1.148,p=0.064;t=-1.276,p=0.231). 4. qRT-PCR showed that in the spleens of rats, 
the mRNA level of CXCL10, TNFα, IFN-β and IL-12p40 in the RSV infection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557､ P=0.325､ P=0.247､
P=0.242).Elisa showed that the serum level of CXCL10､ TNFα､ IFN-β､ IL-12p40 in the RSV 
infection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by Elisa(P=0.558､
P=0.248､ P=0.880､ P=0.120). 
Conclusions RSV persistent infection was demonstrated in the nephropathy rat model till 120 
days after inoculation. The over activation of the TREML4/TLR7 signaling pathway was not seen 
after RSV infection. Thu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for the immune disorder of the RSV 
nephropathy rat model remains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PU-2978 

β 抑制蛋白 2 及微管相关蛋白 LC3 在肾脏缺血 
再灌注损伤中的改变及意义 

 
楚嫚嫚,吴玉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微管相关蛋白轻链 3(LC3)及 β 抑制蛋白 2(β-arrestin2)在急性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表

达及与肾脏损害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用生后 3-4 周的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 组)､ 假手术组(S 组)､ 急性缺血再灌

注损伤组(IRI 组)。通过右侧肾脏切除,无创动脉夹夹闭左侧肾动脉 45min 之后松开动脉夹,恢复肾脏

血流,建立肾脏急性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并在恢复肾脏血流后 12h､ 24h､ 36h､ 48h､ 72h､ 96h 取

肾脏及血液样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各组肾组织中 β-arrestin2 及

LC3 的表达水平,检测各组的肾功能,并对各组肾脏病理进行评分。对各组结果的比较分析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及 LSD-t 检验。 
结果 缺血再灌注损伤组血肌酐值及肾脏病理评分均有显著升高,并且随再灌注时间的改变两者均呈

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以 24h 肾脏损伤程度 为明显,与对照组及假手术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而正常组､ 假手术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免疫组化结果表明 LC3 蛋白及 β-
arrestin2 蛋白均表达于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胞质中,其中扩张的肾小管上皮细胞中表达较多。免疫组

化及 western blot 结果均提示缺血再灌注损伤组上述两种蛋白的表达量较高,其中以缺血再灌注损伤

后 12h 为著,随着缺血再灌注时间的延长,表达量逐渐降低。缺血再灌注损伤组的大部分时间点(12h
､ 24h､ 36h､ 48h)的表达量与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正常对

照组､ 假手术组表达量低,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统计学分析表明 β-arrest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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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LC3 的表达改变先于肾脏病理改变,并且与肾脏损害程度成正相关

(r=0.821,p<0.05;r=0.913,p<0.05)。 
结论 β-arrestin2 的表达随着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时间发生改变,其变化趋势与 LC3 蛋白的表达及肾脏

组织的 HE 病理评分呈正相关,提示 β-arrestin2 可能通过调节 LC3 的表达参与急性肾损伤的病理过

程。 
 
 
PU-2979 

尿流动力学检查在儿童复杂性遗尿症诊治中的应用 
 

高红英,吴玉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尿流动力学检查在儿童复杂遗尿症(NMNE)诊治中的应用情况,为指导临床合理治疗提供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儿肾科及小儿泌尿外科就诊的

符合复杂遗尿症患儿为研究对象,对 66 例患儿行尿流动力学检查,根据其尿动力结果选择不同治疗方

案,并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66 例复杂性遗尿症患儿尿流动力学结果异常者 61 例,占所有患者 92.43%,未见异常 5 例,占所

有患者 7.57%;异常结果中膀胱过度活动(OAB)35 例, 大膀胱测压容量减小 7 例,逼尿肌外括约肌协

同失调(DSD)1 例,OAB 伴其他异常结果 18 例。异常结果中 OAB 共 53 例,其检出率为 86.89%,占样

本总量的 80.3%。对 OAB 患儿行醋酸去氨加压素联合酒石酸托特罗定治疗,总有效率为 94.34%;小
膀胱及尿流动力学提示正常结果的患儿采用醋酸去氨加压素联合行为训练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71.43%､ 80%;DSD 患儿经过生物反馈治疗有效率为 100%; 
结论 NMNE 患儿通过尿动力检查,可明确其病理生理机制,针对性选择治疗方案,建议 NMNE 患儿完

善此检查。鉴于膀胱过度活动在 NMNE 中比例甚高,建议 NMNE 的初始治疗采用抗胆碱能药物及去

氨加压素联合治疗,提高疾病的治愈率,改善预后。 
 
 
PU-2980 

N-myc 下游调节基因-2 在输尿管梗阻大鼠肾脏中的表达及意义 
 

齐欣,吴玉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 N-myc 下游调节基因-2(NDRG2)在大鼠单侧输尿管梗阻(UUO)模型上的表达,探讨肾小管

上皮细胞发生 EMT 的机制。 
方法 雄性 Wistar 大鼠 48 只,体重大约在 120-150 克,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 组 n=24,左侧输尿管

分离,不接扎输尿管)､ 手术组(UUO 组,n=24,行左侧输尿管结扎离断术),各组大鼠分别在术后 3d､
7d､ 14d､ 21d 各 6 只取材,留取左肾标本。用 HE､ Masson 染色观察肾小管损伤的病理变化,采用

Westernblot､ 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E-cadherin 和 α-SMA 的表达情况,验证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转分

化,进而验证造模成功,采用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 NDRG2mRNA 的表达情况,采用 Westernblot､
免疫组化验证 NDRG2 蛋白的表达。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不同时间点 UUO 大鼠随着梗阻时间延长,E-cadherin 蛋白表达减少

(P<0.05),α-SMA 蛋白表达增加(P<0.05),肾小管损伤程度逐渐加重,肾间质纤维化加重,NDRG2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减少(P<0.05),与 E-cadherin 正相关,与 α-SMA 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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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肾脏纤维化(UUO)模型中,NDRG2 表达下调,参与了肾脏纤维化时肾小管上皮细胞 EMT 过

程。 
 
 
PU-2981 

叉头框-C2 在单侧输尿管梗阻大鼠肾脏中的表达及意义 
 

黄钰,吴玉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转录因子叉头框 C2(FOXC2)在单侧输尿管梗阻(UUO)大鼠模型中的表达情况,探讨肾小管

上皮细胞发生上皮间充质转分化(EMT)的机制。 
方法 雄性 Wistar 大鼠 48 只,体重约 120-150g,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 组,n=24,行左侧输尿管分离

术)､ 模型组( UUO,n=24,行左侧输尿管结扎术),各组大鼠分别在术后 3d､ 7d､ 14d､ 21d 各取 6 只,
留取左肾组织标本。用 HE 和 Masson 染色观察肾脏的病理变化,用免疫组化法和 Western blot 检测

纤维化指标 E-cadherin 和 α-SMA 的表达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免疫组化及 real-time PCR 法检

测 FOXC2 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不同时间点 UUO 大鼠肾组织纤维化程度明显,表现为 E-cadherin 蛋白表达减

少(P<0.05),α-SMA 蛋白表达增加( P<0.05),UUO 大鼠 FOXC2 蛋白表达均高于假手术组(P<0.05),
在第七天出现 高峰,随后有下降趋势。 
结论 在大鼠 UUO 模型中,FOXC2 可能促进肾小管上皮细胞 EMT,参与肾脏纤维化的进展。 
 
 
PU-2982 

NPHS1 基因突变致先天性肾病综合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鲍昆草,裘艳梅,王凌越,张会丰,李月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00000 

 
 
目的 总结 NPHS1 基因突变所致先天性肾病综合症(congenital nephrotic syndrome,CNS)的临床特

征､ 诊断､ 治疗及其预后情况,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住院治疗的先天性肾病综合症患儿临床资料进行

总结,同时应用 PCR 及一代测序对 NPHS1 基因进行突变分析。并以“NPHS1”､ “congenital 
nephrotic syndrome”､ “CNS”及“先天性肾病综合症”为检索词查阅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 (HGMD)和
PubMed 数据库及 CNKI 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 200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相关文献并与本例合并

进行总结。 
结果 患儿女,早产,31+6 周出生,体重 1830g,胎盘无异常,无窒息史。以“生后 1 周出现全身水肿”为临

床表现,伴有大量蛋白尿､ 低蛋白血症､ 顽固性低钙､ 低镁､ 高脂血症的临床特征。在该患儿中发

现的 NPHS1 基因 c.2386G>C(p.G796R)杂合突变和 c.1868G>A(p.C623Y)杂合突变均未见文献报

道,但生物信息分析软件 SIFT､ PolyPhen2 和 Mutation_Taster 均预测有害,且有文献报道上述核苷

酸位点发生的其他突变:c.2386G>A(p.G796R)和 c.1868G>T(p.C623Y)具有致病性,因此上述两个突

变很可能有害。传递分析表明,受检者父亲携带 NPHS1 基因 c.2386G> C(p.G796R)杂合突变,受检

者母亲携带 NPHS1 基因 c.1868G> A(p.C623Y)杂合突变。该患儿经予甲基泼尼松龙抗炎,速尿减

轻水肿,抗生素抗感染,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症状稍好转,遂要求出院,于生后 1 个月死于重症感

染。检索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 3 篇,英文文献 11 篇,共计 26 例病例,临床表现以严重水肿､ 大量蛋白

尿､ 高脂血症 为多见;为 NPHS1 基因突变所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预后差,病死率高,多于 1-19
个月死亡,死因常为感染､ 出血､ 尿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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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先天性肾病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的､ 以严重水肿和大量蛋白尿为主要临床表现,为 NPHS1 基因

突变所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预后差。对有先天性肾病综合症临床特征的病例,可首先进行

NPHS1 基因变异筛查。 
 
 
PU-2983 

伴肾病水平蛋白尿的儿童急性肾小球肾炎临床及肾脏病理分析 
 

李志娟,包瑛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伴肾病水平蛋白尿的儿童急性肾小球肾炎临床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确诊为急性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伴肾病水平

蛋白尿,并行肾活检的 21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结合随访资料,与非肾病水平蛋白尿患儿进行比较。 
结果 伴肾病水平蛋白尿患儿男女比例 4:3,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 47.6%,其中 1 例行血液净化治疗,与
非肾病水平蛋白尿比较,肉眼血尿及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更高,抗 O 的阳性率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肾病水平蛋白尿患儿浮肿消退､ 肉眼血尿消失时间及尿蛋白转阴的时间较非肾病水平蛋白尿患儿时

间更长。21 例患儿中肾脏免疫荧光仅 C3 沉积(≥2+)而无 IgG 沉积的 9 例(42.86%),仅 2 例患儿伴

明显的 IgG 沉积(≥2+),9 例合并新月体形成,但比例均小于 10%,二者总治愈率无统计学差异,仅少数

患儿遗留镜下血尿,无持续性蛋白尿及终末期肾病病例。 
结论 伴肾病水平蛋白尿的患儿合并急性肾损伤比例更高,近期预后良好,仅少数遗留镜下血尿。 
 
 
PU-2984 

继发激素耐药肾病综合征患儿 3 例临床病理分析 
 

王硕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 3 例初治激素敏感､ 复发后激素耐药､ 肾脏病理为微小病变的 3 例肾病综合征患儿的临

床病理特点,总结规律以提高临床认识及诊疗水平。 
方法 收集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陆军总医院八一儿童医院的初次治疗激素敏感､ 继发激素

耐药的肾病综合征患儿 3 例,平均年龄 6.4 岁,平均尿蛋白定量 3759mg/24h,入院行肾穿刺活检术,总
结其临床及肾脏病理特点,找出其疾病发展及治疗规律。 
结果 例 1 患儿男 4.6 岁,病程 2 年,病初尿蛋白 4+,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3904mg,IgG 0.65g/L,C3 
0.54g/L,加甲泼尼龙 24mg/日 3 天尿蛋白转阴,后 4 月之内复发 3 次,第一次为手足口病后,后两次为

激素减量过程中反复感染复发,复发 3 次后继发激素耐药,肾穿刺活检病理符合微小病变,抽取基因血,
治疗上给予口服足量激素加他克莫司､ 间断甲泼尼龙冲击及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45 天后尿

蛋白转阴。例 2 男 4.8 岁,病程 3 个月,病初尿蛋白 4+,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2453mg,IgG 1.82g/L,C3 
0.73g/L,病初醋酸泼尼松 35mg/日 22 天尿蛋白转阴,17 天以后首次复发(当时激素 35mg/日),后转为

激素耐药,行肾穿刺活检术光镜提示微小病变,但电镜有基底膜节段变薄伴虫蚀样改变,抽取基因血。

治疗上给予口服足量激素加环孢素､ 间断甲泼尼龙冲击及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40 天尿蛋白

转阴。例 3 男 9.8 岁,病程 3 年 11 月,病初尿蛋白 4+,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5920mg,IgG 3.07g/L,C3 
1.33g/L,病初醋酸泼尼松 35mg/日,9 天尿蛋白转阴,急性胃肠炎后复发,11 月内反复复发 3 次,后转为

激素耐药,肾穿刺活检病理符合微小病变,治疗上给予口服足量激素加环孢素､ 间断甲泼尼龙冲击治

疗,2 月后尿蛋白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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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对于肾病综合征患儿初治激素敏感,频复发后继发激素耐药患儿,要积极寻找病因,并早期加用

免疫抑制剂治疗。2.对于第二次复发继发激素耐药,年龄小的患儿需做基因检测,除外先天性肾病综

合征,加用免疫抑制剂治疗。3.电镜提示有足细胞病变伴基底膜节段变薄的患儿应早期联合应用免疫

抑制剂治疗。 
 
 
PU-2985 

NPHP1 整体杂合缺失伴点突变肾单位肾痨 2 个中国家系报道 
 

陈华木
1,林宏容

1,岳智慧
1,王海燕

2,杨君慧
3,孙良忠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 
3.北京迈基诺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的 NPHP1 是少年型肾单位肾痨(NPHP) 主要致病基因,我们前期通过 Sanger 测序对 27 例

NPHP 患者进行 NPHP1 突变检测,发现有 2 个家系 3 例患儿 NPHP1 纯合点突变,但每个家系分别

仅在患者父母双方的一方检测到相应位点的杂合突变,不能解释其突变来源。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新

一代测序技术探索其可能的致病基因突变。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和相关家系发病资料。留取患者及父母的外周血标本(EDTA 抗凝)及
100 例健康人血标本作为对照。对上述两个 NPHP 家系先证者提取外周血基因组 DNA,送至北京迈

基诺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目标区域捕获高通量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共检测 NPHP1-16､
PKD1-2､ PKHD1､ JBTS､ BBS､ MKS 等 62 个纤毛基因)。 
结果 两例患儿行目标区域捕获高通量测序,测序深度均>150×。平均 97.8%的外显子区域测序深度

4×以上,平均 94.8%的外显子区域测序深度在 10×以上。通过目标区域捕获高通量测序,两个家系先

证者除了检测到前期研究通过 Sanger 测序发现的 NPHP1 点突变外(家系 1:c.1756C>T,p.R586X;
家系 2:c.1298delA, p.Lys433fs),还检测到 NPHP1 基因的 1-20 号外显子整体杂合缺失。随后,我们

进一步通过 Q-PCR,在 Sanger 测序未检测到点突变的父母一方,检测到 NPHP1 基因的 1-20 号外显

子整体杂合缺失。此外,目标区域捕获高通量测序检测到以下纤毛基因单杂合突

变,NPHP3(c.2531A>G,p.Y844C),NPHP4(c.1196A>G,p.E399G),WDR34(c.200C>T,p.T67M),WDR
35(c.1058G>C,p.R353P),均为氨基酸保守位点。 
结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来自中国人群的 NPHP1 整体杂合缺失伴点突变的肾单位肾痨患者,检测结果

基本排除了其他常见纤毛基因突变致病的可能。对 Sanger 测序发现不能解释的纯合突变,应结合新

一代测序技术进一步明确致病基因突变情况。 
 
 
PU-2986 

激素耐药型 MCD 的启示与对策 
 

刘景城,王芳,苏白鸽,管娜,肖慧捷,姚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微小病变型肾病综合征(MCD)是儿肾 常见的病理类型,其特点是激素敏感频复发,但目前耐药

型 MCD 越来越多,应找出可能病因,以期精准诊治,减少药物副作用。 
方法 选择 2016-1 月至 2017-5 月肾活检诊为 MCD 的病例 46 例,男 32 例,女 14 例;总结其临床及病

理特点､ 化验及检查,分析其可能病因。入选条件:1､ 按全国指南,足量激素 4 周尿蛋白不转阴的病

例,包括单纯型及肾炎型。2､ 包括继发性及存在的合并症 3､ 除外全身系统性疾病继发性 MCD 4､
分析 IF､ LE､ EM 的 后诊断及叠加的疾病诊断。5､ 无家族遗传史及确诊的 Alport 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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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继发耐药型伴合并症共 9 例,其中:1)感染或过敏至频复发后耐药 6 例,2)､ 临床 AKI 伴病理

肾小管损伤 3 例,2､ 初治甲泼尼龙静点或口服(美卓乐/阿赛松)11 例,其中 1)尿蛋白 8.7-26g/24h 的 4
例 2)低血容量休克及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 4 例 3)肥胖儿皮质醇低下 3 例,3､ 肾活检病理 MCD 伴有

各种 Ig 沉积或病理转型共 19 例,其中:1)MCD 伴 IgA 沉积 3 例+~2+;2)MCD 伴 IgM 沉积 10 例+~2+
及以上,其中 2 例还伴 C1q+-及+;3)MCD 伴 C1q 沉积 4 例,1 例在系膜区(Ms)颗粒沉积 2-3+,EM 有

Ms 电子致密物(D)沉积;4)重复肾活检转型 3 例,分别转为轻微､ 轻系膜及 FSGS。以上共同特

点,LE:MCD/伴节段系膜增生,非弥漫系膜增生,IF:Ig 在 Ms 为主颗粒或伴片状沉积,强度+~2+/2+以上,
补体 C3(-),EM:无明显 Ms(D)沉积,均未能诊断特发性 IgAN､ IgMN､ C1q 肾病;1 例诊断为 C1q 肾病,
临床表现严重耐药,尿 pro5g/24h 以上伴 AKI,C1q2-3+且 EM:Ms 区 D 沉积支持诊断,考虑为 FSGS
过度型。4､ 基因检测或肾活检拟诊为先天/遗传肾病者共 13 例,其中:1)EM 诊断为足细胞病者 9
例,MCD 伴节段轻系膜及 GBM 节段变薄者 4 例。以上病例中,不除外先天遗传及先天 FSGS,做基因

检测 5 例。 
结论 1､ 耐药型 MCD 分为原发型及继发型,频复发是个耐药的预警信号,应积极寻找继发因素治疗合

并症,早期加用免疫抑制剂,可防止转为耐药型。2､ 其病理特点是 MCD 可伴有 IgA､ IgM､ C1q 沉

积,确诊为独立疾病的病例必须有 EM 或/和 C3 的支持,并预示着病理的转型。3､ 中长程疗法的初衷

是减少频复发,初治足量期激素使用泼尼松普通型,是标准分型的基础,包括泼尼松龙,但不推荐初治使

用甲泼尼龙制剂。耐药型 MCD 可加用甲泼尼龙冲击,但减少激素的副作用是我们始终的奋斗目标!4
､ 原发耐药及早期复发转耐药的病例,应高度警惕先天/遗传性肾病,酌情做基因检测以期尽早减停激

素。 
 
 
 
PU-2987 

血液灌流治疗儿童重症过敏性紫癜的疗效分析 
 

崔逸芸,荀盼,丁桂霞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治疗儿童重症过敏性紫癜的疗效 
方法 收集南京市儿童医院 2011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重型过敏性紫癜在传统治疗基础上

加血液灌流治疗的 51 例患儿作为血液灌流组,同时收集仅用传统方案治疗的病例共 65 例作为传统

治疗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及纸质病历查找相关临床资料,包括一般资料､ 临床表现､ 临床症状缓解

时间､ 住院时间､ 激素用量､ 不良反应等,并通过电话随访及病历查询了解患儿的肾脏受累情况。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血液灌流组患儿的腹部症状､ 关节症状及血管神经性水肿消失时间均比传统治疗组明显缩短

(P<0.05);血液灌流治疗过程中无一例并发外科急腹症(0.00%),传统治疗组治疗过程中并发外科急腹

症 4 例(6.15%),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97);血液灌流组平均住院时间为(21.08±6.693)d,传
统治疗组平均住院时间(21.51±7.774)d,两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754);血液灌流组住院期

间平均地塞米松用量为(6.34±2.500)mg/kg,传统治疗组住院期间平均地塞米松用量为

(8.00±3.401)mg/kg,血液灌流组激素用量比传统治疗组显著减少(P=0.004);血液灌流组患儿住院期

间均未出现激素使用副作用(0.00%),传统治疗组住院期间有 7 例(10.77%)发生激素使用副作用,血液

灌流组发生激素使用副作用较传统治疗组明显减(P=0.043);血液灌流组患儿住院期间共行血液灌流

治疗 209 例次,其中发生血液灌流相关不良反应共 4 例次,经补液及调整血液流速后均迅速好转;血液

灌流组完成随访 47 例(92.16%),其中尿检异常 19 例(40.43%),行肾穿刺活检 12 例(25.53%),传统治

疗组完成随访 57 例(87.69%),其中尿检异常 21 例(36.84%),肾穿刺活检 13 例(22.81%),两组紫癜性

肾炎的发生及行肾穿刺活检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09,P=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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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液灌流联合传统治疗对重症过敏性紫癜的近期疗效优于单纯传统治疗,血液灌流联合传统治

疗可以迅速缓解患儿急性期的临床症状､ 减少住院期间激素使用剂量,有效避免大剂量激素使用的

副作用,但在预防肾脏受累的发生方面无显著效果。 
 
 
PU-2988 

甲泼尼龙对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蛋白 
及血浆白蛋白水平的影响 

 
方红星,王勇,朱晓涵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研究甲泼尼龙对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蛋白及血浆白蛋白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 120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
照组及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泼尼松片进行治疗,观察组患儿给予甲泼尼龙片,连续治疗

2 月,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疗效及尿蛋白､ 血浆白蛋白水平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疗效总有效率(91.67%)明显高于对照组(68.33%),差异显著(P<0.05); 观
察组患儿治疗后尿蛋白､ 血浆白蛋白水平值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结论 甲泼尼龙对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尿蛋白及血浆白蛋白水平的影响良好,临床疗效显著,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989 

1,25-二羟维生素 D3 改善 IgA 肾病大鼠肾脏 
纤维化的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何国华

1,容丽萍
1,蒋小云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 1,25-二羟维生素 D3[1,25(OH)2D3]对大鼠 IgA 肾病肾脏纤维化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建立大鼠 IgA 肾病模型,设 1,25(OH)2D3治疗组(VD 组)､ ACEI 治疗组(ACEI 组)､ IgAN 模型组

(模型组)和正常对照组(NC 组)共四组,VD 组分别给予罗盖全[1,25(OH)2D3],ACEI 组给予洛汀新

(ACEI)治疗,分别在实验第 8 周末和第 10 周末,测定各组大鼠尿红细胞､ 尿蛋白和血生化､ 25(OH)D
水平､ 肾组织病理表现,检测各组肾组织 TGF-β1､ Smad3､ α-SMA､ E-cadherin 的 mRNA 和蛋白

表达并分析这些指标与 IgAN 肾组织纤维化程度､ 尿蛋白之间的关系。 
结果 第 8 周和第 10 周末检测,1,25(OH)2D3治疗后 IgAN 大鼠 24 小时尿蛋白水平低于模型组

(P<0.05),效果与 ACEI 组相近(P>0.05)。肾小球纤维化程度､ 肾组织 TGF-β1､ Smad3､ α-SMA 水

平,VD 组与模型组相比较,VD 组水平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肾组织 E-cadherin 
mRNA 及蛋白表达,VD 组与模型组相比较,VD 组水平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1,25(OH)2D3治疗能使 IgAN 大鼠肾脏纤维化程度减轻,可能通过抑制 TGF-β1/Smad3 信号通

路的激活而起到延缓 IgAN 肾脏纤维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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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0 

IL-17 对足细胞相关分子和凋亡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王莉
1,2,李秋

2,王莉佳
2,阳海平

2,李翠翠
2,冯仕品

1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 IL-17 对足细胞相关分子及其凋亡的影响,并探讨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以体外培养的足细胞作为研究对象,流式细胞仪检测 IL-17 对足细胞凋亡的影响;将足细胞分为

空白对照组及 100ng/mL IL-17 诱导组,Real-time PCR 法检测 IL-17 对足细胞相关分子 Nephrin､
WT1､ Synaptopodin 及阴离子蛋白 Podocylaxin ､ 凋亡受体 Fas 和 FasL 的 mRNA 的表达;流式细

胞仪检测足细胞 Fas 和 FasL 蛋白的表达;免疫细胞化学检测足细胞 WT1､ Caspases8､
Caspases3 蛋白的表达。 
结果  ⑴IL-17 可促进足细胞凋亡,呈时间､ 剂量依赖性;同时 IL-17 可增加足细胞凋亡受体 Fas 的表

达(P<0.01),并且增加其下游分子 Caspases8､ Caspases3 的表达(P<0.01);⑵IL-17 减低足细胞阴

离子蛋白 Podocylaxin 的表达(P<0.05),对 Nephrin､ WT1､ Synaptopodin 的表达无影响(P>0.05)。 
结论  IL-17 可能通过抑制足细胞阴离子蛋白 Podocylaxin 表达,同时引起足细胞凋亡的方式来发挥

对肾脏的损伤作用。 
 
 
PU-2991 

影响醋酸去氨加压素治疗原发性单症状性 
夜遗尿症患儿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郑荣浩,朱松柏,吴晓林,贵琳,黄力,舒岚,刘冬蕾,葛林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妇女儿童医院 430070 

 
 
目的 分析影响醋酸去氨加压素(DDAVP)治疗原发性单症状性夜遗尿症(PMNE)患儿疗效的相关因素,
为早期识别 DDAVP 疗效欠佳和停药后容易复发的 PMNE 患儿提高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就诊的 292 例 PMNE 患儿的临床资料。依据

DDAVP 治疗 3 个月的疗效分为有效组 231 例和无效组 61 例,治疗有效的 231 例患儿进入减量阶段,
依据 DDAVP 停药 1 月后的复发情况分为复发组 91 例和未复发组 140 例。统计可能影响 DDAVP
治疗 PMNE 疗效的相关指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 DDAVP 治疗 PMNE 有效

率和复发率的相关因素。 
结果 DDAVP 治疗 3 个月的有效率为 79.38%,DDAVP 停药 1 个月的复发率为 39.39%。单因素分

析显示有效组治疗前每周平均遗尿次数[(4.13±2.01),(6.62±2.39),t=-7.493,P<0.001]､ DDAVP 起始

有效剂量高的患儿的比例[(25.11%(58/173),39.34%(24/37),χ2=4.843,P=0.028]及膀胱容量偏小患儿

的比例[16.88%(36/195),31.15%(19/42),χ2=7.646,P=0.006]明显低于无效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治疗前每周平均遗尿次数(OR=1.602, P<0.001)和 DDAVP 起始有效剂量高(OR=2.183, 
P=0.024)为影响 DDAVP 治疗 3 个月有效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复发组的存在行为问

题患儿的比例[30.77%(28/63),18.57%(26/114),χ2=4.581,P=0.032]､ 具有家族史患儿的比例

[34.44%(31/60),17.86&(25/115),χ2=7.890,P=0.005]､ DDAVP 起始有效剂量高患儿的比例

[38.46%(35/56),16.43%(23/117),χ2=14.238,P<0.001]和立即停药患儿比例

[54.95%(50/41),21.43%(30/110),χ2=27.367,P<0.001]明显高于非复发者。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立即停药(OR=2.068, P=0.015)和 DDAVP 起始有效剂量高(OR=14.451, P=0.014)为
DDAVP 停药 1 个月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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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治疗前每周平均遗尿次数和 DDAVP 起始治疗有效剂量可能作为预测 DDAVP 疗效的指标,治
疗前每周平均遗尿次数多和或 DDAVP 起始治疗有效剂量高的 PMNE 患儿使用 DDAVP 治疗有效率

可能欠佳;对于 DDAVP 起始有效剂量高和或达到疗效后立即停药的 PMNE 患儿可能容易复发,适宜

采取逐渐减量方式降低复发率。 
 
 
PU-2992 

血尿待查 1 例分析 
 

齐兴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总结临床经验 
方法 临床资料回顾 
结果 血尿待查病因复杂,临床需逐步检查以确诊和鉴别诊断,肾脏实体瘤亦为其病因之一。 
结论 肾母细胞瘤是一种胚胎性恶性肿瘤,好发于儿童, 多见于 3 岁以下儿童,该病可能与 11 号染色

体上的 WT-1 基因丢失或突变有关,也可能是由于间叶的胚基细胞向后肾组织分化障碍,并持续增殖

造成的。对比放化疗敏感,治愈率较高。 
肾母细胞瘤少数患儿以血尿､ 蛋白尿为首发临床表现,常规收入肾脏专业治疗,需按临床诊疗常规逐

步排查,需注意与 lgA 肾病等相鉴别,且影像检查至关重要。该病需多学科合作､ 综合诊治 
 
 
PU-2993 

3 例关节穿刺/引流后并发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临床分析 
 

张亮,杨曼琼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通过分析我科半年内 3 例早期诊断”化脓性关节炎”骨科住院 u 患儿,关节穿刺后,均发生巨噬细

胞活化综合征(MAS)的病例分析,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方法:分析湖南省人民医院肾病风湿科近半年接收的 3 例骨科转诊的发热合并关节炎起病患儿,
在行关节穿刺或引流后, 终确诊 SoJIA 且均发生 MAS,分析 MAS 的发生诱因(本病例主要考虑为关

节穿刺/引流相关)､ 临床表现､ 实验室特征､ 治疗方案及预后等,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讨论,加强对

SoJIA 及 MAS 的认识及早期识别,建议未明确诊断前,避免穿刺/引流等可能诱发 MAS 的人为因素。 
结果 建议未明确诊断前,避免穿刺/引流等可能诱发 MAS 的人为因素。 
结论 关节穿刺/引流极可能诱发 MAS 的发生,建议临床避免不必要的操作 
 
 
PU-2994 

托珠单抗在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中的使用研究 
 

张亮,杨曼琼,谭钰嫔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IL-6 在 sJIA 发病机理中至关重要,其与疾病的总体活动性､ 关节受累范围和严重程度､ 生长受

抑､ 贫血､ 血小板计数升高均存在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 IL-6 受体拮抗剂,托珠单抗可通过阻断 IL-
6 介导的信号转导而有效缓解患者的关节症状及全身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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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通过回顾 sJIA 发病机理,综合 TENDER 研究近些年来托珠单抗在 sJIA 患儿使用的疗效追

踪,总结了此类生物制剂治疗 sJIA 的优越性 
结果 此类生物制剂治疗 sJIA 的优越性:快速有效退热､ 控制疾病活动;改善全身症状､ 实现追赶生

长;改善关节症状和躯体功能;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及相关并发症。 
结论 作为一种 IL-6 受体拮抗剂,托珠单抗可通过阻断 IL-6 介导的信号转导而有效缓解患者的关节症

状及全身症状 
 
 
PU-2995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苏庆晓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患儿 女,5 岁 1 月,因“反复尿蛋白 4 年余”入院。患儿 4 年余前于当地医院诊断“败血症､ 尿路感

染”,治疗好转后半月余出现颜面部浮肿,当地查尿常规尿蛋白+,住院抗感染治疗,尿蛋白阴转出院。院

外随访尿常规,期间曾有“感冒”后出现眼睑浮肿,监测尿常规偶有尿蛋白+,未予特殊治疗。1 月前患儿

感冒后再次出现眼睑浮肿,病程中无腹痛,无皮疹､ 关节疼痛,当地尿常规:尿蛋白++,尿潜血++,就诊于

“安徽省儿童医院”,查补体示:C3 0.06g/L,尿蛋白+—++,潜血++,控制感染后行“肾穿刺”示“符合膜增生

性肾小球肾炎,不除外继发性肾炎”。给予泼尼松(10mg tid),缬沙坦(20mg qd)等口服出院。为进一步

诊断入院。患儿患病以来尿量无明显减少。 
方法 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总数 17.1×109/L,红细胞 4.22×1012/L,血小板 387×109/L;尿沉渣:尿蛋

白(+),尿潜血(±);尿微量白蛋白/肌酐 1423.6mg/g,尿 NAG/肌酐 0.9U/mmol;24h 尿蛋白:0.45g;血生化:
白蛋白 43.9g/L,谷丙酸转氨酶 7 IU/L,天冬氨酸转氨酶 10 IU/L,肌酐 52umol/L,尿素 10.4mmol/L;免
疫球蛋白+补体:免疫球蛋白 A 0.66g/L,免疫球蛋白 G 5.26g/L,免疫球蛋白 M 0.72g/L,补体 C3 
0.22g/L;自身抗体:均阴性。 
肾脏穿刺活检:结合组织形态及原单位免疫荧光,符合膜增生型肾小球肾炎(狼疮性肾炎不除外);逆行

膀胱造影:未见膀胱输尿管反流;腹部 B 超:肝脏肿大,余未见明显占位;心脏 B 超:未见明显异常。 
基因测序分析:(1)测序方法:采用外显子捕获高通量测序技术,采用 WuXiNextCODE 的临床序列分析

软件(Clinic Sequence Analyzer CSA)进行分析,用 GATK 进行变异分析,并进行突变分析。(2)测序

结果:检出患儿 C3 基因的杂合 p.I1093T 突变,为新发突变。 
结果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结论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PGN),是肾小球肾炎中 少见的类型之一,本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肾炎､

肾病或肾炎肾病同时存在和低补体血症;组织学上可见系膜增生,毛细血管壁增厚,肾小球呈分叶状,故
又称分叶性肾炎。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临床应用,已经证实 30%~40%的家族性激素耐药性肾病综合

征､ 近一半的先天性肾小管病及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由单基因突变所致。这显示了新的测序技术

在不明原因疾病诊断方面的潜能。随着基因测序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原因不明的肾脏疾病早期行基

因检查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为判断预后及确定治疗方案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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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6 

孟鲁司特钠对阿霉素肾病的干预作用研究 
 

白海涛
1,陈丽香

1,2,陈雁
1,2,杨阳

1,2,连珠兰
1,2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前期研究发现阿霉素肾病可能是一种 IgE 异常升高介导的特应性疾病,白三烯通路的激活参与

阿霉素肾病的发生及发展。拟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孟鲁司特钠干预治疗,探讨孟鲁司特钠联合激素

对阿霉素肾病的干预作用,为临床孟鲁司特钠在部分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及实

验依据。 
方法 随机将 40 只雄性 SD 大鼠分为 5 组:①正常对照组(Sham 组);②泼尼松组(ADR+P 组);③孟鲁

司特钠组(ADR+M 组);④泼尼松联合孟鲁司特钠组(ADR+P+M 组);⑤生理盐水组(ADR+N 组)。干预

治疗组大鼠于单次尾静脉注射盐酸阿霉素 6.5 mg/ kg;Sham 组大鼠于相同时间单次尾静脉注射等容

积生理盐水。每组大鼠于药物干预治疗 4 周后留取血液､ 24h 尿液后处死,并留取肾脏组织标本。通

过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 尿的生化指标,光镜､ 电镜下观察肾脏病理的改变,ELISA 检测血清中

IgE,RT-PCR､ Western Blot 观察肾组织中 CysLT1R mRNA 及蛋白的表达变化,探讨孟鲁司特钠联

合激素对阿霉素肾病的干预作用。 
结果 给予相应药物治疗 4 周后发现:①ADR+P､ ADR+M 和 ADR+P+M 组 24hUPro 定量､ TG 和

ChoL 均较 ADR+N 组降低,ALB 升高,其中 ADR+P+M 组表达变化 明显(P<0.05),接近于 Sham
组;②HE 染色及电镜病理显示 ADR+P､ ADR+M 和 ADR+P+M 组肾组织病变较 ADR+N 减轻,其中

ADR+P+M 组病变 轻;③ADR+P､ ADR+M 和 ADR+P+M 组血清中 IgE 表达水平较 ADR+N 组降

低(P<0.05),其中 ADR+P+M 组降低 显著(P<0.001);④ADR+P､ ADR+M 和 ADR+P+M 组肾组织

中 CysLT1R mRNA 与蛋白表达水平均较 ADR+N 组降低(P<0.05),其中 ADR+P+M 组降低 为显著

(P<0.001),接近于 Sham 组。 
结论 阿霉素肾病可能是一种 IgE 异常升高介导的特应性疾病,三烯受体拮抗剂孟鲁司特钠联合激素

干预治疗后可使阿霉素肾病肾组织病变程度减轻,有效抑制病程的进展。 
 
 
PU-2997 

紫癜性肾炎患儿不同蛋白尿水平临床特点 
与临床炎性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于博,王新良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紫癜性肾炎是过敏性紫癜 严重的临床并发症,它严重影响患儿的预后及生活质量。多项有关

紫癜性肾炎临床特点和临床相关炎性指标的研究,都以疾病整体的角度去研究,这就为不同病理水平

以及不同蛋白尿水平患儿的个体化治疗带来困惑。本研究拟以不同蛋白尿水平进行分组,阐述紫癜

性肾炎的临床特点并分析尿蛋白定量与临床相关炎性指标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系统回顾性方法,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肾脏及风

湿免疫科室住院的 195 名紫癜性肾炎患儿分为四组,分别为:1.孤立性血尿组 2.轻度蛋白尿组:24 h 尿

蛋白定量>150 mg,但< 25 mg/(kg·d);3.中度蛋白尿组:24 h 尿蛋白定量 25~50 mg/(kg·d) 4.肾病水平

蛋白尿组:24 h 尿蛋白定量≥50 mg/(kg·d)。对病例进行指标筛选,其中反应临床特点的指标包括:性
别､ 年龄､ 体重､ 病程(确诊过敏性紫癜至紫癜性肾炎患病的时间)､ 谷草转氨酶､ 谷丙转氨酶､ 尿

素氮､ 肌酐和尿酸;反应一般炎症的指标包括:C 反应蛋白､ 血小板计数､ 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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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沉;反应特殊感染的指标包括:支原体､ 链球菌溶血素 O。对四组不同尿蛋白水平间临床及炎性

指标间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并对各临床指标以及炎性指标与尿蛋白定量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 
结果  临床四组不同尿蛋白水平间临床指标肌酐及尿素氮有显著性差异(P<0.05),病程､ 谷草､ 谷丙

转氨酶性及尿酸无统计学差异(P>0.05);炎性指标中的白细胞数､ 中性粒细胞数､ 血小板､ C 反应蛋

白､ 抗链 O､ 血沉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支原体则无统计学差异性(P>0.05);临床指标中肌酐､

尿素氮与尿蛋白定量间有一定相关性(P<0.05);炎症各指标均与尿蛋白定量有一定相关性(P<0.05) 
结论 紫癜性肾炎在一定程度上与感染有关,其严重程度对于肾功能的影响较为密切。此外,炎症指标

与紫癜肾炎尿蛋白定量具有一定相关性。 
 
 
PU-2998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血脂和尿蛋白与血压的关系研究 
 

赵英免,王新良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不同血压类型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NS)患儿的血脂､ 尿蛋白的差异及其与血压的相关性,
拟为 PNS 患儿的基础诊疗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选择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的初治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年龄满 1 周岁至

14 周岁)101 例,同时选取同期住院的上呼吸道感染的患儿 61 例,详细记录病史､ 测量体重､ 血压等,
应用 Cobas-8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生化指标,包括胆固醇(CHO)､ 三酰甘油(TG)､ 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载脂蛋白 A(ApoA)､ 载脂蛋白 B(ApoB),应用

BECKMAN COULTER-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24h 尿蛋白定量。并根据血压值分为 4 组,
正常血压组(21 例),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组(18 例),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组(18 例),双期高血压组(44 例),将
4 组间的各项检测指标进行比较研究,并运用相关分析得出影响血压的相关因素。 
结果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实验组 CHO､ TG､ HDL､ ApoA､ Lp(a)､ 收缩压及舒张压均较对照组明

显升高(P<0.05),经独立样本秩和检验结果示实验组 LDL､ ApoB 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并

将 PNS 患儿按血压分为四组,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示各组患儿发病性别及年龄构成无明显差异

(P>0.05)。双相高血压组 CHO､ TG､ LDL-C 均高于其余 3 组(P<0.05);ApoA 在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组明显高于其余 3 组(P<0.05);四组比较,Lp(a)､ HDL-C､ ApoB 比较未见明显差异(P>0.05);双期高

血压组 24h 尿蛋白定量明显高于其余 3 组(P<0.05);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组患儿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高

于正常血压组(P<0.05),而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组较正常血压组无明显差异(P>0.05)。经非参数秩和检

验四组间比较:双相高血压组 LDL-C 值高于其余 3 组(P<0.05);而其余各组比较均未见明显差

(P>0.05);ApoB 值四组间比较未见明显差异(P>0.05)。相关性分析:分别将收缩压及舒张压列为因变

量,将 CHO､ TG､ LDL-C､ ApoA､ 24h 尿蛋白定量列为自变量,应用 pearson 及 spearman 相关分

析法,结果显示,CHO､ TG､ ApoA 及 24h 尿蛋白定量与收缩压呈正相关,CHOL､ TG､ 24h 尿蛋白

定量与舒张压呈正相关。 
结论 依据 PNS 患儿血脂代谢特点及不同类型血压特点,临床上有必要对 PNS 患儿血压进行动态监

测,并且对血压高的患儿进行分型诊治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将 PNS 患儿高血压诊断标准细化,从而提

高儿童 PNS 的诊疗水平,为国内儿童 PNS 的基础诊疗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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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9 

PAK4 在 TGF-β 诱导人肾小管上皮-间质转分化中的机制研究 
 

范妍,王旭,赵兴,周洁清,马晓雪,孙钰,崔琬麟,姜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应用转化生长因子 beta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1,TGFβ1)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HK-2 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分化(EMT),探讨 PAK4 的变化及其在 TGF-β1 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

EMT 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分别给予不同浓度的 TGF-β1 (0､ l ng/ml､ 2 ng/ml､ 5 ng/ml 及 10 ng/ml)刺激 HK-2 细胞 48
小时,或 5ng/ml 的 TGF-β1 刺激 HK-2 细胞不同的时间(0､ 12､ 24､ 48 及 72 小时),观察各组细胞形

态及迁移能力的变化;检测各组细胞的 PAK4､ E-钙粘蛋白(E-cadherin)､ 纤粘连蛋白(Fibronectin)
及波形蛋白(Vimentin)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分别构建过表达及沉默 PAK4 的稳转细胞系,在
两组细胞系中分别检测 E-cadherin､ Fibronectin 及 Vimentin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Transwell 小室

法检测各组 HK-2 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在过表达及沉默 PAK4 的稳转细胞系中,分别给予 5ng/ml
的 TGF-β1 诱导 48h,应用相差显微镜观察过表达 PAK4 的细胞形态变化,检测经 TGF-β1 诱导各组

的 E-cadherin､ Fibronectin 及 Vimentin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Transwell 小室法检测各组细胞迁移

能力的变化。检测沉默 PAK4 的稳转细胞系中 β-catenin 的变化,以及过表达 PAK4 稳转细胞系中 β-
catenin 定位的变化。 
结果 1.TGF-β1 使 HK-2 细胞呈梭形变,细胞迁移能力增强;能够下调 HK-2 细胞 E-cadherin 蛋白及

mRNA 表达,上调 Fibronectin 及 Vimentin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TGF-β1 诱导后,HK-2 细胞中 PAK4
表达增加,mRNA 表达水平无变化。2.过表达 PAK4 后,细胞呈梭形变,迁移能力明显增强;E-cadherin
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下降,Fibronectin 及 Vimentin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增加。3.过表达

PAK4 后,TGF-β1 诱导的 HK-2 细胞迁移能力进一步增强,TGF-β1 诱导的 E-cadherin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进一步减少,Fibronectin 及 Vimentin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进一步增加。4.沉
默 PAK4,上述结果相反。5.沉默 PAK4 使 TGF-β1 诱导的 β-catenin 蛋白表达进一步增加;免疫荧光

可见过表达 PAK4 后,β-catenin 蛋白从细胞膜转移到 
结论 PAK4 能够独立诱导 HK-2 细胞发生 EMT。过表达 PAK4 与 TGF-β1 协同诱导 HK-2 细胞发生

EMT。沉默 PAK4 能够抑制 TGF-β1 诱导的 HK-2 细胞发生 EMT。PAK4 促进 TGF-β1 诱导的 HK-
2 细胞发生 EMT 是通过激活 β-catenin 通路实现的。 
 
 
PU-3000 

RNAi 果蝇 nephrocyte 细胞核孔蛋白基因功能的研究 
 

赵锋
1,朱俊祎

2,余自华
1,韩哲

2,聂晓晶
1,黄隽

1,詹海霞
1,金红梅

1 
1.福州总医院 

2.Children’s National Medical Center 
 

 
目的 果蝇 nephrocyte 细胞(心周肾原细胞)与哺乳动物肾脏足细胞和近端小管细胞具有相似的结构

和功能,近年来将其应用于人类遗传性肾脏疾病的研究。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是一种单基因突变

导致的足细胞病,已报道大约 50 个相关的致病基因,其中包括核孔蛋白基因 NUP93､ NUP205 和

NUP107。编码人类核孔蛋白复合体的基因是一个由 32 个基因组成的大家族,其中大部分基因与激

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关系尚不清楚,有必要进行相关基因功能的筛查和鉴定。 
方法 以 32 个核孔蛋白基因为研究对象,通过 FlyBase 确定 RNAi 果蝇品系,从美国 Bloomington 或

维也纳 VDRC 定购 RNAi 果蝇,与 PH-Pmar-Dot-Gal4 果蝇进行杂交。子代果蝇的表型与对照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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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观察项目包括果蝇生存时间､ nephrocyte 细胞的形态､ 结构和数目､ MHC-ANF-RFP 和硝

酸银的摄取率､ 核孔蛋白复合体的定位。 
结果 10 个核孔蛋白基因 RNAi 果蝇 nephrocyte 细胞的 MHC-ANF-RFP 摄取率､ 硝酸银摄取率下

降 50%以上,6 个核孔蛋白基因 RNAi 果蝇的 nephrocyte 细胞消失,上述异常果蝇的生存时间缩短,电
镜显示 nephrocyte 细胞的裂孔隔膜中腔隙通道变窄､ 数量减少或消失。 
结论 果蝇是研究肾小球肾脏疾病的理想模式生物。核孔蛋白基因突变可致果蝇 nephrocyte 细胞出

现与肾病综合征患者足细胞相似的表型,提示核蛋白基因突变与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关系密切,相
关的核蛋白基因可作为筛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患者的新候选致病基因,这将有助于提高临床诊

治水平。 
 
 
PU-3001 

儿童双肾多发脓肿 1 例误诊分析 
 

吴绿仙,张 静,李小兵,盛放 
1.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目的 肾脓肿在儿童发病率低 ,临床表现无特异性 ,易被临床医生忽视 ,出现误诊和漏诊 
现将我医院收治的 1 例儿童肾脓肿报道如下 。 
方法  病例资料  患儿 ,男 ,8 岁 。主诉 :腹痛 伴发热 5 d 。入院前 5 d 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 ,体温

高 41 ℃ ,每日发热 3 ~ 4 次 ,,同时伴有腹痛 ,全腹痛 ,阵发性加重 ,时有呕吐 ,每日 1 ~2 次 ,为胃内容

物 ,大便每日 1 ~ 2 次 ,略 稀 ,无脓血 ,曾于当地抗感染治疗 ,具体用药不详 ,无好转收入本院 。入院

后查体 :体温 37 ℃ ,痛苦面容 , 呼吸平稳 ,呼吸 22 次/分 ,心音有力 ,律齐 ,心率 102 次/分 ,腹略膨隆 ,
未见胃肠型 ,全腹压痛 ,以右下腹压痛为重 ,伴反跳痛及张 ,未触及包块 ,肝脾肋下未及 。 
结果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20.7 × 109/L ,中性 1 粒细胞 89% ,血红蛋白 131 g/L ,血小板

计数 105 × 109 /L ,,C 反应蛋白﹥200 mg /L (正常值 0 ~ 6 mg/L),腹部超声未见异常 。入院诊断 :
急性腹膜炎 ,急性阑尾炎不除外 ,尿白细胞 满视野 /HP ,白细胞酯酶+++,红细胞 4 个/HP ,复查 泌尿

系超声提示左肾 9.1cm × 4.4  cm ,右肾 10.2 cm × 3.6 cm ,双肾实质回声增强 ,皮髓质界限欠清 。
腹部 MRU 示 :双肾增大 ,密度不均  ,可见多发低密度影 ,双肾周脂肪间隙密度增高 ,双肾门见多个

结节样软 组织密度影,提示双肾多发脓肿病变 。详细追问病史 ,患儿否认外伤史 ,否认结核接触史 ,
已按时接种卡介苗 。进一步查 尿沉渣涂片未找到抗酸杆菌 ,皮肤结核菌素试验阴性 ,清洁中段尿培

养阴性 ,血培养未见细菌生长 ,血尿素氮 8.9 mmol/L(正常值 2.5 ~ 7.14 mmol/L) ,血肌酐 
186μmol/L(正常值 40 ~110 μmol/L) 。 
结论 入院修正诊断: 双肾多发脓肿。第 2 天换用万古霉素,每 8 小时 1 次 ,静脉输注抗感染 ,第 5 天

腹痛消失 ,体温下降 , 第 10 天复查双肾 CT 平扫显示 :双肾体积较前明显减小 ,其内密度较均  ,双
肾周脂肪间隙密度增高 。 
 
 
PU-3002 

WNK3 激酶对 Maxi K 通道的调节机制研究 
 

胡小涵,张玉桦,陈丽虹,朱奇凡,胡云霞,何晓青,蔡晖,庄捷秋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研究 WNK3 激酶对 Maxi K 通道的调节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1.Western Blot 法检测 WNK3 激酶对 Maxi K 通道在 Cos-7 细胞中总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2.
细胞表面生物素化检测 WNK3 激酶对 Maxi K 通道在细胞表面的膜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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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estern Blot 法检测 WNk3 激酶在调节 Maxi K 通道蛋白表达水平时 MAPK ERK1/2 及 JNK 信号

传导通路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4.用 JNK 抑制剂 SP600125 抑制 JNK 信号传导通路后,Western 
Blot 法检测 WNK3 激酶对 Cos7 细胞中 Maxi K 通道蛋白表达水平调节的变化。5.用质子泵抑制剂

Baf A1 阻断溶酶体降解通路后,Western Blot 法检测 WNK3 激酶对 Cos7 细胞中 Maxi K 通道蛋白表

达水平调节的变化。 
结果 1.与转染 Maxi K 对照组相比,转染 WNK3+Maxi K 实验组 Maxi K 通道的总蛋白表达水平显著

增加,且随着 WNK3 DNA 量的增加,其上调作用逐渐增强(P<0.05,n=4);而转染 WNK3 siRNA+Maxi 
K 实验组 Maxi 通道的总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减少,且随着 WNK3 siRNA 转染量的增加,其下调作用逐

渐增强(P<0.05,n=4)。2.与对照组相比(100%),WNK3 组 Maxi 通道的膜蛋白表达水平

(181.4±34%,P<0.01,n=4)和总蛋白表达水平(277.1±45%,P<0.01,n=4)均明显增加。3.相较于对照

组,WNK3 组中磷酸化的 MAPK ERK1/2 蛋白表达水平随着 WNK3 DNA 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P<0.05,n=4);而磷酸化 MAPK JNK 蛋白表达水平则随着 WNK3 DNA 的增加而逐渐增加

(P<0.05,n=4)。4.用 JNK 抑制剂 SP600125 抑制 JNK 信号传导通路后,逆转了 WNK3 激酶对 Maxi 
K 通道蛋白的上调作用(P<0.05,n=4)。5.采用质子泵抑制剂 Baf A1 阻断溶酶体降解通路发现,对照

组(100%)加用 Baf A1 后 Maxi K 通道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162.2±50%比

100%,P<0.05,n=4);WNK3 siRNA 实验组 Maxi K 通道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调(56.8±23%比

100%,P<0.01,n=4),加用 Baf A1 后 Maxi K 通道蛋白表达水平相比之下显著升高(85.6±28%比

56.8±23%,P<0.01,n=4),逆转了 WNK3 siRNA 对 Maxi K 通道的蛋白表达水平的下调作用。 
结论 在 Cos-7 细胞中,WNK3 激酶上调 Maxi K 通道的总蛋白表达水平,且该上调作用呈剂量依赖

性。2.WNK3 激酶增加 Maxi K 通道在细胞膜上的蛋白表达水平。3.WNK3 激酶对 Maxi K 通道蛋白

表达水平的上调作用可能是通过 MAPK ERK1/2 及 JNK 信号传导通路实现的。4.WNK3 激酶对

Maxi 通道蛋白表达水平的上调作用是通过减少其在溶酶体内的降解所致。 
 
 
 
PU-3003 

以急性肾损伤起病紫癜性肾炎 1 例临床分析 
 

靳云凤,刘翠华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过敏性紫癜起病方式 
方法  通过对 l 例以水肿､ 发热､ 胸闷,腹痛为主诉合并急性肾损伤的患儿进行病例观察,诊治及随访,
并结合文献复习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患儿病程中双下肢出现紫癜样皮疹,行肾脏穿刺术肾脏病理为局灶增生型紫癜性肾炎,ISKD 分

型:Ⅲa 型,给予口服强的松片及甲强龙和环磷酰胺针冲击治疗,以及卡托普利降低尿蛋白及抗凝等治

疗,患儿临床症状好转,肾功能恢复正常,尿蛋白定量减少。 
结论 过敏性紫癜起病方式多样,尤其是非皮肤紫癜起病者易误诊漏诊,对临床合并感染､ 腹痛及肾脏

损害患儿,临床上要引起高度重视。 
 
 
PU-3004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 1 例报道 
 

吕娟,张锐锋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认识,避免误诊､ 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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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院于 2016-10-22 收治 1 例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的病例,因“做 200 个蹲起”后出现双下肢酸痛,
伴肉眼血尿。本文就其诊治经过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 
结果 入院时:查体:双下肢局部张力增高,触压痛明显,无水肿,四肢肌张力正常,神经系统查体未及明显

异常。实验室检查:尿常规示:白细胞 4.73/HPF RBC3.28/HPF Pro+2。心肌酶谱:CK12025U/L CK-
MB 338U/L。血常规:HB146g/L WBC 4.89*1012/L RBC 4.89*1012/L PLT 149*109/L。肝功

能:ALT305U/L AST 1458U/L TBIL 12.2ummol/L DBIL 5.0ummol/L IBIL 7.2ummol/L。电解质示正

常。肌电图示电生理检查未见特征性改变。心电图示正常。予头孢他啶抗感染,还原性谷胱甘肽保

护肝脏,磷酸肌酸钠保护心肌,碱化尿液及补液治疗。10-27 复查肝肾功能示:ALT､ AST 明显下降,复
查心肌酶谱:CK4436U/L。11-01 复查肝肾功能､ 心肌酶谱示正常。复查尿常规示正常。经过 15 天

住院治疗,肝功能､ 血肌酸激酶等指标回复正常,病情好转出院,出院 15 天门诊随诊,查心肌酶谱､ 肝

肾功能示正常。 
结论 综上所述,本例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及时诊断,积极治疗,在疾病的早期保护

肾脏､ 碱化尿液,防止肾脏功能衰竭。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是指一系列影响横纹肌细胞膜､ 膜通道

及其能量供应的多种遗传性或获得性疾病导致的横纹肌损伤,细胞膜完整性改变,细胞内容物(如肌红

蛋白､ 肌酸激酶､ 小分子物质等)漏出,多伴有急性肾功能衰竭及代谢紊乱。 
 
 
PU-3005 

wnt 通路在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的表达及意义 
 

李秀 
安徽医科大学 230032 

 
 
目的 观察 wnt 通路在过敏性紫癜性肾炎(HSPN)及肾微小病变中肾组织的表达及意义 
方法 收集 HSPN 患者 8 例､ 肾微小病变患者 8 例､ 正常对照组 6 例,肾穿刺取肾组织进行石蜡包埋

处理,采用免疫组化法观察 HSPN 患者､ 肾微小病变患者肾组织中 wnt4､ β-catenin 和 E-cadherin
的表达情况,并采用平均积分光密度进行分析,同时分析 wnt4､ β-catenin 和 E-cadherin 与 HSPN 患

者 24H 尿蛋白的相关性 
结果 ①免疫组化显示 HSPN 患者肾组织的 wnt4､ β-catenin 主要表达在肾小管,少量表达在肾小

球,E-cadherin 少量表达在肾小管上皮细胞膜; 
②免疫组化示肾微小病变患者及常肾组织患者 wnt4 几乎无表达,β-catenin 少量表达在肾小管上皮

细胞膜,E-cadherin 表达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肾小管; 
③HSPN 组 wnt4､ E-cadherin 表达量较肾微小病变组及正常对照组明显增多(p<0.01);HSPN 组 β-
catenin 表达量较肾微小病变组及正常对照组增多(p<0.05) 
④HSPN 组中 E-cadherin 的表达量与 24H 尿蛋白定量呈负相关(r=0.695,p<0.05) 
结论 wnt 通路中的 wnt4､ β-catenin 和 E-cadherin 在 HSPN 中表达,主要表达在肾小管,且 E-
cadherin 和 24H 尿蛋白定量有一定的相关性,推测 HSPN 中可能存在 wnt 通路的激活。 
 
 
PU-3006 

远端肾小管酸中毒合并低钾性肾病肾脏囊性病变 1 例 
 

刘晓宇,杨茜茜,钟旭辉,姚勇,肖慧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 1 例远端肾小管酸中毒合并肾脏囊性病变患儿的临床表现的回顾和病因的分析,
总结远端肾小管酸中毒合并肾脏囊性病变的病因及低钾性肾病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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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并收集患者的详细临床资料,治疗及随访结果。肾脏彩色超声及 MRI 检查动态观察患儿肾

脏囊性病变的变化和恢复情况。 
结果 9 岁学龄期男孩,婴儿期起病,病程 8 年余,以体格､ 运动发育落后起病。患儿生后 9 月因不会独

坐,运动发育落后就诊,化验发现低钾血症,高氯性酸中毒,同时伴血氨升高,尿 PH 增高,超声示双肾髓

质钙质沉着,线粒体复合物 IV 酶活性缺陷,线粒体复合物 I 基因突变,院外线粒体病,肾小管酸中毒,生
长障碍,定期代谢门诊治疗,予口服左旋肉碱,B 族维生素等治疗,但未予规律补钾及纠酸治疗。监测血

钾 低达 2.77mmol/L,碳酸氢根 低至 9.7mmol/L,血氯 104-115mmol/L,患儿曾数次出现低钾性麻

痹表现(双下肢软,头不能竖立),予静脉补钾治疗后可好转,但患儿仍不能跑､ 跳､ 上楼梯。患儿起病

后有多饮多尿及夜尿现象。家族史:患儿哥哥生后诊断“脑瘫”,8-9 月龄夭折。体格检查示身材矮小,佝
偻病体征(手足镯征,膝外翻,肋缘外翻),四肢肌力稍低。化验检查示:低血钾,高血氯,代谢性酸中毒,反
常性碱性尿及尿浓缩功能异常,尿中可滴定酸降低,HCO3排泌分数 4.7%,符合远端肾小管酸中毒表

现。但患儿同时合并小分子蛋白尿､ 尿离子排泄增多及多种氨基酸尿,双肾彩超及 MRI 提示双肾集

合系统多发囊性病变。分析患儿近端小管受累及双肾囊性病变原因,结合其病史中未规律补钾治疗,
长时间低钾血症,考虑长期低钾血症引起低钾性肾病致近端肾小管上皮损伤,囊肿形成可能性大。予

患儿枸橼酸钠钾,磷酸盐合剂,碳酸氢钠治疗后患儿低钾血症及酸中毒纠正,肢体无力症状明显缓解,小
分子蛋白尿消失,随访 4 月双肾囊肿略有缩小。 
结论 本例患儿的临床表现符合远端肾小管酸中毒特点,但是其合并小分子蛋白尿､ 氨基酸尿及肾囊

性病变,无法用远端肾小管酸中毒解释。结合其长期低钾血症病史,考虑合并低钾性肾病。长期低钾

血症可导致低钾性肾病,甚至肾囊肿形成,需要临床医生重视。 
 
 
PU-3007 

伴肉眼血尿的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临床及病理特征探讨 
 

寻劢,李志辉,段翠蓉,吴天慧,张翼,丁云峰,康志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伴肉眼血尿的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临床及病理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肾活检确诊的 106 例原发性 IgA 肾病患者的资

料,对比肉眼血尿组及无肉眼血尿组之间的临床及病理特征。 
结果 肉眼血尿在原发性 IgA 肾病中的发生率为 41.5%。肉眼血尿组与无肉眼血尿组对比,在年龄(分
别为 9.04±2.06 岁及 9.96±2.58 岁)､ 体块指数(分别为 16.75±3.63 及 17.75±2.9)､ 血尿酸水平(分
别为 244.28±79.4umol/L 及 266.59±127.96umol/L)､ 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 118.63±23.49g/L 及

125.16±12.44g/L)､ 血清补体 C3 水平(分别为 0.931±0.22g/L 及 1.017±0.21g/L)､ 血清补体 C4 水

平(分别为 0.186±0.04g/L 及 0.197±0.06g/L)上无明显差异。但肉眼血尿组出现低补体 C3 血症者

(36.3%)多于无肉眼血尿组(16.1%)。肉眼血尿组患儿 GFR 明显低于无肉眼血尿组(分别为

153.81±72.3ml/min.1.73m2及 182.92±54.65ml/min.1.73m2)且 GFR 低于 90ml/min.1.73m2者

(13.6%)要多于无肉眼血尿组(3.2%)。肉眼血尿组患儿蛋白尿水平明显高于无肉眼血尿组(分别为

43.53±30.71mg/kg.24h)及 27.8±20.13mg/kg.24h)且出现大量蛋白尿者(36.3%)要多于无肉眼血尿

组(16.1%)。在病理改变上的比较显示,肉眼血尿组患儿出现新月体的可能性(56.8%)要多于无肉眼

血尿组(24.2%)。我们使用牛津分型对患者进行病理诊断,肉眼血尿组表现为 MIEISITI 的比例分别为

68.1%､ 18.1%､ 11.3%､ 9%,而无肉眼血尿组表现为 MIEISITI 的比例分别为 35.4%､ 4.8%､
4.8%､ 4.8%。在活动性病变如系膜增生及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方面,肉眼血尿组明显重于无肉眼

血尿组,而慢性化病变如肾小球节段性硬化､ 肾小管萎缩及肾间质纤维化在两组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伴肉眼血尿的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患者临床表现较重,容易出现肾功能下降､ 大量蛋白尿等表

现。在病理改变上,伴肉眼血尿的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新月体且肾脏活动性病变程

度明显重于无肉眼血尿的患儿,而在而在慢性化病变的比较上两组间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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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8 

尿中血管紧张素原在儿童紫癜性肾炎的变化 
 

涂娟,耿海云,陈朝英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轻度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Henoch Schonlein purpura nephritis,HSPN)患儿不同阶段肾脏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化的情况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 开放､ 单中心､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首都

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住院的临床诊断为 HSPN 并伴有轻度蛋白尿患儿 71 例。HSPN
诊断标准参照 2009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制定的《紫癜性肾炎诊治循证指南》。轻度蛋

白尿标准:24 小时尿蛋白定量>4mg/m2.h,并<25mg/kg.d(总量<1g/d)。正常对照选择为正常体检儿

童 40 例。HSPN 病例组患儿随机分为 2 组。卡托普利组 35 例,给予阿魏酸哌嗪､ 卡托普利口服;治
疗对照组 36 例,仅给予阿魏酸哌嗪片口服,疗程为尿蛋白转阴 2 周后,且不少于 4 周。所有患儿定期

随访,监测血压､ 尿蛋白､ 尿血管紧张素原(angiotensinogen ,AGT)､ 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ß1)水平至入组后 6 月,并在组间进行对比。所有数据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

分析处理,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尿 TGF-β1､ AGT 的组间比较 
1)HSPN 病程初期患儿尿 AGT/尿肌酐中位数为 15.91(mg/g)较正常对照的 6.36(mg/g)显著升高(Z=-
3.010,P=0.003) 
2)卡托普利组与病例对照组患儿的尿 AGT 比较(表 1)  
  卡托普利组 治疗对照组 
治疗前 13.34 21.23 
治疗 2 月 7.89 * 18.11* 
治疗 6 月 3.73 8.21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两组间无显著差异,治疗后 2 月,卡托普利组尿 AGT 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对照组。

*Z=-2.243,P=0.025; 
2.尿蛋白水平､ GF-β1､ AGT 的相关性分析 
1)患儿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与尿 TGF-β1､ AGT 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2)尿 TGF-β1､ AGT 的相关性分析 (表 2) 
表 2 HSPN 病程初期､ 恢复期和正常对照患儿尿 TGF-β1､ AGT 的相关性分析  
  r 值 P 
HSPN 病程初期 0.49 0.000 
HSPN 病程恢复期 0.352 0.000 
正常对照患儿 0.074 0.658 
在本组 HSPN 患儿病程初期､ 恢复期,尿 TGF-β1､ AGT 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49 和

0.352,正常对照儿童尿 TGF-β1､ AGT 无相关性 
结论 HSPN 患儿尿 AGT 水平与 TGF-β1 呈正相关,HSPN 急性期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卡托普利组

较治疗对照组明显降低。提示伴有轻度蛋白尿的 HSPN 患儿可能存在肾脏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

活化,卡托普利的治疗可以抑制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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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9 

卡托普利治疗轻度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初探 
 

涂娟,耿海云,陈朝英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了解卡托普利治疗轻度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1. 研究对象 A. 病例选择:选取临床诊断为 HSPN 并伴有轻度蛋白尿患儿 71 例。HSPN 诊断标

准参照 2009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制定的《紫癜性肾炎诊治循证指南》。轻度蛋白尿标

准:24 小时尿蛋白定量>4mg/m2.h,并<25mg/kg.d(总量<1g/d)。B.正常对照选择为正常体检儿童 40
例。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 开放､ 单中心､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HSPN 病例组随机表分为 2 组。

卡托普利组:给予阿魏酸哌嗪､ 卡托普利口服;治疗对照组 36 例,仅给予阿魏酸哌嗪片口服。所有患

儿定期随访,监测血压､ 治疗后不良症状以及相关实验室指标至入组后 6 月。并在组间进行对比。 
3.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一般资料: 71 例患儿男 43 例,女 28 例,男女比例 1.54:1。年龄 3 岁至 14 岁 7 个月,中位数年

龄为 8 岁 9 个月。 
2 临床特点:本组 71 例患儿病初血压､ 肾功能均正常。HSPN 临床分型表现为孤立性蛋白尿 32 例

(占 45.1%),表现为血尿蛋白尿 39 例(占 54.9%)。病初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152mg-996mg,按蛋白尿

水平进行分组,24 小时尿蛋白定量>15mg/kg 为 1 组,共 31 例,24 小时尿蛋白定量<15mg/kg 为 2 组,
共 40 例。60 例至入组 6 个月时尿蛋白阴转,尿蛋白恢复时间 0.25 月-6 月,中位数为 1 个月。2 例至

入组 6 个月时,尿蛋白未阴转,4 例于入组 1-3 个月尿蛋白升高至 25mg/kg.d 以上,5 例至入组 3 月时

尿蛋白水平减少不足 50%。 
3 卡托普利组和治疗对照组疗效比较:本组患儿中,33 例卡托普利组患儿治疗有效,占 94.29%;27 例

治疗对照组治疗有效,占 75%,两组没有显著性差异(x2=3.676,P=0.55)。在 31 例尿蛋白定

量>15mg/kg.d 的患儿中,16 例卡托普利组患儿治疗有效,16/17,占 94.12%,显著高于治疗对照组儿童

(8/14,占 57.14%),P=0.28;卡托普利组尿蛋白阴转时间较治疗对照组无显著差异(Z=-0.159,P=0.874) 
4 卡托普利组用药前后血压比较:卡托普利组入组时平均动脉血压水平高于入组 1 个月,差异有显著

性。(Z=-2.459,P=0.014) 
5 卡托普利服药反应:在 35 例卡托普利治疗组患儿中,4 例出现相关服药反应,1 例出现低血压,2 例出

现干咳,1 例肌酐升高。没有因严重不良反应需要长期停用卡托普利的病例。 
结论 轻度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多数预后良好。虽然本组患儿中给予卡托普利治疗并未显著改善整

体预后,但对于其中尿蛋白水平较高的患儿,卡托普利显示明确降低蛋白尿的作用。应用卡托普利治

疗的患儿,少数出现不良反应,但均表现轻微,无需要长期停用药物。 
 
 
PU-3010 

他克莫司对激素疗效不佳肾病综合征大鼠 
肾组织中 MDR1 及其 P-gp170 表达的影响 

 
张艳敏,封其华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通过建立大鼠肾病综合征模型,检测他克莫司干预后,多药耐药基因 1(MDR1)及其蛋白产物 P-
糖蛋白 170(P-gp170)在激素疗效不佳肾病综合征大鼠肾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情况,探讨他克莫司治疗

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可能的作用机制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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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造模组(n=80)和假手术组(n=20)。造模组大鼠以 10%水合氯醛

腹腔注射麻醉(3.0ml/kg),在无菌条件下行背侧纵切口,摘除左侧肾脏,手术后 1 周､ 3 周尾静脉注射阿

霉素(盐酸多柔比星),剂量分别为 5mg/kg 及 2mg/kg。假手术组大鼠同样背侧纵切口,只剥离至肾脏

被膜后缝合,给其尾静脉注射同样容量的 0.9%的生理盐水。造模第 4 周检测 24 小时大鼠尿蛋白,72
只大鼠造模成功。SD 大鼠共分五组,A 组:对照组(假手术组),自由摄入饲料和水,检测 12 周;B 组:(模
型组)建立大鼠肾病综合征模型,检测 12 周;C 组:泼尼松治疗组(激素敏感组):肾病综合征模型建立后,
予醋酸泼尼松(10mg/kg·d)灌胃治疗,将激素治疗有效的大鼠分为一组,检测 8 周;D 组:他克莫司治疗

组,肾病综合征模型建立后,醋酸泼尼松上述剂量灌胃治疗 4 周,将部分治疗无效的大鼠,予他克莫司

(0.5mg/kg·d)灌胃治疗 4 周;E 组:(激素耐药组),建立肾病综合征模型后,泼尼松上述剂量灌胃治疗 4
周失败后,他克莫司等剂量的溶媒处理 4 周,共 8 周。A 组､ B 组同时给等剂量的溶媒灌胃治疗。分

别于实验第 0 周､ 4 周､ 6 周､ 8 周､ 12 周末大鼠内眦采血检测生化指标,大鼠代谢笼收集 24 小时

尿,检测大鼠 24 小时尿蛋白。8 周末处死部分老鼠,12 周末实验结束,采集标本后处死剩余所有大鼠,
取肾组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肾组织中 MDR1 的表达,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肾组织中 P-
gp170 的表达。 
结果 (1) 第 8 周末 B 组､ C 组､ D 组､ E 组等大鼠肾组织 MDR1 及 P-gp170 的表达均明显高于 A
组(P<0.05)。(2) C 组大鼠肾组织 MDR1 及 P-gp170 的表达明显高于 B 组(P<0.01)。(3) 第 12 周末

D 组大鼠肾组织 MDR1 及 P-gp170 的表达较第 8 周末降低(P<0.05),第 12 周末 D 组肾组织 MDR1 
及 P-gp170 的表达量较 C 组降低(P<0.01。(4) E 组肾脏近曲小管 P-gp170 的表达与 24 小时尿蛋

白定量呈明显正相关(r=0.84,P<0.05)。(5) 第 12 周末 B 组､ C 组､ D 组､ E 组大鼠肾脏光镜下均有

病变,电镜下有足突融合,E 组较 C 组病变程度重。 
结论 1､ 激素疗效不佳肾病综合征大鼠肾组织中 MDR1 及 P-gp170 的表达增高。 
2､ 激素的应用可能导致激素疗效不佳肾病综合征大鼠肾组织中 MDR1 及 P-gp170 过度表达。 
3､ 逆转激素疗效不佳肾病综合征大鼠肾组织中 P-gp170 的高表达可能是他克莫司治疗激素疗效不

佳肾病综合征作用机制之一。 
 
 
PU-3011 

急性肾损伤早期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曾海艳,熊安秀,王敏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3 

 
 
目的 国内外研究发现许多新的生物学标志物在急性肾损伤的早期诊断中存在应用价值,其中中性粒

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 肾损伤因子 1､ 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N-乙酰-β-D 氨基葡萄糖苷酶

是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对这些新的生物学标志物进行综述。 
方法 文献综述 
结果 新近研究中发现的此类反映肾功能早期受损的新型生物学标志物可能对 AKI 的早期诊断及治

疗方面提供更为广阔的临床思路,但其具体作用机理及灵敏度及特异度报道不尽相同,且相关研究具

有样本量少､ 非多中心研究及临床试验重复性不详等不足 
结论 多项联合检测可能是临床早期诊断 AKI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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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2 

足细胞裂孔隔膜分子 Nephrin 和 Podocin 
在 IUGR 大鼠蛋白尿发生中的作用 

 
朱婧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研究宫内发育迟缓(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IUGR)大鼠肾脏组织中 Nephrin 和

Podocin 的分布与表达,探讨足细胞裂孔隔膜(slit diaphragm, SD)关键分子在 IUGR 大鼠蛋白尿发生

中的作用。 
方法 孕中晚期低蛋白及限制饮食方法建立 IUGR 大鼠模型,在 IUGR 仔鼠出生后 21 天和 4 月龄留取

24 小时尿液和肾脏组织标本,定义分组如下:21 天对照组;21 天 IUGR 组;4 月对照组;4 月 IUGR 组。

测定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组织石蜡包埋切片,HE 和 PAS 染色观察肾脏结构;免疫组化染色鉴定

Nephrin 和 Podocin 在组织中的分布和表达;提取肾脏皮质区蛋白,western blot 鉴定 Nephrin 和

Podocin 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一､ 四组尿蛋白定量结果:21 天时 IUGR 组与对照组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无统计学差异

(P>0.05);4 月时 IUGR 组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较对照组显著增多(P<0.05)。 
二､ 光镜下观察肾小球结构,四组中 HE 染色观察肾组织结构均大致正常,未见肥大及萎缩,球囊壁光

滑,细胞外基质与系膜细胞分布正常;PAS 染色观察肾组织结构均大致正常,肾小球基底膜均无异常增

厚。 
三､ 免疫组化染色可见,在 21 天及 4 月时,对照组大鼠肾组织中 Nephrin 和 Podocin 表达于肾小球

基底膜位置,沿毛细血管袢呈连续线形分布;IUGR 组大鼠表达于肾小球基底膜位置,但阳性表达减少,
其分布不均 。 
四､ Western blot 显示 21 天和 4 月时 Nephrin 和 Podocin 在 IUGR 组的表达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一､ IUGR 大鼠肾小球结构无明显异常,肾小球基底膜未见明显增厚。 
二､ IUGR 大鼠 4 月时蛋白尿明显增加,可能存在足细胞损伤。 
三､ IUGR 大鼠 Nephrin 和 Podocin 蛋白表达较正常对照组减低,可能参与 IUGR 大鼠尿蛋白的发生

发展,为临床早期预防 IUGR 儿发生蛋白尿的干预药物或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分子靶点和理论依据。 
 
 
PU-3013 

儿童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的临床病理及预后的研究 
 

金艳艳,王晶晶,冯春月,刘飞,黄国萍,傅海东,毛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为了了解本地区儿童 HSPN 的临床､ 病理､ 预后的特点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提高对本

病的认识,为今后的诊断､ 治疗提供经验教训。以便更有效地减少因 HSPN 引起的终末期肾功能衰

竭的发生,改善患儿的预后。 
方法  研究对象为 1992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内科住院,临床

诊断为 HSPN,并进行肾活检,经病理确诊为 HSPN 的患儿,共 980 例。回顾性收集､ 分析患儿的临

床､ 病理资料,并随访其病情转归。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分析临床､ 病理､ 预后的特点及相互

之问的关系。 
结果 1.一般情况:男 565 例,女 415 例。2.病理特点:以肾小球病变为主,基本损害是不同程度的系膜

细胞增生和基质增多,可分为局灶性和弥漫性。肾小球可有新月体形成或节段性病交(硬化､ 粘连､

血栓､ 坏死)。根据 ISKDC 的标准,以Ⅱ､ Ⅲ级 多,其中Ⅱ级有 467 例,占 47.7%(Ⅱa 191 例,I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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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例),Ⅲ级有 398 例,占 40.6%(Ⅲa 139 例,Ⅲb 259 例),I 级 79 例,Ⅳ级 11 例,V 级 4 例,VI 2 例,内
皮增生 19 例。小管间质病理分型显示+级为主,其次为++级。免疫沉积类型示单纯 IgA 型､

IgA+IgM 型､ IgA+IgM+IgG 型所占比例较接近。3.临床与病理的关系:性别､ 腹痛等症状､ 发病至

尿异常时间与病理分级无相关性(P>O.05).而皮肤紫癜发生次数与病理损害程度有正相关性

(P<0.05)。紫癜发生多次的病理损害程度相对比紫癜只发生一次的要严重。临床分型与病理分级之

间有相关性(P<O.01),临床表现越严重,病理损害程度也越严重。4.预后:预后:定期随访,随访时限为 3
月~25 年。随访结果:A 正常 496 例,占 50.6%;B 轻度尿异常 356 例,占 36.3%;C 活动性肾脏病 92 例,
占 9.4%;D 肾功能不全 36 例,占 3.4%。 
结论 1､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临床分型与病理分级有相关性,桩床表现越重,则肾损害程度也相对越

重。2.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病理分级与预后有相关性,病理损害越严重,预后不良的危险性就越大。总

体而言,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的预后较好     
 
 
PU-3014 

青少年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细胞因子谱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李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青少年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外周血中 Th1 型细胞因子谱和 Th2 型细胞因子谱的表

达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为治疗 SLE 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30 例初发儿童 SLE 患者(SLE 组)和 30 名健康对照者(健康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2 组研究对象外周血中 Th1 型细胞因子 (IL-2､ IFN-γ､ TNF-α)和 Th2 型细胞因子(IL-4､ IL-6､ IL-10)
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青少年 SLE 组患者血浆 Th2 型细胞因子(IL-6､ IL-10)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

明显升高(P<0.05),青少年 SLE 患者血浆 IL-6 与 IL-10 水平随着疾病活动指数(SLEDAI)的升高而升

高(r=0.6053,P=0.0006;r=0.8828,P<0.0001)。在存在狼疮性心脏损害和(或)狼疮性神经系统损害的

青少年 SLE 患者 IL-6 和 IL-10 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    
结论 细胞因子 IL-6 和 IL-10 可能在 SLE 的发病中起致病性作用, IL-6 和 IL-10 水平有望作为监测疾

病严重程度的生物指标。    
 
 
PU-3015 

成人及儿童过敏性紫癜在临床表现差异研究 
 

杨莉莉
1,刘翠华

1,刘栋
2 

1.郑州市儿童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成人和儿童过敏性紫癜在临床表现和预后中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3 年共 320 例至郑州市儿童医院和郑大一附院就诊的过敏性紫癜患者的资料 
结果 紫癜主要分布于双下肢,但分布于双上肢的比例成人高于儿童(43.8% vs 20.1%);儿童过敏性紫

癜较成人更容易出现关节症状(55.4% vs 26.0%);成人过敏性紫癜较儿童更容易出现腹泻(20% vs 
1.6%);成人过敏性紫癜患者更容易出现血清 IgA 水平的升高和贫血(26.3% vs 3.5%,25% vs 
7.1%)。成人过敏性紫癜患者的肾损害较儿童更严重(78.1% vs 29.0%);进行 31 个月的随访后发现

成人过敏性紫癜进展至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比例是 9.4%,儿童是 1.3%; 
结论 成人和儿童过敏性紫癜在临床表现上存在巨大差异;成人过敏性紫癜更容易出现肾脏受累及肾

脏受损的预后更差 la NUx=Ms 26.0%);成人过敏性紫癜较儿童更容易出现腹泻(20% vs 1.6%);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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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患者更容易出现血清 IgA 水平的升高和贫血(26.3% vs 3.5%,25% vs 7.1%)。成人过敏

性紫癜患者的肾损害较儿童更严重(78.1% vs 29.0%);进行 31 个月的随访后发现成人过敏性紫癜进

展至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比例是 9.4%,儿童是 1.3%; 
 
 
PU-3016 

A Novel insertion mutation Identified in a Chinese Family 
with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by whole-exome 

sequencing 
 

Ye Qing,Wang Jingjing,Zhu Xiujuan,Hu Yunxia,Zhang Yingying,Ye Yuhong,Fu Haidong,Shen Hunjun,Liu 
Zhihong,Xia Yonghui,Liu Aimin,Shu Qiang,Du Lizhong,Mao Jianhua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gene mutations in one Chinese family with X-
linked Alport Syndrome (XLAS), evaluate the value of whole-exome sequencing for genetic 
screening of XLAS, and provide an accurate genetic counseling.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genealogy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of proband, and observe the pathology of renopuncture tissue, sequence the whole-
exome of proband from one kidney disease families b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so as to 
screen the mutations; to validate the mutation sites and analyze the co-segregation of mutation-
phenotypes in other family members by Sanger sequencing, analyze  conservation of the 
mutation sites for various species     
Results The proband’s c.36 (E1) to c.37 (E1) of COL4A5 gene is inserted with TTCT, which 
caused the frameshift mutations. Visual inspection using Integrative Genomics Viewer software 
found that this frameshift mutation leaded to change of amino acid from 13th amino acid and 
terminated in advance at 40th amino acid. Through genetic testing and pedigree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this mutation is the causing of disease in this famil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d a molecular diagnosis and expands the spectrum of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In addition,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ole-exome sequencing b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can be a very powerful tool in high-
throughput genetic screening of inherited diseases     
 
 
PU-3017 

儿童过敏性紫癜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杨晓庆,沈彤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目的 探讨过敏性紫癜(HSP)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 HSP 患儿 97 例,同时选择非消化系统疾病住院

患儿 32 例为正常对照,分别行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 碳-13 呼气测定。 
结果 97 例 HSP 患儿血幽门螺杆菌抗体检出阳性 49 例(50.5%),32 例非消化系统疾病患儿阳性 5 例

(1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97 例 HSP 患儿碳-13 呼气阳性 32 例(32. 9%),对照组碳-13 呼

气阳性 3 例(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结论 HSP 患儿幽门螺杆菌检出率高,HSP 发病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密切相关,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是

过敏性紫癜的发病诱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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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8 

Two Novel Splicing Mutations Identified in two Chinese 
Families with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by Whole-Exome 

Sequencing 
 

Ye Qing,Wang Jingjing,Zhu Xiujuan,Hu Yunxia,Zhang Yingying,Ye Yuhong,Fu Haidong,Shen Huijun,Liu 
Zhihong,Xia Yonghui,Liu Aimin,Shu Qiang,Du Lizhong,Mao Jianhua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dentify genetic mutations in two Chinese families with 
X-linked Alport syndrome (XLAS), evaluate the value of whole-exome sequencing for genetic 
screening of XLAS and provide an accurate genetic counselling.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probands were analysed, their pathology of renopuncture tissue was 
observed and the whole-exome of two probands was sequenced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o screen the respective mutations. Clinical data of genealogy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two families were collected to validate the mutation sites by Sanger 
sequencing. The co-segregation of mutation phenotype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these mutation 
sites for various species were analysed.     
Results Two novel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classic splice sites of COL4A5 gene. The 
mutation found in Family 1 was c.2147-2A>T (IVS27-2A>T). The hybrid mutation of c.646-2A>G 
(IVS11-2A>G) was found on the female proband’s COL4A5 gene in Family 2.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a molecular diagnosis and expands the spectrum 
of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XLA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ole-
exome sequencing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can be a very powerful tool in high-throughput 
genetic screening of inherited diseases.     
 
 
PU-3019 

以肾病综合征为临床表现的儿童 IgM 肾病特征 
 

冯春月,刘飞,傅海东,沈辉君,毛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临床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病理诊断为 IgM 肾病患儿的临床特征。    
方法 以 1991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住院,临床诊断为原发性肾病

综合征,肾脏穿刺病理活检诊断为肾小球轻微病变 IgM 肾病患儿为研究对象,以同期住院病理诊断为

微小病变的无 IgM 沉积的肾病综合征患儿为对照组。分析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对糖皮质激素､ 各种免

疫抑制剂治疗的反应。    
结果 �这个期间临床诊断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同时进行肾穿病理活检的病例共 441 例,其中 IgM 肾病

患儿 74 例(IgM++,男 47 例,女 27 例,发病年龄 1 岁~12.5 岁),微小病变患儿 263 例(男 195 例,女 68
例,发病年龄 1 岁~14 岁),两组患儿间的发病年龄､ 性别构成无显著差异。两者临床上均可并发血尿

及高血压,两者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IgM 肾病､ 对照组患儿血清 IgM 的浓度､ 血清 IgG､ 血清

IgA､ 血清白蛋白､ 血胆固醇､ 24h 尿蛋白量､ 血清肌酐水平无显著性差异。�IgM 肾病比微小病变

患儿糖皮质激素耐药率及频复发率高(p<0.01);但是两组患儿间复发次数无显著性差异(p>0.05)。④

两组激素耐药患儿联用免疫抑制剂治疗,多数病情得到缓解;两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病理类型为 IgM 肾病的肾病综合征患儿激素耐药及频复发的发生率较高;激素耐药患儿对免疫

抑制的反应较好;提示早期应用免疫抑制剂可能减少激素的用量及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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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0 

儿童家族性孤立性血尿致病基因研究 
 

李永珍,何庆南,易著文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3 

 
 
目的 通过对 8 个家系家族性孤立性血尿患者进行全外显子测序,了解儿童家族性孤立性血尿患者可

能的致病基因。 
方法  
选取来自 8 个家系的 10 例家族性孤立性血尿患儿,以及 7 例相关的家系成员,应用全外显子测序技术

检测家族性孤立性血尿的致病基因。 
结果 ①本实验从 7 个家系的 9 例家族性血尿患儿及 1 例家系成员中测出可能致病突变位点 13 个,
分别来自 12 个基因:LAMB2､ NPHS1､ COL4A3､ FN1､ NUP205,ANKS6､ SDCCAG8､ PMM2
､ VILL､ MYH2､ PMS2､ MEN1。总检出率为 58.8%(10/17),8 个家系中有 7 个家系的患儿被检测

出突变,检出率为 87.5%(7/8)。②10 例患儿中,B-03､ D-00､ F-00 存在基底膜(glomerular 
basement membrane,GBM)改变的患儿基因突变复杂,且仅有 D-00 携带有 COL4A3 基因突变,D-00
､ F-00 患儿家族中均有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或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成员;有 3 例患儿(A-00､ A-01､ H-00)病理表现为 FSGS,其中 A-00､ A-01 被检测

出致病基因突变。③本实验检测出 COL4A3 的一个新发突变 c.T2310G,是首次报道。 
结论 ①COL4A3-5,以及 LAMB2､ NPHS1､ FN1､ NUP205,ANKS6､ SDCCAG8､ PMM2､ VILL､
MYH2､ PMS2､ MEN1 可能为儿童家族性血尿､ 尤其是肾脏病理类型出现 GBM 改变或表现为

FSGS､ 具有 CKD 或 ESRD 家族史病例的致病基因。②本实验检测出 COL4A3 的一个新发突变

c.T2310G,是首次报道。 
 
 
PU-3021 

霉酚酸酯血药浓度监测在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中的意义 
 

张致庆
1,2,沈茜

1,2,李智平
1,李琴

1,徐虹
1,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上海市肾脏发育和儿童肾脏病研究中心 

 
 
目的 评估难治性肾病综合征(PNS)中霉酚酸酯(MMF)血药浓度监测的意义及相关因素对 MPA AUC
的影响,并探索优化的采样方案。 
方法 前瞻性分析 2015.11-2017.3 本中心进行 MMF 血药浓度监测的难治性 PNS 患儿共 46 例

(SRNS22 例,SSNS24 例),初始 MMF 剂量 20-30mg/kg/d,均至少规律口服 MMF5 天,依据药代动力

学特点,检验服药前 30min(C0),服药后 20min(C0.33),服药后 1h(C1),服药后 3h(C3)的 MPA 浓度

(EMIT 法),Bayesian 估算获得 MPA AUC 值,随访半年。治疗有效定义为加用 MMF(或调整剂量)半
年内,SRNS 组尿蛋白至少较加用(或调整剂量)前半年减少 10%,SSNS 组半年内复发次数较加用(或
调整剂量)前半年内减少。利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运算。 
结果 3.1 一般情况:SRNS 和 SSNS 组的性别比､ 年龄､ 体重､ 身高､ MMF 剂量､ 激素剂量､ GFR
､ 肌酐､ 白蛋白､ 血色素､ 24h 尿蛋白､ FK 浓度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Logistic 回归分析,既往使

用美罗华与否对疗效影响无差异。 
3.2 MMF 血药浓度监测的意义及相关影响因素 
3.2.1 MMF 剂量在 SRNS 和 SSNS 组的低(<30ug/(h*ml))､ 中(30-60 ug/(h*ml)､ 高(>60 
ug/(h*ml))AUC 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 分别为 0.60,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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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白蛋白值与 MPA AUC 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670)。在治疗有效的患儿中,当白蛋

白>33.7g/L 时,AUC 越可能>30ug/(h*ml)。 
3.3 采样方案的优化 
3.3.1 本研究 4 个采样点与 MPA AUC 关系:C0､ C1､ C3 与 AUC 均成正相关,分别为

0.846,0.655,0.711,P<0.05;C0.33 则为 0.223,P 0.14。 
3.3.2 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构建 SRNS 和 SSNS 的 AUC 拟合曲线,SRNS 组:MPA 
AUC=0.377+6.325*C0+8.347*C1+7.284*C3+4.100*C0.33;而 SSNS 组:MPA 
AUC=3.054+4.57*C0+3.043*C1+3.743*C3,与 C0.33 无关。 
结论 MPA 血药浓度并不决定于 MMF 剂量,若单纯根据剂量给药,并不能达到合适血药浓度,故监测

MPA AUC 对指导临床给药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已发现白蛋白水平可影响 MPA AUC,后期可进一步研

究 MPA 代谢相关基因､ 酶对其影响。本研究所采用的 4 点采样法在 SSNS 中尚可得到进一步的优

化。 
 
 
PU-3022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在过敏性紫癜急性期的表达及其意义 
 

郑姣姣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过敏性紫癜( HSP)是一种累及多脏器的疾病,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但发病机制尚不明确。高迁

移率族蛋白 1(HMGB1)对炎症反应扩大､ 维持､ 内皮细胞功能及免疫调节均具有重要作用。本实验

通过检测过敏性紫癜患儿急性期血清中 HMGB1 含量,探讨其与过敏性紫癜关系。 
方法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肾脏专业组确诊的过敏性紫癜患儿共 65 例:其中过敏性紫癜关

节型 15 例､ 腹型 15 例､ 皮肤型 16 例,紫癜性肾炎 19 例,15 例正常儿童为对照组。检测血清中

HMGB1 含量及与过敏性紫癜一般临床资料相关性。 
结果 1 HSP 患儿不同性别血清 HMGB1 含量:男孩 3805.20(2056.46) pg/mL,女孩 3590.07 
(1841.64)pg/m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5.38,P>0.05,两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2 在对照组 HMGB1 含量 2012.48±851.65pg/mL 与过敏性紫癜组 3551.76±1258.14pg/mL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t´=-5.71,P<0.01,两独立样本 t´检验)。 
3 在对照组､ 紫癜性肾炎组和非肾炎组中 HMGB1 含量分别

为:2012.48±851.65pg/mL,4317.48±1083.59pg/mL,3235.49±1196.56 p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7.94,P<0.01,完全随机设计 ANOVA)。对照组分别与紫癜性肾炎组和非肾炎组比较 P<0.01 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紫癜性肾炎组和非肾炎组比较 P<0.01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 在过敏性紫癜关节型､ 腹型､ 单纯皮肤型､ 紫癜性肾炎组 HMGB1 的含量分别

为:3314.15±1146.35pg/mL,3371.41±1303.90pg/mL,3034.33±1189.16pg/mL,4317.48±1083.59pg/
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4.03,P<0.01,完全随机设计 ANOVA)。其中紫癜性肾炎组分别与关节型

､ 腹型､ 皮肤型比较 P<0.05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单纯皮肤型分别与腹型､ 关节型比较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腹型､ 关节型较单纯皮肤型 HMGB1 含量呈升高趋势。 
5 HMGB1 与白细胞计数､ IgA､ 血肌酐均呈正相关性(r=0.31,r=0.44,r=0.55)。 
结论 1 在不同性别的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清中 HMGB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在过敏性紫癜患儿急性期血清 HMGB1 的表达量高于正常对照组,且紫癜性肾炎组高于非肾炎组,
说明 HMGB1 参与了过敏性紫癜的发病及肾脏损害的发生。 
3 血清 HMGB1 在过敏性紫癜腹型､ 过敏性紫癜关节型､ 紫癜性肾炎的水平均高于过敏性紫癜皮肤

型,说明 HMGB1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过敏性紫癜的脏器受损情况及病情严重程度。 
4 血清 HMGB1 与白细胞计数､ IgA､ 血肌酐呈正相关,推测血清 HMGB1 可能参与过敏性紫癜病程

中炎症反应､ 免疫调节过程,并与肾脏损伤密切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270 
 

PU-3023 

135 例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随访观察 
 

钟日荣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350028 

 
 
目的 观察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于我院儿科门诊及住院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病例,
随访终点为停药 3 年或随访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 (1)共收治原发肾病综合征患儿 186 例,门诊长期随访 135 例(占 72.58%)。(2)135 例中,男 97
例(占 71.85%),女 38 例(占 28.15%)。发病年龄 小 1 岁 6 个月, 大 12 岁。<3 岁 43 例(占
31.85%);~6 岁 68 例(占 50.37%);~12 岁 23 例(占 17.04%)。(3)135 例中,诊断单纯型肾病综合征

112 例(占 82.96%),肾炎型肾病综合征 23 例(占 17.04%)。(4)135 例中行肾穿刺 35 例,其中 MCD9
例(占 25.71%),MsPGN16 例(占 45.71%),IgAN6 例(占 17.14%),FSGS2 例(占 5.71%),MPGN1 例

(占 2.86%),MN1 例(占 2.86%)。(5)初治激素敏感 125 例(占 92.60%);激素部分敏感 7 例(占 5.19%);
激素耐药 3 例(占 2.22%)。(6)所有激素敏感 112 例中,无复发者 43 例(占 38.39%),复发者 69 例(占
61.61%)。复发病例中频复发 34 例(占 49.28%)。(7)所有复发中,总复发次数 166 次,其中呼吸道感

染 127 例次(占 76.51%),泌尿系感染 22 例次(占 13.25%),牙龈炎 3 例次(占 1.81%),皮肤感染 2 例次

(占 1.20%),原因不明 12 例次(占 7.23%)。(8)频复发､ 激素部分敏感及激素耐药者共 44 例,均加用

免疫抑制剂治疗,其中加他克莫司 22 例后缓解 15 例(缓解率 68.18%),加环磷酰胺 13 例后缓解 10
例(缓解率 76.92%),加霉酚酸酯 21 例后缓解 12 例(缓解率 57.14%)。加静脉用丙种球蛋白 11 例后

缓解 8 例(缓解率 72.73%)。(9)135 例中,已停药 110 例,25 例仍治疗中。 
结论 儿童单纯型肾病综合征多见于学龄前儿童,男性占多数,激素治疗大多数敏感,呼吸道感染是肾病

综合征患儿复发 主要原因。激素疗效不佳或频复发患儿,应及早行肾活检检查,根据病理类型选择

治疗方案。 
 
 
PU-3024 

高通量基因分析在疑诊 Alport 综合征病因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谢建军,王硕,谭竹,赵莹,郝鹏 
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1000070 

 
 
目的 初步探讨肾病相关基因高通量测序分析在疑诊 Alport 综合征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近期收治的 3 例疑诊 Alport 综合征患儿,经知情同意,取静脉血 3ml(抗凝),父母外周血各 2ml,
提取基因组 DNA。2 例行肾病相关基因高通量测序,1 例行全外显子测序,对“变异”或“突变”位点进行

一代测序验证。对确定的基因突变结合 OMIM 数据库进行致病性分析。 
结果  
病例 1,男,11 岁,6 岁时发现神经性耳聋,11 岁出现全身水肿､ 大量蛋白尿和镜下血尿。肾活检病理

显示:2/15 个肾小球阶段硬化,局灶阶段中重度加重;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和颗粒变性;肾间质多灶性

泡沫细胞浸润;免疫荧光:未见 Ig 和补体沉积,Alport a1±,Alport a3-和 a5-。诊断:Alport 综合征?病例

2,女,34 天,生后不久出现水肿,逐渐加重,有听力障碍。尿蛋白 4+,未见血尿,未行肾活检。初步诊断: 
1.先天性肾病?2.Alport 综合征?病例 3,女,10 岁,6 月时确诊神经性耳聋,9 岁时出现一过行蛋白尿,持
续镜下血尿,诊断 Alport 综合征?IgA 肾病?拒绝肾穿刺活检。基因分析结果见表。 
    病例 1 提供了肾病理,仍未能确诊 Alport 综合征,分子遗传学检出 FN1 基因突变,可以解释耳聋和

肾病表型,不能解释 Alport 综合征。病例 2 检出 NPHS1,后续重复基因分析发现该基因存在杂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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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未显示),可解释肾病和听力障碍表型,不支持 Alport 综合征。病例 3 检出 NEIL1 基因突变,产生激

素耐药肾病综合征表型,不支持 Alport 综合征。 
病

例 分子遗传学检测结果 致病

性 
相应遗传方式和 
相关表型 

父/母 
基因型 

1 

1.   GJB2:c299-300AT 缺失(E2) 
/p.H100Rfs14;杂合 
2.   DIAPH1:c.2032C>T(E16)/p.P678S;杂合 
3.   FN1:c.6959T>G(E42)/p.F2320C;杂合 

1.较
高 
  
2.可
能 
  
3.可
能 

1.AR,耳聋 1A 型 
  
2.AD,耳聋 1 型 
  
3.AD,纤维连接蛋白沉积肾

小球病 

1.母,杂
合 
  
2.母,杂
合 
  
3.父,杂
合 

2 
NPHS1:c.105G>A(E2)/p.W35X;杂合(全外显

子) 较大 AR,肾病综合征 1 型 母,杂
合 

3 NEIL1:c.1195G>A(E9)/p.D339N; 
杂合 不明 遗传方式不明,激素耐药性

肾病综合征 
母,杂
合 

 
结论 对疑诊或需排除 Alport 综合征患儿,未行肾穿刺或肾病理不能确诊时,行高通量分子遗传学分析

有助于病因诊断,也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PU-3025 

ESM-1 和 sICAM-1 在儿童过敏性紫癜 
和紫癜性肾炎中的变化及意义 

 
陈莹华,张建江,史佩佩,张花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研究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ESM-1)及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1(sICAM-1)在过敏性紫癜(HSP)
和紫癜性肾炎(HSPN)血清中的含量,及 ESM-1 在肾脏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寻找可反映 HSP 肾脏受累

的新指标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住院治疗的 74 例患儿为实

验组,其中 HSP 组 32 例,HSPN 组 42 例;门诊健康体检儿童 21 例为对照组。HSPN 组又分为肾穿组

30 例(RB 患儿),保守治疗者 12 例;RB 患儿进一步分为 A 组:Ⅱ及以下,8 例;B 组:Ⅲa,14 例;C
组:Ⅲb,8 例;另选取 8 例微小病变(MCD)患儿的肾穿组织作为肾组织的正常对照组。应用 ELISA 法

检测研究对象血清 ESM-1､ sICAM-1 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 ESM-1 在肾脏组织中的表

达。 
结果 1､ HSP 组及 HSPN 组血清 ESM-1､ sICAM-1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 HSPN 组高于 HSP 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HSPN 组大量蛋白尿与非大量蛋白尿之间血 sICAM-1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Z=-2.575,P=0.01),而血 ESM-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1 ,P=0.318)。RB 患儿各病理

组别之间的血 ESM-1､ sICAM-1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0.298,P=0.585;c2=1.892,P=0.401)。 
2､ 肾小球中 ESM-1 的表达(AOD 值):MCD 组､ A 组､ B 组及 C 组肾小球 ESM-1 表达水平(AOD 值)
总体分布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0.09,P<0.01)。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C 组 AOD 值均高于其

他各组,且与 MCD 组､ A 组､ B 组之间的差异均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 MCD 组､ A 组

､ B 组相互之间 AOD 值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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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M-1 与病理级别的相关性:RB 患儿肾脏 ESM-1 与病理级别呈正相关(r=0.617,P<0.01);并与血

清 ESM-1 水平成正相关(r=0.783,P<0.01);而 RB 患儿血清 ESM-1 水平与其肾脏病理级别无相关性

(r=0.169,P=0.371)。 
4､ ESM-1､  sICAM-1 与各临床指标相关性分析:血清 ESM-1 与血 sICAM-1 与成正相关(r 
=0.894,P<0.01);血 ESM-1､ sICAM-1 与 D-二聚体均呈负相关(r=-0.320,P=0.013;r =-
0.291,P=0.024);血 ESM-1､ sICAM-1 与尿 NAG 酶均呈正相关 
(r=0.324,P=0.015;r =0.275 ,P =0.041)。 
结论 1.ESM-1 和 sICAM-1 可能均参与了 HSP 及 HSPN 的发生和发展。 
2.监测血 ESM-1 的水平可以间接反映肾脏组织 ESM-1 的表达情况。 
 
 
PU-3026 

Comparison of the renal disease of children at the plateau 
and plain area based on renal biopsy data 

 
Wang Nini,Tao Yuhong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nal biopsy data and relation 
between pathological change and clinical presentation at the plateau and plain areas in China. 
Methods  Between 2001 and 2016, renal biopsy was conducted in 169 cases from the plateau 
areas and 575 cases from plain areas in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The renal 
pathology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plateau area was mainly inhabited by Tibetan and Yi people, while Han nationality 
was more common at the plain area. Primary kidney disease at plain areas was more common 
than that of plateau area. The primary glomerulonephritis mainly was IgA nephropathy (41.6% vs 
27.8%) at plateau areas, while it was glomerular slight lesion (36.7% vs 31.2%) at plain areas. 
IgA nephropathy was predominant pathological change of 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 and 
hematuria at the plateau areas. The pathologic type of 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 was similar at 
plateaus and plain areas: slight glomerular lesion was most common in simple type nephrotic 
syndrome, and IgA nephropathy was the most common pathological change in nephritic type 
nephrotic syndrome. In 74 cases of acute kidney injury, nephrotic syndrome was the main cause 
of primary kidney disease, IgA nephropathy was the majority of pathological type, and the 
etiology of non-primary kidney disease was purpura nephritis. In 48 cases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nephrotic syndrome was the main cause of primary kidney disease, but purpura 
nephritis was non-primary kidney disease, and lupus nephritis was more common at plain area. 
Conclusions The common primary glomerular diseases at plateau and plain area was nephrotic 
syndrome, followed by hematuria. Additionally, IgA nephropathy and glomerular minor lesion 
were main pathological change at plateau area and plain area. 
The most common secondary glomerular disease at the is purpura nephritis, while lupus nephritis 
is more common at. 
 
 
PU-3027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肾损害患儿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李倩,孙书珍,周爱华,王莉,姚秀俊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 ( pSS )肾损害患儿的临床病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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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999 年 4 月 - 2017 年 4 月住院诊治的 7 例 pSS 合并肾损害患儿的临床及病

理特征。 
结果  患儿共 7 例,其中女孩 6 例,男孩 1 例; 年龄 8 岁 ~ 13 岁, 平均年龄 10.5 岁。首发症状表现为

肾小管酸中毒 6 例,蛋白尿 3 例(其中 1 例肾病综合征),溶血性贫血 1 例,腮腺大 1 例,发热伴紫癜 1 例,
高血脂 1 例。肾脏受累主要表现为肾小管酸中毒 6 例,蛋白尿 3 例(其中 1 例肾病综合征)。实验室检

查: 抗 SSA( 7/7 例)､ 抗核抗体(ANA ) (7/7 例)检测均呈阳性;抗 SSB(5/7 例)､ 类风湿因子(RF) (5/6
例)､ I g G (5/7 例)､ 血沉快(6/7 例)､ 碱性尿(5/7 例)阳性率较高;7 例患儿均未出现 dsDNA 阳性､

白细胞降低。腮腺造影者 6 例, 均提示末梢导管管腔扩张, 排空功能减退; 泪液分泌试验 6 例, 其中 5
例阳性。唇腺活检 1 例,病理提示涎腺间质多量淋巴细胞 ( LC ) 浸润。肾组织穿刺活检 3 例,病理诊

断分别为继发性膜性肾病､ 急性间质性肾炎伴缺血性肾损伤､ 肾小球轻微病变伴弥漫性间质性炎症

反应。7 例 pSS 患儿均加用足量泼尼松,其中 2 例予以 C TX 冲击治疗,1 例口服霉酚酸酯治疗,2 例

加用羟氯喹。经治疗 1 月后病情得以控制。 
结论 pSS 肾损害患儿临床主要表现为 RTA 和蛋白尿,肾脏病理活检有助于明确临床诊断及指导治

疗。 
 
 
PU-3028 

低分子右旋糖酐诱发肾病儿童急性肾损伤三例诊疗分析 
 

陈雁,白海涛,杨阳,易翠莉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低分子右旋糖酐诱发肾病儿童出现急性肾损伤(AKI)的临床特点､ 诊治经过及经验 
方法 分析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曾于我科诊治的 3 例因使用低分子右旋糖酐诱发 AKI 的
肾病患儿,对其原发病特点､ 临床诊治经过､ 生化指标对比､ 病理改变及肾功能恢复时间等指标进

行研究 
结果 3 例患儿中,1 例为女性,确诊年龄 6 岁,原发病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并狼疮性肾炎,2 例为男性,年龄

1 岁 10 个月至 13 岁,原发病均为肾炎性肾病综合征,三例 3 例患儿均曾于外院治疗,发病时足量激素

使用>4 周且原发病未改善,尿检均提示大量蛋白尿(>50mg/kgd),三例患儿中低分子右旋糖酐使用剂

量均为 10ml/kgd,累计使用天数分别为 1 天､ 3 天及 37 天,根据 2011 年 KDIGO 指南评估三例患儿

确诊 AKI 时间为用药后 12 小时､ 5 天及 6 天,其中 2 例为 AKI II 期,尿量<0.5ml/kgh ≥ 12h,1 例为

AKI III 期,已无尿 3 天,确诊时血肌酐 74-322mmol/L(参考值 44-80mmol/L),血尿素氮 24.7-
34.2umol/L(参考值 3.4-7.1umol/L),CysC 2.6-6.5mg/L 参考值(0.6-1.03mg/L),尿常规均为大量蛋白

尿,尿糖 2+~4+,尿微球蛋白均>300ug/L,上述 3 个病例均在确诊 AKI 后停用低分子右旋糖酐,并予血

浆及白蛋白交替扩容,足量激素治疗原发病,并予抗感染､ 抗凝､ 补钙等对症处理,所有病例肾功能均

有不同程度好转,其中一例 AKI II 患儿经上述治疗 2 周后肌酐及尿量回复正常,水肿消退,肾脏穿刺明

确诊断为局灶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另一例 AKI II 患儿自动出院后失访,AKI III 期患儿经治疗后肾穿提

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伴肾间质损伤 
结论 原发肾脏病患儿是低分子右旋糖酐诱发 AKI 的高危人群,同时原发病病程长､ 激素治疗不敏感

､ 合并使用其他肾毒性药物､ 有效血容量不足等是该并发症的易感因素,该类药物主要由肾脏代谢,
不易分解,易于肾小管处聚集使之处于高渗状态,易导致肾小管上皮细胞出现高渗性损伤,于病例中患

儿的肾穿结果相符合。停用低分子右旋糖酐后 AKI 均得到不同程度缓解,建议该类患儿慎用此类药

物,必要时减量或缩短用药时间,监测肾功及尿量,病情危重者及时采用肾脏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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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9 

儿童 IgA 肾病肾病综合征型肾脏病理危险因素分析 
 

张翼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儿童 IgA 肾病肾病综合征型病理特点及肾脏病理损害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我院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经肾活检确诊 IgA 肾病且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患儿 58
例,依照 Lee 氏分级将病例分为 A 组 12 例(Lee 分级≤Ⅱ级)和 B 组 46 例(Lee 分级≥Ⅲ级),比较两

组临床指标,并对影响肾脏病理损害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A 组血总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血 IgE､ 血 C3 和 C4 水平高于 B 组,蛋白尿定量水平

低于 B 组(P<0.01);A 组血 IgE 升高发生率高于 B 组(P<0.01),A 组肉眼血尿､ 肾组织 C3 沉积､ IgA
沉积≥3+的发生率低于 B 组 (P<0.01) 。多因素分析显示,IgA 肾病肾病综合征患儿病理损害重的独

立危险因素为肉眼血尿､ IgA 沉积 3+及以上(0R 值分别为 27.587､ 15.19;P 分别为 0.038､ 0.032),
血 IgE 升高患儿肾脏病理损害程度相对较轻(OR=0.014,P=0.004)。 
结论 IgA 肾病肾病综合征患儿临床､ 病理表现存在差异,血 IgE 水平､ 肉眼血尿有助于判断肾脏病

理损害程度。 
 
 
PU-3030 

肾内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在小儿紫癜性肾炎中的改变 
 

张晓翠,侯兆玉,邓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肾内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异常活化与 IgA 肾病､ 糖尿病肾病等多种肾脏病密切相关,局
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血管紧张素 1-7—Mas 受体(ACE2—Ang- (1-7)—MasR)与血管紧张素转化

酶—血管紧张素Ⅱ—1 型受体(ACE—Ang II—AT1R)在维持肾脏生理功能上相互拮抗,本研究为探讨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HSPN)患儿尿液及肾脏组织中 RAS 组分的分布与改变,分析其与 HSPN 的相关

性,明确肾内 RAS 激活是否参与 HSPN 的进展,从而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 
方法 ①收集 2016.02-2017.02 期间我科收治的 130 例初诊的 HSP 患儿的 24 小时新鲜尿液,根据有

无肾脏受累分为 HSP 组 97 例,HSPN 组 33 例,另有正常对照组 30 例。采用 ELISA 法检测尿液中血

管紧张素原(AGT)､ ACE2､ AngⅡ､ Ang1-7 的水平;分析比较三组之间的差异。②采用免疫组化染

色法检测肾组织中的 ACE､ ACE2､ AngⅡ､ Ang1-7 表达与分布,其中 HSPN 组(N=6)和对照组组

(N=7)。 
结果 ①与对照组及 HSP 组比较,HSPN 组尿液中 AGT､ ACE2､ Ang II 水平显著增加(P<0.05),HSP
组患儿尿液中 ACE2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Ang1-7 在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②免疫组画染色法显示,HSPN 组与对照组比较, ACE､ AngⅡ､ Ang1-7 在肾小球和肾小管中表达明

显增加(P<0.05),ACE2 在肾小球中表达减少(P<0.05),而在肾小管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

经 Pearson 单因素相关分析,在 HSPN 组中尿 AGT､ ACE2 与尿 AngⅡ呈正相关(r=0.42,P<0.05),与
24h 尿蛋白呈正相关(r=0.56,P<0.05),尿 AGT 尿血管紧张素原与肾内 AngⅡ免疫组化染色面积呈正

相关(r=0.51,P<0.01)。 
结论 尿 AGT､ ACE2､ Ang II 增加提示 HSPN 患儿肾内 RAS 的活性增加,且可作为 HSPN 有效生

物学标记物;HSPN 肾脏组织中 ACE､ ACE2､ AngⅡ､ Ang1-7 共同存在于肾小管上皮细胞刷状缘,
肾小球中 ACE､ AngⅡ的表达增加,而 ACE2､ Ang1-7 表达减少提示肾内 RAS 的异常激活与

HSPN 的进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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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1 

儿童肾病综合征并发静脉窦血栓临床改变及治疗分析 
 

郑凯元,代艳,李新叶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分析儿童肾病综合征合并静脉窦血栓的临床特点及治疗 
方法 患儿男,3 岁,因“确诊肾病综合征 1 月 10 天,发热､ 呕吐 1 天”收住院。住院期间诉头痛､ 呕吐。

查体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四肢轻度水肿,心肺腹无异常,专科神经系统查体无异常。入院血常

规､ 凝血功能正常,血清白蛋白下降,血脂升高。入院后予甘露醇降低颅压后行腰刺示脑

压>500mmHg,脑脊液生化､ 常规正常。急查头颅 CT 示上矢状窦､ 窦汇及临近部分左侧横窦､ 右

侧横窦及乙状窦､ 大脑大静脉及直窦见条状高密度影。头颅 MRI:右侧横窦及乙状窦､ 上矢状窦､

窦汇走形区条带状异常信号影。颅脑 MRV 示右侧乙状窦､ 右侧横窦､ 上矢状窦､ 窦汇血流信号未

见明显显示,下矢状窦血流信号减弱,考虑静脉窦血栓形成可能性大。 
结果 在利用激素治疗原发病的同时,予低分子肝素钠､ 华法林(1.4mg/d)抗凝。并根据 INR 指数调整

华法林用量,注意期间各类药物及患儿病情反复可影响华法林效用。积极评估凝血功能情况,维持

INR 在 2~3。多次复查腰穿颅内压逐渐降至正常。 
结论 儿童肾病综合征合并静脉窦血栓较为少见。临床上除表现出发热､ 咳嗽等感染症状及凹陷性

水肿､ 泡沫尿等肾病综合征症状外。如患儿出现精神､ 瞳孔大小改变。表现出头痛､ 呕吐等表现。

应注意有无出现颅内高压综合征。并应鉴别有无静脉血栓的可能。积极完善颅脑核磁共振,予肝素

钠､ 华法林抗凝同时使用甘露醇､ 甘油果糖降低颅内压。降低患儿出现颅内出血的可能。 
 
 
PU-3032 

成功诊治 1 例原发性辅酶 Q10 缺乏症并文献分析 
 

童桂霞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提高对原发性辅酶 Q10 缺乏症(Primary coenzyme Q10 deficiency)的认识。 
方法 总结 1 例以肾病综合征起病的原发性辅酶 Q10 缺乏症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结果,并文献分

析。 
结果 患儿男,8 个月,因发现蛋白尿入院,住院期间出现双眼睑浮肿,尿色淡黄,无肉眼血尿,可见少许泡

沫尿,多次查尿常规提示大量蛋白尿､ 镜下血尿,肾功能正常,补体正常,结合患儿发病年龄小,且患儿

哥哥 1 岁 2 个月患因“肾病综合征”夭折,进一步行基因检测,该患儿携带 COQ2 基因的两个杂合突

变:c.973T>C(p.T325A)和 c.778+1C>T。两个突变均未见文献报道,但预测 c.973T>C(p.T325A)可能

有害;而 c.778+1C>T 可能会影响剪切,因此可能具有致病性。传递分析表明该患儿父亲携带 COQ2
基因 c.973T>C(p.T325A)杂合突变,患儿母亲携带 COQ2 基因 c.778+1C>T 杂合突变,结合临床表现,
推测该患儿为两个突变的复合杂合子。COQ2 基因突变引起原发性辅酶 Q10 缺陷 1 型,以常染色体

隐性方式遗传,给予辅酶 Q10 治疗后,随访患儿蛋白尿明显好转。 
结论 本例患儿为以肾病综合征起病的原发性辅酶 Q10 缺陷症,给予辅酶 Q10 治疗后效果较好。它

是国内首例报道的以肾病综合征起病的原发性辅酶 Q10 缺乏的病例,为儿童原发性辅酶 Q10 的诊断

和治疗开始一个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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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3 

rhACE2 对 AngII 诱导的人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 
及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张红利,邓芳,侯兆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研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human renal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rhACE2)对血管紧张素

II(Angiotensin II,angii)诱导的人肾小球系膜细胞(HRMC)增殖及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凋亡的

影响,探讨过敏性紫癜肾脏损伤的可能机制及新的治疗方案。 
方法 分别以人 HRMC 及 HUVEC 为研究对象,用 AngII 和 rhACE2 进行干预,分为空白对照组､

AngII 刺激组､ rhACE2 刺激组､ AngII+rhACE2 组。MTT 法分别检测 HRMC 的增殖､ HUVEC 的

存活率;流式细胞术检测 HRMC 的周期､ HUVEC 的凋亡率。 
结果 rhACE2 对 AngII 所诱导的 HRMC 增殖有明显抑制作用;与 AngII 组比较,rhACE2+AngII 组能

使 HRMC 的 S+G2 期细胞减少。rhACE2 对 AngII 所诱导的 HUVEC 的凋亡有明显抑制作用;与
AngII 组比较,rhACE2+AngII 能使 HUVEC 的凋亡率降低。 
结论 rhACE2 能抑制 AngII 诱导的系膜细胞增殖作用,抑制 AngII 所诱导的内皮细胞凋亡。 
 
 
PU-3034 

PAF 及其乙酰水解酶与过敏性紫癜肾损害的关联性研究 
 

鲁阳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通过检测血 PAF 及其乙酰水解酶的水平并分析两者的相关性,探讨其与急性期过敏性紫癜肾脏

损害的关联性,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于宁夏医科大学住院的初发过敏性紫癜 30 例,根据 6 个月内是否发

生肾损害分紫癜性肾炎组,非紫癜性肾炎组,并另选 30 例儿童为健康对照组;同时于就诊诊断时采集

血样,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水解酶(PAF-AH)mRNA 表达,同时采用

ELISA 检测 PAF 及其乙酰水解酶蛋白水平变化。 
结果 紫癜性肾炎组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水解酶(PAF-AH)mRNA 较非紫癜性肾炎组升高,且其血清中

含量较过敏性紫癜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紫癜性肾炎组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水解酶

(PAF-AH)mRNA 较正常对照组升高 ,且血清中含量较正常对照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紫
癜性肾炎组血清中血小板活化因子(PAF)较非紫癜性肾炎组降低,正常对照组较过敏性紫癜组血小板

活化因子(PAF)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水解酶参与紫癜性肾炎,并成正相关。2.血小板活化因子参与紫癜性肾

炎,与其水解酶可能成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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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5 

血浆置换治疗儿童蜂蛰伤伴神经系统损害 1 例 
 

袁传杰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儿童蜂蛰伤的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蜂蛰伤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男性患儿,11 岁 3 月。蜂蛰伤后 2 天出现反复抽搐､ 意识障碍,Glasgow 昏迷评分 9 分,转氨酶

及肌钙蛋白明显升高,脑脊液检查未发现异常,经两次血浆置换后好转出院。出院半月门诊随访肝功

能及肌钙蛋白无异常,脑电图及头颅 MRI 无异常。 
结论 血浆置换可治疗儿童蜂蛰伤伴神经系统损害。 
 
 
PU-3036 

血液净化治疗儿童中毒的临床特点及流行病学分析 
 

袁传杰,陶于洪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血液净化治疗儿童中毒的临床特点及流行病学特征,为合理选择血液净化方案提供临床依

据 
方法 收集 2006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血液净化中心行血液净化的 413 例

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对患儿流行病学资料､ 临床特点及血液净化方案进行归纳总结,并比较死亡组

与存活组的一般资料 
结果 1.儿童中毒物质常见为农药､ 药物及生物毒素,其中以百草枯为主,并且占自杀及死亡患儿一半

以上。2.主要的血液净化模式为血液灌流(52.54%),对不同中毒物质采取的血液净化模式有所差别。

3.存活组与死亡组比较,男女比率更高,住院时间更长,年龄及器官损伤个数少于死亡组(P<0.05) 
结论 以血液灌流为主的血液净化治疗儿童中毒具有较好的疗效,根据中毒种类及临床症状积极合理

选择血液净化模式 
 
 
PU-3037 

儿童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 (CVVH) 枸橼酸抗凝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临床研究 
 

何旭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0 

 
 
目的 验证枸橼酸用于儿童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的(Continuous veno -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 抗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筛选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1 日入住我院的儿科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需要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的患儿 31 例,剔除严重

酸中毒､ 高乳酸血症患儿, 终纳入 15 例。CVVH 治疗均采用中心静脉导管,Edward CRRT 机,高通

量滤器使用 AV400 或 AV600(polysulfone, 0.8/1.35m2, Fresenius, Germany),治疗剂量为

30ml/kg/h,前稀释,治疗时间设定为 16-24h。所有患者均使用枸橼酸抗凝,采用南京总院枸橼酸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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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橼酸加入置换液中,使置换液 终浓度:HCO- 35mmol/L,Na+ 140mmol/L。枸橼酸进入体内速度为

0.005-0.007mmol/kg/h,参考导管流量和体重设定血流量,使枸橼酸在体外循环中的浓度控制在 3-
4mmol/L,在体外循环管路静脉端补充钙剂,初始补钙速度为 4.0-5.5mmol/h。治疗前检测动脉血气,
治疗后分别于 0.5h､ 1h､ 3h､ 8h､ 12h､ 24h 在体外循环管路动脉､ 静脉采血点抽血检测血气,根
据血气分析结果调整抗凝方案,使体外循环中离子钙(Ca2+)水平控制在 0.2-0.4 mmol/L,患儿体内

Ca2+水平控制在 1.0-1.2 mmol/L。 
结果 15 例患儿中男性 9 例,女性 6 例,年龄 6.9±3.2 岁,体重 27.4±10.6kg。15 例患者共进行了 36 次

CVVH 治疗,单次治疗时间为 14.2±7.9h,其中 9 例次(占 25.0%)由于体外循环凝血,治疗不足 16h,其
CVVH 治疗时间为 8.4±1.9h。36 例次治疗中,酸中毒 6 例次(占 16.7%,PH 7.27±0.09),低钙血症 5
例次(占 13.9%,Ca2+ 0.08±0.003mmol/L),调整枸橼酸输注和补钙速度后酸中毒和低钙血症均可以缓

解。调整后 终枸橼酸输注速度为 0.005±0.0002 mmol/kg/h,补钙速度为 5.7±0.6mmol/h,体外循环

中 Ca2+ 0.47±0.05 mmol/L,患儿体内 Ca2+1.1±0.09mmol/L,治疗结束后血清总钙 2.5±0.3 mmol/L。 
结论 南京总医院枸橼酸抗凝方案应用于儿童 CVVH 治疗,未发生难以纠正的电解质､ 酸碱平衡紊乱,
同时能够有效降低体外循环中钙离子浓度,达到体外循环抗凝目的。 
 
 
PU-3038 

阿司匹林诱生型脂氧素对急性肾损伤小鼠肾脏保护功能的研究 
 

张沛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 ATL 对急性肾损伤小鼠的肾脏保护作用。 
方法 88 只 C57BL/6J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 LPS 组(分为 2h､ 4h､ 8h､ 12h､ 24h 组)､ ATL+LPS 组

(分为 2h､ 4h､ 8h､ 12h､ 24h 组)和空白对照组,每组 8 只。检测各组小鼠血清(肌酐､ 尿素氮､

TNF-α､ IL-1β)和尿液(NGAL､ KIM-1､ Cyr61､ netrin-1)指标。 
结果 ATL+LPS 组血肌酐､ 血尿素氮､ 血 TNF-α 和血 IL-1β 分别在 8h､ 12h､ 8h 和 4h 的数值与

LPS 组相对应时间点数值相比明显降低(P<0.05,P<0.01);ATL+LPS 组尿液 NGAL､ KIM-1 和

netrin-1 分别在 4h､ 8h 和 8h 的数值与 LPS 组相对应时间点数值相比明显降低(P<0.05,P<0.01)。 
结论 ATL 可以缓解 LPS 诱导的急性肾损伤,发挥肾脏保护作用。 
 
 
PU-3039 

激素敏感及依赖型肾病综合征患儿基因甲基化研究 
及其生物信息学分析 

 
张佳仪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研究儿童激素敏感型和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的外周血基因的甲基化差异表达,并进行生物信

息学分析,探讨可能的发病机制,寻找潜在的治疗靶标。 
方法 分别提取 3 例激素依赖患儿和 4 例激素敏感患儿的外周血 DNA,利用基因甲基化芯片技术筛选

差异表达的甲基化基因,并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共有 318 个甲基化差异基因存在,SDNS 组呈现明显的高度甲基化。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所有

的差异甲基化基因随机分布在 22 对常染色体上,某些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的基因如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相关基因存在一定程度的甲基化,可能为激素依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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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儿童 SDNS 中存在 DNA 高甲基化,可能为激素依赖的原因之一,其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

研究。 
 
 
PU-3040 

维生素 D 及其受体与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的相关性分析 
 

陈思平,孙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通过检测患有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Ureteropelvic Junction obstruction,UPJO)患儿术前血清

维生素 D 三项含量及 UPJ 标本中 VDR､ 转化生子因子(TGF-β)和钙黏蛋白 E(E-cadherin)的表达量,
分析维生素 D 及其受体与 UPJO 发生与发展相关性并初步探讨机制,为 UPJO 的预防及诊治提供理

论依据。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收治的因 UPJO 行离断式肾盂输尿管成形术的患儿入

UPJO 组,共 10 例。因肾脏肿瘤行肾与输尿管切除术的患儿入对照组 8 例。收集 18 例患儿术前血

标本检测维生素 D 三项含量。术中标本用 ELISA 染色检测 VDR 含量,TGF-β 含量及钙黏蛋白 E 的

含量。检测结果用 KS 检验､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组数据间的差异性,分析维生素 D 及其受

体与 UPJO 的相关性。 
结果 两组患儿术前血清维生素 D 三项检测结果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术中留取的标本,VDR､ TGF-
β､ E-cadherin 均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 UPJO 组的 VDR､ E-cadherin 表达显著低于

对照组。而 TGF-β 则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1.术前外周静脉血中维生素 D 的含量无法为 UPJO 的诊治提供有临床意义的参考。2.UPJO 组

患儿 VDR 受体表达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 UPJO 的发生发展与 VDR 关系密切。3.UPJ 处 VDR 表

达量减少,引起 TGF-β 表达量明显升高,UPJ 处的组织纤维化加重,进而导致或加重 UPJO。 
 
 
PU-3041 

Plasmapheresis combined with 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 
rescues severe acute liver failure in Wilson’s disease 

before liver transplantation 
 

Zhang Yu,Li Liang,Zhang Xiaole,Xu Wen,Guo Qun,Zhou Jianhua 
Tongji Hospit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Wilsonian crisis (hemolytic crisis and acute liver failure) is fatal unless copper removal 
is initiated early and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performed for patients that fulfill criteria for a poor 
outcome. 
Methods Here, we report a 7-year-old child (weight 21kg) presenting with severe hemolysis and 
impending acute liver failure that made a rapid recovery with prompt initiation of plasmapheresis 
combined with 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 and chelation therapy. 
Results Rapid copper, bilirubin and albumin-binding toxins removal by hybrid blood purification 
alleviated hemolysis and liver injury and bridge patient to liver transplantation. Moreove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as performed examining the use of plasmapheresis, molecular adsorbent 
recirculation system, single pass albumin dialysis and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diafiltration 
in Wilson disease.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plasmapheresis combined with 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 treatment 
is beneficial to remove copper and toxins. In addition,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ive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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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correct the disorder of coagulation, and 
bridge children to live transplantation during Wilsonian crisis. 
 
 
PU-3042 

川崎病相关肾脏损伤的临床表现及机制分析 
 

李迪,李迪 
1.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川崎病相关的肾脏损伤的临床表现及机制,防止严重及慢性肾脏损伤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我院住院诊断的 126 例川崎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分析肾脏体积､ 尿常规､ 肾早损(包括尿微量白蛋白(mALB)､ β2 微球蛋白(β2‐M )､ N-乙酰-β-D-
氨基葡萄糖苷酶(NAG)､ 转铁蛋白(TRF))､ 肾功能(包括肌酐､ 尿素､ 尿酸)等相关指标。对文献报

道川崎病伴有肾脏损伤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126 例川崎病患儿中 22 例合并肾脏损伤,发生率为 16.8%,其中,4 例患儿存在水肿(18.2%),2 例

患儿血压升高(9.0%),5 例患儿有单纯性脓尿(22.7%),5 例患儿有血尿(22.7%),4 例患儿有蛋白尿

(18.2%),1 例患儿为血尿合并蛋白尿(4.5%),1 例患儿存在蛋白尿､ 脓尿､ 急性肾损伤(4.5%)。 
结论 川崎病可引起肾脏损伤,临床可表现为脓尿､ 血尿､ 蛋白尿,甚至可引起急慢性肾损伤等。川崎

病相关的肾脏损伤多数经对症治疗后可随川崎病的好转而痊愈,尽早发现川崎病相关的肾脏损伤,尽
时干预,可避免或减少严重及慢性肾脏病的发生。 
 
 
PU-3043 

儿童 Bartter 综合征 3 例误诊分析与随访 
 

吴绿仙,王大燕,徐丽丹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探讨儿童 Bartter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诊断､ 治疗及随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 Bartter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3 例患儿中,男 2 例,女 1 例;诊断年龄分别为 1 岁 5 个月,3 岁 2 个月,10 岁 6 个月(女);发病年龄

早为 4 个月;发病到确诊时间从 6 个月至 6 年不等,表现为反复呕吐 2 例,反复腹泻 2 例,生长发育

迟滞 3 例,纳差 3 例,乏力 3 例,多饮多尿 1 例;3 例患儿父母均为非近亲婚配,其中有阳性家族史 1 例,
其祖母及曾祖母均有长期“低钾”病史;其中 1 例患儿有 1 名兄弟均于生后不久死亡,死因不详。 
结论 儿童出现不明原因持续性低钾,低氯性代谢性碱中毒及生长发育迟滞时需警惕该病可能,结合临

床表现及氢氯噻嗪试验基本可诊断,基因诊断是 可靠的方法。目前主要以补钾､ 补镁､ 醛固酮拮

抗剂､ 前列腺素拮抗剂等综合治疗为主,需终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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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44 

免疫抑制剂治疗激素依赖/频复发肾病的疗效 
和可接受性的系统评价和网状 Meta 分析 

 
李少军,阳海平,谭利平,李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采用网状 Meta 分析方法评价免疫抑制剂治疗激素依赖/频复发肾病(steroid-dependent 
nephrotic syndrome/frequently relapsing nephrotic syndrome, SDNS/FRNS) 的疗效和可接受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MEDLINE,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and EMBASE 数

据库,收集使用以下免疫抑制剂治疗儿童激素依赖/频复发肾病的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环孢素(cyclosporine, CSA), 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 CPA), 苯丁酸氮芥

(chlorambucil, CHL), 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左旋咪唑(levamisole, LEV),硫唑嘌

呤 (azathioprine, AZA),长春新碱 (vincristine, VIN) 和利妥昔单抗 (rituximab, RTX)。主要指标为效

应性指标(复发率)和可接受性指标(药物相关副作用和失访率)。 
结果 25 篇 RCT 文献进入网状 Meta 分析(n=1174)。效应性分析结果显示随访 6 个月环磷酰胺､ 苯

丁酸氮芥､ 左旋咪唑和利妥昔单抗组相比安慰剂/无治疗组可减少激素依赖/频复发肾病患儿的复发

率,OR 分别为 0.09,0.03,0.28,和 0.07;环磷酰胺较硫唑嘌呤和苯丁酸氮芥更有效,苯丁酸氮芥较左旋

咪唑和硫唑嘌呤更有效,OR 分别为 0.12, 0.33, 0.10, 和 0.03。随访 12 个月显示,环磷酰胺､ 环孢素

､ 苯丁酸氮芥､ 左旋咪唑､ 霉酚酸酯和利妥昔单抗比安慰剂/无治疗有更少的复发率,OR 分别为

0.08, 0.06, 0.02, 0.21, 0.14 和 0.07;环磷酰胺､ 环孢素､ 苯丁酸氮芥相比左旋咪唑更有效,苯丁酸氮

芥比霉酚酸酯和长春新碱更有效,OR 分别为 0.40,0.30,0.10,0.15 和 0.08。随访 24 个月的效应显示,
环磷酰胺､ 苯丁酸氮芥和左旋咪唑相比安慰剂/无治疗有更少的复发率,OR 分别为 0.09,0.04 和 0.03;
环磷酰胺比环孢素和长春新碱更有效,苯丁酸氮芥比长春新碱更有效,OR 分别为 0.17,0.39 和 0.19。
不同免疫抑制剂治疗激素依赖/频复发肾病儿童的可接受性指标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结论 治疗儿童激素依赖/频复发肾病,环磷酰胺､ 利妥昔单抗､ 苯丁酸氮芥可作为免疫抑制剂选用的

首选药物;综合效应性和可接受性,环磷酰胺可能是更好的药物。 
 
 
PU-3045 

儿童肾病综合征 Tfh 细胞亚类失衡及 OX40 表达的初探  
 

唐筱潇,李婷,李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肾病综合征(NS)患儿外周血滤泡辅助性 T 细胞(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Tfh 细胞)和亚类比

例变化及 OX40 在 Tfh 细胞上表达情况。 
方法 选取确诊的单纯型 NS 患儿 44 例,其中初发组 34 例,复发组 10 例,另选取同期在我院行健康体

检儿童 19 例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 Tfh (CD3+CD4+CXCR5+)细胞及其亚类

Tfh1(CCR6-CXCR3+Tfh),Tfh2(CCR6-CXCR3-Tfh),Tfh17(CCR6+CXCR3-Tfh)比例,同时检测 OX40
在 Tfh 细胞上表达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初发组和复发组 Tfh 细胞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Tfh 细胞亚类中,初发

组和复发组 Tfh2 细胞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初发组 Tfh17 细胞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复
发组 Tfh17 细胞比例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初发组和复发组 Tfh1 细胞比例与对照组相比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初发组和复发组 Tfh2+Tfh17/Tfh1 比值明显增高(P<0.05)。初发组和复

发组 OX40+Tfh 细胞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与初发组比较,复发组 Tfh1 细胞比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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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OX40+Tfh 细胞比例明显增高(P<0.05),CD4+CXCR5+Tfh､ Tfh2 细胞､ Tfh17 细胞比例及

Tfh2+Tfh17/Tfh1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肾病综合征患儿体内可能存在着 Tfh 细胞的过度活化及亚类失衡。OX40 在复发组肾病综合征

的表达增加,提示其可能是影响肾病综合征复发的重要因素,或许可作为监测肾病综合征复发指标;同
时 OX40 作为影响 Tfh 分化的重要分子,其改变可能对肾病综合征患儿外周血中 Tfh 细胞异常活化起

着重要作用。 
 
 
PU-3046 

IL-23 诱导 PNS 儿童外周血中 γδ T 分泌 IL-21 
参与 Th17/Treg 失衡 

 
张丽,闫俊丽,杨宝辉,张高福,王墨,董世访,刘玮,阳海平,李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本研究分析急性期和缓解期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 ,PNS)患儿外周

血 T 淋巴细胞亚群的百分比,通过体外实验探讨 IL-23 在 PNS 患儿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84 例 PNS 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的 γδ T 细胞及其细胞亚群､

Th17 细胞､ Treg 细胞,同时检测了 51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部分 PNS 活动期患儿的 PBMC 在

IL-23､ IL-23 加 IL-23 拮抗剂､ IL-23 加 IL-21 单克隆抗体干预条件下进行体外培养。 
结果 活动期 PNS 患儿 PBMC 中的 γδ T 细胞､ IL-23R+γδ T 细胞､ IL-17+γδ T 细胞较缓解期和对照

组明显增高,三者与 Th17/Treg 比成正相关。体外实验中 IL-23 能增加 γδ T､ IL-21+γδ T 和 Th17 细

胞,同时减少 Treg 的比例,而 IL-17+γδ T 无明显改变。加入了 IL-21 单克隆抗体可以减少 Th17 细胞,
并能增加 Treg 细胞。 
结论 γδ T 细胞､ IL-17+γδ T 细胞和 IL-23R+γδ T 细胞可能通过调节 Th17/Treg 比参与 PNS 的疾病

过程。在 IL-23 作用下,γδT 细胞可能通过分泌 IL-21 引起 Th17/Treg 失衡。 
 
 
PU-3047 

一例毒蕈中毒患儿血浆置换的护理体会 
 

邓小芳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在毒蕈中毒患儿救治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一例毒蕈中毒患儿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采用血浆置换疗法。结果 该例毒蕈中毒患儿中毒症状减轻,救治成功出院。结论 对儿科重症监

护病房收治的毒蕈中毒患儿及时救治。 
方法 收集资料,整理分析 
结果 经过积极有效的抢救护理,该患儿自觉症状缓解,呕吐,腹泻症状消失,肝功能损害和凝血功能得

到有效控制[1],病情好转出院,未发生并发症,取得满意的效果[3]。 
结论  毒蕈中毒至多脏器功能损害 ,病情凶险,复杂,危及生命[4]。随着血浆置换技术的日益成熟,血浆

置换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疗措施,在成人已广泛应用于各种预后不良的严重疾病的治疗,近年来也逐渐

应用于儿科危重症的救治中,但是在儿童中的治疗经验较少,本文应用血浆置换治疗毒蕈中毒,取得了

很好的治疗效果。在今后的工作中,可逐步应用,让更多中毒患儿获益,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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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48 

腹腔镜下离断肾盂成形术治疗婴幼儿先天性 UPJO 的初步经验 
 

郭丙涛,张立华,黄岩,罗向阳,李培强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腹腔镜下离断肾盂成形术治疗婴幼儿先天性 UPJO 的初步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01 月~2017 年 01 月 21 例婴幼儿先天性 UPJO 所致中重度肾积水患儿的

病例资料。手术时年龄 1 月~32 月,平均 15 月。手术指证:1､ SFU 分级 III 级以上;2､ 合并结石,反
复泌尿系感染,反复腰痛等;3､ 分肾功能(GFR)<40%,并持续性降低。患儿均行小儿腹腔镜下离断肾

盂成形术(Anderson-Hynes 术式)。术后随访 6 月~18 月,平均 13 月,随访内容:体格检查､ 静脉肾盂

造影(IVU)､ 超声､ CT 及放射性核素肾图检查。 
结果  21 例手术 20 例成功,1 例因术中出血中转开放,手术时间 135~275min,平均 190min;术中出血

15~40ml,平均 20 ml;术后住院时间 10~15d,平均 12d;术后随访 6~36 个月,平均 12 个月;21 例患儿

术后吻合口均通畅,肾皮质不同程度增厚,肾盂前后径(APD)减小,GFR 持续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腹腔镜下离断肾盂成形术治疗婴幼儿先天性 UPJO 是一种安全､ 有效和微创的治疗手段,手术

成功率高,但该术式难度高,学习曲线长,需要具备丰富的小儿腹腔镜操作经验。 
 
 
PU-3049 

应用 Duckett 及 Duckett 联合 Duplay 术式治疗 
中重度尿道下裂 90 例临床分析 

 
罗向阳,郭丙涛,张立华,黄岩,李培强 
郑州大学大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横裁带蒂包皮岛状皮管尿道成形术(Duckett)在中､ 重度尿道下裂修复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本院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应用 Duckett 及 Duckett 联合 Duplay 术式的 90 例
尿道下裂患儿临床资料, 年龄 1~10 岁,平均 5.1 岁。对于阴茎下弯矫正后尿道缺损短的尿道下裂病

例,采用横裁带蒂岛状包皮瓣尿道成形术(即 Dutckett 术式)修复,对于尿道缺损长的重度尿道下裂者,
采用 Duckett 术联合尿道口周围皮肤作 Duplay 尿道成形后修复(即 Duckett+Duplay 术式)。 
结果 一次手术成功 76 例,成功率为 84.44%。术后并发症 11 例,其中尿道瘘 8 例,尿道狭窄 2 例,尿
道瘘合并憩室 1 例。8 例尿瘘术后 6 个月后修补成功,人均手术次数 1.2 次。 
结论 对于阴茎下弯矫正后尿道缺损短的尿道下裂患儿采用 Dutckett 术式修复,对于尿道缺损长的重

度尿道下裂者,采用 Duckett+Duplay 术式,可获得临床治疗满意效果。 
 
 
PU-3050 

腹腔镜手术与开发性手术治疗小儿隐睾的疗效比较 
 

张立华,郭丙涛,罗向阳,黄岩,李培强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比较应用腹腔镜手术和开发性手术对治疗小儿隐睾的疗效,以确定两种术式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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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随机选取于我院 2012 年 7 月~2017 年 7 月收治的 100 例小儿隐睾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对照分析,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总计 50 例应用腹腔镜手术方法

进行治疗;对照组组总计 50 例应用开发性手术方法进行治疗。然后将两组数据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住院时间､ 自主活动时间､ 并发症的变化,分析探讨腹腔镜手

术和开发性手术对治疗小儿隐睾的疗效结果。 
结果 实验组的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住院时间､ 自主活动时间､ 并发症相比较对照组都具有显

著优势。 
结论 腹腔镜手术治疗小儿隐睾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优势明显,安全性高,目前已经成为了治疗小儿隐

睾的主要方法,对小儿隐睾的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PU-3051 

儿童 renal-coloboma 综合征 1 例 
 

苏白鸽,李礼,姚勇,张琰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描述我国 1 例儿童 renal-coloboma 综合征患儿临床表现及 PAX2 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患儿 13 岁青春期男童,主因“发现眼底病变 2 年,贫血 1 年余,肾功能不全 3 月”入院。2 年前因

临床表现为视力下降,屈光不正,外院眼底检查曾考虑先天性视乳头病变,不除外牵牛花综合征。1 年

余前面色苍黄,乏力,曾因“身材矮小､ 贫血”外院多次就诊,曾予促红细胞生成素､ 铁剂及阿法骨化三

醇治疗,疗效欠佳。3 月前发现血肌酐升高且进行性加重,泌尿系 B 超提示双肾偏小。肾动态显像提

示双肾血流灌注极淡,双肾显影差,皮质摄取及排泄显像剂速率明显降低。双肾图呈低水平延长型。

自幼体格发育落后(现身高､ 体重均低于第 3 百分位)。家族史:患儿弟弟及母亲均诊断轻度 α-地中海

贫血,否认家族性肾脏病病史。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面色苍黄。入院后查血红蛋 112g/L,网织红

细胞比例 0.44%。尿蛋白 2+,比重偏低,尿糖阴性。血肌酐 459.22umol/L,尿素氮 24.27mmol/L,校正

24hCCr 13.54ml/min/1.73m2。iPTH 升高,25-OH-VitD 缺乏。泌尿系 B 超双肾偏小,实质回声显著

增强,肾内结构紊乱,双肾集合区回声增强。泌尿系 MRI:双肾体积偏小,皮髓质分界不清,未见囊性病

变。眼科眼底检查:视盘扩大,视盘前见胶状物沉着,右眼视网膜略灰白。OCT:右眼视网膜脱离,左眼

RPE 层不连续,提示双眼牵牛花综合征,右眼视网膜脱离。临床高度怀疑 renal-coloboma 综合征,送
检 PAX2 基因。 
结果 PAX2 基因检测回报:发现杂合错义突变 c.418C>T(p.Arg140Trp),该突变在正常人群数据库均

未检出,软件预测有害,其母未有携带。支持 renal-coloboma 综合征诊断。 
结论 儿童不明原因的肾功能不全伴双肾缩小,眼部典型损害(视盘缺损,牵牛花征)应该考虑 renal-
coloboma 综合征,送检 PAX2 基因确诊。 
 
 
PU-3052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神经源性膀胱间歇性导尿患儿 
尿路感染发生率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赵玲玲,章敏,吴素素,洪汝蛟,周成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观察分析延续性护理干预对神经源性膀胱间歇性导尿患儿尿路感染发生率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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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于我院就诊并即将出院的神经源性膀胱患儿 116 例,采用数字

随机法,均分为观察组(n=58)与对照组(n=58),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出院教育,观察组给予延续性护理,
对比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尿路感染､ 尿道损伤､ 尿路梗阻､ 尿路狭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患儿的间歇导尿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生理机能评分(86.86±13.22)､ 躯体疼

痛评分(45.55±8.27)､ 生理职能评分(87.74±3.92)､ 情感职能评分(81.54±3.12)､ 健康状况评分

(57.35±4.29)､ 社会功能评分(92.63±7.41)､ 精神健康评分(69.73±5.36)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延续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高神经源性膀胱间歇性导尿患儿的导尿依从性,降低尿路感染等并

发症发生率,并有效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使用价值。 
 
 
PU-3053 

维持性腹膜透析患儿慢性胸腹瘘 1 例 
 

苏白鸽
1,刘君

1,2,姚勇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目的 描述我院 1 例维持性腹膜透析患儿慢性胸腹瘘处理及转归 
方法 患儿 4 岁学龄前期男童,慢性病程。主因“发现肾功能异常近 1 年,心慌气促 4 天,加重伴呕吐､

发热 1 天”入院。1 年前患儿因“中耳炎”发现肾功能异常,血压升高,伴蛋白尿,考虑“急性肾衰竭”入
院。肌酐､ 尿素进行性升高,校正 24 小时肌酐清除率 7.4ml/1.73m2/min,血压升高, 高

145/110mmHg,超声心动图:室间隔及左心室增厚(左室壁厚 5.3mm,EF73%);腹部超声:肝内胆管扩

张,胆囊壁稍厚､ 毛糙,泌尿系彩超:左肾 7.5×3.6cm,右肾 6.1×3.2cm,双肾实质弥漫性损害,右肾小囊

肿(大约 0.3×0.3cm,边界清),确诊 CKD-V(NPHP13 基因突变),于 1 年余前开始腹膜透析(CAPD),本
次因出现心慌气促､ 腹透差量为负数,伴发热､ 呕吐入院。查 HR125 次/分,双肺听诊呼吸音粗,右肺

呼吸音偏低,未及明显啰音,血肌酐 565.45umol/L,尿素 18.13mmol/L,心脏彩超:左心轻度扩大,心肌肥

厚,二尖瓣少-中量反流､ 三尖瓣少量反流,心功能 EF74%,FS43%;胸片右肺野大片致密影,考虑大量

胸腔积液合并压迫性肺不张。CT 示右侧胸腔积液,伴右肺下叶部分肺组织部分膨胀不全,肝脏形态规

则,肝实质未见异常密度。肝内散在多发条状低密度影,部分呈囊状或分支状扩张,边界清。胆囊大小

､ 形态未见异常,壁水肿增厚,腔内未见异常密度,双肾囊肿。临床怀疑“慢性胸腹瘘”。 
结果 做 CT 腹膜成像提示右侧胸腹瘘,右膈肌中部局部漏口可能。予半卧位,减少透析液量,停止规律

腹膜透析,仅维持少量短留腹保证超滤量,同期予放液继之胸腔闭式引流,支气管镜灌洗改善肺不张。

胸腔闭式引流后恢复规律透析,连续 3 天零引流量后拔管,1 周后复查胸片肺不张改善,未见胸腔积液,
未予瘘口修复及胸膜剥脱粘连术。 
结论 维持性腹膜透析儿童不明原因透析差量减少,伴有呼吸困难,单侧胸腔积液,需考虑腹膜透析并发

症——慢性胸腹瘘。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286 
 

PU-3054 

Simplified and economic diagnostic approach in two 
families with familial renal glucosuria: from clinical to 

genetic analysis 
 

He Guohua1,Xian Huiwen1,Ma Yuhua1,Zhang Hongwen2,Liu Zhigang1 
1.Foshan Women and Children Hospital 

2.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Familial renal glucosuria (FRG) is characterized by persistent glucosuria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tubular function impairments, and normal serum glucose level. The SLC5A2 
gene which codes for the 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SGLT2 in renal tubules is the mainly 
causative gene.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FRG is an extensive laboratory work-up including 
24hour urinary glucose, urinary amino acid analysis and urine osmolality to evaluate the renal 
tubular function, fasting blood glucose(FBG) ,2-hour postprandial glucose, renal profile and liver 
profile, then genetic test,which are complicate and expensive. 
Methods We figured out a simplified and economic diagnostic approach in FRG, which just 
perform urinalysis, FBG and urinary amino acid analysis in two patients suspected. All of the 
three tests turned out to be supported to the diagnosi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direct 
sequencing of the SLC2A5 gene was performed. 
Results A novel mutation in the gene was revealed in patient (No.1) as SCL5A2 c.158G>A, p. 
Gly53Asp homozygote. In patient (No.2) SLC5A2 c.198+17C>A heterozygote and SLC5A2 
c.256G>A, p. Gly86Arg heterozygote were found which confirmed the diagnose. Both patients 
had diabetes family history but none of the people in this family carried gene changes in SLC5A2 
were affected by diabet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ed a simpler and more economic way for diagnosing FRG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one, which needed to be confirmed by more cases. And revealed a 
probability that gene change in SLC5A2 might lower the risk of diabetes. 
 
 
PU-3055 

Effects of exosomes secreted by human urine-derived stem 
cells on the Proliferation , Migration and α‐SMA 

Expression of Urethral Smooth Muscle Cells 
 

DAI Rufeng1,2,XU Hong1,2,ZHAI Yihui1,2,RAO Jia1,2,SHEN Qian1,2,ZHANG Ya1,2,HAN Xinli1,2,WANG Laishuan1 
1.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 Shanghai Kidney Development & Pediatric Kidney Disease Research Center 
 

 
Objective Aberrant ureteric smooth muscle organization results in impaired peristalsis and 
causes vesicoureteral reflux (VUR).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xosomes 
secreted by human urine-derived stem cells (USCs-Exo) on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urethral 
smooth muscle cells (USMCs).  
Methods USCs-Exo were isolated using Exosome Isolation kit. Human USCs are induced 
to differentiate into USMCs, as the cell model. USMC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① control 
group;② autologous USCs-Exo group (25μg/ml);③ allogenic USCs-Exo group (25μg/ml). MT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roliferation of USMCs after treatment for 0d, 1d, 2d, 3d, 4d, 5d, 6d 
and 7d; cell wound‐healing assay to observe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USMCs at 48h. The 
expression change of 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 at 48h was measured by RT‐q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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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USMCs proliferation rate was increased after 7d with autologous or allogenic USCs-Exo 
treatment when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 0.05).The number of cells migrated into the 
wound track in both autologous USCs-Exo group and allogenic USCs-Exo group was more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1).The α‐SMA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oth autologous USCs-Exo group and allogenic USCs-Exo group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liferation 
rate, the migrating cells number, and the α‐SMA expression levels between the autologous 
USCs-Exo group and allogenic USCs-Exo group at each time point (all P> 0.05).  
Conclusions Both autologous and allogenic USCs-Exo can obviously enhance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USMCs, and increase the α‐SMA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USMCs. 
USCs-Exo may have the potential role prevent ureteric smooth muscle organization in VUR. 
 
 
 
PU-3056 

临床表现为大量蛋白尿的儿童紫癜性肾炎预后分析 
 

陈雪,王墨,杨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临床表现为大量蛋白尿的儿童紫癜性肾炎的预后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内科,临床表现为大量蛋

白尿并有肾活检资料的紫癜性肾炎患儿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 肾活检等资料。通过电话及门诊

随访的方式对其预后进行随访,预后分为四组:正常组(A 组)､ 轻微尿异常组(B 组)､ 活动性肾病组(C
组)､ 肾功能不全组(D 组);A､ B 组视为预后良好,C､ D 组是为预后差。将预后分为预后良好和预后

差两组,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本组纳入临床表现为大量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患儿 221 例,男 122 例,女 99 例,男女比例为

1.23:1,平均年龄 9.2 岁;同期行肾活检的紫癜性肾炎患儿共有 428 例,表现为大量蛋白尿的患儿占

51.6%。(2)大量蛋白表现的紫癜性肾炎 221 例,其病理分级为:Ⅰ级 2 例,Ⅱ级 60 例,Ⅲ级 152 例,Ⅳ
级 6 例,Ⅴ级 0 例,Ⅵ级 1 例;非大量蛋白尿表现的紫癜性肾炎 207 例,其病理分级为:I 级 7 例,II 级 103
例,III 级 96 例,IV 级 1 例,V 级 0 例,VI 级 0 例;大量蛋白尿表现的紫癜性肾炎病理表现以 III 级为主,其
病理表现重于非大量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患儿(χ2=27.983,P<0.001)。(3)本组资料中在访者 120 例,
男 73 例,女 47 例,男女比例为 1.55:1,平均年龄 9.2 岁,平均随访时间 3.8 年,其预后为:A 组 63 例

(52.5%),B 组 51 例(42.5%),C 组 3 例(2.5%),D 组 3 例(2.5%);预后良好占 95%,预后差占 5%。在访

120 例中有尿蛋白复发者 11 例(9.2%),其预后为:A 组有 2 例,B 组 6 例,C 组 2 例,D 组 1 例。(4)通过

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仅发现尿蛋白复发对预后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其 OR 值及 95%
置信区间分别为:[OR 17.833,95%CI(3.389,93.829)]､ [OR 15.502,95%CI(1.964,122.375)],而性别

､ 年龄､ 肉眼血尿､ 低蛋白血症､ 尿蛋白水平､ 病理分级对预后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本组显示临床表现为大量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病理分级以 III 级为主,其病理表

现重于非大量蛋白尿表现的紫癜性肾炎。(2)本组临床表现为大量蛋白尿的紫癜性肾炎

其短期预后预后良好,仍有少数进展为尿毒症,需长期随访。(3)本组临床表现为大量蛋白

尿的紫癜性肾炎预后与尿蛋白复发之间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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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57 

Different treatment responses in children with 
monosymptomatic 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 may be 

related with seasonal temperature changes 
 

ma yanli,Liu Xiaomei,Shen Yi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45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at comparing different complete response(CR) rates of enuresis in 
different season groups and investigating predictive risk factors of CR. Moreo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R and different months of treatment was analyzed. 
Methods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5-15 years who had 
consulted to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h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nd been 
diagnosed with monosymptomatic 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PNE).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time: autumn group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summer group (from June to August), and winter group ( from December to 
February). The CR rates of each group were evaluated after three months of therapy. 
Subsequently, the factors that could affect CR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Moreo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R and different months 
of treatment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CR in Autumn group (34.6%) was higher than the group of Winter (21.7%),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49). Patients on Summer group showed a lower 
CR (30.8%) and NR (3.8%)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on Autumn (NR 15.4%). However,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28). The CR of Winter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umm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0).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CR of monosymptomatic PNE and different months (“6-12” represents “June” to 
“December”, “13” represents “January”, and “14” represents “February”) of treatment ( P = 0.000, 
coefficient and correlation of -0.241).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family history of PNE 
and season were independent risk predictors of CR at 3 month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patients with monosymptomatic PNE in summer achieve a 
higher complete response than that in winter. There is a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plete 
responses of monosymptomatic PNE and different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family history of 
PNE and season are independent risk predictors for complete response. 
In summary When treated in different seasons, patients with 
monosymptomatic 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 may achieve different complete responses. 
Treatment season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predictor of complete response. Seasonal 
temperature changes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 the future that could 
be associated to the complete response of enuresis. 
 
 
 
PU-3058 

儿童和成人紫癜性肾炎(血尿和蛋白尿型)临床､ 病理 

及中医证型比较性分析 
 

宋纯东
1,李琳

2,郭庆寅
1,张霞

1,杨濛
1,张健

1,张博
1,任献青

1,翟文生
1,丁樱

1 
1.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及成人紫癜性肾炎(血尿和蛋白尿型)临床､ 病理及中医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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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人肾病和儿童肾脏病诊

疗中心住院并行肾穿刺活检术诊断明确的 349 例 HSPN 患者,其中儿童 290 例,成人 59 例,观察两组

患者的一般资料､ 实验室检查､ 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及肾脏病理等。 
结果 1.临床资料:儿童组和成人组患者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1.54:1,1.03:1,平均发病年龄分别为

10.16±2.94 岁,34.06±13.48 岁;共有 325 例患者出现皮肤紫癜症状,儿童组 269 例成人组 56 例;194
例患者出现关节症状,儿童组 171 例､ 成人组 23 例;175 例患者出现消化道症状,儿童组 163 例,成人

组 12 例;13 例患者出现肉眼血尿症状,儿童组 11 例､ 成人组 2 例。 
2. 实验室检查:儿童组和成人组的尿蛋白定量平均值分别为 1.05±0.86(g/d)､ 2.83±0.91(g/d);血清白

蛋白平均值分别为 41.18±5.86(g/L)､ 40.53±5.17(g/L) 。 
3.肾脏病理:儿童组主要分布在 II~III 级,其中 IIa 级 54 例､ IIIa 级 151 例､ IIIb 级 64 例;成人组主要

分布在 III 级,其中 IIIa 级 15 例､ IIIb 级 38 例。儿童组和成人组分别有 210 例､ 46 例患者出现新月

体,新月体范围的平均值分别是 12.08±12.50､ 18.39±16.32(%)。免疫荧光分型: IgA 型 297 例,儿童

组 249 例,成人组 48 例;IgA+IgG 型 8 例,儿童组 7 例,成人组 1 例;IgA+IgM 型 44 例､ 儿童组 34 例,
成人组 10 例。伴有 C3 沉积:儿童组 181 例､ 成人组 32 例。肾小管-间质病变:+级 273 例,儿童组

265 例,成人组 8 例;++级 51 例,儿童组 21 例,成人组 30 例;+++级 25 例,儿童组 4 例,成人组 21 例。 
结论 儿童较成人更容易伴随关节与胃肠症状;儿童肾组织病理改变轻,成人重。 
 
 
PU-3059 

醋酸去氨加压素中长程疗法治疗儿童 
原发性单症状夜遗尿症的临床研究 

 
初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醋酸去氨加压素中长程疗法治疗儿童遗尿症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我院门诊使用醋酸去氨加压素治疗,且随诊资料完整的

320 例原发性单症状夜遗尿症患儿,年龄在 5~15 岁之间。其中治疗 3-6 个月能够达到减停药标准者

107 例,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分为直接停药组(n=44)和逐渐减停药组(n=63)。药物逐渐减停组在 9
个月内逐渐减停药,药物直接停药组则直接停药;停药后观察 1 个月,记录复发例数。将复发与遗尿严

重程度进行对比。 
结果 320 例加压素治疗组患儿中,224 例(70.1%)治疗完全有效;73 例(23.0%)部分有效,治疗无效 23
例(6.9%)。297 例治疗有效或部分有效者,治疗 3-6 个月能够达到减停药标准者(连续 2 个月干

床)107 例,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 终直接停药组(n=44)和逐渐减停药组(n=63)。其中逐渐减停药组

按照减停药的方案在 9 个月内停药者 36 例。停药后观察一个月,两组复发分别为 37 例(84.0%)和 8
例(22.2%),采用 pearson 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30.80, P=0.00 )。有 27 例醋酸去氨加压

素疗程大于 1 年,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两组中复发者和逐渐减停药组中治疗时间大于 1 年者,中重

度遗尿症的比例较未复发组明显增高,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醋酸去氨加压素治疗原发性单症状夜遗尿症患儿安全､ 有效,中长程疗法可明显降低复发率。

中重度遗尿较轻度遗尿更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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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氟米特联合糖皮质激素对比环磷酰胺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过敏

性紫癜肾炎疗效及不良反应的 meta 分析 
 

康天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系统评价来氟米特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HSPN)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按循证医学的要求,制定相应的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及检索策略。检索 ovid､ CNKI､ VIP､  
WanFang Data 和 CBM,检索文献起止时间均为从建库至 2016 年 4 月 1 日,收集有关来氟米特联合

激素对比环磷酰胺联合激素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或类随机对照试验(quasi-
RCT)。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和评价质量后,采用 Rev Man 5.1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通过检索初步获得 187 篇文献,经纳入和排除､ 筛选,共 6 个 RCT(261 例患者)纳入本次分析,
其中观察组 131 例,对照组 130 例。观察组均采用来氟米特加激素治疗,对照组采用环磷酰胺加激素

治疗。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环磷酰胺加激素相比较,来氟米特加激素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疗效较好 
[OR=2.73,95%CI(1.42,5.62),P=0.003];在不良反应方面,来氟米特加激素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小于环

磷酰胺加激素组[OR=0.15,95%CI(0.08,0.27),P<0.000 01]。 
结论  
来氟米特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较环磷酰胺联合激素效果好;且来氟米特

联合激素安全性高于环磷酰胺联合激素。 
 
 
PU-3061 

5 例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的临床､ 病理特点 
 

李佩然,王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的临床表现及病理改变,加深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3 月~2017 年 3 月明确诊断为 C3 肾小球肾炎的 5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

､ 病理改变､ 治疗及预后。 
结果 5 例患儿均为男性,平均年龄(9.6±4.72)岁,均以急性肾炎综合征起病,多以肉眼血尿(4 例)及浮肿

(5 例)为主要表现,2 例有呼吸道前驱感染史,均有血清 C3 的持续性/反复降低[(0.41+0.16)g/L],C4 水

平正常,均有 ASO 升高,24 小时尿蛋白定量仅 1 例提示肾病水平蛋白尿,未见低蛋白血症､ 高血压及

早期肾功能不全。病理改变上免疫荧光:C3 沿系膜区(1 例)或毛细血管袢(4 例)球性､ 弥漫性沉积,强
度均为 3+,1 例仅有 C3 沉积,2 例 IgG+/-,2 例 IgG+,1 例 IgM2+;光镜:3 例为毛细血管内增生性,弥漫

增生性 1 例,轻-中度系膜增生性 1 例;电镜:5 例均有系膜细胞和基质增生,伴少量电子致密物沉积,4
例上皮下可见电子致密物沉积(3 例为驼峰状),1 例内皮下见电子致密物沉积。治疗上 1 例患儿行甲

强龙及环磷酰胺冲击治疗,2 例患儿行甲强龙冲击治疗,余 2 例患儿对症治疗。随访 4 例,时间 4 月~3
年,3 例血清 C3 恢复正常,1 例不详,2 例尿检正常,2 例尿检仍提示血尿､ 蛋白尿,肾功均正常。 
结论 C3 肾小球肾炎与补体旁路途径的异常活化相关,5 例患儿均有 ASO 升高,提示链球菌感染可能

是 C3 肾小球肾炎发病的重要诱因之一。儿童 C3 肾小球肾炎在临床表现方面缺乏特异性,病理改变

以毛细血管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为主,常规激素/免疫抑制剂/对症治疗,短期预后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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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2 

IL-17 活化 NLRP3 炎症小体致足细胞损伤机制探讨 
 

闫俊丽,李瑶,张丽,王墨,阳海平,李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IL-17 是否可以直接与足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活化 NLRP3 致足细胞损伤,从而阐释 IL-17 在

以足细胞病变为主的肾脏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小鼠永生化的足细胞分为 5 组,对照组,鼠重组 IL-17 刺激组,鼠重组 IL-17 刺激+IL-
17R 中和抗体组,鼠重组 IL-17 刺激+NAC 组,鼠重组 IL-17 刺激+caspase-1 抑制剂组,中和抗体 IL-
17R､ NAC 及 caspase-1 抑制剂预干预 1 小时后,IL-17(100ng/ml)干预刺激 48 小时。流式细胞术

及 RT-PCR 检测小鼠足细胞 IL-17 受体基因及蛋白的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胞内 ROS 的产生;酶标仪

检测 caspase-1 的活性;ELISA 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 IL-1β 的水平;细胞免疫荧光及 westernblot 检测

NLRP3､ caspase-1､ desmin 及 podocin 的蛋白表达;免疫荧光检测鬼笔环肽标记的 F-actin 结构。 
结果 小鼠永生化足细胞正常情况下在基因及蛋白水平均表达 IL-17 受体。与对照组比较,IL-17
组,NLRP3 及 caspase-1 的 mRNA 及蛋白水平表达明显增加(P<0.05),胞内 ROS 水平升高明显

(P<0.05),caspase-1 活性升高(P<0.05),细胞培养上清 IL-1β 分泌水平增加,裂孔隔膜蛋白 podocin 表

达降低及 desmin 表达升高(P<0.05),同时伴有骨架结构 F-actin 应力纤维破坏。与 IL-17 组比较,IL-
17RA 组胞内 ROS 水平降低(P<0.05),NLRP3 及 caspase-1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P<0.05),培养上清

IL-1β 分泌水平减少;NAC 组胞内 ROS 水平降低(P<0.05),培养上清 IL-1β 分泌水平减少

(P<0.05),caspase-1 活性降低(P<0.05),裂孔隔膜蛋白 podocin 表达上调及 desmin 表达下调

(P<0.05),F-actin 骨架结构应力纤维破坏减轻;YVAD 组,培养上清 IL-1β 分泌水平减少(P<0.05), 
caspase-1 活性降低(P<0.05),裂孔隔膜蛋白 podocin 表达上调及 desmin 表达下调(P<0.05),F-actin
骨架结构应力纤维破坏减轻。 
结论  足细胞表面有 IL-17 受体表达,IL-17 可能通过 IL-17 受体促进胞内 ROS 产生,活化 NLRP3 炎

症小体介导足细胞损伤。 
 
 
PU-3063 

血尿 2 号方联合雷公藤多苷片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 
(单纯血尿型)124 例 临床观察 

 
杨濛 

1.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 

 
 
目的 观察血尿 2 号(大蓟 20g､ 小蓟 20g､ 白茅根 15g､ 茜草 15g､ 炒蒲黄 9g､ 薏苡仁 15g､ 积雪

草 15g､ 墨旱莲 15g､ 女贞子 9g､ 甘草 6g)方联合雷公藤多苷片(TWP)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单纯血

尿型)的临床疗效。 
方法 根据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分型标准对符合条件的 HSPN 患儿 124 例,按照就诊先后顺序分为治疗

组(62 例)和对照组(62 例),对照组采用 TWP 治疗,治疗组采用中药汤剂加 TWP 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3
个月。 
结果 治疗 4 周: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4.2%,对照组为 59.7%,治疗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治
疗 8 周: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7.1%,对照组为 72.6%,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 12 周:治疗

组总有效率为 91.9%,对照组为 79.0%,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血尿 2 号方联合 TWP 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单纯血尿型效果优于单纯应用 TWP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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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4 

Th17/Treg 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在阿霉素肾病大鼠 
血清及肾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及意义 

 
吴玉辉

1,邵晓珊
1,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阿霉素肾病( ADM)大鼠 TH17 相关的 IL-17 和 Treg 相关的 IL-10 表达水平及意义。 
方法 采用一次性尾静脉注射阿霉素的方法制备大鼠 ADM 模型,对照组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ADM 组

20 只大鼠在造模后尿蛋白均达到 50mg/24h 以上,表明造模成功,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和 Treg 细胞数量及比例;ELISA 法检测各组血清和肾组织中 TH17 相关的 IL-17 和 Treg
相关 IL-10 水平。 
结果 ADM 模型组大鼠在第 14 天出现蛋白尿,随着时间的推移,蛋白尿的量持续升高,在第 56 天达到

峰值,各时间点(14､ 28､ 42､ 56d)ADM 组大鼠的蛋白尿水平明显高于同时间的对照组

( P<0.001) ;ADM 组和对照组 Th17 细胞百分率分别为(3.13±0.09)%､ (0.88±0.05)%,ADM 组较对

照组明显升高,两组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ADM 组和对照组 Treg 细胞百分率分别为

(1.94±0.15)%､ (5.02±0.15)% ,ADM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ADM 组 Th17/Treg 细胞比例较对照组高(p<0.001),ADM 组大鼠(14､ 28､ 42､ 56d)的
血清及肾组织 IL-17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 ,IL-10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 p<0.001)。 
结论 TH17 /Treg 为主的免疫失衡在(ADM)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可通过抑制或中和内源性 IL-17 的表

达和提升 Treg 的表达纠正失衡的 Th17/Treg,此方法可能成为儿童原发性肾病(PNS) 治疗的新途径

之一。 
 
 
PU-3065 

 IL-17 对足细胞 Nephrin 和 Podocalyxin 的表达变化 
 

吴玉辉
1,邵晓珊

1,2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Th17 细胞主要效应因子 IL-17 对足细胞特异性标记蛋白 Nephrin 和 Podocalyxin 及凋亡

蛋白 Caspase8 和 Caspase3 的表达变化。 
方法 分别以不同浓度(2,5,10,15ng/ml)重组 IL-17 刺激培养足细胞 24h,采用实时荧光定量(Q-PCR)
及 Western blot 在基因和蛋白水平分别检测足细胞标志性蛋白 Nephrin 和 Podocalycin 的表达,免
疫荧光技术检测足细胞凋亡蛋白 Caspase8 和 Caspase3 的表达。 
结果 不同浓度 IL-17 刺激足细胞,与对照组比较,足细胞特异性标记蛋白 Nephrin 和 Podocalycin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降低(P<0.05),足细胞凋亡蛋白 Caspase3 和 Caspase8 表达升高(P<0.05),
不同浓度刺激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重组 IL-17 体外刺激培养足细胞导致足细胞损伤及凋亡,此研究结果提示或可在肾小球疾病患

者中通过采用 IL-17 抗体或 IL-17siRNA 抑制内源性 IL-17 的表达从而抑制足细胞的损伤及凋亡,从
而降低肾小球疾病蛋白尿的产生,为深入研究肾脏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提供突破口,进而找到特异

有效的治疗,有重要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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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6 

紫癜肾 1 号方联合雷公藤多苷治疗儿童紫癜性 
肾炎血尿加蛋白尿型 70 例临床观察 

 
李冰,翟文生,杨濛,张霞,张建,郭庆寅,任献青,丁樱,黄岩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450000 
 

 
目的 观察紫癜肾 1 号方联合雷公藤多苷片(TWP)治疗儿童紫癜性肾炎血尿加蛋白尿型的临床疗效。 
方法 根据我院关于儿童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分型标准选取符合条件的轻型 HSPN 患儿 70 例,按照就

诊先后顺序分为治疗组(35 例)和对照组(35 例),对照组采用 TWP 治疗,治疗组采用中药汤剂加 TWP
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3 个月。 
结果 治疗 4 周: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0.0%,对照组为 57.1%,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 8
周: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4.3%,对照组为 74.3%,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 12 周:治疗组总

有效率为 97.1%,对照组为 77.1%,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紫癜肾 1 号方联合 TWP 治疗儿童轻型紫癜性肾炎血尿加蛋白尿型有较好疗效。 
 
 
PU-3067 

儿童狼疮性肾炎肾转归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丽丽,赵凯姝,李青梅,赵秉刚,刘妍秀,翟淑波,马青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研究并分析儿童狼疮性肾炎肾转归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科确诊狼疮性肾炎并有完整随访资料的患儿 56 例,根据治疗结

果分为完全缓解和治疗失败两组,应用统计学方法对患儿一般资料､ 实验室检查及治疗反应及治疗

方案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明确患儿肾转归的影响因素。 
结果 1.本研究共收集 56 例 LN 患者,其中男性 8 例,占 14.29%,女性 48 例,占 85.71%。研究对象中

年龄 小者为 5 岁,年龄 大者为 16 岁,平均年龄为 11.38±2.46 岁。出现肾脏表现或尿检查异常至

肾活检的时间 长者为 6 个月, 短者为 3 天。经过治疗 56 名患者中 40 人得到完全缓解,有 16 人

治疗失败。 
2.根据 56 名患者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完全缓解组和治疗失败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治疗

期间的相关指标情况,结果显示贫血患者的治疗失败率高于无贫血患者,差异经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5.316,p=0.021)。肌酐升高患者的治疗失败率高于肌酐正常的患者,差异已经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10.648,p=0.001)。尿蛋白定量≥3.5g/24h 的患者的治疗失败率明显高于 24h 尿蛋白定量小于

3.5g 的患者,差异经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16.856,p<0.001)。ds-DNA≤1:32 的患者的治疗失败率

低于 ds-DNA>1:32 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600,p=0.018)。诱导治疗部分反应患者的治

疗失败率高于诱导治疗完全反应的患者,差异经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10.654,p=0.001)。维持期治

疗方案 MMF+P+CTX 治疗的患者的治疗失败率低于 MMF+P 治疗的患者,差异经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7.555,p=0.006)。其他相关独立因素在完全缓解组与治疗失败组间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 
3.对肾转归的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中 p<0.10 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尿蛋白定量､ 维持

期治疗方案､ 诱导治疗反应为影响 终肾转归的独立影响因素。24h 尿蛋白定量≥3.5g 的患者发生

治疗失败的风险远远高于 24h 尿蛋白定量小于 3.5g 的患者,OR 为 10.433,95%CI 为
1.445~75.301。对于诱导治疗反应,完全反应的患者发生治疗失败的风险低于部分反应的患者,OR
为 0.251,95%CI 为 0.073~0.856。对于维持治疗方法,采用 MMF+P+CTX 治疗的患者发生治疗失败

的风险低于采用 MMF+P 的患者,OR 为 0.122,95%CI 为 0.018~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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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病初贫血､ 肌酐升高､ 大量蛋白尿､ ds-DNA>1:32 为患儿肾转归不良的危险因素。 
2.大量蛋白尿､ 诱导治疗呈部分反应为患儿肾转归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3.维持期多种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对患儿肾转归有积极意义。 
 
 
PU-3068 

激素联合他克莫司治疗儿童重症紫癜性肾炎 
的疗效､ 安全性的观察 

 
高宇,张东风,刘玲,李春珍,刘福娟,杨艳君,崔洁媛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过敏性紫癜(HSP)是以微小血管炎症为主要病理改变的可引发机体产生多个脏器损害的变态反

应性疾病。肾脏受累程度是影响 HSP 预后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紫癜性肾炎(HSPN)患儿预后良好,
但有文献报道约 1.0%~15.7%的患儿可能会发生进行性的肾损害,约 3%的 HSPN 会进展至终末期肾

脏。迄今为止,HSPN 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案。近年来研究资料表明,他克莫司(TAC)治疗 IgA 肾病其有

效性及安全性较为确切。HSPN 的肾脏病理表现与 IgAN 的病理表现基本相同。因此推测应用 TAC
治疗 HSPN 应有较好效果。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的紫癜性肾炎患儿。入组条件为大量蛋白尿

患儿,经泼尼松(2mg/kg)治疗 4 周仍为大量蛋白尿者,或者虽未达到大量蛋白尿水平,但经 ACEI 类药

物及其他综合治疗 8 周尿蛋白持续大于 0.5g/24h 者,行肾脏活检穿刺术。病理类型为 HSPN(Ⅲb 型)
及以上的患儿给予大剂量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冲击(15-20mg/kg/次)3 次,随后序贯口服泼尼松

(2mg/kg/d)联合他克莫司(0.05-0.1mg/kg/d)。HSPN(Ⅲa 型)及 HSPN(Ⅱb 型)的患儿直接给予激素

联合 TAC 口服。定期监测患儿的血常规､ 尿常规､ 尿蛋白定量､ 肝肾功能､ 血糖等血生化指标,同
时监测他克莫司血药浓度。 
结果 共收集 28 例 HSPN 患儿纳入本研究,在应用他克莫司 2 周后部分缓解率 71.43%,完全缓解率

7.14%; 4 周后部分缓解率 71.43%,完全缓解率 21.42%。比较应用他克莫司药前与治疗 3 月､ 6 月

及 12 月后血肌酐､ ALT､ AST､ 空腹血糖､ 尿 NAG 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期间 1 例应用他

克莫司 1 月后出现血糖增高,调整饮食结构,减少他克莫司剂量的 25%,2 周后患儿血糖恢复正常。2
例出现血肌酐增高,肌酐清除率降低,他克莫司减量 50%,4 周后肌酐清除率恢复至正常。随访至

2017 年 7 月,其中 24 例患儿停用激素及 TAC;3 例患儿 TAC 治疗 3 后月尿蛋白量不减少,联合来氟

米特治疗后尿蛋白转阴,目前单纯来氟米特治疗;1 例患儿单纯 TAC 治疗。4 例患儿停药后因感染再

次出现尿蛋白,但均未达大量蛋白尿水平,口服 ACEI 类药物后尿蛋白可至正常。 
结论 糖皮质激素联合 TAC 治疗儿童重症 HSPN 能在 2-4 周显著减少尿蛋白,在使用剂量方面有个体

差异,有些病例较小剂量即可显效。未见严重不良反应。因此糖皮质激素联合 TAC 是一种有效的治

疗重症紫癜性肾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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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轻微病变/微小病变肾病综合征的免疫抑制剂治疗比较 
 

李玉峰,卫敏江,吴伟岚,陈慧敏,董瑜,金晶,朱亚菊,龚莹靓,单文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儿童肾病综合征的常见的病理类型是轻微病变/微小病变,轻微病变/微小病变多数对激素敏感,
但易反复,表现为频反复;另一部分对激素疗效欠佳,表现为激素耐药或激素依赖。对于单一激素治疗

效果欠佳的肾病综合征临床上多用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霉酚酸酯/他克莫司)联合激素治疗。通过

比较免疫抑制剂的疗效为难治性轻微病变/微小病变肾病综合征制定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单中心 2002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病理类型为轻微病变/微小病变的肾病综合征病历资料,
依据激素联合的免疫抑制剂不同分为环磷酰胺组､ 霉酚酸酯组和他克莫司组三组,回顾性分析三组

的年龄､ 性别､ 激素耐药比例､ 频反复比例､ 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期间尿蛋白反复时的激素剂

量､ 激素减停的例数及复发比例。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及构成比采用卡方检

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随访资料完整入组病例共 56 例,其中环磷酰胺组 24 例,霉酚酸酯组 20 例,他克莫司组 12 例。

环磷酰胺组､ 霉酚酸酯组和他克莫司组的年龄分别是 4.3±2.9 岁､ 5.2±2.8 岁､ 4.8±2.3 岁,三组年龄

之间无显著差异(P=0.31)。环磷酰胺组､ 霉酚酸酯组和他克莫司组的男孩比例分别是 83.33%､
85%和 83.33%,三组之间的性别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P=0.987)。激素耐药/激素依赖肾病综合征在

环磷酰胺组､ 霉酚酸酯组和他克莫司组中的占比分别是 20.83%､ 25%和 33.33%,三组之间无统计

学差异(P=0.721)。他克莫司联合激素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缓解率 高达 75%,霉酚酸酯组次之

55%,环磷酰胺组 低 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2)。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停药后肾病复发率

他克莫司 高,达 66.67%,霉酚酸酯次之 54.55%,环磷酰胺组激素停药后未有肾病复发病例,肾病复

发率三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35)。 
结论 环磷酰胺､ 霉酚酸酯､ 他克莫司治疗儿童轻微病变/微小病变类型的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他克莫

司缓解率 高,霉酚酸酯次之,环磷酰胺缓解率 低;停药后肾病复发率环磷酰胺 低,霉酚酸酯次之,
他克莫司复发率 高。 
 
 
PU-3070 

轻微病变肾病综合征激素治疗效果与免疫复合物沉积的关系 
 

李玉峰,单文婕,龚莹靓,卫敏江,吴伟岚,陈慧敏,金晶,朱亚菊,董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为了提高对儿童肾病综合征临床与病理关系的认识,分析我院儿童肾病综合征病理类型为轻微

病变或者微小病变的免疫复合物沉积与激素初始治疗的关系。 
方法 对 150 例临床符合肾病综合征诊断,且病理诊断为微小病变或者轻微病变的免疫复合物沉积情

况和激素初始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不同免疫荧光分组进行比较。临床计量资料统计采用 t
检验,病理类型构成比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有显著差异。 
结果 (1)病理诊断为轻微病变或者微小病变的的儿童肾病综合征激素初始诱导治疗尿蛋白阴转率高

(75%); 
(2)轻微病变/微小病变中各免疫荧光(IgG､ IgA､ IgM､ C3､ C4､ C1q､ FN)的沉积与否与激素疗效

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轻微病变/微小病变的的儿童肾病综合征激素初始诱导治疗尿蛋白阴转率高,激素疗效与病理的

免疫荧光沉积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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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血清网膜素､ 趋化素水平的研究 
 

张瑄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通过检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NS)患儿血清脂肪因子(网膜素与趋化素)的水平,探讨脂肪因子在

PNS 患儿的表达状态及激素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我院肾内科住院的初发和激素停药 6 个月以上复发的 50 例

PNS 患儿为研究组;30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入选儿童均抽取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

清中网膜素与趋化素水平,同时检测 PNS 患儿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血脂及血浆白蛋白等。 
结果 PNS 患儿血清中网膜素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趋化素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NS 患儿激素治疗 4 周后(尿蛋白均为阴性),血清中网膜素水平仍低于对照组(P<0.05),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趋化素水平与对照组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网膜素与趋化素的水平与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血浆白蛋白水平无相关性(P>0.05)。网膜素与甘油三脂呈负相关(P<0.05)。 
结论 网膜素与趋化素在 PNS 患儿随病情缓解而逐渐恢复,提示 PNS 患儿存在脂肪因子分泌异常,可
考虑作为 PNS 活动的指标。网膜素不能在激素治疗 4 周后恢复至正常,分析可能与肾病患儿本身存

在持续脂质代谢紊乱及激素应用有关。脂肪因子对脂代谢的远期影响及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临床

观察和研究。 
 
 
PU-3072 

儿童改良经皮穿刺腹膜透析置管术的临床应用 
 

陈秋霞,赵非,丁桂霞,张爱华,黄松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比较改良经皮穿刺腹膜透析置管术与传统手术切开直视下腹膜透析置管术在儿童慢性肾功能

衰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采用手术切开直视下腹膜透析置管 13 例患儿,采用改良经皮穿刺

腹膜透析置管 12 例患儿,执行此改良经皮穿刺术过程中未使用传统的撕脱鞘。记录患儿的年龄､ 性

别､ 身高､ 体重等人文资料。记录患儿置管过程中的相关指标,包括切口长度､ 置管时间和术中合

并症发生情况;置管后的状况,包括止血药的使用､ 开始透析的时间;置管后半年内腹膜透析导管功能

障碍及腹膜透析相关性感染的情况。比较两组患儿置管过程中及置管后半年内腹膜透析管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差异。 
结果 两组患儿的性别､ 年龄､ 身高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腹透管置管过程中,改良经皮穿

刺腹膜透析置管组手术时间显著低于传统的手术切开直视下腹膜透析置管组(P<0.05),术后止血药的

使用疗程显著短于后组(P<0.05),数据显示手术切口长度及术后开始行腹膜透析的间隔时间均较后组

短,术后半年内腹膜透析液渗漏发生率显著低于手术切开组(P<0.05),堵管漂管等透析导管功能障碍

､ 隧道口感染及半年内改为血透患儿的比例均较手术切开组低,但没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儿术中脏

器的损伤及腹膜炎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结论 改良经皮穿刺腹膜透析置管术作为一种安全､ 有效､ 操作难度较低的腹膜透析置管方式,操作

过程无需开腹及荷包缝合,且与带涤纶套带隧道血液透析导管置管过程雷同,儿童肾脏内科医师通过

培训便可进行,值得在儿童肾内科医生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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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OSE 技术在小儿低剂量 CT 尿路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朱凯,张晓凡,张毅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 IDOSE 技术在维持较优质的图像质量同时,降低小儿尿路成像 CT 扫描方案的辐射剂量,
尤其是降低性腺区扫描的辐射剂量的价值。 
方法 经腹部超声(Ultrasonography,USG)检查疑患尿路积水或畸形的儿童 80 例,行 CTU 检查,直接

行增强实质期及延迟期扫描,对比 IDOSE 技术(A 组)和未加 IDOSE 技术(B 组)的小儿 CTU 扫描的图

像质量和辐射剂量。2 组各患儿,年龄､ 性别分布匹配。A 组采用 IDOSE 技术(设备采用 Philips 
Brilance 64 排螺旋 CT,迭代算法,扫描条件为 80 kV､ 60 mA s)进行小儿 CTU 扫描,B 组未加

IDOSE 技术进行扫描,余扫描参数两者相同。记录每例患儿扫描野范围内扫描时间､ 剂量报告表中

的 CT 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 实质期及延迟期总扫描长度和剂量长度乘积(dose-length 
product,DLP)。进一步计算有效剂量(effective dose,ED),重点比较性腺区平均 CT 值､ 噪声､ 信噪

比及并对图像主观评分。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 
结果 在不影像图像质量的前提下,A 组的平均电流值､ 性腺区电流值､ CTDIvol､ DLP 值､ ED 分别

较 B 组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 
结论 与未加 IDOSE 的小儿 CTU 扫描方案相比,加入 IDOSE CT 扫描方案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
可有效降低小儿泌尿系畸形及积水患儿的辐射剂量,尤其是性腺区的扫描剂量。 
 
 
PU-3074 

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足细胞相关蛋白的基因突变分析 
 

谭钰嫔,杨曼琼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分析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SRNS)足细胞基因突变及其特点。 
方法 研究对象为 10 例 SRNS 患儿和 10 例尿检正常的健康志愿者。采用 PCR 扩增 NPHS1､
NPHS2 和 CD2AP 基因全部外显子及其周围的部分内含子,WT1 基因外显子 8 和 9 及其周围的部分

内含子;应用 DNA 序列直接测定法对其 PCR 产物进行测序。 
结果 在 5 例应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肾病无缓解的 SRNS 患儿中,发现 2 例携带 NPHS1 基因杂

合突变---(2677A> G( T893A)､ IVS21+14G>A),1 例携带 CD2AP 基因杂合突变(VS13-137G>A)。5
例应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肾病缓解的 SRNS 患儿中,发现 2 例患儿携带 NPHS1 基因杂合突变

(2869G>C( V957L)､ IVS8+30C>T),1 例患儿携带 CD2AP 基因杂合突变(1083T>C)。在 10 例健康

对照组中未检测出变异。 
结论 对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患儿均需进行足细胞基因突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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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rogen-Related Receptor α (ERRα) Plays Proapoptotic 
and Proinflammatory Roles in Mesangial Cells 

 
Gong Wei,Jia Zhanjun,Zhang Yue,Huang Songming,Zhang Aihua 

Nanjing Children's Hospital 210008 
 

 
Objective Mesangial Cell (MC) apoptosis has been proposed as an important cell clearance 
mechanism during the uncontrolled MC proliferation. The present study is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RRα in MC apoptosis under the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Methods The mouse MC line was treated with vehicle or 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 (PAN). 
Then the regulation of ERRα and the role of ERRα in MC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was 
examined. 
Results PAN induced MC apoptosis by 2.3 folds accompanied by the declined cell viability and 
enhan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The apoptosis was further evidenced by the increments of 
BAX/Bcl-2 ratio and caspase-3 expression. In line with the apoptotic response, we also found a 
remarkable induction of ERRα, an orphan nuclear receptor, at both mRNA (>5-fold) and protein 
levels (>2-fold). Interestingly, ERRα silencing by a siRNA approach resulted in an attenuation of 
MC apoptosis by 45% caused by PAN. Meantim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was also markedly 
ameliorated. More importantly, overexpression of ERRα in MCs significantly triggered MC 
apoptosis in line with increased BAX/Bcl-2 ratio and caspase-3 expression. In PAN-treated MCs, 
ERRα overexpression further aggravated PAN-induced apoptosis by 1.3-fold.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ed a detrimental effect of ERRα on PAN-induced MC apoptosi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which could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 
of MC injury in PAN nephropathy and other glomerular diseases. 
 
 
PU-3076 

尿毒症毒素在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树珍,张玥,黄松明,张爱华,贾占军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观察尿毒症毒素对小鼠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并探寻 COX-2/mPGES-1/PGE2信号通路在其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为临床治疗 ESRD 患者心血管疾病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 不同浓度的尿毒症毒素刺激小鼠血管内皮细胞不同时间,通过 qRT-PCR(quantitive real 
time PCR,实时定量 PCR)检测细胞内 COX-2 及 mPGES-1 的核酸表达水平;应用 Western Bolt 检
测其蛋白表达水平,选定较为合适的浓度和时间进行下一步实验,即 IS 为 500 μM,刺激时间为 24 小

时;后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经尿毒症毒素刺激后的细胞损伤情况,并分别从核酸和蛋白水平检测凋亡

标记物 Caspas3､ Bax 的表达,同时以 ELISA 检测 PGE2的表达水平。2､ 经 NS-398 抑制 COX-2
的表达,以尿毒症毒素刺激 24 小时后,检测细胞凋亡情况,qRT-PCR 及 Western Bolt 检测凋亡标记物

的表达,并以 ELISA 检测 PGE2的表达。 
结果 1､ 硫酸吲哚酚刺激小鼠血管内皮细胞后,核酸及蛋白水平均检测到 COX-2､ mPGES-1 水平较

对照组升高(P<0.05),同时检测到 PGE2表达量增加,且细胞凋亡明显加重,Caspas3 及 Bax 作为凋亡

标志物,其表达量均上调,与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 NS-398 是特异性 COX-2 抑制

剂,作用于小鼠血管内皮细胞可显著下调 COX-2 表达量,尿酸及硫酸吲哚酚刺激抑制 COX-2 表达的

细胞后,以流式细胞仪检测,发现细胞凋亡较对照组减轻(P<0.05),Caspas3 及 Bax 表达也较之减少降

低,同时经 ELISA 检测 PGE2含量,发现其合成量较单纯刺激组有所下降(P<0.05)。 
结论 尿毒症毒素可诱导小鼠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可能是通过调节 COX-2/mPGES-1/PGE2信号通路

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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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P-溶血尿毒综合征 2 例 
 

苏白鸽
1,周慧琴

1,2,姚勇
1,张琰琴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安徽省儿童医院 

 
 
目的 描述我院 2 例 DEAP-溶血尿毒综合征 CFHR 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 病例 1 为 7 岁男童,病史 3 年,病初呕吐起病,查有血尿､ 蛋白尿,贫血及血小板减少,LDH 明显升

高,以及肾功能不全,伴补体 C3 下降,予血浆置换及透析治疗,给予血液制品对症输注,明确 H 因子抗

体相关溶血尿毒综合征后予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肾功能恢复正常,尿蛋白持续阴转,血压平稳,治
疗 2 年停药;停药 3 月再发,表现形式及治疗同前,目前遗留肾功能不全､ 高血压及蛋白尿。病例 2 为

7 岁男童,病史 2 月,病初以呕吐､ 纳差､ 面色苍白起病,逐渐出现血尿,尿量减少,血压升高,査有肾功

能不全及贫血､ 血小板减少,但补体 C3 正常,予血浆置换､ CRRT 及输注红细胞治疗,后予激素联合

吗替麦考酚酯治疗,肾功能恢复,血压正常,尿蛋白明显减少,尚未阴转。临床考虑 2 例患儿不典型溶血

尿毒综合征,均送检 H 因子及其抗体,同时送检补体相关基因,对所有编码外显子进行 PCR 和直接测

序分析。 
结果 两例患儿 H 因子抗体均阳性,且补体相关基因检测发现 2 例患儿分别存在 CFHR3 基因 exon1
纯合缺失(chr1:196744019-196801022)及 CFHR1 基因纯合错义突变 c.641T>A(p.1214N)。 
结论 儿童 H 因子抗体阳性溶血尿毒综合征并不少见,且其中有一定比例存在 H 因子相关蛋白基因突

变,即 DEAP 溶血尿毒综合征。因此儿童不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建议完善 H 因子抗体及基因背景检

测。 
 
 
PU-3078 

经典型 Bartter 综台征 CLCNKB 基因检测及突变功能研究 
 

王春莉
1,陈颖

2,郑必霞
1,朱梦姝

1,贾占军
1,黄松明

2,张爱华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科重点实验室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脏科 

 
 
目的 经典型 Bartter 综合征(cBS)是一种以低钾代谢性碱中毒为主要特征的遗传性肾小管疾病,由编

码氯离子转运通道蛋白(ClC-Kb)的 CLCNKB 基因突变所致。本研究筛查到一例经典型 Bartter 综合

征患儿 CLCNKB 基因携带两种新发突变 c.848_850delTCT(F283-)､ c.1755A>G(T585T),其姐姐为

CLCNKB 基因复合杂合型突变(c.848_850delTCT､ c.1755A>G),父亲携带 c.848_850delTCT 杂合

突变,母亲携带 c.1755A>G 杂合突。运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发现 F283-为保守区突变,c.1755A>G
可能影响 CLCNKB 基因 mRNA 正常剪接。本研究拟对 CLCNKB 基因两新突变进行体外细胞表达

及定位研究,以探讨其分子发病机制。 
方法 提取先证者､ 母亲和健康对照外周新鲜血液淋巴细胞总 RNA,通过 RT-PCR 检测 c.1755A>G
是否影响 CLCNKB 基因 mRNA 正常剪接。通过定点突变技术构建野生型(WT)和 F283-､ △E16 突

变型 C1C-Kb 蛋白真核生物过表达重组载体,综合运用细胞转染､ Western Blot､ 免疫荧光等技术探

究新发 CLCNKB 基因突变对 C1C-Kb 蛋白表达及定位的影响。 
结果 RT-PCR 结果表明先证者及其母亲的主要转录产物为 526bp 的包含 16 号外显子片段,也表达

少量 392bp 大小的不包含 16 外显子片段,表明 c.1755A>G 突变导致 16 外显子跳跃,产生截短的蛋

白(△E16 型)。进一步运用 Western blot 检测 ClC-Kb 总蛋白及膜蛋白表达水平,通过半定量分析发

现,在总蛋白及膜蛋白水平,突变型 F283-､ △E16 与野生型相比,ClC-Kb 蛋白表达量均下降,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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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 条带与野生型和 F283-突变型蛋白相比较小。 后,我们运用免疫荧光共聚焦技术检测突变对

ClC-Kb 蛋白的细胞定位影响,发现野生型及 F283- 突变型蛋白正常表达在膜上,而△E16 突变型蛋白

无法转运到膜上,主要表达在胞浆中。 
结论 CLCNKB 基因突变 F283-导致膜上 ClC-Kb 表达减少,可能通过影响蛋白的表达量影响离子通

道功能;而 c.1755A>G 导致 CLCNKB 基因外显子 16 跳跃,突变形成截短的 ClC-Kb 导致蛋白表达量

及大小减少,同时也影响蛋白的正常定位,导致 ClC-Kb 蛋白不能转运到细胞膜上,可能进一步影响其

离子通道功能。 
 
 
PU-3079 

儿童急性局灶性细菌性肾炎及肾脓肿的影像学诊断价值 
 

宋蕾,刘志敏,彭芸,段晓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 CT 及 MRI 在急性局灶性细菌性肾炎(AFBN)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诊治的 18 例 AFBN 患儿的 CT 及 MRI 影像学表现。包括男 8 例,女 10 例;年
龄 6 个月~14 岁。9 例进行了 CT 平扫,其中 7 例 CT 增强扫描;11 例行 MRI 平扫,其中 5 例行增强检

查。 
结果 本组 18 例中,病变位于右肾者 5 例,左肾者 5 例,双肾受累者 8 例;10 例有肾脓肿形成。CT 平扫

示 患肾外形增大,肾实质内见楔形或片状低密度区,Gerota 筋膜不均 增厚,增强 CT 示肾内病灶延迟

强化或不均 强化,脓肿形成时表现为环状强化;MRI 平扫示患肾增大,肾实质内见楔形或团片状稍长

T1 长 T2 信号,局部皮髓质分界模糊,弥散相高信号提示脓肿形成可能,增强检查病灶区强化减弱,脓肿

边缘可有环形强化。 
结论 AFBN 在增强 CT 及 MRI 有较特异的影像学表现,有助于早期诊断,其中 MRI 由于没有射线损伤

近年来应用增多,当临床症状不明确时以及脓肿形成时需要与血管性疾病及肿瘤等鉴别。 
 
 
PU-3080 

枸橼酸局部抗凝在尿毒症儿童维持性血液透析中的应用 
 

王文琰,赵非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0 

 
 
目的 研究枸橼酸局部抗凝(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RCA)在尿毒症儿童维持性血液透析中

的应用。 
方法 本实验为前瞻性自身交叉对照试验。将 11 例于南京市儿童医院长期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尿毒

症患儿随机分为 A 组和 B 组。A 组采用枸橼酸局部抗凝,B 组采用普通肝素抗凝,治疗 2 周后交叉,再
治疗 2 周,洗脱期采用低分子肝素钙抗凝,时间 2 周。记录患儿透析前后血清尿素氮(BUN)及肌酐(Cr)
水平､ 分别计算枸橼酸抗凝组及肝素抗凝组尿素清除指数(Kt/V),观察滤器及管路凝血情况,监测枸橼

酸抗凝组透析前后体内及滤器后血清游离钙水平(iCa2+)､ 活化凝血时间(ACT)及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透析前后体内血清电解质 Na+､ 总 Ca､ 血气分析 PH 值及 HCO3-水平,观察枸橼酸抗凝过

程中患儿是否出现口唇､ 四肢麻木。 
结果 11 例患儿共行枸橼酸局部抗凝 66 例次､ 普通肝素抗凝 66 例次,均未出现滤器及管路凝血。枸

橼酸抗凝组及肝素抗凝组相比,透析前后尿素清除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枸橼酸抗凝组透析前后

体内 AC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透析后滤器后 ACT 较基础值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枸橼酸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01 
 

抗凝组透析前后体内 APT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透析后滤器后 APTT 与基础值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

意义。枸橼酸抗凝组患儿未出现明显钙代谢紊乱､ 代谢性酸碱失衡及高钠血症。 
结论 枸橼酸局部抗凝在尿毒症儿童维持性血液透析中应用是安全有效的。 
 
 
PU-3081 

Dent 病儿童慢性肾功能不全 2 例分析 
 

苏白鸽,刘晓宇,张宏文,肖慧捷,姚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描述 2 例 Dent 病儿童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临床病理特点 
方法 病例 1 为 15 岁青春期男童,病史 2 年 10 月余,以蛋白尿起病,伴有双肾小囊肿,未予特殊治疗,曾
行肾穿病理会诊提示 FSGS(NOS 型),伴有肾小管间质性损伤,给予氢氯噻嗪治疗,期间曾有严重低钾

血症情况。1 年 8 月前发现肾功能不全,1 年 3 月前基因检查提示 CLCN5 基因突变,明确诊断为

Dent 病 1 型,同时考虑肾脏囊肿为长期严重低钾血症所致,给予氢氯噻嗪及枸橼酸钾治疗,监测肾功能

仍有缓慢进展。病例 2 为 10 岁青春期男童,病史 9 年 5 月余,以蛋白尿起病,未予规律治疗。1 年 9
月前住院检查发现小分子蛋白尿,伴有高钙尿症及泛氨基酸尿症,基因检查提示 CLCN5 基因突变,明
确诊断为 Dent 病 1 型,给予氢氯噻嗪及枸橼酸钾治疗。1 年 3 月余前发现肾功能不全,且有缓慢进

展。为明确病因 2 例 Dent 病患儿均完善了肾穿刺活检检查。 
结果 病例 1 肾穿刺活检病理可见 7 个肾小球,4 个球性硬化,1 个节段硬化,1 个细胞纤维性新月体形

成,1 个缺血周所,肾小管多灶状及片状萎缩,肾间质多灶状淋巴单核细胞浸润伴纤维化,小动脉壁增厚,
提示局灶节段肾小球硬化症(NOS 型)伴慢性肾小管间质损伤;病例 2 肾穿刺活检病理可 18 个肾小

球,2 个球性硬化,1 个细胞纤维､ 1 个小细胞性新月体形成,2 个肾小球包曼氏囊腔扩张伴囊肿形成,
肾小管上皮空泡变性,多灶状及片状萎缩,肾间质多灶状及片状淋巴单核细胞浸润伴纤维化,小动脉管

壁增厚,提示慢性肾小管间质肾病。 
结论 文献报道 Dent 病平均 50 岁进入 ESRD,但可以在青春期甚至儿童期即进入慢性肾功能不全,其
病理以肾小管间质损伤为主要表现。因此需关注 Dent 病儿童的慢性肾脏病管理。 
 
 
PU-3082 

39 例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临床表现､ 病理分型 

与中医辨证分型相关性研究 
 

魏磊,刘翠华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的临床表现､ 病理分析与中医辨证分型的相关性。 
方法 对 39 例儿童原发性 IgA 肾病患儿进行临床､ 病理资料分析,并根据临床表现进行中医辨证,分
析中医辨证分型与临床表现及病理类型之间的关系 
结果 39 例患儿男 29 例,女 10 例,平均年龄 8.4 岁;肾炎综合征型 14 例(35%),无症状性尿检异常 14
例(35%),肾病综合征型 11 例(28%)。病理类型 Lee 分级以Ⅱ-Ⅲ级为主(46%-41%),Ⅳ(10%)。外感

风热､ 肺脾气虚证病理类型较轻,Lee 分级以Ⅱ-Ⅲ级为主(89%),其次气阴两虚证,脾肾阳虚病理类型

变化 重,Lee 分级以Ⅲ-Ⅳ级为主(63%)。下焦湿热型､ 肺脾气虚型､ 气阴两虚型､ 脾肾阳虚型各 1
例,病理类型 Lee 分级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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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 IgA 肾病临床表现轻重不一,症状与体征及实验室检查可以不相符合,且与病理损害程度不

一定平行,中医辨证分型与西医临床分型及病理类型之间确有一定的关系。因小儿病情变化快,中医

辨证分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研究样本量小,对于中医微观辨证尚缺乏,有待进一步研究。 
 
 
PU-3083 

以慢性肾衰竭起病的 Papillorenal 综合征一例 
 

许艺怀,刘雪梅,张洪霞,潘艳艳,王兴翠,董琳琳,仇慧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肾衰竭与眼斜视及眼球震颤是否有关 
方法 整理临床资料,检测基因学 
结果 发现 PAX2 基因 1 个与 Papillorenal 综合征(OMIM:120330)相关性较高变异。 
结论 该患儿诊断 Palillorenal 综合征, 
 
 
PU-3084 

血液灌流治疗儿童严重消化道受累过敏性紫癜疗效分析 
 

周蔚然,董琳琳,潘艳艳,王雪,张洪霞,刘雪梅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评估血液灌流治疗儿童严重消化道受累(消化道出血､ 腹痛不能耐受)过敏性紫癜的疗效。 
方法 对有严重消化道受累的儿童过敏性紫癜患儿,根据家长意愿分为血液灌流组及常规治疗组,血液

灌流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血液灌流每日 1 次,共 3 次;常规治疗包括糖皮质激素､ 钙剂､ 维生

素 C､ 双嘧达莫等。比较消化道症状缓解及复发情况､ 皮疹反复情况以及肾脏受累情况,评估血液

灌流治疗严重消化道受累过敏性紫癜患儿的疗效。 
结果 血液灌流组 53 例,常规治疗组 34 例。血液灌流组腹痛缓解时间(1.53±1.24 天)较常规治疗组

(4.06±2.86 天)明显缩短。血液灌流组 26.5%治疗后出现新发皮疹,常规治疗组为 31.3%,两组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P=0.753)。血液灌流组有 18.4%患儿因皮疹或腹痛反复再入院,常规治疗组为 31.3%,两
者有统计学差异(P=0.306)。对治疗前无肾脏损害的患儿进行随访 3 月,血液灌流组 53 例中有 4 人

出现肾损害,其中 1 例为大量蛋白尿;常规治疗组 34 例中有 3 人出现肾损害,其中 1 例为大量蛋白尿,
需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831)。安全性方面,血液灌流组所有患儿拔

管前完善超声检查,其中 12 例出现局部血栓,给予局部溶栓及全身抗凝治疗 3 天后复查血栓均消失,
留管期间 4 例出现局部渗血,按压及止血治疗后好转,1 例置管处疼痛。 
结论 血液灌流可以较快缓解患儿腹部症状,减少皮疹复发,可作为一种起效快､ 较安全的治疗方式治

疗严重消化道受累的儿童过敏性紫癜。是否能改善过敏性紫癜儿童肾脏的远期预后仍需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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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85 

血液灌流治疗常规治疗无效､ 严重消化道受累 

的儿童过敏性紫癜疗效分析 
 

周蔚然,刘雪梅,潘艳艳,仇慧,许艺怀,张洪霞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评估血液灌流治疗严重消化道受累(消化道出血､ 腹痛不能耐受)常规治疗无效的过敏性紫癜患

儿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我科住院,对严重消化道受累常规治疗无效的过敏性紫癜

患儿进行血液灌流治疗,观察消化道症状缓解及复发情况､ 皮疹反复情况以及肾脏受累情况,评估血

液灌流治疗对常规治疗无效､ 严重消化道受累患儿治疗的疗效。 
结果 共有 53 例患儿进入研究。所有患儿经血液灌流治疗后消化道症状均缓解,平均缓解时间为

2.15±2.07 天。停止血液灌流后,4 例再次出现消化道出血,表现为暗红色血便或呕血,给予甲泼尼龙

､ 对症止血治疗后缓解;14 例在治疗后 2-11 天有不同程度腹痛反复,但程度较轻,药物治疗后控制。

13 例皮疹反复,9 例因皮疹反复或腹痛 2 次入院。11 例血液灌流前出现肾脏受累,8 例为轻度蛋白尿,
灌流治疗后 5 例尿蛋白恢复正常,余 3 例为大量蛋白尿,需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其余所有患儿均

仅短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安全性方面,4 例深静脉置管处有渗血,15 例患儿超声检查发现置管处血栓

形成,予以局部尿激酶溶栓 3 天后复查血栓消失。 
结论 血液灌流治疗可以作为一种起效快､ 较安全的治疗常规治疗无效的严重消化道受累过敏性紫

癜儿童的有效方法。 
 
 
PU-3086 

48 例儿童紫癜性肾炎临床及病理分析 
 

周蔚然,张洪霞,董琳琳,童桂霞,潘艳艳,刘雪梅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通过对儿童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和肾脏病理进行回顾性研究,探讨二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经肾活检确诊的紫癜性肾炎病例 48 例,搜集患者的临床病例及

肾脏病理,统计一般情况､ 临床表现(包括临床分型､ 有无消化道出血､ 24 小时尿蛋白水平等)以及

病理情况(包括光镜和免疫荧光检查),对其临床情况和病理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48 例 HSPN 患者,男性 33 例,女性 15 例,男女比为 2.2:1,平均年龄(9.45±3.62)岁。临床分型以

血尿和蛋白尿型 多(50%),肾病综合征型(27.1%),单纯性蛋白尿型(13.6%),单纯性血尿型(2.1%),急
性肾炎型(2.1%),无急进性肾炎综合征型及慢性肾炎型。66.7%的患儿存在大量蛋白尿;10.4%患儿存

在肉眼血尿。消化道出血与肉眼血尿､ 大量蛋白尿的发生无关。根据 ISKDC 分级,肾脏病理 I 级 1
例(血尿和蛋白尿型);II 级 3 例(1 例血尿型,1 例血尿及蛋白尿型,1 例蛋白尿型);IIIa 级 12 例;IIIb 级 24
例。20 例有新月体形成,18 例有大量蛋白尿,1 例为肉眼血尿,1 例为急性肾炎型､ 肾功能降低。28
例无新月体形成的病例中,7 例有大量蛋白尿,2 例有肉眼血尿,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免疫荧光分型,
单纯性 Ig A 型 多(20 例),Ig A+Ig M 型 18 例,Ig A+Ig G 型 9 例,Ig A+Ig G+Ig M 型 1 例,其中免疫复

合物沉积的数量与蛋白尿水平无明显关系(P=0.436)。补体 C3､ 免疫荧光分级､ 病理分级之间无明

显关系(P>0.05)。肾小管功能分级与病理分型间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消化道出血可能不是患儿疾病严重的危险因素;新月体形成者临床常出现大量蛋白尿及肉眼血

尿;临床严重程度与免疫荧光分型无明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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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87 

霉酚酸酯及环磷酰胺冲击治疗儿童狼疮性肾炎的临床疗效 
 

潘艳艳,周蔚然,董琳琳,仇慧,王雪,刘雪梅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霉酚酸酯及环磷酰胺冲击治疗儿童狼疮性肾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我科狼疮性肾炎患者分为 2 组,即霉酚酸酯组(20-30mg/kg/d)和环磷酰胺冲击组(静脉滴注

CTX,每月 500mg/m2),每组 10 例。2 组均联合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对比观察 2 组治疗前及治疗后

第 4､ 6 个月的尿蛋白情况､ 血红蛋白､ 补体､ 血沉及自身抗体的变化以评估临床疗效,并记录药物

治疗的不良反应。 
结果 霉酚酸酯组 8 例,环磷酰胺组 7 例,两组患儿均完成治疗疗程,与治疗前相比,霉酚酸酯及环磷酰

胺治疗后血红蛋白较前升高,尿蛋白定量明显降低,血沉水平及 dsDNA 水平较前降低,补体 C3､ C4
水平均明显升高,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4 月随访,MMF 组完全缓解 5 例,部分缓解 2 例,
治疗无效 1 例; CTX 组完全缓解 2 例,部分缓解 5 例,治疗无效 0 例,疗效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172。治疗 6 月随访,MMF 组完全缓解 6 例, 部分缓解 1 例, 治疗失败 1 例; CTX 组完全缓解 6 例,
部分缓解 1 例,治疗失败 0 例,疗效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26)。两组均未监测到明显副作用。 
结论 尽管 CTX 临床起效较快,但 MMF4 个月评估疗效时优于 CTX,6 月疗效及安全性两者相当,仍需

进一步增加样本量进行研究。 
 
 
PU-3088 

儿童化疗相关性 AKI 肾替代治疗的开始时机 
 

郭妍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恶性肿瘤的治疗能导致种类多样的肾脏疾病,以急性肾损伤(AKI) 为常见。儿童因其肾功能发

育不成熟,肾小球滤过率(GFR)较低,婴幼儿 GFR 甚至仅为成人 1/4,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差更易发生

AKI。本文总结了恶性肿瘤合并化疗相关性 AKI 的患儿,对其肾替代治疗开始时机进行了分析,试图

找到肾替代治疗介入的 佳时机。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血液科和 PICU 因恶性肿瘤合并

化疗相关性 AKI 的住院病人,通过肾替代治疗前 AKI 的 REFLE 分期､ 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

分系统(APACHEⅡ)分期及器官损伤数量(SAKI)､ 液体过负荷率(%FO)等分析,比较化疗相关性 AKI
患儿早期或者晚期开始肾脏替代治疗效果。 
结果 共 10 例恶性肿瘤合并化疗相关性 AKI 的患儿,男性 6 例,女性 4 例。1. RIFLE AKI 各期肾替代

治疗效果:Risk 期治愈 2 例;Injury 期 治愈 4 例,好转 2 例;Failure 期死亡 2 例。2.APARCHEⅡ各级

评分肾替代治疗介入疗效:APARCHEⅡ≤10 治愈 6 例,好转 1 例,治愈 APARCHEⅡ>10 死亡 2 例,
好转 1 例。3.SAKI 损伤器官数量肾替代治疗介入疗效:损伤器官<3 时治愈 5 例,好转 1 例,损伤器官

≥3 时死亡 2 例,治愈 1 例,好转 1 例。4.液体过负荷率肾替代治疗介入疗效:%FO<10%-20%时治愈

4 例,好转 1 例,%FO>20%时死亡 2 例,治愈 2 例,好转 1 例。 
结论 肾替代治疗是 AKI 的主要治疗方式,但儿童由于其血容量相对不足,心血管系统更易受到外源性

因素的影响,何时进行肾替代治疗才能 大获益?根据 RIFLE 分期,Risk 期介入效果 好,但临床上大

多数患儿都是 Injury 期才开始肾替代治疗。APACHEⅡ>10 分死亡风险大,评分≈10 分可能为肾替

代治疗介入 佳时机。器官损伤数量<3 时肾替代治疗介入疗效更好。液体过负荷率%FO>20%时

死亡风险加大。每种方法单独作为评估肾替代治疗介入时机均有缺陷,故当评估肾替代治疗介入时

机时,应结合这几种方法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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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89 

儿童毛细血管内皮增生性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分析 
 

秦黎,杨佳美,李平,王亚军,刘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以弥漫性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为病理表现的紫癜性肾炎的临床及病理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近 5 年来经肾活检确诊的 50 例毛细血管内皮增生性紫癜性肾炎患儿临床表现

和病理。 
结果 1.50 例患儿中,临床分型为Ⅲ型和Ⅴ型,其中Ⅲ型:27 例,占 54%,Ⅴ型:23 例,占 46%。病理损害

包括单纯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和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合并新月体形成/节段性病变。2.不同病理

损害的单纯和非单纯 DEP-HSPN 两组在发病年龄､ 病程比较无显著差异性,但在尿红细胞计数､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血浆白蛋白､ 血肌酐比较有明显差异性。3.病理损害容易出现新月体,新月体平均

形成率为(19.26±19.62)%新月体形成率 50%以下共 34 例(34/39 87.1%),两组病例袢坏死､ 血栓､

粘连､ 硬化节段性病变､ 发生比例低,所有患儿系膜区均有非单纯 IgA 沉积,根据肾小球内沉积的免

疫复合物不同可分为:①IgA+IgM 沉积型,②IgA+IgG 沉积型,③IgA+IgM+IgG 沉积型,组间比较无显著

差异(p>0.05)。4. 50 例治疗一年时的转归:22 例临床完全缓解,28 例无症状性血尿,22 例,正常,22 例

轻微尿异常,无活动性肾病及肾功能不全。 
结论 毛细血管内皮增生性紫癜性肾炎临床以肉眼血尿和大量蛋白尿和肾炎型肾病为表现,起病急､

症状重,病理损害合并新月体时,临床症状加重,经急性期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病情可迅速缓

解,缓解后长期序贯治疗随访,可获得良好预后。 
 
 
PU-3090 

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儿童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1 例 
 

田佳,刘冲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目的 提高对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肾小球肾炎的认识,减少误诊､ 误治 
方法 回顾分析本院收治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儿童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1 例患者临床表现

及治疗随访。 
结果 患儿,男,11 岁,主因“发热､ 咳嗽 6 天､ 肉眼血尿､ 全身浮肿 5 天”入院。曾经因肺炎后与当地医

院治疗,随之患者出现血尿浮肿,大量蛋白尿,肾功能不全,转入我院。入院查体:T:36.8℃,W:63Kg,血
压:120/90mmHg,神志清,精神可,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全身非指凹性水肿,双眼睑浮肿,双肺呼吸音粗,
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音有力,律齐,腹软,肝脾不大,移动性浊音阴性。入院后予头孢曲松抗感染,卡托

普利降压,化验回报:抗“O”:577IU/mL,EBV-CAIgG20.3,D 二聚体 0.55 mg/L,白蛋白 18.9 g/L,肌酐

74μmol/L,尿素:9.3 mmol/L,尿酸 787:mmol/L,补体 C3:0.04 g/L,补体 C4 0.162g/L,血脂三项正常,乙
肝五项:阴性,支原体抗体 IgM 阴性,ESR:62 mm/h, 尿常规:尿蛋白 3+,隐血 3+,红细胞 293/HP,尿微

白蛋白>0.15g/L。胸腔超声:右侧胸腔未探及液性暗区,左侧胸腔探及 1.6cm 液性暗区,抗核抗体谱阴

性。在原治疗上加用青霉素,白蛋白输注,低分子肝素钙抗凝。治疗 6 天,患儿血压下降并稳定在

110/70 mmHg､ 浮肿减轻,体重下降至 61Kg,但仍有大量蛋白尿:尿蛋白 3+,白蛋白:22.1g/L,减低。

病程第 13 天患儿肾穿刺病理:24 个肾小球,肾小球系膜细胞和内皮细胞弥漫性增生,伴较多中性粒细

胞及少量嗜酸粒细胞浸润,上皮下粗颗粒状嗜复红蛋白沉积,可见 1 个细胞性,3 个小细胞性新月体形

成,符合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伴急性肾小管损伤。免疫荧光:C3(+++),毛细血管壁粗颗粒状

荧光,余 IgM､ IgA､ IgG,C1q,F,C4 均阴性。 终诊断:急性肾小球肾炎,链球菌感染,急性肾损伤,肝
功能损害。目前随访 3 月,未见异常,仍随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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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急性肾小球肾炎,通过尿检动态观察､ 血清补体检测及病理学检查可与肾

病综合征相鉴别。具有肾病综合征表现的急性肾炎患者,一般主张行肾活检,以便及早作出正确的诊

断。治疗上根据临床症状及病理决定是否应用糖皮质激素。例患者临床表现及治疗随访。 
 
 
PU-3091 

以高血压伴肾损害起病的甲基丙二酸血症的一例报道 
 

黄惠梅,包瑛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2 

 
 
目的 个案报道,提高儿童肾脏科医生对肾损害起病的甲基丙二酸血症这一疾病的认识 
方法 分析报告 2017 年 3 月在西安市儿童医院住院的一例以高血压伴肾损害起病的甲基丙二酸血症

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血尿筛查结果及基因检测结果,分析该患儿的诊断和治疗,并予以

随访了解其预后。 
结果 患儿血筛查:丙酰肉碱及多种酰基肉碱轻度增高,建议复查并测尿有机酸气相质谱。尿筛查发现

甲基丙二酸有增高,同时甲基枸橼酸轻度增高(见表 1)。乳酸､ 丙酮酸及 3-羟基丁酸增高,提示酮尿。

据此查血清叶酸>23.30ng/ml,偏高。血清维生素 B12>1500pg/ml,明显高于正常。血同型半胱氨酸

138.69umol/l,血甲基丙二酸测定(MMA)0.53mg/dl,高于正常,行有机酸代谢障碍相关基因检测:患儿

检测到两个杂合致病突变基因,其父母分别携带 MMACHC 基因的一个与患儿相同的杂合致病突

变。本患儿基因分析为 MMACHC 的复合杂合突变,存在 2 个突变位点,符合 cblC 型。此 MMACHC
的 2 个复合杂合突变为:Exonl:c.80A>G ,预计会使编码蛋白质第 27 位氨基酸由谷氨酰胺(GIn)变为

精氨酸(Arg),即 P.G122A;Exon4:c.609 G>A,造成蛋白质第 203 位氨基酸密码子突变终止密码子,预
计会导致所编码的蛋白质发生截短从而丧失其正常功能,即 P.W203X。 
本例患儿符合 MMA 诊断(尿液甲基丙二酸水平明显超过正常值范围,排除其他有机酸代谢异常疾病,
排除维生素 B12缺乏),血清总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可诊断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确诊本病后,建
议可行大剂量维生素 B12试验治疗,1 mg/d 肌肉注射,连续 3-5 d,测定治疗后尿甲基丙二酸水平较前

回落。临床根据维生素 B12负荷试验结果分为有效型､ 无效型,cblC､ cblD 和 cblF 型多为维生素

B12有效型。患儿进行了维生素 B12负荷试验,临床症状好转,考虑为维生素 B12 有效型。同时口服甜

菜碱､ 左卡尼汀以降低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促进酯酰肉碱排泄､ 改善患儿神经系统情况。治疗后

1 周左右血压在口服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下稳定在 100/50mmHg,复查尿常规正常,可自发清脆笑声,
患儿尿甲基丙二酸水平降低,神经系统和肾脏症状明显改善。现仍在随访中。 
结论 MMA 合并肾脏损害的病例报道较少,本患儿以呼吸困难伴顽固性高血压起病,伴肾损害,镜检血

尿蛋白尿,同时存在贫血,酮尿,经应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分析技术进行尿甲基丙二酸水平测定明显

高于正常提示有机酸测定异常,诊断 MMA,同时血同型半胱氨酸浓度及血维生素 B12测定均高于正常,
提示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CY)。叶酸测定和维生素 B12测定均高于正常,可除外营养不良导致

的继发性甲基丙二酸尿症。 
 
 
PU-3092 

COL4A3 基因新无义突变导致常染色体隐性 Alport 综合征 
 

付荣,和俊杰,王淑静,王利伟,刘敏洁,薛现军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原中原油田总医院) 457001 

 
 
目的 探讨应用靶序列捕获和二代测序检测 COL4A3､ COIAA4 和 COL4A5 基因诊断 Alport 综合征

的临床价值并拓宽基因突变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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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1 例无家族史,14 岁发现进行性慢性肾脏病伴听力下降的青少年男性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

患儿及其父母外周静脉血 3 mL,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靶序列捕获和二代测序检测 COL4A3､
COL4A4 和 COL4A5 基因及 Sanger 测序验证,并进行基因突变分析和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起病年龄不详,14 岁时诊断为“肾病”,15 岁左右发现听力下降,逐渐进展至慢性肾衰竭,20 岁

时合并严重尿毒症性心肺功能异常给予血液净化治疗,临床拟诊为 Alport 综合征。二代基因测序未

发现患儿存在 NPHS1､ NPHS2､ CD2AP､ WT1､ COL4A4 和 COL4A5 基因突变,但在 COL4A3
基因外显子 40 上检测到 c 3058G-T(p G1170X)杂合突变,外显子 51 上检测 c 4825C-T(p R1609X)
杂合突变,经分析,为新发现的 2 个无义突变。其母 COL4A3 基因外显子 40 上也检测到 c 3058G-
T(p G1170X)杂合突变,而 c 4825C 为野生型;其父 COL4A3 基因外显子 51 上也检测 c 4825C-T(p 
R1609X)杂合突变,而 c 3058G 为野生型。该患儿确诊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型 Alport 综合征。 
结论 应用靶序列捕获和二代测序检测 COL4A3､ COL4A4 和 COL4A5 基因可以对临床疑似 Alport
综合征患儿明确诊断,预测预后。结合文献复习认为常染色体遗传 Alport 综合征无论男女预后均差,
该患儿在 20 岁前进展至肾功能衰竭可能与 COL4A3 基因无义突变导致Ⅳ型胶原的 a3 链截断有

关。我们的发现拓宽了 COL4A3 基因突变谱。 
 
 
PU-3093 

Renal tubular diseases with hypokalemia in children: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Kang Yulin, Qu Wei,Feng Dan,Zhang Lining,Hao Sheng,Wu Ying,Zhu Guanghua,Huang Wenya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62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hypokalemic renal tubular diseases in childre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8 patients with hypokalemic renal tubular diseases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January 2016 have been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5 patients of them were 
performed genetic diagnosis. 
Results (1) 20 (52.6%) of 38 patients with hypokalemic renal tubular diseases have been 
admitted firstly to Non-Nephrology departments in the past 6 years. (2) Totally 38 patients with 
hypokalemic renal tubular diseases were admitted. (a) 18 cases with renal tubular diseases 
(RTA), including 17 cases of type I RTA, Male/Female is 10/7, aged 5.25±4.45 years. 1 male 
case with type II RTA who aged 7 years; (b) 11 cases with Bartter syndrome, Male/Female 8/3, 
aged 7.66±3.79years; (c) 5 cases with Gitelman syndrome, Male/Female is 2/3, aged 6.80±2.40 
years; (d) 5 cases with Fanconi syndrome, Male/Female is 4/0, aged 3.75±3.11years. (3)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hypokalemic renal tubular diseases included myasthenia, nausea, 
vomiting, polydipsia, polyurine, abnormal gait, constipation, growth retardation and arrhythmia. 
Urinary proteins associated with glomeruli and tubular injury elevated in Renal tubular acidosis, 
Bartter syndrome, Gitelman syndrome and Fanconi syndrome. (4) Gene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2 cases with type I RTA and 3 cases with Gitelman syndrome. The sequencing data 
showed a new potential mutation c.1376C>T in ATP6V0A4 gene maybe associated with type I 
RTA. 
Conclusions  (1)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hypokalemic renal tubular diseases who firstly 
visited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was relatively low. It is essential to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how to diagnose this disease. The clinical symptoms varied in patients and were featured mainly 
by myasthenia, nausea and vomit. The severe cases also presented with growth retardation and 
bone deformity. (2) Glomerular and tubular injury were found in hypokalemic renal tubular 
diseases, and it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potassium related renal injury. (3) Genetic 
diagnosis may be helpful in the diagnosis and genetic counseling of hypokalemic renal tubula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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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94 

炎症干扰 NPC1 介导的胆固醇稳态平衡 
在原发性肾病综合征足细胞损害中的分子机制 

 
杨雪钧

1,李倩倩
1,熊晓

1,张高福
1,陈压西

2,李秋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炎症加重高脂介导原发性肾病综合症足细胞损伤中的机制,并探讨胞内胆固醇转运蛋白

NPC1 在介导原发性肾病综合症足细胞胆固醇稳态平衡中的作用。 
方法 将足细胞分为对照组､ 高脂组､ 高脂+炎症组､ NPC1 干预组。流式细胞术检测足细胞凋亡; 
油红 O 染色检测足细胞胞内脂质沉积;酶法检测细胞及内质网总胆固醇含量;荧光定量 PCR 检测

NPC1､ GRP78､ CHOP､ SCAP､ SREBP2 mRNA 水平; Western blot 检测 NPC1､ GRP78､
CHOP､ SCAP､ SREBP2 蛋白水平;荧光免疫技术分析 NPC1 的表达及其与溶酶体和内质网的共

定位情况。 
结果 1､ 与对照组和高脂组比较, 高脂加炎症组足细胞的凋亡率明显上升,内质网胆固醇含量显著增

多,内质网应激标志蛋白 GRP78 及凋亡蛋白 CHOP 的表达明显上升,而 NPC1 干预可减轻内质网胆

固醇沉积､ 内质网应激反应及足细胞凋亡;2､ 与对照组和高脂组比较, 高脂加炎症组足细胞 NPC1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且 NPC1 与溶酶体及内质网结合均增加;3､ 与对照组和高脂组比较, 
高脂加炎症组足细胞 SCAP､ SREBP2 表达均有下降。 
结论 炎症使足细胞内 NPC1 异常表达,大量的游离胆固醇进入细胞内并转运到内质网, 使胞内

SCAP-SREBP-LDLr 所维持的胆固醇稳态平衡被打破､ 稳态调节不能有效发挥,引起内质网胆固醇

过载,导致内质网应激､ 足细胞凋亡, 终导致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发生发展。 
 
 
PU-3095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外周血 IL-10､ IL-21 
及 TGF-β1 检测的临床意义 

 
梁丽俊 

宁夏银川市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急性期和缓解期外周血中 IL-10､ IL-21 及 TGF-β1 表达水平

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儿科住院的 30 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患儿为研究对象,分别在急性期和缓解期收集患儿的血清,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中 IL-10､ IL-21
及 TGF-β1 的表达水平,并选择 28 例同期门诊体检的健康儿童为对照组。 
结果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急性期血清 IL-10 表达水平低于缓解期和对照组表达水平(P<0.01);急性

期血清 IL-21 表达水平高于缓解期和对照组(P<0.05);急性期血清 TGF-β1 表达水平高于缓解期和对

照组(P<0.05)。 
结论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血清 IL-21､ TGF-β1 升高及 IL-10 水平降低与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发病

有关,其中 IL-10 在其发病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检测外周血 IL-10､ IL-21 及 TGF-β1 水

平可作为观察疾病活动状态的免疫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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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96 

喜炎平注射液对轮状病毒肠炎的临床观察 
 

欧阳学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5 

 
 
目的 研究喜炎平注射液对轮状病毒肠炎临床观察的疗效和安全性,从而为中医药防治轮状病毒肠炎

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轮状病毒肠炎病例 180 例,分为治疗组 90 例和对照组 90 例,观察两组的病程､ 总体疗效､

不良反应,发热､ 呕吐､ 腹泻､ 腹胀腹痛､ 脱水的缓解时间,轮状病毒的转阴时间,治疗前后两组谷丙

转氨酶､ 肌酐､ 肌酸激酶､ 免疫功能指标(IgA､ IgG)的情况。 
结果  1.疗程结束后,两组总有效率,发热､ 呕吐､ 腹泻､ 腹胀腹痛､ 脱水的缓解时间,轮状病毒的转

阴时间,住院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组发热､ 呕吐､ 腹

泻､ 腹胀腹痛､ 脱水的缓解时间,轮状病毒的转阴时间及住院天数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2.治疗

前后两组组内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肌酸激酶､ IgA､ IgG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治疗

后比较,治疗组肌酸激酶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组 IgA､ IgG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3.治
疗前后两组组内和组间比较,两组谷丙转氨酶､ 肌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均未见

任何不良反应。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能提高轮状病毒肠炎的总有效率,减少发热､ 呕吐､ 腹泻､ 腹胀腹痛､ 脱水的缓

解时间和轮状病毒的转阴时间,缩短住院天数,降低肌酸激酶,提高免疫功能,服药期间无明显肝肾功能

损害,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3097 

32 例儿童慢性腹痛临床分析 
 

杨珂 
新疆哈密吐哈石油医院 839009 

 
 
目的 了解儿童慢性腹痛的病因以及西沙必利､ 阿莫西林､ 甲硝唑､ 枸橼酸铋钾不同配伍对儿童慢

性腹痛的疗效。 
方法 采用腹部 B 超､ 消化道钡餐及钡灌肠方法了解儿童慢性腹痛的病因,针对不同病因确定西沙必

利､ 阿莫西林､ 甲硝唑､ 枸橼酸铋钾不同配伍的治疗方案,了解疗效。 
结果 32 例慢性腹痛患儿中,胃肠排空延迟合并胃食管返流 14 例(43.8%),十二指肠炎合并胃肠排空

延迟或胃食管返流 8 例(25%),胃窦炎合并胃肠排空延迟 2 例(6.3%),胃窦炎合并十二指肠溃疡 2 例

(6.3%),胃炎 1 例(3.1%),胃轻瘫 1 例(3.1%),细长结肠 1 例(3.1%),单纯的肠系膜淋巴结炎 3 例

(9.4%)。给予西沙必利､ 阿莫西林､ 甲硝唑､ 枸橼酸铋钾不同配伍的治疗方案,取得良好疗效。 
结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是儿童慢性腹痛 常见的病因,治疗应采取综合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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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98 

以克罗恩病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XIAP 缺陷一例并文献复习 
 

徐罗佳,罗优优,余金丹,楼金玕,方优红,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总结以克罗恩病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X 连锁凋亡抑制因子(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XIAP) 
缺陷病例的临床表现､ 基因分析及治疗。 
方法 报道 2016 年 5 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消化科收治的 1 例 XIAP 缺陷患者的临床表现

､ 治疗和转归,并结合文献分析。 
结果 患儿,男,6 岁 1 月,因反复便血 2 月余,加重伴发热腹痛 2 周入院。既往 1 年余前曾有“噬血细胞

综合征､ 癫痫”病史。查体: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无殊,腹软,左下腹及脐周压痛,肝右肋下 4cm,质软,
脾肋下 2cm,质软,关节无肿胀,神经系统阴性。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经三大常规､ 生化､ 免疫球蛋

白､ 细胞因子､ 骨髓细胞学及相关病原学检查､ 胃镜､ 肠镜､ 胶囊内镜､ 小肠磁共振水成像等检查,
诊断为“1､ 噬血细胞综合征;2､ 克罗恩病;3､ 败血症;4､ 癫痫;5､ 重度营养不良;8､ 低蛋白血症”,基
因检测发现 XIAP 基因存在半合子突变。c.910G>T chrX:123022501 p.G304X。父母均未检测出突

变。该患儿全肠内营养治疗及糖皮质激素口服未能获得疾病缓解,改予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及巯嘌呤

､ 糖皮质激素口服,目前临床症状基本缓解。文献检索发现,在 XIAP 缺陷患者中,炎症性肠病样表现

约占 26%,炎症性肠病样表现目前可在儿科男性患者中观察到,可应用糖皮质激素､ 硫唑嘌呤､ 美沙

拉嗪､ 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克罗恩病样临床表现,XIAP 缺陷患者的死亡率超过 20%。 
结论 XIAP 缺陷患儿预后差,在早发或者治疗不敏感的男性炎症性肠病患儿中行基因检测,对指导治

疗及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 
 
 
PU-3099 

 门诊婴幼儿血便 52 例病因探讨 
 

梁文青,何婉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为提高确诊门诊婴幼儿便血原因,减少误诊,漏诊,并根据病因制定临床治疗方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间门诊便血就诊的 52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总结。 
结果 52 例门诊病例显示婴幼儿期的便血男女之比 1.6:1,男多于女,原因中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为:食物

牛奶蛋白过敏(50%),肠炎(19.23%),肛裂(15.38%),肠套叠(11.53%),结肠息肉(3.84%) 
结论 门诊婴幼儿便血原因多样,其中食物牛奶蛋白过敏,肠炎,肛裂,肠套叠,结肠息肉较为常见,其中食

物牛奶蛋白过敏的发生率大大提高,对于婴幼儿便血患儿的诊断,要详细询问病史,仔细地体格检查,完
善血常规,大便常规,B 超,必要时检查过敏原,钡灌肠,找出病因后对因对症处理。 
 
 
PU-3100 

90 例婴儿呕血的病因分析 
 

何婉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婴儿呕血病因及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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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本院 200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诊治的 65 例胃镜检查病人中婴儿呕血的病因及内镜检查

结果和 25 例食物回避的观察病人。 
结果 90 例婴儿呕血中男婴 34 例,女婴 56 例,男､ 女比例为 1:1.6,年龄 2 月~12 月,平均 8.5 月.其中

病因为反复呕吐者 76 例,占 84.6%,误吞尖锐异物者 5 例,占 5.5%,化学伤所致 1 例,占 1.1%,不明原

因者 8 例,占 8.8%。胃镜检查示单纯出血性胃炎 35 例,占 53.8%,出血性胃炎伴有结节性十二指肠炎

25 例,占 38.4%,伴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5 例,占 7.7%。 
结论 对婴儿反复呕吐者应及时作消化道内镜检查,警惕出血性胃炎常伴有十二指肠病变。以及食物

过敏的回避观察呕血是否与食物过敏相关。 
 
 
PU-3101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大鼠食管动力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罗燕军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430070 

 
 
目的 探讨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ypoxic -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大鼠食管功能变化及其机制。 
方法 将大鼠分为正常组､ 假手术组和 HIBD 组,3 组大鼠于造模 1d､ 7d､ 21d 通过低顺应性毛细灌

注测压系统监测下食管括约肌压力(lower esophagus sphincter pressure, LESP),通过免疫荧光法检

测食管下括约肌 Cajal 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ICC)c-kit 表达量的变化。 
结果 HIBD 造模成功。与正常组和假手术组大鼠比较,HIBD 组各时相点 LESP 和食管下括约肌 c-kit 
阳性表达积分光密度值(integrated optical density,IOD)均明显降低(均 P<0.05)。正常组和假手术组

各时相点 LESP 及食管下括约肌 c-kit 阳性表达 IOD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HIBD 组各

时相点 LESP 及食管下括约肌 c-kit 阳性表达 IOD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HIBD 大鼠食管动力障碍难以自行逆转,其调控作用可能与食管下括约肌 ICC 减少有关。 
 
 
PU-3102 

小儿 Caroli 病 4 例并文献复习 
 

史长松,程艳波 ,程东良 ,曹振锋,王倩涵 ,王 艳 ,杨中文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450003 

 
 
目的 总结先天性肝内胆管囊状扩张(Caroli 病)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 例先天性肝内胆管囊状扩张的临床资料。> 
结果 4 例患者年龄分别是 2 岁 2 个月,11 岁,7 岁,2 岁半;1 例以腹痛､ 腹胀､ 纳差起病,2 例以呕血､

便血起病,1 例以发热伴皮肤黄染起病;肝大 4 例,脾大 2 例;外周血白细胞增高 2 例,正常 1 例,降低 1
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 2 例,正常 2 例;总胆红素正常 3 例,升高 1 例;腹部 MRI 诊断 2 例,CT 诊断

1 例,超声诊断 1 例。自动出院 1 例,保守治疗 1 例,手术治疗 2 例。 
结论 Caroli 病临床表现多样,多以消化系统症状起病,多有肝肿大;超声､ CT 及 MRI 均可诊断;手术治

疗是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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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03 

小儿腹泻 
 

刘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小儿腹泻病的整体护理,增加患儿的治愈率,促进小儿腹泻病的护理工作更好的发展,做好有

效措施预防小儿腹泻 
方法 随机对 100 例腹泻患儿进行严格消毒,根据病情合理治疗,精心护理 
结果 痊愈出院 40 例,住院天数 少 2d(3 例), 多 12d(1 例),平均住院 5.48d,好转出院的患儿 69 例,
住院 少 1d(7 例), 多 9d(3 例),平均住院 3.71d,无死亡病例。 
结论 小儿腹泻病的整体护理质量安全､可行 
 
 
PU-3104 

整体护理在小儿腹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李雅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整体护理程序在小儿腹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5 年 1 月-12 月选取 64 例小儿腹泻患者并随机分为整体护理程序组和常规护理组,每组各

32 例,常规护理组是以患儿的临床表现为基础而进行的对症护理;整体护理组则是以患儿为中心,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注重患儿身体及心理的护理。 
结果 整体护理程序组患儿住院时间和住院费(6.21±2.01)d､ (3951.35±74.12)元均低于常规护理组

患儿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为(8.39±3.02)d､ (4428.91±108.21)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整体护

理程序组患者家长对护理质量总满意度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家长(100.00%和 78.13%),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对小儿腹泻患者护理时整体护理程序效果较为理想,可有效缓解患儿临床症状。 
 
 
PU-3105 

分析整体护理程序在小儿腹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李雅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整体护理程序在小儿腹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5 年 1 月-12 月选取 64 例小儿腹泻患者并随机分为整体护理程序组和常规护理组,每组各

32 例,常规护理组是以患儿的临床表现为基础而进行的对症护理;整体护理组则是以患儿为中心,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注重患儿身体及心理的护理。 
结果 整体护理程序组患儿住院时间和住院费(6.21±2.01)d､ (3951.35±74.12)元均低于常规护理组

患儿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为(8.39±3.02)d､ (4428.91±108.21)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整体护

理程序组患者家长对护理质量总满意度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家长(100.00%和 78.13%),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对小儿腹泻患者护理时整体护理程序效果较为理想,可有效缓解患儿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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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06 

10 例经皮神经电刺激在儿童厌食症治疗中的应用报告 
 

盛伟松,朱丹荣,董娜,徐伟,钱娟 
南医大二附院 210000 

 
 
目的 探讨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儿童厌食症中的疗效及对食欲调节因子的影响 
方法 选择确诊儿童厌食症患儿 20 例,年龄 3-14 岁,平均年龄 6.2±2.4 岁,男 12 例,女 8 例。随机分为

益生菌组(10 例),经皮神经电刺激组(10 例)。两组均以调节饮食及纠正不良饮食习惯等基层治疗,益
生菌组加服双歧杆菌四联活菌(剂量按说明书服用),经皮神经电刺激组予以刺激频率选择每日一次,
每次 1 时,刺激部位前腹壁肋缘下方脐水平和背部脊柱旁第 9 胸椎至第 2 腰椎之间,4 个部位呈对称

同时刺激,刺激强度 10mA。疗程 4 周。检测并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清胃动素(MTL)和 P 物质(SP)水
平,评估其临床疗效。 
结果 益生菌组临床有效为 6 例,有效率 60%,经皮神经电刺激组有效病例为 6 例,有效率为 60%,两者

相比无统计学意义;益生菌组治疗前 MTL 为 241.3±5.2ng/l,治疗后 310.5±4.8ng/l,SP 数值治疗前为

31.3±4.6ng/ml,治疗后 46.3±4.3ng/ml,经皮神经电刺激组治疗前 MTL 为 239.4±5.5ng/l,治疗后

318.5±5.2ng/l,SP 数值治疗前为 29.3±4.5ng/ml,治疗后 47.3±4.1ng/ml,同组之间治疗前后有统计学

差异,两阻之间治疗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儿童厌食症的疗效与益生菌组相似,可以改善患儿的厌食状态,其调节机制

可能与其刺激提高血清胃动素及 P 物质有关,可以值得多中心多样本深入观察研究 
 
 
PU-3107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 60 例临床分析 
 

程勇卫,周少明,周建利,蔡华波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牛奶蛋白过敏导致的婴儿下消化道出血临床分析,为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5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 60 例牛奶蛋白过敏导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

的临床资料。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5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 60 例牛奶蛋白过敏导致婴儿下消化道

出血的临床资料。 
结果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年龄 1-6 月 41 例(68.33%) 多,不同性别患儿年龄分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2=1.371,P=0.242),人工喂养 25 例(41.67%)多见;临床表现突然大便带鲜血或血丝

46 例(76.67%);实验检查 IgG 抗体 48 例(80%)增高;电子肠镜检查:发现多发性结节增生(83.33%);病
理检查表现慢性非特异性炎症,固有层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回避牛奶蛋白治疗后,患儿治愈率情况:2 周

后治愈率比 1 周后治愈率明显增多,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 周后治愈率比 2 周治愈率两者

比较,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下消化道出血,以 1-6 月人工喂养患者多见,IgG 抗体升高可能参与了其机

制,回避牛奶蛋白 2-4 周后未见缓解,需要考虑嗜酸粒细胞结肠炎引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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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08 

134 例婴儿首发呕吐原因分析 
 

杨晓梅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201199 

 
 
目的 分析 134 例婴儿首发呕吐的原因。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共以呕吐为首发症状来门急诊就诊的婴儿误诊病

例 134 例,收集资料并作回顾性分析 
结果 外科疾病 72 例,内科疾病 62 例,内科以消化不良及中枢感染为主,外科以肠梗阻为主 
结论 婴儿呕吐原因错综复杂,仔细观察患儿一般情况,包括面色､ 精神;详细体检,仔细询问病史;选择

性作相关检查,以免漏诊误诊。 
 
 
PU-3109 

早产儿胆汁淤积的危险因素分析 
 

魏聪,何秉燕,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对早产儿发生胆汁淤积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为早产儿胆汁淤积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科医院住院超过一周出院的早产儿

(排除死亡病例)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598 例患儿中出现胆汁淤积 32 例

(5.35%),根据是否存在胆汁淤积分为阳性组(n=32 例)和对照组(n=566 例)。比较两组早产儿的孕产

期高危因素､ 喂养及静脉营养因素､ 肝功能指标等,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早产儿在胎龄､ 出生时体重､ 感染､ 窒息等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早产儿在

禁食时间､ 脂肪乳提供热卡比例高等方面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脂肪乳使用时间无统计学差

异。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禁食时间长､ 喂养困难､ 胎龄低､ 感染､ 窒息均为发生 PNAC 的危险因

素(P<0.05)。 
结论 禁食时间长､ 高脂肪乳营养､ 胎龄低､ 感染､ 窒息等为 PNAc 的危险因素。尽早肠内营养､

控制感染､ 减少脂肪乳占比有助于减少早产儿胆汁淤积的发生。 
 
 
 
PU-3110 

益生菌与儿童健康的相关性 
 

曾冬新,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武汉大学儿童健康大数据 430071 

 
 
目的 益生菌是一类活的微生物,摄人后对宿主产生一种或多种健康益处。儿童由于其生理功能尚未

发育成熟而易感疾病,益生菌对其具有极大的保健作用。现从益生菌的定义及分类､ 作用及作用机

制､ 儿童应用､ 安全性评价来阐述其对儿童保健的作用,旨在更好地应用益生菌制剂,促进儿童的成

长发育。 
方法 儿童,特别是新生儿､ 婴儿､ 学龄前儿童,其组织器官及生理功能尚未发育成熟,体内酶系统不健

全,免疫功能不完善,微生态平衡稳定性差。由于儿童免疫低下,且体内菌群特别是肠道菌群正处于生

理性演替过程中,因而易受到各种因素(如喂养､ 环境､ 疾病和抗生素的应用等)的制约,导致严重的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15 
 

微生态平衡紊乱,主要表现在以双歧杆菌为主的益生菌数量明显不足,菌群之间正常比例严重失衡。

正常菌群的转移和一些机会菌的大量生长繁殖,会出现菌群失调,导致许多相关疾病,损害儿童健康。

过去的十多年是医学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由于益生菌的使用,儿童的健康有了很大的提升。 
结果 益生菌的作用包括:促进肠内有益菌的发育､ 减少病原体的定植､ 减少有毒物质的吸收､ 调节

人体免疫系统､ 缓解乳糖不耐摔､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等。 
结论 益生菌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发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综述益生菌的定义及分类､ 作用及作

用机制､ 儿童应用､ 安全性评价来阐述其对儿童保健的作用。 
 
 
PU-3111 

细节护理在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中的应用 
 

姜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究细节护理在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12 月作为时间区间,选择 86 例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

院先后顺序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儿予以常规护理,研究组患儿予以细节护理,比较护理

效果。 
结果 研究组患儿康复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统计学意义明显。 
结论 对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予以细节护理,可优化康复效果,提升护理满意度,效果显著,值得在

临床当中推广应用。 
 
 
PU-3112 

巨细胞病毒感染性肝炎 1 例 
 

刘宁,赵莉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00 

 
 
目的 对临床发现的 1 例婴儿肝炎综合症患儿进行明确病因及诊断。 
方法 多次抽取患儿静脉血查细胞病毒抗体,动态监测抗体变化情况。同时采样患儿母亲细胞病毒抗

体协助诊断。 
结果 患儿男性,3 个月。因“皮肤黄染 3 月”入院。于生后第 3 天出现皮肤黄染,逐渐加重,曾于家中口

服“茵 黄口服液”(具体剂量不详)1 周,效果欠佳,1 月前给予“静点还原型谷胱甘肽保肝,口服茵 黄口

服液退黄,口服布拉氏酵母菌散剂､ 双歧杆菌调节肠道正常菌群,口服熊去氧胆酸促进胆汁排泄”治疗

7 天,病情无好转。查腹部常规(肝胆胰脾)+淋巴结超声:肝胆所见考虑乳肝,目前胆囊充盈及收缩功能

不良。脾肋下及边,左肾盂充盈肾盏不钝,余腹部实质脏器未见明确异常。肝门区可见几枚淋巴节。

大者 1.4x0.6cm;肝功能(20160408):谷丙转氨酶:292U/L､  谷草转氨酶:205U/L､  碱性磷酸

酶:850U/L､  r-谷氨酰转肽酶:128U/L､  血清胆汁酸:19.9μmol/L､  总胆红素:160.0μmol/L､  直接胆

红素:68.7μmol/L､  间接胆红素:91.3μmol/L;巨细胞病毒核酸扩增荧光定量检测:<500;血
氨:40umol/L;巨细胞病毒-IgM:阴性;巨细胞病毒抗原 pp65:阴性; AFP:甲胎蛋白:>1210.00ng/ml;血常

规､ CRP､ 肝炎系列､ 乙肝五项､ 网织红细胞､ 甲功六项､ EB 病毒 DNA､ 电解质七项正常。患儿

复查巨细胞病毒抗体结果提示 CMV-IgM 阳性,其母巨细胞病毒抗体结果提示 IgG 阳性。 
结论 肝脏是较小儿童感染 HCMV 时容易受累的器官。其传播途径分为母婴传播及水平传播。本患

儿考虑母婴传播可能性较大,其母查巨细胞病毒 IgG 阳性,提示患儿母亲存在既往感染,故考虑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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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V 感染源自其母可能性较大。婴儿肝炎综合征以病毒感染 为多见,包括甲型肝炎病毒､ 乙型肝

炎病毒､ 丙型肝炎病毒､ 巨细胞病毒､ 风疹病毒､ 埃可病毒､ 腺病毒水痘病毒和 EB 病毒等,在我国

以巨细胞病毒(CMV)感染者较为多见,约占 40~80%。对于该类病人应尽早完善相关病毒检查,并动

态复查,并应建议其家属一并完善检查以尽早明确诊断。 
 
 
PU-3113 

22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患者护理 
 

徐晓凤,余卓文,苗士建,林丽俪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告 22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行内镜治疗-经口内镜下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的护理。 
方法 术前对患儿及家属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宣教及家庭为中心的心理护理;术后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加
强营养支持､ 病情观察及有无并发症的发生,使患儿顺利渡过围手术期。 
结果 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22 例患儿均满意出院。 
结论 儿童贲门失弛缓症行 POEM 术的围术期护理非常重要。 
 
 
PU-3114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功能性便秘的临床诊治 
 

杨洪彬,张含花,李虹,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分析与牛奶蛋白过敏症(CMPA)相关的婴儿功能性便秘(FC)的临床特点,探讨其诊断及治疗方法,
以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就诊的牛奶蛋白过敏相关的功能性便秘的患儿(<1 岁)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儿完成血常规､ 血清 IgE､ 过敏原 IgG 检查､ 肛门指诊､ 甲状腺

功能､ 钡剂灌肠､ 腹部 B 超､ 直肠肛门测压等检查。 
结果 以功能性便秘为主要表现的牛奶蛋白过敏症 67 例,占所有牛奶蛋白过敏症的 9.1%(67/736
例)。男 28 例(41.8%),女 39 例(58.2%)。发病年龄 17 天-11 月,平均年龄 4.4 月;病程 1 月-8 月,平均

病程 3.5 月。其母亲和(或)父亲有过敏性疾病史 21 例(31.3%)。有 57 例(85%)患儿嗜酸性粒细胞比

例升高;8 例(11.9%)血清 IgE 升高;21 例(31.3%)过敏原 IgG 检查阳性,以牛奶､ 鸡蛋､ 鳕鱼等为主。

所有患儿肛门指诊､ 甲状腺功能､ 钡剂灌肠､ 腹部 B 超､ 直肠肛门测压检查均无异常。给予饮食回

避治疗:纯母乳喂养患儿其母亲回避易过敏食物,配方奶喂养患儿换用游离氨基酸奶粉喂养。治疗 2-
4 周后随访大便排出情况:45 例(67.1%)患儿便秘有所改善。 
结论 CMPA 可能是引起婴儿功能性便秘的原因之一,饮食回避对治疗部分牛奶蛋白过敏相关的功能

性便秘婴儿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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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15 

小儿门脉高压症的病因及治疗分析 
 

杨洪彬,韩亚楠,任晓侠,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分析小儿门脉高压症的病因､ 临床及治疗对策,以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院住院的 32 例小儿门脉高压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男 18 例(56.3%),女 14 例(43.7%)。年龄 9 月-11 岁 7 月,平均年龄 6 岁。明确病因 28 例, 确诊

率 87.5%: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21 例(65.6%)､ 胆道闭锁术后 5 例(15.6%)､ 海蓝细胞增多症 1 例

(3.1%)､ 肝豆状核变性 1 例(3.1%)。患儿的主要症状:呕血和(或)黑便 28 例(87.5%),腹胀 2 例

(6.25%),持续高热 2 例(6.25%)。全部患儿均有脾大､ 贫血,7 名患儿有肝大,6 名患儿有腹水,9 例患

儿有血常规三系的降低,电子胃镜检查提示 28 例患儿合并不同程度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治疗上:
奥美拉唑抑酸､ 奥曲肽降低门脉压等药物治疗;内镜下套扎及硬化治疗,外科分流或断流术。12 例患

儿单纯药物治疗,13 例患儿药物联合内镜治疗,7 例患儿在药物+内镜治疗的基础上,择期进行了外科

手术治疗,无 1 例发生严重并发症。 
结论 门静脉海绵样变性及胆道闭锁术后是小儿门脉高压症的主要病因,门静脉 B 超及腹部增强 CT
可以帮助确诊疾病。药物治疗联合内镜下治疗可有效控制急性出血。介入手术和外科手术治疗可减

少出血的反复发作。 
 
 
PU-3116 

儿童慢性特发性假性肠梗阻 1 例 
 

张含花,李虹,杨洪彬,葛库库,陈一,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现病史:患儿男,9 岁起病,现 12 岁,近 3 年期间曾多次因“腹胀､ 呕吐､ 吞咽困难､ 便秘”于我院

以“肠梗阻”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给予胃肠减压､ 灌肠辅助排便､ 营养支持治疗后症状好转出院。出院

后患儿以上症状仍无明显诱因反复发作。2016 年 9 月,患儿出现恶心､ 呕吐､ 严重吞咽困难､ 腹胀

､ 便秘症状。查体:生命体征平稳,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 80 次/分,心音有力,律齐,
未闻及杂音。腹膨隆,未见肠型,触软,无压痛､ 反跳痛及肌紧张,未扪及包块,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3
次/分。神经系统查体无异常。 
方法 辅助检查:肾功及电解质检查正常,血糖正常,甲功正常。自身抗体系列正常。腹部立位片可见较

多气液平,提示肠根阻。上消化道造影:食道贲门失弛缓症。电子胃镜:贲门失弛缓症,胃潴留。电子结

肠镜未见异常。高分辨率食管测压:LES 静息压力高,LES 松弛差;食管体部蠕动缺失,符合贲门失弛

缓症。动态胃肠电图:餐前节律正常､ 餐后节律过缓;餐后餐前功率比小于 1。腹部 CT:结肠全程弥

漫性或节段性肠壁增厚;回肠全段及空肠大部分肠壁增厚。头颅及胸腰 MR 平扫未见明显异常。高

分辨率肛门直肠测验未见异常。 
治疗:经胃肠减压等保守治疗后症状无好转,之后给予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微创治疗。术后患

儿呕吐､ 吞咽困难､ 腹痛､ 腹胀症状略改善。2016 年 10 月患儿再发“肠梗阻”,经保守治疗无效,行
手术治疗。术后病理示:(回肠､ 升结肠､ 横结肠､ 乙状结肠)可见肌间神经节结构及节细胞;(回盲部)
未见肌间神经节结构及节细胞。术后诊断:慢性特发性假性肠梗阻。患儿术后症状无明显改善。 
讨论 慢性假性肠梗阻[1]是肠道无法推进其内容物通过非梗阻性肠腔为特征的消化道运动功能障碍性

疾病,是具有肠梗阻症状和体征而实际上无机械性肠梗阻病变的一组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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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慢性假性肠梗阻非常罕见,其发病机制与肠道肌电活动功能紊乱导致肠道动力障碍。诊断主要

依据临床上反复出现肠梗阻,而无机械性肠梗阻的证据[2],缺乏引起肠梗阻解剖上可辨认的特点。儿

童慢性假性肠梗阻可分为原发性(特发性)､ 继发性两类;慢性特发性假性肠梗阻根据病理改变分为肌

源性和神经源性。假性肠梗阻多为继发性,常继发于系统性硬化病､ 甲状腺功能低下､ 糖尿病､ 淀

粉样变､ 放射性肠炎､ 铅中毒､ 强直性肌营养不良等疾病[3]。慢性特发性假性肠梗阻可累计全消化

道(如本例患儿),以累计小肠 多见,亦可累及结肠及膀胱等其他脏器。 
慢性特发性假性肠梗阻的治疗主要在于改善和恢复肠动力,纠正水电解质紊乱,抑制肠道细菌过度生

长。保守治疗无效,采取手术治疗,但手术治疗很少有效,也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4]。 
 
 
PU-3117 

希特林蛋白缺乏症 1 例 
 

秦艳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通过本例患儿,我们应注意到在北方确实也有 NICCD 存在。因此对于胆汁淤积性肝病患儿,尤
其是难治性,我们应能想到进行质谱分析､ 基因测序等手段助诊,扩展诊断思路,更好的进行诊断及治

疗。 
方法 希特林蛋白缺乏症患儿病例 1 例,内容附后 
结果   该患儿黄疸胆汁淤积､ 凝血功能异常､ 低白蛋白血症､ 氨基酸代谢异常, 终基因测序证实该

患儿诊断希特林蛋白缺乏症明确。入院后予抗巨细胞病毒､ 保肝､ 利胆､ 抗炎,输血浆､ 维生素 K1
纠正凝血异常,口服无乳糖中链脂肪酸奶粉喂养。出院时复查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6U/L,天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 38U/L,白蛋白 32.4g/L,总胆红素 82.3μmol/L,结合胆红素 62.5μmol/L,非结合胆红素

19.8μmol/L,葡萄糖 3.31mmol/L。复查凝血试验:凝血酶原时间 13.4 秒,凝血酶原时间对照 11.3 秒,
凝血酶原活动度 64.3%,纤维蛋白原 1.04g/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30.3 秒,凝血酶时间 21.6 秒。

出院时患儿一般情况好,黄疸有所消退,院外继续口服药物(更昔洛韦､ 熊去氧胆酸),特殊奶粉喂养,2
周后门诊复查肝功能较前好转。至今一直以无乳糖中链脂肪酸奶粉喂养。 
结论 本例患儿因黄疸入院,入院检查即表现为以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胆汁淤积症,低白蛋白血症并

有明显的凝血异常,巨细胞病毒感染,在给予保肝､ 退黄､ 利胆､ 抗病毒､ 输血浆补充凝血因子治疗

后患儿肝功能改善不明显,在与我院内分泌及遗传代谢病科沟通后考虑到 NICCD 的可能,于是进行了

氨基酸质谱分析,该结果显示多种氨基酸增高,蛋氨酸､ 酪氨酸升高较为明显,并需要鉴别是否为

NICCD 或者酪氨酸血症,故进行了希特林蛋白基因测序。 终检测到患儿携带 SLC25A13 一个杂合

致病突变,从而证实患儿为 NICCD 患者。回顾患儿症状､ 体征及诊疗经过,发现该患儿进食量大频率

高,虽短期监测餐前血糖未见明显异常,仍不可排除是由低血糖引起此临床表现,患儿生后 1 月开始出

现腹泻,考虑由 NICCD 引起半乳糖血症可能,但未予相关检查证实。对于 NICCD 患儿,通过饮食控制,
即无乳糖饮食,补充富含中链脂肪酸食品,补充脂溶性维生素及对症治疗,多数在一岁左右症状消失,生
化指标恢复正常。但也有患儿尽管经过积极治疗仍然发展为肝衰竭, 终需进行肝脏移植。部分患

儿在症状缓解后仍可出现低血糖酮症､ 智能发育落后,以及癫痫发作､ 胰腺炎､ 高蛋白饮食嗜好等

其他类似于 CTLN2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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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18 

小年龄儿童食管静脉曲张成功套扎一例 
 

李小兵,赖盼建,包云光 
金华市中心医院(浙江大学金华医院) 321000 

 
 
目的 内镜下食道静脉套扎术是治疗儿童 GOV 的有效措施。 
方法 对 1 例 3 岁 7 月“郎格罕组织细胞增生症､ 先天性磷酸酶缺乏症”男童因“腹痛 1 天,黑便 1 次,伴
呕血 2 次”入院后胃镜提示数条曲张静脉,呈蛇形分布,诊断重度食道静脉曲张,给予环套扎器沿食道下

段顺次成功套扎 5 处曲张静脉。 
结果 术后呕血黑便消失,一月复查胃镜,曲张静脉较前明显好转,没有再次发生呕血现象。 
结论 小年龄的儿童伴有胆汁淤积或者肝门静脉压力增高的病人,不应漏诊食管胃静脉曲张的可能。

而就目前这一类的病人,内镜下套扎术是治疗儿童 GOV 的有效措施,可迅速止血,且并发症少,能减少

患儿的痛苦,缩短治疗周期。 
 
 
PU-3119 

牛奶蛋白过敏致婴儿食源性休克 1 例报告 
 

祁海峰,王峰,杨洪彬,李虹,陈一,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婴儿牛奶蛋白过敏所致食源性休克案例,提高临床医师对牛奶蛋白过敏可导致的过敏性休

克的认识。 
方法 总结 1 例牛奶蛋白过敏休克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诊断及治疗。 
结果 患儿,男,7 月 4 天。因“腹泻 15 天､ 呕吐 1 天”,查体:T 35.4℃,P 156 次/min,R 42 次/min,体重 8 
kg,血压 58/37mmHg,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20.62×109 /L,嗜酸 15.3×109/L,总 IgE 2250.00IU/mL。C
反应 蛋白>5 mg/dl。肝功:白蛋白 14.3g/l。血气分析:PH7.38  BE -12.3, 过敏原 牛奶､ 蛋清､ 黄豆

､ 牛肉､ 猫等过敏。治疗予以补液纠正休克,输注人血白蛋白,拉氧头孢抗感染,地塞米松及维生素 C
葡萄糖酸钙抗炎脱敏,氨基酸配方奶喂养后,患儿病情逐渐稳定好转,休克纠正。 
结论 本患儿以胃肠道及循环系统症状为主,经牛奶蛋白回避治疗有效,随症状缓解总 IgE 及外周血嗜

酸性粒细胞比例逐渐降低至正常水平;牛奶蛋白过敏是婴幼儿 常见的过敏问题,可涉及皮肤､ 消化

道和呼吸道等多个不同的器官系统,临床表现非特异性,症状体征多种多样,故需临床医生提高认识。 
 
 
PU-3120 

儿童结肠息肉的临床及内镜诊治特点 
 

杜红宇,吕丽珍 
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 529000 

 
 
目的 探讨小儿结肠息肉的临床及内镜下特征､ 病理特点 
方法  对 80 例小儿结肠息肉病例的临床及内镜､ 病理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小儿结肠息肉临床多表现为血便,其他症状体征均少见。流行病学特点:结肠息肉患儿男孩占绝

大多数,病例数逐年增加,临床症状以便血为主,几乎每例均有反复便秘现象;镜下特点:结肠息肉分布

主要集中于远端结肠,其中直肠占 58.62%､ 乙状结肠占 28.45%､ 降结肠占 6.03%､ 横结肠占

3.44%､ 升结肠占 2.58%､ 盲肠占 0.86%;息肉以无蒂和亚蒂为主(65/80 例)。大肠息肉病理类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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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为幼年性息肉占 0.17%,其他炎症性息肉､ 腺瘤性息肉､ ､ 家族性息肉分别占 7.75%､
6.89%､ 1.72%。一例为恶性肿瘤。 
结论 小儿结肠息肉以男孩多见,近年发病率逐年增加,可能与结肠镜推广和饮食习惯改变相关;临床症

状体征无特异性,确诊靠结肠镜检查;发病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复便秘,提示结肠息肉的发病原因可

能与硬便刺激有关,改变大便性状可以预防;镜下表现与成人有所不同:息肉以无蒂､ 亚蒂占大多数,在
镜下治疗中易导致穿孔。病理以幼年性息肉为主.分布主要集中于远端结肠,间发现恶变病例。 
 
 
PU-3121 

婴儿肠梗阻 256 例临床分析 
 

张国来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223002 

 
 
目的 探讨婴儿肠梗阻早期诊断的重要性。 
方法 通过患儿腹胀､ 腹痛､ 呕吐､ 肛门停止排便排气等症状,结合血常规､ 腹部平片及腹部彩色多

普勒等检查。 
结果 通过以上方法,对 256 例婴儿中。明确机械性肠梗阻 74 例(其中肠套叠 48 例,肠扭转 3 例,粘连

性肠梗阻 4 例,嵌顿疝 6 例,粪石梗阻 4 例,先天性巨结肠 9 例,功能性肠梗阻 182 例,(其中消化不良

13 例,肠炎 156 例,并发肺炎 4 例,败血症 5 例,腹部手术后 4 例)。 
结论 肠梗阻是婴儿急症,应及早诊断,并给予及时对症处理。 
 
 
PU-3122 

先天性胆汁酸合成障碍 2 型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刘嘉琪
1,周少明 2,周建利

2,苟静
2,程勇卫

2,蔡华波
2,代东伶

2 
1.汕头大学医学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婴儿先天性胆汁酸合成障碍 2 型的临床特点､ 生化改变､ 基因分析特征以及文献复

习,提高对该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水平。 
方法 对该例经基因诊断先天性胆汁酸合成障碍 2 型的患儿的临床表现､ 血生化及肝脏病理特点､

基因突变及治疗进行分析总结,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患儿于生后 3 天出现黄疸,不伴有皮肤瘙痒,白陶土样便,后期出现肝脏增大､ 凝血功能障碍､ 左

耳蜗神经损伤､ 肝硬化､ 生长发育障碍,未见明显脂溶性维生素吸收不良症状。血清生化示胆红素

､ 转氨酶升高,γ-GT 及总胆汁酸正常;肝脏胆囊超声示胆囊收缩功能减低;胆道造影示肝内胆管显影

良好,胆道通畅;术中见肝脏肿大,呈暗绿色,表面光滑;肝脏病理示胆汁淤积症之肝脏病理改变;基因检

测患儿 AKR1D1 基因有 1 个纯合突变。 
结论 新生儿期出现黄疸,胆红素和转氨酶升高､ 胆汁酸及 γ-GT 正常或降低,需警惕先天性胆汁酸合

成障碍可能,基因检测可确诊,有条件可行 ESI-MS/FAB-MS/ GC-MS 尿分析,早期治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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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23 

血清铁､ 铁蛋白及肝酶､ 心肌酶检测在婴幼儿肠炎的临床意义 
 

王艳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750001 

 
 
目的 通过对轮状病毒(rotavirus,RV)肠炎､ 细菌性肠炎患儿及健康婴幼儿的病例对照分析,了解肠炎

患儿轮状病毒(rotavirus,RV)､ 细菌感染对血清铁(serum iron,SI)､ 血清铁蛋白 (serum ferritin,SF)及
肝酶(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 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
､ 心肌酶(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 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MBisoenzyme,CK-MB)
､ 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LDH))的影响,探讨 SI､ SF 与 AST､ ALT､ CK､ CK-MB､
LDH 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 226 例 RV 肠炎､ 80 例细菌性肠炎

患儿及 80 例健康婴幼儿进行 SI､ SF､ AST､ ALT､ CK､ CK-MB､ LDH 的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 
结果 肠炎组 SI 水平均较对照组减低(p<0.05)､ SF 水平均较对照组升高(p<0.05),RV 肠炎组 SI､ SF
水平较细菌性肠炎组均无明显差异(p>0.05)。肠炎组治愈后 SI 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1)､
SF 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减低(p<0.01)。肠炎组 AST､ ALT 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RV 肠

炎组 AST､ ALT 水平较细菌性肠炎组高(p<0.05)。肠炎组 CK 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p<0.05),RV 肠炎组较细菌性肠炎组 CK 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肠炎组 CK-MB､ LDH 水

平较对照组均明显升高(p<0.05),且 RV 肠炎组较细菌性肠炎组升高(p<0.05)。RV 及细菌性肠炎患

儿 SI､ SF 水平分别与 AST､ ALT､ CK､ CK-MB､ LDH 水平均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在婴幼儿肠炎中:RV 及细菌感染均可导致 SI 降低和 SF 升高,且程度相当;感染因素去除后 SI
升高､ SF 降低。SI 降低并 SF 上升可提示感染的存在,但其在判断感染类型方面无特殊意义。感染

均可导致肝功能及心肌的损伤,尤以 RV 感染为著。SI､ SF 水平与肝功能及心肌的损伤程度无明显

相关,其损伤程度与感染的病原体相关。 
 
 
PU-3124 

胃肠安丸治疗儿童功能性腹痛的疗效分析 
 

殷润开,赵瑞芹,王晓明,白革兰,付海燕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了解胃肠安丸对功能性腹痛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110 例功能性腹痛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应用综合治疗方法,其中治疗组加用

胃肠安丸口服。治疗 2 周后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腹痛症状均有所改善。治疗组总有效率 90.9%,对照组为 72.7%。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χ2=6.11,P<0.05,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采取综合措施治疗功能性腹痛的基础上,应用胃肠安丸具有更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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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25 

HP 感染的诊治体会 
 

金翠,赵青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通过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病人的回顾性分析､ 总结,更进一步了解该菌诊治的特点,更好的为临

床提供思路及帮助。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2 月以消化道症状就诊的门诊及住院病人,对年龄､ 性别､ 临

床表现､ 胃镜结果､ 治疗效果､ 随访情况做出整理､ 分析。 
结果     1.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年龄分布以 8 岁以上为主;2.临床表现以反复腹痛､ 呕吐为主;3.胃
镜下表现:结节性胃炎 84.1%､ 消化道溃疡 45.2%;4.三联疗法效果显著,有效率 98.4%,HP 根除率

92.1%,耐药率 7.9%。 
结论     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大龄童为主,三联疗法有效率高 
 
 
PU-3126 

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布拉氏酵母散治疗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疗效评价 

 
王群思,顾雪,成怡冰,宋春兰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口服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布拉氏酵母散治疗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重症监护室治疗的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患儿 102 例纳入

研究。随机将患儿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1 例,两组患儿均予以常规临床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给予

口服酪酸梭菌活菌片,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用布拉氏酵母散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的疗效､ 主要

症状的缓解时间､ 不同时期的体液免疫功能相关指标(IgA､  IgM 及 IgG)及细胞免疫相关指标(CD3+
､  CD4+､  CD8+)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15% (47/5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4.31%(43/51),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的腹泻控制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观察组患儿的 IgG､  IgM 及 IgA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的 CD4+及 CD4+/CD8+明显低于治疗前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布拉氏酵母散治疗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患儿能够发挥较好的疗效,同时还能

优化其免疫功能,值得临床推广。 
 
 
PU-3127 

无痛结肠镜诊治 85 例儿童结肠息肉体会 
 

林琼,王辉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探讨儿童结肠息肉特点及无痛结肠镜下息肉治疗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08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无痛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息肉并在结肠镜下息肉摘除治

疗的 85 例临床资料。对患儿资料进行整理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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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5 例结肠息肉经圈套器高频电凝电切 64 例,APC 息肉灼烧术 8 例,活检钳钳取 12 例,尼龙绳套

扎 1 例,25 例钛夹封闭息肉残端,所有病例均无明显出血和穿孔等并发症。 
结论  儿童无痛结肠镜下息肉摘除治疗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并发症少,值得儿科临床推广。 
 
 
PU-3128 

小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115 例分析 
 

朱力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目的 谈论小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AAD)的临床特征,为制定相关性腹

泻预防措施提供思路。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期间我院 112 例 ADD 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各种抗生素

应用天数､ 临床表现等情况。 
结果 应用抗生素的 1264 例住院患儿中符合 ADD 115 例,发病率为 9.10%。其中 应用以 2 个月~3
岁年龄组发生率 高,应用抗生素到 ADD 发病平均时间为 4.9±0.6 天。引起 ADD 以窄谱青霉素类

所占比例 下(5 例,4.5%),第三代头孢菌素占比例 大(39 例,34.8%),亚胺培南次之(37 例,33%)。
ADD 发生时间和每日平均腹泻次数第三代头孢菌素均高于广谱青霉素与第一代头孢菌素(p 均<0.05)
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合理使用抗生素,是预防和控制 ADD 的关键。 
 
 
PU-3129 

儿科消化系统常用药物联合应用合理性研究 
 

袁子杰,张先华,龙毅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儿科消化系统常用药物联合应用合理性,为儿科消化系统联合用药工作提供合理性参考依

据。 
方法 此次实验就我院门诊 2014 年 1 月到 12 月期间消化系统用药处方进行收集回顾分析。 
结果 经分析,儿科消化系统中 常使用的药物为思密达､ 常乐康,另外 3505 张处方中涉及到联合用

药处方 2683 张,联合处方占有率为 76.55%。同时联合用药处方中,思密达､ 常乐康不合理用药占有

率分别为 27.16%､ 10.41%,提示我们规范联合用药的必要性。 
结论 未来儿科消化系统用药中需要加以注意,规范处方开具条件,更好地保证儿童的健康成长。 
 
 
PU-3130 

原发性小肠 B 细胞淋巴瘤 1 例并文献分析 
 

赵红梅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小肠淋巴瘤的临床特征､ 诊断要点及治疗等。 
方法 收集 1 例不典型原发性小肠淋巴瘤患儿的发病情况､ 血清学､ 骨髓细胞学､ 腹部 B 超､ 腹部

CT､ 消化内镜､ 腹腔淋巴结活检及病理改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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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例 8 岁 3 月女孩,反复腹痛 1 年余伴体重下降 2 月就诊。入院后血清学检查:血常规提示轻度

贫血,淋巴细胞比例正常;肝功能:乳酸脱氢酶偏高;结核感染 T 细胞阴性;ANA+ANA 谱正常;CEA 及

AFP 正常,免疫功能提示轻度异常,骨髓细胞学检查正常。电子胃镜提示非萎缩性胃炎;腹部 B 超提示

右上腹至中腹部混合回声团,部分可见液化:考虑淋巴结核并坏死?淋巴瘤?。腹部 CT 提示:中上腹部

稍偏右侧见部分肠管壁明显增厚,呈环行改变,肠腔部分部分反扩张;肠系膜区可见多个大小不一肿大

淋巴结影,以肠系膜根部明显,并融合成团,个别中心可见低密度区,大者大小约 2.5cm×2.7cm;建议排

除淋巴瘤及肠结核。电子结肠镜显示回盲部溃疡､ 增生菜花状改变,取回盲部粘膜行组织粘膜活检

提示送检粘膜组织活检未发现异常。腹腔淋巴结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符合非霍奇金淋巴瘤-B
细胞来源-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特殊染色结果:抗酸(-),PAS(-)。免疫组化: 
Ki-67(60%+). CD20(3+). CD79a(3+). PAX-5(3+).CD10(+/-). CD5(-). CD3(-). CD43(3+).CD30(-
).CD15(-).ALK(-).Bcl-2(1+).Bcl-6(2+).CD163(2+).MPO(-).TdT(-).TIA-1(-).MuM-1(1+).CD56(-
).CD21(-)。 

后诊断:非霍奇金淋巴瘤-B 细胞来源-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结论 小肠淋巴瘤在儿童中较少见,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易误诊,尤其与肠结核､ 克罗恩病难以鉴别。

对于短期内体重下降明显并高度怀疑该病患儿除了尽早行血清学检查､ 腹部 B 超､ 腹部 CT 外,内
镜检查非常重要,对于内镜下粘膜组织活检不能完全解释内镜下所见时,需及时行腹腔淋巴结活检进

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及免疫组化进一步确诊。 
 
 
PU-3131 

难治性再发性呕吐病例 1 例 
 

孙晋芳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通过对该病例的临床研究及广泛交流,希望广大儿童临床医师关注此类患儿发病机理及治疗等

问题,使得此类患儿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 
方法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该患儿反复住院治疗 27 次,分析每次入院的主要症状,伴随症状,辅
助检查的结果,住院时间,治疗方法,治疗结果 
结果 该患儿每次入院主要症状均为呕吐,或伴有腹痛,或水电解质紊乱等,反复频繁发作,突发突止,发
作时不能进食水,住院时间平均 5.7 天,经对症支持治疗后,症状缓解出院 
结论 再发性呕吐的概念提出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其病因及发病机理仍不明确,希望通过交流学习引起

对此类患儿的进一步关注,缩短其急性发作期,减少复发,改善生活质量 
 
 
PU-3132 

儿童复发性化脓性胆管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唐清,单庆文 
广西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少见病儿童复发性化脓性胆管炎的病例报道,引起对该病的认识和重视 
方法 对儿童复发性化脓性胆管炎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文献复习。 
结果 经过临床症状､ 腹部 CT 及肝脏病理检查确诊为儿童复发性化脓性胆管炎。 
结论 儿童复发性化脓性胆管炎临床不典型,反复发热伴肝肿大,应早期进行腹部影像学及肝脏病理检

查以早期诊断,如有胆道梗阻,早期进行 ERCP 或手术解除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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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33 

早产超低出生体重儿肥厚性幽门狭窄 1 报告并文献复习 
 

余慕雪,司徒妙琼,卢珍通,周路遥,刘钧澄,庄思齐 
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提高对早产儿肥厚性幽门狭窄(hypertrophic pyloric stenosis,HPS)诊治的认识。 
方法 分析本院 1 例早产超低出生体重儿 HPS 的诊治,并查阅和复习国内外关于早产儿 HPS 文献。 
结果 本例早产超低出生体重儿,男,为自然受孕单绒毛膜双胎之一,胎龄 29+4周,出生体重 9550g,出生

3 周出现胃潴留量增加､ 呼吸暂停,出生 6.5 周出现喷射性呕吐。出生 7 周腹部 X 线检查示胃扩张,
诊断 HPS,行幽门环肌切开术,术后恢复良好顺利出院。随访至出生后 6 个月,体格发育逐渐追赶生

长。近年文献报道早产儿 HPS 病例增加。按出生时间早产儿 HPS 发病晚于足月儿;按校正胎龄早

产儿 HPS 发病则早于足月儿 HPS。近年报道早产儿 HPS 发生率增加,可能与救治水平提高､ 早产

儿存活数量增加有关,尚无出生体重低于 1000 g 的早产超低出生体重儿 HPS 报道。 
结论 早产儿 HPS 早期症状不典型,可能表现为胃潴留量增加,以后出现呕吐,动态腹部影像学检查有

助于诊断 HPS。 
 
 
PU-3134 

 1 例婴儿杜氏病的抢救与护理 
 

庞勤辉,龙梅,朱莉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消化道出血的罕见病例——婴儿杜氏病的抢救与护理措施。 
方法 入院后快速补充血容量,予禁食､ 禁饮､ 镇静､ 抑酸､ 止血等治疗,急诊胃镜检查,术中见活动性

大出血,根据十二指肠球部特殊改变,考虑杜氏病,采用内镜下喷洒止血药和钛夹止血术。通过活检管

道送入装有钛夹的推助器,钛夹对准出血部位,推出钛夹,张开夹口至 大并调节好角度,尽量使夹子与

组织呈直角接触,随即关闭钛夹。根据情况可放置多个钛夹。术中同时予去甲肾上腺素及凝血酶冻

干粉喷洒止血,止血后反复冲洗止血部位,直至观察无活动性出血后方可退镜。 
结果 经快速补充血容量,禁食､ 禁饮､ 止血,急诊胃镜钛夹止血治疗后患儿病情好转,无活动性出血,
复查血常规血红蛋白正常,已达临床出院标准。 
结论 婴儿杜氏病极少见,内镜是本病首选诊断手段,钛夹止血是主要治疗方法。护士在临床工作中积

极配合医生进行有效的扩容与止血治疗,认真细致的病情观察与饮食心理护理,可以提高抢救成功率,
降低死亡率。 
 
 
PU-3135 

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一例 
 

朱巍巍,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心肌致密化不全 (Noncompaction of the ventricular myocardium,NVM) 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

遗传性心肌病,因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而易被误诊和漏诊。因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心电图异常的发

病率相对较高,可完善心电图检查以初筛。但 终确诊仍需完善超声心动图检查。因此病有遗传倾

向,建议患者直系亲属也完善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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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例患儿为 7 岁男孩,主诉为咳嗽伴腹痛､ 腹胀 2 周,纳差､ 乏力 1 周,因完善心电图检查异常收

入院,入院后完善超声心动图检查得以确诊 
结果 入院后考虑存在心力衰竭,给予卧床､ 强心､ 利尿､ 扩血管及营养心肌治疗后病情未再进展,后
出院保守治疗,出院后约 1 月,成功完成心脏移植手术,现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一般状况可,预计 1 年

后重返校园。 
结论 NVM 病因还不明确,但多数成家族聚集性发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心功能不全､ 心律失常及血栓

栓塞,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主要对症治疗。心功能不全与心律失常是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对于本病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改善预后。同时提醒医生们注意,以消化道症状就诊患儿,若常规对症治疗无好

转,需警惕有无其他系统问题,不要掉以轻心。 
 
 
PU-3136 

轮状病毒肠炎伴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2 例并文献复习 
 

魏红玲,魏红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轮状病毒是 5 岁以下婴幼儿肠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之一,并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轮状病毒肠炎

除了累及胃肠道以外,还可以引起多系统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时可为脑病样临床表现。胼胝体压

部病变综合征是一个临床影像学综合征,常常有轻度脑病的临床表现,主要诊断依据是在头颅核磁共

振成像(MRI)胼胝体压部长 T1 长 T2 信号,弥散加权像(DWI)胼胝体压部呈高信号。本研究目的是探

讨轮状病毒肠炎伴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 例轮状病毒肠炎伴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病例 1:1 岁 8 月,发热 3 天,热退后出现 3 次惊厥,病程中伴有 1 次呕吐和 1 次腹泻,惊厥发作后

嗜睡,精神差,肢体无力,完善腰穿脑脊液常规及生化均正常,脑脊液轮状病毒 RNA 阴性。便轮状病毒

IgM 阳性。头颅 MRI 提示为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病例 2:2 岁 3 月,呕吐伴腹泻 3 天,发热 1 天,热
退后惊厥 2 次,入院后 24 小时内再次发生 2 次惊厥,惊厥后嗜睡,伴四肢乏力,腰穿脑脊液常规及生化

均正常,脑脊液轮状病毒 RNA 阴性,便轮状病毒 IgM 阳性,头颅 MRI 提示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此

2 例病人出院后随访 2 个月,无神经系统异常症状。 
结论 轮状病毒肠炎合并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患儿,常表现为呕吐､ 腹泻,频繁无热惊厥,伴有嗜睡

､ 乏力及精神差等表现,症状在 2 天左右缓解。头颅 MRI 可见胼胝体压部信号改变。本研究提示部

分频繁惊厥发作的轮状病毒肠炎患儿可合并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其诊断主要依赖于头颅 MRI,具
体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明确,此病预后良好,避免过度治疗。 
 
 
PU-3137 

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诊治 
 

王丹,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 CMV)为双链 DNA 病毒,属于疱疹病毒科,根据原发感染时间分为:
先天感染(生后 14 天内证实有 HCMV 感染);围生期感染(生后 14 天内证实无感染,3-12 周内有

HCMV 感染证据);生后感染或获得新感染(12 周后有 HCMV 感染证据),该病毒感染在免疫力低下的

新生儿或婴儿感染是引起先天性缺陷的主要病因之一,甚至可能引起危及生命的疾病,规范诊断及治

疗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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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回顾总结在我科从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诊断为人巨细胞病毒感染的 75 例住院患

者。 
结果 男女比例为 2:1,其中先天性感染 3 例(4%),围生期感染 44 例(59%),获得新感染 28 例(37),合并

肝功能损害 49(65%),合并血液系统受累 7(主要是表现为血小板减少,占 9%),合并听力损害 7 例(9%),
合并 CMV 肺炎 4 例(5%)。2012 年发布了儿童巨细胞病毒性疾病诊断和防治建议,进一步规范了儿

童 CMV 感染的诊断及治疗,我科 2012 年以前诊断 CMV 感染患者 48 例(CMV-IgM 抗体或病毒拷贝

数阳性者 28 例,占 58%),给予更昔洛韦抗病毒治疗共 32 例(根据 2012 年诊治指南,符合抗病毒治疗

指征 15 例,占 47%),2012 年以后诊断 CMV 感染患者共 27 例(CMV-IgM 抗体或病毒拷贝数阳性者

27 例,100%),均严格掌握抗病毒治疗适应征,少部分患儿家属因担心更昔洛韦治疗不良反应,拒绝应

用抗病毒治疗。预后方面:给予抗病毒治疗患儿大部分在 2-4 周血病毒拷贝数转阴,联合抗保肝､ 利

胆治疗患儿在 1-4 周肝功能恢复正常,部分患儿在治疗过程中肝功能有一过性升高。拒绝应用抗病毒

治疗而单一保肝治疗患儿血病毒拷贝数持续阳性,肝功能恢复不满意,需进一步完善随访工作。 
结论  
通过总结回顾我科住院治疗的 75 例住院治疗诊断为人巨细胞病毒感染患者,在诊疗及并发症的评估

方面逐渐完善,对于具有抗病毒治疗适应征的患儿,规范给予抗病毒治疗可有效缩短病程,减轻器官受

累。 
 
 
PU-3138 

重度牛奶蛋白过敏 1 例 
 

陈颢予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730050 

 
 
目的 牛奶蛋白过敏(cow’s-milk protein allergy,CMPA)是机体对牛奶蛋白不恰当的免疫应答引起的

不良反应。临床表现呈非特异性,表现多样。重症患儿可出现失蛋白性肠病､ 生长发育迟缓和慢性

缺铁性贫血。由于症状不典型,此类患儿常常被漏诊､ 误诊而延误诊治,本文对 1 例重度 CMPA 作一

介绍,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 CMPA 的认识。 
 
 
PU-3139 

联合用药减轻鹅膏毒肽攻击肝细胞损伤的作用及机制 
 

李梦妮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探讨环孢霉素(CsA)､ 克拉霉素联合鹅脱氧胆酸､ 磺溴酞钠(BSP)､ 甲状腺素减轻受 α-鹅膏毒

肽(α-AMA)攻击人肝细胞损伤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根据本课题前期研究确定的 α-AMA 导致人肝损伤时肝细胞生存的 小 α-AMA 攻击浓度为 1.4 
g/L,将本实验分为八组,对照组､ 损伤组､ 鹅脱氧胆酸组､ BSP 组､ 甲状腺素组､ CsA 组､ 克拉霉

素组和联合用药组(鹅脱氧胆酸+CsA 组､ BSP +CsA 组､ 甲状腺素+ CsA 组,鹅脱氧胆酸+克拉霉素

组､ BSP +克拉霉素组､ 甲状腺素+克拉霉素组),每个组均设立 3 个时间点:攻击 24h､ 48h 和 72h,
在攻击 24 小时后采用鹅脱氧胆酸､ BSP､ 甲状腺素､ CsA､ 克拉霉素和联合用药保护损伤肝细胞,
在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的形态学改变,MTT 法进行活细胞计数,生化法检测培养上清液中谷草

转氨酶(AST)和谷丙转氨酶(ALT)。 
结果 α-AMA 浓度为 1.4 g/L 时,损伤组 LO2 细胞生长明显受到抑制:核染色质边缘化,浓集,细胞质泡

沫结构形成,细胞进行性凋亡;鹅脱氧胆酸组､ BSP 组､ 甲状腺素组､ CsA 组､ 克拉霉素组和联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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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组破碎细胞器明显减少。与对照组比较, 损伤组 MTT 法吸光值明显下降;与损伤组相比,鹅脱氧胆

酸组､ BSP 组､ 甲状腺素组､ CsA 组､ 克拉霉素组和联合用药逐渐升高,且 CsA+鹅脱氧胆酸组在

各时间点吸光度值 高(0.656±0.014)(P<0.05)。与对照组比较,损伤组各时间点 AST､ ALT 活性升

高, 高值在损伤 72 小时,与损伤组相比, 鹅脱氧胆酸组､ BSP 组､ 甲状腺素组､ CsA 组､ 克拉霉素

组和联合用药组 AST､ ALT 活性下降,同时 AST､ ALT 升高不明显,CsA+鹅脱氧胆酸组在各时间点

数值 低[(22.3±6.2)U/L 和(20.2±5.4)U/L,P<0.05。 
结论  CsA､ 克拉霉素与 BSP､ 胆酸､ 甲状腺素一样对 α-AMA 攻击人肝细胞有保护作用,作用机制

是作为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的抑制剂抑制 α-AMA 的吸收;BSP､ 胆酸､ 甲状腺素作为 OATP 底物拮

抗 α-AMA 的吸收, CsA+鹅脱氧胆酸的联合应用优于单一使用 OATP 的底物､ 抑制剂和其它底物+
抑制剂组合使用。 
 
 
PU-3140 

ERPD 治疗儿童胰腺炎 1 例并 ERCP 相关文献总结 
 

杨亭亭,张会 丰,白欣立,王小康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11 

 
 
目的 报道胰管支架引流术(ERPD)治疗儿童胰腺炎 1 例,并探讨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在
儿童胰腺炎中的诊治价值及相关风险。 
方法 1､ 回顾性分析报道 ERCP 下行胰管置入引流术(ERPD)治疗儿童胰腺炎 1 例。2､ 检索中国知

网､ 万方､ Pubmed 等数据库,收集近 10 年关于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治疗儿童胰腺炎相关文献,
总结 ERCP 下诊治的胰腺疾病患儿 300 例,共行 ERCP 诊治 458 例次,年龄范围 10 月至 17 岁,分析

术中操作成功率,疗效及术后并发症情况。 
结果 1､ 病例报道:患儿因“间断腹痛 1 月余”于 2015 年 12 月入院,入院后诊断胰腺炎,给予内科保守

治疗,并完善相关检查,MPCP 结果提示胰腺假性囊肿,转至小儿外科手术,行胰腺假性囊肿外引流术,
治疗后症状缓解出院,院外定期复查,后因病情反复再次来我科住院治疗,给予患儿行 ERCP,镜下见:
十二指肠乳头呈扁平型,开口呈点状,导丝引导下造影可见:肝内外胆管､ 胰管未显影,肝内外胆管无扩

张,未见结石样充盈缺损,胰管扩张,分别应用取石网篮､ 取石气囊自胰管取出少量泥沙样结石落入肠

腔,沿导丝将一 8cm 长,5Fr 胰管支架置入胰管内。治疗后患儿腹痛症状很快缓解,血尿淀粉酶及血脂

肪酶指标下降良好出院。于 2017-01-15(ERPD 术后 8 个月)返院,更换 9cm 长､ 7Fr 胰管支架,术后

监测血淀粉酶 54.6U/L(正常值 35-135U/L),尿淀粉酶 674.6U/L(正常值 0-460U/L),无 ERCP 并发症,
术后 3 天出院,目前患儿门诊随诊,病情控制良好。2､ 在 458 例次接受 ERCP 治疗的胰腺炎患儿中,
操作成功率 88.2%-100%,平均在 95%以上。镜下完成了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胆管取石,胰管

括约肌切开,球囊扩张,内镜逆行胆管引流术,胰管支架引流术等操作,取得良好治疗效果,并对疾病进

行镜下诊断,如胆源性胰腺炎､ 胰腺分裂症､ 胰管狭窄或扩张､ 胰腺假性囊肿､ 胰管结石､ 胆胰管

汇合异常､ 环状胰腺炎等,其中以胆源性胰腺炎居多,胰腺分裂症次之。术后 22%患儿出现相关并发

症,其中高淀粉酶血症 50 例次(占 10.9%),急性胰腺发作 37 例次(占 8%),切开处出血 5 例次(占 1%),
术后感染 9 例次(占 2%),并发症程度较轻,治疗后均可缓解,无 ERCP 相关死亡病例。 
结论 1.来自多中心的临床总结分析,ERCP 是胰腺炎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手段,临床效果可靠。2.儿童

胰腺炎 ERCP 治疗后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但并发症程度较轻,治疗后可缓解。3.可疑为慢性胰腺

炎的患儿均应行胰 CT/MRCP 等影像学检查,必要时行 ERCP,麻醉､ 影像､ 小儿内外科多学科协作

可提高儿童胰腺炎的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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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41 

益生菌联合氨基酸配方奶粉治疗婴儿湿疹的疗效观察 
 

董娜,盛伟松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目的 观察益生菌对于婴儿湿疹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湿疹患儿 10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对照组单纯应用氨基酸配方奶粉治

疗,观察组应用益生菌联合氨基酸配方奶粉治疗,14d 为 1 个疗程,比较 2 组疗效。 
结果 观察组及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4%和 92%,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观察组痊愈 40 例(占
80%),对照组痊愈 34 例(占 6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表明益生菌联合氨基酸配方奶

粉对婴儿湿疹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结论 应用益生菌联合氨基酸配方奶粉是一种疗效显著､ 安全可靠､ 经济实用的治疗婴儿湿疹的方

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3142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诊疗进展 
 

侯林,刘捷,曾超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了解国内外关于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 新诊疗进展,以指导临床儿科医生识别高危人群,并进行

早期干预及治疗。 
方法 搜索近几年国内外关于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原创文章,进行归纳总结,对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病

因､ 影响因素､ 临床表现､ 诊断､ 预防及治疗进行综述。 
结果 牛奶蛋白过敏是婴儿食物过敏的主要类型,根据免疫分型可以分为 IgE 介导､ 非 IgE 介导以及

两者混合介导的免疫反应。纯母乳喂养可降低牛奶蛋白的发生率,而早产､ 围产期使用抗生素可能

增加牛奶蛋白过敏的发生率。牛奶蛋白过敏常常累及多个器官且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症状,婴儿

牛奶蛋白过敏在消化系统的表现为呕吐､ 腹胀､ 腹泻､ 便或大便隐血,呼吸系统则主要表现为呼吸

暂停､ 鼻塞､ 反复咳嗽,在皮肤可以表现为皮肤瘙痒､ 湿疹､ 面部及眼睑等水肿,其他表现还可以有

不明原因哭吵､ 睡眠障碍､ 喂养困难､ 生长发育障碍､ 缺铁性贫血､ 低蛋白血症､ 重度溃疡性结肠

炎等。通过症状推测牛奶蛋白过敏的评分系统,可为早期识别牛奶蛋白过敏的高危人群提供依据。

明确诊断牛奶蛋白过敏的患儿需避食牛奶蛋白。首选深度水解蛋白配方奶,对于严重病例可给予氨

基酸配方奶,此外,补充摄入乳酸菌或双歧杆菌效果更优。大豆蛋白和谷类蛋白也可治疗部分牛奶蛋

白过敏患儿。牛奶蛋白过敏预后较好。 
结论 牛奶蛋白过敏是婴儿食物过敏的主要类型,牛奶蛋白过敏常常累及多个器官且其临床表现缺乏

特异性症状,纯母乳喂养可降低牛奶蛋白的发生率,而早产､ 围产期使用抗生素可能增加牛奶蛋白过

敏的发生率。通过症状推测牛奶蛋白过敏的评分系统,可为早期识别牛奶蛋白过敏的高危人群提供

依据。深度水解蛋白配方奶､ 氨基酸配方奶可有效治疗牛奶蛋白过敏,此外,补充摄乳乳酸菌､ 双歧

杆菌及大豆蛋白和谷类蛋白也可治疗牛奶蛋白过敏。牛奶蛋白过敏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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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43 

儿童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的临床表现及内镜特点 
 

林卫东 
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儿童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 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tis,EG) 的临床表现及内镜特点。 
方法 对 15 例 EG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5 例 EG 患儿中临床表现以腹痛 13 例(86. 6%) ,呕吐 6 例( 40% ) ,呕血 5 例( 33.3% ) ,外周血

嗜酸性粒细胞升高 13 例( 86. 6% ) 。镜下均表现为胃及十二指肠黏膜充血,伴有点､ 片状糜烂,组织

病理见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 
结论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特异性表现为嗜酸粒细胞在胃肠道异常浸润,内镜检查

是主要诊断方法,确诊依靠病理检查。 
 
 
PU-3144 

补锌用于小儿腹泻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高小 
黄石市第五医院 435005 

 
 
目的 探讨小儿腹泻经补锌治疗后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儿科腹泻患儿资料共 70 例,行常规治疗者 35 例(对照组),加用补锌治疗者 35 例(观察组),密
切关注两组患儿临床症状变化,比较症状缓解与住院时间,以及两组临床总有效率。 
结果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缓解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观察组退热､ 止吐､ 止泻用时,以及住院时间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总有效率方面,观察组亦明显优于对照组(97.14%>82.86%),差异显著

(P<0.05)。 
结论 补锌用于小儿腹泻治疗,可明显促进临床症状的改善,快速退烧､ 止吐､ 止泻,临床疗效突出,值
得推广。 
 
 
PU-3145 

病例讨论 
 

李佳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750001 

 
 
目的 脓毒症(sepsis)是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可发展为严重脓毒症(severe sepsis)和脓

毒性休克(septic shock)随着脓毒症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重症医学面临的

重要临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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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46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III 型 1 例临床特点 
与 ABCB4 基因相关性 

 
张晓媛,覃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目的 总结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3(PFIC3)临床特点及基因检查,及早对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

汁淤积性疾病分型做出诊断,以早治疗并提高预后。 
方法 报道 1 例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3 型临床特点､ 辅助检查和基因检查结果并相关文献

复习。 
结果 患儿,男,1 月 19 天,生后 3 天起病,以黄疸､ 肝细胞源性胆汁淤积､ 腹泻､ 贫血､ 先天性心脏病

(房缺)为主要临床特征,生化检查见血清总胆红素值轻度升高,以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血清胆汁酸盐

浓度､ 谷草转氨酶轻度升高,血清谷氨酰转酞酶 (GGT)浓度明显升高,碱性磷酸酶(ALP)正常,基因检

测结果见 ABCB4 基因的外显子 exon13 杂合突变,c.1452-1454del(缺失),导致氨基酸改变 p.484-
485del(缺失)。发病后一直予熊去氧胆酸(UDCA)､ 思美泰护肝利胆及对症支持治疗。出院后随访家

长诉黄疸完全消退。 
结论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为一组异质性的染色体遗传性疾病,依特异性肝细胞转运基因突

变的不同,分为 3 型,发病率较低,诊断需根据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基因检测,并需排除其他疾病导

致的胆汁淤积。PFIC3 由 ABCB4 基因突变所致,但目前致病机制尚不明确。早期诊断､ 明确分型,
对疾病的治疗及预后至关重要。 
 
 
PU-3147 

采用唾液试纸及胃镜下检测 HP 在儿童中的应用 
 

孔庆侠,潘玉凤,孟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比较唾液试纸与胃镜下检测幽门螺杆菌的临床实用价值。 
方法 选择我科 2016 年 7 月 7 日—2017 年 2 月 25 日行电子胃镜检查的患儿,内镜下于胃窦部取得

胃黏膜一块检测 HP 感染情况,同时应用 HPS 技术从儿童唾液中检测 HP,比较两种检测方法 HP 感

染的阳性率､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 
结果 唾液 HP 检测法和快速尿素酶试验(RUT)分别与细菌培养检测法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

异,P>0.05,两种方法的特异性为 92.66%､ 94.34%,灵敏度为 85.37%､ 93.18%。 
结论 唾液中的 HP 与胃粘膜中 HP 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病因学联系,唾液检测法可作为 HP 诊断的诊

断依据之一,其操作简便快捷,检查过程无痛苦,在儿童患者中值得推广。 
 
 
PU-3148 

路径化肠道护理措施对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的护理应用 
 

洪霓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路径化肠道护理措施对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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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 90 例,采用随机数表

法将所有的患儿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患儿实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实行路径

化肠道护理措施干预,观察两组患儿护理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同时比较两组患儿家长对轮状病毒知

识的知晓情况。 
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患儿止泻时间､ 止吐时间､ 退热时间以及住院时间(2.13±0.56d､ 1.25±0.40d､
1.29±0.38d､ 3.56±1.02d)著短于对照组(2.89±0.78d､ 2.12±0.56d､ 2.30±0.61d､ 5.80±1.56d),两
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儿家长对轮状病毒性肠炎知识的知晓率为 91.11%高于对

照组患儿家长 73.33%,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对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实行路径化肠道护理干预,能够缩短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提高患儿

家属对轮状病毒性肠炎知识的知晓率,效果显著。 
 
 
PU-3149 

病例报告 
 

李妍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400 

 
 
目的 关于炎性肠病 1 例,病史 4 年余,目前治疗效果欠佳,激素依赖,激素无法减量,针对目前遇到的问

题征求专家意见。 
方法 系统介绍患儿近 4 年病史及相关化验检查结果,详细叙述治疗及疗效情况。 
结果 征求专家对目前诊断及治疗的意见。 
结论 对今后的进一步治疗给出意见和建议。 
 
 
PU-3150 

抗生素序贯疗法治疗儿童细菌性急性肠系膜淋巴结炎临床分析 
 

文政,廖莉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400030 

 
 
目的 观察抗生素序贯疗法治疗有细菌感染儿童急性肠系膜淋巴结炎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儿科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诊治的 75 例有细菌感染儿童急性肠系膜淋

巴结炎的临床资料。治疗组(序贯治疗组)38 例,给予头孢呋辛 50~80 mg/(kg.d)静脉滴注, 2 次/日,直
至腹痛消失,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比例恢复正常,疗程 3~5 天;后改口服头孢呋辛酯片 20 
mg/(kg.d),2 次/日治疗,疗程 4~5 天。对照组(全程静脉给药组)37 例:给予头孢呋辛 50~80 mg/(kg.d)
静脉滴注, 2 次/日,疗程 7~10 天。 
结果 治疗组(序贯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4.7%,对照组(全程静脉给药组)的总有效率为 97.3%。治疗

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平均住院治疗费用明显少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抗生素序贯疗法治疗有细菌感染儿童急性肠系膜淋巴结炎的疗效满意,无明显的不良反应。治

疗费用较低,依从性好,易被患儿及家属接受。临床应用值得推广。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33 
 

PU-3151 

Beneficial effects of melatonin in juvenile  
rats with heart failure 

 
Wu Yao,Si Feifei,Yi Qijian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In adult rodent studies, melatonin has been shown to be highly effective in 
ameliorat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latonin may also be useful in reducing cardiac 
hypertrophy and limiting the frequency of heart failure in juvenile rodents. Here, we study the 
effect of melatonin on the cardiac function of juvenile rats with heart failure. 
Methods Juvenile rats with heart failure (HF) were induced by abdominal aortic constriction 
(AAC). Sham-operated rats were established in parallel as control group. Five weeks after the 
surgery, rats with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melatonin (10 mg /kg /d,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and the heart failure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placebo. Simultaneously, placebo was administered to the sham group. 
Results After administration for 4 weeks, the treated rats did not exhibit a decline in cardiac 
function as assessed by echocardiography analysis. Moreover, the increase in expression of ANP, 
BNP, caspase-1, IL-1?, bax, CaMKII, PLN, and RyR2 was markedly blunted by melatonin, while 
the decrease in expression of bcl-2 was improved in the melatonin treated rats as assessed by 
ELISA,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QPCR) and Western blot.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pport a protective role of melatonin in cardiomyocytes, at least in 
part via reducing cardiac pyroptosis, apoptosis and remaining calcium homeostasis. Therefore, 
melatonin could serve as a novel therapeutic candidate for attenuating juvenile heart failure. 
 
 
PU-3152 

Serum levels of C1q-tumor necrosis factor related protein-1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Feng Siqi,Yi Qiji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1q-tumor necrosis factor related protein-1 (CTRP1) in 
acute Kawasaki disease (K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TRP1 and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  
Methods 87 children patients with KD and 37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were obtained from all subjects.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CTRP1 in all 
subjects and 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leukin-1β (IL-1β), interleukin-6 (IL-6) 
concentrations in KD patient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for all subjec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HC) group,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CTRP1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KD group.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 of serum TNF-α, IL-1β, IL-6, CTRP1 
concentrations were observed in KD-CAL group compared with KD-NCAL group. Furthermore, 
serum CTRP1 concentra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hite blood cells (WBC),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N%), platelet (Pct), TNF-α, IL-1β, IL-6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ntage of 
leukomonocytes (L%) in all KD patien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serum 
CTRP1 concentrations and thrombin time (TT) in 33 KD patients who had blood coagulation 
indexes. 
Conclusions CTRP1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an acute period of KD and induce the 
development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and protect against thrombus formation in 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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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3 

儿童经皮封堵肌部室间隔缺损的中期疗效评价 
 

伍洋子,谢育梅,张智伟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经皮封堵肌部室间隔缺损经导管介入治疗的方法,评价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中期疗效 
方法 2011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我院术前诊断为肌部室间隔缺损的 51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 32 例,女 19 例,年龄 1 岁-16 岁(5.12±3.52 岁),体重 10-56kg(20.19±10.55)kg。术前经胸超声心动

图测量平均直径 4.8mm(3-15mm),其中 10 例患者为多发缺损。封堵术前及封堵后即刻行经胸超声

心动图及左心室造影,术后 24h､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和 12 个月,以后每年一次门诊随访并复查

心电图和监测超声心动图随访疗效及并发症。 
结果 8 例心导管检查提示无血流动力学意义中止介入治疗,1 例术中沿轨道输送长鞘管时出现心跳骤

停中止操作,抢救成功后择期外科手术,其余 42 例均介入治疗成功,成功率 97.6%,手术时间

90.68±36.42min,X 线曝光时间 18.67±10.89min。随诊时间 1-48(平均 13.8)月,4 例存在少量残余分

流,2 例轻度三尖瓣反流,1 例微量主动脉返流者,均无需再次干预。 
结论 儿童经皮肌部室间隔缺损封堵术是安全､ 有效的,并发症发生率低,部分难以建立轨道的病例,可
使用冠脉导丝通过缺损口再使用超滑导丝进行交换,保留超滑导丝输送封堵器可避免反复建立轨道,
减少手术和 X 线曝光时间,提高手术成功率。 
 
 
PU-3154 

Clinical analysis of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without 
fever 

 
HUI QIN,Zhou Zhongshu 

CHINA_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Objective To underline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early diagnosis of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no fever. 
Methods We report a girl who developed 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bilateral nonexudative 
conjunctivitis and coronary artery dilatation accompanied by elevated CRP and ESR, but in the 
absence of fever.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was performed. 
Results A 8-year-old girl initially developed a 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for 2.4 cm in diameter 
and nonexudative bilateral conjunctivitis without fever.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was 60 
mm/h, procalcitonin was 0.05ng/mL (?? < 0.5), C-reactive protein (CRP) was 62.4 mg/L (N < 8 
mg/L), We obtained an echocardiogram, which demonstrated dilatation of the proximal right 
(5.6mm), the proximal left anterior (5.5 mm) without coronary thrombosis. After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and high-dose aspirin treatment, low-dose aspirin was given after that. 
CRP and ESR finally normalized. Serial echocardiograms demonstrated a decrease in size of her 
coronary system (right coronary artery diameter, 3.6mm, proximal left anterior diameter 3.4 mm) 
after 42 days of onset. Other three KD patients without fever were discovered by literature 
searching. 
Conclusions It’s important to identify incomplete KD for preventing coronary complicat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patient doesn’t have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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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5 

小剂量低分子肝素治疗川崎病高凝状态的疗效 
 

王祥,陈智,肖云彬,杨舟,向金星,王野峰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低分子肝素作为川崎病高凝状态辅助治疗的疗效以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存在 高凝状态 的 川崎病 患儿共 102 例, 分为 低分子肝素治疗组和 对照组 ,低分子肝素

治疗组 55 例, 在丙种球蛋白及阿司匹林 治疗基础上 低分子肝素治疗, 对照组 47 例,仅予以 丙种球

蛋白及阿司匹林治疗, 监测 治疗前后 各组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凝血酶原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纤维蛋白原 ､ D 二聚体 ､血沉､血小板计数､红细胞压积､高敏 C 反

应蛋白 的变化 ,心脏彩超 测量 治疗前后 冠状动脉 内径 。 
结果 两组血小板计数､ 高敏 C 反应蛋白 ､ 血沉 ､D 二聚体以及 FIB 治疗后显著改善(P<0.01)。两组 
治疗后 红细胞压积 均明显 下降(P<0.05),但 治疗后 组 间 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治疗前后 
PT ､ APTT ､ INR 改变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低分子肝素治疗组在冠脉损害发生率上明显低于

对照组(x2=4.28,P<0.05)。两 组 均 无出血 并发症。 
结论 低分子肝素作为川崎病高凝状态患儿的辅助治疗,对于降低血小板,抗炎,改善高凝状态,以及降

低冠脉的损害具有 一定疗效 ,且有良好的安全性。 
 
PU-3156 

2004 年美国第 4 次报告儿童青少年血压诊断标准 
的规范应用和 SPSS 程序实现 

 
孟玲慧

1,席波
2 

1.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2.Publich Health School, Shandong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以 2004 年美国儿童青少年血压控制工作组第 4 次报告血压诊断标准 2004 年美国儿童青少年

血压控制工作组第 4 次报告血压诊断标准为例,结合具体的案例,详细解说类似血压标准的使用方法,
以便于临床及科研过程中规范地诊断儿童青少年高血压。 
方法 以计算年龄为 y(岁),身高为 h(cm),收缩压 SBP 为 x(mmHg)的男童 SBP 百分位值为例,对应用

美国儿童青少年血压控制工作组第 4 次报告血压诊断标准诊断儿童高血压的过程和方法加以说明。 
1. 对身高进行评估  
2. 计算该男童预期 SBP 值 μ 
3. 将男童的血压测量值转化为 Z 值 Zbp 
4. 将 Zbp 值转化为血压百分位值 
5. 诊断儿童高血压 

结果 12 岁男孩,身高在该性别､ 年龄组第 90 百分位,身高 Z-score 为 1.28,他的期望收缩压值

SBP(μ)为 μ=102.19768+1.824162+0.12776(22) +0.00249(23) + 0.00135(24) + 2.73157(1.28) 
+0.19618 (1.28) 2+0.04659(1.28)3 + 0.00947(1.28)4=109.46mmHg。假设他的实际血压为

120mmHg(x),SBP 的 Z-score=(120 - 109.46)/10.7128= 0.984。对应的 SBP 百分位数 = 
*100%=83.7,即第 83.7 百分位。 
结论 本文的结论意见与《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 年修订版)推荐采用 P90､ P95 作为诊断正

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的标准是一致的。建议在条件允许时规范应用性别､ 年龄别､ 身高别儿童青少

年血压标准对儿童高血压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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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7 

Anacardic acid attenuates cardiac hypertrophy by down-
regulating the acetylation of target genes 

 
peng chang1,Li Shuo1,Luo Xiaomei1,2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College 
2.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Zunyi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Cardiac hypertrophy is a complex process that involves highly coordinated but 
controlled regulation of multiple elements such as epigenetics making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myocardium remodeling and cardiac hypertrophy. During numerous epigenetic regulations 
including histone acetylation,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cardiac hypertrophy but exact mechanim 
still largely inknown. In present study, we have explored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chinese herbal 
extract anacardic acid on attenuating cardiac hypertrophy induced by phenylephrine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The model of cardiac hypertrophy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mouse hearts were 
collected from C57BL/6 mice for further analyses. The data shown that anacardic acid modulated 
cardiac genes expression and attenuated phenylephrine in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 was 
assessed by heart weight/BW and lung weight/BW ratios, histopathology,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echocardiographic parameters, and gene expression of hypertrophic 
markers. 
Results Anacardic acid abrogated histone and MEF2A acetylation, and DNA-binding activity by 
blocking p300-HAT and PCAF-HAT activity. Meanwhile, anacardic acid normalized the cardiac 
hypertrophy related genes expressions (ANP, BNP, cTnT, cTnI, β-MHC and Cx43) induced by 
phenylephrine at the level of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Further, we found that anacardic acid 
did not effected blood routine index, hepatic function, renal function and myocardial enzymes. 
Conclusions Imblance of histone acetylation modification are involved in cardiac hypertrophy 
induced by phenylephrine, and anacardic acid may proven to be a candidate drug to cure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PU-3158 

体外膜肺氧合联合体外球囊反搏及持续肾脏替代治疗成功救治暴

发性心肌炎 1 例 
 

何敏,邢军卫,刘小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分享及讨论体外膜肺氧合联合体外球囊反搏及持续肾脏替代治疗儿童暴发性心肌炎的诊断､

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及总结体外膜肺氧合联合体外球囊反搏及持续肾脏替代治疗成功救治暴发性心肌炎 1
例。 
结果 经体外膜肺氧合联合体外球囊反搏及持续肾脏替代治疗 14 天,患儿生命体征平稳,胸闷､ 气短

等临床症状缓解,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明显好转。 
结论 1.体外膜肺氧合联合,2.体外球囊反搏,3.持续肾脏替代,果断及时采用此 3 种方法联合治疗本例

暴发性心肌炎,抢救及时,使患儿顺利度过危险期,降低了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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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9 

心脏祖细胞源性外泌体可通过激活 Akt/mTOR 
促进 H9C2 细胞增殖 

 
李欣

1,江杰
1,杨作成

1,李卓颖
1,李申堂

1,马星
2 

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2.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 

 
 
目的 外泌体是一种纳米级细胞分泌小体,可被多种哺乳动物细胞分泌,并在细胞间的信号通路中发挥

作用。已有报道,成人心脏祖细胞时一类可在心脏保护和修复中发挥关键积极作用的干细胞,并且

mTOR 信号通路在其中发挥关键调节作用。基于此,我们使用大叔心脏祖细胞源性外泌体研究其对

H9C2 细胞增殖的作用,以及 mTOR 通路发挥的作用。 
方法 取 2 月龄雄性大鼠,采用 Messina 等研究发表的成熟的分离提取方法提取小鼠心脏祖细胞原代

细胞､ 进行外泌体提取,采用电镜及 Western blot 及时检测标记物 CD63､ CD81 进行验证 ,并使用

DioC18(3)染料进行标记;2､ 分别采用 MTT､ EdU 方法对 H9C2 细胞增殖率在使用外泌体

200ug/mL 和 400ug/mL 分别作用 24 和 48 小时后进行检测;3､ 其后,分别采用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对 Akt､ mTOR 的活性进行检测。 
结果 1､ 成功提取大鼠心脏祖细胞源性外泌体,验证了 H9C2 细胞对外泌体的摄取率;2､ H9C2 细胞

增值率在相同作用时间里可随着外泌体浓度增高而增高,且在相同的作用浓度间随着作用时间的延

长而增高;3､ 心脏祖细胞源性外泌体可激活 Akt,并且在相同的外泌体作用浓度间,48 小时组比 24 小

时组的活性高;4､ mTOR 也可被激活,在外泌体浓度为 200ug/mL 时,mTOR 活性可随着作用时间延

长而增高;而在 400ug/mL 时,mTOR 活性随着时间延长而降低。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研究证明了心脏祖细胞源性外泌体可通过激活 Akt/mTOR 促进 H9C2 细胞,并且

在相对较低的外泌体浓度下呈时间依赖性。研究为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可能的新的治疗途径。 
 
 
PU-3160 

内源性硫化氢通过激活 TRPV1 通道增强 
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性 

 
于文,廖莹,黄娅茜,孙燕,孙楚凡,杜军保,金红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该研究旨在探讨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H2S)对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的调节作用及机制。 
方法 以雄性 WKY 大鼠和 SHR 大鼠为实验动物模型,分别给予 H2S 供体及胱硫醚-β-合成酶

(cystathionine-β-synthase, CBS)抑制剂羟胺(hydroxylamine, HA)干预 8 周后,检测大鼠动脉 SBP
及颈动脉窦 CBS/H2S 体系的变化。采用颈动脉窦隔离灌流技术,在分别给予 NaHS, HA, TPRV1 激

动剂辣椒素+NaHS 及 TRPV1 拮抗剂抗辣椒碱+NaHS 干预后,检测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性,分析

颈动脉窦压力反射功能曲线及其相关参数变化。使用 western blot 检测 H2S 对 TPRV1 蛋白表达及

巯基化修饰水平的影响。 
结果 与 WKY 大鼠相比,SHR 大鼠 SBP 明显升高,而颈动脉窦 CBS/H2S 体系下调,颈动脉窦隔离灌

流实验结果显示:SHR 大鼠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性降低:颈动脉窦压力反射功能曲线向右上方移

动,阈压(threshold pressure, TP)､ 平衡压(equilibrium pressure, EP)及饱和压(saturation pressure, 
SP) 增大,而工作范围(operating range, OR)､ MAP 反射性下降 大值(redlex decrease, RD)及曲线

的 大斜率(peak slope, PS)明显减小(all P<0.01),颈动脉窦 TRPV1 蛋白表达减少。补充 H2S 后, 
SHR 大鼠 SBP 下降,颈动脉窦隔离灌流实验结果显示: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性增强:颈动脉窦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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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射功能曲线向左下方移动,TP､ EP 及 SP 明显减小,OR､ RD 及 PS 显著增大(all P<0.05),颈动

脉窦 TRPV1 蛋白表达增加。H2S 增强 SHR 大鼠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性这一效应可以被

TRPV1 激动剂辣椒素增强,也可被 TRPV1 拮抗剂抗辣椒碱减弱(all P<0.01)。同时 H2S 可以使 SHR
大鼠颈动脉窦 TRPV1 的巯基化水平明显增加(P<0.01)。抑制了 H2S 生成后,WKY 大鼠 SBP 明显升

高,颈动脉窦 CBS/H2S 体系下调,颈动脉窦隔离灌流实验结果显示: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性降低:
压力反射曲线向右上方移动,TP､ EP 及 SP 增大,OR､ RD 及 PS 明显减小(all P<0.05),颈动脉窦

TRPV1 蛋白表达减少(all P<0.01)。 
结论 H2S 通过增加 TRPV1 的蛋白表达并对其进行巯基化修饰来增强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性,
进而易化颈动脉窦压力反射,调节血压。 
 
 
PU-3161 

 抗心肌抗体在小儿病毒性心肌炎诊断中的价值及意义 
 

彭静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分析病毒性心肌炎患儿抗心肌抗体的检测结果,明确抗心肌抗体在小儿病毒性心肌炎诊断中的

作用,在临床上为心肌炎患儿的诊断及治疗开辟新的途径。 
方法 采用前瞻性分析方法,入选 62 例病毒性心肌炎患儿为 A 组,同期 46 例疑似病毒性心肌炎患儿为

B 组,20 例健康儿童设为对照组,标本送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免疫研究室,利用人工合成

的多肽作为自身抗原,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各组 4 种抗心肌抗体(抗心肌线粒

体 ADP/ATP 载体蛋白抗体､ 抗 β1-受体抗体､ 抗 M2 胆碱能受体抗体､ 抗肌球蛋白重链抗体),应用

SPSS13.0 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 
结果 心肌炎病例组(A 组)4 种 AHA 的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疑似心

肌炎组(B 组)4 种 AHA 的阳性率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与 B 组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抗心肌线粒体 ADP/ATP 载体蛋白抗体(ANT)､ 抗 β1-受体抗体(β1)､ 抗胆碱

能受体抗体(M2)､ 抗肌球蛋白重链抗体(MHC)在病毒性心肌炎患儿中检测的灵敏度分别为 91.9 %
､  93.5%､ 90.3%､ 93.5%,特异度分别为 85%､ 80%､ 85%､ 85%。11 例暴发性心肌炎患儿 4 种

AHA 的阳性率分别为 81.8%､  90.9%､ 81.8%､ 81.8%。 
结论 抗心肌抗体对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检测结果与临床诊断有高

度的一致性,临床上可为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提供依据。在疑似心肌炎的病例中,4 种 AHA 的阳性率

虽然与病例组有统计学差异, 但对于 AHA 阳性的疑似病例仍应进行随诊,以防漏诊。暴发性心肌炎

患儿抗心肌抗体的检测则可为患儿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暴发性心肌炎患儿 AHA 的滴度均较低,这是

否与患儿自身的免疫功能有关,或是与暴发性心肌炎本身的发病机制相关,目前正积累病例以进一步

探讨。同时 AHA 介导的持续的免疫损伤是心肌炎转变为炎症性心肌病的重要机制,我们正在对不同

水平血清抗心肌抗体的病毒性心肌炎患儿进行随访,监测患儿抗心肌抗体水平的变化,研究 AHA 水平

与炎症性心肌病发生率的相关性。我们也期待多中心的研究以期寻求炎症性心肌病早期诊断的独立

危险因子,有助于防止 VMC 向 DCM 转化,对炎症性心肌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及病毒性心肌炎的疗效

判断和预后提供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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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62 

儿科重症监护中循环系统疾病患儿新发功能障碍的特点 
 

杨雨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循环系统疾病患儿新发功能障碍的特点。 
方法 回顾性病例观察性研究,总结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PICU 收

治的所有循环系统疾病患儿资料,在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进行功能状态评分(FSS),并计算出院与入院

FSS 的差值(△FSS),根据新发功能障碍诊断标准分为新发功能障碍组和非新发功能障碍组,分别比

较两组入院 FSS､ 出院 FSS､ △FSS､ △神志 FSS､ △感觉 FSS､ △沟通 FSS､ △运动 FSS､ △

喂养 FSS､ △呼吸 FSS,并应用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研究期间共收治 85 例循环系统疾病患儿,其中男 46 例､ 女 39 例,年龄(18±2.2)月龄。新发功

能障碍 23 人,新发功能障碍发生率 27.06%。新发功能障碍组和非新发功能障碍组入院 FSS､ 出院

FSS､ △FSS､ △神志 FSS､ △感觉 FSS､ △沟通 FSS､ △喂养 FSS､ △呼吸

FSS(14.74±6.80)vs(9.54±3.90)､ (16.50±9.90)vs(8.03±4.11)､ (1.76±7.96)vs(-1.51±3.04)､
(2.12±1.45)vs(1.45±0.85)､ (2.15±1.43)vs(1.45±0.74)､ (2.79±1.25)vs(1.96±0.76)､
(3.65±1.37)vs(2.07±1.48)､ (2.32±1.45)vs(1.33±0.78)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 均<0.05)。 
结论 循环系统疾病患儿新发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易造成神志､ 感觉､ 沟通､ 喂养､ 运动､ 呼吸功

能障碍,影响预后。 
 
 
PU-3163 

定量组织速度成像联合 Tei 指数评价左向 
右分流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心功能 

 
仇烨,陈振宇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通过应用定量组织速度成像(QTVI)技术对左向右分流先天性心脏病(CHD)患儿心功能进行定量

分析,并通过 QTVI-Tei 和 PWD-Tei 进行对比研究,探讨 QTVI 联合 Tei 指数在评估左向右 CHD 患儿

心功能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12 月 74 例确诊的左向右分流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为实验组,
按心功能不全程度分为 4 组;选取同期门诊年龄匹配的健康儿童 25 例为对照组。应用 QTVI 测量二

尖瓣环(二尖瓣环前､ 后间隔位点,二尖瓣环左室前壁､ 侧壁位点,二尖瓣环下壁､ 后壁位点),三尖瓣

环(前瓣､ 隔瓣､ 后瓣位点),记录各位点的心肌组织收缩期峰值速度(Vs)､ 舒张早期速度(Ve)､ 舒张

晚期速度(Va)以及二尖瓣环､ 三尖瓣环 QTVI-Tei 指数;应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测量左心室 FS､ EF,
及左右心室 PW-Tei 指数。 
结果 实验组二尖瓣环 6 个部位 Vs 平均值(7.14±1.92)cm/s, Ve 平均值(8.80±1.81)cm/s, Va 平均值

(5.72±1.57)cm/s,对照组二尖瓣环 Vs 平均值(8.27±1.29)cm/s,Ve 平均值(10.15±1.21)cm/s,Va 平均

值(6.86±1.24)cm/s;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三尖瓣环 3 个部位 Vs 平均值

(6.50±2.24)cm/s,Ve 平均值(8.91±2.00)cm/s,Va 平均值(5.54±1.74)cm/s;对照组三尖瓣环 Vs 平均值

(7.88±1.77)cm/s,Ve 平均值(10.54±1.35)cm/s,Va 平均值(6.49±1.65)cm/s;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实验组左心 PW-Tei 指数 0.40±0.08,QTVI-Tei 指数 0.44±0.09,两者呈显著相关性

(r=0.889,P<0.01),右心 PW-Tei 指数 0.38±0.07,QTVI-Tei 指数 0.42±0.08,两者呈显著相关性

(r=0.803,P<0.01),对照组左心 PW-Tei 指数 0.33±0.05,QTVI-Tei 指数 0.37±0.05,两者

(r=0.813,P<0.01),右心 PW-Tei 指数 0.34±0.05,QTVI-Tei 指数 0.36±0.05,两者呈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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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813,P<0.01)。左心室 QTVI-Tei 指数､ PW-Tei 指数与 PASP 呈良好线性关系

(r=0.699,P<0.01;r=0.596,P<0.01);右心 QTVI-Tei 指数､ PW-Tei 指数与 PASP 呈良好线性关系

(r=0.634,P<0.01;r=0.350,P<0.01)。 
结论 QTVI 技术联合 Tei 指数能更加敏感､ 有效的评价左向右分流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心功能。 
 
 
PU-3164 

婴幼儿先心术后撤机失败的影响因素分析 
 

巴宏军,覃有振,林约瑟,李轩狄,王慧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影响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撤机失败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外循环下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的婴幼儿临床及实验室资料。 
结果 共收集 60 例先心术后婴幼儿病例。其中撤机失败患儿 12 例,为失败组,平均年龄 0.56 岁,男孩

7 例,女孩 5 例, 男女比例为 1.4:1.0。其中 3 个月以下有 3 例, 占 25%,3 个月至 6 个月 有 5 例 占
41.6%,6 个月至 1 岁有 1 例,占 8.3%。体重小于等于 5kg 者有 8 例,占 66.7%,5-10kg 有 4 例,占
33.3%。撤机成功者有 48 例,为成功组,平均年龄为 1.15 岁,男孩 27 例,女孩 21 例, 男女比例为

1.2:1.0。2 组患儿体外循环时间､ 首次呼吸机使用时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两组患儿撤机后

气道痉挛､ 肺部感染比较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体外循环时间是影

响婴幼儿术后撤机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OR 值=0.967,95% CI 为(0.956-0.997),p=0.024]。 
结论 年龄小､ 体重低､ 呼吸机使用时间长及体外循环时间长为婴幼儿先心术后撤机失败的危险因

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体外循环时间是影响婴幼儿先心术后撤机失败的 主要危险因素。 
 
 
PU-3165 

脂肪因子与川崎病关系的研究新进展 
 

付淑芳,武付霞 
三峡大学人民医院 443000 

 
 
目的 探讨脂肪细胞因子与川崎病的关系。 
结论 脂肪因子参与 KD 的发生发展,其具体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不同的脂肪因子间可通过协

同作用来促进 KD 血管炎性损害,或是起到抗炎作用。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脂肪因

子会被发现。明确它们在 KD 中的具体作用,用于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为 KD 治疗开辟一条新的道

路。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41 
 

PU-3166 

ADAM17 基因 RNAi 重组慢病毒对小鼠内毒素血症 
抑制作用的实验研究 

 
何兵,李小鸥,庹虎,连文静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建立小鼠内毒素血症模型,观察 ADAM17 shRNA 的重组慢病毒对炎症的抑制作用,为人工干预

炎症过程提供依据和手段 
方法 将 ADAM17 shRNA 的重组慢病毒作用于小鼠内毒素血症模型,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 mTNF-α 的表达,并取肝,肺,肾组织行 HE 染色,观察重组慢病毒对炎症的抑制作用 
结果 动物实验证明重组慢病毒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膜表面 mTNF-α 增加,常规病理切片 HE 染色显

示该慢病毒可降低 LPS 诱发的小鼠肝,肾,肺组织的炎症反应 
结论 ADAM17 重组慢病毒降低了 sTNF-α 的分泌,对炎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为抗炎药物的设计和改

造提供了新的依据和方法。 
 
 
PU-3167 

Echocardiographic diagnosis of infracardiac 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 

 
Ren Shutang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 TEDA International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Tianjin 300457, China 300457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echocardiography in diagnosis of infracardiac 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 (ITAPVC).  
Methods The echocardiographic images of 8 patients with ITAPVC confirmed by CT or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ere 7 cases with accurate diagnosis by echocardiography and only one was 
missed. The direct signs obtained from echocardiogram was pulmonary venous 
confluence joining into portal vein or inferior vena cava or its bronches via the vertical vein and 
the indirect signs was coexistence of a small malformed, triangle–shaped left atrium and atrial 
level right to left shunting. Three parallel vessel including vertical vein, abdominal aorta and 
inferior vena cava were present on sub-costal view.  
Conclusions With multiple windows and multiple sections, ITAPVC could be diagnosed 
accurately by echocardiography.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ITAPVC with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venous shunts or hepatic arteriovenous fistula.  
 
 
PU-3168 

法洛四联症胎儿母亲血清的多肽组学分析 
 

庄斌
1,2,胡银

1,2,余章斌
1,韩树萍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目的 法洛四联症(TOF)是一种 普遍的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本研究是为了验证内分泌多肽在 TOF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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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运用液相色谱/质谱(LC/MS)技术对正常胎儿和 TOF 胎儿母亲的血清进行了一个多肽组学

分析,并进一步通过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IPA)软件分析了数据中多肽在心血管系统发育中潜

在的功能。 
结果 我们在正常胎儿和 TOF 胎儿母亲的血清中鉴定出了来源于 227 种前体蛋白的,总共 278 种差

异表达的多肽,其中 94 种表达上调,184 种表达下调。其中有 2 条多肽来源于与心脏发育和 TOF 相

关的前体蛋白的功能结构域中。 
结论 这 2 条多肽可能与 TOF 相关的心脏病理变化有关,可能作为 TOF 产前诊断的新型生物标志

物。 
 
 
PU-3169 

美托洛尔对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疗效的预测研究 
 

宋婧媛,李红霞,王瑜丽,刘平,李雪迎,唐朝枢,金红芳,杜军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通过检测基线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和左室短轴缩短率(left 
ventricular fractional shortening,LVFS),研究其对美托洛尔治疗儿童血管迷走性晕厥(vasovagal 
syncope,VVS)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 VVS 患儿 30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10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 10.5±2.7 岁,均采用 β 受体阻

滞剂—美托洛尔进行治疗。在治疗后 2 个月及 6 个月通过门诊及电话随访,以治疗后晕厥频率评分

有无减少进行疗效分组。另有 19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对 VVS 患儿与对照组､ VVS 患儿中美

托洛尔治疗有效组和无效组的性别组成､ 年龄､ 身高､ 体重､ 体重指数､ 基线心率､ 基线收缩压､

基线舒张压､ 基线 LVEF 和基线 LVFS 进行组间比较;对有效组和无效组的基线晕厥频率进行比较;
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对晕厥复发频率评分与 LVEF 和 LVFS 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

作曲线(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进行美托洛尔的疗效预测分析。 
结果 随访 2 月时,有效组基线 LVEF 及 LVFS 均显著高于无效组(P = 0.000),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晕

厥复发频率评分与基线 LVEF 及 LVFS 均呈负相关(P = 0.000);随访 6 月时,有效组基线 LVEF 及

LVFS 均显著高于无效组(P < 0.01),晕厥复发频率评分与基线 LVEF 及 LVFS 均呈负相关(P < 
0.01)。ROC 分析结果显示,随访 2 月时,基线 LVEF 对美托洛尔治疗儿童 VVS 疗效预测的 AUC 为

0.953 (95%CI: 0.883~1.000;P = 0.000),以 LVEF 为 70.5 %作界值时,其预测敏感度为 80.0%,特异

性为 100%;基线 LVFS 对美托洛尔治疗儿童 VVS 疗效预测的 AUC 为 0.942(95%CI: 
0.864~1.000;P = 0.000),以 LVFS 为 38.5%作界值时,其预测敏感度为 90.0%,特异性为 90.0%。随

访 6 月时,基线 LVEF 对美托洛尔治疗儿童 VVS 疗效预测的 AUC 为 0.906 (95%CI: 0.783~1.000;P 
= 0.001),以 LVEF 为 70.5%作界值时,其预测敏感度为 81.3%,特异性为 88.9%;基线 LVFS 对美托洛

尔治疗儿童 VVS 疗效预测的 AUC 为 0.903(95%CI: 0.781~1.000;P = 0.001),以 LVFS 为 37.5%作

界值时,其预测敏感度为 93.8%,特异性为 66.7%。 
结论 基线 LVEF 和 LVFS 可以预测 VVS 患儿服用美托洛尔治疗的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43 
 

PU-3170 

脓毒性休克大鼠心肌中兰尼碱受体的表达变化 
 

潘颜戈辉,刘春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脓毒性休克大鼠不同程度心功能障碍时,心肌收缩舒张功能的变化情况与心肌兰尼碱受体

2(Ryanodine Receport2,RyR2)表达水平的关系。 
方法 250g~300g 雄性 wistar 大鼠用随机数字法分为脓毒性休克组与对照组,脓毒性休克组与对照组

又依不同时间分为 4 组 0 小时､ 2 小时､ 4 小时､ 6 小时,每组 6 只。通过股静脉插管给药､ 股动脉

插管监测平均动脉压､ 颈动脉插管监测左室舒张末压､ 收缩期左室内压上升 大速率､ 舒张期左室

内压下降 大速率。通过病理切片,观察心功能障碍时心肌组织病理变化,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

察兰尼碱受体 2 的总量变化及磷酸化改变。通过 PCR 方法检测兰尼碱受体 2 的基因表达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脓毒性休克组大鼠心功能障碍随着休克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加重,脓毒性休克组

RyR2 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休克 0 小时组表达 高,随着休克时间的延长,大鼠心功能下降,RyR2 的

表达水平逐渐下降。RyR2 磷酸化水平随着休克时间延长呈上升趋势。 
结论 RyR2 作为心脏中的 Ca2+ 通道,在脓毒性休克情况下,心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可能与 RyR2 受体

的表达水平及其磷酸化程度有关。 
 
 
PU-3171 

 压力反射敏感度(Baro-reflex Sensitivity, BRS)对儿童体位性心

动过速综合征短期自然转归的预测价值 
 

李红霞
1,廖莹

1,王瑜丽
1,刘平

1,孙楚凡
1,陈永红

1,唐朝枢
2,金红芳

1,杜军保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 

 
 
目的 探索压力反射敏感度(Baro-reflex Sensitivity, BRS)对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 (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 POTS)短期自然转归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013 年 10 月到 2015 年 8 月收治的 45 例 POTS 患儿为研究对象,
以 32 名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对 POTS 患儿进行 90 天的随访,并记录随访前后患儿的症状评分。

采用无创连续血压监测仪 (Finapres Medical System-FMS, FinometerPRO, FMS Company, 
Netherlands)监测血流动力学参数及 BRS 值。根据随访前后症状评分减少程度是否大于 2 分将

POTS 组患儿分为 A 组 (减少程度 32 分) (n=24)及 B 组(减少程度<2 分) (n=21)。应用受试者工作曲

线评价 BRS 对 POTS 短期自然转归结局的预测价值。 
结果 POTS 组患儿 45 例,年龄 12.5 ± 2.5 岁.对照组儿童 32 名,年龄 11.8 ± 3 岁. POTS 组患儿 BRS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8.76±9.96ms/mmHg vs 10±5.42 ms/mmHg, P<0.01)]. 随访

前 B 组的 BRS 值明显高于与 A 组(24.7±9.9 ms/mmHg vs 13.5±6.6 ms/mmHg, P <0.01)。BRS 与
心率的变化值 DHR 及症状评分的变化值呈正相关(n = 45, r =0.304, P< 0.01)。曲线下面积为

0.855(95%置信区间,0.735-0.975),当 BRS 为 17.01 ms/mmHg 时,预测 POTS 短期自然转归有效的

敏感度与特异度为 85.7% 与 87.5%。 
结论 采用 BRS 预测 POTS 的短期自然转归,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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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72 

新疆北疆地区房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自然愈合的临床分析 
 

王燕彬
1,郭春燕

1,陈永林
2,潘金勇

2,张惠荣
2 

1.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目的 对新疆北疆地区房间隔缺损(ASD)､ 室间隔缺损(VSD)自然愈合情况及其危险因素进行临床分

析。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5 月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92 例 ASD､ 65 例

VSD 缺损婴幼儿,进行心脏超声心动图随访,纳入对象均以首次检查时间为起点,每间隔 6 个月复查 1
次心脏超声,自然闭合结束随访,如缺损未闭合随访延长至 2 年。探讨 ASD､ VSD 缺损的直径､ 部

位､ 年龄､ 并发症与自然愈合的关系。 
结果 ASD92 例,自然愈合 12 例,愈合率 13.04%;VSD65 例,自然愈合 9 例,愈合率 13.85%。利用单

因素 Logistic 分析影响 ASD､ VSD 自然闭合的相关危险因素:缺损直径､ 缺损类型､ 自然愈合年龄

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年龄<2 岁､ ASD 中央型､ VSD 膜周部､ 缺损

直径<5 mm 是促进愈合的重要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新疆北疆地区 ASD､ VSD 的自然愈合与缺损的直径､ 部位､ 年龄关系密切。 
 
 
PU-3173 

先天性心脏病早期预警评估系统的研究现状 
 

徐昱璐, 吕天禅 ,王慧美,顾莺,杨玉霞,张慧文 
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本文通过阐述早期预警评估的研究进展,分析儿童早期预警评估应用方法,归纳先天性心脏病早

期预警评估系统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意义,就先天性早期预警评分量表研发展现状及应用意义加以综

述。 
方法 通过综述小儿早期预警评分量表研发现状,分析研发适用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早期预警评估方

法的重要性,为护理人员临床实践和科研提供参考。 
结果 研发适用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早期预警评估方法的重要性在于为临床病情观察提供了客观的

､ 量化的评分工具,可以降低非计划转入监护室率,缩短监护室住院天数,帮助医务人员及时发现潜在

的病情变化,减少严重意外事件发生,同时可以构建先心病人数据库 
结论 对于构建先天性早期预警评估系统所面临的问题:(1)建立符合专科特色的先心早期预警评估系

统;(2)规范统一先心早期预警评估方法;(3)验证国外先心早期预警评估量表的有效性。先天性心脏病

早期预警评分量表是一种工具,是专门为识别创建儿科心血管病人恶化的风险。针对日益恶化的病

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评估和方法,确保对有潜在病情恶化的病人实施适当医疗护理,节约了医疗资

源,提高了医疗护理质量,促进了疾病的康复。目前临床急需研制适合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早期预警

评估量表,并能早期识别及干预的评估系统来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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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74 

儿童暴发性心肌炎早期症状的识别 
 

米青,赵鹏,杨新利,史宝海,崔立云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通过对心肌炎首发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验､ 检查等资料收集,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探讨识别暴

发性心肌炎早期危险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指导。 
方法 收集临床诊断为暴发性心肌炎 23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并收集同期于本院诊断为普通心肌炎 30
例的临床资料,通过 χ2 检验或 t 检验对两组患儿入院时首发临床症状､ 心电图､ 心脏超声及血清生

化检查等各项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暴发性

心肌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暴发性心肌炎与普通心肌炎首发临床症状有明显差异(P<0.05),暴发性心肌炎首发症状以消化

系统症状为主,而普通心肌炎多以循环系统多见;暴发性心肌炎组心脏超声收缩功能､ 左室射血分数

､ 室壁运动障碍显著低于普通心肌炎组(P<0.05);暴发性心肌炎组 BNP､ cTnI､ CKMB 显著高于普

通心肌炎组(P<0.05);左室射血分数降低､ BNP 升高是暴发性心肌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暴发性心肌炎的临床表现多以心外症状起病,左室射血分数降低､ BNP 升高是暴发性心肌炎的

独立危险因素。 
 
 
PU-3175 

The role of aspirin in regulating platelet activation through 
autophagy in Kawasaki disease 

 
Gu Xiaoqiong,Che Di,Pi Lei,Long Haifeng,Li Jiawen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aspirin in regulating autophagy, 
activation of platelet in KD patients. Platelet long-term activ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KD) may 
lead to poor efficacy of aspirin against platelet aggregation,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artery injury, and even with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However, platelet in KD patients 
how to resist the inhibition of aspirin and maintain long-term activation is unknown.  
Methods Before and after aspirin treatment, the 694 cases of KD patients and 700 cases of 
health control were selected.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pproved this study. 
Result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694 cases of KD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a total of 74 cases of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n = 11%), thrombosis in 37 cases (5%);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with thrombosis in 30 cases (4.3%). KD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n occur in the acute stage 
within 1 to 2 weeks, our data shown that the rapid progression of coronary artery thrombosis 
occurred in the 6-35 days of the disease onset, with an average of 17 days.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 platelet aggregation in 390 cases of KD patients after aspirin 
treatment, we found the 61cases with aspirin resistance (16%), 140 cases (36%) with aspirin 
semi resistance, no resistance of 189 cases (48%). There were more than half of KD patients 
occurred the aspirin resistance. 
Before treatment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in KD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serum P-selectin and CD40L by ELISA), and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in KD with coronary artery 
injury were higher than no coronary artery group. 
The smaller inhibition of platelet TXA2 produced by aspirin, the lighter injury in Kawasaki disease 
with coronary artery, and the stronger inhibition of platelet activation, the serum 11-DH-TX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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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ed by ELIS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spirin inhibited the aggregation of platelet and 
inhibited the activ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in KD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 by unknown causes increase maybe 
induced in resistance to aspirin inhibition of activation, whether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in KD 
support by autophagy has not been reported, our experiments results showed that platelet 
autophagy by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Western blotting before the treatment with aspirin in KD 
pati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estern blotting analyze of Beclin-1, ATG-7, ATG-3 in platelet of K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patien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occurrences of aspirin resistance,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patien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latelet autophag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in Kawasaki disease. Continuous assay (ATG-7, 
ATG-3, P62, LC3B) showed that aspirin could inhibit the platelet autophagy; high platelet 
autophagy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spirin resistance. The inhibition of platelet apoptosis detected 
Caspase 3 in platelet by Western blotting after taking aspirin in KD patients was stronger, and the 
less in the platelet autophagy, the better in the prognosis of coronary artery. 
Conclusions Our in vivo and in vitro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aspirin could inhibit platelet 
autophagy in KD patients and reduce its aggregation. After taking aspirin, the platelet had high 
autophagy and increased activity in some KD patients maybe related to the aspirin resistance and 
combined with coronary injury. 
 
 
PU-3176 

The variation of immature platele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ntiplatelet effects of aspirin in Kawasaki disease 

 
Pi Lei1,Che Di1,Li Jiawen1,Fang Zhenzhen2,Gu Xiaoqiong1,Zhang Li1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Zhongshan School of Medicine,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of immature platele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ntiplatelet 
effects of aspirin in Kawasaki disease. 
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43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before aspirin 
treatment and 7 to 10 days after treatment. IPF,H-IPF and IPF% were detected by Sysmex XE-
5000 instrument. 11-dehydrothromboxane B2 (11-DH-TXB2), sCD40L and sP-selectin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asured factors 
and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damage in Kawasaki disease was analyzed. 
Results 11-DH-TXB2, sP-selectin, sCD40L levels and IPF were much more elevated in 
CAL group than NCAL groups before aspirin treatment. 11-DH-TXB2, sCD40L concentration and 
IPF were reduced after aspirin treatment in NCAL group but CAL group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damage in Kawasaki disease patients. 11-DH-TXB2, sCD40L and IPF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damage in Kawasaki 
disease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presence of high plasma 11-DH-TXB2, sCD40L concentration and IPF can be 
considered a risk factor and experimental biomarker for CAL in Kawasaki disea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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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77 

ABCC4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and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form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Che Di, Pi Lei, Li Jiawen, Long Haifeng,Zhang Li, gu Xiaoqiong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 is a multisystemic vasculitis preferentially in medium-sized arteries 
that were primarily affecting children. Previous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indicated 
that several common genetic variations in the ABCC4 gene were associated with Kawasaki 
disease susceptibility.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BCC4 gene 
polymorphisms correlation with susceptibility and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CAA) formation in 
Kawasaki disease 
Methods We genotyped the eight polymorphisms (rs7320375, rs7986087, rs7329490, rs3742106, 
rs9561778, rs1751034, rs3765534 and rs868853) in 694 Kawasaki disease cases and 617 
controls.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trength of the associations.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rs868853 C>T polymorphism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Kawasaki disease susceptibility (CC/CT vs. CC: adjusted OR = 0.777, 95% CI = 
0.612-0.985). Clinical data of CAA wer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rs1751034 in ABCC4 and CAA formation (CT vs. CC: adjusted OR = 0.354, 95% CI = 
0.148–0.848; TT vs. CC: adjusted OR = 0.277, 95% CI = 0.119–0.645; CT/TT vs. CC: adjusted 
OR =0.305, 95% CI = 0.135–0.689).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ABCC4 gene rs868853 C>T polymorphism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Kawasaki disease susceptibility and rs1751034 C > T polymorphism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reduced risk of CAA complications in a Southern Chinese 
population. 
 
 
PU-3178 

探讨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在两种不同方法建立 
小鼠心肌肥厚模型中的作用 

 
彭昌

1,李硕
1,罗孝美

1,2 
1.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遵义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目的 探讨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失衡在两种不同方法建立小鼠心肌肥厚模型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昆明小鼠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五组:正常组､ 生理盐水组､ 苯肾上腺

素组､ 手术组和假手术组。苯肾上腺素组给予苯肾上腺素(20 mg/kg)皮下注射,手术组给予部分结扎

腹主动脉建立小鼠心肌肥厚模型,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 )检测心肌肥厚相关标志物心房利钠肽(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ANP)及 β-肌球蛋

白重链(β-myosin heavy chain,β-MHC) mRNA 表达水平, 免疫印迹(western blot,WB)检测小鼠心肌

组织组蛋白 H3 赖氨酸残基 9 位乙酰化(H3K9ac)的表达, 超声心动图观察小鼠心肌肥厚情况。 
结果 RT-PCR 结果表明小鼠心肌组织中心肌肥厚标志物 ANP 和 β-MHC mRNA 表达水平在苯肾上

腺素组及手术组显著高于相应对照组(P < 0 .05);超声心动图结果显示:苯肾上腺素组及手术组小鼠

室间隔厚度､ 左室前壁厚度均显著高于相应对照组(均 P < 0 .05),而左室舒张末期直径则显著低于

相应对照组(P < 0 .05)。Western blot 及比色法结果显示:苯肾上腺素组及手术组小鼠心肌组织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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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H3K9ac 的乙酰化水平及组蛋白乙酰化酶(HATs)活性显著高于相应对照组(均 P <0 .05),而组蛋

白去乙酰化酶(HDACs)活性则显著降低(P <0 .05)。 
结论 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失衡均参与了两种不同方式所致的小鼠心肌肥厚这一病理过程。 
 
 
PU-3179 

中国川崎病患儿免疫球蛋白无反应的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陈先睿,黄建琪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0 

 
 
目的 评价中国川崎病患儿免疫球蛋白无反应的危险因素。 
方法 计算机检 PubMed､ 中国知网､ 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上的中英文相关的中国人

群文献,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7 年 02 月。 
结果 27 篇文献共 28 个研究纳入 Meta 分析,总计病例数 7228 例,其中敏感组 6107 例,无反应组

1121 例。所有研究均为回顾性研究.21 项研究的 meta 分析显示 IVIG 无反应的男性组高于女性

(OR=1.28,95%CI:1.09~1.50,P=0.003 ;I2=0%)。本研究显示 IVIG 敏感组的临床危险因素高于无反

应组的包括:初始 IVIG 治疗的时间间隔(SMD=0.32,95%CI:0.15~0.49,P=0.0002 ;I2=59%)､
Hb(SMD=0.30,95%CI:0.17~0.44,P<0.0001;I2=66%)､
ALB(SMD=0.56,95%CI:0.39~0.73,P<0.00001;I2=79%)和血钠

(SMD=0.39,95%CI:0.04~0.74,P=0.03;I2=92%),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 IVIG 敏感组的临床

危险因素小于无反应组的包括:WBC(SMD=-0.27,95%CI:-0.40~-0.14,P<0.0001;I2=58%)､
CRP(SMD=-0.50,95%CI:-0.65~-0.34;P<0.00001;I2=74%)､ N%(SMD=-0.53,95%CI:-0.73~-0.33; 
I2=76%)､ N#(SMD=-0.58,95%CI:-0.90,-0.25;I2=62%)､ ESR(SMD=-0.28,95%CI:-0.42~-
0.14,P<0.0001;I2=66%)和 ALT(SMD=-0.42,95%CI:-0.71~-0.13,P=0.005;I2=90%),两组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两组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的包括:年龄､ PLT､ LDH 和发热天数。 
结论 目前中国川崎病患儿 IVIG 无反应的可能危险因素为男性､ 初始 IVIG 治疗的时间间隔､ WBC
､ 中性粒细胞计数､ Hb ､ CRP､ ESR､ ALB､ ALT 和血 Na,而尚无明确证据支持发病年龄､ PLT
､ LDH 和发热天数与 IVIG 无反应存在关联。 
 
 
PU-3180 

1 例非典型川崎病临床特征分析并文献复习 
 

李霞 
平顶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467000 

 
 
目的 探讨非典型川崎病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非典型川崎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儿因咳嗽､ 发热､ 声嘶就诊,检查 C 反应蛋白明显升高,给予抗感染治疗 3 天,效果不佳,复查

血常规示血小板计数升高,心脏超声检查示冠状动脉轻度扩张,给予阿司匹林及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

白(IVIG)治疗,体温降至正常。1 月复查心脏超声冠状动脉直径较前明显回缩,血小板计数基本恢复正

常。病程中除发热外无结膜炎､ 淋巴结肿大及皮疹表现,恢复期也无指(趾)端及肛周脱皮表现。 
结论 非典型川崎病患儿缺乏典型临床表现,诊断困难。对于反复发热,C 反应蛋白明显升高,抗感染治

疗效果不佳患儿,短期复查血常规,如血小板计数明显升高,及时完善心脏超声检查冠状动脉以明确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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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1 

Wnt signaling regulates cardiomyocyte dedifferentiation 
and heart regeneration 

 
彭向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wnt 信号通路是否与心脏再生相关 
方法 利用斑马鱼和人 ips 心肌细胞为实验模型,检测再生过程中 wnt 信号通路蛋白的变化,转基因斑

马鱼 hsp:wnt8 和 hsp:dkk 抑制和促进 wnt 信号观察是否影响心脏再生,小分子化合物处理人 ips 心

肌细胞抑制或激活 wnt 信号观察其是否影响心肌细胞增殖。 
结果 发现斑马鱼再生模型中 wnt 抑制蛋白大量表达,抑制 wnt 信号促进心脏再生,激活 wnt 信号抑制

心脏再生。且 wnt 关键蛋白 β-catenin 虽然升高但不进入细胞核,其参与心肌细胞的骨架解旋,促进心

肌细胞的去分化。抑制 wnt 信号促进 ips 心肌细胞的增殖。 
结论 抑制 wnt 信号促进斑马鱼心脏再生,激活 wnt 信号抑制心脏再生,发现了 β-catenin 新功能它参

与心肌细胞的去分化。 
 
 
PU-3182 

Mmu-miR-3475-3P 在心脏发育中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沈兴
1,陈书琴

1,潘博
2,田杰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对 mmu--miR-3475-3P 进行系统的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其可能参与的生物学过程及信号通路,
为深入研究其在心脏发育过程中的功能与机制奠定基础 
方法 用 qRT-PCR 方法测定 mmu-miR-3475-3P 在小鼠胚胎心脏和成熟心脏中的表达。再综合应用

TargetScan､ miRDB､ miRanda 等常用 miRNA 在线数据库对 miR3475-3p 进行靶基因预测,对所

得靶基因进行基因功能注释(gene onblogy, Go)和信号通路(pathway)分析 
结果 mmu-miR-3475-3P 在小鼠胚胎心脏和成熟心脏中存在明显的表达差异,运用 TargetScan､
miRDB､ miRanda 对 miR3475-3P 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该 microRNA 可能调控 441 个靶基因,
这些基因部分与心脏血管发育､ 跨膜离子通道转运等有关,并涉及 wnt､ Notch､ Hippo 等与心脏发

育密切相关的信号通道 
结论  mmu-miR-3475-3P 在小鼠胚胎心脏高度表达,其预测的靶基因集合富集于多个信号通路及生

物学过程,与心脏及血管发育密切相关,提示 mmu-miR-3475-3P 可能在小鼠的心脏发育中具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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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3 

儿童 Fontan 术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及血小板功能 
异常导致顽固性体腔积液形成 

 
苏妹玲

1,2,邓伟豪
1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广州市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目的 探讨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血小板功能异常是否参与 Fontan 术后顽固性体腔积液的发生发展,为
Fontan 术后并发顽固性体腔积液患儿提供更合理的抗血小板治疗方案并减轻临床预后不良的患儿

痛苦。 
方法 取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心脏中心就诊的解剖或功能性单心室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行

Fontan 手术患儿为研究对象(约 30 例);用 ELISA 试剂盒检测病例组患儿于术前和术后血管的内皮功

能标志物及血小板聚集功能;同期复查心脏彩超了解 Fontan 术后腔静脉与肺动脉吻合口血流速度。

并采用 Western Blot 和 qRT-PCR 检测血管组织中蛋白的表达,同时取血管组织做冰冻切片用于评

价血管环内皮的情况,通过免疫荧光法检测血管内皮组织病理情况。 
结果 通过 ELISA 检测患儿术前和术后的血浆内皮功能指标 P-选择素(P-selection)､ 血友病因子抗

原(vWF)及血小板活化指标的血栓素 B2(TXB2),结果显示 Fontan 术后的内皮功能指标及血小板活

化指标 P-selection,vWF 和 TXB2 比患儿术前分别增加了 198.17%,136.86%和 15.48%。此外,同期

复查心脏彩超发现 Fontan 术后腔静脉与肺动脉吻合口的血流速度与术前基本吻合。 后,用组织免

疫荧光法和 Western blot 检测血管内皮细胞凋亡蛋白 active-caspase 3 和 active-caspase 9 表达,
结果显示 Fontan 术后内皮细胞凋亡蛋白 active-caspase 3 和 active-caspase 9 表达比患儿术前显

著增加。 
结论 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血小板功能异常参与了 Fontan 术后顽固性体腔积液的发生发展。为下一

步研究血管内皮功能及血小板聚集功能参与顽固性体腔积液发生机制及制定 Fontan 术后远期抗血

小板聚集治疗的时间及药物剂量奠定基础,为 终减轻因并发症导致临床预后不良的患儿做出贡

献。 
 
 
PU-3184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Prognostic Value on 
Repeated Measures of Perioperative NT-proBNP Levels in 

Postoperative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Lin Fangqin,Cui Yanqin ,Qu Jiangbo,Chen Weidan ,Liang Huiying,Chen Xinxin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80 

 
 
Objectiv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 levels in 
postoperative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has been concerned. However, it is 
still a main challenge to quantify the effects of BNP/NT-proBNP, especially repeated measures 
around operation, to adverse outcome of postoperative children. Currently, there are not definite 
suggestions of utilization of repeated measures of NT-proBNP level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on.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gitudinal NT-
proBNP levels at multiple time points and adverse outcomes after cardiac surgery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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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assesse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repeated measures of perioperative NT-proBNP 
levels and relativ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patients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hrough 
following four perspectives of nine attributes, such as, uniformization including mean, maximum 
and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dividualization including multiple linearization and parallel cross-
section; two stage mixed effects model; and longitudinal tendency including Gaussian mixture 
clustering, functional clustering and functional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clustering. We would 
spec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ributes and duration of three outcome variables comprising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CU stay, and inotropic drug therapy by combination of longitudinal NT-
proBNP levels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To perform assessment we collected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329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HD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since June 2014 to December 
2014 and NT-proBNP levels at before and 1 hour, 12 hours, 36 hours after surgery. 
Results The analysis result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confirmed that the 8 attributes calculated by 
longitudinal NT-proBNP levels had prognostic value on the prediction of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stay, and inotropic drug therapy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attribute, namely, multiple linearization whose p value of estimates were all more than 0.09. The 
reason is the high collinearity between each time points with pairwi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anging from 0.55 to 0.84. We found that higher mean, maximum and parallel cross-section, the 
worse adverse outcomes. Linear regression parameters for three outcomes are 9.91, 0.65, 0.45 
respectively based on mean (p<0.001); 9.22, 0.66, 0.43 respectively based on maximum 
(p<0.001); 4.62, 0.31, 0.21 respectively based on first cross-section (p<0.001); 5.52, 0.36, 0.26 
respectively based on second cross-section (p<0.001); 8.89, 0.53, 0.36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ird cross-section (p<0.001); 7.74, 0.55, 0.32 respectively based on fourth cross-section 
(p<0.001). The attribute of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of longitudinal NT-proBNP level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uration of adverse events (estimate = -8.55, -0.52, -0.38, 
corresponding to three adverse outcomes, p< 0.001). Two stage mixed model revealed that the 
overall levels of NT-proBNP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mechanical ventilation length (estimate = 
4.28, p=0.012) rather than single measurement of each time point (p>0.05). Conversely, both 
overall levels of NT-proBNP (estimate = 0.21, 0.2, p=0.048, 0.0062, respectively) and single 
measurement of each time point (p<0.012)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ICU 
stay and inotropic drug therapy. Longitudinal trendency showed that the group with benign 
outcome was associated with rapidly rising trajectory of perioperative NT-proBNP levels. In 
functional clustering model, compared to reference group 1 (stable group), respective estimates 
of group 2 and group 3 fo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ere -24.15 (p<0.001) and -27.14 (p<0.001) ; 
for ICU stay were -2.09 (p<0.001) and -2.35 (p<0.001); for inotropic drug therapy were -1.61 
(p<0.001) and -1.7 (p<0.001). We found an overall association between FPC scores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ICU stay time, inotropic drug therapy duration were 3.31 (p<0.001), 
0.21 (p<0.001) or 0.17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of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prognostic value of NT-
proBNP in postoperative children with CHD, two stage mixed model and clustering mode were 
priority recommend for powerfully detecting subtle associations or captu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NT-proBNP profiles among operation in relation to adverse outcomes. 
 
 
PU-3185 

川崎病患者心率变异性与降钙素原､ 超敏 C 反应 
蛋白的相关性研究 

 
陈婷婷,石坤,柳颐龄,杨艳峰,李焰,王献民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川崎病患者的心率变异性(HRV)和降钙素原(PCT)､ 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及红细胞沉

降率(血沉,ESR)的相关性及在诊断及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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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诊断标准将川崎病患者分为川崎病组(KD 组)与不完全川崎病组(iKD 组),根据有无冠状动

脉损害将川崎病患者分为无冠脉损害组(NCAL 组)与冠脉损害组(CAL 组),同期 100 例健康儿童为对

照组。测定血清 PCT､ hs-CRP 及 ESR 水平,并行长程心率变异性指标分析。 
结果 川崎病组 HRV 较对照组明显下降,以 CAL 组 HRV 下降更明显,但 KD 与 iKD 组间 HRV 指标､

PCT､ hs-CR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ES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HRV
中 SDNN 与 PCT､ hs-CRP､ ESR 均呈负相关。 
结论 HRV 对川崎病冠脉损害判断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尚未发现其有助于 iKD 的早期诊断。 
 
 
PU-3186 

婴幼儿肺炎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48 例临床治疗 
 

张么成,聂国明, 余 健,邹敏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应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肺炎合并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探索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死率的有效措施。 
方法 将患儿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患儿常规检查和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检查及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

用多巴胺治疗,并密切监测患儿心电变化,测量电解质和血气。 
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发生心力衰竭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多巴胺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对于预防心力衰竭发生,提高治疗效果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及早预防

心衰是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死率的有效措施。 
 
 
PU-3187 

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患儿彩色多普勒超声心脏结构 
和功能改变与骨龄指数的相关性研究 

 
刘洋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先天性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VSD)患儿体格､ 骨龄变化以及心脏结构和

功能改变与骨龄指数(Skeletal Age Index SAI)的相关性。 
方法 确诊 VSD 患儿 53 例为实验组,健康体检儿童 40 例为对照组,均测量身高､ 体重,采用 Philips 
IE33 型超声诊断仪检测各项心脏结构和功能指标,Philips 数字 X 光机摄左手及腕关节正位片,应用

新《中国儿童骨龄评分法》图谱进行骨龄评定,并计算 SAI。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体格发育､ 骨龄的

差异,分别将实验组各项心脏结构和功能指标与 SAI 进行直线相关分析。 
结果 两组骨龄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身高､ 体重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而 SAI 具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1);彩色多普勒超声左室射血分数(LVEF)与 SAI 呈正相关(r=0.340,P <0.05),而缺

损口大小､ PASP 与 SAI 均呈负相关(r=-0.417,P <0.05;r=-0.565,P <0.01);右室流出道(RVOT)､ 右

室内径(RVD)､ 右房内径(RAD)､ 肺动脉瓣口血流速度(PABFV)､ 主动脉内径(AD)､ 左房内径(LAD)
､ 室间隔厚度(IVST)､ 左室收缩末径(LVESD)､ 主动脉瓣口血流速度(ABFV)与 SAI 均无相关性(P
均﹥0.05)。 
结论 VSD 患儿体格､ 骨龄发育均落后于正常儿童;VSD 患儿骨龄落后程度与 LVEF､ PASP､ 缺损

口大小相关,即与分流量大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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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88 

CRELD1 基因在心内膜垫发育中的作用 
 

陈璇
1,秦玉明

1,沈捷
2,杨世伟

1,殷杰
1 

1.南京市儿童医院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研究 CRELD1 基因表达量的改变对心内膜垫发育中的相关基因的影响。 
方法 通过慢病毒载体的构建实现 CRELD1 基因的过表达及沉默,然后将慢病毒载体感染人胚胎肺成

纤维细胞(HFL-I),实验分为 5 组:空白对照组､ 干扰阴性对照(NC)组,干扰组,过表达 NC 组,过表达

组。感染成功后,分别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CRELD1､ Sox9､ Aggrecan 和

Scleraxis､ Tenascin-C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量。 
结果 通过测序表明干扰载体 pLV3-shRNA-CRELD1 和过表达载体 pLV4-CRELD1 构建成功。感染

慢病毒的 HFL-I 在荧光倒置显微镜下观察,满视野呈现明显的绿色荧光,表明感染成功。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的检测结果一致:Sox9 和 Aggrecan 的表达量在干扰组明显高于干扰 NC 组,在
过表达组低于过表达 NC 组。而 Scleraxis 干扰组和过表达组均高于各自的 NC 组。Tenascin-C 的

表达量在干扰组明显低于干扰 NC 组,在过表达组高于过表达 NC 组。 
结论  CRELD1 基因对心内膜垫发育中的相关基因 Sox9 和 Aggrecan 的表达量有负调节作用,对
Tenascin-C 的表达量有正调节作用。这对于阐明其在房室间隔缺损中的作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基

础。 
 
 
PU-3189 

稳心颗粒配合小剂量胺碘酮对小儿心律失常疗效 
及 Q-T 离散度的影响 

 
王芳洁,冯迎军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稳心颗粒配合小剂量胺碘酮对小儿心律失常疗效及 QT 离散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心律失常患儿 104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52 例,其中对照组给予小剂量胺碘酮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配合稳心颗粒治疗。观察 2 组临床

疗效､ Q-T 离散度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研究组总有效率 94.23%显著高于对照组 78.85%(P<0.05); 治疗后 2 组 Q-Tmax､ Q-Tmin 显

著高于治疗前(P<0.05),且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2 组 Q-Td 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且研

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7.69%显著低于对照组 23.08%(P<0.05)。 
结论 稳心颗粒配合小剂量胺碘酮可有效降低心律失常患儿 Q-T 离散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临床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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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90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xplained palpitation in children 
and head-up tilt table test 

 
Gan Tuoyu1,2,Wu Lijia1,Zou Runmei1,Lin Ping1,Li Fang1,Yang Hong1,Liu Ping1,Gong Xiaohui2,Wang Cheng1 

1.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Central Hospital of Xiangtan, Hunan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xplained palpitation in children and head-up tilt 
table test (HUTT). 
Methods 142 cases of children with the main symptom of unexplained palpitation were received 
at Specialist Out-Patient Clinic of Children'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from Sept. 2008 to Feb. 
2017 in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ged 3-18 years old (63 cases 
were male, 79 cases were female), with the mean age of (10.12±2.88) years old. The detailed 
history, physical examinations, conventional 12 electrocardiogram, chest X-ray, and 
echocardiography were all investigated, as well as the examination of myocardial 
enzyme,  thyroid function, to elimilated the disorders of heart disease, systemic disease and drug 
effect, and then HUTT inspection was given to them. 
Results ①HUTT positive rat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gender and age: 142 palpitation cases in 
children HUTT positive was 79 cases (55.6%) and HUTT negative was 63 cases (44.4%). The 
age in HUTT positiv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UTT negative group (P<0.05). The two 
groups of male and femal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②Hemodynamic 
type distribution in HUTT positive group: There were three types of hemodynamic changes in 
HUTT positive group: postural orthostatic tachycardia syndrome was 38 cases (48.1%), 
vasovagal syncope vasodepressive type was 36 cases (45.6%) and vasovagal syncope mixed 
type was 5 cases (6.3%). There were not hemodynamic types of vasovagal syncope 
cardioinhibitory type,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and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Conclusions Clinically unexplained palpitations children, more than half are caused by 
unbalanced autonomic nervous function. HUTT can help clear the cause of unexplained 
palpitations. 
 
 
PU-3191 

TG2 抑制剂在减轻大鼠肺动脉高压肺血管重构中的作用机制 
 

段艳
1,王婷

1,谢亮
2,刘翰旻

2,刘斌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TG2 抑制剂在减轻大鼠肺动脉高压肺血管重构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1､ 采用左肺切除加野百合碱注射建立大鼠肺动脉高压模型,利用 TG2 抑制剂─胱胺二盐酸,抑
制肺动脉高压肺血管重构。2､ 将 3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10 只),即空白对照组:
不做任何处理,同其他两组大鼠相同环境下饲养;模型组:左肺切除术 7d 后野百合碱(MCT, 60mg/kg)
项背部皮下注射;干预组:在模型组基础上,于左肺切除术 5d 后,每日腹腔注射胱胺二盐酸(112mg/kg)
持续至实验 35d。3､ 各组大鼠在实验 35d 后,测定平均肺动脉压力(mPAP),计算右心肥厚指数

(RVHI),即右心室游离壁(RV)与左心室+室间隔(LV+S)之比,即 RV/(LV+S)。4､ 将各组大鼠肺组织做

HE 染色､ 肺弹力纤维染色,观察肺血管及肺组织的病理改变,计算肺小动脉中膜厚度百分比(WT%)
､ 肺小动脉管壁面积与血管总面积比值(WA%)､ 肺小动脉新生内膜增殖度等指标。5､ 采用 RT-
PCR 测定各组大鼠肺组织中 Akt mRNA 相对表达水平。6､ 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
测定各组大鼠 Akt 和 p-Akt 蛋白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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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与对照组比较,采用左肺切除加野百合碱注射的模型组大鼠形成了严重的肺动脉高压及右心

室肥大,并有新生内膜形成,mPAP､ RVHI%､ WT%､ WA%及新生内膜增殖度百分比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 采用胱胺二盐酸干预后,干预组 mPAP､ RVHI%､ WT%､
WA%及新生内膜增殖度百分比较模型组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
RT-PCR 结果显示模型组 Akt mRNA 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有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模型组肺组织 Akt 和 p-Akt 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组亦有增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胱胺二盐酸干预后,干预组 Akt mRNA 的表达水平､ Akt 和 p-Akt 蛋白表

达量较模型组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yle="mso-spacerun:'yes';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4.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测定各

组大鼠 Akt 和 p-Akt 蛋白表达水平。 
结论 1､ 左肺切除+野百合碱注射成功建立大鼠肺动脉高压模型,并形成了新生内膜及典型病理学特

征─肺血管重构。2､ TG2 抑制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肺动脉高压的形成及阻止肺血管重构;3､
PI3K/Akt 信号通路可能在 TG2 抑制剂抑制肺动脉高压大鼠肺血管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PU-3192 

MMP-9 与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病变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盈竞男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目的 综合分析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与川崎病(KD)并发冠状动脉病变(CAL)发生的相关性。 
方法 国内外数据库中检索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损伤与 MMP-9 相关性研究的文献,检索时间为 2011
至 2017 年,对符合要求的文献提取数据,对于可以合并统计量的研究采用 Review Manager 软件

(Revman 5.2)进行 Meta 分析,对于无法进行 Meta 分析的研究进行定性分析。 
结果 共计 50 个研究纳入 终的系统评价,其中 45 个研究可以合并统计量,另外 5 个研究不能合并统

计量,进行定性系统评价。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川崎病未并发冠状动脉病变的患儿比较,并发冠状

动脉病变患儿血中 MMP-9(95%CI:260.600~751.883,P<0.05)水平更高。 
结论  MMP-9 升高是 KD 并发 CAL 的高危因素。 
 
 
PU-3193 

脑型利钠肽评估儿童扩张型心肌病急性失代偿性心力 
衰竭及心室重构的临床价值探讨 

 
钟家蓉,王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研究血清脑型利钠肽(Brain-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BNP)用于评估儿童扩张型心肌病急性失

代偿性心力衰竭(Acute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 ADHF)､ 心室重构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2016 年 8 月共 4 年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治的 40 例合并

ADHF 的扩张型心肌病患儿的心功能(改良 ROSS 评分)､ 血清 BNP､ 心脏彩超(LVEF､ LVEDd､
IVSD)等资料。回顾性分析 BNP 在治疗前后的变化,及与改良 ROSS 评分､ LVEF､ LVEDd､ IVSD
等相应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BNP､ 改良 ROSS 评分､ LVEF 等在 ADHF 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DHF 治疗前 BNP
与改良 ROSS 评分值呈正相关(R=0.975,P<0.00),与 LVEF 负相关(R=-0.930, P<0.00),与 LVEDd 轻

微相关(R=-0.349,P=0.027),与 IVSD 呈负相关(R=-0.616,P<0.00), ADHF 治疗后 BNP 与改良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56 
 

ROSS 评分值仍然呈正相关(R=0.911,P<0.00),与 LVEF 负相关(R=-0.535, P<0.00), 但 BNP 与

LVEDd､ IVSD 等心室重构指标无明显相关。可见 ADHF 治疗前 BNP 与心室重构有一定相关性,但
当心衰症状明显控制及 BNP 水平明显下降甚至正常时心脏重构并无明显改善。 
结论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血清 BNP 水平与 ADHF 严重程度密切相关,血清 BNP 水平结合改良 ROSS
评分和 LVEF 评价 ADHF 的发生发展有重要临床价值,而 BNP 水平评估儿童扩张型心肌病心室重构

的临床价值有待进一步探究。 
 
 
PU-3194 

N 末端脑钠肽前体对于高未结合胆红素正常 
足月儿的心肌损伤的临床评估 

 
米楠,李树军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本研究重点在于了解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否对正常足月新生儿的心肌造成损害 
方法 收集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治的高胆红素血症正常足

月儿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照组为同期非严重黄疸入院足月新生儿。所有入选病例均检查

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同时检查心肌酶谱(谷草转氨酶(AST)､ 乳酸脱氢酶(LDH)､ 磷酸

肌酸激酶心肌同工酶(CK-MB)),以及心肌肌钙蛋白 I(cTnI),血清 N 末端脑钠肽前体(BNP),加查 15 导

联心电图,以及心脏超声检测射血分数。 
结果 结果:1.本资料显示无论是实验研究组还是对照组,在急性期血清中 AST､ LDH､ CK-MB 中的

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 cTnI,BNP 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升高,有统计学意义

(P<0.05)。2.研究实验组新生儿在恢复期 cTnI,BNP 降低明显,与急性期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AST,LDH,CK-MB 与急性期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3.胆红素与 CK-MB,CTnI,BNP
均呈正相关。4. 心肌受损显示无论临床,还是心电图,心脏超声无明显异常变化,统计学无差异

(P>0.05) 
结论 1.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胆红素程度越重,其心肌标志物活性越高,CK-MB､CTnI,BNP 均呈正相

关与 TSB 呈明显正相关。2.临床表现､心脏彩超､心电图等相关检查综合分析目前尚没有确切的证

据证明,血清胆红素增高会造成心肌受损,不能单用 CK-MB､CTnI,BNP 均水平来评价心肌损伤。而

两组间 IgM 含量的对比并无统计比较定见差别( P>0.05);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80 例儿童血

清维生素 A 与 IgA 存在正相关(r=0.293,p=0.008),与 IgG､IgM 无相关性,而维生素 D 与体液免疫指标

间均无明显的相关性。t-kerning:1.0000pt;" >相关性。 
 
 
PU-3195 

两例川崎病并发心肌梗死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及文献回顾 
 

孙琪青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分析比较儿童川崎病心肌梗死发生时间及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 2015 年郑州市儿童医院收治的 2 例川崎病并发心肌梗死病例,分析患儿的一般情况与临

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超声心动图､ 心电图检查以及治疗与转归情况 
结果 例 1,男,10 岁,既往否认川崎病病史,因胸疼就诊心电图示 ST-T 压低,心脏彩超发现双侧冠脉扩

张,给予阿司匹林抗凝､ 硝酸甘油扩血管后出现心跳骤停,后稳定后给予行造影检查及搭桥手术,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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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活动量减少。例 2 男,11 月,明确诊断川崎病,随访过程中发现冠脉进行性扩张,因发热､ 哭闹､

咳嗽就诊心电图检查示病理性 Q 波,给予肝素钙､ 阿司匹林､ 华法林､ 替格瑞洛抗凝,美托洛尔改善

心功能,随访 6 月,冠脉扩张较前好转,活动量未收影响 
结论 原因不明的发热,应警惕川崎病的可能,不典型川崎病冠脉扩张几率大;如发现冠脉扩张,定期随

访､ 规范服药,积极处理并发症,有助于改善预后 ?并发心肌梗死病例,分析患儿的一般情况与临床表

现､ 实验室检查,超声心动图､ 心电图检查以及治疗与转归情况 
 
 
PU-3196 

血浆 NT-proBNP 浓度对川崎病的预测价值 
及黄连素体外干预研究 

 
徐明国,肖铎峰,谭卫群,李博宁,刘琮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1.分析儿童急性期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血浆中 N 端脑钠肽素前体(NT-pro BNP)的浓度变

化及其对川崎病的预测价值。 
       2.初步探讨急性期川崎病患儿的血清刺激体外培养大鼠心室肌细胞(H9C2)分泌 NT-pro BNP 的

情况及黄连素的干预效果。 
方法 1. 选取确诊的 KD 患儿 62 例(KD 组),确诊的呼吸道感染疾病患儿 26 例(疾病对照组)及健康体

检儿童 22 例(健康对照组)分为三组。抽取外周静脉血经快速荧光免疫检测法(RADIOMETER 
AQT90FLEX 型分析仪)测定血浆中 NT-pro BNP 水平。比较三组间 NT-proBNP 及常规实验指标

(WBC､ NEUT%､ HGB､ CRP､ PCT､ ERS､ Sodium､ AST､ ALT､ FIB)的水平差异。 
      2. 体外培养的大鼠 H9C2 心肌细胞,分别予以空白对照､ 健康血清､ KD 血清､ KD 血清+黄连素

干预并孵育 24 小时后用 ELISA 技术检测 NT-pro BNP 浓度､ QPCR 技术检测 BNP 基因 mRNA 表

达量。 
结果 1. 急性期川崎病患儿血浆 NT-pro BNP 水平较疾病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急

性 KD 血浆 NT-pro BNP 诊断 KD 的 ROC 曲线面积为 0.951,诊断分界数值 682.5ng/L,具有 88.2%
特异度和 90.3%灵敏度。 
2. 急性期血浆 NT-pro BNP 水平对预测 KD 患儿冠状动脉病变无统计学意义。急性血浆 PCT 水平

对检测 KD 患儿冠状动脉病变有统计学差异(3.320 ± 1.277ng/ml vs. 0.6892 ± 
0.2579ng/ml ,*P<0.05)。急性期 PCT 水平对 KD 合并冠状动脉损伤检测的 ROC 曲线面积为 0.666,
诊断分界数值为 1.63 ng/ml,具有 89.5%的特异度和 42.3%灵敏度。 
3. 在 KD 组中对 IVIG 敏感的患儿较对 IVIG 不敏感的患儿显著升高(6039 ± 618.5ng/L vs 2603 ± 
292.6ng/L ,*P=0.0256);经 IVIG 治疗后 NT-pro BNP 水平明显下降(P<0.05)。 
4. 急性期 KD 血清刺激大鼠心室肌细胞(H9C2)后分泌 NT-pro BNP 浓度显著增高(54.43± 5.302 
pg/ml vs.23.93± 1.642 pg/ml,*P<0.0001),其 BNP 基因表达 mRNA 水平显著升高;黄连素干预后经

KD 血清刺激的 NT-pro BNP 分泌水平及其 mRNA 表达显著下降(P<0.05)。 
结论 1. KD 患儿急性期血浆 NT-pro BNP 浓度显著升高,有助于早期诊断 KD。 
2. 急性期 KD 患儿血清可显著刺激 H9C2 细胞分泌表达 NT-pro BNP。黄连素能抑制 KD 患儿血清

刺激的 H9C2 细胞分泌 NT-proBNP,其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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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97 

Association of Patient laboratory variables and serum 
levels of cytokines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in acute 

phase of Kawasaki Disease 
 

Gao Fang 
Chengdu Women and childern Central hospital 610031 

 
 
Objective The exact etiology of Kawasaki disease (KD) is unknown, and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s) formation in KD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as 
well. Abnormal Th1/Th2 balance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D. Th1 
immune related responses (IFN-gamma, TNF-α, and IL-10) and Th2 immune related 
responses(eosinophils, IL-4, IL-5, eotaxin, and total IgE).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serum level of 
TNF-α and IL-5 were investigated from 42 KD patients during acute phase with and without CALs 
and 30 patients who got pneumonia or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as disease control using Elisa 
system. We also explored the ratio between TNF-α and IL-5,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NF-α and IL-
5 with laboratory variables.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42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KD) in acute phase were 
included,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K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s) 
group (n=23) and KD patients without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Non-CALs) group (n=19). The 
study also recruited 30 patients who got pneumonia or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as disease 
control , and 26 healthy subjects of similar age and sex as healthy control group who had no 
inflammatory diseas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TNF-α and IL-5 were assayed using commercial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system. 
Results In CALs group, IL-5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Non-CALs 
group(459±119.6ng/L VS 174.2±39.6ng/L, P=0.0433).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serum level of 
TNF-α between patients with CALs and without CALs.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011±719.7ng/L VS 522.3±115.3ng/L, P=0.07).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level of serum TNF-α/IL-5 between the KD patients with CALs and 
without CALs group (3.545±0.6212 VS 3.520±0.6821 P=0.9783). Compared with KD patients 
group, serum level of TNF-α in disease control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1338±410.2ng/L 
VS 168.7±14.45ng/L VS 80.21±15.20ng/L, P=0.0043), and serum level of IL-5 in disease control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330.4±70.73ng/L VS 80.64±14.20ng/L VS 
14.55±2.406ng/L,P<0.0001) were significant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group, 
serum level of TNF-α/IL-5 in KD patients group and disease control group(6.304±1.259ng/L VS 
2.752±0.1973ng/L VS 3.929±0.5924, P<0.0001)was significant decreased.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eutrophilic granulocyte (N) and lymphocyte(L) between KD 
with and without CALs group . The serum levels of TNF-α and IL-5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WBC, Plt, Hb, Hct, CRP, ESR (P>0.05). 
Conclusions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levels of TNF-α,IL-5 and the 
ratio of TNF-α/IL-5. Furthermore, Th1 and Th2 cells may be involved in imbalance activation of 
acute phase of KD and the imbalance of Th cells may be mediated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of K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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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98 

叶酸挽救乙醇致斑马鱼胚胎心脏和流出道发育异常的实验研究 
 

孙淑娜,刘芳,桂永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观察乙醇对斑马鱼胚胎心脏和流出道发育的干扰作用,并初步探讨叶酸挽救乙醇所致心脏和流

出道发育异常的 佳时段和可能机理。 
方法 斑马鱼胚胎在发育的不同时段被予以乙醇处理后,观察胚胎的发育异常情况。将受精后 7-12 小

时被予以乙醇组定义为乙醇处理组。在乙醇处理组胚胎的发育不同时段给予外源性叶酸进行叶酸挽

救实验,观察各叶酸干预组胚胎的发育状况,探寻叶酸挽救的 佳时段。将受精后 7-12 小时给予叶酸

组定义为叶酸挽救组。通过观察并统计乙醇处理组以及叶酸挽救组的胚胎发育异常百分比､ 存活百

分比､ 心脏和流出道形态及其异常百分比､ 心率､ 心室收缩指数等指标来评估胚胎的发育状况。利

用荧光显微造影的方法探查心脏流出道形态,采用胚胎整体原位杂交和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胚

胎 has2､ tbx5 的表达情况。 
结果 乙醇可干扰胚胎发育,乙醇处理组胚胎存在明显心脏和流出道形态异常以及心功能损害,在胚胎

发育早期乙醇的干扰作用 明显。给予外源性叶酸能挽救乙醇导致的胚胎发育异常,在胚胎受精后

7-12 小时叶酸挽救作用 显著。乙醇处理组胚胎心脏和流出道的 has2､ tbx5 表达下降;予以叶酸干

预后,乙醇处理组胚胎 has2､ tbx5 表达水平上调。 
结论 叶酸能有效挽救乙醇导致的心脏和流出道发育异常,其机理可能是上调乙醇处理组胚胎 has2､
tbx5 的表达水平。 
 
 
PU-3199 

血压及心率变异系数在 VVS 及 POTS 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孔清玉,赵翠芬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血压及心率变异系数在 VVS 及 POTS 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因不明原因头晕､ 头痛､ 胸痛､ 胸闷､ 心悸､ 长出气､ 恶心､ 晕

厥及先兆晕厥等症状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科心血管专业组就诊的儿童,共计 120 例,并选取健康对

照组儿童 30 例,均进行直立倾斜实验(HUTT)或/(和)硝酸甘油药物激发试验,监测患儿平卧位(1､ 5､
10)min､ 直立位(1､ 5､ 10min)､ 倾斜后(1､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min､ 口服硝

酸甘油后(1､ 2.5､ 4､ 5､ 7.5､ 10､ 15)min 及平卧后(1､ 5min)血压及各时间段 快和 慢心率;对
晕厥或先兆晕厥患儿记录症状出现时血压及平卧后(1､ 5min)血压及各时间段 快和 慢心率。根

据试验结果分为健康对照组､ 阴性组､ 体位性心动过速(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POTS)组
､ 血管迷走性晕厥(vasovagal syncope,VVS)组,统计分析各组基本数据,计算整个试验过程中各组患

儿收缩压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systolic pressure variation,CSPV)､ 舒张压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diastolic pressure variation,CDPV)及心率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heart rate variation,CHRV),并
进行组间比较,从而评估患儿的自主神经功能状态,并给予健康指导及治疗。 
结果  ①健康组各组变异系数为 CSPV 0.058±0.012,CDPV 0.093±0.019,CHRV 0.116±0.019。
②VVS 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VVS 组各组变异系数为 CBPV 0.12±0.034,CDPV 0.16±0.034,CHRV 
0.168±0.056,均明显高于健康组(P<0.01);③POTS 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OTS 组各组变异系数为

CSPV 0.068±0.016,CBPV 0.093±0.026,CHRV 0.188±0.028,与健康组相比,收缩压及舒张压变异系

数差异不明显(P>0.05),心率变异系数明显增高(P<0.01);④阴性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CBPV 
0.059±0.014,CDPV 0.103±0.023,CHRV 0.135±0.036,与健康组相比均无明显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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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计算直立倾斜试验及药物激发试验过程中的心率､ 血压的变异系数并结合相关临床症状,
可以评估患儿的自主神经功能状态,对 VVS 及 POTS 的临床治疗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PU-3200 

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合并营养不良患儿围术期护理 
 

王晟,金芸,张慧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冠状动脉起源异常的先心患儿因继发严重的心肌供血障碍,致使左心室出现进行性缺血性损

害,90%未经手术治疗的患儿 1 岁内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对此类病例,强调早诊断,早治疗,手术治疗

是其 佳治疗方法。营养不良在先心患儿中十分常见,研究显示先心病患儿急､ 慢性营养不良的发

生率为 33%~67%,营养状况对手术预后和康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篇针对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

合并营养不良的先心患儿,通过严密的生命体征监测和全方位的整体护理为患儿提供良好的术前､

术后生活质量。 
方法 术前增进有效沟通,进行全面科学的营养评估,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积极维护心功能;术后加强循

环功能的监测和维护,早期进行选择性头部降温以保护患儿脑功能,采用膨肺式吸痰治疗以预防及改

善肺不张等肺部并发症,同时给予患儿全面的营养评估,采用程序式喂养方案,积极指导喂养启动､ 喂

养推进以及喂养监测。 
结果 患儿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入院,10 月 13 日手术,手术顺利。术后严密监测患儿循环功能和脑功

能情况,进行全面的营养评估联合实施程序式喂养方案,积极预防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术后 29 天复查

胸片提示肺部恢复可,无肺不张等实质性病变,体格检查示营养状况明显改善,遵医嘱转出监护室至病

房进行常规术后护理,于术后 46 天顺利出院,门诊密切随访。 
结论 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是一种罕见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术前有效的交流沟通和心理护理

使家属能够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治疗和护理;术后精密的脑氧饱和度监测能够及时评估患儿局部

脏器灌注量,帮助正确评估心功能情况;全面早期的肠内､ 肠外联合营养支持,能够减少溃疡的发生,促
进患儿预后和康复;有效的肺部护理和膨肺治疗,降低了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 
 
 
PU-3201 

二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评价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左心功能 
 

李嵘娟 
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 超声二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2D-STI)可以早期评估心血管疾病亚临床状态的心脏整体和局部异

常,本研究拟应用 2D-STI 技术测量左室壁整体及局部心肌应变情况,评估早期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FH)患者的左心功能障碍。 
方法 经临床诊断证实的 47 名射血分数(EF)正常的 FH 患者,与 37 名健康对照人群行经胸多普勒超

声心动图(TTDE)和 2D-STI 检查。常规超声心动图分别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 收缩末

期内径(LVIDs)､ 舒张末期室间隔(IVS)和左室后壁厚度(LVPW)､ 主动脉 大流速(AOVmax)和压差

(PG)以及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测量二尖瓣口血流频谱 E 峰､ A 峰及 E/A､ 舒张早期 E 峰减速时

间(DT);测量组织多普勒(TDI)舒张早期二尖瓣瓣环速度 e’,计算 E/e’;应用 2D-STI 测量整体左心室纵

向､ 圆周和径向应变(GLS, GCS, GRS)以及左室壁各节段的收缩期峰值应变。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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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对照组比较,FH 患者 LVIDd､ LVIDs 内径增大,IVS 和 LVPW 增厚,AOVmax 和 PG 增高

(p<0.05);DT 时间及 E/e’ FH 组高于对照组(p<0.01);LVEF 值､ 二尖瓣口血流频谱 E 峰､ A 峰及 E/A
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与对照组比较,FH 患者整体纵向和圆周应变下降而整体径向应变增加(p<0.01)。LDL-C 与

GLS,GCS 和 GRS 有明显相关性。 
(3)与对照组比较,三支冠脉支配区域(LAD､ LCX 和 RCA)平均应变值减低(p<0.01)。 
结论 (1)二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能够早期评价 FH 患者收缩和舒张功能异常。 
(2)FH 患者中 LDL-C 升高与左室收缩功能受损有关。 
 
 
PU-3202 

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在小儿法洛四联症根治术中的应用 
 

胡原,陈文娟,彭颖慧,黄鹏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食道超声心动图(TEE)在小儿法洛四联症根治术中的应用。 
方法 资料与方法  采用 TEE 对行法洛四联症根治术的 32 例患儿进行术中监测,术毕评估手术效果,
测量房､ 室腔大小,左右流出道内径,室间隔周围有无残余分流,肺动脉主干内径,肺动脉瓣口流速及压

差,右室流出道压差并与术后复查经胸超声测值比较。 
结果 结果  32 例患儿术前 TEE 和术前经胸超声诊断结果以及手术结果基本一致,术中 TEE 测量的

房室腔大小､ 左右室流出道内径､ 肺动脉主干内径､ 肺动脉瓣口流速及压差与术后经胸超声心动图

测量值比较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TEE 测量的右室流出道压差与术后经胸超声心动图

测量值有显著差异(P<0.05),TEE 测量右室流出道的结果较术后经胸超声测值明显低估约 28%。 
结论 结论  应用 TEE 在 TOF 根治术中进行监测是安全可行的,特别是对右室流出道及肺动脉有无残

余梗阻的评估,对提高手术成功率和改善预后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PU-3203 

室间隔缺损术前 NT-proBNP 极高值意味着什么? 
 

陈伟丹,石慧,梁会营,陈欣欣,邹明晖,马力,杨盛春,夏园生,崔彦芹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简单先天性心脏病术前 NT-proBNP 极高值的临床意义。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首要诊断为室间隔缺损并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将研究对象按术前 NT-proBNP 值分为两组,高值组(≥75%)(2231pg/ml)和低

值组(<75%),并追踪随访术后 1 月,3 月,6 月时的心功能恢复情况,用射血分数(EF%)来表示。 
结果 共有 1012 名儿童,年龄(2.6±2.0)岁,其中男童 608 名,占 60.1%;女童 404 名,占 39.9%。按照术

前 NT-proBNP 值分组,分为两组,高值组(n=253)和低值组(n=759)。两组儿童的临床特征:高值组的

儿童年龄均值为(1.89±0.90)岁,小于低值组儿童(2.85±2.22)(t=6.477,P<0.001);高值组的儿童体重均

值为(4.56±1.48)Kg,低于低值组儿童(7.54±4.28)(t=10.547,P<0.001);高值组和低值组儿童的主动脉

阻断时间分别为(40.02±15.50 vs.32.13±18.62 min),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5.862,P<0.001);体
外循环时间也不同,高值组儿童的体外循环时间明显高于低值组儿童(72.43±53.73 vs.56.94±32.89 
min,t=5.242,P<0.001);高值组儿童的总 CCU 停留时间高于低值组儿童(5.78±5.25 vs.2.59±2.60 
d,t=12.293,P<0.001);高值组儿童的总上机时间也高于低值组儿童(53.73±72.04 vs.19.18±24.31 
h,t=10.717,P<0.001);同时,高值组儿童的总住院天数也高于低值组儿童(15.71±8.34 vs.11.2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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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10.955,P<0.001)。然而,单因素分析显示,高值组和低值组中期临床结局无差异,术后 1 月时,高
值组和低值组的射血分数分别为(0.64±0.07 vs. 0.65±0.05 %,t=1.87,P=0.062);术后 3 月､ 6 月时,高
值组和低值组的射血分数分别为(0.66±0.53 vs. 0.65±0.58 %,t=1.92,P=0.055;0.66±0.52 vs. 
0.66±0.50 %,t=1.482,P=0.139)。 
结论 术前 NT-proBNP 高值与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后近期结果相关,与术后中期心功能不具有相关性。 
 
 
PU-3204 

儿童风湿热再认识—8 例临床分析及治疗经验 
 

刘杨,石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对 8 例风湿热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经验进行分析总结,重新认识儿童风湿热的诊治难点 
方法 对 2010 年至 2017 年于我院住院的,根据 2002-2003 WHO 修订的 Jones 诊断标准,确诊为风

湿热的 8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并对其临床表现及诊疗过程､ 预后进行分析､ 总结 
结果 (1)临床特征:8 例风湿热患儿中男 6 例,女 2 例,年龄 6 岁至 13 岁,平均年龄 9.1 岁,首次就诊病程

半月~2 年。在 8 例患儿中,以心脏炎起病 4 例,其中 3 例为二尖瓣和主动脉瓣同时受累,1 例为主动脉

瓣受累,4 例均表现为瓣叶增厚,关闭不全及返流。以单纯舞蹈症起病 2 例,表现为骨骼肌不自主运动

､ 智力运动倒退及情感的改变。以舞蹈症合并心脏炎起病 1 例。以关节炎起病 1 例,表现为四肢关

节的肿痛及活动受限。在 8 例患儿中,3 例曾于外院误诊为心肌炎､ 抽动症､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2)
治疗:根据《风湿热诊断和治疗指南》以及《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给予 a､ 抗风湿治疗(激素､ 阿司

匹林);b､ 舞蹈症治疗(丙戊酸钠､ 盐酸苯海索､ 氯硝西泮);c､ 改善心功能治疗;d､ 抗链球菌治疗(青
霉素､ 大环内酯类)。(3)转归:经上述治疗,8 例患儿临床症状均好转。心脏炎方面:瓣膜听诊区杂音减

轻,心脏超声示瓣膜返流减少,心脏大小回缩､ 心功能不全改善;舞蹈症方面:不自主运动减少､ 言语连

贯清晰､ 肌力､ 肌张力恢复;关节炎方面:关节症状消失。 
结论 1.近年来,风湿热临床多为隐匿型发病,为早期诊断带来挑战,以关节痛､ 肢体不自主运动或心脏

炎等不典型症状起病,病程中均不伴有发热及皮疹,临床应予重视,防治漏诊。2.心脏炎发生率占风湿

热患者的 50%。部分可以急性重度心脏炎为首发表现。心脏瓣膜受累中以二尖瓣 为常见,其次为

二尖瓣与主动脉同时受累。风湿热患者中舞蹈症常单独存在,较少合并心脏炎或关节炎 3.对于重度

心脏炎,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对于消除心脏瓣膜炎症､ 水肿,作用速度快,临床效果好;对于舞蹈症导致机

体功能障碍且病程迁延患者,需药物治疗,目前以丙戊酸钠､ 盐酸苯海索､ 苯巴比妥､ 卡马西平较为

常用,对于减轻椎体外系症状,缓解稳定情绪,具有一定作用;单纯关节受累患者,选用阿司匹林口服治

疗,总疗程 6 周。 
 
 
PU-3205 

苦参碱对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小鼠 Caspase-12 活性的影响 
 

孙永梅,李亚璞,吴德静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苦参碱对柯萨奇 B3 型病毒(CVB3)感染的急性病毒性心肌炎(VMC)小鼠心肌组织

Caspase-12 活性的影响。 
方法 雄性 Balb/c 小鼠 120 只,连续 3 天腹腔注射 0.2ml 100TCID50 的 CVB3 制备 VMC 的动物模

型。小鼠随机分为 6 组(n=20):苦参碱 80mg/kg/d､ 40mg/kg/d､ 20mg/kg/d 治疗组,利巴韦林组､ 病

毒组及正常对照组。药物于末次注射病毒的 60min 后开始,连续腹腔注射 10 天;正常对照组给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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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的生理盐水。分别于给药后第 5 天和第 10 天处死小鼠,进行心肌组织病理学检测,计算病理积分,
应用 Tunel 标记法检测心肌组织凋亡情况,荧光分光光度计检测 Caspase-12 活性。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病毒组心肌组织病理积分､ 凋亡､ Caspase-12 活性增加(P 均<0.05);病毒

组第 5 天开始出现散在的凋亡细胞,第 10 天可见大量的凋亡细胞;Caspase-12 活性第 5 天开始升高,
第 10 天升高明显,与凋亡一致。与病毒组比较,苦参碱组的心肌组织病理积分和凋亡明显减

少,Caspase-12 活性明显下调(P 均<0.05)。 
结论 Caspase-12 参与 VMC 凋亡;苦参碱可能通过抑制 Caspase-12 活性,减少心肌组织病理积分和

凋亡,而减轻 CVB3 感染的小鼠心肌组织损伤。 
 
 
PU-3206 

小儿慢性心力衰竭中的血清嗜铬粒蛋白 A､ 尾加压素Ⅱ的 
变化及其意义 

 
程遥遥,安金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测定不同心功能分级和病因的慢性心力衰竭患儿治疗前后血清的嗜铬粒蛋白 A
､ 尾加压素Ⅱ的变化, 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治疗前嗜铬粒蛋白 A､ 尾加压素Ⅱ与心功能分级

及心室重塑指标的关系及其意义,探讨其在小儿慢性心力衰竭中的应用价值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内科确诊为 CHF 的 32 例患儿

为心衰组,其中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 9 例,扩张型心肌病 23 例;另选取门诊健康体检儿童 20 例为正

常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法)测定心衰组治疗前后血清 CgA 及 UⅡ水平;采用双向侧

流免疫法测定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超声心动图测定心室重塑指标。 
结果 ①心衰组患儿治疗前血清 CgA 浓度､ NT-proBNP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其 Z 值分别为-6.019
､ -6.019),且治疗后两者的血清学浓度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其 Z 值分别为-4.398,-3.585);治疗前血清

UⅡ浓度低于对照组(Z=-5.342),治疗后其浓度较治疗前升高(Z=-4.134),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②心衰组治疗前心功能分级Ⅱ级组的血清 CgA､ NT-proBNP 水平与对照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心功能分级Ⅲ级､ Ⅳ级组的血清 CgA､ NT-proBNP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并且随着

心功能不全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升高(P<0.05)。心功能不全Ⅱ级､ Ⅲ级､ Ⅳ级组患儿的 UⅡ浓度均低

于对照组(P<0.05),并且随着心功能不全程度的加重而逐渐降低,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③EFE 组和 DCM 组的血清 CgA､ UⅡ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④心衰组治疗前患儿血清 CgA 浓度分别与 LVMI､ NT-proBNP､ 心功能分级成正相关(r 分别为

0.394､ 0.585 及 0.720,P<0.05),与 LVEF､ LVFS､ UⅡ成负相关(r 分别为-0.599､ -0.573 及-
0.628,P<0.05)。血清 UⅡ分别与 LVEF､ LVFS 成正相关(r 分别为 0.444､ 0.472,P<0.05),而与 NT-
proBNP ､ 心功能分级成负相关(r 分别为-0.654､ -0.866,P<0.05),而与 LVMI 无明显相关性

(P>0.05)。 
结论 ①CgA 可能参与 CHF 患儿心室重塑; 
②测定血清 CgA 和 UⅡ可为 CHF 的诊断､ 心功能分级以及评估心衰治疗效果提供客观依据。 
 
 
 
 
 
PU-3207 

小于 6 月龄婴儿川崎病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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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莹莹,熊安秀,王小平,宋自强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3 

 
 
目的 分析我院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6 月龄以下婴儿川崎病的临床特征,并对其进行随访,
探讨小婴儿崎病的治疗与预后。 
方法 对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我院收治的 6 月龄以下婴儿川崎病 25 例临床及随访资料

进行分析。 
结果 3 年内 6 月龄以下婴儿川崎病 25 例,不完全川崎病 9 例,典型川崎病 16 例。6 月龄以下婴儿川

崎病临床特征包括所有患儿持续发热(≥5d),23 例(92%)患儿唇红､ 皲裂,24 例(96%)患儿伴双眼结

膜充血,20 例(80%)出现皮疹,14 例(56%)出现手足硬肿,15 例(60%)恢复期可见指(趾)端膜状蜕皮,4
例(16%)出现明显淋巴结肿大,24 例(96%)患儿急性期明显烦躁､ 吵闹､ 易激惹;3 例(12%)卡疤部位

充血明显,4 例(16%)患儿肛周充血明显,后期可见肛周蜕皮,3 例(12%)均为男性患儿阴囊红肿。川崎

病患儿中 11 例出现脏器功能损伤,以肝功能损伤 多见。21 例患儿在发热 5~10d 应用大剂量丙种

球蛋白 1g/(Kg·d)连续 2d,或 2g/(Kg·d) ,确诊者同时使用阿司匹林 30-50mg/(Kg·d),发热退后 72h 使

用阿司匹林 3-5mg/(Kg·d)。住院期间 8 例出现冠状动脉病变,治疗后 7 例冠状动脉于随访中恢复正

常。 
结论 6 月龄以下小婴儿崎病不完全型者较多,易发生冠脉病变。对于不能解释发热大于 5 天,尤其 7
天､ 抗生素治疗疗效欠佳患儿,需警惕川崎病可能。不管从川崎病角度,还是重症感染角度,及时评估

后予丙种球蛋白治疗,对患儿意义重大。并且 2017 年川崎病指南,更适合于不完全川崎病诊断及治

疗 
 
 
PU-3208 

低浓度紫杉醇对大鼠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 迁移的影响 
 

吴珊珊
1,刘斌

1,刘翰旻
2,谢亮

2,段艳
1,罗燕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研究院肺血管重构实验室 
 

 
目的 研究低浓度紫杉醇对大鼠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 迁移的影响,探究紫杉醇逆转肺动脉高压肺

血管重构的机制。 
方法 以原代培养大鼠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s)为研究对象,血小板衍生因子(PDGF-BB)作为增

殖诱导因子,诱导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殖模型。低浓度紫杉醇(1､ 10､ 100nmol/L)干预肺动脉平

滑肌细胞增殖模型,以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的抑制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低浓度紫杉醇对肺动脉平

滑肌细胞周期､ 凋亡的影响;细胞划痕观察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 
结果 低浓度紫杉醇能有效抑制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殖,1､ 10､ 100nmol/L 的紫杉醇干预 24h 后,
增殖抑制率分别约为 10%､ 21%､ 35%,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出现 G2/M 期阻滞,并出现细胞凋亡,细
胞划痕愈合较模型组慢。 
结论 低浓度紫杉醇(<100nmol/L)能抑制原代大鼠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其机制可能是紫杉醇诱

导细胞出现 G2/M 周期阻滞,并促使细胞凋亡;低浓度紫杉醇可减慢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迁移。初步

表明紫杉醇对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的影响是紫杉醇逆转肺血管重构的机制中重要的一环节。 
 
 
 
 
PU-3209 

伊马替尼抑制 Warburg 效应改善肺动脉高压及右心功能的研究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65 
 

肖云彬
1,洪陈亮

2,彭虹艳
2,刘金桥

3,陈琛
2,陈智

1,秦旭平
2 

1.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血管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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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索伊马替尼是否通过抑制肺血管 Warburg 效应改善野百合碱(MCT)肺动脉高压(PAH)模型大

鼠的肺动脉高压及右心功能。 
方法  60 只 200g-250g 的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Con)组､ 野百合碱(MCT)组､ 伊马替尼(IM)治疗组

､ 二氯乙酸盐(DCA)治疗组。MCT 组､ IM 治疗组和 DCA 治疗组腹腔注射 1%的野百合碱(MCT)溶
液,计量为 60mg/kg,Con 组注射等体积溶液,14 天后,IM 治疗组用 IM 进行灌胃治疗,计量为

50mg/kg;DCA 治疗组用 DCA 进行灌胃治疗,计量为 80mg/kg,Con 组和 MCT 组用等体积的双蒸水

灌胃。MCT 注射 28 天后,超声检测肺动脉血流动力学､ 右心功能相关指标,第 29 天,右心导管法测

右心室收缩压。测压完成后,处死大鼠并取肺组织､ 右心室组织, Western blot 检测肺组织､ 右心室

组织 Warburg 效应相关蛋白。 
结果 (1)与 Con 组相比,MCT 组的肺动脉流速､ PAAT､ 右心室流出道流速､ TAPSE 降低(P < 
0.05);RVID､ 主肺动脉与主动脉之比､ RVSP､ RV/(LV+S)增加(P < 0.05);(2)与 MCT 组相比,IM 组

和 DCA 组的肺动脉流速､ PAAT､ 右心室流速道流速､ TAPSE 增高(P < 0.05);RVID､ 主肺动脉与

主动脉之比､ RVSP､ RV/(LV+S)降低(P < 0.05)(3)肺组织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与 Con 组相

比,MCT 组的 Glut1､ Glut4､ MCT4､ LDH､ PDK1 的蛋白表达明显升高(P < 0.05),PDH 的蛋白表

达明显降低(P < 0.05);与 MCT 组相比,IM 组和 DCA 组的 Glut1､ Glut4､ MCT4､ LDH､ PDK1 蛋白

表达明显降低(P < 0.05),PDH 表达明显升高(P < 0.05);右心室组织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四组

的 Warburg 效应相关蛋白 Glut1､ Glut4､ MCT4､ LDH､ PDK1､ PDH 表达无明显差异(P >0.05)。 
结论 伊马替尼可改善 PAH 大鼠模型肺动脉高压及右心功能,其作用机制可能为抑制肺血管 Warburg
效应。 
 
 
PU-3210 

儿童心肌病 143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结果 
 

罗柳,庞玉生,苏丹艳,覃素元,叶冰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 11 年间住院儿童心肌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总结归纳其临床特点及预后,
以提高对心肌病的认识,为儿童心肌病的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的心肌病病例

143 例临床资料。收集病例年龄､ 性别､ 临床症状､ 体征､ 心电图､ 心胸比､ 超声心动图､ 基因检

测结果,心功能评估年长儿采用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法,婴幼儿采用改良 Ross 评分法,总
结归纳其临床特点。出院病例采用门诊或电话随访,以死亡或心脏移植为终点事件。 
结果 共收集病例 143 例,其中男 77 例(53.8%),女 66 例(46.2%),男:女=1.16:1,年龄 1-168 月,平均年

龄(54.1±55.0)月。其中扩张型心肌病(DCM)49 例,肥厚型心肌病(HCM)7 例,限制型心肌病(RCM)9
例,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ARVC)4 例,心肌致密化不全(LVNC)2 例,心动过速性心肌病(TIC)7 例,
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EFE)65 例。DCM 男 22 例,女 27 例,男:女=1:1.22,年龄(89.2±49.2)
月,EFE65 例,男 38 例,女 27 例,男:女=1.40:1 ,年龄(12.4±16.2)月。绝大多数患儿就诊时伴有呼吸系

统症状和心功能不全的症状,体征主要为心音减弱､ 肝脏增大､ 伴心脏杂音等。心功能按 NYHA 分

级 III､ IV 级者 33 例,改良 Ross 分级法评分≥7 分者 8 例。138 例心电图检查结果,心电图异常情况

包括:ST-T 改变 54 例(47.8%),异常 Q 波 21 例(18.6%);16 例(14.2%)存在早搏,10 例(8.8%)存在心动

过速,12 例(10.6%)存在传导阻滞。143 例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99 例超声心动图左心室射血分数

(LVEF)≤50%,114 例左心室内径缩短率(LVFS)≤30%,8 例有心腔内血栓。123 例胸部 X 线检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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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心胸比>0.55 者 99 例,心胸比率 0.55-0.59 者 15 例(12.09%),0.60-0.65 者 25 例(20.96%),0.66-
0.70 者 36 例(29.03%),大于 0.70 者 23 例(18.5%)。5 例及其近亲家属行心血管基因检测,发现的杜

兴氏肌营养不良基因 DMDc2473T>G(p.Trp825Gly)有可能是致病突变;RCM 1 例,TIC 1 例,发现的

基因突变致病性均未见报道。出院 142 例门诊或电话随访,完成随访 94 例,随访时间 1-131 月,死亡

26 例,失访 48 例。 
结论 (1)EFE 是儿童心肌病的 常见类型,发病年龄多小于 1 岁,尤多见于 6 个月内婴儿,DCM 则以年

长儿发病为主。(2)EFE 起病 6 个月内死亡率高,若能在此阶段阻止病情一步恶化,则远期预后较好。

(3)c2473T>G(p.Trp825Gly)突变可能是心肌病新的致病基因。 
 
 
PU-3211 

儿童及青少年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对侧冠状窦的诊断与治疗 
 

韩咏 
1.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2.广东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对侧冠状窦(AAOCA)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处理方法,提高临床医师对

AAOCA 的认识。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儿科收治 AAOCA 患儿 11
例,男 8 例,女 3 例,平均年龄(10.1±5.6)岁。每例病例均行超声心动图､ 心电图､ 心脏多层螺旋 CT､
肌酸激酶同工酶､ 肌钙蛋白 I 检查。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儿科收治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对侧冠状窦患儿

11 例,男 8 例,女 3 例,平均年龄(10.1±5.6)岁。所有患儿均行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肌钙蛋白 I､
体表心电图､ 经胸超声心动图､ 心脏多层螺旋 CT 检查;大于 6 岁病例行平板运动心电图检查。 
结果 11 例病例中经超声心动图及心脏多层螺旋 CT 检查确诊,左冠状动脉起源于右冠窦 5 例,均为壁

内走行,右冠状动脉起源于左冠窦 6 例(壁内走行 2 例､ 大动脉间走行 4 例)。11 例病例中 5 例有跑

步后晕厥症状,男 4 例,女 1 例,均为青少年病例。晕厥病例中左冠状动脉起源于右冠窦 4 例,右冠状动

脉起源于左冠窦 1 例,病变冠脉均有主动脉壁内走行､ 开口狭窄;晕厥后 24 小时内 CK-MB､ 肌钙蛋

白 I 均有明显增高,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该 5 例晕厥病例全部行冠状动脉去顶手术(Unroofing 术),
全组随访 3~44 个月,无手术并发症,术后未再出现运动后晕厥及胸痛表现,均未再限制体育活动。其

余 6 例病例无晕厥､ 胸痛症状,因其它心脏疾病检查发现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对侧冠状窦,行心电图

､ 心肌酶检查未见异常,4 例行运动平板心电图未见异常。该 6 例病例未手术处理冠脉病变,予限制

体育活动,严密随访。 
结论 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对侧冠状窦是一种可致运动性心源性晕厥､ 甚至猝死的冠状动脉畸形,常
见于青少年及年轻人。病变冠状动脉壁内走行､ 开口狭窄为其危险因素。对运动后晕厥或胸痛的青

少年患者,应对该病高度警惕,超声心动图检查时应仔细观察冠状动脉的起源及走行情况,并及时行心

脏多层螺旋 CT 协助诊断。一旦确诊该病应避免剧烈活动,对于合并冠状动脉壁内走行及开口狭窄的

青少年病例应及时手术治疗。 
 
 
 
 
 
 
 
PU-3212 

以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为主要表现的暴发性心肌炎一例 
 

吴新华,冯琳,王晓宁,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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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循环内皮细胞及内皮祖细胞在儿童原发性高血压中的变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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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心实验室 

4.首都儿科研究所病理生理研究室 
 

 
目的 探索(circulating endothelial cells,CECs)和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与原

发性高血压儿童血压水平及靶器官损害的关系;了解 CEC 及 EPCs 对于高血压治疗效果的预测价

值。 
方法 1.研究对象:健康儿童组､ 高血压前期组各 30 例､ 高血压组 64 例。高血压组分为高血压Ⅰ期

和高血压Ⅱ期组;根据是否存在靶器官损害分为靶器官损害组和无靶器官损害组。 
2. 临床观察指标:眼底检查､ 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 血脂､ 血糖､ CECs 和 EPCs 数量测定。 
3. CECs 及 EPCs 的测定:采用流式细胞仪法。 
4. 研究对象的随访管理: 
无靶器官损害组:通过增加有氧锻炼､ 调整饮食结构;靶器官损害组:采用非药物治疗联合药物治疗的

方法控制血压,动态随访,观察疗效,监测上述指标。 
5.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1.健康儿童组､ 高血压前期组和高血压组外周血中 CECs 为 21.23±8.91 个/ul,41.43±11.52 个/ul, 
45.59±25.72 个/ul,高血压前期组､ 高血压组分别与健康儿童组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 
2.高血压前期组和高血压组外周血中 EPCs 为 12.90±7.73 个/ul,12.70±7.98 个/ul,健康儿童组外周

血中 EPCs 为 22.47±15.32 个/ul,高血压前期组､ 高血压组与健康儿童组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 
3.高血压Ⅰ期组 CECs(49.50±25.77 个/ul)与高血压Ⅱ期组(50.29±21.56 个/ul)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高血压Ⅰ期组 EPCs(12.56±8.45)与高血压Ⅱ期组(11.93±7.35 个/ul)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4.靶器官损害组 CECs(48.35±19.48 个/ul)与无靶器官损害组(43.35±19.64 个/ul)相比,具有统计学差

异;靶器官损害组 EPCs(12.60±7.98 个/ul)与无靶器官损害组(13.85±8.15 个/ul)相比,具有统计学差

异。 
5.无靶器官损害组患儿经 6 个月非药物治疗平均收缩压明显下降,治疗后 CECs(30.88±29.64 个/ul)
与治疗前(48.35±19.48 个/ul)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治疗后 EPCs(12.88±8.63 个/ul)与治疗前

(12.60±7.98 个/ul)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1.原发性高血压患儿存在内皮损伤和内皮修复功能的损伤; 
2.在儿童原发性高血压患儿中,高血压的程度不能通过外周血中循环内皮细胞和内皮祖细胞的水平进

行评估; 
3.伴靶器官损伤的原发性高血压患儿,其内皮损伤程度可能更重,血管的修复能力也更差。 
4.无靶器官损伤的患儿经 6 个月非药物治疗后,有效降低了血压;随着血压水平的下降,血管损伤得到

了一定改善,但血管的修复能力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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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Jmjd3-Ash2L and Ezh2 on histone 
methylation of IFN-γ gene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Wang Guobing1,Mei Jiehua1,Tang Gen1,Wang Qin2,Wen Pengqiang1,Xu Mingguo1,Cui Dong1,Liu Cong1 
1.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2.Shenzhen Maternity &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sh2 (absent, small, or homeotic)-like(Ash2L), 
jumonji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3(Jmjd3) and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Ezh2) on histone 
methylation of interferon gamma(IFN-γ) gene and its roles in vascular damage mechanism of 
Kawasaki disease (KD). 
Methods This case 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among thirty-six children with KD and 28 age-
matched health children between February 2015 and Jun 2016. Patients was divided into groups 
with or without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KD-CAL+, 16; KD-CAL-, 20).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drawn before or after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treatment. Co-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real-time PCR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histone methylation and 
binding levels of Ash2L-Jmjd3 and Ezh2 associated with IFN-γ in CD4+ T cells. The proportion of 
CD4+ IFN-γ+ cells (Th1) and protein levels of IFN-γ, T-box expressed in T cells(T-bet), 
phosphorylated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1(pSTAT1) and phosphorylated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4(pSTAT4)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evaluate mRNA levels of IFN-γ, interferon γ receptor 
1(IFN-γR1), interferon γ receptor 2(IFN-γR2), interleukin 12 receptor subunit beta 1(IL-12Rβ1), 
interleukin 12 receptor subunit beta 2(IL-12Rβ2)､ interleukin 18 receptor subunit beta α(IL-18Rα), 
interleukin 18 receptor subunit beta β(IL-18Rβ),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1(TNFR1), toll-like 
receptor 4(TLR4), receptor interacting serine/threonine kinase 1(RIP-1) and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response gene 88(MyD88) in CD4+ T cells.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IFN-γ, 
interleukin 12(IL-12), interleukin 18(IL-18)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⑴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the proportion of Th1 and its protein level of IFN-γ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acute phase of KD(P<0.05), and restored after IVIG 
therapy(P<0.05). Mean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h1 and protein level of IFN-γ in KD-CAL+ group 
were found to be higher than those in KD-CAL- group(P<0.05). ⑵ The mRNA level of IFN-γ and 
IFN-γ-associating H3K4me3 in CD4+ T cells was elevated remarkabl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KD 
while a lower level of IFN-γ-associating H3K27me3 were found during acute phase of 
KD[H3K4me3: (21.62±3.90)% vs (14.53±2.41)%; H3K27me3: (49.30±6.02)% vs 
(55.64±6.72)%;P<0.05], which resulted a higher rate of H3K4me3 vs H3K27me3 in patients with 
acute KD(P<0.05), and all the four indexes restored after IVIG treatment[H3K4me3: 
(16.24±2.92)% vs (21.62±3.90)%; H3K27me3: (53.21±5.82)% vs (49.30±6.02)%;P<0.05].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ratio of H3K4me3 vs H3K27me3 and IFN-γ mRNA 
in patients with acute KD (r=0.55, P<0.05). In addition, the two former indexes and rate of 
H3K4me3 vs H3K27me3 in KD-C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KD-CAL- group, while 
H3K27me3 level in KD-C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KD-CAL- group[H3K4me3: 
(24.22±4.53)% vs (19.54±3.21)%; H3K27me3: (45.73±5.40)% vs (52.24±6.11)%;P<0.05]. ⑶ 
Expression of T-bet protein and binding levels of Ash2L and Jmjd3 with IFN-γ gen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acute KD[Ash2L: (3.34±0.68)% vs (2.49±0.45)%; Jmjd3: (2.62±0.47)% vs 
(1.94±0.35)%;P<0.05], as well as all the indexes aforementioned in KD-C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KD-CAL- group [Ash2L: (3.69±0.80)% vs (3.06±0.56)%; Jmjd3: (2.88±0.54)% vs 
(2.41±0.42)%;P<0.05], and restored to some extent after IVIG therapy[Ash2L: (2.68±0.59)% vs 
(3.34±0.68)%; Jmjd3: (2.18±0.36)% vs (2.62±0.47)%;P<0.05]. No significant change about 
binding level of Ezh2 with IFN-γ gene was found among all the groups(P>0.05). ⑷ In comparison 
with healthy controls,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IFN-γ, IL-12, IL-18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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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α), surface receptors(IFN-γR1/2, IL-12Rβ1/2, IL-18Rα/β, TNFR1 and TLR4) and its 
downstream molecules(pSTAT1, pSTAT4, RIP1 and MyD88) in CD4+T cells were up-regulated 
during acute KD(P<0.05), and decreased remarkably after IVIG treatment(P<0.05). 
Simultaneously, all the indexes mentioned before in KD-CAL+ group were found to be higher than 
those in KD-CA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Aberrant histone methylation of IFN-γ-associating H3K4me3 and H3K27me3 
caused by over-binding of Ash2L and Jmjd3 might be involved in immune dysfunction and 
vascular damage in Kawasaki disease. 
 
 
PU-3215 

经导管封堵儿童先天性肺动静瘘的临床报告 
 

周雪,李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肺动静脉瘘(pulmonary arteriovenous fistulas, PAVFs)是由于肺毛细血管床的缺陷导致肺动脉

与肺静脉之间直接相通而引起的异常血管囊性结构,其可形成高流量､ 低阻力的右向左分流,产生如

同心内右向左分流的病理生理结果,引起如低氧血症､ 咯血､ 心力衰竭等相应临床表现,本文总结了

先天性肺动静脉瘘患儿的临床特点及介入治疗效果,并进一步探讨经导管介入治疗肺动静脉瘘的方

法及治疗原则。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4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行心导管介入治疗的 8 例

先天性肺动静瘘患儿,观察其临床表现､ 封堵效果及随访情况等。 
结果 8 例肺动静脉瘘患儿中,男 3 例,女 5 例;年龄 5 岁零 6 个月至 9 岁,平均(7.2±2.8)岁;体质量

15.5~26 kg,平均(20.9±3.7)kg,6 例患儿有活动耐量下降,4 例患儿有青紫表现,2 例患儿有发热､ 咳嗽

表现,4 例患儿表现为杵状指。3 例患儿因不明原因青紫就诊,CT 发现肺部团块影;2 例因咳嗽就诊,胸
片发现肺部团块影;1 例患儿因反复肺炎,基层医院胸片诊断“肺脓肿”;1 例无明显症状,体检时发现心

脏杂音后怀疑先心病,经超声心动图排除先天性心脏病,后经 CT 诊断。8 例患儿中病变部位位于左肺

者 4 例(左下叶),右肺者 2 例(1 例位于右肺上叶､ 1 例位于右肺中叶),2 例表现为双肺病变。其中 5
例患儿为单发肺动静脉瘘,3 例患儿表现为多发肺动静脉畸形。瘘直径 2.7mm-7.9mm,平均瘘直径为

5.48mm。8 例患儿中 4 例选用单一封堵器成功封堵(2 例对称型室间隔缺损封堵器,2 例采用动脉导

管未闭封堵器),3 例选用 2 枚封堵器(2 例 1 枚肌部室间隔缺损封堵器加 1 枚动脉导管未闭蘑菇伞堵

闭器,1 例采用 1 枚动脉导管未闭蘑菇伞堵闭器加 1 枚 plug 血管塞)。1 例患儿因血管扭曲,故采用微

导管输送弹簧圈方法送入 2 枚弹簧圈成功封堵。术后即刻行选择性肺动脉造影,6 例患儿未见明显残

余分流,2 例可见少许残余分流,术后即刻(封堵后 15 分钟)血氧饱和度检查,血氧饱和度由术前 73-
86%上升到 90-99%。全部病例随访观察 6 月-10 年,患儿青紫消失,杵状指消失,无特殊不适,生长发

育正常,血氧饱和度为 93-100%,无复发病例。 
结论 经导管封堵儿童 PAVFs 创伤小､ 安全性高､ 疗效确切,但须严格掌握指征,术前需选择性肺动

脉造影明确供血动脉形态､ 位置､ 走形,术中应操作谨慎,不可暴力操作,术后应严密随访。选择合适

的封堵位置和合适的封堵器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PU-3216 

ITPKC 与 BTNL2 基因多态性与内蒙古川崎病的相关性研究  
 

宋瑞霞,张晓梅,冯万禹,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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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20 
 

 
目的 探讨 ITPKC 基因 SNP rs28493229 与 BTNL2 基因 SNP rs1555115 和 rs2395158 与内蒙古地

区川崎病患儿的遗传易感性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其与 KD 患儿冠状动脉并发症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自 2013 年 9 日-2014 年 9 月期间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确诊并住

院的川崎病患儿 33 例为病例组(男 21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 2.03 岁),包括冠状动脉扩张患儿 8 名(男
4 例,女 4 例,平均年龄 2.31 岁);对照组选取同期于我院儿童保健门诊体检的健康儿童 65 例(男 36 例,
女 29 例,平均年龄 2.30 岁)。使用 IonPGM 测序 终得出所有样本 ITPKC 基因 SNP rs28493229､
BTNL2 基因 rs1555115 及 rs2395158 三个多态性位点的等位基因与基因型频率。 
结果 尚未发现 ITPKC 基因 SNP rs 28493229､ BTNL2 基因 SNP rs1555115 及 rs2395158 的等位

基因和基因型频率与川崎病的易感性存在关联(P=0.856 与 0.558,P=0.434 与 0.201,P=0.819 与

0.762))。本研究也并没有发现以上 SNP 位点的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与川崎病冠状动脉扩张的发

生存在关联(P=0.319 与 0.473,P= 0.565 与 0.55,P= 0.565 与 0.5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与 ITPKC 基因 SNP rs28493229､ BTNL2 基因 SNP rs1555115 及 rs2395158
与川崎病患儿的遗传易感性关系,结果并未发现以上基因的功能性 SNP 位点与内蒙古地区川崎病患

儿的遗传易感性及冠状动脉并发症的发生有关,提示这些 SNP 位点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尚不能

作为判断内蒙古人群川崎病易患性及患者预后的分子遗传标记。 
 
 
PU-3217 

miR-27b 通过靶向结合 Smad7 抑制内皮间充质转化从而保护川

崎病血管内皮损伤机制的研究 
 

戈东辉,褚茂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患儿血清中升高的 microRNA-27b(miR-27b)调控 Smad7,
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VEC 增殖,迁移功能和内皮间充质转化(EndMT)的影响以及可能的调控机

制。 
方法 (1)通过 qRT-PCR 法检测 KD 急性期､ 发热､ 健康儿童､ KD 恢复期患儿血清血清 miR-27b 的

表达,并通过 ROC 曲线评估其作为 KD 疾病标记物的诊断价值。(2)HUVEC 细胞转染 miR-27b 
mimics 上调 miR-27b 后,通过 MTS 检测细胞增殖能力;通过划痕,Transwell 小室检测迁移能

力;Western blot 检测 EndMT 相关分子及 Smad2/3。(3)通过 Western Blot､ 荧光素酶报告验证已

利用生物信息学预测 miR-27b 的靶基因为 Smad7。(4)使用含 20%健康儿童和 KD 急性期血清刺激

HUVEC,通过 qRT-PCR､ Western blot 检测 miR-27b､ EndMT 相关分子。(5)分别转染 miR-27 
mimics 以及 si-Smad7 后,Western blot 检测 EndMT 相关分子,MTS 检测增殖能力,划痕和

Transwell 小室检测迁移能力。 
结果 (1)miR-27b 在 KD 急性期血清中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儿童,恢复期下降。ROC 曲线显示,在
KD 急性期与健康儿童鉴别中,血清 miR-27b 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953(95%CI:0.889~1.0),当临

界值(诊断阈值)取 3.16 时,其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是 85.3%和 100%;在 KD 急性期与发热儿

童鉴别中,血清 miR-27b 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873(95%CI:0.774~0.971),当临界值(诊断阈值)取
4.12 时,其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是 67.6%和 93.3%。(2)转染 miR-27b mimics 的 HUVEC 增

殖和迁移功能被抑制,同时,使 HUVEC 中 E-cadherin 表达上调,N-cadherin 和 Vimentin 表达下调,p-
Smad2/3 下调。(3)荧光素酶报告分析及 Western blot 分析显示,miR-27b 可使靶基因 Smad7 上

调。(4)KD 急性期血清刺激 HUVEC 可以促进 EndMT。(5)通过 siRNA 敲减 smad7 后可逆转 miR-
27b mimics 在抑制细胞增殖和迁移的作用,并使逆转 E-cadherin 表达上调及 N-cadherin 和

Vimentin 表达的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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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KD 急性期血清中 miR-27b 急剧上升,可能是 KD 诊断的潜在标记物之一。KD 急性期血清中的

miR-27b 可能通过靶向结合 Smad7 来抑制 EndMT 的发生,阻止内皮细胞增殖迁移,从而阻止 KD 冠

脉炎的发生。因此,miR-27b 可以作为 KD 血管并发症的一种新的治疗靶点。 
 
 
PU-3218 

血小板与川崎病冠脉损害的系统评价 
 

郭育屏
1,2,施红英

1,2,仇慧仙
1,褚茂平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环境与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 
 

 
目的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又称黏膜皮肤淋巴结综合征,由川崎富作在 1967 年首先报道,目
前病因尚未明确,多被认为是一种自身免疫性全身性血管炎,好发于 5 岁以下儿童,现已成为导致儿童

后天性心脏病的主要原因。川崎病以冠脉损害 为严重,可形成冠状动脉扩张､ 冠状动脉瘤､ 冠状

动脉狭窄等,严重者甚至可导致死亡。研究表明,冠脉损害及冠脉瘤可在约 15%~25%未经治疗的 KD
患儿中发生。所以,明确 KD 合并冠脉损害的危险因素,对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预防或减少心脏并发症

的发生､ 改善预后,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已有资料显示年龄､ 性别､ 热程､ 初治时间等及

血液组份异常都是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损害的危险因素。而血小板计数的明显增高及降低均可提示

冠脉损害,且临床多用抗血小板药物来预防冠脉损害的发生,但具体关联及机制尚不明确。本文旨在

对近年来已经发表的血小板与川崎病冠脉损害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及系统评价,为改善川崎病的预

后提供依据。 
方法 制定检索策略,原始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检索了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Library､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科技期刊

全文等数据库,收集了 2000 年 1 月-2017 年 1 月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血小板与川崎病冠脉损害的文

献,对所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应用 Review Manager 软件(Revman5.2)进行统计分析,计算标准化

均数差(SMD)及其 95%的可信区间(CI)。 
结果 共纳入文献 36 篇文献进入系统评价,其中 29 项研究可以合并统计量,进行 meta 分析,另外 7 个

研究不能合并统计量,进行定性系统评价。提取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显示,相比于无冠脉损害的川崎

病患儿,并发冠脉损害组的血小板计数更高(SMD=0.64,95%CI:0.44~0.83,P<0.01),据漏斗图结果显

示,无明显发表偏倚。 
结论 血小板计数与川崎病冠脉损害相关,川崎病冠脉损害组病人血小板计数水平更高。 
 
 
PU-3219 

oxLDL 在早期预测川崎病冠状动脉损害中的价值 
 

何跃娥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观察川崎病急性期血浆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的表达,探讨 oxLDL 在早期预测川崎病冠

状动脉损害(简称冠脉)中的价值。 
方法 确诊为川崎病的患儿 80 例,根据不同时期超声结果分为四组:CAL1 组(急性期､ 亚急性期均有

冠脉损害 8 例)､ CAL2 组(急性期有冠脉损害,亚急性期恢复正常 10 例)､ NCAL1 组(急性期冠脉正

常,亚急性期出现冠脉损害 10 例)和 NCAL2 组(急性期和亚急性期均无冠脉损害 52 例)。于急性期

(静脉丙种球蛋白使用前)采集静脉血。同时收集本院住院的发热患儿及门诊体检的正常健康儿童各

20 名为发热对照组和正常对照组,采集静脉血。血浆 oxLDL 浓度检测采用双抗体夹心固相酶联免疫

吸附法(ELISA),并行 ROC 曲线分析确定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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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川崎病患儿急性期无论有无冠脉损害血浆 oxLDL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与冠脉无损害的川崎病患儿相比,有冠脉损害患儿血浆 oxLDL 升高更为明显(P=0.002)。
NCAL1 组与 NCAL2 组相比血浆 oxLDL 含量升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而与急性期即有

冠脉损害的 CAL1 组､ CAL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41,0.84)。ROC 曲线分析

oxLDL≥13.83 mU/L 时,预测冠脉损害的灵敏度为 0.607,特异度为 0.75。 
结论 oxLDL 在川崎病冠脉损害中具有重要作用;KD 冠脉内皮功能障碍早于冠脉扩张,oxLDL 有望成

为早期预测 KD 冠脉损害的一个可靠指标。 
 
 
PU-3220 

血栓调节蛋白基因 1418C/T 位点多态性与川崎病的相关性研究 
 

陆亚朋,杨作成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探讨血栓调节蛋白(TM)基因 1418C/T 多态-性与川崎病(KD)的关联性。 
方法 应用 PCR 扩增产物直接测序(PCR-SBT)法分析 122 例 KD 患儿和 126 名健康对照组儿童的

TM 基因 1418C/T 位点的多态性。 
结果 (1) KD 组 TM 基因 1418C/T 位点基因型中 CT､ TT 基因分布频率高于对照组(χ2=12.091､
P=0.002);CT 基因携带者患 KD 的风险是非携带者的 2.356 倍 
(χ2=9.504,P=0.001,OR=2.356,95%CI 为 0.246-0.689)。KD 组 T 等位基因位频率高于对照组

(χ2=8.862､ P=0.003),T 等位基因携带者患 KD 的风险是非携带者的 1.852 倍

(P=0.04,OR=1.852,95%CI 为 1.231-2.786)。(2) 川崎病合并冠脉损伤(KD-CAL)组与未合并冠脉损

伤(KD-WO)组的 CC､ CT､ TT 基因频率的比较､ C､ T 等位基因频率的比较等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0.05)。KD 组中的静脉用丙种球蛋白(IVIG)敏感组与 IVIG 耐受组的 CC､ CT､ TT 基因频率､ 及

C､ T 等位基因频率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TM 基因 1418C/T 位点多态性与 KD 的发病存在关联性,CT 基因型和 T 等位基因可能是 KD 的

易感因素。 
 
 
PU-3221 

婴儿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临床治疗体会 
 

孔娟娟,李虹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510010 

 
 
目的 探讨婴儿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临床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的 20 例婴儿室上性心动过速的的临床资料

及治疗方案。 
结果 年龄 1 天-63 天(中位年龄 23 天),临床表现:面色苍白 6 例,烦躁不安 5 例,气促 5 例,反应差 4
例。辅助检查:心动过速发作心电图显示心率范围 190-308 次/分。超声心动图:室上性心动过速发作

时平均 EF 65%,二尖瓣反流 7 例,三尖瓣反流 8 例,心包积液 1 例。胸片:心影增大例 10 例,胸腔积液

2 例。心肌酶升高 16 例。因呼吸困难需要机械辅助通气 5 例,抗心律失常药物:胺碘酮治疗 9 例,普
罗帕酮治疗 4 例,其中 3 例联合倍他乐克,西地兰 3 例,2 例药物治疗无效的顽固性室上性心动过速采

用电击复律。8 例常规心电图提示 A 型 WPW。出院随访 9 月,3 例因自行停药室上性心动过速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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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婴儿室上性心动过速以面色苍白伴烦躁不安为主要临床表现,心动过速发作时平均心率达 208
次/分,严重者伴呼吸功能不全,胺碘酮可作为首选药物治疗,如伴心功能不全并排除 WPW,可首选西地

兰,顽固性 SVT 发作患儿可用电击复律。 
 
 
PU-3222 

Decreased activity of RCAN1.4 is a potential risk factor f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CHENG liangping1,2,Li Peiqiang4,3,Wang He4,Zhou Huiming1,Tao Wufan2,5,Tian Jie1,Wang Hongyan2 

1.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Reproduction & Development, Fudan University, Obstetrics & Gynecology Hospital 

3.Lan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4.Fudan Universit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5.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netic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birth defect-related deaths and 
affects approximately 1 in every 100 live births. However, the aetiology of CHD remains unclear. 
The RCAN1 gene is a regulatory protein of calcineurin/NFATc signalling pathway that is essential 
for heart development. However, whether RCAN1 is involved in developing human CHD has 
remained elusive. 
Methods We first performed an association study of RCAN1 SNPs with CHD by sequencing and 
analysing blood samples from 870 patients and 1320 controls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en, a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quantitive real time PCR(qPCR), a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 (EMSA),westen blot(WB)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ere used. 
Results We first performed an association study of RCAN1 SNPs with CHD by sequencing and 
analysing blood samples from 870 patients and 1320 controls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 SNP (rs2243890: A>G)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RCAN1.4 transcripts 
(one of RCAN1 transcript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HD. Individuals carrying 
heterozygous AG alleles had a 1.62-fold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CHD compared with those 
carrying homozygous AA alleles (odds ratio, 1.6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29-2.03; p=4.68e-
05). A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demonstrated that the minor G allele decreased RCAN1.4 
promoter activity in vitro. This observation was further validated by qPCR analysis using human 
heart tissues, in which rs2243890 (AG) markedly down-regulated the transcription of RCAN1.4. A 
subsequent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 (EMSA) indicated that the rs2243890 G allele has 
a higher binding affinity for some nuclear proteins. In addition, we identified a rare functional 
mutation, p.E25K, in RCAN1.4 in a VSD patient that decreased the suppression of RCAN1.4 on 
NFAT-mediated transcription.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RCAN1.4 deficiency potentially increases the CHD risk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providing new insights into CHD aetiology. 
 
 
 
 
 
 
 
 
 
PU-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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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X-2 Mediates PM2.5-induced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i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Yin Jie,Yang Shiwei,Qin Yuming,Cheng Xueying,Dai Genyin,Chen Xuan,Xu Ting 

Nanjing Children's Hospital 210008 
 

 
Objective Emerging evidence demonstrated that particulate matter2.5 exposure served a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Some studies also reported that COX-2/mPGES-
1/PGE2 cascade played a pathogenic role in vascular inju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M2.5 exposure and the activation of COX-2/mPGES-1/PGE2 
cascade in endothelial cells.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mouse aorta endothelial cells were exposed to PM2.5. Strikingly, 
following the PM2.5 treatment, COX-1,COX-2,mPGES-1,mPGES-2,cPGES was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qRT-PCR at both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PGE2 production was detedted 
using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Inflammatory mediators IL-1β,IL-6,TNFα,MCP-
1,ICAM and VCAM was determined by qRT-PCR. Cell apoptosis was evaluat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Following the PM2.5 treatment, we observed dose- and time-dependent upregulation of 
COX-2 at both protein and mRNA levels,mPGES-1 protein was markedly increased in line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ment of PGE2 release in medium. However, COX-1 mRNA expression was not 
affected by PM2.5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observed a dose-dependent upregulation of 
another two PGE2 synthases of mPGES-2 and cPGES determined by qRT-PCR.Inhibition of 
COX-2 by using a specific COX-2 inhibitor NS-398 markedly blocked cell apoptosis, inflammation, 
and PGE2 secretion.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M2.5 could activate inflammatory 
axis of COX-2/PGES/PGE2 i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to promote cell apoptosi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PU-3224 

Search of somatic mutations of the NKX2-5 and GATA4 
gene in sporad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Yin Jie,Yang Shiwei,Qin Yuming,Cheng Xueying,Dai Genyin,Li Zewei,Chen Xuan 

Nanjing Children&#39;s Hospital 210008 
 

 
Objective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usually occurs sporadically, with only a minority of 
cases associated with a known genetic mechanism. High prevalence of somatic mutations was 
reported previously in the affected cardiac tissues of CHD patients, suggesting a role of somatic 
mutation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HD.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whether somatic 
mutation in NKX2-5 and GATA4 gene plays a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HD. 
Methods We collected 98 patients with sporadic CHD, and 200 healthy individuals as controls. 
Cardiac tissues and matched blood sample were obtained from CHD patients.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both from cardiac tissues and blood, and then NKX2-5 and GATA4 gene were 
screened using PCR direct sequence analysis. 
Results A novel heterozygous missense mutation (c.907G>A, p.V303I) of NKX2-5 gene was 
identified in both cardiac tissues and blood of a patient with tetralogy of Fallots (TOF). In addition, 
we found two known SNPs (rs2277923, rs3729753) in the NKX2-5 gene and two known SNPs 
(rs56166237, rs3729856) in the GATA4 gene. All variations identi?ed in cardiac tissues were 
matched with peripheral blood, no somatic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cardiac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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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failed to found any somatic mutations in the NKX2-5 and GATA4 
gene. Somatic mutations of the NKX2-5 and GATA4 are not a common cause of sporadic CHD in 
our cohort study. 
 
 
PU-3225 

研究 miRNA-1/133 对 Coxsackie 病毒心肌炎心功能的影响 
 

刘蒙蒙,赵翠芬,孔清玉,蔡直锋,夏伟,李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研究 miR-1/133 是否影响病毒性心肌炎离子通道的表达､ 心肌细胞的凋亡及心功能。 
方法 建立 Balb/c 小鼠病毒性心肌炎模型。将小鼠分为对照组､ 心肌炎组､ 心肌炎+miR-
1/133mimics 组､ 心肌炎+miR-1/133 NC 组。①超声心动图测定小鼠 EF､ FS;②HE 染色观察心肌

形态学;③TUNEL 观察心肌细胞凋亡;④qRT-PCR 检测心肌组织中 miR-1､ miR-133 及 Ito通道基因

Kcnd2､ 其转录抑制因子 Irx5 以及 Ik1通道基因 Kcnj2 和 L 型 Ca2+通道亚单位基因 α1c mRNA 及凋

亡基因 Bax､ Bcl-2､ Caspase-9 mRNA 的表达;⑤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检测心肌组织中 Kv4.2
､ Kir2.1 和 Cav1.2 蛋白的表达。 
结果 ①与对照组比较,心肌炎组小鼠 EF､ FS 下降(P<0.01),给予 miR-1/133 mimics 后心功能好转

(P<0.01)。②HE 显示心肌炎组心肌细胞排列紊乱,炎性细胞浸润,miR-1/133 mimics 干预后上述变

化减轻。③TUNEL 显示与对照组比,心肌炎组心肌细胞凋亡增加,miR-1/133 mimics 减少心肌细胞

凋亡(p<0.05)。④与对照组相比,心肌炎组心肌组织中 miR-1､ miR-133 及 Kcnd2､ Kcnj2 
mRNA(p<0.05)表达,蛋白 Kv4.2､ Kir2.1(p<0.05)的表达均下调,miR-1/133 mimics 干预后其 mRNA
及蛋白表达均上调(p<0.05),而 Irx5､ α1c mRNA 及蛋白 Cav1.2 表达上调(p<0.01),miR-1/133 
mimics 能降低 Irx5 (p<0.01)､ α1cmRNA 及蛋白 Cav1.2(p<0.05)的表达。⑤心肌炎组 Bax(p<0.05)
及 Caspase-9(p<0.01)mRNA 的表达较对照组上调,而 Bcl-2 表达降低(p<0.05); miR-1/133 mimics
可抑制 Caspase-9(p<0.01)､ Bax(p<0.05)mRNA 表达,上调 Bcl-2 mRNA 表达(p<0.05)。 
结论 miR-1/133 可通过调节心肌细胞钾､ 钙离子通道基因以及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参与病毒性心肌

炎的心脏保护。 
 
 
PU-3226 

RyR2 基因突变引起儿茶酚胺敏感性室性心动过速 1 例 
 

何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对晕厥患者进行基因检测用以确诊儿茶酚胺敏感性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 CPVT),为今后类似患

者的诊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患儿,女,13 岁,主因晕厥 2 次就诊入院。以黑朦为先兆,意识丧失,呼之不应,不伴口吐白沫､  眼
角上吊､  四肢抽搐､  大小便失禁等, 约 2~3 分后苏醒。患儿既往体健,无癫痫等病史,父母体健,育 3
女 1 子,其二姐于睡眠中猝死,生前有多次晕厥病史,均为着急､ 激动时发生。另一姐一弟体健。入院

后查体未见明显异常,查甲功､ 电解质､ 心肌酶､ 血糖､ 脑电图､ 头颅核磁均未见异常,普通心电图

､ 动态心电图､ 心脏超声未见异常。平板运动试验:可见多形性室性早搏。怀疑恶性心律失常,做遗

传性心血管病基因检测。 
结果 经高通量测序及 Sanger 测序验证,检测出患儿为 RyR2 基因 c.38T>G(p.F13C)杂合突变,传递

分析表明,受检者母亲同样携带 RYR2 基因 c.38T>G(p.F13C)杂合突变,诊断患儿为 CPVT。予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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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石酸美托洛尔,并嘱其避免情绪激动及剧烈活动,避免咖啡､ 酒精等饮品,定期门诊复查,至今 1 年未

再发生晕厥。 
结论 CPVT 是一种少见的遗传性心律失常,患者常在运动或精神紧张时出现室性心律失常,多为双向

性室速,并可恶化为室颤及心脏性猝死[ 1]。患者心脏结构多无明显异常。约 30% 呈家族性发病,而目

前认为 RyR2 基因是儿茶酚胺依赖性室性心动过速的相关基因[ 2]。RyR2 基因位于 1 号染色体 q42-
43,包含 105 个外显子,编码心肌肌浆网膜上的钙通道蛋白,主要负责钙离子的释放和吸收,从而调节

细胞的兴奋收缩耦联[ 3]。体内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可使突变的 RyR2 通道过度开放,继而肌浆网大量

钙离子外漏,细胞浆内的钙离子异常增加,致电基质不稳定,引起延迟后除极和触发活动,临床表现为室

性心律失常[ 4]。本例患儿于活动及情绪激动时发生晕厥,平板运动虽然未诱发出双向性室性心动过

速,但出现频发的多形性室性早搏,结合患儿姐姐有情绪激动诱发反复晕厥史､ 及睡眠中猝死,患儿基

因检测示 RyR2 致病基因突变,其母亲同样携带 RYR2 基因 c.38T>G(p.F13C)杂合突变,CPVT 诊断

明确。本例患儿和姐姐发生晕厥均不是在剧烈运动时,而是与情绪波动有关,晕厥持续的时间有时也

很短暂,易与血管迷走性晕厥混淆, CPVT 发病率低,但猝死率高,应特别警惕与活动､ 情绪有关和在

睡眠中发生的晕厥,睡眠中可能恶梦刺激心率加快,诱发室速､ 室颤。运动试验对诊断恶性心律失常

非常重要,但存在很大风险,须家长签知情同意书,并准备好除颤仪等急救设备。如高度怀疑,应说服家

长做基因检测。 
 
 
PU-3227 

下调 TOE1 基因在小鼠心肌原代细胞心肌肥厚模型中的保护作用 
 

荣星,吴婷婷,吴蓉洲,褚茂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研究表明,TOE1 蛋白可与 P53 蛋白结合,从而增强 P53 蛋白对 P21 的激活作用,从而促进细胞

凋亡。本研究通过 siRNA 下调 TOE1 基因,观察其在小鼠心肌原代细胞心肌肥厚体外模型中的作用,
并分析其作用机制。 
方法 选择生后 1d 的 C57BL/6 新生乳鼠,进行心肌细胞原代培养,培养 7 天后,分成 3 组:空白对照组

(C 组):正常培养的心肌细胞,不予任何干预;心肌肥厚组(H 组):心肌细胞先在低血清浓度下饥饿 24h
小时后,再加入含 200nM Ang-II 的正常培养基培养 48h;心肌肥厚后 TOE1 基因敲除组(HS 组):即心

肌细胞饥饿后先加入含 200nM Ang-II 培养 48h,再加入 TOE1 的 siRNA 敲减 TOE1 基因 24h。采用

qRT-PCR 检测 TOE1 及 P21 mRNA 水平;TUNEL 荧光法检测细胞凋亡;JC-1 法检测线粒体膜电

位。 
结果  1.与 C 组相比,H 组 TOE1 及 P21 mRNA 明显上调(P<0.05);2.与 C 组相比,H 组凋亡明显增加

(P<0.01),线粒体膜电位受损明显;3.与 H 组相比,使用 siRNA 下调 TOE1 基因表达后,心肌细胞凋亡

明显减少,线粒体膜电位受损减少。 
结论 TOE1 可能参与了心肌肥厚的发病,下调 TOE1 基因可能通过减少细胞凋亡在心肌肥厚中起保

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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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28 

miR-197 在川崎病血清中的表达意义及其对血管内皮细胞的影响 
 

洪岚岚,苏小平,荣星,褚茂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利用 miRNA 芯片筛选出在 KD 血清中具有差异表达的 miRNA,探讨其作为 KD 血清标志物的

诊断意义,并通过检测其对内皮细胞增殖､ 迁移､ 凋亡的影响,明确其在 KD 血管炎､ 血管内皮损伤

中的作用。 
方法 利用 miRNA 芯片筛选出在 KD 血清中具有差异表达的 miRNA,之后收集大量正常儿童､ 普通

发热､ KD 急性期和恢复期患儿血清样本,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各组血清中 miR-197 的表达

量进行验证,利用 ROC 曲线评估其在 KD 急性期的诊断意义;在脐静脉内皮细胞中过表达和抑制

miR-197 的表达(转染 miR-197 mimic/inhibitor),用 MTS 试验检测细胞增殖､ Transwell 小室和划痕

检测迁移功能､ TUNEL 法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芯片结果及 q-PCR 验证发现 miR-197 在 KD 急性期患儿血清中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儿童对

照组(p<0.001),且治疗后(KD 恢复期组)表达水平基本降至正常水平(p<0.05),进一步在普通发热组中

验证发现,miR-197 在急性期组中的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普通发热组(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ROC 曲线显示,血清 miR-197 诊断 KD 急性期的 ROC 曲线的 AUC(曲线下面积)为
0.832(95%CI:0.749-0.914,p<0.05),鉴别 KD 急性期和发热对照的 AUC 为 0.783(95%CI:0.671-
0.895,p<0.05),提示 miR-197 在诊断 KD 且与普通发热疾病相鉴别中存在诊断价值,血清 miR-197 表

达与 KD 临床特征分析显示,高谷丙转氨酶水平血清中 miR-197 表达更高。干扰脐静脉内皮细胞中

miR-197 的表达后检测其细胞增殖､ 迁移､ 凋亡的影响发现,与 mimic NC 组对比,上调 miR-197 表

达可促进 HUVECs 增殖､ 迁移,相反地,抑制 miR-197 的表达可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KD 患者血清 miR-197 水平升高,且与普通发热有显著差异,可作为是 KD 诊断的辅助指标,
降低疾病的漏诊率。 
(2)    HUVEC 中过表达 miR-197 可促进其增殖和迁移,抑制其凋亡;反之,抑制其表达会抑制细胞增殖

和迁移,促进凋亡,提示 miR-197 的表达上调可能参与内皮损伤后修复的过程,在 KD 的发生发展中可

能对血管内皮细胞起到保护作用。 
 
 
PU-3229 

直立倾斜试验对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评价 
 

刘佳,李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直立倾斜试验在儿童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诊断中的应用以及对其治疗效果的评价,为临

床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本院小儿心脏中心门诊或者住院的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患儿

40 例,以此为 POTS 组,对照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儿童,两组直立倾斜试验中血流动力学变化进行比

较;POTS 组经综合治疗后及时复诊者 39 例,将 39 例患儿治疗后直立倾斜试验结果与治疗前及健康

组进行对比,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  
(1)POTS 组与对照组在性别､ 年龄､ 身高､ 体重及基础血流动力学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
所有受试者在行 HUTT 时均无严重心律失常发生,出现阳性反应时将倾斜床放平后,患儿症状得到缓

解,血流动力学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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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倾斜位后 POTS 组心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而收缩压及舒张压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POTS 组和对照组在倾斜前后期自身心率､ 血压均有显著性的变化(P<0.05)。 
(3)40 例 POTS 患儿经治疗后 39 例随访,平均随访时间(45.7±22.4)天,复查 HUTT 时 27 例转为

POTS 阴性,转阴率 69.2%,转阴的患儿均主诉症状消失或好转;39 例 POTS 患儿治疗后心率达到

快的时间较治疗前显著延长(P<0.05), 快心率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心率 快时的收缩压与舒

张压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但与健康组比较,收缩压显著低于健康组(P<0.05),而舒张压与健康组

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POTS 的发病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HUTT 可以对儿童

POTS 进行早期诊断并对治疗效果进行随访评价。 
 
 
PU-3230 

川崎病并发肠梗阻 4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王珍全,褚茂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川崎病并发肠梗阻的临床特点。 
方法 报告 4 例川崎病童合并肠梗阻并发症的临床资料,并进相关献复习。 
结果 川崎病并发肠梗阻以呕吐及腹胀为主要表现,通过腹部位可诊断,根据肠梗阻类型可经保守治疗

或术干预,预后良好。 
结论 川崎病可引起胃肠道并发症,出现肠梗阻,其有可能成为川崎病发症状,在临床收治肠梗阻患时应

得到重视,避免误诊､ 漏诊。 
 
 
PU-3231 

3 个月以下婴儿行经皮球囊肺动脉瓣成形术的并发症分析 
 

洪钿,钱明阳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 3 个月龄以下婴儿行“经皮球囊肺动脉瓣成形术(以下简称 PBPV 术)”的术中和术后并发症

发生的原因､ 高危因素及防治措施。 
方法 自 2009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共收治 48 例､ 月龄均小于 3 个月婴儿,其中男

33 例､ 女 15 例,其主要诊断为“肺动脉瓣狭窄(以下简称 PS)”,临床评估具有指征进行介入干预,并于

本单位行 PBPV 术。对这 48 例患儿的术前､ 术中､ 术后临床资料,结合近､ 中､ 远期的随访情况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48 例患儿日龄 9 天~90 天(平均 50.5 天)､ 体重 2.5kg~7.5kg(平均 4.67kg),术前通过超声心动

图明确主要诊断为 PS,分级重度。48 例中 1 例因术中出现恶性心律失常､ 抢救无效死亡。47 例完

成 PBPV 术的患儿,术后随访时间 6 个月~6 年。 
1 例在术后半年出现心力衰竭､ 低氧血症而再次入院;2 例患儿因严重血管并发症需外科干预。47 例

患儿中有 23 例术后的心导管检查测肺动脉瓣跨瓣压差大于 25mmHg,手术即刻效果不理想。右心室

造影显示其中有 5 例为发育不良型 PS,2 例患儿分别于 PBPV 术后第 5 天和第 5 年行外科手术矫治,
另 3 例患儿目前仍存在轻度 PS,尚在随访当中;余下 18 例为反应性右室流出道痉挛所致,术后绝大部

分均能自行缓解,仅有 3 例患儿分别在术后 4 个月､ 5 个月和 2 年再次行 PBPV 术。患儿术前检查

均存在三尖瓣返流,术后复查多数患儿的返流情况逐渐减轻。有 10 例患儿在近-中期的随访时发现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79 
 

尖瓣反流未见改善､ 甚至加重,其中 4 例考虑三尖瓣畸形,4 例考虑右心室发育不良,2 例同时存在上

诉异常。 
结论 需要在 3 个月龄以下行 PBPV 术的患儿其肺动脉瓣狭窄程度较重,围术期风险高,临床上需密切

警惕机械损伤引起的并发症。远期随诊需关注肺动脉瓣再狭窄的发生,注意鉴别特殊类型的 PS。合

并右心发育不良､ 右心功能不全的 PS 患儿行 PBPV 术的远期效果､ 手术方式的选择和右心功能变

化有待进一步研究。 
 
 
PU-3232 

直立倾斜试验在儿童血管迷走性晕厥诊断中的应用 
 

刘佳,尚丽丽,李晓红,崔晓丽,李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直立倾斜试验在儿童血管迷走性晕厥诊断中的应用,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本院小儿心脏中心门诊或者住院的原因不明的头晕或晕厥患儿

184 例,所有患儿均行基础直立倾斜试验,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为阳性组,分析其类型构成比,对照组选

取同期健康体检儿童,分析比较两组在直立倾斜试验中血流动力学差异 
结果  
(1) 所有受试者无严重心律失常发生,出现阳性反应时将倾斜床平放后,患儿症状得到缓解,血流动力

学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血管迷走性晕厥 25 例(13.58%),阴性 159 例,其中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

40 例(21.74%),直立性低血压 5 例(2.72%),直立性高血压 5 例(2.72%),正常反应者 109 例

(59.24%)。 
(2)25 例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中,血管抑制型 12 例(48%),心脏抑制型 3 例(12%),混合型 10 例

(40%)。 
(3)25 例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阳性组)与对照组在性别､ 年龄､ 身高､ 体重以及基础血流动力学等

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4)阳性组与对照组比较:由平卧变倾斜位后,阳性组的心率､ 收缩压､ 舒张压､ 平均动脉压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其收缩压､ 舒张压和平均动脉压的变化幅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5) 阳性组和对照组在直立倾斜试验中各自倾斜位前､ 后的比较:阳性组在倾斜位后,其心率､ 收缩压

､ 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均显著低于倾斜位前(平卧位)(P<0.05);对照组在倾斜位后心率､ 舒张压显著

高于倾斜位前(P<0.05),而收缩压､ 平均动脉压与倾斜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血管迷走性晕厥是儿童不明原因晕厥的常见病因之一,直立倾斜试验可以有效的对其进行诊断

和鉴别诊断,从而为临床针对性治疗提供指导。 
 
 
PU-3233 

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基于 24h 尿钠水平临床干预的研究 
 

胡金玮,苟弘萍,刘亚红,牛少敏,王晋,杨轶男,董湘玉,阎小娟,丁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血管迷走性晕厥(vasovagal syncope,VVS)患儿基于 24h 尿钠水平临床干预后尿钠及血流

动力学参数的变化,评价口服补液盐及美托洛尔对低尿钠 VVS 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就诊的临床有反复晕厥或晕厥先兆表现

(晕厥频次≥2 次)的儿童,经详细询问病史､ 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排除发热､ 感染及器质性疾病所致

晕厥,符合《儿童晕厥诊断指南》标准,征得患儿家属书面知情同意,经直立倾斜试验(head-up t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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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HUTT)确诊为 VVS,且 24h 尿钠<124mmol/24h 的 79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数据表法随机

分为温开水组(n=15 例)､ 口服补液盐组(n=21 例)､ 美托洛尔组(n=21 例)､ 口服补液盐与美托洛尔

联合治疗组(n=22 例)。比较干预 3 月后 HUTT 的结果,分析各组 24h 尿钠､ 血清钠水平及血流动力

学参数变化,评价不同干预方案临床疗效。 
结果 ①口服补液盐组和联合治疗组治疗后 24h 尿钠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显著升高,联合治疗组尿钠升

高幅度高于口服补液盐组(P<0.05),治疗后血清钠水平均无明显变化(P>0.05)。联合治疗组和美托洛

尔组治疗后,直立倾斜即刻与基础心率的差值较治疗前缩小(P<0.05)。②联合治疗组的有效率和

HUTT 转阴率均优于其他三组(P<0.05)。③VVS 血管抑制型､ 心脏抑制型和混合型之间 24h 尿钠､

血清钠､ 血流动力学参数及疗效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低尿钠 VVS 患儿有明显血流动力学改变,临床干预后得到改善;口服补液盐与美托洛尔联合治

疗的临床疗效及 HUTT 转阴率优于单一治疗,是 VVS 临床干预安全有效的方法;口服补液盐联合美托

洛尔对 VVS 三种血流动力学反应类型疗效一致。 
 
 
PU-3234 

川崎病患儿并发冠状动脉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娟,赵翠芬,夏伟,孔庆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回顾性分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临床确诊的 367 例 KD 患儿的临床资料､ 相关实验室指标及心

脏彩超检查结果,分析探讨 KD 并发 CAL 的危险因素,以便早期干预,预防及减少 CAL 的发生率,改善

患儿预后。 
方法 1､ 性别分组:男性 257 例,女性 110 例。临床诊断分组:典型川崎病(313 例)和不典型川崎病(54
例)。年龄分组:0~18 个月､ 18 个月-3 岁､ 大于 3 岁。初始治疗是否合用 GCs 分组:一组单独应用

人免疫球蛋白(nGCs),另一组应用人免疫球蛋白联合糖皮质激素(Dex 0.1-0.2mg/kg·d,疗程 1-3
天)(GCs)。根据心脏彩超分为 KD 并发冠状动脉损害组(CAL 组)和 KD 未并发冠状动脉损害组

(nCAL 组)。2､ 统计被纳入 367 例 KD 患儿的性别､ 年龄､ 临床诊断､ WBC､ N%､ HGB､ PLT､
ESR､ CRP､ ALT､ LDH､ AST､ PA､ ALB､ GLB､ CK､ CK-MB､ TG､ LDH-C､ HDL-C､ Cho､
血 Na､ Fib､ D_Di､ 初始治疗是否合用激素及冠状动脉内径值等资料。3､ 应用统计软件 SPSS 
19.0 处理,对筛选出的有意义的变量分别与冠状动脉内径值进行线性相关性分析。 
结果 1､ 0-18 个月龄组 162 例,其中 CAL 组 49 例,nCAL 组 113 例,CAL 发生率 30.2%;18 个月-3 岁

组 86 例,其中 CAL 组 27 例,nCAL 组 59 例,CAL 发生率 31.4%;3 岁以上组 119 例,其中 CAL 组 46
例,nCAL 组 73 例,CAL 发生率 38.6%。采用 x²检验,两两比较得出,P>0.05,无统计学意义。 
2､ 典型川崎病 313 例,其中 CAL 组 112 例,nCAL 组 201 例,不典型川崎病 54 例,其中 CAL 组 10
例,nCAL 组 44 例。采用 x²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CAL 组 122 例,其中男 90 例,女 32 例;nCAL 组 245 例,其中男 157 例,女 88 例。利用 X²检
验,P<0.05,性别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实验室指标中 WBC､ PLT､ CRP､ AST､ ALB､ Na 这 6 个变量在 CAL 组与 nCAL 组中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P<0.05);余变量在两组中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5､ nCAL 组中初始治疗合用 GCs 有 138 例,未合用 GCs 有 107 例;CAL 组中合用 GCs 有 80 例,未
合用 GCs 有 42 例,采用 x²检验,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对于筛选出的变量进行线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KD 典型/不典型､ WBC､ ALB 与冠状动脉内径

值显著相关。 
结论 1､ 本组病例研究显示,典型 KD､ WBC､ ALB 为 KD 合并 CAL 的危险因素。 
2､ 本组病例研究显示,KD 患儿初始治疗合用 GCs 并未增加 CAL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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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35 

生长激素缺乏症对心血管系统病变的影响分析 
 

张艳芳,孟庆杰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本文主要探讨机体的生长素缺乏症(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GHD)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方法 对 60 例患有生长素缺乏症的患者,分为生长素缺乏症治疗组为 A 组,生长素缺乏症未治疗组为

B 组,比较两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结果 A 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低于 B 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生长激素缺乏症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死亡率,导致机体心脏结构及功能损害､ 脂质代

谢异常,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危害机体健康。 
 
 
PU-3236 

二代测序诊断婴儿型糖原累积病 II 型 6 例及文献复习 
 

张力力,王树水 
广东省人民医院 500000 

 
 
目的 探讨应用靶向序列捕获及二代测序诊断糖原累积病Ⅱ型(GSDⅡ)的可行性。 
方法 2015 年-2017 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有 6 例患儿拟诊为婴儿型 GSDⅡ,主要症状为生后出现心

肌肥厚､ 全身力弱､ 呼吸困难和肝脏肿大,6 例患儿均伴随有 CK 升高及ɑ-1,4 葡萄糖苷酶活性的减

低,应用靶向序列捕获及二代测序检测 GAA 基因及 Sanger 测序验证,并进行基因突变分析和文献复

习。 
结果 6 例患儿均存在 GAA 的基因突变,共检测到 6 个突变位点,其中 p.W746*､ p.G293R､
p.D645E､ p.G615R､ p.E471fs 为文献已经报道的突变,p.L745P 为尚未报道的新突变类型。6 例患

儿携带的突变各不相同,p.D645E 和 p.G615R 出现在两例患儿中。该 6 例患儿均确诊为 GSDⅡ。 
结论 对于临床拟诊为 GSDⅡ患儿,可应用靶向序列捕获及二代测序检测 GAA 基因明确诊断。 
 
 
PU-3237 

超声心动图诊断一例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 
 

计晓娟,杨海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报道一例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nomalous origin of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ALCAPA)案例,提高超声心动图对 ALCAPA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我院超声心动图诊断的 1 例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患儿的临床

资料及预后。 
结果 患儿女,8 岁,因外院诊断室间隔缺损入住我院心内科。我院超声心动图诊断:左冠状动脉异常起

源于肺动脉,右侧冠状动脉瘤样扩张,卵圆孔未闭,二尖瓣重度反流。遂行心导管造影术证实左冠状动

脉起源于肺动脉,右冠状动脉与左冠状动脉间大量交通支形成,右侧冠状动脉瘤样扩张。即于我院心

胸外科全身麻醉下行左冠状动脉移植术,二尖瓣整形术､ 卵圆孔缝合术,术后恢复良好出院。术前､

术后心电图无明显 ST 段改变。常规超声心动图及组织多普勒随访分析患儿术前､ 术后 7 天､ 术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382 
 

1 月心内结构､ 血流动力学和左室节段性心功能变化。术后尚未出现冠状动脉吻合口狭窄等并发

症。 
结论 多切面､ 全方位超声心动图扫查可用于首诊发现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提高诊断准确

性,以便于患者及时治疗,改善预后。 
 
 
PU-3238 

脑利钠肽在川崎病中的诊断价值 
 

熊振宇,张曦,盖勇,憨贞慧,马永涛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脑利钠肽(BNP)与川崎病(KD)的相关性,并评价其对 KD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将所选病例分为 KD 组､ iKD 组及对照组 3 组,并分别于入院时､ 大剂量静脉用丙种球蛋白

(IVIG)治疗后 24h､ 72h､ 7 天,动态检测血浆 BNP､ C 反应蛋白( CRP)及红细胞沉降率( ESR) 的数

值,对比血 BNP 在 3 组中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寻找血 BNP 水平的变化规律以及是否与 ESR 和
CRP 存在线性相关。 
结果 KD 组患儿 BNP 水平与 iKD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3,p>0.05),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t=9.75,p<0.01);KD 患儿血浆 BNP 水平在发热第 2d 即可升高,第 5-6d 达高峰[(213±151)pg/ml],
然后逐渐下降,但发热 12d 内仍将维持较高水平,2 周后降至正常,其变化曲线与 ESR ､ CRP 呈正相

关;IVIG 治疗后 24h 内 BNP 即明显下降(t=8.67, p<0.01);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32,(95%置信区间

为 0.874-0.991),据 ROC 曲线选取血浆≥78pg/ml 作为诊断界点时,诊断川崎病的特异度和敏感性

高,敏感度为敏感性 95.2%,特异性为 87.5%,准确率为 90.9%。 
结论 BNP 可为 KD 的诊断､ 治疗及冠状动脉病变等并发症的预测评估提供有效生物化学依据。 
 
 
PU-3239 

32 例儿童心肌病的临床资料分析 
 

刘晓月,赵翠芬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心肌病是指心肌病变伴心功能不全的疾病。本研究拟通过分析 32 例儿童心肌病患者的临床资

料,总结其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小儿心血管内科 2010 年至 2016 年来收治的经超声心动图(Echo)和(或)
及磁共振心脏成像(cMRI)诊断的 32 例儿童心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包括肥厚型心肌病(HCM)7
例､ 扩张型心肌病(DCM)14 例､ 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EFE)6 例､ 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LVNC)5 
例,对其发病和临床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32 例儿童心肌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为 0.1~13.6 岁,平均 5.21±5.20 岁。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

比例为 19:13。临床表现以胸闷､ 气促､ 乏力､ 心悸,腹胀､ 双下肢和颜面部浮肿,心率增快､ 肝脏

增大等心功能不全表现为主。22 例患者出现心脏收缩功能减低,8 例患者出现心脏舒张功能减低。9
例患者出现血清肌酸激酶(CK)升高,13 例患者出现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升高,21 例患者出现

乳酸脱氢酶(LDH)升高。其中 14 例患者进行了心肌肌钙蛋白 I(cTn I)的检测,仅有 2 例患者升高。 
结论 本组儿童心肌病患者的发病年龄较小,男性多于女性,以扩张型心肌病所占比例 高,临床以心功

能不全表现为主,心脏收缩功能减低较为多见,部分患者合并心肌酶升高,但心肌肌钙蛋白 I 升高较为

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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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40 

P300 介导的组蛋白修饰对 GATA4 基因的调控 
 

周薇,孙慧超,田杰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6 

 
 
目的 通过 RNA 干扰特异性抑制 p300,检测心脏发育相关核心转录因子 GATA4 基因表达及其启动

子区域组蛋白乙酰化和甲基化修饰变化,同时探讨组蛋白乙酰化修饰与组蛋白甲基化修饰之间的相

互影响,以期阐明胚胎心脏发育过程中 GATA4 基因的组蛋白乙酰化及甲基化修饰调控网络及两种不

同修饰方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方法 ①体外培养心肌祖细胞,分别用携带 p300-RNAi 和空载体质粒转染心肌祖细胞,流式细胞仪检

测转染效率,Q-RT-PCR 检测转染效果,确定转染的 佳有效浓度,收集标本进行相关检测。②Q-RT-
PCR 检测 GATA4 mRNA 水平的表达变化。③利用 ChIP-Q-PCR 检测组蛋白修饰酶 CBP､ PCAF
､ HDAC4､ HDAC9､ G9A 等与 GATA4 启动子区结合结合水平。④利用 ChIP-Q-PCR 检测

GATA4 启动子区整体组蛋白 H3 的乙酰化及组蛋白特殊位点 H3K4､ H3K9 乙酰化/甲基化水平。 
结果 ①p300-RNAi 后,GATA4 基因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分析有统计学差异。②p300-
RNAi 后,心肌祖细胞 GATA4 启动子区与 p300 的结合明显减少,而与组蛋白乙酰化酶 CBP､ PCAF 
以及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HDAC4 和 HDAC9 的结合水平均较对照组升高,分析有统计学差异。

③p300-RNAi 后,心肌祖细胞 GATA4 启动子区组蛋白 H3 总乙酰化水平(H3ac)､ 组蛋白 K4 位点乙

酰化水平(H3K4ac)､ 组蛋白 K9 位点乙酰化水平(H3K9ac)均较对照组有明显减低,分析有统计学差

异。④p300-RNAi 后,心肌祖细胞 GATA4 启动子区组蛋白 H3K9 的双甲基化(H3K9-2me)和三甲基

化(H3K9-3me)水平均有明显降低,分析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心脏发育过程中,GATA4 表达的表观调控主要由 p300 与组蛋白 H3 结合并催

化 H3K4､ H3K9 乙酰化修饰而完成,p300 介导的乙酰化修饰对甲基化修饰存在调控作用,但具体机

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成果为进一步阐明心脏发育过程中的表观遗传调控网络奠定了基础,并为研究

先天性心脏病的表观遗传学发生机制提供了线索。 
 
 
PU-3241 

Successful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a Giant Aneurysm in a 
Congenital Coronary Artery Fistula from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to the Left Ventricle 
 

li yifan,Zhang Zhiwei,Wang Shushi,Xie Zhaofeng,Zhang Xu,Li Yufen 
Guangdong Genenral Hospital 510080 

 
 
Objective Congenital coronary artery fistula (CCAF) combined with a giant aneurysm is a rare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Early management is important due to the poor prognosis of CCAF with 
a giant aneurysm. We reported a case of CCAF from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to the left ventricle 
with a large proximal aneurysm in an 8-year old girl that we percutaneously closed with an 
Amplatzer Vascular Plug II at the entry point of aneurysm and an Amplatzer Duct Occluder II at 
the exit point of aneurysm. 
Methods A 8-year old girl(weight 16.5kg) was referred to our department with a complaint of 
continuous cardiac murmur since 4 yeas ago. A CCAF with a giant aneurysm was diagnosed by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and cardiac CT scan. Selec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showed 
that the fistula originated from a branch of left coronary artery which supplied the intraventricular 
septum and drained into left ventricle with an aneurysm of 32Χ35mm in diameter. The diameter 
was 3.5mm for the exit point of aneurysm, and 7.2mm for the entry point of aneurysm. A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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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loop was created with the help of a 2.5Fr microcatheter (Finecross, TERUMO, Japan), a 
0.014inch floppy guidewire (Runthrough, TERUMO, Japan) and a 0.010inch hydrophilic guidewire 
(ASAHI Intecc, Japan). The system was then exchanged by a 0.032inch guidewire and a 5Fr 
diagnostic catheter, in order to create an actual A-A loop. A 6 Fr sheath was delivered through 
the aneurysm and reached to the fistula drainage site. Occlusion devices were deployed with a 
04-04mm ADO II at the exit point and a 12mm AVP II at the entry point of aneurysm. 
Results After releasing the AVP II, repeated coronary angiography showed that distal LAD was 
opacified. However, there was no apparent ST-T changes on echocardiography during the 15 
minutes test in the procedure. The patient was under 24-hour EKG monitoring after procedure. 
Her EKG showed junctional escape rhythm and aberrant ventricular conduction in day 1 post 
procedure, and sinus tachycardia without apparent ST-T changes was revealed in day 2. Her 
ECG was normal without residual shunt or wall motion abnormality. She was treated with 
aspirin(5mg/Kg), clopidogrel(1mg/Kg), creatine phosphate sodium and coenzyme Q. Follow-up 
EKG at 1 month , 3 months and 8 months showed normal sinus rhythm. Follow-up ECG at 8 
months showed shrinkage size of CAA and thrombus formation within the aneurysm. 
Conclusion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occlusion devices, procedure techniques and delivery 
system,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CCAF with a giant aneurysm is feasible and could be an 
alternative therapy. To close both the entry and exit point of aneurysm in order to exclude the 
aneurysm c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potential complications. Long-term follow-up, 
especially anatomic and functional follow-up of coronary arter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fter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CCAF.  
 
 
PU-3242 

β1 肾上腺素受体基因多态性与流出道室性早搏的相关性研究 
 

李奇蕊,袁越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 β1 肾上腺素受体(β1-AR)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儿童特发性流出道室性早搏(OTVP)的相

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心内科住院治疗的 OTVP 组患儿共 151 例,对照组为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150 名;各组病例均抽取外周

血,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和直接基因测序的技术检测 β1-AR 基因 Arg389Gly 位点多态性,分析 2
组患儿的基因型分布及等位基因频率;评估 β1-AR 基因 Arg389Gly 多态性与儿童 OTVP 的发病相关

性。 
结果 301 例受试对象中 Arg/Arg､ Arg/Gly､ Gly/Gly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50.5%､ 38.5%､
11%;Arg389 等位基因频率为 69.8%,Gly389 等位基因频率为 30.2%;女童 Arg389 等位基因频率高

于男童(P=0.005);Arg389Gly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在 OTVP 组及健康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

P=0.012 和 P=0.002),携带 Arg 等位基因发生 OTVP 的危险性大

(OR=1.733,95%CI:1.218~2.466);OTVP 组患儿基因型分布在不同性别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88),在不同室早负荷及有无合并非持续性室速等指标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 P=0.029 和

P=0.019)。 
结论 β1-AR 基因 Arg389Gly 多态性与中国汉族儿童 OTVP 的发病有相关性,Arg 等位基因为风险因

子。Arg/Arg 基因型可能是 OTVP 患儿室早负荷高及合并非持续性室速的遗传易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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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43 

RIPPLY3 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Predispose to 
Conotruncal heart defect in Chinese Han patients without 

22q11.2 deletion 
 

Hong Nanchao1,Zhang Erge1,Wang Qinjie1,Li Fen2,Chen Sun1,Yu Yu1,Xu Yuejuan1,Sun Kun1 
1.Xinhua Hospital Aff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screen for RIPPLY3 mutations in a 615 CTD cohort and assessed potentially 
deleterious mutations.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11 to January 2014, a cohort of 615 unrelated patients of Han 
ethnicity diagnosed with conotruncal heart defects and 391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rom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nd 
Xinhua hospital. Fragments covering the promoter region, 5′UTR, coding sequence and splicing 
site of RIPPLY3 were amplified using the EasyTarget® amplification kit, then all candidate 
mutations of the RIPPLY3 gene were confirmed by Sanger sequencing. For functional analysis, 
western blot,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immunofluorescence and co-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were carried out. 
Results we identified four rare heterozygous nonsynonymous mutations, c.89C>T 
(p.P30L),c.155C>G (p.T52S),c.337G>A (p.D113N) and c.536T>A ( p.V179D) in four CTD 
patients respectively , p.P30L and p.V179D were novel. Furthermore, luciferase assay and co-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revealed that p.P30L, p.T52S and p.V179D altered inhibition of TBX1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in vitro, and the p.T52S mutant reduced the physical interaction of 
RIPPLY3 with TBX1.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thus provide evidence that pathologic mutations in the RIPPLY3 gene 
may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ed risk of CTD.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a human CHD phenotype related to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RIPPLY3 gene. 
 
 
PU-3244 

Over-expressing Parkin  Down-regulates ERRα/eNOS 
Signaling Pathway and Impairs the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 Endothelial Cells 
 

Xia Weiwei,Zhang Shuping,Guo Chuchu,Li Yuanyuan,Chen Hongbing,Jia Zhanjun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8 

 
 
Objective Parkin is an E3-ubquitin ligase and is of importance in regulating mitophagy and 
mitochondrial homeostasis. As a doble-edged sword, autophagy/mitophagy could paly distinct 
rol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present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berrant parkin overexpression on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eNOS regulation in endothelial 
cells(ECs). 
Methods To defile the role of Parkin in ECs, we performed the transfection of parkin in ECs. 
Autophagy/mitophagy (LC3II; p62), mitochondrial function (JC-I; ROS), apoptosis  and endothelial 
function (eNOS; p- eNOS) were measured. ERRα inhibitor(XCT-790)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Results After overexpression of parkin in ECs, we observed a striking increase of LC3II in line 
with an upregulation of p62, indicating an enhance mitophagy with blocked autophagy flux. 
Meanwhile, parkin overexpression reduce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and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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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 production and cell apoptosis, demonstrating the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EC injury. It 
is also known that eNOS in ECs is a key regulator of vascular function. Thus, we further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of eNOS and phosphorylated eNOS(p-eNOS) in ECs with parkin 
overexpression. Notably, overexpression parkin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eNOS and p-
eNOS in parallel with a downregulation of ERRα, a potential regulator of eNOS. To test the role of 
ERRα in regulating eNOS in this experiment setting, we treated ECs with ERRα inhibitor and 
found a decrement of eNOS and p-eNOS. On the contrary, overexpression of ERRα increased 
the levels of eNOS and p-eNO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ese data suggested that parkin overexpression induced aberrant 
autophagy/mitophagy not only led to the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subsequent cell apoptosis, 
but also reduced the expression and activity of eNOS possibly through a ERRα-mediated 
mechanism. 
 
 
PU-3245 

Pro-BNP 升高的临床非心衰患儿分析 
 

周福军,王团结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通过分析 Pro-BNP 升高的临床非心衰患儿的临床资料,为临床合理诊断心力衰竭和合理用药提

供参考。 
方法 收集 Pro-BNP 升高的非心力衰竭患儿共 125 例。其中男 65 例,女 60 例,年龄 1 月~12 岁,平均

年龄 3 岁。按照 Ross 评分法和 NYHA 临床诊断心力衰竭标准进行判断,临床均不符合心力衰竭表

现。所有患者均出现心血管系统表现如心率增快､ 心前区不适､ 呼吸增快等心血管系统症状,无心

脏杂音､ 肝脏肿大,紫绀､ 奔马律､ 晕厥等体征。临床不考虑急慢性心功能不全。 
结果 所有患者均出现 Pro-BNP 升高,检测值为 275~1010pg/ml,均值 410pg/ml,血电解质及肾功能均

正常。原发病为支气管肺炎 35 例,病毒性脑炎 25 例,脓毒血症 21 例,病毒性腹泻 20 例。传染性单核

细胞增多症 2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2 例。心肌酶谱检查 CKMB 酶学法 21 例(20%)升高,肌钙蛋白 I
检测均正常。临床诊断为心肌损害或心脏无异常。 
结论 Pro-BNP 升高是心力衰竭的常用检测方法,但 Pro-BNP 升高不是心力衰竭的绝对金指标,各种

原因导致的心脏负荷过重或者暂时性肺动脉高压､ 主动脉高压均可以出现一过性升高,较长时间的

心率增高也会出现一过性升高。应全面考虑 Pro-BNP 升高的原因,避免过度诊断和不合理用药。 
 
 
PU-3246 

DNA methylation status of TBX20 in patients with tetralogy 
of Fallot 

 
Sheng Wei 

Childre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TBX20 ge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postnatal and adult cardiomyocyte 
proliferation in human heart,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epigenetic regulation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etralogy of fallot (TOF) 
Methods The methylation levels for TBX20 (including two regions, M1:-945bp ~ -635bp, M2:-
214bp ~ 617bp) were measured by Sequenom MassARRAY platform. RT-PCR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mRNA levels for TBX20 gene in the myocardium of TOF patients.   
Results The methylation levels in the TBX20_M1 region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in 
patients with TOF, with a median of 20.8% (interquartile range (IQR): 12.8%–30.8%, N=41),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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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to 38.73% in controls (IQR: 30.63 %–45.47%; p = 0.012, N = 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methylation status at TBX20_M2 region(p>0.05). The mRNA 
levels of the TBX20 showed a significant higher in  TOF patients (p< 0.05). The aberrant 
methylation values of TBX20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ion with significant change in its mRNA 
level (r = - 0.43, p = 0.034, N = 41).  
Conclusions Aberrant methylation changes at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BX20 gene may be 
responsible for its gene transcription regulation in the TOF patients. 
 
 
PU-3247 

儿童慢性缩窄性心包炎外科手术治疗体会 
 

陈忠建,李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儿童缩窄性心包炎的外科治疗经验及并发症处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外科手术治疗的缩窄行心包炎 15 例,其中 男 9
例,女 6 例,年龄,1.5-13 岁,(平均 8±0.36 岁)。体重 6-48kg, (平均 13±3.6kg)。均在全麻下行心包剥

脱术,其中正中切口 9 例,左外侧切口径路 6 例,术中均行完全心包剥脱术, 
结果  本组手术无死亡,术后并发低心排血量综合征 3 例(20%),经强心､ 利尿等治疗后明显改善.其中

1 例出现低心排引起的肾衰,给予强心的同时腹膜透析,纠正内环境后逐渐恢复。1 例患者出现心律失

常室上性心动过速,给予胺碘酮泵人后恢复窦律,2 例出现肺水肿合并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给予呼吸机

辅助通气,强心､ 利尿､ 限液治疗后痊愈 。术前中心静脉压(31.3±4.8) cm H2Ovs.术后中心静脉压

(12.1±3.8) cm H2O 对比,术后较术前明显下降。随访 14 例(93.3%)患儿 3 月-10 年无复发,心功能稳

定.､ 活动量较前明显改善。 
结论 缩窄性心包炎严重影响患儿心脏功能,心包剥脱术是缩窄性心包炎的有效治疗手段,诊断明确,尽
早手术治疗,有利于患儿尽快恢复。 
 
 
PU-3248 

人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对扩张型心肌病大鼠心功能 
和微血管再生的影响 

 
王哲哲

13,李自普
1,迟静薇

2,李荣
3,毛成刚 4,聂娜娜

4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甲状腺重点实验室 
3.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脏超声室 

4.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肾免疫儿科 
 

 
目的  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s)外泌体(exsomes)是否介导扩张型心肌病(DCM)模型大

鼠的心肌组织微血管的再生。 
方法 组织块法原代培养 hUMSCs,采用传代培养的第 3 代干细胞进行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面标志

物;收集 3-5 代的 hUMSCs 无血清培养基,提取外泌体;应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获取的外泌体

(exosome)形态;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 hUCMSC 外泌体的特异性表面标志蛋白 CD81
和 CD9。120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正常组(20 只)和 DCM 模型组(100 只),模型组每次腹腔

注射多柔比星 1ml/kg,一周 2/次连续八周,建立 DCM 大鼠模型。建模成功的大鼠随机分成模型对照

组､ 外泌体低剂量组､ 外泌体中剂量组､ 外泌体高剂量组,依次经尾静脉注射(1ml/kg) PBS､ 低剂量

(20ug/kg)､ 中剂量(100ug/kg)､ 高剂量(250ug/kg)的外泌体,连续注射 4 周。于 后一次注射结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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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天超声检测大鼠心功能;超声结束后处死大鼠,取左心室肌制作病理切片,免疫组化检测大鼠心肌

新生的微血管密度。 
结果 电子显微镜显示,外泌体为一种直径 40-100nm 的圆形或者椭圆形小囊泡。Western blot 可以

检测到外泌体表面特异性表达蛋白 CD81 和 CD9 蛋白。外泌体注射前,DCM 组的左心室射血分数

(LVEF)[(63.3±3.51)%]､ 左心室短轴缩短分数(LVFS)[(38.60±2.75)%]显著低于正常组

[(78.8±1.52)%､ (50.60±1.52)%,P 均<0.01]。尾静脉注射外泌体之后,剂量组的左心室射血分数

(LVEF)､ 左心室短轴缩短分数(LVFS)较模型组有统计学差异(  P 均<0.05),但剂量组之间无显著意

义(P 均>0.1)。免疫组化染色显中､ 高剂量组的心肌新生血管密度较模型组､ 正常组和低剂量组的

心肌新生血管密度有明显差异(p<均 0.01);CD34 染色显示中 ､ 高剂量组呈现强阳性。 
结论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可以改善扩张型心肌病大鼠的心肌微血管的再生,改善心功能。 
 
 
PU-3249 

偏心型封堵器在嵴内型室间隔缺损介入治疗中的应用分析 
 

曹黎明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偏心型封堵器在嵴内型室间隔缺损(VSD)介入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及术后相关并发症的规律,
总结嵴内型 VSD 介入治疗经验,为今后病例适应证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将 2009 年 1 月~2015 年 2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脏中心进行介入治疗的 65 例嵴

内型 VSD 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按所选择封堵器大小分为封堵器型号≤6 mm 组及封堵器型

号≥7 mm 组,分析两组术前合并肺动脉高压､ 主动脉瓣脱垂及返流情况､ 手术时间及 X 线曝光时间

､ 术后并发症等情况。 
结果 封堵器型号≥7 mm 组与封堵器型号≤6 mm 组比较:VSD 直径大小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术前

合并主动脉瓣脱垂及返流情况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术前合并轻度肺动脉高压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手术时间及 X 线曝光时间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术后轻微并发症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术后严重并发

症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随嵴内型 VSD 直径的增大,所使用封堵器型号相应增大;手术时间及 X 线曝光时间明显延长;术
后严重并发症如主动脉瓣损伤､ 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等发生率明显升高;对需选择偏心型封堵器

型号≥7 mm 的病例介入封堵治疗时应谨慎 
 
 
PU-3250 

先天性二度二型房室传导阻滞患儿随访一例 
 

袁勇华,何学华,刘丽萍,刘震宇,罗建红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索先天性房室传导阻滞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案。 
方法 报道并分析 1 例先天性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的起病､ 临床表现及诊疗过程。 
结果 患儿心电图由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先后转变为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病出

现体重增长缓慢､ 多汗､ 反复呼吸道感染,出现心衰表现,胸片和心脏超声提示心脏增大。起病 3 年

后予安装永久起搏器,心衰症状明显改善,心影缩小,体重增长速度改善。 
结论 先天性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可能会进展为三度房室传导阻滞,临床上需动态监测和随访。但

出现多汗､ 体重增长缓慢､ 心影增大等心衰表现,阿斯发作,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等需及时安装永久起

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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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51 

无创心指数检测在评价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 
合并心力衰竭的临床应用价值 

 
袁勇华,何学华,张爱民,黄芙蓉,徐俊,刘丽萍,刘震宇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电子心力测量法心指数(CI)监测在评价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0 日新生儿科收治的 60 例先天心脏病患儿,根据改良

Ross 心衰评分标准,将患儿分为重度心衰组(n=11)､ 中度心衰组(n=15)､ 轻度心衰组(n=34)及无心

衰组(n=10);应用电子心力测量法测量各组患儿的 CI,心脏超声测量患儿左室射血分数(LVEF)､ 肺动

脉压力(PAP),静脉采血检测氨基末端 B 型脑钠肽前体(NT-proBNP)。 
结果 重度心衰组主要为 2 周龄以下患儿为主,轻中度心衰组以大于 2 周龄患儿为主。不同心衰组 CI
､ LVEF､ NT-proBNP 和 PAP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重度心衰组 CI 和 LVEF 值 低,
其次为中度､ 轻度,无心衰组 高;重度心衰组 NT-proBNP 和 PAP 值 高,其次为中度､ 轻度,无心

衰组 低。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 CI 与 LVEF 呈显著正相关(r=0.845,P<0.001),CI 与 NT-proBNP 呈

显著负相关(r=-0.886,P<0.001);CI 与 PAP 呈负相关,但相关性较弱(r=-0.595,P<0.001)。 
结论 电子心力测量法测量 CI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心衰程度,在患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心衰患儿的诊治

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3252 

 苦参碱对 PDGF 诱导心肌成纤维细胞胶原分泌 
及表型转化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机制 

 
李晓娜,路明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观察苦参碱对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诱导心肌成纤维细胞

(cardiac fibroblasts, CFs)胶原分泌及表型转化的影响,同时探讨 PI3K/Akt 通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方法 通过胰酶消化法和差速贴壁法分离､ 纯化及培养大鼠 CFs,将 CFs 随机分为 5 组:空白对照组

(培养时不加药物);PDGF 组(10μg/L PDGF);苦参碱小剂量组(10μg/L PDGF +0.25 mmol/L 苦参碱);
苦参碱中剂量组(10μg/L PDGF+0.5 mmol/L 苦参碱);苦参碱大剂量组(10μg/L PDGF+1.0 mmol/L 苦

参碱)。羟脯氨酸法检测细胞上清液中胶原蛋白含量,RT-PCR 法测定 α-平滑肌收缩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 PI3K 和 Akt mRNA 的表达;Western blot 法测 p-Akt 及 α-SMA 蛋白的表

达。 
结果 1.CFs 的的鉴定:倒置显微镜下观察 CFs 排列比较紧密,呈梭形或不规则三角形,胞体较大,胞质

淡而几乎透明,向外伸出突起,无自主搏动;抗波形蛋白单克隆抗体免疫荧光染色为阳性,符合心肌成纤

维细胞的特点。 
2.羟脯氨酸检测 CFs 的胶原含量: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DGF 组 CFs 的胶原合成量显著升高(P<0.05);
苦参碱大､ 中､ 小剂量组胶原蛋白表达明显低于 PDGF 组(P<0.05),且显示出明显的剂量-效应关

系。 
3.RT-PCR 法检测各组 CFs 中 α-SMA､ PI3K 和 Akt mRNA 的表达: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DGF 组

PI3K､ Akt 及 α-SMA mRNA 表达明显增高(P<0.05),苦参碱大､ 中､ 小剂量组 PI3K､ Akt 及 α-
SMA mRNA 表达明显低于 PDGF 组(P <0.05),且呈现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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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胞 p-Akt 及 α-SMA 蛋白表达的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DGF 组 α-
SMA 及 p-Akt 蛋白明显升高(P<0.05),与 PDGF 组比较,苦参碱大､ 中､ 小剂量组 α-SMA､ p-Akt 蛋
白表达下调(P<0.05),并显示出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结论  1.PDGF 可直接作用于大鼠的 CFs,诱导其向肌成纤维细胞表型转化。2.苦参碱可能通过下调

PI3K/Akt 通路减少胶原分泌､ 抑制表型转化,从而发挥抗心肌纤维化作用。 
 
 
PU-3253 

以肥厚性心肌病为首发表现的儿童遗传代谢病 4 例 
 

王本臻,纪志娴,邴振,罗刚,万浩,李自普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以肥厚性心肌病(HCM)为首发表现的儿童遗传代谢病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9 月-2017 年 5 月于我院治疗的以肥厚性心肌病为首发表现的 1 例

Noonan 综合征,1 例 Leopard 综合征及 2 例糖原累积病 II 型患儿的临床特点。 
结果 例 1 为 3 月龄男孩,发现心脏杂音,于当地超声心动图提示“室间隔缺损､ 肺动脉高压､ 卵圆孔

未闭”,建议我院就诊,平素气促,多汗明显,吃奶乏力,偶有吸停现象,生长发育增长缓慢,查体可见发育

落后,前额大,眼距宽,左侧上睑垂,短鼻,斜视,双手通贯掌。复查超声心动图提示肥厚性心肌病,基因检

测提示 RAF1 c.770C>T,考虑 Noonan 综合征,经对症治疗病情稳定出院,现门诊随访。例 2 为 15 岁

女孩,4 岁时因“反复呼吸道感染”于当地医院就诊,超声心动图提示梗阻性肥厚性心肌病,后于多地均

考虑 HCM。后于本院就诊,追问病史,患儿易患呼吸道感染,1 岁后面部､ 躯干部､ 四肢皮肤可见逐渐

增多的褐色斑点,精神､ 运动发育迟缓,查体示发育差,全身多发直径 1~8mm 黑褐色斑疹､ 斑片,眼距

宽,基因检测提示 RAF1 基因 c.1082G>C,考虑 Leopard 综合征 2 型,对症处理,门诊随访。例 3 为 5
月龄男孩,因“呛咳”就诊,胸片提示心影饱满,完善超声心动图提示非梗阻性肥厚性心肌病,心电图提示

典型 Pompe 三联征,行 GAA 活性检测提示 GAA 活性缺乏,基因检测提示 GAA 基因 2 个杂合突变

(c.1432delG,p.K479Rfs*41;c.1822C>T,p.R608X),确诊糖原累积症 II 型。例 4 为 9 月龄女孩,因“肥
厚性心肌病可能”于外院就诊,完善超声心动图提示梗阻性肥厚性心肌病,查体示发育落后,营养一般,
特殊面容,眼距宽,塌鼻梁,口唇厚,四肢肌力 3 级,进一步完善 GAA 活性检测提示活性缺乏,基因检测

提示 GAA 基因 2 个突变位点(c.1465G>A,p.D489N;c.2238G>A,p.W746X),确诊糖原累积症 II 型。

例 3､ 例 4 患儿现规律于本院行 Myozyme 酶替代治疗,病情稳定,门诊随访。 
结论 以肥厚性心肌病为为主要表现的小儿遗传代谢性病易引起漏诊､ 误诊,在临床工作中需注意该

类疾病特征性临床表现,必要时行相关酶学检查､ 基因检测协助诊疗。 
 
 
PU-3254 

安装临时起搏器治疗小儿爆发性心肌炎 1 例 
 

裘艳梅,鮑昆草,王凌越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交流爆发性心肌炎的治疗体会 
方法  患儿女,7 岁,诊断:1 暴发性心肌炎,心源性休克 3 心律失常三度房室传导阻滞,4 电解质紊乱低

钠血症。给予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2g/kg 冲击治疗,甲强 20mg/kg 冲击治疗,大量维生素 C 静点,生理

盐水扩容,多巴胺多巴酚丁胺异丙肾上腺素强心升压,镇静吸氧,血氧不能维持急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

助呼吸。入院后 8 小时紧急联系安装临时起搏器,于 2012-12-02,23:37 安装成功,患儿心率,血压,血
氧及呼吸尚平稳,无自主呼吸及心跳。于 2012-12-3,23:00 经皮心电监护显示电压增高,20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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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心电监护及心电图示:自主心室律,急给予利多卡因泵点,2012-12-4 9:02 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

速,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右心室肥大,患儿恢复窦性心律,但是仍处于昏迷状态,心肌酶持续增高,肝
功能异常.继续积极抗病毒､ 营养心肌､ 保肝､ 营养脑细胞等维持治疗,生命体征趋于平稳,逐渐撤离

呼吸机,患儿意识逐渐恢复,生化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病情稳定出院。 
结果 安装临时起搏器治疗合并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疗效非常显著 
结论 安装临时起搏器治疗暴发性心肌炎合并三度房室传导阻滞非常有效的办法,能为进一步治疗创

造时间,帮助病人渡过难关,是非常值得推广与应用的治疗暴发性心肌炎方法 
 
 
PU-3255 

儿童自身抗体相关性先天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 7 例 
 

王本臻,纪志娴,邴振,罗刚,孙越,李自普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儿童自身抗体相关性先天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方法 对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就诊的 7 例自身抗体相关性完

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女 5 例,年龄 3 个月~9 岁,平均年龄 3 岁,胎儿 2 例,胎龄 30 周。5 例患儿除 1 例出现反复阿斯

发作､ 扩张性心肌病外,余 4 例均无晕厥､ 抽搐等临床症状,以查体发现心动过缓入院。其中 2 例产

前胎心监护提示心动过缓,胎心率 50 次/分左右,未予特殊处理;5 例患儿动态心电图均提示完全性房

室传导阻滞,平均心室率 54 次/分~76 次/分, 慢心室率 38 次/分~53 次/分;其中 1 例超声心动图提示

左心房､ 左心室球形扩大,心功能明显下降,1 例右心房､ 右心室扩大合并房间隔缺损(大小约

14×13mm),余患儿超声心动图未见明显功能及结构异常;5 例患儿母亲均完善免疫学相关检查,其中

1 例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抗 dsDNA 抗体阳性,Sm 抗体阳性,抗核抗体阳性),3 例确诊干燥综合征

(SSA､ SSB 抗体阳性,Ro-52 抗体阳性,抗核抗体阳性),1 例疑似干燥综合征(SSA 抗体弱阳性,Ro-52
抗体弱阳性,抗核抗体阳性);5 例患儿均行免疫学相关指标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所有患儿均予人免疫

球蛋白及口服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同时给予口服沙丁胺醇､ 阿托品提高心率治疗,并定期门诊随

访,其中 1 例反复阿斯发作､ 扩张性心肌病患儿经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 6 年余心律逐渐转复为窦

性心律,余 4 例患儿心电图及动态心电图仍提示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平均心室率较前提高,60 次/分
~85 次/分。胎儿 2 例,经胎儿超声心动图提示心房率 147 次/分~155 次/分,心室率 58 次/分~61 次/分,
提示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母亲经检查确诊干燥综合征,1 例孕妇出现血小板减少､ 尿蛋白､ 凝血功

能异常,经短期激素和丙种球蛋白治疗后行人工流产;1 例孕妇口服沙丁胺醇和激素治疗,定期门诊复

诊中。 
结论 自身抗体相关性先天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患儿大部分无临床表现,患儿母亲免疫功能相关检

查有助于病因的确定;药物治疗,特别是糖皮质激素治疗,可能改善甚至缓解部分患儿病情,注意用药疗

程充分,密切临床随访;经药物治疗无效且临床上出现心功能不全者应安装永久起搏器。 
 
 
PU-3256 

典型川崎病与不完全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的比较研究 
 

王本臻
1,李瑞涵

1,毛成刚
2,聂娜娜

2,林毅
2,李自普

1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典型川崎病(CKD)和不完全川崎病(IKD)的冠状动脉病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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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9 月-2016 年 9 月于我院治疗的川崎病患儿临床资料,分析超声心动图结果

并比较其特点。 
结果 根据诊断标准确诊川崎病患儿共 266 例,男 171 例,女 95 例,男女比 1.8:1;年龄 3 个月至 104 个

月,其中典型川崎病组 140 例(52.6%),男 92 例,女 48 例,不完全川崎病组 126 例(47.4%),其中男 79
例,女 47 例,两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儿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CKD 组合并

冠脉损伤(CAL)21 例(15.0%),其中左､ 右冠状动脉同时累及 5 例,单纯左侧 CAL 16 例,无单纯右侧

CAL;IKD 合并 CAL 21 例(16.7%),其中左､ 右冠状动脉同时累及 9 例,单纯左侧 CAL 11 例,单纯右侧

CAL 1 例。CKD 组与 IKD 组的 CAL 发生率无显著差异,CKD 组左冠状动脉直径[(0.322±0.019)mm]
､ 左冠脉直径与主动脉根部内径比值(LCA/OA)(0.269±0.013)与 IKD 组

[(0.334±0.017)mm;(0.253±0.006)]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KD 组右冠状动脉直径

[(0.494±0.159)mm]､ 右冠脉直径与主动脉根部内径比值(0.400±0.092)与 IKD 组

[(0.390±0.054)mm;(0.318±0.033)]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典型川崎病与不完全川崎病在冠状动脉病变发生率､ 冠脉扩张程度无明显差异。 
 
 
PU-3257 

儿童川崎病巨大冠状动脉瘤伴血栓形成临床特点及治疗 
 

彭华,郑剑波,吴祖波,王秋鹏,刘亚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总结川崎病(KD)冠状动脉瘤合并血栓形成患儿的的临床特点,分析安全有效的溶栓治疗的方法

及其预后,探索具有溶栓指导意义的实验室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和总结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儿科 2006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接

受静脉溶栓治疗的 14 例川崎病冠状动脉瘤合并血栓形成的患儿临床,检验结果和治疗､ 随访资料。 
结果 210 例 KD 中 14 例患儿为巨大动脉瘤,出院均继续门诊随访,门诊随访时间 2 个月-6 年。14 例

巨大冠状动脉瘤患儿中,冠状动脉瘤直径 大可达 18.5mm,平均为 12.2mm。14 例巨大冠状动脉瘤

患儿均伴有血栓形成。14 例冠状动脉瘤合并血栓形成的患儿除一例有明显的胸痛,心电图异常外,其
他 13 例均为常规复诊检查时心脏彩超发现。血栓多发生于巨大动脉瘤处,而且有 2 例病人为多发血

栓形成。血栓一旦发现立即经静脉给予尿激酶,肝素和口服华法令等溶栓治疗,14 例患儿中有 12 例

成功溶栓,2 例患儿血栓机化并出现冠状动脉狭窄。在溶栓过程中,我们密切监测 INR,FIB,D 二聚体,
发现 INR 增高,FIB 下降时血栓正在溶解。 
结论 川崎病患儿冠状动脉血栓容易形成于巨大冠状动脉瘤处。密集随访有利于血栓发现。早期,足
量的静脉溶栓治疗能有效的溶解血栓,避免病情恶化。INR,FIB 的监测可以指导溶栓,及时调整用

药。 
 
 
PU-3258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并发症及处理 
 

王霄芳,金梅 
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 分析和总结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介入治疗严重并发症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方法 自 1987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院小儿心脏科行先心病介入治疗患者 5800 例,对介入治疗中

､ 后发生的 66 例并发症的患者作回顾性分析。按年龄分为四组,<3 岁为婴幼儿组,3~6 岁为学龄前

组,6~18 岁为学龄组,>18 岁成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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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本组共 66 例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 1.13%。封堵器脱落移位 10 例､ 心律失常 12 例, 溶血

7 例,心包填塞 5 例,脑部并发症 4 例,瓣膜损伤 2 例,臂丛神经损伤 3 例,血管损伤 21 例,血小板减少 1
例,低氧血症 1 例,其中死亡 6 例(占介入治疗 0.1%)。2､ 婴幼儿组严重并发症 多 22 例(占并发症

33.3%),学龄前组 16 例(占并发症 24.2%),学龄组 12 例(占并发症 18.2%),成人组 16 例(占并发症

24.2%)。3,疾病分析:ASD24 例,PDA17 例,VSD9 例,PS10 例,AS2 例,COA1 例,PFO1 例.TOF2 例. 
4,死亡 6 例,1 例婴幼儿 PDA 封堵器脱落术后肾功能衰竭,1 例婴幼儿 PS 右室流出道撕裂心包填塞,1
例学龄前 VSD 术中蛛网膜下腔出血,1 例学龄儿童 AS 术中室颤,1 例学龄儿童 ASD 缺血缺氧脑病,1
例成人 PDA 术后心包填塞。 
结论 先心病介入手术并发症需要充分认识,通过规范操作,合适器械选择,密切观察,早期发现,努力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一旦发生能正确处理,严格随诊,使先心病介入治疗真正做到安全,有效。 
 
 
PU-3259 

儿童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心导管术中发生 
肺动脉高压危象的相关因素及临床分析 

 
张陈,朱燕,李强强,顾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儿童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PAH)患者心导管检查术中发生肺动脉高压危象(PHC)的相关因素

､ 临床特征及预防､ 处理原则。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09 年 4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住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确诊 IPAH 并进行心

导管检查的儿童患者,对术中发生 PHC 的患者的病史资料､ 临床表现､ 处理方法和转归进行分析。 
结果 进行心导管检查的 IPAH 患者共 67 例,术中发生 PHC 的患者 5 例,表现肺动脉压(PAP)､ 中心

静脉压(CVP)明显升高,同时主动脉压､ 经皮血氧饱和度下降,经过生命支持､ 降肺动脉压､ 强心､

纠正酸中毒等治疗后 3 例危象缓解,1 例因 PAP 持续升高､ 严重右心衰竭于术后 3 d 死亡。另有 7
例患者存在 PHC 倾向,表现 PAP 明显升高并超过主动脉压,经皮血氧饱和度一定程度下降,但 CVP
和生命体征相对稳定。单因素分析显示发生 PHC 的高危因素包括小年龄(P=0.004)､ 低体重

(P<0.001)､ 全身麻醉(P<0.001)､ 晕厥史(P=0.026)､ 心功能差(P=0.026)。多因素分析显示心功能

差是 PHC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IPAH 患者心导管检查术中 PHC 和多种因素相关,可发生于手术各阶段,治疗上需采取综合措施,
部分 PHC 结局可能是难以逆转的。严格手术指征､ 充分术前准备､ 尽早识别､ 积极处理可预防

PHC 的发生和发展。 
 
 
PU-3260 

暴发性心肌炎 3 例临床特点分析及早期识别 
 

刘丽萍,王涛,曾赛珍,徐璇,袁勇华,林小娟,余阗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儿童暴发性心肌炎的临床特征及早期识别 
方法 总结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暴发性心肌炎患儿 3 例,对其病例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性别､ 年龄､ 临床表现､ 心电图和心肌生化标志物改变以及治疗效果和

预后 
结果 暴发性心肌炎的临床资料。其中 2 例为女性,1 例为男性,年龄分别为 3 月､ 1 岁､ 8 岁,主要临

床表现为精神差､ 呕吐､ 发热､ 咳嗽及循环障碍,其中 3 例均有精神差､ 发热,1 例以呼吸道症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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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表现为咳嗽､ 气促;2 例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表现为呕吐､ 这两例患者均有心律失常,1 例出现Ⅲ度

房室传导阻滞,1 例房性心动过速。3 例患者存在肌酸激酶同功酶(CK-MB)或心肌肌钙蛋白 I(cTnI)升
高,B 型脑利钠肽前体升高显著,胸片均提示心影扩大。3 例患者均予以抗病毒,甲泼尼龙及丙种球蛋

白免疫治疗,并针对不同病情采取抗休克､ 纠正心力衰竭和抗心律失常等综合治疗,1 例因Ⅲ度房室

传导阻滞安装了临时起搏器。2 例患者经治疗后完全恢复,死亡 1 例,因呼吸衰竭并心源性休克死亡 
结论 暴发性心肌炎临床表现多样,常用消化道及呼吸道感染为主,起病隐匿,病情进展快死亡率高,但
预后良好。早期识别很重要:如有前驱感染症状,精神差,常有低血压,心电图异常和心肌生化标志物升

高,以 BNP 升高明显,门诊胸片常见心影增大。需警惕该病可能 
 
 
PU-3261 

心肌肌钙蛋白 I 相互作用蛋白的筛选鉴定与功能分析 
 

王致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采用高通量蛋白质组学筛选鉴定小鼠心肌原代细胞中可能与 cTnI 存在相互作用的蛋白质并通

过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其可能参与的生物过程及信号通路。 
方法 取 C57 新生小鼠的心脏制备心肌原代细胞,提取细胞全蛋白行免疫共沉淀实验筛选出 cTnI 的
相互作用蛋白,通过质谱分析技术对其鉴定;将鉴定所得蛋白质信息输入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其理化

性质,预测其可能参与生物过程及信号通路。 
结果 共鉴定出 262 个可能与 cTnI 存在相互作用的蛋白质,预测其可能参与的生物进程 14 条, KEGG
生物学通路 33 条(P<0.05),其中 PI3K-Akt 信号通路与心脏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结论 在小鼠心肌细胞中,有 262 种蛋白可能与 cTnI 存在相互作用,其中参与 PI3K-Akt 信号通路的蛋

白可能为治疗 cTnI 表达异常或功能改变所致的心脏疾病提供新的靶点信息。 
 
 
PU-3262 

PGC-1α 靶向 NFAT 信号通路影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路攀,丁粤粤,唐孕佳,钱为国,吕海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氧化应激是引起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拟探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 γ
共激活因子-1α(PGC-1α)对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及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NFAT)表达的影响,并探讨其中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 HUVECs,采用慢病毒转染法将 PGC-1α 过表达､ 干扰 PGC-1α RNA 慢病毒转染

HUVECs。PGC-1α 基因沉默实验组分为:si-Null(下调对照)组､ si-PGC-1α(PGC-1α 基因沉默)
组;PGC-1α 过表达实验分组为:Lv-Null(上调对照)组,Lv-PGC-1α(过表达 PGC-1α)组,Lv-Null+TNF-α
组,Lv-PGC-1α+TNF-α 组。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活性,Annexin V-FITC/PI 双染法检测细胞凋

亡。采用 MitoSOX™ Red 检测线粒体活性氧(mtROS),Fluo 3-AM 检测细胞内钙离子(Ca2+)水
平,RT-qPCR､ Western blot 法分别检测 PGC-1α､ 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1 和 2(NFAT1､
NFAT2)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40μg/L TNF-α 可降低 HUVECs 中 PGC-1α 的表达(P<0.05)。沉默 PGC-1α 基因表达

后,HUVECs 细胞的细胞活性下降,细胞凋亡率增加,线粒体活性氧含量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均增

加,NFAT1､ NFAT2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增加(均 P<0.05)。予 40μg/L TNF-α 刺激 24 h 后,P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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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α 过表达组细胞活性较过表达对照组增高,细胞凋亡率降低,线粒体活性氧含量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

均降低,NFAT1､ NFAT2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下降(均 P<0.05)。 
结论 PGC-1α 可缓解 TNF-α 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NFAT 有关。 
 
 
PU-3263 

应用心脏超声 Z 值评估川崎病后血栓形成患儿 
的冠状动脉损伤程度 

 
邵魏,袁越,林利,郑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应用 Z 值法评估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血栓患儿的冠脉扩张程度并比较其优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内科收治的 17 例川崎病冠状动脉

瘤合并血栓患儿的临床资料,应用心脏彩超测量患儿血栓部位冠状动脉 大直径(D)并计算其对应 Z
值,评估 Z 值法相较于内径绝对值法评价冠脉血栓患儿的冠脉受累程度的优势。 
结果 17 例川崎病合并冠脉血栓患儿中位年龄 1.0(0.2~9.5)岁。共发生 25 个部位冠脉血栓,其中血栓

位于左主干 2 例,左前降支 14 例,右冠状动脉 9 例,心脏超声测量血栓部位冠状动脉瘤瘤体 大直径

(D)为(9.46±2.27)mm,根据患儿体表面积计算的冠脉 Z 值为 13.71±2.46。Z≥10 患儿比例 88%,D≥

8mm 患儿比例 76%。 
结论 川崎病合并冠脉血栓患儿中,应用 Z 值法诊断巨大冠脉瘤的阳性率高于内径绝对值法。应用 Z
值指导川崎病冠脉病变患儿抗凝及抗血小板治疗更有利于避免冠脉血栓的发生。 
 
 
PU-3264 

儿童先天性冠状动脉瘘的外科治疗及随访 
 

王燕飞,黄萍,张丽,汪周平,谢小斐,陈欣欣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总结分析外科手术治疗儿童先天性冠状动脉瘘的效果及随访研究。 
方法 对 2008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行外科手术的 22 例冠状动脉瘘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其中男 14 例,女 8 例,年龄 14 天-12 岁。2 例在非体外循环下行瘘管结扎术,20 例在体外循

环心脏停跳下行冠状动脉瘘矫治术(18 例直接缝闭瘘口,2 例心包补片连续缝合瘘口),其中 7 例合并

其它心内畸形,对合并的心脏畸形同时予以矫治。 
结果 临床表现为气促 3 例,生长发育落后 3 例,体检发现杂音 20 例。瘘口发生于右冠状动脉 11 例,
左冠状动脉 9 例,双侧冠状动脉 1 例。瘘入冠状静脉瘘 1 例,右心房 6 例,右心室 13 例,左心室 2 例,多
发瘘口 2 例。所有病例病变冠脉扩张明显,直径为 4-12mm,其中 8 例冠脉呈瘤样扩张。术中对瘤样

扩张的冠脉未予处理。平均住院时间(12.3±3.2)天。其中 2 例术后 3 天内出现心功能下降,术后 1 月

复查时恢复正常,另 2 例术后出现 1-2mm 残余瘘。无死亡病例。随访 1 月至 3 年,所有患儿均无明

显症状,未服用抗凝药物,复查心脏彩超提示心功能正常,术后 6 月起冠脉扩张较术前减轻,冠脉内无血

栓形成,心电图未提示心肌缺血。 
结论 儿童先天性冠状动脉瘘分流量大可出现临床症状,外科手术治疗是一种效果确切的治疗方法,同
时可纠正合并的心内畸形,远期效果良好,未出现心肌缺血､ 血栓形成等并发症,瘤样扩张的冠脉较术

前缩小,仍需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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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65 

新生儿心律失常 2 例随访 
 

张豫华,张磊,苗永红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新生儿心律失常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新生儿心律失常临床表现及心电图改变。并预以随访。 
结果 2 例新生儿心律失常分别表现为持续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和心房扑动,房室 2:1 下传伴有偶发性室

性早搏。经过原发病治疗及营养心肌对症治疗,心律失常均随着原发病控制消失,分别经 1 年及 3 个

月随访,无复发。 
结论 新生儿继发性心律失常经过积极治疗,预后良好。 
 
 
PU-3266 

Alagille 综合征中心血管合并症的诊断和治疗探讨(附 1 例报道) 
 

王燕飞,黄萍,张丽,汪周平,谢小斐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Alagille 综合征是一种可累及肝脏､ 心脏､ 骨骼､ 眼睛和面部等多器官或系统的罕见显性遗传

性疾病。心血管表现是其第二大临床特征。本文通过对 1 例 Alagille 综合征的临床分析,探讨该病中

心血管合并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 1 例 Alagille 综合征病例资料。 
结果 患儿男,3 岁,因“发现心脏杂音 3 年”收入心脏内科。患儿生后 1 月因皮肤黄染就诊,行肝脏活检

病理提示肝内胆管发育不良;同时发现心脏杂音,心脏彩超提示房间隔缺损和左右肺动脉狭窄;入院时

发现患儿生长发育落后,体重 10.2kg,面容特殊,前额突出､ 眼球深陷伴眼距中度增宽､ 尖下颌､ 鞍形

鼻合并前端肥大;入院后行 CT 检查提示 T4､ T6 及 T10 胸椎蝴蝶椎畸形;MR 提示右肾囊性病变;未
进行眼科检查。根据以上表现和诊断标准,患儿明确诊断为 Alagille 综合征。患儿入院后复查心脏彩

超提示房间隔缺损(继发孔型,11mm)和左肺动脉狭窄(重度),左肺动脉近端 4.2mm,远端 2.3mm,血流

Vmax=4.5m/s,△P=82mmHg;心脏 CT 提示房间隔缺损(13mm)和左肺动脉近端稍狭窄,右肺动脉近

､ 远端横径分别约 7.mm 及 7.3mm,左肺动脉近端稍狭窄,横径约 4mm,左肺动脉远端橫径约 5.7mm,
横膈水平降主动脉横径约 7mm;心导管检查提示压力分别为右房:14/11(12)mmHg,左
房:15/10(12)mmHg,右室:87/18mmHg,主肺动脉:87/33(56)mmHg,左肺动脉:28/20(24)mmHg,右肺

动脉 30/18(34)mmHg。造影见左右肺动脉均 狭窄,左肺动脉内径约 3.5mm,远端 宽 4.7mm。右

肺动脉内径约 3.8mm,远端 宽处约 4.8mm。近端 M 率约 0.9,远端 M 率 1.17。患儿目前暂无明显

临床症状,右室压力明显升高,左右肺动脉均 狭窄,手术治疗效果不确切,予以出院,定期返院复查,目
前仍在随访中。 
结论 由于 Alagille 综合征患者以黄疸表现为主,对胆汁淤积或胆道闭锁患者应仔细查体,建议行心脏

彩超检查,必要时行心脏 CT 检查或/和心导管检查明确心脏情况,影响功能的心血管异常需行手术矫

治,手术方式和时机需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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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67 

儿童不同程度心肌致密化不全的临床特点分析 
 

周挥茗
1,2,田杰

1,刘玲娟
1,吴瑶

1,吕铁伟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程度心肌致密化不全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探讨 N/C 比值的临床指导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心肌致密化不全患儿的临床资料,比较非致密化心肌层与致密心肌层厚度之比

(N/C)>2.0 和 1.4~2.0 两组患儿的情况。 
结果 两组患儿各 26 例,年龄､ 性别比,低出生体质量和营养不良比例,心脏病变及合并症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均>0.05)。出院时 N/C>2.0 组病情好转 8 例,无明显好转 15 例,死亡 3 例;N/C(1.4~2.0)
组病情好转 18 例,无明显好转 8 例,未出现死亡;两组治疗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2=7.69,P=0.006)。随访出院后 8 年内 N/C>2.0 组死亡率高于 N/C(1.4~2.0)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2=6.993,P=0.008)。 
结论 心肌致密化不全患儿的 N/C 值越大,治疗有效率更低,且预后越差。 
 
 
PU-3268 

川西南地区单中心 5 年儿童川崎病合并动脉瘤的临床分析 
 

文一州,王献民,陈婷婷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00 

 
 
目的 分析川西南片区儿童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瘤(CAA)的临床特点与转归 
方法 2011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确诊川崎病合并 CAA 41 例,失访 9 例,纳
入本组研究 32 例(男 26 例,女 6 例)。按随访时间分为<1 年､ 1~3 年､ 3~5 年组。按 CAA 发生部位

分为双侧 CAA 组和单侧 CAA 组。按有无其它合并症分为有其他合并症､ 无其他合并症组。按治疗

方式分为单抗组(仅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及双抗组(同时应用抗血小板及抗凝药物)。入组患儿分别于

急性期､ 出院后 1､ 2､ 3､ 4 周､ 1､ 3､ 6 个月､ 1 年复诊,1 年后每年复诊 1 次;随访内容主要为超

声心动图及心电图检查,随访 CAA 受累血管的变化情况。 
结果 (1)川崎病合并 CAA 患儿的发病年龄 3 个月~7 岁,其中 1 岁内 13 例(40.62%),3 岁内 19 例

(59.38%),随访时间(3.0 5±2.76)年。观察终点年龄 1~12 岁,平均(3.52±2.06)岁。(2)随访<1 年组

CAA 无明显变化､ 回缩及狭窄的比例分别为 46.8%､ 47.5%及 3%;随访 1~3 年组 CAA 无明显变化

､ 回缩及狭窄的比例分别为 36.9%､ 38%及 19.7%:随访 3~5 年组 CAA 无明显变化､ 回缩及狭窄的

比例分别为 29%､ 36%及 32.5%。1~3 年､ 3~5 年与随访<1 年组相比较,CAA 发生狭窄的比例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x2=5.264､ 10.265､ 15.524,P=0.015､ 0.003､ 0.001)。(3)32 例患儿中双侧 CAA 组

13 例,单侧 CAA 组 19 例,双侧 CAA 组发生回缩比例低于单侧组(15.38%<36.84%)。两组患儿受累

冠状动脉转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32 例患儿中无其它并发症患儿 19 例,有其它并发症

患儿 13 例,无其它并发症组 CAA 回缩比例高于有其他并发症组(42.62%>25.47%),两组患儿受累冠

状动脉转归无统计学意义(P>0.05)。(5)32 例患儿中单抗治疗组患儿 22 例,双抗治疗组患儿 10 例,单
抗治疗组患儿 CAA 回缩比例高于双抗治疗组(36.87%>23.66%),两组患儿受累冠状动脉转归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川崎病合并 CAA 好发于 1 岁以下婴儿,尤其 6 个月以下婴儿。CAA 预后与患儿本身急性期的

病情轻重(包括合并症多少､ 急性期冠脉损伤情况及相应的治疗措施)相关,中小程度冠脉瘤扩张者冠

脉瘤回缩至正常比例相对中等及以上冠脉瘤扩张者高,预后相对较好。但随着随访时间增加,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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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 发生狭窄的比例明显升高,其中急性期伴其它合并症及中等及以上冠脉瘤扩张者冠脉狭窄发生

率更高。 
 
 
PU-3269 

Identification of a functional enhancer in DLL1 gene 
 

Huang Zitong 
Childre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o Screen and identificate  the functional enhancers in DLL-1 gene promoter 
Methods The protein level of DLL-1 was confirm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IHC)staining. ECR 
Browser was used to figure out potential enhancers in DLL-1 promoter region. Luciferase 
transfect assay and transgenic zebrafish models were performed to analysis the function of the 
enhancer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DLL-1 showe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OF patients (P<0.05). The 
luciferase activation of vector containing enhancer 1# and enhancer 2# wa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pGL3-promoter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ation increased about 1.2-fold in 3T3, and 2.0-fold in 
H9C2, P < 0.05). The luciferase activation of vector containing enhancer 1# was also increased 
(about 1.4-fold in 3T3 and 2.3-fold in H9C2 , P < 0.05). However, luciferase activation of 
enhancer 2# alone showed no difference with pGL3-promoter. In transgenic zebrafish models, 
the DLL1-enhancer 1# construction showed expression of GFP in heart (P < 0.0001). 
Conclusions The functional enhancer region (enhancer 1#) ranging from -515bp to -
276bp upstream to 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of DLL-1 gene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gene 
expression. 
 
 
PU-3270 

Notch 信号通路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阿霉素诱导 
 

张彩宁
1,迟静薇

2,李荣
3,毛成刚

4,王哲哲
1,李自普

1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甲状腺重点实验室 
3.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脏超声室 

4.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肾免疫儿科 
 

 
目的 探究肌肉注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阿霉素诱导的扩张型心肌病大鼠心肌组织中 Notch 信

号通路的活性。 
方法 110 只 SPF 级健康､ 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20 只)､ 扩张型心肌病组(简称 DCM 组,90
只)。DCM 组大鼠持续 8 周､ 每周 1 次经腹腔注射阿霉素构建扩张型心肌病模型,将建模成功后的

60 只 DCM 组大鼠随机分为 DCM 对照组(简称 DMEM 组)､ hHUCMSCs 低剂量组(简称低剂量组)
､ hHUCMSCs 高剂量组(简称高剂量组),分别经肌肉注射 DMEM､ 低剂量干细胞和高剂量干细胞治

疗。hHUCMSC 治疗 2 周及 4 周后,应用超声心动图和血浆 BNP 水平评估地鼠心功能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心肌组织 NICD(或者 N1ICD,Notch 信号通路游离的胞内段)和 Notch 信号通路下

游因子 Hes1 的蛋白含量。 
结果 正常组大鼠治疗前､ 治疗 2 周及 4 周后超声心动图结果无显著差异(P>0.05);hHUCMSCs 移植

2 周后 DMEM 组､ 低剂量组及高剂量组治疗前后超声心动图超声结果无显著差异

(P>0.05);hHUCMSCs 移植 4 周后 DMEM 组､ 低剂量组及高剂量组治疗前后 LVEDD､ LVESD 无

显著差异,而低剂量组 LVEF(78.4±2.4 %)､ LVFS(42.0±2.9 %),高剂量组 LVEF(79.0±1.87 %)､
LVFS(43.8±3.0 %)明显好转,且 DMEM 组 LVEF､ LVFS 显著低于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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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治疗 4 周后各组之间心肌组织中 NICD､ Hes1 蛋白含量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阿霉素诱导的扩张型心肌病大鼠 Notch 信号通路活性较正常组无显著改变,肌肉注射

hUCMSCs 可明显改善心功能,但对心肌组织 Notch 信号通路的活性无显著影响。 
 
 
PU-3271 

RAF1 基因新生突变致 LEOPARD 综合征一例 
 

张彩宁
1,王本臻

1,聂娜娜
2,毛成刚

2,李自普
1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肾免疫儿科 

 
 
目的 对 1 例 LEOPARD(LS)综合征患儿进行肥厚型心肌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检测,以明确其致病基

因。 
方法 收集该 LS 患儿及其父母的临床资料和外周血,设计肥厚型心肌病捕获芯片(由美国 Agilent 公司

设计)､ 高通量二代测序､ 生物信息分析及突变验证。 
结果 先证者女,16 岁 5 个月,出生后即发现面部及颈部散在数个咖啡斑､ 雀斑样痣。3 岁时因反复患

肺炎,检查时发现肥厚性心肌病。患儿发育迟缓,智力低下,认知能力差。月经紊乱,2 次/年,月经量中

等,持续 10 天左右。体检:身高 138.1cm,体重 38.8Kg,发育稍差,视力减退,听力正常,全身多发直径

1~12mm 雀斑样痣､ 咖啡斑,面部为主,边界清,皮肤粗糙,瞳距过宽,鼻唇沟较深,唇厚,耳廓肥厚,血压

100/62mmHg,心率 96 次/分,心律齐,未闻及杂音;手指细､ 小指末节畸形,漏斗胸,驼背,外生殖器外观

正常。父母未见异常,家族中无类似疾病,否认 4 代内近亲婚配史。ECG 显示窦性心律､ 左室肥大､

QT 间期延长､ ST 段下移;超声心动图显示左房扩大,室间隔基底段 2.2cm､ 中间段 2.1cm､ 心尖段

1.3cm､ 左室游离壁基底段 1.5cm､ 中间段 1.5cm､ 心尖段 1.5cm,左室流出道梗阻, 大梗阻速度

3.7m/s, 大压差 56mmHg,左室射血分数 68%。基因检测发现该患儿 RAF1 基因新生突变

c.1082G>C,在其父母外周血中未发现上述突变。 
结论 RAF1 基因新生突变 c.1082G>C 为导致该患儿临床表型的原因,且此位点基因突变为首次发

现。 
 
 
PU-327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 γ-分泌酶抑制剂诱导的 
扩张型心肌病叙利亚金黄地鼠的治疗作用 

 
王哲哲

1,迟静薇
2,李荣

3,毛成刚
4,聂娜娜

4,李自普
1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甲状腺重点实验室 

3.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脏超声室 
4.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肾免疫儿科 

 
 
目的 探究 Notch 通路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γ-分泌酶抑制剂(DAPT)诱导的扩张型心肌病叙利

亚金黄地鼠中的作用。 
方法 雄性健康叙利亚金黄地鼠(简称地鼠)60 只,随机分为正常组(15 只)､ 实验组(分为 DAPT 组､

DAPT 对照组､ 干细胞组,各 15 只)。其中实验组地鼠每天进行腹腔注射 γ-分泌酶抑制剂(DAPT)构
建扩张型心肌病(DCM)模型,同时每周分别向 DAPT 对照组(即 DMEM 组)和干细胞组肌肉注射干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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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重悬培养液 DMEM 和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HUCMSCs),应用超声心动图和血浆 BNP 水平评估

地鼠心功能情况,采用 HE 染色和 Masson 染色观察心肌组织变化情况。 
结果 血浆 BNP 水平提示,注射药物前､ 后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药物后 DAPT 组

(504.41±44.65 pg/ml)､ DMEM 组(467.70±52.92 pg/ml)与正常组(365.71±72.47 pg/ml)､ 干细胞组

(403.28±96.58 pg/ml)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干细胞组较正常组无显著差异(P>0.05)。
超声心动图结果示,注射药物前､ 后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药物后 DAPT 组､ DMEM
组与正常组､ 干细胞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干细胞组 LVEF(75.75±4.94 %)､  
LVFS(37.94±4.55 %)显著好转,与正常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E 染色显示,与 DAPT
组和 DMEM 组相比,正常组和干细胞组心肌细胞水肿减轻,炎性细胞浸润减少,心肌纤维排列较整

齐;Masson 染色显示干细胞组心肌间蓝染的胶原纤维沉积减少。 
结论 经腹腔注射 DAPT 可成功诱导扩张型心肌病地鼠疾病模型;四肢肌肉注射 hUCMSCs 可有效改

善 Notch 信号通路被抑制后引起的扩张型心肌病地鼠的心功能和心肌组织病理。 
 
 
PU-3273 

脑利钠肽在川崎病中的诊断价值 
 

熊振宇,张曦,盖勇,憨贞慧,马永涛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脑利钠肽(BNP)与川崎病(KD)的相关性,并评价其对 KD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将所选病例分为 KD 组､ iKD 组及对照组 3 组,并分别于入院时､ 大剂量静脉用丙种球蛋白

(IVIG)治疗后 24h､ 72h､ 7 天,动态检测血浆 BNP､ C 反应蛋白( CRP)及红细胞沉降率( ESR) 的数

值,对比血 BNP 在 3 组中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寻找血 BNP 水平的变化规律以及是否与 ESR 和
CRP 存在线性相关。 
结果  KD 组患儿 BNP 水平与 iKD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3,p>0.05),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

学意义(t=9.75,p<0.01);KD 患儿血浆 BNP 水平在发热第 2d 即可升高,第 5-6d 达高峰

[(213±151)pg/ml],然后逐渐下降,但发热 12d 内仍将维持较高水平,2 周后降至正常,其变化曲线与

ESR ､ CRP 呈正相关;IVIG 治疗后 24h 内 BNP 即明显下降(t=8.67, p<0.01);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32,(95%置信区间为 0.874-0.991),据 ROC 曲线选取血浆≥78pg/ml 作为诊断界点时,诊断川崎病

的特异度和敏感性 高,敏感度为敏感性 95.2%,特异性为 87.5%,准确率为 90.9%。 
结论 BNP 可为 KD 的诊断､ 治疗及冠状动脉病变等并发症的预测评估提供有效生物化学依据。 
 
 
PU-3274 

Copy number variants and Exome sequencing analysis of 6 
pairs Chinese monozygotic twins discordant for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yuejuan xu,Li Tingting,Pu Tian,Cao Ruixue,Long Fei ,Chen Sun,Sun Kun , Xu Rang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birth defects. More 
than 200 susceptibility loci have been identified for CHDs, yet a large part of the genetic risk 
factors remains unexplained. Monozygotic (MZ) twins have been considered to be genetically 
completely identical, however, discordant phenotypes have been found in MZ twins.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monozygotic twins. Our goal w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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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mutations present only in affected twins, pointing to novel candidates for CHD 
susceptibility loci. 
Methods We aimed to test if copy number variants (CNVs) and/or genetic mutation differences 
play a role in CHDs etiology by SNP genotyping array and whole exome sequencing of CHDs 
discordant twin pairs. 
Results We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or the CNVs and genetic mutation results of the 
selected individuals but detected no consistent differences within the twin pairs. 
Conclusions Our study confirms that chromosomal structure or genetic mutation differences do 
not seem to play a role in the CHDs-discordant MZ twins. 
 
 
PU-3275 

左侧三房心 52 例临床分析 
 

姜小坤,金梅,肖燕燕,丁文虹,王霄芳,韩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左侧三房心(cor triatriatum sinister,CTS)的临床表现及其诊断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1,1 至 2016,12,31 期间收治的左侧三房心患者,总结其临床表现及治疗。 
结果 左侧三房心患者 52 例,男女比例 22/30。所有患者术前经超声心动图检查明确诊断,其中 17 例

单纯三房心,14 例合并中央型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3 例合并室间隔缺损;3 例合并完全性房室隔缺

损+永存左上腔静脉;15 例合并其它畸形如法洛四联症､ 右室双出口及矫正型大动脉转位等。临床心

功能Ⅰ-Ⅳ级。一期手术根治 48 例,手术死亡 0 例,术前死亡 1 例,未手术 3 例。31 例单纯三房心(17
例)或仅伴有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14 例)患者,左房真房与副房间交通口直径越小,梗阻程度越重,
出现症状者越多,手术时间相对越早。 
结论 左侧三房心可单发或伴随其它心脏疾患,症状随梗阻程度及伴随疾病而异,及时手术治疗可获得

良好效果。 
 
 
PU-3276 

1 例新生儿期右心室流出道占位患儿围手术期的护理 
 

李明兄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介绍 1 例出生 5 天右心室流出道占位合并动脉导管未闭､ 卵圆孔未闭患儿的围手术期的护理 
方法 护理要点包括术前一般护理､ 预防并发症､ 以家庭为中心的整体护理模式;术后维持心功能､

做好呼吸道的管理预防 VAP､ 预防出血､ 加强营养支持及加强出院指导 
结果 患儿手术顺利,经过精心护理,康复出院 
结论 患儿原发性的心脏肿瘤比较罕见,我们只有制定完善的围手术期护理措施方能保证患儿的安

全。术前预防栓塞及缺氧发作是关键;术后着重维护心功能,控制出血,预防 VAP。在整个护理过程中

都要以家庭为中心,多与家长沟通,让家长参与患儿的护理,家长的信任与配合对患儿的恢复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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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77 

10 例肺动脉吊带矫治术后患儿呼吸道的护理 
 

韩玉,唐晓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目的 探讨 10 例肺动脉吊带矫治术后患儿呼吸道的护理要点及注意事项。 
方法 术后呼吸道护理重点为做好呼吸机的应用及管理,撤机后密切观察,加强胸部物理疗法,及时清除

呼吸道分泌物 
结果 本组患儿均手术成功,其中术后气管切开 2 例,气管插管 8 例,均能顺利脱机,术后恢复良好,无并

发症;患儿平均住院时间(65±28.17)天;随访 6 个月,复查心脏彩超､ 心电图及胸部增强 CT 无明显并

发症,生长发育正常。 
结论 肺动脉吊带矫治术后患儿呼吸道的护理是促进患儿术后康复的关键。 
  
 
 
PU-3278 

以咯血为主要表现的儿童先天性肺静脉狭窄 2 粒报告并文献复习 
 

吴方方
1,苗永红

1,张豫华
1,吴方方

1,苗永红
1,张豫华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相关病例及文献复习探讨先天性肺静脉狭窄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科收治的 2 例先天性肺静脉狭窄患儿的临床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 
结果 2 例患儿均为幼儿,以反复咯血为主要临床特征,均伴有中度肺动脉高压,分别通过心导管检查和

超声心动图确定诊断;2 例患儿狭窄部位均在肺静脉与左心房连接处,二支肺静脉狭窄 1 例, 一支肺静

脉狭窄 1 例,均未合并其他先天性心脏病。 
结论 肺静脉狭窄是一少见而棘手的疾病,几乎只见于伴或不伴各种先天性心脏病的幼儿,早期发生原

因难以解释的咯血症状和严重肺动脉高压 ,应考虑合并肺静脉狭窄,心导管和心血管造影及超声检查

可明确诊断,目前治疗困难,外科手术疗效不佳,导管治疗大多都发生再狭窄,需继续研究探讨。 
 
 
PU-3279 

丙种球蛋白无反应型川崎病诊治分析并文献复习 
 

那嘉,袁越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观察丙种球蛋白(IVIG)无反应型川崎病(KD)的药物治疗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 例 IVIG 无反应型 KD 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北京儿童医院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收治 IVIG 无反应型 KD 共 10 例,患儿年龄 5 月

~6 岁 9 月,男 5 例,女 5 例。其中 6 例给予甲泼尼龙(2mg/kg)治疗, 4 例给予英夫利昔单抗(5mg/kg)
治疗。1 例患儿在应用英夫利昔单抗 2 天后体温降至正常,其余 9 例患儿均在用药后体温降至正常,
且体温未再复升。KD 其他症状､ 体征,包括双眼球结膜充血､ 口唇干红､ 杨梅舌､ 皮疹､ 手足硬肿

等均有明显好转。炎性指标,包括白细胞(WBC)､ C-反应蛋白(CRP)､ 红细胞沉降率(ESR)均较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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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下降。其中 1 例 KD 复发患儿,首次发病应用 IVIG(6g/kg)后病情控制,复发后应用 IVIG(2g/kg),体
温及炎性指标无好转,应用英夫利昔单抗后体温降至正常,炎性指标好转。5 例患儿在出院时无冠状

动脉损害,3 例患儿合并双侧冠状动脉扩张,2 例患儿合并双侧冠状动脉瘤。 
结论 IVIG 无反应型 KD 患儿应用甲泼尼龙或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均获得良好疗效。对于是否能够改

善冠脉损害的结果,尚需大样本临床资料研究及长期跟踪随访。 
 
 
PU-3280 

儿外科首诊 4 例川崎病临床分析 
 

纪志娴,王本臻,邴振,罗刚,李自普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目的  探讨川崎病非特征性的儿外科临床表现特点,为川崎病早期诊断和避免漏诊､ 误诊积累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儿外科首诊的 4 例川崎病,分析其临床表现､ 诊疗过程

和相关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并查阅相关文献。 
结果 4 例患儿分别以急腹症､ 不完全性肠梗阻､ 化脓性淋巴结炎收入儿外科。4 例患儿入院前均有

反复高热病史,体温>38.5℃,血常规提示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比例及 C 反应蛋白明显升高,入院前抗

生素治疗效果不理想。例 1,男,8 岁,主诉“腹痛 4 天”,查体右下腹疼痛伴反跳痛,腹部超声提示“阑尾

炎”,急诊行剖腹探查术,但术中阑尾未见异常,术后患儿仍反复高热,并出现球结膜充血､ 口唇皲裂､

淋巴结肿大､ 皮疹等典型川崎病症状。例 2,女,2 岁 3 月,因“腹泻伴发热 5 天,呕吐 2 天”入院,腹部立

位片提示不完全性肠梗阻,予以禁饮食及静脉补液,查体时见患儿存在皮疹､ 球结膜充血､ 淋巴结肿

大､ 口唇皲裂及手足硬肿等川崎病典型表现,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 C 反应蛋白､ 红细胞沉降率均

明显升高,进一步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左冠状动脉轻度扩张。例 3 和例 4 均以“化脓性淋巴结炎”收
入院。例 3,女,5 岁,“发热 4 天,淋巴结肿大 2 天”入院,伴有球结膜充血､ 口唇皲裂､ 皮疹､ 肛周皮肤

潮红和手足硬肿,肝脏转氨酶异常升高,白细胞总数和 CRP 进行性升高;例 4,女,1 岁,因“发热 8 天,颈
部淋巴结肿大 2 天”入院,查体球结膜充血､ 卡介苗接种处红斑再现､ 皮疹和手足硬肿。4 例患儿明

确诊断后转入心脏中心继续治疗,予以免疫球蛋白 2.0g/kg 和阿司匹林(30-50mg/kg),均治愈出院。

随访至今,所有患儿冠状动脉均无扩张。 
结论 川崎病为全身性的血管炎症,可出现腹痛､ 腹泻､ 不完全性或完全性肠梗阻等胃肠道功能障碍

表现,也可能由化脓性淋巴结炎等感染性疾病诱发。儿科各相关专业医师应提高对川崎病的认识和

警惕,以期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积累经验。 
 
 
PU-3281 

EGCG 预防老年小鼠心脏 cTnI 下降的研究 
 

贾忠莉
1,2,全珺珺

1,2,刘玲娟
2,田杰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儿童发育疾病研究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3-gallate,EGCG]是否可以预防老年小鼠

心脏 cTnI 下降,并阐明其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3 月龄,12 月龄,14 月龄,16 月龄和 18 月龄小鼠心脏,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cTnI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12 月龄小鼠随机分为四个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EGCG 低剂量组

(EGCG 50mg/(kg.d)),EGCG 中剂量组(EGCG 100mg/(kg.d))和 EGCG 高剂量组(EGCG 
200mg/(kg.d)),通过饮水持续干预 6 个月,3 月龄小鼠作为青年对照组。RT-PCR 检测 cTn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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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AC1 的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 cTnI 的蛋白表达,CHIP-Q-PCR 检测 cTnI 启动子区域

H3K9 乙酰化水平和 HDAC1､ GATA4､ Mef2c 在 cTnI 启动子区域的结合水平。 
结果 小鼠衰老过程中,cTnI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量在 16 月龄及以后明显低于 12 月龄(p<0.05)。在

18 月龄老年小鼠心脏中,cTnI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下降(p<0.05),HDAC1 的 mRNA 表达水平

升高(p<0.05),cTnI 基因启动子区域 HDAC1 结合水平升高,H3K9 乙酰化水平和转录因子 GATA4 和

Mef2c 结合水平下降(p<0.05)。EGCG 干预 6 个月后, EGCG 高､ 中､ 低三个剂量均能有效抑制

HDAC1 表达水平和结合水平(p<0.05),EGCG 高剂量能有效上调 cTnI 启动子区域 H3K9 乙酰化水平

(p<0.05),EGCG 中､ 高剂量升高转录因子 GATA4 和 Mef2c 在 cTnI 基因启动子区域的结合水平

(p<0.05),增加 cTnI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p<0.05),其中 EGCG 高剂量组能使 cTnI 的 mRNA 和蛋白

表达水平保持在青年组水平(p>0.05)。 
结论 EGCG 高剂量通过抑制 HDAC1 的表达和结合有效防止老年小鼠心脏 cTnI 下降。 
 
 
PU-3282 

小鼠免疫性冠状动脉炎内皮细胞线粒体改变的初步研究 
 

濮祥强
1,2,吕海涛

2,孙凌
2 

1.苏州大学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初步观察小鼠免疫性冠状动脉炎血管内皮细胞线粒体动态变化。 
方法 选取 60 只 5 周龄 C57BL/6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实验组(n=30)和对照组(n=30)。分别连续 5 d 给

予腹腔注射白色念珠菌水溶物 8 mg/只或磷酸盐缓冲液(PBS)。在 后一次注射后的 24h､ 3d､ 7d
､ 14d 及 28 d,每组取 6 只小鼠处死,测量小鼠体质量､ 心脏质量,检测小鼠血常规,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定量检测血浆中 IL-6 及 TNF-α 水平。留取小鼠心脏标本,行组织病理学苏木精-伊红(HE)染色检

查。运用透视电镜观察冠状动脉内皮细胞线粒体结构。 
结果 (1)实验组小鼠体质量､ 心脏质量各时间点均较对照组降低,体质量在 24h､ 3d 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均<0.05)。心脏质量在 7d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与对照组相比较,在各个时间点

上,实验组小鼠血白细胞､ 血小板数值,血浆 IL-6 及 TNF-α 水平均增高,在 24h､ 3d､ 7d 时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均<0.05)。(3)实验组小鼠在冠状动脉组织病理学上,急性期(3d)主要表现为内皮细胞肿

胀,中性粒细胞细胞､ 淋巴细胞浸润,中期(14d)在血管炎症细胞浸润的基础上,出现弹力纤维断裂､ 血

管瘤形成。后期(28d)炎症细胞浸润减少,血管内皮细胞肿胀减轻。(4)透视电镜下实验组小鼠冠状动

脉内皮细胞线粒体表现为线粒体数量减少,线粒体肿胀､ 空泡样变,嵴模糊､ 减少,基质电子密度降

低。3d 时实验组线粒体改变 为明显,在 28d 时恢复接近正常对照组。 
结论 白色念珠菌水溶物连续腹腔注射诱导 C57BL/6 小鼠,从血常规指标､ 血浆炎症因子､ 组织病理

学染色等均提示能够成功复制出与人川崎病相似的免疫性冠状动脉炎模型。在免疫性冠状动脉炎模

型基础上,动态观察了冠状动脉内皮细胞炎症状态下线粒体的外观改变,提示内皮细胞线粒体参与免

疫性冠状动脉炎过程。 
 
 
PU-3283 

膜周部室间隔缺损患儿行介入封堵治疗的临床疗效 
 

蔡本龙,李涛,肖玉,胡要飞,朱辉银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观察膜周部室间隔缺损(VSD)患儿行介入封堵术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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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膜周部室间隔缺损患儿 45 例,经临床及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或经食管超声(TEE)确诊,并行左

右心导管､ 左心室造影检查,确定室间隔缺损大小及位置,应用经皮导管 VSD 介入封堵治疗[方法: 
Amplatzer 第二代封堵器(ADO-II)封堵法],术后即刻行左心室造影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观察疗效,
术后 1d､ 1 个月､ 3 个月､ 6 个 月､ 1 年行经胸超声心动图､ X 线胸片､ 心电图随访观察。 
结果 经皮导管 VSD 介入封堵成功率 97.8%。失败原因:伴重度肺动脉高压放置封堵器时严重室性心

律失常 1 例。并发症:术后 1h 左向右分流 1 例,三尖瓣少量返流 7 例,二尖瓣少量返流 1 例,降主动脉

血流速度增快 1 例。 
结论 经皮导管 VSD 介入封堵治疗创伤小,操作安全,并发症低,在适应证范围内可以替代外科治疗。 
 
 
PU-3284 

BTNL2 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的相关性研究 
 

冯万禹,于少飞,朱华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探讨嗜乳脂蛋白样-2 基因(butyrophilin-like 2,BTNL2)2 个功能性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与中国汉族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患儿易感性及冠状动脉损

害和 IVIG 抵抗之间的关系,为川崎病基因学研究提供一定的数据基础。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关联研究,选取 65 例中国汉族川崎病患儿和同期民族､ 性别､ 年龄相匹配的 92
例中国汉族健康儿童。采用 IonPGM 测序(CHIP314 芯片),检测所有样本 BTNL2 基因 rs1555115､
rs2395158 两个多态性位点的基因型。使用 SPSS 20.0 等软件分析受试对象被检测出的数据。 
结果 BTNL2 基因 rs1555115､  rs2395158 在川崎病组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314)。
BTNL2 基因 rs1555115 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在川崎病合并冠状动脉损害组与不合并冠状动脉

损害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22)。BTNL2 基因 rs2395158 A､ G 等位基因在川崎病合并冠

状动脉损害组与不合并冠状动脉损害组之间有显著差异(P=0.009)。BTNL2 基因 rs1555115
､  rs2395158 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在 IVIG 敏感和抵抗的两组之间无差异性(P=0.381)。 
结论 BTNL2 基因 rs1555115､ rs2395158 位点与中国汉族儿童川崎病发病无显著相关性,但携带

rs2395158 位点 G 等位基因及 AG､ GG 基因型的儿童较携带 A 等位基因､ AA 基因型更容易发生

川崎病,有较高的患病风险。BTNL2 基因 rs2395158 位点的 A､ G 等位基因与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

损害显著相关(P=0.009),提示 A､ G 等位基因可能是冠状动脉损害的危险因素。BTNL2 基因多态性

与 IVIG 疗效无相关性。 
 
 
PU-3285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 9 例临床分析 
 

陈希,袁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川崎病休克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法。 
方法 研究对象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治的 9 例川崎病

休克综合征。回顾性分析本组病例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影像检查与治疗方法。 
结果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的发生率为 0.67%(9/1343 例)。确诊时中位数年龄为 3.9 岁。除具备川崎病

的临床表现外,川崎病休克综合征患儿可出现持续性血压下降､ 腹痛､ 浮肿､ 呼吸困难或精神意识

改变等。相较于不伴休克的川崎病患儿,川崎病休克综合征患儿的白细胞总数(20.2 vs 15.9×109/L)
､ C 反应蛋白(111.7 vs 87.4mg/L)､ 血沉(75.5 vs 66.0mm/h)更高,且冠状动脉病变发生率(55.6%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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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更高。9 例患儿均应用大剂量丙种球蛋白治疗,其中 8 例联合应用糖皮质激素,7 例联合应用

血管活性药物。 
结论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患儿可出现消化道､ 肾脏､ 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相关临床表现。相较于不

伴休克的川崎病患儿,川崎病休克综合征患儿的炎性指标､ 冠状动脉病变发生率更高。除应用大剂

量丙种球蛋白外,及时给予糖皮质激素､ 血管活性药物是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 
 
 
PU-3286 

神经肽 Y 在儿童血管迷走性晕厥中的变化及意义 
 

徐文瑞,杜军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至今为止,血管迷走性晕厥(vasovagal syncope, VVS)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神经肽

Y(neuropeptide Y, NPY)作为一种在心血管系统分布广泛的神经肽,对外周血管有强有力的收缩效应,
对于心肌则具有负性肌力作用。因此本课题拟探索 NPY 在儿童血管迷走性晕厥的变化及其意义,以
期进一步揭示血管迷走性晕厥的发病机制。 
方法 将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以不明原因晕厥､ 头晕､ 胸闷等主诉就诊于我院儿科晕

厥专业门诊､ 并经直立倾斜试验(head-up tilt test,HUTT)确诊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的 50 例儿童(平均

年龄 11.0±2.2 岁)作为血管迷走性晕厥组,并将在体检儿童中招募的 31 例健康儿童(平均年龄

12.0±0.8 岁)作为对照组。对比血管迷走性晕厥组与对照组儿童平卧位基线血清 NPY 含量差异;分
析血管迷走性晕厥患儿在 HUTT 中血清 NPY 含量及相应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改变,并进行相关性分

析。 
结果 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基线血清 NPY 含量低于健康儿童(0.34±0.12 vs. 0.46±0.13 pg/ml, 
P<0.01)。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在 HUTT 阳性时刻外周血管阻力(total peripheral vascular 
resistance,TPVR)较平卧位显著增加(4.77±3.53 vs. 2.35±0.97 mmHg.min/L, P<0.01),心输出量

(cardiac output,CO)较平卧位显著降低(0.98±0.71 vs. 2.54±1.26 L/min, P<0.01)。血管迷走性晕厥

患儿 HUTT 阳性反应时刻血清 NPY 含量与平卧位基线血清 NPY 含量差值(DNPY)与 HUTT 阳性反

应时刻 TPVR 呈正相关(r=0.283, P<0.05),但与 HUTT 阳性反应时刻 CO 呈负相关(r=-0.288, 
P<0.05)。 
结论 在 HUTT 阳性时刻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 TPVR 较平卧位显著增加,CO 较平卧位显著降低;在直

立倾斜体位下,NPY 可能通过增加 TPVR 及降低 CO,从而参与血管迷走性晕厥儿童的晕厥发作机

制。 
 
 
PU-3287 

紫绀型先心病患儿分期行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 
的早期死亡原因分析 

 
李珊

1,张智伟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广东省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分期行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手

术(TCPC)患儿病例资料,评估影响住院死亡的危险因素。 
方法 对术后 4 例住院死亡病人进行归纳概括一般情况,分别对术前､ 术中､ 术后因素进行单因素及

多因素回归分析。总结 TCPC 术后早期住院死亡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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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术中体外循环时间(Z=-3.370,P= 0.001)､ 机械通气时间(Z=-
3.351,P=0.001)､ 胸管留置时间(Z=-2.325,P=0.042)､ 开胸止血 P<0.001､ 胸腔积液

(χ2=2.876,P=0.023)､ 腹膜透析 P<0.001 为影响住院死亡的危险因素。在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中,可见机械通气时间(P=0.088,OR 值 1.029,95%CI 为 1.008~1.064)､ 胸管留置时间(P=0.020,OR
值 10.43, 95%CI 为 1.006~1.080)､ 开胸止血(P=0.023,OR 值为 204.85,95%CI 为
2.058~20386.990)､ 腹膜透析(P=0.025,OR 值为 170.093,95%CI 为 1.929~14998.776)为住院死亡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术后机械通气､ 胸液引流､ 术后活动性出血､ 早期肾功能不全为影响住院死亡的危险因素。 
 
 
PU-3288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 362 例效果分析 
 

刘震宇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分析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的效果及并发症。 
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心血管中心介入治疗的 362
例先心病患儿为研究对象,针对 PDA 患儿采用蘑菇伞封堵法､ 弹簧圈封堵法､ 国产 ADOII 封堵

法,VSD､ ASD 患儿采用蘑菇伞封堵法,PS 患儿采用肺动脉瓣球囊扩张术单球囊法和双球囊法。 
结果 352 例患儿成功完成手术,手术成功率为 97.24%,术中死亡病例为 1 例重度 PS 合并冠状窦间

隙开放患儿;转外科治疗 5 例,包括术中行心导管检查发现 PDA 合并主动脉弓离断畸形 2 例,PDA 合

并主动脉缩窄 1 例,ASD 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 2 例;中止手术 4 例,包括术中发现 VSD 已快愈合而不

需手术的 3 例,VSD 术中出现 III 度房室传导阻滞而中止手术的 1 例。352 例成功完成手术的患儿中

7 例术后出现并发症,发生率为 1.99%,3 例残余分流,术后 6 个月随访时,残余分流均消失;3 例心律失

常,术后 6 个月随访时 1 例 VSD 封堵术的患儿仍存在散在室性早搏,其余患儿心电图均恢复正常;1 例

股动脉血栓经溶栓治疗痊愈。 
结论 儿童先心病介入治疗的成功率高,并发症的发生率较低,但应严格掌握适应证与禁忌症,熟练掌握

操作技术,术后需长期随访。 
 
 
PU-3289 

充血性心力衰竭患儿血清醛固酮水平与心肌重塑的相关研究 
 

王萌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研究充血性心力衰竭患儿血清醛固酮变化,探讨其与心肌重塑的关系。 
方法 检测充血性心力衰竭患儿组治疗前､ 治疗 24 小时､ 1 周､ 1 月,平卧位血清 ALD 水平,左心房

室腔径及心功能指标,选取性别､ 年龄匹配的正常体检小儿作为对照组。 
结果 病人组各项指标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人组在治疗后 24 小时､ 1 周､ 1 月时,
血清醛固酮水平与左室射血分数､ 心输出量､ 左房内径指数､ 左室舒张末期前后径指数和左心房室

腔径指数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充血性心力衰竭患儿血清醛固酮水平和心肌重塑有关,降低血清醛固酮水平有助于抑制心肌重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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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0 

本文主要探讨机体的生长素缺乏症(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GHD)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张艳芳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对 60 例患有生长素缺乏症的患者,分为生长素缺乏症治疗组为 A 组,生长素缺乏症未治疗组为

B 组,比较两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方法 A 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低于 B 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A 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低于 B 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生长激素缺乏症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死亡率,导致机体心脏结构及功能损害､ 脂质代

谢异常,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危害机体健康。 
 
 
PU-3291 

儿童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 65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结果 
 

庞玉生,罗柳,覃素元,苏丹艳,叶冰冰,陈成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 11 年间住院儿童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的临床资料并随访,总结归纳其临

床特点及预后,以提高对儿童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的认识,为该病的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首次住院,出院诊断

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病例的临床资料并随访,总结其临床特点及辅助检查结果,出院病例采用门诊

或电话随访,以死亡或心脏移植为终点事件。 
结果 共收集病例 65 例,其中男 38 例(58.5%),女 27 例(41.5%),男:女=1.4:1,中位年龄 7 月(1~108 月),
≤6 月者 31 例,7~12 月者 16 例,13~36 月者 15 例,37~60 月者 2 例,>60 月者 1 例。绝大多数患儿就

诊时伴有呼吸系统症状和心功能不全的症状,体征主要为心音减弱､ 肝脏增大､ 伴心脏杂音等,呼吸

道感染为主要合并症,年长儿心功能按 NYHA 分级 I､ II 级者 8 例,III､ IV 级者 5 例,婴儿按改良 Ross
分级法评分 0~6 分者 44 例,7~12 分者 8 例。61 例心肌酶谱检查结果: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正常

40 例,升高 21 例。51 例心肌肌钙蛋白 I(cTnI)检查结果,正常 20 例,升高 31 例。63 例心电图检查结

果,心电图异常情况包括:ST-T 改变 25 例,异常 Q 波 10 例,5 例存在室性早搏,2 例传导阻滞,其中 1 例

为预激综合症。65 例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其中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20 者 1 例,21~30 者 13
例,31~40 者 15 例,41~50 者 20 例,>50 者 16 例。左心室内径缩短率(LVFS):≤30 者 45 例,肺动脉

压升高 25 例。57 例胸部 X 线检查结果,心胸比率 0.55~0.59 者 3 例,0.60~0.65 者 13 例,0.66~0.70
者 17 例,>0.70 者 7 例。首次住院死亡 1 例,64 例出院病例门诊或电话随访,完成随访 44 例,失访 20
例,死亡 6 例,均为起病后前 6 个月内死亡。随访时间 1~105 月,平均 30.3 月,随访满 12 个月者 36 例,
随访满 36 个月者 20 例,随访满 60 个月者 9 例,所有随访病例进行心脏移植 0 例。 
结论 (1)EFE 发病年龄多小于 1 岁,尤多见于 6 个月内婴儿,(2)EFE 起病后前 6 个月内死亡率高,若能

在此阶段阻止病情一步恶化,则远期预后较好。(3)本研究 EFE 的 1 年､ 5 年生存率均为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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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92 

儿童原发性心肌病 69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结果 
 

庞玉生,罗柳,苏丹艳,覃素元,叶冰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 11 年间住院儿童原发性心肌病的临床资料并随访,总结归纳其临床特点及

预后,以提高对儿童原发性心肌病的认识,为该病的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首次住院,出院诊断

原发性心肌病病例的临床资料并随访,总结其临床特点及辅助检查结果,出院病例采用门诊或电话随

访,以死亡或心脏移植为终点事件。 
结果 共收集病例 69 例,其中男 34 例(49.3%),女 35 例(50.7%),男:女=1:1.02,中位年龄 89 月(6~168
月)。扩张型心肌病(DCM )49 例,肥厚型心肌病(HCM)7 例,限制型心肌病(RCM )9 例,致心律失常性

右室心肌病(ARVC)4 例。绝大多数患儿就诊时伴有呼吸系统症状和心功能不全的症状。66 例心电

图检查结果,心电图异常情况包括:ST-T 改变 25 例,异常 Q 波 10 例,室性早搏 5 例,传导阻滞 4 例,其
中 3 例为预激综合症。69 例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20%者 2 例,21%~30%
者 14 例,31%~40%者 18 例,41%~50%者 10 例,>50%者 25 例。左心室内径缩短率(LVFS)≤30%者

25 例。58 例胸部 X 线检查结果,心胸比率:0.55~0.59 者 10 例,0.60~0.65 者 10 例,0.66~0.70 者 17
例,>0.70 者 15 例。4 例及其近亲家属行心血管基因检测,HCM 2 例,发现 β 肌球蛋白重链基因

MYH7c.2156G>A(p.Arg719Gln)､ 肌球蛋白结合蛋白 C 基因 MYBPC3 c.530G>A(p.Arg177His)两
个已知致病突变;DCM 1 例,发现的杜兴氏肌营养不良基因 DMDc2473T>G(p.Trp825Gly)有可能是

致病突变;RCM 1 例,发现的基因突变致病性均尚未见报道。69 例出院病例门诊或电话随访,完成随

访 43 例,死亡 18 例,失访 26 例。随访时间 0~131 月,平均 23.7 月。其中 DCM 随访 30 例,死亡 13
例,失访 19 例,所有随访病例进行心脏移植 0 例。 
结论 (1)DCM 是儿童原发性心肌病中 常见的类型,且发病年龄以大于 5 岁为主。(2)发现的

DMDc2473T>G(p.Trp825Gly)错义突变有可能是致病突变。(3)DCM 的 1 年生存率为 68.2%,5 年生

存率为 54.4%。(4)原发性心肌病总体 1 年生存率 67.2%,5 年生存率 50.5%。 
 
 
PU-3293 

川崎病不同诊断标准诊断价值的比较 
 

李瑞菡
1,李自普

1,聂娜娜
2,毛成刚

2,林毅
2,王本臻

1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肾免疫儿科 
 

 
目的 比较川崎病四种诊断标准(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 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与自拟标准的诊断价

值。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 - 2016 年 12 月在以“发热” 就诊,临床拟诊为 KD 的患儿 300 例。以经临床

随访､ 实验室检查和心脏超声 后确诊 KD 为金标准,按照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 国内标准､ 国际标

准和自拟标准对临床拟诊 KD 患儿分别进行诊断分组,其诊断结果分为“典型 KD”､ “不典型 KD”和“排
除 KD”。比较 5 种诊断标准的诊断价值(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率､ 假阳性率､ 假阴性率､ 阳性预

测值､ 阴性预测值)。 
结果 300 例临床拟诊为 KD 的患儿中均有发热,手足改变 196 例(65.3%),口腔改变 225 例(75%),球
结膜充血 242 例(80.7%),皮疹 213 例(71%),颈部淋巴结肿大 72 例(24%),卡斑红肿再现 67 例

(22.3%),42 例(14%)冠状动脉扩张。经临床随访､ 实验室检查和心脏超声 后确诊 KD 患儿 264 例,
排除 36 例。自拟标准确诊 259 例,其中典型 KD235 例,不典型 KD24 例,排除 41 例;国内标准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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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例,其中典型 KD140 例,不典型 KD89 例,排除 71 例;日本标准及美国标准均确诊 223 例,其中典

型 KD 为 140 例,不典型 KD83 例,排除 77 例;国际标准确诊 127 例,排除 173 例。自拟标准､ 国内标

准､ 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特异性分别为 91.5%､ 85.1､ 72%､ 72%和 100%;自拟标准

､ 国内标准､ 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敏感性分别为 96.8%､ 87.7%､ 83%､ 83% 和
48.1%。自拟标准､ 国内标准､ 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98.4%､
96.9%､ 94.1%､ 94.1% 和 100%。自拟标准与国内标准､ 国际标准､ 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的

Youden 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 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相比,自拟标准将其他标准提供的主要条件及参

考诊断条件进行总结归纳,结合我国的国情,根据各诊断条件出现的几率及临床价值,将诊断条件分为

必备条件､ 主要条件､ 次要条件,分别给予明确的定义,并将诊断条件进行排列组合,得出的诊断结果

分为典型､ 不典型和排除病例,明显提高了诊断标准的条理性､ 简便性和实用性,使 KD 的诊断更加

明确和规范化。自拟标准中将卡斑再现和心脏超声改变归类为主要条件,并增加了相关的临床次要

条件,在不影响诊断特异性的前提下提高了 KD 的敏感性和准确率。自拟标准将颈部淋巴结肿大提高

到≥2.5cm,并将皮疹和淋巴结肿大同时出现合并为主要条件,增加了 KD 诊断标准的特异性,更适合

我国小儿 KD 的诊断。 
 
 
PU-3294 

两例胎儿宫内肺动脉瓣球囊扩张术及其随访 
 

玉今珒
1,潘微

2,张智伟
1,庞程程

2,周成斌
2,张旭

1,李渝芬
1,庄建

3 
1.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儿科,广东省华南结构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2.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母胎医学科,广东省华南结构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3.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外科,广东省华南结构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目的 总结我国第一､ 第二例胎儿宫内心脏介入治疗,为该技术的推广提供经验。 
方法 两例胎儿均在孕 28 周时进行胎儿宫内心脏介入治疗,采用 18G 穿刺针建立操作轨道,选择

4.00mm*9mm 冠脉球囊对肺动脉瓣进行扩张。手术全程均在母体全麻及超声监测下完成。第一例

胎儿的超声心动图提示为肺动脉闭锁/室间隔完整,三尖瓣与二尖瓣瓣环径比值为 0.56,右心室与左心

室长径比值为 0.42,三尖瓣流入时间占心动周期 26%,肺动脉瓣与主动瓣瓣环径比值为 0.85;第二例

为极重度肺动脉瓣狭窄/室间隔完整,三尖瓣与二尖瓣瓣环径比值为 0.7,右心室与左心室长径比值为

0.63,三尖瓣流入时间占心动周期 35%,肺动脉瓣与主动瓣瓣环径比值为 0.91。两例胎儿超声心动图

均可探及发育不良的右心室､ 重度三尖瓣返流及增大的卵圆孔,动脉导管内探及由降主动脉逆向灌

注供应肺动脉的血流,但主肺动脉及左､ 右肺动脉发育尚可。 
结果 第一例患儿生后血氧饱和度为 80-90%,超声心动图提示极重度肺动脉瓣狭窄､ 动脉导管未闭

､ 房间隔缺损､ 右室发育不良､ 中度三尖瓣狭窄并返流。经心外科医师讨论后,患儿接受了改良 B-T
分流术､ 肺动脉瓣切开成形､ 房间隔缺损扩大､ 动脉导管结扎术。近期复查血氧饱和度为 82-85%,
右室发育欠佳,肺动脉瓣开口径 2.9mm。第二例患儿生后血氧饱和度在前列地尔静脉持续泵入下维

持于 85-90%。超声心动图提示重度肺动脉瓣狭窄､ 动脉导管未闭､ 卵圆孔未闭(右向左分流)､ 轻

度三尖瓣狭窄并重度返流。于生后 17 天接受肺动脉瓣球囊扩张术,术中分别采用 4.0mm*12mm 和

8mm*12mm 冠脉球囊进行扩张。出院时患儿血氧饱和度约 90%,肺动脉瓣开放口径:5.4mm,跨瓣压

差:25mmHg,动脉导管已自然闭合。近期复查血氧饱和度维持于 80-85%,肺动脉瓣开口径 6.1mm,跨
瓣压差 40mmHg。 
结论 对于肺动脉瓣膜性闭锁或极重度肺动脉瓣狭窄的胎儿,宫内心脏介入治疗是一项可以改善预后

､ 提高双心室矫治率的治疗方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411 
 

PU-3295 

一例新生儿顽固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患儿 
行食道调搏复律的护理配合 

 
张小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目的:探讨新生儿心律失常行食道调搏复律术的治疗方法以及术中的护理配合。 
方法 方法:对一名新生儿顽固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患儿采取积极抢救､ 强心､ 控制感染､ 有效胸部物

理治疗等针对性治疗等一般救治措施的同时,给予普罗帕酮､ 胺碘酮､ 利多卡因等药物复律,以及体

外电除颤等方法复律无效的情况下行食道调搏复律,观察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 临床症状和体征,并
进行总结评价。 
结果 结果:患儿成功实施食道调搏复律,心率降至 135 次/分,转为窦性心律。经过急救小组紧密配合,
精心护理,积极救治,患儿病情情迅速好转,治愈出院。 
结论 结论:顽固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在新生儿较为罕见,发病隐匿,及时准确的诊断病情并采取积极有效

的治疗护理措施,可提高此类患儿的救治水平。 
 
 
PU-3296 

儿童以严重高血压就诊的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17 -α-羟化酶缺乏症 

 
魏红玲,鲁珊,王新利,李佳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分析 1 例因严重高血压就诊的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17-α-羟化酶缺乏症临床资料,
探讨 17-α-羟化酶缺乏症临床特点,以提高对儿童继发性高血压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 对 2017 年 4 月我科收治的 1 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17-α-羟化酶缺乏症患儿进行详

细病史收集､ 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同时进行患儿及其父母基因检 
结果   (1)患儿,社会性别为女性,14 岁,主因“发现血压升高 11 天”入院。患儿于中考体检时发现血压

为 130/80 mmHg,监测收缩压波动于 138~150 mmHg,舒张压波动于 90~100 mmHg,外院检查甲状

腺功能及血电解质等生化检查均正常。无月经来潮。独生女。父母非近亲结婚,否认家族史。(2)体
检:体质量 47kg,身高 156 cm,血压 146/90 mmHg,精神､ 反应好,肤色偏黑,乳腺未发育,无腋毛､ 阴

毛,外阴为幼女型。(3)实验室检查:血钾 3.57 mmol/L;肾素活性(卧位)0.03ng/ml,血管紧张素 II(卧
位)48.99pg/ml,醛固酮(卧位)154.78pg/ml;肾素活性(立位)<0.1ng/ml,血管紧张素 II(立位)43.75pg/ml,
醛固酮(立位)145.45pg/ml,肾素及血管紧张素减低,但醛固酮水平正常;性激素水平:雌二醇 168 
pmol/L,睾酮<0.69nmol/L;皮质醇 1.3Ug/dl,明显减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77.7pg/ml。外周血染色体

46,XY。妇科超声提示未见卵巢及子宫。肾上腺 CT 平扫+增强提示双侧肾上腺增粗,右侧肾上腺内

侧肢见 3 mm 低密度结节。垂体 MRI 平扫+增强提示垂体上缘饱满,Rathke 囊肿可能性大。腹盆腔

增强 CT 提示:双侧腹股沟区隐睾。(4)基因检测分析提示:CYP17A1 外显子区域发现 2 处纯合突变

位点,c.985T>C(胸腺嘧啶突变为腺嘌呤),c.987delC(缺失突变),导致氨基酸改变。父母均为上述两处

位点杂合突变。(5)明确诊断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17-α-羟化酶缺乏症,父母及患儿要求继续

按社会性别女性抚养,予以加用氢化可的松及雌激素治疗,患儿目前血压控制稳定,准备择期手术切除

隐睾。 
结论 (1)临床上高血压､ 伴女性性发育落后､ 原发闭经或男性假两性畸形应考虑该罕见病。(2)患儿

CYP17A1 存在两处纯合突变位点,降低 17-α-羟化酶活性,是患儿发病主要原因。通过父母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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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均为上述两个位点杂合突变,提示存在遗传因素。(3)尽早明确诊断,找到继发性高血压病因,加用

氢化可的松控制血压。择期手术切除隐睾,防止发生恶变。 
 
 
PU-3297 

血小板反应蛋白 2 对川崎病患儿冠状动脉扩张的预测价值 
 

杨帅,宋瑞霞,李晓惠,张霆,崔小岱,伏瑾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血小板反应蛋白 2(TSP-2)对川崎病患儿冠状动脉扩张的预测价值。 
方法 以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分为川崎病组和对照组。收集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8 月在首

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首次住院治疗的川崎病急性期患儿作为川崎病组,根据纳入标准共纳入

64 例,其中男 39 例､ 女 25 例,平均年龄 2.3 岁。根据超声心动图结果将川崎病组患儿分为冠状动脉

扩张组(33 例,其中男 26 例､ 女 7 例,平均年龄 2.0 岁)及冠状动脉非扩张组(31 例,其中男 13 例､ 女

18 例,平均年龄 2.6 岁)。对照组包括发热但除外血管炎性疾病的患儿及健康儿童,其中发热组 32 例,
其中男 19 例､ 女 13 例,平均年龄 4.5 岁;健康组 32 名,其中男 18 名､ 女 14 名,平均年龄 3.3 岁。应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分别测定各组血浆中的 TSP-2 和 TSP-1 水平,并分析相关实验室指

标及患儿基本信息。正态分布数据的多组比较使用方差分析,两组比较用两个独立样本 t 检验,用协

方差分析去除年龄的影响。c2检验用于分析计数资料,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用于评价

TSP-2 的预测价值。 
结果 川崎病组血浆 TSP-2 与 TSP-1 含量明显高于发热组及健康组[(33.6±12.5)比(21.4±8.8)及
(16.4±2.9)μg/L,(10949±7241)比(7174±4807)及(3661±2672)μg/L,F=36.861､ 17.339,P 均<0.01]。
TSP-2 在冠状动脉扩张组中的表达明显高于非扩张组[(36.7±13.1)比
(30.4±11.1)μg/L,t=2.062,P=0.043]。以 ROC 曲线分析 TSP-2 预测冠状动脉扩张时在截点为

33.9μg/L 时,敏感度为 54.5%,特异度为 80.6%(P<0.05)。TSP-2 联合血清白蛋白<35g/L 预测冠状动

脉扩张时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01,在截点为 33.8μg/L 时,敏感度为 60.0%,特异度为

82.4%(P<0.05)。 
结论 川崎病患儿急性期血浆 TSP-2 水平明显升高,血浆中升高的 TSP-2 水平可以预测川崎病患儿冠

状动脉损伤的发生。TSP-2 与血清白蛋白结合,其预测价值明显提高。 
 
 
PU-3298 

手足口病患儿血清心肌酶谱及心肌肌钙蛋白 I(cTnI) 
对心肌损害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周丽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手足口病患儿血清心肌酶谱及心肌肌钙蛋白 I 对心肌损害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方法 两组均早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3ml 进行血清心肌酶谱和 cTnI 检测,心肌酶谱采用德国

临床化学学会推荐的免疫抑制法,试剂由上海德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应用日本奥林

帕斯 64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cTnⅠ用双抗体夹心法直接进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试剂

由美国罗氏公司提供,应用 Cardian Reader 分析仪。 
结果 两组血清心肌酶､ cTnI 及心肌损害的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血清心肌酶､ cTnI 及心肌损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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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LDH 

( ±s,U/L) 

CK 

( ±s,U/L) 

CK-MB 

( ±s,U/L) 

CTnI 

( ±s, g/L) 

心肌损害 
n(%) 
  

病例组 
对照组 
t 
P 

278 
116 

283.7±108.9 
168.5±62.3 
2.61 
<0.05 

237.7±103.84 
140.21±66.81 
7.64 
<0.01 

36.81±6.40 
14.78±3.87 
26.89 
<0.01 

3.16±1.35 
0.25±0.09 
6.47 
<0.01 

147(52.8) 
85(7.3) 
32.22 
<0.01 

 
结论 HFMD 主要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婴幼儿的常见病主要由柯萨奇病毒 A16 型和肠道

病毒 71 型引起[2]。该病主要特征为发热伴手足口腔等部位疱疹或溃疡。传染源是人,包
括患者和健康携带者,患者的唾液和咽部的分泌物中的病毒可经空气飞沫传播,被带有病

毒的疱疹液､ 唾液或粪便污染的食物､ 餐具､ 玩具及床上用品等通过日常接触经口感

染。本病具有自限性,大多数预后良好,多在一周内痊愈,个别患儿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
脑干脑炎等致命性并发症。 
本文研究显示,HFMD 患儿血清心肌酶谱的活性和心肌肌钙蛋白 I 的含量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 或 P<0.01),说明部分 HFMD 患儿在急性期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心肌损害,
这与国内文献[3]报道一致。LDH､ CK 在体内分布较广,特异性差。而 CK-MB 是心肌特

异性同工酶,几乎只存在于心脏,当心肌受损时释放入血,其升高往往提示近期心肌有特

异性损伤,可作为心肌炎的早期诊断依据[4]。据此说明 CK-MB 在 HFMD 心肌酶检测中

具有临床意义。而 cTnI 是横纹肌上的结构蛋白,只存在于心肌细胞中,cTnI 以游离和结

合两种形式存在于心肌内,当心肌细胞因缺血缺氧受到损伤时,游离的 cTnI 首先迅速透

过细胞膜进入血液,使血中 cTnI 水平升高,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所以 cTnI 的早期阳性率较

高,当持续性损伤或不可逆损伤激活蛋白分解酶时,引起结合型 cTnI 的降解和释放,使
cTnI 在血中升高持续时间长,cTnI 在心肌受损后 6 小时开始升高,于 24 小时达高峰,可持

续升高一周[5]。因此血清 cTnⅠ窗口诊断时间长,远较 CK-MB 为宽,敏感性高于 CK-
MB[6].因此,检测 cTnI 有助于早期诊断 HFMD 患儿心肌损害的程度,为早期预防,早期治

疗 HFMD 提供重要的临床意义。 
 
 
PU-3299 

The variation of amplitude of T wave and ST segment 
between the supine and orthostatic electrocardiogram in 

children or adolescents with 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 

 
Wang Yuwen,Xu Yi,Li Fang,Lin Ping,Zou Runmei,Xie Zhenwu,Wang Cheng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of amplitude of T wave and ST segment between the 
supine and orthostatic electrocardiogram in children or adolescents with 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 (POTS). 
Methods 79 children or adolescents diagnosed as POTS by head-up tilt test (HUTT), who 
complained of unexplained dizziness, headache, syncope or other symptoms, were chosen as 
POTS group. There were 38 males and 41 females with a mean age of (11.1 ± 2.3) years old. 63 
children who did the health check in our child health clinic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by 
matching age and sex in the same period. All the cases in this study came from the syn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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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ed clinic or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from August 2013 to December 2015. The heart rate and the 12-lead T-wave and ST-
segment amplitude of the supine and orthostatic electrocardiogram was measured by software 
and manual intervention. The SPSS 22.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supine electrocardiogram, the heart rate of orthostatic 
electrocardiogram of POTS group increased (105.1 ± 15.8 times / min vs 83.1 ± 17.7 times / min, 
t= 8.250, P<0.01), and the T-wave amplitude decreased in lead Ⅰ (0.28±0.13 mV vs 
0.33±0.11mV,t=3.015,P<0.01), Ⅱ  (0.28±0.14 mV vs 0.39±0.13 mV,t=5.534,P<0.01), Ⅲ (-
0.01±0.19 mV vs 0.08±0.11 mV,t=3.272,P<0.01), aVF (0.15±0.14 mV vs 0.23±0.10 
mV,t=4.486,P<0.01), V4 (0.35±0.22 mV vs 0.54±0.24 mV,t=4.960,P<0.01), V5 (0.32±0.14 mV vs 
0.51±0.16 mV,t=7.800,P<0.01) and V6 (0.25±0.10 mV vs 0.38±0.11 mV,t=7.752,P<0.01). (2)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of heart rate of POTS group increased (-22.0 ± 13.7 
times / min vs -10.7 ± 11.5 times / min, t= -5.256, P<0.01), and the difference of T-wave 
amplitude increased in lead Ⅰ (0.06±0.09 mV vs -0.01±0.15 mV,t=3.520,P<0.01), Ⅱ (0.12±0.13 
mV vs 0.07±0.12 mV,t=2.383,P<0.05), V4 (0.18±0.18 mV vs 0.07±0.20 mV,t=3.471,P<0.01), V5 
(0.19±0.12 mV vs 0.14±0.13 mV,t=2.135,P<0.05) and V6 (0.13±0.08 mV vs 0.08±0.10 
mV,t=3.573,P<0.01).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of heart rate and T-wave 
amplitude in lead V4, V5 and V6 on supine and orthostatic electrocardiogram was statistically 
valuable for the diagnosis of POTS (P <0.05). (4) Diagnostic test evaluation: When the difference 
of heart rate ≥14 times / min, and of T-wave amplitude in lead V4 ≥0.09mV, V5 ≥0.11mV, and 
V6 ≥0.07mV on supine and orthostatic electrocardiogram at the same tim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diagnosis of POTS was 44.3%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88.9%. 
Conclusions The difference of heart rate and of T-wave amplitude in lead V4, V5 and V6 are 
valuable for the diagnosis of POTS in children. 
 
 
PU-3300 

冠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口内径比值 
在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预测中的意义 

 
王秋鹏,彭华,刘亚黎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新的冠状动脉扩张评估方法:冠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口内径的比值在川崎病冠状动脉病

变预测中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4.1-2017.1 在武汉协和医院确诊的 123 例川崎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诊疗前后的心

脏彩超冠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口内径的数据,采用 t 检验､ χ2检验､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与截

断值等统计方法,对冠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口内径的比值与冠状动脉病变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在 123 例川崎病患儿中,合并冠状动脉病变者 25 例,无冠状动脉病变者 98 例。两组间左､ 右冠

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口内径的比值水平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左冠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

口内径的比值行 ROC 曲线分析示 AUC 为 0.834,提示该比值具有诊断意义,当选择截断值为 0.193
时,诊断灵敏度为 71.8%,特异度为 83.3%,约登指数为 0.551;右冠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口内径的比

值行 ROC 曲线分析示 AUC 为 0.852,提示该比值具有诊断意义,当选择截断值为 0.197 时,诊断灵敏

度为 75.6%,特异度为 80.2%,约登指数为 0.558。 
结论 研究显示左､ 右冠状动脉主干与主动脉开口内径的比值对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的预测均有较

好的诊断意义和应用价值,与传统方法采用固定宽度来评估冠状动脉有无扩张相比,新的方法充分考

虑了个体生长的差异性,采用新方法来评估有无冠状动脉扩张可以排除这种生长差异,显然更为适

合。后期我们将收取更多患儿的病例数据来进行分析,进一步确定临界值､ 精确评估体系,使新的评

估方法可以更好的诊断冠状动脉扩张,为提前进行治疗干预､ 减少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提供依据,使
川崎病患儿可以得到更为精细个体化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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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01 

miR-29b-3p regulates cardiomyocytes proliferation via 
targeting NOTCH2 

 
Yangyang Qian,GUI Yonghao,LI Qia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R-29b on heart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s on 
cardiomyocytes prolifer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3 TOF patients and 7 normal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All tissue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RVOT) immediately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or autopsy. Real-time RT-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quantify target genes 
expression. Tg Cmlc2:GFP reporter zebrafish embryo were microinjected with miR-29b to explore 
its role in cardiac development in vivo. Zebrafish cardiac structure, function, and cardiomyocyte 
proliferation between 24 and 72 hpf were characterized.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designed to validate the target gene. CCK-8, EdU incorporation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cardiomyocytes viability and proliferation. Flow cytometry, qPCR and WB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cell cycle.  
Results  1)In the present study, we observed that miR-29b-3p was up-regulated in the RVOT of 
TOF patients when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which indicated its potential role in cardiac 
development. 2)To explore the role of miR-29b in cardiac development in vivo, we microinjected 
zebrafish embryo with miR-29b-3p mimics. Zebrafish injected with miR-29b-3p mimics exhibited 
abnormal heart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The general morphology score was reduced, heart 
development was disturbed and cardiac function was damaged. The proliferation rate of zebrafish 
cardiomyocytes was also reduced in vivo.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miR-29b-3p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eart development. 3)CCK-8 results and EdU incorporation assay showed that 
miR29b-3p mimics potently inhibited cardiomyocytes proliferation in vitro. Conversely, inhibition of 
miR29b-3p substantially induced cardiomyocytes proliferation.  A higher  proportion of cells in 
G2/M stage in miR29b-3p mimics group was observed, which suggest that miR29b-3p could 
arrest cardiomyocytes in G2/M stage. Positive cell cycle regulators, such as cyclins, catenin beta 
1 and PCNA, were down-regulated in miR29b-3p mimics group. 4)According to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e observed that NOTCH2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heart tissue of TOF 
patients among its potential target genes. DLR assay identified NOTCH2 was a direct target of 
miR-29b-3p. 5)Transfection of NOTCH2 siRN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ardiomyocyte 
proliferation. Importantly,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miR-29b-3p inhibitor on proliferation were partly 
abrogated by Notch2 siRNA in cardiomyocytes. 
Conclusions miR-29b-3p functions as a novel regulator of cardiac development and inhibits 
cardiomyocytes proliferation via direct targeting of the NOTCH2 , which provides groundwork for 
a new therapy approach to 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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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02 

心脏发育过程中 DNA 甲基化参与调控小鼠 
心肌细胞 TnI 基因的表达 

 
徐杨

1,刘玲娟
2,田杰

2,黄旭培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小鼠心脏发育过程中,TnI 基因的表达存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但其具体调控机制目前仍不明确。

DNA 甲基化在生物发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 DNA 甲基化与 TnI 基因之间的关系目前仍不清

楚。本研究以小鼠为研究对象,探讨心脏发育过程中 TnI 基因与 DNA 甲基化水平的关系。 
方法 选取小鼠胚胎 14.5 天､ 17.5 天,新生 1 天､ 生后 7 天､ 14 天及成年小鼠心肌组织,应用 RT-
PCR 及 Westernblot 方法检测 ssTnI 及 cTnI 表达水平。应用亚硫酸盐测序方法分别检测 ssTnI 及
cTnI 启动子 DNA 甲基化水平。选取新生小鼠及生后 14 天小鼠心肌组织,培养原代细胞,应用 5-氮杂

胞苷处理心肌原代细胞,以 PBS 作为阴性对照,检测 ssTnI､ cTnI 基因表达水平及其启动子 DNA 甲

基化水平。 
结果 RT-PCR 结果显示,随着小鼠新生至成年 ssTnI 基因表达逐渐升高,而 cTnI 表达逐渐降

低;Westernblot 结果与其一致。ssTnI 启动子 DNA 甲基化水平在胚胎期处于低甲基化水平,生后甲

基化水平逐渐升高;而 cTnI 启动子 DNA 甲基化水平在胚胎期处于高甲基化状态,生后甲基化水平逐

渐降低。细胞实验中,应用 5-氮杂胞苷处理心肌原代细胞后,ssTnI 基因 DNA 甲基化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且 ssTnI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而 cTnI 基因 DNA 甲基化水平､ mRNA 表达水平与

对照组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小鼠心脏发育过程中,ssTnI､ cTnI 基因的表达与其启动子区域 DNA 甲基化水平密切相关,提示

DNA 甲基化参与 TnI 基因的时序性表达。应用 DNA 甲基化抑制剂 5-氮杂胞苷处理心肌原代细胞

后,ssTnI 基因的高甲基化状态能够被逆转,从而提高其表达水平,提示 5-氮杂胞苷能够通过降低

ssTnI 启动子区域 DNA 甲基化水平,一定程度提高 ssTnI 的表达。 
 
 
PU-3303 

2008 年~2015 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 
川崎病 290 例临床特征分析 

 
刘慧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为了掌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 2008 年~2015 年川崎病(KD)住院患儿临床特征,为提高 KD
诊治水平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收集本院于 2008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确诊为 KD 并收入院的 290 例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 
结果  (1)从 2008 年~2015 年每年收治 KD 患儿分别为 23 例､ 19 例､ 37 例､ 22 例､ 45 例､ 36 例

､ 56 例､ 52 例,共 290 例。(2)全年均可发病,发病 多为 7 月 36 例(12.4%), 少为 9 月 14 例

(4.8%)。3 月~5 月 86 例(29.7%),6 月~8 月 93 例(32.1%),9 月~11 月 55 例(19.0%),前 1 年 12 月~
后 1 年 2 月 56 例(19.3%)。(3)290 例患儿中男性 183 例,女性 107 例。发病年龄 2 月~12 岁,其中年

龄<5 岁 260 例(占 89.6%),各年龄组男性发病例数均>女性。住院天数中位数为 5 天(4 分位数为 4
天~7 天)。(4)临床症状出现频率为发热 290 例(100%)､ 球结膜充血 240 例(82.8%)､ 口唇变化 224
例(77.2%)､ 颈部淋巴结肿大 212 例(73.1%)､ 多形性皮疹 209 例(72.2%)､ 口腔黏膜变化 12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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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四肢末端变化 119 例(40.9%)､ 肛周脱皮 43 例(14.8%)､ 卡疤红肿 36 例(12.4%)。以发

热为首发表现 279 例(96.2%)。(5)白细胞总数增多､ CRP 升高､ ESR 增快､ 血红蛋白减低､ 血小

板增多､ 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 ALT 升高､ 白蛋白减低､ 低血钠及低血钾发生率分别为 80.6%､
98.4%､ 94.9%､ 39.1%､ 58.3%､ 40.4%､ 27.7%､ 37.1%､ 33.2%､ 12.8%,除贫血､ 白蛋白减低

及低血钠外,其他化验指标在冠状动脉损伤发生率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6)2008 年~2011 年住院

101 例(34.8%),男女性别比为 1.81:1(男 65 例,女 36 例),年龄中位数为 2 岁,住院天数中位数为 5 天,
发热持续时间中位数为 7 天,不完全 KD 26 例,IVIG 抵抗 5 例,冠状动脉损伤 42 例。2012 年~2015
年住院 189 例(65.2%),男女性别比为 1.66:1(男 118 例,女 71 例),年龄中位数为 2 岁,住院天数中位

数为 5.天,发热持续时间中位数为 7 天,不完全 KD 72 例,IVIG 抵抗 25 例,冠状动脉损伤 61 例。前 4
年与后 4 年相比,除不完全 KD 和 IVIG 抵抗病例发生率增加外,其他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川崎病发病率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所有川崎病均有发热,且大部分以发热为首发表现。主要临床

表现除发热外,球结膜充血 常见。(3)CRP 及 ESR 可作为 KD 诊断参考指标,贫血､ 白蛋白减低及

低血钠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病情轻重。(4)近 4 年不完全 KD､ IVIG 抵抗病例有增多趋势,总热程及

冠状动脉损伤发生率并没有增多,与及时给予 IVIG 治疗密切相关。IVIG 抵抗现象一直存在,应引起

临床医生高度重视。 
 
 
PU-3304 

小儿频发房性早搏(61486 次/24 小时)伴短阵性房性心动过速

(5582 阵/24 小时)治愈 1 例 
 

俞蓓蓉,邱海燕,张若松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315012 

 
 
目的 总结小儿心律失常病例的临床特点和诊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心律失常患儿的临床资料及诊断和治疗情况 
结果 该患儿经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抗心律失常治疗及磷酸肌酸钠针､ 维生素 C 针 静滴(住院期间),果
糖二磷酸钠口服液口服保护心肌治疗后,经随访目前早搏基本消失。 
结论 对于心律失常患儿,应该要综合评估,如早搏较多并且有较多的短阵房性心动过速应及时选择有

效的抗心律失常药及保护心肌治疗 
 
 
PU-3305 

葫芦素 B 通过抑制 ERK 和 JAK-STAT3 通路保护 H9c2 心肌细

胞对抗血管紧张素 II 诱导的心肌肥大 
 

焦蓉 
襄樊市第一人民医院 441000 

 
 
目的 葫芦素 B,已知具有多种生物学和药理学特性,是中国传统中草药主要组成成分。 近的研究表

明它能防止压力超负荷引起的心肌肥大的发生。然而,葫芦素 B 在心肌肥厚诱导的神经内分泌因子

的影响仍然是未知的。本研究中,我们研究葫芦素 B 对血管紧张素 II 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大的作用 
方法 我们预处理葫芦素 B 处理的 H9c2 心肌细胞 0.5 小时,同时处理血管紧张素 II 处理的心肌细胞. 
我们预处理葫芦素 B 处理的 H9c2 心肌细胞 0.5 小时,同时处理血管紧张素 II 处理的心肌细胞,并使

用实时定量 PCR 测定心房钠尿肽,脑钠肽,和 β 肌球蛋白重链在心肌细胞中的 mRNA 表达水平.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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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葫芦素 B 处理的 H9c2 心肌细胞 0.5 小时,同时处理血管紧张素 II 处理的心肌细胞,用蛋白质

印迹杂交分析确定磷酸化 ERK1/2 和 JAK2/STAT3 相对水平相应的总蛋白. 
结果 心肌细胞表面积在血管紧张素 II 处理的心肌细胞显著增加(P<0.01)。血管紧张素 II 处理后的心

肌细胞的心房钠尿肽,脑钠肽,和 β 肌球蛋白重链 mRNA 水平明显升高.血管紧张素 II 处理的心肌细

胞磷酸化 ERK1 /2､ JAK2､ STAT3 蛋白水平显著增加。葫芦素 B 预处理抑制血管紧张素 II 诱导的

H9c2 心肌细胞肥大,不影响心肌细胞的活力。葫芦素 B 抑制 ANP､ BNP 的诱导,和 βMHC mRNA
水平,阻断血管紧张素 II 诱导的 ERK1 / 2 和 JAK2/STAT3 的 H9c2 细胞的信号激活。 
结论 结果表明葫芦素 B 通过抑制 ERK 和 JAK-STAT3 通路保护 H9c2 心肌细胞对血管紧张素 II 诱
导的肥大 
 
 
PU-3306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产前监测与表观遗传学进展 
 

孙立群,黄国英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433 

 
 
目的 宫内生长受限由胎盘功能不足引起,可使胎盘功能障碍和神经系统发育延迟的风险增加,引起儿

童期发育迟缓,甚至与成人心血管疾病有关。了解该病的发病机制对临床医生理解该病,探索有效治

疗方案意义重大。目前宫内生长受限的产前监测主要通过超声及胎儿监护手段,对晚孕期宫内生长

受限的识别表现不佳。胎儿生长受限的病因复杂,研究尚未定论,但主要集中在母体､ 胎儿及胎盘。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基因组印迹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方法 综述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产前监测方法及表观遗传学进展。 
结果 了解该病的发病机制对临床医生理解该病,探索有效治疗方案意义重大。胎儿生长受限的病因

复杂,研究尚未定论,但主要集中在母体､ 胎儿及胎盘三方面。 
结论 胎盘作为胎儿生长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其有转运营养物质､ 水和代谢废物等的功能。

环境暴露可能会引起胎盘 miRNA 的表达失调,引起妊娠期间宫内环境的改变,导致不良的妊娠结局,
甚至影响整个生命过程。DNA 甲基化修饰､ 组蛋白乙酰化等均能引起印迹基因的表达改变,这也为

治疗提供可能性,与宫内生长受限相关的印迹基因的致病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PU-3307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is recurrent syncope with 
hysteria dissociative type in children: a case report 

 
Liu Liping1,2,Lijia Wu1,Runmei Zou1,Ping Liu1,Hong Yang1,Cheng Wang1 

1.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People's Hospital of Hunan Province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auses of recurrent syncope in children. 
Methods One case of hospitalized children (12-year-old boy)with recurrent syncope was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cause of recurrent syncope is dissociative type hysteria. Children hysteria has 
variou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physical symptoms are common, and mental disorders are rare. 
The separation of dissociative disorder patients of partial or complete loss of consciousness and 
memory, resulting in difficulties in psychological function integration. Symptoms include faint,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dissociative amnesia, psychotic symptoms and so on.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reports the clinical data of one case of children with dissociative 
disorders with recurrent syncope 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the clinical features,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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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eatment proces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re discussed. Hysteria is one of the causes of 
recurrent syncope in children. 
 
 
PU-3308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 se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delayed diagno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Chen Yan,Lv Haitao,Sun Ling,Chen Ye,Shen Jie,Yan Wenhua 
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25 

 
 
Objective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IKD) is believed to be easy to cause a delay in 
diagnosis, even misdiagnosis and missed diagnosis, due to its incomplete and atypical clinical 
symptoms.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is the most dangerous complication of kawasaki disease 
(KD) with high mortality. 
A case of IKD complicated with MI was presented, a 14-year-old girl with fever, rash and 
arthralgia.  
Methods  A case of IKD complicated with MI was presented, a 14-year-old girl with fever, rash 
and arthralgia.  
Results On her admission, the relevant serological indicators tested were as follows: blood 
sedimentation (ESR) was 97 mm/L, C - reactive protein (CRP) was 292.73 mg/L, urinalysis 
revealed 17.8 leukocytes per high-power field. On the 8th day of illness,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was 26.56 * 10 ^ 9 / L, the platelet (PLT) was 344 * 10 ^ 9 / L,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rose to 506.5 U/L. On the 19th day of illness, abnormal myocardial 
enzymology appeared. The patient began to suffer form symptoms such as anhelation, dysphoria, 
and left shoulder radiation pain on the 23th day. ECG appearance of MI occurred firstly and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was detected by the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on the 25th day. 
Considering above clinical symptoms, signs, images and serological results,the final diagnosis of 
the patient was IKD complicated with MI.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2017 AHA recommendations, the patient c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KD in the course of 8th day. However,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arthralgia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ratory indicators were ignored. Echocardiogram(ECHO) did not 
follow up timely. For suspected IKD,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typical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 arthralgia, pectoralgia, dorsalgia, irritability, diarrhea, etc. Febrile patients with 
abnormal myocardial enzymes, or sudden changes of clinical symptom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KD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tis or 
MI. 
 
 
PU-3309 

STIC-M 技术测量房室瓣环收缩位移评估胎儿左､ 右室长轴收缩

功能 
 

席丽丽,孙锟,陈笋,赵丽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本文采用测量三尖瓣收缩位移(TAPSE),二尖瓣收缩位移(MPASE)的方法评估胎儿心脏长轴收

缩功能,评估 STIC-M 的价值,建立测值正常参考范围,同时测量小样本肺动脉瓣狭窄(PS)胎儿,观察其

TAPSE,MPASE 有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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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2.7 至 2014.10 转诊至我科就诊的孕妇,正常 300 例,PS30 例,孕周 18-36 周。正常符

合:1 单胎 2 胎儿结构正常 3 孕周相符。PS 符合:单纯 PS,无其他心脏及其他系统合并畸形,并经生后

心彩超证实。进行常规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后,启动 STIC 进行三维容积数据采样,并使用脱机软件

4D VIEW STIM-M 型,进行 TAPSE,MPASE 测量,在心尖四腔切面,取样线位于左､ 右室游离壁瓣环

处。每个心动周期测量二､ 三尖瓣环从舒张末期至收缩末期 大的距离,测量三次取平均值,测量值

分别经孕周及心脏面积标化。再随机选取 30 例图像数据由同一位医生 2 周后及另一位医生重新测

量计算组内､ 组间差异。 
结果 分析 300 例胎儿心脏超声结果正常的三维容积数据,其中 13 例因为三维图像质量欠佳无法进

行测量,对剩余 287 例正常组容积数据进行 STIC-M 测量。18-20
周:TAPSE0.43±0.06mm,MAPSE0.31±0.06mm;21-24
周:TAPSE0.58±0.09mmMAPSE0.39±0.06mm;25-28 周

TAPSE0.64±0.08mm,MAPSE0.46±0.06mm;29-32
周:TAPSE0.71±0.08mm,MAPS,0.51±0.06mm;33-36
周:TAPSE0.79±0.08mm,MAPSE0.57±0.04mm。TAPSE 及 MAPSE 随孕周增加而增加,在任何孕

周 TAPSE 较 MAPSE 幅度大。而 TAPSE /MAPSE 比值在各孕周组别中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185)。PS 组 TAPSE,MAPSE 与正常组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房室瓣环收缩位移可独立测量胎儿各个心室长轴功能,简便可行,而采取 STIC-M 型,可任意旋转

角度,克服胎儿位置带来的困难。房室瓣环收缩位移幅度随孕周增加而增加,肺动脉狭窄胎儿位移幅

度较正常组大,因样本量还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验证。房室瓣环收缩位移与其它已知的胎儿心脏功

能失调指标的相关性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PU-3310 

4 例婴儿期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误诊为 
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临床特点分析 

 
马凡,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分析我院 4 例婴儿期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误诊为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

(Endocardial fibroelastosis,EFE)患儿的临床特点及辅助检查,为早期及时诊断 ALCAPA 及避免误诊

提供一定依据。 
方法 4 例患儿初次就诊年龄介于 4 月至 11 月,男女各 2 例,均因肺炎及心功能不全入院,心脏彩超均

提示左心收缩功能下降､ 左心长大､ 二尖瓣反流及心内膜增厚,所有患儿 初均诊断为心内膜弹力

纤维增生症,经过足疗程激素及地高辛治疗患儿症状均未见好转。第 1 例患儿因反复重症肺炎及心

力衰竭于我院住院治疗,后因心脏彩超提示右冠状动脉(right coronary artery, RCA)增粗提示

ALCAPA 可能,后经心导管检查确诊,误诊时间长达 18 个月;第 2 例患儿于我科出院后 1 月于另一儿

童中心确诊;经回顾性分析发现,上述 2 例患儿心电图均提示异常 Q 波､ T 波倒置及 ST-T 段改变(I､
avL､ V4-V6,avL 尤为明显),心脏彩超提示 RCA 增粗､ RCA/AO 比值增大;随着对 ALCAPA 认识的

深入,随后 2 例患儿因心脏彩超及心电图具有上述特征性改变,且心脏 MRI 提示心肌缺血改变,在初次

诊断为 EFE 后 1 月内均通过心导管检查确诊。 
结果 4 例患儿均接受了外科手术治疗,术后随访 6-15 月,结果提示心电图异常 Q 波及倒置 T 波逐渐

消失,左心收缩功能及左心大小逐渐恢复正常,二尖瓣反流减轻,心内膜增生厚度减轻或消失。 
结论 婴儿期如遇到反复肺炎及心功能不全患儿,同时心脏彩超提示左心收缩功能下降､ 左心长大､

二尖瓣返流及左室心内膜增厚者,需警惕 ALCAPA 可能,心内膜增厚可继发于 ACLAPA。心电图中异

常 Q 波及 T 波倒置(特别是 I､ avL 导联),心脏彩超中 RCA 扩张､ RCA/AO 比值增大,心脏 MRI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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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均为 ALCAPA 的特征表现,可作为与 EFE 的鉴别点。早期诊断并进行外科手术治疗预后良

好。 
 
 
PU-3311 

以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为首发表现的肾病综合征 1 例报道 
 

马凡,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报道 1 例临床罕见的以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为首发表现的肾病综合征病例 
方法 患儿男性,12 岁,因“咳嗽､ 咳痰､ 咯血､ 活动后气促伴发热 20+天”入院。否认居住高原病史,否
认结合病史接触史。胸片提示双肺炎症,心脏彩超提示右心长大(RA=45mm, RV=30mm),三尖瓣返

流,肺动脉高压(PG=53mmHg),外院抗感染治疗效果欠佳。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精神可,慢性病容,
不能平卧,全身未见皮疹､ 皮下出血及水肿,浅表淋巴结未扪及肿大,颈静脉充盈,呼吸稍促,双肺呼吸

音对称,可闻及粗湿罗音,心音有力,心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P2 增强,腹软,肝脏肋下扪及 3cm,质
中,无压痛,肝颈回流征阳性,脾脏未触及,神经系统查体阴性。入院考虑“1.肺部感染;2.右心功能不

全;3.肺动脉高压”,予抗感染､ 口服利尿等对症治疗,为搜索肺动脉高压病因,追问病史否认肺动脉高

压家族史,否认特殊药物或毒物服用史,完善输血前免疫､ 甲功全套､ 自身抗体､ ANCA 等检查未见

异常,胸部 CT 回示双肺下叶动脉及其分支充盈缺损,系肺动脉栓塞形成,且 DIC 显示 DDI 及 FDP 明

显增高(提示血栓形成可能),故考虑患儿肺动脉高压与肺动脉栓塞有关。同时患儿生化提示白蛋白水

平降低(24.4g/L),血脂正常,肾功正常,小便常规提示尿蛋白(+++),RBC(3+/HP),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4.62g,补体水平正常,考虑诊断肾病综合征(肾炎型),且患儿肺动脉栓塞并发于肾病综合征。为进一步

搜索肾病综合征病因,追问病史听力视力正常,否认过敏性紫癜病史,1 月前有黄蜂蛰伤病史(脸部及颈

部 3 处,未予特殊处理),完善乙肝两对半､ 自身抗体､ ANCA 等检查均正常,经皮肾脏穿刺活检提示膜

性肾病(多系继发性),故考虑患儿肾病综合征可能继发于蜂蛰伤。 
结果 给予低分子肝素溶栓､ 强的松及卡托普利口服后患儿症状逐渐缓解,1 月后小便常规尿蛋白转

阴,随访 6 月胸部 CT 肺动脉未见血栓,心脏彩超提示右心大小及肺动脉压力基本恢复正常。 
结论 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可继发于肾病综合征;肾病综合征可以肺动脉高压为首发表现。 
 
 
PU-3312 

Investigation of DNA  methylation dynamics in heart 
development using a zebrafish reporter 

 
Zhang Ranran,Gui Yonghao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due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DNA methylation in heart development, we plan to capture 
the in vivo DNA methylation dynamics during heart formation using a zebrafish reporter 
Methods Firstly, we generated a transgenic zebrafish reporter line of DNA methylation by 
injecting a tol2-based vector involving ubiquitous gene bactin2 promotor and the sequence of 
mCherry -MBD. The grown F0 adults were crossed with wild type zebrafishes to screen a fertile 
transgenic line, and used it in phenotype observation of embryonic hearts. 
Results Driven by the ubiquitous gene promoter, the probe mCherry-MBD expresses 
ubiquitously in the embryo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5mC staining pattern. What's more, cells 
sorted by Flow cytometry with higher mCherry intensity were at a higher methylation level, 
convincing that the reporter was used to monitor the dynamic changes during embryonic heart 
develop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ylation status in the cardac cells at late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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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was differential, with a higher mCherry intensity in cardiac muscle cells than outflow tract 
and atrioventricular canal cells, suggesting a lower methylation status in the cardiac valve regions. 
Furthermore, we analysed the demethylated product of 5mC by staining 5hmC, and results 
showed a stronger demethylation status in cardiac valve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crossing with Wnt 
reporter zebrafish, we found that Wnt-resposive cells primarily concentrated in the atrioventricular 
canal and outflow tract. 
Conclusions In the developing heart, DNA methylation level and Wnt activity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in cardimyocyte and valve regions,  and the cardiac valve regions maintain a lower 
level of DNA methylation. 
 
 
PU-3313 

先天性心脏病的护理 
 

郑宇,吴缤娟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先天性心脏病的护理 
方法 对患有先天性先脏病的患儿进行护理 
结果 小儿先天性心脏是出生时即存在的心脏､ 血管结构和功能上的异常,其不仅影响小儿正常发育,
也是造成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我国每年约 15 万新生儿患先天性心脏病,过去外科手术是治疗先天

性心脏病传统方法,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手术创伤､ 麻醉与体外循环､ 输血等问题,
始终影响着手术成功率,所以护理工作对心脏病患儿的痊愈非常重要,正确的治疗,辅以完善的护理,可
有效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及严重并发症的出现,降低患儿死亡率,促进患儿及早康复。 
结论 对患儿进行良好护理并注意防止并发症 
 
 
PU-3314 

 经食道超声在小儿多孔型房间隔缺损外科封堵术中的临床价值 
 

张展,刘百灵,刘慧,朱洪煊,刘芳 
西安市儿童医院超声科 710003 

 
 
目的 探讨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引导小儿多孔型房间隔缺损微创外科封堵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对 2014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行经胸外科微创封堵术的 25 例多

孔型房间隔缺损患儿进行术中观察,重点观察缺损数目､ 位置､ 大小､ 残余缘长度及软硬程度､ 多

孔房间隔缺损间的距离,指导临床选择封堵器的型号及数目。同时术中引导封堵器置入､ 释放,并对

术后即时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术中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2 孔的房间隔缺损 19 例,2 孔以上的筛孔样房间隔缺损 6 例,房间隔

缺损直径范围为 2~15mm,缺损间距在 2~7mm 共 20 例,缺损间距在 7mm 以上 5 例。共置入 29 枚

封堵器,其中 4 例患儿置入 2 枚封堵器,3 例使用单鞘管,1 例使用双鞘管。所有患儿封堵器均置入成

功,封堵器展开形态良好,无明显位移。术后即时效果评价:3 例患儿在靠近较小房间隔缺损的封堵器

边缘探及细丝样残余分流,余封堵器周边均未探及明显残余分流。 
结论 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对多孔房间隔缺损外科封堵术的术前观察､ 术中引导和术后效果监测评价

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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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15 

TBX2 基因启动子区单核苷酸多态性影响先心病发病风险的影响 
 

张冉冉,桂永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鉴定瓣膜发育关键基因 TBX2 启动子区的 SNP 位点,并分析这些 SNP 位点与先天性心脏病发

病风险之间的关联及其调控机制。 
方法 我们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集了 533 例先心病患儿及 500 例对照组患 儿的血样,首先从

两组患儿中各选取了 24 例血样提取 DNA,对候选基因的启动 子区进行测序,根据测序结果筛选出 3 
个 小等位基因频率(MAF)大于 5% 的 SNP 位点,并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 SNaPShot 基因分型和关

联分析。发现先心病易感性相关的阳性位点后,进一步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EMSA 方法

以及 Chip 实验对这些 SNP 位点的调控机制进行研究。 
结果 按照先心病及对照组样本的纳入标准,有 529 例病例及 485 例对照样本的 结果纳入了关联分

析,结果发现有 1 个保护型 SNP 位点与先心病的易感性相关: TBX2 -747 G>C(rs4455026)。其 C
等位基因可使先心病的发病风险降低 30%[OR=0.70(95%CI:0.54-0.90),p=0.0047]。经过分层分析,
发现 TBX2 GC-CC 基因型对于降低 ASD 和 RVOTO+ASD/VSD 类型的 CHD 发病风险作用 为显

著(分别降低 46.1%及 58.9%),而瓣膜畸形(AS､ PS､ MVP 等)发病风险降低 50.5%。进一步的功能

研究表明,rs4455026 位点 G>C 的改变使得 TBX2 的转录活性下降,与特定核蛋白的结合力下降(经
Chip 验证为 Sp1)。 
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关联分析及功能验证结果,rs4455026 位点 G>C 的改变导致 TBX2 基因转录活

性下降,与转录因子 Sp1 的结合能力也有所降低, 终导致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降低。 
 
 
PU-3316 

应用卵圆孔封堵器封堵小型房间隔缺损 63 例的疗效观察 
 

王振先,齐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探讨应用卵圆孔封堵器对小型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患者行导管封堵的可行性 
方法 通过应用卵圆孔封堵器对 63 例小型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患者行导管封堵治疗,观察卵圆孔封堵

器对小型房间隔缺损行介入治疗的疗效。 
结果    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心彩超显示 ASD 直径 2~5mm(3±1.3)mm。Amplatzer 封堵器直径

(16.2±1.2)mm。均获成功,技术成功率 100%。术后即刻听诊,心脏杂音消失,63 例患者封堵器形态､

位置良好,未对毗邻结构产生影响,术中未发生任何并发症,无急诊手术病例。术后即刻经胸超声显示

63 例封堵完全,无残余分流。平均手术时间及 X-线透照低于应用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的时间。 
    随访 6~12 个月,63 例患者超声及 X 线胸片检查均未发现封堵器脱落,未见残余分流。在 12 个月

的随访时间中,患儿无自述胸部不适或胸闷､ 心悸症状,心电图显示无异常。 
结论 采用卵圆孔封堵器封堵小型房间隔缺损可行,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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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17 

78 例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治疗 
 

蔡直锋,赵翠芬,夏伟,孔清玉,王敏敏,刘晓月,刘蒙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回顾性总结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童医疗中心 2008 ~2017 年 78 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患儿

射频消融治疗,评价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2017 年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童医疗中心行射频消融治疗的阵发性室上性

心动过速患儿 78 例,其中男 36 例,女 42 例,年龄 6-18 岁,平均 11 岁。术前停用抗心律失常药 5 个半

衰期以上。先行心内电生理检查,确定心律失常类型及消融靶点。如为左室旁道型房室折返性心动

过速(AVRT),将消融导管经股动脉送入左心室,行心室侧消融; 如为右室旁道型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

(AVRT),则经股静脉递送导管入右心房,在右侧房室瓣环处标测消融。预设功率 30 ~40W,温度

50 ℃。如为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AVNRT),预设功率 15W,温度 50 ℃。消融成功标准:① 房室结

折返性心动过速(AVNRT):心房程序刺激无 A-H 间期跳跃延长,不能诱发心动过速或 A-H 间期跳跃延

长未消失,但不能诱发心动过速,程序刺激心房回波不超过 1 个。静脉滴注异丙肾上腺素及电生理程

序刺激不能诱发心动过速。② 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AVRT):体表心电图 delta 波消失,心室起搏室房

分离或递减性传导及各种刺激均不能诱发 AVRT。 
结果 78 例患儿中诊断为 AVRT52 例(66.7%),AVNRT26 例(33.3%)。所有患儿均行射频消融治疗,
即刻成功率为 94.8%(74/78),复发率为 8. 1%(6/74)。4 例消融失败病例均为 AVRT,2 例是右前间隔

旁道邻近 His 束;另 2 例是右室游离壁旁道。复发病例中 2 例为 AVNRT,再次手术成功,4 例为

AVRT,2 例再次手术成功,2 例予药物治疗控制理想。未见并发症如感染､ 瓣膜损伤､ 心包填塞､ 血

气胸､ 假性动脉瘤等。 
结论 经导管射频消融术治疗儿童室上性心动过速是安全､ 有效的。 
 
 
PU-3318 

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心肌酶谱及超声心动变化 
 

边巴卓嘎,泽碧,平措央吉,扇敏娜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研究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合并不同程度心力衰竭时血清心肌肌钙蛋白 I(cTnI)､ CK-MB 变

化及其与射血分数､ 短轴缩短率的变化特点。 
方法 将 21 例诊断高原性心脏病藏族婴幼儿入院后进行罗氏评分,临床确诊合并心力衰竭患儿入院当

天均抽血测定血清 cTnI､ CKMB,并应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测定其左室射血分数(EF)､ 左室短轴缩

短率(FS)及左房室瓣 E 峰与 A 峰比值(EV/AV)。 
结果 21 例中 6 例 EF,FS,EV/AV 降低,16 例 cTnI 增高,19 例 CK-MB 正常,2 例轻度增高。血清 cTnI
越高,EF､ FS､ EV/AV 越低,cTnI 与 EF､ FS､ EV/AV 呈负相关。罗氏评分越高 cTnI 越高,与心衰程

度呈正相关,罗氏评分越高 EF,FS,EV/AV 明显降低,与心衰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 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时,血清 cTnI 变化与心肌收缩功能及舒张功能呈负相

关,cTnI 参与心力衰竭的发生､ 发展,其变化可间接反映心脏收缩､ 舒张功能改变,指导临床诊断及治

疗。 
US>6 例 EF,FS,EV/AV 降低,16 例 cTnI 增高,19 例 CK-MB 正常,2 例轻度增高。血清 cTnI 越高,EF
､ FS､ EV/AV 越低,cTnI 与 EF､ FS､ EV/AV 呈负相关。罗氏评分越高 cTnI 越高,与心衰程度呈正

相关,罗氏评分越高 EF,FS,EV/AV 明显降低,与心衰程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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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19 

26 例儿童地高辛中毒的临床分析 
 

焦毅,张蕾,刘晓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地高辛中毒的临床特征､ 诊断及治疗,为早期识别及正确处理中毒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6 例儿童地高辛中毒的病历资料。 
结果  20 例纳入误服组,<3 岁者 15 例;6 例纳入误服组。心律失常是地高辛中毒 常见及严重表

现,25 例患儿有异常的心电图表现,其中缓慢型心律失常占 72.0%,以房室传导阻滞和窦房传导阻滞

为主(64.0%),室性早搏仅 3 例(12.0%)。心脏外症状以呕吐(92.0%)､ 神萎(61.5%)､ 嗜睡(34.6%)常
见,80.8%以呕吐起病,仅 1 例出现腹泻。误服组中血清地高辛浓度明显升高,治疗组中除 2 例合并有

肾功能不全患儿血清地高辛浓度均在正常范围。误服组中 9 例予血液净化,对比非血液净化组,血液

净化可加速地高辛的排泄(P<0.05)。 
结论 儿童地高辛中毒 常见的原因为误服,常以呕吐起病,伴有缓慢型心律失常。对诊断和治疗地高

辛意外中毒血清地高辛浓度测定至关重要。对于长期服用地高辛者应密切监测心电图､ 血电解质及

肾功能情况。血液净化对地高辛意外中毒有效。 
 
 
PU-3320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患儿临床表现及危险因素分析 
 

张明明,石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分析川崎病休克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为川崎病休克综合征的早期识别及诊治提供依

据。 
方法 回顾性总结我院 2012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收治的川崎病休克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纳入同期

同年龄､ 性别川崎病无休克表现的患儿 4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组间差异比较;
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川崎病休克综合征､

冠状动脉扩张的危险因素。 
结果 (1)11 例患儿均符合川崎休克综合征(KDSS)诊断标准,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4 例,年龄由 1 个月

19 天至 9 岁,KDSS 多见于 1 岁以内婴儿及 6 岁以上学龄儿童,年龄构成比占 63.23%,平均于发热的

第 6.1 天出现休克,半数以上合并多脏器受累,部分患儿合并有较重的胃肠道症状,及时给予扩容､ 血

管活性药物､ 呼吸支持等综合治疗,休克可迅速纠正。11 例患儿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计数､

C 反应蛋白､ 动态血沉均显著升高,其中 5 例出现丙球不耐受,需再次给予丙球治疗,6 例联合激素治

疗,9 例患儿于病程的 5-11 天出现冠状动脉扩张。(2)KDSS 组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计数

､ CRP､ PCT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川崎病休克综合征的危险因素

包括:腹痛､ 寰枢椎半脱位､ 低白蛋白血症､ 低钠血症､ 低钾血症､ 尿常规异常､ 便常规异常,白细

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 CRP､ PCT 明显升高;易合并有肺炎､ 肝功能异常､ 心电图异常､ 冠状动脉

扩张､ 丙球不耐受。出现冠状动脉扩张的时间明显提前于对照组。 
结论 KDSS 患儿多见于小婴儿和年龄较大的学龄儿童,全身炎症反应明显,有低蛋白血症,易导致丙球

不耐受及冠状动脉损害,易合并多脏器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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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21 

Serum Levels of Syndecan-1 in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Luo Li,Yi Qijian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4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 (KD) is an acute systemic vasculitis and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s) are major concerns following it. Syndecan-1 (SDC-1) is a major core protein expressed on 
the glycocalyx of endothelial cells. Shed SDC-1 in serum is regarded as a biomarker for 
endothelial activation or damage. In this study, we first aimed to determine the serum levels of 
SDC-1 an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evels of SDC-1 and the CALs in the 
acute phase of KD.   
Methods Serum SDC-1 levels were measured in 119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and in 43 
sex- and age-matched healthy children as controls. All the patients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a 
single dose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and oral aspirin.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SDC-1, as well as albumin and hemoglobi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KD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 serum levels of 
syndecan-1, albumin and hemoglobin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KD patients with CALs than 
those without CALs. In addition, the serum levels of SDC-1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evels of hemoglobin and serum albumin in patients with KD. After IVIG therapy, serum levels of 
interleukin (IL)-6, soluble cell adhesion molecules-1(sICAM-1), resisitin were reduced, and serum 
levels of SDC-1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KD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syndecan-1 might reflect the vascular endothelial damage and inflammation. It 
might predict the prognosis of Kawasaki disease, and might be as a new therapy target for 
protecting coronary artery in KD patients. 
 
 
PU-3322 

应用米力农治疗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体会 
 

边巴卓嘎,平措央吉,马宇德,泽碧,扇敏娜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探讨米力农治疗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合并不同程度心力衰竭的临床效果,提高高原性心脏

病合并心力衰竭患儿救治率,缩短住院天数。 
方法 将诊断高原性心脏病藏族婴幼儿入院后进行罗氏评分,临床确诊合并心力衰竭患儿入院当天均

抽血测定血清 cTnI､ CKMB,并应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测定其左室射血分数(EF)､ 左室短轴缩短率

(FS)及左房室瓣 E 峰与 A 峰比值(EV/AV),肺动脉压力(PH).实验组在抗感染､ 利尿的基础上应用米

力农 50ug/kg,静脉推注后改为 0.5ug/kg/min24 小时维持应用。对照组:在抗感染､ 利尿的基础上应

用多巴胺 0.5ug/kg/min24 小时维持和或地高辛 0.03mg/kg,总量 1/4 量,qd。Po。每天进行罗氏评分

､ 每 5 天复查心肌酶谱,10 天复查心脏彩超,判断临床疗效。 
结果 实验组无死亡病例,罗氏评分平均在 5 天内正常, 10 天心肌酶谱均内降至正常,EF,FS,EV/AV 恢

复正常。对照组:死亡 1 例,罗氏评分平均在 6-8 天内正常, 10-15 天天心肌酶谱内降至正常,12-14 天

EF,FS,EV/AV 恢复正常。基础上应用米力农 50ug/kg,静脉推注后改为 0.5ug/kg/min24 小时维持应

用。对照组:在抗感染､ 利尿的基础上应用多巴胺 0.5ug/kg/min24 小时维持和或地高辛 0.03mg/kg,
总量 1/4 量,qd。Po。每天进行罗氏评分､ 每 5 天复查心肌酶谱,10 天复查心脏彩超,判断临床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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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米力农救治藏族婴幼儿高原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时临床疗效明确,缩短患儿住院天数,提高高

原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患儿救治率。 
 
 
PU-3323 

转录因子 Tfap2b 在小鼠动脉导管及肾脏组织中的表达研究 
 

王静,吉炜,王文峰,张臻,李奋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5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对转录因子 Tfap2b 在小鼠胚胎动脉导管和肾脏表达检测,明确 Tfap2b 蛋白组织

表达的确切分布及定位,可为后续 Tfap2b 功能研究提供必要的线索。 
方法 利用免疫组化､ 免疫荧光､ 免疫印迹等实验方法,依据胎龄检测 Tfap2b 蛋白在胚胎 E13.5 天

､ E14.5 天､ E15.5 天､ E17.5 天､ E18.5 天小鼠动脉导管中的表达情况及在胚胎 E16.5 天､ E17.5
天､ E18.5､ 出生后 P0 天､ P3 天､ 1 周､ 2 周､ 4 周､ 8 周大时小鼠肾脏中的表达规律。 
结果 本研究显示 Tfap2b 蛋白在 E13.5 天小鼠动脉导管组织可见明显表达,在 E14.5 天动脉导管组

织见少许表达,但在 E15.5 天､ E17.5 天､ E18.5､ P0 天小鼠动脉导管组织中均未见明显 Tfap2b 蛋

白表达;本研究亦证实 Tfap2b 在小鼠肾脏表达,且自胚胎 E16.5 天开始至 E18.5 天表达量逐渐增加,
对于出生后至成年不同生长发育期间的小鼠肾脏组织中 Tfap2b 表达研究发现,其表达范围从 初的

肾远曲小管､ 集合管系统,范围逐渐增加至整个肾小球及髓质区域。 
结论 转录因子 Tfap2b 参与小鼠动脉导管早期胚胎发育,也参与胚胎晚期及出生后至成年期小鼠的肾

脏发育过程。 
 
 
PU-3324 

美金刚胺对宫内缺氧所致大鼠肺小动脉及右心重构的影响 
 

刘阳,岳少杰,李婷,王铭杰,廖正嫦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观察 NMDA 受体拮抗剂美金刚胺对宫内缺氧 2 天所致大鼠生后不同时间点肺小动脉及右心室

形态结构变化的影响。 
方法 将孕 19 天大鼠根据处理的不同分为:空气对照组､ 空气+美金刚胺组､ 宫内缺氧组､ 缺氧+美
金刚胺组。待仔鼠出生后 1 天､ 3 天､ 7 天､ 14 天､ 21 天､ 28 天及生后 8 周不同时间点,测量体

重;1 天､ 28 天､ 8 周测定心脏重量､ 心脏重量/体重比值､ 心脏 HE 染色､ 右心室心肌细胞核体积

､ 右室室壁厚度､ 右心室心肌纤维横截直径､ 右心室直径/(室间隔直径+左心室直径)､ 肺脏 HE 染

色,肺小动脉中层壁厚/肺小动脉外径､ 肺小动脉中层壁面积/肺小动脉血管总面积。 
结果 ①宫内缺氧可使大鼠生后 1 天､ 3 天､ 7 天体重显著低于空气对照组(p 均<0.01)､ 使生后 1 天

心脏重量低于空气对照组(p<0.05)､ 心脏重量/体重比值高于空气对照组(p<0.01),美金刚胺可明显减

轻宫内缺氧所致的这种变化(p<0.01)。② 形态学发现宫内缺氧组可使生后 1 天大鼠右心室直径/(左
心室直径+室间隔直径)比值高(p<0.01),右心室壁心肌纤维排列稍紊乱,细胞间隙增宽,右心室处心肌

细胞核体积减少(p<0.01),美金刚胺可明显减轻宫内缺氧所致心脏的这种变化。③宫内缺氧可使生后

1 天和生后 8 周肺小动脉中层壁厚/肺小动脉外径､ 肺小动脉中层壁面积/肺小动脉血管总面积比值

增高(p 均<0.05)。美金刚胺可减轻宫内缺氧所致肺小动脉的这种变化(p<0.05)。 
结论 宫内缺氧可致大鼠生后肺小动脉及右心发生重构,NMDA 受体阻断剂美金刚可减轻宫内缺氧所

致肺小动脉及右心重构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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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25 

成人型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一例临床报道 
 

孔清玉,赵翠芬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报道 1 例成人型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患儿临床资料并文献复习。 
方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于 2017 年 1 月收治一例成人型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患儿。简要介绍如

下:患儿女,11 岁 2 月,因“发现心脏杂音 10 余天”入院。患儿 3 月时于我院诊为“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

症”,家属未予治疗,10 余天前查体时发现心脏杂音,于我院行心脏彩超检查示冠状动脉病变,左室节段

性运动不良,左心扩大,二尖瓣返流(中度),心电图检查示窦性心律不齐,r 波递增不良,ST 改变,异常 Q
波,患儿平素活动耐量尚可,口唇无紫绀,无胸闷､ 喘憋等不适,入院后给予行冠状动脉血管 CTA 扫描,
并行心导管检查及冠脉造影,择期给予行左冠状动脉再植术,手术成功,术后恢复良好。 
结果 心脏彩超检查示双侧冠状动脉均起源于主动脉,且主干粗大,未见异常起源;冠状动脉 CTA 结果

示左冠状动脉主干异常起始,考虑其内血流源于右冠状动脉末端吻合支并返流进入肺动脉;心导管检

查提示存在左向右分流。 
结论 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易误诊为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 扩张型心肌病､ 先天性二尖瓣脱

垂并关闭不全､ 川崎病等,延误手术时机。 
 
 
PU-3326 

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发生表型转换时细胞骨架的变化 
 

吴珊珊
1,刘斌

1,谢亮
2,刘翰旻

2,段艳
1,罗燕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肺血管重构研究室 
 

 
目的 探讨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发生表型转换时,细胞骨架的变化。 
方法 取 SD 大鼠肺动脉,原代培养并鉴定肺动脉平滑肌细胞,使用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BB)作
用 24h 诱导平滑肌细胞发生表型转换,使用 CCK-8 检测细胞增殖及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的变

化､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测定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的标志基因的转录与表达以确定细胞表型发

生转换,使用荧光显微镜观察平滑肌微丝骨架 F-actin､ 微管骨架 α-tublin,β-tublin 的变化。 
结果 成功分离培养并鉴定原代大鼠肺动脉平滑肌细胞,使用 PDGF-BB 诱导 24h 后 cck-8 检测细胞

增殖加快,细胞迁移能力增强,RT-PCR 及 western blot 测定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标志基因 SMα 及

SM22α 的转录及表达水平降低,平滑肌细胞发生表型转换。荧光显微镜观察到使用 PDGF 诱导后平

滑肌微丝骨架 F-actin､ 微管骨架 α-tublin,β-tublin 的构象均发生了转变。 
结论 动脉平滑肌细胞发生表型转换时,平滑肌微丝骨架 F-actin､ 微管骨架 α-tublin,β-tublin 的构象

均发生了明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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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27 

单中心近 13 年 299 例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结果分析 
 

张惠丽,李守军,闫军,王旭,花中东,胡盛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 100037 

 
 
目的 总结单中心近 13 年新生儿先心病的治疗经验,探讨危重先心病手术时机､ 新生儿期手术的利

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单中心近 13 年诊断先心病并进行了手术治疗的新生

儿 299 例。均经超声心动图确诊,43 例同时行 CT 检查。2 例术前行房间隔造口术,所有病例均经手

术进一步确诊。随访结果依据门诊复查病历和电话随访,随访期限 3 个月~166 个月。 
结果 男 224 例,女 75 例。体重 2.1~4.9kg,年龄 2~28 天,胎儿期诊断 32 例(32/299 10.7%),≤7 天手

术 54 例(54/299 18.1%)。除 26 例患儿外,均有不同程度的紫绀,血氧饱和度 30~93%。诊断为完全

性大动脉转位(TGA)192 例(192/299 64.2%),其中室间隔完整(TGA/IVS)130 例(130/192 67.7%),有
室间隔缺损(TGA/VSD)62 例(62/192 32.3%);大动脉转位型右室双出口(TAUSSIG-BING) 6 例;完全

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APVC)39 例(39/299 13.0%);肺动脉闭锁(PAA)22 例(PAA/IVS18 例,PAA/VSD 
4 例);肺动脉瓣重度狭窄(PS)15 例;主动脉缩窄(COA)11 例;主动脉弓中断(IAA)4 例;共同动脉干 2 例;
主动脉瓣重度狭窄(AS)2 例;左室发育不良(HLHS)1 例;左室憩室 1 例;右肺动脉起源于主动脉 4 例。

除 4 例 TGA､ PAA/VSD､ HLHS 一期行姑息手术外,其他患儿均一期矫治。早期死亡 25 例,死亡率

8.4% (25/299)。其中 2010 年之前死亡 13 例 (13/99 13.1%); 2010 年之后死亡 12 例(12/200 
6.0%)。随访 261 例,13 例失访,随访率 95.3%(261/274),随访期限 3~166 个月。晚期死亡 5 例。3
例二次行根治手术。存活患儿生长发育良好,心功能均为Ⅰ级。 
结论 新生儿复杂型先心病多表现青紫,大多听不到杂音。发现新生儿青紫应做超声心动图排查,一旦

确诊复杂型先心病,绝大部分需要及时手术,手术成功率较高,治疗效果较好。 
 
 
PU-3328 

婴儿期爆发性心肌炎 1 例 
 

李洁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爆发性心肌炎是属于一种严重的心肌损害性疾病,具有起病急,病情发展快,病程凶险以及死亡率

高的特点,临床表现为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心源性休克或(和)恶性心率失常,急性肾功能衰竭,阿斯

综合征发作。此型患者如不被及时救治,病死率高,有的甚至发生猝死。本文中对本院收治 1 例爆发

性心肌炎患者伴多脏器功能受损进行早期治疗,取得效果显著。 
治疗方法 入院后给予 CPAP 呼吸机辅助呼吸,镇静状态,头孢唑肟抗阴性菌感染,喜炎平抗病毒,氨溴

索祛痰,布地奈德､ 特布他林平喘化痰,复方甘草酸苷保护肝脏功能,磷酸肌酸钠营养心肌,枸橼酸钾补

钾,常乐康调节胃肠道功能治疗;入院第三天给予丙种球蛋白冲击封闭抗体提高免疫力,甲强龙协助抗

炎,大剂量维生素 C､ 磷酸肌酸钠加倍营养心肌治疗,入院第八天复测心肌酶谱:肌酸激酶 52.0U/L,乳
酸脱氢酶 620U/L,谷草转氨酶 36U/L,肌酸激酶(腿)同工酶 42U/L, 肌红蛋白<5ug/L,肌钙蛋白

I<0.01。BNP9120ng/L。血常规及感染指标:白细胞计数 10.41×109/L,中性比率:72.6%,淋巴比率

18.9%,血红蛋白 100g/L,超敏 C 反应蛋白 0.93mg/L,降钙素原 4。95ng/ml,提示病情好转,入院第 20
天复查 BNP3560 ng/L,余心肌酶､ 肌钙蛋白､ 心电图､ 感染指标均正常,住院 3 周出院。随访:2 月

后患儿复诊心肌酶､ BNP､ 肌钙蛋白､ 心电图､ 胸片均正常,无特殊不适。 
结果 本例患儿入院行丙种球蛋白冲击封闭抗体,提高免疫力,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抑制免疫反应,减
轻免疫损伤,稳定心肌溶酶体膜,减轻心肌炎性水肿和坏死,稳定心肌电活动。给予咪达唑仑镇静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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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氧耗,减轻心脏负荷,促进炎症吸收和心肌细胞修复。给予多巴胺维持必要的血压,保证心肝肾脑

等重要器官的灌注。给予维生素 C 清除氧自由基,磷酸肌酸钠营养心肌。 
结论 通过此例患者可以看出,爆发性心肌炎患者,初期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病情加重时,心脏功

能不全才表现出来,此期易出现误诊､ 漏诊;故诊断小儿爆发性心肌炎不仅要根据临床症状､ 体征来

进行判断,同时还要进行综合考虑结合心电图以及心肌酶测定等客观指标,从而使误诊率､ 漏诊率降

低。尽管爆发性心肌炎患者的病情较重,有严重血液动力学障碍,但如能及早诊断及时给予积极的对

症支持治疗,预后相对较好。 
 
 
PU-3329 

TBX1 突变与非综合征型 B 型主动脉弓离断相关 
 

王晔,王剑,傅立军,张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人类染色体 22q11.2 微缺失综合症(22q11.2DS)是 常见的人类染色体微缺失综合症,临床根

据症状又将其分为 DiGeorge 综合征(DGS)､ 腭心面综合征和圆锥动脉干异常面容综合征。其病因

是 22q11.2 区域低拷贝重复序列介导的重组所导致的 3Mb/1.5Mb 核酸序列单倍体缺失,其发病率在

新生儿中大约为 1/4000。部分有典型 22q11.2DS 症状的病人没有发现 22q11.2 区域杂合缺失,而
这部分病人往往被发现有 22q11.2DS 主要致病基因 TBX1 的突变。 
主动脉弓离断(Interrupted aortic arch, IAA)又称主动脉弓缺如,是指升主动脉与降主动脉之间没有连

接,占先天性心脏病的 1%~4%左右,其中的 IAA-B 型是 22q11.2DS 病人常见的心血管畸形之一。既

往研究发现在非综合征型 IAA-B 型病人中,约一半有 22q11.2 区域单倍体缺失。但非综合征型 IAA-
B 型病人是否可由 TBX1 突变引起?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本课题研究旨在通过收集散发 IAA-B 型病例,通过基因拷贝数检测及测序等研究手段,期望阐明

TBX1 基因突变在非综合征型 IAA-B 型病人的致病性。 
方法 本课题收集了 3 例 IAA-B 型 Trio(父母及患儿),对其进行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以及一代测序。结果通过与现有公开数据库比对发

现新的 TBX1 缺失/突变。 
结果 MLPA 检测 3 例散发 IAA-B 型病例,结果显示无 22q11.2 片段缺失。测序发现其中一例有

TBX1 突变(c.1387_1416del),该突变在父母都未发现,为新发突变,可能是导致该患儿发生 IAA-B 型

的原因。其余两例未发现有 TBX1 编码区突变。 
结论 TBX1 突变也与非综合征型 IAA-B 发病相关。有趣的是,本研究发现的缺失片段,既往在一例法

洛四联症病人中发现有重复,提示该区域容易发生由重组介导的突变。本研究病例还较少,需要更多

非综合征型 IAA-B 病例来验证 TBX1 突变对其的致病性。 
 
 
PU-3330 

长时间发热非川崎病患儿冠状动脉的研究 
 

唐浩勋,郭欣,郑淋,林利,卲魏,崔烺,刘刚,袁越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诊断完全川崎病病人比较容易,而不完全川崎病因其诊断困难,常被漏诊,延误治疗,致使冠脉动

脉瘤的发生率增高。临床工作中常遇到长时间发热的病人,需与不完全川崎病相鉴别,常需做心脏超

声观察冠状动脉有无扩张协助诊断。少数非川崎病病人也可出现冠状动脉扩张,如重症链球菌感染

､ 支原体感染,EB 病毒感染,结缔组织病等等,部分患儿甚至被误诊为不完全川崎。故非川崎病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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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热患儿群体的冠状动脉直径与健康儿童比较有无增宽,尚无定论。目前仅 2013 年波士顿儿童医

院发表了一篇关于非川崎病长期发热患儿冠脉研究的文章。我们拟观察长时间发热患儿冠状动脉与

正常儿童､ 川崎病患儿比较有无差异;长时间发热病人冠脉扩张的发生率;若与正常儿童存在显著差

异,查找其相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 北京儿童医院感染科住院病人满足以下条件者为试验组: 
入选标准:(1)3m-18y,每日发热超过 38°C,持续 5 天以上;(2) 终诊断非川崎病。 
排除标准:(1)存在基础系统疾病;(2)高血压;(3)心脏病家族史;(4)心脏病病史;(5)体重 > 95th 百分位数 
或 <5th 百分位 
川崎病组为同期收治的 3m-18y 典型川崎病病人。 
每位入选病人在入院后取血查血常规,C 反应蛋白,血沉,白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病原学检查。 
健康对照组:收集我院保健中心健康体检儿童。 
每例入组儿童分别测量左冠状动脉主干､ 左前降支及右冠状动脉主干。 
儿童冠状动脉直径随生长发育逐渐增加,在诸多相关因素中,身高､ 体重相关性 高,采用回归分析,计
算出 适方程,利用其系数绘出 Z 值曲线图,Z 值在±2 之间为冠状动脉内径正常值范围。目前按我院

研究结果计算左､ 右冠状动脉及前降支的 Z 值。 
结果 发热组 59 例病人,KD 组 51 例,健康对照组 317 例。发热非川崎组冠脉 Z 值与健康对照组无差

异,[左冠状动脉-0.15(-0.08, 0.58) vs 0.02(-0.66,0.66) P =0.47; 左前降支 0.27(-0.68,0.92)vs 0.03(-
0.65,0.63) P =0.28;右冠状动脉  -0.2(-0.62, 0.47)vs -0.02(-0.71,0.62)P =0.54]。发热非川崎组与

KD 组冠脉 Z 值比较存在显著差异,[左冠状动脉  -0.15(-0.08, 0.58) vs 0.67(0.07,1.42,0.66) P < 
0.001;左前降支 0.27(-0.68,0.92)vs 0.98(0.56,1.65) P < 0.001;右冠状动脉  -0.2(-0.62, 0.47)vs 
0.4(0.01,0.89)P < 0.002]。长期发热非川崎病组冠脉无一例增宽。 
结论 长期发热非川崎患儿的冠脉较正常儿童冠脉无明显增宽。 
 
 
PU-3331 

延续护理对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后治疗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张春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基于延续护理对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后治疗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选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8 月跟踪调查病房出院患者需服药 47 例为观察组,建立出院患者延

续护理登记本,对其进行术后延续护理 6 个月;纳入先心介入术后其它 47 例患者为对照组,仅常规出

院指导随访 6 个月。运用 Morisky -Green 表评价服药依丛性的差异。 
结果 6 个月后,与对照组相 比,观察组的 Morisky -Green 评分更高,服药依从性好的比例更大,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结论 延续护理快捷､ 高效,能显著提高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术后患者的服药依从性,降低不良心血

管事件的发生,改善患者的短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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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32 

以多形性红斑为主要表现的一月龄患儿的不完全川崎病 
 

赵莹,吴晓芳,潘凯丽,薛宁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710061 

 
 
目的 通过探讨一例发热小于 5 天,以多形性红斑为首要表现的一月龄川崎病患儿,为临床

快速而准确的诊断小婴儿不完全川崎病提供指导和参考。 
方法 临床回顾性病例研究与分析。 
结果 1 月 10 天患儿,主因“发热､ 皮疹 1 天”入院。查体:颜面､ 躯干､ 四肢(主要为伸侧)散在多形性

红斑,高出皮面,不伴瘙痒,卡痕周围充血(红斑约 3cm 大小),一过性双侧球结膜充血。咽稍红,双肺未

闻及干湿性啰音。入院检查提示:CRP>3.0mg/dl,ESR>40mm/小时,白蛋白<3.0g/dl,血小

板>500*109/L,入院后予以头孢曲松抗感染,4 天后,患儿体温正常,全身多形性红斑消退,后复查 CRP
､ ESR 均较前明显升高,提示抗感染治疗无效,排除其他非炎性热性疾病后,进一步完善心脏超声检查,
结果提示:右冠状动脉扩张(Z 值 2.7),结合美国心脏协会诊疗指南中提到,Z 值>2.5 考虑川崎病冠脉损

伤。立即予以静脉输入免疫球蛋白(2g/kg),同时予以阿司匹林(50mg/kg)口服,后患儿复查 CRP 及

ESR 迅速恢复正常,病程第 2 周患儿双手､ 手足出现指/趾末端蜕皮,这一特征性改变再一次印证了我

们不完全性川崎病诊断,病程 1 月后患儿冠状动脉恢复正常。 
结论 1.多形性红斑为一种急性自限性疾病,多由感染及药物诱发,但近年来已有文章报道

其可为川崎病皮疹的一种表现形式,提示我们需警惕以多形性红斑为首发的不完全性川

崎病;2.川崎病多发于 5 岁以下患儿,以 6 个月到 2 岁男性患儿多发,极少发生于 1 月龄患

儿,2014 年一篇全球近 30 年川崎病回顾性研究中,表示仅有两例 1 月龄发生冠脉损伤的

不完全川崎病患儿,本篇病例将为一月龄患儿不完全川崎病研究提供资料;3.美国心脏协

会(2004 版指南)及日本心脏协会(2013 版指南)中提出诊断川崎病至少满足热程 5 天以

上,目前仅台北儿科研究所于 2010 年报道第一例热程小于 5 天不完全性川崎病患儿,该
病例为第 2 例提示热程小于 5 天川崎病。川崎病的诊断不应该依赖于川崎病诊断标准

的数量,应综合患儿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对疑似患儿尽快诊断治疗,可有效降

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PU-3333 

小儿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的预后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张清友,杜军保 
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影响小儿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的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5 例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其对治疗的反应分为预后良好组

(10 例)和预后不良组(25 例),比较 2 组间与患儿预后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 性别､ 发病时间､ 家族

史､ 炎症提示指标情况､ 就诊时的超声心动图情况:包括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z 评分､ 左心

房内径 z 评分及左心室 EF 值,FS 值;心功能分级､ 抗心磷脂抗体情况､ 心脏磁共振检查结果及治疗

情况。将单因素分析筛查出的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6 种因素对患儿的预后有意义(P<0.10),包括 LVEDd z 评分､ EF 值､ FS 值､

LA z 评分､ 心功能分级､ ISI 阳性及给予免疫调节治疗;进一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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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阳性与否的患儿的预后有关(P<0.05)。通过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及 log-rank 法检验提

示,ISI 阳性患儿预后良好,其生存或病情缓解的时间显著高于 ISI 阴性患儿(P<0.05)。 
结论 ISI 阳性是小儿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预后良好的独立相关因素。 
 
 
PU-3334 

不同胎龄早产儿动脉导管自然闭合时间 研究 
 

史学凯 
广西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30031 

 
 
目的 研究不同胎龄早产儿动脉导管自然闭合的时间,以助于临床制定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干预方案,
更加科学､ 有效的预防､ 减少并发症,提高治愈率。 
方法 取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早产儿 168 例。根据

胎龄(GA)分成 3 组,GA<32 周 51 例､ 32 周≤GA<34 周 55 例､ 34 周≤GA<37 周 62 例。分别于 5
个时间点 24h, 48h,72h,7d,14d 使用彩色心动超声仪(ECHO)监测动脉导管关闭情况。结果  34 周≤

GA<37 周早产儿出生 24h 动脉导管自然关闭率为 62.9%(39/62);32 周≤GA<34 周早产儿出 生 24h
动脉导管自然关闭率为 45.5%(25/55); GA<32 周的早产儿出生 24h 动脉导管自然关闭率为

13.7%(7/51),72h 动脉导管自然关闭率为 60.8%(31/51);3 个胎龄组于 5 个时间点动脉导管累积关闭

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34 周≤GA<37 周早产儿出生 24h 动脉导管自然关闭率为 62.9%(39/62);32 周≤GA<34 周早

产儿出 生 24h 动脉导管自然关闭率为 45.5%(25/55); GA<32 周的早产儿出生 24h 动脉导管自然关

闭率为 13.7%(7/51),72h 动脉导管自然关闭率为 60.8%(31/51);3 个胎龄组于 5 个时间点动脉导管

累积关闭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晚期早产儿 24h 动脉导管自然关闭率高,胎龄 GA<32 周的早产儿近 11.8%(6/51)需药物干预;
因此要早期使用 ECHO 监测动脉导管关闭情况,早发现并及时治疗,减少并发症,提高治愈率。 
 
 
PU-3335 

白介素 10 及其受体在类川崎病免疫性血管炎中的调控作用 
 

王毓佳,汪伟,龚方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 IL-10/IL-10 受体信号通路参与 KD 冠状动脉损伤的发生发展,其活化程度可

能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但 IL-10 及其受体信号在川崎病冠状动脉内皮细胞损伤及修复的调控机

制尚不清楚。 
方法 统计了 IL-10 水平对于预测冠状动脉病变发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完成了免疫性冠状动脉损伤

模型的建立､ 病理评价。研究完成了血管内皮细胞的分离､ 培养及鉴定,并且完善了免疫性冠状动

脉损伤模型内皮祖细胞(EPCs)的分离､ 鉴定､ 培养､ 数量和功能的研究。并完成了血管内皮细胞

P-selectin 和 E-selectin 免疫组化染色检测,以及免疫性冠状动脉损伤模型及对照组 FOXP3 及

STAT3 测定。 
结果 研究发现 IL-10 水平大于 6 pg/ml 预测冠状动脉病变发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53.6%和

86%。发现冠状动脉损伤的小鼠相比于对照组,其外周血 EPCs 含量明显降低,体外培养显示其骨髓

内皮祖细胞增殖､ 粘附､ 迁移､ 血管形成能力都明显降低。通过对免疫性冠状动脉损伤模型及对照

组 P-selectin,E-selectin 的测定,发现病变组的 P-selectin,E-selectin 含量高于正常组。而在免疫性

冠状动脉损伤模型及对照组 FOXP3 及 STAT3 测定种,我们发现随着培养天数的增加在巨噬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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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P3 在对照组的表达量变化不明显;但是病变组的 FOXP3 表达量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此外,
随着培养天数的增加在巨噬细胞的 STAT3 在对照组的表达量变化不明显;但是病变组的 STAT3 表

达量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KD 患儿免疫功能失衡, IL-10 水平显著升高,参与 KD 的发生发展过程。但目

前 IL-10 参与 KD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其基因多态性与 KD 易感性的相关性也还存在一定争议,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随着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调节 KD 患儿免疫功能失衡及细胞因子紊乱,对于提

高 KD 疗效,减少冠状动脉损害等有重要意义。 
 
 
PU-3336 

30 例儿童心肌病的相关致病基因分析 
 

姜殿东,韩波,张建军,赵立健,伊迎春,王静,吕建利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总结分析儿童心肌病的基因检测阳性率及相关致病基因分析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于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临床诊断为心肌病并进行系统治

疗的 30 名患儿,其中扩张型心肌病 21 例,肥厚型心肌病 7 例,限制型心肌病 1 例,左室心肌致密化不

全 1 例,均抽取静脉血进行心肌病相关的基因检测,对测序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确定可能的突变基因,并
对受检者及其父母兄弟姐妹进行一代测序。 
结果 21 例扩张型心肌病中基因阳性 8 例(1 例 ACTN2､ 2 例 MYH7､ 1 例 ACTC1､ 1 例 MYH6､ 1
例 LAMP2､ 1 例 TAZ､ 1 例 TNNT2 和 MYH7),疑似阳性 11 例,阴性 2 例;7 例肥厚型心肌病中基因

阳性 5 例(1 例 LDB3､ 1 例 MYH7､ 1 例 GAA､ 2 例 MYBPC3),疑似阳性 2 例;1 例限制型心肌病基

因阳性(MYH7);1 例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基因阳性(MYBPC3)。所有致病基因中 MYH7 多见。30
例心肌病基因检测阳性率为 50%,疑似阳性率为 43.3%,阴性率为 6.67%。15 例基因阳性报告中 11
例基因突变未见文献报道,但生物信息分析软件预测其可具有致病性。 
结论 儿童心肌病的突变基因检测阳性率高,建议所有临床诊断为心肌病的患儿均进行基因检测,以进

一步指导治疗､ 改善预后及优生优育。 
 
 
PU-3337 

2364 例常见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临床分析 
 

姜殿东,韩波,张建军,王玉林,庄建新,赵立健,伊迎春,吕建利 
山东省立医院 250012 

 
 
目的 总结分析常见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的手术成功率､ 死亡率､ 严重并发症。 
方法 选择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自 200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行介入治疗的 2364 例常见先天

性心脏病( VSD､ ASD､ PDA､ PS) ,手术指征､ 操作要点､ 随访等均参照“先天性心脏病经导管介

入治疗指南”。其中男性 962 例､ 女性 1402 例(1:1.46),年龄 3 个月~66 岁,体重 6kg~83kg,其中

VSD 745 例､ ASD 548 例､ PDA 834 例､ PS 237 例。 
结果 手术总成功率为 97.7%(2309/2364) ,其中 VSD 成功率为 95.7%(713/745)､ ASD 成功率为

98.7%(541/548)､ PDA 成功率为 98.6%(822/834)､  PS 成功率为 98.3%(233/237)。手术死亡率为

0.04%。手术严重并发症 23 例(0.97%), 其中 VSD 为 1.88%(14/745)､ ASD 为 0.73%(4/548)､
PDA 为 0.36%(3/834)､ PS 为 0.84%(2/237)。手术严重并发症包括:封堵器脱落 2 例(1 例 ASD 换

大伞封堵成功;1 例 PDA 转外科手术)､ 瓣膜损伤 4 例(3 例 VSD 因主动脉瓣返流行外科手术,1 例

PDA 三尖瓣腱索断裂并重度返流行外科手术)､ 心包积液 2 例(均为 ASD,行外科手术)､ 左肺动脉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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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1 例(PS,行外科手术)､ Ⅲ°AVB 4 例(3 例 VSD 恢复,1 例 ASD 行外科手术仍未恢复)､ CLBBB 8
例(均为 VSD,7 例恢复,1 例恢复后又出现)､ 髂静脉血栓 1 例(PDA)､ 死亡 1 例(重度 PS)。 
结论 经导管介入治疗常见先天性心脏病(VSD､ ASD､ PDA､ PS)是一种安全､ 有效､ 成熟的治疗

方法,成功率高､ 创伤小､ 恢复快､ 并发症及死亡率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传统的开胸手术,是治

疗先天性心脏病的理想手段之一。经导管介入治疗先心病需严格掌握适应证,规范操作,这是手术能

否成功的关键。常见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并发症以 VSD 居多,目前严重并发症主要包括 CLBBB
､  Ⅲ°AVB､ 瓣膜损伤等,需积极处理,必要时需积极外科手术治疗。 
 
 
PU-3338 

动脉导管未闭经导管介入封堵术后左心结构与功能变化研究 
 

方晓娟,韩波,张建军,朱梅,梁皓,赵立健,伊迎春,姜殿东,姜殿东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观察导管动脉导管未闭患者经导管介入封堵术后 24 小时左心结构与功能变化规律,探索影响这

些变化的因素。 
方法 选择 784 例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于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行经导管 PDA
介入封堵术病例为样本,采集信息包括:性别､ 年龄､ 体重､ 术前合并症､ 术后 24 小时并发症､ PDA
分流情况､ PDA 窄内径､ 主动脉端宽度､ 肺动脉端宽度､ 术前与术后 24 小时左房内径(LA)､ 术

前与术后 24 小时左室内径(LV)､ 术前与术后 24 小时左室射血分数(LVEF)､ 术前与术后 24 小时肺

动脉收缩压(PASP)､ 二尖瓣及主动脉瓣反流情况,分析各因素在患者术后 24 小时左心腔结构恢复的

作用。 
结果 (1)784 例患者中男性 256 例,女性 528 例,全部患者封堵成功;年龄为(0.2-65)岁,中位数为 3.21
岁,体重为(4.4-95)Kg,中位数为 15Kg;COOK 弹簧圈 56 例,PFM12 例,ADOI143 例,ADOII42 例,VSD
封堵器 14 例,ASD 封堵器 1 例。(2)术前 LV 增大 90.56%(710/784),LA 增大 92.99%(729/784);(3)与
术前相比,术后 24 小时 593 例 LA 明显缩小;629 例 LV 明显缩小;LA､ LV､ LA 及 LV 与正常值差值

均明显缩小(2.71±0.36 VS 2.40±0.48 
P=0.00,4.29±0.99vs3.89±0.87 P=0.00,0.63±0.44vs0.35±0.35 P=0.00,0.74±0.60vs0.39±0.44 
P=0.00)(4)LA 与 LV 进行比较,术后 24 小时 LV 与正常值差值大于 LA 与正常值差值

(0.39±0.44vs0.34±0.34P=0.00);术前术后 LV 差值与比值均大于 LA 术前术后差值与比值

(0.35±0.33vs0.28±0.33 P=0.00 1.14±0.16 vs 1.10±0.09 P=0.00) (5)女性患者在 LV 恢复率高于男

性(X2=6.22 P=0.013),在 LA 无差异(X2=0.627 P=0.429)。(6)不同年龄阶段,在 LV 术前心腔增大程

度存在差异(F=6.793 P=0.00)。(7)术前术后 LV 差值及比值进行分组比较,未合并心脏基础疾病组明

显高于合并基础疾病组(0.36±0.33vs0.23±0.34 P=0.009  1.11±0.09vs1.06±0.08 P=0.002)。(8).术
后 24 小时 PASP 明显下降(54.54±20.98&37.78±17.34 P=0.00)。 
结论 (1)经导管 PDA 介入封堵术是一项安全高效的手术,成功率高,并发症少,可作为治疗首选。(2)术
后 24 小时心腔结构就能得到明显的恢复,而 LVEF 在术前及术后均无明显的变化。(3)左房的恢复不

但受到左房本身影响,也受到来自左室增大程度的影响。(4)年龄､ 性别､ 导管本身结构特点以及是

否合并心脏基础疾病影响左室结构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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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39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术后血小板减少症 17 例临床分析 
 

姜殿东,韩波,张建军,赵立健,伊迎春,王静,吕建利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总结分析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术后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的时间､ 原因及治疗。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于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接受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的

1210 名患儿,术前完善血液常规检查(血小板均正常),术中静脉注射普通肝素(100U/kg)使全身肝素化,
术后 72h 内复查血常规,对出现血小板减少症的患儿每日或隔日复查血常规,记录术后出现血小板减

少症的先天性心脏病的类型､ 血小板减少症开始发生的时间､ 低值发生的时间､ 持续时间､ 有无

严重出血倾向及诊疗措施等。 
结果 17 例患儿出现血小板减少症,发病率为 1.4%,其中动脉导管未闭 14 例,房间隔缺损 2 例,肺动脉

瓣狭窄 1 例;血小板减少症均发生于术后 72h 内, 低值发生于术后 1-6 天;8 例行骨髓细胞学检查,均
提示巨核系成熟障碍､ 血小板减少症;5 例术后出现发热;6 例动脉导管未闭出现残余分流;4 例

(PLT<30×109/L)输注血小板及丙球,并应用激素治疗,9 例(30×109/L<PLT<70×109/L)单独应用激素治

疗,4 例(70×109/L<PLT<100×109/L)未予任何治疗;所有病例均无严重出血发生,血小板于术后 7-40
天恢复正常。 
结论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术后血小板减少症的主要原因为肝素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建议术

后常规监测血小板,可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血小板减少症经临床观察和治疗,血小板可逐渐恢复正

常。 
 
 
PU-3340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外科修补术后多环心房扑动的射频消融治疗 
 

姜殿东,韩波,桑才华,赵立健,伊迎春,张建军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外科修补术后心房扑动的发生机制及三维标测系统指导下多环心房扑

动的射频消融疗效分析。 
方法 1 例 5 岁心房扑动患儿,3 年前曾两次行外科室间隔缺损修补+三尖瓣成型术,术后心电图示持续

心房扑动,2:1~4:1 下传,术中常规进行电生理检查,在三维标测系统指导下,建立相应心脏三维模型并

进行激动标测及电压标测,明确折返机制,使用冷盐水灌注消融导管进行消融,消融终点为心房扑动终

止。 
结果 标测出 2 种折返环,分别为三尖瓣峡部依赖的大折返和围绕右房游离壁手术切口的大折返心房

扑动,消融过程中心动过速终止,分别验证三尖瓣峡部线和手术切口到下腔静脉的消融线都是双向阻

滞的。消融成功。 
结论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外科修补术后心房扑动的发生机制错综复杂,常为多环心房扑动的心房内折

返,应用三维标测系统可清楚的显示折返途径及关键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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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41 

经皮介入与经胸微创治疗先天性室间隔缺损的对照研究 
 

赵立建,韩波,张建军,伊迎春,姜殿东,吕建利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经皮与经胸两种方法器械关闭先天性室间隔缺损的优缺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于我院小儿心脏科及心脏外科接受经

皮介入封堵与经胸微创封堵先天性室间隔缺损的患者,对围术期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两种方法的成

功率,并发症,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392 例患者接受了经皮介入治疗,316 例患者接受了经胸微创治疗,成功率分别为 92.9%及

99.1%(p<0.001)。其中 3 岁以下患儿经皮组与经胸组分别为 98 例(25.0%)及 145 例

(45.9%)(p<0.01)。体重 10kg 以下者经皮组与经胸组分别为 3 例(0.8%)及 53 例(16.8%)(p<0.01)。
平均住院天数经皮组与经胸组分别为 9.9±4.4 天及 9.4±3.9 天(P=0.086)。平均住院费用经皮组及经

胸组分别为 36566.1±6818.2 元及 38172.4±9294.4 元(p=0.01)。经皮组 1 例患者术后死于颅内出血,
经胸组无死亡患者。主要并发症包括术后心律失常,无严重房室传导阻滞及起搏器植入患者。其次

为残余分流及主动脉瓣返流,均为轻度,无明显血流动力学改变,未予特殊处理。总体并发症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 
结论 经胸微创关闭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成功率略高于经皮介入,在治疗低体重婴幼儿方面有明显优

势。两种方法的总体术后并发症无明显差异。经皮介入住院费用略低于经胸微创。 
 
 
PU-3342 

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发心律失常 17 例临床分析 
 

房慧娟,韩波,张建军,赵立健,伊迎春,朱梅,姜殿东,王静,吕建立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发心律失常的临床特点及转归。 
方法 收集 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住院治疗的 17 例巨细胞病毒感

染并发心律失常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加以总结。 
结果 17 例患儿年龄 1 天~3 月,其中男 11 例,女 6 例。17 例中巨细胞病毒感并发房性心动过速 5 例

(5/17,29.41%),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发房性早搏 3 例(3/17,17.65%),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发房性早搏伴房

性心动过速 4 例(4/17,23.53%),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发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4 例(4/17,23.53%),巨细

胞病毒感染并发心房扑动 1 例(1/17,5.88%);患儿经治疗后均好转出院。 
结论 宫内巨细胞病毒感染可能是婴儿房性心律失常的病因之一,经抗病毒､ 抗心律失常及营养心肌

治疗后预后较好。 
 
 
PU-3343 

新生儿心律失常的临床研究 
 

黄锡静,黄萍,张丽,张喆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调查心律失常在新生儿中发病情况､ 临床特点､ 预后及常见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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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我院出生新生儿予心脏听诊,有听诊异常者行标准导联心电图和/或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
确诊新生儿心律失常 40 例。同时把同期外院出生､ 本院诊断新生儿心律失常 19 例纳入研究。详细

收集患儿病史,追踪随访 3 月; 
结果 (1)本研究对 2011 年~2016 年我院出生的 105698 例新生儿进行听诊体查,每年新生儿心律失

常发生率无明显波动,明显低于既往类似的调查研究; 
(2)本院同期共诊断新生儿心律失常 59 例(外院出生 19 例),男女比例 1.8:1,平均年龄约为 15.4 小时; 
(3)新生儿以室上性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动过速､ 室上性早搏)占多数(52.5%),临床表现不典型;感染

12 例,血气､ 电解质 16 例,为其主要病因;早产 12 例,母妊史异常 20 例,为其高危因素; 
(4)本研究共有 5 例死亡患儿,死亡率 8.5%,心律失常表现为 3 例室上性心动过速,2 例两种或以上心

律失常;其中 2 例染色体异常,1 例肺动脉闭锁,1 例重度窒息,3 例重症感染,心律失常均非主要就诊原

因及死亡原因; 
(5)予 18 例确诊患儿腺苷､ 普罗帕酮､ 地高辛､ 异丙肾上腺素等抗心律失常治疗,12 例治疗有效; 
(6)随访 3 月,47 例患儿恢复正常心律,治愈率 80%;其余 3 例房室传导阻滞阻滞､ 4 例室上性早搏未

愈。 
结论 孕期及围生期的有效诊治可减少新生儿心律失常的发病率。大部分新生儿心律失常为良性,多
为功能性及暂时性,预后较好。 
 
 
PU-3344 

儿童青少年 Korotkoff 第Ⅳ､ Ⅴ音与 
成年亚临床心血管疾病的关联分析 

 
张明明

1,米杰
2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研究室 

 
 
目的 探讨儿童青少年 Korotkoff 第Ⅳ音(K4)与 Korotkoff 第Ⅴ音(K5)对成年高血压及亚临床心血管疾

病的预测价值。 
方法 研究对象来源于“北京地区儿童血压研究(BBS)”。于 1987 年在北京市非随机选择 6-18 岁的健

康学生共计 3198 人(男 1700 人,占 53.2%)进行包括血压､ 身高､ 体重等指标的测量,以有联系方式

的 2242 人(70.1%)作为基线随访人群。于 2010-2012 年进行成年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人体测量､

问卷调查及亚临床心血管疾病 (动脉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等)的评估,参加随访体检并数据完整者

1252 名。儿童高血压诊断标准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 修订版)》,取 K1 为收缩压,分别取

K4､ K5 为舒张压。成年高血压诊断标准依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 修订版)》即:高血压诊断

为收缩压(SBP)和/或舒张压(DBP)≥140/90mmHg 或正在服用降压药。成年期高颈动脉内膜中膜厚

度(cIMT)､ 高颈-股脉搏波传导速度(cfPWV)以≥同年龄､ 性别第 75th 百分位为标准。 
结果 基线 K4DBP66.4±9.1mmHg,K5DBP 54.1±11.1mmHg。以 K4 作为 DBP,正常高值血压检出率

9.4%,高血压检出率 11.3%;以 K5 作为 DBP,正常高值血压检出率 6.9%,高血压检出率 8.4%。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调整年龄及随访年后,儿童期 K4､ K5 DBP 与成年期 SBP､ DBP､ cfPWV､
cIMT 均呈正相关,且 K4DBP 与成年 SBP､ DBP､ cfPWV､ cIMT 的相关性好于 K5。分别以 K4､
K5DBP 作为自变量,以是否高血压､ 高 cIMT 及 cfPWV 为结局变量,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并计

算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估其诊断准确性,结果 K4 对成年高血压､ 高 cIMT 及高 cfPWV 的诊断准确

性高于 K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调整了性别和年龄后,儿童青少年期 K4､ K5 水平均能预测成年

CVD 风险, K4 对成年期 CVD 的预测价值优于 K5,对于高 cfPWV 的预测价值高于高 cIMT,但缺乏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儿童期 K4 与 K5DBP 水平存在较大差异,K4DBP 与成年亚临床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更强,更适

合评价儿童期的 D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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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45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leukin 12 Family Cytokines:IL-
23,IL-27,IL-35 and coronary artery aneurysm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苏娅,易岂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evels of interleukin 12 family 
cytokines (IL-23,IL-27,IL35), Interleukin-17A (IL-17A), Interleukin-10 (IL-10),Interleukin-6 (IL-
6),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and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s) in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KD). 
Methods 82 children with KD before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 therapy were obtained. 
Levels of IL-23,IL-27, IL-35,IL-17A, IL-10, IL-6, MCP-1 and VEGF were measured in 182 cases, 
including 4 groups: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n = 60), febrile control(n = 40), KD without coronary 
arteries (n = 42) and KD with coronary arterial lesions (n = 40). 
Results Levels of IL-23,IL-27, IL-17A, IL-10, IL-6, MCP-1 and VEGF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and IL-35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group of KD group.IL-23, IL-27, IL-6,MCP-1,VEGF 
are higher and IL-35 are lower in KD children with CALs.There was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evels of IL-23,IL-27 and IL-10, IL-17A, IL-6 and MCP-1and VEGF and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evels of IL-35 and IL-10, IL-17A, IL-6,MCP-1and VEGF in children 
with KD.  
Conclusions The patients with Kawasaki disease had abnormal expression of the IL-12 family 
cytokines.They may be closely linked to up-regulation and down-regulation of systemic pro-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acute KD.   
 
 
PU-3346 

两个封堵器介入封堵儿童大基底多破口膜周型 
室间隔缺损的临床研究 

 
王川,周开宇,段泓宇,李一飞,王晓琴,石晓青,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儿童经导管介入封堵膜周型室间隔缺损(perimembranous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s, Pm-VSD)
已被证实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然而,对于基底部较大､ 多破口且主要破口相距较远且 VSD 距离

主动脉瓣膜较近时,使用一个不同类型的较大直径封堵器(如对称型､ 偏心型及小腰大边型)均不可避

免地导致残余分流､ 主动脉瓣反流及心律失常的发生。本研究旨在探讨两个封堵器介入封堵儿童大

基底多破口 Pm-VSD 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方法 纳入于 2007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院儿童心血管科使用两个封堵器成功封堵大基底多破

口 Pm-VSD 的患儿,并对其临床基线资料､ 封堵资料及中长期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有 17 例患儿纳入本研究,VSD 基底直径介于 8.0-12.0mm,主要破口均相距较远且 VSD 离主

动脉瓣膜直径<2mm,手术时间介入 45-150min,平均随访 18-110 月;4 例患儿术后发生传导阻滞,其
中 3 例为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1 例为 III 度房室传导阻较长有关(120-150min),均接受激素治

疗,3 例不完全性右束支阻滞患儿均恢复窦性心律,III 度房室传导阻滞转变为不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

滞;4 例患儿术后发生轻度三尖瓣返流,可能与封堵器直径较大有关

(8mm/5mm,10mm/6mm,10mm/6mm,8mm/6mm),其中 3 例恢复正常,1 例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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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介入治疗 Pm-VSD 经验丰富的儿童心脏中心,对于大基底多破口且主要破口相距较远的 Pm-
VSD 患儿,两个封堵器介入封堵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方法。 
 
 
PU-3347 

川崎病休克综合征 3 例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于霞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加深对川崎病休克综合征的认识,为临床早期诊断､ 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方法 总结并分析 3 例川崎病休克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3 例患儿均在川崎病经典症状基础上出现循环及血流动力学障碍,伴有心功能减低､ 炎性指标

上升､ 心肌损伤标志物升高。予补液治疗,丙球冲击治疗,糖皮质激素抗炎,强心,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后,
病情均得以控制。 
结论 川崎病可能并发休克,其早期诊断尤为重要,及时给予正确治疗后,预后较好。 
 
 
PU-3348 

儿童原发性肉碱缺乏所致代谢性心肌病诊治进展 
 

崔烺,袁越,王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原发性肉碱缺乏症 (primary carnitine deficiency,PCD) 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脂肪酸 β 氧化代

谢病,主要由于肉碱转运蛋白 OCTN2 功能缺陷所致。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新生儿的患病率从 1:40 
000 到 1: 120 000 不等,人群中杂合子的发生率为 0.5%~1%[i]i。PCD 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主要临床

表现为酮性低血糖､ 心肌病､ 骨骼肌无力､ 肝肿大等。由于本文着重介绍儿童原发性肉碱缺乏所致

代谢性心肌病的诊治进展综述如下:  
 
 
PU-3349 

62 例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临床研究 
 

章旭,黄美容,刘廷亮,黄美容,李奋,郭颖,付立军,徐欣怡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10160537 

 
 
目的 研究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LCAPA)患者的临床表现､ 治疗方法及预后。 
方法 回顾研究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诊断为 ALCAPA 病例,分析其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治

疗方法及随访情况。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病例 62 例。其中诊断时小于等于 12 个月(A 组)38 例,平均年龄 5.1±0.4 个月;大
于 12 个月(B 组)24 例,平均年龄 50.2±7.0 个月。20 例首次就诊误诊为扩张型心肌病､ 心内膜弹力

纤维增生症或二尖瓣病变。术前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二尖瓣反流轻度 21 例,中度 29 例,重度 12
例。A 组所有患者术前超声心动图检查均提示 LVDD 明显增大,LVEF 减低(<55%);B 组 24 例患者术

前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 2 例 LVDD 正常,其中 1 例 LVEF 正常,1 例 LVEF 明显减低

(LVEF=35.2%);22 例 LVDD 明显增大,其中 LVEF 正常 21 例, LVEF 减低(<55%)1 例。两组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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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DD 增加及 LVEF 减少患者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s=73.7 p<0.001)。A 组平均左心室射

血分数(LVEF)(40.6±2.4)%;B 组平均 LVEF(59.0±2.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平均体

外循环转流时间 A 组 137.1±8.4 分钟,B 组 105.92±6.6 分钟,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 例

完成手术治疗,中位随访时间 38 个月(平均 34 个月,1 天~72 个月),术后一个月内死亡 6 例(A 组 5
例,B 组 1 例)。A 组术后平均呼吸机支持时间 6.6±4.4 天,B 组 2.8±2.6 天(t=3.78 p<0.001)。22 例术

后一周内出现肺动脉瓣上流速增快。 
结论 ALCAPA 在小婴儿症状重,术后一个月内死亡率较大年龄儿童高,手术远期预后好。在以心功能

不全为主要表现的 ALCAPA 易误诊为 DCM 或二尖瓣病变。 
 
 
 
PU-3350 

The change of serum inflammatory meditators in 40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Ji Xiaodan1,wang yun2,Wang LinLin1,Wang Yang1 

1.Pediatrics Department,New Centur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2.Pediatrics Department,Beijing New Century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Beijing, P.R. of China 100102 

 
 
Objective Kawasaki disease (KD) is an acute systemic inflammatory illness of young children, 
an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acquired heart disease in children. Some ca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llergic diseases. Nevertheless, some studies have 
manifest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allergic disease in children with KD is far higher than that in 
those children without KD. Possible mechanisms still remain unclear, and 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bout inflammatory meditator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KD children who are 
have a history of allergic disease. Objective 40 children with KD from Beijing New century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in recent 2 years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Know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KD children, help us to find the link of KD and allergic disease, help further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Methods KD patients were requir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meet 2004 AHA diagnostic 
criteria, treatment with IVIG, and could participate in a long-term clinical follow-up. 40 patients 
with KD received initial IVIG therapy within 10 day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history of allergic diseases,and their clinical experiences and outcomes 
were recorded. We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data of KD children and laboratory indexes, such as 
ESR, CRP, total eosinophil count(TEC) and Immunoglobulin E (IgE) levels of in those 
children,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L-4 and TNF-a were measured in some KD patients. 10 atopic 
dermatitis, 10 allergic rhinitis and 10 fe-brile patients who were composed of EBV infection were 
also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he statistical data analyzed with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between Groups and count data by chi-square test,p-values of <0.05 were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1) 25.0% (10/40) KD children have a history of allergic disease, 32.5% (13/40) KD 
children have a history of allergic disease, the proportions of atopic dermatitis (30.7% vs. 7.4%) in 
the positive histor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egative history group 
(p<0.05). 2) The high elevation of IgE levels existed in KD acute phase,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K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EBV infection(p<0.05), but not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K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allergic rhinitis ( AR ) and allergic dermatitis ( AD ), respectively 
(p>0.05).  3) After therapy, TEC of the positive allergic diseases histor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egative group, 504.0(298.8,639.6)VS 166.2(124.3,238.2),p<0.05; But, the 
elevation of IgE levels continually existed in 5 KD children of after 3 month of IVIG therapy, 4 KD 
children have a tendency towards atopic dermatitis, 3 KD children have a history of infant 
eczema . 4) In some KD patients,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L-4 and TNF-a were high ele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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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IVIG treatment, decline slowly after IVIG, and not fall to normal after 1 Year later. There 
was a correlation of IL-4 with IgE(R=0.43, p=0.04). 
Conclusions The serum levels of IgE are elevated in KD patients at acute stage. The elevated 
IgE also existed in AD and AR. IgE levels were continually elevated in 5 KD children after IVIG. 4 
KD children have tendency towards atopic dermatitis. The proportion of atopic dermatitis in KD 
children with positive allergic diseases history is higher than in those with negative history. 
Although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unclear,an association within KD and AD. Future 
prospective studies should enroll more children and medical center, more studies to explore 
possible pathogenesis. 
 
 
PU-3351 

Outcom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analysis in pediatric 
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Liu Qian,Gu Ho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Cardiology,Beijing Anzhe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Institute of 
Heart,Lung and Blood Vessel Disease 100029 

 
 
Objective To evaluate survival and prognostic factors in pediatric 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Methods We analyzed data from119 patients<18 years of age at diagnosis who were enrolled in 
the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enter in Beijing An Zhen Hospital, the 
demographics,hemodynamic Parameters and follow-up data were collected.   
Results Results: Median age at diagnosis was 5.90±4.23 years,decreased activity was the most 
frequent symptom(77.5%),At the time of diagnosis,56.3% patients were in NYHA functional 
classIII-IV, 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and 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 were 
66.41±19.20mmHg and 16.95±9.19Wood/m2,respectively. 99 cases(83.2%)patients received 
targeted therapy.Mean survival time from the diagnosis was 37.0±17.9 month .with 1-,3-,5-year 
survival rates of 86.3,51.4 and 37.8% ,respectively.The analysis of the survival curves revealed a 
bette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baseline BNP level < 605 pg/mL and baseline I/II NYHA 
functional class.44 cases(36.9%)died,with a worse NYHA functional class,high leve of BNP and 
total bilirubin,higher probability of edema,the right atrial pressure is higher,and less acute 
vasodilator testing responders.Variable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survival in univariate analysis included edema(HR=2.723,P=0.005),NYHA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HR=2.310,P=0.028),troponin 
(HR=16964.8,P=0.024),total bilirubin(HR=1.066,P=0.001),PA/AO diameter 
ratio(HR=3.719,P=0.030),Additional variables at diagnosi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urvival included the existence of PFO/ASD (HR=0.563,P=0.169).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nly 
edema (HR=2.398,P=0.025)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survival.  
Conclusions we identified key predictors of survival in pediatric IPAH.Refining these prognostic 
parameters should help clinicians improve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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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52 

影响儿童室性早搏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初艳秋,王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室性早搏(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PVC)是儿童 常见的心律失常类型,随着心电图

检查的普及 PVC 的检出率越来越高,本文通过对不同数量､ 有无左室假腱索､ 不同起源部位以及是

否应用心律平治疗等的 PVC 预后进行分析,以期为临床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诊断为频发室性早搏(伴或不伴

成对室早､ 多源室早､ 短阵室速)的患儿 120 例,对其进行随访,收集病例资料包括常规心电图､ 动态

心电图､ 心脏彩超､ 心肌酶学指标(CK､ CKMB､ CKMB 质量､ 肌钙蛋白 I､ 超敏肌钙蛋白 T)及
NT-proBNP 等;按年龄､ 性别､ PVC 数量､ 是否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室早起源部位､ 有无左室假

腱索等进行分组,在发现室性早搏 1 周､ 1 个月､ 3 个月､ ≥1 年时复查动态心电图,应用 SPSS 21.0
软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不同性别组在各个随访时间段内 PVC 数量及好转率方面无差异,P>0.05;≤6 岁组与>6 岁组 在
各随访时间段内 PVC 数量及好转率方面无差异,P>0.05; PVC≤10000/d 组与>10000/d 组在各个随

访时间段,好转率比较无差异, P>0.05;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心律平)对 PVC 进行干预,在随访 1 周时,
干预组的好转率(70.7%)明显高于非干预组(30.8%),P<0.05,在随访 1 月､ 3 月及 1 年时,干预组的好

转率仍高于非干预组,但两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 P>0.05;在各个随访时间段内,左室起源组与右室

起源组 PVC 绝对值比较没有差异,且两组在各个随访时间段内好转率比较无差异,P 均>0.05;有左室

假腱索组在初诊及 3 月时 PVC 绝对值(初诊,10452±8536;3 月时,5416±4065)与无假腱索组(初
诊,15666±11583;3 月时,10331±10139)相比较,P 值均<0.05,有左室假腱索组(其中 3 例是起源于右

室的早搏)的 PVC 绝对值明显低于无左室假腱索组;但在各个随访时间段,两组间好转率比较,P 值

均>0.05。120 例患者中,6 例有器质性心脏病,余 114 例心肌酶学指标(CK､ CKMB､ CKMB 质量､

肌钙蛋白 I､ 超敏肌钙蛋白 T)以及 NT-proBNP 均正常。 
结论 1､ 年龄及性别与 PVC 转归无差别。2､ 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1 周,室早明显减少,但对停药后

的远期预后无改善。3､ 能够明确判定左室起源或右室起源的,其起源部位对 PVC 绝对值以及 3 年

预后无差别(有记录的右室起源 长随访 3 年)。4､ 不合并器质性心脏病的 PVC 不会引起心肌酶学

的改变。5､ 左室假腱索不是儿童室早的主要成因,也不影响 PVC 的预后。6､ 大部分儿童运动后

PVC 数量减少,少数运动后 PVC 数量不变化或增多者,多为 β 受体亢进所致,口服心得安可以控制;运
动后增多又不能被心得安抑制的 PVC 更要密切关注和长期随访。 
 
 
PU-3353 

A neonatal refractory respiratory distress associated with 
pulmonary artery sling 

 
Zhang Han,Xie Liejia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200062 
 

 
Objective To acclaim the importance of noninvasive examinations as echocardiography and CTA 
in the detecting of pulmonary artery sling when complicated with refractory respiratory symptoms. 
Methods A neonatal refractory respiratory distress associated with pulmonary artery sling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Results Echocardiography showed pulmonary artery sling(PAS) and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 of the chest was significant for PAS 
with compression of the distal trachea, right tracheal bronchus(figure A and B). Surgical repai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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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 by re-implantation of the left pulmonary artery(LPA) from the main pulmonary 
artery(MPA) and ligation of PDA were performed under 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 and he 
was faring well since. 
Conclusions This case is as a reminder to pediatric colleagues who are on the front line of 
diagnosis, should stay vigilant, especially when appropriate generate self-questioned clinical 
pictures that simply do not fit the preliminary diagnosis. The development of noninvasive imaging 
modalities such as echocardiography and CTA has led to increased utilization of this entity. 
Surgical repair is the only way to release the compression of the airway due to the sling.  
 
 
PU-3354 

23 例儿童暴发性心肌炎临床分析 
 

姜殿东,韩波,张建军,赵立建,伊迎春,王静,吕建利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儿童暴发性心肌炎的临床特点､ 诊疗方法及转归。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收治的 23 例暴发性心肌炎儿童的临

床特点､ 诊疗方法及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3 例患儿中男 13 例,女 10 例;发病年龄为 2 月~16 岁;于发病 9h~7d 入院。23 例患儿发病前 1
周内均有明确的呼吸道感染或/和消化道感染病史。23 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心力衰竭表现,左室射

血分数小于 25%者 2 例,25%~35%者 5 例,35%~45%者 5 例,45%~60%者 11 例;超敏肌钙蛋白 T 大

于 7000pg/ml 者 1 例(死亡),5000~7000pg/ml 者 2 例,3000~5000pg/ml 者 5 例,1000~3000pg/ml 者
2 例,小于 1000pg/ml 者 13 例;N 端脑钠肽前体大于 35000pg/ml 者 4 例,25000~35000pg/ml 者 3
例,10000~25000pg/ml 者 5 例,小于 10000pg/ml 者 11 例。心电图表现为三度房室传导阻滞者 9 例,
其中 7 例临床表现为阿斯发作,5 例安装临时起搏器,9 例均恢复为窦性心律;心电图表现为病态窦房

结综合征者 2 例,其中 1 例安装临时起搏器后未恢复安装永久起搏器,1 例未恢复拒绝安装永久起搏

器;心电图表现为频发室性早搏 1 例,房性心动过速 1 例,室性心动过速 2 例,其中 1 例表现为多形性

室性心动过速(死亡);心电图表现为广泛､ 动态 ST-T 改变 8 例。患儿经丙种球蛋白(2g/kg)､ 多巴胺

､ 重组人脑利钠肽､ 磷酸肌酸､ 异丙肾上腺素､ 临时及永久起搏等综合治疗,21 例心腔内径及心功

能恢复正常,1 例合并动脉导管未闭者 1 年后行介入封堵,1 例转化为扩张型心肌病,1 例于入院 1h 死

亡。 
结论 儿童暴发性心肌炎起病急､ 病情重､ 进展快､ 临床表现多样,大剂量丙种球蛋白疗效肯定。临

床应注重对暴发性心肌炎患儿的及早识别､ 及早诊断､ 及早治疗,可降低死亡率,预后相对较好。 
 
 
PU-3355 

母体 miR-499 基因 rs3746444 与胎儿室间隔缺损的关联研究 
 

谢亮,代礼,刘瀚旻,余莉,周永碧,吴桂英,刘丽筠,秦凤菲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miRNA 是一类长度约为 22 个碱基的非编码 RNA,可以和编码基因的 mRNA 的 3’-UTR 结合,
导致 mRNA 降解或水平下降,从而影响蛋白的表达,参与胚胎发育。由于 miRNA 可以通过胎盘屏障,
因此母体 miRNA 很有可能参与了胚胎发育进程。miR-499 参与了胚胎心脏发育中心室特化的过程,
因此,母体 miR-499 的突变可能与室间隔缺损的发生相关。本研究拟通过比较 miR-499 中的一个

SNP 位点(rs3746444)在怀有罹患室间隔缺损(VSD)胎儿的母亲和怀有健康胎儿的母亲中的基因型

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探讨母体 miRNA 的遗传突变与胎儿 VSD 发病中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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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85 位怀有罹患 VSD 胎儿的母亲(疾病组)和 214 位怀有健康胎儿的母亲(对照组)参与了本项研

究,利用 Sanger 测序对 rs3746444 的基因型进行了测定。利用卡方检验对两组间 rs3746444 的基

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进行了比较。 
结果 在疾病组中,AA 基因型 141 人,AG 基因型 42 人,GG 基因型 2 人;在对照组中,AA 基因型 156
人,AG 基因型 54 人,GG 基因型 4 人。两组间基因型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通过显性､ 隐

性和共显性模型下,比较两组间等位基因频率,其差异也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母体中 miR-499 的遗传突变 rs3746444 与胎儿 VSD 无相关性。 
 
 
PU-3356 

小儿血管迷走性晕厥哪一个对脑血流影响更大:心率还是血压? 
 

王虹,邢艳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小儿晕厥时可以伴有意识丧失或抽搐,通过动态脑电图(AEEG)与直立倾斜试验(HUTT)同步进

行,观察小儿血管迷走性晕厥时的状态以及与脑电波的对比,在与癫痫鉴别的同时并观察心率或血压

哪一个对脑血流影响。 
方法 选择 2008 年 1 月到 2016 年 3 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内科的 152 例患有直

立晕厥或晕厥先兆患儿纳入观察组。经过血液生化的检测､ 心电图､ 心脏超声以及动态心电图､ 脑

电图､ 脑血流图､ 头部核磁共振以及动脉血管成像/头 CT 除外心肌炎､ 心肌病､ 先心病､ 严重心律

失常和中枢神经系统疾患之后,在描记 AEEG 同时行 HUTT 至 45 分钟或出现晕厥/晕厥先兆,若至

45 分钟没有异常,可进行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按照(4-6 µg/kg, 大 300 µg)进行诱发试验至 20 分钟或

晕厥/晕厥先兆发生。 
结果  107 例患儿完成 AEEG,其中 91 名 AEEG 与 HUTT 同步完成, 16 例 AEEG 在 HUTT 之前完

成,12 例 AEEG 异常:4 例在 HUTT 出现晕厥/晕厥先兆期间出现一过性慢波 (3 例血管抑制型,1 例混

合抑制型),另外在非晕厥/晕厥先兆期间出现 4 例棘慢波,1 例睡眠障碍波。85 例 HUTT 阳性结果,15
例 HUTT 阴性+诱发试验仍阴性。头部 MR 提示副鼻窦炎的 10 例患儿中,4 例出现血管抑制型,2 例

混合抑制型,1 例不确定,1 例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 
结论 1､ 血管迷走性晕厥多见于青少年患儿,血管抑制型是 常见类型;2､ 低血压可能在脑血流供应

方面作用强于心率,故在 HUTT 血压下降达到诊断标准后为减少脑缺血应尽快平卧结束实验; 3､ 鼻

窦炎可能会诱发血管迷走性晕厥。 
 
 
PU-3357 

二氧化硫供体降低动脉粥样硬化胆固醇的含量 
及其对 LDLR/PCSK9 的调节 

 
李薇,刘叠,李彬杰,王云峰 

中日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二氧化硫(sulfur dioxide,SO2)供体对动脉粥样硬化(AS)形成中胆固醇代谢的影响及其对低

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及受体调节蛋白-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PCSK9)的调节。 
方法 1､ 整体动物:用维生素 D3 联合高脂饮食的方法建立 AS 大鼠模型,并给予腹腔注射 SO2供体

Na2SO3/NaHSO3混合液共 8 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脂水平,油红 O 染色法测定主动脉根部及

冠状动脉 AS 斑块的面积及肝脏脂质沉积程度,FILIPIN 荧光染色检测肝脏胆固醇含量;2､ LDL 负荷

HepG2 细胞构建高脂细胞模型,并加入不同浓度 SO2供体(5､ 10､ 15､ 20､ 50､ 100)μ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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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2SO3/NaHSO3:油红 O 染色测定 HepG2 细胞脂质沉积,酶比色法测定细胞总胆固醇和游离胆固

醇,DiI 荧光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肝细胞 LDL 的含量,多功能酶标仪检测肝细胞对 LDL 的摄取能

力;3､ 应用 Real-time PCR 检测整体和细胞 LDLR､ PCSK9 的 mRNA 水平,Western blotting 法检

测整体及细胞的 LDLR､ PCSK9 蛋白表达。 
结果 1､ SO2抑制大鼠 AS 的形成并调节血脂:对照组大鼠无明显动脉粥样硬化斑块,AS 大鼠主动脉

根部和冠状动脉均可见明显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血浆 TCHO､ LDL､ HDL 均升高;SO2能明显

缩小主动脉根部和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的面积,降低大鼠血浆中 TC､ LDL､ HDL 水平(P 均<0.01)。2
､ SO2抑制肝细胞脂质沉积:与对照组相比,AS 组大鼠及 LDL 负荷的肝细胞可见大量脂质沉积､ 胆

固醇含量明显增加;SO2可增加肝细胞对 LDL 的摄取,减少肝细胞脂质沉积,降低肝脏总胆固醇含量(P
均<0.01)。3､ SO2促进肝细胞中 LDLR 的表达､ 抑制 PCSK9 的表达:SO2使 AS 大鼠肝组织及

LDL 负荷的 HepG2 细胞 LDLR 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 均<0.01),PCSK9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明显降

低(P 均<0.01)。 
结论 SO2能通过抑制 PCSK9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上调 CRLR 的蛋白表达从而促进胆固醇的降解,降
低血清总胆固醇水平,减少肝细胞脂质的沉积,进而发挥明显的抗 AS 作用。 
 
 
PU-3358 

冠脉技术在小于 3 个月小婴儿极重度肺动脉瓣狭窄中的应用 
 

汪伟,傅松龄,胡坚,朱卫华,龚方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总结采用冠脉技术在小于 3 个月小婴儿极重度肺动脉瓣狭窄( pulmonary stenosis,PS)的经验,
评价其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自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我院采用冠脉技术治疗小于 3 个月小婴儿极重度肺动脉瓣狭窄

患者共 14 例,男性 3 例,女性 9 例,手术年龄 14~87(56.33±7.65)天,体质量 3.1~6.5(4.79±0.34) kg。
术前完善心电图､ X 线片､ 超声心动图､ 右心导管检查及右心室造影,均采用冠脉技术渐进性扩张

完成 PBPV。 
结果 球囊扩张手术技术成功率为 100%。肺动脉瓣跨瓣压差由术前的 66~108(81.08±3.29)mmHg
下降至 5~38(14.5±2.8)mmHg (P<0.001)。2 例术中出现心率及血压下降,予以肾上腺素及阿托品处

理后好转。术后 3 个月随访超声心动图肺检查动脉瓣跨瓣压差 12~40(23±2.41)mmHg。 
结论 小婴儿极重度肺动脉瓣狭窄(尤其是近肺动脉闭锁患儿)一直是儿童心内科医师感到困惑和棘手

的疾病,近年来随着介入技术和材料学的进展,运用冠脉技术渐进性扩张肺动脉瓣无论从并发症和手

术成功率来说均可成为小婴儿极重度肺动脉瓣治疗的首选方式。 
 
 
PU-3359 

1853 例 5 岁以上儿童晕厥病因分析 
 

高文会,田宏,韩璐,龙帅,陶灵,施鹏,叶成杰,葛晓玲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分析 5 岁以上儿童晕厥的病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至 2015 年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诊以“晕厥”为主诉就诊的 5 岁以上

患儿的发病原因。 
结果 共纳入 1853 例“晕厥”患儿,其中男 874 例,女 979 例,年龄 5~18 岁,平均年龄(10.592)岁。根据

患儿临床表现､ 家族史,及相应检查分析判断晕厥的病因。其中经脑电图､ 脑 CT､ 电解质､ 精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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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等检查,诊断为神经源性晕厥的共 456 例,主要病因为癫痫 242 例(13.06%)､ 惊厥 121 例(6.53%)
､ 头痛 43 例(2.32%)等;代谢性晕厥 12 例,包括电解质紊乱 5 例(0.27%)及低血糖 7 例(0.38%);心因

性晕厥 13 例(0.70%);经心电图､ 心超等检查诊断为心源性晕厥总计 52 例(2.85%)其中有心律失常

共 40 例(包括早搏､ Q-T 间期延长及心动过速等)(2.19%)､ 心肌炎 7 例(0.38%)､ 先天性心脏病 5
例(0.27%)。排除上述疾病,结合临床特点,应用直立倾斜试验(head-up tilt test ,HUTT),诊断为自主神

经介导性晕厥(neurally  mediated syncope,NMS)共计 1192 例(占 64.33%),包括血管迷走性晕厥､

体位性心动过速､ 体位性高血压､ 体位性低血压。此外,仍有 138 例(7.45%),经心电图,脑电图､ 直

立倾斜试验等检查后不能明确晕厥病因。 
结论 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为儿童晕厥的主要病因,发病率约 60%以上。心源性晕厥发病率仅占

2.19%。仍有 7.45%儿童晕厥病因不明。 
 
 
PU-3360 

Changes and signifancance in the levels of 24-hour urinary 
sodium  and  plasma Angiotensin II in children with 

vasovagal syncope and 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 
 

Tian hong,龙帅,韩璐,陶灵,沈晓迪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24-hour urinary sodium and plasma angiotensin II for 
children with vasovagal syncope(VVS) or postural tachycardia syndrome (POTS) .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23 children with POTS (POTS group) and 22 with VVS (VVS 
grooup) . Their 24-hour urinary sodium, plasma Angiotensin II levels were compared.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24-hour urinary sodium, plasma Angiotensin II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n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sex, age, height, weight, and body 
mass index between the 2 groups (P > 0.05). Compared the urinary sodium, plasma Angiotensin 
II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lso.  (P > 0.05)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urinary sodium was 0.622 and 95% CI was 0.454-0.790,when urinary 
sodium at 132.5mol/L was used as cut-off value, the predictiv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70.0% and 59.3%, respectively;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plasma Angiotensin II level 
was 0.517 and 95% CI was 0.343-0.690, when plasma Angiotensin II at 92.94mol/L was used as 
cut-off value, the predictiv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42.9% and 50.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ing that the urinary sodium level as a predictor for VVS and 
POTS may has more value than the plasma Angiotensin II level. 
 
 
PU-3361 

儿童特殊部位室性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治疗 
 

林利 
北京儿童医院 10251964 

 
 
目的 观察 EnSite Navx 引导下的射频消融手术治疗小儿特殊部位室性心律失常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 例小儿特殊部位(右室流出道及左室间隔来源之外)室性心律失常的临床资料。 
结果 北京儿童医院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完成特殊部位室性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手术共 17
例。手术病人入选标准:1,正规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满 3~6 月无效或不能耐受药物治疗,家长要求手

术根治者;2,具有心律失常相关症状,影响患儿生活､ 学习者;3,导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者。4,心肌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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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遗的室性心律失常。患儿年龄 6 岁~15 岁 9 月,男 8 例,女 9 例。早搏总数 14367~43784 次 /天不

等,5 例伴发室性心动过速,3 例合并左心室增大。其中,右室心尖部来源 2 例;右室三尖瓣环部位来源

7 例;主动脉瓣与二尖瓣环交界处(AMC)来源 5 例;主动脉窦来源 3 例。术后随访 4 年 5 个月~2 个

月。右室心尖部来源 2 例均复发;右室三尖瓣环部位来源者成功 6 例,好转 1 例手术治愈率 87%。

AMC 及主动脉窦来源患儿手术全部成功,手术治愈率 100%。全部病人无手术相关并发症。 
结论 EnSite Navx 引导下的射频消融手术治疗小儿特殊部位室性心律失常(除右室心尖部位来源以

外)疗效显著,治愈率高且并发症少。建议积极开展手术治疗,提高小儿室性心律失常的治愈率。 
 
 
PU-3362 

Changes  of  cardiac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Infants 
 

wu jinlan 
anhui province children's hospital 230000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cardiac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 
Methods 85 PDA  children  were occluded with ASO and a Plug  and  two spring coils and a 
VSD  blockage. 89 Successful transcatheter closure that cardiac function were measured with 
ultrasonic cardiogram at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1d,which including LVDD,LVDS, 
LVEF,LVFS. 
Results  PDA0≥0.3cm a group and age≥four  years  a  group , The level of  LVDD at 
preoperative  were  decreased  from(4.369±0.7038)cm,(4.300±0.6953)cm,to(3.912±0.569)cm,(4.
043±0.4423)cm, age≥four  years  a  group, The level of  LVDS at 
preoperative  were  decreased  from  (2.723±70.4883)cm,to(2.597±0.388)cm,PDA<0.3cm a 
group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VDD､ LVDS､ EF､ FS(P>0.05) 
Conclusions It can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 of  PDA children to treat PDA with ASO and  plug 
and spring coil 
 
 
PU-3363 

川崎病儿童急性期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表达及酶活性的改变 
 

沈杰,章毅英,解春红,龚方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1 

 
 
目的 检测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IDO)在川崎病儿童急性期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 mRNA 的表

达及血浆中的酶活性,探讨其在川崎病儿童急性期发病机制中的可能作用。 
方法 选取 20 例急性期川崎病儿童作为川崎病组,随机选取同期健康儿童 20 例作为对照组。应用实

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PBMC 中 IDO mRNA 的表达水平;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检测血浆中色

氨酸(TRP)和犬尿氨酸(KYN)的浓度,IDO 活性以两者的比值表示,即 IDO 酶活性

=KYN/TRP×100%。两组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IDO mRNA 在川崎病组和对照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均有表达,
采用 2-ΔΔCt法分析目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结果显示,川崎病组中 IDO mRNA 的相对表达量为

1.52±0.57,对照组为 0.49±0.18,提示川崎病组中 IDO mRNA 相对表达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HPLC 检测结果显示川崎病组血浆 KYN 浓度大于对照组,TRP 浓度小于对照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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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川崎病组 IDO 活性为 8.79±1.68%,对照组为 3.98±1.35%,川崎病组 IDO 活性大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川崎病儿童急性期 IDO 的表达及酶活性增高可能在川崎病急性期自身免疫性血管炎的发病机

制中起一定的作用。 
 
 
PU-3364 

川崎病易感基因的研究进展 
 

郑瑞利,何坤,董湘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目前川崎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近年来,大量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发现 KD 的发病具有

一定的遗传背景。现就与川崎病相关的 ITPKC 基因多态性､ CASP3 基因多态性､ CD40 基因多态

性､ CD40L 基因多态性､ FCGR2A 基因多态性､ FAM-BLK 基因多态性和 HLA 基因多态性性的研

究进展作一综述。 
 
 
PU-3365 

多孔型房间隔缺损的介入治疗 
 

伊迎春,韩波,张建军,赵立建,姜殿东 
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 250021 

 
 
目的 研究多孔型房间隔缺损的介入治疗效果和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到 2017 年 6 月 1 日在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介入治疗的房间隔缺

损患儿。 
结果 2015 年 1 月到 2017 年 6 月 1 日在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心脏科介入治疗多孔型房间隔缺损 18 例,
其中男 8 例,女 10 例,年龄 2 岁 10 月~18 岁,平均年龄 6.52 岁。封堵术前经超声心动图确诊为多孔

型房间隔缺损,其中双孔型 10 例,三孔型 3 例,四孔型 5 例,伴房间隔膨出瘤 5 例。14 例应用一个封堵

器封堵,4 例应用两个封堵器封堵。术后第二天残余分流 6 例,术后 1~   12 月复查,残余分流 3 例,束
宽约 1.2~2mm。术后复查心电图均正常。术后间歇性头疼 1 例。 
结论 介入治疗多孔型房间隔缺损创伤小,安全有效。 
 
 
PU-3366 

儿童晕厥的临床特征及心电图､ 动态心电图在诊断中的价值 
 

张蕾,刘晓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晕厥的病因､ 临床特征､ 心电图及动态心电图在诊断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就诊或住院的 172 例晕

厥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病因､ 临床特征､ 心电图及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结果进行整理､ 分析及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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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172 例患儿中,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 110 例(64.0%),其中血管迷走性晕厥 50 例(29.1%),体位性心

动过速综合征 57 例(33.1%),直立性高血压 3 例(1.7%);心源性晕厥 36 例(20.9%),不明原因晕厥 26
例(15.1%)。 
2. 36 例心源性晕厥中,心律失常性晕厥 22 例,其中缓慢心律失常 18 例,快速心律失常 4 例,器质性心

血管疾病性晕厥 7 例,缓慢心律失常+器质性心血管疾病性晕厥 6 例,快速心律失常+器质性心血管疾

病性晕厥 1 例。其中Ⅲ度房室传导阻滞占 21 例。 
3.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临床特征主要包括学龄期及青春期女孩多见;82.7.%站立位发作,无卧位发

作;93.6%有诱因,持久站立､ 体位改变为 常见诱因;97.3%有先兆,以头晕､ 视物模糊先兆多见;不伴

抽搐与大小便失禁。 
4.心源性晕厥临床特征主要包括各年龄均可发病,婴幼儿也可发病;发作体位可以为卧位及不定位;多
为运动诱发,有先兆者少,心悸先兆症状不多见,部分伴有抽搐､ 大小便失禁症状,部分既往有心脏疾病

的病史。 
5.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患儿心电图均无异常､ 大多数动态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正常,少数轻微异常与

晕厥发作无关。心源性晕厥患儿 35 例完成了心电图检查,94.3%异常,62.9%可以直接得出诊断;36
例完成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75%异常,19.4%可以直接得出诊断。27 例完成了动态心电图检

查,77.8%异常,44.4%可以直接得出诊断,其中包括心电图异常但尚不能确定诊断的 3 例患儿。 
结论 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及心源性晕厥均有明显的临床特征,心源性晕厥危害性 大,诊断中应首先

确定或排除。心电图是儿童晕厥病因诊断的常规检查,动态心电图不应成为晕厥病因诊断的筛查手

段,但一旦怀疑心源性晕厥均应做动态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检查。 
 
 
PU-3367 

咽旁蜂窝织炎并发川崎病 1 例 
 

王涛,张艳敏,王娟莉,许小艳,张展,孙敏,雷茜,肖红玉,罗昆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冠状动脉瘤是心血管疾病预后不良的严重疾病,探讨在小儿人群中冠状动脉瘤发生的病因及鉴

别诊断。 
方法 对 1 例咽旁蜂窝织炎合并川崎病患儿的发病特点､ 辅助检查及治疗效果的进行分析讨论及文

献回顾。 
结果 咽后及咽旁蜂窝织炎所致的川崎病是导致小儿冠状动脉瘤的少见原因。 
结论 感染和败血症､ 川崎病同样可以导致冠状动脉损害,但疑似感染部位的病原学检查､ 血培养及

针对感染病原的规范治疗及治疗效果是鉴别两种病因的关键。 
 
 
PU-3368 

伴发消化道症状的川崎病患儿临床特点分析:前瞻性队列研究 
 

吴美,王川,周开宇,华益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川崎病是一组以全身血管炎为主要病变的疾病,可伴发消化系统症状甚至以消化系统症状为首

发表现。目前关于伴发消化道症状的川崎病患儿临床特点的研究较少,且基本为病例对照研究。因

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以分析伴发消化道症状的川崎病患儿的临床特点,为临床诊疗及

预后判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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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地纳入于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心血管科确

诊为川崎病患儿共 345 例,按照有无伴发消化道症状(包括呕吐､ 腹泻､ 腹痛､ 黄疸､ 腹水､ 肝脾肿

大等)分为有消化道症状组(n=43)及无消化道症状组(n=302), 并比较两组患儿基线资料､ 实验室相

关指标､ 丙球抵抗发生率､ 川崎休克发生率及冠脉损害发生率之间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儿在年龄､ 性别间无显著差异,基线资料可比;共有 10 例患儿以消化道症状为川崎病首

发表现;有消化道症状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PDW､ MPV､ P-LCR､ CRP､ ALT､ AST､ TB､ Cr､
PT､ APTT､ NT-BNP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而淋巴细胞百分比､ PLT､ Na+､ K+､ LDL-C､ Mb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WBC､ RBC､ Hb､ ESR､ PCT､ ALB､ GLB､ LDH､ PA､ ALP､ UN､
CYSC､ UA､ TC､ TG､ HDL-C､ apoA1､ apoB､ Fg､ TT､ cTnI 等值在两组间均无显著差异

(P>0.05)。有消化道症状组冠脉损害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3/43 vs 46/302,P=0.019);此外,伴发

消化道症状患儿更容易发生川崎休克(6/43 vs 5/302, P=0.001)。但是,丙球抵抗发生率在两组间无

显著差异(27.9% vs 17.2%,P=0.097)。 
结论 消化道症状可作为川崎病患儿的首发表现;伴发消化道症状患儿有着更强的全身炎症反应,更容

易发生冠脉扩张及川崎休克,需及时识别并密切观察病情及随访。 
 
 
PU-3369 

近红外光谱仪预测肺动脉闭锁术前不良事件 
 

黄继红,张明杰,柳立平,徐卓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评估近红外监测组织氧饱和度,对于早期预测肺动脉闭锁术前患儿不良事件的可能性。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间入住我院 CICU,年龄小于 3 月,诊断为肺动脉闭锁的小婴儿,接受

近红外光谱仪监测脑组织氧饱和度和腹部内脏氧饱和度。同时监测的还有心率､ 血压､ 指脉氧､ 部

分病人有血气监测。回顾上述资料,分析组织氧饱和度变化与临床不良事件的关系。 
结果 一共 26 例患儿纳入标准。625 次心率､ 血压､ 指脉氧､ NIRS 组织氧合指标,和 98 个乳酸指

标被回顾分析。常规监测发现不良事件 69 次(11.04%),其中, 27 次单独氧合降低, 16 次氧合降低伴

乳酸增高, 6 次单独低血压, 17 次低血压伴乳酸增高, 3 次单纯乳酸增高。脑组织氧饱和度下降

12.8%预示不良事件可能性高,敏感度 85.3%,特异性 87.0%。腹部组织氧饱和度下降 20.6%预示不

良事件可能性高,敏感度 73.5%,特异性 91.2%。发现血压下降前 3 分钟及乳酸增高前 45 分钟,内脏

氧饱和度已经发生下降。 
结论 对于肺动脉闭锁术前患儿,脑氧饱和度下降 12.8%或腹部氧饱和度下降 20.6%,需要引起临床医

师警觉。 
 
 
PU-3370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病因及临床特征分析 
 

吴祖波,彭华,刘亚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了解儿童扩张型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的病因､ 发病年龄､ 心功能状况的特点

及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确诊的 20 例 DCM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 20 例患儿中,男 14 例(70%),女 6 例(30%);起病年龄 1-120 个月,平均年龄 31 个月,起病≤1 岁

者占 60%(12/20),诊断时合并心力衰竭者占 90%,其中心功能 III-IV 级者 50%(10/20)。能明确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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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 例(35%),其中病毒性心肌炎 6 例(30%),家族遗传性 1 例(5%);10 例(50%)患儿合并各种心律失

常,11 例(55%)患儿合并各种不同类型先天性心脏病;20 例患儿均给予以强心､ 利尿治疗,并予以口服

泼尼松､ 丙球冲击治疗,9 例(45%)患儿心脏射血分数明显提高,2 例患儿心脏射血分数无改善,1 例

(11 岁) 终接受心脏移植治疗,另 1 例(6 岁)接受起搏器植入术治疗。 
结论  小儿 DCM 在 1 岁以内发病率 高;其 常见病因为病毒性心肌炎,其他病因包括家族遗传性､

遗传代谢性疾病等;DCM 患儿常合并多种类型心律失常及各种先天性心脏病;DCM 患儿越早接受治

疗,效果越好,年龄较大患儿治疗效果不甚满意。 
 
 
PU-3371 

应用托伐普坦治疗儿童扩张型心肌病慢性心衰伴低钠血症 1 例 
 

刘丽萍
1,钟礼立

1,刘震宇
1,林小娟

1,吴不非
1,喻新锋

2 
1.湖南省人民医院 

2.郴州宜章县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托伐普坦治疗儿童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伴低钠血症及利尿剂抵抗的疗效及副作用,探讨

其作用机制。 
方法  2017 年收治一名扩张型心肌病伴低钠血症。用药后观察 Na+､ K+､ 尿量､ 钠肽前体(N-
terminal fragment of pro BNP,Pro-BNP)等指标的变化及可能的副作用。 
结果 治疗后患者血钠浓度较治疗前明显升高,NYHA 分级有降低;治疗后 Na+､ K+､ 尿量均明显增

加,血肌酐和 Pro-BNP 均较降低,心功能无明显改善,但右房内径逐渐缩小,患者无明显口干､ 呕心､

头晕等不适,肝功能示谷草转氨酶轻度升高。 
结论  精氨酸加压素受体拮抗剂托伐普坦治疗儿童扩心病慢性心力衰竭伴低钠血症疗效良好,且尽早

用药可以达到更好的临床效果,但远期疗效及可能的并发症需要长期及大样本观察。 
 
 
PU-3372 

儿童早期复极化综合征 
 

张英,田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名 10 岁男童 1 月来晕厥 1 次伴心悸数次,心电图检查提示:室行心动过速,该患儿经电复律转律,
后复查心电图,可见 ST 段下斜型抬高,J 点抬高。目前该患儿口服西洛他唑､ 倍他洛克对症治疗。长

期以来早期复极化综合征被认为是良性的心律变异,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增加了无明显器质

性心脏病的青年人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部分有明显遗传倾向。由于早复极综

合征的存在的危险性,如何发现有发展为早复极综合征危险的患者,使其得到尽早诊断治疗得到大家

越来越多的关注。 
方法 病例讨论 
结果 长期以来早期复极化综合征被认为是良性的心律变异,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增加了无明

显器质性心脏病的青年人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部分有明显遗传倾向。 
结论 由于早复极综合征的存在的危险性,如何发现有发展为早复极综合征危险的患者,使其得到尽早

诊断治疗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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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73 

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后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 3 例并文献复习 
 

胡要飞,杨敏,李涛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提高对先天性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经导管封堵术后并发完全性左束支传

导阻滞(Complete Left bundle-branch block, CLBBB)的认识,总结治疗该并发症的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我院近 4 年发生的 3 例 VSD 封堵术后并发 CLBBB 患儿的术前､ 术中及术后资料,结合文

献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3 例患儿术前均有明确手术适应征,术中封堵效果良好,分别于术中､ 手术当天和术后 4 天发生

CLBBB,分别接受外科取伞修补术和内科保守治疗,2 例在出院时体表心电图恢复正常,1 例在出院时

仍为 CLBBB,2 月后转为不完全左束支传导阻滞(incomplete left bundle branch block, ILBBB),19 月

后转为正常心电图。 
结论 VSD 封堵术后并发 CLBBB,需根据 CLBBB 发生时间的不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并进行密切

的长期随诊,通过合理的治疗可以取得良好的临床结局。 
 
 
PU-3374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伴冠状动脉扩张病例分析 
 

刘京晶,郑春华,李晓惠,包 敏,曹爱梅,任 军,刘 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索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M)合并冠状动脉扩张的病例特点。 
方法 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确诊 IM 的病例,完善超声心动

图评估冠状动脉扩张情况,分析 IM 合并冠状动脉扩张病例的临床特点,并随访预后情况。 
结果 (1)临床特点:共收集到 IM 344 例,伴冠状动脉扩张 15 例,IM 合并冠状动脉扩张发病率为 4.4%,
年龄均值为(3.47±1.61)岁,男 8 例(53.3%),女 7 例(46.7%);临床表现为发热 15 例(100%),淋巴结肿大

14 例(93.3%),肝大 11 例(73.3%),咽峡炎 8 例(53.3%)。血常规白细胞升高 14 例(93.3%),淋巴细胞

比例升高 15 例(100%),异型淋巴细胞比例升高 14 例(93.3%)。生化肝酶升高 9 例(60%)。细胞免疫

检查 14 例异常(93.3%)。腹部超声检查:肝脾弥漫性肿大 11 例(73.3%)。(2)冠脉扩张情况:自起病至

发生冠脉扩张所经时间中位数及四分位数为 5(4,8)天,冠脉扩张持续时间中位数及四分位数为

17(7.00,41.00)天;冠脉扩张者 Z 值中位数及四分位数为 3.74(3.01,5.64),以右侧冠脉扩张为主 13 例

(86.7%)。 
结论 IM 伴冠脉扩张发生于 1 周内,约 2-3 周恢复,表现为轻度右侧冠脉扩张,预后良好。 
 
 
PU-3375 

川崎病并肝功能损伤临床特点 
 

李晓红,李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分析川崎病(KD)合并肝功能损伤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 22 例 KD 合并肝功能损伤患儿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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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2 例 KD 合并肝功能损伤患儿多表现为单纯肝酶升高,肝脏肿大､ 黄疸等表现少;肝功能损伤

多发于 KD 亚急性期,护肝治疗效果好,多于 2 周内恢复正常;IVIG 反应不良型川崎病､ 发病早期应用

糖皮质激素的患儿合并肝功能损伤较多。 
结论  KD 合并肝功能损伤多发生于 KD 亚急性期,单纯表现为转氨酶升高,一般无肝脏肿大及黄疸,预
后好;IVIG 反应不良型患儿､ 糖皮质激素应用可能加重 KD 患儿肝功能损伤。 
 
 
PU-3376 

儿童暴发性心肌炎的识别与紧急救治 
 

严颖煦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阐述如何早期发现儿童爆发性心肌炎的症状及体征,做出正确判定,并给予相应紧急救治方法 
方法 对近年杂志､ 期刊公开发表的相关论述进行整理,结合《诸福棠实用儿科学》进行综述 
结果 如果能早期识别暴发性心肌炎的临床表现,并进行正确抢救,可以抢救成功 
结论 暴发性心肌炎病情重,病死率高,但若能早期识别,并正确抢救,可以抢救成功,且远期预后良好,不
易进展为扩张型心肌病。 
 
 
PU-3377 

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临床表现及治疗分析 
 

曹兴丽,高凤,侍响响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2 

 
 
目的 探讨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临床表现及治疗。 
方法 对我科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19 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患儿诊治过程进行

分析。 
结果 ①年龄越小症状越不典型,且 24 小时再次发作的可能越大。②普罗帕酮对于兴奋迷走神经无效

的患儿疗效确切,且副作用小,对于反复发作患儿可予以静滴维持控制。 
结论 儿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年龄愈小,症状愈不典型,且 24 小时内易反复。对于兴奋迷走神经

治疗无效患儿,静注普罗帕酮是有效､ 安全的方法。 
 
 
PU-3378 

22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及家庭赋能的护理效果体会 
 

李颖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通过早产儿家长会对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家庭赋能,提高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家庭母乳

喂养知识和技能 结果:对比实施赋能前后产妇相关情况,在掌握早产儿基本母乳喂养知识,早产儿护理

技能,母乳如何收集､ 运送,母乳如何储存,如何观察早产儿､ 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均有显著变化,
有统计学意义(P<0.005)。早产儿在实施母乳喂养率､ 平均体重增长方面､ 恢复出生体重方面均有

显著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开展为极低出生体重儿家庭赋能工作,能提高产妇作为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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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增强,减轻焦虑,发挥自主性和提高自我效能的结局。 终改善早产儿宫外发育迟缓的现状,缩
短住院时间,提高早产儿家庭护理的满意度。 
方法 我院 2016 年 2 月—2015 年 8 月期间,新生儿重症医学科(NICU)收治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

(VLBWI)22 例,开展家长会及母婴接触等方法进行相关培训理论和技能培训,为此类危重早产儿及家

庭赋能, 
结果 对比实施赋能前后产妇相关情况,在掌握早产儿基本母乳喂养知识,早产儿护理技能,母乳如何收

集､ 运送,母乳如何储存,如何观察早产儿､ 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均有显著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P<0.005)。早产儿在实施母乳喂养率､ 平均体重增长方面､ 恢复出生体重方面均有显著改善,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开展为极低出生体重儿家庭赋能工作,能提高产妇作为母亲能力的增强,减轻焦虑,发挥自主性和

提高自我效能的结局。 终改善早产儿宫外发育迟缓的现状,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早产儿家庭护理的

满意度。 
 
 
PU-3379 

捏脊对早产低体重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欧阳学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5 

 
 
目的 探讨捏脊疗法对早产低体重儿生长发育的影响,为中医外治法治疗早产低体重儿提供临床依

据。 
方法 选取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住院部早产低体重儿 12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对照组 60 例和捏脊组 6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捏脊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捏脊疗法。比

较两组早产低体重儿 0 月龄(出生第 5 天)､ 1 月龄､ 2 月龄､ 3 月龄､ 4 月龄､ 5 月龄及 6 月龄时体

重､ 身长､ 头围､ 胸围的变化。 
结果 1.0 月龄(出生第 5 天)时,两组早产低体重儿体重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1 月龄､ 2 月龄

､ 3 月龄､ 4 月龄､ 5 月龄及 6 月龄时,对照组体重均明显低于捏脊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0 月龄(出生第 5 天)时,两组早产低体重儿身长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1 月龄､ 2
月龄､ 3 月龄､ 4 月龄､ 5 月龄及 6 月龄时,对照组身长均明显低于捏脊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3.0 月龄(出生第 5 天)时,两组早产低体重儿头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1 月龄､

2 月龄､ 3 月龄､ 4 月龄､ 5 月龄及 6 月龄时,对照组头围均明显低于捏脊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4.0 月龄(出生第 5 天)时,两组早产低体重儿胸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1 月龄

､ 2 月龄､ 3 月龄､ 4 月龄､ 5 月龄及 6 月龄时,对照组胸围均明显低于捏脊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5.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结果示:两组早产低体重儿体重､ 身长､ 头围及胸围的时

间因素比较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意义(P<0.05)。 
结论 捏脊疗法可促进早产低体重儿的生长发育,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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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80 

我国新生儿输血研究现状的共词分析 
 

李姣,杨晓燕,石晶,伍金林,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新生儿输血作为抢救和治疗新生儿非常重要的治疗措施,国内目前尚缺乏对该领域研究现状的

探讨以及相关研究热点的评估。通过共词分析法对我国近十余年关于新生儿输血方面的文献进行分

析,深度分析我国新生儿输血近年来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在 CNKI 数据库以“新生儿”､ “输血”为主题词,限定期刊年限为 200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进
行文献检索和筛选,纳入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再用 Excel2016 进行关键词的统计和分析,利用 Ucinet 
6.3 绘制可视化网络。 
结果 共纳入文献 259 篇,提取高频关键词 37 个,呈现了国内新生儿输血的研究热点,通过共词分析得

出各个高频关键词之间的疏密关系,描绘了不同高频词之间的共现关系。 
结论 目前国内新生儿输血领域的研究集中于新生儿溶血病､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新生儿贫血等

疾病以及换血治疗方面,在输血护理､ 早产儿输血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较多涉猎,但在输血安全､ 成分

输血､ 输血指征等方面的研究仍较少,如何有效､ 合理､ 安全､ 规范的进行新生儿输血治疗有待进

一步研究。 
 
 
PU-3381 

Melatonin protects against blood-brain barrier damage by 
inhibiting the TLR4/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fter LPS 

treatment in neonatal rats 
 

Hu Yingying,Lin Zhenlang,Pan Shulin,Jiang Huai,Fang Mingchu,Zhang Hao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0 

 
 
Objective Hypoxic-ischemic and inflammatory (HII) induces the disruption of blood–brain barrier 
(BBB) which leads to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neuronal cell death, resulting in brain 
secondary damage.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melatonin produced potent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in neonatal hypoxic-ischaemic model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BB disruption 
and melatonin in HII was still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therefore investigated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melatonin on BBB after HII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HII animal model was conducted by receiving lipopolysaccharide followed by 90 min 
hypoxia-ischaemia in postnatal day 2 Sprague–Dawley rat pups. Melatonin was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1 h before lipopolysaccharide injection and then once a day for 1 week 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effects.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melatonin administration inhibited the disruption of 
BBB permeability and improved the white matter recovery in HII model rats. Melatonin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the degradation of junction proteins and the neuroprotective role was 
related to the inhibition of microglial toll-like receptor 4/ nuclear factor-kappa B signaling pathway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argeting 
inflammation might be suitable for the therapy of preserving BBB integrity after 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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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82 

护理风险管理在降低新生儿 PICC 并发症发生率的效果观察 
 

苏静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讨论护理风险管理在降低新生儿 PICC 并发症发生率中的作用。 
方法 将实施风险管理前的 115 例穿刺 PICC 的新生儿作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护理,将实施风

险管理后的 155 例穿刺 PICC 的新生儿作为观察组,对其进行风险识别,采取针对性护理风险控制措

施,比较两组新生儿出现并发症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出现的 PICC 并发症为 13 例,总发生率为 8.3%,对照组新生儿出现的 PICC 并发

症为 38 例,总发生率为 33%,实施风险管理后 PICC 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 PICC 置管患儿进行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儿的痛苦。 
 
 
PU-3383 

不同干预方法缓解新生儿疼痛效果的对比研究 
 

肖文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儿童医院 430010 

 
 
目的 分析不同干预方法在新生儿疼痛方面的缓解效果。 
方法 择取本院于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期间接收的新生儿 106 例,通过随机数字抽签法,将新生

儿划分为干预组与参照组,每组各 53 例。对参照组新生儿行常规护理,对干预组新生儿行缓解疼痛护

理干预,对比两组新生儿足跟针刺 1min､ 5min 后的疼痛评分。 
结果 干预组新生儿在针刺 1min､ 5min 后的疼痛评分均明显优于参照组新生儿,即两组数据组间差

异统计学意义具有明显性(P<0.05);干预组新生儿针刺 1min 后的疼痛程度明显低于参照组新生儿,即
相应数据比较,组间差异 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但两组新生儿针刺 5min 后的疼痛程度基本相同,
即组间对比,P>0.05,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新生儿在短暂性疼痛､ 急性疼痛方面,具有非常强的敏感性,对其施以缓解疼痛护理干预,可以有

效缓解新生儿的近期疼痛程度。 
 
 
PU-3384 

内镜引导下结肠内引流诊治新生儿长段型巨结肠 
 

孔赤寰,李颀,李龙,刘超,冯翠竹,王莹,张艳霞,李响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内镜引导下结肠内置管引流减压缓解新生儿长段型巨结肠临床症状的可能性和疗效 
方法 我们对 3 例新生儿期长段型巨结肠腹胀的患儿进行内镜引导下结肠置管并保留 
结果 3 例患儿至关后均腹胀缓解,吃奶好转､ 体重增加,无穿孔等并发症,各项化验指标明显好转。 
结论 内镜引导下结肠内置管引流减压是替代肠造瘘,缓解新生儿常见型､ 长段型巨结肠临床症状的

有效而无创的方法。不仅能尽可能的保留肠管,改善营养状态,更为将来根治巨结肠提供良好的条件

和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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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85 

一例重度窒息新生儿头部亚低温治疗的护理 
 

孙秀媛,于新颖,范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方法 回顾 1 例重度窒息新生儿应用头部亚低温治疗的护理经验。主要护理措施包括:头部亚低温治

疗的护理;临床病情观察;人工气道的管理;营养的支持与护理;基础护理;并发症的护理;出院健康教育

指导。 
结果 通过积极的治疗与护理,患儿 13 天后病情好转出院。随访 1 个月患儿生长发育情况正常。 
结论 头部亚低温治疗对于重度窒息引起的缺血缺氧性脑病也有治疗作用。 
 
 
PU-3386 

极低出生体重儿动脉导管未闭及动脉导管再次开放的高危因素分

析 
 

高瑛,孙岩,王席娟,张美慧,张家洁,高峰,王红利,王莉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PDA)发生及引起早产儿 DA 再次开放的危险因素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且出生体重小于 1500g 的 1236 早产儿进

行分析研究,排除入组例数 323 例,实际纳入调查 913 例早产儿。分别于生后 3 天､ 生后 7 天行床边

超声心动图检查,了解 PDA 的发生率､ 自发关闭率及再次开放率,分析引起 PDA 和 DA 再次开放的

高危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小胎龄､ 低出生体重､ 出生窒息病史､ NRDS､ 宫内窘迫､ 感染､ 代谢性酸

中毒､ 呼吸支持等是引起 PDA 的高危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NRDS､ 感染是 PDA 发生的独立

高危因素,胎龄和出生体重为保护性因素 
结论 关注早产儿 PDA 发生的高危因素,早期预防 PDA 或 DA 再次开放的发生,可提高早产儿的存活

率和生存质量 
 
 
PU-3387 

静脉输注丙种球蛋白治疗新生儿溶血病 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关

系 
 

邓文欣
1,2,3,李秋月

1,2,4,马雪玲
1,2,何华云

1,2,陈新红
1,2,华子瑜

1,2,5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教育部儿童发育与疾病重点实验室 
3.重庆市儿童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4.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示范基地  
5.重庆儿童发育与障碍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中心 

 
 
目的 探讨静脉输注丙种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治疗是否引起新生儿溶血病

(hemolytic disease of newborn, HDN)患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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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 月 1 日确诊为 HDN 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倾向评分配

比法建立回顾性队列研究,根据是否使用 IVIG 分为 IVIG 组和非 IVIG 组,比较两组间 NEC 发生情

况。进一步以配比后病例建立病例对照研究,探讨溶血病新生儿发生 NEC 的危险因素。 
结果 1217 例 HDN 患儿纳入研究,其中 40 例合并 NEC,309 例使用 IVIG;进行 1:2 的倾向评分配比后,
共有 199 对匹配成功,其中 NEC 组 25 例,非 NEC 组 572 例。结果显示,IVIG 治疗并未增加溶血病新

生儿 NEC 的发生率(4.5% (9/199) vs. 4.0% (16/398), P= 0.773)。单因素分析显示,早产､ 低出生体

重､ 多胎､ 胎膜早破､ 产前糖皮质激素､ 静脉营养､ 先天性心脏病､ 高胆红素值与 HDN 患儿发

生 NEC 有关;二元 Logistic 回归显示,先天性心脏病是溶血病新生儿发生 NEC 的独立危险因素(OR: 
4.021, 95%CI: 1.286-12.578)。 
结论 IVIG 治疗不增加溶血病新生儿发生 NEC 的危险,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的 HDN 患儿更容易发生

NEC。 
 
 
PU-3388 

UGT1A1 gene polymorphism among term and late pre-term 
infants in Chongqing China 

 
Wu Dan1,Hua Ziyu1,He Yuwei3,Dong Xiaojing3,Wang Xiaoqing2,1 

1.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Shenzhen Bao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3.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UGT1A1(Uridine diphosphate glucuronosyltransferase 
enzyme 1A1) 211G>A mutation in Chongqing Chin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Methods method 1(retrospective study): 330 term hyperbilirubinemic infants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210 with clear causes of jaundice and 120 without), the UGT1A1 gene 
polymorphism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method 2(prospective study): 
219 term and late pre-term infants born in obstetric war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UGT1A1 211G>A genotypes: 147 in wild group and 72 in mutant group. The 
TCB(transcutaneous bilirubin) levels within 1-3days, 4-7days and phototherapy risk of these 
infants were test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GT1A1 211G>A mutation and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TCB levels as well as 
phototherapy risk.  
Results The total mutation incidence, homozygous mutation rate a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rate 
of 211G>A in unclear-cause group were 49.2%, 11.7%, 37.5%, sin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38.6%, 6.2%, 32.4% in clear-cause group(OR=1.54, 95%CI=3.08-8.11), whereas 32.9%, 3.7%, 
29.2% in general term and late-preterm infants. The incidences to be in high-risk TCB levels 
within 1-3days, 4-7days, and the phototherapy rate were 19.0%, 20.4%, 9.5% in the wild group, 
whereas 51.4%, 50.0%, 20.8% in the mutant group. Logistic regression indicated, the 
OR(95%CI) of 211G>A mutation associated with high-risk TCB levels within 1-3days, 4-7days 
and phototherapy risk were 4.49(2.42-8.34), 4.36(2.36-8.04), 2.80 (1.16-6.76) . 
Conclusions UGT1A1 211G>A mutation was quite popular among both term and late pre-term 
infants of Chongqing China, and was probably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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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89 

专家共识使用前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换血治疗的回顾性分析 
 

张利娟,王华,游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使用“2014 年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前后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诊

断及处理的回顾性分析比较,探讨目前换血疗法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治疗及预防胆红素脑病发生

方面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4 年 3 月到 2015 年 2014 年月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病例,以 2014 年 9 月为

界,根据使用 2014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 《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对于新生儿

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前后,分析采用专家共识前后,我院对新生儿高间接胆红素血症

采用换血疗法的指征,换血疗法应用的比例､ 换血疗法的不良反应及住院费用等进行比较。并对采

取了换血疗法患儿的血清总胆红素､ B/A(TSB Albumin molar ratio  TSB 与白蛋白比值,umol/g)､ 脑

干听觉诱发电位(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BAEP)以及头颅 MRI 进行统计学分析,寻找更

恰当的切实需要换血疗法的综合指征。 
结果 共纳入患儿 175 例,2014 年 9 月前(2014.3-2014.8)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 86 例,行换血治疗

有 33 例;2014 年 9 月份后(2014.9-2015.2)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 89 例,行换血治疗有 48 例。采

用新共识后换血率增加(P<0.05);换血治疗的费用明显高于未换血治疗患儿(P<0.05);采用新共识前

后,换血治疗的不良反应并未显著增加(P>0.05);胆红素脑病的诊断率在使用新共识后有明显增加

(P<0.05),但与早期临床神经系统异常表现,后期 BAEP,MRI 结合分析真正有脑病的患儿并未增加。

同时尝试对于更为合适的换血胆红素指标进行 ROC 曲线分析。 
结论 换血治疗费用高,应用新共识后换血治疗率明显增加,但是真正有脑病早期表现和后期有明显听

神经及脑损伤影像学表现的患儿并未明显增加,由于新共识的使用使临床处理重度高间接胆红素血

症基本依靠血清总胆红素值的曲线换血标准,这一部分换血的患儿是否切实有必要进行换血尚需进

一步探讨,通过综合评估患儿血清总胆红素值､ B/A 值､ 早期神经系统临床表现等,给出符合我们中

国人自己的换血治疗综合评估标准及曲线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PU-3390 

早产儿生后早期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梁雅琴,史壹雄,黄丽密,邹安庆,李婷,钱燕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目的 为了解早产儿生后早期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并进一步探讨其可能影响因素,以指导临床维生素 D
治疗及发现维生素 D 缺乏高危早产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4.21-2016.2.5 期间入住我院新生儿科并于生后 2 周检测血清 25-羟维生素

D[25-hydroxyvitamin D ,25(OH)D]水平的早产儿,同时收集早产儿性别､ 出生季节､ 开奶时间等相

关数据,根据 25-OH 维生素 D 水平≤37.5nmol/L,37.5-50.0nmol/L,>50.0nmol/L,分为维生素 D 缺乏

､ 不足及充足组,采用统计学方法筛选出早产儿维生素 D 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本研究纳入的 172 例早产儿平均 25(OH)D 值为 43.1±16.7nmol/L,其中维生素 D 缺乏组､ 不足

组及充足组分别为 68 例(40%)､ 50 例(29%)及 54 例(31%),3 组维生素 D 平均值分别为

27.8±16.7nmol/L､ 42.4±3.4nmol/L､ 63.0±11.7nmol/L。3 组间各因素分布比较发现,仅出生季节项

有显著性差异(P<0.05),冬季出生患儿中有 44.2%维生素 D 缺乏,高于春季(41.7%)､ 夏季(33.3%)及
秋季(38.1%)出生患儿,且冬季出生患儿中有 44.2%维生素 D 不足,高于春季(30.6%)､ 夏季(25.1%)
及秋季(19.0%)出生患儿,另冬季出生患儿中仅 11.6%维生素 D 水平是充足的,远低于春季(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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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41.2%)及秋季(42.9%)出生患儿,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其 OR 值为 4.655,95%CI 为
1.716-12.627,P<0.05。 
结论 早产儿生后 2 周普遍存在维生素 D 水平不足,且冬季出生是早产儿出生早期维生素 D 不足及缺

乏的危险因素。 
 
 
PU-3391 

新生儿败血症的高危因素分析 
 

欧阳颖,陈健萍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 510120 

 
 
目的 探讨新生儿败血症发病的高危因素,从而为降低新生儿败血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我院住院治疗的新生儿败血症 263 例作为研究组,分为两组:其
中早发型 165 例,晚发型 98 例。选取同期 263 例无败血症的爱婴区新生儿作为对照组,其中早期新

生儿 160 例,晚期新生儿 103 例。分别比较两组早期和晚期新生儿中:低出生体重儿､ 早产儿､ 机械

通气､ 窒息､ 脐部感染､ 皮肤黏膜感染､ 呼吸道感染､ 母亲胎膜早破>12 小时､ 母亲血培养阳性､

母亲 B 族链球菌感染､ 绒毛膜羊膜炎的发生率等高危因素,并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法分别对早

发型及晚发型新生儿败血症发病的高危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研究组的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患儿的胎膜早破>12 小时､ 绒毛膜羊膜炎､ 母亲 B 族链球菌感

染､ 母亲血培养阳性､ 早产的发生率较对照组早期新生儿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

的晚发型新生儿败血症患儿的低出生体重､ 早产､ 呼吸道感染､ 机械通气的发生率与对照组晚期新

生儿比较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的高危因素为:胎膜早破>12 小时､ 绒毛膜羊膜炎､ 母亲 B 族溶血性链球

菌感染､ 母亲血培养阳性､ 早产儿,晚发型新生儿败血症的高危因素:低出生体重､ 早产､ 呼吸道感

染､ 机械通气。熟悉新生儿败血症的发病危险因素,做到早期识别并及早治疗可减少病死率。 
 
 
PU-3392 

新生儿李斯特菌脑膜炎 11 例临床分析及随访 
 

杜东海
1,2,石凯丽

1,杨银升
1,张临霞

1,张艳芝
1,韩虹

1 
1.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2.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由于免疫功能发育不成熟,新生儿易受病原体的感染并发生脑膜炎,却因缺乏典型临床表现造成

诊断困难[1]。本研究旨在总结､ 分析并探讨新生儿李斯特菌脑膜炎的临床表现､ 治疗及转归。 
方法 选择山西省儿童医院 2013 年 3 月~2016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11 例新生儿李斯特菌脑膜炎病例

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一般情况､ 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治疗及转归,并进行随访。诊断标

准:(1)均符合《实用新生儿学》第 4 版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诊断标准[2];(2)脑脊液培养均为产单核

细胞李斯特菌。 
结果 研究中男女比例 1.2:1;中位年龄 168h;足月 8 例,早产 3 例;早发型(日龄≤7d)9 例(81.82%),晚
发型(日龄≥8d)2 例(18.18%)。患儿主要表现为发热 10 例(90.91%),反应差 9 例(81.82%),原始反射

减弱 6 例(54.55%),喂养困难 6 例(54.55%)等。首次脑脊液检查:WBC≤50×106/L 者 4
例;(50~500)×106/L 者 1 例;>500×106/L 者 6 例,且>4000×106/L 者 2 例。蛋白≤3g/L 者 8 例,>3g/L
者 3 例。糖≤1.5mmol/L 者 6 例,>1.5mmol/L 者 5 例。10 例行头颅影像检查,并发脑室扩张 4 例,脑
室管膜炎 3 例,脑积水､ 脑软化各 1 例。11 例脑脊液培养均为产单核细胞李斯特菌,药敏结果: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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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11/11,氨苄西林 9/9,复方新诺明 7/7,阿莫西林 1/1,头孢噻肟 0/1,头孢曲松 0/1,头孢哌酮 0/1,头孢

他啶 0/1。5 例入院前予头孢类抗生素治疗,效差。11 例患儿均予青霉素/氨苄西林抗感染,6 例联合

美罗培南治疗。痊愈 8 例,好转 3 例;住院时间:23~53d,治愈病例平均住院日(35.13±10.87)d。随访

结果为:1 例失访(为早发型,并发颅内出血,痊愈出院)。余 10 例随访时间为 2~42 个月:8 例早发型:2
例早产双胞胎中,1 例 3.5 月时会抬头,4.5 月不会翻身,1 例 4.5 月抬头不稳;1 例早产试管婴儿,1 岁 2
月独走不稳;余 5 例早发型患儿生长发育正常。2 例晚发型患儿发育均正常。 
结论 新生儿李斯特菌脑膜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早发型多见,住院时间长,易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
做好产前预防､ 早期诊断并及时应用敏感抗生素,可提高治愈率､ 改善预后。 
 
 
PU-3393 

血浆神经肽 Y 水平与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相关性研究     
 

刘艳红,贾美云,梁桂娟,李远征,闫安平 
郑州市人民医院 wu 

 
 
目的 探讨早产儿喂养不耐受与神经肽 Y (Neuropeptide Y,NPY)水平的关系,为早产儿喂养不耐受

(feeding intolerance,FI)的防治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nzyme linked immuno-absorbent Assay ELISA)法,分别于生后第 1
天､ 3 天､ 7 天,测定 56 例早产儿 FI 和 64 例早产儿对照组血清 NPY 的水平;测定早期早产儿及晚期

早产儿组各 60 例血浆 NPY 水平。 
结果 FI 组 NPY 水平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随着出生时间的延长,NPY 水平逐渐

增加,各时间点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胎龄越小,NPY 水平越低,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浆 NPY 水平。 
结论 血浆 NPY 水平变化可能与早产儿 FI 密切相关,早期监测血浆 NPY 水平有助于及早判断发生 FI
的可能性。 
 
 
PU-3394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新生儿内科性呕吐中的应用 
 

朱卫莲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降低新生儿内科性呕吐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确立“降低新生儿内科性呕吐”主题,进行现况调查､ 要因分析､ 拟定对策､ 运

用 PDCA 循环的原则进行对策的实施和效果核查､ 标准化处置等。 
结果 采取相关护理措施降低了新生儿内科性呕吐。实施品管圈后,新生儿内科性呕吐率由 14.97%
降低到 4.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品管圈活动降低了新生儿内科性呕吐,促进新生儿成长发育,提高了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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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5 

血碱性磷酸酶､ 甲状旁腺素､ 骨钙素等测定 

在早产儿代谢性骨病早期诊断意义 
 

袁文浩,曾凌空,刘汉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早产儿代谢性骨病(MBDP)的早期诊断及防治措施。 
方法 对 2012 年 9 月~2016 年 8 月期间我院 NICU54 例 MBDP 及 55 例对照组患儿的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测定并比较两组的血碱性磷酸酶(AKLP)､ 血钙(Ca)､ 血磷(P)､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
､ 甲状旁腺素(PTH)､ 骨钙素(OC)水平。 
结果 (1)MBDP 组血清 AKLP､ PTH､ OC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MBDP 组血清 25-(OH)D､ P 水平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MBDP 组在确诊前 2 周,血清 PTH 和 OC 水

平已发生变化(P<0.05)。 
结论 MBDP 患儿早期 PTH 水平异常升高,OC 水平异常减低,血清 PTH､ OC 水平可作为 MBDP 诊

断的早期预测指标。 
 
 
PU-3396 

用硬膜外麻醉导管气管插管注入 PS 治疗 NRDS 25 例临床分析 
 

罗红兵,刘盼丽 
新余市人民医院 338025 

 
 
目的 探讨采用硬膜外麻醉导管气管插管注入肺表面活性物质(PS)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NRDS)的有效性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将 48 例 RDS 早产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25 例及对照组 23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气管插管后注入

PS,观察组采用硬膜外麻醉导管气管插管后注入 PS,使用时置患儿仰卧位,用喉镜暴露声门,将麻醉导

管插至声门下,固定好导管并进行面罩正压通气,同时将珂立苏从麻醉导管缓缓注入后拔出导管并继

续面罩正压通气 2 分钟。两组病例注入 PS 后均拔除气管插管,继续 NCPAP 治疗,并对相关临床资

料进行比较。 
结果  PS 使用过程中对照组 6 例出现面色发绀,3 例伴心率<100 次/分, 大部分病例在用药过程中见

SPO2 不同程度下降,5 例 SPO2<85%,注药完成后经加压给氧恢复,观察组无病例出现上述现象。两

组病例经 PS 治疗后临床症状均较快缓解,SPO2 上升,分别与用药前比较,用药后 1h､ 24h､ 72h 患

儿的动脉/肺泡氧分压比值(a/APO2)､ 动脉血氧分压/吸入气氧浓度比值(Pa02/Fi02)均较治疗前明显

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用药后 1h､ 24h､ 72h 两组患儿的 a/AP02 
､ Pa02/Fi0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3 例改机械通气,痊愈 24 例(96%),死亡 1 例,对
照组 3 例改机械通气,痊愈 22 例(95.65%),死亡 1 例,两组患儿需机械通气率(X²=0.0119, P﹥0.05)及
痊愈率(X²=0.0036,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肺部感染 4 例,感染率 16%,对照组肺部感

染 10 例,感染率 43.48%,观察组肺部感染率少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²=4.378,P <0.05)。 
结论 2016 年版欧洲 NRDS 管理指南推荐在使用 CPAP 的同时可用一个细而软的导管置入气管内

替代传统的气管插管注入 PS,被称为低侵入性 PS 治疗,还可以在直接喉镜直视下用有一定硬度的血

管导管插入气管内给药,被称为微创 PS 治疗,当早产儿有自主呼吸时可用以上两种方法替代

INSURE 技术,与我们探讨使用的硬膜外麻醉导管注入给药方法相似,目前国内尚未见相关的研究报

告。本研究显示硬膜外麻醉导管注入 PS 治疗 NRDS 安全有效,具有损伤性小,操作更简单,并发症少

等优点,对于病情评估暂不需机械通气而仅需 INSURE 策略治疗的 RDS 患儿,可首先选用麻醉导管

气管插管注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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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7 

脂氧素 A4 对高氧损伤小鼠肺上皮细胞的保护机制研究 
 

李淑君,陈筱青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脂氧素 A4(lipoxin A4,,LXA4)通过 let-7c/TGF-β1信号通路保护小鼠肺上皮细胞(MLE-12)高
氧损伤的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传代培养 MLE-12 细胞,待其在 37℃､ 5%CO2培养箱中生长至接近融合状态时,随机分为:
高氧空白组､ LXA4组､ let-7c 过表达组､ let-7c 沉默组､ let-7c 沉默+LXA4组。各实验组均暴露于

85%的氧气中,LXA4组给予 LXA4干预,let-7c 过表达组和 let-7c 沉默组分别利用脂质体转染建立 let-
7c 过表达或沉默细胞株。let-7c 沉默+LXA4组给予 LXA4干预 let-7c 沉默细胞株。qPCR 检测细胞

外基质,包括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 I 型胶原(collagen I)､ 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 肌腱蛋白

C(tenascin-C)的 mRNA 水平以及 TGF-β1信号通路及其相关下游基因:Smad2､ Smad3､ Smad4､
转化生长因子-βⅠ型受体(TGF-βR1)､ TGF-βR2的定量表达。Western-blot 检测 TGF-β1信号蛋白

(Smad2､ Smad3､ Smad4､ p-Smad2､ p-Smad3 和 TGF-βR1)的表达。 
结果 与高氧空白组组比较,LXA4组和 let-7c 过表达组细胞外基质(α-SMA､ collagen I､ fibronectin
和 tenascin-C)和 TGF-β1信号通路及其相关下游因子(Smad2､ Smad3､ Smad4､ p-Smad2､ p-
Smad3 和 TGF-βR1)的 mRNA 表达和蛋白表达均明显降低(P<0.05);而 let-7c 沉默组和 let-7c 沉默

+LXA4组各基因 mRNA 水平显著升高(P<0.05),蛋白表达未见明显趋势(P>0.05) 
结论 脂氧素 A4可能通过 let-7c/TGF-β1机制发挥对高氧损伤的小鼠肺上皮细胞的保护作用 
 
 
PU-3398 

脂氧素 A4 对高氧损伤肺泡 II 型细胞系 MLE-12 的保护作用 
 

李淑君
1,吴升华

1,李冰洁
1,罗妍妍

1,卢红艳
2,陈筱青

1 
1.江苏省人民医院 

2.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脂氧素 A4(LipoxinA4,  LXA4)对高氧损伤肺泡 II 型细胞系 MLE-12 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方法 体外传代培养 MLE-12 细胞,随机分为:Ⅰ:空气组､ Ⅱ:高氧组､ Ⅲ:高氧+LXA4 组､ Ⅳ:高氧

+TGF-β1中和抗体(即 1D11)组､ V:高氧+LXA4+1D11 组。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各组 MLE-12 形

态学变化;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法检测 I 型胶原(collagen I)､ 肌腱蛋白 C(tenascin-C)､
TGF-βR1､ TGF-βR2和 Smad3 的 mRNA 水平。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blot)检测 TGF-
β1/Smads 信号(TGFβR1､ Smad2､ Smad3､ Smad4､ p-Smad2 和 p-Smad3)蛋白表达。 
结果 (1)细胞形态:高氧组 MLE-12 明显失去原有正常细胞形态,细胞变圆,核固缩;药物干预组正常细

胞数增多,大部分细胞形态与正常细胞形态基本相似。(2)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mRNA 表达:与高氧组相比,各组的 collagen I 和 tenascin-C mRNA 的表达量均减少

(P<0.05),其中高氧+LXA4+1D11 组降低 为显著(P<0.05)。(3)TGF-β1/Smads 信号 mRNA 和蛋白

含量:对比高氧组,各组细胞的 TGF-βR1､ TGF-βR2 和 Smad3 的 mRNA 水平以及 TGF-β1/Smads
信号相关蛋白的表达量均下调(P<0.05),其中高氧+LXA4+1D11 组细胞的表达量下调 为显著

(P<0.05)。 
结论 LXA4对高氧损伤肺泡 II 型细胞系 MLE-12 的保护可能与调控 TGF-β1/Smads 信号以及

collagen I 和 tenascin-C 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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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9 

小于 32 周早产儿发生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危险因素研究 
 

狄天伟,钱燕,陈翠娥,孙媛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本文通过对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胎龄小于 32 周早产儿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相关临床资料进行收集,了解我院出生的胎龄小于 32 周的早产

儿住院期间发生 BPD 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生儿科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住的

出生胎龄小于 32 周的早产儿资料,分为 BPD 组和非 BPD 组。收集 27 种围产期因素如母亲年龄､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妊娠期糖尿病､ 产前应用地塞米松､ 宫内窘迫､ 胎膜早破､ 受孕方式､ 多胎妊

娠､ 分娩方式､ 性别､ 出生胎龄､ 出生体重､ Apgar 评分､ 应用 PS､ 感染､ 生后 2 周 25-OHD 水

平､ 纠正胎龄 36 周 25-OHD 水平､ 生后维生素 D 补充､ 消化道出血､ 感染持续时间､ 新生儿胆汁

淤积､ 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颅内出血､ 黄疸照光时间､ 应用咖啡因､ 动脉导管未闭､ 房间隔缺

损。连续性资料以 x±SD 表示,非连续性资料用原始数据和百分比。单因素分析方法采用 t 检验､ 卡

方检验､ 非参数检验,多因素分析方法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上统计方法均以双侧 P<0.05 为

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 136 例出生胎龄<32 周早产儿,其中诊断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54 例,单因素分析

显示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胎膜早破､ 受孕方式､ 多胎妊娠､ 分娩方式､ 出生胎龄､ 出生体重､ 应用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 感染､ 消化道出血､ 感染持续时间､ 应用咖啡因､ 房间隔缺损的发生有关

(P<0.05)。(2)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胎龄､ 感染持续时间与 BPD 独立相关,胎龄 OR 值为 0.95,95%
置信区间(95%CI)为 0.84-0.99,感染持续时间 OR 值为 1.13,95%CI 为 1.05-1.22。 
结论 (1)BPD 与生后 2 周维生素 D 水平､ 纠正胎龄 36 周维生素 D 水平､ 维生素 D 补充､ 新生儿胆

汁淤积､ 光照时间､ PDA 等因素无相关。(2)感染是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高危因素,胎龄增加可有效

预防 BPD 的发生。 
 
 
PU-3400 

基于 1H-NMR 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代谢组学研究 
 

陈佳楠,王礼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运用一种新的､ 无针对性的､ 探索性的研究方法,检测早产儿并发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代谢产物,探讨代谢组学是否能揭示 NEC 的早期生物标志物。 
方法 35 例病例分为早产儿 NEC 组(12 例)和早产儿对照组(23 例),分别收集 NEC 组在明确诊断后

24 小时内以及对照组相应日龄､ 体重的血浆标本,用 1H-NMR 方法检测血浆中的小分子物质和脂类

代谢物。 
结果 1) 小分子物质分析;与对照组相比,NEC 组 β-羟基丁酸酯,琥珀酸明显升高;异亮氨酸,亮氨酸,缬
氨酸,丙氨酸,肌酸,苏氨酸明显降低;赖氨酸,谷氨酸,柠檬酸,酪氨酸,葡萄糖轻度降低。2) 脂质分析:与
对照组相比,NEC 组 LDL\VLDL,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明显升高。 
结论 1)NEC 早期阶段主要影响的代谢通路涉及谷氨酸谷氨酰胺代谢通路,酮体的合成和降解代谢和

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通路,这些通路与炎症有关;2) NEC 早期存在脂质代谢紊乱;3)代谢组

学方法可应用于早产儿疾病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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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01 

31~42 周胎龄新生儿胎儿血红蛋白含量 
及其与窒息新生儿的对照研究 

 
王成举,胡斌,张雨平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 通过对 31~42 周胎龄新生儿的胎儿血红蛋白(HbF)含量测定,了解正常新生儿和窒息新生儿

HbF 水平随胎龄的变化情况,比较两者差异,初步提供不同胎龄新生儿 HbF 的参考数据,为临床判断

高危新生儿提供可能依据。 
方法 收集我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住院的 523 份新生儿血样,使用 ABL90 血气分析仪

(Radiometer Corperation)测定 HbF 水平。 
结果 正常新生儿随胎龄的增加,HbF 水平逐渐下降,而窒息新生儿下降不明显。34~40 周窒息新生儿

HbF 水平明显高于同胎龄正常新生儿,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窒息是导致 HbF 水平升高的高危因素,通过比对不同胎龄 HbF 参考数据可能早期识别高危新

生儿,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3402 

新生儿早发型和晚发型败血症病原菌及耐药分析 
 

卜祥芳,王俊怡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6 

 
 
目的 探讨本科新生儿早发型和晚发型败血症病原菌情况及新生儿败血症耐药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

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2015 年 7 月我科 NICU 收治的确诊新生儿败血症共 93 例,按发病

时间分为早发型败血症组和晚发型败血症组。早发型败血症组:( early-onset sepsis,EOS) 是指发病

时间在生后 72h 内;晚发型败血症组:(late-onset sepsis,LOS)是指发病时间在生后 72h 之后。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和标准差,计数资料用例数和构成比;计量资料两组间比

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病原菌分布:革兰阳性菌 42 例(45.2%)､ 革兰阴性菌 41 例(44.1%)､ 真菌 10 例(10.8%)。早

发型败血症 28 例(30.1%),前三位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 13 例(46.4%)､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5 例

(17.9%),B 组溶血性链球菌 4 例(14.3%)。晚发型败血症 65 例(69.9%),前三位病原菌为凝固酶阴性

葡萄球菌 18 例(27.7%)､ 肺炎克雷伯菌 17 例(26.1%)､ 真菌 10 例(15.4%),真菌均为念珠菌属。早

发型败血症组大肠埃希菌､ B 组溶血性链球菌及李斯特菌感染的比例高于晚发型败血症组,晚发型败

血症组真菌感染的比例高于早发型败血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耐药性分析:G+葡萄球

菌对青霉素､ 氨苄西林､ 苯唑西林､ 红霉素耐药率较高(86.9%-95.7%),肠球菌对克林霉素､ 红霉素

､ 环丙沙星､ 甲氧苄啶/磺胺恶唑耐药率高(88.9%-100.0%)。GBS 对克林霉素､ 四环素､ 甲氧苄啶/
磺胺恶唑耐药率高(80.0-100.0%),对青霉素 100%敏感。未发现对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耐药。G-杆

菌对氨苄西林､ 哌拉西林耐药率高,对三代头孢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在 11.1%-66.7%,对氨基糖苷类及

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性较低;产 ESBLs 株的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 苯唑西林､ 氨

苄西林/舒巴坦､ 头孢唑啉､ 头孢曲松耐药率 100%,对哌拉西林/舒巴坦､ 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率

低。未发现对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耐药。 
:0pt'>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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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发型败血症病原菌主要为大肠埃希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B 组溶血性链球菌;晚发型败血

症病原菌主要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肺炎克雷伯菌､ 真菌。应根据血培养及药敏结果选用抗生

素。 
 
 
PU-3403 

早产儿脑白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的临床价值研究 
 

季坚卫,龚向英,方权 
义乌市中心医院 322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TI)的弥散系数值(ADC)和分数各向异性(FA)值在早产儿脑白质发

育的临床价值。 
方法 对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28-36 周早产儿 47 例,于生后 14 天

内行磁共振常规 MRI 扫描和弥散张量成像(DTI),分为纠正胎龄<37 周组 23 例;纠正胎龄>37 周组 24
例;记录双侧基底节､ 丘脑､ 内囊后肢､ 额叶白质､ 枕叶白质等敏感易损区 ADC､ FA 值;同时与同

期 25 例正常足月儿 MRI 为正常对照组。 
结果 1.三组 ADC 值比较:纠正胎龄<37 周组高于纠正胎龄>37 周及足月儿组。CA<37 周组与纠正胎

龄>37 周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纠正胎龄<37 周组与足月儿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纠正胎龄>37 周与足月儿组比较,除额叶白质､ 枕叶白质外,其余区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三
组 FA 值比较:纠正胎龄<37 周组与纠正胎龄>37 周及足月儿组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纠正胎

龄<37 周组与纠正胎龄>37 周组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纠正胎龄>37 周与足月儿组相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随着胎龄增加,早产儿脑白质 ADC 值逐渐下降,FA 值逐渐增加;出生后早产儿神经髓鞘发育大部

分可以赶上足月儿,但仍有部分发生脑白质损伤;故 DTI 成像的 ADC 值及 FA 值可早期协助诊断早产

儿脑白质损伤,但其价值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PU-3404 

早产儿脑损伤的临床病例分析 
 

韩雪飞,白雪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探讨不同胎龄早产儿脑损伤的危险因素,并通过对随访治疗的脑损伤早产儿神经系统的评估,总
结早期综合防治及后期随诊治疗的脑损伤早产儿的临床转归,提高对早产儿脑损伤的认识。 
方法 1.研究对象及分组: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我院 PICU 收治的 231 例早产儿为研

究对象。于生后 4~14 天内行颅脑磁共振(MRI),根据颅脑 MRI 结果并结合临床进行诊断,符合脑损伤

诊断标准共 52 例。分组:(1)按照胎龄分为<34 周､ ≥34 周两组,分别探讨其高危因素;(2)对脑损伤早

产儿随诊治疗及预后的研究,分为随诊治疗组､ 非随诊治疗组和无脑损伤组。 
2.研究项目:(1)记录相关围产因素: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妊娠期糖尿病､ 母孕期感染､ 胎膜早破

､ 多胎､ 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 急产､ 分娩方式､ 1 分钟 Apgar 评分､ 使用肾上腺素､ 羊水污染

､ 早发型败血症､ 代谢性酸中毒､ 高碳酸血症及机械通气。(2)颅脑 MRI 复查:根据初次结果显示脑

损伤的轻重,首次复查于生后 1~3 月,根据首次复查结果决定是否再次复查及时间。(3)NBNA 测试:
分别于生后 3 天､ 7 天､ 校正胎龄 40 周时测试。(4)发育商评估:于校正月龄 3 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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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疗方法:(1)急性期治疗:综合措施防治脑损伤的发生､ 加重。(2)恢复期干预治疗:脑神经营养药物: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GM1),疗程间隔期予赖氨肌醇维 B12口服液,总疗程视脑损伤及恢复程

度而定,一般 3~6 月;于生后 1 个月开始予听视觉､ 触觉､ 前庭运动刺激等干预。 
4.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采用 t 检验或秩和检验,c2检验或 Fisher’s 检验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胎龄越小､ 出生体重越低,脑损伤发生率越高; 
2.胎龄小于 34 周早产儿,独立危险因素是出生 1 分钟 Apgar 评分≤7 分､ 早发型败血症及高碳酸血

症;胎龄大于 34 周早产儿,独立危险因素是出生 1 分钟 Apgar 评分≤7 分; 
3. 随诊治疗组与未随诊治疗组的脑损伤早产儿比较,两组生后 3 天､ 7 天的 NBNA 评分无统计学差

异,校正胎龄 40 周 NBNA 评分随诊治疗组明显高于未随诊治疗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早产儿胎龄越小､ 出生体重越低,脑损伤发生率越高。 
2. 胎龄小于 34 周早产儿脑损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是出生 1 分钟 Apgar 评分≤7 分､ 早发型败血

症及高碳酸血症;胎龄大于 34 周早产儿脑损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是出生 1 分钟 Apgar 评分≤7
分。 
3.经早期综合防治､ 后期系统随诊及应用 GM1 等综合治疗,脑损伤早产儿神经发育情况能够得到显

著改善。 
 
 
PU-3405 

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 c-Met 蛋白在 
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大鼠幽门的表达 

 
蔡本龙

1,张又祥
2 

1.十堰市太和医院 
2.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目的 研究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nNOS)､ c-Met 蛋白在 CHPS 大鼠幽门的表达情况,探讨 nNOS､
c-Met 蛋白在 CHPS 起病中的影响作用。 
方法 将受孕后的 SD 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A 组､ B 组､ C 组)及对照组,以新生鼠为实验对象。自孕

期第 13 天始至新生鼠生后第 21 天,A 组､ B 组､ C 组母鼠经灌胃方式分别给予不同剂量的 NOS 抑

制剂 L-NAME(分别为 60 mg/kg/d､ 300 mg/kg/d､ 600 mg/kg/d),建立 CHPS 动物模型,对照组经相

同途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新生鼠生后 21 天,腹腔注射麻醉,留取幽门组织作石蜡切片。免疫组化

后运用图像分析技术分别测定 nNOS､ c-Met 蛋白表达的积分光密度(IOD)指标作半定量分析。 
结果  
(1)nNOS 主要表达于幽门环肌和纵肌间的肠肌神经丛细胞胞浆内,实验组中 nNOS 染色阳性神经纤

维表达的 IOD 较对照组减少,实验组(A 组､ B 组､ C 组)及对照组 nNOS 表达的 IOD 分别为

15432.29±6337.96 VS 9583.48±6773.94 VS 7735.29± 5203.90 VS 23691.44±4990.97,P 值为

0.000,P<0.001,各组之间 nNOS 表达具有显著性差异。 
(2)c-Met 蛋白主要表达于幽门粘膜层细胞浆及细胞核,实验组中 c-Met 蛋白表达的 IOD 较对照组增

加,实验组(A 组､ B 组､ C 组)及对照组 c-Met 蛋白表达的 IOD 分别为 9020.07±3038.99 VS 
12491.01±2939.38 VS 13210.31±3034.02 VS 5198.72±2466.07,P 值为 0.000,P<0.001,各组之间

c-Met 蛋白表达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1)L-NAME 可能抑制胎鼠和新生鼠幽门区肠肌神经丛细胞内 nNOS 的活性或表达,导致幽门肌肥厚,
引起幽门梗阻。(2)L-NAME 可能激活胎鼠和新生鼠幽门粘膜上皮细胞 c-Met/HGF 信号通路,导致 c-
Met 蛋白表达增加,幽门粘膜肥厚,加重了幽门梗阻。(3)大剂量 L-NAME 对幽门发育影响作用更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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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06 

细导管法给予肺表面活性物质的荟萃分析 
 

马雪玲
1,2,5,张倩男

1,2,5,华子瑜
1,2,4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儿童发育重大疾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4.儿童感染免疫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5.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 

 
 
目的 分析国内外现有关于细导管法给予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 PS)的临床随机对照

研究,旨在寻求一种更理想的 PS 给药方法。 
方法 检索了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等数据库自开库以来至 2017 年 3 月 18 日关于

使用细导管给予 PS(less invasive surfactant administration, LISA)的研究结果,用荟萃分析方法,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对纳入研究的近期及远期结局用 STATA14.0 进行荟萃分析评价。 
结果 终共纳入 9 个随机对照研究,包含 1137 名研究对象,分析结果显示 LISA 与插管法相比,降低

了 72 小时内机械通气需要(OR,0.553;95%CI:0.42-0.729,P<0.001),减少了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OR,0.653;95%CI: 0.458 -0.932,P=0.019)､ 气胸

(OR,0.565;95%CI:0.349-0.915,P=0.020)的发生;但是,LISA 使用中 PS 反流的发生较插管法普遍

(OR,3.038;95%CI:1.622-5.690,P= 0.001)。 
结论 LISA 与气管插管给予 PS 相比,创伤较小,相对安全且有效,但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PU-3407 

绷带加压治疗先天性快速消退型血管瘤 
 

刘珍银,夏杰军,张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压迫法治疗先天性快速消退型血管瘤(RICH)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我科共收治 RICH 患儿 17 例,男 10 例､ 女 7 例,首诊年龄 3
周~14 周。16 例 RICH 瘤体位于四肢,均行绷带加压法治疗,另 1 例位于右侧肩背部,行压迫法治疗,
未行其它治疗,随访时间 6 个月。 
结果 17 例 RICH 患儿压迫法治疗时间 1 月~3 月,其中治愈 16 例,瘤体基本消失,其中 3 例肤色基本

正常,另 13 例瘤体颜色明显变淡,随访无复发。另 1 例治疗后 3 个月复查背部瘤体缩小约 85%,皮肤

略显松弛,肤色显浅紫红色。17 例患儿有效率为 100%。并发症,1 例患儿出现皮疹,对症治疗后皮疹

消失;无瘤体局部破溃､ 出血､ 神经损伤､ 组织坏死等并发症。 
结论 RICH 临床发病率少,易误诊为普通婴幼儿血管瘤。压迫法治疗 RICH 疗效快､ 显著,无创伤;同
时,绷带包扎操作需谨慎,避免包扎过紧肢体远端缺血或瘤体破溃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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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08 

不同剂量肺表面活性物质联合高频振荡通气 
治疗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冯晓霞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14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 PS)联合高频振荡通气( HFOV)对重症胎

粪吸入综合征( 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MAS)的疗效影响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新生儿科病区治疗的重症 MAS 60 例,随机分为三组:治
疗 1 组,治疗 2 组及对照组,每组 20 例。治疗 1 组:给予 PS200mg/kg 联合 HFOV 治疗; 治疗 2 组:给
予 PS100mg/kg 联合 HFOV 治疗;对照组:给予单纯 HFOV 治疗;比较三组患儿上机前后的血气分析

､ PaO2/FiO2､ 氧合指数､ 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监护时间。 
结果 使用 PS200mg/kg 联合 HFOV 治疗重症 MAS,在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血气分析值､ 血氧分压

与吸入氧浓度比( PaO2/FiO2)､ 氧合指数､ 平均上机时间､ 平均住院时间指标对比上,均优于

100mg/kg 组。两组效果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疗效确切。 
结论 应用 PS 联合 HFOV 治疗重症 MAS,可迅速改善通气和氧合,明显缩短上机时间,减少并发症的

产生。应用 PS200mg/kg 均优于 100mg/kg。 
 
 
PU-3409 

集束化措施应用于极低体重儿保暖的临床研究 
 

赵莉,孟建辉,张莎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应用集束化措施改善极低体重儿低体温的意义 
方法 病例分析,分析我院 2013､ 2014､ 2015､ 2016 年 4 个冬季(每年 11､ 12 月,次年 1 月),极低体

重儿应用集束化措施对低体温的改善效果。集束化措施包括 1､ 塑料薄膜包裹至颌下 2､ 头部戴绒

线帽､ 单层布帽 3､ 头部包裹纸尿裤 4､ 相关科室保暖培训。组合:A 组:措施 1;B 组:措施 1+2;C 组:
措施 1+3;D 组:措施 1+3+4;比较 ABCD4 组低体温的发生率。运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结果  

冬季 
11-1 月 n <35℃ 35-36.4℃ ≥36.5℃ 同期住院人数 

2013  A 18 11 6 1 122 

2014  B 13 4 8 1 144 

2015  C 7 2 4 1 87 

2016  D 8 2 1 5 169 

卡方測試   SPSS21.0  
費雪 (Fisher) 確切檢定 数值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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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A 2014  B 2.994 0.191 

2013  A 2015  C 2.874 0.39 

2013  A 2016  D 8.707 0.007 

2014  B 2015  C 0.616 1.0 

2014  B 2016  D 7.530 0.018 

2015  C 2016  D 4.179 0.147 

 
结论 避免低体温对极低体重儿救治至关重要,在转运暖箱应用不方便的北方冬季,产儿密切协作,保暖

采用集束化措施:塑料薄膜包裹至颌下+头部包裹纸尿裤+相关科室保暖培训,可以有效降低极低体重

儿低体温的发生率。对相关科室如产科､ 麻醉科､ 手术室进行保暖培训非常必要。一次性纸尿裤的

应用方便､ 廉价､ 便于减少婴儿头部搬动､ 为后续无创呼吸机管路固定提供便利,也减少帽子消毒

的感控漏洞。 
 
 
PU-3410 

2002-2012 年住院患儿胎传梅毒现状分析 
 

王俊英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胎传梅毒的现状 
方法  对我院 200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共诊治的 232 例胎传梅毒患儿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①年龄性别分布:232 例胎传梅毒患儿中,男女构成比为 60.78 和 39.22;新生儿 164 例,占
70.69%。②每年发病情况:2002 年胎传梅毒发病 7 例,2007 年已经为 23 例,是 2002 年的 3.29
倍;2010 年是 35 例,达到高峰,是 2002 年的 5.00 倍;2011 和 2012 年稍有所回落。2002 年--2007 年

胎传梅毒 85 例,而 2008 年--2012 年则为 147 例,后五年胎传梅毒患儿发病例数是前六年的 1.73
倍。③科室分布:收住新生儿内科 66 例､ 急救中心 53 例,产科 41 例及消化内科 25 例,占总数的

87.50%,其中包括由产科转入儿科的 18 例患儿;另外血液科､ 新生儿外科和神经内科患儿占 7.76%,
余例数较少分散在其他科室。④ 地区分布:从患儿父母户籍地址来看,太原本地居多 141 例,占
60.78%,周边地区如吕梁､ 忻州､ 晋中和阳泉者占 34.91%,余(4.31%)分散在省内除运城外其他地区 
结论 ①近年来胎传梅毒的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男孩较女孩更易患病。②患儿由于病初临床表现

不同,复杂而多样,可入住不同科室。③地区分布较广。④胎传梅毒对患儿､ 家庭及社会危害极大,应
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PU-3411 

新生儿预警评分用于新生儿危重病生存质量的影响 
 

李存斌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新生儿预警评分应用于新生儿危重病中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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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我院在 2014 年 9 月~2016 年 9 月收治的 120 例危重病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按照随

机数字法分成观察组 60 例与对照组 60 例,观察组患儿给予新生儿预警评分,对照组患儿给予新生儿

危重病例评分,分别对两组患儿的存活率及两种评估方法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儿与对照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不明显;新生儿预警评分结果与新生儿危重病例评分结

果呈负相关性。 
结论 新生儿预警评分对新生儿危重病的评估效果显著,更适用于危重病患儿的初筛,对危重病新生儿

的生存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PU-3412 

极低出生体重儿动脉导管未闭围术期的护理 
 

李韬韬,熊月娥,刘珍叶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总结 15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动脉导管未闭围术期的护理体会。 
方法 2010 年 10 月-2015 年 2 月 15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均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动脉导管结扎术,对 15
例患儿进行围手术期护理分析总结。 
结果 除 3 例家长放弃治疗外,其余患儿康复出院。 
结论 充分的术前准备,术后做好生命体征监测减少并发症发生及家长参与式护理,是提高手术成功的

关键。 
 
 
PU-3413 

新生儿体温测量方式及肛温测量时间的研究 
 

吴小花,徐红贞,俞君,秦奎英,章淑姗,金婷,徐月静,梁建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1 

 
 
目的 比较新生儿体温测量方式并探讨肛温的 佳测量时间,为临床护理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 614 例新生儿,进行同时的肛温(分别用电子体温计与水银体温计测量)､ 腋温(电子体

温计)､ 肩胛间温(水银体温计)及耳温(红外线耳温仪)的测量,并分别测得在 0.5min､ 1min､ 1.5min
､ 2min､ 3min 时的水银计肛温。 
结果 肛温高于其他温度约 0.2~0.3℃,其他温度间差异为 0.1℃;电子体温计肛温与水银体温计肛温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时长肛温的比较显示 P<0.05,统计学有差异,且不同时点温度有逐渐上

升趋势,但 高上升在 0.2℃之内,1.5min 之后的肛温保持不变,1min 与 1.5min 的肛温差 0.05℃。 
结论 肩胛间温､ 腋温或耳温加上 0.3℃可与肛温接近;近似值处于发热或低温数值边缘时建议测肛

温;测肛温时间可减少至 1min;电子体温计可代替水银体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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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14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致胸腔积液及心律失常的临床分析 
(附两例临床报告) 

 
于新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报道一对双胞胎极低出生体重儿留置 PICC 输液期间发生严重胸腔积液及心律失常的救治与护

理。 
 
 
PU-3415 

改良心房内心电导联技术在极低出生体重儿 PICC 定位中的应用 
 

赵京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比较改良心房内心电导联技术与传统心房内心电导联技术在机低出生体重儿 PICC 定位中的效

果。 
方法 采用历史性对照的研究方法比较改良心房内心电导联技术与传统心房内心电导联技术在机低

出生体重儿 PICC 定位中的效果。 
结果 两种方法的置管成功率､ 敏感度､ 特异度无统计学意义,改良组心电图波形稳定性优于传统组,
且改良组患儿皮肤损伤及疼痛的发生情况少于传统组。 
结论 改良心房内心电导联技术是一种贴合紧密､ 舒适､ 稳定的心电定位方法,尤其适用于新生儿

PICC 定位,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3416 

在海南做好新生儿疾病苯丙酮尿症筛查几点建议 
 

赵振东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570206 

 
 
我国《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在 2009 年 6 月 1 日实施后,苯丙酮尿症已是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必

筛病种之一,此种疾病作为常染色体的隐形遗传性疾病会对新生儿造成不可逆的智力损害,严重威胁

出生人口素质。而在海南全省以海南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作为唯一筛查机构,涉及到全省 300 来

家卫生助产单位,苯丙酮尿症筛查必然是一个多环节,大批量筛查性实验,如何保证筛查质量是应该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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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17 

3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应用经鼻持续呼吸道正压通气(NCPAP)造成

鼻损伤的原因分析及护理改进 
 

张娇,于新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 3 例 NICU 住院的超低出生体重儿应用经鼻持续呼吸道正压通气(NCPAP)造成鼻部损伤

的原因,总结经验､ 教训。 
方法 通过讨论,制定改善水胶体辅料鼻贴的剪裁方法､ 合理固定发生器及固定帽､ 改变 NCPAP 管

道的固定方式､ 实时给予解压､ 根据患儿病情合理应用鼻导管高流量给予呼吸支持并且严格做好交

接班､ 加强巡视为相应对策。 
结果 认为造成鼻部变形的原因与患儿自身因素､ 鼻塞及固定帽大小不合适､ 发生器及固定帽固定

过紧､ NCPAP 管道不能平衡固定､ 未严格交接班､ 发现不及时以及超低出生体重儿病情危重不能

按时给予解压､ 患儿皮肤薄嫩容易造成皮肤破损有关。 
结论 由于临床 NCPAP 的广泛应用,相应并发症逐渐增加,而鼻部损伤为重要并发症之一。发生鼻部

损伤,不仅增加了患儿痛苦､ 延长了住院时间､ 增添了住院费用,而且鼻型改变难以纠正,影响美观,为
患儿及家属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有可能引起医疗纠纷。通过上述 3 例病例,全体护理人员展开讨论,
并制定整改措施。今后严格执行整改方案,对护理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培训,使所有人员熟练掌握正确

使用及固定方法,杜绝严重鼻部损伤的发生以减轻患儿及家属额外的痛苦。 
 
 
PU-3418 

家庭用婴儿黄疸比色卡的设计与验证 
 

薛国昌,任明星,沈琳娜,张黎雯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儿科 214062 

 
 
目的 黄疸是新生儿期常见的临床症状,高浓度的胆红素可造成神经系统永久性功能障碍。在中国,很
多看起来健康的新生儿在出生后两到三天出院。然而,新生儿血清胆红素浓度通常增加至出生后 3
至 5 天。经皮胆红素(TcB)检测仪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医疗器械,它用于一些医院,但仪器大约数千美元,
在家庭使用是不可行的。视觉评估黄疸的准确性不高,且筛查高胆红素血症不可靠。目前,医务人员

和患儿父母都在寻找评估新生儿黄疸的方法。在本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一种黄疸比色卡,称为 JCard,
父母可使用它来判断新生儿黄疸的程度,通过与血清总胆红素(TSB)水平比较来验证它的准确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 106 例中国新生儿。大多数婴儿体重在 2500g 和 3499g 之间(63%),胎龄为 37 - 
40 周(77%)。血清胆红素水平的检测基于临床适应症,通过静脉穿刺获得血液,在医院的临床化学实

验室利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TSB 水平。在静脉穿刺取血前的 60 分钟内,由新生儿的母亲用

JCard 来测量新生儿黄疸。JCard 测量部位为前额,脸颊和胸骨。JCard 评估在光线明亮的房间进行,
按压皮肤以暴露底层的颜色。 
结果 67%的婴儿在 11 - 20 天(范围为 3 -30 天)时由母亲使用黄疸比色卡测量胆红素水平。婴儿前

额､ 面颊和胸骨的黄疸比色卡测量值与血清总胆红素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性方程为 TSB = 
0.1800 + 1.19439×前额 JCard 值(R = 0.8827,R 2 = 0.7791),TSB = 10.0401 + 0.97199×面颊

JCard 值(R = 0.9529,R 2 = 0.9081)和 TSB = 1.0183 + 1.05379×胸骨 JCard 值(R = 0.9343,R 2 = 
0.8729)。前额和胸骨的 JCard 测量均值低于 TSB 水平,而面颊的 JCard 测量均值高于 TSB 水平。

前额,面颊和胸骨的黄疸色卡测量值与血清总胆红素的平均值差分别为 1.9 mg/dL,0.3 mg/dL 和 1.5 
mg/dL。当以血清总胆红素>13 mg/dL 为 cut-off 值,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前额 0.934,
面颊 0.985,胸骨 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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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JCard 是一个有效的筛查中国新生儿黄疸的工具,面颊是 佳的测量部位。它制作成本低廉,操
作简单､ 方便,非医疗人员可操作。进一步研究需要扩大范围,包括纳入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和纳入那

些并没有明显黄疸而需住院治疗的患儿。 
 
 
PU-3419 

先天性布鲁氏菌感染的早产儿一例 
 

赵梦华,张爱民,张兵,黄芙蓉,徐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 

 
 
目的 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属的细菌侵入机体,引起的人畜共患的传染性- 变态反应性疾病[1]。
布病传播范围广。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少见的,包括输血,移植､ 母乳喂养的传播,从母亲到婴儿通过

宫内传播极为罕见。本例报道患儿为 34+2 周早产,出生时表现为发热,气促,肝脾肿大,血小板减少,出
生时查血培养布鲁氏菌,患儿的血培养及父母的血培养均为同型布鲁氏杆菌感染,诊断患儿为宫内感

染布鲁氏病,经 CDC 分型鉴定,确定为羊种布氏菌 1 型[1],本例报道为全国首例胎传布鲁氏菌病。现

对本患者情况报道如下: 
方法 实验方法 
1､ 病例和人群血液标本检测以虎红平板凝集试验进行初筛,试管凝集试验进行确认。方法按《布鲁

氏菌病诊断标准(WS269-2007)》中的规定进行。 
2､ 对实验室试管凝集试验检测滴度≥1:400(++)的布鲁氏菌病确诊病人再用双向细菌培养瓶再次采

集血液标本进行细菌培养。 
3､ 布鲁氏菌分型检测方法:位点序列分型 MLST  
结果 先天性布鲁氏菌感染的新生儿使用 TMP-SMX､ 利福平口服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其父母经正

规抗布鲁氏菌治疗亦有效,一家三口均症状好转。 
结论 本研究一家三口均感染布鲁氏菌,父母在疾病的早期并未被发现有布鲁氏杆菌感染,导致胎儿宫

内感染布鲁氏杆菌,患儿出生后查血培养阳性,且未经过母乳喂养,出生后有气促､ 发热､ 白细胞增

高,CRP 增高,肝脾大等临床表现,且父母为同种布鲁氏菌感染,因此诊断为先天性布鲁氏菌宫内感染,
可能通过胎盘传播。患儿出生查布鲁氏菌凝集实验阴性,考虑患儿为早产儿,获得母亲抗体时间短,且
通过胎盘传给患儿的量少以至于早期无法通过凝集实验测定,新生儿出生后临床表现重,一家三口家

中并未饲养牲畜,也并未在布病发病的疫区,在患儿出生后均才确诊,并出现了相应的并发症。且先天

性布鲁氏菌感染的新生儿使用 TMP-SMX､ 利福平口服､ 三代头孢治疗有效。布鲁氏菌凝集实验阴

性的新生儿也可能存在布鲁氏菌感染。目前随着全球布病发生率逐年增加,新生儿宫内感染在排除

其他微生物感染的同时需警惕布病,先天性布鲁氏菌病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感
染的患儿需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U-3420 

临床路径在新生儿 ABO 溶血病中管理效果 
 

冯向春,毕晓娜,孙印兰,单若冰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评估新生儿 ABO 溶血病临床路径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采用临床路径治疗的观察组 1037 例和非临床路径治疗的对照组 369
例新生儿 ABO 溶血病患儿在住院时间､ 平均住院费用､ 化验费､ 治疗费､ 药费､ 药占比､ 家属健

康教育知晓率､ 护理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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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住院时间显著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平均住院费用及化验费､ 治疗费均较前

显著减少(P<0.05),药费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各研究指标变异系数均不同

程度降低。 
结论 临床路径应用于新生儿 ABO 溶血病可有效治疗患儿,降低成本,提高家属护理满意度。 
 
 
PU-3421 

NICU 多重耐药菌感染患儿的护理干预 
 

刘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针对 NICU 病房特点,提出预防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具体护理方法。 
方法 通过大量资料的阅读,根据病房的特殊性,分析并总结护理方法,加以归纳。 
结果 通过对 NICU 患儿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护理干预降低其发生率,使感染及时有效的得到控制。 
结论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多重耐药菌的感染与爆发。 
 
 
PU-3422 

泡沫敷料联合银敷料治疗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疗效观察 
 

任香娣,沈清清,孙献梅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泡沫敷料联合银敷料治疗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效果 
方法 2 皮肤护理方法 
2.1 防止摩擦和受压,预防水泡形成,减少皮肤破溃 
由于患儿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下,皮肤容易出现水泡。我们在患儿的骨骼突出处及受压部位使用泡沫

敷料加以保护,泡沫敷料可以减轻这些部位的压力,减少摩擦,预防水泡形成。避免拖､ 拉､ 拽,保持患

儿舒适安静,修剪患儿的指甲,带手套,避免抓伤皮肤,保持皮肤的完整性。 
2.2 保护创面,预防感染,促进皮肤的再生 
由于患儿皮肤不断出现水泡,且容易自行破溃､ 渗出,为了保护创面,减少渗出,我们选用银离子藻酸盐

敷料,用生理盐水清创患儿皮肤破溃处后,直接裁剪合适大小的敷料紧贴创面松散覆盖,用泡沫敷料进

行外固定,敷料更换时间根据渗出程度而定,常规以外层敷料被渗液渗透>1/2 时为标准。由于该患儿

皮肤有破损,特别容易发生感染,预防感染是护理该患儿的工作重点。将患儿置于消毒合格的暖箱内,
全身暴露疗法,选用柔软的全棉床单,高压消毒后使用,护理用品专人专用。每次接触患儿前后均严格

洗手。患儿的暖箱每天消毒,污染时,及时消毒;病房每日开窗通风 2 次,地面用含氯消毒液拖 4 次。 
结果 由于我们的精心治疗及护理,患儿没有发生皮肤感染,皮肤水泡消失,创面干燥,均好转出院。 
结论 泡沫敷料联合银敷料能促使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者皮肤水泡消失,创面干燥,减少皮肤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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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23 

 经转诊入院危重新生儿死亡病例分析 
 

王凤,屈素清,郑晓燕,刘卫鹏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总结本院儿科近 4 年内经区域转诊入院的新生儿死亡病例,分析危重转诊新生儿病例特点及高

危因素及死亡原因。 
方法 对 2013 年 3 月~2017 年 3 月转诊入院并死亡的新生儿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死亡主要诊断占比

高的“新生儿重度窒息”患儿,在病案库中检索出相同诊断但存活的转诊新生儿进行比较,观察 Apgar
评分､ 生后第一次血气分析､ 复苏措施､ 休克发生率､ 凝血功能发生率､ 意识障碍发生率､ 惊厥发

生率､ 转诊小组到场时间,得出重度窒息新生儿转诊救治成功/失败的相关因素。 
结果  
1.转诊死亡病例入院诊断及死因分析:入院第一诊断为新生儿窒息者 13 例(74.47%)。死亡原因第一

位为:社会因素放弃治疗 15 例(88.24%),其中窒息脑损伤者 9 例(52.94%)､ 先天性疾病 5 例(29.41%)
､ 早产儿经济困难 1 例(5.88%)。妊娠合并症中前三位为妊娠期糖尿病(21.43%)､ 妊娠期高血压

(21.43%)､ 呼吸道感染(21.43%)2.比较死亡及存活的重度窒息转诊新生儿:5 分钟 Apgar 评分死亡组

4.15±2.794 低于存活组 6.81±2.337(t=2.863,P<0.05);10 分钟 Apgar 评分死亡组 5.69±2.359 低于存

活组 8.05±2.085(t=2.956,P<0.05);生后第一次 pH 值死亡组 7.12±0.200 低于对照组

7.27±.126(t=2.398,P<0.05);两组均需要气管插管及正压通气(100%);死亡组胸外按压发生率

84.61%,高于存活组 42.86%(P<0.05);死亡组肾上腺素发生率 69.23%,高于存活组 19.05%(P<0.05);
死亡组休克发生率 53.85%高于存活组 9.52%(P<0.05);意识障碍死亡组发生率 76.92%高于存活组

23.81%(P<0.05);惊厥发生率死亡组 76.92%高于存活组 28.57%(P<0.05);转诊小组到场时间死亡组

32.31±28.698 分钟长于存活组 16.14±11.926 分钟(t=2.297,P<0.05)。 
结论 1.新生儿窒息及其相应并发症为转诊危重新生儿主要死亡原因;2.重度窒息新生儿应在呼吸功

能恢复后保证有效循环､ 积极纠正酸中毒､ 监测凝血功能改变;3.仍需加强产院窒息复苏技术培训,
高危分娩应提前通知转会诊单位到场协助;4.对无窒息患儿生后早期呼吸困难应提高重视;5.应严格

加强妊娠期血糖血压控制,及先天疾病宫内筛查,关注宫内羊水减少;6.应增加社会对极低､ 超低早产

儿经济及护理援助。 
 
 
PU-3424 

早产儿保驾式转运中体温的护理 
 

阎永芳,白鸽,崔妮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00 

 
 
目的 总结早产儿保驾式转运中体温护理的方法,为预防及解决转运中低体温的发生提供方法和经

验。 
方法 归纳总结我院自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4 月早产儿产房保驾式转运中具体的体温护理的措

施。 
结果 我院转运护士已掌握保驾式转运中体温护理的方法并熟练应用于工作中,已成功完成 121 例早

产儿的保驾式转运。运用这些方法进行体温护理,无一例早产儿在转运过程中发生低体温。 
结论 根据早产儿体温调节的特点,维持中性温度是早产儿分娩后面临的关键生理挑战之一,加强早产

儿出生后各个环节及转运过程中体温的护理,对提高其存活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不断学习体温

护理的方法且熟练掌握并予以应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大大降低转运中低体温发生率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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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25 

110 例新生儿低血糖转运的护理安全管理 
 

王玲玲,白鸽,程宪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危重新生儿既易发生低血糖症,又易发生高血糖症,若不及时治疗,均可能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损

害和智能落后,在国内新生儿的转运基本上以救护车作为交通工具 ,市内转运平均时间为 2 小时,期间

容易发生血糖异常,因此在转运途中对危重新生儿进行血糖监测和及时处理,对降低血糖异常及其后

遗症的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我院 2015 年 11 月开展新生儿独立转运,现将途中发生糖代谢紊乱的

110 例患儿的高危因素和护理措施报告如下 
方法 1.1 一般资料 813 例转运患儿中,男 451 例,女 362 例,平均胎龄为 34.2W,申请转运的原发病依

次为早产儿､ 小于胎龄儿､ 呼吸衰竭､ 围产期窒息､ 感染､ 糖尿病母婴儿等。 
1.2  诊断标准   低血糖:不论胎龄和日龄,血糖低于 2.2 mmol /L 诊断为低血糖,而低于 2.6 mmol /L 为
临床需要处理的界限值。低血糖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常表现为呼吸暂停,惊厥,肤色发绀,多汗等表现; 
高血糖: 全血血糖高于 7 mmol /L 为高血糖症。 
1.3  血糖监测和护理措施   采用罗氏公司 ACCU-CHEKActive ( Roche Group) 试纸法进行血糖监

测。每例患儿均应用微量血糖仪取足跟部毛细血管微量血检测血糖,作血糖筛查。如血糖值正常,则
维持原来的糖速和糖浓度转运入院。如果存在低血糖,途中处理遵循美国新生儿低血糖管理指南。

如出现高血糖,首先控制输入糖浓度≤5%,降低葡萄糖输入速度应遵从每 4 ~ 6 小时下降 2 mg /kg 
/min,并对血糖浓度予以监测。血糖异常者每隔 1 h 检测血糖 1 次,根据血糖监测结果随时调整输糖

速度和浓度,直至血糖维持在正常水平,空腹微量血糖监测正常 2 次为止 
结果 2015 年 11 月至现在共转运危重新生儿 813 例,途中发生低血糖的 110 例,血糖异常发生率为

13.53%。早产儿血糖异常发生率显著高于足月儿,重度窒息血糖异常显著高于轻度窒息组。 
结论 在转运中监测血糖,对异常者及时处理,入院后低血糖的发生率明显减少,血糖恢复到正常的时间

缩短,无明显临床症状或者临床症状迅速消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继续努力,加强综合护理,更好

的为患者服务。 
 
 
PU-3426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脐血多肽组学分析 
 

胡银,庄斌,余章斌,韩树萍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呼吸窘迫综合征在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是 常见的疾病之一,如果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管理,这种

疾病可能会发展为呼吸衰竭从而导致死亡。我们对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新生儿的脐血进行对比研究分

析,是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脐血的多肽组学,更好的学习掌握脐血这一复

杂的生物液体,对于这一呼吸系统疾病,提供有效的预测方法,发现诊断疾病的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提
供个体化的治疗方法。 
方法 收集 32-36 周出生的新生儿脐血,提取多肽,-80 度恒温短时间保存。根据临床表现及 X 线检查,
再将胎儿脐血分到 RDS 组或正常组,样本量为 3 对 3。收集完成后,做好标记,对提取的多肽进行液

相质谱串联质谱,确定脐血中的多肽及多肽的含量。使用 t-检验对于检测出的脐血多肽的含量进行对

比,其中,P 值小于 0.05 以及差异倍数大于两倍的多肽将作为差异多肽,成为重点分析对象,组内差异

明显的多肽将被排除在外。 
结果 我们识别和定量出了 2878 个多肽。其中根据上述条件,114 个多肽是差异多肽。而在这 114
个差异多肽中,80 个多肽是上调的,34 个多肽是下调的。我们分别对这些上调和下调的多肽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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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等电点､ 氨基酸数目､ 以及在前体蛋白上被切割的位点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大部分

的多肽的分子量在 1700 道尔顿以下;上调多肽的等电点 多集中在 5-6,下调的 多集中在 11-12;氨
基酸数目大多集中在 5-20 个;该多肽在前体蛋白上的前一个羧基端氨基酸,该多肽的氨基端氨基酸,
该多肽的羧基端氨基酸,在前体蛋白上的下一个氨基端氨基酸,被统计出在上调多肽组, 多的分别是

赖氨酸､ 苏氨酸､ 脯氨酸､ 脯氨酸,而在下调组分别是丙氨酸､ 脯氨酸､ 丙氨酸､ 脯氨酸。 
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获得了 32 个位于前体蛋白的结构域的多肽,这些多肽可以作为标志物,或者参与

了新生儿的呼吸窘迫征的形成。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脐血的对比分

析。这项研究不仅能让我们对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认识更深入,更为接下来的脐血多肽的具

体生物功能和分子机制的分析提供背景。 
 
 
PU-3427 

观察新生儿排尿时间从而提高留尿成功率 
 

武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观察新生儿进奶后的排尿时间和改良留取方法,从而提高新生儿留取尿标本的成功率 
方法 男性患儿留取方法为将一次性尿袋贴于阴茎下根部的位置,女性患儿用一只手撑开生殖器与肛

门处的皮肤,可观察到一平面,要防止此平面有褶皱,将集尿袋贴口 下端边缘贴沿着女性患儿生殖器

下边缘,紧贴于此平面,在患儿奶后立即贴上集尿袋,计时器计时一小时后取下集尿袋,将尿液倒入集尿

瓶中送检 
结果 新生儿奶后一小时,患儿安静且排尿患儿 多,可提高尿标本的留取率。 
 
 
PU-3428 

直型安全型留置针与 Y 型留置针在新生儿应用的效果比较 
 

侯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比较两种留置针在新生儿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0 例需留置套管针的新生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即直型组,采用直型安全型留置

针穿刺;Y 型组,采用 Y 型留置针穿刺。观察两组患儿的留置时间､ 一次穿刺成功率､ 血液暴露､ 针

刺伤､ 堵管､ 静脉炎､ 留置针脱出及液体渗出的发生率。 
结果  直型组的留置时间(50.20±27.22)h､ 一次穿刺成功率(88%)､ 血液暴露(8%)､ 针刺伤发生率

(0%)､ 堵管(15%)､ 静脉炎(4%)､ 留置针脱出(14)､ 渗出(15%);Y 型组留置时间(46.63±24.54)h､
一次穿刺成功率(90%)､ 血液暴露(0%)､ 针刺伤发生(4%)､ 堵管(29%)､ 静脉炎发生(17%)､ 留置

针脱出(9%)､ 液体渗出(18%)。两组患儿的针刺伤､ 血液暴露､ 静脉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留置时间､ 堵管率､ 脱出及渗出发生率的差异[1]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直型安全型留置针不易发生针刺伤､ 静脉炎,而 Y 型留置针则不易发生血液暴露,但出于对患儿

远期健康的考虑建议选用不含 DEHP(朔化剂)的直型安全型留置针,只要临床护士熟练掌握穿刺及撤

针芯技巧,就可以减少血液暴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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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29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 216 例临床分析 
 

盛光耀,程伟远,白松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通过对影响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neonatal thrombocytopenia,NT)患儿预后的不同因素进行分

析,包括患儿的一般情况､ 病因､ 临床表现等,旨为制定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

参考依据。 
方法     病案检索河南省某综合性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2015
年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治的 216 例 NT 患儿,统一设计临床资料卡,收集患儿的胎

龄､ 性别､ 体重､ 发病时间､ 发病原因､ 疾病严重程度､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预后等资料,并
结合该院的复查结果分析影响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预后的不同因素。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

方法分析患儿的一般人口学资料､ 发病时间､ 发病原因､ 疾病严重程度､ 临床表现等不同因素与预

后的关系,采用向后:wald 法,进入标准为 α=0.05,剔除标准为 α=0.10。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总共纳入 NT 患儿 216 例,对患儿的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 孕母妊高症､ 妊娠相关免疫因

素､ 妊娠期糖尿病､ 新生儿宫内窘迫､ 新生儿免疫相关疾病､ 感染､ 支气管发育不良､ RDS､ 窒息

､ DIC､ 疾病严重程度､ 出血情况､ 发病时间及预后进行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胎龄

(Waldχ2=3.571,p=0.059,OR=0.704,OR95%CI 0.490~1.013)､ 感染(Wald 
χ2=6.654,p=0.010,OR=0.010,OR95%CI 0.000~0.330)､ 疾病严重程度(Wald 
χ2=7.155,p=0.007,OR=62.054,OR95%CI 3.014~1277.632)､ 发病时间(Wald 
χ2=4.537,p=0.033,OR=0.030,OR95%CI 0.001~0.757),由此可知,对影响预后的不同因素进行的二

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感染､ 疾病严重程度及发病时间上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的发生在 NICU 中较常见。 
2    感染､ 疾病严重程度及发病时间是影响 NT 患儿预后的潜在因素,而胎龄可能是影响 NT 患儿预

后的潜在因素。 
3    晚发性(生后 72h 后发病)､ 重度(PLT<50×10^9/L)及有感染病史是 NT 患儿预后不良的指标。 
 
 
PU-3430 

造口底盘黏胶剥离喷剂在新生儿皮肤损伤中的应用 
 

栾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1000 

 
 
目的 探讨造口底盘黏胶剥离喷剂在新生儿皮肤损伤中的应用。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 100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实验组使

用造口底盘剥离喷剂后,移除黏胶。比较两组移除黏胶后皮肤损伤情况及患儿疼痛评估量表的比较

及心率的变化。 
结果 实验组患儿皮肤损伤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患儿在使用过程中进行新生儿疼痛评估及心率

变化的比较,疼痛评分明显降低,心率的波动较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造口底盘黏胶剥离喷剂在新生儿皮肤损伤中的应用,明显缓解对患儿疼痛的刺激,改善因疼痛刺

激加重病情,患儿皮肤损伤情况明显减轻,降低了感染的风险,提高护理质量,操作简单､ 方便效果良好,
值得临床实践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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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31 

  移除医用黏胶所致新生儿疼痛的临床研究 
 

孙秀媛,于新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医用黏胶对新生儿疼痛的影响,为临床对新生儿移除黏胶导致疼痛进行护理干预提供依

据。 
方法 应用“NIPS 评分量表”与“NFCS 评分量表”分别对 70 例新生儿进行疼痛评分。按照胎龄､ 出生

体重､ 入院日龄､ 生产方式､ 医用黏胶的类型和粘贴持续时间进行分组,比较各组新生儿移除黏胶

后的疼痛评分。同时动态记录新生儿在移除黏胶前后新生儿的心率､ 血压､ 呼吸和经皮血氧饱和度

等指标的变化情况。 
结果 在移除黏胶时新生儿的 NFCS 平均评分为 5.10±0.57 分,NIPS 平均评分为 5.19±1.52 分。胎龄

､ 出生体重､ 入院日龄､ 生产方式､ 黏胶持续时间对移除黏胶时新生儿疼痛评分的影响无统计学意

义(P>0.05),医用黏胶的类型对移除黏胶时新生儿疼痛评分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移除黏胶

时,新生儿的心率增快,经皮血氧饱度下降,呼吸加快和血压升高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移除医用黏胶的过程会对新生儿产生很强的疼痛,使用水胶体敷料所产生的疼痛弱于 3M 胶

布,新生儿疼痛时生命体征有显著变化。 
 
 
PU-3432 

58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喂养不耐受的原因分析及临床观察 
 

孟宪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1 

 
 
目的 通过对 58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的治疗及护理进行密切的临床观察与记录,探讨极低出生体重儿发

生喂养不耐受的影响因素 
方法 对患儿胎便排空的时间､ 开奶时间､ CPAP 的应用时间､ 是否有感染以及是否有宫内窘迫等

进行密切观察与记录,与临床治疗､ 临床护理以及发生喂养不耐受的临床症状相结合,分析极低出生

体重儿发生喂养耐受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 胎便排出延迟､ 开奶时间延迟､ CPAP 应用时间延长以及感染和宫内窘迫是造成极低出生体

重儿喂养不耐受的影响因素。 
结论  
促进胎便尽早排出,病情允许时提早给患儿开奶,避免发生宫内宫外感染,减少宫内窘迫的发生,提高患

儿喂养耐受率,为患儿提供丰富的营养支持,促进基础疾病恢复,提高其生存质量,缩短住院时间,减轻

家庭经济负担。 
 
 
PU-3433 

67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护理体会 
 

魏佳,于新颖,范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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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我科室 2016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收入的 67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进行分析,总结救治成功的护

理方法。 
结果 67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好转出院 57 例,退院 6 例,家属放弃治疗死亡 4 例。 
结论 通过各方面细心的照顾和生长发育支持让超低出生体重儿减少并发症,更健康的成长。 
 
 
PU-3434 

孕前体重指数及孕期增重值与巨大儿发生率的相关性分析 
 

崔岳崇,郑飞,王栋,金洪星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322000 

 
 
目的 探讨孕妇孕期体重增重与新生儿体重的关系,分析孕期增重值与巨大儿发生率的相关性,为孕妇

孕期体重管理及新生儿体重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浙江省义乌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分娩产妇 1124 例作

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按照标准进行孕前体重 BMI 分组,孕期增重分组。 
结果 消瘦组､ 正常组孕期体重增加与新生儿体重呈正相关(消瘦组:r = 0.325,P<0.001;正常组 r = 
0.253,P<0. 001);超重肥胖组孕期体重增加与新生儿体重无线性相关(r = 0.046,P=0.648);孕前 BMI 
超重肥胖组巨大儿发生率(17.2%)明显高于其他孕前 BMI 组,且不同孕前 BMI 组巨大儿发生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01);本研究对象中巨大儿发生率为 8.9% ;孕前消瘦和正常组产妇孕期体重

增长百分位超过 P85 时巨大儿发生率明显增加(消瘦组 1.7% vs 17. 9%,χ 2 =19.375,P<0. 
001,OR:12.833,95% CI:3.152~52.249;正常组:7.8% vs 15.9%,χ 2 =8.459,P=0.004,OR:2.236,95% 
CI:1.258~3.890)。 
结论 孕期体重增长幅度与巨大儿发生率密切相关,因此合理控制孕期体重增长可有效降低巨大儿的

发生。 
 
 
PU-3435 

人性化护理在预防新生儿湿疹中的应用 
 

金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实施人性化护理措施降低新生婴儿湿疹疾病的发生率。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的新生儿 65 例,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 33 例,对照组 32 例,对
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除给予常护理还给予人性化护理,观察比较两组新生儿湿疹发生率和患者满意

度。 
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发生湿疹的发病率远远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家长对

于人性化护理的满意度也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人性化护理在预防新生儿湿疹的护理效果好,能有效降低新生儿发病率,提高新生儿家长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程度,值得在临床上给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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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36 

俯卧位对早产儿胃食管反流的影响 
 

杨晓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观察俯卧位对早产儿胃食管反流的影响。 
方法 将我科室 2 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36 例早产胃食管反流的新生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 两组患儿均给予胃食管反流常规治疗和护理,对照组给予一般体位护理(头高平卧位､ 头高

半卧位), 观察组给予头高俯卧位(鼻饲患儿奶中及奶后 1 小时内均取头高俯卧位;经口喂养患儿奶后

立即给予头高俯卧位)。观察两组患儿奶后呕吐人数及经皮血氧饱和度下降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出现呕吐人数少于对照组,观察组经皮血氧饱和度下降少于对照组。 
结论 对早产儿胃食管反流患儿采取头高俯卧位能减少相应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PU-3437 

62 例新生儿 PICC 常见并发症的临床护理探讨 
 

孟庆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院区) 11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 PICC 常见并发症的临床护理措施。 
方法 本次研究纳入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 PICC 治疗､ 发生 PICC 并发症的

62 例患儿作为研究组,对研究组患儿实施并发症护理干预,回顾分析 2015 年 9 月前,在我院接受治疗

发生 PICC 并发症､ 给予常规护理的 50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将该组患儿设为一般组,对比两组患儿

的护理效果。 
结果 研究组患儿的导管保留时间为(26.9±1.9)d,较一般组患儿的(20.1±2.2)d 长,拔管率为 8.0%,较一

般组患儿的 20.0%低,疾病转归率为 93.5%,较一般组患儿的 78.0%低,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存在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护理干预模式在新生儿 PICC 常见并发症临床护理中的应用,能够有效降低患儿拔管率,延长

PICC 导管的使用寿命,有利于改善患儿预后。 
 
 
PU-3438 

加强护理干预对新生儿菌膜假丝酵母菌感染控制的效果分析 
 

崔影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加强护理干预对新生儿菌膜假丝酵母菌感染控制的效果,为降低感染率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新生儿病房住院的 6324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和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入院的患儿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进行比对分析,
每组分别 3102 例和 3222 例。对照组采用的是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加强护理

干预,比较两组患儿菌膜假丝酵母菌的感染发生率及护理效果。 
结果 对照组有 43 例患儿感染菌膜假丝酵母菌,感染率为 1.39%,观察组 13 例患儿感染菌膜假丝酵母

菌,感染率为 0.40%,对照组的感染率显著高于观察组,差异显著(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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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加强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新生儿假丝酵母菌感染率,提高护理安全性。 
 
 
PU-3439 

新生儿肠造口的有效护理措施探讨  
 

周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15 

 
 
目的 研究分析新生儿肠造口的有效护理措施。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3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肠造口新生儿 40 例,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其中对

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对照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且二期手术时间明显长于研究组,其差异显著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给予新生儿肠造口有效护理干预可以降低肠造口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二期手术时间,促进患儿的

康复。 
 
 
 
PU-3440 

襁褓中的中国母乳库 
 

秦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母乳库是招募合格母乳捐献者､ 收集捐献母乳,并负责母乳的加工､ 筛查､ 储存､ 分配工作的

专业机构。母乳是婴儿 天然的营养品,在某种程度上,母乳对早产儿､ 病患婴儿来讲,它不仅仅是一

种食物,更是一种治疗良药。然而,当各种原因导致母乳供应不足或母体由于疾病影响不能直接提供

母乳时,合格母乳捐献者提供的母乳,经过筛选､ 消毒､ 灭菌和检测后,即成为早产儿 佳营养源的第

二选择[1]。国外母乳库发展已超 100 年历史,在许多发达国家,母乳库母乳喂养已成为常规标准化喂

养措施。在我国,母乳库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应的政府支持及完善的管理体系。我国内地

第一家母乳库成立于 2013 年,其临床意义和社会意义尚在进一步探讨之中[2]。本文通过介绍国内母

乳库的发展历史､ 运作过程及发展前景等,旨在提高人们对母乳库的认知程度,使更多的患病新生儿

受益于母乳库的捐献母乳。 
方法 本文通过介绍国内母乳库的发展历史､ 运作过程及发展前景等,旨在提高人们对母乳库的认知

程度,使更多的患病新生儿受益于母乳库的捐献母乳。 
结果 我国母乳库起步晚,捐赠奶量有限,但在临床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对术后存在喂养困难和/或营

养不良､ 严重感染的不同年龄患儿,均显示出神奇的､ 药物无法替代的治疗作用[6]。 
结论 母乳是婴儿 自然､ 理想的食物来源,对婴儿的健康及生长发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捐献母乳

对危重新生儿和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救治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患儿母亲不能提供母乳的 佳选择。

为了使更多的宝宝受益于母乳库的捐献母乳,鼓励奶水充足的产妇把自己多余的奶水贡献出来,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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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41 

转运团队产房干预对于新生儿转运安全及效率的临床评估 
 

王华,刘海婷,李晋辉,何雪梅,唐军,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由于院内转运危重新生儿十分普遍,而且新生儿在转运过程中是极易出现问题的高危人群,因此

我院从 2016 年起开始组建产房重症监护(DICU)转运团队,由主治医生或高年资住院医生､ 呼吸机治

疗师和护士组成,对于高危新生儿直接由团队进行产房内复苏及转运。通过分析高危新生儿在转运

过程中危险事件的发生,转运团队到达产房将患儿转运至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时间,以及窒息复苏过

程中附表评分中的干预效果来评判团队转运安全及效率。 
方法 对于开始运行 DICU 转运团队前后院内转运过程中发生的不良事件进行回顾性分析,另外,在
DICU 转运团队每次转运后,团队完成关于实施抢救措施和患儿稳定时间的问卷表填写,按团队干预

的程度分为不干预､ 低度干预(初步复苏､ 常压吸氧､ 球囊正压通气)及高度干预组(气管插管､ 胸外

按压及给药),与 DICU 团队前的我院轻度窒息及重度窒息患儿转至 NICU 时间进行比较。 
结果 不良事件在 DICU 转运团队参与前后有明显改变,由于准备不足,配合不佳或转运装备等问题所

致不良事件在有转运团队参与后明显减少,P<0.05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不干预组转运时间无明显差

别,低度及高度干预组与轻重度窒息患儿比较,P<0.05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但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

异。 
结论 在目前二胎开放,高危孕产妇逐渐增加的情况下,急需加强 DICU 转运团队的培训和对高危新生

儿进行极早干预,不仅可以降低高危新生儿不良事件的发生,而且可以明显缩短窒息患儿转运时间,极
大缩短高危新生儿到达病房时间提高高危新生儿的救治质量。虽然从目前的资料未能显示入院后并

发症有明显差异,但是我们将进一步关注患儿远期的随访比较。 
 
 
PU-3442 

晚期早产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分析 
 

王华
1,蔡丽梅

1,2,何洋
1,母得志

1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成都市青白江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目的 分析晚期早产儿高胆红素血症及胆红素脑病发病情况,探讨晚期早产儿高胆红素血症的高危因

素及合理的治疗管理措施。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3 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276 例晚期早产儿中

以高胆红素血症入院的 35 例及同期未发生高胆红素血症的 35 例晚期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

析其高危因素和治疗情况。 
结果 重度､ 极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的构成比为 10.86%,以 [35+0W-35+6W]组所占比例 高;由产科转

入住院的比例极低;围产期高危因素有男性､ 顺产､ 胎膜早破､ 严重感染､ 溶血及多重因素等。胆

红素脑病占收治患儿的 40%,换血率高达 62.85%。 
结论  晚期早产儿重度､ 极重度高胆红素血症及胆红素脑病的构成比高,其中尤其是从家中直接到医

院就诊的居多。因此,重视产儿科合作､ 加强围产期管理､ 加大政府投入､ 强化社区医院对出院新

生儿黄疸监测的力度等对降低伤残,提高晚期早产儿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486 
 

PU-3443 

新生儿肠造口的有效护理措施探讨 
 

周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15 

 
 
目的 研究分析新生儿肠造口的有效护理措施。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3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肠造口新生儿 40 例,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其中对

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对照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且二期手术时间明显长于研究组,其差异显著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给予新生儿肠造口有效护理干预可以降低肠造口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二期手术时间,促进患儿的

康复。 
 
 
PU-3444 

肺脏超声评分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价值的研究 
 

王礼周,郭少青,陈佳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对肺脏超声评分用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进行研究,为临床诊断提供数据支

持。 
方法 选取我院儿科 201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间疑似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儿 97 例为研究对

象,将其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和对照组,分别根据肺脏超声评分和 X 线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并

以实验室联合症状诊断结果为标准,对诊断的准确性进行评价。就诊断的准确性,阳性率,漏诊率及误

诊率等数据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观察组符合病例 43 例,不符合病例 6 例,诊断准确率为 87.8%显著优于对照组 75.0%的诊断准

确率(P<0.05);观察组阳性率､ 漏诊率和误诊率分别为 85.7%､ 4.1%和 8.2%均优于对照组的相应数

据,且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肺脏超声评分用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中具有阳性率高,准确率高,漏误率低等优势,临床

具有推广价值。 
 
 
PU-3445 

过表达 C/EBPα 对高氧暴露后 A549 细胞增殖､ 凋亡 

及肺泡表面活性蛋白 C 的影响 
 

卢红艳,王秋霞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探讨过表达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 α (C/EBPα)对高氧暴露后 A549 细胞增殖､ 凋亡及肺泡

表面活性蛋白 C (SP-C)的影响。 
方法 采用 Lipofectamine2000 脂质体介导法对 A549 细胞进行 pcDNA3.1(+)- C/EBPα 质粒及

pcDNA3.1(+)-空载质粒瞬时转染,将细胞分为空气组,高氧组,高氧+ pcDNA3.1- C/EBPα 质粒组,高氧

+pcDNA3.1-空载质粒组。采用 Cell Counting Kit-8 (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实时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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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RT-PCR)及 Western blot 检测 C/EBPα 和 SP-C mRNA 及蛋白表达; PI 单染流式细胞术检测

细胞周期分布,Annexin?V/PI 双染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pcDNA3.1(+)- C/EBPα 转染 A549 细胞 48 h,C/EBPα 蛋白表达较其它组显著升高(P<0.05)。
与空气组相比,高氧组和高氧+PCDNA3.1(+)-空载质粒组细胞增殖､ SP-C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显

著降低(P<0.05),细胞周期 G1期细胞比例增加,S 期和 G2期细胞明显下降,细胞凋亡率增加

(P<0.05)。高氧+pcDNA3.1(+)- C/EBPα 组细胞增殖､ SP-C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较高氧组､ 高

氧+PCDNA3.1(+)- 空载质粒组显著升高,细胞周期 G1期细胞比例降低,S 期和 G2期细胞增加,细胞凋

亡率降低(P<0.05)。 
结论 C/EBPα 过表达可促进高氧暴露后 A549 细胞 SP-C 表达,促进增殖,抑制凋亡,且使 S 期和 G2

期细胞明显增加,提示给予过表达 C/EBPα 可能逆转高氧细胞损伤过程,起到保护作用。 
 
 
PU-3446 

高氧调节早产大鼠肺泡Ⅱ型上皮细胞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

α(C/EBPα)和肺泡表面活性蛋白的表达 
 

常明,王秋霞,卢红艳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探讨高氧状态下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 α(C/EBPα)和肺泡表面活性蛋白 A(SP-A)､ SP-B､
SP-C､ SP-D 的表达及两者相关性。 
方法 原代培养早产大鼠肺泡 II 型上皮细胞(AEC2),建立高氧细胞损伤模型,随机分为空气对照组和高

氧实验组。分别于空气及高氧暴露后 24､ 48､ 72 h,收获各组细胞。采用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各组

细胞形态变化,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法分别检测 C/EBPα 和 SP-A､ SP-B､ SP-C､
SP-D mRNA 及蛋白水平;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 
结果 随培养时间延长,AEC2 空气组 C/EBPα mRNA 及蛋白表达逐渐降低,SP-A､ SP-B､ SP-C､
SP-D mRNA 和蛋白水平及 AEC2 增殖逐渐升高。高氧组细胞 C/EBPα､ SP-A､ SP-B､ SP-C､
SP-D mRNA 和蛋白水平及 AEC2 增殖呈先递增后递减趋势。与空气组相比,高氧组细胞 C/EBPα､
SP-A､ SP-B､ SP-C､ SP-D mRNA 和蛋白水平及 AEC2 增殖在高氧 48 h 明显增加。高氧组细胞

C/EBPα 蛋白水平与 SP-A､ SP-B､ SP-C､ SP-D 蛋白水平及 AEC2 增殖呈正相关(r=0.96､ 0.98､
0.92､ 0.97､ 0.90)。 
结论 高氧暴露早期,C/EBPα 可促进肺泡表面活性蛋白分泌,参与机体保护性调节作用,但随高氧暴露

时间延长,丧失代偿保护作用。 
 
 
PU-3447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 A 在大鼠肺发育过程中 
的动态表达及意义 

 
卢红艳,刘姜艳,卢衍敏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通过分析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 A(C/EBPα)在大鼠肺中的动态表达与肺细胞分化成熟的关

系,探讨 C/EBPα 在肺发育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根据大鼠肺发育分期,选取孕 15.5 d(腺体末期)､ 17.5 d(小管期)和 19.5 d(囊泡早期),生后 12 
h(囊泡中期,肺发育膨胀期)､ 4 d(囊泡末期,肺发育膨胀期)､ 7 d(肺泡期,肺泡化阶段)和 14 d(肺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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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生长阶段)肺组织,HE 染色观察肺形态结构,免疫印迹(Western-blot)检测 C/EBPα 和肺表面活性

物质蛋白(SP-A､ SP-B､ SP-C､ SP-D)表达,磷脂酰胆碱(PC)检测试剂盒检测 PC 分泌情况,过碘酸-
雪夫氏染色法(PAS)检测肺组织糖原含量。 
结果 (1)C/EBPα 及 SP-A 于腺体末期开始表达,SP-B､ SP-C 和 SP-D 于小管期开始表达,以后随肺

发育均逐渐升高,C/EBPα､ SP-A､ SP-C 和 SP-D 生后 12 h 至 4 d 达高峰,以后逐渐下降,SP-B 生后

仍持续升高,C/EBPα 及各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于生后 14 d 表达均趋于平稳,C/EBPα 表达在胎肺期

及出生早期与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表达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999､ 0.991､ 0.982 ､ 0.951 ,P 均

<0.05)。(2)腺体末期 PC 含量少,之后随肺发育,PC 分泌逐渐增高,其含量与 C/EBPα 表达无明显相

关性(P 均>0.05)。(4)糖原在腺体末期表达较高,随肺发育糖原含量逐渐下降,小管期及囊泡早期降低

幅度尤为显著,肺泡期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C/EBPα 与糖原含量在胎肺期显著负相关(r=-
1.000,P<0.01)。 
结论  C/EBPα 在肺发育关键期起重要作用,C/EBPα 可能通过调节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合成分泌,促
进肺分化成熟。 
 
 
PU-3448 

早产儿脐血､ 羊水促红细胞生成素与脑损伤的关系 
 

朱海涛,黄玮玲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探讨脐血及羊水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对早产儿脑损伤的早期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早产儿 97 例,根据头颅影像学检查分为脑损伤组和无脑损伤组(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检测脐血及羊水 EPO 水平,分析脐血､ 羊水 EPO 水平与早产儿脑损伤的关系。 
结果 脑损伤组脐血及羊水 EPO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脐血 EPO 预测脑损伤的敏感性

为 83.8%,特异性为 78.3%。羊水 EPO 预测脑损伤的敏感性为 75.7%,特异性为 83.2%。联合脐血

及羊水 EPO 预测脑损伤的敏感性为 75.7%,特异性为 93.3%。 
结论 脐血及羊水 EPO 对早产儿脑损伤的早期预测具有一定价值。 
 
 
PU-3449 

早产小于胎龄儿与适于胎龄儿出生时 血钙､ 磷､ 碱性磷酸酶､

VitA､ 25-OH VitD 的水平 
 

何必子,刘登礼,郭少青,郑青青,王礼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早产小于胎龄儿(SGA)与适于胎龄儿(AGA)出生时骨代谢指标及维生素 A 水平的差异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收治的胎龄 30~37 周早产儿出生时进行血钙､ 磷､ 碱性

磷酸酶､ VitA､ 25-OH VitD 的测定,根据胎龄与出生体重关系分为 SGA 组与 AGA 组,比较两组早产

儿出生时血钙､ 磷､ 碱性磷酸酶､ VitA､ 25-OH VitD 水平的差异。 
结果 纳入研究的早产儿共 81 例,SGA 组 27 例,AGA 组 54 例。2 组早产儿入院时胎龄､ 性别､ 发生

窒息比例､ 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比例无统计学差异(P>0.05)。SGA 组出生时血钙低

(2.14±0.22mmol/L 比 2.32±0.16mmol/L),血磷低(1.66±0.29mmol/L 比 1.90±0.26mmol/L)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两组出生时碱性磷酸酶无统计学差异(P>0.05)。SGA 组出生时维生素 A 低于

AGA 组(0.46±0.19umol/L 比 0.69±0.43umol/L,P<0.05),SGA 组出生时 25-OH VitD 水平低于 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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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74±32U/L 比 96±40U/L,P<0.05)。SGA 组出生时维生素 A 缺乏发生率高于 AGA 组

(c2=12.14,P<0.01),而 25-OH VitD 缺乏发生率与 AGA 组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SGA 早产儿出生时血清钙磷和维生素 AD 水平低于 AGA 早产儿,提示两者钙磷及维生素 AD 代

谢存在差异。 
 
 
PU-3450 

2010 年和 2014 年早产儿救治变化趋势 
 

何必子,刘登礼,吴小颖,黄英,钟美珍,王礼周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我科 2010 年与 2014 年早产儿救治变化趋势,总结早产儿管理经验。 
方法 根据住院年限不同分为 2010 年组与 2014 年组,比较两组早产儿一般情况,住院情况及合并症

情况。 
结果 纳入研究的早产儿共 233 例,2010 组 76 例,2014 年组 157 例。2 组早产儿入院时胎龄､ 性别

､ SGA､ 双胎､ 母亲妊高征､ 胎膜早破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P>0.05)。2014 年组与 2010 年组相比,
出生体重低(1435±236g 比 1501±251g),胎龄<30 周的早产儿比例高(31.8%比 18.4%),极低出生体

重儿占比高(52.9%比 35.5%),RDS 发生率高(93.0%比 4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4
年组早产儿 CPAP 应用天数 9(5,19)天长于 2010 年组 4(0,7)天(P<0.05),抗生素应用天数 2014 年组

短[22(15,30)比 26(19,38)天,z=2.636,P=0.003],而 2014 年组住院时间长[38(29,51)比 31(23,49)
天,z=-2.979,P=0.003],住院费用高[43659(27660,62265)比 29229(20320,52250)元,z=-
2.757,P=0.006]。2014 年 BPD 和 PDA 发病率高于 2010 年分别[32.5%(51/157)比
15.8(12/76),c2=7.235],[30.6%(48/157)比 4.0(3/76),c2=21.234](P<0.05)。 
结论 2014 年与 2010 年早产儿救治比较,收治的小胎龄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呈增加趋势;抗生素

应用减少;CPAP 无创通气受提倡;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继续增长。 
 
 
PU-3451 

早产儿血清 UCH-L1､ GFAP 与脑损伤的关系 
 

王秋霞,卢红艳,黄玮玲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探讨早产儿血清 UCH-L1､ GFAP 与脑损伤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出生胎龄<34 周的早产儿 130 例,分别留取生后 6h､ 72 h 血

液,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UCH-L1､ GFAP 水平。根据颅脑超声及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结果,将其

分为脑白质损伤(WMD)组､ 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PVH-IVH)组及无脑损伤组,并比较 3 组间､ 不同

程度脑损伤之间以及预后良好与预后不良早产儿血清 UCH-L1､ GFAP 水平有无差异。 
结果 在生后 6h 及 72h 各时间点, WMD 组血清 UCH-L1 及 GFAP 水平明显高于 PVH-IVH 组和无脑

损伤组,PVH-IVH 组明显高于无脑损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PVH-IVH 组和 WMD 组生

后 72 h 血清 UCH-L1 水平较生后 6 h 明显降低,而生后 72 h 血清 GFAP 水平较生后 6 h 明显增高,
差异有均统计学意义(P <0.05)。在各时间点,重度 WMD 组及重度 PVH-IVH 组血清 UCH-L1､
GFAP 水平均明显高于轻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预后不良组早产儿各时间点血清

GFAP 水平､ 生后 6 h 血清 UCH-L1 水平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2 组

生后 72 h 血清 UCH-L1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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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UCH-L1､ GFAP 水平可作为早期评估脑损伤的敏感标志物,检测脑损伤早产儿血清 UCH-
L1､ GFAP 水平变化,有助于判断疾病严重程度及评估患儿预后。 
 
 
PU-3452 

CaSR 对持续性肺动脉高压模型小鼠 
PASMCs 内 Ca2+浓度的影响 

 
李贺

2,谷强
1,王萌萌

2,马克涛
2,曹薇薇

2 
1.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 
 

 
目的 检测持续性肺动脉高压(PPH)模型新生小鼠钙敏感受体(CaSR)干预前后肺动脉平滑肌细胞中

Ca2+浓度,探讨 CaSR 在 PPH 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利用低氧诱导新生小鼠 PPH 及腹腔注射 CaSR 激动剂(GdCl3)和抑制剂(NPS2390)的方法,将
C57BL/6 新生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PPH 组､ 低氧+激动剂组､ 低氧+抑制剂组;对各组行 I 型胶原

酶､ 木瓜蛋白酶联合消化法并培养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s),应用 Ca2+指示剂 Fluo-3/AM 负载

细胞,激光共聚焦显微镜(LSCM)下连续检测各组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内 Ca2+荧光强度(FI)。 
结果 对照组 Ca2+的平均荧光强度为 122.47±11.67,PPH 组平均荧光强度为 2058.77±179.27,低氧+
激动剂组 Ca2+的平均荧光强度为 2286.63±199.14,低氧+抑制剂组的 Ca2+的平均荧光强度为

1134.84±32.76。与对照组相比,PPH 组 PASMCs 的平均荧光强度增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与 PPH 组相比,低氧+激动剂组平均 Ca2+荧光强度无明显增加(P>0.05),差异无统计学差异;但与

PPH 组相比,低氧+抑制剂组平均 Ca2+荧光强度明显减少(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CaSR 可能通过影响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内 Ca2+的浓度,参与了低氧诱导的新生小鼠持续性肺动

脉高压(PPH)的发生与发展。 
 
 
PU-3453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热休克蛋白 70 
与新生儿窒息的相关性研究 

 
王燕彬

1,陈永林
2,张惠荣

2,潘金勇
2 

1.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目的  探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 热休克蛋白 70(HSP70)与新生儿窒息的相关性,及其在窒息

诊断中的参考价值。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我院产科出生的足月新生儿 146 例。其中,轻度窒息 51
例,重度窒息 45 例,另随机选取 Apgar 评分正常的新生儿 50 例为对照组。胎儿娩出立即抽取脐动脉

血 2 mL。采用 ELISA 分别检测各组血清中 IGF-1､ HSP70 的表达水平。 
结果 3 组血清中 IGF-1､ HSP70 的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
血清中 IGF-1 表达水平与 Apgar 评分的相关性(r=0.73,P<0.01);血清中 HSP70 表达水平与 Apgar
评分的相关性(r=-0.61,P<0.01)。血清中 IGF-1､ HSP70 预测新生儿窒息的 AUC 值分别为

0.123(95%CI:0.054-0.192,P<0.01)和 0.803(95%CI:0.731-0.875,P<0.01)。血清中 IGF-1 界值为

14.17 ng·mL-1,灵敏度 63.50%,特异度 94.00%;血清中 HSP70 界值 12.90 ng·mL-1,灵敏度 83.30%,
特异度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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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中 IGF-1､ HSP70 的表达水平与新生儿窒息密切相关,血清中 IGF-1､ HSP70 可作为新生

儿窒息诊断的早期参考指标。 
 
 
PU-3454 

运用德尔菲法进行早产儿营养风险筛查量表的研制 
 

李颖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常用儿童及新生儿营养风险筛查工具,运用德尔菲(Delphi)法,通过临床新生

儿专业医护专家多角度论证,研制《早产儿营养风险筛查量表》,对存在营养风险的早产儿进行早期

筛查,为早产儿营养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1.借鉴国内外儿科和新生儿营养风险筛查相关工具,查阅专家共识中,导致宫外发育迟缓的早产

儿营养风险相关因素文献,通过专家访谈,建立《早产儿营养风险筛查量表》指标体系,设计函询问卷

调查表。2.运用德尔菲(Delphi)法,通过三轮专家函询问卷征询,专家的意见趋于集中, 后做出符合临

床实际的预测结论。 终形成早产儿营养风险筛查量表。 
结果 专家积极系数 本研究三轮函询分别发放 25､ 24 和 23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 96%､
95.8%､ 100%。三轮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45､ 0.835､ 0.84. 专家协调程度  三轮的协调系数分

别为 0.151､ 0.307､ 0.282.三轮协调系数经 W 检验,均有显著性,P<0.05,专家的协调程度较高。专

家意见集中程度用均数( MJ )､ 计算满分比(KJ)､ 不重要百分比(Ri)作为观察指标。 终确定早产儿

营养风险筛查量表的指标体系,建立量表。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837.表明信度可以接受。并对 NICU
收治的 50 名早产儿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并与临床诊断进行一致性检验,敏感性 88.8% 特异性为

42.8%。 
结论 1.研制的《早产儿营养风险筛查量表》适用于早产儿 2.《早产儿营养风险筛查量表》信度可

靠合理 3､ 《早产儿营养风险筛查量表》为早产儿营养管理提供依据 
 
 
PU-3455 

海南省 2007-2014 年新生儿促甲状腺激素筛查结果分析 
 

赵振东, 王洁,王绍胜,朱晓妹,许海珠,杨春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570206 

 
 
目的 了解海南省新生儿促甲状腺激素增高情况。 
方法 收集在 2007-2014 年海南省出生并参加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新生儿,采集符合新生儿筛查采血规

范新生儿的足跟血按照新生儿筛查血片采集要求制作成筛查血片样本,应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进

行测定样本中促甲状腺激素的浓度,高于切值标准者使用化学发光法进行甲功五项检测。 
结果 2007 年-2014 年间海南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共筛查 636492 例新生儿,初筛促甲状腺激素增

高的可疑患儿 4052 例,召回 3381 例,确诊促甲状腺激素异常增高 369 例,召回增高异常率为

10.9%。其中确诊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症 204 例,发病率为 1/3230;高促甲状腺激素血症 111 例,
发病率为 1/5734。 
结论 海南省新生儿促甲状腺激素异常增高发病率很高,新生儿疾病筛查在海南省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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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56 

护理延伸服务在新生儿病房中的应用 
 

刘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1000 

 
 
目的 探讨护理延伸服务在新生儿病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通过在院期间建立患儿档案､ 住院期间的定期健康教育讲座､ 回家后的电话回访､ 随时互联

网沟通四种方法,对 234 例在院新生儿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指导,及 243 例新生儿出院后的喂养方式､

基础护理､ 环境温度､ 预防感染等针对性的护理指导。 
结果 利用在院期间建立患儿档案､ 住院期间的定期健康教育讲座､ 回家后的电话回访､ 随时互联

网沟通等护理延伸服务,帮助患儿家属解决了回家以后所出现的喂养､ 排泄等全方面的护理问题。 
结论 护理延伸服务缩短了新生儿的住院时间,同时也降低了因为家属护理不当而引起的再次入院机

率,拉近了患者家属及护士的关系,从而提高了患儿家属对病房及护士的满意度。 
 
 
PU-3457 

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换血后对胆红素降低的影响因素 
 

赵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新生儿重症高胆红素血症换血后,影响血清总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变化的因素。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016 年间收治的极重症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28 例,观察 ABO 溶血,头皮血肿,红
细胞增多症,继发感染等原发病及光疗和促进排便对换血后胆红素的影响。 
结果  患儿换血后胆红素均在显著降低,其中 7 例胆红素无升高,换血后治愈出院。20 例胆红素不同

程度的升高或有反复升高。给予强光疗,白蛋白静脉滴注等进一步治疗后,治愈出院,其中 1 例合并胆

红素脑病,胆红素反复升高给予呼吸机辅助通气及换血治疗后,仍有神经系统症状,继而家属要求退

院。 
结论 新生儿头皮血肿,ABO 溶血,红细胞增多症,以及继发感染等原发病会影响患儿换血后胆红素的

降低,另外光疗的强度及排便情况都会对胆红素有影响。 
 
 
PU-3458 

20 例新生儿先天性膈疝经胸腔镜修补术围手术期护理 
 

刘静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目的 总结 20 例新生儿先天性膈疝围手术期护理要方法。 
方法 方法 20 例病历中,2 例退院,剩余 18 例术前术后均给予有效的呼吸支持,胃肠减压,减轻腹腔脏

器对胸腔的压力,维持水电解质的平衡,纠正酸中毒。术后呼吸道的管理,胸腔引流管及胃肠减压管的

管理.严格无菌操作控制感染。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喂养情况。根据治疗要点方法制定相应的

护理措施。 
结果 结果 18 例患儿经过治疗护理后均转归出院,3 例术后出现肺部感染,1 例患儿手术失败进行第二

次开胸手术,1 例膈疝并发肺动脉高压,术前进行 NO 治疗及呼吸机高频震荡通气后择期手术,术后无

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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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论 新生儿膈疝由于膈肌发育缺陷,腹腔脏器进入胸腔,导致肺部发育不良影响其呼吸功能,术
前需要改善其肺的顺应性,给予有效的呼吸支持,减轻腹腔脏器对胸腔的压力,控制感染,为择期手术打

好良好的基础,围手术期的护理是治愈新生儿膈疝的成功关键. 
 
 
PU-3459 

早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作用分析 
 

李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早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作用。 
方法 随机选择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至我院进行治疗的 HIE 患儿 60 例,根据患儿家长是否同意

接受早期护理干预分为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患儿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方

案的基础上给予早期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儿智能发育情况以及临床疗效。 
结果 通过 Gessell 量表评定,治疗前两组患儿的适应､ 大运动､ 精细运动､ 语言､ 社交等方面评分

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评分均有提高,观察组提升的更为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5)。 
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预后,提高临床疗效,促进患儿智能发育,减轻神

经系统后遗症,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性。 
 
 
PU-3460 

家庭式护理对住院腭裂患儿的应用 
 

翟晓双 
中国医大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对住院期间的腭裂新生儿儿家属在患儿住院期间,进行健康教育,使家长更好的学会照顾腭

裂的患儿,缩短了住院时间,减轻了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提高了腭裂患儿的生存质量。 
方法 通过患儿住院期间病情稳定后,让患儿母亲或者父亲来病房参与护理患儿的日常生活,并在指导

一些生活护理的同时,给予腭裂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 
结果 住院期间对腭裂家属进行健康教育,6 例腭裂新生儿拔掉胃管自行吃奶后,出院,避免了家属因不

会照顾而拖延住院时间,使家属更好的照顾患儿,提高腭裂患儿的生存质量。 
结论 对病情稳定接近出院的腭裂患儿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缩短了患儿住院时间,避免了出院后护理不

当对患儿造成的再次返院等可能,提高了腭裂新生儿的生存质量。 
 
 
PU-3461 

品管圈活动在母婴分离早产儿母乳喂养中的应用 
 

孙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索品管圈活动在母婴分离早产儿母乳喂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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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通过品管圈活动,确定提高母婴分离早产儿母乳喂养率为活动主题,对病区现有

早产儿母乳喂养率现状进行调查,找出早产儿母乳喂养率低的原因,针对主要要因制定相应对策,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持续质量改进。 
结果 品管圈活动前早产儿母乳喂养率是 24.13%,品管圈活动后早产儿母乳喂养率是 44.44%。 
结论 通过品管圈活动有效的提高提高母婴分离早产儿母乳喂养率,同时提升了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

及工作效率,从而建立了和谐的工作团队。 
 
 
PU-3462 

新生儿血培养标本采集发生污染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刘丹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新生儿血培养标本采集发生污染的原因及降低污染发生率的护理对策,从而提高血培养标

本检验的准确率,给临床诊治提供可靠的检验结果,更好的指导临床治疗,减轻患儿痛苦､ 缩短治疗时

间。 
方法 总结 2016 年 1-12 月份血培养标本发生污染的病例,分析污染发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对

策。 
结果 2016 年 1-12 月份血培养标本的阳性率为 8.54%(198/2318),污染率为 16.2%(32/198)。 
结论 护士的无菌意识薄弱､ 消毒顺序不正确､ 待干时间不充分､ 工作流程及管理制度方面不完善

是导致血培养标本污染的主要因素,对血培养标本采集的各个操作环节和操作流程及管理制度的改

进是降低血培养标本污染的关键。 
 
 
PU-3463 

103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临床分析 
 

卢秀,钟丹妮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分析胆红素毒性对足月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的听力损伤特点

及其与胆红素脑病的相关性,为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新生儿科病房住院的确诊为新生

儿胆红素脑病的足月新生儿 33 例及高胆红素血症的足月新生儿 70 例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高胆

红素血症､ 胆红素脑病与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的关系。 
结果 1.胆红素脑病组的 BAEP 异常率(72.7%)高于高胆红素血症组(44.3%),平均阈值

(55.88±20.55dBnHL)较(38.08±7.7dBnHL)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不同胆红素水平的

BAEP 异常率､ 阈值异常率均随胆红素水平的升高而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TSB(OR:1.017)､ 黄疸持续时间(OR:1.244)､ 平均阈值分度(OR:2.301)是新

生儿胆红素脑病的发生危险因素,黄疸出现时间(OR:0.061)是其发生的保护因素;4. BAEP 异常对胆

红素脑病的 ROC 曲线:灵敏度为 72.7%,特异度为 55.7%,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42(P<0.05);5.TSB
､ 平均阈值对胆红素脑病判别方程的判别正确率为:84.5%(P<0.05),其中非胆红素脑病:Y1=-
3.383+0.530×平均阈值分度+0.082×间胆/黄疸高峰时间;胆红素脑病:Y2=-11.739+1.891×平均阈值

分度+0.149×间胆/黄疸高峰时间。 
结论 1.胆红素脑病组患儿的 BAEP 异常率高于高胆红素血症组患儿,BAEP 异常率与胆红素值的升

高呈正比;2.BAEP 是筛查胆红素脑病的重要检查方法,建议对高危儿早期检查并随访;3.胆红素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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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方程:胆红素脑病 Y2=-11.739+1.891×平均阈值分度+0.149×间胆/黄疸高峰时间,该方程可为胆

红素脑病的预测提供一个参考方法。 
 
 
PU-3464 

先天性心脏病胎儿心肌组织中 circRNAs 的差异表达谱分析 
 

刘恒
1,2,庄斌

1,2,余章斌
1,韩树萍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目的 利用 circRNA 芯片技术对先天性心脏病与正常胎儿的心肌组织中差异表达的 circRNA 进行检

测和分析。 
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收集 3 例流产,未合并其他遗传疾病且经解剖证实没有心脏畸形的胎儿心肌组

织作为对照组;收集 3 例孕期 B 超诊断有先天性心脏病,且不合并其他疾病的流产胎儿心肌组织作为

实验组。将分组样本送芯片公司进行 circRNAs 差异表达检测。整理芯片结果后,我们随机选择了 1
个下调的 circRNA(hsa_circrna_100709),利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来测算 ΔΔCT
的方法对芯片结果进行验证。 后,我们通过 DAVID 在线生物信息学分析网站

(https://david.ncifcrf.gov) 和 circBsae 在线数据库( http://www.circbase.org)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及

circRNA 功能的预测。 
结果 我们发现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着大量差异表达的 circRNA。在差异倍数(FC)≥2
倍,P<0.05 的条件下共检测出 6234 条差异表达的 circRNA,其中 3162 条 circRNA 表达上调,3072 条

circRNA 表达下调。为了方便后续研究,同时也降低低倍数差异中可能存在的伪信号,我们 终将筛

选条件设置为差异倍数(FC)≥15 倍,P<0.05,此时共有 282 条 circRNA 存在表达差异,其中 194 条

circRNAs 表达上调,88 circRNAs 表达下调。应用 qRT-PCR 验证发现 hsa_circrna_100709 的表达

水平与芯片结果的趋势相同。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282 条差异表达的 circRNA 与心脏发育过

程中的生物学过程､ 分子生物学功能､ 心肌细胞结构和信号通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通过

circBase 数据库预测分析可以发现这些 circRNA 大多具有 miRNA sponge 位点。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先天性心脏病流产胎儿心肌组织和未合并疾病的流产胎儿之间的 circRNAs 表达

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分析基因芯片结果和检索已经发表的数据,表明 circRNA 可能是一类具有诊断

标志物潜力的 RNA 分子。另外,通过序列匹配进行预测,circRNA 具有 miRNA sponge 功能结构,可
以靶向的结合目的 miRNA,抑制 miRNA 行使功能,从而影响心脏发育通路中关键蛋白的表达,进而影

响胎儿的心脏发育,这些分析需要通过后续的研究进行验证。 
 
 
PU-3465 

Association of Maternal serum Homocysteine 
Concentration Levels in Late stage of pregnancy and 

Preterm Births 
 

邱先桃,高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serum homocysteine (Hcy) levels in 
the late stage of pregnancy and preterm birth. Also, other relevant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and were expected to establish the normal reference interval of serum Hcy in both 
women at the late stage of pregnancy and neo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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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case-control study reviewed 300 singleton pregnant women with preterm births 
between June 2013 and May 2015 and their premature delivered babies as preterm group. Blood 
sample within 3 days before delivery were collected. Simultaneously, 300 healthy pregnant 
women and singleton matured neonatal who had gestational week-marched blood sample were 
age-matched as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case-control study reviewed 300 singleton pregnant women with preterm births 
between June 2013 and May 2015 and their premature delivered babies as preterm group. Blood 
sample within 3 days before delivery were collected. Simultaneously, 300 healthy pregnant 
women and singleton matured neonatal who had gestational week-marched blood sample were 
age-matched as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The serum levels of Hcy in late stage of pregnancy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eonatal body weight.  
 
 
PU-3466 

白介素-6 与 C-反应蛋白联合检测诊断新生儿败血症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的 meta 分析 

 
姚瑶,张睿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系统评价 IL-6 与 CRP 联合检测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 计算机检索 Medline､ PubMed､ EMBASE､ Cochrane 图书馆等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6 年 12 月),获得有关 IL-6 和 CRP 诊断新生儿败血症敏感性和特异性的文献,根据 meta 分析的

要求检索到的原始文献进行质量评估,对符合要求的所有文献研究结果进行 meta 分析,计算 IL-6 与

CRP 诊断新生儿败血症敏感性和特异性的优势比(OR),评价两种检测指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共 6 篇,临床诊断阳性的总病例数 208 例,临床诊断阴性的总病例数 299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联合检测与 IL-6 单独检测的敏感性无统计学意义

[OR=4.17,95%CI(1.00,17.33),P=0.05],特异性无统计学意义[OR=0.70,95%CI(0.33,1.51),P=0.36],
联合检测与 CRP 单独检测的敏感性具有统计学意义[OR=5.39,95%CI(1.76,16.55),P=0.003],特异性

无统计学意义[OR=0.50,95%CI(0.16,1.54),P=0.22]。 
结论 在目前研究中,IL-6 联合检测 CRP 诊断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敏感性优于两种指标单独检测。 
 
 
PU-3467 

家庭参与的 NICU 管理模式对早产儿母亲身心健康的影响 
 

王淮燕,王瑛,张琳,莫革琴 
常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常州市第五医院) 213003 

 
 
目的  胎龄及出生体重越低的早产儿出生后会被送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我国 NICU 多实行封闭式管理,在这种传统管理模式中,父母仍然是一个支持性的角色,
大部分仅在患儿住院期间允许短暂探视和/或出院前陪护,致使早产儿出院后母亲难以进行有效的育

婴行为,感到焦虑及措手不及。家庭参与陪护是 NICU 管理的新理念,但在传统管理的 NICU 仍难开

展。本研究通过以母亲为主的固定陪护人员参与到对早产儿的护理中,让早产儿父母在新生儿科医

生和护士的指导下成为 NICU 诊治团队之一。我们在我科现有的 NICU 的条件下,让家庭每天有一定

的时间参与早产儿日常医疗中,探讨家庭参与的管理模式对早产儿疾病及母亲身心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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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住我科 NICU 出生体重在 1000g~2000g,且 26 周≤胎龄≤

34 周的生命体征相对平稳的早产儿,可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CPAP)吸氧或箱式吸氧。无频繁呼

吸暂停､ 惊厥､ 严重腹胀等。排除有严重心脏病､ 消化道畸形､ 神经系统疾病､ 机械通气及母亲有

严重疾患不能胜任照顾患儿的患儿。根据患儿母亲是否签署陪护制度知情同意书随机分为陪护组及

非陪护组,每组各 40 例。培训:要求医护人员必须与家庭保持良好的沟通､ 鼓励,指导陪护人员手卫

生､ 喂养､ 袋鼠式护理､ 早期皮肤接触､ 抚摸､ 母乳喂养等培训,学会观察患儿简单的病情变化。

陪护要求:以母亲为主的固定陪护人员 1-2 名,每天下午进病房 4 小时,一直持续到宝宝出院。观察陪

护组及非陪护组早产儿疾病情况和母亲抑郁及焦虑评分。 
结果 两组患儿性别､ 出生体重､ 分娩方式､ 胎龄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陪护组早产

儿母乳喂养率为 90%,非陪护组母乳喂养率仅 52.5%,两组患儿出院时一般情况:陪护组及非陪护组患

儿出院体重､ 住院天数､ 住院费用､ 母乳喂养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本研究中,40 例

陪护组早产儿母乳喂养率为 90%,非陪护组母乳喂养率仅 52.5%,陪护组患儿出院体重及母乳喂养率

有明显上升,而住院天数､ 住院费用较非陪护组患儿有明显下降。两组患儿母亲抑郁评分比较:陪护

组母亲抑郁评分明显低于非陪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我们根据现有条件开展以家庭参与的 NICU 管理模式,结合早产低体重儿､ 极低体重儿的特点

提供人性化､ 个性化的护理,有利于早产儿疾病恢复､ 有利于母亲身心健康。FIcare 代表一种新型

的医疗模式,我们可在我院 NICU 中长期实行并推广此种模式的应用,但对早产儿远期预后有哪些影

响,需扩大样本进一步研究。 
 
 
PU-3468 

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在低体重早产儿开奶中的应用价值 
 

万俊 
江阴市人民医院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江阴医院 214400 

 
 
目的 观察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在极低体重儿的应用及影响。 
方法 选择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出生体重小于 1500g 或孕周小于 32
周的早产儿 88 例为观察对象,随机分成两组,其中 44 例为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喂养,44 例采用传统

早产儿配方奶粉喂养。观察两组早产儿胃肠道对两种不同奶粉的耐受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NEC)的发生率､ 体重增长速度､ 达到全胃肠喂养的时间。 
结果 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组早产儿对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有较好的耐受性,体重增长速度快于普通

早产儿配方奶粉组,达到全胃肠喂养的时间短于普通早产儿配方奶粉组。发生 NEC 的例数小于对照

组。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更能适合早产儿特别是极低体重儿初期开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时间短于普通早产儿配方奶粉组。发生 NEC 的例数小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著

性,P<0.05。 
 
 
PU-3469 

总胆汁酸测定在新生儿黄疸中的意义 
 

张宁,董力杰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目的:探讨胆汁酸在新生儿黄疸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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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之间在我新生儿科住院治疗新生儿黄疸病人 110 例,根据临床

诊断将 110 例新生儿黄疸患儿分为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两组,同时对两组新生儿给予胆汁酸测

定并统计分析。 
结果 生理性黄疸组的胆汁酸测定与病理性黄疸组的胆汁酸测定相比,病理性黄疸组病人胆汁素测定

有统计学意义,且病理性黄疸组病人中胆汁酸测定与患儿肝功能中 ALT､ AST､ ALP 及 GGT 各项肝

功能指标有直线相关关系。 
结论 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期一种常见症状,既可是生理性现象,又可是多种疾病表现。新生儿黄疸因

发病原因较为复杂,其病情程度也不一样,严重时可引起胆红素脑病或造成神经系统后遗症。因此对

新生儿黄疸早期诊断尤为重要。血清总胆汁酸检测是一项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患儿较为灵敏的肝实质

损伤的指标,病理性黄疸患儿随着总胆汁酸的变化,有可能存在不同程度胆汁淤积。总胆汁酸除了反

映干细胞损伤外,还能反映胆汁淤积程度。对新生儿黄疸采用胆红素检测同时予以总胆汁酸检测,可
利于临床对黄疸类型､ 黄疸程度､ 胆汁淤积程度及肝细胞损伤等情况的判断,从而利于新生儿黄疸

的早期诊治及预后,确保新生儿健康。 
 
 
PU-3470 

功能磁共振与新生儿胆红素脑病 
 

朱亚非,李晓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1 

 
 
目的 阐述功能磁共振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中的应用价值,提前发现胆红素脑病,降低及减轻致残率和

致死率。 
方法 目前撰写综述,具体目前在收集病例,通过对照研究开展功能磁共振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

中的应用,及时发现胆红素脑病患儿脑部的变化。 
结果 目前在收集病例 
结论 解决其他方法对胆红素脑病预测的局限性 
 
 
PU-3471 

加热湿化高流量鼻导管辅助通气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冷海清
1,姜燕

2,姑丽拜海仁木•尼加提
2,王来栓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2.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加热湿化高流量鼻导管辅助通气(heated humidified high flow nasal cannula,HHHFNC)与
经鼻持续正压通气(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两种无创正压通气模式在轻

､ 中度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NRDS)初始治疗中的临床应

用效果。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5 年 01 月至 2016 年 02 月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符合入

选标准的 NRDS 早产儿 70 例,经知情同意后非随机分为 HHHFNC 组 38 例和 NCPAP 组 32 例。主

要观察指标为:两种无创呼吸支持治疗 72 小时失败率。次要观察指标为:鼻损伤､ 腹胀､ 喂养不耐受

､ 院内感染､ 呼吸暂停､ 肺出血､ 肺气漏､ 死亡率,无创呼吸支持使用时间､ 总住院时间以及无创

呼吸支持费用､ 住院总费用等。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Mann-Whitney U 检验､ 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 
结果 两组患儿在出生胎龄､ 性别､ 体重､ 5 分钟 Apgar 评分､ 分娩方式､ 产前皮质激素应用､ 枸橼

酸咖啡因应用和疾病危重程度(SNAP-II 评分)等一般资料上均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具有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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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要观察指标即治疗 72 小时失败率 HHFNC 组与 NCPAP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13.1%比

12.5%,P>0.05)。次要观察指标中 HHHFNC 组鼻损伤率低于 NCPAP 组(5.2%比 25%,P=0.045);而
腹胀､ 喂养不耐受､ 院内感染､ 呼吸暂停､ 肺出血､ 肺气漏､ 死亡等发生率,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P 均>0.05)。HHHFNC 组的无创呼吸支持时间显著短于 NCPAP 组(2 天比 4 天,P<0.05),住院时间

也短于 NCPAP 组(7 天 比 12 天,P<0.05)。HHHFNC 组的无创呼吸支持费用低于 NCPAP 组(672
元 比 1344 元,P<0.05),总住院费用低于 NCPAP 组(6711.3 元 比 11264.2 元,P<0.05)。 
结论 HHHFNC 用于初始治疗大于 28 周早产儿早期轻､ 中度 NRDS 与 NCPAP 具有相似功效。鼻

损伤发生率较少,可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住院费用。 
 
 
PU-3472 

综合医院新生儿住院病例分析 
 

吴青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了解我院 2014 年住院新生儿疾病的病种､ 死亡原因及病死率,便于今后确定新生儿疾病的防

治重点。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l2 月 31 日我院住院新生儿病因及死因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结果 2014 年我院新生儿疾病谱查以呼吸系统疾病､ 黄疸､ 神经系统疾病为主,与 20 世纪 80 年代新

生儿肺炎､ 新生儿败血症､ 新生儿硬肿症为三大主病有根本的变化。新生儿疾病病死率明显下降。 
结论 做好孕期保健､ 胎儿监测工作,加强产科､ 儿科合作,是减少新生儿发病率､ 死亡率及后遗症的

关键。 
 
 
PU-3473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发病危险因素分析 
及血清 I-FABP､ CRP 及 IL-8 水平变化 

 
周川,宋红,李晶晶,冯晓霞,李林静,冯百岁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14 
 

 
目的 探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发病的危险因素及患儿血清肠

脂肪酸结合蛋白(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I-FABP)､ 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 
CRP)和白介素-8(Interleukin-8, IL-8)水平变化。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87 例 NEC 患儿(观察组)和 120 例非 NEC 患儿

(对照组)为研究对象,对两组新生儿 NEC 发病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检测两组新生儿血清 I-FABP
､ CRP 及 IL-8 水平,并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判断各指标在 NEC 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 两组新生儿产时窒息､ 母乳喂养､ 呼吸衰竭､ 心力衰竭､ 肠道畸形以及服用微生物制剂比例

比较,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观察组新生儿血清 I-FABP､ CRP 及 IL-8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观察组中随着病变分期的增加,患儿血清 I-FABP､ CRP 及 IL-8 水平也显著升高(P<0.05)。ROC
分析显示,I-FABP､ CRP､ IL-8 诊断 NEC 的 佳临界值为 I-FABP>1.27μg/L､ CRP>9.23mg/L､ IL-
8>16.84ng/L,诊断灵敏度为 75.9%､ 86.2%､ 65.5%,特异度为 90.0%､ 65.0%､ 70.0%。 
结论 产时窒息及合并症是 NEC 发病的危险因素,母乳喂养和口服微生物制剂有助于减少 NEC 的发

生。血清 I-FABP､ CRP 及 IL-8 水平检测对 NEC 的诊断和病变分期判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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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74 

70 例产房保驾式转运的护理安全管理 
 

白鸽
1,白鸽

1 
1.大连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产房保驾式转运的护理安全管理,为降低危重新生儿的病死率､ 提高救治率及患儿存活质

量提高参考。 
方法 通过建立辽东半岛儿科医联体,与各级医院建立协作关系,完善组织管理和转运制度,按照流程对

70 例危重新生儿进行产房保驾式转运。 
结果 70 例患儿均在出生后第一时间得到规范处理,转运过程中病情相对稳定,无一例病情恶化或死

亡。 
结论 高效的组织管理,完善的制度､ 流程,专业的转运队伍,良好的设备,转诊医院的紧密协作,转运中

的严密监护,转运后的院内无缝衔接,后期的评估与质量控制是成功进入产房将危重新生儿转运到我

院进行进一步救治的关键所在。 
 
 
PU-3475 

新生儿脐静脉置管术的临床应用及护理 
 

胡晨红 
宁国市人民医院 242300 

 
 
目的 本文就脐静脉置管方法､ 脐静脉置管临床应用､ 脐静脉置管的护理及脐静脉置管拔管的护理

等方面进行综述,为新生儿脐静脉置管术的临床应用及护理提供技术参考,有效预防各种并发症,使脐

静脉置管术的应用前景更加广阔。 
方法 本文就脐静脉置管方法､ 脐静脉置管临床应用､ 脐静脉置管的护理及脐静脉置管拔管的护理

等方面进行综述 
结果 相比周围静脉置管术,脐静脉置管能够有效降低置管期间的导管相关并发症(包括导管滑出､ 导

管堵塞､ 液体外渗､ 穿刺点渗血､ 静脉炎､ 手臂肿胀､ 疑似感染和导管破裂)的发生率,并维持足够

的静脉持续治疗时间以及新生儿输液期间的体质量增长,减少静脉穿刺的次数,与近年来脐静脉置管

的相关报道一致。 
结论 脐静脉置管操作相对简单､ 安全,能迅速建立有效的静脉通路,减轻患儿痛苦,能输入高浓度葡萄

糖､ 氨基酸和脂肪乳等营养物质。可作为 NICU 中救治早产儿及危重足月儿维持静脉通路的主要方

法之一,值得 NICU 中早期推广应用,但护理过程中泵入速度不低于 2 mL/h 还是 3 mL/h,肝素生理盐

水(1U/mL)通管时间间隔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也有一些相关并发症,故严格无菌操作及护理､ 严

密监测生命体征,密切观察腹部情况､ 积极治疗原发病､ 尽早拔管是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的主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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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76 

乳汁巨细胞病毒对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临床结局的影响 
 

刘凤,陈小慧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院 10021408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极超低出生体重儿母亲乳汁 CMV DNA 阳性的发生率,直接喂养极超低出生体

重儿,是否会对其临床结局产生不良影响。 
方法 收集 2015.05.01-2015.12.31 以及 2016.5.1-2016.12.31 本院住院的极超低出生体重儿,在入院

1-2 周内对其进行血浆 CMV-IgG 及 CMV-IgM 的检测。鼓励研究对象进行亲母母乳喂养,对亲母母

乳量不足者,以捐献母乳补充。亲母乳汁 2 周左右进行 CMV-DNA 检测,CMV-DNA 检测阳性的乳汁,
一组(2015.05.01-2015.12.31 检测阳性者)进行巴斯德消毒(加热至 62.5°C 30 分钟)后喂养患儿,一组

(2016.5.1-2016.12.31 检测阳性组)不进行任何处理,评价母乳 CMV-DNA 阳性率,与检测时间的相关

性,乳汁巨细胞病毒阳性组(巴氏消毒处理组)､ 乳汁巨细胞病毒阳性(直接喂养组)与阴性组在感染､

肝功能､ 全自动听觉脑干反应方面有无差异。 
结果 共纳入 222 名研究对象,亲母母乳喂养率均大于 60%,其中乳汁巨细胞 DNA 阳性 (巴氏消毒

组)65 例,乳汁巨细胞病毒阳性(直接喂养组)67 例,乳汁巨细胞 DNA 阴性组 90 例。三组人群在基本

情况､ 感染､ 肝功能,听觉诱发电位(AABR)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直接喂养 CMV DNA 阳性的乳汁,不影响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临床结局。 
 
 
PU-3477 

新生儿肠造瘘术后的护理体会 
 

张娜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116 

 
 
目的 探讨新生儿肠造瘘术后的护理方法,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为关瘘术做准备。 
方法 对本科室 10 例造瘘术后患儿术后实施的一系列护理措施包括术后常规护理,人工气道护理,体
温的监测,营养的支持 ,切口和造瘘口皮肤的护理,健康教育及出院指导等,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科
学护理。 
结果 10 例患儿均治愈出院,出院时造瘘口未发生感染,切口愈合良好。 
结论 正确科学的护理肠造瘘患儿的造瘘口,可促进患儿术后切口愈合,减少并发症发生,提高患儿治愈

率,为后期关瘘术奠定基础。 
 
 
PU-3478 

UGT1A1 基因 G71R 突变体的构建及其表达研究 
 

陈虹,钟丹妮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00 

 
 
目的 通过慢病毒载体和 COS-7 细胞利用基因克隆技术构建人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转移酶

(UGT1A1)野生型及其 G71R 突变型;从 mRNA､ 蛋白､ 酶活性水平研究 UGT1A1 野生型及其

G71R 纯合突变型､ 杂合突变型的表达情况,以探讨 G71R 突变的影响。 
方法 1.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合成 UGT1A1 野生型及其 G71R 突变型基因全长,分别重组到慢病

毒表达载体上,并利用 PCR 酶切测序鉴定重组慢病毒载体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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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慢病毒感染 COS7 细胞后用荧光显微镜及流式细胞仪观察和检测转染效率。 
3.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 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法及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比

较 UGT1A1 野生型､ G71R 纯合突变型､ G71R 杂合突变型在 mRNA､ 蛋白及酶活性水平的表达

情况。 
结果 1.PCR 扩增得到的 UGT1A1 野生型及其 G71R 突变型目的基因,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可见预期大

小的片段。将经酶切后 PCR 鉴定正确的阳性克隆测序,其测序比对结果显示 UGT1A1 野生型重组

慢病毒载体碱基序列完全正确;G71R 突变型重组慢病毒载体的第 1 外显子上的第 211 位碱基由鸟

嘌呤(G)突变为腺嘌呤(A),与预期点突变结果完全一致。UGT1A1 野生型及其 G71R 突变型重组慢

病毒载体构建成功。 
2.慢病毒感染 COS7 细胞后,通过荧光显微镜可观察到细胞内有持续明显的绿色荧光,经流式细胞仪

检测转染效率均在 95%以上。 
3.q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法分析结果显示 UGT1A1 野生型及其 G71R 杂合型､ G71R 纯合型细

胞模型组可见 mRNA 和蛋白表达,但它们之间表达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胆红素与 UDPGA 的酯化反应,UGT1A1 野生酶使得结合胆红素的生成量 大,G71R 杂合型､ 纯

合型催化非结合胆红素生成结合胆红素的量即酶活性分别为野生型的 71%､ 22%。 
结论 1.成功利用慢病毒载体和 COS-7 细胞构建了人 UGT1A1 基因野生型及其 G71R 杂合､ 纯合突

变型的体外细胞模型,为后续进行 UGT1A1 基因不同突变位点表达差异及酶活性研究奠定了实验基

础。2. G71R 突变不影响基因的转录表达,但可致酶活性下降,且纯合突变型使酶活性下降更明显。

从分子水平阐述了 UGT1A1 基因 G71R 突变的致病机制,为临床诊断､ 防治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提

供理论依据。 
 
 
PU-3479 

护理干预在早发型母乳性黄疸中的临床应用 
 

杨庆玲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滕州市人民医院 277500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早发型母乳性黄疸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158 例早发型母乳性黄疸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 80 例,对照组 78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治

疗和护理。干预组采取日光灯照射､ 适当增加喂养频率和抚触等护理干预措施。对照组常规护理,
对两组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每天排便次数,干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每天胆红素下降值,干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黄疸消退所需蓝光照射时间,干预组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1);胆红素下降至正常水平所

需的天数,干预组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1);以上结果比较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早发型母乳性黄疸患儿采取护理干预措施,可促进胆红素的排泄,降低血清胆红素水平,减少蓝

光照射时间,缩短治疗时间,提高疗效,可作为早发型母乳性黄疸患儿干预治疗的一种较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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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80 

催产素对新生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缺氧缺血性损伤 
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谢常宁,吴俭,彭斯聪,吴静,肖凌慧,柳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观察催产素对新生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缺氧缺血性损伤的保护作用,并探讨其神经保护作用

的可能机制,为催产素应用于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我们使用新生大鼠(7-10 日龄)制作海马切片(350μm),每只新生大鼠可取脑片 6-8 片。采用可视

化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进行研究。随机抽取 20 只新生大鼠,在电压钳模式下,分别记录催产素对海马神

经元抑制性突触后电流(IPSCs)(VH=0mV)和兴奋性突触后电流(EPSCs)(VH=-70mV)的影响。用氧糖

剥夺液(OGD)灌流 10min 制备体外缺氧缺血模型。将 20 只新生大鼠随机分为缺氧缺血组,催产素干

预组,bicuculline 组,dVOT 组,在电流钳模式下,分别记录各组的缺氧去极化时间出现的时间。 
结果 在记录的新生大鼠 25 个海马 CA1 区椎体神经元中,催产素(0.1μM)可使 20 个神经元产生内向

电流(VH=-70mV),幅度为 16.11 ± 1.98 pA,这提示外用催产素对海马 CA1 区椎体神经元具有一定的

影响。因此,当钳制电流为 0pA 时,催产素可使缺氧去极化时间从 13.44 ± 1.84 分钟延长到 23.19 ± 
2.04 分钟。而催产素受体拮抗剂 dVOT 以及 GABA 受体拮抗剂 bicuculline 可以抑制这种效应。此

外,催产素增加了海马椎体神经元自发 IPSCs 的频率和幅度,而不改变自发 EPSCs 的频率和幅度,这
提示催产素可增强海马神经元的抑制性突触传递。河豚毒素和 dVOT 可抑制催产素增强抑制性突触

传递的作用。 
结论 此研究证实了催产素通过结合催产素受体,对新生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缺氧缺血性损伤具有

保护作用,其机制与增加 GABA 释放有关。因此,催产素有望成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有效治疗

药物。 
 
 
PU-348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自噬对新生鼠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保护作用 

 
郑臻,屈艺,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对新生鼠缺氧

缺血性脑损伤(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的保护作用是否与激活自噬有关。 
方法 建立原代神经元氧糖剥夺(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 OGD)模型,并与 BMSC 共培养,LDH 检

测共培养后原代神经元的细胞活力;建立新生鼠 HIBD 模型,HI 后 24h 经侧脑室移植 2*105 BMSC,免
疫荧光､ Western blot 检测原代神经元､ 皮层及海马自噬相关蛋白 LC3 和 Beclin-1 的表达情况;透
射电镜观察原代神经元､ 皮层及海马中自噬小体;水迷宫检测动物神经行为。 
结果 LDH 结果提示 BMSC 共培养后神经元活力增加;免疫荧光､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原代神经元

､ 皮层､ 海马 LC3 及 Beclin-1 表达增加;透射电镜提示原代神经元､ 皮层及海马中自噬小体增加;水
迷宫检测示 BMSC 可提高 HIBD 新生鼠的神经认知功能。 
结论 BMSC 可能通过激活自噬对新生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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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82 

53 例新生儿大疱表皮松解症的护理体会 
 

袁皓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目的:探讨和研究新生儿大疱表皮松解症患儿的 佳临床护理对策, 降低患儿的至畸率,提高家

庭护理质量,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为今后的临床护理提供有效依据。 
方法 方法:选取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新生科收治的新生儿大疱表皮松解症的患儿共 53 例作

为研究对象,总结和归纳针对此类患儿的 佳护理方案。 
结果 结果:经过全面整体的护理.53 例患儿中 51 例好转出院,1 例继发感染死亡,1 例略有好转,自动出

院, 52 例未发生继发感染,其中 10 例发生并趾及或融趾,采用手指､ 脚趾隔离技术后收治的 4 例患儿

未发生并趾和融趾,有 5 例患儿家属参与了患儿伤口护理及换药指导,明显提高了家属护理的信心及

家庭护理的质量。 
结论 结论:新生儿大疱表皮松解症患儿应充分重视预防并趾和融趾,积极处理并趾,加强创面护理和疼

痛管理可以促进患儿的恢复,缩短住院时间。再结合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完善家属的心理护理,取得

家属的配合,床旁进行换药指导,增加家属对于护理患儿的信心,提高家庭护理质量和患儿生活质量。 
 
 
PU-3483 

新生儿败血症患者血小板相关参数变化的研究 
 

邓秋连,顾晓琼,陈丽芳,杨丽媛,冯舒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了解新生儿败血症患者血常规结果中白细胞计数､ 血小板计数及相关参数的变化与临床意

义。 
方法 对 124 例新生儿败血症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血培养结果､ 初次血培养阳性及感染控制后

CRP 结果､ 白细胞计数､ 血小板计数及相关参数变化,并分析不同菌属感染对患者血小板计数及相

关参数的影响,同时收集 120 例健康体检新生儿血常规结果,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 
结果 124 例败血症患者中,59 例由阳性球菌感染所致(47.6%),60 例由阴性杆菌感染所致(48.4%),5
例由真菌感染所致(4.0%)。败血症患者白细胞计数有明显改变,感染期与恢复期白细胞计数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14.3±9.0&10.7±2.7,t= 4.510,P=0.000),感染期与健康对照组白细胞计数存在显著性差

异(14.5±9.8&11.1±2.9,t= 3.532,P=0.01),白细胞减少的患者(白细胞计数<6.0×109/L)有 29 例

(23.4%),白细胞升高患者(白细胞计数>20.0×109/L)25 例(20.2%)。败血症患者血小板计数发生明显

变化,感染期与恢复期血小板计数比较有显著性差异(250±196&428±171,t= 10.723,P=0.000),感染期

与健康对照组血小板计数存在显著性差异(250±199&326±67,t= 2.678,P=0.008),124 例患者中感染

期出现血小板减少的患者有 38 例,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 30.7%,阳性球菌感染患者血小板减少症发

生率为 13.6%(8/59),阴性杆菌感染患者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为 41.7%(25/60),真菌感染患者 5 例,均
出现血小板减少症,有显著性差异。血小板相关参数有明显改变, MPV 感染期明显高于恢复期

(10.9±1.0&10.5±1.1,t= 3.431,P=0.001);PCT 感染期明显低于恢复期(0.30±0.19&0.50±0.19,t= 
9.538,P=0.000),PDW 感染期明显高于恢复期(13.6±3.2&12.1±2.9,t= 4.653,P=0.000)。另外,阳性球

菌与阴性杆菌所致的败血症,血小板计数(t= 2.595,P=0.012)与 PCT(t=2.632,P=0.011)有显著性差

异,MPV(t= 0.680,P=0.500)与 PDW(t= 1.864,P=0.098)无显著差异。 
结论 新生儿败血症患者感染期血小板计数显著降低,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为 30.7%,相关参数 PCT
显著降低而 MPV､ PDW 明显增高,这一变化在重症患者中尤为显著并且与病情的转归密切相关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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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及相关参数既可作为辅助诊断败血症的参考依据之一,也是反映败血症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

有用指标。 
 
 
PU-3484 

新生儿败血症 128 例临床分析 
 

钟华敏,邓秋连,陈丽芳,杨丽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分析新生儿败血症患者的､ 临床特征､ 血常规特点､ CRP 指标､ 血培养阳性病原菌分布情况

与临床意义。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 128 例新生儿败血症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血培养结果､ 初

次血培养阳性及感染控制后 CRP 结果､ 白细胞计数､ 血小板计数变化,并分析不同菌属感染对患者

血小板计数影响,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128 例败血症患者血培养均为阳性,其中阳性球菌 63 例(49.2%),阴性杆菌 60 例(46.9%),真菌 5
例(3.9%)。主要病原菌为无乳链球菌 27 例(21.1%)､ 肺炎克雷伯菌 24 例(18.8%)､ 大肠埃希菌 24
例(18.8%)､ 表皮葡萄球菌 11 例(8.6%),金黄色葡萄球菌 5 例(3.9%)。早发型病例 30 例,发病率为

23.4%,主要病原菌为无乳链球菌 4 例(13.3%)､ 表皮葡萄球菌 4 例(13.3%)､ 溶血葡萄球菌 4 例

(13.3%)､ 肺炎克雷伯菌 4 例(13.3%)､ 大肠埃希菌 3 例(10.0%)。晚发型病例 98 例,发病率为

76.6%,主要病原菌为无乳链球菌 23 例(23.5%)､ 大肠埃希菌 21 例(21.4%)､ 肺炎克雷伯菌 20 例

(20.4%)､ 表皮葡萄球菌 7 例(7.1%)､ 粪肠球菌 8 例(8.2%)。早发型病例主要表现为黄疸､ 呼吸困

难,晚发型病例有化脓性脑膜炎等神经系统症状,晚发型病例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多为早产儿院内感

染。败血症患者血常规发生明显改变,感染期与恢复期比较,白细胞计数有显著性差异

(14.3±9.0&10.7±2.7,t= 4.510,P=0.000),白细胞减少的患者(白细胞计数<6.0×109/L)有 29 例(22.7%),
白细胞升高患者(白细胞计数>20.0×109/L)25 例(19.5%);血小板计数有显著性差异

(250±196&428±171,t= 10.723,P=0.000),感染期出现血小板减少的患者有 38 例,血小板减少症(血小

板计数<100×109/L)发生率 29.7%,阳性球菌感染患者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为 12.7%(8/63),阴性杆菌

感染患者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为 41.7%(25/60),真菌感染患者 5 例,均出现血小板减少症,有显著性差

异。128 例败血症患者血培养阳性时 CRP 均高于正常值。 
结论 新生儿败血症主要病原菌为无乳链球菌(21.1%)､ 肺炎克雷伯菌(18.8%)､ 大肠埃希菌(18.8%)
､ 表皮葡萄球菌(8.6%),金黄色葡萄球菌(3.9%)。迟发型发病率高于早发型,主要病原菌无明显差

异。新生儿败血症患者感染期白细胞计数 22.7%降低,19.5%升高,CRP 均高于正常值,血小板计数显

著降低,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率为 29.7%,血小板计数可作为辅助诊断败血症的参考依据之一,也是反映

败血症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有用指标。 
 
 
PU-3485 

HIF-1α 基因修饰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对缺氧缺血脑损伤的保护作用 

 
曾雯, 巨容,高淑强,马骄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构建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表达载体 pLVX-HIF-1a-IRES-ZsGreen1,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BMSCs)作为基因载体,在 SD 乳鼠脑缺氧缺血损伤后通过脑室内注射方法将 HIF-1α 基因修饰的

BMSCs 递送到损伤区域,以探讨 HIF-1α､ BMSCs 对缺氧缺血脑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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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构建 HIF-1α 基因表达 pLVX-HIF-1a-IRES-ZsGreen1 质粒并转染 293T 细胞,获得有感染能力

的重组腺病毒颗粒,经多轮扩增纯化后获得腺病毒载体 Ad5-HIF-1a-IRES-ZsGreen1,使用该腺病毒

载体转染 BMSCs。以 Levine/Vannucci 法建立新生鼠缺血缺氧动物模型,并以立体定向微量注射的

方法将 HIF-1α 基因修饰的 BMSCs 注射至新生鼠侧脑室,通过免疫荧光检测动物脑损伤部位 BMSC
分布及 HIF-1α 表达,TTC 染色评估各组脑梗死面积。 
结果 1.酶切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重组质粒和腺病毒载体构建正确; 
2.免疫荧光和 real-time PCR 检测结果显示腺病毒载体 Ad5-HIF-1a-IRES-ZsGreen1 转染 BMSCs
后,可介导 HIF-1α 基因在 BMSCs 的表达; 
3.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侧脑室内注射 HIF-1α 基因修饰的 BMSCs 可诱导脑组织内 HIF-1α 表达增

加,且 BMSCs 可在脑组织内迁移 
4.TTC 染色结果显示,侧脑室内注射 HIF-1α 基因修饰的 BMSCs 可明显减小缺氧缺血脑损伤面积。 
结论 成功构建了携带 HIF-1α 基因的腺病毒载体 Ad5-HIF-1a-IRES-ZsGreen1､ 并转染 BMSCs,实
现对 BMSCs 的基因修饰,并证实侧脑室内注射 HIF-1α 基因修饰的 BMSCs 对新生鼠缺氧缺血脑损

伤具有保护作用。 
 
 
PU-3486 

优化早期预警流程在新生儿转运中的应用 
 

金鑫 
沈阳市儿童医院 110032 

 
 
目的 目的:探讨优化早期预警流程在新生儿转运过程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方法: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科室转运的,未应用预警流程的 417 名新生儿为对照

组;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我科室转运的,实施优化早期预警流程的新生儿 436 名为观察组。比

较转运患儿入院后的病情危重程度,及交接缺陷发生率。 
结果 结果:两组患儿回到医院后的病情危重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转运护士与病区护

士交接缺陷发生率有差异(P<0.01)。 
结论 结论:优化早期预警流程应用于新生儿转运中,减少交接患儿时的漏项,可降低转运患儿的危重程

度,为转运患儿提供安全保障。 
 
 
PU-3487 

长链非编码 RNA MALAT1 与细胞分裂周期蛋白 6 
在早产儿高氧肺损伤中的表达及意义 

 
蔡成,龚小慧,裘刚,邱家俊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观察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人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本 1(metastasis 
assoeiated in lung denocarcinoma transcript 1,MALAT1)与细胞分裂周期蛋白 6(cell division cycle 
6,CDC6)在早产儿高氧肺损伤中的表达变化,探讨 MALAT1 对早产儿高氧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从基因表达数据库 GEO(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下载芯片数据集

GSE25286(Affymetrix Mouse Genome 430 2.0 Array),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 14､ 29 天的

小鼠肺组织的 MALAT1 mRNA 的表达。从 GEO 中下载芯片数据集 GSE43830(Human Exon 1.0 
ST Arrays)。在 WI 38 细胞(肺成纤维细胞)中敲除 MALAT1 后和未敲除 MALAT1 的 WI38 细胞中,
用反义 RNA 技术检测比较多种基因如 CDC6､ 死亡效应结构域蛋白 2(death effector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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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ing 2,DEDD2)及细胞周期蛋白 Cyclin B1(CCNB1)的表达变化。同时,收集早产儿外周血标

本验证,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住院治疗的高氧肺损伤早产儿为实验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采集该 40 例早产儿末梢外周

血,抽提 RNA,逆转录后进行 Real time-PCR,收集并分析该 40 例早产儿的一般临床资料。 
结果 (1)通过使用软件对芯片源文件进行预处理和差异表达基因筛选,从 终的差异表达基因中,发现

lncRNA MALAT1 在高氧肺损伤的小鼠肺组织中表达明显上调(如差异倍数,fold 
change,FC=2.33,P=0.047)。(2)WI38 细胞 MALAT1 敲除后,MALAT1 表达大幅下调(FC=-15.6,P 
=0.000),CDC6 (FC=-2.37,P =0.001)及 CCNB1(FC=-2.16,P =0.002)均表达下调,DEDD2 表达上调

(FC=2.46,P =0.000)。(3)早产儿外周血标本验证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早产儿比较,MALAT1 在高氧肺

损伤早产儿的外周血中表达显著上调[(0.2734±0.673)vs(0.3755±0.0819),t=4.634,P =0.0153]。 
结论  lncRNA MALAT1 可能通过抑制细胞凋亡,对早产儿高氧肺损伤起保护作用,为临床防治早产儿

高氧肺损伤提供新策略。 
 
 
PU-3488 

80 例住院新生儿低血糖回顾性分析 
 

温秀兰,周艳,邓惠贞,贺芳,刘会,翁静妙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回顾性分析新生儿低血糖住院患儿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我院新生儿病房 2015 年 8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80 例因新生儿低血糖首发症状收入住院

的病例进行一般资料､ 分娩方式､ 胎龄､ 出生体质量､ Apgar 评分､ 喂养方式､ 血糖监测和干预方

法等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临床特点。 
结果 低血糖合并临床表现 80 例患儿中,无临床症状的 51 例(63.75%),有症状的 29 例(36.25%)。临

床表现主要以患儿反应低下､ 吸吮无力､ 纳差(分别为 11.25%),出大汗(8.75%)､ 低体温､ 肢体抖动

(6.25%)为主。剖宫产占 76.25%,足月儿占 77.5%,母亲合并有妊娠期糖尿病 40 例(50%),经过及时

干预和治疗, 77 例患儿(96.25%)预后良好,未发生脑损伤。 
结论 护理人员应掌握新生儿低血糖患儿的临床特点并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对有新生儿低血糖的高危

因素的新生儿应及时干预,减少损伤,获得良好转归。 
 
 
PU-3489 

65 例新生儿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的护理 
 

李昭颖,李丽玲,吕天婵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 65 例重症高胆红素血症及溶血病患儿实施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的护理经验。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 NICU 采用同步换血疗法进行治疗高胆红素血症患儿

临床资料并对其疗效､ 并发症及护理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65 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换血,换血过程中未发生严重并发症,除 6 例患儿自动出院外,其余患儿均

治愈或好转出院。 
结论 换血通路的建立和维护是顺利有效换血的关键,换血过程中对患儿病情及不良反应的密切观察

､ 维持出入量平衡则是保证换血安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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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90 

65 例新生儿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的护理 
 

李昭颖,李丽玲,吕天婵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 65 例重症高胆红素血症及溶血病患儿实施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的护理经验。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 NICU 采用同步换血疗法进行治疗高胆红素血症患儿

临床资料并对其疗效､ 并发症及护理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65 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换血,换血过程中未发生严重并发症,除 6 例患儿自动出院外,其余患儿均

治愈或好转出院。 
结论 换血通路的建立和维护是顺利有效换血的关键,换血过程中对患儿病情及不良反应的密切观察

､ 维持出入量平衡则是保证换血安全的关键。 
 
 
PU-3491 

新生儿黄疸的临床护理研究 
 

缑颖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新生儿黄疸的临床护理研究,系统掌握新生儿黄疸护理的方法,保障儿科护理工作科学有效

的开展。 
方法 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查阅文献资料,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结果 本文在新生儿黄疸病理和临床表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生儿黄疸护理的程序和方法。 
结论 儿科护士必须熟练掌握新生儿黄疸护理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术,才能对新生儿黄疸实施有效的

护理措施,同时保障医院儿科护理工作的服务质量。 
 
 
PU-3492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母孕期及自身相关高危因素分析 
 

黄静兰
1,2,王华

1,2,鲍珊
1,2,屈艺

1,2,母得志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回顾性分析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发生发展过程中,与
早产儿母亲孕期及早产儿自身相关的高危因素。 
方法 收集 2011 年到 2016 年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的 BPD 患儿的临床病历记录,再随机选

取数量相同的非 BPD 早产儿作为对照,分析纳入早产儿及其母亲的临床数据。 
结果 共纳入 260 例早产儿,其中包括 130 例 BPD 患儿和 130 例非 BPD 早产儿。结果显示 BPD 的

发生和母孕期合并绒毛膜羊膜炎关系密切,比值比(odds ratio, OR)为 17.762, 95%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CI)为 1.211-260.486;而低胎龄(gestation age, GA)(超低胎龄

OR:41.104,95%CI: 2.040-828.180;极低胎龄 OR:6.392, 95%CI: 1.614-25.321)､ 合并贫血

(OR:4.846, 95%CI: 1.473-15.945)､ 痰培养阳性(OR:3.708, 95%CI: 1.113-12.358)等也可能是

BPD 发生和发展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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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BPD 的发生和发展与母孕期感染､ 早产儿胎龄及贫血､ 呼吸衰竭､ 感染等合并症密切相关。

因此,有效防治母孕期感染,加强母孕期感染检出率及防控,尽量减少超早及极早产儿出生,严格管理早

产儿,降低早产儿各系统合并症发生是预防 BPD 发生发展的首要任务。 
 
 
PU-3493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高危因素分析 
 

黄静兰
1,2,王华

1,2,鲍珊
1,2,屈艺

1,2,母得志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回顾性分析不同出生体重(birth weight, BW)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高危因素。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 1 日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早产

BPD 患儿的临床数据,再随机选取相同数量的同期住院的非 BPD 早产儿作为对照,按 BW 不同分为

<1500g 和≥1500g 两组,分析两组早产儿临床数据特点。 
结果 共纳入 260 例早产儿,其中包括 130 例 BPD 患儿和 130 例非 BPD 早产儿,其中 BPD 患儿组有

102 例<1500g,28 例≥1500g,非 BPD 患儿组有 17 例<1500g,113 例≥1500g。结果显示

BW<1500g 是 BPD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dds ratio:24.214,95% confidence interval: 12.523-
46.822),而 BW<1500g 组 BPD 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感染(OR:10.698,95%CI:1.189-96.270)和呼吸

窘迫综合症(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RDS)(OR:25.476,95% CI:1.680-386.327)值为;而≥

1500g 组 BPD 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感染(OR:20.662,95% CI:1.714-249.043)和贫血

(OR:24.095,95% CI:2.011-288.679)。 
结论 极低体重本身是 BPD 发生的绝对危险因素,而不论 BW 大小,BPD 的发生和发展均与感染密切

相关。另外,BW<1500g 者发生 BPD 可能还与 RDS 的发生相关,而 BW≥1500g 者与贫血相关。因

此,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效防治早产儿感染,维持早产儿正常血容量,提高产科水平做好孕期监测尽量

减少极低出生体重儿生产率可能是减少早产儿 BPD 发生的关键途径。 
 
 
PU-3494 

谷氨酰胺通过 ERS 途径对新生大鼠高氧肺损伤的干预作用 
 

姬华祎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老年保健院 101300 

 
 
目的 探讨谷氨酰胺通过内质网应激(ERS)途径对高氧诱导下新生大鼠肺损伤的干预作用。 
方法 选择足月新生 Wistar 大鼠雌雄共 90 只随机分为:空气对照组(A 组,n=30,FiO2=21%)､ 高氧组

(B 组,n=30,FiO2>85%)和高氧+谷氨酰胺组(C 组,n=30,FiO2>85%)。C 组从实验第 1 天始腹腔内注

射 GLN 0.75g/kg/d, A 组和 B 组同剂量生理盐水腹腔注射。实验开始第 3d､ 7d 及 l4d 测定新生大

鼠体重;检测肺组织的湿/干比(W/D);HE 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改变;采用 ELISA 检测各组肺组织中 IL-
1β､ IL-6 和 TNF-α 的含量;利用羟安法测定 SOD 含量,采用 TBA 法检测 MDA 含量;利用

westernblot 法测定肺组织中 Caspase-12､ GADD153､ GRP78 和 Bcl-2/Bax 蛋白表达。 
结果  
1.与 A 组比较,B 组新生大鼠第 3d､ 7d 和 14d 体重明显降低(P<0.05);C 组新生大鼠体重较 B 组明显

增加(P<0.05)。 
2.B 组新生大鼠第 3d､ 7d 和 14 的肺 W/D 值较 A 组升高(P <0.05),随高氧暴露时间的延长,其值差

异更明显,C 组新生大鼠肺 W/D 值较 B 组明显降低(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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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 A 组比较,B 组随着高氧暴露时间的延长肺组织结构病理改变较明显,如肺泡融合､ 纤维组织增

生及间质炎性渗出等,C 组上述病理改变较 B 组减轻。 
4.与 A 组比较,B 组肺组织 浆液中 IL-1β,IL-6 及 TNF-α 含量明显升高(P <0.05)。与 B 组比较,C 组

IL-1β,IL-6 及 TNF-α 含量明显下降(P <0.05)。 
5. B 组 SOD 活性随在高氧中时间延长降低,与 A 组比较,B 组肺组织的 SOD 活性降低(P <0.05),第
14d 时差异 显著(P <0.05),C 组 SOD 活性较 B 组明显升高(P <0.05)在高氧环境中随时间的延长,B
组肺组织中 MDA 活性值逐渐增高,与 A 组相比,B 组 MDA 活性明显升高(P <0.05),在 14d 时差异

大(P <0.05)。C 组 MDA 活性值逐渐增高,但较 B 组降低(P <0.05)。 
6. B 组第 3､ 7 和 14 天的 Caspase-12､ GADD153 和 GRP78 蛋白的表达较 A 组明显升高

(P <0.05),Bcl-2 表达明显降低(P <0.05),而 Bax 蛋白表达略升高,但有统计学差异(P <0.05);C 组的

Caspase-12､ GADD153､ GRP78 和 Bax 蛋白的表达较 B 组明显减少(P <0.05),而 Bcl-2 蛋白含量

显著升高(P <0.05)。 
结论  
1.GLN 可减轻高氧诱导下的新生大鼠肺组织的水肿及炎症反应。 
2.GLN 保护高氧肺损伤的作用机制可能与通过 ERS 途径下调 Caspase-12､ GADD153､ GRP78
和 Bax 蛋白表达及上调 Bcl-2 蛋白的表达相关。 

 
 

PU-3495 

探讨转运机械通气和机械通气时转运时间 
对新生儿转运时体温的影响 

 
郑如意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转运机械通气和转运时间对新生儿转运时体温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出生 24 小时内,机械通

气转运患儿共 279 例,分别比较无创通气､ 有创通气和机械通气时转运时间长短对患儿体温的影

响。 
结果 转运时,无创通气和有创通气对患儿的体温影响无差异;机械通气时转运时间长短对体温的影响

有差异 
结论 1.转运时气管插管和 CPAP 机械通气患儿在入院体温比较上并无差异,可能有两个原因:(1)环境

温度对患儿体温的影响要大于机械通气对患儿体温的影响(2)未加湿加温的 CPAP 通气与气管插管

机械通气对患儿的影响相近。 
2.通过转运时间的比较分析,随着转运时间的延长,干燥､ 冷的机械通气气体对患儿的影响可能会逐

步出现。 
 
 
PU-3496 

1 例早产儿腹股沟采血致下肢血液循环障碍的护理 
 

阮淑琴,鲁萍,吕俊英,王逸扬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报告 1 例早产儿腹股沟采血致下肢血液循环障碍的护理 
方法 护理重点为严密观察患肢血供情况,做好全身保暖及患肢热敷,加强解痉溶栓治疗的护理 
结果 本例患儿经上述治疗和护理后痊愈,住院 65 天后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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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例患儿经上述治疗和护理后痊愈,住院 65 天后顺利出院。 
 
 
PU-3497 

整合素连接激酶(Integrin-Linked Kinase, ILK) 
在早产鼠脑白质损伤中(White Matter Injury, WMI)的作用 

 
周艳,屈艺,黄骥翀,赵凤艳,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早产鼠脑组织 ILK 的表达及 WMI 后的表达变化,及采用慢病毒抑制 ILK 表达对少突胶质细

胞(Oligodendrocyte, OL)及 WMI 的影响。 
方法 建立早产鼠 WMI 模型,采用侧脑室注射慢病毒介导的 ILK RNAi 进行干预,将 2 日龄 SD 新生大

鼠分为假手术组､ WMI 组､ 病毒抑制组及 Control 组(空白病毒组)。造模后 7 天,14 天及 28 天处死

动物,Olig2 标记 OL,荧光双重标记观察脑组织不同部位 OL 的 ILK 表达情况,并对胼胝体区 ILK 荧光

强度进行定量分析。取术后 7 天､ 14 天､ 28 天脑胼胝体标本,提取总蛋白,Western blot 检测 ILK 蛋

白表达变化。提取脑胼胝体总 RNA,qPC 检测 ILK mRNA 表达。标本采集前 3 天每日 2 次腹腔内注

射 BrdU 以标记增殖,CC3 标记凋亡,分别与 Olig2 共染,检测胼胝体区 OL 增殖及凋亡。NG2 标记

OPCs,O4 标记 pre-OL,MAG､ MBP 标记髓鞘化 OL,免疫荧光检测胼胝体区 OL 分化。电镜观察胼

胝体区髓鞘化情况,Morris 水迷宫检测大鼠空间认知和记忆能力。 
结果 ILK 表达于少突胶质细胞胞浆及突起。定量分析显示,同假手术组相比,WMI 组胼胝体区 ILK 蛋

白表达增加,病毒抑制组白表达减少,差异在 7 天､ 14 天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Western blot 定
量分析及 qPCR 结果与免疫荧光结果变化趋势一致。免疫荧光检测 Olig2/BrdU 及 Olig2/ CC3 共阳

性细胞数,结果显示,病毒抑制组与 WMI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免疫荧光检测胼胝体区

NG2､ O4､ MAG､ MBP 表达,结果显示,术后 28 天,病毒抑制组 NG2､ O4 表达较 WMI 组增

加,MAG､ MBP 表达减少(p < 0.05)。电镜可见病毒抑制组较 WMI 组髓鞘化轴索数减少。Morris 水

迷宫结果显示,同 WMI 组相比,病毒抑制组大鼠平均逃避潜伏期延长,平台穿越次数减少,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 
结论 ILK 表达于少突胶质细胞胞浆及突起。WMI 导致胼胝体区 ILK 的表达上调。抑制 ILK 表达不

影响 OLs 的增殖与凋亡,但可导致 OLs 分化成熟障碍,髓鞘化减少,加重 WMI。 
 
 
PU-3498 

G-CSF 对早产儿晚期感染的临床疗效评估 
 

郑君文,樊盼盼,何秉燕,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科 430071 

 
 
目的 目的 探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治疗出生胎龄 28~36 周的早产儿晚期感染临床疗效。 
方法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 日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 NICU 收治的胎龄 26~36 周,住院治疗期间使用过 G-CSF 的患儿 80 例。根据粒细胞计数水平分

为抗生素治疗组(20 例)､ G-CSF+抗生素治疗组(10 例)､ G-CSF 治疗组(50 例)。统计 3 组患儿的一

般情况､ 围产期情况､ 实验室检查结果､ 治疗措施､ 并发症以及预后等,观察 3 组患儿在不同胎龄

､ 不同体重下粒细胞绝对值变化水平以及患儿血清中 IL-8,TNF-a 的表达水平,采用 T 检验和单因素

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结果 3 组患儿性别比例､ 出生体重和发病日龄和围产期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抗
生素治疗组中胎龄 26-31 周､ 32-33 周､ 34-36 周患儿粒细胞绝对值低于 1000 分别于生后 21±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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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后 14±2 天､ 生后 14±3 天开始下降,于生后 43±1 天､ 生后 29±0.5 天､ 生后 21±3 天降至 低

水平(P<0.05);抗生素治疗组体重<1.5kg 患儿粒细胞绝对值于生后 22±1.5 天开始下降,生后 43±4 天

降至 低水平(P<0.05);G-CSF 治疗组中治疗后胎龄 26-31 周､ 32-33 周､ 34-36 周患儿粒细胞绝对

值开始升高,并可持续维持在正常范围水平 15±3 天(P<0.05);血清中 GLB 水平于治疗后 1 周开始升

高(P<0.01);G-CSF+抗生素治疗组中 26-33 周患儿白细胞计数升高/降低,血小板计数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3 组患儿治疗后进行的血培养, G-CSF+抗生素治疗组患儿中血培养阳性者 2 例, 抗生素治疗组

1 例,而 G-CSF 治疗组 1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CSF+抗生素治疗组 IL-8､ TNF-a 水平低于抗生素

治疗组 (x2=4.758,P=0.04);G-CSF+抗生素治疗组 IL-8､ TNF-a 水平与 G-CSF 治疗组比较;G-CSF+
抗生素治疗组的住院时间短于抗生素治疗者,住院时间差异意义。 
结论 结论 G-CSF 可延缓外周血粒细胞绝对值水平,延缓其下降速度,提高 GLB 水平,降低患儿外周血

清中 IL-8 及 TNF-a 的表达水平,可能是改善早产儿晚期败血症的保护性因素。 
 
 
PU-3499 

蓝光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并发血清球蛋白水平下降 
 

郑君文,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科 430071 

 
 
目的 评价光疗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与血清球蛋白的危险因素。 
方法 观察 430 例生后年龄为 1-28 天诊断为高胆红素血症足月新生儿,本项研究排除宫内感染､ 遗传

异常和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所有新生儿接受单面光疗(每天 12 小时卤素灯照射,共 3 天)和/或静脉

注射白蛋白(1g/kg/d,2 d)和/或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1g/kg/d,2 d)。住院第一天和第四天分别检测血

清总胆红素(TSB)､ 白蛋白(ALB)､ 球蛋白(球蛋白)水平。 
结果 TSB 浓度从 299.6±83.9μmol/L 下降 163.6±57.6μmol/L(P<0.001)。皮尔森相关分析表明,TSB
与球蛋白水平显著相关(r = 0.245,P<0.01),与白蛋白无相关性。治疗后各年龄组球蛋白水平显著降

低(P<0.001)。球蛋白浓度降低到 2-4g/ L(较基础水平下降 10-20%),出生 7 天年龄组显著降低

(P<0.001)。光疗组 GLB 水平分别降低了 21.3±4.1g/L 和 18.5±4.2 g/L。光疗加 IVIAB 组为 23±3.9 
g/L 何 16.6±4.5 g/L(P<0.001)。光疗降低球蛋白水平与生后的年龄有关。 
结论 结果表明,光疗加速血清球蛋白损失意味着面对免疫抑制的风险的婴儿,尤其是年龄超过 16 天

的新生儿,而输注白蛋白加剧了球蛋白水平减少。 
 
 
PU-3500 

枸橼酸咖啡因预防早产儿呼吸暂停的临床效果分析 
 

李丽君,赵东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 430071 

 
 
目的 评估新生儿科枸橼酸咖啡因的使用现况并且评估枸橼酸咖啡因在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中的疗

效 
方法 回顾性收集了 213 例体重≤2000 克并且胎龄≤32 周的早产儿,治疗组的早产儿接受枸橼酸咖

啡因治疗,对照组的早产儿未接受任何甲基黄嘌呤类药物治疗。治疗组的早产儿给予首剂 20mg/kg
的咖啡因静脉滴注,24 小时后改为 10mg/kg 的维持剂量,如果患儿无呼吸暂停可以逐渐停药。比较 2
组的住院总天数､ 呼吸机的使用时间､ BPD 以及败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率等。nguage:EN-
US;mso-fareast-language: ZH-CN;mso-bidi-language:AR-SA'>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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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治疗组,65%的早产儿在出生后 3 天内使用了咖啡因,75%的早产儿用药时间超过 1 个月。与

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平均住院天数较短 (p= 0.034),咖啡因组接受呼吸支持的时间减少,呼吸机的使

用时间 (P=0.042) 和 VAP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 (P =0.041) 在 2 组都有明显的差异,BPD(支
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在治疗组较低 (p =0.015). 两组在腹胀 (P=0.084), 败血症 (P =0.522), 
NEC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P =0.207), PDA (动脉导管未闭)(P =0.462) 和 IVH(颅内出血)或者

PVL (脑室周围白质软化) (P =0.838) 的发生率上并无差异。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用于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可以降低呼吸暂停的次数,减少对氧气的依赖,降低平均

住院时间,与对照组相比,咖啡因治疗降低的新生儿 BPD 和 VAP 的发生率,短期无明显的药物副作用,
但是神经系统的并发症仍需随访观察。 
 
 
 
PU-3501 

先天性胸骨裂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血管瘤诊治体会 
 

先天性胸骨裂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血管瘤诊治体会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先天性胸骨裂并血管瘤､ 先天性心脏病,口服普萘洛尔剂量选择。 
方法 先天性胸骨裂手术前口服普萘洛尔,观察心功能变化。 
结果 先天性胸骨裂并先天性心脏病､ 血管瘤治疗,普萘洛尔剂量需低于 2.0mg/kg。 
结论 先天性胸骨裂并发先天性心脏病､ 血管瘤,普萘洛尔治疗剂量易从小剂量逐渐增加,密切监测心

功能。 
 
 
PU-3502 

229 例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特点､ 病原学分布及转归分析 
 

陈潇,富建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对比分析 229 例败血症新生儿的临床特点､ 病原学及转归等资料,阐明早发型及晚发型败血症

患儿特点,以期对新生儿败血症的早期诊治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收治的

229 例败血症患儿,按起病时间分为早发型败血症(Early-onset sepsis,EOS)和晚发型败血症(Late-
onset sepsis,LOS),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及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对比分析两组患

儿的一般情况､ 易感因素､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病原菌分布､ 并发症及转归等。 
结果 EOS 组 68 例(29.69%),以体重正常的足月儿多见(51.4%),LOS 组 161 例(70.3%),以极低出生

体重的早产儿多见(88.1%)。产前发热､ 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生后机械通气(气管插管)､ 留置

PICC(>5d)､ 生后静脉营养(>3d)等 5 个指标与败血症的发生密切相关(P<0.05),其中产前发热

(OR>1),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生后机械通气(气管插管)､ 留置 PICC(>5d)､ 生后静脉营养(>3d)等四

项 OR 均<1。EOS 组发热多见(25.0%),易并发化脓性脑膜炎,LOS 组呼吸暂停和腹胀多见,易并发新

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两组患儿血小板､ 降钙素原(PCT)等实验室检测指标上无差异,单独

以 C-反应蛋白(CRP)､ PCT 诊断败血症的敏感度分别 91.7%､ 79.9%,联合 CRP 及 PCT 诊断败血

症的敏感度为 98.3%。EOS 以 G+菌为主,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oNS)更为常见占 26.5%,LOS
主要以 G-为主,主要病原为肺炎克雷伯杆菌 86 例(53.4%),EOS 死亡率为 7.4%,明显高于

LO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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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败血症患儿因其发病时间不同,在临床特点､ 病原学分布及转归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中足

月儿常发生 EOS,而早产儿发生 LOS 较常见;产前发热是 EOS 的高危因素,妊娠期高血压､ 生后静

脉营养､ 机械通气､ PICC 是 LOS 高危因素;两组败血症的临床表现不具有特异性,主要并发症为

NEC 和化脓性脑膜炎,EOS 死亡率较高。联合 CRP 及 PCT 诊断败血症的敏感度更高。因此,根据

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特点､ 病原学分布早期及时对其作出诊断,对降低败血症患儿的死亡率及提高

患儿预后具有极大意义。 
 
 
PU-3503 

高频振荡通气叠加常频通气治疗持续肺动脉高压新生儿的临床研

究 
 

黄国盛,陆岸峰,毕雷,黄培绿,闭雪兰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钦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535000 

 
 
目的  探讨应用高频振荡通气(HFOV)叠加常频通气(CM)治疗持续肺动脉高压新生儿的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确诊为持续肺动脉高压(PPHN)新生儿 65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

HFOV 叠加 CM;对照组采用 HFOV,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 6h､ 12h､ 24h､ 36h 的动脉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氧合指数(OI)､ 动脉/肺泡氧分压比值(a/APO2),两组患儿机械通气时间､ 氧疗时间以及气

胸､ 颅内出血等并发症。 
结果 治疗后 6h,观察组与对照组 PaCO2分别为 30.35±16.13mmHg､ 34.35±12.42 mmHg,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2h､ 24h､ 36h 观察组的 PaCO2  分别为 31.45±11.15mmHg
､ 30.75±8.17mmHg､ 31.75±12.93mmHg,对照组的 PaCO2 分别为 32.10±10.11mmHg､
31.21±9.72mmHg､ 32.68±11､ 83mmHg,两组各时间点的 PaCO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 OI 治疗后 6h､ 12h､ 24h､ 36h 分别为 17.23±1.91kPa､ 13.65±1.87kPa､ 9.12±1.93kPa､
7.15±2.12kPa,对照组为 21.16±3.62kPa､ 16.52±1.91kPa､ 12.45±4.16kPa､ 10.76±3.17kPa,两组

各时间点的 OI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a/APO2 治疗后 6h､ 12h､ 24h､ 36h 分别

为 0.23±0.08 kPa､ 0.29±0.09 kPa､ 0.32±0.05 kPa､ 0.38±0.07 kPa,对照组为 0.16±0.08 kPa､
0.22±0.05 kPa､ 0.24±0.07 kPa､ 0.29±0.06 kPa,两组各时间点的 a/APO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观察组的机械通气时间及氧疗较对照组短(P<0.05),气胸､ 颅内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无

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HFOV 叠加 CM 较单纯 HFOV 能更好改善肺动脉高压患儿的氧合,并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及氧疗

时间。 
 
 
PU-3504 

不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 

血浆白蛋白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何必子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不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血浆白蛋白水平。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胎龄小于 37 周早产儿出生时测定血浆白蛋白水平,
根据胎龄分为<30 周组,30~33 周组,33~36 周组,根据出生体重分为超低出生体重组､ 极低出生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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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低出生体重组和正常出生体重组,根据胎龄与出生体重关系分为 SGA 组和 AGA 组,比较各组早

产儿出生时血浆白蛋白水平。 
结果 纳入研究的早产儿共 565 例,<30 周组 63 例,30~33 周组 159 例,33~36 周组 343 例。<30 周组

､ 30~33 周组和 33~36 周组出生时血浆白蛋白水平分别(23.8±4.3g/L)､ (25.9±4.6g/L)和
(29.7±4.0g/L)三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超低出生体重组､ 极低出生体重组､ 低出生体重组和

正常出生体重组出生时血浆白蛋白水平分别(25.0±5.3g/L)､ (24.2±5.0g/L)､ (28.4±4.2g/L)和
(31.2±3.8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SGA 组(27.3±4.9g/L)出生时血浆白蛋白不平低于 AGA 组

(28.5±4.7g/L)(P<0.05)。 
结论 不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血浆白蛋白水平存在差异,SGA 早产儿血浆白蛋白低于

AGA 早产儿。 
 
 
PU-3505 

华南地区大样本量验证多个 RET 基因 
常见变异协同作用引发先天性巨结肠 

 
张彦,何秋明,张锐忠,张红,钟微,夏慧敏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先天性巨结肠(HSCR)是一种儿童常见的肠道发育畸形,遗传因素在该病中起重要作用。目前,
先天性巨结肠以手术治疗为主,尚无其他有效的治疗手段。目前发现 RET 内多个位点突变可以解释

约 30%~50%家族性和 20%的散发性的先天性巨结肠发病原因。然而,目前发现先天性巨结肠的

RET 突变位点在不同家系中极为分散,无热点区域存在,对常规人群筛查并无助益,急需挖掘出有助于

临床筛查的常见变异位点。 
方法 基于 1470 例华南地区散发先天性巨结肠患者和 1473 例正常对照,我们目的性选择 RET 基因

上 16 个常见变异,利用质谱分型获得其基因型,进一步通过多种统计学模型分析其潜在遗传致病性。 
结果  我们成功证实 15 个 RET 基因常见变异与巨结肠的发生具有关联性(6.3E-65≤P_adj≤2.8E-
03)。利用 logistic 回归进一步分析首次证实其中 6 个常见变异为独立疾病易感位点,上述变异共能

解释先天性巨结肠近 9.90%的遗传性。通过 logistic 回归和多元降维回归(MDR)交叉分析,我们进一

步发现上述独立常见变异位点彼此存在基因内相互协同作用能够促进其 HSCR 遗传易感性。利用

信息论计算每个独立变异位点在构建互作网络所占据的熵量(Entropy)中,我们依次估算出 重要的

三个独立 HSCR 易感变异位点,为后续遗传诊断提供数理基础。值得提出的是,在进一步临床亚型分

析中,我们发现新证的 6 个独立变异位点与 HSCR 短段型病人相关性 高,且与无神经节段肠的长度

相关性呈现遗传剂量效应(4.2E-05≤P_adj≤6.9E-02)。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 RET 基因常见易感变异,我们深度分析其 HSCR 遗传致病性及临床亚型关联性,
为进一步解析 HSCR 的致病机制提供了契机,并为 HSCR 的个性化诊疗提供遗传基础。 
 
 
PU-3506 

miR-30d-5p 在新生鼠缺氧缺血脑损伤中的作用 
 

赵凤艳,屈艺,李世平,童煜,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新生鼠缺氧缺血脑损伤(HIBD)中 miR-30d-5p 的表达及其对神经细胞自噬和凋亡的影响。 
方法 利用新生 10 日 SD 雄性大鼠建立 HIBD 动物模型,应用 miR-30d-5p agomir 或 antagomir 改变

脑组织中 miR-30d-5p 的水平,侧脑室注射 3MA 以抑制脑组织中自噬水平。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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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Beclin1､ LC3､ CC3 和 PARP 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自噬小体的形成,采用 TUNEL 法观

察细胞凋亡,采用 TTC 法检测脑梗死体积。 
结果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miR-30d-5p antagomir 处理后,脑组织中 Beclin1 蛋白水平显著上

调,LC3II 明显增加,CC3 及裂解型 PARP 表达则明显减少,与 antagomir 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0.05)。miR-30d-5p agomir 处理后,脑组织中 Beclin1 蛋白水平显著下降,LC3II 明显减

小,CC3 及裂解型 PARP 表达明显增加,与 agomir 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免疫

荧光结果表明,与相应对照组相比,antagomir 处理组皮层神经细胞胞浆中 LC3 颗粒即自噬小体显著

增加,而 agomir 处理组 LC3 颗粒即自噬小体显著减少。TUNEL 及 TTC 结果表明,antagomir 处理组

HI 引起的细胞凋亡明显减少,脑梗死体积显著缩小,而 agomir 处理组 HI 引起的细胞凋亡及脑梗死体

积明显增加,与相应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3MA 处理使 CC3 表达显著升

高,miR-30d-5p antagomir 则明显阻断 3MA 对 caspase3 的激活作用。 
结论 新生鼠缺氧缺血脑损伤中,miR-30d-5p agomir 抑制自噬,促进凋亡,加重脑损伤,miR-30d-5p 
antagomir 促进自噬,抑制凋亡,减轻脑损伤。miR-30d-5p 可能通过 Beclin1 调控细胞自噬,进而影响

细胞存活。 
 
 
PU-3507 

妊娠期糖尿病母亲新生儿脐血 MMP-9､ SICAM-1 
水平与 NBNA 的相关性研究 

 
郝丽,殷其改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0 
 

 
目的 观察妊娠期糖尿病母亲婴儿脐血中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可溶性细胞黏附分子-1(SICAM-
1)水平变化,探讨 MMP-9,SICAM-1 与新生儿神经行为测定(NBNA)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法测定 33 例妊娠期糖尿病母亲新生儿脐血 MMP-
9,SICAM -1 水平,在三天后对新生儿进行神经行为测定(NBNA 评估),同时与血糖正常母亲新生儿进

行对照;并对 MMP-9､ SICAM -1 水平与 NBNA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尿病母亲组新生儿脐血 MMP-9,SICAM -1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糖尿病母亲组新生儿 NBNA 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

病母亲组新生儿脐血 MMP-9､ SICAM -1 水平与 NBNA 评分呈负相关(rs分别为-0.618,-
0.549;p<0.05),正常对照组新生儿脐血 MMP-9､ SICAM -1 水平与 NBNA 评分无明显相关性(rs分别

为-0.125,-0.098;P>0.05)。 
结论 母亲妊娠期糖尿病时,新生儿出生时脐静脉血 MMP-9,SICAM -1 水平可发生明显变化,监测其水

平,可以为以后的妊娠期糖尿病母亲婴儿的脑损伤的诊断､ 治疗和随访提供临床依据。 
 
 
PU-3508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噪音的现况调查 
 

王丽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本次研究希望通过调查了解本院 NICU 中噪音的现况,并根据噪音情况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后

观察对降低 NICU 噪音的效果. 
方法 研究设计:非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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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第一步,进行声音分贝现况调查:NICU 分为 7 间房间,每周 7 天,每天一间,随机抽取一个房

间进行声音分贝检测 。从 2015 年 7 月开始至 9 月,每天选择两个时间段,日间 8:00-9:00 ,夜间

20:00-21:00,每个时间段均为一小时,每 4 分钟监测一次,共计 15 次声音分贝值。连续观察记录三个

月。第二步,于 2016 年 4 月对 NIUC 工作人员(医生和护士)进行通过每天的晨会和交接班时间进行

培训教育一个月。第三步,培训后再次进行环境分贝监测:于 2016 年 5 月､ 6 月､ 7 月,再进行连续三

个月的声音分贝监测,监测时间和方法同前,对培训前后声音分贝进行比较。 
结果 1.培训前日间的声音分贝除了 306 房间是夜间分贝高于日间,其余均为日间分贝高于夜间。 
2.培训后较培训前相同时间段及总时段的声音分贝值降低,P ﹤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NICU 白天的噪音普遍高于夜间。这是由于日间病房工作人员较夜间多,治疗和护理相对较多

的原因。2.经过教育培训后,监测的噪音分贝较培训前有显著的降低,说明经过教育培训,医护人员的

能意识到自己是 NICU 噪音的 大来源,能谨言慎行,降低沟通交流的分贝,减少不必要的活动,NICU
噪音的水平就会明显降低;本研究未能监测监护仪和抢救设备发出的声音,由于抢救设备在 NICU 中

的监护和抢救生命的过程中是不能随意关闭的,但医务人员应对各种仪器的报警声及时反应,及时处

理,能降低 NICU 的第二大噪音产生来源。 
2.虽然本研究中 NICU 中的声音分贝在培训后有了明显下降,但是 NICU 的噪音水平远远超过了环境

保护机构建议的噪音标准:在医院内白天噪音不超过 45db,夜间不超过 35db。在今后的工作中仍然

有可以改善的空间,NICU 中的人员流动性较强,医生多以进修医生为主,每个月都有新的医生进行轮

换,这也增加了培训的困难程度。但是不管怎样,医务工作者都应该站在患儿的角度,认识到环境噪音

对其的伤害,在医疗活动当中有意识自觉的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从而减轻患儿的痛苦,缓解患儿的压

力,促进疾病的恢复和促进患儿的生长发育。 
 
 
PU-3509 

早产儿凝血功能障碍的高危因素分析及其相关问题临床研究 
 

王化彬
1,朱艳萍

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不同高危因素对早产儿凝血功能障碍的影响,分析早产儿凝血功能障碍与临床出血的关系,
并了解极早早产儿和早期早产儿的凝血功能指标特点。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的早产儿 600 例,按
照凝血功能检测指标分为两组:凝血功能正常组(190 例)及凝血功能障碍组(410 例)。1)对早产儿凝

血功能障碍相关因素作单因素分析,并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因素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

素检验。2)分别比较临床是否出血及脑室内出血的严重程度在两组间的差异。3)统计分析极早早产

儿和早期早产儿常见凝血试验结果。 
结果 1)单因素分析中,孕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窒息､ 胎盘早剥､ 宫内感染､ 小于胎龄儿､ 呼吸窘

迫､ 出生体重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中,孕母妊娠期高血压等六项因素在

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呼吸窘迫在凝血功能障碍组与正常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临床是否出血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脑室内出血及严重程度在两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极早早产儿凝血酶原时间､ 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 纤维蛋白原,其
均数±标准差分别为 18.8±4.0(s)､ 77.3±23.5(s)､ 1.9±1.1(g/L);早期早产儿分别为 17.4±3.8(s)､
66.7±21.3(s)､ 2.1±1.2(g/L)。 
结论  
1)孕母妊娠期高血压､ 窒息､ 胎盘早剥､ 宫内感染､ 出生体重､ 小于胎龄儿与早产儿凝血功能障碍

密切相关。2)早产儿凝血功能障碍与临床上发生出血有关,但凝血功能障碍与脑室内出血及其严重程

度并无相关性。3)极早早产儿和早期早产儿凝血功能较轻型早产儿更低,有更大的出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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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10 

早产儿甲状腺功能早期检测的临床意义 
 

姜晶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早产儿甲状腺功能早期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治早产儿 249 例,胎龄<34 周为 A 组,共 68 例;胎龄≥34 周为 B 组,共 97 例;同时期足月儿 84
例作为对照组。对 3 组新生儿 7 天龄时的各项甲状腺功能指标进行检测。 
结果 早产儿组 TT3､ FT3､ FT4 均低于对照组(P<0.05),早产儿组 TSH 高于对照组(P<0.05);A 组

TT3､ TT4 均低于 B 组(P<0.05)。 
结论 早产儿发生暂时性甲状腺功能低下可能性大,且与胎龄有一定关系,早期检测早产儿的甲状腺功

能,可早期干预,降低早产儿并发症的发生率,对保障早产儿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PU-3511 

421 例住院新生儿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的临床观察 
 

邹敏书,徐洪涛,尹太勇, 张么成, 李 静,余 健, 聂国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观察住院新生儿 25 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并分析其与临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随机选取 421 例住院新生儿,ELISA 方法检测血清 25(OH)D 的水平,并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

讨 25(OH)D 水平与临床指标如肝肾功能､ 电解质及心肌酶谱等的相关性。 
结果 421 例新生儿血清 25(OH)D 水平为 15.31±8.36 ng/m1。早产儿(71 例)､ ABO 溶血症(24 例)
､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215 例)､ 新生儿窒息(14 例)､ 新生儿肺炎(22 例)､ 新生儿湿肺(25 例)血清

25(OH)D 水平分别是 13.93±7.60 ng/ml､ 14.48±8.68 ng/ml､ 14.84±7.41 ng/ml､ 16.58±6.56 
ng/ml､ 17.42±9.43 ng/ml､ 18.71±8.67 ng/ml。与早产儿､ ABO 溶血症､ 高胆红素血症组相比,正
常足月新生儿及新生儿湿肺组血清 VitD 水平明显升高(P<0.05)。不同性别､ 不同出生体重新生儿

血清 25(OH)D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足月儿血清 25(OH)D 水平较早产儿明显升高。夏秋季出生的新

生儿血清 25(OH)D 水平较春冬季出生的新生儿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秋季

出生的新生儿总蛋白､ 球蛋白较春冬季出生的新生儿明显降低,而白蛋白/球蛋白较春冬季出生的新

生儿明显升高,血钙在秋季出生的新生儿中 高。新生儿血清 25(OH)D 水平缺乏或不足比率较高,占
73.1%。新生儿血清 25(OH)D 水平与母体 25(OH)D 水平高度相关(r=0.365,P=0.000);与白蛋白､ 血

钙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123､ 0.221,P=0.009､ 0.000);与体重､ 总胆红素呈负相关(r=-0.103､ -
0.148,P=0.036､ 0.002);与胎龄､ 肾功能､ 心肌酶､ 白细胞计数､ C 反应蛋白无相关性。 
结论 不同疾病､ 胎龄､ 季节出生的新生儿血清 25(OH)D 水平不同,住院新生儿血清 25(OH)D 水平

缺乏或不足非常普遍,血清 25(OH)D 水平与母体 VitD 水平､ 白蛋白､ 血钙､ 体重､ 总胆红素有一定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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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12 

309 例早产儿相关因素分析 
 

徐洪涛,聂国明,邹敏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早产率有逐年升高的趋势,胎龄､ 体重,以及有无并发症是产科和新生儿科医师尤其关注的三个

问题。减少早产,给予早产儿专业､ 精细的个体化治疗,防治并发症,有助于提高存活率,减少后遗症。

本研究旨在探讨导致早产的原因,不同胎龄早产儿的临床特点,以指导早产儿的临床干预。 
方法 2013 年 10 月~2016 年 3 月我院儿科收治的早产儿共 309 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各早产原因

所占的比例;将早产儿按胎龄分为 28-31+6周､ 32-33+6周和 34-36+6周三组,比较分析三组早产的原

因､ 预后及并发症。 
结果 早产原因前 5 位依次为胎膜早破､ 妊娠期高血压､ 双胎､ 不明原因､ 产前出血;309 例早产儿

中,28-31+6周占 46 例､ 32-33+6周组占 83 例,34-36+6周组占 180 例;28-31+6周组胎膜早破比例显著

高于其余两组(=6.52,P<0.05),34-36+6周组妊娠期高血压比例显著高于其余两组(=14.62,P<0.01),三
组双胎､ 不明原因､ 产前出血比例无显著差异;28-31+6周组死亡率显著高于其余两组

(=6.38,P<0.05),随着胎龄增大,平均住院日降低。早产前 3 位的并发症与胎龄有关,28-31+6周组依次

是呼吸窘迫综合征､ 颅内出血､ 感染,32-33+6周组依次是感染､ 高胆红素血症､ 呼吸窘迫综合

征,34-36+6周组依次是高胆红素血症､ 感染､ 呼吸窘迫综合征。 
结论 早产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重视对早产高危因素的管理,积极治疗早产并发症,对于防止早产

､ 改善新生儿预后､ 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不同胎龄早产儿临床特点不同,宜区别对

待。 
 
 
PU-3513 

ABCA3 基因突变与新生儿呼吸窘迫征发病的研究 
 

宁辛未
1,张艳明

1,陈玉君(通讯作者)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ATP 连接盒转运子 A3(ABCA3)基因突变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DS)发病的关系,为防

治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提供基因研究资料。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共纳入广西地区胎龄大于 32 周的早产儿 300 例,其中 RDS 患儿 150 例(病
例组),非 RDS 患儿 150 例(对照组)。抽取各研究对象外周静脉血 2ml,应用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基

因组 DNA,以每 5 个 DNA 建立 DNA-pool。采用目标区域捕获技术,以 ABCA3 为目标基因,通过

Agilent 液相捕获平台富集目标区域序列,应用 Illumina Hiseq2000 高通量第二代测序平台对 ABCA3
基因外显子进行深度重测序并进行数据分析,对错义突变位点用 SIFT 和 Polyphen2 软件进行功能预

测,确定功能性突变,通过 Sanger 测序对功能性突变进行基因型验证。应用 collapsing 统计方法计算

总突变的 小等位基因频率(Minor Allele Frequency, MAF)。 
结果 (1)两组共发现变异位点 307 种,其中错义变异 10 种,同义变异 15 种,内含子变异 258 种,剪接区

域变异 2 种,上游基因变异位点 2 种,下游基因变异位点 13 种,3’端非编码区 3 种,5’端非编码区 4
种。(2)病例组未发现突变。对照组发现 2 种突变:位于 Exon 10 c.1009 G>A p.V337M 和位于 Exon 
27 c.4149 C>G p.I1383M,均为杂合突变。应用 Collapsing 方法合并突变进行统计:ABCA3 基因基

因突变在对照组人群的 MAF 均为 0.67%,携带率均为 1.33%。 
结论 ABCA3 基因在中国广西地区早产儿人群中突变频率极低,尚无足够依据认为 ABCA3 基因突变

是早产儿 RDS 发病的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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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14 

美罗培南治疗新生儿下呼吸道细菌感染的疗效观察 
 

李海平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571700 

 
 
目的 探讨美罗培南治疗新生儿下呼吸道细菌感染的疗效 
方法 病人均为我院收治的新生儿下呼吸道感染病人,共 38 例,其中革兰氏阳性菌 22 例,革兰氏阴性

茵 10 例,混合感染 6 例。体重 2500 克-2950 克。男 26 例,女 12 例,剂量 10-20mg/KG,静脉滴注,用
药时间 7-10 天,临床疗效评估按照原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分为痊愈､ 显效､ 进步和无

效,痊愈和显效作为疗效统计。 
 
结果 痊愈 24 例,显效 6 例,进步 3 例,无效 5 例,显效率 78.9%,无不良反应。 
结论 美罗培南治疗新生儿下呼吸道感染效果好,值得推广。 
 
 
PU-3515 

子痫前期母亲分娩的超低､ 极低出生体重儿并发症的临床分析 
 

刘春丽,梅花,刘春枝,张亚昱,张艳波,宋丹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0059 

 
 
目的 分析子痫前期母亲分娩的超低､ 极低出生体重儿生后发生并发症的情况,为临床治疗工作中预

防和减少/减轻并发症的发生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择于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新生儿病房入住的子痫前期母亲所分娩的超低､ 极

低出生体重儿 64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及追踪随访,统计并分析其发生的合

并症情况和预后。 
结果 1.所有入选病例中小于胎龄儿 52 例,其构成比高达 81.2%;2.胎龄越小其并发症发生率越高,且
并发症种类越多;3.并发症发生率前五名依次为喂养不耐受(58 例,90.6%),动脉导管未闭(50
例,78.1%),新生儿贫血(46 例,71.8%),宫外发育迟缓(36 例,56.3%),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24
例,37.5%);4. 并发症中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发生率为(20 例,31.3%),III 级以上 8 例(12.5%),外
科手术治疗 4 例,死亡及放弃治疗 5 例;5.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0 例(15.6%),其中轻度 8 例(占其发生率

的 80%);6.出生后 24 小时内血常规白细胞计数<5x109/l 22 例,其中仅 4 例证实发生早发感染;血小板

计数<150x109/l 18 例,均未证实发生早发感染;7. 发生早产儿脑损伤 12 例(18.8%),无严重脑损伤病

例。8.存活患儿 59 例,死亡及放弃病例均为发生严重的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病例。存活患儿追

踪随访至纠正月龄 12 月的 23 例(占所有研究对象的 35.9%),体格发育及神经行为发育水平同正常

体重足月儿 12 月龄持平的 16 例(占同条件随访儿的 69.6%)。 
结论 1.消化系统并发症可能为子痫前期母亲分娩的超低､ 极低出生体重儿生后首要并发症,严重的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可能为该类患儿的首要致死原因;2.出生后 24 小时内血常规白细胞计数及

血小板计数减低并不一定提示子痫前期母亲分娩的超低､ 极低出生体重儿发生早发感染;3.经过积极

有效治疗,子痫前期母亲分娩的超低､ 极低出生体重儿其预后相对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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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16 

PAPP-A 基因多态性与妊娠期糖尿病､ 子痫前期的相关性研究 
 

龙隽,刘杰波 
深圳市第五人民医院深圳市罗湖人民医院 518001 

 
 
目的 探讨妊娠相关血浆蛋白 A(Pregnancy associated plasma protein-A,PAPP-A)基因多态性和妊

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 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4 月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就诊的 42 例 GDM､ 29 例 PE 和 50
例正常孕妇,收集外周血,提取 DNA,进行 PCR 及 SNaPshot 测序对 PAPP-A 相关的 4 个基因位点

rs7020782､ rs12375498､ rs751543､ rs1325598 进行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析,采用 SPSS 
19.0 软件的 χ2 检验分析 PAPP-A 基因多态性与 GDM､ PE 的相关性。 
结果 GDM 组､ PE 组和对照组 PAPP-A 基因中四个位点 rs7020782､ rs12375498､ rs751543､
rs1325598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PAPP-A 基因位点

rs7020782 在 PE 组中,C 等位基因频率为 46.6%,高于对照组 29.0%(P<0.05),C 等位基因增加 PE
的发生风险(OR= 2.13,95%CI: 1.09-4.18)。PE 组 PAPP-A 基因中其它 3 个位点 rs12375498､
rs751543､ rs1325598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与对照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GDM 组 PAPP-
A 基因中四个位点 rs7020782､ rs12375498､ rs751543､ rs1325598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与对照组

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PAPP-A 基因 rs7020782 中 C 等位基因与 PE 的发生有关联,是 PE 的危险因素。 
 
 
PU-3517 

母亲绒毛膜羊膜炎与新生儿结局分析 
 

李姣,谯艳妮,石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初步分析我院发生组织学型绒毛膜羊膜炎(HCA)的孕产妇临床相关因素及新生儿结局。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4 年 7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分娩的产妇中进行胎盘病理检

查的产妇共 458 例。收集胎盘病理检查结果为绒毛膜羊膜炎的产妇临床相关数据,包括产前体温､

血培养､ 分泌物培养､ 孕期合并症､ 分娩孕周等,同时收集其新生儿的相关数据,包括出生体重､ 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肺炎､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颅内出血的发生情况等,并进行初步分析。 
结果 (1)胎盘送检 458 例产妇中,有 378 例胎盘病理检查结果为绒毛膜羊膜炎(83%),其中轻度绒毛膜

羊膜炎 224 例(59.3%),中度绒毛膜羊膜炎 92 例(24.3%),重度绒毛膜羊膜炎 62 例(16.4%)。(2)所有

组织型绒毛膜羊膜炎产妇中,有产前发热(T>37.5℃)仅 29 例(8%),合并妊娠期高血压 3 例;重度子痫

前期 14 例;合并肝内胆汁淤积(ICP)23 例,合并胎膜早破共 230 例(61%)。产妇血培养阳性率 14%,宫
腔分泌物培养阳性率 41%。(3)产妇分娩平均孕周 35.1 周。各孕周组织型绒毛膜羊膜炎的比例:小于

28 周(88%);28-32 周(92%);32-37 周(82%);大于 37 周(80%)。(4)存活新生儿出生平均体重 2500g,
其中低出生体重儿 50%(超低出生体重儿 1.6%;极低出生体重儿 11%);正常出生体重儿 48%;巨大儿

2.4%。新生儿生后入住我院新生儿科 213 例,其中发生颅内出血 125 例(59%);新生儿肺炎 130 例

(61%);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38 例(18%);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3 例(6%)。住院期间需要无创呼吸机

(nCPAP)辅助通气 57 例,有创呼吸机 23 例。 
结论 我院产妇组织型绒毛膜羊膜炎发生率较高,其中大部分产妇分娩前并无发热等临床表现。绒毛

膜羊膜炎可能与早产及新生儿各种疾病的发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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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improvement of breast milk feeding used in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and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Zhang Jun1,2,Han Shuping1,2,Yu Zhangbin1,2,Chen Xiaohui1,2,Liu Feng1,2,Liu Beibei1,2,Chu Xue1,2,Weng Li1,2 
1.Nanj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2.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QI project of breast milk feeding in very low birth weight 
(VLBW) and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ELBW) infants. 
Methods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NICU of 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We compared the clinical data of VLBW/ELBW infants who were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15 to June 2015 (Pre-QI) with those who were admitted from August 2015 to January 2016 
(QI-phase 1) and February 2016 to July 2016(QI-phase 2, Sustainability phase). During the QI-
phase 1 and QI-phase 2, multiple steps of intervention bundles were implemented. 
Resul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QI measure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the time to the first mother’s 
own milk (MOM) feeding, from 113 hours to 71.2 hours in the QI-phase 1. In the QI-phase 2, the 
time to first MOM feeding shortened to 68.2 hours. QI project also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MOM 
of various stages and reduced the amount of donor human milk needed. Also our QI project 
shortened the duration of parenteral nutrition and time to reach enteral feeding and the risk of 
serious prematurity related morbidities. 
Conclusions Quality improvement of breast milk feeding can increase MOM feeding in the NICU 
and reduce the clinical complications in VLBW and ELBW infants. 
 
 
 
PU-3519 

江苏省极低和超低出生体重儿母乳喂养现状 
及相关并发症调查分析 

 
张俊

1,2,余章斌
1,2,陈小慧

1,2,韩树萍
1,2 

1.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目的 调查江苏省极低出生体重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母乳喂养的现状及相关并发症,为后期江苏省母

乳喂养质量改进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调查江苏省内 29 家单位 2015 年入院极低出生体重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情况,了解其喂

养情况,并发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情况,对临床

并发症发生率与母乳喂养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利用基于循证的方法及母乳喂养实施经验总结母乳喂

养的 14 条措施(如:单独的母乳喂养房间､ 新生儿病房是否有泵奶设备､ 开展 NICU 亲母母乳喂养､

开展 NICU 捐献母乳喂养､ 发放母乳喂养知识手册及宣教､ 母乳口腔护理､ NICU 袋鼠式护理､ 实

施 NICU 母乳管理的方法等),同时了解 29 家单位目前母乳喂养 14 条措施的开展实施情况。 
结果 2015 年江苏省 29 家单位新生儿住院总人数为 56573 例,早产儿为 16191 例。极超低出生体重

儿(出生体重<1500g)2155 例(占总早产儿人数 13.31%),其中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1895 例,超低

低出生体重儿(ELBW)260 例。29 家单位平均母乳喂养率:37.21%。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病

率:5.43%;败血症的发病率:14.63%;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病率:8.77%;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发病

率:7.01%。其中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BPD 的发生与母乳喂养率呈负相关。对母乳喂养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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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措施的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其中如提供泵奶设备､ 开展 NICU 捐献母乳喂养､ 开展母乳口腔护理､

具备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化病房等措施的开展单位未超过 50%。 
结论 母乳喂养可降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BPD 等的发生。目前江苏省内母乳喂养率仍不高,
实施母乳喂养质量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PU-3520 

1 例新生儿爆发性紫癜的护理 
 

罗荣琼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 探索新生儿爆发性紫癜的护理。 
方法  运用消毒､ 隔离､ 管道护理等方法及湿性愈合疗法对患儿全身及创面进行管理。 
结果  消毒､ 隔离､ 管道护理等及湿性愈合疗法对新生儿爆发性紫癜效果明显。 
结论  消毒､ 隔离､ 管道护理等及湿性愈合疗法可用于新生儿爆发性紫癜的护理。 
 
 
PU-3521 

新生儿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 弥漫性 

血管内凝血 1 例并文献复习 
 

杨艳章,徐丽瑾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00 

 
 
目的 总结新生儿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AKI)､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的抢救经验。 
方法 分析本院收治的 1 例新生儿脓毒症合并 AKI､ DIC 的病例资料。通过检索词“脓毒症”“脓毒症休

克”“急性肾损伤”“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新生儿”在万方数据库检索及检索词“sepsis” “septic shock” 
“acute renal injure”“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neonatal”在 PubMed 检索有关文献

(自 1980 年至 2016 年)。 
结果 患儿,女,日龄 7d。因“腹泻､ 呕吐､ 血便 2d,加重伴反应差 8h”入院,血压 40/30mmHg,心率 220
次/分,血肌酐 417umol/L､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116.7s。第一小时扩容量达 115ml/kg 后患儿循

环状态趋于稳定,凝血指标､ 肾功能恢复正常,而避免连续性肾脏替代(CRRT)治疗。共检索到外文文

献 5 篇,仅 1 例涉及到抢救措施,连同本例共报道 2 例。2 例均为大肠杆菌感染所致脓毒症,文献报道

病例具有液体超容､ 依赖高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维持､ 需要连续性肾脏替代(CRRT)等特点。2 例均

未留有后遗症。 
结论 脓毒症是新生儿期的急症,病情进展快,常易合并 AKI､ DIC,一经诊断应立即启动液体复苏以纠

正组织低灌注,充分的液体复苏是逆转病情降低死亡率关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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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22 

lasR 基因突变对铜绿假单胞菌毒力的影响 
 

王瑶,华子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 lasR 基因突变对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离株毒力产生的影响 
方法 采用同源重组技术对临床分离株的 lasR 基因进行敲除和修补,报告菌株检测信号分子的产量;
通过 western blotting(WB) 检测 LasB 及外毒素 A 的表达,刚果红实验检测 LasB 弹性蛋白酶活性,
化学法提取绿脓菌素并检测。 
结果 信号分子检测结果显示 bj13 和 bj14 菌株不能产生 C12HSL 信号分子,但可产生 C4HSL; 基因

修补株的 C12HSL 信号分子产生明显增多。绿脓菌素检测显示 bj13 和 bj14 不能产生绿脓菌素,但
基因修补株产生绿脓菌素量明显增多。LasB 弹性蛋白酶的活性在基因修补株中均明显增加。WB 
结果显示与 bj13 和 bj14 相比,修补株产生的 LasB 蛋白增多,ExoA 蛋白明显减少。 
结论 lasR 基因的突变所导致的 LasR 功能缺失改变了铜绿假单胞菌毒力的产生。 
 
 
PU-3523 

湖北地区孕妇摄入咖啡因状况与早产关系的研究 
 

杨红
1,钟琼蕾

1,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孕妇咖啡因的摄入量与早产的关系。 
方法 自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在湖北省各市县妇幼保健院收集有效问卷 8004 份,问卷中涉

及问题包括母亲孕中摄入含咖啡因食物以及种类及数量,孩子出生孕周及其一般情况等。根据含咖

啡因食物生产厂家数据推算出各种食物咖啡因含量,量化被调查者孕期摄入咖啡因总量,并按咖啡因

摄入量分为四组:L1 组:0~100mg/d,L2 组:100~200mg/d,L3 组:200~300mg/d,L4 组:>300mg/d。比

较不同孕周之间咖啡因摄入量的差异,以及不同咖啡因摄入量之间早产与足月所占比例的差异。 
结果 ①⑴孕周小于 33wk 组与孕周 33~37wk 组之间的咖啡因摄入人数比例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⑵孕周小于 33wk 组及孕周 33~37wk 组与孕周大于 37wk 组之间的咖啡因摄入人数比例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早产组与足月组咖啡因摄入人数比例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1),
并且在 L2 组､ L3 组和 L4 组中,早产组所占人数比例大于足月组所占人数比例;③早产组中,摄入咖

啡因量>300mg/d 的人数比例高于摄入咖啡因量<300mg/d 的人数比例(P<0.01),而摄入咖啡因

量>300mg/d 的人数比例与摄入咖啡因量 200~300mg/d 的人数比例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

早产组咖啡因摄入量大于 100mg/d 的人数比例大于足月组。 
结论 摄入咖啡因与早产有一定的相关性。建议妊娠期妇女慎用含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 茶及可乐

､ 巧克力等,以免造成不良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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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24 

新生儿动脉采血的研究进展 
 

于春宇,滕燕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妇女保健院､ 浙江省妇女医院) 310006 

 
 
目的 从不同采血部位､ 采血方法､ 采血针头和不同采血部位的优缺点对新生儿动脉采血进行探讨,
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综述,用论文中的论据支撑论点 
结果 新生儿动脉采血的定位方法及动脉采血针头的采用多样,对于采血部位的定位方法和采血针头

的选择临床上做了许多研究,但无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定。目前临床上应用桡动脉采血较多,不推荐股

动脉作为首选动脉[17]。 
结论 工作中,可根据不同病人､ 不同采血量､ 采血次数､ 操作难度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采血

部位､ 采血方法及采血针头有计划的､ 安全有效的对新生儿进行动脉采血,保护新生儿动脉血管。 
 
 
PU-3525 

血清降钙素原在早产儿合并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应用价值 
 

梁珍花,王敏,徐志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动态观察血清降钙素原的水平变化,探讨其对早产儿并发呼吸窘迫综合征时指导抗生素的使用

价值,避免不必要的使用抗生素。 
方法  选择于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入住新生儿监护室的早产儿并发呼吸窘迫的患儿作为研究对

象,共 46 例患者,有感染使用抗生素的作为观察组,共 30 例,无感染未用抗生素的作为对照组 16 例,监
测两组生后 24 小时内､ 48 小时内､ 72 小时内的血清降钙素原及血常规及 C 反应蛋白､ 超敏 C 反

应蛋白,同时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时都检查床边片及给予气管插管,肺内灌入猪肺泡表面活性物质,拔
管后给予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CPAP)或无创正压通气(NIPPV)辅助通气 
结果 两组 24 小时内血清降钙素原､ 白细胞､ 中性细胞､ C 反应蛋白､ 超敏 C 反应蛋白､ 血小板数

目无明显的差异,P 值均大于 0.05,48 小时内､ 72 小时内两组的血清降钙素原有明显的差异,P 值均

小于 0.05,但白细胞､ 中性细胞､ C 反应蛋白､ 超敏 C 反应蛋白､ 血小板数目仍无明显的差异,P 值

均大于 0.05。血清降钙素原明显升高病例,辅助通气的时间也长,病情也重,个别需要有创呼吸支持,
非感染组无需要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住院时间及治疗费用与观察组比较也有明显的差异,P 值均小

于 0.05 
结论 动态监测早产儿并发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血清降钙素原水平变化,可以判断是否合并早期的感染,
指导抗生素的使用,避免抗生素的滥用,同时对判断病情及预后有很大的帮助。 
 
 
PU-3526 

1 例Ⅰ瓜氨酸血症临床特征及 ASS1 基因突变研究 
 

王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对 1 例Ⅰ瓜氨酸血症新生儿的临床特征及其致病基因进行家系分析,为该病的诊断和遗传咨询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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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1 例Ⅰ瓜氨酸血症新生儿的临床资料,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 Sanger
测序并使用 DNAstar 软件对原始测序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检测到患儿 ASS1 基因编码区 2 个错义突变:第 13 外显子:c.910C>T (p.R304W)和第 14 外显

子 c.1087C >T (R363W),分别遗传自父亲和母亲,均为杂合突变。 
结论 SS1 基因 c.910C>T 和 c.1087C >T 复合杂合突变是导致患儿瓜氨酸血症Ⅰ型的分子病因,推
测其改变了 ASS1 蛋白的空间构象,从而影响 ASS1 蛋白的酶活性。 
 
 
PU-3527 

足月小样儿早发型血小板减少症围产期危险因素分析 
 

李禄全,蒋亚君,陈师,王雪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是新生儿期常见的出血性疾病之一,在危重新生儿中的发病率高达 12%-
27%,轻症患儿多呈自限性过程,重症者可引起全身多脏器出血甚至死亡。早发型血小板减少症

(Early-onset thrombocytopenia,EOT)是指生后 72 小时内发生血小板减少。EOT 病因复杂,常可导

致重症血小板减少,易发生颅内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分析 EOT 发病的危险因素,对预防新生儿发生

EOT,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有重要作用。目前国内缺乏对足月小样儿发生 EOT 的危险因素相关报

道。本研究旨在探讨足月小样儿 EOT 的危险因素,为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纳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2008 年 4 月至 2014 年 7 月收治的足月小样儿。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出生胎龄大于等于 37 周且出生体重<2500g,②入院日龄≤3 天。根据是否患

EOT 分为 EOT 组和非 EOT 组,收集两组患儿的围产期资料､ 入院后实验室检查等,比较两组患儿相

关因素差异情况。 
结果 324 例足月小样儿中,25 例(7.7%)发生 EOT。EOT 组的出生体重中位数低于非 EOT 组(2100g 
vs. 2250g,Z=2.984,P=0.003),宫内窘迫(48% vs. 38.4%, c2=4.213,P=0.04)､ 羊水污染(48% vs. 
26.8%,c2=5.121,P=0.024)､ 早发型败血症(12% vs. 2%,P=0.025)的发生率高于非 EOT 组

(P<0.05)。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羊水污染(β=0.879,OR=2.408,95%CI=1.042-5.565,P=0.04)､ 早

发型败血症(β=1.792,OR=6.001,95%CI= 1.362-26.429,P=0.018)与 EOT 有关。 
结论 羊水污染､ 早发型败血症为足月小样儿早发型血小板减少症的发病危险因素。在临床诊疗中,
对有羊水污染或考虑败血症的足月小样儿,需警惕血小板减少症的发生。 
 
 
PU-3528 

不同胎龄不同出生体重新生儿出生时血清水溶性维生素水平测定 
 

刘登礼,何必子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了解不同胎龄､ 不同出生体重新生儿出生时血清水溶性维生素水平。 
方法 应用国产 LANBIAO LK3000V 维生素检测仪对 63 例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新生

儿病房住院的出生 0-3 天新生儿血清水溶性维生素水平进行检测。 
结果 1.一般资料 按胎龄(GA)分为 3 组,≤33 周组 25 例,34-36 周组 22 例,≥37 周组 16 例;按出生体

重(BW)分为 2 组,<2500g 组 41 例,≥2500g 组 22 例。2.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时血清水溶性维生素

水平:(1)VitB1(nmol/L):≤33 周组 73.96±16.32,34-36 周组 87.80±23.80,≥37 周组 92.99±21.03L,≤
33 周组与≥37 周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2)VitB2(μg/L):≤33 周组 492.63±283.69,34-36 周

组 354.18±157.93,≥37 周组 395.47±193.02(>0.05);(3)VitB6(μmol/L):≤33 周组 47.12±21.5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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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周组 56.84±25.58,≥37 周组 42.50±19.63(>0.05);(4)VitC(μmol/L): ≤33 周组 39.62±13.85 ,34-
36 周组 42.28±11.91,≥37 周组 41.87±8.79 (>0.05);(5)叶酸(nmol/L):≤33 周组 14.79±7.98 ,34-36
周组 12.38±6.54,≥37 周组 10.89±3.80(>0.05);(6)VitB12(pmol/L):≤33 周组 47.12±21.52,34-36 周

组 180.74±24.67,≥37 周组 212.34±57.90(>0.05)。3.不同出生体重新生儿出生时血清水溶性维生

素水平:(1)VitB1(nmol/L):<2500g 组 80.10±21.12,≥2500g
组 90.21±21.53(>0.05);(2)VitB2(μg/L):<2500g 组 443.08±250.73 ,≥2500g
组 375.87±178.81(>0.05);(3)VitB6(μmol/L):<2500g 组 53.23±24.38,≥2500g
组 42.08±18.50(>0.05);(4)VitC(μmol/L):<2500g 组 39.33±12.65,≥2500g 组 44.46±9.90(>0.05);(5)
叶酸(nmol/L):<2500g 组 80.10±21.12,≥2500g 组 90.21±21.53 (>0.05);(6)VitB12(pmol/L):<2500g 
组 182.12±36.75,≥2500g 组 205.33±50.41(>0.05)。 
结论 除≤33 周组早产儿血清维生素 B1 水平低于足月儿外,其它水溶性维生素在不同胎龄和不同出

生体重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PU-3529 

长春市某医院新生儿肺炎的病例回顾性分析 
 

祝丽丽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通过对新生儿肺炎病例的回顾性分析,了解发生新生儿肺炎的基本情况和临床特征,探讨新生儿

肺炎预后不良和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为减少新生儿肺炎患儿预后不良发生和控制住院费用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采用病例回顾分析方法,共收集 510 例新生儿肺炎病例,收集整理患儿信息,分析新生儿肺炎患

儿预后不良影响因素及住院费用影响因素。 
结果 510 例新生儿肺炎病例,患儿的预后不良发生率随并发症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新生儿肺炎患儿中,发生并发症数量越多住院费用越高,患儿住院日越长住院费用越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并发症数量是新生儿肺炎患儿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在临床中应该重视和加强对这些因

素的治疗､ 控制和预防。新生儿肺炎患儿的住院费用的独立影响因素为住院日､ 并发症数量､ 日龄

､ 吸气性三凹征。减少不必要住院天数和及时控制病情是控制住院费用的重要手段。 
 
 
PU-3530 

优化围术期临床管理策略对先天性膈疝诊治疗效的影响 
 

朱莹,王俊,杨祖菁, 朱建幸,谢利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产前诊断膈疝后规范化处理及技术流程的优化改进对先天性膈疝(CDH)诊治的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 2005 年 1 月到 2016 年 8 月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诊断为 CDH 的新生儿病例的临

床资料。依据规范化处理实施时间,将 2005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收治的 CDH 为对照组,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收治的 CDH 为干预组,比较两组生存率､ 并发症等临床结局。 
结果 两组患儿在性别､ 出生胎龄､ 出生体质量､ Apgar 评分､ CDH 位置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对照组的总存活率为 53.3%,干预组为 8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机械

通气模式和气胸发生率的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的手术时间中位数为 4.5h,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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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9.5h,术后存活率对照组为 61.5%､ 干预组为 90.5%,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死

亡病例的首次血气分析显示,pH､ PCO2值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优化膈疝围手术期的临床处理对提高 CDH 的存活率以及减少并发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干预组

死亡病例存在更严重的肺发育不良。 
 
 
PU-3531 

血小板及其他实验室指标在新生儿败血症早期诊治中的应用研究 
 

李霄,卢文青,吴欣乐,陈丽萍,王巧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观察血小板计数( PLT )､ 血小板平均容积( MPV) ､ 血小板分布宽度( PDW) ､ 血小板压积

( PCT ) ､ 大血小板比率( PLCR) 和血生化､ CRP 等参数在新生儿败血症患者的变化,探讨其在快速

简便诊治败血症中的评估价值。 
方法 按照新生儿败血症诊断标准,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4 月收治的血培养阳性的新生儿 88 例

作为研究对象(I 组),选择同期入住的､ 非感染性疾病新生儿 88 例为对照组(II 组);根据病情严重程度

､ 参照新生儿休克评分标准判断是否合并休克将病例 I 组患儿又分为 2 个小组:Ia 组(临床病情较重,
合并休克,休克评分>6 分)和 Ib 组(临床病情较轻微,未合并休克或合并休克但休克评分≤6 分)。对其

及对照组展开血小板和血生化､ CRP 等指标的动态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血小板计数(PLT)､ 血红蛋白(Hb)､ 红细胞平均容积(MCV)在 I 组较 II 组显著降低,而 CRP､ 总

胆红素(TBIL)､ 直接胆红素(DBIL)及尿素氮(BUN)在 I 组较 II 组显著升高,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I 组血小板计数水平较 II 组降低明显(P<0.05);不同病情程度者的血小板计数水平 Ia 组

和 Ib 组存在明显差异(P<0.05);Ia 组和 Ib 组入院前 72 小时的血小板参数水平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发现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PLT ､ TBIL,CRP､ BUN､  MCV 等实验室指标均对败血症的早期诊断有指导意义,其中血小板

参数变化对新生儿败血症的发生､ 发展及预后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在临床诊治中应予重视,值得推广

使用。 
 
 
PU-3532 

一例新生儿肝血管瘤合并肝脏动静脉瘘术后的护理 
 

吕元红,周雀云,周乔佳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讲述一例早产儿肝血管瘤合并肝脏动静脉瘘术后护理成功案例, 与新生儿专科同行进行经验分

享 
方法 采用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用护理程序的方法从术后交接,病情的观察,呼吸道的管理,引流管的

护理,用药的护理,中心静脉导管(CVC),有创动脉血压监测(IBP)的维护,压疮的预防以及营养支持各方

面进行综合评估及护理  
结果 患儿顺利出院,无并发症发生,出院体重 2.1Kg  
结论 早产儿肝血管瘤术后护理是全方位,多方面的,维持患儿心功能正常,观察肝脏功能改变,做好各

引流管的护理是重点。 
 
 
PU-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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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实践 
 

乐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随着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对护理质量和水平的要求也随之提升。我国

卫生部曾明确提指出,将护理人文关怀落实到护理实践中。同时,患者对护理人文关怀的感受影响其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是出生 28 天内的危重新生儿,由于缺乏表达和沟

通能力。针对这类特殊的患者,如何将专科人文关怀护理工作做实､ 做细､ 做优,成为各大医学机构

研究的热点。本文旨在探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中的实施效果。 
方法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紧紧围绕“用心护理,用爱服务”这一专科人文关怀主题,人文关怀作为文化

护理的核心,从细化关怀环节,规划关怀进度､ 完善关怀流程, 努力做到人人懂关怀､ 会关怀,为患儿

提供安静､ 舒适的环境,将不良刺激降到 低。确保人文关怀护理的落实。将人文关怀的对象,由患

儿延伸到家属,以及护理人员。一､ 对患儿的关怀:1.从声音､ 光线､ 温度､ 湿度等细节着手实施护

理,关怀患儿。2.开展新生儿专科人文护理措施,如开展听觉､ 视觉､ 触觉训练;3.制定专科疼痛管理

方案,减轻护理操作疼痛;4.妈妈之声:录制患儿母亲的鼓励话语或歌声,定时播放并注意控制音量。5.
妈妈的手:制作模拟妈妈手形状的棉垫,轻轻搭在患儿腹部､ 肩部,给予安慰。二､ 对患儿家属的关

怀:1.特色节日活动:国际六一儿童节通过开展“定格新生,共渡六一”活动,医护人员拍摄患儿在住院期

间的可爱萌照片,并附上对宝宝的祝福,送给患儿家属,使她们感受关怀。2.新春佳节医护人员集体煮

饺子､ 汤圆送给患儿家属。3.个性化早产儿家庭课堂:由科室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授课,每月组织患

儿家属参加。4.爸妈能手培训班:为满足患儿出院后的护理,安排新手爸妈参加模拟情境的实操训

练。三､ 对护士的关怀:1.人性化排班模式 2.定期开展天使生日会､ 吐槽大会 4､ 心理园地､ 护士沟

通会､ 瑜伽半小时､ 新生儿跑吧等活动 
结果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新生儿科出院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平均分,分别为 85.73 分､

91.28 分､ 95.92 分。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新生儿科护理人员体验满意度调查问卷平均分,分
别为 88.12 分､ 92.33 分､ 96.89 分。 
结论 我科通过开展人文关怀护理模式,为患儿提供专科化､ 个体化的关怀措施,对护理人员实施关怀

式管理模式, 初步构建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专科关怀模式,规范专科人文关怀护理,培养关怀型专

科人才,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和护士满意度,该模式值得推广。 
 
 
PU-3534 

新生小鼠炎症性脑白质损伤及其机制的研究 
 

周婧婧,程国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1 

 
 
目的 研究 LPS 连续致炎导致未成熟脑白质损伤及其机制。 
方法 1.采用 C57/BL 新生小鼠连续 3 天( P3､  P4､  P5)腹腔注射 1mg/kg､  3mg/kg､ 5mg/kg､  
8mg/kg､  10mg/kg 浓度的 LPS 制备新生鼠败血症模型,监测小鼠 3 天( P4､  P5､  P6) 生存率。2. 
C57/BL 小鼠在 P3､  P4､  P5 腹腔注射 LPS 或生理盐水后 P6､  P8 灌注取脑,采用 HE 染色检测

造模后小鼠脑胼胝体部位病理变化。造模后 1d 处死,收取小鼠脑组织,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

检测小鼠脑 TNFα､ IL-1βmRNA 表达变化,采用免疫荧光双标检测星型胶质细胞( GFAP 阳性)和小

胶质细胞( Iba1 阳性)数目及形态。3.造模后 10d( P15)处死小鼠取材,采用 Wstern blot 方法检测髓

鞘碱性蛋白( MBP)表达,应用透射电镜观察轴突髓鞘化程度。4.造模后 3d( P8)处死小鼠,免疫荧光双

标检测少突胶质前体细胞 PDGFRα 阳性细胞数量, 以及 PDGFRα 与 Ki67 共标的增殖少突胶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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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细胞数量; 造模后 5d( P10)处死小鼠, 免疫荧光标记检测成熟少突胶质细胞标记物 CC1 以及少突

胶质细胞标记物 Olig2。5.在 C57/BL 小鼠造模后 1d 处死小鼠,采用 Wstern 
blot 方法检测小鼠脑 CX43､  CX47､  ERK､  pERK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C57/BL 小鼠在接受 3mg/kg 剂量的 LPS 腹腔注射后生存率较高, 体重下降较明显,因此, 选
择 3mg/kg 剂量的 LPS 为 C57/BL 小鼠建立新生鼠败血症模型。2.造模后病理结果显示, P6､  P8 
小鼠胼胝体炎症细胞浸润明显。3.LPS 刺激后 1d, 促炎因子 TNFα 和 IL-1βmRNA 明显升高, 星型

胶质细胞( GFAP)和小胶质细胞(Iba1)表达明显增加。3.与生理盐水组相比, LPS 组 P15 小鼠脑 
MBP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透射电镜下,髓鞘化轴突数量显著降低。4.LPS 组小鼠胼胝体少突胶

质前体细胞( PDGFRα)数目明显增加,增殖的少突胶质前体细胞( PDGFRα､  Ki67 双阳性)数目也明

显增加; LPS 组小鼠胼胝体成熟少突胶质细胞( CC1)明显低于 NS 组, LPS 组小鼠胼胝体少突胶质

细胞标记物 Olig2 表达也明显低于 NS 组。5.与 NS 组相比, LPS 组小鼠脑星型胶质细胞缝隙连接

蛋白 CX43 和少突胶质细胞缝隙连接蛋白 CX47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LPS 组小鼠脑 pERK 蛋白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NS 组。 
结论 LPS 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反应可显著抑制脑髓鞘化形成。主要引起早期少突胶质前体细

胞数量和增殖增加,但成熟少突胶质细胞减少。LPS 刺激可增加脑缝隙连接蛋白 CX43 和 CX47 表

达,同时,LPS 刺激可以增加 pERK 表达。 
 
 
PU-3535 

浅谈新生儿护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袁小玲,李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浅谈分析新生儿护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方法 从新生儿的特点､ 新生儿护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知识进行浅谈与讲解。 
结果 通过浅谈与讲解,熟悉了新生儿的特点,掌握了新生儿护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对策。 
结论 新生儿护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多种,揭示要做好新生儿护理方面的工作,需找到存在问题的解

决对策,才能保证新生儿的身心健康与茁壮成长。 
 
 
PU-3536 

新生儿顽固性低血糖伴代谢性酸中毒一例 
 

王娜,王琳,王柳瑶,刘亚兰,蔡馥丞,王岑岑,周艳芬,贺海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通过对一例以“顽固性低血糖､ 呕吐､ 代谢性酸中毒､ 高乳酸血症”为特征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

的临床诊治思路分析以及串联质谱检查和家系的基因分析,强化临床上对遗传代谢病的规范性诊断,
初步探讨此类疾病的基因分析在产前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用串联质谱(MS/MS)进行定量分析测定氨基酸以及酰基肉碱水平,气相质谱(GC-MS)定量分析

测定尿有机酸水平;低血糖发作时行胰岛素以及 C 肽含量检查;并对患儿以及父亲､ 母亲行基因测序

分析。 
结果 血串联质谱遗传代谢病检测显示:谷氨酸增高,瓜氨酸降低;尿有机酸气相质谱检测显示:5-氧合

脯氨酸增高,乳酸及丙酮酸增高,提示酮尿。胰岛素水平 48.62uIU/ml;基因分析结果尚在进行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531 
 

结论 以“低血糖､ 呕吐､ 代谢性酸中毒､ 高乳酸血症”为特征起病的新生儿常提示存在遗传代谢性疾

病,需要尽快完善串联质谱检测以及胰岛素水平检查来排查相关疾病,确诊仍需行基因检查。 
 
 
PU-3537 

新生儿低血糖临床及高危因素分析 
 

宋丹,梅花,张亚昱,新春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探讨新生儿发生低血糖的相关危险因素,为预防新生儿低血糖的发生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在我院新生儿病房住院治疗的发生低血糖的新生儿 120 例为

病例组,选择同时间､ 同群体,无血缘关系的血糖正常的新生儿 120 例为对照组,回顾分析两组临床资

料,对低血糖相关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比较早产､ 低出生体重､ 小于胎龄､ 母亲妊娠期糖尿病､ 新生儿窒息､ 红细

胞增多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早产(OR = 
3.451,95 %CI : 1.642,7.253)､ 低出生体重(OR = 3.389,95 %CI : 1.687,6.807)､ 小于胎龄(OR = 
4.030,95 %CI : 1.564,10.384)､ 母亲妊娠期糖尿病(OR = 3.523,95 %CI : 1.114,11.139)､ 新生儿窒

息(OR = 2.032,95 %CI : 1.019,4.052)､ 红细胞增多症(OR = 5.571,95 %CI : 1.569,19.785)是新生

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P<0.05)。 
结论 新生儿低血糖的危险因素有早产､ 低出生体重､ 小于胎龄､ 母亲妊娠期糖尿病､ 新生儿窒息

､ 红细胞增多症,有低血糖危险因素的新生儿应常规检测血糖,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低血糖,避免低血糖

脑损伤。 
 
 
PU-3538 

NICU 中早产儿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婷,陈明娜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究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中早产儿前期的营养情况和成长缓慢(EUGR)的影响原因 
方法 采集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进入 NICU 的早产儿情况材料 200 份 
结果 100 例早产儿中就体重､ 身长､ 头围 EUGR 的出现情况分别是 49.3%､ 28.4%､ 9.8%。低于

胎龄､ 出生体重低､ 身重量减少的程度高､ 入住时段平均重量上升幅度小､ 口服热卡达成标准摄取

时间长､ 母体带有并发症或合并症是造成早产儿出现 EUGR 的关键原因。 
结论 早产儿入住时段营养和成长情况较差,EUGR 出现率高。合适的营养补充､ 高效的针对关键原

因对提高早产儿营养情况和后期准备有巨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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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39 

应用 PDCA 提高护士 PICC 导管接头消毒依从性的效果观察 
 

李丽玲
1,胡晓静

1,张玉侠
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质量持续改进(PDCA)对提高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护士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

(PICC)导管接头消毒依从性及降低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LABSI)发生的效果观察。 
方法 2016 年 3 月我院 NICU 成立 PDCA 小组,根据 PDCA 步骤实施项目,比较改进措施应用前后两

组护士 PICC 导管接头消毒依从性,同时比较间接指标 CLABSI 的发生率。 
结果 应用 PDCA 进行第一轮质量改进后护士 PICC 导管接头消毒依从性改善明显(P<0.001),同期

CLABSI 的发生率降至 0‰。 
结论 PDCA 作为临床管理工具可以有效提高护士 PICC 导管接头消毒的依从性,从而降低 CLABSI
的发生。 
 
 
PU-3540 

不同绒毛膜性质对双胎妊娠结局的影响 
 

吴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对比单绒毛膜性和双绒毛膜性双胎妊娠孕产妇的临床结局,分析不同绒毛膜性质对双胎儿结局

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492 例双绒毛膜双胎及 214 例单绒毛膜双胎孕产

妇,统计临床资料,对两组孕产妇的一般情况､ 并发症､ 分娩孕周及双胎儿结局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1)单绒毛膜组孕母的平均年龄为 29±4 岁,双绒毛膜组孕母的平均年龄为 32±4 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与双绒毛膜相比,单绒毛膜组试管婴儿所占的比例显著较低(7.9% vs 69.3%),胎膜

早破的发生率均较低(15.0% vs 21.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相比,孕次､ 剖宫产､

妊娠期糖尿病､ 子痫前期､ 肝内胆汁淤积症､ 胎盘前置及慢性盆腔炎等并发症无明显差异

(P>0.05)。(2)单绒毛膜组孕母的平均分娩孕周为 33.1±4.7 周,双绒毛膜组的为 34.7.±3.8 周,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双绒毛膜组相比,单绒毛膜组早产的发生率明显较高(90.2% vs 59.6%),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与双绒毛膜组相比,单绒毛膜组双胎儿宫内死亡的发生率明显较高

(19.6% vs 1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双胎输血综合征共有 21 例,均为单绒毛膜妊娠。两

组相比,先天性畸形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绒毛膜妊娠是双

胎儿发生宫内死亡(OR=1.851;95%CI 1.062-3.229)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不同绒毛膜性双胎妊娠的孕产妇的并发症无明显差异,而单绒毛膜双胎妊娠与早产密切相关,且
是胎儿宫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早期确定双胎绒毛膜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单绒毛膜双

胎孕期及围产期的管理,是改善围生儿预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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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41 

脉搏灌注变异指数在脓毒症患儿液体复苏中的应用价值 
 

徐南
1,2,徐杰

2,李函
1,邱秀娟

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在脓毒症患儿的抢救中,脉搏灌注变异指数对于液体复苏的指导价值。 
方法 纳入 80 例接受早期目标指导治疗(EGDT)的脓毒症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抽签分为两组,各 40
例。观察组以 PVI 指导液体复苏,对照组以超声(TTE)指导。记录两组患儿病死率,比较两组液体复苏

前后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 氧合指数(PaO2/FiO2)､ PRISM Ⅲ评分及乳酸清除率。比较两

组 ICU 住院时间及总补液量。 
结果 观察组死亡 4 例(10%),对照组死亡 7 例(17.5%),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其余患者均达

到复苏标准。观察组治疗后 PaO2/FiO2显著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P<0.05),PRISM Ⅲ评分显著低于

治疗前和对照组(P<0.05)。观察组乳酸清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ICU 住院时间､ 补液量及并

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脉搏灌注变异指数指导脓毒症患儿液体复苏具有持续无创监测的优点,可以对容量状态进行评

价,从而达到满意容量控制效果,改善预后。 
 
 
PU-3542 

母乳相关成分分析的研究进展 
 

孙芸
1,韩艳宾

2,蒋海燕
1,何海英

1,刘利军
1 

1.内蒙古自治区包钢公司第三职工医院 
2.内蒙古包头市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主要综述母乳喂养的优点以及近年来有关母乳中三大主要营养成分在泌乳期变化趋势,旨
在提倡母乳喂养及进行跟踪检测母乳成分,为指导足月儿及早产儿喂养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从而保

障新生儿健康成长。 
方法 研究母乳中主要成分的变化趋势 
 
 
PU-3543 

新生儿先天性凝血因子Ⅻ缺乏症一例 
 

王岑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临床上新生儿期诊断先天性凝血因子Ⅻ缺乏症(congenital  factor Ⅻ deficiency )病例少见,容易

漏诊,通过对该病例的回顾及文献复习,进一步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通过回顾该病例的临床特点,诊治经过及预后转归,以期获得对该类疾病更深刻的认识。 
结果 本例患者因新生儿黄疸(后证实为 RhD 溶血病)在我院住院治疗期间常规筛查凝血功能发现

APTT 明显延长(165.7s),而 PT､ TT､ FIB 结果正常,从而完善凝血因子全套等相关检查确诊此病。 
结论 观察发现,本病患者平日并不存在出血倾向,故临床上见到的病例通常为术后或创伤后出血不止

､ 血肿形成,或出现鼻衄､ 斑等出血征时被发现,新生儿期发现者少见,更易漏诊,临床实践中凝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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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凝血因子全套检查等有助于该类疾病的早期识别和诊断,通过输注血浆,有助于改善此类疾病的

出血症状及实验室指标的异常,因此,早期识别和诊断显得尤为重要。 
 
 
PU-3544 

BNP､ NT-proBNP､ 肌钙蛋白在新生儿 

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孙芸,刘利军,何海英,蒋海燕,王蔷,杜凤华,孙秀丽,赵常亮,李艳辉,白晓婷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公司第三职工医院 014010 

 
 
目的 本文主要阐述 BNP､ NT-proBNP､ 肌钙蛋白(cTn)在新生儿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PU-3545 

母婴同时院内获得 ESBL 菌肠道定植 1 例报道 
 

赵艳玲
1,孙利伟

1,Hong yin2,阴春霞
3,李丽红

1,张晓杰
1,杜柯凝

1,杜柯凝
1,袁影

1 
1.长春市儿童医院 
2.瑞典林雪平大学 

3.长春市妇产科医院 
 

 
目的 本文报道 1 例住院分娩期间母婴同时院内获得 ESBL 菌肠道定植株病例,及应用全基因组测序

技术对 ESBL 菌基因型及耐药性分析结果。 
方法 材料及病例来自长春市国健妇产科医院住院出生的健康新生儿及其母亲,分别采集刚出生新生

儿第一次排出粪便(标本 1)､ 出生后 72 小时便样(标本 3)约 5ml;新生儿母亲于入院当天(标本 2)和入

院超过 72 小时(标本 4)分别采集便样约 5ml,然后用瑞典产粪便拭子运输培养系统棉拭子取粪便于培

养管中,待用。样本来自 1 个家庭共 4 分标本。粪便标本细菌培养;应用道尔顿公司质谱仪进行菌种

鉴定;ESBL 确证试验;全基因组测序技术 ESBL 基因型检测。 
结果 新生儿刚出生粪便标本 ESBL 菌培养阴性,出生 72 小时后粪便标本 ESBL 菌阳性;母亲入院时

粪便标本 ESBL 菌培养阴性,入院 72 小时后粪便标本 ESBL 菌培养阳性,培养皿上长出粉色光泽菌

落。提示母婴同时院内获得 ESBL 菌肠道定植。ESBL 菌种鉴定结果 ESBL 菌培养阳性菌株经飞行

质谱鉴定为大肠埃希菌。ESBL 菌基因型检测结果 新生儿与母亲基因型完全一致,见表 1。ESBL 菌

耐药基因检测结果 两株大肠埃希菌存在多种相同的耐药基因,见表 2。 
表 1 母婴粪便标本 ESBL 菌基因型检测结果  
  CTX-M-24 CTX-M-14 CTX-M-18 CTX-M-27 CTX-M-42 CTX-M-15 TEM-1 
母亲 +* -" - - - - + 
新生儿 + - - - - - + 
  
表 2 大肠埃希氏菌携带耐药基因  
Sample aadA5 strA strB sul1 sul2 dfrA17 
sample 2 +* + + + + + 
sample 4 + + + + + + 
  
结论 新生儿可在母亲分娩住院期间,与母亲同时获得产 ESBL 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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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46 

罗宾序列征下颌骨牵引安置术前后的护理 
 

钱丽清,李丽玲,胡晓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了 1 例新生儿罗宾序列征围手术期的证据为基础的护理。 
方法 护理要点:查找文献,对患儿进行术前加强体位护理和保持呼吸道通畅,术后积极预防压疮､ 给予

疼痛评估和护理､ 加强伤口和呼吸道的管理等。 
结果 进过 5 周的精心治疗与护理,患儿顺利出院。 
结论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手术操作水平的提高,新生儿罗宾综合征手术成功率逐年增高。在围手术

期应密切观察患儿生命体征变化,妥善处理呼吸困难,合理喂养,根据文献中的近年来的新的护理措施

对患儿进行正确全面细致的护理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健康教育大大提高了新生儿罗宾综合症父母的

居家照顾能力。 
 
 
PU-3547 

一例腹膜透析治疗新生儿急性肾衰竭的护理 
 

李杨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总结一例因感染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新生儿进行腹膜透析治疗的护理经验。 
方法 一例患儿生后 6 天因“发热两天余“入我院 NICU 治疗。入院第三日由于出现无尿,考虑急性肾功

能衰减,因此进行腹膜透析治疗。 
结果 经过数日的腹膜透析治疗,患儿肾功能衰竭得到好转,并 终痊愈。对患儿腹膜透析治疗过程中

的护理要点:严格无菌操作､ 透析管道护理､ 透析液选择､ 感染与支持治疗､ 病情观察､ 患儿家属

的心理支持等。 
结论 新生儿急性肾功能衰竭是临床医疗实践中时有发生的危重情况,而腹膜透析治疗是治疗新生儿

急性肾功能衰竭､ 赢得肾脏恢复时间､ 挽救患儿生命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U-3548 

1 例新生儿永存性双上腔静脉植入 PICC 的置管和护理体会 
 

钟雪,王世平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31 

 
 
目的 目前 PICC 置管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新生儿的救治中,随着置管技术的成熟和规范化,各种并

发症在逐年的减少。其中导管尖端进入右心房是 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导管有可能会造成心率失常

﹑损伤心肌﹑穿破心脏包膜,危及生命。永存性双上腔静脉(PLSVS)是胚胎发育过程后阶段发育障碍

造成的畸形,新生儿发病率为 0.42%,根据相关报道 PLSVS 在心天型血管畸形中占 1%—5%,在临床

中较少见。新生儿永存性双上腔静脉置入 PICC 的报道和护理经验更是少见,我科于 2017 年 1 月

21 日为一 34+2W双上腔静脉早产儿置入 PICC 导管且成功留置 25 天,未出现并发症,现将置管及护

理经验报道如下 
方法 患儿,女,早产儿,因 34+2W,出生体重 2110g,生后 30 分钟,2017 年 1 月 20 日收入我科。1 月 21
日在计划下行 PICC 置管,选择左手贵要静脉,昊朗科技 PICC1.9F 导管置入 14cm,外露 1cm,整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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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过程顺利,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导管送达预测长度,回血良好,予以正压封管并固定。X 片定位导管尖

端位于 T6 锥体下缘左侧平面,根据患儿 X 片定位结果,怀疑患儿为永存性双上腔静脉,请超声科会

诊。会诊后诊断患儿为:永存性双上腔静脉。综合 X 定位信息和超声会诊结果,决定退出导管 1cm,
终床旁 X 拍片定位于 T4 锥体下缘左侧平面。取得家长同意后留置此 PICC 管道使用。 
结果 结果 PICC 管留置 25 天,因全奶喂养成功,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拔出导管,导管尖端送培养检

查,7 后无菌生长 
结论 新生儿 PLSVS 置入 PICC 且成功留置使用的关键在以下些几点:①发现 PICC 管道 X 定位行走

异常的时候,不要急于拔出导管,可请超声或心内科会诊,确诊是否为 PLSVS;②确定 PLSVS 的类

型,PLSVS 的类型分五种,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开口于右心房且无其他心脏内合并症的类型才适合留置

PICC 管;③使用过程中此 PICC 管道应当严密监控,如管道的定位,床旁超声定位是一种方便又安全

的定位方式,可以参考使用;④新生儿 PLSVS 置入 PICC 且留置的情况在临床少见,相比较成人

PLSVS 置入 PICC 而言更是寥寥无几,所以要做好患儿家长知情同意,强调此管道的特殊性。 
 
 
PU-3549 

抑制 HIF-1α 与激活 Wnt 信号通路对早产儿 
脑损伤近期､  远期影响初步探讨 

 
徐颖,戴王娟,蒋犁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未成熟脑白质损伤(white matter damage, WMD)是早产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主要病变表

现。该实验通过构建对新生 3 天乳大鼠构建经典早产儿 WMD 动物模型,探讨抑制 HIF-1α 并通过激

活 Wnt 信号通路对早产儿脑损伤是否存在修复作用,为干预治疗早产儿脑损伤提供新思路。 
方法 取三日龄(postnatal day 3,P3)SD 乳大鼠,随机分为 WMD､ WMD+PHI(PHI 为 HIF-1α 抑制剂)
､ WMD+PHI+Wnt 激动剂､ WMD+PHI+XAV939(XAV939 为 Wnt 抑制剂),建立经典 WMD 动物模

型,并于造模后 24h 根据实验分组分别予干预。分别于术后 1d､ 3d､ 7d､ 14d 取脑组织,利用组织免

疫荧光方法,观察各组各时间点脑组织中前体细胞(OPC)及少突胶质细胞(OL)的变化;利用 Western 
blot 技术测定各组各时间点脑组织中 HIF-1α 蛋白表达情况;通过 RT-qPCR 技术检测各组各时间点

脑组织中 HIF-1α 及 Wnt7a 的 mRNA 水平。于术后 28 天,通过悬吊实验､ 旷场实验､ 避暗实验对各

组实验鼠进行行为学检测。 
结果 1.免疫荧光结果: 1d､ 3d 脑片中,脑室周围可见散在分布前体细胞(OPC),7d､ 14d 脑片中,侧脑

室周围白质区域内可见散在分布少突胶质细胞(OL),这一现象在 WMD+PHI+Wnt 激动剂实验组中

为明显。2.Western blot 结果:HIF-1α 蛋白含量呈衰减趋势,同一时间点,与 WMD 组相比,应用 HIF-
1α 抑制剂后,HIF-1α 的蛋白含量明显增加。尤其在联合应用 Wnt 激动剂后,HIF-1α 的蛋白表达量出

现同时间点的小高峰。3.RT-qPCR 结果:HIF-1α 与 Wnt7a 的表达量均呈衰减趋势。同时间点相

比,WMD 组中两者的表达量 少,使用 HIF-1α 抑制剂后,两者的表达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在联合

应用 HIF-1α 抑制剂与 Wnt 激动剂的实验组中两者的表达量呈现小高峰。且 HIF-1α 与 Wnt7a 的表

达量呈正相关(r=0.765,p<0.05)。4.远期行为学实验提示:早期应用 HIF-1α 抑制剂后,对实验鼠肌力

行为未造成明显改变,但实验鼠情感认知及记忆功能方面明显改善,这一现象尤其在联合应用 Wnt 激
动剂的实验组中更为明显。 
结论 在 3 日龄未成熟大鼠脑白质损伤后通过联合应用 HIF-1α 抑制剂和 Wnt 激动剂后,可有效减少

由缺氧所致的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的损伤及丢失,并在一定程度内促进前体细胞的增殖,因此当机

体缺氧状态得到改善后,有更多的前体细胞可以参与到向少突胶质细胞的分化中,进一步促进中枢神

经系统髓鞘化构建的形成,帮助维持中枢神经系统结构及功能的稳定,对早产儿脑损伤具有部分修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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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50 

孕期维生素 D 水平与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的相关性研究 
 

付淑芳 
三峡大学人民医院 443000 

 
 
目的 讨论孕期维生素 D 水平与胎儿宫内窘迫以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的关系。 
方法 从我院 1496 名产妇中挑选出 53 名因胎儿窘迫行紧急剖宫产分娩的产妇作为病例组,再从剩余

患者中随机抽取 120 名作为对照组(两年中每个月 5 名)。入选病例均采集了妊娠 12 周时孕妇的血

清样本,完成 25-OH 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测。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维生素 D 水平的差别。再将维生素

D 缺乏的产妇(25-OH 维生素 D<50 nmol/L)95 例与非缺乏的产妇(25-OH 维生素≥50 nmol/L)78 例

分为 2 组,比较其分娩时新生儿的窒息的发生率有无差别。 
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背景特征(年龄､ 身高､ 体重指数)没有差别,因胎儿窘迫行剖宫产孕妇的 25-
OH 维生素 D 水平是(43.6±18)nmol/L,对照组的是(18.6±19)nmol/L(P=0.1),校正了初产因素和妊娠

高血压因素后分析,病例组的维生素 D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4)。维生素 D 缺乏组(N=95)出生窒息

的发生率高于非缺乏组(N=78)(24.2%和 11.5%,P=0.03)。 
结论 因胎儿宫内窘迫而行剖宫产的产妇在孕早期体内的维生素 D 水平更低,孕早期维生素 D 缺乏的

母亲在分娩时更有可能发生新生儿窒息。 
 
 
PU-3551 

早产儿出院后 1 年内再入院风险分析 
 

赵婧,皮光环,陈玉蓉,周碧琼,黎晓娅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早产儿出院后 1 年内再次住院的危险因素。 
方法 本回顾性研究包括 2015 年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所有出生胎龄在 37 周以下的早产儿,共 724
名。设计问卷调查表,并进行电话随访出院后 1 年内早产儿再入院情况。 
结果 33.2%的早产儿在出院后 1 年内因内科或外科原因再次住院。呼吸系统疾病是住院的主要原

因。以下因素和住院次数的增加有关:出生体重 <1000g､ 出生时胎龄<29 周､ 宫外生长发育迟缓和

慢性肺部疾病。 
结论 建立早产儿出院时风险评估系统十分重要,详尽的出院后治疗方案对早产儿有益。在新生儿出

院后应该继续建立起父母､ 患儿､ 医院以及城市健康工作者之间的强大网络。这可能有助于降低极

早产儿的再次住院率。 
 
 
PU-3552 

新生儿先天性凝血因子Ⅻ缺乏症一例 
 

王岑岑,王琳,王娜,刘亚兰,蔡馥丞,周艳芬,王柳瑶,贺海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临床上新生儿期诊断先天性凝血因子Ⅻ缺乏症(congenital  factor Ⅻ deficiency )病例少见,容易

漏诊,通过对该病例的回顾及文献复习,进一步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通过回顾该病例的临床特点,诊治经过及预后转归,以期获得对该类疾病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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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例患者因新生儿黄疸(后证实为 RhD 溶血病)在我院住院治疗期间常规筛查凝血功能发现

APTT 明显延长(165.7s),而 PT､ TT､ FIB 结果正常,从而完善凝血因子全套等相关检查确诊此病。 
结论 观察发现,本病患者平日并不存在出血倾向,故临床上见到的病例通常为术后或创伤后出血不止

､ 血肿形成,或出现鼻衄､ 斑等出血征时被发现,新生儿期发现者少见,更易漏诊,临床实践中凝血功

能､ 凝血因子全套检查等有助于该类疾病的早期识别和诊断,通过输注血浆,有助于改善此类疾病的

出血症状及实验室指标的异常,因此,早期识别和诊断显得尤为重要。 
 
 
PU-3553 

早产儿 ABO 溶血病临床分析 
 

赵婧,许玉霞,皮光环,陈玉蓉,周碧琼,黎晓娅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早产儿 ABO 血型不合溶血病的临床特点及严重程度。 
方法 纳入 163 名出生胎龄 29-35 周确诊为 ABO 溶血病的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对照组为相应胎龄､

出生体重无 ABO 溶血病的早产儿,所有早产儿均为 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

医院新生儿科住院患儿。记录生后 10 天内红细胞比积､ 总胆红素水平､ 光疗需求以及血型抗体等

测定结果。 
结果 生后 10 天内,ABO 溶血组与对照组红细胞比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 天以后总胆红素水平以及

光疗时间高于对照组。亚组分析显示,出生胎龄在 29-31+5 周的 ABO 溶血组早产儿,红细胞比积及

总胆红素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出生胎龄在 33-35+5 周的 ABO 溶血组早产儿

直接抗人球蛋白阳性检出率､ 总胆红素水平及光疗时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随着胎龄的增加,ABO 溶血病早产儿直接抗人球蛋白阳性检出率及新生儿黄疸发生率增加。 
 
 
PU-3554 

新生儿期发病的 Dubin-Johnson 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石晶,杨晓燕,赵静,唐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新生儿期起病的 Dubin-Jonson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经验。 
方法 分析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Dubin-Jonson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回顾总结

患儿临床资料及诊治经过。 
结果 男性患儿,因早产入院。入院后第 2 天出现皮肤黄染,1 周时皮肤呈青铜色,查生化提示 TSB 
244µmol/L,BU 174.10µmol/L, BC69.90µmol/L,GGT 420µmol/L,AST､ ALT 未见异常,予熊去氧胆酸

及丁二磺腺苷蛋氨酸治疗后,患儿总胆红素有所下降,但直接胆红素持续增高, TSB 维持于

110µmol/L 左右,BC 维持于 90µmol/L 左右,持续至生后 6 月黄疸逐步消退,1 岁时肝功能检查正常,随
访至 2 岁肝功能未见异常。病程中未见白陶土样大便,肝脾未扪及肿大,患儿体格发育及神经系统发

育未见异常。TORCH(-),血及尿 CMVDNA 阴性,腹部 B 超可见胆囊,血及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未

见异常。全基因序列检查:ABCC2 基因编码区 1181 和 IVS19+3 位点测序 c.1181C>T(E9)和
IVS19+3A>G 核酸突变,p.394,T>I 氨基酸突变,患儿父亲基因测序提示 c.1181C>T(E9)存在核酸突

变,母亲存在 IVS19+3A>G 核酸突变。基因检测提示 Dubin-Johnson 综合征可能性大。患儿生后 3
月接受腹腔镜胆道造影检查未见胆道闭锁征象,肝脏活检提示“肝细胞水样变性,部分气球样变,部分肝

细胞淤积伴胆栓形成,部分肝窦扩张,门管区少量淋巴细胞浸润伴纤维组织增生,门管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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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文献检索未查到中文文献,检索到 11 篇外文病例报道,所有新生儿期起病 Dubin-Jonson 综合征患

儿均与 ABBCC2 基因重要功能 ABC 区突变有关,新生儿期起病的 Dubin-Jonson 综合征患者预后良

好,熊去氧胆酸及苯巴比妥治疗可以降低胆红素水平。 
结论 Dubin-Johnson 综合征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临床特点主要为长期性或间歇性以直接胆红素

增高为主的黄疸,新生儿期起病的 Dubin-Johnson 综合征罕见,基因检测及肝脏活检是该病诊断的关

键方法。 
 
 
PU-3555 

Is there a potential link between vitamin D and pulmonary 
morbidities in preterm infants? 

 
yang yang 
nj 210008 

 
 
Objective There hasn’t been conclusive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and pulmonary 
morbidities of prematurity. 
Methods 106 preterm infa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cruited into this study. All the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on the clinical data and blood samples within 24 hours of admission. 
Results  (1) RDS patients mainly focused on ≤30 weeks compared with other two gestational 
ages. The on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vitamin D between RDS and non-RDS patients reflected 
in “≤30 weeks” stage. (2) BPD patients also mainly focused on ≤30 weeks stages. It showed 
significance both in “≤30 weeks” stage and “30-34 weeks” stage. (3) Though vitamin D 
concentration in MV group was lower than non-MV group, ther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4) 
Vitamin D concentration in death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survival patients at discharge. 
(5) It showed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vitamin D concentration and serum Ca, serum P, days 
with MV and days with oxygen in “≤30 weeks” stage. 
Conclusio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vitamin D between RDS and non-RDS patients only 
reflected in “≤30 weeks” stage.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BPD were both showed in “≤30 
weeks” stage and “30-34 weeks” stag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days with oxygen”. However, the 
overall effect of preterm infants did not show any difference. It seems that the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 level of vitamin D is beneficial to the normal lung maturation. Large sample, multi-
center RCTs are very necessary. 
 
 
PU-3556 

标准操作规程对新生儿监护病房医院感染的干预效果 
 

王静娜,李兴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标准操作流程对新生儿监护病房(NICU)医院感染的干预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我院实施标准操作规范规程后的 NICU 收治的 200 例患

儿作为观察组,另抽取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未实施标准操作规程的 200 例患儿作为对照组,统
计两组医院感染发生率､ 住院天数,并统计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1.5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9.00%(P<0.05);观察组住院时间为

(10.82±3.16)d,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3.58±4.67)d,P<0.05;观察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为 96.00%,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 82.50%(P<0.0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540 
 

结论 标准操作流程在 NICU 中的应用,在显著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和缩短住院时间的同时,还能提高

患儿家属满意度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PU-3557 

安抚奶嘴加俯卧位对新生儿肌肉注射疼痛效果的研究 
 

卢瑞存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安抚奶嘴加俯卧位缓解新生儿肌肉注射疼痛的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至我科住院的 96 例足月肺炎新生儿随机分为 3 组,患儿接受肌

肉注射时给予安抚奶嘴､ 俯卧位､ 安抚奶嘴加俯卧位三种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比较三种方法缓解

疼痛的效果。 
结果 安抚奶嘴加俯卧位这种护理干预效果要优于单纯的使用安抚奶嘴或单纯的使用俯卧位,安抚奶

嘴又优于俯卧位能缓解患儿疼痛,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给予患儿进行肌肉注射等护理相关操作时,可协同他人采取奶嘴安慰和俯卧位同时支持以缓

解操作带来的疼痛,在条件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奶嘴安慰,也能很好的达到缓解疼痛效果。 
 
 
PU-3558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的效果研究 
 

朱宏瑞,卢瑞存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的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选定提高新生儿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为活动主题,对影响新生儿静脉留置

针保留时间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对策,并组织实施 
结果 经过 7 个月的 QCC 资料收集､ 分析､ 对策､ 实施,解决了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短

的问题 
结论 品管圈活动能有效提高新生儿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 
 
 
PU-3559 

脐静脉置管在 NICU 早产儿中的临床分析 
 

周金君,李双双,张小华,顾瓅,严金芳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226018 

 
 
目的 探讨脐静脉置管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早产儿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 NICU 收治 120 例的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分为脐静脉置管

组(60 例)和外周静脉置管组(60 例)。观察两组一次性置管成功率､ 静脉通道建立时间､ 留置时间､

恢复出生体重时间及合并症。纳入标准:胎龄≤32 周､ 体重≤1500g､ 生后 6 小时入院。排除标准:
合并腹膜炎､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脐炎､ 脐膨出。研究组为脐静脉留置组,共 60 例,生后留脐 2cm,
入院后家属签署脐静脉置管同意书。对照组为外周静脉留置组,共 60 例,均断脐后外院转入。分别记

录两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 5minApgar 评分。研究组行脐静脉置管,参照《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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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学》第 4 版:消毒脐部及其周围皮肤,用无菌刀片在距脐部 1cm 处将脐带切断,辨认脐静脉。

把含有肝素的生理盐水针筒连接脐静脉导管,使导管内充满液体,导管逐步插入脐静脉,插入深度为体

重 kg*1.5+5.6cm,边插边抽回血,回血顺利,则导管固定,脐残端荷包缝合, 后将导管用胶布固定于腹

壁。行床边 X 线检查导管位置。如导管前端位于膈上 0.5~1cm,置管成功。如导管前端位于膈下､

肝脏静脉､ 门静脉或打折,则视为置管失败,给予拔除。对照组行经外周静脉穿刺术:根据早产儿情况

选择相应的硅胶管,取肘正中静脉､ 头静脉。将患儿置于辐射台,常规消毒穿刺部位,经由 20G 蝶形穿

刺针插入相应的外周静脉,回血后将上肢良好固定,严格按照外周静脉穿刺置管流程操作。 
结果 脐静脉留置组操作一次性置管成功率为 86.6%,外周静脉置管一次性成功率 63.6%。两组在静

脉通道建立､ 留置时间､ 恢复出生体重时间及住院天数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的合并症败

血症､ 堵管发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脐静脉置管能快速建立静脉通道､ 有利于早产儿恢复出生体重､ 缩短住院时间､ 相关合并症

发生率低,可达到理想的临床效果。 
 
 
PU-3560 

2 例体表巨大血管瘤伴卡梅现象患儿的护理 
 

张丹,陆春梅,季福婷,李志华,王来栓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对本科室收治的 2 例卡梅现象患儿的一般资料､ 临床护理情况进行总结,报告如 
下。 
方法 病例一:男,孕 32+4 周,出生体重 1570g,因“发现右肩部肿块至今,便血半天”入院,右侧肩胛外侧

可见 4*4cm 暗红色肿块,突出皮肤表面,边界清,质硬,压之不褪色。病例二:男,孕 38+6 周,出生体重

3050g,因“生后发现有大腿包块 27 天,加重 1 周”入院。右大腿肿胀明显,大腿围 33cm,右下肢､ 右腹

股沟､ 会阴及阴囊皮肤呈紫红色,部分为暗紫色。皮温不高,无压痛及触痛。患儿入院时血小板均

<5*109 /L,凝血时间延长,予大剂量激素冲击联合长春新碱治后病情好转出院。 
结果 1.病情监测。患儿存在明显的血小板减少及凝血功能紊乱,因此应注意实验室检查结果,密切监

测患儿有无出血的症状并及时处理。 
2.预防出血。患儿血小板 低时仅有 2*109/L,极易出现颅内出血,此时各项治疗护理有计划地集中进

行,给予包被包裹,安抚奶嘴以保持患儿安静,减少头部活动,抬高头肩 20~30cm。同时严密观察有无

颅内出血表现。 
3.瘤体部位皮肤护理。每班观察瘤体的大小､ 颜色､ 表面张力､ 有无压迫周围组织,及时记录。避免

摩擦,动作轻柔,以防瘤体破损。 
4.预防感染。严格执行手卫生操作,加强基础护理。 
5.营养支持。 
6.用药护理。①长春新碱。属发泡剂,一般需经中心静脉给药,但卡梅综合征患儿长春新碱应用频率

为每周一次,考虑到留置中心静脉经济成本高,堵管风险大,因此给予经外周静脉应用长春新碱。首选

粗､ 直､ 富有弹性静脉,如:贵要静脉､ 腋静脉､ 大隐静脉等,严禁选用头皮静脉穿刺。留置针穿刺成

功后注射长春新碱前先用生理盐水冲管,确认留置针位于血管内,再推注长春新碱,推注过程中每推注

1ml 抽回血一次,以保证推注过程中留置针一直位于血管内。推注完毕后再次使用生理盐水脉冲式冲

洗管路,正压封管,封管后将留置针拔除。留置针穿刺部位使用红色油性笔进行标记,每班观察有无局

部药液外渗情况的发生。一旦发生外渗或怀疑外渗,立即停止用药拔除留置针,抬高患肢,予透明质酸

酶或地塞米松局部浸润注射,24h 内予冷敷。化疗后一周内不选用相同的静脉进行穿刺。经过上述护

理本次两病例均未发生长春新碱外渗。 
7.家属心理护理。及时告知家属患儿的病情。以卡梅综合征为主题举办一期家长学校,让家属了解患

儿疾病治疗和生长发育的过程,学习护理相关知识,指导出院后居家护理及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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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卡梅现象在护理中注意预防出血,及时发现各系统出血症状及处理。注意要用药安全,应用长春

新碱化疗时避免外渗的发生。 
 
 
PU-3561 

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对早产儿张力性气胸肺功能影响的研究 
 

刘淑华,申月波,刘翠青,马莉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探讨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PS)对早产儿张力性气胸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河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住院的 52 例

合并张力性气胸的早产儿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将其分为 PS 治疗组(27 例)､ 对照组

(25 例),其中 PS 治疗组在胸腔闭式引流后 1-3 小时内应用 PS 气管内注入。记录两组 0､ 1､ 12､
24､ 48､ 72h 及撤机时的肺顺应性(Cydn)､ 气道阻力(Raw)､ 平均气道压(MAP),计算动脉血氧分压/
肺泡氧分压比值(a/APO2),统计胸腔闭式引流应用时间､ 氧暴露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以

及并发症。 
结果 (1) 两组基础状态下(即 T0)a/APO2､ Cydn､ Raw､ MAP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Raw､ MAP 随时间变化逐渐下降,Cydn､ a/APO2 值则逐渐升高。组间比较显示:应用 PS 后 1h,PS
治疗组的 a/APO2高于对照组;12h 其 Cydn 高于对照组,而 Raw､ MAP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组内比较显示:PS 治疗组的 a/APO2､ Cydn 分别在 1h､ 12h 较 0h 升高,MAP､ Raw
分别在 1h､ 12 较 0h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的 a/APO2､ Cydn､ Raw 改变直至 24h 与 0h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PS 治疗组的氧暴露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胸腔闭式引流管留置时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住院时间虽短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肺动脉高压､ III-IV 级颅内出血､ 胸膜粘连

等合并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产儿张力性气胸时,在胸腔闭式引流后及早应用肺表面活性物质,可使被压迫损伤的肺组织较

快恢复肺功能,增加肺顺应性､ 降低气道阻力,改善氧合,缩短机械通气时间､ 氧暴露时间､ 胸腔闭式

引流管留置时间。 
 
 
PU-3562 

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的临床调查分析 
 

许云波 
黄石市团城山医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435000 

 
 
目的 对 22 例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患儿母婴情况进行调查分,了解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感染的高

危因素,总结患儿治疗方案及预后情况,为临床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患儿的预防诊治提供参考。 
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患儿经过规范治疗,一般可以获得较好临床疗效。但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患儿

尤其是出生后有严重并发症的患儿虽经治疗,但临床疗效受到患儿并发症的影响,疗效较难稳定[1],其
后续生长发育大部分会受到不良影响,对孩子的一生造成不可弥补的缺陷[2]。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

患儿早期临床症状表现较为复杂,较易造成误诊,延误患儿治疗。因此如何尽可能避免新生儿先天性

神经性梅毒感染的发生,对新生儿的健康具有重要临床意义[3]。本文分析了 22 例新生儿先天性神经

梅毒感染患儿母婴相关情况,分析孕妇的不同情况对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性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为新

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感染的预防提供参考,了解先天性神经梅毒感染患儿的治疗及预后情况,为患儿

临床治疗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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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9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收治的 2170 例梅毒妊娠妇女的临床资料,其中出生

胎儿中诊断为神经梅毒患儿 22 例,先天性梅毒发生率 1.01%。将 22 例先天性神经梅毒患儿母亲设

为观察组,2148 例非先天性神经梅毒患儿母亲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产妇的临床资料,分析导致新生

儿先天性神经梅毒的高危因素。 
结果 产妇居住地､ 产前母婴健康档案建立､ 孕前健康体检､ 孕前梅毒感染史､ 感染梅毒后是未进

行规范驱梅治疗为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产

妇居住农村､ 产前母婴档案不健全､ 孕前健康体检不规范､ 孕前有梅毒感染史､ 确诊感染梅毒未行

规范治疗为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感染的高危因素。不同年份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性梅毒患儿发病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确诊的先天性神经梅毒患儿采用青霉素规范治疗 3 周,患儿临床症

状消退,随访 2 年,20 例患儿 TPPA､ RPR 均转阴,临床治愈,1 例患儿治疗 3 周后,临床症状未未改善,
家长拒绝继续治疗于 4 周后死亡,1 例患儿经 5 周治疗后未愈,继续治疗。 
结论 孕妇产前､ 孕中进行充分的健康诊断治疗工作,采取措施避免新生儿发生先天性梅毒感染,对新

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感染患儿采取规范治疗,患儿可获得良好预后。 
 
 
PU-3563 

经鼻高流量鼻导管湿化氧疗治疗新生儿肺炎 
合并呼吸衰竭的临床疗效研究 

 
许云波,程红斌 

黄石市团城山医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435000 
 

 
目的 探讨经鼻高流量鼻导管湿化氧疗治疗新生儿肺炎合并呼吸衰竭的临床疗效。 
新生儿肺炎是常见的一种新生儿疾病,新生儿免疫系统功能不完善､ 呼吸道生理特点等是其发生的

主要原因[1,2],而新生儿肺炎患者长时间肺储备不足易发生呼吸衰竭,严重将发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

合征,危及患儿生命。因此,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新生儿肺炎合并呼吸衰竭,对改善患儿预后显得尤

为重要[3]。目前认为,及时恢复患儿氧供,促进氧合情况改善是治疗新生儿肺炎合并呼吸衰竭的关

键。近些年,随着无创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流量鼻导管湿化氧疗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得到广泛应用,
且取得较好的效果[4,5]。本研究为探讨经鼻高流量鼻导管湿化氧疗治疗新生儿肺炎合并呼吸衰竭的

临床疗效,对我院 82 例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患儿进行研究。具体信息如下。 
方法 对照组采用经鼻持续正压通气治疗:采用英国 EME 公司的 Infant Flow System 呼吸机进行经鼻

持续正压通气治疗,设置参数:呼气末正压在 5-7cmH2O 范围内,流量在 608L/min 范围内,吸入氧浓度

在 30%-40%范围内[9]。观察组采用经鼻高流量鼻导管湿化氧疗:选用新西兰 Fisher-Paykel 公司的

空氧混合仪､ 湿化器､ 专用呼吸管路等,选择合适的鼻塞,设置氧流量为 2-10L/min,吸氧浓度为 30%-
40%,将湿化吸入气体加温至 37℃。之后根据两组患儿血气分析结果及临床表现对呼吸机参数进行

调整,维持动脉血氧饱和度在 88%-95%范围内,PH 在 7.2-7.4 范围内,PaCO2在 40-55mmHg 范围

内,PaO2在 50-80mmHg 范围内[10]。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肺部啰音､ 三凹征､ 发绀､ 气促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缩短,治疗

总有效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24h 二氧化碳分压(PaCO2)､ 氧分

压(PaO2)､ 呼吸频率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4h,观察组 PH､
PaCO2､ PaO2､ 呼吸频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经鼻高流量鼻导管湿化氧疗可提高治疗新生儿肺炎合并呼吸衰竭的效果,改善患者血气分析结

果,缩短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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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64 

新生儿房室传导阻滞的病因及预后分析 
 

李淑敏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新生儿房室传导阻滞的病因及预后分析研究新生儿房室传导阻滞的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 7 例新生儿住院的Ⅱ度及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儿临床资料,分析其病因及预后 
结果 低血钙致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 4 例,3 例予静推 10%葡萄糖酸钙后治愈,1 例因伴肾功能衰竭

死亡。先天性心脏病致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 1 例,放弃治疗,先天性Ⅲ度房室传导阻滞 1 例,死亡,室
间隔缺损手术后致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 1 例,随访 1 年,患儿无明显症状 
结论  先天性Ⅲ度房室传导阻滞预后差;获得性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多见于心脏外科手术造成的心

肌和传导系统的损伤,不伴有阿斯综合征或心力衰竭者,预后好;部分性房室传导阻滞应积极寻找病因,
以低血钙､ 先天性心脏病多见,应对因进行治疗。 
 
 
PU-3565 

宫内感染与新生儿早发败血症的关系 
 

钟元枝 
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518110 

 
 
目的 探讨宫内感染与新生儿早发败血症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新生儿科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 深圳市人民医院新生儿

科 2016 年 1~6 月收治的宫内感染或疑似感染孕产妇及其新生儿共 100 对为观察组,同期无宫内感

染的孕产妇及其新生儿共 100 对为对照组,足月儿和早产儿比例 1:1。检测母亲分娩当日外周血常规

､ CD64､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新生儿脐静脉血和

外周血血常规､ CD64､ CRP､ PCT､ 血培养,胎盘常规送病理检查,并对相关数据应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观察组胎盘病理阳性率､ 脐血培养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中早产儿胎盘病理阳性率高于

足月儿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足月儿和早产儿外周血培养阳性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脐血培养阳性率高于外周血培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脐血

培养与外周血培养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足月儿和早产儿早发败血症发生率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母血和脐血 CD64､ PCT 及母血 CRP 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脐血 CRP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母血 CD64､ PCT 和脐血

CD64､ PCT 诊断新生儿早发败血症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 755､ 0. 793 和 0.852､ 0.811。 
结论 宫内感染明显增加新生儿发生早发败血症的风险,联合脐血培养可提高败血症的诊断率。母血

和脐血 CD64､ PCT 均可作为宫内感染的指标,对诊断新生儿早发败血症有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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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66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auterine infection and early-onset 
neonatal sepsis  

 
ZHONG yuanzhi 

Shenzhen Longhua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 51811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auterine infection and early neonatal 
sepsis  
Methods To collect prospectively the clinical data of hospital delivery from October 2015 to 
September 2016 in Shenzhen Longhua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and that between January 2016 
and June in Shenzhen People’s Hospital.The pregnant mothers and their newborns of confirmed 
or suspected intrauterine infectio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o intrauterine infec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newborn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erm infants and 
premature infants(1:1).CD64, procalcitonin(PCT)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were measured in 
all mothers’ peripheral blood on the day of delivery, and that of both umbilical venous blood and 
peripheral blood in neonates within the first day after delivery.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pathology of placenta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umbilical cord blood 
cultu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peripheral blood culture in term and premature newborn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Culture positive rate in umbilical 
cord blood was higher than peripheral blood (P<0.05) , but that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control group (P>0.05). Incidence of septicemia in term and premature newbor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CD64, PCT in mother’s 
peripheral blood and umbilical cord blood, CRP in mother’s blood were all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ut CRP in umbilical cord blood in 
both group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area under curve of mother’s peripheral blood 
CD64 and PCT, and CD64 and PCT in umblical cord blood to diagnose early-onset septicemia in 
newborns was 0.755,0.793,0.852 and 0.81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trauterine infec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neonatal infections, 
combined peripheral and umblical blood cultures can increase positive rate of diagnosis of sepsis. 
Both the CD64 or PCT in umblical cord blood and maternal blood can be used as indicators of 
intrauterine infection,there was predictive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onset neonatal sepsis. 
 
 
PU-3567 

高频与常频作为首要通气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时机选择 
 

李琴 
遂宁市中心医院 629000 

 
 
目的 高频振荡通气(high frequency oscillatory ventilation,HFOV)与常频作为首要通气方式治疗早产

儿呼吸窘迫综合症(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的时机选择探讨。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所有诊断为 RDS 需要机械通气的早产儿随机给予常频及 HFOV
治疗,常频通气失败转为 HFOV 治疗。本研究从两方面进行比较:1､ 探讨 HFOV 与常频作为首要通

气方式,常频治疗失败后补救性高频治疗早产儿 RDS 临床疗效。按照初始机械通气模式分为初始常

频组与初始 HFOV 组,常频治疗失败后补救性高频治疗纳入初始常频组,比较 2 组不同时间点吸入氧

浓度(inspired oxygen fraction ,FiO2)､ 氧合指数､ 动脉/肺泡氧分压比值(arterial oxygen/alveolar 
oxygen ratio,a/Ap02)的变化以及 2 组患儿的呼吸机使用时间､ 氧疗时间､ 住院时间､ 并发症､ 临床

结果。2､ 探讨常频治疗失败的后果以及常频治疗失败的原因。按照常频通气是否失败分为常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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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成功组与失败组,分别比较失败组与成功组的死亡率､ 并发症,失败组､ 成功组与初始高频组死亡

率以及常频治疗失败组与成功组上机前的基本资料。 
结果 1､ 初始 HFOV 组肺氧合功能指标与呼吸机参数指标在不同时间点较初始常频组明显好转

(P<0.05);初始 HFOV 组机械通气时间､ 氧疗时间､ 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初始 HFOV 组死亡率及总的

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初始常频治疗组(P<0.05)。2､ 常频治疗失败组死亡率显著高于成功组及

初始高频组(P 均<0.01);常频治疗失败主要可能与胸片分期､ 是否用肺表面活性物质及是否极低出

生体重儿有关。 
结论  高频作为首要通气方式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有利于提高患儿的抢救成功率并改善预后,
评估胸片分期以及是否极低出生体重儿､ 肺表面活性物质应用情况可能有利于常频与高频呼吸机治

疗时机的选择。 
 
 
PU-3568 

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病原分布及不同细菌感染临床分析 
 

赵翠,程国强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了解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病原菌分布特点及不同细菌感染患儿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住院的 82 例脑脊液培养阳性的

细菌性脑膜炎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其病原分布特点,根据 脑脊液培养分为革兰阳性菌与革兰阴性

菌组,对比两组临床特征。采用 STATA 12.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82 例纳入研究的患儿中,早产儿 26 例,足月儿 56 例;早发感染 16 例(20%),晚发感染 66 例

(80%)。82 例患儿脑脊液病原中革兰阳性菌 43 例,革兰阴性菌 39 例;占比前三位的细菌是大肠埃希

菌(22 例,27%)､ 无乳链球菌(10 例,12%)､ 屎肠球菌(8 例,10%)､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8 例,10%)。
早发感染以 GBS､ 屎肠球菌 多,晚发感染则以大肠埃希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多。革兰阴性

菌外周血 CRP>8mg/dL 的比例(82%)高于革兰阳性菌(53%,P=0.01)。在脑积水发生比例上,革兰阴

性菌高于革兰阳性菌组(P=0.01)革兰阳性菌与革兰阴性菌组在临床表现及其他实验室数据上无明显

差异。 
结论     近 8 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 主要病原为大肠埃希菌和 GBS。革兰

阳性菌与阴性菌感染在临床上很难鉴别,对于病原不明的难治性脑膜炎时,需考虑到大肠埃希菌､

GBS 的感染。 
 
 
PU-3569 

新生儿病房轮状病毒感染的预防与护理 
 

宋佳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轮状病毒感染在新生儿病房的预防与控制方法,减低新生儿轮状病毒感染在新生儿病房的

院内感染发生率。 
方法 2017 年 4 月,我院新生儿病房共收治轮状病毒感染患儿 12 例,其中院内感染 9 例,2017 年 5 月,
对疑似轮状病毒的患儿给予隔离,接触患儿时使用一次性手套,发现即给予轮状病毒化验,期间对 35
名患儿进行筛选,共有 10 例轮状病毒感染患儿,严格给予其实施接触隔离措施。 
结果 实施严格接触隔离前,轮状病毒感染院内发生率为 12.5%,实施严格接触隔离后无院内感染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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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主动及时筛查,严格落实医院感染控制制度及消毒隔离方法,可有效预防和控制轮状病毒感

染在新生儿病房的院内感染发生率。 
 
 
PU-3570 

绵阳市新生儿复苏项目开展与展望 
 

绵阳市新生儿复苏项目开展与展望,陈佳,余静,魏丽蓉,唐密,薛丹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 通过对绵阳市新生儿复苏项目开展经过进行分析总结,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不足,以利进一步改

进 
方法 回顾分析及 5 年来绵阳市开展新生儿复苏的过程,取得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 
结果 绵阳市新生儿复苏项目实施,面向基层推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复苏人员多数有知识遗忘,需
要定期强化培训。基层医院未能做到全员培训,复苏设备及相关制度不全,农村､ 基层医院仍是今后

新生儿复苏项目推广应用的重要环节。 
结论 绵阳市新生儿复苏项目实施已 5 年,面向基层推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复苏人员多数有知识

遗忘,需要定期强化培训。基层医院未能做到全员培训,复苏设备及相关制度不全,农村､ 基层医院仍

是今后新生儿复苏项目推广应用的重要环节。政府行政部门及医院领导高度重视,加大扶持与投入

力度,是新生儿复苏培训工作等到持久有效开展的保障。 
 
 
PU-3571 

  白蛋白治疗新生儿黄疸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陈文超,程红斌 
黄石市团城山医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435000 

 
 
目的 观察研究白蛋白在治疗新生儿黄疸中的临床疗效以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90 例新生儿黄疸确诊患儿作为本次

研究对象,按抽签方式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治疗组,均为 45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蓝光照射方式

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采用白蛋白进行治疗。统计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后血清

总胆红素(TBIL)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比例,并同时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血清 TBIL 水平均明显下降,且治疗组下降幅度较对照组明显更

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93.33%(42/45),明显高于对照组

73.33%(33/4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89%(4/45),与对照组

13.33%(6/45)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新生儿黄疸患儿采用白蛋白治疗,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降低血清 TBIL 水平,且不会增加不良

反应的发生,促进患儿身体恢复,优势明显,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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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72 

5 例新生儿腋静脉留置针穿刺点化脓的护理体会 
 

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报道 5 例腋静脉留置针穿刺点化脓的病例及护理方法 
方法 采用百多邦涂擦患处进行皮肤护理 
结果 效果满意. 
结论 提出对新生儿进行静脉留置针穿刺时,应选择大小合适的留置针,严格无菌技术操作,运用科学的

固定方法,并密切观察局部变化,以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PU-3573 

赛肤润在新生儿红臀预防中的应用探讨 
 

刘万里,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赛肤润防治新生儿红臀的护理方法。 
方法 将 600 例入院时臀部皮肤无异常足月新生儿按完全随机分为对照组､ 赛肤润组两组。对照组

常规护理不涂任何药物,赛肤润组常规护理后喷涂赛肤润,观察新生儿红臀发生情况. 
结果 赛肤润组新生儿红臀发生率均显著低对照组(P<O.01) 
结论 赛肤润能有效预防新生儿红臀的发生。 
 
 
PU-3574 

湖北黄石市新生儿复苏培训效果的多中心研究 
 

王义乾 
黄石市团城山医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435000 

 
 
目的 通过探索有效的新生儿复苏培训体系,为提高黄石市出生人口质量,降低新生儿死亡,减少伤残具

有重要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多次举办的､ 来自黄石市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 210 名参

与新生儿复苏培训的围产期医务人员,利用《黄石市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问卷调查》､ 《黄石市新

生儿窒息复苏培训效果调查》进行问卷调查和考核。对理论和实践操作考核成绩分 A､ B､ C､ D
级,A 级为优秀(90-100 分),B 级为中等(80-89 分),C 级为一般(60-79 分),D 级为差(60 分以下)。 
结果 参与新生儿复苏培训的医务人员职称､ 学历､ 年资各不相同,低职称､ 低学历及低年资人员相

对较多。参与培训的初级职称人员有 166 人(79.05%),低学历人员总数为 49 人(23.33%),低年资人

员为 192(91.43%);所有接受新生儿复苏培训的医务人员均随着培训次数增加而理论､ 技能､ 复苏

成功率均提高,但是同批次新生儿复苏培训中,中高级职称人员比初级职称人员掌握情况更好;黄石市

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及死亡率随着培训次数增加而降低;黄石市围产期死亡病因调查。培训前,黄石市

围产期患儿死亡中因新生儿窒息而导致的死亡位于第三位因素,而经过多次举办新生儿窒息复苏培

训后,生后窒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病例数减少,位于围产期患儿死亡的第五位。 
结论 总而言之,为了提高黄石市新生儿出生质量,确保我市每家医院的每一场分娩至少有 1 名能够及

时复苏､ 掌握新生儿复苏技术的专业医护人员在现场,我市通过多次进行全市新生儿复苏培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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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医务人员新生儿急救水平,为提高黄石市出生人口质量打下良好基础。目前黄石市基层医院

新生儿复苏水平落后,掌握规范化新生儿急救人员相对较少,所以进行了规范化的新生儿复苏培训成

为当前紧迫要务,并为日后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新生儿复苏培训机制提供参考方案。 
 
 
PU-3575 

救治 1 例 21-三体综合征致非免疫性水肿早产儿及文献梳理 
 

武姗姗,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染色体异常与非免疫性胎儿水肿的关系,为实现非免疫性胎儿水肿早期产前诊断､ 推动围

产期多学科协同治疗､ 提高该病成活率提供参考。 
方法 分析我院近期 1 例 21-三体综合征所致的胎龄 30+2周､ 非免疫性水肿高危儿的产前诊断､ 围

产期综合治疗。 
结果 结合产前诊断､ 鉴别诊断､ 多学科协同治疗,本病例患儿诊断明确,目前生后日龄 1 个月,于我院

NICU 监护､ 治疗中,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显著好转。 
结论 染色体异常是孕中期(13-27 周)胎儿水肿的 主要病因,且胎龄越小､ 病死率越高;早期明确产

前诊断至关重要,联合宫内治疗､ 生后复苏抢救及后期治疗能提高染色体异常所致非免疫性胎儿水

肿成活率。 
 
 
PU-3576 

宫外生长发育迟缓对早产儿生后早期脑电活动的影响 
 

钱瑞英,孙建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研究宫外生长发育迟缓对于早产儿生后早期脑电活动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选取生后收治我院 NICU 的,产时无窒息抢救史,出生胎龄

29-33 周早产儿,分别在纠正胎龄(PMA)33 周､ 34 周､ 35 周时对照 2003 版 Fenton 生长曲线进行生

长评估,以实测体重≥相应纠正胎龄宫内生长曲线第 10 百分位数的为生长发育正常组(记为非

EUGR 组),以实测体重<相应纠正胎龄宫内生长曲线第 10 百分位数的为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组(记为

EUGR 组)。采用 NicoletOne 脑功能仪对两组早产儿进行 aEEG 监测,每次连续监测 4 小时,采用

Burdjalov 评分系统对 aEEG 图像进行分析并分别测算暴发间期。同时,对两组早产儿进行床旁头颅

B 超的监测。①分析 EUGR 早产儿的临床特点;②分析两组早产儿 aEEG 的差异,评估 EUGR 对于

早产儿生后早期脑电活动的影响;③研究 EUGR 及相关高危因素对 aEEG 的影响。 
结果 共纳入 64 例早产儿,男女比例为 1.20:1,其中 EUGR 组共 33 例,非 EUGR 组共 31 例。 
①EUGR 组开奶时间更晚(PMA35 周:P<0.05),达到全肠道喂养所需时间更长,首次肠外营养日龄,肠
外营养所需总时间两组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 
②EUGR 组的早产儿其出生体质量､ 出生头围更小,生后 低体重更低,体重下降幅度更大,恢复出生

体重所需时间更长,出院体重更低､ 出院头围更小,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③新生儿肺炎､ NRDS､ NEC 发生率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颅超测得双侧脑室后角大小､ 双侧脑室

体部大小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④两组早产儿 aEEG 均显示出随着纠正胎龄的增长不断成熟的规律。具体表现为:连续性逐渐增加

､ 睡眠-觉醒周期逐渐成熟､ 带宽逐渐缩窄,Burdjalov 总分､ 连续性得分､ 周期性得分､ 带宽得分逐

渐增加､ IBI 间期逐渐缩短,各纠正胎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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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同一纠正胎龄时,EUGR 组早产儿其 aEEG 的 Burdjalov 总分､ 连续性得分､ 周期性得分､ 带宽得

分更低､ IBI 间期更长,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⑥回归分析显示,宫外生长状态(标准系数 β=-0.656)､ 纠正胎龄(标准系数 β=0.592)､ 呼吸机辅助通

气(标准系数 β=-0.214)是早产儿 aEEG 的影响因素(R2=0.579,P<0.05)。 
结论 (1)宫外生长发育迟缓会对早产儿生后脑电活动产生影响,使脑电活动成熟延迟。(2)宫外生长状

态､ 纠正胎龄､ 呼吸机辅助通气是早产儿生后早期 aEEG 的影响因素。 
 
 
PU-3577 

新生儿肺动脉瓣狭窄的围手术期护理 
 

孙雪诗,万兴丽,胡艳玲,任晓霞,苏绍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新生儿肺动脉瓣狭窄行介入手术治疗的围手术期护理有效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1 年 12 月~2015 年 6 月收治的 21 例新生儿肺动脉瓣狭窄病例资料。 
结果 21 例患儿住院治疗 1 天~38 天,平均 17.3 天。其中 11 例经手术治愈出院,无一例发生术后并发

症;4 例好转后转入当地医院继续治疗;6 例自动放弃出院。 
结论  严密的病情监测､ 完善的术前检查及准备､ 正确的治疗和用药护理､ 术后的监测及管理､ 正

确的喂养和预防感染措施,是促进患儿康复的关键。 
ang=EN-US>4 例好转后转入当地医院继续治疗;6 例自动放弃出院。 
 
 
PU-3578 

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相关因素分析 
 

裴启越,武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之间的关系及相关因素,进一步为临床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以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产科出生,新生儿科住院治疗 168 例胎龄

<34 孕周的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分为①胎盘病理诊断阳性组与胎盘病理诊断阴性组;②根

据是否存在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分为 Hs-PDA 组与无 Hs-PDA 组,探讨<34 孕周早产

儿宫内感染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关系及 Hs-PDA 的危险因素。 
结果 胎盘病理诊断阳性组与胎盘病理诊断阴性组比较,孕母基本资料分析:胎膜早破发生率(p=0.049)
､ 羊水异常发生率(p=0.046)及羊水培养阳性率(p=0.023)､ 产前孕母抗生素应用时间(p=0.039)､ 产

前 C 反应蛋白(p=0.000)显著高于病理诊断阴性组。两组中新生儿基本资料分析:胎盘病理诊断阳性

组胎龄小于病理诊断阴性组(p=0.015),生后第一次血常规中白细胞数值(p=0.003)及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p=0.013)显著高于病理诊断阴性组。新生儿并发症方面:PDA(p=0.016)､ 脑室内出血(p=0.033)
､ 早期新生儿感染(p=0.036)及坏死性小肠结肠炎(p=0.037)发生率,胎盘病理诊断阳性组显著高于病

理诊断阴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PDA 组和无 Hs-PDA 组进行单因素分析,在 Hs-PDA 组

中母体炎症反应阳性发生率(p=0.025)､ 产房插管率(p=0.043)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p=0.025)发
生率显著高于无 Hs-PDA 组,血小板数值(p=0.007)显著低于 Hs-PDA 组。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

行多因素分析发现,血小板减少(OR=0.992)及母体炎症反应阳性(OR=3.426)是 Hs-PDA 的独立危险

因素。 
结论 (1)宫内感染的早产儿 PDA､ NEC､ IVH､ 新生儿早期感染､ 羊水异常､ 羊水培养阳性率及胎

膜早破发生率明显升高。(2)孕母产前 CRP､ 早产儿生后第一次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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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可预测宫内感染。(3)母体炎症反应阳性､ 产房插管率､ RDS､ 血小板减少是 Hs-PDA
的危险因素。(4)母体炎症反应阳性及血小板减少是 Hs-PDA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U-3579 

基于反应范围模型的早产儿喂养不耐受 
与应激生物标记物的相关性研究 

 
黄希,陈琼,彭文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在反应范围模型､ 脑-肠轴理论与早产并发症模型指导下,探讨住院早产儿喂养不耐受(feeding 
intolerance,以下简称 FI)的发生与应激生物标记物的相关性,为临床早期预测及有效防治 FI 提供理

论及实证依据。 
方法 采用临床观察性研究,选择 2016 年 7~12 月入住我院新生儿科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所有早产

儿。采集出生时脐带血及生后第 1､ 7､ 14 天的尿液标本,使用 ELISA 试剂盒检测样本中的 8-
OHdG/Cortisol 水平,检验实验室指标与 FI 的相关性。 
结果 ① 共 116 例早产儿纳入本次研究,其中男性患儿 69 例,女性患儿 47 例;胎龄 25+5~34w,平均胎

龄(30+5±1.72)w;出生体重 700~2120g,平均出生体重(1387±256.3)g。② 有 62 例早产儿发生 FI,发
生率 53.45%,极低出生体重儿 FI 发生率 48.57%(34/70),超低出生体重儿 FI 发生率 88.89%(8/9)。
③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时点之间的尿 8-OHdG/Cortisol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F=1839.692,P<0.001;F=3643.66,P<0.001;但时间与喂养是否耐受之间无交互作

用,F=0.626,P=0.536;F=1.156,P=0.317。两组患儿在不同时间段的脐带血和尿液中的 8-
OHdG/Cortisol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① FI 是基于反应范围模型和早产并发症模型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发生率高。② 应激生物标记

物(Cortisol 和 8-OHdG 水平)与早产儿 FI 的发生无相关性,根据应激生物标记物尚无法预测 FI 的发

生风险。③ 与应激､ 自由基/抗氧化系统有关的细胞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索,后期可纳入产前因素进行

研究。 
 
 
PU-3580 

基于 RCA 的质量管理模式在新生儿 PICC 非计划拔管中的应用 
 

黄磊,陈琼,胡艳玲,万兴丽,苏绍玉,程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根因分析法(RCA)在新生儿 PICC 非计划拔管(UEX)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12 月发生的 30 例 PICC 非计划拔管事件进行根因分析,找出近端原因,确立根

本原因,落实改进方法,比较 RCA 应用前后 PICC 非计划拔管的发生率。S>PICC 非计划拔管 14 例,
发生率由 2015 年的 5.65%下降至 2.7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2016 年 1 月~12 月发生 PICC 非计划拔管 14 例,发生率由 2015 年的 5.65%下降至 2.76%,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根因分析法的质量管理模式可降低新生儿 PICC 非计划拔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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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81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新生儿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及持续改进 
 

苏绍玉,胡艳玲,万兴丽,陈琼,程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在新生儿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以及持续改进的效果。 
方法 建立 15 项新生儿护理质量敏感指标,通过日查房每日评估每名患儿并收集代表新生儿护理质量

相关的数据,每月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通过对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的应用,加强了环节质量控制及针对性指导及培训,5 项基础护理质量

敏感指标值逐年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 项专科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中,母乳喂养率､ PICC
堵管率､ 气管导管非计划性拔管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以及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运用新生儿专科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能有效规范护理行为,加强环节质量控制,持续改进专科护理

质量。?值逐年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 项专科护理质量敏感指标中,母乳喂养率､ PICC
堵管率､ 气管导管非计划性拔管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率以及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PU-3582 

近五年国内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可视化分析 
 

黄希,彭文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将共词分析法引入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研究,展现我国近五年在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趋

势,寻找优势和薄弱环节,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能方向。 
方法 于 2016 年 12 月分别以“早产儿”或“低出生体重儿”及“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

､ 维普､ 万方数据库､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及筛选,限定期刊年限为 2011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通过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共选取 324 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 建立共现矩阵,使用 Ucinet6.0 及 Netdraw 绘制可视化网络。 
结果 共纳入高频关键词 39 个,初步建立了国内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研究现状的可视化网络,反
映了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现状,主要包括相关危险因素､ 辅助诊断､ 防治策略等方面。 
结论 目前国内对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临床特征､ 危险因素､ 并发症､ 防治措施､ 诊断等方

面已有较多研究成果,而对于疾病的发病机制和预后的研究则相对较薄弱,未来的研究方向有可能是

基于基因的多态性特点,利用间充质干细胞来进行移植治疗。 
 
 
PU-3583 

基于线索的经口喂养干预在早产儿肠道喂养中的初步应用研究 
 

何雪梅,万兴丽,苏绍玉,胡艳玲,程红,陈琼,李小文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初步探索基于线索的经口喂养干预训练方法在极低出生体重儿肠道营养管理中的应用,为改善

早产儿的肠道营养结局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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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我科收入的符合纳入标准的早产儿 27 例,在启动经口喂养时,对
其进行基于线索的经口喂养评估与训练,包括经口喂养准备度评估及吸吮质量评定,直至达到完全经

口喂养。观察训练期间患儿的喂养表现线索,记录患儿开始经口喂养及达到完全经口喂养时的胎龄,
每日记录体重,计算患儿的体重增长速度。 
结果 该组患儿开始经口喂养时的校正胎龄为 31.88±1.43w,达到完全经口喂养的校正胎龄为

32.97±1.39w,从鼻饲喂养过渡到完全经口喂养的进程为 7.7±4.05 天。开始经口喂养时的体重是

1500g±208g,达到完全经口喂养时的体重是 1600±200g,出院时体重是 1950±329g。 
结论 基于线索的经口喂养干预训练有助改善极低出生体重儿经口喂养状况,有助于促进早产儿经口

喂养表现的改善,缩短从鼻饲喂养至完全经口喂养的过渡时间。 
ng:1.0pt;mso-ansi-language: 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该
组患儿开始经口喂养时的校正胎龄为 31.88±1.43w,达到完全经口喂养的校正胎龄为 32.97±1.39w,
从鼻饲喂养过渡到完全经口喂养的进程为 7.7±4.05 天。开始经口喂养时的体重是 1500g±208g,达
到完全经口喂养时的体重是 1600±200g,出院时体重是 1950±329g。 
 
 
PU-3584 

电话随访出院后新生儿家庭健康照护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吴耀华,陈涛蓉,胡艳玲,万兴丽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出院后新生儿电话随访中家庭健康照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提高出院后新生儿的家庭照

护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自行设计电话随访资料收集表对 2015 年 5 月 1 日~2015 年 11 月 30 日从新生儿科出院的患

儿进行随机电话访视。 
结果  在 792 例电话随访患儿家庭中存在健康照护问题的有 429 例,占总人数的 54.16%。排列第一

的为喂养相关问题,占 26.40%;其次为预防接种,占 22.93%;第三位为日常护理及日常观察等相关问

题,占 18.81%。其中,早产儿家庭中存在的与健康照护相关的问题依次是喂养管理(19.31%),预防 
接种(14.02%),日常护理(11.72%);足月儿家庭中存在的与健康照护相关的问题依次为预防接种

(8.91%),喂养问题(7.10%),日常护理(7.10%)。在与健康照护有关的七项问题中,喂养管理方面,早产

儿发生问题的发生率为 19.31%,足月儿的发生率为 7.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78,P=0.009),其
余六项健康照护相关问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出院后新生儿的家庭健康照护问题以喂养管理为主,其次是预防接种及日常护理观察。与足月

儿相比,早产儿在出院后更容易发生与喂养相关的问题。通过电话随访可及时了解新生儿出院后面

临的家庭照护问题,给予针对性的健康指导,可提高家庭照护质量,从而促进新生儿的正常生长发育。 
 
 
PU-3585 

新生儿腹膜后 K-M 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赵莉,徐颖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结合临床病例提高对新生儿 K-M 综合征的认识 
方法 通过我院 1 例腹膜后 K-M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联系国内相关病例文献报道,并结合近年来国

外 K-M 综合征 新研究,分析该病的发病情况､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及其预后等 
结果 腹膜后 K-M 综合征临床表现不典型,易出现漏诊､ 误诊,目前常采用药物和外科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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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病临床罕见,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争取早诊断､ 早治疗 
 
 
PU-3586 

人神经生长因子治疗胆红素脑病的护理和随访 
 

王洁,李贵南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二科 4100007 

 
 
目的 协助医生完成胆红素脑病 新的治疗方法的研究,减少术后并发症､ 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为探

究鞘内注射人神经生长因子治疗胆红素脑病提供有力支持 
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湖南省儿童医院新儿科足月儿病房 51 名中-重度胆红素脑病

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26 例)和对照组(25 例)。两组患儿住院期间的常规治疗相同,治疗组增加人神

经生长因子鞘内注射,护理上配合实施行术前､ 术中､ 术后护理,在患儿出院后于出院后 1 月､ 3 月

､ 6 月､ 12 月随访。 
结果 治疗组 26 名患儿鞘内注射顺利完成,围术期安全,无术后并发症发生,随访按时完成,治疗显效。 
结论  我科使用人神经生长因子的围术期护理符合操作规程和护理伦理学要求,安全有效,家长随访依

从性高,对研究该项治疗的效果和 近方案有重要作用。 
 
 
PU-3587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环境噪音对极低体重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李永富 
苏州市科技城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的环境噪音对极低出生体重早产

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方法 检测 NICU 和特别监护病房(Special care unit,SCN)的白天和夜间环境噪音,选取 67 例极低出

生体重早产儿,NICU 组 35 例,SCN 组 32 例,比较两组病人的恢复出生体重时间､ 平均每周体重增长

数值上以及住院时间。 
结果 SCN 白天噪音(54.66±5.53dB)和夜间噪音(39.21±2.68 dB)均明显比 NICU 的白天(61.74±3.57 
dB)及夜间噪音(50.52±4.32 dB)低,P<0.05;SCN 组早产儿恢复出生体重为 6.5±3.4 天,平均每天体重

增长 13.4±4.3g,每周增长 91.6±19.4g,住院天数 47.4±13.8 天;NICU 组早产儿恢复出生体重为

9.1±4.5 天,平均每天体重增长 11.0±6.6g,每周增长 82.2±20.7g,住院天数 55.9±16.7 天;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较低的环境噪音更有利于早产儿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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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88 

容量目标通气与高频振荡通气治疗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疗效比较 

 
刘郴州,郭青云 

江门市中心医院 529030 
 

 
目的 比较容量目标通气(VTV)与高频振荡通气(HFOV)治疗重症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的疗

效。 
方法 将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江门市中心医院 NICU 收治的 52 例重症 NRDS 患儿随机分

为 2 组:VTV 组和 HFOV 组,每组 26 例。两组均使用 SLE5000 型呼吸机,VTV 组采用同步间歇指令

通气+压力调节+目标容量控制通气(TTV)模式,HFOV 组采用 HFOV 模式,2 组性别､ 出生胎龄､ 出

生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试验开始后 6 h､ 12 h､ 24 h､ 48 h 检查动脉血

气分析,观察 2 组有创机械通气时间､ 氧疗时间､ 试验开始后 4 次血气分析中低碳酸血症发生率､

病死率和气胸､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 Ⅲ~Ⅳ级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PVH-IVH)､ 脑室周围白

质软化(PVL)､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的发生情况。 
结果 试验过程中 2 组均无退出病例。2 组首次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时间､ 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

总剂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试验开始后 4 次血气分析中低碳酸血症发生率 VTV
组[(18.68±13.94)%]较 HFOV 组[(51.06±17.85)%]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7.359,P =0.000),VTV 组

PVL､ Ⅲ~Ⅳ级 PVH-IVH 的发生率均低于 HFOV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85､ 4.932,P =0.024
､ 0.030),而 2 组有创机械通气时间､ 吸氧时间､ 气胸､ VAP､ BPD 发生率､ 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VTV 治疗 NRDS 的疗效优于 HFOV。 
 
 
PU-3589 

输血相关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临床特征分析 
 

王琦凡
1,李昕

1,王琦凡
1,李昕 

1.泉州市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输血相关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临床特征 
方法 对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本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确诊的输血相关性新生儿坏死性小

肠结肠炎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患儿病史､ 临床表现､ 相关检查､ 治疗方法､ 疗程及疗效 
结果 研究期间共确诊 18 例输血相关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占同期接受输血患儿 1.455%,与同

期 NEC 患儿对比,发病率更高,胎龄更小,出生体重更轻,日龄更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接受输血

后 12､ 24h 监测 TNF-α,IL-6 水平有助于早期发现 TRNEC 
结论 输血相关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易发生于胎龄小､ 体重低,后期体重稳定增长的早产儿,在
输血时暂停胃肠道喂养 6 小时可能是积极的保护性措施,可以降低 TRNEC 手术率､ 缩短恢复肠道

喂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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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90 

Apelin-36 对新生 SD 大鼠脑室周围白质 
软化神经保护作用的研究 

 
曹云涛,何晴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0 
 

 
目的 通过检测 Apelin-36 对新生 SD 大鼠脑室周围白质软化(PVL)模型晚期少突胶质细胞前体标记

物 O4 和未成熟少突胶质细胞标记物 O1 表达的影响,探讨 Apelin-36 神经保护作用。 
方法 结扎 3 日龄新生 SD 大鼠左侧颈总动脉并吸入 92%N2+8%O2缺氧 1 小时,制作新生鼠 PVL 模

型,随机分 PVL 模型组､ apelin 干预组和假手术组。HE 染色观察三组新生大鼠生后 7 天､ 14 天､

21 天脑室周围白质病理改变;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脑室周围白质区 O4 及 O1 的表达。 
结果 1､ 三组新生 SD 大鼠脑室周围白质病理改变 
PVL 模型组生后 7 天可见脑室周围白质疏松､ 水肿､ 坏死,细胞排列紊乱,胶质细胞增生,左侧侧脑室

扩大;生后 14 天､ 21 天除上述病理改变外,可见胶质纤维增生､ 胶质瘢痕形成,白质液化坏死､ 软化

灶形成,左侧侧脑室进一步扩大;Apelin 干预组生后 7 天､ 14 天､ 21 天脑室周围白质疏松､ 水肿及

侧脑室扩大程度均较 PVL 模型组减轻,无明显胶质瘢痕及软化灶形成;假手术组各时点无异常病理改

变。 
2､ 脑室周围白质区未成熟少突胶质细胞标记物 O1 表达 
三组新生 SD 大鼠生后 7 天､ 14 天､ 21 天其 O1 表达均是 PVL 模型组 少,假手术组 多,apelin 干

预组居中,经统计分析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组生后 7 天､ 14 天､ 21 天 O1
表达随日龄增加呈逐渐下降,经方差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脑室周围白质区晚期少突胶质细胞前体标记物 O4 表达 
三组新生 SD 大鼠脑室周围白质区 O4 表达在同一时间点是 PVL 模型组 少,其次为 apelin 干预组,
假手术组表达 多,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组生后 7 天､ 14 天､ 21 天 O4 表

达随日龄增加呈逐渐下降,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Apelin-36 能减轻新生 3 日龄 SD 大鼠脑室周围白质软化模型动物脑白质疏松､ 水肿,减轻

胶质瘢痕形成和侧脑室扩大程度,提示 apelin-36 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2､ Apelin-36 能促进 PVL 模型脑室周围白质 O1､ O4 表达,可减少因缺氧缺血所致晚期少突胶质细

胞前体及未成熟少突胶质细胞的受损及丢失,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PU-3591 

一例早产儿左下肢动脉栓塞的护理 
 

张小平,肖艾青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护理经验分享 
方法 2 护理 
2.1 疼痛护理 
2.1.1 环境与体位 
2.1.2 制动与保暖    
2.1.3 有效镇痛     
2.2 溶栓护理     
2.2.1 溶栓前的护理 
2.2.2 溶栓后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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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溶栓成功的指征 
2.3 出血护理 
2.3.1 生命体征监测  
2.3.2 病情观察   
2.3.3 用药护理    
2.3.4 预防出血与止血 
2.4 合理使用静脉 
2.5 患肢护理    
2.6 功能锻炼     
2.7 心理护理      
结果 护理成功 
结论    急性下肢动脉缺血(acute limb ischemia,ALI)是指人体下肢动脉因各种原因导致管腔突然狭

窄或闭塞,出现肢体供血不足,循环障碍[3]。急性下肢动脉栓塞是导致腿部急性缺血的主要病因之一

[1],其主要的临床表现包括:肢端苍白､ 发紫､ 发凉､ 坏疽､ 动脉搏动消失等。组织是否发生坏死与

治疗时机密切相关。动脉缺血时间持续 30min 以上,可先出现神经感受器的异常,如感觉异常和减退

等;12~24h 后则可出现神经的不可逆损伤,而完全缺血 48h 以上则可出现肌肉不可逆的功能改变

[4]。因此一旦出现动脉栓塞的临床表现时应立即采用尿激酶溶栓､ 肝素钠抗凝､ 低分子右旋糖酐改

善循环等治疗;保持适宜的环境与舒适体位,做好疼痛护理;溶栓治疗时密切观察药物疗效及副作用;精
心做好患肢皮肤护理,防止感染与坏死;同时配合理疗､ 运动训练等护理措施,均能取得满意效果。 
新生儿体内凝血和抗凝血的动态平衡易被破坏,容易发生血栓性疾病,属于高危人群[5]。早期正确识

别新生儿动脉栓塞,争取 佳治疗时间,尽早进行溶栓､ 抗凝等干预治疗,是减轻患儿痛苦､ 改善预后

的关键。 
 
 
PU-3592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相关危险因素分析及与吸氧浓度关系之再探索 
 

陈高艳,潘睿 
襄樊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根据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筛查及随访结果,分析其相关危险因素,并摸索氧浓度与 ROP 发

病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NICU 科 2015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符合 ROP 筛查条件的早产儿的临

床资料及随访结果。连续型变量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分类型变量用率(%)表示,比
较采用 c2检验。ROP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用平滑拟合曲线反映连

续型变量与 ROP 的关系。 
结果 有 74 例早产儿中纳入本次研究,其中 58 例患儿未发生纳入 ROP 对照组, ROP 组有中 16 例患

儿, 发生率为 21.6%。16 例 ROP 患儿中 1 期 13 例,2 期 1 例,3 期 2 例。对照组中男性 35 例,占
60.3%;平均胎龄为 225±22 天,平均体重为 1.7±0.4 kg;平均吸氧时间为 10.4±10.4 天;平均吸氧浓度

为 21%±15%;平均机械通气时间 0.6±1.5 天。ROP 组中男性 11 例,占 68.8%;平均胎龄为 212±14
天,平均体重为 1.5±0.3kg;平均吸氧时间为 17.6±14.1 天;平均吸氧浓度为 29%±10%;平均机械通气

时间 1.1±2.7 天。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氧浓度(OR = 1.14;95CI% 1.02 – 
1.23;P = 0.03)及吸氧时间(OR = 1.05;95CI% 1.01 – 1.09;P = 0.49)与 ROP 的发生相关。平滑拟合

曲线结果提示吸氧浓度与 ROP 发生存在剂量饱和效应关系,吸氧浓度低于 30%时,给氧浓度越高则

ROP 发生风险越高;吸氧浓度大于 30%时,我们发现 ROP 发生风险不再增加。 
结论 ROP 的发生与胎龄,吸氧浓度,吸氧时间密切相关,尤其与吸氧浓度之间存在剂量饱和效应,有
ROP 高危因素的患儿在吸低浓度氧的情况下更应注意合理用氧,避免增加发生 ROP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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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93 

早产儿护理中家长参与式护理模式的运用 
 

戴圆,肖艾青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观察分析早产儿护理中家长参与式护理模式的运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早产儿 105 例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分成两组,观察组､ 对照组,
对照组患儿采用优质护理,观察组患儿在此基础上加强家长参与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儿的身体发育

情况以及两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 
方法 两组患儿将均接受积极的治疗,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优质护理。观察组患儿在此基础上加强家

长参与护理模式,具体操作如下: 
1 培训及指导 
1.1 医务人员培训:医务人员每月进行早产儿常见疾病､ 心理护理､ 医患沟通等知识的学习及操作考

核。考核合格者才能进行家长参与式护理,指导家长护理患儿。 
1. 2 家长培训与指导:①医生向家长讲解患儿病情及家长参与的目的,家长理解并积极配合,责任护士

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并根据患儿的情况决定家长护理的形式及时间,家长重点需要熟悉病房环境､

陪护制度､ 并做好参与护理的心理准备。②责任护士告知家长早产儿的特点,病情观察,急救措施,消
毒隔离措施等,特别是注意手卫生消毒,一对一教会家长如何正确洗手。③家长按约定时间更换隔离

衣､ 换鞋､ 戴口罩和帽子､ 洗手后进入病房。责任护士根据家长心理特点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心理

疏导,并教家长读取监护仪数值,示范抱姿。家长对患儿干预 1 小时。④责任护士详细告知家长喂奶

､ 配奶､ 换尿片､ 擦澡或洗澡､ 更换衣服､ 口腔护理､ 造口袋护理等操作。保证患儿安全,避免出

现呛奶､ 尿布疹等异常情况发生。⑤责任护士告知家长可自备小音箱和颜色艳丽的玩具,在早产儿

觉醒时播放轻音乐,逗引宝宝,并教会家长做抚触､ 被动操等。⑥家长熟悉以上操作流程后,遵循早产

儿安全及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责任护士的指导操作下直至出院。出院前对家长护理进行考核,根据考

核情况再进行针对性指导。 
2､ 出院指导及随访:患儿的各项生长发育情况达标,经医生检查符合出院标准的即可办理出院。抱出

院时告知家长:要预防感染,避免带宝宝去人多嘈杂的地方,家里每天要开窗通风 2 次,每次 30 分钟,家
里有人感冒尽量避免接触宝宝;按时接种疫苗;做早期干预:放轻音乐､ 用颜色艳丽玩具逗宝宝,多和宝

宝讲话,做抚触等;定期复查:出院后一个月来院复查,有异常及时去医院检查。同时与家长建立有效的

沟通平台,及时解答家长日常护理中的疑难问题,做好相应的指导。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体重､ 身高､ 头围的生长发育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接受护理后,观察组患儿的家长护理满意度达到 96.08%,对照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达

到 83.33%,两组结果经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产儿护理中家长参与式护理模式的运用效果显著,患儿的生长情况明显具有一定的优势,患儿

家长的护理满意度也大大提高,降低纠纷事件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 
 
 
PU-3594 

家长学校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实施 
 

于玲,李丽玲,胡晓静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开展家长健康教育的方法及实施效果 
方法 通过资料收集､ 问卷调查,综合临床意见,制定了家长学校课程,内容包含了母乳喂养相关知识､

新生儿常见的异常表现､ 神经系统发育干预､ 居家护理､ 新生急救复苏､ 读懂早产儿宝宝等;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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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入院时,给予有针对性的课程安排。课程包含 PPT 理论知识的讲解､ 示范性实践操作以及家庭

的床旁陪护 
结果 新生儿父母在健康教育知晓度､ 对新生儿疾病治疗的依从性和出院随访率都有明显的提高,初
乳口腔护理率达到了 98%,母乳喂养率达到 90%以上。对出院指导内容的理解度达到了 100,出院满

意度也逐年提高。 
结论 家长学校康健教育路径是实施住院患儿家长健康教育的有效方法。能增强家长对患儿治疗的

信心,增长家长的育儿知识,使新生儿顺利完成从监护室至家庭的平稳过渡,有利于新生儿的健康成

长。 
 
 
PU-3595 

双胎之一胎死宫内致另一胎儿脑梗塞､ 肾梗塞 
 

李亮亮,姜红,刘冬云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提高产科､ 新生儿科医务人员对双胎妊娠严重并发症的认识。 
方法 介绍该患儿的诊疗过程。 
结果 一胎胎死宫内,另一胎儿合并严重的脑梗塞､ 肾梗塞等多种严重合并症。 
结论 相比双绒毛膜双胎妊娠,单绒毛膜双胎妊娠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PU-3596 

miR-429 表达及其对未成熟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远期神经学预后的影响 

 
张囡,崔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微小 RNA(MicroRNA,miRNA)是一组 20~24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 RNA,多在转录后水平抑

制或诱导靶基因表达。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ypoxic 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是新生儿期常见而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已知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后 miR-
429 下调明显,提示 miR-429 可能参与了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和修复过程。本研究旨在探讨

miR-429 在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中的表达及其对远期神经学预后的影响。 
方法 将新生 3 日龄 Sprague-Dawley(SD)大鼠随机分为 6 组,分别为正常对照组､ 缺氧缺血组､ 激

动剂组､ 激动剂阴性对照组､ 拮抗剂组及拮抗剂阴性对照组。建立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模型,以纳米

聚合物为载体,将 miR-429 激动剂或拮抗剂在体转染入缺氧缺血后新生大鼠脑组织内,分别过表达和

低表达 miR-429, 于缺氧缺血后 1 天和 3 天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验 miR-429 的表达。各组

大鼠于生后 28 天进行水迷宫实验,评价 miR-429 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新生大鼠远期神经行为学的影

响。 
结果 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实验结果:缺氧缺血 1d､ 3d 后缺氧缺血组 miR-429 的表达量较正常对

照组减低(P<0.05)。激动剂组在缺血缺氧 1d､ 3d 后,miR-429 的表达量较缺氧缺血组显著升高

(P<0.05)。与缺氧缺血组比较,拮抗剂组在缺血缺氧 1d､ 3d 后 miR-429 的表达均无显著差异

(P>0.05)。 
2､ 水迷宫实验结果:定位航行试验中各组大鼠均随着训练天数的增加,平均逃避潜伏期(escape 
latency,EL)逐渐缩短,训练第 1 天,各组大鼠 EL 无显著差异(P>0.05)。训练第 2､ 3､ 4 天,与正常对

照组相比缺氧缺血组及激动剂组 EL 延长(P<0.05),而拮抗剂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EL 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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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与缺氧缺血组相比拮抗剂组 EL 缩短(P<0.05)。空间探索试验中各组间跨越平台次数,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1､ 利用纳米聚合物,能够成功在体转染 miRNA。 
2､ 拮抗 miRNA-429 的表达可以改善缺氧缺血未成熟大鼠的学习能力。 
 
 
PU-3597 

新生儿窒息后心功能损害及心输出量变化的临床研究 
 

张莲玉,张玲萍,雷小平,李丹,董文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 646000 

 
 
目的 使用无创心输出量测量仪检测窒息新生儿心功能的变化,探讨其与心肌损伤生化指标改变的相

关性,以更好地认识窒息后心肌损伤带来的心功能变化,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窒息心肌损伤提供更好地

支持。 
方法 纳入我院新生儿科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足月窒息患儿,根据其病情程度分为轻

度窒息组和重度窒息组,按 1:1 配对进行研究,每组患儿各 30 例。对两组患儿进行窒息后心肌损伤生

化标志物,心肌肌钙蛋白 I (cTnI)､ 肌红蛋白(Mb)､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检测;无创心输出量检测

心率(HR)､ 每搏输出量(SV)､  每搏输出指数(SI)､ 心输出量(CO)､ 心脏指数(CI)､ 胸腔液体水平

(TFC)､ 心肌收缩指数(ICON)､ 校正的左室射血时间(FTC)､ 每搏输出变异(SVV)､ 输氧量(DO2)的
变化;并分析 cTnI 与 IC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重度窒息组心肌损伤标志物 cTnI､ Mb 明显高于轻度窒息组(P=0.000,P=0.046)。重度窒息组

患儿,SV､ SI､ CO､ CI､ ICON､ DO2与轻度窒息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 
结论 重度窒息会增加心肌损伤的发生。而心肌损伤的出现往往导致心脏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早期

对窒息患儿进行无创心输出量检测,可以联合心肌损伤生化指标,共同辅助临床诊断心肌损伤。 
 
 
PU-3598 

优质护理管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探讨 
 

田艳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对优质护理管理在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观察与探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164 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各 82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管理,研究组给予优质护理管理,对比两组新生儿护理效果。 
结果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率､ 不良反应发生率､ 护理缺陷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研究组的护

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结论 在新生儿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管理,满足了新生儿家长需求,避免了不良反应及护理缺陷发生,提
高了临床护理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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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99 

白蛋白静脉滴注复合蓝光光疗治疗新生儿黄疸的疗效研究 
 

尹欢,程红斌 
湖北省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435000 

 
 
目的 研究白蛋白静脉滴注复合蓝光光疗治疗新生儿黄疸的疗效。 
方法  选取在我院就诊的新生儿病理性黄疸患儿 7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对照组

给予蓝光光疗联合茵 黄治疗,观察组给予白蛋白静脉滴注复合蓝光光疗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治疗效

果､ 治疗前后相关血清指标:间接胆红素(IBIL)､ 总胆红素(TBIL)及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 γ-谷
氨酰转移酶(γ-GT)､ 总胆汁酸(TBA)､ 游离脂肪酸(FFA)､ 碱性磷酸酶(AKP)。 
结果 治疗前,两组血清 IBIL､ TBIL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 IBIL､ TBIL 均

比治疗前下降,但观察组下降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血清 TBA､ AKP､ γ-GT､
FFA､ HS-CRP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 TBA､ AKP､ γ-GT､ FFA､ HS-
CRP 均比治疗前下降,但观察组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74.3%,
明显低于观察组的 9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给予新生儿黄疸患儿白蛋白静脉滴注复合蓝光光疗治疗的效果显著,利于血清胆红素及其他相

关指标恢复正常,促进康复。 
 
 
PU-3600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变化在新生儿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余加林

1,贺雨
2 

1.深圳大学附属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是威胁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的重大疾病,其致病机制尚不完全

清楚。目前普遍认为 NEC 的发生与肠道菌群相关。本研究拟从临床调查入手,探讨 NEC 患儿肠道

菌群及其代谢产物的变化规律,并拟通过体内外试验明确上述变化引发炎症反应的机制,为 NEC 发病

机制提供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方法 收集 NEC 手术患儿及确诊的 NEC 非手术患儿粪便(肠内容物),匹配对照患儿粪便(肠内容物),
基于细菌 16S rDNA 高通量测序的方法分析两组患儿细菌组成差异;利用 PICRUSt 技术对两组患儿

肠道菌群功能进行预测;LC-MS 与 GC-MS 平台对两组患儿细菌代谢产物进行分析。搜集手术患儿

肠组织,流式分析技术分析两组患儿肠道固有层调节性 T 细胞(Treg)占 CD4+T 细胞比例;实时荧光定

量 PCR(QPCR)对两组患儿肠道炎症因子进行分析。体内试验:取新生小鼠分别灌喂 PBS 及丁酸钠

溶液后进行 NEC 建模,观察两组小鼠体重变化情况;利用 H.E 染色分析两组小鼠肠道组织病理损伤

情况;利用流式分析技术分析肠道 Treg 表达情况。体外试验:利用肠道短链脂肪酸(SCFA)干预小鼠

RAW 巨噬细胞,利用 QPCR 及 ELISA 分析 RAW 炎症因子受 SCFA 干预后表达情况。 
结果 临床标本:NEC 患儿肠道菌群发生变化,变形菌门增加,厚壁菌门减少;基因功能预测结果显示

NEC 患儿脂类物质(尤其是丙酸及丁酸)合成能力以及有害异物代谢能力不如对照组患儿

(p<0.05);LC-MS 代谢组学分析结果证实 NEC 患儿与对照组患儿肠内容物代谢产物有明显差异,差
异 显著通路为丁酸酯类物质的合成;GC-MS 靶向代谢组学结果进一步证实 NEC 患儿肠道乙酸

( 371.4ug/g VS 1242.9ug/g, p=0.01)及丁酸 49.3ug/g VS 107.9ug/g, p=0.02)含量不如对照组患

儿。NEC 手术患儿 Treg/CD4+T 细胞比例较对照组患儿低(3.86% VS 8.95%, p=0.01);肠组织

QPCR 结果显示,NEC 患儿肠组织 IL-10 以及 TGF-β 表达减少(p<0.05),IL-1β､ IL-8､ TNF-α 升高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562 
 

(p<0.05)。体内试验:经丁酸处理 NEC 模型小鼠体重较 PBS 处理组要高,且肠道病理损伤明显较轻,
小肠及结肠 Treg 占 CD4+T 细胞比例较高。体外试验:SCFAs 处理 RAW 巨噬细胞结果显示,相较于

PBS 处理组,QPCR 及 ELISA 实验均表明丁酸组 IL-10 及 TGF-β 较对照组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肠道菌群在 NEC 发病中有重要作用,其可能机制为 NEC 患儿肠道厚壁菌门减少,引起其代谢产

物 SCFA 减少,进而导致肠道巨噬细胞分泌 IL-10 及 TGF-β 降低,引起 Treg 细胞表达减少,从而引起

炎症。 
 
 
PU-3601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外科管理和预后分析 
 

林慧佳,施丽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是新生儿 常见的消化道急症,90%
发生于早产儿,以腹胀､ 呕吐､ 血便､ 严重者休克为主要临床表现,是国内外早产儿在 NICU 的主要

死亡原因之一。NEC 总的发病率约为活产儿的 0.3/1000~2.4/1000。据美国 NICHD 研究报道,NEC
在出生体重小于 1500g 的早产儿发生率为 5~15%,病死率为 20-30%。不同地区及不同 NICU 早产

儿 NEC 发生率不同。NEC 是现阶段影响早产儿存活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研究为明确我院收治 NEC 患儿的临床特征､ 外科手术情况及预后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与

其他研究中心做比较分析。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入住我院的 NEC 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胎龄､ 出生体

重､ 性别､ NEC 发病日龄､ 临床表现､ 检查､ 手术情况及治疗､ 住院时间及预后情况。存活定义

为出院时患儿存活。采用统计学 SPSS 16.0 软件分析处理,正态分布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非
正态分布数据采用中位数及范围表示,根据资料性质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和非参数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c2检验。取 0.05 为检验水准,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符合入选条件的患儿共有 170 例,其中 108 例(63.5%)男性,62 例(36.5%)女性;出生体重在

690~4150 g,出生胎龄在 26~42 周。早产儿占 87.6%,早产患儿的出生体重平均为 1615.4±463.1 g,
出生胎龄平均为 31.0±2.4 周;NEC 的平均发病日龄 13.5d。总体死亡率为 12.4%。3 年来,患儿总数

逐年增加,虽然手术例数每年增加,但总体手术率下降。所有患儿按照胎龄分类,占 多数的为 28-32
周;按照出生体重分类,占 多数的为 1500-1999 g。 
根据是否手术,分为手术治疗组 116 例和药物治疗组 54 例;两组之间胎龄､ 出生体重､ 性别比之间

无统计学差异。手术治疗组的住院时间更长,严重 NEC 病例数更多;而药物治疗组的死亡率相对更

高。 
按照手术情况,116 例患儿分为肠坏死组 77 例和肠狭窄组 39 例。肠坏死组的手术日龄早于肠狭窄

组;肠坏死组中的多发坏死病例多于肠狭窄组。肠坏死组中的 87.0%接受了肠造瘘术,而肠狭窄组中

的 94.9%患儿接受了肠吻合术。所有手术治疗的患儿,有 2 例因为广泛 NEC 术中即放弃治疗;13 例

患儿接受了二次手术,其中的 5 例因为短肠综合征而提前进行了关闭肠造瘘术。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新生儿监护技术的不断提高,NEC 的存活率逐渐上升;在我国三级医疗中

心,NEC 的死亡率与国际各中心已接近。对于 NEC 的手术管理也逐渐完善,除 NEC 急性期进行的手

术,还应注意 NEC 内科保守治疗后期会发生肠粘连狭窄,需要手术介入治疗。手术的方式应根据术中

肠管病变等进行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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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02 

新生儿早发败血症感染标志物筛选研究 
 

余加林
1,贺雨

2 
1.深圳大学附属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新生儿早发败血症(Early onset sepsis,EOS)仍然是威胁新生儿生命的首要原因,由于其发病早,
临床表现不明显,血培养阳性率低导致其诊断较为困难。传统的感染标志物如 WBC､ CRP 等在新

生儿早发败血症中的价值限,临床上亟待新的感染标志物帮助 EOS 诊断。本项研究拟通过高通量多

因子检测评判一系列常见及罕见感染标志物在诊断 EOS 中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的纳入 151 例怀疑新生儿败血症的患儿,然后依据其围产期高危因素､ 临床表现

､ 实验室非特异性检查将其分为了感染组及非感染组,利用 Luminex 200 高通量蛋白检测系统检测

IL-27, IL-6, IL-8, TNF-α, 热休克蛋白(Hot shock protein, HSP) 70, 巨噬细胞炎症蛋白(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 ,MIP)-1α, MIP-1β, 颗粒酶 B ( granzyme B ) , 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MMP)-8 
等炎症因子,采用化学免疫发光法检测 PCT。利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评判每个感染标志物的诊断价值,利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寻 EOS 的独立

危险因素。 
结果 终纳入研究的 151 例患儿中,高度疑似组有 68 例,低度疑似组有 83 例。在所有感染标志物

中,IL-27 具有 高的诊断效能(p<0.01),其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47,诊断节点为 1 ng/ml,此时,其灵

敏度为 70.59%,特异度为 71.08%。此外,IL-6､ TNF-α､ HSP 70､ MMP-8､ PCT 以及 CRP 在两组

中都有明显差异,即在感染组中升高明显;而 IL-8, granzyme B､ MIP-1α 以及 MIP-1β 在两组中无统

计学差异。多元 logistic 回归发现 PCT 以及 IL-27 是众多感染标志物中独立的预测标志物,联用

PCT 以及 IL-27 可以明显提高诊断效能。 
结论 IL-27 是一个有效的 EOS 诊断标志物;联用 IL-27 以及 PCT 能够较大程度提高 EOS 的诊断效

率。 
 
 
PU-3603 

细胞焦亡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中的致病作用 
 

余加林
1,胡刘红

2 
1.深圳大学附属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细胞焦亡是否参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发病,并分析

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100 只新生 1 日龄的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n=50):正常对照组､ 坏死性小肠结

肠炎新生大鼠组(NEC 组)。对照组与母鼠同笼,不予处理;而 NEC 组则采用缺氧､ 冷刺激及人工喂养

的方式建立模型。2 组新生鼠于第 1､ 2､ 3 天固定时间点测量体质量,实验过程中观察记录大鼠的一

般情况,并统计其死亡率;在第 4 天断头处死大鼠,采用 HE 染色观察回盲部肠组织病理学变化同时行

双盲法进行病理学评分,并统计 NEC 发生率;QPCR 检测焦亡相关基因 NLRP3､ IL-1β､ IL-18 的表

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Caspase-1 的表达及激活情况;ELISA 检测肠组织 浆 IL-1β､ IL-18 的蛋

白水平。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计量资料均用?x±s 表示,正态方差齐性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正态方差不齐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检验,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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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NEC 组大鼠一般情况差,体质量明显降低,肠上皮损伤明显,NEC 的发生率及

死亡率亦明显高于对照组;在基因水平,NEC 组焦亡相关基因 NLRP3､ IL-1β 及 IL-18 的表达增高(分
别为 0.33±0.06vs1.11±0.12,0.40±0.15vs1.25±0.13,1.04±0.16vs2.35±0.17),P 均<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激活的 Caspase-1 仅在 NEC 组中表达,且下游炎症因子 IL-1β 及 IL-18 的水平亦高于

对照组(分别为 74.4±17.5vs300.4±76.5,23.9±19.3vs214.4±28.1),P 均<0.01。 
结论 1､ 本实验成功建立了稳定的新生大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模型;2､ 焦亡相关基因及蛋白水平在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大鼠组明显增高;3､ 细胞焦亡参与了 NEC 的发病,其具体机制可能与焦亡发

生后 IL-1β､ IL-18 的水平升高有关。 
 
 
PU-3604 

新生儿血清中 Cyr61 含量和其他细胞因子的相关性 
 

须丽清,李菁,步军,孙建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Cyr61 是一种富含半胱氨酸的分泌型基质蛋白(Cysteine-rich 61),广泛表达在组织细胞上,已有

的研究表明该蛋白可以介导炎症细胞(Th17)的分化､ 浸润､ 激活等的作用,是一种新型促炎症因

子。本研究通过检测新生儿外周血液中 Cyr61 的含量,了解其与 TGF-β1､ IL-10､ sHLA-G(可溶性

人类白细胞抗原-G)细胞因子的相关性。Cyr61 是一种富含半胱氨酸的分泌型基质蛋白(Cysteine-
rich 61),广泛表达在组织细胞上,已有的研究表明该蛋白可以介导炎症细胞(Th17)的分化､ 浸润､ 激

活等的作用,是一种新型促炎症因子。本研究通过检测新生儿外周血液中 Cyr61 的含量,了解其与

TGF-β1､ IL-10､ sHLA-G(可溶性人类白细胞抗原-G)细胞因子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80 份新生儿(孕周 35~40 周)的外周血清,通过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中 Cyr61 的浓度,同时

检测细胞因子 TGF-β1､ IL-10､ sHLA-G 的浓度,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 随着新生儿外周血清中 Cyr61 浓度(80~1000pg/ml)的升高,相应的 TGF-β1(P=0.006)和 sHLA-
G(P=0.0016)的血清含量亦增加,两者成正相关, 而血清中 IL-10 的浓度无明显变化。 
结论 已有研究表明细胞因子 TGF-β1 和 sHLA-G 可以调节 NK 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对新生儿期先

天性免疫产生影响,本研究发现新生儿血清中 Cyr61 含量的变化与细胞因子 TGF-β1 和 sHLA-G 的

含量成正相关,考虑 Cyr61 在新生儿期的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PU-3605 

54 例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临床分析 
 

刘禹江,陈晓霞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回顾性研究临床病例,探讨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的发

病情况､ 高危因素､ 防治措施及预后转归。 
方法 分析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 2014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所有胎龄<37w 且

住院时间≥28d 的早产儿临床资料,据患儿出生后持续用氧≥28 天确定 BPD 组,BPD 组患儿中依照

分度标准分为轻､ 中､ 重度,因重度病例极少,故分为轻度 BPD 组,中､ 重度 BPD 组,比较患儿产科资

料､ 一般临床资料､ 预后资料等,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1.收治早产儿 1566 例,其中住院超过 28 天的 164 例(10.47%),含 BPD54 例,BPD 发生率

3.44%;2.54 例 BPD 病例中,男性 33 例(61.11%),女性 21 例(38.89%),平均胎龄 30.69±1.71w,平均出

生体重 1400.95±352.38g,痰培养阳性率 72.22%(39/54),平均有创机械通气 13.05 天,平均无创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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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天,平均吸氧 37.88 天,平均输注悬浮红细胞 3.59±1.66 次,平均输注悬浮红细胞量为

143.87±59.80ml,平均住院 50.11 天,出院时平均体重 2056g;3.BPD 组(54 例)与非 BPD 组(110 例)两
组在胎龄､ 体重､ 受孕方式､ 5minApgar 评分小于 8 分､ NRDS､ 肺部感染､ 肺出血､ 肺泡表明活

性物质､ 无创通气､ 有创通气､ 输血量等共 11 个因素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NRDS､ 有创通气≥7 天为发生 BPD 的独立危险因素。4.54 例 BPD 病例中,轻度 34 例,
中重度 20 例,通过比较发现胎膜早破史､ 败血症､ 输血次数､ 输血量､ 机械通气时间等 5 个因素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是影响 BPD 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因素。 
结论 1.我院早产儿 BPD 的发生率约为 3.44%,多见于胎龄 32 周以下､ 体重小于 1500g 的早产儿;2.
小胎龄､ 低体重､ 试管婴儿､ 合并 RDS､ 合并肺部感染､ 合并肺出血､ 有创机械通气均是发生

BPD 危险因素;3.合并 NRDS､ 有创通气≥7 天为发生 BPD 的独立高危因素;4.胎膜早破史､ 合并败

血症､ 输血次数及量､ 有创机械通气时间均为影响 BPD 病情严重程度的因素。 
 
 
PU-3606 

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在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中的应用 
 

高瑞 
深圳基因启示录科技有限公司 518061 

 
 
目的 串联质谱技术是目前一种常用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技术,可大大降低新生儿致残率和死亡

率,但该技术存在阳性预测值偏低､ 召回困难､ 确诊流程复杂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技术的

应用。本研究拟通过建立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基因检测平台,作为传统新筛流程的补充,探索高通量目

标区域捕获测序在新生儿遗传病筛查中的应用。 
方法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共 63,024 名新生儿利用串联质谱技术进行 48 项遗传代谢病的筛

查,260 名个体检测结果偏离正常范围,提示可能患有相关疾病,需召回复查,之后成功召回 178 名个体

进行临床相关检查, 终 15(8.4%)例个体确诊患有相关疾病。针对 48 种遗传代谢病相关 79 个基因

作为研究范围,相关基因外显子区及内含子±20bp 作为目标区域,建立高通量测序技术平台。从未成

功召回的 82 名个体中,随机选择 50 名个体干血片样本进行基因检测,检出的基因变异根据 2015 年

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发布的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进行解读,将检出变异与疾

病遗传方式相符个体归为基因检测阳性个体。进一步将该部分基因检测结果与对应质谱检测结果进

行比较,若二者检测结果一致则高度怀疑该个体会患有相关疾病。 
结果 在质谱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中,发现 82 名新筛异常个体未成功召回,无法判断该部分个体是

否确实患有相关疾病,这是造成质谱新筛假阴性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无法召回的 50 例样本进行基因

检测,发现其中 9 例个体找到明确的致病基因变异,提示相关遗传疾病发病风险较高,其中包括 3 例苯

丙酮尿症､ 2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合并高胱氨酸尿症､ 1 例短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1 例原发

性肉碱缺乏症､ 1 例极长链酰基辅酶 A 脱氢酶缺乏症､ 1 例高甲硫氨酸血症。由于该部分病例未成

功召 
结论 将高通量目标区域捕获测序应用到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中,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质谱新

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召回困难､ 确诊流程复杂的不足,而且该技术检测疾病种类可扩展,一次可覆盖

多种疾病,结果判断准确性高,唯一局限性为检测成本略高,暂时不适合作为常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

查技术,但随着基因检测成本的进一步下降,高通量目标区域捕获测序在新生儿遗传病筛查领域将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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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07 

598 例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的 MRI 影像特征分析 
 

严恺,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大样本脑 MRI 数据观察在不同纠正胎龄(CGA)､ 出生体重(BW)与血糖水平等条件下新生

儿低血糖的脑变化特征。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08~2016 年收治入院的新生儿低血糖患儿,通过住

院期间脑 MRI 数据来分析脑损伤特征。研究对象按 CGA 或 BW 等因素分层,比较不同 CGA 或 BW
下新生儿低血糖组与对照组在头颅 MRI 表现上的差异。对照选择不存在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住院

患儿。两组基线资料均衡可比。根据血糖水平､ 低血糖发生或持续时间来比较低血糖组内不同条件

下 MRI 的表现。纳入标准:(1)已确诊且未经治疗;(2)入院后至少有 2 次以上血糖值且<2.2mmol/L;(3)
入院后 14 日内完成 MRI 检查;(4)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入院前已行纠正低血糖治疗;(2)无血糖数

据;(3)无 MRI 数据或 MRI 完成时间超出 2 周;(4)排除存在明显中枢神经系统畸形患儿。基线收集患

儿围产资料,血糖数据,临床表现与疾病状况。血糖检测采用纸片法并计算得到低血糖持续时间(h)。
MRI 检测序列包括矢状位 T1WI,轴位 T1WI 与 T2WI 及 DWI,检查前患儿行镇静。每份 MRI 报告由

专业影像科医生完成。采用 Stata 12.0 统计分析。 
结果 研究纳入 598 例新生儿低血糖,对照 679 人,共计 1277 人。(1)以纠正胎龄(CGA)32 周分层,我
们发现 CGA<32W 时低血糖组与对照组在额叶､ 顶叶､ 枕叶损伤上未见显著差异,颞叶与基底节区

可见差异。而当 CGA≥32W 时,额叶､ 顶叶､ 枕叶在低血糖组中出现损伤概率显著增加。按照

CGA 为 37W 或出生体重(BW)为 1500g 或 2500g 分层也呈现相同规律。(2)血糖取 1.7mmol/L, 
1.2mmol/L, 0.7mmol/L 三水平分层分析发现,随着血糖水平下降额/颞/顶/枕叶发生损伤概率也越来

越大。血糖水平取 1.7mmol/L 分层时两组间仅枕叶损伤概率已出现差异(P=0.031)。额/颞/顶叶在血

糖水平 1.2mmol/L 与 0.7mmol/L 水平时损伤概率才显著增加。(3)CGA 与 BW 增加使低血糖组内出

现脑损伤的概率越来越大,且额叶与枕叶对低血糖损伤更为灵敏。(4)低血糖的初次发生时间距离出

生后越长,发生脑损伤的概率越大,额/顶/枕叶为损伤好发部位,较颞叶与基底节区灵敏。(5)低血糖持

续时间≥72h 与<72h 相比,出现脑损伤概率增加,并随着持续时间增加(≥7d)而显著升高。 
结论 (1)CGA<32W 或<37W 的非低血糖早产儿出现脑损伤的概率与低血糖早产儿相似。(2)新生儿

低血糖除损伤顶枕叶外,也可损伤额叶与颞叶,基底节区损伤不明显。(3)枕叶对血糖降低 为敏感,基
底节区 不敏感。(4)新生儿低血糖初次发作时间离出生后越久,可出现脑损伤的概率越大。(5)随低

血糖持续时间的增长可致全脑广泛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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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08 

Feasibility of secretions derived from Human adipos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Infants with moderate/severe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Wang Feng1,Liu Fang2,Liu Weipeng1,Shi Yuan3,Peng Xiaoming4,Jia Yongfeng5,Song Yao3,Huang Weiqing4,Cao 
Yuhui5,Wang Kun6,Lv Hongyan7,Yang Yinxiang1,Wang Zhaoyan1,Wang Qian1,Luan Zuo1 

1.Navy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2.Bethun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of PLA 

3.Daping Hospital of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Hunan Children’s Hospital 
5.Shangluo Central Hospital 

6.252 Military Hospital 
7.Hand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Objective To assess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intrathecal administration of secretions 
derived from human adipose mesenchymal stem cells(hAMSC)to neonates with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HIE). 
Methods We conducted an open-label,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at six Intensive Care 
Nurseries. Neonates diagnosed with moderate/severe HI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intrathecal 
injections of secretions derived from hAMSC at 12, 24, 48 hours after birth. 
We recorded patients’baseline characteristics,pre- and post- infusion vital 
signs, neural manifestations and adverse events caused by 
intervention.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cranial 
ultrasonic examinations, electroencephalogram(EEG),and neurobehavioral testings were 
undertaken before the enrollments of participants and reexamined at 6,12 and 18 month of 
age. Mortality and 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NBNA) 
at discharge were recorded as hospital outcomes. At 18 month after birth, we compared 
survivals’Bayley Scales(China Version), Peabody Development Measure Scales,and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Scale for children diagnosed Cerebral Palsy as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98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o the trial and all received routine therapies ,while 44 infants 
were assigned to experimental group.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ath rate were similar 
between groups.Vital sign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intrathecal injection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led group, fewer infants treated with 
secretions derived from hAMSC had abnormal NBNA scores at 28 days after birth (95% CI:0.136-
2.658,p<0.05).8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2 patients in controlled group still need to be 
followed up at 18 month. The longterm out come of survived patients:1.Bayley Scales(China 
Version) at 12month:35 of 38 (92.1%) secretions recipients and 29 of 43 (67.4%) conventional 
therapy only recipients got scores≥ 85(either of mental scales or motor scales).2.Peabody 
Development motor scales: at 12month,36 of 38 (96.7%) secretions recipients and 31 of 43 
(72.1%) conventional therapy only recipients got scores of Fine Motor Quotient≥ 85,35 of 38 
(92.1%) secretions recipients and 29 of 43 (67.4%) conventional therapy only recipients got 
scores of Total Motor Quotient≥85;at 18 month,27 of 38 (90%) secretions recipients and 27 of 43 
(65.9%) conventional therapy only recipients got scores of Total Motor Quotient≥85. 
Conclusions Secretions derived from hAMSC were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risk of brain injury 
of newborn with HIE.Adverse effects of secretions of hMSCs were minimal.Because part of cases 
are under following up,more data for long 
term outcomes are being collect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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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09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与 ABCA3 基因变异的相关性研究 
 

王晓磊,梅花,张钰恒,张艳波,杜巧燕,贾昕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 ABCA3 外显子 10(exon10)进行基因测序和分析,初步探讨 ABCA3 exon10 区域

上是否有基因变异或多态性位点分布,探讨其与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NRDS)发病的相关性,从基因水平探讨 NRDS 的发病机

制。 
方法 收集于 2014 年 9 月-2016 年 9 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住院的汉族 NRDS 患儿 53 例作为病例组,同时间段､ 同民族､ 同群体中

53 例非 NRDS 汉族新生儿作为对照组。分别提取两组基因组 DNA,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扩增 ABCA3 exon10,并将扩增产物进行直接测序,分析两组

ABCA3 exon10 是否有变异或多态性位点存在。 
结果 ①在 ABCA3 exon10 rs13332514(F353F)位点存在单个碱基点突变 C>T,密码子由 TTC 变为

TTT,第 353 编码位点氨基酸未发生改变。病例组和对照组均存在该位点点突变,其中 NRDS 组共有

16 例,变异率为 30.2%,非 NRDS 组共有 7 例,变异率为 13.2%,NRDS 组显著高于非 NRDS 组

(X2=4.498,P=0.03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②NRDS 组在 ABCA3 外显子 10 rs13332514(F353F)位
点上可检测三种基因型,即 CC､ CT 和 TT,其基因型频率分别为:69.8%､ 20.8%和 9.4%,C 等位基因

频率为 80.2%,T 等位基因频率为 19.8%。对照组可检出 2 种基因型:即 CC 和 CT,频率分别为

86.8%和 13.2%;C 等位基因频率为 93.4%,T 等位基因频率为 6.6%。NRDS 组 T 等位基因型频率比

对照组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X2=8.065   P<0.05)。 
结论 ABCA3 外显子 10 区域上 rs13332514 (F353F)位点存在单个碱基点突变 C>T,该位点变异可能

与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新生儿发生 NRDS 有相关性,等位基因 T 可能是增加该区汉族新生儿发生

NRDS 的易感因素之一。 
mso-spacerun:'yes';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0000pt;" >住院的汉族 NRDS 患儿 53 例作为病例

组,同时间段､ 同民族､ 同群体中 53 例非 NRDS 汉族新生儿作为对照组。分别提取两组基因组

DNA,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扩增 ABCA3 exon10,并将扩增产物进行直

接测序,分析两组 ABCA3 exon10 是否有变异或多态性位点存在。 
 
 
PU-3610 

家庭参与式护理对早产儿神经行为及体格发育的影响 
 

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家庭参与式护理对早产儿神经行为及体格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科住院的早产儿 200 例。按照分段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干

预组 100 例,对照组 100 例,干预组早产儿接受常规护理加家庭参与式护理.保证家庭参与护理时间不

少于 4h 每天;对照组早产儿只进行常规护理。并采用鲍秀兰等建立的早产儿 20 项行为神经评价方

法,于早产儿生后第 28 天对两组早产儿分别进行行为神经测评;并在出生后 42 d 测量两组早产儿的

体格发育指标(体重､ 身长､ 头围)。 
结果 干预组早产儿的行为神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出生后 42d 后的头围､ 身长和体

重长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家庭参与式护理可以促进早产儿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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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1 

新生儿手足口病 2 例报告及文献分析 
 

王礼周,郭少青,陈佳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新生儿手足口病的病原学､ 传播途径､ 临床特征及转归 
方法 报告 2016 年 3 月~2017 年 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2 例新生儿 HFMD
病例,结合检索到的 7 篇相关文献中的 13 例患儿资料,分析有关新生儿 HFMD 的感染病源学､ 传播

特点､ 临床特征及预后。 
结果 以“手足口病､ 新生儿”为关键词或主题词,在万方､ 维普网､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国内

文献,以“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作为主题,限定研究对象年龄为新生儿(检索式 :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Title] AND "infant, newborn" [MeSH Terms]),在 PubMed 检索至 2017 年 6 月

的英文文献,中文报道共 5 篇,英文文献 7 篇,其中一篇中文与一篇英文文献属于同一例患儿。结合我

国手足口病诊疗指南诊断标准,剔除 3 例肠道病毒感染,加上本组 2 例符合诊断标准的新生儿手足口

病共 13 例。其中男 9 例,女 3 例;11 例为足月儿,2 例为早产儿。发病时间从出生 5 天至 1 月(胎龄

24+2 周早产儿于出生后 1 月即矫正胎龄不足 29 周发病)。1 例无接触史但患儿和父亲粪便中分离出

CoxA16,1 例患儿家长否认有明确接触史,但当地流行手足口病,且患儿办满月接触人员复杂;1 例因

社会因素祖母隐瞒患儿 HFMD 接触史;10 例(76.9%)有明确接触史,6 例(46.2%)兄姐和 3 例(23.1%)
母亲为传染源,1 例(7.7%)父亲为传染源。发热 9 例(69.2%),无热 4 例(30.8%);口腔咽部疱疹溃疡 10
例(76.9%),手足或其他部位斑丘疹､ 疱疹 13 例(100%)均有。不同程度神经系统症状 7 例(53.8%)。
呼吸道症状 3 例(23.1%)。循环受累 2 例(15.4%)。血常规 2 例(15.4%)白细胞升高;血糖异常(升高

和降低)各 1 例(15.4%)。12 例(92.3%)分离出相关肠道病毒,其中 CoxA16 病毒 3 例(23.1%),EV71
病毒 3 例(23.1%),肠道病毒通用型 4 例(30.8%)。标本来源:咽拭子阳性 7 例,粪便阳性 4 例,疱疹液

阳性 2 例,脑脊液､ 泪液和血清各 1 例阳性。脑脊液 3 例白细胞数升高(23.1%)。普通型 6 例

(46.2%),重型 5 例(38.5%),危重型 2 例(15.2%),重症比率 53.8,死亡 1 例(7.7%),其余全部痊愈无后遗

症。 
结论 新生儿 HFMD 为水平接触传播,兄姐母亲等家庭成员为主要传染源,CoxA16 与 EV71 仍然是我

国主要感染病原。新生儿 HFMD 重症比率高于婴幼儿;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放开,推测新生儿 HFMD
发病率会有所增,广大儿科尤其是新生儿医务工作者应提高认识,避免误诊漏诊 
 
 
PU-3612 

SOX9 及 Wnt 信号通路分子在高氧暴露 
早产大鼠肺损伤的表达及意义 

 
全裕凤,张华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目的 观察 sox9 及 wnt 信号通路分子在高氧暴露早产鼠肺组织中的表达,探讨高氧暴露早产大鼠肺组

织损伤的发病机制。 
方法 将 1 日龄早产 SD 大鼠 72 只随机分为高氧组和空气组,每组 36 只, 各组再随机分为生后 3d 组

､ 5d 组､ 9d 组,每组 12 只。高氧组早产鼠置于氧体积分数为 95%的氧箱中。各组分别在相应的时

间处死动物后收集肺组织标本。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法观察肺组织的病理改变,采用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sox9 及 Wnt 信号通路中关键因子 β-catenin 及下游因子(LEF-1､ SPC､ α-
SMA)在高氧暴露早产大鼠肺组织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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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空气 3d 组､ 5d 组､ 9d 组肺组织结构基本正常,高氧 3 天组肺组织见明显渗出､ 大量炎症细胞

浸润､ 出血性改变及肺泡压缩,高氧 5d 组和 9d 组可见肺间隔增宽及肺泡结构紊乱。与空气组比,高
氧组 β-catenin､ LEF-1､ SPC 及 α-SMA 核酸及蛋白表达均增加(p<0.05),且随着高氧暴露天数的增

加而增加;SOX9 因子在高氧暴露 3d 和 5d 时核酸和蛋白表达均高于空气对照组(p<0.01),且高氧暴

露 3d 组核酸及蛋白表达量高于高氧暴露 5d 组,高氧暴露 9d 时与对照组无明显变化(p>0.05),且表达

量低于高氧暴露 5d 组。 
结论 高氧暴露通过激活 WNT 信号通路致早产大鼠肺组损伤;SOX9 基因在高氧暴露早产大鼠肺组织

中可能通过抑制 WNT 信号通路来参与高氧肺损伤。 
 
 
PU-3613 

中重度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临床因素研究 
 

吴怡翔,吴秋萍,梁忠杰,麦菁芸,陈尚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对不同分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早产儿临床特点分析,探讨与 BPD 程度相关的危险因

素;BPD 相关治疗对其分度是否影响,并为中重度 BPD 患儿防治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NICU 胎龄<37
周及生后 7d 内入院,且确诊为 BPD 的患儿,根据临床分度标准分为轻､ 中､ 重度 3 组,采集各组相关

临床因素行单因素分析;合并中度和重度组,对轻度组､ 中重度组有明显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二元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六年间总共有 436 例 BPD 患儿纳入,其中轻度 162 例,中度 137 例,重度 137 例。患儿胎龄和出

生质量､ 胎数>1､ 1min Apgar 评分≤7 分､ 出生后是否复苏,均可影响 BPD 的分度(P 均

<0.05);BPD 的严重程度与患儿使用机械通气,总氧疗时间长,气管插管次数,留置胃管时间及中心静

脉置管时间,存在贫血多次输注红细胞,糖皮质激素及利尿剂的使用密切相关(P 均<0.05);不同程度的

BPD 患儿,颅内出血､ 气胸､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 消化道出血､ 生后感染､ 新生儿坏死性小

肠结肠炎(NEC)等比例有显著差异,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生后感染中,肺部感染､ 血源

感染及革兰阴性菌感染均可能与 BPD 严重程度相关(P 均<0.05)。随着 BPD 程度的加重,患儿住院

时间愈长,预后愈差 (P 均<0.05)。对轻度组､ 中重度组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胎龄(OR=0.748)､ 有创通气时间占总通气时间(OR=1.045)为中重度 BPD 发生的独立

相关因素。 
结论 1.围产期诸多因素都与 BPD 严重程度相关。2.胎龄､ 有创通气时间占总通气时间的比例为中

重度 BPD 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故预防早产及缩短有创通气时间可减轻 BPD 的严重程度。 
 
 
PU-3614 

一例新生儿布鲁氏杆菌败血症的护理 
 

廖婵丽,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了 1 例新生儿布鲁氏杆菌败血症的护理 
方法 护理要点包括:严密监测病情变化,加强病区管理,落实隔离措施,做好基础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
维持有效呼吸,合理使用药物及营养供给 
结果 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有效护理能减少布鲁氏菌在院内的传播,促进患儿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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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5 

新生儿不完全型 Di George 综合征报道 1 例并文献复习 
 

李萌,张晶卉,徐瑞,孙念政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总结新生儿不完全型 DiGoerge 综合征早期发病临床特点,丰富该病的症状谱,为该病的早诊断

及预后判断提供了依据。 
方法 报道一例新生儿不完全型 DiGoerge 综合征诊疗经过,结合文献复习,并通过 NCBI 检索缺失基

因相关功能,随访观察患儿生长发育情况。 
结果 患儿染色体微阵列检查,提示 chr22q11.21(18,916,842-21,465,659)存在一 2.5Mb 大小片段缺

失。对患儿父母行 22 号染色体单色 FISH 分析,结果正常。提示本例患儿染色体片段缺失为基因突

变。胸部 CT 上纵隔狭窄不显著,感染指标不高,细胞免疫功能在新生儿期正常范围,甲状旁腺功能未

见明显异常,血气分析示游离钙低,心电图未检测到心律失常,心脏彩超:房间隔缺损。随访 6 个月,患
儿生长发育里程碑轻度落后,智力运动发育正常,无听力障碍,血钙水平正常,细胞免疫水平位于同胎龄

儿正常范围。 
结论 不完全性 Di George 综合征临床少见,常缺乏细胞免疫缺陷等经典 Di George 综合征的特征,易
漏诊,本例患儿低钙抽搐､ 软腭功能不全为诊断提供了线索,染色体微阵列检查为确诊提供了依据。

通过随访,该类患儿存在一定程度的体格发育落后,但低钙易纠正,智力运动发育正常,未继发感染。通

过本例报道,丰富了该病的症状谱,为该病的早诊断及预后判断提供了依据。 
 
 
PU-3616 

新生鼠巨细胞病毒感染对脑 Wif-1､ Shh 表达的影响 
 

苏飚,王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探讨鼠巨细胞病毒(murine cytomegalovirus,MCMV)感染后新生小鼠脑内 Wnt 抑制因子-1(Wif-
1)､ 音猥因子(Shh)信号分子的表达变化及对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 
方法 体外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murine embryo fibroblast,3T3 细胞)培养､ MCMV 接种增殖;60 只新

生 BALB/c 小鼠按窝随机分为病毒组(n=30)和对照组(n=30)。两组动物均设 3d､ 7d､ 14d 三个时间

点亚组,各亚组平均 10 只小鼠。病毒组于仔鼠出生 3d 时腹腔接种致半数细胞感染量为

TCID50=104.44/ml 的 MCMV 病毒悬液 100μl,建立 MCMV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模型;对照组腹腔注射

等量的无菌生理盐水。饲养期间,母乳喂养,每日观察小鼠生长发育情况。各组于规定时间点处死仔

鼠,无菌留取脑组织;半定量 RT-PCR 法检测各组各时点脑组织中 MCMV-DNA 表达和各组各时点

Wnt mRNA､ β-catenin mRNA 及 Gli mRNA 的表达。Western blot 法测定新生鼠脑组织中 Wif-1 蛋

白及 Shh 蛋白的表达。 
结果 1. MCMV 感染后病毒组小鼠较正常对照组相比出现皮毛稀疏､ 食欲差､ 活动少､ 对刺激反应

迟钝､ 生长迟缓､ 体重不增等表现。 
2. 第 3d 时病毒组小鼠脑组织 MCMV-DNA PCR 即出现阳性条带,且随着时间推移表达量持续增多,
而对照组各时点均未出现阳性条带。 
3. RT-PCR 法检测病毒组小鼠脑组织中 Wnt mRNA､ β-catenin mRNA 的表达水平随感染时间延长

而下降,第 14d 时抑制 明显,在感染后第 7d､ 14d 其表达水平与相应时点对照组相比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病毒组 Gli mRNA 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同样受到了抑制,且 3 个时点均存在着统计学差异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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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stern blot 方法显示病毒组小鼠脑组织中 Wif-1 蛋白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增高,7d､ 14d 时两组

存在统计学差异;而 Shh 蛋白表达水平较空白对照组则明显抑制,且 3 个时点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巨细胞病毒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后可能通过上调 Wif-1 蛋白的表达抑制 Wnt 通路及下调 Shh 蛋

白的表达抑制 Hedgehog 信号通路,从而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发育障碍。 
 
 
PU-3617 

在新生儿科开展家庭参与式护理的对产妇影响的探讨 
 

陈利双,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比较家庭参与式护理模式与传统常规护理模式在新生儿科开展对产妇的不同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我科住院的早产儿 200 例。按照分段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干

预组 100 例,对照组 100 例,干预组早产儿接受常规护理加家庭参与式护理.保证家庭参与护理时间不

少于 4h 每天;对照组早产儿只进行常规护理。采用问卷调查评估两种护理模式对产妇紧张情绪､ 护

理新生儿能力评分､ 目前角色适应性和护士满意度评分的影响。 
结果 两组产妇在紧张情绪､ 护理新生儿能力评分､ 母亲角色适应性和护士满意度方面评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o.05 或 P<O.01)。 
结论 家庭参与式护理模式减少产妇焦虑情绪,并提高产妇护理婴儿能力､ 目前角色适应性和护士满

意度。 
 
 
PU-3618 

超敏 C 反应蛋白在新生儿脑梗死中的临床应用 
 

黄斌,彭小明, 颜卫群,黄维清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超敏 C 反应蛋白(高敏 CRP)在新生儿脑梗死(Neonatal cerebral infarction,NCI)患者中的

作用,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我院新生儿科 23 例脑梗死患者,与 23 例健康对照者,血清 hsCRP
和进行比较,根据梗死面积患者分成小(A 组)､ 中面积(B 组)和大面积梗死组(C 组),检测三组,比较入

院后后 1 天､ 5 天､ 10 天､ 治愈或好转前 HS-CRP 含量的比较,结果 生后第 1 天､ 5 天､ 10 天､ 治

愈或好转前,大面积脑梗死患者血清 hs-CRP 含量分别为(9±5.28)mg/L 高于中面积组的

(10.46±7.39)pmol/L､ 中面积大于小面积组(2.64±1.15)mL,P<0.01;且每一组,随着病情治愈或好转过

程,HS-CRP 逐渐下降。结论 Hs—CRP 可作为新生儿脑梗死诊断和病情评估的一项重要临床指标. 
方法 我院新生儿科 23 例脑梗死患者,与 23 例健康对照者,血清 hsCRP 和进行比较,根据梗死面积患

者分成小(A 组)､ 中面积(B 组)和大面积梗死组(C 组),检测三组,比较入院后后 1 天､ 5 天､ 10 天､

治愈或好转前 HS-CRP 含量的比较 
结果 生后第 1 天､ 5 天､ 10 天､ 治愈或好转前,大面积脑梗死患者血清 hs-CRP 含量分别为

(9±5.28)mg/L 高于中面积组的(10.46±7.39)pmol/L､ 中面积大于小面积组(2.64±1.15)mL,P<0.01;且
每一组,随着病情治愈或好转过程,HS-CRP 逐渐下降 
结论 Hs—CRP 可作为新生儿脑梗死诊断和病情评估的一项重要临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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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9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病因的多中心调查 
 

王瑾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对我国不同地区十家医院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病例进行多中心调查,了解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的病因,分析我国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主要病因,并了解不同地区间的差异。 
方法 选取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新疆医科大､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云南省昆

明儿童医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郑州儿童医院､ 南京妇幼保健院､ 哈尔滨儿

童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进行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登记 2010 年 8 月~2011 年 7 月间,所
有因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或新生儿黄疸收治该院新生儿病房和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以及在新生儿科住

院期间发生高胆的孕周大于等于 34 周晚期早产和足月患儿。高胆诊断标准按 2004 年 AAP 日龄胆

红素曲线达到光疗干预标准,统计分析所有病例高胆红素血症的病因及临床基本资料。 
结果 10 所医院共收集病例 2831 例,其中男性患儿 1606 例(56.7%),病例数分别为 534､ 369､ 329
､ 297､ 279､ 257､ 238､ 191､ 179､ 158 例,出生胎龄 36+5~40+1周,出生体重 2.8~3.7kg。将所有

患儿按黄疸病因溶血､ 感染､ 出血､ 红细胞增多､ 胎粪延迟､ 喂养不足､ 母乳性､ 甲状腺功能异常

､ 其它､ 不明原因分类,其中母乳性黄疸因需除外其它任何一项病理因素方可诊断,不明原因为临床

未找到任何黄疸相关病因。811 例为不明原因黄疸,占比 高(28.6%),明确原因的前三位病因分别为

溶血性黄疸(729 例,25.8%)､ 喂养不足性黄疸(571 例,20.2%)､ 感染性黄疸(384 例,13.6%)。各医院

黄疸首位原因不一:复旦儿科医院黄疸的首位原因为感染性(104 例,19.5%);新疆医科大､ 云南昆明

儿童医院､ 哈尔滨黄疸的首位原因为喂养不足性,其中新疆医科大喂养不足性黄疸 102 例(27.6%),
云南昆明儿童医院喂养不足性黄疸 87 例(29.3%),哈尔滨喂养不足性黄疸 54 例(30.2%);广西省妇幼

､ 广东省妇幼､ 四川省妇幼､ 南京妇幼黄疸的首位原因为溶血性,其中广西省妇幼溶血性黄疸 242
例(73.6%),广东省妇幼溶血性黄疸 92 例(33.0%),四川省妇幼溶血性黄疸 50 例(21.0%),南京妇幼溶

血性黄疸 58 例(30.4%);郑州儿童医院黄疸的首位原因为溶血性和感染性(病例数均为 79 例,30.7%),
复旦妇产科医院黄疸的首位原因为红细胞增多(19 例,12.0%)。胆红素脑病共计 74 例,发生率为

2.6%,共有 116 例(4.1%)进行了换血治疗。 
结论 10 个医院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病因调查示不明原因､ 溶血性黄疸､ 喂养不足､ 感染性是 常

见病因。不明原因高胆患儿占所有高胆病例的 28.6%,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各地区高胆临床特征

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与各地区高胆病因构成不同有关。多种病因同时作用即混合病因情况临床

多见,不容忽视。 
 
 
PU-3620 

母乳强化剂在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治疗中的作用 
 

黄斌,肖政辉,彭小明,颜卫群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总结母乳强化剂在住院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作用。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100 例超低出生体重患儿,奶量均达到 80-100ml/kg.d,均母乳喂养,随机将患儿

分成强化剂组与非母乳强化剂组各 50 例,1 组使用母乳强化剂,2 组未使用母乳强化剂,对比两组患儿

的生长情况(体重､ 身长､ 头围)及合并症 NEC        (PVL､ ROP､ BPD)发生率及治愈或者好转､ 死

亡或放弃发生率､ 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比较。 
结果 使用母乳强化剂前比较无明显差异,使用母乳强化剂 1 月后身长､ 头围无差异,体重比较有差

异,2 月､ 3 月比较体重､ 身高､ 头围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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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母乳强化剂有效降低住院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的合并症,减少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 治愈

或好转､ 死亡或放弃率,有效的促进体重,身长,头围的增长,值得推荐。 
 
 
PU-3621 

Sox17､ MBP 在新生大鼠感染及缺氧性脑损伤中的表达研究 
 

路星星,王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生后感染及缺氧对新生大鼠脑组织中性别决定区 Y 基因相关高可变区基因 17(Sry-related 
high mobility group-box gene 17, Sox17)和髓鞘碱性磷酸酶(Myelin basic protein, MBP)表达的影响,
探讨早产儿脑损伤的发病机制。 
方法 将 96 只新生 Sprague Dawley(SD)大鼠随机分为: 缺氧+脂多糖组(LH 组)､ 脂多糖组(L 组)､
对照组(NS 组),L 组及 LH 组新生大鼠在生后第 2~6d 持续腹腔注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
每日 0.6mg/kg(0.01ml/g)。NS 组相同时间内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LH 组在注射脂多糖的同时,于生

后第 6d 置于常压缺氧舱中,连续 37℃恒温水浴,以 1L/min 的速度向缺氧舱中输入含有 8% O2和

92% N2的混合气体,通气 2h,造模后按观察时间点不同分为 4 个亚组(n=8)即 1d､ 3d､ 7d､ 15d。处

死大鼠取出脑白质,HE 染色观察脑白质区病理变化,Western blot 法测定各组脑组织中 Sox17 和

MBP 蛋白的表达,RT-RCR 法检测 Sox17 mRNA 和 MBP mRNA 的表达变化。 
结果 1.RT-PCR 结果示:NS 组各时间点 Sox17 mRNA 有少量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 组

Sox17 mRNA 的表达量在造模后 1d 开始升高,7d 时仍维持较高水平,随后开始下降,在各时间点,L 组

和 NS 组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H 组 Sox17 mRNA 的表达量在造模后 1d 开

始升高,在 7d 时也维持较高水平,随着时间延长,表达量降低 
2.Western blot 结果示:NS 组各时间点均有少量 Sox17 蛋白表达,不同时间点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 组从第 1d 开始,Sox17 蛋白表达开始增加,第 7d 时维持较高水平,之后随着时间延长,表
达量下降;且各时间点的表达量均高于 NS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H 组 Sox17 蛋白表达趋

势与 L 组相同,各时间点表达量均高于 NS 组及 L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生后感染可导致新生大鼠脑白质损伤,缺氧和感染双重因素同时存在会加重脑损伤程度,导致

MBP 表达减少,Sox17 表达明显升高,提示 Sox17 剂量的升高对缺氧及感染后新生大鼠脑组织可能

具有保护性修复作用。 
 
 
PU-3622 

新生儿气胸临床及高危因素分析 
 

金青,卞洪亮,蔡金兰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224002 

 
 
目的 探讨新生儿气胸(Neonatal pneumothorax,NP)的临床相关危险因素及临床诊疗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 NP 患儿的临床资料,对与 NP 关系密切的

可疑高危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在 9371 例住院患儿中,确诊 NP118 例,NP 患病率为 1.26%,死亡共计 10 例,病死率为 8.47%。

单因素分析显示:NP 的发病与生产方式､ 机械通气､ 酸中毒､ 白细胞计数､ 感染性肺炎､ 妊娠期高

血压等 6 个指标密切相关。5 个与 NP 相关的独立因素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别是:生产方式

(OR-2.683,95%CI 1.399-5.148,P=0.004)､ 机械通气(OR-2.791,95%CI 1.266-6.150,P=0.001)､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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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计数(OR-1.085,95%CI 1.030-1.143,P=0.003)､ 感染性肺炎(OR-9.642,95%CI 4.786-
19.426,P=0.000)､ 妊娠期高血压 (OR-4.882,95%CI 1.508-15.811,P=0.004)。 
结论 患儿生产方式､ 机械通气､ 酸中毒､ 白细胞计数､ 感染性肺炎､ 妊娠期高血压是新生儿发生

气胸的主要危险因素。 
 
 
PU-3623 

新生大鼠生后早期感染及缺氧致 
脑白质损伤中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研究 

 
孟孟,王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观察新生大鼠生后早期感染及缺氧对脑白质中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LC3 表达的影响,进一步

探讨新生大鼠脑白质损伤的发病机制。 
方法 将 96 只 2 日龄 SD(Sprague Dawley)大鼠随机分为生理盐水对照组(C 组)､ 脂多糖组(L 组)及
脂多糖+缺氧组(LH 组),每组 32 只。L 组及 LH 组大鼠分别于生后第 2d 开始腹腔注射脂多糖

0.6mg/kg(0.01ml/g),连用 5d,每日 1 次,建立新生大鼠感染致脑白质损伤模型;C 组在相应时间点注射

等量生理盐水;LH 组在生后第 6d 置于常压缺氧舱中,连续 37℃恒温水浴,以 2 L/min 的速度向缺氧舱

中输入含有 8% O2和 92% N2的混合气体,通气 2h,建立缺氧模型。在造模结束后( 后一次腹腔注

射完成后)按观察时间点不同分为 12h､ 1d､ 3d､ 5d 四个亚组,每个亚组 8 只大鼠。观察新生大鼠的

一般情况,于相应时间点处死大鼠并取脑白质,HE 染色观察脑白质区病理变化;通过 Western Blot 和
RT-PCR 法检测各组脑白质中 Beclin1､ LC3 蛋白和 mRNA 水平的表达。 
结果 1.RT-PCR 法结果显示:C 组各时间点在脑白质中可见少量 Beclin1 mRNA 和 LC3 mRNA 表达,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L 组与 LH 组在造模后 12h,Beclin1 mRNA 和 LC3 mRNA 表达水平开

始升高,1d 时均达到高峰,随后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表达量在相同时间点比较 LH
组高于 L 组,L 组高于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Western Blot 法结果示:C 组各时间点 Beclin1 ､ LC3-II 蛋白有少量表达,各时间点间的表达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L 组与 LH 组在造模后 12h Beclin1 和 LC3-II 蛋白的表达水平开始增加,1d 时均

达到高峰,而后表达逐渐降低,仍高于 C 组(P<0.05),且同时间点不同组别的 Beclin1 和 LC3-II 蛋白表

达量 LH 组高于 L 组,L 组高于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新生大鼠生后早期感染可致脑损伤,感染与缺氧双重因素存在时可加重脑白质损伤的程度。2.
自噬可能参与了感染致脑白质损伤的病理过程。 
 
 
PU-3624 

209 例新生儿溶血病实验室检测结果与治疗特征分析 
 

张爱民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 

 
 
目的 1.探讨新生儿溶血病血清学结果及治疗特征。 
方法 选择我院 2014 年至 2016 年考虑母儿血型不合溶血病所致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回顾性分

析新生儿溶血病 3 项试验(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游离抗体试验､ 抗体放散试验)检测结果,探讨其在

血型､ 性别､ 检测日龄方面的差异。2.比较不同血型不合新生儿溶血病胆红素水平及治疗情况。 
结果 1.1111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证实为 HDN 共 209 例,阳性率 18.81%,3 项试验中,抗体放散试

验敏感性 高,阳性率为 99.52%,其次为游离抗体试验,阳性率为 30.14%,DAT 低,阳性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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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A 型患儿 HDN 阳性率明显高于 B 型患儿(χ2=6.97,P<0.05)。男性与女性新生儿 HDN 阳

性率无统计学意义(χ2=0.493,P>0.05)。HDN 阳性率与送检日龄相关,日龄越小阳性率越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2.O-A 血型不合组､ 0-B 血型不合组､ Rh 组血型不合组患儿入院后 高胆红素

分别为(246.3±79.7)､ (246.7±67.1)､ (311.4±60.8),3 组间胆红素峰值差异､ 使用丙球及换血治疗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h 组使用输血治疗率明显高于 O-A 组及 0-B 组(P<0.05),O-A 组和 O-B 
组输血治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 
结论 1.新生儿 HDN 在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阳性率较高,与新生儿血型､ 住院日龄密切相关,男性与

女性患儿发病率无显著差异。2.新生儿溶血病发生的严重程度与母亲血清抗体类型､ 浓度､ 糖基化

有关。 
 
 
PU-3625 

新生儿不同日龄及性别事件相关电位 N2 波面积特征的研究 
 

张琴芬,华国伟,李红新,屠文娟 
常州市儿童医院 213003 

 
 
目的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进行新生儿认知探讨,研究 ERP 的 N2 波面积特征与新生儿不同

日龄及性别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足月新生儿 60 名(男 32 名､ 女 28 名),日龄 2-28 天。采用 ERP 听觉 oddball 范式

进行实验,进行不同日龄 N2 波面积及潜伏分析,及男女性别 N2 波比较分析。 
结果 1. N2 波面积与日龄呈线性显著正相关(r=0.894,P<0.01),N2 波潜伏期与日龄呈线性显著负相

关(r=-0.704,P<0.01)。 
2.新生儿女性 N2 波较男性面积大及潜伏期短。 
结论 新生儿期是大脑认知快速发育期,随日龄增大,N2 波面积及潜伏期呈逐渐增大及缩短,新生儿认

知能力渐增强,女性认知发展可能早于男性。N2 面积是反映新生儿认知活动的能量,可以作为新生儿

认知评估的客观指标。 
 
 
PU-3626 

RIG-I､ IRF3 在新生小鼠巨细胞病毒肝炎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邱文尧,王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通过建立新生小鼠巨细胞病毒(MCMV)肝炎模型,观察维甲酸诱导基因 I(RIG-I)､ 干扰素调节因

子 3(IRF3)在受损肝组织中的表达变化,探讨其在巨细胞病毒肝炎中的作用及意义。 
方法 48 只新生 BALB/c 小鼠按窝随机分为对照组(n=24)和病毒组(n=24),每组按时间点分为 3d､ 7d
､ 14d 三个亚组(n=8)。病毒组小鼠于出生 24h 内腹腔注射 MCMV 悬液 20μl(TCID50=104.44/ml),对
照组腹腔注射等量无菌生理盐水。观察小鼠生长发育情况,于造模后 3d､ 7d､ 14d 留取静脉血与肝

脏组织。PCR 法检测肝脏组织中 MCMV-DNA 的表达;HE 染色观察肝脏病理变化;RT-PCR 法检测

肝脏组织中 RIG-I mRNA､ IRF3 mRNA 的表达;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肝脏组织 RIG-I､ IRF3 蛋白

表达水平;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检测血清 ALT､ IFN-β 的表达。 
结果 1. 病毒组小鼠生长发育较差,对照组生长发育无明显异常。2.病毒组各时间点小鼠肝脏组织 
MCMV-DNA PCR 电泳均见阳性条带,对照组无相应条带。3. 病毒组小鼠肝脏组织 HE 染色可见明

显病理损害,3d 肝细胞点状坏死,7d 大泡性脂肪变,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对照组肝组织未见明显异常。

4. 对照组小鼠肝脏组织中 RIG-I mRNA､ IRF3 mRNA 呈强表达,各时间点间无明显差异(P>0.05);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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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组 mRNA 表达于 3d 时可见下降,7d 时降至谷值,14d 时较 7d 上升,与对照组相应时间点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5. 对照组小鼠肝脏组织 RIG-I､ IRF3 蛋白呈强表达,各时间点间无明显差

异(P>0.05);病毒组蛋白表达于 3d 时可见降低,7d 时降至 低,14d 时较 7d 上升,与对照组相应时间

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 对照组小鼠血清 ALT 含量较低,各时间点间无明显差异

(P>0.05);病毒组 3d 时可见升高,7d 时达 高,14d 时较前下降,与对照组相应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对照组小鼠血清 IFN-β 含量较高,各时间点间无明显差异(P>0.05);病毒组 3d 时可

见下降,7d 时降至 低,14d 时较 7d 上升,与对照组相应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RIG-I､ IRF3 参与了新生小鼠 MCMV 肝炎肝脏组织的损伤过程。肝脏组织中 RIG-I､ IRF3､
IFN-β 表达越低,肝脏损伤越重。 
 
 
PU-3627 

七叶皂苷钠对巨细胞病毒感染小鼠脑组织 
AIM2､ caspase-1､ MMP-9 表达的影响 

 
汪浩森,王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观察小鼠巨细胞病毒(MCMV)感染新生小鼠脑组织中黑色素瘤缺乏因子 2(AIM2),半胱氨酸天冬

氨酸蛋白酶-1(caspase-1),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的表达水平变化,并探讨七叶皂苷钠对其表达

的影响。 
方法 72 只新生 BALB/c 小鼠按窝随机分为对照组､ 病毒组､ 七叶皂苷钠组和更昔洛韦组(每组 18
只)。病毒组､ 七叶皂苷钠组和更昔洛韦组于生后 12h 内腹腔注射组织半数细胞感染量(TCID50)为
104.44/ml 的 MCMV 悬液 20μl,建立 MCMV 全身播散性感染模型,对照组腹腔注射等容积无菌生理盐

水。七叶皂苷钠组小鼠于造模后第 2d 起腹腔注射七叶皂苷钠(SA)5mg/kg,1 次/d,连用 7d,更昔洛韦

组于相同时间点腹腔注射更昔洛韦(GCV)60mg/kg;对照组和病毒组于同一时间点腹腔注射等容积无

菌生理盐水。分别于开始用药后 7､ 14､ 21d 三个不同时间点每组各取 6 只小鼠断头取脑,PCR 方

法检测各组脑组织中 MCMV-DNA 的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各组脑组织中 AIM2､
caspase-1､ MMP-9 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1. 病毒组､ 七叶皂苷钠组及更昔洛韦组小鼠脑组织中均可见 MCMV-DNA 表达,且同一时间点

各组间表达量比较,更昔洛韦组<七叶皂苷钠组<病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表达呈

阴性。2. AIM2､ caspase-1､ MMP-9 蛋白的表达:病毒组､ 七叶皂苷钠组､ 更昔洛韦组用药后 7d
脑组织内即发现上述蛋白表达,14d 达高峰,21d 回落,均明显高于同一时间点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同一时间点各组间上述蛋白表达量比较,七叶皂苷钠组<更昔洛韦组<病毒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七叶皂苷钠组､ 更昔洛韦组给药后 21d 上述蛋白表达低于给药后 7d,病毒组

21d 时表达量高于 7d 时,变化趋势相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七叶皂苷钠可降低 MCMV 感染新生小鼠脑组织中病毒负荷量。 
2.AIM2､ caspase-1､ MMP-9 参与了 MCMV 感染脑损伤的炎症过程,推测 AIM2 炎症体介导的神经

细胞焦亡程序可能是 MCMV 感染脑损伤的致病机制之一。 
3.七叶皂苷钠可抑制 AIM2 炎症体介导的神经细胞焦亡程序以减轻 MCMV 感染引起的炎症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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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8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与有机阴离子 
转运多肽 1B1 基因 T521C 的关系 

 
张钰恒,梅花,刘春枝,胡亚楠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本研究通过检测内蒙古地区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SLCO1B1 基因 T521C 的多态性,分析该基因

多态性与本地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产科出生或转入新生儿科治疗

的足月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共 495 人,分为高胆红素血症组 249 人和对照组 246 人。采集静脉血 2ml,
提取 DNA,扩增后单向测序,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分析结果。 
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在性别､ 民族､ 分娩方式､ 胎龄､ 取血日龄､ 出生体质量这 6 方面无差异。

SLCO1B1 基因 T521C 可检出 2 种基因型:TT 型和 CT 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704,P=0.402)。 
结论 内蒙古地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与 SLCO1B1 基因 T521C 多态性无相关性。 
 
 
PU-3629 

新生儿气胸 106 例临床分析 
 

刘盼丽 
新余市人民医院 338000 

 
 
目的 通过分析新生儿气胸的病因及治疗方法,进一步提高对新生儿气胸的认识。 
方法 收集北京军区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诊

断为新生儿气胸的 106 例患儿临床资料,对其进行临床分析。 
结果 引起气胸相关因素分析,6 例为自发性气胸(足月儿),100 例为继发发性气胸,其中足月儿 93 例:
肺炎 62 例,新生儿窒息 16 例,胎粪吸入综合征 15 例;早产儿 6 例: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5 例,肺炎 1
例;过期产 1 例:肺炎 1 例。剖宫产 49 例;自然分娩 39 例,侧切 17 例,产前助产 1 例。面罩正压通气

21 例,CPAP 辅助通气 22 例,呼吸机辅助通气 23 例,肺表面活性物质使用 5 例。31 例保守治疗,69
例经过胸腔穿刺治疗,6 例行胸腔闭式引流治疗,105 例治愈,1 例死亡。 
结论 新生儿气胸多与肺部基础疾病有关,包括新生儿肺炎､ 胎粪吸入综合征､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等,另外剖宫产､ 窒息复苏､ 辅助通气等也是气胸发生的高危因素,自发性气胸少。对于治疗,应根

据患儿具体临床症状､ 体征及 X 线胸片气胸量的多少来制定。 
 
 
PU-3630 

盐酸丁卡因胶浆在缓解新生儿肌注鼠神经生长 
因子所致疼痛中的应用 

 
赵磊,王艳格,蒋名丽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盐酸丁卡因胶浆外涂注射部位在缓解 NICU 患儿肌注鼠神经生长因子疼痛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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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2017 年 4 月我院 NICU 中符合实验标准的新生儿 30 例,采用三盲法自身对

照进行实验即护士甲负责单日在受试患儿左上肢三角肌处涂抹盐酸丁卡因胶浆(研究组),双日在右上

肢三角肌处涂抹生理盐水(对照组),护士乙负责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按单日注射左上肢双日右上肢

进行,护士丙丁负责对注射后患儿应用新生儿疼痛评分量表(NIPS)进行评分,同时记录注射前后患儿

心率､ 血氧饱和度､ 疼痛缓解时间 
结果 研究组的疼痛评分､ 心率､ 疼痛缓解时间低于对照组,而血氧饱和度则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不论单日试验组还是双日对照组注射后的心率均高于注射前(p<0.05),血氧饱和度

则低于注射前(p<0.05) 
结论 应用盐酸丁卡因胶浆涂抹注射部位后再按常规方法进行肌肉注射可有效缓解患儿疼痛,且疼痛

缓解速度较快。 
 
 
PU-3631 

极低出生体重儿前白蛋白的相关研究 
 

陈茂琼,陈晓霞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 PA 在 VLBWI 中的变化规律以及影响因素,以便指导临床合理管理 VLBWI 
方法 对象: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 NICU 住院 VLBWI 100 例,生
后 24 小时内入院,治愈出院或病情稳定出院,排除死亡､ 放弃治疗､ 先天畸形､ 染色体疾病､ 代谢性

疾病;分宫内发育迟缓(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IUGR)组 58 例,非宫内发育迟缓(N-IUGR)组
42 例,宫外发育迟缓(Ex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EUGR)组 92 例,非宫外发育迟缓组(N-EUGR)8
例;于入院时(入院 2h 内)､ 住院中(完全肠道喂养时)､ 出院时(出院前 1 天),抽取空腹静脉血 2ml(不
抗凝),检测前白蛋白;收集入院时体重､ 身长､ 头围､ 开奶日龄､ 肠外营养开始日龄､ 持续时间､ 呼

吸机使用时间､ 住院期间输血次数､ 出院时体重､ 身长､ 头围､ 住院天数; 
结果 入院时､ 住院中､ 出院时 PA 分别为 86.77±22.89mg/dl,96.28±31.81 mg/dl,107.47±36.93 
mg/dl,入院时和住院中､ 住院中和出院时､ 入院时和出院时比较,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UGR
组与 N-IUGR 组三个时间点 PA 比较 入院时:N-IUGR 组与 IUGR 组无差异,P>0.05,住院中和出院

时:N-IUGR 组较 IUGR 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UGR 组与 N-EUGR 组三个时间点 PA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时､ 住院中､ 出院时三个时间点 PA 多元相关性分析:住院中 PA 与

静脉营养持续时间､ 呼吸机使用时间､ 输血次数呈正相关,R 分别 0.332､ 0.391､ 0.481,P<0.05,相
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多元回归分析,住院中 PA 与输血次数呈正相关;出院时 PA 与呼吸机使用时间､

输血次数､ 住院天数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341,0.333,0.215,与出院时头围呈负相关,R=-0.21, 
P<0.05,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多元回归分析,出院时 PA 与输血次数呈正相关,与出院时头围呈负相关 
结论 1.VLBWI 的 PA 随日龄增加逐渐升高;出生时 IUGR 组与 N-IUGR 组 PA 无差异,随日龄增加 N-
IUGR 组 PA 较 IUGR 组增高,而 EUGR 组与 N-EUGR 组无差异;2.出生时 PA 不受住院过程中诸多

因素影响,住院中及出院时 PA 与输血次数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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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2 

腹腔干､ 肠系膜上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监测 
在新生儿的应用研究 

 
吴薇 

常州市儿童医院 213000 
 

 
目的 1.观察早产儿输血前､ 后腹腔干(CA)､ 肠系膜上动脉(SMA)餐前､ 餐后的血流变化。2.探讨

CA､ SMA 血流指标与新生儿危重程度､ 循环状态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8 周≤胎龄≤34 周,出生体重为适于胎龄儿,生后 1 周以上病情相对平稳并需输血

的贫血早产儿,共 30 例。另选择生后 24 小时内的足月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新生儿危重症评分(NCIS)
分组:危重症组 NCIS<90 分,对照组 NCIS>90 分。运用多普勒超声监测早产儿输血前与输血后 24､
48､ 72､ 96 小时餐前､ 餐后的 CA､ SMA 的 3 个血流动力学参数,分别为收缩期峰流速(PSV)､ 舒

张末期流速(EDV)､ 平均时间流速(TAMV)。检测危重症组和对照组的 CA､ SMA 血流参数指标,并
记录两组受试者的临床资料,包括血气中的 PH､ BE､ Lac 和平均动脉血压。结果采用 SPSS 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输血前､ 输血后 24 小时餐前､ 餐后 CA 的 PSV､ TAM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输血后 24
小时餐前较输血前餐前 CA 的 PSV､ TAM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输血后 24 小时餐后较输血前餐后

CA 的 PSV､ TAMV 亦无统计学差异;输血后 48､ 72､ 96 小时餐前､ 餐后 CA 的 PSV､ TAMV 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且与输血前的餐前､ 餐后比较无统计学意义;CA 的 EDV 输血后 24､ 48､ 72､ 96
小时不论餐前､ 餐后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亦与输血前餐前､ 餐后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SMA 的 3 个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趋势与 CA 相似。(2)､ 危重症患儿极期 CA､ SMA 的收

缩期峰流速(PSV)､ 舒张末期血流速度(EDV)､ 平均血流速度(TAMV)较对照组有下降(P<0.05)。CA
､ SMA 的 PSV､ EDV､ TAMV 与血压呈正相关(P<0.05),CA､ SMA 的 TAMV 与 NCIS 呈正相关

(P<0.05),CA､ SMA 的 TAMV 与血气分析中乳酸呈负相关(P<0.05),但与血气分析中的 PH､ BE 等

代谢指标相关性不密切(P>0.05)。 
结论 1.输血前后本组早产儿腹腔干､ 肠系膜上动脉的血流速度无明显改变。2.输血后 24 小时给予

喂养虽减弱腹腔干､ 肠系膜上动脉血流速度,但无统计学意义。3､ CA､ SMA 的血流指标是判断机

体循环状态及危重程度的有效指标。 
 
 
PU-3633 

母乳中活性多肽测定及对 NEC 预防作用探讨 
 

屠文娟 
常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 213000 

 
 
目的 本研究旨在对母乳中活性多肽进行生物学分析,寻找具有抑菌活性的多肽。 
方法 运用截留超滤法分离早产儿产妇母乳中的活性多肽,串联质谱法对分离的活性多肽进行分析,生
物信息学软件筛选出具有生物学功能的多肽,再选用蛋白功能聚类在线分析软件,根据其前体蛋白的

生物学功能预测出与感染有关的多肽。 
结果 母乳中含有的 4311 条多肽被成功鉴定,其中 1370 条肽为非差异多肽,具有生物学活性的多肽

188 条,11 条肽与感染相关。母乳中内含肽复合物药敏纸片､ 杀菌动力学试验对大肠杆菌均有抑菌

活性。 
结论 母乳中活性肽复合物具有抑菌活性,是母乳预防 NEC 的重要环节。期待 11 条与感染相关的肽

中蕴含具有体内外生物活性,对 NEC 有预防作用的抑菌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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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34 

早产儿胃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症的临床分析 
 

张韶明,陈茂琼,陈晓霞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为临床降低 PNAC 发生,改进早产儿营养支持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月,生后 24 h 入住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NICU,接受肠外营养

(parenteral nutrition,PN)超过 14 天,出院后坚持随访至纠正年龄 6 月的 106 例早产儿,排除各种病毒

性肝炎,先天性胆道畸形,染色体及遗传代谢性疾病;收集该人群的一般资料(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

受孕方式､ 分娩方式),肠内营养(累积禁食时间､ 微量喂养开始日龄､ 奶品､ 喂养不耐受持续时间､

开奶量､ 每日增加奶量､ PN14 天时肠内热卡值),肠外营养(氨基酸､ 脂肪乳剂､ 葡糖糖､ 铜､ 锰的

起始量､ 高量､ 累积用量,胃肠外营持续时间,PN 热卡 大量及累积量),临床指标(基础疾病前三位,
输血次数､ 呼吸机使用时间､ 住院时间),实验室指标(凝血功能､ 肝功能),出院后随访至纠正年龄 6
月;分 PNAC 组和 Non-PNAC 组 
结果 1.106 例早产儿有 12 例发生了 PNAC,发生率为 11.32%;2.两组患儿在性别､ 出生体重､ 胎龄

､ 分娩方式无差异,P>0.05,受孕方式有差异,P<0.05;3. 两组患儿在母乳喂养率､ 开奶量无差

异,P>0.05,PNAC 组禁食时间､ 喂养不耐受时间长于 Non-PNAC 组,PNAC 组开奶日龄晚于 Non-
PNAC 组,每日奶量增加少于组,PN14 天时 Non-PNAC 组肠内热卡高于 PNAC 组,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4.PNAC 组 PN 持续时间,AA､ FAT､ 铜､ 锰的累积量,GLU､ PN 热卡的 高量及累积量

明显高于 Non-PNAC 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两组早产儿前三位疾病依次为感染,RDS,新生

儿窒息,PNAC 组 NEC､ 败血症､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发生较 Non-PNAC 组高,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6.PNAC 发生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PN 时间､ NEC 发生率是 PNAC 发生的危险因

素,PN14 天肠内热卡量是保护因素;7.106 例早产儿随访至纠正年龄 6 月,12 例 PNAC 痊愈,94 例

Non-PNAC 随访期间未发生 PNAC 
结论 1.本组早产儿 PNAC 的发生 11.32%;2.尽早开奶,缩短禁食时间及喂养不耐受时间,增加 PN14 
天时肠内营养热卡,可降低 PNAC 的发生;3.缩短 PN 持续时间,降低 AA､ FAT､ GLU､ 铜､ 锰的累

积量可降低 PNAC 的发生;4.积极防治 NEC､ 化脓性脑膜炎､ 败血症,减少住院时间､ 输血次数､ 呼

吸机使用时间可降低 PNAC 发生;5.发生 PNAC 时及时停用 PN,适当给予保肝､ 利胆治疗,预后佳 
 
 
PU-3635 

极低出生体重儿临床分析 
 

陈茂琼,陈晓霞,王鉴,黄康,熊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极低出生体重儿宫外发育迟缓(Ex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EUGR)发生率及其相关危

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NICU 住院 VLBWI 100 例,生
后 24 小时内入院,治愈出院或病情稳定出院并存活,排除死亡､ 放弃治疗､ 先天畸形､ 染色体疾病､

代谢性疾病;收集临床资料:入院时体重､ 身长､ 头围,开奶时间､ 开奶量､ 奶品(母乳､ 母乳+早产儿

配方奶､ 母乳+水解奶､ 早产儿配方奶､ 水解奶)､ 每日增加奶量,肠外营养开始日龄､ 持续时间,呼
吸机使用时间,住院期间输血次数,是否合并甲状腺功能减低,出院时体重､ 身长､ 头围,住院天数;根
据出生体重分宫内发育迟缓(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IUGR)组和非宫内发育迟缓(N-IUGR)组,
根据出院时体重分 EUGR 组和非宫外发育迟缓组(N-EU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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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0 例 VLBWI 中男性 52 例(52%),女性 48 例(48%),平均胎龄 30+6周,平均出生体重

1278±177.14g,平均住院天数 45.71±19.31d; IUGR 58 例(58%), N-IUGR 42 例(42%),EUGR 92 例

(92%),N-EUGR 8 例(8%),EUGR 发生率 92%,其中 IUGR 58 例,100% EUGR,N-IUGR 42 例中

EUGR 34 例,发生率 80.95%;VLBWI 住院期间体重增长 9.46g/kg.d,身长增长 5.08cm,头围增长

4.08cm;将 EUGR 与性别､ 奶品､ 输血次数､ 是否合并甲状腺功能减低､ 是否有宫内发育迟缓进行

单因素分析,显示:EUGR 与性别､ 输血次数､ 开奶奶品､ 是否合并甲状腺功能减低无显著相关性, 
P>0.05,与宫内发育迟缓呈显著相关性, P<0.05,EUGR 与计量资料做相关性分析:EUGR 与入院体重

､ 身长､ 头围,开奶时间,静脉营养持续时间,静脉营养开始时间,呼吸机使用时间,出院体重､ 身长､

头围,住院天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EUGR 与住院天数有显著相关, P<0.05 
结论 1.VLBWI 半数以上(58%)宫内发育迟缓,新生儿期体格增长缓慢,住院时间长,宫外发育迟缓发生

率高(92%),EUGR 发生与宫内发育迟缓和住院天数显著相关 
 
 
PU-3636 

Cytokine Concentration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Neonates 
with Severe Bacterial Infections 

 
Li Shujuan,Jiang Siyuan,Cao Yun,Yang Y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oncentration of 27 cytokines in 
CSF in neonates with sepsis and bacterial meningitis, by which to characterize the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in those patients and explore the change of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over time in 
neonatal bacterial meningitis. And furthermore try to show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mbalance of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combined outcome in bacterial meningitis 
Methods Fifty-eight patients were enrolled from August 1st, 2015 to November 31st, 2015 in the 
neonatal department at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Eligible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3 groups: bacterial meningitis group (n=10), sepsis group (n=12) and control group (n=38). 
CSF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the time of clinical suspicion of bacterial meningitis. Composite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bacterial meningitis were assessed on the day of discharge. 
Results TNF-α and IL-10 in bacterial meningit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CSF concentration of IL-7 and IL-10 in sepsis group was 
observed when compared to those of control group. In bacterial meningitis group IFN-γ, IL-8 and 
MCP-1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on third day compared with those on first day during the 
course of infec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bacterial meningitis, the concentrations of IL-6, IL-1β, 
TNF-a IL-10 and IL-6/IL-10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those with unfavorable outcome 
Conclusions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in CS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newborns either with 
sepsis or bacterial meningitis. The imbalance of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may be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the unfavorable outcome in newborns with bacterial meningitis. 
 
 
PU-3637 

1 例先天性喉蹼气管切开术后患儿的护理 
 

何嘉燕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我科于 2017 年 2 月 18 日收治 1 例新生儿先天性喉蹼行气管切开术患儿,给予积极治疗和精心

护理,效果满意。现将护理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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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男,G4P4,孕 37 周,出生体重 2600g。因“生后呼吸困难 3 天”收治入院。查体呼吸浅促,反应萎,
哭时无声,鼻翼煽动,吸气时三凹征阳性。给予高流量鼻导管吸氧,雾化吸痰对症,优立新抗感染。2 月

22 日行喉镜检查提示声门前中部粘连,堵塞声门大部,考虑为先天性喉软骨发育不良､ 喉蹼。2 月 25
日下午患儿出现呼吸困难加重,三凹征明显,予高流量鼻导管吸氧后无好转,拟行气管插管。插管过程

困难,患儿出现心率及经皮血氧饱和度下降,给予气囊加压给氧､ 胸外心脏按压､ 肾上腺素静推等处

理后予紧急气管切开,机械通气, 2 月 28 日转为人工鼻通气,3 月 21 日行声门区及声门下占位切除+
喉部球囊扩张术+气管镜检查术。3 月 27 日行气管置管换管,插入 5.0 金属气管置管。术后给予气道

护理,营养支持,喂养耐受,10 周后带气管套管顺利出院。 
结果 1.气管套管地护理:①妥善固定。套管系带用双带手术结固定,松紧度以能容 1 指为度,每班检查

套管系带松紧程度并及时做调整。②切口护理:每班更换切口周围敷料,渗液多时随时更换,以保持切

口干燥。更换敷料时,先用生理盐水清洁周围皮肤,观察切口周围皮肤情况。切口渗血渗液使用爱康

肤银包裹抗炎吸附渗液,切口红肿时给予德湿银包裹抗炎,水胶体敷料覆盖消肿。渗液减少或红肿消

退后改为气管垫垫在套管下方,保护切口。气管垫被痰液污染或潮湿应及时更换。③内套管的更换

与消毒:每班更换内套管,换下的套管先清洁后消毒。更换过程中保持呼吸道畅通,取出和放回套管时

动作轻柔。 
2.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吸痰。 
3.预防感染,注意手卫生。 
4.营养支持。 
5.健康教育:出院时指导家长进行内管取出与放入法,教会其内管清洗与消毒方法,正确的吸痰和更换

气管垫的方法。保持呼吸道畅通,不可用棉棒直接从气管内取痰,防止棉签头折断,掉入气道内而堵塞

气管。妥善固定气管套管,一旦发生脱管应立即就医。 
结论 手术是治疗喉蹼的唯一方法。由于新生儿气道的解剖特点,因此气管切开后的护理非常重要。

气道湿化和有效吸痰能保障呼吸道通畅。精细的切口护理,严格无菌操作,正确的喂养能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正确的家庭护理有利于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PU-3638 

非感染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降钙素原升高的相关因素分析 
 

谢丽春,杨汉华,温丽华,张艳萍,马廉 
深圳大学妇幼保健院(深圳市坪山新区妇幼保健院) 518000 

 
 
目的 虽然降钙素原(PCT)水平的检测对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有重要意义,但随着对 PCT 的深入研

究,PCT 对新生儿感染诊断的可靠性目前存在一定的争议,非感染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也出现

了 PCT 的升高,且仅予光疗退黄治疗 72 小时后复查 PCT 降至 0.05ng/mL 以下。本研究旨在调查出

生后四天内没有细菌感染征象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影响 PCT 水平升高的因素。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住院的符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诊断的患儿 138 例,
在入院后即采血进行血常规､ C 反应蛋白､ 血培养及 PCT 检测,并第 4 天复测血常规､ C 反应蛋白

及 PCT 水平。具有证明细菌(细菌培养阳性)或可疑感染(C 反应蛋白表达或白细胞增多症/白细胞减

少症)或窒息等病理状态的新生儿被排除。排除母体感染状态(反映为发烧,绒毛膜羊膜炎,阳性胎盘

培养和静脉抗生素治疗)。 终符合入选标准的样本量是 40 例,分析这 40 例新生儿各种条件,通过统

计分析以确定影响无感染征象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 PCT 水平升高的因素。 
结果 40 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胎龄≥37 周,APGAR 评分 1 分钟及 5 分钟均 10 分,出生年龄≥

1d 且≤4d,体重≥2.5kg 且<4.0kg)PCT 水平均明显升高(PCT≥0.5ng/ ml)。PCT 升高与年龄(Sig。
= 0.03),RCTP(网织红细胞计数)(Sig。= 0.049),TB(Sig。= 0.029)和 IDB(Sig = 0.019)有显着相关

性。 
结论 在没有细菌感染征象的出生 4 天内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PCT 水平与年龄,RCTP,TB
和 IDB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存在显着的相关性。PCT 在新生儿感染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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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应通过考虑出生日龄､ 黄疸等干扰因素,应该做到动态监测下,PCT 出现了持续升高,可能更

加准确的反映感染的存在,从而指导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PU-3639 

新生儿高脂血症一例病例分享  
 

黄芙蓉,张爱民,徐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观察到血液标本外观似奶油样需对新生儿的血脂进行常规检查 
方法 对因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住院患儿进行抽血检查,发现标本为含有较多油脂的血液,查血脂常规,
结果显示明显异常;进一步完善患儿父母血脂常规检查提示甘油三酯均高,考虑与遗传有关,送检父母

及患儿标本进行血脂基因检测,分析新生儿血脂增高原因,并出院后进行持续随访一年半,观察其病情

变化。 
结果 入院查血脂结果提示总胆固醇 7.16mmol/l ,甘油三酯 19.77mmol/L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41mmol/L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49mmol/L 患儿基因检测发现父母均为杂合,孩子为纯合子发

病,诊断考虑家族性结合性高脂血症(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在 LPL 基因核酸突变 c.835C>G(E6)氨基酸

改变 p.L279V;出院后患儿纯母乳喂养,并注意适当增加运动,辅食尽量给予含脂肪低蛋白高的食物,目
前患儿一岁半, 近的血脂结果总胆固醇 3.09mmol/l ,甘油三酯 3.9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56mmol/L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75mmol/l,患儿身高体重与同龄儿童无差异,能独立行走会说简

单字句,肝脏超声未见异常。 
结论 高脂血症在新生儿期很难被发现;高脂血症早发现早预防对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 
 
 
PU-3640 

连续性床旁血液净化救治新生儿急性肾损伤临床研究 
——附 5 例病例分析 

 
厉洪江,刘翠华,康文清,张雪丽,王洁,李广波,杜为博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连续性床旁血液净化(CBP)治疗在救治危重重新生儿急性肾损伤中作用。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我院 NICU､ SICU 共收治患儿 18 例,18 例中,男 12 例(62.5%),女
6 例(37.5%),日龄 4d~-28d,体重 3~4.5Kg。AKI 原发病主要为重症肺炎､ 严重脓毒症､ 急性化脓性

腹膜炎术后､ 多器官功能损伤。在常规治疗､ 气管插管呼吸辅助呼吸､ 营养支持基础上进行 CBP
治疗。采用 PRISMA flex 血液净化机(Gambro 公司)和 Gambro prisma 滤器(新生儿采用 HF20 型

或 M60),用悬浮红细胞预充滤器及管路,在彩超引导下选择颈内静脉置 8F 双腔深静脉导管。模式为

连续性静-静脉血液滤过透析(CVVHDF),治疗剂量:置换液+透析液剂量为 80~100ml/(Kg·h)。血流量

4~6ml/(Kg·min),脱水量根据肾功能､ 肺水肿及循环功能监测确定。抗凝方法:滤器及管路先用肝素

液预冲,治疗中选择普通肝素抗凝,使凝血酶原时间(PT)维持在 25~40S,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150s,肝素用量一般为 5~50u/(Kg·h)或使用无肝素抗凝。观察 CBP 治疗患儿肾功能､ 电解质､ C 反

应蛋白､ 降钙素原､ 尿量､ 呼吸指数(FiO2/PO2)､ 血气指标,机械通气参数､ 血管活性药物剂量和

肺部 X 线等指标变化,比较病死率。 
结果 有效 4 例,有效率 80%,1 例放弃治疗。CBP 治疗平均持续时间为 28h(12~49h)。CBP 治疗后

肝功能､ 肾功能､ 电解质､ C 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较治疗前明显好转,尿量第二天逐渐增加。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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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2/FiO2 有改善,较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X 线见肺部渗出减轻,呼吸机参数中

吸入氧指数(FiO2)吸气峰(PiP)和呼吸末正压(PEEP)可以下调,合并 MODS 或休克患儿血管活性药物

剂量逐渐下调。 
结论  CBP 辅助治疗 AKI 新生儿可减轻水肿,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维持肾功能,及时改善机械通气参数,
减轻炎症介质作用,可能是治疗 AKI 新生儿必备的治疗手段之一。 
 
 
PU-3641 

Associations between Neonatal Serum Bilirubin and 
Childhood Obesity in Term Infants 

 
Zou Lile,Yu Huan,He Yuan,Dong Wenbin,Lei Xiaoping 

Department of Newborn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Bilirubin is a potent endogenous antioxidant and cytoprotectant. Previous cross-
section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an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mild hyperbilirubinemia and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However, prospective data on this topic are lacking, especially 
exposure to high level of bilirubin in early life. The present study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bilirubin in newborns and obesity at age 7 years. 
Methods This study is a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Data was obtained from the U.S. Collaborative 
Perinatal Project (CPP), a multicenter birth cohort study from 1959 to 1976. Serum bilirubin 
concentrations in term newborns were used as exposure to observe its associations with 
childhood obesity.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calculate odds ratios (ORs) of obesity at age 7 
years for term newbor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serum bilirubin. Furthermore, children 
from the same family shared similar factors,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 model was 
used to correct for intracluster correlation. 
Results Relative to babies with total serum bilirubin (TSB) < 3mg/dl, there are lower risks for 
childhood obesity in those with 3mg/dl ≤ TSB < 6mg/dl (adjusted OR 0.91; 95% CI 0.81, 1.02), 
6mg/dl ≤ TSB < 9mg/dl (adjusted OR 0.88; 95% CI 0.78, 0.99), 9mg/dl ≤ TSB < 13mg/dl 
(adjusted OR 0.83; 95% CI 0.71, 0.98). While TSB ≥ 13mg/dl, this inversely association 
disappeared (adjusted OR 1.04; 95% CI 0.85, 1.27). By stratifying for sex, the inversely 
associations are stronger in male subjects than female ones. However, while being stratified for 
the subtypes of bilirubin, the inversely correlations are only existed in exposure to unconjugated 
bilirubin, and conjugated bilirubin ≥ 2mg/dl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hood obesity. By 
using GEE model to correct for intracluster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are similar to logistic model. 
There have no increased risks of low IQ at age 7 years in term newborns with lower risks of 
obesity.  
Conclusions In term babies, exposure to bilirubin <13mg/dl is inversely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at 7 years old, and has no increased risks of low IQ. 
 
 
PU-3642 

Risk factors for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a case-control study 

 
Zhang Lingping,Lei Xiaoping,Luo Lijuan,Dong Wenbin 

Department of Newborn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erinatal risk factors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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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on all preterm infants whose gestational age 
<32 weeks in our institution ove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2013 to 2016.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NEC patients were included as the NEC group. Control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atabase matched for gender,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weight.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as 
entered by Epidata including demographics information about infants, birth status, feeding, 
maternal factors,neonatal diseases and treatments. The enumeration data were expressed as 
percentage (%) and compared using the χ2 . The quantitative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SD) 
and compared using Stu-dent’s t test.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significant variables identified in univariate analyses. 
Result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945very preterm infants were admitted to the NICU; 46 (4.87%) 
got NEC, 33 cases was enrolled finally.33 control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atabase for each 
patient and matched for gender,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weight. Univariate analysis point ou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maternal placenta previa, neonatal 
infection,sepsis and intravenous aminophylline (P < 0.05).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in neonatal sepsis and intravenous 
aminophylline increasing risk for NEC (OR=4.000,4.922. P=0.043,0.03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Neonatal sepsis and intravenous aminophylline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NEC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PU-3643 

 吡哆醇依赖性癫痫 ALDH7A1 基因突变 1 例分析 
 

张耀东,康文清,许邦礼,刘大鹏,金娟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吡哆醇依赖性癫痫(pyridoxine dependent epilepsy,PDE)的乙醛脱氢酶 7 家庭成员

A1(ALDH7A 1)基因突变特征,为其分子诊断及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提取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 DNA,构建基因文库,利用探针

杂交捕获与神经系统相关的 1618 个基因外显子及相邻内含子区域进行富集,将富集的目的基因片段

利用高通量测序仪进行测序。 
结果 本例患儿 ALDH7A1 基因 c.871+5G>A(杂合)剪切突变,c.1279G>C(杂合);患者母

亲:c.1279G>C(杂合);患者父亲:c.871+5G>A(杂合)剪切突变。 
结论 ALDH7A1 基因 c.871+5G>A､ c.871+5G>A 复合杂合突变为该患儿发病的原因,为其家系的遗

传咨询和产前基因诊断提供了依据。 
 
 
PU-3644 

早产儿与足月儿化脓性脑膜炎临床特征的比较研究 
——基于 10 年的临床分析 

 
殷张华,钱继红,朱天闻,赵冬莹,张永红,谭金童,朱建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并比较早产儿与足月儿化脓性脑膜炎(简称“化脑”)临床表现､ 病原学及转归。 
方法 收集 2006—2015 年十年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新生儿科收治化脑患儿,按胎龄

分为早产儿组与足月儿组,比较两组患儿出生情况､ 母孕期情况､ 临床表现､ 并发症､ 病原学及治

疗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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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期间共纳入早产儿化脑 44 例,足月儿化脑 118 例。早产儿与足月儿化脑组发病时间分别

为 11.2(3.2,19.8)､ 14.3(5.6,23.9)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产儿化脑组预后明显较足月儿差

(P<0.05)。足月儿化脑组发热(78.8%比 54.5%)､ 惊厥(26.3%比 11.4%)发生率明显高于早产儿

(P<0.05),早产儿化脑组嗜睡反应差(59.1%比 38.1%)､ 体重增长缓慢(9.1%比 0)､ 呼吸暂停(45.5%
比 0.8%)､ 口唇发绀(15.9%比 4.2%)发生率显著高于足月儿(P<0.05)。有并发症与无并发症化脑组

发病日龄分别为 9.5(4.1,20.5)､ 13.8(5.9,22.0)d,疗程分别为(42.2±8.8)､ (28.7±7.1)d,病原学阳性率

为 73.8%比 26.7%,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原学中,无论早产儿或足月儿,凝固酶

阴性葡萄球菌均占首位,早产儿肺炎克雷伯杆菌阳性率(40.0%比 10.4%)明显高于足月儿组

(P<0.05)。 
结论 早产儿化脑临床表现不典型,发病日龄小,预后差,有并发症者疗程延长。新生儿化脑病原菌有变

迁,条件致病菌检出率正逐年升高,值得引起临床医生关注。 
 
 
PU-3645 

胎粪性腹膜炎临床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王朋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回顾性探讨胎粪性腹膜炎一般情况及其术后发病率和生存率的影响因素 
方法 我们回顾性总结了 2002-2017 年 43 例入儿童重症监护室(外科部)及新生儿监护室接受手术干

预的胎粪性腹膜炎患儿。 
结果 我们分析了患者预后与其特点的关系,包括:患者特征､ 产前诊断､ 一般情况和手术方式等。结

果提示:性别､ 出生体重､ 分娩类型､ Apgar 评分､ 产前诊断､ 胎粪性腹膜炎的原因与该病预后无相

关性。但是,孕龄､ 生后入院时间､ C 反应蛋白､ 手术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产前诊断对于治疗第一步至关重要。应早期外科手术可进一步减轻出生后炎症反应,并 终改

善严重胎粪性腹膜炎的预后。 
 
 
PU-3646 

某医院新生儿病房细菌分布调查 
 

田玉玲,孙利伟,宇亚娟,孟婷玉,杜柯凝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51 

 
 
目的 了解新生儿病房细菌分布情况,为诊断和治疗新生儿感染及预防院内感染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长春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病房住院患儿咽拭子标本､ 粪便标本,环境标本,包括:医护

人员手､ 大衣,病床床单,病房地面,病区水房等。研究方法:2011 年-2016 年对新生儿病房住院患儿

咽拭子标本､ 粪便标本和环境标本进行细菌培养､ 菌种鉴定,基因型及耐药基因检测,序列分析。 
结果 1. 纳入研究新生儿一般情况:508 例住院新生儿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294 例,女性 214 例;日龄 1-
28 天,平均(13.72±7.14)天,平均出生体质量为 (3.15±0.38) kg (2.5-4.2kg),平均出生胎龄 
(38.15±1.37) 周 (32-41 周)。508 例患儿 100%使用抗生素,平均住院日为(12.97±10.03)天;早产患儿

35 例,占 6.89%。 
2.新生儿标本细菌检出情况 检出细菌种类有 22 种,包括肺炎链球菌菌､ 副血链球菌､ 缓症链球菌､

卡塔莫拉氏菌､ 变形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蜡样芽泡杆菌､ 枯草芽胞杆菌､ 梭

状芽胞杆菌､ 大肠埃希氏菌､ 肺炎克雷白菌､ 鲍曼不动杆菌､ 沙雷氏菌､ 枸橼酸杆菌属､ 沙门氏菌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588 
 

､ 铜绿假单胞菌､ 白色念珠菌､ 粪肠球菌､ 阴沟杆菌､ 黏滑罗斯菌､ 胶胨罗斯菌;检出 多的病原

是大肠埃希氏菌､ 肺炎克雷白;不同年份检出细菌种类略有不同。 
3.新生儿病房环境标本检出情况 检出细菌种类有 13 种,包括表皮葡萄球菌､ 屎肠球菌､ ､ 巨兽芽孢

杆菌､ 枯草芽胞杆菌､ 梭状芽胞杆菌､ 污水沟罗斯氏菌､ 沃氏葡萄球菌､ 人葡萄球菌､ 溶血葡萄球

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藤黄微球菌､ 氯化烃微杆菌､ 鲍曼不动杆菌,以皮葡萄球菌为主;不同年份细

菌种类和检出率存在差异。 
4. 基因型及耐药基因检测情况 共有 243 株含有 ESBL 基因,ESBL 基因检出率为 47.83%;ESBL 基

因型有:CTX､ TEM 和 SHV 三种,其中 CTX 型为 168 株,TEM 型 56 株,SHV 型 19 株,以 CTX 型为

主。 
5.住院新生儿耐药菌检出情况 243 株耐药菌均来自 102 例新生儿标本。102 例新生儿中有 71 例

(69,6%)为早产儿;100%应用三代三代头孢菌素;23 例(22.5%)应用呼吸机;平均住院天数为

(15.6±1.97)天。 
结论  新生儿病房存在较多细菌,切多为条件致病菌;新生儿住院时间长､ 抗生素应用种类多､ 有创操

作等可使新生儿体内带菌增多,且多为耐药菌。 
 
 
PU-3647 

音乐治疗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体会 
 

赵绍缡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将 40 例行 PICC 置管的患者分为实验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 对照组按常规

方法置管 实验组联合使用音乐疗法 观察 2 组患者在置管过程中的紧张程度及心率､ 呼吸､ 血压､

送管等情况  
结果 实验组患者紧张程度比对照组明显减轻(P﹤0.005) 实验组心率 呼吸 血压趋于平稳血管痉挛缓

解时间均低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音乐疗法运用于 PICC 置管中简单易行能起到镇静､ 镇痛 保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的作用,同时

能明显改善患儿焦虑情绪和疼痛反应,缩短血管痉挛时间,提高穿刺成功率及护士满意度,值得临床应

用。 
 
 
PU-3648 

促炎症消散介质和孟鲁司特对新生大鼠支气管 
发育不良防治的机制研究 

 
李冰洁,李淑君,孙中怡,陈筱青,吴升华 

江苏省妇幼卫生保健院 210036 
 

 
目的 讨促炎症消散介质脂氧素 A4(LXA4)､ 消散素 D1(Rv D1)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孟鲁司特

(mentelukast)对新生大鼠高氧诱导所致的支气管发育不良(BPD)的保护作用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利用 85%高氧损伤诱导 BPD 动物模型。将 105 只健康清洁级 SD 新生大鼠自出生起随机均等

分成 7 组:腹腔生理盐水给药空气对照组､ 腹腔生理盐水给药高氧对照组､ 腹腔 BML-111 给药高氧

组(1mg/kg.d)､ 腹腔 RVD1 给药高氧组(5ug/kg.d)､ 生理盐水灌胃给药空气对照组､ 生理盐水灌胃

给药高氧对照组､ 孟鲁司特灌胃给药高氧组(10 mg/kg.d)。每天记录生后仔鼠的体重和存活率,HE
染色观察观察生后第 3､ 7 和 14 天新生大鼠肺组织的病理改变, 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和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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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t 技术分别检测 5-脂氧合酶(ALOX5)､ 5-脂氧合酶激活蛋白(FLAP)､ 白三烯 C4 合成酶(LTA4S)
､ 半胱氨酰白三烯受体 1(cysLTR1 ) mRNA 和蛋白表达。 
结果 高氧环境中的各组新生大鼠较空气环境中同种给药方式组正常组新生大鼠生长缓慢且活力

差。高氧环境下各处理组出现肺结构简单化,肺泡腔融合及数量减少等类似 BPD 病理学特征。其中

与同日龄同种给药方法高氧对照组相比,BML-111 组､ RVD1 组和孟鲁司特组均可见肺泡融合现象

减少。与同日龄同种给药方法高氧对照组相比,BML111 组､ RVD1 组和孟鲁司特组 ALOX5､  
FLAP､ LTA4S 和 cysLTR1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明显降低(P<0.05)。 
结论 LXA4､ RVD1 和孟鲁司特均对新生大鼠高氧诱导所致 BPD 有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可能是

通过抑制花生四烯酸合成半胱氨酰白三烯而实现。 
 
 
PU-3649 

临床特征预测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头颅磁共振 
异常结果的价值研究 

 
张耀东,康文清,许邦礼,刘大鹏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发现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患儿头颅磁共振(MRI)异常结果相关的特定临床特征,以便更准

确地预测不良结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2016 年郑州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 HIE 患儿临床资料。根

据头颅 MRI 异常结果是否存在,分为 MRI 异常结果存在组和 MRI 异常结果不存在组。比较两组患儿

的一般资料和神经检查结果。 
结果 共有 58 例患儿参加研究。其中 40 例(68.97%)行亚低温治疗,51 例(87.0%)患儿的头颅 MRI 上
出现异常结果。具有异常头颅 MRI 结果患儿的肌张力降低和 Apgar 评分较无异常头颅 MRI 结果患

儿明显降低(P<0.05)。低血压和 1､ 5 分钟 Apgar 评分等于或小于产生的临界值(分别为 5.5 和 7.5)
可导致头颅 MRI 异常结果的风险分别增加 8.34,9.03,9.82 倍。 
结论 肌张力低和 Apgar 评分与 HIE 婴儿的头颅 MRI 异常结果发现相关,这些临床特征可能作为神经

发育较差结果的早期指标,但还需要进一步随访观察这些指标注意和 MRI 的关系。 
 
 
PU-3650 

极低及超低出生体重儿视网膜病的围产期危险因素分析 
 

吴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分析极低及超低出生体重儿(VLBW/ELBWI)视网膜病(ROP)的临床特点和围产期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443 例 VLBW/ELBWI 进行回

顾性研究,将其分为 ROP 组(124 例)与非 ROP 组(319 例),从孕母一般情况及妊娠期并发症､ 新生儿

合并症､ 生后治疗等方面进行对比,探讨 ROP 发生的围产期危险因素。 
结果 VLBW/ELBWI 中 ROP 的总发生率为 28.0%(124/443),胎龄越小其发生率越高:<32
周 34.8%,32~34 周 14.6%,>34 周 11.3%(<0.05)。大部分 ROP 患儿为 III 区 1 期病变,约占

70.2%(87/124)。(1)与无 ROP 组相比,ROP 组试管婴儿所占的百分比明显较大(32.3% vs 15.4%),
孕母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发生率明显较低(4.8% vs 1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相比,孕
母年龄､ 孕次､ 剖宫产､ 多胎､ 胎膜早破､ 前置胎盘､ 妊娠期糖尿病及高血压等并发症无明显差异

(P>0.05)。(2)ROP 组新生儿的平均胎龄为 29.6±1.9 周､ 平均体重为 1198.1±181.2g,无 ROP 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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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胎龄及体重为 30.8±2.4 周､ 1268.6±181.2g,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无 ROP
组相比,ROP 组呼吸暂停､ 呼吸窘迫综合征､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 败血症､ 贫血､ 动脉导管

未闭(PDA)､ 高血糖､ 需吸氧及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的发生率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相比,性别､ 肺炎､ 颅内出血､ 高胆红素血症､ 酸中毒及低血糖的发生无明显差异

(P>0.05)。(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试管婴儿(OR=2.266;95%CI 1.295-3.965)､ 呼吸

暂停(OR=2.304;95%CI 1.355-3.917)､ BPD(OR=4.917;95%CI 2.535-9.537)､ 贫血

(OR=1.722;95%CI 1.011-2.935)是 VLBW/ELBW 患儿 ROP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试管婴儿､ 呼吸暂停､ BPD 及贫血是 VLBW/ELBWI 发生 ROP 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在加强

高危妊娠孕母监测与管理的同时,更需要尽早预防早产,及时处理各种新生儿并发症,尤其是呼吸系统

相关疾病,合理应用机械通气､ 输血等治疗,降低 ROP 的发生率,改善 VLBW/ELBWI 的远期生活质

量。 
 
 
PU-3651 

血清 IL-33 和 ST2 水平在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变化趋势 
 

陈彦如,钱继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人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HCMV)常常引起免疫低下人群,包括免疫缺陷,新生儿

､ 器官移植或骨髓移植患者的感染,原发感染则多见于婴儿,特别是在免疫缺陷的胎儿和新生儿,可导

致多脏器受累。白细胞介素 33(interlukin 33, IL-33)和可溶性 ST2(soluble ST2,sST2)广泛参与炎症

反应,并且作为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生物学标志物地位逐渐被认可并备受关注。本研究拟评估在新生

儿时期血清 IL-33 和可溶性 ST2 变化与 HCMV 感染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HCMV 感染患儿 20 例为病例组,20 例新生儿黄疸的患儿为对照组, 均于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确诊并治疗,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血清 IL-33 和 sST2 的水平。 
结果 1.HCMV 感染组的血清 IL-3､ sST2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2. 血清的 sST2 与谷丙转氨酶

(ALT)呈正相关(r = 0.78,P < 0.001;r=0.722,P=0.001, respectively);3. 根据血清 sST2 水平在 HCMV
组和对照组的进行受试者特征工作曲线分析,即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分别是 0.822(P= 0.001; 95% 
CI= 0.686-0.958),同样,对血清 IL-33 水平在 HCMV 组和对照组的进行受试者特征工作曲线分析,曲
线下面积分别是 0.867 (P < 0.001; 95% CI = 0.749 –0.984)。 
结论 血清 IL-33 和 sST2 可作为反映 HCMV 感染状态的生物学标志物,二者在诊断 HCMV 感染方面

均具有诊断意义。 
 
 
PU-3652 

我国新生儿转运研究现状的可视化研究 
 

汪丙松,王艳娟,王婷,陈鑫,徐东,潘嘉严,王佐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241000 

 
 
目的 通过供词分析法对我国近十年来新生儿转运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描述我国新生儿转运的研究

趋势,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方法 在中国知网以“新生儿”“转运”为自由词进行检索,限定期刊年限为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提取所有相关文献,通过严格纳入与排除标准,收录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利用书目共现文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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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OMB 2.0)提取关键词并建立共现矩阵, 后通过 Ucinet6.0 与 Netdraw 描绘共现分析图,将高频

关键词之间的共篇关系可视化。 
结果 终纳入文献 192 篇,提取高频关键词 28 个,成功展示国内目前新生儿转运的研究热点,通过共

现分析图的呈现,描绘了不同高频关键词的内在联系。 
结论 目前国内新生儿转运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危重症急救与护理方面,对于转运方式､ 转运网络

､ 转运系统及其转运设备与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有涉及。 
 
 
PU-3653 

新生儿血栓症 4 例临床分析 
 

殷张华,朱天闻,张永红,谭金童,夏红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并总结新生儿血栓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临床表现､ 诊断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7 年 6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4
例血栓症患儿临床资料,对其临床特征进行总结。 
结果 4 例患儿中,男 3 例,女 1 例。动､ 静脉血栓各 2 例,其中 1 例右下肢股浅动脉血栓,1 例右锁骨下

动脉､ 腋动脉血栓,1 例左下肢胫后静脉血栓,1 例右下肢股总静脉血栓。3 例有动静脉穿刺或置管

史。动脉血栓临床表现为患肢皮肤苍白､ 皮温低､ 血管搏动减弱或消失;静脉血栓可见患肢肤色青

紫,伴肢体肿胀。4 例均通过血管超声确诊,1 例行双源 CT 协助诊治。1 例动脉血栓患儿使用普通肝

素静脉滴注,1 例静脉血栓患儿使用尿激酶溶栓,后使用那屈肝素钙皮下注射抗凝;另 2 例患儿单使用

那屈肝素钙皮下注射。4 例患儿均使用右旋糖苷､ 小剂量多巴胺改善微循环。经治疗后,4 例患儿血

栓均痊愈,未发生出血事件。 
结论 血管超声是新生儿血栓症 常用检查方法,主要治疗包括溶栓､ 抗凝和改善循环等,早期治疗痊

愈率高。 
 
 
PU-3654 

 12 例新生儿吞咽障碍的护理体会 
 

蒋名丽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 12 例新生儿吞咽障碍的护理体会. 
方法 对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 NlCU 住院出现脑损伤致吞咽障碍的 12 例新生儿进行间

歇性经口胃管喂食､ 口腔运动训练及面肌训练,家庭参与式护理以及营养神经药物应用的治疗及护

理 
结果 9 例完全恢复吞咽功能;3 例部分恢复,仍需部分鼻饲喂养 
结论 对于吞咽障碍患儿应减少机械通气时间,积极评估患儿吞咽功能,尽早给予康复干预,预防并发症,
改善患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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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55 

经鼻高频振荡通气在新生儿呼吸支持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余志碧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评价经鼻高频振荡通气在新生儿呼吸支持中的应用。 
方法 计算机检索 Medline､ Web of Science(ISI)､ Elseriver Science Direct 和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收
集 1998 年至 2015 年高频振荡通气在动物实验､ 新生儿模式､ 新生儿呼吸系统疾病中应用的相关

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 共 17 篇文献 终纳入本研究。1.在动物实验:Praud 等的绵羊实验(n=7)结果表明,nPSV 组,绵
羊在不同压力支持水平出现主动的吸气性喉肌关闭 ,而在 nHFOV 组,任一压力支持水平均未观察到

喉肌的主动性关闭运动,因此推测,与 nPSV 相比,nHFOV 并未导致未镇静绵羊吸气时主动的喉肌关

闭,为 nHFOV 治疗新生儿中枢性及梗阻性呼吸暂停方面提供有力证据;Null 等的早产绵羊实验(n=10)
结果表明,与气管插管及 IMV 组相比,nHFOV 组可在较低吸氧浓度及压力支持下提供有效的气体交

换,且肺泡化较好。2.在新生儿肺模型实验:De Luca 等研究结果表明,增加潮气量和鼻导管直径可改

善通气效果,并且振幅及吸气时间的改变将影响通气效果,建议使用 小的鼻导管;在新生儿人体模型

试验中,与 NIPPV 相比较,nHFOV 在肺二氧化碳清除方面更具优越性。3.在新生儿呼吸衰竭及湿肺

中的应用:Hoeven 等的研究表明,nHFOV 可以减少中度呼吸衰竭新生儿 pCO2水平,同时,可用于减少

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使用。Dumas 等的试验表明,在治疗新生儿湿肺方面,nHFOV 与 nCPAP 相比,
前者耐受性及疗效较好。4.早产儿及 VLBW 的呼吸支持方面:Colaizy 等的研究表明,nHFOV 能有效

降低其 pCO2 水平。Czernik 等的研究验表明 nHFOV 可以成功应用于早产儿,使其免于有创机械通

气。4.多中心研究:在欧洲,约有 17%的 NICU 使用过 nHFOV,常用于<1500g 早产儿使用 nCPAP 失

败后(27/30),且大多采用双头鼻导管。一项回顾性研究(n=79)结果显示,在 73%的病例 nHFOV 被用

作另一种无创通气模式的替代以及拔管后的替代治疗,58%的病例新生儿转换为另一无创通气模式,
表明 nHFOV 有望成为一种可避免或延迟插管的通气方式。 
结论 nHFOV 兼有无创通气及高频震荡通气双重优点,但目前 nHFOV 的应用指征､ 参数设置､ 应用

后近期及远期预后仍需进一步研究。 
 
 
PU-3656 

新生儿色素血管性斑痣性错构瘤病一例 
 

张勤,程秀永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报道 1 例新生儿色素血管性斑痣性错构瘤病(PPV) 
方法 患儿女,18 天, G1P1,胎龄 39 周,因其母“羊水少”在当地医院剖宫产娩出,出生体重 2900g,因“发
现皮肤颜色异常 18 天”入我科,查体:面部､ 颈部鲜红斑痣,躯干､ 四肢多发蒙古斑,双眼虹膜色泽较正

常加深,左眼角膜直径约 12mm ,右眼角膜横径约 9mm,右大腿较左侧大腿稍细,皮温较低,右足背动脉

搏动弱(测量四肢血压未见异常)。眼底检查示:双眼底色素深。 
结果 诊断为色素血管性斑痣性错构瘤病合并先天性青光眼, 即 PPV II b 型 
结论 新生儿色素血管性斑痣性错构瘤病临床少见,应全面检查以排除系统损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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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57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手卫生执行状况调查分析 
 

郭学励 
新乡医学院的三附属医院 453000 

 
 
目的 调查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手卫生执行情况,分析手卫生依从性差的原因,为进一步提

高手卫生依从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本院感染管理科设计的手卫生依从性调查表,2015 年 6 月—2016 年 5 月由本院新生儿科

院感监测人员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随机观察并记录各种临床操作时及不同医务人员的手卫生执行情

况。按实际手卫生的频次/标准手卫生例次×100%计算(标准手卫生例次即按照手卫生指征应进行手

卫生的例次),得出手卫生指征时及不同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 
结果 共调查 650 例人次,实际手卫生 480 例人次,总体依从率为 73.85%,知晓率 96.87%,正确率

56.78%。不同专业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存在差异,其中护士､ 医生较高(83.33%､ 78.57%),实习进修

人员较低 65.33%,保洁人员 低(50.77%),接触患儿体液后手卫生依从率较高,达 100%,无菌操作前

为 96.2%,接触患儿周围环境后 低,为 48.56%。 
结论 本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手卫生依从性较高,但不同专业人员,不同指征手卫生依从性存在着差异,
手卫生正确率较低。接触患儿周围环境后､ 实习进修及保洁人员手卫生意识还有待提高,手卫生的

正确率有待加强。 
 
 
PU-3658 

24 小时家系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建立和 
在新生儿遗传病快速诊断中的应用 

 
钱琰琰,王慧君,卢宇蓝,吴冰冰,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新生儿疾病特别是遗传代谢病和免疫缺陷病具有高度的表型和遗传异质性,目前很多遗传代谢

和免疫缺陷病都有特效的治疗方案。因此,早期精确的诊断､ 及时的干预治疗是该类疾病防治的关

键所在。本研究拟对临床上表型严重､ 进展迅速的疑难危重症,建立基于一家三口的家系全外显子

组测序技术。实现从收到血样的 24 小时内,完成测序和分析,给予快速的基因诊断结果。 
方法 应用外显子组(whole exome)Ampliseq 建库试剂盒和 S5 XL 测序平台,进行一家三口的全外显

子组测序(Trio-WES)。结合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HGMD)､ OMIM､ Pubmed､ ExAC､ 千人基因组

计划及实验室 1 万多例的内部数据库过滤,对检测到的变异位点进行解读。首先,对我院已诊断的 14
例遗传病样本,进行测序验证,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估,然后对 1 例疑难危重的怀疑遗传代谢病的病

例进行检测。 
结果 具体实验流程(AB 角值班,24 小时无间断):1 小时完成血样 DNA 抽提和质检;7 小时完成文库构

建和定量质检,6 小时完成文库富集和芯片 loading;机器测序反应 2.5 小时,完成后自动进行数据比对

和 variants 生成,耗时 6-7 小时;复旦 pipeline 流程生成结果､ 人工数据解读和口头报告生成共约 0.5
小时。纸质报告会在 5 天内完成。每个家系生成约 14.5G(13-16G)的数据量,全外显子组扩增区域

的覆盖率约为 93%,每例样本平均测序深度(coverage)约为 70X。针对阳性样本检测结果显示,14 例

病例均可在 24 小时内完成检测,且均能检测到预期的致病突变,获得诊断,检测灵敏度为 100%。这

14 例病例包括常见遗传代谢病 5 例､ 免疫缺陷病 3 例,其他以疑难危重症为表现的遗传病 6 例。这

些病例的基因突变类型包括,14 个错义/无义突变,4 个插入缺失位点变异,6 个外显子与内含子交界区

(±10 位)的可疑剪接位点变异,其中复合杂合 10 例,纯合突变 2 例,新发突变 2 例。对 1 例 ICU 病房

怀疑遗传代谢病的病例,采用本快速反应流程进行了基因诊断,结果显示该例患儿为脂酰肉碱转位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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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基因检测提示 SLC25A20 基因存在复合杂合突变,其中母亲携带 c.270delC,父亲携带 c.199-
10T>G。 
结论 通过对我院 14 例已明确诊断的遗传病样本进行 Trio-WES 快速反应,均可以检测到其致病突变

位点,该方法的灵敏度 100%,并且完成 1 例 ICU 可疑遗传代谢病患儿的基因检测,在 24 小时内获得

明确的基因诊断。本方法的建立不仅可为临床疑难危重症患儿提供快速､ 高效的基因诊断,还可以

根据基因诊断为一些患儿争取关键的治疗窗,并为后续的临床治疗和家庭的遗传咨询提供依据。 
 
 
PU-3659 

围产期动脉缺血性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 系统综述及 meta 分析 
 

陈启雄,李春,苗静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探讨围产期动脉缺血性卒中(PAIS)发病的产前､ 产时和新生儿危险因素,为新

生儿脑梗死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Medline 和 Cochrane 数据库中 198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的有关文

献,使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 
结果 终共纳入 11 篇文献。研究表明母亲分娩期发热> 38°C(OR:6.0;95% CI: 2.58~13.97)､ 先兆

子痫(OR:1.92;95% CI:1.17~3.13)､ 羊水过少(OR: 3.77:95% CI:1.23~11.62)､ 产钳助产

(OR:2.51;95% CI:1.25~5.02)､ 真空吸引助产(OR:1.69;95%CI:1.11~2.57)､ 胎心率异常

(OR:5.21;95% CI:3.43~7.90)､ 胎心监护(CTG)异常(OR:6.87;95% CI:3.81~12.38)､ 脐带异常

(OR:2.93; 95% CI:1.43~6.00)､ 出生窒息(OR:44.04;95% CI:5.314~364.99)､ 急诊剖宫产

(OR:4.14;95% CI:2.49~6.90)､ 脐带绕颈(OR:2.50;95% CI: 1.22~5.14)､ 羊水粪染(OR:2.82;95% 
CI:1.64~4.85)､  脐动脉血 pH <7.10(OR:8.41;95% CI:1.75~40.39)､  Apgar 评分 5 分钟<7 分

(OR:6.76;95% CI:2.30~19.83)､ 出生时复苏(OR:5.31; 95% CI:3.74~7.53)､ 低血糖(OR:6.85; 95% 
CI:1.53-30.60)为 PAIS 的高危因素。 
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初步的具有循证学依据的评估 PAIS 的危险因素。在临床工作中,对具有本研究

分析中确定的危险因素的新生儿应给予高度关注,以预防 PAIS 的发生。今后的研究中,需要重点探

讨多种产前､ 围产期和新生儿危险因素对 PAIS 的综合影响。 
 
 
PU-3660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 系统综述及评价 
 

毛丹华,苗静琨,陈启雄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采用系统综述及评价探讨导致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

炎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 检索 Medine､ PubMed､ Cochrane 和 Embase 数据库中截止至 2017 年 4 月关于新生儿化脓

性脑膜炎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的有关文献。应用 NOS 量表评估队列研究质量,应用 AHRQ 评价横

断面研究的质量,记录每一个与不良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终共纳入 16 篇文献,其中 5 篇是队列研究,分析了可预测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死亡及后遗症

的危险因素。其余 11 项为横断面研究,通过单因素分析或多因素回归分析研究并得出不同危险因素

与预后的相关性。通过系统评价,确定惊厥､ 前囟隆起､ 脑脊液蛋白含量增高等危险因素可早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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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患者不良结局的发生,而出生体重小于 2500g 虽不能明确为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但其与不良预后

有着明显关系。 
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初步的具有循证学依据的评估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在临

床工作中,对具有本研究分析中确定的危险因素的新生儿应给予高度关注,以预防化脓性脑膜炎不良

结局的发生。现有的相关研究的纳入标准(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诊断标准)､ 治疗方法(抗生素的种

类及使用时间)､ 随访结局均不一致,表明今后临床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

炎的诊治及随访。 
 
 
PU-3661 

早产儿血浆输注中血糖监测结果分析及临床意义 
 

杨秀秀,卢瑞存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动态观察早产儿血浆输注过程中血糖水平变化,探讨输注血浆时血糖监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新生儿内科病房需输注血浆的早产儿 60 例为研究对象,使用血糖仪动态监测输血前､

血浆输注 20 分钟､血浆输注 40 分钟､血浆输注 1 小时､血浆输注 2 小时､血浆输注 3 小时､输血后血

糖水平。 
结果 血浆输注过程中血糖水平逐渐降低,输血后水平较输血前差异显著(p<0.01),输血期间可发生早

产儿低血糖(18/60),低血糖多发生在血浆输注 40 分钟至 1 小时之间(14/18)。 
结论 ①早产儿血浆输注过程中血糖水平逐渐降低。 

②输注血浆引起的早产儿低血糖现象不容忽视,应注意监测血糖水平,及时处理,维持早产儿正常血糖

水平。 
 
 

PU-3662 

1 例先天性食管闭锁合并 ASD 患儿围术期的护理 
 

陈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 1 例先天性食管闭锁合并房间隔缺损患儿的护理体会 
方法 介绍呼吸道护理､ 体温与保暖､ 禁食与胃肠减压的护理､ 肠外营养护理､ 肠内营养护理､ 胸

部切口与引流管护理 
结果 经过精心的护理,患儿康复出院,家属满意 
结论 先天性食管闭锁是新生儿严重的消化道畸形,由于手术是本病唯一的治疗方法,故早期诊断,防治

术后并发症,是提高本病患儿生存率的关键。患儿术后对体位的管理为重中之重,给予力月西镇静,保
持绝对安静,保持半卧位,头部向前屈曲,做任何操作及检查时都要注意防止牵拉食道。由于使用镇静

剂,患儿无自行排痰能力,痰液黏稠,不易吸出,应给予气道湿化后吸痰,撤离呼吸机后可雾化吸入后吸

痰,防止因气道梗阻致反复机械通气。而本案例中 好的肠内营养方法是母乳喂养,但是由于我院尚

未建立母乳库,未能给患儿提供 佳的肠内营养方法。努力提高患儿出院后的按时随访率及出院后

健康宣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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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63 

早产儿神经连续性改变对远期语言发育的影响: 
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马倩,苗静琨,陈启雄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00 
 

 
目的 探讨神经连续性改变与早产儿远期语言发育落后的相关性 
方法 将出生时无明确脑损伤的早产儿与足月儿进行队列研究,分别在其 8 岁和 16 岁时行功能磁共振

(fMRI)监测其连续性的改变,同时对其语言发育进行评估(PPVT､ VIQ､ PIQ､ FSIQ 量表),分析连续

性改变与语言评分之间的关系。 
通过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s 等数据库,检索时间始于建库至 2017 年 05 月 31 日,获取相关文

章,根据 NoteExpress2 软件进行文献筛选和筛查,按照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的 RevMan5.2 对其进

行定量综合分析。 
结果 本研究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共检索出 147 篇, 终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 9 篇,通过对神经连续性

与语言评分相关系数 R 的分析研究,发现早产儿组的相关系数 R 明显高于对照组

(95%CI(1.24,2.89),P=0.002),且早产儿组语言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早产儿组语言量表平均分值较对

照组低 0.32-0.79 个标准差,在均值､ 标准差为(100±15)的测试中,早产儿组平均较对照组低

5.7~11.6 分)。 
结论 早产儿神经连续性的改变,对远期语言发育落后的预测有重要意义。 
 
 
PU-3664 

早产儿白色假丝酵母菌深部感染的治疗研究 
 

李晋辉,王华,伍金林,唐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氟康唑,两性霉素 B 脂质体联合 5-氟胞嘧啶治疗早产儿深部白色假丝酵母菌感染及中枢神

经系统感染的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收治的白色假丝酵母菌深部感染早产儿 3 例, 应用氟康唑,两性霉素 B 脂质体

联合 5-氟胞嘧啶治疗, 总疗程 6~8 周。监测治疗过程中患儿临床症状､  体征及相关的血清学､  脑
脊液及影像学检查指标。 
结果 药敏实验提示氟康唑敏感的深部白色假丝酵母菌感染患儿单独使用氟康唑治疗效果良好;氟康

唑耐药菌株改用两性霉素 B 脂质体联合 5-氟胞嘧啶足量长疗程治疗后,早产儿真菌感染得到良好控

制。3 例患儿一般状况均明显改善, 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血培养均转阴。其中 1
例患儿并发脑积水而行脑室腹腔分流术。 
结论 两性霉素 B 脂质体联合 5-氟胞嘧啶治疗氟康唑耐药的早产儿白色假丝酵母菌深部感染有效且

相对安全,对存在深部真菌感染高危因素的早产儿应该合理预防二重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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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65 

先天性结核一例报告 
 

张爱民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 

 
 
目的 提高临床医生对先天性结核的认识,减少误诊和漏诊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先天性结核病 1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家系关系､ 治疗､ 转归,介绍该病

的临床诊断思路及治疗方法。 
结果 本例患儿生后 33 天发病,母亲孕期存在明确结核病史,间断发热,腹胀,黄疸,肝脾､ 淋巴结肿大,
胸部 CT,头部 MRI 平扫+增强､ 肾 B 超阳性,结核抗体阳性,淋巴结活检见抗酸杆菌;淋巴结穿刺涂片

､ 切片阴性,痰､ 脑脊液､ 腹水结核杆菌培养阴性,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实验阴性;抗结核治疗转归良

好。 
结论 先天性结核临床无特异性表现,病情隐匿迁延,并发症多,应提高对先天性结核的认识,积极追问

病史,尽早完善活检,以便发现并诊断本病,改善患儿预后。 
 
 
PU-3666 

感染是小样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病情恶化的危险因素 
 

罗丽娟,雷小平,董文斌,张玲萍,翟雪松,李清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小样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由Ⅱ期恶化为Ⅲ期的危险因

素。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小样儿 NEC(Bell’s 分期 ≥Ⅱ

期,出生体重<同胎龄平均出生体重的第 10 百分位)病例。所有 NEC 患儿都接受统一的治疗方案:禁
食,抗生素治疗,静脉高营养,必要时给予胃肠减压及心肺功能支持及输注血液等。根据病情是否进展,
分为Ⅱ期 NEC 组及Ⅲ期 NEC 组,并建立病例对照研究。将两组患儿的产前资料如胎膜早破､ 妊娠

期高血压,基本信息如胎龄､ 出生体重,合并症如代谢性酸中毒､ 低血糖症,所有辅助检查如诊断时白

细胞､ 血小板､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 诊断后 CRP 是否升高等,治疗信息如首次禁

食时间､ 输血等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差异的变量纳入多元逐步 logistic 回归模型寻找

小样儿 NEC 病情恶化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64 例小样儿纳入研究,约 25%(15/64)发展为Ⅲ期,37%(24/64)为早产儿,63%(40/64)为足月儿,
平均胎龄为 37.36 周,平均出生体重为 2198.91 克,14 例为多胎,23 例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中超过 80%(19/21)为足月儿。单因素分析后发现胎龄､ 出生体重､ 先天性心脏病､ 诊断时

白细胞计数<4*10^9 或者>20*10^9､ 诊断后 CRP 升高､ 首次胃肠减压时间延长等 6 因素有明显异

常,将上诉 6 因素进行多元逐步 logistic 回归后发现诊断后 CRP 升高[OR: 35.063, 95%CI 5.595-
219.748, P=0.000]是 NEC 由Ⅱ期发展为Ⅲ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NEC 诊断后 CRP 升高是感染未控制的表现,感染是小样儿 NEC 病情恶化的危险因素,而与胎

龄及出生体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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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67 

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危险因素及病原学分析 
 

杜欢,李月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实施机械通气的新生儿的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探讨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的发生率､ 危险

因素､ 病原菌种类及药敏情况,为新生儿 VAP 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2 月入住 NICU 中,并且机械通气时间大于 48 小时的 253
例新生儿,其中 113 例发生 VAP,140 例未出现 VAP,两组患儿均于机械通气 48 小时后,做痰培养､

胸片和血常规检查,对两组患儿的胎龄､ 出生体重､ 原发疾病､ 机械通气时间､ 气管插管次数及病

原菌培养结果和药敏实验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VAP 的诊断标准参照第 4 版《实用新生儿学》[1]提

出的标准:(1)患者机械通气 48h 发生肺部炎症;(2)体温>37.5℃,呼吸道吸出脓性分泌物,肺部可闻及

湿啰音,外周血象白细胞增多(>10×109);(3)胸部 X 线片检查提示肺部有浸润阴影;(4)支气管分泌物培

养出病原菌;(5)对考虑肺部已经存在感染者,应在上机前和上机后 48h 取气道分泌物行痰培养,如上机

前后培养的病原菌不同则考虑 VAP 的诊断。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校正公式进行 X2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253 例机械通气新生儿中,诊断 VAP113 例,未发生 VAP140 例,VAP 的发生率为

44.66%,VAP 组患儿死亡 24 例,死亡率 21.2%。非 VAP 组患儿死亡 4 例,死亡率 2.9%。 
2 新生儿 VAP 相关危险因素单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低出生体重､ 胎龄､ 机械通气时间,气
管插管次数具有统计学意义。新生儿 VAP 相关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选择单因素分析中结果显

示低出生体重､ 机械通气时间､ 气管插管次数是新生儿发生 VAP 的独立危险因素。 
3 113 例 VAP 新生儿中,97 例病原学检测阳性,阳性率 85.84%,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 67 例,占
62.62%,以铜绿假单胞菌､ 鲍曼不动杆菌､ 肺炎克雷伯菌为主,其中同时合并真菌 7 例;革兰氏阳性

球菌 25 例,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占 23.36%,其中合并真菌 4 例,共培养真菌 15 株,占 14.02%;其中

11 例合并细菌感染,4 例为单独真菌感染,病原菌及药敏实验显示耐药菌株在逐渐增多,病原菌对临床

常用抗生素有多重耐药现象,仅对其部分抗生素敏感。 
结论 新生儿 VAP 是一种严重影响机械通气患儿治疗效果的并发症,是机械通气新生儿发生院内感染

､ 延长住院时间和增加治疗费用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具有较高发病率和死亡率,受出生体重､ 胎

龄､ 气管插管次数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主要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且存在有多重耐药现象。 
 
 
PU-3668 

Metformin attenuates neuroinflammation and stabilizes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y inhibiting the TLR4/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following neonatal hypoxia-ischemia in rats 
 

Fang Mingchu,Lin Zhenl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800 

 
 
Objective Metformin, a drug used to manage type II diabetes, which alleviates 
neuroinflammation , protects the blood-brain barrier and promotes neurogenesis in stroke 
ischemia. However, the effect of metformin in HIBD(hypoxia-ischemia brain disease) is unclear.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metformin on hypoxia-ischemia in rats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The Rice-Vannucci model of neonatal HI brain injury was used in 7-day-old Sprague-
Dawley rats, which received a left common carotid artery ligation followed by hypoxia for 2.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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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natal day 7(P7) rat litter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ree groups: sham group, HI group, 
HI+Metformin group. Rat litters were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with metformin (20mg/kg) 
immediately after HI injury and then once a day for a week 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metformin on HI injury. At 24 hours post HI, to evaluate the inflammation, the 
activation/accumulation of microglia and astrocyte was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TLR4, IκB-α, NF-κB, TNF-α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levels of TNF-α, 
IL-6, IL-18, iNOS, COX-2 mRNA were measured by RT-PCR ; neuronal apoptosis was measured 
by TUNEL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the Bax､ cleaved-caspase 3 and Bcl-2, and we 
also measure the brain infarct volume by TTC staining; the BBB stabilitization was evaluated by 
measuring the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β-Catenin , 
P120 and VE-Cadherin) and adherens junction proteins (Occludin and Claudin-5) as well as 
pericytes markers (PDGFR-β and Desmin). At 7 days post HI, 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protective effects of metformin, the histological recovery was assessed by Ha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the neurona cell death was measured by Nissl staining, the loss of MAP-2 and MBP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Treatment of metformin significantly decresed brain infact volumes and neural apoptosis 
at 24h after HI;Treatment of metformin attenuated brain edema, and prevents the loss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and adherens junction proteins as well as pericytes at 24h after HI;Treatment of 
metformin decresed the accumulation/activation of microglia and astrocyte at 24h after 
HI;Treatment of metformin down-regulated the cytokine (TNF-α､ IL-6) and the levels of TNF-α,IL-
6, IL-18, iNOS, COX-2 mRNA at 24h after HI;Treatment of metformin sup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TLR4, decreased the degration of IκB-α, inhibited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at 24h after HI; 
Treatment of metformin decreased neuron loss and promoted remyelination a week after HI. 
Conclusions Our data demonstrates metformi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attenuating 
neuroinflammation and BBB damage following HI via suppressing TLR4/ NF-κB signaling 
pathway,suggesting that metformin i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agent in neonatal hypoxic-ischemic 
brain injury therapy. 
 
 
PU-3669 

A Neonate with Chromosome Xp21 Contiguous Gene 
Deletion Syndrome 

 
Chen Xiangxiang,Wu Tai,Sun Yi,Yuan Tianming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52 
 

 
Objective A 14-day-old male infant was admitted to our neonatal unit because of feeding 
difficulty, dehydration and weight loss.  
Methods The initial analysis showed hyponatraemia and hyperkalaemia, increased plasma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 and increased plasma 17a-hydroxyprogesterone, 
decreased cortisol and plasma aldosterone and increased plasma 17a-hydroxyprogesterone, 
thereby making the 21-hydroxylasedeficient form of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likely.  
Results Cortisone acetate and fludrocortisone treatment corrected the electrolyte abnormalities 
and the patient improved. But the creatine kinase, l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triglyceride level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 urinary analysis revealed grossly increased levels of glycerol. At that 
point, chromosome Xp21 contiguous gene deletion syndrome was suspected. Further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analysis revealed both DAX1 gene and all of the 79 
exons of DMD gene were deleted in the boy's blood sample. Chromosome Microarray revealed 
an approximately 6.3 MB deletion on chromosome Xp21.3p21.1, including DAX1, GK, DMD and 
IL1RAPL1 in the maternal sample.  
Conclusions So the newborn was diagnosed as Xp21 contiguous gene deletion syndrome and 
his mother was a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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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0 

新生儿枫糖尿病一例报告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陈冬梅 
泉州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枫糖尿病(MSUD)的临床特点,提高临床医生对 MSUD 的认识。 
方法 分析我院收治的 1 例新生儿 MSUD 病例资料,复习相关新生儿 MSUD 文献,总结我国新生儿

MSUD 的临床特征､ 诊断､ 治疗及预后。 
结果 本例患儿出现反应差,喂养困难,尿液呈焦糖样异味,血气分析提示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尿
酮体 3+,头颅 CT 提示脑水肿表现,临床诊断“新生儿枫糖尿病””,并经血串联质谱及尿液有机酸分析进

一步证实,经予特殊奶粉喂养,补充维生素 B1､ 左旋肉碱等治疗,好转出院。 
结论 国内新生儿 MSUD 临床表型以经典型为主,早期多表现为食欲减退､ 拒乳､ 反应差等非特异性

症状,误诊率高,对疑似患儿应尽早行血､ 尿支链氨基酸及头颅 MRI 检查,以早期诊断,改善预后。 
 
 
PU-3671 

TLR3 基因多态性与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 
 

袁天明,范小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研究 TLR3 基因的遗传多态性及其与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的关系,探讨肠道病毒的遗传易感性

以及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 
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分别检测病例组及对照组 TLR3 基因

rs3775296,rs3775292,rs3775291,rs3775290,rs13126816,rs5743312 共六个位点的基因多态性,
并利用 DNA 产物直接测序方法进行序列分析,计算其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 
结果 TLR3 基因 rs3775292 位点有 C 和 G 两种等位基因,其在心电图异常组中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30%､ 70%,在心电图正常组中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8%､ 92%,心电图异常组与正常组相比,C 等位基

因和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心电图异常的风险有关(P<0.05);TLR3 基因 rs3775290 位点有 C 和 T 两

种等位基因,其在心电图异常组中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75%､ 25%,在心电图正常组中的分布频率分别

为 65%､ 35%,心电图异常组与正常组相比,C 等位基因和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心电图异常的风险有

关(P<0.05)。同理分析 TLR3 基因 rs3775292,rs3775290 两个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在心电图异常组

与正常组之间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LR3 基因

rs3775296,rs3775291,rs13126816,rs5743312 四个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心电图异常组

与正常组之间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LR3 基因

rs3775296,rs3775292,rs3775291,rs3775290,rs13126816,rs5743312 六个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

基因频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 脑膜炎组与非脑膜炎组之间､ 发热>3 天与≤3 天组之间､ 血小板

减少与正常组之间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IL-6､ IL-10 等细胞因子水平病例组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L-2,IL-4 等细胞因子水平病例组与对照组基本持平,TNF,IFN-r
等细胞因子水平在病例组虽有增高趋势,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LR3 基因 rs3775296,rs3775292,rs3775291,rs3775290,rs13126816,rs5743312 六个 SNP
位点基因多态性可能与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发病均无显著关联,亦与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脑膜炎发

病､ 发热持续时间､ 血小板减少病情均无显著关联;rs3775292 位点的 C 等位基因及 rs3775290 位

点的 C 等位基因可能与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心电图异常的风险有关。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时 IL-6､
IL-10 多数有增高,IL-2,IL-4,TNF,IFN-r 等细胞因子水平与新生儿肠道病毒感染无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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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2 

患儿家长对新生儿黄疸知识､ 态度､ 行为的现况研究 
 

罗桂满,张凤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13 

 
 
目的 了解患儿家长对新生儿黄疸知识､ 态度､ 行为的现况 
方法 对入院患儿家属进行调查,了解患儿家长新生儿黄疸知识､ 态度､ 行为的现况。 
结果 通过对长沙三家三甲医院 2016-2017 年 1100 例新生儿黄疸家长进行入院调查,53%的家长对

新生儿黄疸知识基本不了解,89%的家长表示患儿黄疸需要及时治疗,11%的家长表示黄疸不需要治

疗,也不需要住院。 
结论 由于家长对新生儿黄疸知识不了解,认为新生儿黄疸不需要治疗,甚者不是疾病,以至于耽误 佳

的治疗时间,甚至导致新生儿胆红素脑病发生的增加。故产科及早的做好家属黄疸知识的宣教,有助

于及时发现黄疸,让患儿及时得到治疗,健康成长。 
 
 
PU-3673 

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与新生儿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袁天明,陶恩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检测出生新生儿脐带血维生素 A(VA)水平,随访观察新生儿疾病的发病情况,探讨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与新生儿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新生儿出生断脐后立即采集母体端脐带血(UCB),检测维生素 A(VA)水平;对所有新生儿进行随

访观察新生儿疾病,包括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NHB),败血症,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征(NRDS),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发病情况,同时观察新生

儿死亡率,探讨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与新生儿疾病的相关性。 
结果 不同胎龄组早产儿其脐带血 VA 水平不同,胎龄≥37 周组比胎龄<32 周组,及胎龄>34~36 周脐

带血 VA 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住院组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低于非住院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

学意义。氧疗组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低于非氧疗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组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低于非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NRDS 组脐带

血维生素 A 水平低于非 NRDS 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败血症组脐带血 VA 水平低于非败血

症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死亡组脐带血 VA 水平低于存活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脐带血维生

素 A 水平与 NHB(r=-0.190,P<0.01),NRDS(r=-0.19,P<0.01),BPD(r=-0.09,P<0.05),住院人数(r=-
0.215,P<0.01),住院时间(r=-0.203,P<0.01),氧疗人数(r=-0.233,P<0.01),氧疗时间(r=-0.231,P<0.01)
呈负相关,而与败血症(r=-0.04,P>0.05),死亡(r=-0.035,P>0.05)无相关性。 
结论 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与出生体重,胎龄呈正相关,出生体重越轻胎龄越小,越容易出现脐带血维

生素 A 缺乏,阴道分娩出生的新生儿,其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高于剖宫产者。脐带血维生素 A 水平与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住院时间及氧疗时间呈负相关,而与

败血症,死亡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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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74 

新生儿结节性硬化症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陈湘湘,吴苔,袁天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2 

 
 
目的 结节性硬化症是一种可累及多个脏器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神经皮肤综合征,该病在新生儿期

临床症状常不典型,对该病在新生儿期明确诊断具有极大挑战,本文报告并分析了新生儿结节性硬化

症的临床特点及预后,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早期诊断。 
方法 详细报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 1 例新生儿结节性硬化症患儿的临床资料､ 影

像学及基因检测结果､ 治疗及随访 3 年的结果,复习､ 分析､ 总结了 1994-2015 年间国内报道的 10
例新生儿结节性硬化症文献资料。 
结果 本例患儿表现为腹部和背部 5 个色素脱失斑,眼科会诊眼底可见视网膜多个灰白色结节,心超检

查发现心脏多发肿瘤, 大肿块为 1.73*1.08cm,头颅 MRI 检查发现双侧大脑皮层下､ 室管膜下多发

稍短 T1 长 T2 信号,双侧侧脑室多发帽钉状影,肝胆脾及肾脏 B 超未见异常。根据 1998 年修订的结

节性硬化诊断标准,该患儿为诊断为结节性硬化症,且基因检查发现 TSC2 c.163G-164insA 发生移码

突变,导致蛋白质翻译的终止。总结国内相关报道发现惊厥(11/11)､ 心脏横纹肌瘤(7/11)及皮肤色素

脱失斑(6/11)是新生儿结节性硬化症的三个主要症状,所有病例的神经系统影像学检查可见室管膜下

结节和/或皮层下结节改变,大多数(4/7)新生儿期诊断结节性硬化症的患儿具有精神发育迟滞。 
结论 惊厥和心脏横纹肌瘤常为新生儿期结节性硬化综合征的首发症状,大部分体检可见多个皮肤色

素脱失斑,头颅影像学检查对明确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该病总体预后不良。 
 
 
PU-3675 

优质护理在新生儿窒息复苏后护理中的应用观察 
 

吴婷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方式在新生儿窒息复苏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新生儿窒息患儿 78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

组,各 39 例,观察组采用一般护理方式,对照组在观察组护理基础上进行优质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儿

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经过护理后,对照组患儿的生命质量各项指标改善程度优于参照组,新生儿神经行为评分高于观

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小于 0.05) 
结论 在新生儿窒息复苏后采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可以提升新生儿的生命质量,改善新生儿呼吸状况,
促进新生儿早日康复。 
 
 
PU-3676 

新生儿左室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1 例报告 
 

贾丽娟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报告 1 例新生儿左室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临床诊治过程,探讨新生儿左室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的安全有效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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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总结､ 分析病例的临床､ 心电图资料,并查阅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女,26 天,因咳嗽 7 天,发现心律失常 2 天入院,入院前 7 天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阵咳,
喉中有痰,伴吐奶 3 次,量大,无发热､ 喘息,无抽搐､ 晕厥､ 大汗淋漓,无腹泻等,2 天前至当地医院就

诊,发现心率快,行心电图示宽 QRS 波心动过速,未用药,转至我院。入院查体:患儿反应可,呼吸稍促,
面色无苍白,双肺可闻及痰鸣音,心音有力,律齐,心率 180 次/分左右,心脏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明显杂

音,腹部稍膨,软,脐带已脱落,脐轮不红,肝脏右肋下 2.0cm,质软,脾脏肋下未触及,肠鸣音正常,四肢末

梢暖。入院后行心脏超声未见明显异常;甲状腺功能､ 电解质及心肌酶大致正常;肝功示:谷丙转氨酶 
88.2 U/L, 谷草转氨酶 69.8 U/L, 乳酸脱氢酶 304.7 U/L,略高;B 型钠尿肽前体 8890 pg/ml,高于正常;
肌钙蛋白 T 0.031 ng/mL,正常;胸部 CT 示肺炎;心电图及心电监护示提示宽 QRS 波性心动过速,考
虑为室性心动过速,在积极抗感染的基础上予心律平 1mg/kg 稀释后缓慢静推,静推过程中心电监护

检测患儿心率逐渐减慢,恢复正常窦性心律,心率维持在 140 次/min 左右,时有室性期前收缩发生,部
分呈三联律。约 1 小时后再次出现上述心动过速,心率在 200 次/min 左右,不能自行转复,再次予心律

平 1mg/kg 稀释后缓慢静推,心律可转复,不能维持窦性心律,遂予心律平 5μg/(kg·min) 静脉泵入维持,
患儿肺部症状及体征逐渐消失,心动过速扔间断发作,加用索他洛尔(5mg/kg.d,q12h)后,未再发作心动

过速,2d 后静脉心律平改为口服联合索他洛尔,观察 1 周,心电监护维持窦性心律,动态心电图未见室

性心动过速发作,偶可见室性早搏(图 4),治疗有效,带药出院,随访 1 月,未发作心动过速。 
结论 心律平联合索他洛尔可能为一种安全有效终止新生儿左室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的方法。 
 
 
PU-3677 

在新生儿科应用集束化管理降低早产儿院感染发生率的探讨 
 

陈利双,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应用集束化管理的方法与技巧,降低新生儿科早产儿院感发生率。 
方法 由医､ 护､ 技､ 管人员共同组成管理小组,对新生儿科早产儿发生院感的问题进行现状调查, 要
因分析, 提出实施对策,运用“ PDCA -SDCA” 程序, 以“ 降低早产儿院内感染发生率”为活动主题, 进
行持续质量改进。 
结果 实施集束化管理后,早产儿院内感染发生率从改善前 7.14%下降至 2.22%,完成目标设定值。 
结论 在新生儿科开展集束化管理是可行的,不仅有效降低了早产儿院感的发生率,还减轻患儿痛苦､

缩短平均住院时间､ 减少住院费用;提高了医护的工作质量与效率,提高了圈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家

属的满意度。 
 
 
PU-3678 

SENP1 对高氧诱导肺泡上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赵许,董文斌,雷小平,李清平,康兰,赵帅,张婵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人 II 型肺泡上皮细胞(HEPApiC)高氧暴露后,细胞内 SENP1 与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凋亡

之间的关系。 
方法 前期构建成功的 SENP1-RNAi-HEPApiC 细胞系作为研究对象,以高氧诱导 HPAEpiC 细胞损

伤模型为基础,随机分组细胞为 6 组,即对照组､ 空载组､ 实验组､ 高氧组､ 高氧空载组､ 高氧实验

组。检测指标:(1)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形态学改变并照相;(2)各组细胞培养 24h,流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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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检测细胞凋亡率;(3) 各组细胞培养 24h,免疫荧光检测 SIRT1 转位;(4)各组细胞培养

24h,Western blot 检测 SENP1､ SIRT1(胞质 SIRT1､ 胞核 SIRT1)､ P53､ AC-P53 的表达。 
结果 (1)倒置相差显微镜下可见对照组､ 空载组､ 实验组三组细胞生长良好,贴壁可,分布均 ,多数

细胞呈长梭形,培养液中悬浮细胞少。高氧组､ 高氧空载组细胞生长情况差,细胞间距增大,贴壁不稳,
多数细胞形态变圆,漂浮在培养液中。高氧实验组细胞生长情况较差,与高氧组及高氧空载组相比,发
生形态改变的细胞更少,培养液中悬浮细胞更少。(2)流式细胞凋亡结果示:通氧 24h 后,细胞凋亡率明

显增加,六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细胞凋亡率低于高氧组,空载组细胞凋亡率低

于高氧空载组;实验组细胞凋亡率低于高氧实验组,三组分别比较,P <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高氧

实验组细胞凋亡率低于高氧组及高氧空载组,但未达到对照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高氧

组与高氧空载组相比,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与对照组､ 空载组､ 实验

组相比,高氧组､ 高氧空载组､ 高氧实验组转位细胞数量明显增加,与高氧组相比,高氧实验组转位率

明显降低,但未达到对照组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0.75,P=0.000<0.05)。(4)与对照组相比,
高氧组 SENP1､ 总 SIRT1､ SIRT1(质/核)比值､ AC-P53 蛋白表达增加,P53 蛋白表达降低;与高氧

组相比,高氧实验组 SENP1､ 总 SIRT1､ SIRT1(质/核比值)､ AC-P53 蛋白表达降低,均未达到对照

组水平;与实验组相比,高氧实验组 P53 蛋白表达水平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ENP1､ SIRT1 参与了高氧诱导的氧化应激反应;SENP1 在高氧导致 HEPApiC 细胞损伤中发

挥促进作用。 
 
 
PU-3679 

  376 例危重新生儿转运探讨 
 

易灿红,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我院危重新生儿转运及医疗水平,为我院完善危重新生儿转运系统提出措施。 
方法 通过对我院多部门组建的新生儿转运系统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开展的危重新生儿

转运工作进行总结,分析 376 例危重新生儿转运来源､ 病种分布情况。 
结果 376 例病例中,以县､ 乡镇级医院转入为主,存在超长转运运距,转运途中无死亡,常见病种黄疸

､ 肺炎､ 早产儿所占比例排前三,同样常见的胎粪､ 新生儿窒息排名四､ 五。 
结论 在我省特别是县､ 乡镇医院有很大新生儿的转运需求空间,我院在区域危重新生儿运转医治中

体现了技术保障作用,同时,可以根据患儿来源及病种分布情况,采取措施逐步完善其系统。 
 
 
PU-3680 

胎龄≤33 周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高危因素分析 
 

高昂,朱梅英,戴芸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15002 

 
 
目的 随着新生儿医学的发展,小早产儿成活率在不断上升,脑瘫发生率也在上升,脑白质软化是脑瘫的

重要形态学特征之一。为了探讨预防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措施,设计这一前瞻性课题,观察胎龄≤33
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发生率,产前､ 产时和产后高危因素与脑白质损伤的相关性。 
方法 在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共有 531 例胎龄≤33 周早产儿纳入脑神经影像学研究,连
续头颅超声检查 4 周确定是否发生早产儿脑白质损伤,对脑白质损伤产前､ 产时和产后相关高危因

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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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31 例早产儿,脑白质损伤 43 例,胎龄≤33 周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发生率是 8.1%,两组间进行

单因素分析:胎龄､ 出生体质量､ 1 分钟 Apgar 评分､ 重度窒息､ 呼吸暂停､ RDS､ 肺出血､ BPD
､ 生后激素治疗 BPD､ CPAP 吸氧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机械通气､ 低碳酸血症､ 总吸氧天数､

口服布洛芬治疗 PDA､ 高血糖､ 消化道出血和生后 2 周血钠为脑白质损伤高危因素(P<0.05)。对

16 个具有统计学意义高危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肺出血(OR:5.723, 95%CI:1.591-
20.591 ,P=0.008)､ 机械通气时间(OR:0.948, 95%CI:0.899-0.992, P=0.022)和低钠血症

(P=0.013,95%CI:1.391-15.629)是早产儿脑白质损伤 高危因素。 
结论 胎龄≤33 周早产儿脑白质损伤发生率是 8.1%,胎龄越小,出生体质量越低,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

发生率越高,减少机械通气时间,防治肺出血和低钠血症,是预防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重要措施。 
 
 
PU-3681 

枸橼酸咖啡因使用时机对早产儿呼吸支持的影响 
 

黄海燕,陆岸锋,毕雷,黄培禄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钦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535099 

 
 
目的 探讨枸橼酸咖啡因不同使用时机对早产儿呼吸支持的影响,为临床提供早产儿呼吸治疗方法。 
方法 收集使用有创呼吸机治疗的早产儿 6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A 组于生后 24-72h 开

始使用枸橼酸咖啡因;B 组于生后>72h､ 撤呼吸机前 24h 内开始使用枸橼酸咖啡因。比较两组有创

呼吸机､ CPAP､ 用氧､ 咖啡因等使用时间及呼吸暂停发生等情况。 
结果 使用有创呼吸机时间 A 组为 7.4±1.4 天,B 组为 9.9±2.4 天,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8.115,P=0.006)。总需氧时间 A 组为 19.9±1.5 天,B 组为 21.3±2.7 天,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t= 2.675,P=0.010)。两组使用 CPAP 及咖啡因时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拔气管导管后 24h 内

两组呼吸暂停的发生率分别为 6.3% vs.26.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4.853,P=0.028)。两组支气

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分别为 9.0% vs.6.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005,P=0.944)。 
结论 对使用有创呼吸机治疗的早产儿,早期使用枸橼酸咖啡因可缩短有创通气时间及用氧时间,减少

拔管后呼吸暂停的发生。 
 
 
PU-3682 

感染新生儿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分离株分子特征及其耐药分析 
 

杨爱娟,胡晓慧,张华,黄佳莉 
永康市妇幼保健院 3213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临床分离株的分子分型特征､ pvl 基因携带及

耐药性特点,为临床监控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3-2016 年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和临床分离株共 45 株,分析其临

床特点,对 MRSA 进行 MLST 和 SCCmec 分型;PCR 方法检测分离株的 pvl 毒力基因;采用纸片扩散

法进行抗菌药物的体外药敏实验。 
结果 在 45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有 14 株为 MRSA,共涉及 6 种 MLST 型,ST188 和 ST59 常见,各
占 28.6%,ST338 和 ST217 各占 14.3%;在 SCCmec 型中,以 SCCmecIII(42.9%)和
SCCmecIV(35.8%)为主;5 株 MRSA 携带 pvl 基因,占 35.7%;所有菌株的多药耐药率为 80%,对喹奴

普汀/达福普汀､ 呋喃妥因､ 替加环素､ 利奈唑胺､ 万古霉素均敏感。 
结论  永康地区 MRSA 的检出率相对较低,ST188 和 ST59 是本地区新生儿 MRSA 的主要流行克隆,
部分 MRSA 中携带 pvl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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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83 

早期充分氨基酸营养在低出生体重早产儿中的应用 
 

孙中怡,陈筱青,李悦,李冰洁,罗妍妍,李淑君,卜欣欣,胡毓华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早期充分氨基酸营养对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生长代谢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早产儿 191 例,其中男 98 例,女 93 例。患儿按照临床医生选用的氨基酸营养方案分为两组:研究组:
即高剂量氨基酸策略方案组,共 110 例。患儿氨基酸起始剂量从 1.8~2.5g/(kg·d)开始,逐日增加

1g/(kg·d),直至达到 大剂量 4.0~4.5g/(kg·d)。 对照组:即正常剂量氨基酸策略方案组,共 81 例。患

儿氨基酸起始剂量从 1.0~1.5g/(kg·d)开始,随后每天增加 0.5 g/(kg·d),直至达到 大剂量 3.5 
g/(kg·d)。 
结果 两组早产儿在性别比､ 胎龄､ 出生体重及身长等入院时基本情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早产儿住院期间的开奶时间､ 达完全肠内营养时间､ 静脉营养时间､ 恢复出生体

重时间均比对照组缩短[(3.83±3.15)d 比(5.53±5.63)d,(15.47±10.54)d 比

(19.47±14.57)d,(16.46±10.33)d 比(21.41±18.00)d,(6.36±4.88)d 比

(8.48±9.27)d,P=0.016,0.038,0.029,0.043]。研究组住院时间较对照组平均缩短了 3.2d,住院费用也

相应减少,但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早产儿住院时第 1d､ 7d､ 14d 的生化检查值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研究组人工通

气时间较对照组缩短了 2.2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氧疗时间较对照组也缩短 1.8d,差异尚无统

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早产儿在胆汁淤积､ EUGR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低钾血症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胆汁淤

积与氨基酸剂量､ 机械通气时间无明显相关性,EUGR 与氨基酸剂量､ 机械通气时间也无明显相关

性(P>0.05)。但氧疗时间与胆汁淤积､ EUGR 的发生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积极充分的氨基酸营养策略有利于患儿提早恢复出生体重,缩短静脉营养时间,不增加并发

症发生率以及住院经济负担。 
 
 
PU-3684 

动态观察不同程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 
与 SIRT1 发生核质穿梭的相关性研究 

 
刘兴铃,董文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 646000 
 

 
目的 动态观察发生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的早产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内活性氧(ROS)产
生增加使 SENP1､ 沉默接合型信息调节因子 2 同源蛋白 1(SIRT1)､ 乙酰化 P53､ P53 的改变水平,
探讨其与 BPD 发生程度的关联,了解 SIRT1 相关通路改变与不同程度 BPD 发生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5-06-01/2016-7-31 期间收治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胎龄≤32 周,体重≤

1500g,住院时间≥28 d､  胎龄≤36 周,并确诊为 BPD 的早产儿为对象进行研究。按 BPD 发生程度

分组,根据出院时需吸入氧浓度分度分组。对照组:同期入院,未发生 BPD;轻度 BPD 组:不需吸氧;中
度 BPD 组:吸入氧浓度<30%;重度 BPD 组:吸入氧浓度≥30% 或需正压通气。入组早产儿生后 0 天

､ 7 天､ 14 天､ 28 天,采集外周血分离 PBMCs,MitoSOXTMRed 标记结合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细

胞内 ROS 的生成量,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SIRT1 定位,RT-PCR 技术检测 PBMCs 中 SENP1mRNA､
SIRT1mRNA､ P53mRNA;Westernblot 法检测 PBMCs 中细胞核 SIRT1 蛋白､ 细胞质 SIRT1 蛋白

､ SENP1 蛋白､ 乙酰化 P53 蛋白､ P53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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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随着生后时间的延长,BPD 程度的增加,PBMCs 内的 ROS 含量逐渐增加

(P<0.05),SIRT1 转位率逐渐增加(P<0.05),SENP1mRNA 表达增加(P<0.05),SIRT1mRNA 表达减少

(P<0.05),P53mRNA 表达减少(P<0.05),胞浆 SIRT1/胞核 SIRT1 蛋白比值增高(P<0.05),SENP1 蛋

白水平增加(P<0.05),乙酰化 P53 蛋白水平增加(P<0.05),P53 蛋白水平减少(P<0.05)。 
结论 随着生后时间延长,BPD 的发生,氧暴露诱导早产儿 PBMCs 中产生的 ROS,细胞 SENP1mRNA
表达增加,SENP1 蛋白表达增加,SIRT1mRNA 表达减少,并促使胞浆 SIRT1/胞核 SIRT1 蛋白比值明

显增高,SIRT1 核质穿梭,胞核 SIRT1 降低,其去乙酰化活性受到抑制,乙酰化 P53 增高,P53mRNA 表

达减少,P53 表达减少,使早产儿 PBMCs 发生氧化应激损伤的基础上逐渐加重,从而导致 BPD 的发

生程度加重。 
 
 
PU-3685 

一例新生儿红斑狼疮合并严重皮肤缺损患儿的护理 
 

金婷,俞君,吴小花,徐月静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总结 1 例新生儿红斑狼疮合并严重的先天性皮肤缺损患儿的护理。 
方法 护理重点为皮肤的护理,如何控制创面的渗液以及感染,家孙创面的愈合。保证患儿体液平衡,防
止心脏损害､ 血液系统损害的护理,按医嘱用药,观察腰围疗效及副作用,同时重视患儿疼痛的干预措

施,重视合理喂养,加强疾病宣教。 
结果 患儿好转出院。 
结论 本例 SLE 母亲患儿一出生即有如此大面积的皮肤缺损我科还是第一例。在伤口造口专科护士

的带领下,运用湿性愈合理论,使用新型敷料瑞赛恩和生长因子促进伤口正常细胞的生长;用 SSD 包

裹创面,不仅有效控制伤口感染还能减轻患儿换药的痛苦。把疼痛作为第五大生命体征,全程规范疼

痛管理,将整体护理贯彻始终, 终患儿皮损愈合出院。 
 
 
PU-3686 

The Changes of SIRT1 Signaling Pathway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after Oxygen Exposure in 
Preterm Infants 

 
Liu Xingling,Dong Xenbin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dynamicly observate if the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could increased the nucleocytoplasmic shuttling of 
deacetylase silent mating type information regulator 2 homologous protein (SIRT1),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change and P53 expression in preterm infants after 
the different degree of oxygen exposure; To observe if the changes of ROS could increase the 
SUMO-specific(SENP1), SIRT1 expression and  acetylation of P53 in PBMC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hanges and the occurrence of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 in premature infants after the different degree of oxygen exposure.  
Methods The experim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for the object of study,the 
prospective cohort was made based on oxygen exposure levelst, 80 premature infa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neonate department of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ern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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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in 2015-06-01/2016-7-31, their gestational age was less than 32 weeks, weight was 
less than 1500g, and meet the birth within 24h after admission and survived more than 28 days. 
According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oxygen concentration, thes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oxygen concentration FiO2= 21% or with FiO2> 21% oxygen, but the 
total oxygen time is less than 24 hours; low-concentration oxygen group: FiO2> 21% More than 
24 hours, but FiO2> 30% time is less than 24 hours; medium-concentration oxygen group: 30% 
≤FiO2 <40% for the concentration of oxygen, oxygen time is greater than 24 hours, but FiO2> 
40% time is less than 24 hours; high -concentration oxygen group: FiO2≥40% and the time is 
greater than 24 hours. There were 2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gestational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29.82 ±0.79) g ,and the birth weight was(1152±117)g, 40 males and 36 females cases in the 
four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weight 
between preterm infants. The levels of ROS in the cells were measured that combined with laser 
confocal microscopy by MitoSOX™ Red labeling. 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qu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and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was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protein, SIRT1 mRNA and P53 mRNA in PBMCs 
were detected by RT-PCR.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protein, SIRT1 protein, SENP1 protein, 
acetylated P53 protein and P53 protein in PBMC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The second 
part, the infants whose had been diagnosed as BPD were selected from The same period, their 
gestational age was less than 32 weeks, weight was less than 1500g,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was greater than 28 d, gestational age less than 36 week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BPD 
grouping,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birth 28d or the need to inhale oxygen concentration grouping, 
thes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The control group: no BPD occurred; mild BPD group: 
no oxygen; moderate BPD group: FiO2<30%; severe BPD group: FiO2≥ 30% or need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The levels of ROS in the cells were measured by MitoSOX™ Red labeling 
combined with laser confocal microscopy. 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qu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and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was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protein, SIRT1 mRNA and P53 mRNA in PBMCs were detected by RT-PCR.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protein, SIRT1 protein, SENP1 protein, acetylated P53 protein and P53 
protein in PBMC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ROS content in PBMCs increased gradually (P<0.05), and the 
translocation rate of SIRT1 increased gradually (P <0.05), and the percentage of SIRT1 (P<0.05), 
and the level of acetylated P53 protein was increased (P<0.05). The level of SIRP1 protein in 
PBMC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5). In the second part, the ROS content in PBMCs 
increased gradually (P<0.05), and the SIRT1 translocation rate increased gradually (P<0.05), and 
the expression of SENP1 mRNA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BPD 
(P<0.05),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mRNA was decreased (P<0.05),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 
nucleus SIRT1 protein was increased (P<0.05), the expression of SENP1 mRNA was decreased 
(P<0.05), P53 protein level was decreased (P<0.05) 
Conclusions With the increase of oxygen exposure, the expression of SENP1 protein was 
increased in the PBMCs of preterm infants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the SIRT1 protein was increased and the SIRT1 was decreased and the deacetylation activity 
was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SENP1 mRNA and the expression of SENP1 mRNA were 
increased in the PBMCs of preterm infants, and the expression of SENP1 mRNA was in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SIRP1 mRNA was increased in the preterm infants with PBMCs induced by 
oxidative stress in the preterm infants. The SIRT1 protein in the cytoplasm of SIRT1 / nucleu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SIRT1 nucleus shuttle, the SIRT1 in the nucleus decreased, the 
deacetylation activity decreased, the P53 was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53mRNA was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53 was decreased, The occurrence of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on 
the basis of gradually increased, resulting in the occurrence of BPD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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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87 

新生儿皮肤髓系肉瘤一例报告 
 

谷献芳,马友凤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以提高对新生儿皮肤髓系肉瘤的认识。 
方法 现报道我科收治的 1 例新生儿髓系肉瘤,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髓系肉瘤属于侵袭性肿瘤,恶性程度高,其治疗目前尚无统一､ 疗效确切的治疗方案。治疗方法

包括手术切除､ 化疗､ 放疗或联合治疗,其预后与白血病急性转化关系密切。 
结论 婴儿患者预后更差,死亡率极高,可能与发现较晚､ 化疗耐受性差及家长放弃治疗情况较多有

关。 
 
 
PU-3688 

葛根素早期干预对宫内发育迟缓大鼠 
OPG/RANKL mRNA 表达的影响 

 
杨勇晖,陈平洋,罗开菊,贺鸣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观察生后早期应用葛根素干预对宫内发育迟缓大鼠(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IUGR)OPG/RANKL mRNA 表达的影响。探讨 IUGR 引起大鼠成年期骨质疏松可能机制及葛根素早

期干预的可能预防作用。 
方法 1､ IUGR 大鼠模型的建立及实验分组:选取健康三月龄 Sprague Dawley (SD)二级大鼠雌､ 雄

各 12 只,按照雌雄比例 1:1 置于笼中交配。将孕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组孕鼠和低蛋白组孕

鼠,正常组孕鼠孕期全程给予 21%正常蛋白饲料喂养,低蛋白组孕鼠孕期全程给予 10%低蛋白饲料喂

养,所生仔鼠均采用相同喂养方式。正常组孕鼠所生仔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A 组)､ 正常干预组(B
组),低蛋白组孕鼠所生仔鼠随机分为 IUGR 模型组(C 组)､ IUGR 干预组(D 组)。 
2､ 仔鼠的干预处理:正常干预组､ IUGR 干预组仔鼠于生后 2､ 3､ 4､ 5 周时,给予 50mg/kg 葛根素

注射液腹部皮下注射(每天 1 次,连续 4 周),正常对照组､ IUGR 模型组给予等量灭菌用水腹部皮下注

射(每天 1 次,连续 4 周)。 
3､ 仔鼠的观察及标本留取:观察每窝新生仔鼠的数量并计算总数,称量出生体质量,计算 IUGR 发生

率及围产期死亡率。四组各选取 8 只仔鼠,分别于生后 8 周､ 12 周称重后杀鼠,留取右侧股骨标本。 
4､ 指标检测:应用 TRIzol 法提取骨组织总 RNA,采用实时定量 PCR 技术检测 OPG/RANKL mRNA
表达强度。 
5､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有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Tukey 法,两组间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低蛋白组孕鼠所生仔鼠平均出生体质量明显低于正常组孕鼠所生仔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6.02, P<0.05)。与正常组孕鼠所生仔鼠比较,低蛋白组孕鼠所生仔鼠 IUGR 发生率显著增高

(x2=75.53, P<0.05)。 
2､ 8 周､ 12 周时,IUGR 模型组 OPG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IUGR 模型组 RANKL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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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周､ 12 周时,IUGR 干预组 OPG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 IUGR 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IUGR 干预组 RANKL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低于 IUGR 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1､ IUGR 仔鼠生后 OPG mRNA 表达较低, RANKL mRNA 表达较高,其结果有利于促进骨吸收,
可能参与了 IUGR 相关骨质疏松的发生过程。 
2､ 葛根素早期干预可使 IUGR 仔鼠生后 OPG mRNA 表达上调, RANKL mRNA 表达下调,其结果有

利于促进骨形成。 
 
 
PU-3689 

IUGR 仔鼠 Lipin 基因表达与 MR 同反相位 
脂肪信号百分比的相关性研究 

 
王涛,陈平洋,陈俊操,罗开菊,贺鸣凤,杨勇晖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建立并评估 IUGR 仔鼠模型,观察 IUGR 仔鼠 Lipin 基因表达与 MR 同反相位脂肪信号百分比的

动态变化,探讨 IUGR 仔鼠 Lipin 基因表达与 MR 同反相位脂肪信号百分比的相关性。 
方法 1､ 对照组孕期给予 21%正常蛋白饲料建立正常出生体重仔鼠模型,IUGR 组孕期全程低蛋白

(10%蛋白)饮食法建立 IUGR 仔鼠模型。2､ 随机选择雄性 IUGR 仔鼠和对照组各 10 例,分别在生后

1 天､ 1 周､ 3 周､ 8 周和 12 周时称重,留取仔鼠的肝脏组织,同时在 3 周､ 8 周､ 12 周时测量身长

和腹围,留取仔鼠的内脏脂肪组织。3､ 3 周､ 8 周､ 12 周时进行 3.0T 磁共振同/反相位成像检测,经
后处理计算肝脏脂肪信号百分比(FSP)。4､ 分析不同时间点仔鼠内脏脂肪组织的 Lipin1 mRNA 和

肝脏组织的 Lipin2 mRNA 表达水平,蛋白印迹法分析仔鼠内脏脂肪组织 Lipin1 蛋白和肝脏组织的

Lipin2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 IUGR 组出生体重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2､ 3 周时 IUGR 组仔鼠体重､ BMI､ 身长均

低于对照组(P<0.05),8 周时 IUGR 组仔鼠体重､ BMI､ 腹围均超过对照组(P<0.05),12 周时 IUGR 组

仔鼠体重､ BMI､ 腹围亦超过对照组(P<0.05)。3､ IUGR 组仔鼠肝脏 Lipin2 蛋白和 mRNA 表达在

1 天时低于对照组(P<0.05),在 1 周､ 3 周､ 8 周和 12 周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0.05);IUGR 组仔鼠内

脏脂肪 Lipin1 蛋白和 mRNA 表达在 3 周､ 8 周､ 12 周高于对照组(P<0.05)。4､ IUGR 组仔鼠肝脏

脂肪信号百分比在 3 周､ 8 周､ 12 周时高于对照组(P<0.05);Lipin1 和 Lipin2 基因表达水平与肝脏

脂肪信号百分比成正相关,Lipin1 蛋白表达与肝脏脂肪信号百分比相关性为(r= 0.705,P<0.05),Lipin1 
mRNA 表达与肝脏脂肪信号百分比相关性为(r= 0.634,P<0.05),Lipin2 蛋白表达与肝脏脂肪信号百

分比相关性为(r= 0.629,P<0.05), Lipin2 mRNA 表达与肝脏脂肪信号百分比相关性为(r= 
0.611,P<0.05)。 
结论 1､ IUGR 仔鼠生长发育期出现了追赶生长现象,有发生成年期肥胖的倾向。2､ IUGR 仔鼠生长

发育期 Lipin 基因表达增加,对脂质合成和基因表达方面有双重作用,可能参与了仔鼠肥胖发育程序化

作用机制。3､ 磁共振同反相位技术能无创检测 IUGR 仔鼠肝脏脂肪含量,IUGR 组仔鼠发育期的肝

脏脂肪信号百分比高于对照组,脂肪组织的 Lipin1 和肝脏组织的 Lipin2 表达水平与肝脏脂肪信号百

分比具有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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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0 

新生儿炎症性肠病 2 例及文献复习 
 

李朝晖,康文清,张耀东,许邦礼,刘大鹏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新生儿炎症性肠病(IBD)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 2 例确诊炎症性肠病(IBD)的新生儿临床资料,并文献相关复习。 
结果 2 例新生儿 IBD 均为男性,临床均表现为腹泻､ 口腔溃疡､ 发热;均有白细胞计数､ C 反应蛋白

､ 降钙素原升高,血红蛋白､ 血小板､ 血浆白蛋白下降;抗感染､ 输血､ 补充白蛋白等治疗无效;经内

镜检查和基因检测确诊新生儿克罗恩病,目前 1 例仍在治疗中,拟行造血干细胞移植;1 例已死亡。检

索文献,国内报道 14 例､ 国外报道 5 例,主要临床表现为腹泻､ 血便､ 发热､ 体重不增､ 贫血､ 肛门

病变､ 口腔溃疡､ 皮疹､ 腹痛､ 低蛋白血症;实验室检查也以白细胞､ C-反应蛋白升高为主,同时伴

有血红蛋白､ PLT､ 血浆白蛋白下降。UC 7 例和 CD 3 例 患儿内镜及病理表现明显不同,UC 主要

表现为结肠粘膜炎症伴溃疡形成(7 例),呈连续性;CD 主要表现为回盲部溃疡(3 例),肉芽组织形成(2
例),呈跳跃性。21 例患儿中,15 例使 用 糖皮质激素治疗,13 例使用 5- 氨 基 水 杨 酸治疗,5 例行手

术治疗,4 例应用硫唑嘌呤,4 例英夫利昔单抗治疗。2 例治愈,14 例病情缓解或继续治疗中(3 例发育

正常,4 例发育落后,7 例未提及),死亡 5 例。 
结论 对于高度怀疑新生儿期起病的 IBD,应积极行消化内镜及基因检测,尽早确诊并予规范治疗。 
 
 
PU-3691 

新生儿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 1 例 
临床特征及其家系基因突变分析 

 
张耀东,康文清,许邦礼,刘大鹏,熊虹 

郑州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探讨分析新生儿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OTCD)1 例临床特征及其家系基因突变类型,为该其基因筛查及诊断提供借鉴,以期达到

分子诊断和遗传咨询的目的。 
方法 采集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各 2ml,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聚合酶链扩增技术和 Sanger 测序法

对该家系成员的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基因(ornithine carbamoyltransferase,OTC)的 10 个外显子进

行直接测序。 
结果 该患儿为新生儿期起病,表现为精神反应差,喂养困难,抽搐,新生儿感染。患儿 OTC 基因检测结

果为 c.674C>T (p.P225L)半合子突变;患儿母亲: OTC 基因 c.674C>T (p.P225L);患者父亲:未见明

显变异,因此该突变遗传自母亲,母亲为该突变的杂合子。 
结论 早发性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根据家系基因特点分析,该家系符合 X
染色体隐性遗传方式,为有家族史的个体进行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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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2 

MiR-199a-5p regulates caspase-3 in the rat’s hippocampus 
with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  

 
Chen Juncao,Chen Pingyang,Gong Xiaoyun,Huang Li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Objective In humans, malnutrition during pregnancy results in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 (IUGR) and an increased risk of neurological morbidities, and altered 
miRNA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suggested as contributing to IUGR neurological 
pathogenesis.  
Methods A miRNA microarray was used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 
molecules in the hippocampi of rats with IUGR. Twenty-seven miRNAs were 
identified and expressed at significantly higher (or lower) levels in rats with IUGR. 
Three of the molecules in question, specifically mir-204, mir-199a-5p, and mir-199-3p, 
was selectively validated using real-time PCR. Then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miR-
199a-5p in hippocampal patholog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a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both caspase-3 and 
sirtuin 1 (Sirt1) are potential targets of miR-199a-5p. The expressions at protein 
levels of Sirt1 and caspase-3 that were changed in the hippocampi were confirm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all P<0.05). Studies using pheochromocytoma cells line 
PC12 cells demonstrated that miR-199a-5p modulates both caspase-3 and Sirt1 
expression and an inverse correlation occurs between miR-199a-5p and caspase-3 
expression.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IUGR affects hippocampal miRNAs characteristic; our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aberrantly high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199a-5p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UGR by suppressing caspase-3 and Sirt1.   
 
 
PU-3693 

TNF-α 在宫内发育迟缓仔鼠海马内表达的研究 
 

黄丽,陈平洋,陈俊操,龚晓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通过建立宫内发育迟缓(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IUGR)仔鼠动物模型,观察 IUGR 仔鼠

生后体质量､ 脑组织质量增长模式及海马组织形态改变;测定不同时间点 IUGR 仔鼠海马内 TNF-α
蛋白的表达,探讨 IUGR 神经发育异常的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健康三月龄 SD 大鼠雌雄各 16 只,成功受孕后孕鼠随机分为正常饲料组和低蛋白饲料组,
每组各 8 只。低蛋白饲料组孕鼠孕期全程予 10%低蛋白饲料喂养,正常饲料组孕鼠孕期全程予 21%
蛋白正常饲料喂养。将正常饲料组孕鼠所生仔鼠随机分配至对照组 1d 组､ 7d 组､ 21d 组､ 2m 组;
将低蛋白饲料组孕鼠所生符合 IUGR 诊断的仔鼠随机分配至 IUGR1d 组､ 7d 组､ 21d 组､ 2m 组。

两组仔鼠于各时间点称量体质量,宰杀后称量脑组织质量,留取海马组织。采用石蜡切片-HE 染色光

镜观察海马组织形态;Western blot 检测海马内 TNF-α 表达。均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低蛋白组母鼠所生仔鼠平均出生体质量(5.52±0.40)g 明显低于正常饲料组

(6.68±0.49)g(t=19.237,P<0.001);IUGR 组仔鼠宫内发育迟缓的发生率为 76.25%明显高于正常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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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3.48%(χ2=86.153,P<0.001);两组孕鼠平均每窝产仔数量及仔鼠围生期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2､ 1d 及 7d 龄时,IUGR 组仔鼠平均体质量､ 脑组织质量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21d 及 2m 龄时,
两组仔鼠平均体质量､ 脑组织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时间点,两组仔鼠脑组织质

量与体质量比值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各时间点,IUGR 组仔鼠海马体积较小､ 海马细胞分层数减少,细胞排列疏松紊乱。对照组仔鼠

不同时间点海马组织形态均未见明显异常。 
  4､ IUGR 组仔鼠海马各时间点时 TNF-α 蛋白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IUGR 仔鼠生后脑组织质量发育出现追赶生长。 
2､ IUGR 可导致不同时间点仔鼠海马组织形态发生异常改变。 
3､ IUGR 仔鼠海马 TNF-α 蛋白表达增高,并持续至出生后 2m。 
 
 
PU-3694 

不同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对机械通气早产儿拔管失败 
和呼吸暂停的影响 

 
黄丽,陈平洋,贺鸣凤,罗开菊,龚晓云,杨勇晖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对机械通气早产儿拔管失败和呼吸暂停的影响。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6 年 5 月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胎龄低于 30 周的早产儿按入院先后顺序随

机分入组,总例数 111 例(高剂量组 54 例,低剂量组 57 例)。纳入标准:(1)胎龄低于 30 周的早产儿由

于外周性呼吸衰竭需要使用机械通气者;(2)血流动力学稳定(血压正常,无需使用血管活性药物);(3)住
院天数大于 14 天;(4)患儿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明显或可疑的先天性肠梗阻或肠穿孔､ 腹

裂､ 较大的脐疝､ 先天性膈疝､ 先天性心脏比及其他脏器异常及重度窒息。高剂量组:枸橼酸咖啡

因负荷剂量 20mg/(kg·d),24h 后维持剂 10 mg/(kg·d);低剂量组:枸橼酸咖啡因负荷剂量

20mg/(kg·d),24h 后维持剂量 5 mg/(kg·d)。比较两组患儿拔管失败､ 机械通气天数､ nCPAP 持续

天数､ 呼吸暂停发生天数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均数差异

性检验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样本间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结果 ①高剂量组拔管失败发生率为 16%,低剂量组拔管失败发生率为 36%,两组患儿拔管失败发生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②高剂量组机械通气 (7.2 ±2.1)天,低剂量机械通气( 8.5±2.4)天,
两组患儿机械通气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③高剂量组 nCPAP 持续(7.8±1.8)天,低剂

量 nCPAP 持续(8.0±2.2)天,两组患儿 nCPAP 持续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高剂量组

呼吸暂停发生(1.8±1.3)天,低剂量呼吸暂停发生(3.2±1.1)天,两组患儿呼吸暂停发生天数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⑤两组患儿在发生心率增快､ 腹胀､ 喂养不耐受及易激惹的发生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高剂量组 10 mg/(kg·d)对减少机械通气拔管失败和呼吸暂停优于低剂量组 5 
mg/(kg·d),不良反应未增加。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614 
 

PU-3695 

新生儿实施动脉有创血压监测的应用体会 
 

易珊,朱莎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提高新生动脉有创血压准确性的相关措施。 
方法 对新生儿科 2016 年 7 月-2017 年 2 月 40 例干预组有创血压实施了循证理论支持下的集束化

护理措施,对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对照组 40 例有创血压实施常规的护理措施。 
结果 通过比较 2 组患者测出的血压的准确性通过选择同一个部位的外周静脉血压的对比。准确率

明显提高(P≤0.5) 
结论 对动脉有创血压监测的患者进行集束化护理策略,可提高动脉有创血压的准确性。 
 
 
PU-3696 

孕母妊娠高血压对早产儿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杨春燕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目的  探讨孕母妊娠高血压对早产儿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利于指导临床诊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1-2015.12 本院出生入住我院新生儿监护室收治的符合条件妊娠高血压孕母

娩出早产儿 112 例,同期由于胎儿窘迫等因素分娩早产儿 102 例作为对照组,分析完整的临床资料,比
较两组患儿一般资料､ 白细胞､ 血红蛋白､ 血小板､ 凝血功能､ 相关并发症等资料。 
结果 两组新生儿胎龄､ 低出生体质量儿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产前异常(宫内窘迫､ 羊水污

染)以及生后合并败血症例数多,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白细胞､ 血小板以及中性粒细胞数均

低于对照组,而血红蛋白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需呼吸支持时间以及用氧

时间长于对照组,ROP､ NEC､ IVH 发病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新生儿神

经行为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母亲妊娠高血压可造成胎儿宫内生长发育迟缓,所产的早产儿易合并白细胞､ ANC､ 血小板减

少及凝血功能障碍,并容易引起感染､ 败血症,合并症以及后遗症发病率高。 
 
 
PU-3697 

 1 例新生儿输液渗漏的护理体会 
 

易灿红,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 1 例脓毒败血症患儿发生大面积输液渗漏后感染化脓的护理措施。 
方法 1 例脓毒败血症的新生儿大面积输液渗漏致局部化脓性改变,行脓肿切开引流术的护理,分析致

化脓性改变的原因,据此采取有效方法。 
结果 28 天后患儿化脓炤痊愈,无并发症,好转出院。 
结论 感染严重的患儿发生大面积输液渗漏后应防止继发感染,做好感染控制和消毒隔离工作。严密

监测病情变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疼痛评估可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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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8 

医护一体化在新生儿外科直肠肛门畸形疾病的全程管理 
 

张莹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医护一体化全称管理对提高医生､ 患者满意度及提高护士专科能力水平的影响。 
方法 我科 2016 年 1 月起统一实行医护一体化管理对患儿进行治疗､ 手术､ 护理以及健康教育､ 出

院延续性护理。通过采取医院护理部统一制定的《医生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及《患者对护理

工作满意度调查表》比较实施前后患者及医生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结果 实施医护一体化服务后,比较医生对护士满意度,结果显示满意度明显提高(90.1%VS99%)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4.50,P <0.01)。比较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结果显示满意度明显提高

(95.1%VS9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7,P <0.05)。 
结论 通过采取医护一体化全程管理,提高了医生及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提高了护士专科技能水

平。 
 
 
PU-3699 

巨大新生儿的护理体会 
 

陈利双,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了一例巨大新生儿的护理。 
方法 采取饮食管理,运动干预和药物治疗等一系列治疗､ 护理措施,并教会家长,告知合理饮食的重要

性。 
结果 经过有效干预､ 合理治疗,患儿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对巨大儿,要早期干预,并进行有效指导,才能维持理想体重,防止肥胖。 
 
 
PU-3700 

河南省儿童医院早产儿视网膜发病情况分析 
 

孙先桃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6 月河南省儿童医院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的发病情况。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对 2016 年 1 月至 6 月出生的 247 例早产儿和低体重儿进行筛查。

筛查标准参照 2004 年中国卫计委颁发的 ROP 筛查标准,纳入对象为出生体重<2000g,或出生孕周

<32 周的早产儿和低体重儿,或患有严重疾病或有明确较长时间吸氧史的患儿,ROP 分类标准采用

ROP 国际分类标准。检查前询问､ 记录受检儿的病史及对全身情况进行评估。对 ROP 患儿组与眼

底正常儿组的出生孕周和出生体重比较,采用组间比较 t 检验;两组受检儿中有上机史和吸氧史所占

比例的比较,采用四格表资料的 X²检验;以 P<0.05 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符合筛查标准的 247 例标准者中共筛查出不同程度的 ROP 患者 31 例,ROP 检出率 12.55%。

ROP 患儿出生孕周平均为(30±2.91)周,出生体重平均为(1486.84±470.29)g。其中轻度 ROP 患儿

18 例,占 7.28%,阈值前期的 10 例接受了玻璃体注药术,阈值期的 3 例接受了激光治疗,治疗占

5.26%。7 例其它眼底病变,占 2.83%,受检者中 209 例眼底正常,出生孕周平均为(31.84±2.45)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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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重平均为(1760.05±479.01)g。ROP 组患儿的出生孕周短于眼底正常组,差异学有统计意义

(t=3.274,p<0.05),ROP 组患儿的出生体重低于眼底正常组,差异学有统计意义(t= 3.243,p<0.05)。
ROP 组有上机史和正常对照组上机史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63.2%和 56%,差异学没有统计意义

(X²=0.676,p>0.05)。ROP 组有吸氧史和正常对照组有吸氧史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81.6%和 84.7%,差
异学没有统计意义(X²=0.234,p>0.05)。 
结论 结论:胎龄､ 出生体重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 
 
 
PU-3701 

长春地区 546708 例新生儿高苯丙氨酸血症的筛查状况总结分析 
 

宣兆宇,刘迎新,张晓鹤 
长春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30052 

 
 
目的 回顾分析长春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12 年来高苯丙氨酸血症的筛查情况､ 随访资料,探讨高

苯丙氨酸血症(HPA)､ 苯丙酮尿症(PKU)及四氢生物蝶呤(BH4D)缺乏症的发病特点和发病率。 
方法 对 2004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出生的 546708 例新生儿,在出生 72 小时后,喂足 8 次饱奶以上

采集血标本,制成滤纸干血片,采用荧光定量法检测干血片中的苯丙氨酸(phe)浓度。 
结果 在召回复查的 1736 例可疑阳性新生儿中检出 HPA 105 例,发病率为 1.92  /万。其中轻度 33
例,PKU 66 例,BH4 缺乏症 6 例。 
结论 长春地区 HPA 的发病率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PU-3702 

新生儿腋静脉管理研究 
 

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降低新生儿腋静脉非计划性拔管率的措施。 
方法  制定标准化的防治措施,并予以应用。 
结果  新生儿科腋静脉平均留置时间 4.98±1 天,非计划性拔管率降低了 14.6%。 
结论 高效的管理不但有效减低了我院新生儿科腋静脉非计划性拔管率,还提高科室护理团队发现问

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PU-3703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UGT1A1 基因多态性及相关性分析 
 

魏珊珊
1,2,胡勇

1,2 
1.上海市儿童医院 
2.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对 92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转移酶 1A1 基因(UGT1A1)多态性分

析了解上海地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UGT1A1 基因多态性特点及相应的胆红素水平,探讨 UGT1A1
基因突变与上海地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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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高胆汉族新生儿,排除早产､ 窒息､ 低出生体重､

低体温､ 脱水､ 酸中毒､ 低蛋白血症(白蛋白小于 30g/L)､ 溶血､ G6PD 缺乏､ 感染､ 肝胆疾病后

采集该其静脉血行 UGT1A1 基因测序,并同时收集入院时的胆红素水平,并按照血清胆红素将其分为

严重高胆组和普通高胆组,对照组为同期住院无黄疸或 TSB 维持在生理性黄疸水平的新生儿,对照组

UGT1A1 基因的多态性频率来自千人基因组数据库中的中国人群数据。比较两组新生儿 UGT1A1
基因 Gly71Arg 基因型分布及等位基因频率差异,观察病例组 UGT1A1 基因突变类型及不同突变类

型所对应的胆红素水平。 
结果 对 92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静脉血进行 UGT1A1 基因测序,共有 76 例发生突变,突变率为

82.6%,检测出的突变类型按照频率高低依次为 Gly71Arg 杂合突变 34 例(37.0%)､ Gly71Arg 纯合

突变 18 例(19.6%)､ 多重突变 12 例(13.0%)､ Pro364Leu 突变 7 例(7.6%)､ TATA 启动子插入 4 例

(4.3%)､ Pro299Gln 杂合突变 1 例(1.1%); 
重症高胆组和普通高胆组 UGT1A1 基因 G211A 突变频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普通高胆组 Gly/Arg+Arg/Arg 基因型频率为 65%,严重高胆组 Gly/Arg+Arg/Arg 基因型频

率为 5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普通高胆组 Arg 等位基因频率为 42.5%,严重高胆组为

36.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将基因突变类型及野生型与各组对应的血清胆红素峰值进行比

较,各组间胆红素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基因突变类型与对应的胆红素峰值各组间

进行组间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携带 UGT1A1 基因 Gly71Arg 位点突变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形成有一定关系;黄疸原因不

明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具有较高的 UGT1A1 基因突变率,上海地区不明原因高胆常见的 UGT1A1
基因突变类型有 Gly71Arg 杂合与纯合突变､ Pro364Leu 突变､ TATA 启动子插入,其中 Gly71Arg
仍是不明原因高胆红素血症 UGT1A1 基因的突变热点,不同的基因突变类型与相应的胆红素水平有

一定的相关性;野生型组的患儿具有较高水平的胆红素,提示可能有除 UGT1A1 以外的与胆红素代谢

相关的基因发生突变参与了高胆红素的形成过程。 
 
 
PU-3704 

1 例早产儿动脉留置后致血栓形成的原因分析与护理 
 

龚赛男,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 1 例早产儿动脉留置后致血栓形成的原因分析与护理措施。 
方法 采取抬高患肢､ 喜辽妥外敷､ 连续评估效果及持续对症治疗等相应的护理对策。 
结果 血栓逐渐消散,无不良后果。 
结论 提高穿刺成功率,密切观察病情,发生病情变化时及时正确地给予处理是动脉留置针预防血栓形

成的关键。 
 
 
PU-3705 

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一例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陈冬梅 
泉州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的临床特征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618 
 

方法 收集我科 1 例确诊为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的临床资料,观察其临床表现､ 气相色谱/质谱串联

分析尿有机酸测定结果､ 血气分析､ 血糖､ 乳酸､ 血氨等特点,并对其诊断､ 治疗及转归情况进行

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儿生后逐渐出现纳差､ 反应差､ 肌张力低下､ 原始反射减弱,并进行性加重,血气分析提示反

复代谢性酸中毒,血氨增高,血串联质谱分析提示血 C3 及比值明显升高,尿有肌酸分析提示尿甲基丙

二酸升高,有家族史,确诊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 
结论 对于原因不明的食欲差､ 拒乳､ 呼吸困难､ 惊厥等,体检时有反应差､ 肌张力减低等患儿,应立

即化验血气分析､ 血糖､ 尿酮体､ 血氨等,尤其有家族史､ 不良孕产史者,应高度怀疑甲基丙二酸血

症可能,行血串联质谱和尿液有机酸分析 
 
 
PU-3706 

双绒双胎儿出生体重差异的定义及 佳分娩时间 
 

陈妍 
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目前为止双胎间出生体重差异尚未统一。本研究将胎龄因素同时纳入模型以确定双胎间出生

体重差异的截点,并筛选出该出生体重差异双绒双胎儿的 佳分娩时间。 
方法 挑选美国 1995~2000 配对双胎数据库中不同性别双胎共 99,464 对,利用出生体重差异､ 胎龄

及新生儿期综合不良结局建立三维模型,筛选出与新生儿不良结局相关的出生体重差异截点。随后

将双胎患儿按是否合并上述出生体重差异分为两组,通过比较两组发生新生儿期不良结局发生风险

的比较,确定该出生体重差异下的 佳的分娩时间。 
结果 联合出生体重差异和胎龄对新生儿不良结局的预测能力优于单纯出生体重差异。控制胎龄因

素后,出生体重差异的截点为 40%。而出生体重差异为 40%的双胎患儿的 佳分娩时间为 33-34
周。 
结论  与单纯出生体重差异相比,联合出生体重差异和胎龄对于预测新生儿不良结局能力更好。出生

体重差异≥40%双绒双胎的 佳分娩时间为 33-34 孕周。 
 
 
PU-3707 

FXR 诱导肺泡细胞死亡在胎粪吸入综合征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吴芳,胡章雪,宋瑶,陈龙,李宛卫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索 FXR 在新生大鼠胎粪吸入综合征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临床选择机械通气新生儿,收集肺泡灌洗液细胞行流式细胞学检查,分析肺泡细胞死亡比例及类

型;体外实验中通过气管插管,气管内注入胎粪制备新生大鼠胎粪吸入综合征的动物模型,采用不同浓

度胎粪混悬液刺激 A549 细胞,检测细胞凋亡及坏死情况,并采用 Wester blot 免疫印迹法､ SDS-
PAGE 凝胶电泳法测定经胎粪刺激后的肺组织及细胞 FXR 及 RIPK3 的表达。 
结果 1.肺源性气管插管组细胞死亡平均数为 25%(凋亡 21%)左右,非肺源性插管患者细胞死亡平均

数为 5%左右。2.气管导管内注入胎粪混悬液 2ml/kg 的胎粪吸入组(MAS 组)出现了相应的肺损伤。

3.A549 细胞经过不同浓度的胎粪刺激后,细胞死亡比例明显增加,呈浓度依赖性,胎粪混悬液浓度越

高,A549 细胞死亡比例越高。4.胎粪吸入组(MAS 组)动物肺组织 FXR 及 RIPK3 蛋白表达水平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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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盐水组(NS 组)有增加趋势。不同浓度胎粪刺激 A549 细胞后,FXR､ RIPK3 的蛋白表达水平增

加。 
结论 1. 肺源性气管插管组患者中,细胞死亡比例明显大于非肺源性气管插管患者,且死亡方式以凋亡

为主。2.通过气管导管内注入胎粪混悬液 2ml/kg 可成功制作胎粪吸入综合征模型,为研究胎粪吸入

综合征及其相关疾病提供更好的动物模型。3.胎粪可诱导 A549 细胞死亡比例增加,呈浓度依赖

性,20mg/ml 组刺激 24 小时为 适浓度组,细胞死亡比例在 39%左右。随着胎粪混悬液浓度的增

加,FXR､ RIPK3 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加。 
 
 
PU-3708 

 腹腔镜下幽门环肌切开术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及护理对策 
 

姚海平 
河南省儿童医院 450018 

 
 
目的 总结腹腔镜辅助下幽门肌层切开术治疗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术后并发症的相关影响因素及

护理对策。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确诊并行腹腔镜下幽门肌层切开术的 478 例新生儿及

小婴儿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护理要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术后发生并发症总计 17 例,其中黏膜穿孔 1 例,经手术修补穿孔黏膜后治愈出院;腹腔内出血 1
例,经过积极止血处理,后期恢复良好,痊愈出院;戳孔处感染 1 例,脐部感染 2 例,经反复外科换药后痊

愈出院; 幽门分离不全致术后反复呕吐 1 例,及时告知医师再次手术分离黏膜后治愈出院;高碳酸血症

2 例,给予对症治疗,加强呼吸道管理后好转出院;皮下气肿 2 例,自行吸收后痊愈出院,低体温 7 例,给
与保温及新生儿辐射保暖等治疗后低体温症状改善。无手术死亡病例,无戳孔疝及腹腔内脏器损伤

等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17 例发生并发症的患儿 终全部痊愈出院,经与家属及时沟通,无投诉纠纷

发生。 
结论 经护理人员细致临床观察及精心术后护理,及时发现相关异常,并报告医生,配合医生进行相关治

疗护理,必要时再次手术准备,积极与家属沟通,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是患儿顺利康复出院的重要保

障。 
 
 
PU-3709 

联合应用 ROCK2 与 GSK3β 抑制剂对大鼠皮层神经元氧糖剥夺

后神经突起再生影响作用研究 
 

林霓阳,连锐航,房晓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 Rho-GTP 激酶(ROCK2)抑制剂法舒地尔与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GSK3β)抑制剂

TDZD-8 对体外培养的皮层神经元氧糖剥夺(OGD)后细胞骨架的稳定､ 突起再生及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至 7d 的皮层神经元分为正常对照组,缺氧复氧组,法舒地尔组,TDZD-8 组和联合用药

组。建立氧糖剥夺模型后,用 CCK8 检测细胞存活率,原位末端标记染色法(TUNEL)检测细胞凋亡

率,β-3 tubulin 免疫荧光标记下测量神经元突起长度,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骨架蛋白 F-actin 及 β-
tubulin 的表达量。 
结果 氧糖剥夺后,细胞存活率减少,凋亡率增加,细胞突起缩短(p<0.05);单独应用法舒地尔或 TDZD-8
可以提高细胞存活率,减少凋亡率,促使突起再生(p<0.05);联合用药后,存活率更高,凋亡率更少,突起

长度更长(p<0.05);氧糖剥夺后,ROCK2 和 GSK3β 表达增加,F-actin 及 β-tubulin 表达减少(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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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法舒地尔后,ROCK2 表达减少,F-actin 表达增加(p<0.05);应用 TDZD-8 后,GSK3β 表达减少,β-
tubulin 表达增加(p<0.05);联合用药后,F-actin 及 β-tubulin 表达量均更多(p<0.05)。 
结论 抑制 ROCK2 或 GSK3β 均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稳定神经元细胞骨架､ 促进神经突起再生､ 减

少神经细胞凋亡的作用,联合用药之后效果更明显。 
 
 
PU-3710 

高流量氧疗在早产儿呼吸支持中的应用 
 

易灿红,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总结 69 例运用高流量鼻导管吸氧辅助早产儿脱机的护理体会。 
方法 在临床应用高流量鼻导管吸氧过程中,选择合适大小的鼻塞,密切观察病情,加强呼吸道管理,保
护面部皮肤,及早发现并治疗呼吸暂停加重症状以避免再次气管插管,积极预防早产儿视网膜病。 
结果 经治疗及护理,69 例患儿成功改用普通空氧混合鼻导管吸氧。 
结论 高流量氧疗是一种有效的早产儿呼吸支持的无 
创通气模式,运用得当,能减少早产儿上机时间及并发症的发生,降低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值得推

广。 
 
 
PU-3711 

产前单､ 多疗程地塞米松应用 

对于早产儿不良结局影响的 Meta 分析 
 

李玉萍,王敏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443000 

 
 
目的 系统评价产前应用单疗程与多疗程地塞米松对早产儿不良结局影响的临床分析。 
方法 计算机配合手工检索 PubMed 数据库､ Embase 数据库､ Cochrane library､ 中国知网､ 万方

数据库､ 维普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收集单疗程与多疗程地塞米松用于早产儿的前瞻性随机对照

研究,检索时间为各数据库建库至 2017 年 4 月。由 2 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并对纳入文

献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后,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4 篇文献,均为英文文献,共纳入 726 名患儿,均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Meta 分析结果

显示:相对于多疗程,产前单疗程使用地塞米松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

(OR=0.76,95%CI:0.54~1.06,P=0.10)､ 新生儿死亡率(OR=0.76,95%CI:0.31~1.87,P=0.55)､ 新生

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OR=0.96,95%CI:0.55~1.67,P=0.88)､ 脓毒血症发生率

(OR=1.3,95%CI:0.78~2.18,P=0.31)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动脉导管未闭发生率

(OR=0.5,95%CI:0.31~0.80,P=0.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当前证据表明:多疗程使用地塞米松可降低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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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2 

高频振荡通气在新生儿肺动脉高压治疗中的应用及护理 
 

陈利双,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在新生儿肺动脉高压治疗中的应用高频振荡通气的护理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在我科住院的 44 例新生儿肺动脉高压患儿使用高频振荡通气。

通过严密观测生命体征及并发症､ 气道干预､ 减少搬动等有效护理措施。 
结果 40 例新生儿好转出院,4 例放弃治疗。 
结论 HFOV 是治疗新生儿新生儿肺动脉高压的一个安全有效的方法。在 HFOV 治疗的过程中,护理

人员严密的监护､ 精心的护理是保证 HFOV 成功的关键,加强呼吸机管理,呼吸道护理又是护理中

重要的环节,正确的呼吸道管理有利于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及并发症的发生,缩短病程,提高新生

儿肺动脉高压患儿的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PU-3713 

预案管理在早产儿复苏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预案管理在早产儿复苏及护理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科救治的早产儿 89 例作为观察组,将 2016 年之前未进行

预案管理抢救护理的早产儿 90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儿的复苏成功率以及复苏前及复苏后

5min 的新生儿 Apgar 评分。 
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的复苏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且观察组新生儿复苏后 5min 的 Apgar 评分也

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预案管理机制有助于提高早产儿复苏抢救和护理中的及时性､ 准确性､ 有效性。 
 
 
PU-3714 

中国健康新生儿肠道菌群组成和结构及全球比较 
 

旷雅舒,李胜辉,卢锦华,何健荣,骆蓓君,蒋凤菊,夏慧敏,邓红文,邱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肠道菌群的组成结构及定植情况和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新生儿出生后,菌群迅速定植于

肠道内。本研究描述了华南地区健康新生儿肠道菌群组成和结构以及菌群定植情况,并与已发表其

他国家数据进行对比 
方法 本研究以 15 例 0-3 天,14 例 1-3 月龄新生儿为观察对象,收集其粪便标本,并采用 16srRNA 测

序方式对婴儿肠道菌群情况进行检测。 
结果 1-3 月龄婴儿肠道菌群多样性显著高于 0-3 天新生儿。顺产婴儿(新生儿及婴儿)肠道中拟杆菌

､ 副拟杆菌及巨单孢菌富集;剖宫产娩出婴儿肠道中普雷沃菌及链球菌丰度显著高于顺产组。通过

全球数据对比,我们将新生儿肠道菌群分别分为 3 种肠型,分别是:P 型(变形菌为主),A 型(放线菌为主)
和 F 型(厚壁菌为主)。不同地域新生儿肠道有所差异,所有的中国健康新生儿均为 P 型,肠道中变形

菌群细菌富集,双歧杆菌丰度显著低于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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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3 月龄婴儿肠道菌群多样性程度更高,且分娩方式会对菌群的组成和结构造成影响。全球数

据比对显示,不同地域健康新生儿肠道菌群定植情况有所差异 
 
 
PU-3715 

新生儿李斯特菌感染致败血症 1 例 
 

葛胜华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目的 讨论新生儿李斯特菌感染的严重性。 
方法 分析我科一例感染李斯特菌导致败血症的新生儿的治疗经过。 
结果    该患儿的治疗早期足量应用青霉素联合美罗培南治疗效果较好。 
结论 新生儿李斯特菌败血症病情凶险,危害大,并发症多,一定要争取早期诊断､ 早期针对性治疗。 
 
 
PU-3716 

新生儿肝巨大血管瘤并心肺功能衰竭 1 例 
 

陶荔,陈丽萍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报道一例新生儿肝巨大血管瘤的诊治经过及随访情况。 
方法 回顾性报道一例新生儿肝巨大血管瘤并心肺功能衰竭病例。 
结果 患儿女,13d,因“咳嗽､ 气促､ 吐沫 4d”入院。患儿系 G2P3,双胎之小,胎龄 40W,头位阴道产,出
生无抢救窒息史,出生体重 2950g。父母均体健,母孕期无特殊不适。G1P1, 男,1 岁 5 月,体健。

G2P2,女,双胎之大,出生体重 2700g,体健。入院后予抗感染,低流量吸氧等对症治疗 4 天效果欠佳,
气促呈进行性加重,查体:呼吸 65 次/分,心率 175 次/分,血压 70/51mmHg,吸气三凹征明显,两肺闻及

大量湿性罗音,心音亢进,腹部隆起,肝肋下 5cm,较入院时明显增大,完善心脏彩超:多发房间隔缺损;肺
动脉高压;压差 75mmHg。立即转 NICU 立即给予气管插管及呼吸机辅助通气,降低肺动脉压力,加强

抗感染支持等治疗。完善腹部彩超:肝内占位病变(65.9 mm×57.6 mm×65.6mm),胆囊壁增厚。完善

肝 CT 示:肝内占位,考虑婴儿型内皮血管瘤。患儿经积极治疗病情无好转,呼吸机参数逐渐上调,复查

血气提示混合性酸中毒。入院后第 13 天患儿出现心率及血氧饱和度下降,予肾上腺素强心等抢救好

转。患儿不能撤机,呼吸机参数逐渐上调,并出现心功能衰竭,考虑患儿肝内占位病变致膈肌抬高,影响

呼吸,同时存在严重肺动脉高压及先天性心脏病所致,于入院第 14 天在全麻下行肝肿瘤切除术,术中

见右上腹腹侧面肝面巨大实质性包块,无包膜,表面可及增生的血管呈反射状,完整切除瘤体,术中出血

量约 700ml,术后 3 天腹腔腹腔引流管仍可见鲜红色血性液体,多次输注红细胞悬液､ 血浆､ 血小板

及凝血因子等支持治疗,术后第 4 天腹腔引流量逐渐减少,术后第 5 天逐步下调呼吸机参数,第 8 天撤

离呼吸机改头罩吸氧,术后 21 天出院。出院 4 周复查肝脏彩超低回声区大小 33mm ×13mm;出院 6
个月､ 1 周岁及 2 周岁后动态复查肝脏彩超均未见低回声区。现 2 岁 3 月大,生长发育､ 智力等均正

常,与双胎之大无明显差异。 
结论 对于巨大(直径≥5cm)的肝脏血管瘤存在心脏基础疾病合并了肺部感染及严重肺动脉高压, 终

出现心肺功能衰竭的治疗手术仍然是唯一有效方法。新生儿内､ 外科专业的密切合作以及严格､ 规

范的新生儿围手术期管理是该患儿成功救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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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7 

产科病房新生儿围产期安全管理模式探讨 
 

陈佳,管利荣,余静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 探讨规范化管理产科病房的新生儿对围产期新生儿临床结局的影响。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于 2016 年 1 月起在本院建立规范的产科病房新生儿安全管理体系,具体内容

包括:1､ 定期开展产儿科医护人员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及复苏,采用统一的新生儿复苏记录表,所有

复苏的内容均表格式记录,促进复苏流程标准化,提高复苏抢救成功率。2､ 产前､ 产时母婴高危因素

评估,对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预告知相关风险,预处理,减少潜在的医疗风险。3､ 使用新生儿小时胆

红素曲线指导黄疸的监测频率和干预指针,建立出院病人黄疸随访卡。4､ 生后 48 小时内所有新生

儿常规进行脉氧饱和度监测。 
结果 2016 年产科分娩量为 2976 人,79.5%为高危妊娠。1､ 与 2014 年相比,2016 年活产新生儿窒

息发生率明显下降,其中轻度窒息率从 2.22%降至 1.70%,重度窒息发生率从 1.14%降至 0.60%,低于

文献报道活产新生儿的窒息发生率。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发病率也明显降低, 2016 年本院出生新

生儿仅 1 例诊断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2､ 产前产时母婴高危因素评估减少了医患矛盾,预告知

让患儿家属更清楚的了解了可能发生的疾病及预后,在进行围产安全管理体系期间,无 1 例产科新生

儿有因疾病发现不及时而导致的医患纠纷。3､ 新生儿黄疸规范化管理后,2016 年出院后新生儿因

黄疸再次入院的比例明显降低(4.91%&2.13%),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也明显降低

(2.13%&0.32%),新生儿黄疸出院后随访率达到 92.1%。4､ 生后规范的监测血氧饱和度发现了 5 例

没有明显症状的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3 例肺炎及 1 例气胸,早期处理后均得到较好的治疗结果。 
结论 建立围产期安全管理体系能有效保障产科新生儿出生后健康,降低新生儿窒息､ 重度黄疸等疾

病发生,减少远期致残率。 
 
 
PU-3718 

产科病房新生儿围产期安全管理模式探讨 
 

陈佳,管利荣,余静,魏丽蓉,羊钦裕,薛丹,周余能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 探讨规范化管理产科病房的新生儿对围产期新生儿临床结局的影响。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于 2016 年 1 月起在本院建立规范的产科病房新生儿安全管理体系,具体内容

包括:1､ 定期开展产儿科医护人员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及复苏,采用统一的新生儿复苏记录表,所有

复苏的内容均表格式记录,促进复苏流程标准化,提高复苏抢救成功率。2､ 产前､ 产时母婴高危因素

评估,对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预告知相关风险,预处理,减少潜在的医疗风险。3､ 使用新生儿小时胆

红素曲线指导黄疸的监测频率和干预指针,建立出院病人黄疸随访卡。4､ 生后 48 小时内所有新生

儿常规进行脉氧饱和度监测。 
结果 2016 年产科分娩量为 2976 人,79.5%为高危妊娠。1､ 与 2014 年相比,2016 年活产新生儿窒

息发生率明显下降,其中轻度窒息率从 2.22%降至 1.70%,重度窒息发生率从 1.14%降至 0.60%,低于

文献报道活产新生儿的窒息发生率。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发病率也明显降低, 2016 年本院出生新

生儿仅 1 例诊断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2､ 产前产时母婴高危因素评估减少了医患矛盾,预告知

让患儿家属更清楚的了解了可能发生的疾病及预后,在进行围产安全管理体系期间,无 1 例产科新生

儿有因疾病发现不及时而导致的医患纠纷。3､ 新生儿黄疸规范化管理后,2016 年出院后新生儿因

黄疸再次入院的比例明显降低(4.91%&2.13%),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也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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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32%),新生儿黄疸出院后随访率达到 92.1%。4､ 生后规范的监测血氧饱和度发现了 5 例

没有明显症状的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3 例肺炎及 1 例气胸,早期处理后均得到较好的治疗结果。 
结论 建立围产期安全管理体系能有效保障产科新生儿出生后健康,降低新生儿窒息､ 重度黄疸等疾

病发生,减少远期致残率。 
 
 
PU-3719 

综合管理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研究 
 

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管理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 
及对置管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6 月在我科住院的 PICC 置管新生儿 120 例作为干预组对象,以
2016 年 1 月~2016 年 9 月 130 例新生儿为实施前对照组,对照组前未实施综合护理管理,干预组在

置管前实施护理会诊､ 置管中进行标准化操作､ 置管后实施流程化管理。对比两组新生儿的置管成

功率､ 留管时间和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干预组的一次置管成功率､ 留管时间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5)。干预组堵管､ 静脉炎､ 导管异位以及送管困难等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在新生儿 PICC 置管项目中实施综合护理管理,能够有效提高 PICC 一次置管成功率,降低并发

症的发生,利于 PICC 置管质量的提高。 
  
 
 
PU-3720 

24 例新生儿窒息心肺复苏术后行全身亚低温治疗的护理体会 
 

张小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心肺复苏术后应用亚低温治疗的病情观察及护理要点。 
方法 选取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我科收治的 24 例新生儿重度窒息行心肺复苏术后应用全身

亚低温治疗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病情进展､ 治疗效果及疾病转归等情况,分析总结

护理对策。 
结果 24 例患儿在行全身亚低温治疗中,放弃治疗自动出院 4 例;1 例并发呼吸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

亡;4 例并发新生儿硬肿症后经治疗好转出院;余 15 例患儿亚低温治疗顺利完成并好转出院。 
结论 亚低温治疗是心肺复苏术后促进脑复苏的一种有效方法,治疗中加强患儿监护,针对性的给予有

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提高亚低温治疗的效果､ 提高患儿生存率､ 改善预后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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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1 

IPAT 评估工具应用的研究进展 
 

徐曼丽,王晓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婴儿体位评估工具(IPAT)的使用与意义,阐述该评估工具的应用研究情况,以期为国内护理

实践提供参考依据,促进临床推广。 
方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将 IPAT 评估工具的意义及应用情况做以综述。 
结果 IPAT 评估工具能够有效提高 NICU 护士对鸟巢式护理的理解和实施能力,提高实施发展性照顾

依从性。 
结论 该评估工具值得在国内 NICU 推广使用,有利于提高鸟巢式护理规范化和标准化,提升早产儿护

理品质。 
 
 
PU-3722 

对母婴分离产妇进行床旁母乳喂养宣教对新生儿科 
病房住院患儿母乳喂养率的影响 

 
刘墨言,熊英,岳少杰,陶子荣,李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观察对母婴分离的产妇进行床旁母乳喂养宣教对新生儿科住院患儿母乳喂养情况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本院产科出生,并于生后 24 小时内入住新生儿科的

852 例新生儿母乳喂养情况,根据是否对产妇进行床旁母乳喂养宣教分为对照组(n=373)和宣教组

(n=479)。对照组按常规进行母乳喂养宣教。宣教组在此基础上,在患儿入院第二天,由受过培训的新

生儿科护士到产妇床旁进行母乳喂养宣教,并介绍患儿入院后情况。采用 SPSS 23.0 软件包对资料

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宣教组新生儿母乳喂养率及纯母乳喂养率分别较对照组增高 30.31%(89.56% vs. 59.25%)和
5.28%(6.89% vs. 1.61%)。进一步分析发现,宣教后足月儿母乳喂养率及纯母乳喂养率分别较早产

儿增高 10.89%(97.20%  vs. 86.31%)和 16.10%(18.18% vs. 2.08%)。 
结论 对母婴分离产妇进行产科床旁母乳喂养宣教可有效提高新生儿科住院患儿母乳喂养率及纯母

乳喂养率。 
 
 
PU-3723 

NICU 胎龄小于 34 周危重早产儿进行袋鼠式 
护理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文,刘墨言,岳少杰,郑惠,赖婷,廖和平,张娟,熊英,余小河,王铭杰,曹传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 NICU 内对胎龄小于 34 周危重早产儿进行袋鼠式护理(Kangaroo Mother Care, KMC)的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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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我院 NICU 住院的 129 例胎龄小于 34
周危重早产儿资料,按是否进行 KMC 分为对照组(n=62)和 KMC 组(n=67),采用 SPSS 23.0 软件包对

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KMC 组患儿与对照组患儿相比,达到全胃肠道营养时间和全经口喂养时间分别提早 9.57 天

(23.19 天 vs. 32.76 天,p<0.001)和 6.09 天(36.39 天 vs. 42.48 天,p=0.075);母乳喂养率提高

28.14%(91.04% vs. 62.90%,p<0.001)。使用婴儿保育箱日数减少 3.01 天(38.51 天 vs. 41.52
天,p=0.244),平均住院日数缩短 0.65 天(47.19 天 vs. 47.84 天,p=0.835),住院费用减少 0.82 万元

(10.84 万元 vs. 11.66 万元,p=0.383),住院期间体质量增长速度相近(16.61g/天 vs. 16.62g/
天,p=0.997)。家属满意度提高 11.65%(95.52% vs. 83.87%, p=0.008);医院感染发生率下降

7.12%(28.36% vs. 35.48%, p=0.361)。 
结论 在中国 NICU 中对胎龄小于 34 周危重早产儿进行 KMC,可明显缩短肠外营养需要天数和使用

管饲喂养日数,明显提高母乳喂养率;使用婴儿保育箱天数､ 平均住院日和住院费用降低,家属满意度

显著提高,且没有增加医院感染发生率。提示在 NICU 对危重早产儿进行 KMC 是安全有效的。 
 
 
PU-3724 

印记基因 PHLDA2 在胎盘中的表达及其 
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关系 

 
刘慧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胎盘组织中印记基因 PHLDA2 的表达情况及其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分娩的足月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SGA)共 29 例,按照 1︰1 的比例选择出生胎龄相差不超过 1 周的适于胎龄儿

(appropriate for gestational age,AGA)为对照组。记录新生儿出生胎龄､ 出生体重､ 胎盘重量､ 父

母年龄､ 父母身高､ 母亲孕期体重增加情况等,胎盘娩出后迅速留取胎盘组织,分别采用实时荧光定

量-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蛋白印迹技术测定胎盘组织 PHLDA2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量。采用两独立

样本 t 检验､ χ2检验和 Pearson 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SGA 组胎盘组织中 PHLDA2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AGA 组(0.124±0.057 & 
0.078±0.042,t = 3.494,P = 0.001);蛋白表达量也明显高于 AG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352±0.052 
& 0.291±0.036,t = 5.246,P=0.000)。2 组胎盘组织 PHLDA2 mRNA 表达量均与出生体重负相关

(SGA 组 r = -0.586, P = 0.001< 0.05;AGA 组 r = -0.428,P = 0.021< 0.05),SGA 组的相关性

(r2=0.343)稍强于 AGA 组(r 2=0.183)。2 组胎盘组织 PHLDA2 蛋白表达量亦与出生体重呈负相关

(SGA 组 r = -0.453,P =0.014< 0.05; AGA 组 r = -0.383,P =0.04< 0.05),SGA 组的相关性(r 2=0.205)
稍强于 AGA 组(r2=0.147)。胎盘组织 PHLDA2 mRNA 表达量与性别相关的出生体重呈负相关,与男

婴的相关性(r2=0.126)略弱于女婴(r2=0.489);胎盘组织 PHLDA2 蛋白表达量与性别相关的出生体重

呈负相关,与男婴的相关性(r2=0.406)于女婴(r2=0.453)。胎盘组织 PHLDA2 mRNA 表达量与胎盘重

量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SGA 组 r = 0.139,P = 0.473>0.05;AGA 组 r = -0.309,P = 
0.103>0.05),PHLDA2 蛋白表达量与胎盘重量间相关性亦无统计学意义(SGA 组:r = 0.192,P = 
0.320>0.05 ;AGA 组:r = 0.132,P = 0.496>0.05 )。 
结论 印记基因 PHLDA2 在胎盘组织的表达量可能与足月新生儿出生体重有关,尤其是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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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5 

急性肾功能衰竭早产儿腹膜透析临床特点 
 

邢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分析急性肾功能衰竭(Acute renal failure, ARF)早产儿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病
例,初步探讨 PD 在早产儿尤其是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超低出生体重儿(ELBWI)中的操作和实施

情况及预后分析。 
方法 选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发生 ARF 早产儿且行 PD 的病例。针对 PD 的胎龄､ 出生体重､ ARF 的诊断时间､ PD 的操作和实

施情况､ 预后进行分析,重点分析 PD 的具体操作流程及透析效果。 
结果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我院 NICU 病房诊断 ARF 的早产儿共 28 例,其中

10 例为低出生体重儿(35.7%),13 例为 VLBWI(46.4%),6 例为 ELBWI(17.9%);ARF 早产儿中共有 9
例行 PD,占到 ARF 早产儿的 32.1%,其中 2 例为低出生体重儿,2 例为 VLBWI,4 例为 ELBWI。9 例

PD 的早产儿平均胎龄为:(28.4±2.6)周､ 平均出生体重为:(1171.1±527.8)g､ 进行 PD 时的平均日

龄:(7.1±6.6)天, 早生后 2 天, 晚生后 23 天;PD 在腹部的入口位置 3 例经脐旁右侧腹壁､ 1 例经脐

､ 1 例放置 2 根腹透管(经脐和右下腹)､ 4 例在脐下 2-3cm 经左旁正中切口(经腹直肌);PD 管路:3 例

10F 吸痰管､ 1 例 12F 导尿管､ 5 例 14F 胃管;PD 持续时间(6.6±6.6)天, 长腹透 20 天,PD 后 短

12h 小时有尿;PD 效果:3 例后达到正常尿量､ 1 例出现少许尿､ 5 例无尿(因放弃治疗未能持续观察),
短 PD 后 12h 有尿排出, 长 PD 后 9 天有尿排出,1 例 PD 后 19 天到达正常尿量;患儿的 终结局

死亡 4 例､ 放弃治疗 4 例､ 存活 1 例。 
结论 随着早产儿尤其是 VLBWI/ ELBWI 出生率的不断增加,ARF 发生比率有所提高,需要 PD 的早产

儿逐渐增多,但由于受到透析早产儿全身病情重､ 早产儿腹壁及其薄弱､ 尚无专用的腹透管路､ 不

能确保腹透管路的准确定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早产儿 PD 效果欠佳,且多因全身疾病严重影响 PD
疗效的观察。但随着早产儿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和 PD 的不断实施和经验总结,PD 的效果有所提高,
在观察早产儿 PD 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探讨和总结适合早产儿尤其是 VLBWI/ ELBWI 腹膜透析的操

作方法和腹透管路和维护方法。 
 
 
PU-3726 

早产儿动脉导管瘤一例 
 

张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介绍一例早产儿动脉导管瘤病例,拓宽对早产儿呼吸困难的鉴别诊断思路。 
方法 回顾一例早产儿呼吸困难病例的临床资料,介绍本例患儿的诊断过程。 
结果 一例 34 周早产儿,因”呼吸困难 15 分钟”转入,患儿 15 分钟前(即生后)出现呻吟､ 吐沫､ 三凹征,
无口唇发绀,为进一步治疗入院。患儿为孕 2 产 1,因母亲合并”妊娠期高血压”剖宫产娩出,出生体重

1630g,无宫内窘迫及生后窒息病史,无胎膜早破,羊水清,脐带胎盘无异常。产前足量应用地塞米松促

肺成熟。入院后结合患儿病史(近足月､ 剖宫产出生)和临床表现(呼吸困难),完善血气检查:pH7.32 
PCO2 52mmHg PO2 55 mmHg BE-0.9mmol/l,SO290%,胸片显示心影饱满､ 两下肺肺泡积液表现,
考虑湿肺可能性大,给予无创 NIPPV 辅助呼吸,PIP17cmH2O PEEP 6cmH2O RR 35 FiO2 40%,经
皮氧合维持在 95%左右,生后 24 小时后呼吸困难无缓解,三凹征明显,经皮氧合维持在 91%-93%,复
查血气提示 pH7.36 PCO2 49mmHg PO2 36 mmHg BE 0.2mmol/l SO277%,复查胸片未见明显透

过度下降,监测动脉导管前后血氧饱和度相差 8%,完善床旁超声心动图提示动脉导管瘤､ 卵圆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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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超声下见瘤体巨大压迫左肺动脉及气管,为缓解气道压迫给予气管插管辅助呼吸,应用 HFO 模式,
频率 14mbr,MAP 11mbr,△P 23HZ, FiO2 30%,并给予限液､ 布洛芬关闭动脉导管, 2 小时后复查血

气提示 pH7.39 PCO2 45mmHg PO2 59mmHg BE -0.9mmol/l SO298%,生后 40 小时患儿尿量偏少

(1.2ml/kg.h),行补液试验并加用多巴胺及多巴酚丁胺改善循环,生后 48 小时复查心脏超声提示动脉

导管瘤较前缩小,直径 6mm。尿量逐渐增多。生后 4 天时复查动脉导管瘤明显缩小,动脉导管完全关

闭,临床呼吸困难好转,当日拔除气管插管,改为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NIPPV PIP14cmH2O PEEP 
4cmH2O RR 30 FiO2 25%,于生后 6 天撤离无创呼吸机,呼吸平稳。生后 17 天好转出院。生后 1 个

月复查超声心动图提示卵圆孔未闭,未见其他异常。 
结论 当早产儿呼吸困难用常见病因不能解释时,尽早完善超声心动图检查,早期明确诊断,本病及时治

疗预后较好。 
 
 
PU-3727 

NICU 中下肢 PICC 置管的应用 
 

刘秀红,薛波,刘凤霞,杨志英,何恒霞,荆丽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研究 NICU 中新生儿下肢 PICC 导管置入的穿刺部位､ 置入成功率､ 并发症的预防;探讨新生

儿 PICC 经下肢置入导管的方法以及导管置入长度､ 体表测量长度､ 理想插入长度与实际插入长度

之间的关系,为危重新生儿的药物治疗､ TPN 及长期输液提供了安全､ 可靠､ 有效的途径。 
方法 62 例新生儿,按置管体表解剖标志,分为脐部法组和脐上法组。 
①脐部法:术侧下肢与躯干成 45 度角,穿刺点沿静脉走向至同侧腹股沟股静脉处再至脐部。 
②下肢脐上法:患儿仰卧,下肢与躯干呈一线,从穿刺点量至脐与剑突的中点。按 PICC 常规置管方法

操作,选择下肢大隐静脉､ 股静脉进行穿刺置管。两组按体表定位法,根据不同体表标志,测量体表长

度,行 PICC 后,记录导管插入长度,拍片确定导管尖端位置,以导管尖端达第五腰椎下缘为理想长度,
以导管尖端与第五腰椎上缘的差距作为校正长度,记录两组的体表长度､ 导管插入长度､ 理想长度

和校正长度。理想插管长度=导管插入长度+校正长度。 
结果 1､ 62 例下肢静脉中,59 例位于下腔静脉内,2 例位于髂总静脉,1 例位于肾静脉,置管到位率为

95.16%。其中股静脉 5 例,大隐静脉 57 例。 
2､ 导管留置时间为 5~72 天,平均 17.65±9.13 天,其中 60 例按计划撤管,2 例因并发症提前拔管。 
3､ 有 12 例发生一般置管并发症,发生率为 19.35%,静脉炎的发生率 高,其次肢体肿胀､ 置管困难

､ 堵管等,带管期间血培养阴性,撤除导管时作导管前端培养,均无菌生长。 
4､ 对脐部法､ 脐上法理想插管长度(Y)与体表测量长度测得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得出了(X)线
性回归方程:脐部法 Y=0.692+0.9X,脐上法 Y=-0.861+0.902X。 
5､ 下肢两种测量方法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体表长度测量均值中脐上法较长,理想长度测量中两种

方法差别较小,校正长度差别较大,脐上法大于脐部法(P<0.05),有统计学意义,脐部方法较准确。 
结论 下肢静脉置管术在 NICU 中应用效果良好,可以作为上肢静脉无法进行穿刺时的第二选择。得

出的脐部法､ 脐上法下肢置管时体表测量方法及相关回归方程,能较为准确的计算出盲插置管长度,
使 PICC 置管时导管尖端到位率更高,为新生儿置管部位提供多种选择,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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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28 

新生儿监护室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 
及血浆 1,3-B-D 葡聚糖检测的价值 

 
阳倩,张渝,吴青,李茂军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772 
 

 
目的 探讨新生儿监护室(NICU)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血浆 1,3-B-D 葡聚糖检测(G 实验)的临

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四川省人民医院 NICU 收治的所有行 G 实验检查的新生儿 169
例,调查新生儿发生侵袭性真菌感染(IFI)的临床特点,比较排除 IFI 组 G 实验结果和 IFI 组 G 实验结果,
治疗前 IFI 的 G 实验结果和治疗后 IFIG 实验结果,比较不同阳性值 G 试验诊断新生儿 IFI 的敏感度

和特异度(%),绘制 G 试验诊断 IFI 的 ROC 曲线。  
结果 胎龄小､ 中心静脉置管､ 接受过˃7 天广谱抗生素治疗及有创机械通气治疗,接受糖皮质激素治

疗,较长时间使用 TPN 为可能导致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高危因素;诊断 IFI 组 G 实验结果显著高于排除

IFI 组,治疗 7 天后 IFI 的 G 实验结果显著低于治疗前,使用 20pg/ml 作为 G 实验的阳性界值,灵敏度

0.96,特异度 0.75,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82,P=0.00,95%CI(0.757,1.000)。 
结论 胎龄小,接受侵袭性操作或较长时间广谱抗生素和激素治疗的患儿是 NICU 侵袭性真菌感染的

特点;血浆 1,3-B-D 葡聚糖检测(G 实验)是早期诊断 IFI 的有效检测手段之一,使用 20pg/ml 作为 G 实

验的阳性界值,可以获得满意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PU-3729 

早期充分氨基酸营养在低出生体重早产儿中的应用 
 

孙中怡,陈筱青,李悦,李冰洁,卜欣欣,罗妍妍,李淑君,胡毓华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早期充分氨基酸营养对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生长代谢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的早产儿共 191
例,按照氨基酸首剂量用法不同分为两组:研究组 110 例,氨基酸起始剂量为 1.8~2.5g/(kg·d),逐日增

加 1g/(kg·d),到 大剂量 4.0~4.5g/(kg·d);对照组 81 例,氨基酸起始剂量为 1.0~1.5g/(kg·d),逐日增加

0.5 g/(kg·d),到 大剂量 3.5 g/(kg·d)。脂肪乳､ 葡萄糖及电解质等应用按标准静脉营养方案执行。

观察记录两组早产儿的临床情况。 
结果 两组早产儿在性别比､ 胎龄､ 出生体重及身长等入院时基本情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早产儿住院期间的开奶时间､ 达完全肠内营养时间､ 静脉营养时间､ 恢复出生体

重时间均比对照组缩短[(3.83±3.15)d 比(5.53±5.63)d,(15.47±10.54)d 比

(19.47±14.57)d,(16.46±10.33)d 比(21.41±18.00)d,(6.36±4.88)d 比

(8.48±9.27)d,P=0.016,0.038,0.029,0.043]。研究组住院时间较对照组平均缩短了 3.2d,住院费用也

相应减少,但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人工通气时间较对照组缩短了 2.2d,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低钾血症发生率高于对照组(30.91%比 17.28%,P=0.032),其他常见并发症两组间差

异尚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积极充分的氨基酸营养策略有利于患儿提早恢复出生体重,缩短静脉营养时间,不增加并发

症发生率以及住院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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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静脉导管的无创固定和暴露护理在 
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应用 

 
钟美珍,李小忠,郑青青,吴夏萍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脐静脉导管的无创固定和暴露护理在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新生儿病区收治的极低和超低出

生体重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无创固定和暴露护理进行脐静脉置管术,对照组采

用传统荷包缝合和胶布桥状固定。 
具体置管方法和固定方法:患儿于远红外保暖台上或保温箱,予以心电､ 呼吸监护。目标置管深度按

照公式:[1.5*体重(kg)+5.6]cm+脐残端(cm)。常规穿戴无菌手术衣､ 消毒､ 铺巾,在距脐根部 1 cm 处

切断脐带。选用美国 utah 3.5 F 脐血管导管,插管前生理盐水充满导管,导管插入预定深度,回抽有血

顺利流出后,即将脐静脉导管固定。观察组采用无创固定和暴露护理,分别用两根合适长度的无菌 7
号丝线在脐残端与脐轮之间环形缝合,并分左右结扎,各留一个长线头,再用另一根 7 号丝线在脐残端

与导管交界处(即导管的目标深度处),打结固定于导管上,并向左右分出长线头,后再分别将同一侧的

脐残端和导管上的长线头结扎,保持导管处于中立位,不偏一侧。减去多余的缝线,然后将外露导管环

形盘绕在脐旁一侧腹部,灭菌透明敷贴固定。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在脐带切面作荷包缝合,并将线绕

插管数圈后系牢,然后将英国 DuoDERM 多爱敷胶布粘成桥状固定。 
观察两组患儿脐静脉置管操作时间､ 导管留置时间､ 导管脱管､ 导管阻塞､ 脐部渗血､ 渗液､ 导管

相关血流感染､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 拔管困难等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85 例均成功置管,观察组脐静脉置管术操作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28.23+-3.56)min 比(35.54+-
4.25)min,t 值 11.30,p<0.05],脱管和脐部渗血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6.8%比 20.1%,7.8%比

20.3%,p<0.05],而导管留置时间､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腹胀､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 拔

管困难等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传统荷包缝合和胶布桥状固定相比,脐静脉插管留置术采用无创固定和暴露护理可减少置管

操作时间和置管后脱管､ 脐部渗血,未增加脐部渗液､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NEC 等发生率,值得临床

推荐。 
 
 
PU-3731 

1 例早产儿 PICC 导管移位致胸腔积液的原因分析与预防 
 

张华萍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PICC 置管后发生导管移位致胸腔积液的原因与观察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并总结 
结果  PICC 致胸腔积液的案例实属罕见,是 PICC 严重并发症之一,一旦出现很难补救,只能将导管拔

除 
结论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是由外周静脉血管穿刺置入,使其尖端位于腔静脉内的中

心静脉置管技术[11],置入后可引起导管堵塞､ 静脉炎､ 感染､ 导管移位､ 液体渗漏､ 肢体肿胀､ 疼

痛等,也可发生一些特殊的危险,如椎体旁积液､ 房颤､ 心包填塞等[12];PICC 导管移位致液体外渗到

胸腔是形成胸腔积液的直接原因,文献报道在 NICU 中的发生率为 0.09%~0.14%[13],如不能及时发现

将会危及生命[14]。因此临床工作中,在无其他疾病诱因下发生病情恶化,特别是表现为呼吸系统问题

加重时,要提前考虑是否为 PICC 出现并发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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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32 

Prediction of Risk factors for stages of Necrocizing  
Enterocolities  in  neonates. 

 
Cai Chenchen1,Huang Kaiyu1,Zhu Jianghu1,Lin Zhenlang1 

1.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2.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Objective Recently, the high mortality of NEC in neonates wins our attentions worldwide. The 
incidence of NEC still remains high while ever-improving clinical techniques are implemented in 
neonates. We hardly discover accurately pathogenesis of NEC, nor predict its recovery conditions 
because of a complex cause.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verity of NEC and multiple factors before the onset of NEC, which based 
onimproved Bell’s staging criteria for NEC. 
This study is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verity of NEC and multiple factors 
before the onset of NEC. 
Methods An improved Bell’s staging criteria for NEC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severity of each 
patient we selected in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Maternal conditions, birth state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gathered from medical records, and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chi-squre test 
employed. By the way, complete blood count evaluations of each patient were collected before 
onset of NEC to investigate its relevance with severity of NEC, and Spearman and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applied.  
Results A total of 18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from September 2009 to March 2017. Patients with 
diagnosis of NEC were based on improved Bell’s staging criteria and numbers of IA, IB, IIA, IIB, 
IIIA and IIIB stages were 16,13,31,21,45,57. In our univariate analysis, we identified that 
gestation age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everity of NEC as well as birth weight (p<0.05). 
Chi-squre test discovered that a higher percentage of gathering asphyxia (Apgar score < 7 ), a 
more severe stage of NEC (p<0.05) would be. At the same time, a higher percentage of being 
neonatal sepsis, RDS, neonatal pneumonia, apenia and umbilical vein catheter showed a 
consistent tendency of NEC stages as above (p<0.05). In our Spearman analysis, red blood cell 
count, white blood cell count, platelet count, hemoglobin, neutrophil count and lymphocyte count 
were all relevant with severity of NEC [r=-0.211, r=-0.218, r=-0.194, r=-0.281, r=-0.226, r=-0.251, 
P<0.05].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compared with each high level, a low level of 
red blood cell count (RBC)(≤5.2×10^12/L) [odds ratio (OR)=3.11, 95%CI(0.388,1.881), p<0.01],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15×10^9/L) [OR=2.38, 95%CI(0.132,1.529), p<0.05], platelet 
count (PLT)(≤150×10^9/L) [OR=2.38, 95%CI(0.186,1.547), p<0.05], and hemoglobin (Hb)(≤ 
140g/L) [OR=4.67, 95%CI(0.570,2.512), p<0.01] could aggravate stages of NEC, but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their normal levels. In addition, neutrophil count of low and normal 
level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severity of NEC than its high level [OR=3.19, 
95%(0.332,1.986), p<0.01; OR=1.85, 95%(0.054,1.181), p<0.05]. Familiar outcomes could be 
found among lymphocyte count [OR=3.91, 95%(0.434,2.293), p<0.01; OR=1.97, 
95%(0.104,1.256), p<0.05] . 
Conclusions Gestation age, birth weight, Apgar scores, umbilical vein catheter, complications 
and complete blood cell count evaluations (among one week before onset of NEC) before onset 
of NECa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everity , which are served as factors to predict stages of 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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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33 

床旁 B 超在新生儿临床中的应用 
 

文丽丽,王洁,朱竺,李贵南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床旁 B 超在新生儿临床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在我科 2016 年 6 月_2016 年 10 月住院的 800 名足月患儿 B 超室检查与 2016 年 11 月

_2017 年 3 月住院的 848 名足月患儿床旁 B 超检查结果。 
结果 新生儿床旁 B 超的应用,大大缩短了以往去 B 超室集中检查模式的时间,整个检查只需要在新生

儿床旁即可完成,这对于新生儿一些突发性疾病的诊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节约了医护人员的时间,
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 
结论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超声诊断已经成为了临床诊断和病情评估的一种重要的影像学手段,
并且床旁 B 超技术在新生儿疾病诊疗当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新生儿床旁 B 超的推广应用日益受

到重视,本文通过我科新生儿床旁 B 超的应用现状来分析其临床意义,值得新生儿科病房推广应用。 
 
 
PU-3734 

用酚妥拉明联合硫酸镁湿敷新生儿静脉营养液外渗的疗效观察 
 

邹林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观察酚妥拉明联合硫酸镁湿敷新生儿静脉营养液外渗的疗效。 
方法 方法:选择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入住我院新生儿科发生静脉营养液外渗 40 例新生儿,采
用前后对照法将其分为观察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观察组用酚妥拉明联合硫酸镁湿敷,对照组采用

硫酸镁注射液湿敷,比较两组护理效果。具体方法为:当发生静脉营养液外渗时,立即停止输液,尽可能

回抽针头及血管内残留药液,如果渗漏局部皮肤肿胀不明显,将留置针拔除,如肿胀明显则不能取下透

明敷贴。拔针后压迫针眼 3—5 分钟至不出血为止,抬高患侧肢体。初步处理后对照组采用 50%硫

酸镁湿敷皮肤肿胀及皮肤苍白或发黑处,观察组首先采用 50%硫酸镁湿敷避开针眼以及皮肤没有发

白或发黑的部位,然后用 1:9 的(1ml)酚妥拉明+9ml 的生理盐水湿敷皮肤发白或发黑的部位(避开针眼

处),两种方法湿敷时间间隔 15—20 分钟更换敷料一次。观察比较两组静脉营养液湿敷 12h 后的效

果。 
结果 观察组显著有效的共有 18 例,对照组显著有效的共有 4 例 
结论 本研究显示实施酚妥拉明联合硫酸镁湿敷法对新生儿静脉营养液外渗部位的肿胀明显缩小或

消失,皮肤颜色转为红润,对患儿疼痛减轻效果显著。 
 
 
PU-3735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转运中光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初探 
 

常宏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100088 

 
 
目的 探讨转运过程中进行光疗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对 32 例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进行随机分组,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6 例,对两组疗效

及并发症等情况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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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入院光疗后 6 h 胆红素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儿光疗后发热､ 腹泻

､ 皮疹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转运过程中进行光疗在光疗开始初期可迅速有效降低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血中胆红素水平,且不

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值得在国内推广。 
 
 
PU-3736 

 NICU 新生儿医院感染的特点､ 危险因素及预防干预 
 

姚仁芬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新生儿住院期间医院感染的特点及相关因素,为有效监测医院感染提供干预性措施。 
方法 由于新生儿免疫系统发展不成熟,早产儿免疫功能极差,极易发生各种病源菌侵袭,成为出现医院

感染的高危群体。为了深入分析新生儿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制定预防医院感染的相关措施,降
低其感染发生率。文中对我院治疗的 632 例新生儿临床发生医院感染新生儿的资料展开分析,为我

科制定预防医院感染的对策。回顾收集 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的 632 例新生儿为

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采用回顾性方法,详细记录住院新生儿胎龄､ 体重､ 主

要表现､ 体征,实验室和辅助检查､ 各类侵入性操作､ 药物治疗､ 发生医院感染情况等。统计分析

医院感染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体质及胎龄感染发生率,分析医院感染部位特点,危险因素。患儿医院

感染的诊断标准完全按照《医院感染标准》展开评价。 
结果 632 例新生儿中有 37 例发生 44 次医院感染,医院感染发生率和例次率分别为 5.86%､
6.96%。出生体质量≤1500 新生儿共有 105 例,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16.19%,随着体质量的增加,发生

医院感染的比例明显下降。胎龄≤30 医院感染率 高(16.07%),随着胎龄的增加,感染率成下降趋

势。侵入性操作如气管插管,静脉置管等医院感染发生率亦较无侵入性操作的患儿相对高。所有观

察对象中,发病类型依次为肺炎､ 肠炎､ 脐炎､ 结膜炎､ 菌血症､ 泌尿系统感染､ 皮肤黏膜感染等,
医院感染的主要类型为肺炎(43.18%),占较大比例。 
结论 新生儿医院感染受到自身因素､ 免疫功能低下､ 侵入性操作过多等因素的影响。体质量轻､

胎龄小的新生儿易发生医院感染,是医院感染发生的特点,侵入性操作成为新生儿发生医院感染的危

险因素。住院患儿入院 48h 发生无明显潜伏期感染称之为医院感染,由于新生儿白细胞吞噬作用较

差,缺乏免疫球蛋白,尤其是缺乏分泌型 IgA,导致新生儿免疫功能低下,对外界适应能力极弱,受到医院

感染率更大。新生儿体重低,自身免疫系统发育并不成熟,抵抗力较低,早产儿比足月患儿更容易引发

医院感染。因此,开展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对体质量轻､ 胎龄小的患儿做好保护性隔离,能有效预防交

叉感染,减少侵入性操作,成为降低新生儿医院感染 佳的措施之一。 
  
 
 
PU-3737 

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及母亲维生素 D 缺乏 
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关系的研究 

 
李明超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极低出生体重儿出生时及母亲血中 25-OHD 的缺乏,可能是导致早产儿后期发生支气管肺

发育不良的一个重要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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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我院 2014 年 3 月-2015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并体重≦1500 克的早产

儿为研究对象,入院时留取静脉血(出生 3 天内)及从出生医院获取母亲分娩后静脉血标本,并进行 25-
OHD 水平测定;4 周或生后 28 天后是否合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分组进行多因素对照并分析 
结果 80 例早产儿有 24(30%)例合并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50 例未合并 BPD,死亡或自动

出院 6 例,BPD 组患儿及母亲血清 25-OHD 明显低于非 BPD 组(P=0.0001);所有 BPD 组患儿血中

25-OHD 均低于<10ng/ml,提示严重缺乏。通过 Log 回归分析示出生时 25-OHD 血清水平是 BPD 的

高危因素(OR:0.76 和 0.61,P < 0.001)。 
结论 通过本研究证实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出生时及母亲血清中 25-OHD 水平较低,是后期发生支气

管肺发育不良的一个高危因素。然而仍需进一步研究早期补充足量维生素 D 是否可以预防支气管肺

发育不良及后期其他肺部疾病的发生。 
 
 
PU-3738 

不同胎龄早产儿 Dubowitz 评估正常范围 
 

李珊,张欣,李明,冯琪,王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神经系统发育情况一直是早产儿远期预后的重要因素。早期识别神经系统异常,并且早期干预,
是早产儿随访的重要工作。Dubowitz 评估 早由 Dubowitz 在 1970 年提出,几经改良, 新版本为

1999 年提出。并针对 28 周､ 32 周､ 36-37 周的早产儿提出了部分项目的正常范围。目前国内外研

究尚无对不同胎龄早产儿的 Dubowitz 的数据,本研究旨在探索 Dubowitz 评估在不同胎龄早产儿之

间的正常范围,并试图寻找该评估中反应胎龄成熟度的相对敏感的项目。 
方法 本院入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NICU 住院的矫正胎龄 32 周到 36+6周的头颅影像学正常,无
相关高危因素的病情相对稳定的早产儿,进行 Dubowitz 各评估。Dubowitz 评估完全按照标准的评估

方法[1],包括 6 个维度,共由 34 个项目组成。6 个维度分别是:姿势与肌张力(10 个项目)､ 肌张力模式

(5 个项目)､ 反射(6 个项目)､ 运动(3 个项目)､ 异常体征/模式(3 个项目)､ 定向力和行为(7 个项

目)。根据胎龄､ 日龄将病例分为不同胎龄不同日龄组,采用非参数检验比较不同组别之间 Dubowitz
评估各项目之间的分布特点和差异。 
结果      研究共入选病例 40 例,共进行 Dubowitz 评估 45 例次。男性 20 例(50.0%),女性 20 例

(50.0%)。根据评估时矫正胎龄分为 32 周､ 33 周､ 34 周､ 35 周､ 36 周,根据评估时的日龄可将其

分为 1 周内及 1 周以上者,各组别分布情况见(附件表 1)。 
      对不同矫正胎龄不同日龄的的组别的各项目评分进行 Mann-Whitney U 检验,相同矫正胎龄的不

同日龄组各项目间的评分分布相同(见附件表 2)。对不同矫正胎龄组的 Dubowitz 评估的各项目评分

进行 Kruskal-Wallis H 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在项目姿势､ 上肢牵拉､ 下肢牵拉､ 俯卧悬空､ 吸允反

射､ 自发运动数量､ 自发运质量､ 头竖立上个组别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附件图 1)。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 32-36 周早产儿 Dubowitz 评估的正常范围。通过本研究验证了不同日龄相同矫

正胎龄组的 Dubowitz 各项目评分分布无显著性差异。在 Dubowitz 各项目中,姿势､ 上肢牵拉､ 下

肢牵拉､ 俯卧悬空､ 吸允反射､ 自发运动数量､ 自发运质量､ 头竖立在判断不同矫正胎龄上是相对

敏感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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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39 

2014-2016 年某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病区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分析 
 

洪远,叶建林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0 

 
 
目的 监测新生儿科病区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新生儿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使用 WHONET5.4 软件分析某儿童医院 2014-2016 年新生儿科病区送检标本的病原菌及耐药

情况,并参照 CLSI 的方法和准则对药敏结果分析,进行病原学的统计汇总。 
结果 新生儿科病区送检的 7455 份标本中,共分离出 509 株病原菌,检出率为 6.83%,其中血培养标本

送检量 多为 6229 份,占总标本数的 83.55%,但其阳性率为 3.79%。在分离的菌株中革兰阳性菌占

72.30%(368/509),革兰阴性菌占 25.54%(130/509),真菌占 2.16%(11/509)。其主要的病原菌为凝固

酶阴性葡萄球菌,共检出 222 株(43.61%),其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73 株(14.34%);而革兰阴性菌如大

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等相对较少,分别检出 49 株(9.63%)､ 41 株(8.06%)。药敏结果显示耐甲

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RCNS 检出 47 株,占所有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的 21.17%(47/222);而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检出 40 株,占所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54.79%(40/73);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占 73.47%(36/49),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占 63.41%(26/41);屎肠球菌､ 鹑鸡肠球菌和

粪肠球菌共 55 株,屎肠球菌的耐药性较高,仅对万古霉素､ 替加环素､ 利奈唑胺､ 呋喃妥因等敏感,
鹑鸡肠球菌对万古霉素天然耐药。另外,患儿标本阳性的疾病分布情况显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占

27.31% ,新生儿肺炎占 23.38%,早产儿 7.86%。 
结论  新生儿分离的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为主,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所占比例较高,需根据患儿病情,
判断是污染还是致病菌,给予恰当的治疗。各类病原菌的耐药菌株检出率也较高,耐药情况比较严峻,
需规范病区环境消毒,医护人员手卫生操作,加强抗菌药物的临床合理使用。对于怀疑为革兰氏阴性

菌感染的患儿,初始经验性治疗可考虑选择头霉素类､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等。另外,如早产儿､ 低出

生体重儿､ 高危儿等可能为感染的高危因素,此类患儿往往伴有免疫功能较为低下,可给予适当的抗

菌药物进行预防。 
 
 
PU-3740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在极早/超早早产儿生 
后早期呼吸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陈超,唐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是由于出生时或出生后短期内肺泡功能不成熟导致 PS 缺乏及

肺结构发育不成熟所致的疾病,主要见于早产儿,且 RDS 发病率与早产儿出生时胎龄成反比。在

<32w 的超早产儿中,RDS 发病率>60%,在<28w 的超早产儿中,RDS 的发病率>88%。严重的 NRDS
是导致早产儿 BPD､ IVH､ 呼吸衰竭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目前国内外对 PS 替代治疗 RDS
的使用时机､ 使用对象､ 必要性等还存在争议和分歧。本文旨在肺泡表面活性物质(PS)对极早/超
早产儿的呼吸管理中使用时间进行研究,根据不同情况尽可能寻找适合极早/超早产儿的 PS 的使用

时机,避免过度的 ps 使用,用更为合理的安全有效的呼吸管理方式来减少相关并发症及死亡率为可

能。 
方法 本文采取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自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我院产科出生的极早早产新

生儿共 101 例,排除先天发育异常等情况,将孕 25 周-31+6 周的诊断 NRDS 的新生儿随机分组,根据

情况分为生后 15min 内使用,15min-2 小时,大于 2 小时使用 ps 的三个组别。后继续予以呼吸机辅助

通气,分别记录使用后 0h､ 6h､ 24h､ 48h､ 72h 血气分析结果,吸入氧浓度,氧合指数,有创呼吸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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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其他无创形式的时间､ PS 再次使用情况､ BPD､ VAP､ 住院时间及气胸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

比较和研究。 
结果 在生后即可给予 ps 组与 2 小时内使用的患儿在接收机械通气时间､ 二次使用 ps､ BPD 发生

率方面较第三组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气胸发生率方面略有增加,虽无统计学

意义。极早早产及产前未规律性使用激素的患儿,出生体重小于 1000g 的患儿 15min 内使用 ps 可

以降低机械通气时间､ BPD 及感染率的发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h 予以 PS 与>2h 治

疗性使用 PS 相比,早期使用在改善氧合指数､ 缩短机械通气时间方面可能存在统计学差异,再次使

用 ps 可能有减少的确实,耽误统计学差异。三组中发生感染率,颅内出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超早及极早早产儿的救治中早期呼吸道管理尤为重要,PS 使用时机或成为早期呼吸管理的关

键。从分析可看出,对于有发生 RDS 高危因素的极早/超早产儿及体重小于 1000g 新生儿,且未使规

律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儿,如生后需气管插管的可及时给予 ps 治疗,有助于提高患儿氧合机改善预后,
相反对于无上述情况的不予以推荐。<2h 予以 PS 与>2h 治疗性使用 PS 相比,前者可降低早产儿并

发症发生率､ 有创机械通气比例,缩短机械通气时间。预防性使用 PS 可能更适用于超早产儿。预防

性或早期使用 PS 可能会降低重度 RDS 的发生率,但对死亡率未明显影响。研究认为与预防性应用

PS 相比, 早期使用 NCPAP 等无创治疗手段后稳定再选择性给予 PS 方案更加有效。 
 
 
PU-3741 

凶险性前置胎盘增加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 
 

宋瑶,胡章雪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凶险性前置胎盘经 Chattopadbyay 首先定义为上次为剖宫产此次为前置胎盘者。随着全面二

胎政策放开后,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发生率显著升高。因前置胎盘可穿透子宫疤痕浸润到子宫肌层甚

至到达浆膜外,个别可生长至膀胱壁,极易导致分娩时大出血,危机孕妇生命。我们发现母亲为凶险性

前置胎盘的新生儿亦存在高于同胎龄儿的呼吸衰竭发生率,且病情危重,可导致新生儿死亡。探讨凶

险性前置胎盘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于我院住院的 27 例凶险性前置胎盘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并随

机抽取同期剖宫产出生的同胎龄段新生儿 27 例作为对照,进行回顾性研究。观察两组新生儿预后,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及严重程度的差异。 
结果 凶险性前置胎盘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机械通气率,以及死亡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凶险性前置胎盘组中发生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儿其肺表面活性物质

平均剂量(164.82±97.09)mg/kg 以及氧合指数(OI)(12.86±7.72),均高于对照组(67.17±63.61)mg/kg
和(7.03±1.45),P 值均<0.05。 
结论 凶险性前置胎盘增加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对新生儿预后有不良影响。 
 
 
PU-3742 

高氧对表面活性物质蛋白-B-C/A(-18)启动子活性调控作用研究 
 

王席娟,张美慧,张家洁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研究高氧暴露下 SP-B-C/A(-18)多态性对 SP-B 启动子活性的调控 
方法 1､ 将 H441 细胞随机分为 2 组:常氧组(21%O2/5%CO2)和高氧暴露组(95%O2/5%CO2),2､ 实

时定量 PCR 检测两组细胞不同时间点 SP-B 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不同时间点 H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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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SP-B 蛋白表达水平;3､ 将 pGL4.17-C/A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重组质粒与内参质粒 prl-tk 同时转

染 H441 细胞,转染过夜后分别置常氧或高氧继续培养,于 4h､ 8h 和 24h 分别裂解细胞使用双荧光

素酶检测系统检测重组质粒荧光素酶 firefly/renilla 比值。 
结果 1､ 高氧暴露 8h､ 12h 和 24h,H441 细胞 SP-B mRNA 表达水平上调(P<0.05);高氧暴露 12h
和 24h,H441 细胞 SP-B 蛋白表达水平上调(P<0.05);2､ 高氧上调 8h 和 24h pGL4.17-C/A 重组质粒

荧光素酶活性(P<0.05);pGL4.17-C 升高程度(高氧/常氧)在 8h 和 24 h 时间点均高于 pGL4.17-
A(P<0.05)。 
结论 高氧通过增强 SP-B 转录上调 SP-B mRNA 和蛋白水平,SP-B-C/A(-18)多态性影响高氧上调

SP-B 启动子活性的程度。 
 
 
PU-3743 

智能手机软件拍照检测新生儿及早期婴儿黄疸的应用研究 
 

杨波,高翔羽 
东南大学附属徐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 221009 

 
 
目的 探讨智能手机软件(APP)自动拍照检测胆红素值(automated imagebased bilirubin test,AIB)在
新生儿及早期婴儿黄疸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东南大学附属徐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新生儿科收治及门诊

就诊的新生儿及早期婴儿黄疸患儿[胎龄≥35 周､ 日龄≤60 天,前胸部位连测三次经皮胆红素

(transcutaneous bilirubin,TcB)的均值>6 mg/dl]。符合入选标准后采血检测血清胆红素(total serum 
bilirubin,TSB),并即刻检测前胸､ 眉心部位的 TcB､ AIB。住院患儿每 6~12 h 监测一次前胸 TcB,当
前胸 TcB 值大于该时龄光疗参考曲线 TSB 值减 3 mg/dl 时再次采血查 TSB,并即刻检测前胸､ 眉心

部位的 TcB､ AIB。光疗患儿每 12 h 监测一次左胸不透光贴片遮盖下 TcB 水平,当 TcB 值小于该时

龄光疗参考曲线 TSB 值减 3 mg/dl 时停止光疗。在光疗停止后 0 h 和光疗停止后 12~24 h 采血测定

TSB 值,并在采血后即刻检测左胸遮盖部位的 TcB､ AIB。门诊患儿每 1-3 d 监测一次前胸 TcB,当拟

诊母乳性黄疸患儿前胸 TcB 值降低大于 30%时再次采血查 TSB,并即刻检测前胸､ 眉心部位的 TcB
､ AIB。AIB 检测统一采用一款华为智能手机,安装新生儿黄疸移动监护 APP(哪吒宝贝 TM,深圳申

医疗技术有限公司)。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采用相关分析､ 方差分析､ 一致性分析及 t 检验。 
结果 共纳入 204 例,男 124 例,女 80 例。全部 AIB 与 TcB 有较高的相关性(r =0.823,P=0.000)及较

好的一致性(r′=-0.482,P=0.000),AIB-TSB 差值与 TcB-TSB 差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
9.271,P=0.000)。不同检测日龄､ 不同检测部位(前胸与眉心)及光疗前后不同时间点 AIB 与 TcB 有

较高的相关性(均 P<0.05)及较好的一致性(均 P<0.05),AIB-TSB 差值与 TcB-TSB 差值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全部 AIB 与 TSB 有较高的相关性(r =0.805,P=0.000),全部 AIB 与 TSB 有较好

的一致性(r′ =-0.755,P=0.000),以检测日龄>28 天组､ 检测部位前胸组､ 光疗停止后 12~24 h 组相

对 好。(AIB-TSB)差值不受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 测定日龄影响,但可能受到 TSB 水平､ 测量

次数(第 1 次测量值与 3 次测量均值之间比较)等影响。 
结论 AIB 的准确性不低于 TcB。在 TSB 12.9-18.0 mg/dl 时 AIB 相对更准确。3 次测量均值准确性

好于第 1 次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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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44 

新生儿光疗前后不同部位经皮胆红素测定值的准确性研究 
 

赵丹丹,高翔羽 
东南大学附属徐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 221009 

 
 
目的 探讨光疗前后前胸(遮盖及未遮盖)､ 眉心､ 肩胛部位经皮胆红素(transcutaneous bilirubin,TcB)
值与同期血清胆红素(total serum bilirubin,TSB)值相比的准确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我院新生儿科收治､ 因病情需检测血生化(包括 TSB 值),且前

胸部位连测 3 次 TcB 均值>6 mg/dl 的新生儿。入选新生儿均取静脉/动脉血检测 TSB,并在 0.5 h 内

采用 JH20-1C 型经皮黄疸仪测定前胸､ 眉心､ 肩胛部位的 TcB 值。新生儿光疗时遮盖左胸直径

2cm 范围,光疗停止后 0 h､ 12~24 h 测定 TSB 值,并在 0.5 h 内测定左胸遮盖､ 右胸､ 眉心､ 肩胛

部位的 TcB。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采用相关分析､ 方差分析､ 一致性分析及 t 检验。 
结果 共纳入 364 例新生儿,得到 437 组数据。光疗前,不同部位 TcB 与 TSB 均有较高的相关性及一

致性(P <0.05),TSB 与前胸 TcB 差值 小,为(-1.2±2.3)mg/dl。光疗停止后 0 h 及 12~24 h,左胸遮盖

部位 TcB 与 TSB 的相关性及一致性 佳,TSB 与左胸遮盖部位 TcB 差值 小分别为(-0.3±1.5)､ (-
0.5±1.6 )mg/dl。光疗前,TSB≥15 mg/dl 时(TSB–前胸 TcB)差值为(1.5±1.6)mg/dl,TSB<15 mg/dl 时
(TSB–前胸 TcB)差值为(-1.9±1.9)mg/d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TSB–前胸 TcB)差值不受性

别､ 胎龄､ 出生体重､ 测定时龄及重复测量影响。当前胸 TcB 值低于光疗 TSB 界值 3.3 mg/dl 以
上､ 左胸遮盖部位 TcB 值低于停止光疗 TSB 界值 2.6 mg/dl 以上时,97.5%的新生儿 TSB 不会超过

相应界值。 
结论 光疗前,前胸 TcB 相对 准确;光疗后,左胸遮盖部位 TcB 准确,可替代 TSB 用于新生儿黄疸

的评估与管理。 
 
 
PU-3745 

出生一周内血小板参数预测早产儿动脉导管 
未闭药物干预失败的研究 

 
任漪,高翔羽 

东南大学附属徐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 221009 
 

 
目的 分析出生一周内血小板参数预测早产儿有血流动力学意义动脉导管未闭(hsPDA)药物干预失败

的价值。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1 月至 2016 年 7 月本院儿童诊疗中心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收治的早产

儿。依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终纳入 107 例胎龄<34 周的早产儿 hsPDA,给予布洛芬或对乙酰氨

基酚治疗,分为治疗成功组 76 例､ 失败组 31 例。回顾性收集出生 24 h 内及生后第 4~7 天静脉血小

板参数(血小板计数､ 血小板压积､ 血小板分布宽度､ 血小板平均体积､ 大血小板比率)､ 出生第 4-
7 天超声心动图等结果。应用 χ2检验､ t 检验､ 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

析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出生 24 h 内及生后第 4~7 天血小板参数中,两组早产儿仅生后第 4~7 天血小板压积之间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21%±0.13%比 0.15%±0.07%,P=0.024)。出生体重小､ 出现呼吸窘迫综合

征和出生后第 4~7 天血小板压积低是早产儿 hsPDA 药物干预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出生第 4~7 天

血小板压积预测早产儿 hsPDA 药物干预失败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30(95%CI 
0.502~0.757,P=0.036), 佳预测界值为 0.125%,敏感度为 35.5%,特异度为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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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出生体重小､ 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出生后第 4~7 天血小板压积低是早产儿 hsPDA 药物干预

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出生后第 4~7 天血小板压积对于早产儿 hsPDA 药物干预失败有一定的预测

价值,但预测价值较低。 
 
 
PU-3746 

病例分享---巨细胞病毒感染病例报告 
 

高艳 
连云港市第三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222000 

 
 
目的 分享临床典型病例 
方法 分析报道典型病例的临床经过及随访治疗情况 
结果 患儿婴儿肝炎综合征为巨细胞病毒感染所致。 
结论 对于早产儿､ 宫内发育受阻的患儿,出生后存在危重症疾病的,在开展母乳喂养时应对母乳进行

评估,防治 CMV 的感染,加重患儿病情,给家庭､ 个人及社会带来负担。 
 
 
PU-3747 

NICU 信息化母乳闭环管理的设计及应用 
 

吕丽敏,许丽旋,朱海华,叶亚兰,饶春梅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利用信息技术探索 NICU 母乳闭环管理流程的设计及应用效果。 
方法 分析临床母乳管理的流程现状,梳理母乳收集､ 接收､ 贮存､ 医嘱开具审核､ 提取和喂养等流

程,整合 His 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即医院信息系统及 PDA(Persional Digital Assistant)
掌上电脑设备完成母乳闭环管理的设计及实施,评价母乳喂养差错不良事件､ 母乳库整理时间及家

属对于母乳喂养的满意度。 
结果 建立一套临床母乳闭环管理的全流程链,评价母乳闭环实施后,母乳喂养差错事件占科室不良事

件的构成比由 22.2%降低为 0;实施前后家属对于母乳喂养须知健康指导的满意度及及时获取患儿母

乳喂养相关信息的满意度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分别为 p<0.05 及 p<0.01);测试前后母乳冰柜整理时

间,由(6.8±1.8)min 降为(1.2±0.4)min(p<0.01)。 
结论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母乳闭环管理,对母乳喂养的各个环节进行质量把控,提高母乳喂养的准确率

及管理效率,使母乳喂养更规范化及精细化,真正做到家属满意。 
 
 
PU-3748 

1987 至 2013 年出生于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的变化趋势 
 

徐发林,张晓丽,朱长连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早产儿并发症和新生儿窒息是 5 岁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过去 27 年出

生在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的出生变化。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从 1987 年到 2013 年出生在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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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总计有 58881 新生儿出生,其中男孩 32147 个,女孩 26734 个。其中,9210 例是早产儿,占总数

的 15.64%。早产儿的出生率从 1987 年的 4.42%上升至 2007 年的 21.30%(p<0.001),并在 2007 年

到 2013 年保持在 21.00%的水平。剖腹产的发生率从 1987 年的 23.70%上升至 2013 年的

66.82%(p<0.001)。双胞胎/多胎的发生率从 1987 年的 1.35%上升至 2013 年的 9.4%(p<0.001)。
在整个调查期间,共计有 541 例新生儿死亡,新生儿的死亡率为 9.2‰,其中 49.4%的病例死于早产儿

并发症,26.8%死于出生窒息,7.3%死于肺炎。 
结论 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预防早产发生率､ 双胎/多胎的发生率以及剖腹产的发生率。 
 
 
PU-3749 

gdT淋巴细胞在败血症致小鼠行为障碍中的作用 
 

徐发林
1,张晓丽

1,朱长连
1 

1.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败血症与早产儿脑白质损伤及其脑瘫的发生密切相关,本研究采用新生鼠败血症模型来观察 T
淋巴细胞亚型在败血症致脑白质损伤和远期行为学中的作用。 
方法 生后 2 日龄 C57BL/6J 野生型小鼠(WT),T 淋巴细胞受体 d 敲除(TCRd-/-)和 T 淋巴细胞受体 a
敲除(TCRa-/-)小鼠皮下注射 5mg/kg 的脂多糖(LPS)。利用步态分析系统 DigiGait 和高空十字架分

别评价运动的改变。 
结果 LPS 可造成野生型小鼠脑白质损伤。步态分析系统结果显示 26 天时,与生理盐水组相比,LPS
造成 WT 和 TCRa-/-小鼠的行为异常,而对 TCRd-/-小鼠无影响。 
结论 败血症可以导致脑白质损伤。gdT 淋巴细胞在 LPS 致暂时性运动行为障碍中有重要作用。因

此,在早产脑损伤的早期调节 gdT 淋巴细胞活动可能是治疗早产儿脑损伤的新的治疗方向。 
 
 
PU-3750 

神经调节辅助通气对于早产儿 RDS 机械通气同步性的影响 
 

陈正,杜立中,施丽萍,马晓路,王陈红,林慧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53 

 
 
目的 观察神经调节辅助通气(neurally adjusted ventilatory assist, NAVA)对于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RDS)机械通气治疗中同步性的影响,探讨 NAVA 在早产儿 RDS
机械通气中的作用。 
方法 对于 10 例患 RDS 的早产儿,使用 Servo-i 呼吸机(Maquet 公司,瑞典)进行机械通气,分别先后给

予 SIMV 和 NAVA 模式通气各 60min,在模式选择顺序上采用随机化处理。 
在实施 NAVA 前先在食道下段安放带有电极的 EAdi 导管,然后将 EAdi 导管与 Servo-i 呼吸机 EAdi
信号监测模块连接,以收集 EAdi 信号并通过传感器将信号传送至安装有 NAVA 相应模块软件的

Servo-i 呼吸机; 终通过 Servo-i 呼吸机上的专用预览窗口确定导管的正确位置并监测 EAdi 信号。 
利用 Servo-tracker 软件在不同通气模式阶段 后 10min 呼吸波形记录中随机选取 10 个呼吸周期

/min,标定呼吸周期中流量与 EAdi 的起始,并通过软件计算吸气触发延迟时间(Trigger delay, Td)､
吸呼气转换延迟时间(Cycle-off delay, Cd)､ 神经性吸气时间(neural inspiratory time, NTi)､ 机械性

吸气时间(mechanical inspiratory time, MTi)､ 吸气触发延迟时间内 EAdi 增加幅度(△EAdi-Td)､ 神

经性吸气时间内 EAdi 增加幅度(△EAdi-NTi)等人机同步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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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并用

配对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描述,并用非参数检验(Kruskal-
Wallis)方法比较两种通气模式之间的差异,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吸气时间:NAVA 模式神经性和机械性吸气时间较 SIMV 模式明显延长(P<0.05); 
2. 延迟时间:NAVA 模式吸气触发和吸呼气转换延迟时间较 SIMV 模式明显缩短(P<0.05); 
3. EAdi 增加幅度:NAVA 模式△EAdi-Td 和△EAdi-NTi 较 SIMV 模式降低(P<0.05); 
4. 吸气触发延迟与神经性吸气比例:NAVA 模式神经性吸气时间内 Td/NTi 比例较 SIMV 模式减少

(P<0.05), 
△EAdi-Td/△EAdi-NTi 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 NAVA 在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短期有效性,与 SIMV 相比 NAVA 能改善患

儿人机同步性,使机械通气更为准确和协调,从而更好地实现肺保护性通气策略。 
 
 
PU-3751 

Congenital tracheo-or-bronchobilifistula combined with 
biliary atresia: a case report with review of literature 

 
Meng Eryan1,Xu Falin1, 

 1.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Congenital tracheo-or-bronchobiliary(CBBF) fistula is a rare developmental anomaly 
with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f the diagnosis is not made early. The tracheo-or-bronchobiliary 
fistula is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biliary system and the trachea or bronchus. C BBF 
occurred from neonates to adults,with the manifestation of bile stained sputum.  
Methods We report a case of a neonate with respiratory distress and bilious fluid in the 
endotracheal tube. Investigation revealed a bronchobiliary fistula originating from the crania, as 
well as biliary atresia.  
Results Thoracoscopy was used to remove the bronchobiliary fistula. Subsequently, Roux-en-Y 
cholecysto-jejunostomy was performed to resolve the biliary atresia. 
Conclusions Thoracoscopy was used to remove the bronchobiliary fistula. Subsequently, Roux-
en-Y cholecysto-jejunostomy was performed to resolve the biliary atresia. 
 
 
PU-3752 

鸟巢式护理对新生儿胃肠功能及生长发育的影响 
 

陶艾莎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鸟巢式护理对新生儿胃肠功能及生长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100 例胎龄大于 28 周且小于 36 周新

生儿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鸟

巢式护理。 
结果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 100 例胎龄大于 28 周且小于 36 周新生

儿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鸟巢

式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早产儿胃肠道功能､ 喂养不耐受､ 生长发育情况。 
结论 观察组新生儿排便次数明显多于对照组,胎便初排时间､ 胎便转黄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各种喂养不耐受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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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观察组生理性体重下降幅度､ 恢复出生体重时间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平均体重增长速度明

显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鸟巢式护理可明显改善新生儿胃肠道功能,促进其

生长发育,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并应用。 
 
 
PU-3753 

Leptin in Breast Milk Prevents Dyslipidemia in Adult 
Female Rats Born as Small-For-Gestational-Age Infants 

 
Fang Xiaoyi1,Chen Yongheng2,Lin Yuguang2 

1.The Seven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henzhen)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We determined whether breast milk leptin (LEP) can prevent dyslipidemia in adult rats 
born as 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SGA). 
Methods Appropriate-for-gestational-age (AGA) and SGA rat pups were obtained through normal 
and restricted feeding, respectively, of the dam. They’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even groups 
according to a 20-day feeding regimen: AGA pups fed with breast milk or formula milk (AB and 
AF groups); and SGA pups fed with breast milk, formula milk, formula milk with LEP, breast milk 
with LEP antagonist, or breast milk with vehicle control, 0.4% NaHCO3 (SB, SF, SFL, SBLA, and 
SBN groups). After 20 days, a normal rat diet was provided. Body weight (BW),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AC),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were measured, and serum LEP,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triglyceride (TG) levels were quantified on the 18th, 30th, 90th, and 120th 
days after birth.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AB group, the SB group had low BW, AC, and BMI levels at all time 
points and high TC levels on the 30th and 90th days (all P < 0.05). On the 90th and 120th days, the 
BMI and TC and TG levels were higher in the SF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AF, SB, or SFL group, 
and were lower in the SBLA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SBN group (all P < 0.05). 
Conclusions Breastfeeding at an early age might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dyslipidemia in 
SGA infants during adulthood, and this effect might due to LEP in breast milk. 
 
 
PU-3754 

以 MRI 小脑改变为主新生儿丙酸血症 1 例报道 
 

刘希娟,余建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丙酸血症是一种先天性有机酸代谢异常的疾病,常于婴儿期发病,新生儿期发病的罕见,病死率及

致残率极高,易误诊､ 漏诊,为进一步增强对于本病的认识,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本院 2015 年 12 月 7 日收治 1 例丙酸血症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因吃奶差､ 反应差 2 天入院;母孕产史:第 1 胎系人工流产,第 2 胎生后 5 天不明原因死

亡。入院急查末梢血糖 1.8mmol/L,急查血气分

析:PH:6.97,PCO2:14.8mmHg,PO2:134mmHg,HCO3-:3.3mmol/L,BE:-26.3mmol/L,SO2:97%。急

查头颅 MRI 示(图 1):1.小脑半球信号异常(DWI 高信号)及双侧大脑半球稍肿胀,可疑遗传性代谢性脑

病,不除外其他病变。完善血串联质谱结果丙酰肉碱增高､ 尿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法结果 3-羟基丙酸

及甲基枸橼酸增高,提示:丙酸血症。 
结论 丙酸血症为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先天性支链氨基酸代谢异常疾病,主要由丙酰辅酶 A-羧化

酶缺陷导致丙酸､ 3-羟基丙酸､ 酮体､ 甘氨酸､ 甲基枸橼酸等代谢产物的异常蓄积,引起酮症酸中毒

､ 低血糖､ 高血氨､ 高甘氨酸血症等一系列生化异常与神经系统损害[1]。由于酶缺陷程度的不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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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表现个体差异较大。多数患儿出生时正常,开始哺乳后出现呕吐､ 嗜睡､ 肌张力低下､ 呼吸困难

､ 高血氨､ 酮症､ 低血糖､ 酸中毒等异常,酶严重缺陷的患儿在生后不久即表现为急性的､ 有生命

危险的代谢性酸中毒和高氨血症,死亡率极高[2]。本例患儿生后 3 天哺乳后出现症状,临床表现和文

献报道一致,住院 2 天家属放弃治疗,回家死亡,死亡率很高与文献报道相符。丙酸血症的死亡率很高,
随着新生儿疾病谱的增多,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疾病发病率逐渐上升,有必要普及该知识,以期提高临床

医生对于该病的认识。建立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咨询中心,为现病患者提高后续治疗,为已

经诊断患者提供遗传咨询及提供孕期相关检查,并有疑似家族病史的患儿,做好产前检查,提高家属对

于该病的认识。 
 
 
PU-3755 

缺氧缺血神经元自噬基因表达节律及调控机制 
 

李世平,朱将虎,赵凤艳,郑臻,母得志,屈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索新生大鼠缺氧缺血脑损伤后神经元自噬基因和节律基因的表达,探讨缺氧缺血引起神经损

伤的的新机制。 
方法 将 12 只 Sprague-Dawley(SD)大鼠随机分为缺氧缺血组和假手术组,每组 6 只。采用结扎并切

断大鼠右侧颈总动脉并给予低氧处理的方法建立体内缺氧缺血脑损伤模型。Western blot 检测两组

大脑皮层和海马组织节律蛋白 Clock 表达情况。体外培养 SD 大鼠神经元细胞,随机分为氧糖剥夺

(OGD)组和对照组,OGD 组加入无糖无血清 DMEM 培养基模拟细胞缺血状态,并给予低氧处理建立

体外缺氧缺血脑损伤模型。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两组不同时间点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和 LC3,
以及节律蛋白 Clock 表达情况。应用 siRNA 技术抑制神经元 Clock 表达后,检测 Beclin1 和 LC3 的

表达变化。 
结果 体外培养神经元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和 LC3Ⅱ的表达呈现节律性波动;OGD 处理后,体外培养

神经元 Beclin1 和 LC3Ⅱ的表达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升高,不再呈现节律性波动;与假手术组相比,缺
氧缺血引起大鼠皮层和海马组织节律蛋白 Clock 表达降低(P<0.05);体外培养神经元经 OGD 处理

后,Clock 蛋白表达也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抑制神经元节律基因 Clock 表

达后,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和 LC3Ⅱ的表达都显著下降(P<0.05);抑制 Clock 表达神经元经 OGD 处

理后,与阴性对照组相比,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和 LC3Ⅱ的表达也显著下降(P<0.05)。 
结论 缺氧缺血引起神经元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和 LC3Ⅱ表达节律紊乱,其机制可能与节律蛋白

Clock 参与调控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和 LC3Ⅱ的表达有关。 
 
 
PU-3756 

新生儿留置针的护理和应用问题. 
 

董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静脉留置针的操作及护理要点以及并发症和预防措施。 
方法 新生儿使用静脉留置针的穿刺､ 固定､ 封管等操作要点有:血管的选择､ 头皮血管动脉静脉的

鉴别､ 严格的无菌技术､ 穿刺技术､ 留置的时间､ 正确的封管技术 ､ 置管期间的护理等,同时在静

脉留置针操作时伴随着各种并发症;介绍了常见的各种并发症如静脉炎､ 皮下血肿､ 液体渗漏､ 导

管堵塞､ 穿刺感染､ 静脉血栓等形成的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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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使用静脉留置针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患儿痛苦,方便给药。选择合适的血管,妥善的固定,适当压力

的给药方法以及患儿家属的配合保护是提高新生儿静脉留置针成功使用率的关键。 
结论  静脉输液是临床治疗中不可或缺的､ 迅速有效的给药方法,采用静脉留置针可以有效保护血管,
减轻患儿反复穿刺的痛苦,减轻护士的工作量,并且随时保持静脉通路的通畅,便于急救和给药。 
 
 
PU-3757 

延迟脐带结扎对早产儿的影响 
 

杨春晖,赖春华,彭嘉恒,陈志君,陈小兰,杨冰岩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探讨延迟脐带结扎对早产儿的影响。 
方法 将 120 例经阴道分娩的早产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观察组早产儿在分娩后

行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延迟至生后 2min 结扎脐带,对照组早产儿娩出后 10s 内行脐带结扎,并进行常

规护理,比较两组早产儿生后 24 小时内血红蛋白､ 红细胞计数及红细胞压积,生后 1 周内额部黄疸峰

值,其他早产儿近期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早产儿生后 24 小时内血红蛋白､ 红细胞计数及红细胞压积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早产儿败血症､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及贫血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率及胆红素峰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延迟断脐可能是减少早产儿近期并发症有效措施。 
 
 
PU-3758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 Deficiency Diagnosed 
by Whole Exome Sequencing 

 
Chen Yulin1,3,ZHANG GUOQING2,JU HUIQUN2,BEI FEI2,LI JING2,WANG JIAN1,SUN JIANHUA2,BU JUN2 

1.分子诊断实验室 
2.新生儿科 

3.儿科医学转化所 
 

 
Objective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 deficiency (CPS1D) is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inborn metabolic disease characterized mainly by hyperammonemia. The fatal nature of CPS1D 
and its similar symptoms with other urea cycle disorders (UCDs) make its diagnosis difficult, and 
the molecular diagnosis is hindered due to the large size of the causative gene CPS1.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pplicability of exome sequencing 
in molecular diagnosis of CPS1D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We described two Chinese neonates presented with unconsciousness and drowsiness 
due to deepening encephalopathy with hyperammonemia.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Candidate mutations were validated by Sanger sequencing. In-silicon analysis was 
processed for the pathogenicity predictions of the identified mutations. 
Results Two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he gene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CPS1) were identified. One is in Case 1 with two novel missense mutations (c.2537C>T, p. 
Pro846Leu and c.3443T>A, p.Met1148Lys), and the other one is in Case 2 with a novel missense 
mutation (c.1799G>A, p.Cys600Tyr) and a previously reported 12-bp deletion (c.4088_4099del, 
p.Leu 1363_Ile1366del). Bioinformatics deleterious predictions indicated pathogenicity of the 
missense mutation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homology modeling showed that the substituted 
amino acids were highly evolutionary conserved and necessary for enzyme stability o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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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itially and successfully applied whole exome sequencing to the 
molecular diagnosis of CPS1D in Chinese neonates, indicating its applicability in cost-effective 
molecular diagnosis of CPS1D. Three novel pathogenic missense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expanded the mutational spectrum of the CPS1 gene. 
 
 
PU-3759 

15 例妊娠期急性脂肪肝临床特征及母婴不良结局分析 
 

张璐璐,姜红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妊娠期急性脂肪肝(AFLP)产妇及其新生儿临床特征及不良结局。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本院的 15 例诊断明确的 AFLP 产妇临床资料,对产妇

及其分娩新生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5 例产妇发病年龄 23-40 岁(29.0±4.5),孕周 33-39+6周,11 例为初产妇,4 例为双胎妊娠。所有

患者多于春秋季节发病(11/15),首发症状常见为消化道症状(11/15),其他合并症包括肝功能异常

(14/15)､ 低蛋白血症(11/15)､ 低血糖(11/15)､ 凝血功能异常(6/15)等。15 例产妇入院后均选择择

期剖宫产,无产妇死亡,共娩出胎儿 19 例,胎龄 33-39+6周(36.1±2.0),其中 10 例足月儿,9 早产儿;13
例男性胎儿,6 例女性胎儿。19 例胎儿死亡 2 例,正常出院 4 例,余 13 例转入新生儿科病房(NICU)。
17 例存活儿中 5 例宫内窘迫,8 例新生儿窒息,7 例存在羊水污染,其中 5 例为Ⅲ度羊水污染。13 例转

入 NICU 患儿均合并不同程度代谢性酸中毒,符合新生儿低血糖处理标准 11 例,诊断新生儿低血糖 7
例,合并多脏器损伤(肝､ 脑､ 心､ 肾)9 例,脑损伤 7 例(7/12,其中 1 例拒绝颅脑 MR 检查)。 
结论 AFLP 是产科少见而进展迅速的致命性并发症,母婴预后均较差。本研究发现 AFLP 母婴低血

糖发生率高,考虑其不良预后可能与妊娠过程中能量代谢障碍有关。 
 
 
PU-3760 

胆红素-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 P364 L 
基因型与新生儿黄疸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李贵南,胡月圆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了解胆红素-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 P364L 基因型与新生儿黄疸的相关性。 
方法 以原因不明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为观察组(250 例),以同期间因非黄疸入院的且血清胆红素未

达光疗水平的足月新生儿为对照组(40 例),采集所有患儿的外周血标本,采用直接测序法,对胆红素-尿
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UGT1A1)基因进行全基因测序。比较两组患儿以及正常人群的 P364 
L 位点的等位基因突变率。将观察组中存在 P364 L 基因突变患儿分为 P364 L 组(26 例),没有检测

出 UGT1A1 基因突变的患儿分为 UGT1A1 野生型组(45 例),比较两组患儿 3 个月时的血清胆红素水

平。 
结果 1､ 观察组 250 例患儿 P364 L 位点的杂合突变 23 例,纯合突变 3 例,其基因突变频率为

5.8%,40 例对照组患儿,未发现该位点的突变,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8,P=0.027)。查人

群基因数据库示,该基因位点的突变在 1000 人中的检出 11 例杂合突变,未发现纯合突变者,基因突变

率为 0.55%,与观察组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9.78,P=0.002)。2､ P364L 组的血清总胆红素

(TSB)峰值为 457.10±90.96umol/L:UGT1A1 基因野生型组 45 例 TSB 峰值为 386.77±81.62 umol/L,
两组间的 TSB 峰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1.25,P=0.001)。3､ P364L 组和 UGT1A1 基因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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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患儿 3 个月时复查血清 TSB 水平分别为 108.38±24.19umol/L,16.27±3.10umol/L,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F=640.77,P<0.001。 
结论 UGT1A1 基因的 P364L 突变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相关。且黄疸迁徙,可能与 Gilbert 综合征

和 Crigler-Najjar 综合征 II 型相关。 
 
 
PU-3761 

氙气对 3 日龄新生大鼠脑白质损伤脑组织 CLIC4 mRNA ､ 	
 Bcl-2  蛋白表达的影响 

 
赵吉秀,姜红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腹腔内注射脂多糖联合缺氧缺血制作 3 日龄新生大鼠脑白质损伤模型,并对脑白质损伤新生大

鼠给予氙气干预。通过检测其脑组织中 CLIC4 mRNA､ Bcl-2 蛋白的表达,探讨氙气对新生大鼠脑白

质损伤的神经保护作用机制。 
方法 将 3 日龄 SD 新生大鼠 120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n=24),脑损伤组(n=24)和氙气干预组

(n=72)。空白对照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仅游离右侧颈总动脉不做低氧处理;脑损伤组腹腔注射脂多

糖(LPS),游离并结扎右侧颈总动脉并进行低氧处理,但不进行氙气处理;氙气干预组腹腔注射 LPS,游
离并结扎右侧颈总动脉并进行低氧处理及氙气吸入处理。根据脑损伤后氙气延迟干预的时间(0 小时

､ 2 小时和 5 小时),将氙气干预组分为 C1､ C2､ C3 三个亚组(n=24)。各组大鼠分别于 0h､ 24h､
48h､ 72h 各取 6 只行多聚甲醛灌注后断头取脑组织,进行脑组织病理检测､ 蛋白质印迹法(WB)检
测 B 淋巴细胞瘤-2(Bcl-2)蛋白含量､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action ,RT-PCR)检测氯离子通道蛋白 
4 (CLIC4 )mRNA 的表达。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Bonferroni 法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1)在相同时间点,各组 Bcl-2 蛋白的表达量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脑损伤组相

比,C1 组和 C2 组中 Bcl-2 蛋白的表达在各时间点均显着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 C1 组
相比,C2 组和 C3 组 Bcl-2 蛋白表达在 48h 和 72h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较,在各时间点脑损伤组中新生鼠脑室周围白质 CLIC4 mRNA 的表达水平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脑损伤组相比较,氙气干预各亚组中 CLIC4 mRNA 表达均明显减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1)新生大鼠脑白质损伤后 Bcl-2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氙气可使其表达可下降,表明氙气可能通过

抑制神经元凋亡进而减轻白质损伤作用; 
(2)氙气干预可下调 CLIC4 基因的表达,表明氙气可能通过抑制 CLIC4 基因的表达作用于 Bcl-2 蛋白

相关途径抑制神经元凋亡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3)氙气治疗脑白质损伤的时间窗至少有 5 小时,且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PU-3762 

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肝损伤患儿外周血 
microRNA cluster 17~92 表达 

 
王丽,钱继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索新生儿巨细胞病毒感染肝损伤患儿外周血 miR-17~92 cluster 治疗前后表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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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新生儿 HCMV 相关肝损伤患儿 31 例,其中更昔洛韦疗效良好 19 例,疗效不良 12 例,健康

新生儿 20 例。病例组分别在 GCV 治疗前后收集外周静脉血 1mL,检测外周血 miR-17~92 cluster 
表达,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观察组间差异,并对 miRNA 与肝脏酶学指标作相关性分析。 
结果 病例组 miR-17 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而 miR-92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更昔洛韦治疗前,
疗效良好组与疗效不良组无显著差异。更昔洛韦治疗后,疗效良好组 miR-17 表达量高于不良

组,miR-92a 表达量低于不良组。miR-17 与谷丙转氨酶(ALT)水平呈正相关,miR-92a 与 ALT 水平呈

负相关。其余四个 miRNA 表达量较低,且组间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 新生儿 HCMV 感染相关肝损伤患儿外周血中 miR-17~92 cluster 中 miR-17 和 miR-92a 绝对

表达量较高,病例组 miR-17 水平低于对照组,miR-92a 水平高于对照组,GCV 疗效良好组治疗后

miR-17 表上上升,miR-92a 表达下降。miR-17 和 miR-92a 与 ALT 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 
  
 
 
PU-3763 

宿主 miR-92a 通过 Bim 调控宿主细胞凋亡及对病毒复制的作用 
 

王丽,钱继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究 HCMV 体外感染宿主细胞时 miR-92a 表达变化及对宿主细胞凋亡和病毒复制的作用。 
方法 MRC5 细胞感染 HCMVAD169 后,经 RT-PCR 检测不同感染时相 miR-92a 表达变化,同时经

RT-PCR,Western blot 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法验证 miR-92a 的靶基因,转染 miR-92a inhibitor 观
察对靶基因的调控及宿主细胞内质网应激和线粒体损伤等凋亡相关途径的影响,进一步用 siRNA 质

粒阻断靶蛋白 Bim 表达观察其结果。对宿主细胞预转染 miR-92a inhibitor 观察其对病毒复制的作

用。 
结果 MRC5 感染 HCMVAD169 后,miR-92a 在不同感染复数时均表达升高,但峰值出现时间不同。

经 RT-PCR,western blot 和双荧光素报告酶基因检测验证 miR-92a 的靶基因 BCL2L11,编码靶蛋白

Bim。miR-92a inhibitors 预处理细胞后感染 HCMV,western blot 检测宿主细胞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

GADD153,GRP7,caspase-12 等表达升高,与 miRNC 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

线粒体损伤相关蛋白 Bcl-2,Cyt-C 表达升高,用 JC-1 检测线粒体膜电位升高。MRC5 预转染 siBim
后,经 hoechst 染色和流式检测发现,细胞早期凋亡水平上升。 
结论 宿主 miR-92a 在病毒复制早期表达升高,经验证靶基因是 BCL2L11。miR-92a 通过结合

3’UTR 的方式抑制其表达并下调 Bim 水平。miR-92a inhibitor 能提高宿主细胞凋亡水平并抑制病毒

复制。 
 
 
PU-3764 

无乳链球菌感染新生儿 8 例临床特点并文献复习 
 

孙国玉,汤泽中,姜毅,侯新琳,刘黎黎,周燕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无乳链球菌(GBS)脓毒症新生儿的临床特点､ 治疗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 8 例无乳链球菌脓毒症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对

患儿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及治疗效果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文献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8 例患儿中,男女各 4 例,均为足月儿,早发型 6 例,晚发型 2 例,顺产 2 例,剖宫产 6 例,3 例母亲孕

晚期行 GBS 筛查阴性,5 例未行常规 GBS 筛查,3 例孕母产前存在发热,血常规异常或盆腔炎症。入

院后血常规白细总数可显著减低或升高,CRP 明显升高。血降钙素原升高。血培养均为无乳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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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6 例早发型无乳链球菌脓毒症患儿中,5 例以呼吸系统症状为主诉入院,均伴有重症肺炎。1 例以

发热为主诉入院,合并细菌性脑膜炎。2 例晚发型患儿中,1 例合并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1 例合并

脓毒症性休克。8 例患儿 GBS 对青霉素均敏感,病初联合应用抗生素,后降阶梯为青霉素(10 天至 4
周)联合三代头孢类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效果良好。 
结论 新生儿无乳链球菌感染以早发型居多,应积极进行产前 GBS 常规筛查和有效预防,剖宫产不能

完全避免 GBS 感染。新生儿 GBS 感染病情危重,易合并重症肺炎,部分合并脑膜炎､ 新生儿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等其他脏器感染,病情初期需联合用药,病原明确后应及时调整敏感抗生素,预后往往良

好。 
 
 
PU-3765 

β8/TGF- β1 通路促进脑血管内皮细胞缺氧缺血性 
损伤后修复的体外研究 

 
李晋辉

1,2,王华
1,2,唐军

1,2,李德渊
1,2,屈艺

1,2,母得志
1,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出生缺陷与相关妇儿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目的 通过建立体外共培养体系及缺氧缺血(HI)模型,探讨 β8/TGF- β1 通路对脑血管内皮的修复作

用。 
方法 1.体外培养 P10 大鼠星形胶质细胞(AC)及脑血管内皮细胞(CECs),并建立 AC/CECs 体外共培

养体系;2.OGD 体外模拟 HI;3. 取不同 HI 程度 AC 及 CECs,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 β8 在 AC 中表

达,TGFβ1 及 VEGF 蛋白在 CECs 中表达变化;4.在 AC/CECs 共培养 HI 体系中,加入 β8合成多肽和

β8阻断剂,并设立对照,以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游离 TGFβ1 与 TGFβ1-LAP 之间比值

(TGFβ1/TGFβ1-LAP),即活化 TGFβ1 与未活化 TGFβ1 比值,判定 TGFβ1 活化程度;5. 在 AC/CECs
共培养 HI 体系中,注入 β8合成多肽､ β8阻断剂､ 外源性 VEGF,检测 CECs 凋亡程度; 6. AC/CECs
共培养 HI 体系中,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 CECs CD105､ PCNA 蛋白表达。 
结果 1.AC 中 β8蛋白表达在复氧后 12h 开始增加,1d 表达达高峰,至复氧后 7d 仍维持在较高水

平;2.CECs 中 TGFβ1 蛋白表达在复氧后 12h 开始增加,2d 表达达高峰,至复氧后 7d 仍维持在较高水

平;3.CECs 中 VEGF 蛋白表达在复氧后 12h 开始增加,2d 表达达高峰,至复氧后 7d 仍维持在较高水

平;4. AC/CECs 共培养 HI 体系中,β8多肽组在 HI 后各时间点,其 TGFβ1/TGFβ1-LAP 均明显高于 β8

阻断剂组,提示 β8可特异性调节脑血管内皮细胞 TGFβ1 的活性;5. 在 AC/CECs 共培养 HI 体系中,复
氧后 24h,与未处理组(R24h)相比注入 β8合成多肽､ 外源性 VEGF,CECs 凋亡均明显降低,提示 β8

及 VEGF 可减少细胞凋亡;6. 在 β8/TGF- β1/VEGF 通路作用下,CECs CD105､ PCNA 表达上调,在
一定程度上可促进脑血管内皮细胞再生修复。 
结论 发育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时,在 β8/TGFβ1 通路作用下,脑血管内皮 VEGF 表达上调,可能有

利于损伤后内皮细胞存活及脑血管修复。该通路可能成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干预治疗的新靶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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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66 

一例新生儿 RH 溶血换血治疗的护理体会 
 

马彩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目的:总结一例新生儿 RH 溶血病换血治疗的护理方法及体会,探讨经肱动脉-腋静脉同步换血治

疗新生儿溶血病的临床治疗效果和有效护理干预措施。 
方法 方法:采用套管针留置技术, 对一例新生儿溶血病进行肱动脉-腋静脉同步换血。术前做好环境

､ 物品及患儿的准备工作。术中严格无菌操作控制好同步换血的速度。术后检测胆红素以了解换血

效果, 并继续光疗。 
结果 结果:患儿换血成功, 血清胆红素较换血前明显下降。 
结论 结论:经肱动脉-腋静脉同步换血疗法简便､ 实用､ 安全, 疗效可靠。医护人员在临床救治中应

该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积极给予必要的救护措施,要更仔细的对溶血病患者进行 好的护理,保证新生

儿溶血病治疗的效果,减少新生儿死亡率及改善预后。 
 
 
PU-3767 

新生儿多巴胺外渗的护理体会 
 

林珈伊
1,陈丽梅

1,田秋敏
1,马玉珍

1 
1.云南省个旧市妇幼保健院 

2. 
 

 
目的 新生儿多巴胺外渗的早期识别,探讨酚妥拉明急救多巴胺外渗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09 年至 2017 年在我院新生儿科使用多巴胺(963 例)治疗后发生外渗(6 例)的病例,使用

剂量为:4ug/kg.min,连续泵维 4 小时,外渗发生率:0.6%。在发生当即应用酚妥拉明急救,具体操作:甲
磺酸酚妥拉明注射液(规格 5mg/ml) + 灭菌用水 9ml 配制成 0.5mg/ml,然后在外渗处取 5 个位点,每
个位点皮下注射 0.2ml,总量控制在 2.5mg 以内,快速阻断多巴胺的 α 作用,扩张血管解决组织缺血缺

氧性坏死发生。 
结果 及早发现多巴胺外渗并当即处理,6 例外渗皮肤均未发生坏死。 
结论 酚妥拉明急救多巴胺外渗的皮肤损害是有效果的。 
 
 
PU-3768 

不同浓度肝素及血液放置不同时间对血气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 
 

刘顺英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南大学附属扬州医院) 225001 

 
 
目的 分析比较 20IU､ 50IU､ 100IU 肝素钠抗凝血液放置 5min 内,1h,2h 与同一患者同一部位无抗

凝血标本血气检测结果。 
方法 选取新生儿科 96 例需进行血气分析检测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3 组,分别用含 20IU､
50IU､ 100IU 肝素钠的注射器采集动脉血 1ml 分别于 5min 内,1h,2h 做血气分析,采血针软管中的无

抗凝血液采血后立即做血气分析,检测血液 pH､ PaO2､ PaCO2､ K+､ Na+､ Ca2+､ Glu､ Lac､
HCT､ Hb､ HCO3

-､ BE。 
结果  含 20IU 肝素钠的抗凝血标本 5min 内所做检测结果与无抗凝血 接近。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650 
 

结论 使用 20IU 注射用水稀释的肝素钠作为抗凝剂,留取动脉血标本后,5min 内上机检测,对血气分析

结果的影响 小,且经济,并可避免患儿反复接受穿刺的痛苦 
 
 
PU-3769 

新生儿上气道异常的临床分析 
 

王盈灿,黄琦,朱建幸, 夏红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新生儿上气道异常的早期诊断方法､ 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本院新生儿科住院的上气道异常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

诊断方法､ 临床表现､ 检查结果､ 治疗及预后。 
结果 共纳入上气道异常新生儿 55 例,其中男 34 例,女 21 例;早产儿 4 例,足月儿 51 例。 常见的诊

断为先天性喉软化(31 例,其中 14 例合并其他上气道异常),余依次为先天性囊肿､ 声带麻痹､ 喉部肉

芽和罗宾综合征等。患儿多生后即刻或数天内出现症状,表现为呼吸困难､ 发绀､ 喉喘鸣､ 喂养困

难､ 声嘶或哭声弱等,49 例并发肺炎,16 例导致呼吸衰竭。31 例选择性完善鼻咽喉､ 颈胸部等相关

部位 CT 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其中 17 例发现上气道异常,阳性率

为 54.8%;34 例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其中 33 例发现上气道异常,阳性率为 97.0%。患儿中位住院天

数为 14(7~20)d。46 例患儿好转出院,预后良好,其中 20 例在内科治疗的基础上,行手术治疗,26 例

行对症支持等内科保守治疗;7 例死亡,其中 1 例死于紊乱性房速､ 心力衰竭(日龄 69 天),另 6 例家长

放弃治疗;2 例自动出院后失访。 
结论 新生儿上气道异常,症状出现早,严重者可致呼吸衰竭,影像学及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有助诊断。对

于先天性囊肿､ 喉部肉芽､ 鼻咽部肿瘤等占位性病变,或重度喉软化､ 声带麻痹､ 鼻后孔闭锁等造

成严重上气道梗阻症状时,应及时手术治疗以缓解气道梗阻,改善预后。 
 
 
PU-3770 

改良持续性腹膜透析治疗超早产儿顽固性高乳酸血症 2 例报告 
 

罗景华
1,2,郑天

2,陈佳
2,李秋平

2,封志纯
2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超早产监护病房 

 
 
目的 探讨腹膜透析在纠正超早产儿顽固性高乳酸血症中的运用 
方法 回顾 2 例运用腹膜透析治疗的超早产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2 例出生胎龄小于 28 周､ 体重小于 1000g 的超早产儿因低氧血症,顽固性高乳酸血症､ 高血容

量(有全身液体过载,水肿的临床症状)､ 碳酸氢盐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予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

联合改良的持续性腹膜透析(continuous peritoneal dialysis,CPD)及血浆等胶体的补充,患儿高乳酸

血症纠正,全身水肿消失､ 低氧血症纠正。 
结论 腹膜透析治疗超早产儿顽固性高乳酸血症安全有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651 
 

PU-3771 

Identification of Three Novel Pathogenic CPS1 Mutations in 
Two Chinese Neonates with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 Deficiency by Exome Sequencing 
 

Zhang Guoqing,Cheney Yul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Objective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 deficiency (CPS1D) is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inborn metabolic disease characterized mainly by hyperammonemia. The fatal nature of CPS1D 
and its similar symptoms with other urea cycle disorders (UCDs) make its diagnosis difficult, and 
the molecular diagnosis is hindered due to the large size of the causative gene CPS1.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pplicability of exome sequencing 
in molecular diagnosis of CPS1D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described two Chinese neonates with CPS1D, characterized by poor 
feeding, vomiting and deepening encephalopathy as convulsions, coma and central respiratory 
failure. Exome sequencing of the two probands was performed. Candidate mutations screened 
from sequencing data were validated by Sanger sequencing in their respective parents. In-silicon 
analysis was processed for the pathogenicity predictions of the identified mutations and the 
potential function of the mutated amino acids. 
Results Two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in the gene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CPS1) were identified. One is in Case 1 with two novel missense mutations (c.2537C>T, p. 
Pro846Leu and c.3443T>A, p.Met1148Lys), and the other one is in Case 2 with a novel missense 
mutation (c.1799G>A, p.Cys600Tyr) and a previously reported 12-bp deletion (c.4088_4099del, 
p.Leu 1363_Ile1366del). Bioinformatics deleterious predictions indicated pathogenicity of the 
missense mutation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homology modeling showed that the substituted 
amino acids were highly evolutionary conserved and necessary for enzyme stability or function.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itially and successfully applied exome sequencing to the 
molecular diagnosis of CPS1D in Chinese neonates, indicating its applicability in cost-effective 
molecular diagnosis of CPS1D. Three novel pathogenic missense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expanded the mutational spectrum of the CPS1 gene. 
 
 
PU-3772 

新生儿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合并胆汁淤积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孙国玉,汤泽中,姜毅,侯新琳,刘黎黎,周燕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报告 1 例合并胆汁淤积症的新生儿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诊断及治疗经过。 
方法 通过对 1 例合并胆汁淤积症的新生儿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及治疗效果

进行归纳总结,回顾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患儿,男,生后 24 分钟,主因“窒息复苏后 24 分钟,皮肤出血点 20 分钟”入院。胎龄 40+2周,因“宫
内窘迫”剖宫产娩出,出生体重 3280g,生后脐血气 pH 7.22,Apgar 评分 1 分钟 3 分,5 分 8 分,10 分钟

9 分。生后 4 分钟发现皮肤出血点,渐增多,10 分钟出现呻吟,无吐沫。查体:精神反应差,口周发绀,双
上肢及躯干可见散在针尖大小出血点,采血部位止血难,四肢末梢凉,CRT<3 秒。双肺呼吸音粗,可闻

及中小水泡有。心率 110-130 次/分,心音稍低钝,律齐,未闻及心脏杂音。腹软,肠鸣音正常。四肢肌

张力偏低。入院后血小板低,FIB-C 及 D-D 明显升高,输注血小板及血浆,并予肝素治疗,血小板恢复正

常,凝血功能改善。同时予美平联合青霉素抗感染。入院第 3 天,患儿呼吸困难加重,伴全身浮肿,肝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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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尿量少,监测白蛋白低,BNP 明显升高。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次输注血浆,并予限液､ 强心､

利尿等对症支持治疗。浮肿无好转,入院第 5 天给予氢化可的松(17mg/m2*d,共 3 天)及羟乙基淀粉

输注(30ml/kg*d,共 6 天),呼吸困难逐渐好转,浮肿消退,白蛋白正常。生后第 3 天直接胆红素升高,7
天肝酶升高,15 天大便转为陶土色,尿色深黄。予保肝､ 利胆治疗效果欠佳,肝脏持续偏大,质地转

韧,ALT 246 IU/L,TBIL 227μmol/L,DBIL 152μmol/L。生后 29 天行腹腔镜胆管造影术示肝内外胆管

未见异常,并行胆道冲洗。术后患儿黄疸逐渐消退,大便转为黄绿色,尿色转浅。生后 1.5 月,ALT 
96IU/L,TBIL 81.8μmol/.L,DBIL 45μmol/.L,体重 4.35kg,追视好,有自发笑。 
结论 重度窒息新生儿可合并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需要早期识别,在毛细血管渗漏期及时应用小剂量

激素及羟乙基淀粉治疗,也许会缩短病程,改善预后;合并严重胆汁淤积症患儿病例报道不多,经验有限,
早期内科对症治疗效果欠佳时,及时适当外科干预可能有积极意义。 
 
 
PU-3773 

影响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相关因素分析 
 

谢晶晶,高喜容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影响超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死亡的相关因素,为提高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救治成功率提供

一定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超低

出生体重儿的临床资料。按临床结局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间临床资料的差异,分析影响超

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相关因素。 
结果 1､ 273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纳入研究,出生体重 500~999(911.82±94.73)g,以 900~999g 为主,共
195 例(71.4%)。胎龄 22.7~36.7(28.00±2.12)周,以胎龄≥28 周为主,共 119 例(43.6%)。住院时间

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为 47.00(11.00,79.00)天。住院费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为
62151.09(27154.76,116107.59)元。273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中,付费方式自费有 201 例(73.6%);男性

162 例(59.3%);采用辅助生殖技术 90 例(33.0%);产前应用糖皮质激素 116 例(42.5%);剖宫产分娩

65 例(23.8%);双胎或多胎 116 例(42.5%);1 分钟 Apgar 评分≤7 分 176 例(64.5%)。住院期间患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者 252 例(92.3%),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65 例(60.4%)。动脉导管未闭 131 例

(48.0%)。III°及以上脑室周-脑室内出血 26 例(9.5%)。脑白质软化 22 例(8.1%)。新生儿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 22 例(8.1%)。273 例患儿存活 156 例,死亡 117 例,病死率为 42.9%。 
2､ 存活组患儿与死亡组患儿临床资料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死亡组胎龄､ 出生体重､ 应用氨茶碱或枸

橼酸咖啡因的比例均低于存活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组 5 分钟 Apgar 评分≤7 分的

发生率､ 产房复苏需≥C 步骤的比例､ 需有创通气的比例､ 前置胎盘､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肺

出血､ 脑室周-脑室内出血､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动脉导管未闭､ 代谢性酸中毒､ 新生儿休

克､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新生儿高血糖症､ 硬肿症发病率均高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应用氨茶碱或咖啡因是

ELBWI 死亡的保护因素(OR=0.343,95%CI:0.175~0.674,P=0.002)。低出生体重､ 肺出血､ 新生儿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需有创通气和新生儿高血糖症是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 1､ 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并发症､ 合并症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 
2､ 应用氨茶碱或咖啡因可能是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保护因素。 
3､ 低出生体重､ 肺出血､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新生儿高血糖症是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独

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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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74 

脂肪干细胞旁分泌因子治疗胆红素脑病听力损伤的临床研究 
 

李玲
1,栾佐

1,2,李贵南
1,易好用吗

1,胡月圆
1,李军

1,周勇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分析影响新生儿中-重度胆红素脑病听力损伤预后的相关因素;探讨脂肪干细胞旁分泌因子

(adipose stem cell paracrine factor,ASCF)治疗新生儿中-重度胆红素脑病听力损伤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双盲随机病例对照研究,选取 2014.8.1 至 2016.4.30 我院足月新儿科病房收治的中-
重度胆红素脑病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儿住院期间的常规治疗相同,观察组在常

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ASCF 鞘注治疗,分别在入院后 12h､ 36h､ 72h 鞘内注射 ASCF(0.2ml/支/次,
即 1 单位,由北京海军总医院提供)。出院后于 1 月､ 3 月､ 6 月､ 12 月定期随访。收集相关资料,分
析患儿患儿的听力转归 
结果 (1)共纳入 48 例患儿,1 例失访､ 2 例排除, 后 45 例纳入统计,观察组(23 例)､ 对照组(22 例)。
胎龄 38.8±1.2 周,平均出生体重 3217±422g,入院日龄 6.9±2.7 天,血清总胆红素(total serum 
bilirubin,TSB)为 655.3±111.96umol/L。两组患儿的性别､ 入院日龄､ 胎龄､ 出生体重､ 病因､

TSB 峰值水平､ BIND 评分峰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至 12 月时听力正常者 4 例

(8.9%),重度听力障碍者 15 例(33.3%),极重度听力障碍者 10 例(22.2%)。(2)中重度及以下听力障碍

组与重度及以上听力障碍组 TSB 值比较:两组 TSB 峰值分别为 607.9±77.5umol/L､
693.3±121.9u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7.407,P=0.009)。(3)听力转归与中枢性呼吸衰竭的关系:
有中枢性呼吸衰竭者,重度及以上听力障碍发生率 68.8%;无中枢性呼吸衰竭者,重度及以上听力障碍

发生率 2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7.810,P=0.008)。(4)观察组与对照组 3 月时重度以上听力障

碍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至 6 月时,观察组与对照组重度及以上听力障碍发生率分别为 39.1%和

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5.140,P=0.023),且两组患儿 6 月与 12 月听力转归一致。(5)不同影响

因素与观察组和对照组听力转归的关系:1)在无中枢性呼吸衰竭的患儿中,观察组与对照组重度及以

上听力减退发生率分别为 0%､ 6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35);2)当 BIND 评分≥7 分时(即重

度胆红素脑病患儿),观察组与对照组重度及以上听力损伤率分别为 45.5%､ 90.0%,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43)。(6)观察组在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与 ASCF 鞘注相关的不良反应 
结论 TSB 峰值､ 中枢性呼吸衰竭､ BIND 评分与中-重度胆红素脑病听力损伤预后相关; ASCF 治疗

新生儿重度胆红素脑病听力损伤有一定疗效; ASCF 治疗中未发生不良反应生。 
 
 
PU-3775 

脂肪干细胞旁分泌因子对胆红素脑病智力和运动预后的临床研究 
 

易娟
1,栾佐

1,2,李贵南
1,周勇

1,胡月圆
1,李军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脂肪干细胞旁分泌因子(ASCF)对新生儿胆红素脑病(NBE)的智力及运动损伤的治疗作用 
方法 将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 44 例中-重度 NBE 患儿纳入研

究,随机分为观察组(22 例)和实验组(22 例),两组在住院期间均行常规治疗(如换血､ 光疗､ 神经节苷

脂等),另外观察组在入院后 12 小时､ 36 小时､ 72 小时进行 3 剂 0.2mlASCF 鞘注治疗。两组均在

入院病情稳定后行 NBNA 评分,3 天内完成头颅 MRI,出院后 1 月开始随访至 12 月,1 月复查 NBNA
评分,于 3 月､ 6 月､ 12 月完成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评估患儿智力､ 运动的发育情况。出院后 3 月

至 12 月内复查头颅 MRI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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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两组患儿的性别､ 住院天数､ 入院日龄､ 胎龄､ 出生体重､ 血清总胆红素(TSB)峰值水平

､ BIND 评分､ 入院后 NBNA 评分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具有可比性。2､ 随访至 12
月时,所有入组患儿的智力正常率为 52.3%,智力落后率 15.9%,运动正常率为 36.4%,运动落后率

22.7%;3､ TSB 峰值与智力､ 运动的转归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322 和 0.303,P 值分别为

0.033 和 0.045,即 TSB 峰值与患儿智力､ 运动的损伤程度成正相关关系;4､ 慢性期头颅 MRI 的好

转情况与智力､ 运动的发育结局的比较,P 值分别为 0.004 和 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 1 月､ 3
月随访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智力､ 运动发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6 月随访比较观察组和

对照组智力发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比较两组间运动发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12 月随访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智力､ 运动发育结局的比较 P 值为 0.037 和 0.047,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6､ 随访至 12 月时观察组患儿均未发生与 ASCF 鞘注相关的不良反应。 
结论 ASCF 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 NBE 患儿智力､ 运动的预后,且未发现不良反应 
 
 
PU-3776 

不同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曲线的应用比较 
 

黄鸿眉,陈益华,张卫文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目的 比较不同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曲线在临床实际应用中的差别,为合理选择新生儿出生体重评价

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以 2014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8 月 31 日期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出生的胎龄 37-41 周活产单胎

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分别用中国 1988 版 15 城市校正生长曲线､ 中国 2015 版 23 省市生长曲线､

2013 版 Fenton 曲线和 2014 版 INTERGROWTH-21st 新生儿生长曲线参考值评价各胎龄新生儿的

出生体重,比较不同出生体重标准曲线对足月新生儿出生体重的评价结果。 
结果 共调查 8587 例新生儿,本研究各胎龄段男婴和女婴的出生体重平均值与中国 2015 曲线和

INTERGROWTH-21ST曲线 P50 参考值趋势一致。中国 1988 曲线各胎龄男婴和女婴 SGA 的检出

率偏低,均低于 5%,胎龄越小检出率越低,而 LGA 的检出率明显增高,均显著高于 10%;2013Fenton
曲线 39 周后 SGA 的检出率偏高,胎龄越大检出率越高,男婴尤其显著,所有胎龄 LGA 的检出率均低

于 5%;中国 2015 曲线各年龄阶段男婴和女婴的 SGA 和 LGA 的检出率约在 5-
10%;INTERGROWTH-21ST曲线除 41 周男婴外,SGA 的检出率均低于 5%,LGA 检出率约在 6-14%
的范围。 
结论 采用中国 2015 曲线评价我中心出生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更为合适,不同胎龄男女婴 SGA 和 LGA
的检出率均在 5-10%的合理范围,符合目标人群的出生体重分布特点。 
 
 
PU-3777 

早产儿贫血防治进展 
 

李娅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早产儿预防与治疗措施 新进展,减少早产儿贫血发生率及贫血所致并发症。 
方法 通过 Pubmed 及万方等搜集关于早产儿贫血防治相关 新研究,整理并总结资料。 
结果 早产儿贫血发生率高,可导致诸多不良后果,积极防治早产儿贫血措施包括延迟脐带结扎或挤压

脐带､ 减少检验性失血､ 补充铁剂､ EPO 治疗､ 输注红细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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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产儿贫血极为常见,其对早产儿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容小觑。我们目前多以输血纠正早产儿贫

血为主,辅以预防贫血的各项措施,能一定程度上改善早产儿贫血预后。但高贫血率及部分患儿结局

不良提醒我们医护人员更需重视早产儿贫血,早产儿输血的 低 HB 阈值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来对比分

析,并提出更为有效防治早产儿贫血的综合措施。 
 
 
PU-3778 

足月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EOS) 
对血脂及脂蛋白代谢水平的影响观察 

 
戴玉璇

1,包云光
1,丁斌

1,应玲静
1,王叶萍

1 
1.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2.浙江省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了解足月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EOS)对血脂及脂蛋白代谢水平的影响。 
方法 根据 2014 年 5 月中华儿科杂志发表的诊疗指南确定并随机选取 30 例足月新生儿 EOS(观察

组,胎龄 37-40 w,日龄 1-3 天,体重 2000-3950g,男=19,女=11,于入院当天用生化速率法测定血胆固

醇(To)､ 血甘油三脂(Tg);用免疫沉淀法测定载脂蛋白 E(apo-E) 。22 例同期足月新生儿作对照(对照

组,胎龄胎龄 37-40 w,日龄 1-3 天,体重 2200-3890g,男=13,女=9,)。 
结果  观察组 To､ Tg､ apo-E 平均值分别为 (4.01±0.67)､ (2.07±0.62)､  (7.98±O.61)mmol/L,对照

组三者平均值分别为(3.67±0.55,P>0.05)､ (1.47±0.39,P<0.05)､  (5.22±O.43, P<0.01)mmol/L。 
结论  新生儿早发感染后炎症反应对其血脂及脂蛋白代谢水平有明显影响,其中 To､ Tg､ apo-E 水

平均升高,Tg 明显差异,apo-E 则有显著性差异,提示:apo-E 的检测对于新生儿 EOS 的临床具有诊断

参考价值。 
  
 
 
PU-3779 

 logistic 回归分析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外科手术指征 
以及不同影像学方法对 NEC 诊断价值的比较研究 

 
刘娜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相关指征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估独立预测因素,以及对外科手术指

征的指导作用。比较 X 线和超声对 NEC 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100 例 NEC 患儿的临床资料,实验室结果及阳性影像学诊断。阳性影像学资料定义为:X
线表现持续扩张的肠袢及门静脉积气,膈下游离气体。超声表现为肠壁增厚积气,肠管粘连,腹腔积液,
门静脉积气等。X 线和超声均符合其中两条及以上判断为阳性影像资料。logistic 回归分析 NEC 独

立预测因素。将 NEC 患儿分成保守治愈及手术证实两组,应用 roc 曲线比较两种不同影像学检查方

法对 NEC 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100 例 NEC 患儿,16(16%)例患儿需要外科手术干预。多变量 Logic 回归分析提示腹胀､ c 反

应蛋白水平和阳性影像学诊断是外科手术指征的独立预测因素。其中阳性影像学诊断是 有力的预

测因素。超声检查与 X 线两种影像学检查比较,超声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二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腹胀､ c 反应蛋白水平和阳性影像学诊断是外科手术指征的独立预测因素。其中阳性影像学诊

断更为有力。超声检查相对于 X 线对 NEC 诊断准确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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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0 

 基因诊断丙酸血症 1 例  
 

杨柳青,陈丽萍,曾丽春,李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1 例丙酸血症患儿基因突变特点､ 临床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  
方法 分析 1 例丙酸血症患儿的病例资料及家系的基因突变检测结果,分析 PCCA 基因突变致丙酸血

症的临床表现､ 生化检测和基因突变特点。 
结果 患儿,男,10 天,G3P3,39 周头位阴道产,生后反应差､ 吃奶少､ 不哭 10 天入院,新生儿期发病。

父母亲体健,母亲 G1P1,女,足月顺产,生后 10 天不明原因代谢性酸中毒死亡。入院后血小板反复下

降,血遗传代谢筛查发现 CO 降低,C3 升高,C3/C2 升高,尿遗传代谢提示亮氨酸升高,CO 降低,C3､
C3/C2 升高考虑丙酸血症可能。随访致患儿 2 月 22 天时,患儿突然出现纳差､ 精神差､ 解黑便,三
系减低､ 昏迷,完善头颅 MRI+MRA+MRV 提示双侧基底节区及额颞枕叶白质区对称性高信号,Willis
环显影较细,分支稀疏。完善家系基因发现患儿父母亲各携带 PCCA 基因变异,患儿为 PCCA 基因的

复合杂合变异。c.1845+1G>A,该变异未出现在大规模人群测序计划数据中,为罕见变异,该变异影响

剪接,可能导致不能转录､ 翻译正常蛋白质。c.446delA,也为罕见变异,该变异为移码突变,导致不能

编码正常蛋白质。 
结论 PCCA 基因是丙酸血症的致病基因,丙酸血症呈染色体隐性遗传,主要表现为间歇性呕吐､ 昏睡

､ 酮中毒､ 嗜中性粒细胞减少,周期性血小板减少症,低丙球蛋白血症,发育迟缓,蛋白不耐受等,结合

患儿临床表现及病史,符合诊断。c.1845+1G>A 突变,c.446delA 均为罕见变异,该病例丰富了 PCCA
基因突变数据库,为丙酸血症的临床诊断和遗传学咨询提供依据。 
 
 
PU-3781 

早期新生儿血 25OHVD 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刘阳,岳少杰,王铭杰,廖正嫦,李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新生儿出生时血 25OHVD 水平情况,研究影响新生儿 25OHVD 水平的因素。 
方法  收集 2014 年 8 月-2015 年 7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新生儿科住院､ 并抽血检查 25OHVD 的

777 例新生儿的临床资料,根据胎龄,体重,性别,宫内发育水平､ 出生月份进行分组,分析各组新生儿

血 25OHVD 的含量,并进一步对 25OHVD 含量与血 PTH､ 钙､ 磷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①777 例住院新生儿血 25OHVD 含量为(15.34±8.04)ng/ml,其中维生素 D 水平正常 197 例

(25.35%),缺乏 580 例(74.65%)。② 不同胎龄(<34w,34-<37w,≥37w)､ 出生体重(低出生体重组,正
常体重组,巨大儿组)､ 性别及是否为小于胎龄儿(SGA 组,AGA 组,LGA 组)各组新生儿血 25OHVD 含

量无明显差异(p=0.872;0.657;0.626;0.592),其各组正常率与出生胎龄､ 出生体重､ 性别及出生时是

否为小于胎龄儿无明显相关性。③出生月份:7-9 月组新生儿血 25OHVD 含量 高

(19.86±8.92ng/ml),远高于其它月份出生的新生儿(P<0.001)。 
结论 本研究中新生儿血 25OHVD 含量普遍偏低,大部分处在维生素 D 缺乏的状态,与胎龄､ 出生体

重､ 性别､ 宫内发育水平情况等无明确相关性,与出生月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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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2 

990 例新生儿腰穿临床安全性分析研究 
 

杨舸,周美娟,岳少杰,余小河,王铭杰,曹传顶,廖正嫦,丁颖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比较腰穿前后新生儿生命体征的变化情况及腰穿时损伤的发生率以探究新生

儿腰穿临床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在湘雅医院新生儿科住院并行腰穿

的 990 例新生儿临床资料。收集所有患儿住院临床资料,比较腰穿前及腰穿后 1-2 h､ 4-6 h､ 6-8 h
生命体征(体温､ 心率､ 呼吸频率､ 血氧饱和度､ 血压(收缩压､ 舒张压､ 平均动脉压))及发生腰穿

损伤例数。 
结果 1. 患儿的一般资料:本研究 990 例新生儿中早产儿 477 例(48.2%),足月儿 513 例(51.8%);男性

患儿 636 例(64.2%),女性患儿 354 例(35.8%)。出生体重 2564.0±923.4 g,所有患儿进行腰穿检查原

因为神经系统症状或体征阳性 352 例 (35.6%), 败血症 450 例 (45.5%),影像学检查异常 58 例 (5.9%)
等。患儿行腰穿前均经其家长知情并签字同意。2. 腰穿后生命体征的变化:(1)患儿总体:腰穿后 1-2 
h 的体温､ 呼吸频率及血压虽低于腰穿前(p<0.01),但其值在正常范围内。随腰穿后时间延长,腰穿后

4-6 h 及 6-8 h 呼吸频率､ 血氧饱和度及血压虽均较腰穿前低(p<0.05, p<0.01),但和腰穿后 1-2 h 相

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2)颅压增高新生儿:虽腰穿后各时间点血压(收缩压､ 舒张压､ 平均动脉压)
均较腰穿前低 (p<0.01),但属正常范围。血氧饱和度在腰穿后 4-6 h 及 6-8 h 虽较腰穿前低(p<0.05, 
p<0.01),也属正常范围。(3)不同程度颅压增高新生儿:根据颅压增高程度分组为 80<ICP≤120 
mmH2O､ 120<ICP≤160 mmH2O 和 ICP>160 mmH2O,三组腰穿后呼吸频率､ 血氧饱和度及血压

变化与新生儿总体变化一致,虽腰穿后各生命体征较腰穿前降低(p<0.05, p<0.01),但属正常范围。(4)
足月儿及早产儿:① 足月儿及早产儿总体:其腰穿后各时间点的体温､ 氧饱和度及血压变化与腰穿前

比较的结果与总体变化一致。② 颅压正常足月儿及早产儿:其腰穿后各时间点的各生命体征的变化

与总体变化一致。③ 颅压增高足月儿及早产儿:其腰穿后各时间点的体温､ 氧饱和度及血压与腰穿

前比较与总体变化一致。腰穿后各生命体征数据有一定变化,仍在正常范围。3. 腰穿损伤发生率:本
研究中腰穿时发生损伤 32 例,损伤率为 3.2%。其中早产儿 12 例(2.5%),足月儿 20 例(3.9%)。4. 疾
病 终转归:无患儿在腰穿后 48 小时内病情加重或死亡。 
结论 腰穿对新生儿生命体征无影响,对颅压正常或增高､ 足月儿或早产儿的生命体征均无影响。本

研究中腰穿损伤发生率低且患儿在腰穿后无病情加重或死亡。因此,腰穿对不同胎龄新生患儿是一

种安全的临床操作。 
 
 
PU-3783 

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临床及血流动力学研究 
 

焦佳楠,李月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动脉导管未闭(PDA)发生的高危因素,评价超声心动图对于 hs-PDA 的判断价值,探讨 hs-
PDA 与 ARDS､ 肺出血､ BPD､ IVH､ NEC 之间的关系,观察布洛芬治疗 PDA 的治疗效果及毒副作

用。 
方法 选择 2015 年 09 月至 2016 年 08 月生后 24 小时内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 胎龄≤34 周同时体重≤2000g 的早产儿 257 例,通过生后超声心动图结果有无 PDA 将研究

对象分为无 PDA 组(148 例)和有 PDA 组(109 例),根据有无临床症状将有 PDA 组分为 hs-PDA 组

(48 例)和无血流动力学意义的 PDA(nhs-PDA)组(61 例)。hs-PDA 组给予口服布洛芬首剂 10mg/kg,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658 
 

第 2､ 3 剂各 5mg/kg,间隔 24 小时给药 1 次。采用 SPSS 21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 t
检验､ 方差分析､ 非参数检验､ ROC 曲线等分析方法。取 α=0.05 为检验水准,以 P<0.05 代表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PDA 与胎龄及出生体重均呈负相关(R 分别为-0.270､ -0.259,均 P<0.05)。心脏超声指标方面,
三组之间 LA/AO､ LV/A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相比,ARDS､ 肺出血､ NEC 及 BPD 则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hs-PDA 组口

服布洛芬一疗程有效率为 68.8%(33/48),两疗程有效率为 77.1%(37/48)。 
结论 胎龄越小､ 出生体重越低,PDA 的发生率越高;早产､ 低出生体重及合并 ARDS 是发生 PDA 的

高危因素;当患儿出现心前区搏动增强､ 心率增快､ 心脏杂音､ 呼吸情况恶化等临床表现,且心脏超

声 DA 直径≥2.25mm､ LA/AO≥1.27､ LV/AO≥2.17 时,提示发生 hs-PDA,需应用药物治疗;hs-
PDA 可延长机械通气时间,与肺出血､ NEC 及 BPD 的发生存在相关性;布洛芬治疗 PDA 效果显著

且副作用小。 
 
 
PU-3784 

新生儿 B 族链球菌感染危险因素研究 
 

李春燕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目的 探讨新生儿 B 组链球菌感染的危 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产检的孕妇 6673 例,由专业产科医生对所有产妇

进行 B 族链球菌感染筛查,将 87 例 B 族链球菌阳性孕妇分娩的新生儿纳入本次研究。依据新生儿 B
族链球菌感染情况分为感染组(n=19 例)和未感染组(n=68 例),对两组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两组入选者的妊娠结局。 
结果  感染组与未感染组的胎龄､ 初产情况､ 孕期是否使用抗菌药物具有显著差异(p<0.05),与新生

儿 B 族链球菌感染具有一定相关性。对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胎龄､ 孕期未使用抗菌药物是影响新生儿 B 族链球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胎龄､ 孕期未使用抗菌药物是影响新生儿 B 族链球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能够增加早产､ 新

生儿感染等不良妊娠结局风险。 
 
 
PU-3785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早产儿胃食管反流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邓海,唐英姿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厢竹院 530003 

 
 
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早产儿胃食管反流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方法 将 2016 年 1~12 月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早产儿 76 例按入院时间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 38 例。对照组按常规进行入院宣教､ 住院护理和出院指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以家

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即利用住院期间早产儿家长每周探视时间责任护士对早产儿家长进行早产儿

相关护理知识及技能指导,并在出院前安排早产儿家长入住家庭母子陪护病房,在责任护士指导和示

范下,学习并承担早产儿主要的日常护理。 
结果 出院时观察组早产儿家长照护技术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早产儿发生胃食管反

流的次数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每日增长体重明显大于对照组(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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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住院期间让家长参与到早产儿护理工作中,能使家长掌握更多的护理知识和技能,提高早产儿家

长的照护技术,通过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对发生胃食管反流的早产儿有效的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率。 
 
 
PU-3786 

超低出生体重儿败血症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申子云,程秀永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通过统计分析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围生期情况,探讨其败血症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0 月-2015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超低出生体重儿共 135 例,其中败血症患儿(共 18
例)作为研究组,非败血症患儿(共 117 例)作为对照组。用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库,记录孕母年龄､

长期居住地､ 健康情况､ 受孕方式､ 孕次､ 产次､ 分娩方式､ 新生儿性别､ 出生体重､ 胎龄､ 身长

､ 头围､ 住院天数､ 治疗结局､ 分娩并发症､ Apgar 评分､ 住院期间各系统并发症等可能的影响因

素,计算机录入资料,核实数据无误后将数据导入 SPSS21.0 进行分析,定量资料分析采用 t 检验,定性

资料分析采用 PearsonХ2检验,检验水准 α=0.05;数据服从正态性分布的用均数±标准差( ±s)表
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t 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组平均胎龄､ 1 分钟及 5 分钟 Apgar 评分均小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性别､ 出生体重､ 孕母年龄､ 孕产次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 >0.05)。2.PearsonХ2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组的孕母基础疾病患病率､ 患儿死亡率､ HIE 发生率均

高于对照组(P <0.05),而心力衰竭､ PPHN､ 新生儿贫血等的发病率却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研
究组与对照组在受孕方式､ 分娩方式､ 胎膜早破､ 产前激素应用､ 呼吸机应用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 >0.05)。 
结论 1.孕母基础疾病患病率､ 患儿胎龄等因素与超低出生体重儿败血症的发生具有一定相关性。2.
超低出生体重儿败血症组患儿的死亡率较非败血症组高。 
 
 
PU-3787 

改进 CVC 穿刺部位在新生儿静脉治疗中的应用 
 

徐兵 
安徽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4 

 
 
目的 探讨改进中心静脉导管的穿刺部位在新生儿静脉治疗中应用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方法 对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 79 例住院患儿,行经外周静脉置入 CVC,穿刺时导引针采用

20G 留置针。采用回顾行分析的方法,总结出常见的护理问题､ 置管注意事项､ 血管的选择及并发

症进行分析,并制定出相应的干预措施。 
结果 完成治疗 65 例,成功率 82.28%,留置时间 1-17d。并发症中穿刺处渗液 8 例其中选择大隐静脉

3 例､ 头静脉 2 例､ 贵要静脉 2 例､ 肘正静脉中 1 例;静脉炎 3 例均为大隐静脉;前臂肿胀 2 例为肘

正中静脉和贵要静脉;脱管 1 例为腋静脉。 
结论 改进 CVC 穿刺部位及方法,能有效减少患儿因反复静脉穿刺引起的疼痛刺激,提高一次性置管

成功率;腋静脉､ 肘正中静脉及贵要静脉为 CVC 经外周静脉穿刺的 佳穿刺部位;大隐静脉及头静脉

并发症发生率高,不易作为穿刺部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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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8 

改进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的效果观察 
 

徐兵 
安徽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4 

 
 
目的 探讨改进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技术的方法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3 年-2015 年 6 月我科收治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NHB)并符合换血指证 33 例,采用改

进的全自动封闭式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法,对患儿进行换血治疗。通过观察新生儿换血前后血清胆

红素及电解质的变化,进一步探讨改良全自动封闭式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疗法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中的临床疗效。 
结果 换血治疗后患儿总胆红素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T=7.0571  p<0.001);血钠较换血前降低(T= 
2.8056  p<0.001);血钙及血糖较治疗前升高明显(T= 2.8056  p<0.001,T=3.9148  p<0.001),血钾水

平改变不明显(P>0.05)。血钠､ 血钙虽然有变化,仍在正常范围,血糖在 2 小时候有 25 例降至正常,8
例 3 小时后降至正常。 
结论 应用改进的全自动换血疗法治疗 NHB,对新生儿机体内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对其构成

生命危险,安全有效,节省时间及人力,患儿舒适,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3789 

改良留置针替代导入鞘法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的应用 
 

徐兵 
安徽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4 

 
 
目的 探讨改良留置针替代导入鞘的方法及在新生儿 PICC 置管应用中的可行性及安全性分析。 
方法 对 125 例新生儿应用 20G 留置针置入 PICC 观察组(为新手组和血管条件差组),与应用导入鞘

置入 PICC 的 122 例新生儿对照组(新手组和血管条件差组)进行对比,分别比较新手组､ 血管条件差

两组一次穿刺的成功率。 
结果  观察组:新手组 74 例中,一次穿刺成功 58 例,成功率 78.37%,血管条件差组 51 例,一次穿刺成

功 41 例,成功率 77.36%。对照组:新手组 75 例中,一次穿刺成功 45 例,成功率 60.00%,血管条件差

组 47 例,一次穿刺成功 24 例,成功率 51.06%。2 个新手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个血

管条件差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新生儿 PICC 置管中,经济简便的留置针可以替代可撕裂式导入鞘使用,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
值得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推广使用。 
 
 
PU-3790 

超声对新生儿颅脑损伤的诊断价值研究 
 

卫晶丽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超声对新生儿颅脑损伤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我院儿科住院治疗､ 有围生期窒息病史的 80 例患儿。胎

龄 29~41 周,平均胎龄为(37±2)周。将其分为足月儿组和早产儿组,其中足月儿组 47 例,胎龄 37~41
周;早产儿组 33 例,其中胎龄<34 周 19 例,胎龄 34~36(+6d)周 14 例。所有患儿产前超声已排除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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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结构异常,于出生 72 h 内行颅脑超声检查,并经颞囟检测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血流动力学变

化,主要参数为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Vs)､ 舒张末期血流速度(Vd)以及阻力指数(RI)。于超声检查结

束 24 小时内行头颅磁共振检查,以磁共振结果为金标准,比较分析超声检查结果。 
结果 1､ 两组患儿超声表现 
两组患儿出生后 72 h 内超声检查,80 例患儿中 62 例表现不同程度的脑损伤,阳性率为 77.5%。其中,
颅内出血共 39 例(占 48.7%);脑水肿 23 例(占 28.8%);脑白质损伤 18 例(占 22.5%); 21 例(占 26.2%)
患儿脑血流动力学发生改变:11 例 Vd 上升､ RI 下降(≤0.55);5 例 Vs､ Vd 下降,RI 正常;3 例频谱高

尖､ RI 上升(≥0.8);2 例一侧大脑中动脉 Vs､ Vd 上升,RI 正常。 
2､ 两组患儿脑组织损伤类型比较 
(1)脑组织损伤类型  足月儿组 常见类型为颅内出血(22/47,46.8%)及脑水肿(19/47,40.4%);早产儿

组 常见类型为颅内出血(17/33,51.5%)和脑白质损伤(12/33,36.4%)。两组患儿除脑水肿外脑损伤

的各类型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胎龄越小,颅内出血及脑白质损伤发生率越高;而胎龄越大,脑水肿的发生率越高。 
3､ 超声与 MRI 检查结果对照 
与 MRI 结果相比,超声未检出病变 18 例。其中,未检出单发或伴发的硬膜下出血､ 蛛网膜下腔出血

及脑实质点状出血的患儿 7 例,其中足月儿 4 例,早产儿 3 例,其假阴性率为 8.8%(7/80)。未能诊断出

足月儿额､ 顶叶局限性脑水肿 6 例,其假阴性率为 7.5%(6/80)。未能诊断出侧脑室周围､ 基底节区

局限性脑白质损伤 5 例,其中足月儿 3 例,早产儿 2 例,其假阴性率为 6.3%(5/80)。 
结论 颅脑超声可早期发现新生儿脑组织结构改变及血流动力学变化,为临床诊断提供重要信息。 
 
 
PU-3791 

新型“新生儿中药退黄洗液”治疗 G-6PD 
缺乏症新生儿黄疸临床疗效观察 

 
梁正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观察新型“新生儿中药退黄洗液”治疗红细胞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症新生儿黄疸的

临床疗效。 
方法 60 例 G-6PD 缺乏症新生儿黄疸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

组给予常规及蓝光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新型“新生儿中药退黄洗液” 泡浴治疗,疗程

3d。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胆红素值､ 经皮测胆红素值､ 光疗时间､ 光疗指数。 
结果 治疗 3d 后,两组患儿血清胆红素值､ 经皮胆红素值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观察组血清胆红素､

经皮胆红素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光疗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观察组治疗

方法优于对照组;光疗 24 小时后比较两组光疗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两组溶血程度

无显著差异,新型“新生儿中药退黄洗液”对溶血发生无明显影响。 
结论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新型“新生儿中药退黄洗液”治疗 G-6PD 缺乏症新生儿黄疸疗效好,可
缩短光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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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92 

A clo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telet size and vitamin D 
levels in preterm infants 

 
Su Qiaoer, Qian Yan,Li Wenju , Wu Xiaohui ,Weng Huach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Objective platele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term infants. There is a closed relationship 
among blood system, immune system, and cardiovascular system for preterm infants. Vitamin D 
regulates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prevents from thrombosis in adult.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levels and platelet size 
in preterm newborns. 
Methods Preterm infants suitable for gestational age and without serious infection, whose 
mothers did not get thrombocytopeni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Platelet indices and vitamin D 
levels day 14 after birth were recorded.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by vitamin 
D levels. The comparison of platelet indices among groups was performed. 
Results Large platelet ration (P-LCR) wa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vitamin D levels. The 
differences on PC, PCT, MPV and PDW were no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Lower vitamin D levels increased the release of large platelet in preterm infants and 
improved the activation of platelet. Vitamin D levels may b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turity and 
function of platelets in premature period. 
 
 
PU-3793 

不同胎龄早产儿生后早期对脂肪乳的耐受性研究 
 

唐慧,杨传忠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分析不同出生胎龄早产儿生后早期对脂肪乳的耐受性。 
方法 根据出生胎龄 98 例早产儿分为超早产儿组(n=17)､ 早期早产儿组(n=48)和中晚期早产儿组

(n=33),再根据脂肪乳剂量分为低剂量脂肪乳与高剂量两个亚组,留取脐血及生后前 3d 的血干滤纸片,
用串联质谱法检测短､ 中､ 长链酰基肉碱含量,对各组酰基肉碱含量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超早产儿､ 早期早产儿和中晚期早产儿脐血及生后前 3d 的短､ 中链酰基肉碱浓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长链酰基肉碱浓度在超早产儿组与早期早产儿组均低于中晚期早产儿组(p<0.05),且浓度

与胎龄成正相关。超早产儿低剂量脂肪乳组生后第 2 天的短､ 中､ 长链酰基肉碱浓度均高于高剂量

组(p<0.05)。早期早产儿与中晚期早产儿不同剂量脂肪乳亚组的前 3 天短､ 中､ 长链酰基肉碱浓度

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超早产儿和早期早产儿生后前 3d 对长链脂肪酸的代谢能力均低于中晚期早产儿;早期早产儿与

中晚期早产儿生后早期可以耐受高剂量脂肪乳,但超早产儿生后早期对高剂量脂肪乳代谢能力可能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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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94 

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存活情况和住院并发症分析 
 

张应绩,杨传忠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回顾性分析近年来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超早产儿(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

(ELBWI)的生存情况和并发症的变化趋势,以进一步提高救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NICU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住院的 335 例超早产儿和

ELBWI 的临床资料,比较和分析从 2009 到 2015 年各年间不同胎龄超早产儿和不同出生体重

ELBWI 的住院数､ 存活率､ 并发症率等。 
结果 期间共收治 335 例超早产儿和 ELBWI,2009-2015 年超早产儿总体治愈率､ 存活率分别为

64.1%(166/259)､ 71.0%(184/259),ELBWI 总体治愈率､ 存活率分别为 64.4%(154/239)､
70.7%(169/239),胎龄<28w 且出生体重<1000g 的超未成熟儿总体治愈率､ 存活率分别为

55.8%(96/172)､ 70.3%(121/172)。每年收治的病例数以及治愈率､ 存活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

特别是<26 周各年份人数的构成比也在逐年增加;不同胎龄和出生体重的超早产儿的存活率:从 24~
周的 27.8%(5/18),上升至 27~周的 81.4%(118/145);从出生体重 500~599 g 的 25%(2/8),上升至

900~998 的 80.7%(88/109);抢救成活的 小 ELBWI 为出生体重 500g､ 胎龄 24+5周; 小超早产儿

为胎龄 23+6周､ 出生体重 560 克。按出生体重和胎龄分组,随着体重和胎龄的增加,合并症的发生率

降低;主要合并症的发病率:需手术治疗 ROP 为 21.8%(73/335)､ Ⅲ-Ⅳ级 IVH 为 14.9%(50/335)､
中重度 BPD 为 12.5%(42/335)､ II 期(含 II 期)以上 NEC 为 2.1%(7/335)。 
结论 近年来,超未成熟儿住院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存活率､ 治愈率逐年提高;随着胎龄､ 出生体重的

增加,存活率增加,病死率和合并症呈下降趋势。 
 
 
PU-3795 

超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影响因素分析 
 

赵捷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00 

 
 
目的 分析超早产儿(extremely preterm infant, EPI)发生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的影响因素,为早期预防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NICU 收治的胎龄<28
周且存活≥28 天 EPI115 例临床资料,按是否诊断 BPD 分为 BPD 组和非 BPD 组,先后采用单因素

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BPD 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调查 115 例 EPI,BPD 发生率为 90.4%(104/115),其中轻､ 中重度构成比分别为

67.3%(70/104)､ 32.7%(34/104)。单因素分析显示胎龄､ 出生体重､ 住院时间､ 1min Apgar 评分

<8､ 产房内复苏方式､ 肺表面活性物质应用､ 有创机械通气､ 有创机械通气次数､ 首次有创机械通

气时间､ 总有创机械通气时间､ 总用氧时间､ 生后 24h 内应用血管活性药物等 12 个因素为 BPD
发生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和用氧时间增加是 BPD 发生的危险因

素,出生体重增加和减少使用有创机械通气是 BPD 发生的保护因素。 
结论 EPI 人群中 BPD 的发生率高,与多因素有关,需尽可能减少有创机械通气､ 用氧时间,综合防治

有助于降低 BPD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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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96 

出生后早期体温变化与极/超低出生体重儿颅内出血的关系研究 
 

袁瑞琴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出生后早期体温变化与极/超低出生体重儿颅内出血的关系。 
方法 将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入住 NICU 的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作

为研究对象,自设调查表,收集入科即刻的核心温度(肛温)和出生 72h 内 Q1h 的体表体温(腹壁体温)
和外环境温度(箱温)作为临床资料,根据 WHO 关于新生儿低体温的分类将入院即刻的核心温度分组

如下:≤35.9℃为中重度低体温组,36.0~36.4℃为轻度低体温组,36.5~37.5℃为正常体温组,比较三组

间 IVH､ 死亡发生率的差异;将出生 72h 内每 2h 间体温波动范围分为≥0.5℃组与<0.5℃组､

≥0.7℃组与<0.7℃组和≥1℃组与<1℃组,比较两组间极/超低出生体重儿颅内出血的发生率;收集出

生 72h 内每 2h 间体表体温和外环境温度波动的次数,以发现体温波动和外环境温度波动对极/超低

出生体重儿 IVH 的影响,以发现 适合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体温管理,从而降低其颅内出血的发生率,
提高生存质量。采用方差分析､ t 检验､ X2检验分析资料。 
结果 (1)271 例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纳入研究,体温正常组 41 例(15.1%),轻度低体温组 90 例(33.2%),
中重度低体温组 140 例(51.7%)。三组间日龄､ 胎龄､ 出生体质量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入院即刻核心温度正常组､ 轻度低体温组､ 中重度低体温组与 IVH 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P>0.05)。(3)出生 72h 内每 2h 间体表体温波动≥0.5℃组 3-4 级 IVH 明显高于<0.5℃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X2 值=4.379,P=0.045);出生 72h 内每 2h 间体表体温波动≥0.7℃组在 IVH､ 死亡率方

面均明显高于<0.7℃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腹壁体温波动 0-1 次与 2 次､ ≥3 次

中,0-1 次死亡率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出生 72h 每 2h 间温箱温度波动(≥1℃)次数

≥10 次与在 IVH､ 死亡率方面均明显高于<10 次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极/超低出生体重儿对周围环境温度变化的耐受力差,在集中诊疗护理操作的同时应尽量缩短操

作时间,以减少温箱波动的次数和体温波动的范围及次数,降低 IVH 的发生率,提高生存质量。 
 
 
PU-3797 

袋鼠式护理应用于仍需无创辅助通气的超早产儿的临床研究 
 

熊小云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通过培训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护士及超低出生体重儿父母熟知袋鼠式护理的益处以及

对仍需无创辅助通气的超早产儿即开始袋鼠式护理,论证袋鼠式护理在超早产儿实施的可行性,找到

一条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促进超早产儿康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且符合入选条

件的超早产儿临床资料,体重<1000g 或孕周<28 周,无创辅助通气下生命体征平稳。将入住我院

NICU 的超早产儿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实施袋鼠式护理,每天 3 小时,持续至患儿不需要氧气

后停止。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比较二组母乳喂养率､ 胃肠外营养时间､ 喂养不耐受发生率､ 去除

无创辅助通气时间､ 需氧时间､ 达到完全肠内喂养时间､ 住院时间及院内感染率。 
结果 纳入研究的共 82 例, 其中男 45 例, 女 37 例; 研究组 42 例,对照组 40 例。两组的性别､  胎龄

､  出生体重､  住院天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母乳喂养率高于对照组,胃肠外营养时

间低于对照组,喂养不耐受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去除无创辅助通气时间及需氧时间低于对照组,达到完

全肠内喂养时间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低于照组组,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院内感染率

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665 
 

结论 对仍需无创辅助通气的超早产儿即开始袋鼠式护理,能促进其康复,减少并发症。 
 
 
PU-3798 

多次使用口服 10%葡萄糖在缓解早产儿静脉穿刺痛的效果分析 
 

陈丽莲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多次使用口服 10%葡萄糖缓解早产儿静脉穿刺痛的镇痛效果。 
方法 将 160 例住院早产儿按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口服 10%葡萄糖水(GS)组,每组各 80
例。对照组按常规进行静脉穿刺,GS 组静脉穿刺前均口服 10%葡萄糖水 1-2ml,比较 2 组早产儿 3
次静脉穿刺时的疼痛评分。疼痛评分采用加拿大 Toronto 和 McGill 大学研制的早产儿疼痛评分量表

(Premature Infant Pain Profile,PIPP)。 
结果  GS 组静脉穿刺时的 PIPP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966.433,P=0.000),两组

早产儿不同时间点 PIPP 评分的变化趋势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7.153,P=0.000);对照组 3 次

静脉穿刺时 PIPP 评分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GS 组第一次和第二次静脉穿刺时 PIPP 评

分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05,P=0.164),但第三次与前两次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产儿静脉穿刺时多次使用 10%葡萄糖水口服仍有镇痛效果。 
 
 
PU-3799 

入院即刻核心温度与极/超低出生体重儿颅内出血的关系研究 
 

袁瑞琴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探讨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极/超低出生体重儿入院即刻核心温度与颅内出血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8 日在我院 NICU 收治的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临床资料

和肛温,分组如下:≤35.9℃为中重度低体温组,36.0~36.4℃为轻度低体温组,36.5~37.5℃为正常体温

组,通过比较三组间早产儿常见并发症发生率情况,以发现 适合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的体温范围,从而

降低其颅内出血的生率,提高生存质量。采用方差分析､ t 检验､ X2检验分析资料。 
结果  共 245 例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纳入研究,低体温发生率 86.1%;平均体温 35.80±0.66℃。三组间

颅内出血､ 早产儿视网膜病､ 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院内感染､ 败血症､ 低血糖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轻度 BP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入院即刻核心温度对极/超低出生体重儿颅内出血无明显影响,但核心温度每降低 0.5℃,死亡率

有上升趋势,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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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00 

无创心输出量参数 CI､ MD 的诊断界值 
对治疗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价值 

 
黄智峰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得出的无创心输出量参数 CI､ MD 的诊断界值,指导临床治疗早产儿动脉导

管未闭并评价其意义;比较药物关闭动脉导管前后无创心输出量参数的变化,评估其对于判断动脉导

管关闭的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8 月我院 NICU 收治的早产儿(胎龄 28.0~31.6 周或出生体重

1000~1799g),生后 3 天内超声检查提示存在动脉导管未闭,共 67 例纳入分析。根据无创心输出量参

数 CI 和 MD 诊断界值分为动脉导管未闭需处理组和动脉导管未闭不需处理组,比较两组间动脉导管

关闭率,进一步分析无创心输出量参数 CI 和 MD 诊断界值对于药物关闭动脉导管的指导意义;比较动

脉导管未闭需处理组导管关闭前后无创心输出量参数的变化,评估其对于判断动脉导管关闭与否的

价值。 
结果 纳入研究的早产儿总体关闭率为 85.07%(57/67),动脉导管需处理组动脉导管关闭率为

70.83%(17/24),动脉导管未闭不需处理组动脉导管关闭率为 93.02%(40/43),两组间动脉导管关闭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动脉导管未闭需处理组动脉导管关闭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无创心输出

量 36 个参数中,肺动脉流动时间(flow time,FT)以及主动脉每搏输出指数(SVI)､ 速度时间积分(the 
integral of the flow profile,vt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另外 33 个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0.05;动脉导管需处理组主､ 肺动脉 CI､ MD 使用药物关闭动脉导管后有所下降,但是差异不明显,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根据无创心输出量 CI､ MD 诊断界值判断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是否需要用药正确率较高,具有

较大的临床指导意义;无创心输出量参数主､ 肺动脉 CI 和 MD,在药物关闭动脉导管前后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初步提示在药物关闭动脉导管后,不能单纯根据主肺动脉 CI 和 MD 的变化来判断动脉导管关

闭情况,仍需要结合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PU-3801 

心率变异特点(HRC)在早期诊断早产儿 
晚发型脓毒症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杨传忠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 518028 
 

 
目的 评价 HRC 在新生儿脓毒症患者中的变化特点是否具有特异性及大规模研究的可行性,同时结合

相关的其它监护指标,分析早产儿迟发型脓毒症早期的变化特点,建立早期预警模型,对早产儿迟发型

脓毒症进行早期预警,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收集从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临床诊断新生儿脓毒症病例共 27 例,满足数据筛选标

准的有效数据有 22 例,作为疑似脓毒症病例研究组。随机选取任意 2 个月采集的临床非疑似脓毒症

病例,共 96 例,满足数据筛选标准的有效数据有 57 例,作为研究对照组。所采集数据的心电数据进行

自动处理,生成 RR 间期,每 4096 个 RR 间期计算一次标准差(Standard,Std)､ 样本熵(Sample 
Entropy,SampEn)､ 非对称性(Asymmetry,Asym),同时收集血氧饱和度(Spo2)､ 脉率(Pulse 
Rate,PR)､ 灌注指数(Perfusion Index,PI)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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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从正常状态到临床疑似诊断后的整个过程中,部分 HRC 特征表现出一定的变化特点,其中 RR
间期标准差､ 非对称性(Asym)两个特征的变化特点较明显。从正常状态到临床疑似诊断后的过程中,
疑似病例的 Spo2 数值､ Spo2 均值变化梯度､ PR 数值､ PR 变异系数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别

是 PR 特征。但与非疑似病例的 Spo2 特征变化相比,同样未发现它们之间有显著差异。以 HRC 检

测为阳性的时刻比临床诊断时刻早 6 小时作为判别点,认为该病例早期预测有效,判别脓毒症早期预

测敏感度高达 82%,但阳性预测值仅为 26%。 
结论 早产儿出现晚发性脓毒症过程中监测 HRC,以 RR 间期标准差和非对称性(Asym)两个特征变化

较明显,可能对脓毒症检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尚需进一步大样本的临床验证。 
 
 
PU-3802 

52 例新生儿腹泻的病因探讨及治疗 
 

冯艺,董丽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新生儿腹泻的病因及治疗。 
方法 对 52 例住院的新生儿腹泻患者进行病因分析分类,探讨治疗对策。 
结果 52 例新 生儿腹泻病中,喂养不当 41 %, 25%为新生儿感染性腹泻,应用抗生素过程中发生腹泻

占 20%。其它原因(新生儿败血症､ 上呼吸道感染胃肠型､ 新生儿肺炎等)占 14%。治疗方面,采用

综合治疗,合理喂养,合理应用抗生素,口服肠粘膜保护剂及微生态调节剂,尽早使用口服补液盐等治疗

后 52 例新生儿腹泻病全部痊愈。 
结论 由于新生儿免疫功能低,消化功能和各系统的调节功能较弱,喂养或护理不当是导致新生儿腹泻

的主要因素,包括喂食的奶粉过浓,奶粉不合适,奶粉中加糖,奶液过凉或对奶粉蛋白质过敏等。其次为

人工喂养或人工与母乳混合喂养的新生儿中,多数由于奶具不洁,家庭护理不当导致新生儿肠炎,在不

是以腹泻病为主诉的患儿中,使用抗生素也是引起腹泻的重要原因。许多腹泻病用抗生素不但无效,
而且有很多不良反应,可杀死体内益生菌,造成体菌群紊乱,破坏微生态平衡,成为医源 性疾病的重要

原因。治疗方面微生态制及肠黏膜保护剂可作为治疗各种腹泻的首选药,发生水电解质及酸碱紊乱

造成脱水及代谢性酸中毒,治疗同时应纠正脱水､ 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发热,呕吐应给与对症治疗,提
倡早期使用口服补液盐,抗生素运用要严格掌握适应证。 
 
 
PU-3803 

无缝线 CVC 导管固定在危重新生儿的临床应用 
 

尚文,魏振英,钮燕筠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比较中心静脉导管两种固定方法临床应用效果,为危重新生儿患者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 NICU 行 CVC 置管后行缝线固定的 32 例患儿为对照组,进行回

顾性分析;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 NICU 行无缝线固定的 28 例患儿为实验组。对照组置管成

功后,由麻醉科医生在穿刺口旁 0.5cm 处用弯针缝皮,再将缝线缠绕导管数圈,连接与导管固定夹。再

次 0.5%碘伏消毒待干,3M 透明敷贴固定,标注置管时间､ 导管外露长度后常规维护､ 评估。实验组

置管成功后,麻醉科医生与配合护士执行双人核对,确认导管回血通畅及外置长度,麻醉科医生再次

0.5%碘伏消毒,一手 S 型妥善固定导管,另一只手在穿刺口上方覆盖 10*8cm 无菌纱布按压止血。护

士采用 Y 型和 E 型 3M 加压固定胶带各一条,分别进行导管固定夹固定和导管尾端固定,同时采取高

举平台行防压伤处理。 后,去除针眼处覆盖的无菌纱布,再次确认导管外露长度,助手协助伸展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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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颈部皮肤,行无张力无菌 IV3000 贴膜固定,标注置管时间､ 导管外露长度及更换贴膜时间､ 工作

人员工号。置管 14 天后除常规评估外,增加日间领班､ 夜间领班 Q8h 评估,护士长日评估。比较两

组患者导管穿刺口渗血发生率､ 更换敷料频次､ 导管脱出率､ 平均导管置管时间､ 皮肤炎症反应发

生率和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发生率。 
结果 实验组导管穿刺口渗血率､ 更换敷料次数､ 导管脱出率和皮肤炎症反应发生率均低于观察组,
平均置管时间高于观察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CRBSI 的发生率无显著变化,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无缝线 CVC 导管固定在临床应用少,相关研究尚未普及,在新生儿领域介绍更少。无缝线 CVC
导管固定无创､ 无痛､ 操作简单;降低了 CRBSI 的发生率,延长导管留置时间,保障危重新生儿静脉

给药安全;及时足够长时间按压穿刺点,正确的无张力固定贴膜,可减少穿刺口渗血,减少更换贴膜的次

数,减轻护士工作量,减轻经济损失,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U-3804 

80 例晚期早产儿的 aEEG 特点分析及临床意义 
 

程可萍,陈卫园,孙智航,郎平 
永康市妇幼保健院 321300 

 
 
目的 探讨 80 例晚期早产儿的 aEEG(振幅整合脑电图)特点分析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分娩晚期早产儿 80 例为研究组,选取同期足月新生儿 76
例为对照组,对两组患儿进行脑超声检查,分析其 aEEG 特点分析。 
结果 两组新生儿出生 12h 后 aEEG 上下边界对比方面,研究组早产儿的 低振幅以及 高震幅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新生儿电压连续性分类百分比方面,研究组新生儿不连续低电压以及不

连续高电压分类百分比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连续性电压分类百分比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新生儿 aEEG 带宽对比方面,研究组新生儿的宽带带宽以及窄带带宽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晚期早产儿的 aEEG 指标趋于成熟,提示 aEEG 可以作为早产儿脑成熟度的重要判断指标,临床

上用来监测晚期早产儿脑功能。 
 
 
PU-3805 

母孕期应用华法林对早期新生儿的影响和治疗策略 
 

刘桂英,杨曦,苏瑛,赵梓文,朱琳,王继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母妊娠期口服华法林对早期新生儿的影响及相关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分析 5 例妊娠期服用华法林孕妇的早期新生儿临床表现､ 治疗经过和结局。 
结果 5 例孕妇年龄 29~43 岁,平均 33.2±5.8 岁,孕妇原发病 1 例风心病 12 年,二尖瓣､ 主动脉瓣机械

瓣置换术后 10 年,心功能 2 级;1 例马凡综合征,Bentall+二尖瓣成形术后 5 年,双眼晶状体脱位,右眼

底脉络膜萎缩,心功能 2-3 级;1 例二尖瓣置换术后 8 年;1 例二尖瓣置换术,主动脉瓣成形术后 15 年;1
例二尖瓣机械瓣置换术后 10 年。4 例孕妇瓣置换术后至孕期长期口服小剂量华法林,平均

1.5mg/d(<5mg/d),1 例妊娠 1-4 月肝素皮下,妊娠 5 月开始平均 1.5mg/d 口服华法林。5 例孕妇

INR2.2±0.9。5 例华法林母亲新生儿均存活,孕周 34-39 周,平均 37±1.8 周,4 例男婴,1 例女婴。出生

体重 3066±720.8g,头围 32.7±2.5cm,身长 48.6±3.1cm。4 例剖宫产,1 例顺产。1 例血性羊水,1 例

羊水Ⅱ度污染。1 例早产儿,1 例低体重儿､ 1 例巨大儿。Apgar 评分 1､ 5､ 10 分钟,4 例均 10 分,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669 
 

例 1､ 5､ 10 分钟为 9､ 7､ 9 分。1 例生后无自主呼吸,2 例生后呻吟,1 例皮肤出血点,1 例头颅血肿

､ 硬膜下血肿,4 例凝血功能障碍: APTT(113.22±35.7)秒,2 例肺膨胀不全,1 例 G-杆菌败血症､ 细菌

性脑膜炎､ 软组织内多发钙化灶､ 软组织感染,2 例脓毒症,1 例新生儿窒息､ 缺氧缺血性脑病,4 例肺

炎,4 例心肌损害,2 例消化道出血､ 低蛋白血症,1 例感染性脑疾患､ 颅内出血,2 例 2 型呼吸衰竭,1
例呼吸性酸中毒,1 例混合性酸中毒,1 例病理性黄疸,1 例贫血,1 例高血糖､ 1 例低钙血症;5 例新生儿

均给予相应的抗菌素抗感染治疗,1 例气管插管､ 气囊正压通气,3 例 NCPAP 治疗,1 例维生素

K15mg im5 天,4 例凝血功能障碍患儿:血凝酶 0.5u iv 一次､ 维生素 K15mg Bid im 5 天,凝血功能正

常。 
结论 瓣置换术后孕妇在孕期长期口服小剂量华法林明显导致新生儿凝血功能障碍:在常规肌注维生

素 K1 基础上,增加一日内次数,延长肌注时间,必要时辅以凝血酶,可有效改善华法林致凝血功能障碍;
孕期小剂量华法林(<5mg/d)对新生儿仍是不安全的,是否导致华法林综合征有待于进一步随访。 
 
 
PU-3806 

新生儿甲基丙二酸尿症 10 例临床分析 
 

胡晓明,李莉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观察新生儿甲基丙二酸尿症(methylmalonic aciduria,MMA)的临床特点､ 治疗以及转归。 
方法 对我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确诊新生儿 MMA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0 例新生儿 MMA 中男 6 例,女 4 例,发病日龄 1-27 天。主要临床表现包括纳差､ 呼吸困难､

嗜睡､ 呕吐､ 消化道出血､ 发热､ 黄疸､ 惊厥,少数有皮肤毛发改变(色素沉着或毛发黄),实验室检

查为贫血､ 代谢性酸中毒､ 肝酶升高､ 心肌损害､ 肾脏损害､ 高氨血症､ 低血糖。5 例合并高同型

半胱氨酸血症。3 例院内死亡,2 例放弃治疗后死亡,5 例随访一年,3 例临床症状完全消失,2 例症状明

显改善。 
结论 新生儿 MMA 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尽早进行血液氨基酸､ 酯酰肉碱谱分析及尿液有机酸分

析,早期明确病因,改善预后。 
 
 
PU-3807 

T_piece 复苏器在危重早产儿院前转运救治中的应用及护理研究 
 

陈玉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271000 

 
 
目的 比较危重早产儿院前转运中应用 T_piece 复苏器与自动充气式气囊提供正压通气应用效果,为
基层医院危重早产儿转运过程中的通气设备的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我院转运中需要气管插管进行正压通气的危重早产儿

126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观察组采用 T_piece 复苏器,对照组采用自动充气式复苏囊。比较

两组患儿转运途中心率､ 经皮脉搏氧饱和度的变化及入院 5 分钟内血气分析结果,上机时间及并发

症发生率及转归情况。 
结果 两组患儿转运途中 15 分钟､ 30 分钟平均心率､ 血氧饱和度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

5 分钟内桡动脉血气分析结果比对:观察组 PH 值､ PaO2､ PaCO2 均好于对照组,两组对比有统计

学意义(P<0.05);气漏发生率对比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住院时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_piece 复苏器应用于危重早产儿院前转运过程中,操作简单,使用灵活,能有效避免长途转运中

医护人员操作自动充气式气囊带来的疲倦,更有利于观察病情,有效实施抢救;稳定的 PIP 输出､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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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源支持,减少转运途中因操作复苏囊压力不均衡导致的气胸等并发症,并有效避免早产儿因吸入

氧浓度过高导致的视网膜病变;提供恒定一致且精确的 PEEP,有效避免 NRDS 早产儿肺泡萎陷,更利

于肺泡的扩张,避免因转运导致病情加重;尤其适用于基层新生儿科缺乏转运呼吸机时的危重症早产

儿,确保患儿安全平稳转运。 
 
 
PU-3808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和过敏性疾病的关系 
 

蔚京京 
山西医科大学 030001 

 
 
目的 通过论述关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和过敏性疾病的关系､ 胆红素在临床疾病中的保护作用,为
临床儿科医生正确处理新生儿黄疸提供参考和依据。 
方法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和过敏性疾病的关系作一综述。 
结果 胆红素是哺乳动物体内血红素代谢的产物,当血中胆红素水平超过正常范围时就叫高胆红素血

症。新生儿由于其生理特点,是出现高胆红素血症和黄疸的特殊易感人群。生理性黄疸是新生儿期

一种特殊生理现象,而当黄疸出现过早､ 程度较重､ 消退延迟､ 退而复现或血清胆红素水平过高或

上升过快时即转变为病理性黄疸,对机体产生危害,而且胆红素水平越高,对机体的危害越大。 
在过去 30 年中,过敏性疾病呈不断上升趋势。参与过敏性疾病发病的因素众多,如特应质的基因背景

､ 环境因素､ 机体免疫系统失衡等等。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新生儿胆红素水平过高和/或光疗会影响新生儿免疫系统,可能是导致儿童期过敏

性疾病发生率增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黄疸可能存在的诸多危害,目前临床对住院新生儿黄疸的预防和早期处理比较积极甚至过度,有
些没达到光疗标准的新生儿也进行了光疗。这种过度治疗除了受科室收益､ 住院周转率等影响外,
和目前对胆红素的认知不足有很大的关系。随着近年来研究不断深入,发现胆红素不仅是一种强大

的抗氧化剂,而且具有抗炎､ 抗凋亡､ 免疫调节等作用。胆红素水平的高低是其发挥保护作用或毒

性作用的关键。研究发现当成人血胆红素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较高水平时,对机体的保护作用较强;
当其远远超过正常水平时就会对机体产生毒性作用。而新生儿当其血胆红素水平达到 6mg/dl 时具

有抗氧化剂的作用,超过 12.5 mg/dl 时就可能作为促氧化剂。此外胆红素作为内源性抗氧化剂可减

少氧化应激相关性疾病如呼吸､ 心血管､ 代谢､ 自身免疫病等发生的风险。 近韩国科学家对胆红

素纳米颗粒的开发和研究为胆红素应用到临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结论 当新生儿离开母体处于宫内向宫外环境转换的关键阶段,胆红素水平的适度升高及其强大的抗

炎抗氧化等保护作用有助于新生儿适应宫外环境并减轻某些炎症和氧化应激损害,这可能或者可以

说是新生儿出生后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反馈,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进化。当新生儿血清胆红素

水平达到病理性黄疸光疗的标准时,需要积极干预;而当其水平未达到光疗标准时,临床医生需要注意

到胆红素对人体有益的一方面,不要过早过度干预,让新生儿时期的胆红素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保护作

用。 
 
 
PU-3809 

新生儿科院感高危因素探讨 
 

郑子良,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在新生儿科医院感染发生情况及其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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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调查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于我院产科出生且出生后 24h 内入我科

的新生儿医院感染发生情况。 
结果 共调查 812 例新生儿,28 例发生医院感染,发病率为 3.4%,统计表明胎龄小､ 出生体重低､ 机械

通气时间长､ 羊水污染程度重､ 喂养不耐受､ 留置胃管､ 侵入性操作多､ 操作不规范､ 抗菌药物使

用不合理及总住院时间长是新生儿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 新生儿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较多,应针对性采取干预措施,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

操作､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提高新生儿喂养耐受度等有利于降低新生儿医院感染风险。 
 
 
PU-3810 

水胶体敷贴在亚低温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罗艳梅,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水胶体敷贴在亚低温治疗时对皮肤保护的效果和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科进行亚低温治疗的新生儿 40 例。按照分段随机分组

方法分为干预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干预组使用水胶体敷贴保护皮肤;对照组早产儿只进行常规护

理。 
结果 干预组新生儿的皮肤破损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水胶体敷贴在亚低温治疗时对皮肤的保护作用确实可靠。 
 
 
PU-3811 

实施集束化护理措施对机械通气新生儿疾病转归影响的护理体会 
 

唐燕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实施集束化护理措施对机械通气新生儿疾病转归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在本院新生儿科住院符合要求的新生儿 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护理方法,实验组采用集束化护理措施,集束

化护理措施:(1)抬高床头:在患儿病情许可情况下,抬高床头 15-30°,防止食物反流及窒息,(2)睡自制振

动水床及每 2 小时翻身一次,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压疮形成。(3)保持呼吸道通畅,加强呼吸机管路护理,
患儿痰鸣音明显或 SPO2 降低时清理呼吸道,动作轻柔,时间小于 10s,尽量减少机械刺激,保护呼吸道

黏膜。(4)使用镇静剂:遵医嘱使用镇静剂,并对镇静程度及意识状态定时评估,为医生调整镇静剂的用

量和维持时间提供依据。(5)口腔护理,每日 09:00,15:00,21:00,护士对患儿口腔状况进行评估,并进

行口腔护理,有口腔感染者应告知医生,做细菌培养,根据病菌的种类选择合适的口腔护理液。(6)严格

掌握撤机指征,及时告知医生,有撤机指征的患儿尽早撤机,撤机后可使用 NCPAP 予以过渡,可以缩短

机械通气时间。观察两组患儿机械通气时间､ 平均住院天数,平均住院费用等。 
结果 平均机械通气时间实验组(15±2)天,对照组(17±2)天,平均住院天数试验组(17.64±4.08)天,对照

组(23.62±4.78)天,平均住院费用试验组(26380±396)元,对照组(38460±568)元。与常规护理相比,集
束化护理在缩短机械通气时间､ 缩短住院天数及减少住院费用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实施集束化护理措施能缩短机械通气时间､ 缩短住院天数及减少住院费用等方面优于常规护

理,有一定临床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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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12 

2012 年-2016 年三门峡地区新生儿死亡分析 
 

王晓冰,雷国锋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472000 

 
 
目的 通过对三门峡地区近 5 年死亡新生儿原因分析,探讨引起新生儿死亡相关因素,提出干预措施。 
方法 按照全国妇幼卫生监测要求,对三门峡地区 2012 年-2016 年上报的 326 例医疗保健机构死亡新

生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2 年-2016 年三门峡地区 326 例死亡新生儿中,早期新生儿死亡 215 例(65.95%),晚期新生

儿死亡为 111 例(34.05%)。主要死因:早产/低出生体质量､ 窒息､ 先天出生缺陷､ 严重感染､ 意外

死亡。影响新生儿死亡主要因素孕期保健不规范､ 产儿科合作不够､ 孕期合并症､ 先天发育异常､

家长放弃治疗等。 
结论 加强早期新生儿死亡管理,做好围产期保健､ 加强产儿科合作､ 提高新生儿复苏技术､ 加强出

生缺陷预防､ 关注早产儿生存质量有助于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PU-3813 

高频振荡通气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肺出血的临床研究 
 

翟炳辉,王晓冰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472000 

 
 
目的 评价高频振荡通气(high-frequency oscillatory ventilation,HFOV)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

(pulmonary surfactant,PS)治疗新生儿肺出血(neonatal pulmonary hemorrhage,NPH)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 
方法 将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确诊为 NPH 的 96 例新生儿随机分为 HFOV 组(对照组)和
HFOV+PS 组(治疗组),每组 48 例。比较两组患儿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OI)､  病情转归及并

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组上机后的 6､ 12､ 24 h 的 PaO2､ PaCO2､ OI 值､ a/APO2 值均优于对照组(P<0.05);
治疗组的肺出血停止时间及氧疗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1),且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VAP)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HFOV+PS 不仅能够改善肺出血患儿氧合功能,而且能够降低 VAP 的发生率,缩短病程,具有较

好的安全性。 
 
 
PU-3814 

瞬态诱发性耳声发射技术联合自动听性脑干反应检查在早期诊断

高危新生儿听力受损的价值分析 
 

雷国锋,王晓冰,张君平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472000 

 
 
目的 探讨瞬态诱发性耳声发射(TEOAE)联合自动听性脑干反应(AABR)筛查在早期诊断高危新生儿

听力受损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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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对 1805 例新生儿运用 TEOAE+AABR 进行联合听力筛查,未通过

者两周后进行复筛,复筛未通过者应用 ABR 和声导抗进行听力诊断,统计其通过率及早期诊断高危新

生儿听力受损的阳性率及特异度､ 敏感度,并与同期单纯应用 TEOAE､ AABR 进行比较。 
结果 1805 例接受 TEOAE+AABR 联合听力筛查,1673 例通过筛查,132 例未通过;132 例接受复筛,
复筛未通过 35 例;经听力学诊断,听力受损 18 例,听力受损检出率为 9.97‰(18/1805)。特异度为

(99.1%)､ 敏感度为(90%);317 例单纯接受 AABR 听力筛查,复测未通过 30 例中,2 例听力异常,检出

率为 6.31‰(2/317)､ 特异度为(91.8%)､ 敏感度为(66.7%);473 例单纯接受 TEOAE 听力筛查,复测

未通过的 61 例中,60 例听力正常,1 例听力异常,检出率为 2.11‰(1/473)､ 特异度为(88.7%)､ 敏感

度为(50%)。 
结论 TEOAE+AABR 联合筛查可提高高危新生儿听力受损的检出率,做为一种新型筛查手段较以往

单纯应用 TEOAE､ AABR 筛查高危新生儿听力受损方面特异度及敏感度明显提高。 
 
 
PU-3815 

抗生素封管技术预防新生儿 CRBSI 
 

梁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发生率居高不下,抗生素封管技术是一项新的

改善这一严重状况的较理想的防治策略,新生儿研究极少报道,本研究拟探讨该技术在新生儿领域应

用的科学性､ 可行性､ 实效性。 
方法 前瞻性､ 随机对照研究;研究对象是 2014.3~2016.12 年间入住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NICU
早产儿,体重≤1.5kg,需留置 PICC 导管 2 周以上,按照随机原则分为干预组､ 对照组;干预组封管液

0.5ml (肝素盐水 10IU/mL+万古霉素 25ug/ml),对照组仅肝素盐水 0.5ml (10IU/mL),q8h 执行,停留

30min,封管期间无全身应用抗生素,一旦临床出现感染症状或感染指标升高,立即同时行外周和

PICC 导管内血培养,如需拔除 PICC 则同时做导管尖端培养;研究主要目标是 CRBSI 发生率,发生血

流感染后病原菌分布特点,以及封管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次要目标是 2 组抗生素使用情况､ PICC 使用

时间､ 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和合并症比较。 
结果 共 140 例研究对象入组,干预组 CRBSI 共 6 例(6/70,8.57%),千日导管感染率 2.585‰,对照组

29 例(29/70,41.43%),千日导管感染率 12.19‰,RR:0.13; 95%CI: 0.06-0.33; P=0.000;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干预组导管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未发生 CRBSI 概率高于对照组;CRBSI 病原菌分

类革蓝氏阳性球菌由封管前 59%降至 17%;研究还意外发现,在未感染 CRBSI 患者中,对照组全身应

用抗生素时间明显长于干预组(14.36±12.46 vs 7.82±8.26)p=0.008;而干预组未全身使用抗生素时间

明显长于对照(22.76±8.84 vs 10.87±4.11),p=0.000;干预组住院时间､ 静脉营养时间､ PICC 留置时

间也较对照组长;封管期间未见低血糖发生(<2.2mmol/L),干预组中期和封管结束后监测万古霉素血

药浓度均<3ug/ml。 
结论 万古霉素封管技术可以有效的预防长期应用 PICC 导致的 CRBSI,并间接控制了抗生素滥用,封
管期间体内无血药浓度蓄积,无低血糖等不良事件发生;可进一步探索广谱抗生素的应用效果以获得

推广使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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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16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分次与持续蓝光治疗临床疗效分析 
 

梁正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对比分析分次和持续蓝光治疗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66 例病理性黄疸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3 例。两组均使用常规药物治疗,
对照组在此基础上持续照射 24h,实验组分次蓝光治疗(照射 12h 后休息 6h 以上,观察胆红素值是否

需要继续照射足 24h),比较两组治疗效果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实验组胆红素水平､ 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

(6.06%)明显低于对照组(18.18%)(p<0.05) 
结论 分次和持续蓝光治疗应用于新生儿病理性黄疸中疗效相当,但分次蓝光治疗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更安全,更适合在临床中推广及应用 
 
 
PU-3817 

心电图定位 PICC 尖端在新生儿的应用研究 
 

涂超丽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运用静脉内心电图引导 PICC 尖端定位技术,提高新生儿 PICC 置管尖端位置的准确性。 
方法 本研究采用在送管过程中将 10ml 生理盐水注射器连接 12 号针头插在导管尾部肝素帽上,针头

外露部联接导联导线金属夹,通过向导管内推注生理盐水获得稳定的心电图。纳入 33 例接受静脉内

心电图引导 PICC 尖端定位技术置管的患者,穿刺后通过胸部 X 线摄片结果评价导管尖端是否到时

达理想位置。 
结果 在接受静脉内心电图引导 PICC 尖端定位技术置管的 33 例患者中,其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末

端的比率为 90%。心电图定位与胸片定位的一致性达 100%。 
结论 静脉内心电图引导 PICC 尖端定位可推广应用于新生儿。 
 
 
PU-3818 

丹参酮 I 对新生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模型的神经保护作用 
 

戴春方,刘延南,董志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阐明丹参酮 I 对缺氧缺血诱导的发育中的神经元损伤的保护作用和缺氧缺血诱导的学习记忆障

碍的改善作用。 
方法 我们采用抓力实验和转棒实验检测大鼠抓力和运动平衡能力,Morris 水迷宫实验检测大鼠空间

学习和记忆提取能力,免疫组化检测神经元存活情况,氧化应激因子试验检测氧化应激因子的水平和

抗氧化应激因子水平。 
结果 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模型中 TsI 5mg/Kg 腹腔注射明

显的减少缺氧缺血引起的海马 CA1 区椎体神经元的死亡,而行为学实验发现丹参酮 I 明显改善缺氧

缺血引起的肌力和运动功能缺陷和空间学习记忆提取能力受损,同时氧化应激相关因子检测显示丹

参酮 I 存在明显的抗氧化活性并抑制促氧化因子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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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模型中丹参酮 I 预处理抑制缺氧缺血诱导的

神经元死亡和氧化应激,从而改善缺氧缺血引起的肌力和运动功能缺陷和空间学习记忆提取能力损

伤。 
 
 
PU-3819 

11p15.4 合并 22q11.21 微缺失致先天性歪嘴哭综合征一例报道 
 

庞永红,于洋,邓晓毅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221009 

 
 
目的 分析歪嘴哭综合征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研究进展。 
方法 报告 1 例徐州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新生儿歪嘴哭综合征病例,结合国内外文献分析歪嘴哭综合

征的临床特征､ 染色体异常､ 治疗及预后。 
结果 患儿哭闹时口角向左下歪斜,心前区可闻及Ⅲ/Ⅵ级收缩期杂音,心脏彩超提示:室间隔缺损(膜周

部,对位不良)､ 房间隔缺损(两处)､ 肺动脉分支偏细,流速增快。颅脑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颅内出血,
双侧脑室增宽。高通量 DNA 测序结果为 11 号和 22 号染色体部分片段缺失。 
结论 新生儿歪嘴哭面容常合并其它系统畸形,需细致体检并对全染色体做微缺失检测。 
 
 
PU-3820 

早产儿经口喂养表现的临床研究 
 

童燕芬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观察我院早产儿的经口喂养时喂养表现,为从管饲转换到经口喂养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前瞻性观察并记录 109 例早产儿开始经口喂养和完全经口喂养时的喂养速率和喂养成效 
结果 不同出生胎龄､ 出生体重､ 医学指数早产儿开始经口喂养时喂养表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达完

全经口喂养时仅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喂养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产儿开始经口喂养时出生胎龄､ 出生体重及医学指数影响喂养表现,随着喂养经验的增加,早
产儿在达到完全经口喂养时多有好的喂养表现,临床医护人员需根据早产儿病情等特点合理选择喂

养方式,尽快促进独立经口喂养的获得 
 
 
PU-3821 

吸入一氧化氮联合口服西地那非治疗新生儿持续性 
肺动脉高压的临床疗效观察 

 
许景林,王瑞泉,吴联强,陈冬梅 

泉州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362000 
 

 
目的 观察吸入一氧化氮联合口服西地那非治疗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临床疗效 
方法 46 例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新生儿在高频通气､ 扩容､ 稳定血压､ 镇静等常规治疗基础

上分别采用 NO 吸入联合西地那非口服(Ⅰ组,n=23)和单独吸入 NO(Ⅱ组,n=23)治疗,治疗有效的患

儿监测血气指标､ 体循环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 肺动脉收缩压(systolic pulm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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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ry pressure,SPAP)､ 吸入氧浓度(inspired oxygen fraction,FiO2),计算肺动脉收缩压/体循环收缩

压比值(SPAP/SBP),动脉血氧分压/吸入氧浓度比值(PaO2/ FiO2),并记录初始 NO 吸入浓度､ NO 吸

入持续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比较两组疗效,包括死亡率､ 气漏､ 颅内出血､ 支气管肺部

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 肺出血的发生率。 
结果 Ⅰ组有效 20 例(87.0%),Ⅱ组有效 18 例(78.3%),两组差异无显著性(X2=0.15,P>0.05)。两组在

治疗后 30min､ 6h､ 治疗结束时 SPAP､ SPAP/SBP 均明显下降,Pa02/Fi02显著上升,但两组间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Ⅰ组初始 NO 吸入浓度≤15×10-6 14 例,>15×10-6 6 例;Ⅱ组初始 NO
吸入浓度≤15×10-6 6 例,>15×10-6 12 例,Ⅰ组初始 NO 吸入浓度低于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Ⅰ组 NO 吸入持续时间(57.3±27.8)h,机械通气时间(94.44±31.88)h,住院时间

(14.55±3.19)d,Ⅱ组 NO 吸入持续时间(87.7±47.0)h,机械通气时间(123.20±47.43)h,住院时间

(18.78±4.60)d,Ⅰ组 NO 吸入持续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均低于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死亡率､ 气漏､ 颅内出血､ BPD､ 肺出血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比单独应用 NO,NO 吸入联合西地那非口服对降低肺动脉高压疗效无明显差异性,但能有效

降低 NO 初始吸入浓度,缩短 NO 吸入持续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并未增加主要并发症的

发生。 
 
 
PU-3822 

灾难学组-生后 1 小时动脉血气分析对新生儿窒息评价的意义 
 

郭果,张雪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评估窒息新生儿生后 1 小时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对窒息分度的诊断价值及对窒息患儿出院结局

的判断价值。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我院新生儿诊疗中心收治的 146 例窒息患儿进行回

顾性分析,根据入院诊断分为轻度窒息组和重度窒息组,比较两组间生后 1 小时动脉血气分析各指标

间有无差异,以及有差异指标对新生儿窒息分度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以 P<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①重度窒息组生后 1 小时内动脉血气分析 pH(7.177±0.032 vs 7.352±0.076)､ BE(-
15.813±6.367 vs -6.371±4.516)和 HCO3-(11.313±4.098 vs 18.723±3.551)均明显低于轻度窒息组,
两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②生后 1 小时内动脉血气分析 pH 和 BE 与 1min Apgar
评分呈正相关(PH:r = 0.429,P = 0.000;BE:r = 0.453,P = 0.000),1min Apgar 越低,生后 1 小时动脉

血气分析酸中毒越严重。③生后 1 小时动脉血气 pH 和 BE 诊断轻度窒息和重度窒息的 ROC 曲线

下面积分别为 0.842(P=0.000,95%CI = 0.733~0.950)和 0.896(P = 0.000,95%CI = 0.820~0.972)。
④pH ≤ 7.27､  BE ≤ -10.6mmol/L,诊断轻度窒息和重度窒息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高(PH:Se = 
86%,Sp = 75%。BE:Se = 87.2%,Sp = 83.3%,)。 
结论 窒息新生儿生后 1 小时动脉血气分析对诊断轻度窒息和重度窒息有一定的价值,在没有条件进

行脐动脉血气分析的医疗单位可以通过新生儿生后尽早的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对窒息程度进行判断,
指导窒息患儿复苏后的进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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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23 

灾难学组-新生儿先天性梅毒致肾病综合征 3 例临床分析 
 

黄玲,郭果,张雪峰 
解放军第三 0 二医院 100039 

 
 
目的 总结先天性梅毒致继发性肾病综合征(NS)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经验。 
方法 对本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3 例先天性梅毒继发 NS 患儿的临床表现､ 诊断､

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归纳。 
结果 3 例患儿均在新生儿期发病,母亲为梅毒患者,孕期未规律驱梅治疗,分别以发热､ 抽搐､ 皮疹为

首发症状,3 例均有蛋白尿,2 例有高脂血症,1 例有水肿。予 3 周长疗程青霉素治疗后尿蛋白均转阴,
无需激素治疗。 
结论 母亲孕期未规律驱梅治疗的先天性梅毒可能是继发 NS 的高危因素,此类 NS 临床表现多样,对
于新生儿期原因不明的 NS 应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查。治疗的关键在于驱梅治疗,而不是激素,经足量

足疗程驱梅治疗后,尿蛋白转阴,预后良好。 
 
 
PU-3824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诊断价值 
 

霍亚玲 
郑州儿童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HIE)的超声诊断及分度标准,为
规范 HIE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选取 60 例临床确诊为 HIE 的新生儿为观察组,其中轻度 HIE23 例,中度 HIE24 例,重度 HIE13
例,40 例健康新生儿为对照组,以前囟为透声窗,通过冠状切面及矢状切面观察大脑前动脉､ 大脑中央

动脉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包括收缩期峰值流速(Vs)､ 舒张末期速度(Vd)及阻力指数(RI),并动态随访观

察预后。 
结果 生后 24 小时检查,轻､ 中､ 重度 HIE 组患儿 Vs､ Vd 及 Vm 均下降,Vd 下降明显,频谱多普勒呈

现单峰,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度 HIE 患儿 48 小时后 Vs､ Vd 及 Vm 接近

正常或已恢复正常(P<0.05),中､ 重度 HIE 组 120 小时仍未恢复正常(P<0.05);HIE 患儿生后 24 小时

内 RI 均增高,中､ 重度 HIE 患儿 RI 增高较轻度 HIE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颅脑超声检查是动态观察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脑损伤变化过程 有效的检查手段,对 HIE 的

临床诊断及评价预后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3825 

新生儿窒息后血浆 BNP 和 NT-proBNP 水平与窒息程度的关系 
 

朱芮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探讨新生儿窒息后血浆 BNP 和 NT-proBNP 水平与窒息程度的关系。方法 按患儿就诊顺序编

号每间隔一例选取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科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06 例窒息患

儿为观察组,其中轻度窒息 46 例和重度窒息 60 例,同时选取同期收治的无窒息史及心血管系统疾病

的 63 例新生儿为对照组,除外水电解质紊乱和肝肾功能障碍,两组患儿均要求入院日龄<3 天。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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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入选患儿在入院 2h 内及入院 2 周测定血浆 BNP､ NT-proBNP 等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入院 2h
内,重度窒息组和轻度窒息组患儿血浆 NT-proBNP 和 BNP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重度窒息组高于轻度

窒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第 2 周时,各组 NT-proBNP 和 BNP 均明显下降,但 BNP 重

度窒息组仍高于轻度窒息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轻度窒息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5)。NT-proBNP 重度窒息组仍高于轻度窒息组和对照组,P >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轻度窒息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血浆 BNP 及 NT-proBNP 水平均能反映窒息

患儿窒息严重程度,窒息越重,标志物水平越高,且 NT-proBNP 有更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可作为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临床诊断依据。 
方法 按患儿就诊顺序编号每间隔一例选取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科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06 例窒息患儿为观察组,其中轻度窒息 46 例和重度窒息 60 例,同时选取同期收治的无窒

息史及心血管系统疾病的 63 例新生儿为对照组,除外水电解质紊乱和肝肾功能障碍,两组患儿均要求

入院日龄<3 天。对所有入选患儿在入院 2h 内及入院 2 周测定血浆 BNP､ NT-proBNP 等并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入院 2h 内,重度窒息组和轻度窒息组患儿血浆 NT-proBNP 和 BNP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重度窒

息组高于轻度窒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第 2 周时,各组 NT-proBNP 和 BNP 均明显下

降,但 BNP 重度窒息组仍高于轻度窒息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轻度窒息组与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NT-proBNP 重度窒息组仍高于轻度窒息组和对照组,P >0.05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轻度窒息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血浆 BNP 及 NT-proBNP 水平均能反映窒息患儿窒息严重程度,窒息越重,标志物水平越高,且
NT-proBNP 有更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可作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临床诊断依据。 
 
 
PU-3826 

762 例晚期早产儿血液学指标临床分析 
 

刘瑶
1,刘捷

1,李正红
2,曾超美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晚期早产儿血液学指标的特点。 
方法 前瞻性收集北京地区 26 家医疗机构新生儿科及儿科新生儿病房住院的 762 例晚期早产儿,分
析其白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含量､ 血小板计数。 
结果 白细胞计数异常提示存在感染性疾病;妊娠高血压病及妊娠期糖尿病为导致红细胞增多的高危

因素;血小板计数增高多是由于存在感染性疾病,减低可能与宫内感染､ 母亲子痫或子痫前期､ 窒息/
缺氧等有关。 
结论 对于晚期早产儿尤其是合并各种高危因素的晚期早产儿应密切监测各项血液学指标,以早期发

现并治疗各种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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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27 

Role of the lncRNA NANCI-Nkx2.1 signaling pathway in 
hyperoxia-induced lung injury in neonate mice 

 
张媛

1,武荣
1,2,包天平

1,程怀平
1,田兆方

1 
1.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2.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NANCI in lung tissues of 
neonatal mice with hyperoxia-induced lung injury and its regulatory effect on NKX2.1. 
Methods newborn C57BL/6J mice were placed in an atmosphere of 95% hyperoxia to cause 
hyperoxia-induced lung injury that mimicked human BPD. 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lung tissue after 7, 14 and 21 days hyperoxia exposure(D7,D14,D21) respectively, and the 
expressions of NANCI,NKX2.1 and SP-D mRNAs and NKX2.1 proteins were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point. 
Result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NANCI mRNA, SP-D 
mRNA,NKX2.1mRNAs and proteins in lung tissue decreased following exposure to hyperoxia, 
while comparison within the group suggested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NANCI and NKX2.1 mRNA 
were highest at D7,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7 and D14. More 
importantly, correlat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NKX2.1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at of NANCI.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of the role of lncRNA NANCI in BPD, implying that the 
NANCI-NKX2.1 signaling pathway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hyperoxia-induced lung 
injury in neonate mice. 
 
 
PU-3828 

肝门部纤维斑块在高频超声诊断新生儿胆道闭锁中的作用 
 

sheng-li,陈亚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肝门部纤维斑块在高频超声明确诊断新生儿胆道闭锁中的重要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4 例高频超声怀疑为胆道闭锁患儿的超声声像图,主要观察胆囊形态､ 胆总管是否

显示､ 肝动脉扩张及肝门部有无纤维斑块,分析不同超声征象在诊断胆道闭锁中的作用。 
结果 54 例高频超声怀疑为胆道闭锁的患儿,经过手术病理和随访证实,其中 42 例为胆道闭锁,12 例

为非胆道闭锁。高频超声声像图征象:胆囊异常､ 胆总管不显示､ 肝动脉扩张及肝门部纤维斑块对

于诊断胆道闭锁的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性分别为: 100%(42/42)､ 0%(0/12)､
77.8%(42/54);78.6%(33/42)､ 0%(0/12)､ 61.1%(33/54) ;100%(42/42)､ 0%(0/12)､ 77.8%(42/54) 
及 100%(42/42)､ 100%(12/12)､ 100%(54/54)。 
结论 肝门部纤维斑块在高频超声诊断胆道闭锁中较其它超声征象更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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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29 

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血清 FT3,FT4,TSH 含量变化的临床观察 
 

周美娟
2,1,蔡欣妍

2,岳少杰
2,林紫凌

2,王凭
2,罗自强

3,曹传顶
2,王铭杰

2,廖正嫦
2,丁颖

2,余小河
2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新生儿科 

3.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系 
 

 
目的 甲状腺功能的发育是连续､ 动态的过程。早产儿出生后由于受到围产期应激､ 药物治疗､ 多

种疾病等因素的影响,其甲状腺功能发育的规律是否被改变,即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甲状腺功能发

育情况,国内外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血清 TSH,FT3,FT4 含量变化规律,
以探讨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甲状腺功能的发育规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本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的 889 例不同胎龄出生

新生儿,出生后不同时间血清 TSH､ FT3､ FT4 含量变化。 
结果 血清 FT4､ FT3 含量随出生胎龄增大而增高,与出生胎龄呈正相关,TSH 随出生胎龄的增加无明

显变化,与出生胎龄无相关性。出生后血清 FT4､ FT3 含量随纠正胎龄增大而高增大,与纠正胎龄呈

正相关;TSH 随纠正胎龄的增加呈降低趋势,与纠正胎龄呈负相关;不同胎龄出生新生儿血清 FT4､
FT3 含量,均随胎龄增至 36 周后稳定,出生后 TSH 含量随胎龄增大呈降低趋势,在胎龄 38 周出生的

新生儿血清 TSH 含量明显高于相同纠正胎龄组(p<0.05);出生胎龄小于 32 周出生时血清 FT3 含量

与 TSH 含量无相关性,出生胎龄大于 32 周后二者呈正相关;出生后纠正胎龄组血清 FT3､ FT4 含量

与 TSH 无相关性。 
结论 随胎龄增大新生儿甲状腺功能逐渐发育成熟,至 36 周后基本稳定;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下丘

脑-垂体-甲状腺轴功能即开始发育,出生后甲状腺功能发育有加快现象。 
 
 
PU-3830 

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血清 FT3,FT4,TSH 含量变化的临床观察 
 

周美娟
1,2,蔡欣妍

1,岳少杰
1,林紫凌

1,王凭
1,罗自强

3,曹传顶
1,王铭杰

1,廖正嫦
1,丁颖

1,余小河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系 
 

 
目的 甲状腺功能的发育是连续､ 动态的过程。早产儿出生后由于受到围产期应激､ 药物治疗､ 多

种疾病等因素的影响,其甲状腺功能发育的规律是否被改变,即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甲状腺功能发

育情况,国内外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血清 TSH,FT3,FT4 含量变化规律,
以探讨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甲状腺功能的发育规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本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院的 889 例不同胎龄出生

新生儿,出生后不同时间血清 TSH､ FT3､ FT4 含量变化。 
结果 血清 FT4､ FT3 含量随出生胎龄增大而增高,与出生胎龄呈正相关,TSH 随出生胎龄的增加无明

显变化,与出生胎龄无相关性。出生后血清 FT4､ FT3 含量随纠正胎龄增大而高增大,与纠正胎龄呈

正相关;TSH 随纠正胎龄的增加呈降低趋势,与纠正胎龄呈负相关;不同胎龄出生新生儿血清 FT4､
FT3 含量,均随胎龄增至 36 周后稳定,出生后 TSH 含量随胎龄增大呈降低趋势,在胎龄 38 周出生的

新生儿血清 TSH 含量明显高于相同纠正胎龄组(p<0.05);出生胎龄小于 32 周出生时血清 FT3 含量

与 TSH 含量无相关性,出生胎龄大于 32 周后二者呈正相关;出生后纠正胎龄组血清 FT3､ FT4 含量

与 TSH 无相关性。 
结论 随胎龄增大新生儿甲状腺功能逐渐发育成熟,至 36 周后基本稳定;不同胎龄新生儿出生后下丘

脑-垂体-甲状腺轴功能即开始发育,出生后甲状腺功能发育有加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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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31 

新生儿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报告 
 

邓秋秋, 李贵南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了解新生儿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临床表现､ 分型及诊断要点 
方法  患儿女,27 天,发热 3 天入院。母孕产史及家族史无异常。出生时无抢救史。体查:面部､ 躯干

部及手足可见广泛分布的红色丘疹,压之褪色,无脱屑､ 融合,稍高于皮面,疹间皮肤正常,未见色素沉

着,触之有刺样感,肝右肋下 1.5cm,质软,脾肋下未及。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示 WBC 
22.77x10^9/L,RBC 4.37x10^12/L,HGB 111g/L,PLT 347X10^9/L,网织红细胞 1.59%,全血 CRP 
71.34mg/L;肝功能示 TP  28.3g/L,ALB 19.6g/L,GLO 8.7g/L,ALT 72.5IU/L,AST 86.8IU/L。入院诊断:
新生儿败血症,贫血(轻度)。诊疗经过:入院先后经头孢甲肟､ 氟氯西林､ 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 12 天,
体温仍反复,且伴腹泻,后患儿头部､ 颈部､ 四肢､ 躯干逐渐演变为红色出血性皮疹,大小不一,部分皮

疹中间部位可见下陷､ 结痂及发黑,周围有脱屑。皮肤科会诊考虑 LCH 可能,完善皮肤活检。辅助检

查:复查血常规 示 WBC 14.55x10^9/L,HGB 76g/L,PLT 383X10^9/L,全血 CRP 80.87mg/L;肝功能

示 TP 29.5g/L,ALB 13.0g/L,GLO 16.5g/L,余项正常;CSF 检查正常;血培养阴性;胸腹彩超示肝胆脾

胰双肾声像未见明显异常。第 18 天皮肤活检免疫组织化学显示:Ki-67(12%+)､ Vim(3+)､
CD163(1+)､ CD1a(3+)､ S-100(3+)､ Langerin(3+)､ ALK(-)､ CD30(-)､ CD3(-)､ CD20(-)。结合

该患儿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符合 LCH,后家属要求出院,放弃治疗,患儿出院 1 月后死亡。 
结果 皮肤活检免疫组化提示 CD1a(+)､ S-100(+)､ Langerin(+),符合 LCH 诊断。 
结论 新生儿期有发热､ 皮疹,需警惕 LCH,可行皮肤活检,以免误诊。 
 
 
PU-3832 

NICU 中 1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袋鼠式护理的良好结局 
 

张君平,王粉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472000 

 
 
目的 探讨“袋鼠式护理”对超低出生体重儿体格发育的影响､ 是否安全。 
方法 对 1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每天袋鼠式护理的追踪､ 记录分析 
结果 患儿体重稳定增长,生长曲线较理想,生命体征平稳,未发生院内感染 
结论 对超低出生体重儿进行“袋鼠式护理”体重增长理想,安全､ 有效,医院感染风险不大。 
 
 
PU-3833 

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疗效的研究 
 

晏长红,余曼莉,何玲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后的呼吸支持时间及早产儿并发症的发生率,探讨枸橼

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8 月我院早产儿病房收治的早产儿呼吸暂停患儿,采用前瞻性随机

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儿都在常规治疗(保持正确的体位､ 按摩脊背､ 弹足底)
不能缓解时加用药物治疗,治疗组给予枸橼酸咖啡因,对照组给予氨茶碱,比较两组患儿的无创机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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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时间､ 有创机械通气时间､ 吸氧时间及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 终纳入研究的患儿共 65 例,治疗

组 35 例,对照组 30 例。 
结果 两组患儿的无创机械通气时间､ 有创机械通气时间､ 吸氧时间及支气肺发育不良(BPD)发生率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的早产儿视网膜病(ROP)､ 脑室内出血(IVH)､ 脑白质

软化(PVL)及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后可减少无创机械通气时间､ 有创机械通气时间､ 吸氧时

间及降低 BPD 发生率。 
 
 
PU-3834 

3p 缺失并 3q 重复综合征 1 例 
 

刘雪琴,李贵南,胡月圆,李军,周勇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了解 3p 缺失并 3q 重复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方法 患儿,男 ,生后 56 小时 ,因呕吐､ 不哭､ 不吃 2 天,皮肤黄染半天入院。第 4 胎第 2 产,孕 38 周

经阴道分娩出生。出生体重 4.1kg。父亲 33 岁,母亲 32 岁,母孕育史及家族史无特殊。入院查体:全
身皮肤中度黄染,毛发浓黑:发际低,眉毛浓黑,外侧与发际相连,上臂及肩胛部可见大量浓密黑色体

毛。颅面部 :颅骨有重叠,前囟(平),大小 1.5×1.5cm2,鼻梁偏低,鼻短小,鼻孔稍外翻,上颌高凸,下颌短

小。心肺腹无异常。四肢畸形:双手小拇指多指,右手小拇指多指为一赘肉,双足有多趾,与第五足趾并

趾,双足内翻。四肢肌张力正常。神经反射:拥抱反射(+),握持反射(+),吸吮反射(±),觅食反射(±),角弓

反张体位(无)。入院诊断考虑:1､ 呕吐查因。2､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3､ 多发畸形。实验室检查: 
心脏彩超: 室间隔缺损(膜周部)､ 卵圆孔未闭。基因芯片检测结果(图 2)显示有 3 处染色体异常,即 3
号染色体 P26.1pter 的缺失[Loss(3p26.1pter)],大小约为 4.190Mb;3 号染色体 q26.31pter 的扩增

[Gain(3q26.31qter)],大小约为 25.873Mb;14 号染色体 q32.33 的扩增[Gain(14q32.33)],大小约为

545kb。染色体核型分析 (图 3)46,XY,add(3)(p21)[20],此患儿外周血经培养后分析 20 个中期相细

胞,细胞核型表现为 3 号染色体短臂附加未知来源的片段。结合基因芯片结果,考虑患儿 3 号染色体

短臂附加的片段来源于 3 号染色体长臂重复区域。明确诊断为 3p 缺失综合征､ 3q 重复综合征 。 
结果 3p 缺失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智力低下､ 生长迟缓､ 上睑下垂､ 轴后多指等。而 3q 重复综合征主

要表现为智力低下､ 生长迟缓､ 多毛､ 鼻根宽等。德朗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高眉弓及连眉,毛发浓密,
睫毛长且卷曲,薄而下翻的嘴唇,腭弓高,四肢短小等。由于该患儿同时存在 3P 缺失和 3Q 重复,故临

床表现与德朗综合征相似,但没有低出生体重。临床上应予重视 
结论 3q 重复综合征有其特殊面容,临床医师认识该综合征的特点有助于其早期临床诊断,但 终明确

诊断依赖于基因检测及染色体核型分析。 
 
 
PU-3835 

一例新 PCCB 基因突变的新生儿丙酸血症报道 
 

郭琼,李军,李贵南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丙酸血症患儿的基因突变 
方法  患儿,女,6 天,因“发现皮肤黄染 3 天,鼻塞､ 喷嚏 1 天”于 2015 年 2 月 23 日收入我院,精神反应

欠佳,吸奶稍差。母亲结婚 8 年未孕,患儿系 G1P1,试管婴儿,双胎之大,孕 37 周剖宫产。出生体重

2.4kg 。无围产期缺氧史。父亲 36 岁,母亲 34 岁,有 1 同胞胎弟弟,均体健;否认家族遗传代谢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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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查:体重 2.14kg。精神反应欠佳,哭声欠洪亮,皮肤黄染波及肘､ 膝关节,心肺腹未见异常,四肢肌力

､ 肌张力正常。血常规 WBC 5.69 x10^9/L ,Hb 163g/L,PLT 300x10^9/L;总胆红素 254.86umol/L,间
接胆红素 242.08umol/L,血气 BE 值 -5mmol/L;电解质､ 血糖､ ALT､ AST､ 心肌酶均正常;入院后予

足月儿配方奶喂养以及光疗等综合治疗 8 天,黄疸明显消退,但出现喂养不耐受,且外周血白细胞和血

小板下降。加强抗感染治疗后复查白细胞､ 血小板仍进行性下降,且乳酸､ 血氨增高,高度怀疑遗传

代谢病。予查血 MS/MS 检测结果示游离肉碱(C0)3.81 μmol/L ､ 乙酰肉碱(C2)3.74μmol/L 均降低,
丙酰肉碱(C3)9.59μmol/L､ C3/C2 2.56 均增高,提示甲基丙二酸血症或丙酸血症;尿 GC/MS 检测结

果示 3-羟基丙酸(3-HP)13.3μmol/L､ 甲基枸橼酸 13.1μmol/L､ 丙酰甘氨酸 2.2μmol/L 均显著增高,
确诊丙酸血症;立即予禁食､ 停用氨基酸､ 口服左卡尼汀 75mg/(kg·d),精神､ 反应逐渐好转,入院第

20 天改予去除异亮氨酸､ 缬氨酸､ 苏氨酸的特殊奶粉喂养耐受,于第 21 天病情好转出院。出院 1
月后丙酸血症基因结果回报:通过对 PCCB 基因(NM_000532.4)外显子 1-15 全部编码区及前后

10bp 的剪切区分别进行 PCR 扩增并 Sanger 测序,发现两个杂合突变,分别为 E6 
c.634G>T(p.Asp212Tyr)与 E8 c.838dup(p.Leu280Profs*11)。父母同位点基因分析示父亲携带

c.838dup(p.Leu280Profs*11)杂合突变,母亲携带 c.634G>T(p.Asp212Tyr)杂合突变。同胎弟弟未检

测到致病基因。 
结果 PA 在新生儿期初发症状多为喂养困难､ 呕吐､ 脱水､ 低体温､ 嗜睡､ 肌张力低下､ 惊厥和呼

吸困难,进行性加重出现酮症､ 代谢性酸中毒､ 高血氨等;丙酸等有机酸蓄积常可造成骨髓抑制,以白

细胞及血小板下降为主,临床上常被误诊为脓毒症[2]血 MS /MS 筛查结合尿 GC-MS 检测可以确诊。

基因检测可进一步了解其突变情况。本例患儿的 PCCB 基因检测以及父母基因验证提示,患儿为复

合杂合突变,且两个位点的突变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从而说明,此两位点的突变与疾病相关。 
结论 丙酸血症经血尿遗传代谢筛查可以确诊,但基因诊断有助于发现该疾病的新的突变,并有助于优

生优育。 
 
 
PU-3836 

新生儿异戊酸血症 1 例 
 

董金茹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灾害学组) 300191 

 
 
目的 报告一例新生儿异戊酸血症 
方法 临床表现及串联质谱基肉碱谱和尿气相色谱质谱 
结果 本病例符合典型(急性)异戊酸血症的临床表现,有以下特点:(1)精神反应欠佳,吃奶差､ 皮肤黄染

起病,入院前青紫一次;(2)有特殊体臭:汗脚臭味;(3)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血小板及红细胞进行性下降,
示造血系统严重损害;患儿同时出现多种症状如拒奶､ 嗜睡､ 昏迷､ 特殊体味､ 代谢性酸中毒､ 高

氨血症､ 低钙血症､ 全血细胞减少。本病例根据其发病年龄､ 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应用串联质

谱技术,快速地明确了诊断,为典型(急性)异戊酸血症。 
结论 我国新生儿筛查仅限于苯丙酮尿症(PKU)､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H),随着串联质谱

(Tandem MS) 基肉碱谱和尿气相色谱质谱(GC/MS)检测的开展,提高了以往不明新生儿疾病诊断准

确性和及时性,降低新生儿死亡和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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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37 

新生儿家族性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 
-病例报道 1 例并文献复习 

 
黄晓阳,杨君莉,周冬,张晶卉,李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新生儿家族性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的临床表现及诊断方法。 
方法 报道 1 例经基因分析诊断新生儿家族性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患儿的临床､ 化验结

果及病情演变,并结合文献对新生儿家族性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的诊断进行分析探讨。 
结果 患儿男性,生后 9 天,因“颈部包块 4 天,脐带渗血 2 天,吃奶差､ 反应差 1 天”入院。患儿系 G2P2,
足月儿,因其母“瘢痕子宫”剖宫产娩出,出生体重 3.7kg。家族史无异常。查体可见皮肤黄染,颈部正

中及两侧可触及数个包块,局部皮肤发红, 大者约 2*2cm,部分破溃,脐带未脱落,有渗血,肝肋下约

3cm,质韧,脾肋下未触及。入院后患儿发热 1 次,体温 38.5℃,血小板进行性下降, 低至 42*10^9/l,腹
胀明显,肝脏增大,腹水增多,血浆纤维蛋白原(Fib)2.04g/l,甘油三脂(TG)0.75mmol/l,TORCH 及 EB 病

毒定量无异常,脑脊液检验无异常,血培养阴性,乳酸正常,血氨 126umol/l。给予抗感染治疗效果欠

佳。首次遗传性代谢病筛查高度可疑苯丙酮尿症,第二次新生儿疾病筛查串联质谱分析报告瓜氨酸

血症。但是基因分析未发现与瓜氨酸血症明确关联的基因变异。复测血常规示血红蛋白 98g/l,血浆

纤维蛋白原 1.56g/l,甘油三脂 2.12mmol/l。行基因分析发现 UNC13D 基因有 2 个杂合突变,经家系

验证分析,其母染色体 chr17-73832723 位点杂合变异,其父染色体 chr17-73836173 位点杂合变异。

诊断为家族性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 3 型。 
结论 家族性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是一种罕见的致命性疾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临床表

现为发热､ 肝脾肿大､ 全血细胞减少及存在嗜血细胞。新生儿表现不典型,临床特征很难达到诊断

标准,早期以血小板减少 为常见,因常合并肝脾增大､ 黄疸,易被误诊为遗传性代谢病。对于感染､

血细胞减少､ 肝脾肿大及腹水的患儿,应高度怀疑该病,尽早行基因检查明确诊断。 
 
 
PU-3838 

The oral microorganisms on the surface of neonatal 
endotracheal tubes facilitate the pathogenicity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 vitro and in vivo  
 

Li Hongdong,Yu JiaLin 
Chong Qing Yi Ke Da Xue Fu Shu Er Tong Yi Yuan 400014 

 
 
Objective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 results in considerabl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VAP is associated with polymicrobial biofilms that form on 
endotracheal tubes (ETTs) especially such a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 opportunistic 
pathogen that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iatrogenic infection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diversity and the bacterial community in biofilms on ETTs extubated from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newborns, and emphasized on the mechanisms of bacteria interac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using a pulmonary infection mouse model. 
Methods 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 (DGGE)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bacterial 
species in the biofilms on the ETTs. Species-specific PCR was used to detect common 
oropharyngeal Streptococcus species and known ETT-associated pathogens. crystal violet assay,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 pyocyanin assay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mouse 
model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changes of pathogenicity of P. aeruginosa.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685 
 

Results The dominant bacterial species were Klebsiella spp. , Streptococcus spp. , and 
Pseudomonas spp. . The most frequently occurring Streptococcus species was Streptococcus 
mitis. Streptococcus spp. often co-existed with P. aeruginosa. The addition of Streptococcus 
mitis or its secretion (autoinducer 2, AI-2) to P. aeruginosa increased biofilm formation, bacterial 
viabil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virulence factors of P. aeruginosa PAO1. Consistent with the in 
vitro results, in vivo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use of AI-2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mortality, lung 
bacterial count and histological lung damage of mice with acute P. aeruginosa PAO1 infection. In 
addition, both Streptococcus mitis and AI-2 could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quorum sensing-
associated genes and genes encoding virulence factor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Klebsiella spp., Streptococcus spp., and 
Pseudomonas spp. were the most frequent microbes on the surface of neonatal ETTs. The co-
existence of oral commensals and pathogenic bacteria on the same tubes may play a crucial role 
for biofilm formation. 
 
 
PU-3839 

7 例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死亡病例临床分析 
 

滑心恬,唐军,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MAS)病例临床特点及诊疗处理。探讨重症胎粪吸入综合征(MAS)病
例临床特点及诊疗处理。 
方法 对 2013-2016 年我院收治的重症 MAS 死亡病例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共 7 例病例,其中男 3 例､ 女 4 例,1 例为试管婴儿,平均胎龄 39 周(1 例早产儿,胎龄 33+6),平均

出生体重 3029g(2 例低出生体重儿,余正常),经阴道分娩 1 例､ 剖宫产 6 例。7 例均在 8 小时内入住

我院,其中 3 例为外院生后转入。平均生存时间 29.6h( 短 2h, 长 60h)。1 例孕母患甲状腺功能减

退､ 前置胎盘,1 例孕母患妊娠期糖尿病､ 宫腔粘连,余 5 例均否认孕母孕期患病。7 例均无胎膜早

破,4 例有明确宫内窘迫史,7 例均有羊水 III°粪染。3 例产时有轻度窒息表现,经窒息复苏,其中 1 例经

气管插管吸引胎粪,无产时重度窒息病例。病初 7 例均有呻吟､ 发绀､ 呼吸困难表现,3 例有皮肤或

消化道出血表现。病情加重主要表现在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以至呼吸衰竭,少尿､ 肝大､ 血压及心

率进行性下降等循环衰竭表现, 终均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3 例存在持续性肺动脉高压(PPHN),2 例

出现肺出血,2 例出现气漏,2 例有严重内环境紊乱,3 例有脑损伤表现。7 例均采取气管插管､ 高频呼

吸机辅助通气,其中 2 例经 NO 吸入治疗,4 例经气道内注入肺表面活性物质,1 例气漏者经胸腔闭式

引流。主要死因为持续低氧血症､ 多器官功能衰竭。 
结论 重症 MAS 病例进展迅速､ 治疗困难､ 死亡率高。生后即刻临床症状轻重､ Apgar 评分高低并

不能预测疾病严重程度。对于存在羊水粪染产儿,今年不再主张复苏过程中积极行气管插管､ 胎粪

吸引,但若存在窒息表现､ 需要正压通气或出现进行性加重呼吸窘迫者仍需要行胎粪吸引。因存在

气漏风险,需慎重选择呼吸支持方式及参数,高频辅助通气的应用目前临床经验也有限,目前尚无高质

量证据支持对于 MAS 病例 佳的通气策略。国外临床研究显示 NO 吸入治疗､ 肺表面活性物质的

应用可能减少 MAS 患者使用体外膜肺(ECMO)的几率,但对死亡率､ 机械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并无

显著改善,对于存在 PPHN 者仍需考虑 NO 的使用。ECMO 的应用对重症 MAS 患者的治疗带来希

望,但国内相关设备及临床使用经验还相当欠缺。目前对重症 MAS 病例尚缺乏有效的预防方法,积极

复苏､ 恰当的呼吸支持､ 循环支持､ 脏器保护､ 内环境调节等综合治疗策略有助于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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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40 

MAP4K3 通过亮氨酸-mTOR 通路对早产 
骨骼肌卫星细胞分化的影响 

 
郭楚怡,余慕雪,戴杰民,邓林峡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证实亮氨酸能提高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1, mTORC1)活性,促进下游核糖体蛋白 S6 激酶

1(ribosomal protein S6 kinase, polypeptide 1,S6K1)磷酸化,促进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增殖效

应。丝裂原蛋白激酶激酶激酶激酶 3 (mitogen-activating protein kinase kinase kinase kinase-3, 
MAP4K3)位于 mTORC1 上游感受细胞内氨基酸信号刺激。然而,MAP4K3 在骨骼肌肌分化中的作

用尚未见报道,且与亮氨酸-mTOR 通路的关系尚未阐明。因此,本研究拟采用 siRNA 干扰技术抑制

MAP4K3 表达,予以亮氨酸刺激,探讨其对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分化及亮氨酸-mTOR 通路相关分子

表达的影响,为临床营养干预打下理论基础。 
方法 取孕龄为 18 天早产大鼠,分离骨骼肌卫星细胞并进行原代培养。小干扰 RNA(siRNA)干扰技术

用于抑制 MAP4K3 的表达。在 MAP4K3-siRNA 干扰下进行亮氨酸刺激实验。在 siRNA-MAP4K3
干扰后,显微镜镜下观察原代早产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分化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 MAP4K3,T-
mTOR､ p-mTOR､ T-S6K1 和 p-S6K1 表达。分析 MAP4K3 对早产大鼠卫星细胞分化的影响及其

与 mTOR 通路的关系。 
结果 在原代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分化过程中,随着肌管的逐步分化,MAP4K3 的表达呈上升改

变。MAP4K3 siRNA 干扰后,早产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中 MAP4K3 表达水平下降,抑制肌管分化形

成,而 T-mTOR､ p-mTOR､ T-S6K1 和 p-S6K1 表达未见显著下调。MAP4K3 siRNA 干扰后予以亮

氨酸刺激,能上调 p-mTOR 和 p-S6K1 表达,但与非干扰亮氨酸刺激相比,上调效应显著下降。 
结论 MAP4K3 可能参与肌分化的正性调节,但其调节肌分化的作用可能与 mTORC1 的活性无关;亮
氨酸充分激活 mTORC1 需要 MAP4K3 的表达。 
 
 
PU-3841 

早产儿经口喂养能力评价的临床研究 
 

石云
1,2,茹喜芳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目的 采用早产儿喂养评估表判断不同胎龄早产儿经口喂养的能力 
方法 使用调整的早产儿喂养评分表对矫正胎龄≥32+4周､ 生理状态稳定的早产儿进行动态喂养能

力评估。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早产儿喂养评分和经口摄入奶量占医嘱奶量百分比的相关性;采用受

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早产儿喂养评分预测早产儿经口摄入 50%医嘱奶量的界值;通过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早产儿摄入奶量占医嘱奶量百分比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入组 44 例早产儿,在相同矫正胎龄情况下,出生胎龄越小的早产儿经口摄入奶量占医嘱奶量百

分比越少。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早产儿喂养评分与经口摄入奶量占医嘱奶量百分比呈正相关

(P<0.05);绘制早产儿喂养评分对经口摄入 50%医嘱奶量预测的 ROC 曲线,ROC 曲线下面积(AUC)
为 0.951(P<0.05),以喂养评分总分 6.5 为界值,灵敏度 93.8%,特异度 83.3%;早产儿准备程度评分是

矫正胎龄 34 周早产儿完成经口摄入 50%奶量的影响因素。 
结论 早产儿喂养评估表可以有效的协助医护人员评估早产儿经口喂养能力,促进经口喂养,利于尽早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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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42 

不同维持剂量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临床应用观察 
 

高晓燕,奚碧冰,陈明娟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目的 探讨不同维持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在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符合条件的 73 例原发性呼吸暂停的早产儿,随机

分为 A 组即维持量 5mg 组(枸橼酸咖啡因首剂给药量 20mg/kg,24h 后维持剂量每日 5mg/kg.)和 B
组维持量 10mg 组(枸橼酸咖啡因首剂给药量 20mg/kg,24h 后维持剂量每日 10mg/kg)。对比分析两

组的治疗有效性､ 治疗 72 h 内呼吸暂停发生频数､ 治疗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A 组治疗有效 28 例(75.68%),B 组治疗有效 34 例(94.44%),B 组有效率明显高于 A 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B 组治疗后第 24､ 48 及 72h 每天发生呼吸暂停的频数均少于 A 组(P<0.05),且 B 组的平

均治疗时间明显小于 A 组(P<0.05);而两组出现喂养不耐受､ 心率加快､ 高血糖､ 电解质紊乱､ 脑

出血､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宫外生长迟缓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区别(P>0.05)。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原发性呼吸暂停时,采取首剂 20mg/kg 给药 24h 后,予 10mg/kg.d 维

持剂量较 5mg/kg.d 的维持剂量效果好,且不良反应发生率未见增加。 
 
 
PU-3843 

高频振荡通气治疗新生儿肺出血疗效观察 
 

左菲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高频振荡通气在新生儿肺出血患者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胎龄在 37 周以上,气管内明确血性分泌物且量较多者,胸片证实肺出血的 30 例新生儿肺出

血患者分析,分为观察组于对照组各 15 例,其中年龄和性别无明显差异。观察组采取高频振荡通气的

措施,而对照组则使用常频通气的方案。在病程中观察与比较两组各项临床指标,做出综合的分析与

评价。指标包括:上机前及上机后 2､ 6､ 12､ 24 小时吸入氧浓度(FIO2)､ 氧合指标(OI)､ 二氧化碳

分压(PaCO2)､ 上机时间及肺出血､ 机械通气相关并发症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的氧疗时间､ 氧合指标､ 上机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显著小于对照组患儿。观察组:发生气

胸 1 例,消化道出血 5 例,颅内出血 1 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1 例,肾损害 1 例,血糖异常 3 例。对照组:
发生气胸 6 例,消化道出血 4 例,颅内出血 1 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5 例,肾损害 5 例,血糖异常 3 例。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出现消化道出血､ 颅内出血,血糖异常这几个方面并无显著差异;然而观察组在气

胸,肾损害与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生率方面均小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死亡 2 例,对照组死亡 6 例,观
察组死亡率明显小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高频振荡通气治疗可以明显改善肺出血患儿氧合功能,迅速改善高碳酸血症,明显减少气胸､ 肾

损害及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并一定程度上减少患者的病程､ 住院时间及死亡率。高频振荡

通气治疗肺出血安全､ 有效,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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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44 

高压氧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脑损伤临床效果  
 

古玉芳 
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 530003 

 
 
目的 探讨高压氧治疗新生儿胆红素血症对新生儿脑损伤影响 
方法 选择新生儿科住院≤7 天足月患儿 90 例,其中血清胆红素<15mg/dl 为轻度黄疸,15-20mg/dL 为

中度黄疸,>20mg/dl 为重度黄疸。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 45 例,两组同时接受蓝光照射及常规

的药物治疗,治疗组则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高压氧治疗组患儿均无高压氧舱治疗

禁忌症。比较两组患儿在治疗前及治疗后血清胆红素消退日数､ 住院时间､ 黄疸治疗疗效､ 新生儿

行为能力测定(NBNA)等数据,并进行科学统计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患儿血清胆红素消退时间､ 住院时间､ 疗效均缩短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患

儿的后遗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经脑损伤判定,对照组有 5 例脑损伤,发生率显著高于治疗

组,P<0.05。 
结论 高压氧治疗新生儿胆红素血症治疗过程中效果显著,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有效减少脑损伤,
是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方案。 
 
 
PU-3845 

全身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疗效与护理 
 

王芳,张亚娟,沈德新 
河南省郑州市郑上路第 153 中心医院 450042 

 
 
目的 探讨全身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的疗效及护理。方法  选择解放军第 153 中

心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收治的 61 例中､  
重度 HIE 患儿,随即分为治疗组 31 例和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按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等部

门制定的“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循症治疗指南(2011)”实施,但不行亚低温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

的基础上于生后 6h 内进行全身亚低温治疗,维持患儿鼻咽部温度为 33.5-34.0℃,肛温 34.5-35.0℃,
持续 72h。治疗组和对照组患儿分别于生后 14 天及 28 天进行 NBNA 评分。结果  生后 14､ 28 天

治疗组 NBNA 评分高于对照组〔14 天:(34.6±1.5)比(33.9±1.2)分,28 天:(36.5±1.3)比(35.4±2.2)
分,P<0.05〕。结论:全身亚低温治疗 HIE 疗效明显;经精心护理,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 
方法 1. 治疗方法: ( 1) 常规组: 按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等部门制定的“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

病循证治疗指南( 2011) ”[7]实施,但不行亚低温治疗;( 2) 亚低温组: 在常规组治疗的基础上,按照卫生

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等部门制定的“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方案(2011)[8]实施,于生

后 6 h 内将患儿进行亚低温治疗。采用 HGT-2000 型亚低温治疗仪(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 。将控温仪的鼻咽温度探头湿润后小心置入患儿鼻咽部,放置深度相当于鼻尖至耳垂的长度;
将直肠温度探头润滑后插入直肠 5cm 左右,俩温度探头均标记好插入深度并做好记录,固定妥当。变

温毯置于患儿躯干和大腿,禁止覆盖患儿颈部,启动控温仪,逐步降温。维持患儿鼻咽部温度为 33. 5 ~ 
34. 0 ℃ ,肛温 34. 5 ~ 35. 0 ℃ 。72 h 后停止亚低温治疗,采取自然复温,6 h 内使肛温恢复至≥

36 ℃,必要时给予远红外辐射复温,复温期间直肠温度每 2 h 升高不超过 0. 5 ℃ 。 
结果 1. 一般情况: 终入选 31 例亚低温组,30 例常规组。两组患儿性别､ 胎龄､ 出生体重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P >0. 05) ,亚低温组和常规组入院日龄､ HIE 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 
2. 两组 NBNA 评分结果比较: 亚低温组患儿生后 14 天､ 28 天 NBNA 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

计计学意义( P <0. 05) ,这与邓笑梅等[12]､ 黄桂兰[1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全身亚低温治疗 HIE 疗效明

显,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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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治疗方法。 
结论 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经验总结,结合本组 31 患儿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实施全身亚低温治疗过程中,
虽然有心率､ 血压､ 皮肤硬肿发生,但都在可控可防阶段,全身亚低温治疗 HIE 患儿经医护人员的周

密的准备､ 严密控温､ 护理､ 观察及治疗,未出现严重的皮肤硬肿､ 心动过缓､ 心律不齐､ 低血压

及出血等并发症发生,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治疗方法。 
 
 
PU-3846 

亚低温对中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影响 
 

沈德新
1,2,刘一沉

1,2,陈丽娟
2 

1.解放军第一五三中心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59 医院小儿科 

 
 
目的 观察亚低温加用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近､ 远期预后的影响。方法  对比分析 46 例

HIE 加用(观察组) 亚低温及 45 例未加用(对照组)者意识状态､ 原始反射､ 肌张力的恢复情况及时

间。根据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分(NBNA)[4]在出生后第 14d 进行评分,同时对比分析 2 年后运动发育指

数( PDI)､ 精神发育指数( MDI)及脑瘫和癫痫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近期预后如意识､ 反射､ 肌张力

恢复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P<0.01),14d 后 NBNA 明显升高(P<0.05);远期预后 PDI､ MDI
明显升高(P<0.05),脑瘫､ 癫痫发生率显著减低(P<0.05)。 
方法 1  病例选择  选择 HIE 患儿 91 例,男 51 例,女 40 例。均符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诊断依据

和临床分度标准[3]。均为重度,且在生后 6h 内入院,经头颅 CT 检查确诊,并排除免疫性及遗传代谢性

疾病､ 颅内出血,且生存 2 年以上者。 
1.2  方法  91 例 HIE 患儿 随机分为两组,两组一般情况如胎龄､ 出生时体重､ 主要神经系统症状､

体征等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亚低温组 46 例,入院后既给予常规治疗包括营养支持､ 对

症､ 保持良好的通气功能､ 维持脑良好的血液灌注､ 控制惊厥及颅内压等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

HGT-2000 超级恒温系统,将控温仪的鼻咽温度探头湿润后小心置入患儿鼻咽部,放置深度相当于鼻

尖至耳垂的长度,并将处于备用状态的变温毯裹以柔软的床单平置于患儿身下,启动控温仪,逐步降

温。维持患儿鼻咽部及直肠温度为 33.5~34.0。72h 后停止亚低温治疗,采取辐射床加温方法逐步复

温,复温期间直肠温度每 2h 升高不超过 0.5℃ 。对照组 45 例,治疗方法同观察组,但不加用亚低温。

每天检查､ 记录患儿临床症状,意识状态,原始反射和肌张力的恢复情况及时间,根据新生儿行为神经

评分(NBNA)[4]在出生后第 14d 进行评分,操作者必须经过正规培训。出生 2 年后采用盖塞尔发育量

表(GDS)[5]测试运动发育指数( PDI)､ 精神发育指数( MDI),并对比分析两组预后脑瘫､ 癫痫发生

率。 
1.3  统计学处理  检验数据用 χ±s 表示,采用 SPSS19.0 软件包,组间显著性采用 χ2检验及 t 检验。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1 近期预后  亚低温组近期预后如意识､ 反射､ 肌张力恢复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P<0.05,P<0.01),14d 后 NBNA 明显升高(P<0.05)。 
2.2  远期预后  观察与对照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由于亚低温可使患儿脑细胞结构破坏尽量减轻,同时还能够促进患儿脑组织细胞功能及结构修

复。所以常规加用亚低温较常规治疗措施近期预后如意识､ 反射､ 肌张力恢复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

短,14d 后 NBNA 明显升高;远期预后 PDI､ MDI 明显升高,脑瘫､ 癫痫发生率显著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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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47 

先天性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一例报告并文献 
 

陶莉,周伟,王玲,陈晓文,赵宁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先天性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CGGM)患儿的临床特征,提高对 CGGM 的认识。 
方法 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诊治的 1 例 CGGM 患儿的临床表现及诊治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

以“吸收不良”､ “高渗性脱水”､ “腹泻”､ “新生儿”､ “先天性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及“malabsorption 
syndrome”､ “dehydration”､ “hypernatremia”､ “diarrhea”､ “newborn”､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glucose/galactose malabsorption”为关键词,对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CNKI)､ 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及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1966 年至 2016 年 5 月收录的论文进行检

索,总结 CGGM 患儿的临床特征。 
结果 本院收治患儿女,足月顺产,生后第 9 天发病,临床表现为严重腹泻､ 重度脱水､ 高钠血症､ 代谢

性酸中毒､ 营养不良。经静脉补液等对症治疗后脱水､ 高钠血症､ 代谢性酸中毒被纠正,但以水样

､ 酸性粪便为特征的腹泻无改善,体重增长差。葡萄糖激发试验阴性,果糖激发试验阳性,诊断性去碳

水化合物奶粉喂养后腹泻明显好转,临床诊断 CGGM。基因检测存在 SLC5A1 基因纯合 IVS7-2A>G
突变,确诊 CGGM。予去碳水化合物奶粉加果糖喂养,患儿体重增长满意,现随访 2 个月,身长､ 体重

为正常同龄儿第 25､ 22 百分位,暂未出现明显神经系统后遗症。文献检索共收集 7 篇文献 48 例

CGGM 患儿,多为 7d 内发病(79.2%);主要临床特征为腹泻(100%)､ 脱水(100%)､ 营养不良(54.2%);
去碳水化合物配方奶粉(22.9%)和果糖基质配方奶粉(27.1%)喂养疗效满意;无死亡,体重增长正常

(77.1%)､ 神经系统发育正常(91.7%)。 
结论 CGGM 罕见,在新生儿期即可发病,主要表现为反复的严重水样腹泻､ 粪便呈酸性,易伴有重度

高渗性脱水､ 高钠血症等并发症。CGGM 可通过典型临床表现､ 糖激发试验及 SLC5A1 基因检测

而明确诊断。去碳水化合物奶粉加果糖喂养疗效满意。 
 
 
PU-3848 

严重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肠道菌群构成情况 
及对胆红素脑损伤的影响 

 
李雁彬,周伟,袁伟明,陈晓文,张喆,陶莉,唐娟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研究严重高胆红素血症(血清胆红素>342umol/L)新生儿肠道菌群的构成情况,比较发生胆红素

脑损伤和未发生胆红素脑损伤新生儿肠道菌群构成的差异,探讨肠道菌群与胆红素脑损伤之间的关

系。 
方法 采取前瞻性研究,将入院时血清总胆红素值>342umol/L 的新生儿列为研究对象,运用 16S rDNA
序列分析技术检测所有研究对象入院时肠道菌群构成,根据头颅 MRI 及临床表现,将研究对象分为脑

损伤组(26 例)和无脑损伤组(28 例),比较两组新生儿肠道菌群构成的差异,同时比较血清和脑脊液中

未结合胆红素水平。 
结果 脑损伤组脑脊液未结合胆红素水平显著高于无脑损伤组(P=0.017),两组新生儿脑脊液中未结合

胆红素水平与血清中未结合胆红素水平无相关性(r=0.137, P=0.081);脑损伤组肠道菌群在属水平上

丰度低于无脑损伤组,其中以 Fusobacterium､ Catabacter､ Succinivibrio､ Clostridium､
Bacteroides 这 5 类菌属差异显著(P 均<0.05)。 
结论 胆红素脑损伤的发生直接取决于脑脊液的胆红素水平,但对于严重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脑脊液

胆红素水平与血清胆红素水平并非全部呈正相关关系。胆红素脑损伤新生儿肠道菌群多样性明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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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脑损伤组。脑脊液胆红素水平的高低可能与肠道菌群构成不同引起的血脑屏障通透性不同有

关。 
 
 
PU-3849 

 中国 1986､ 2015 和 Fenton2003､ 2013 生长参照值在评估   早
产儿 AGA､ SGA､ LGA 及 EUGR 发生率的比较 

 
何雪梅

1,沈海清
1,陈家慧

1,雷一慧
1,刘丹阳

1,王莹
3,余晓丹

4,朱建幸
1,何振娟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新生儿科 

2.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围产研究室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营养科 

4.环境与儿童健康教育部和上海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中国 1986､ 2015 和 Fenton2003､ Fenton2013 四种生长参照值在评估 SGA､ AGA､
LGA 检出率､ EUGR 发生率以及中国 1986､ Fenton2003､ Fenton2013 在体重 z 评分上的差异。 
方法 回顾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入住本院新生儿科､ 符合入选标准的 821 例早产儿,按
照出生时的胎龄分为 28-31+6w､ 32-33+6w､ 34-36+6w 三个胎龄段,在各个胎龄段中,分别依据中

国 1986､ Fenton2003､ Fenton2013 这三种生长参照值计算 SGA､ AGA､ LGA 的检出率和

EUGR 的发生率,并进行比较。 
结果 (1)在胎龄为 28-31w 的早产儿中,中国 1986 的 SGA 检出率较高,而 LGA 检出率较低,与之相

反,Fenton 2003､ 2013,中国 2015 的 SGA 检出率则较低,LGA 检出率较高,其中 Fenton 2013 的

LGA 检出率 高(P<0.05)。(2)在各胎龄层中,依据四种生长参照值所得的 EUGR 发生率均存在差异,
其中在胎龄 28-31+6w､ 32-33+6w 组中,依据中国 1986 所得的 EUGR 发生率 高,依据

Fenton2003 所得的 EUGR 发生率 低(P<0.05);在胎龄 34-36+6w 组,依据中国 2015 所得的 EUGR
发生率 高,依据 Fenton2003 所得的 EUGR 发生率 低(P<0.05)。(3)在各胎龄层中,依据三种生长

参照值计算出生体重 z 评分和出院体重 z 评分时,结果显示在胎龄 28-31+6w､ 32-33+6w 组中,依据

中国 1986 参照值所计算的出生体重 z 评分 低,且 远离参照水平(P<0.05),而在各胎龄段中,三种

参照值计算出的出院体重 z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分别依据中国 1986､ 中国 2015 和 Fenton 2003､  Fenton 2013 四种参照

值计算 AGA､ SGA､ LGA 检出率､ EUGR 发生率,以及分别依据中国 1986､ Fenton 2003 和

Fenton 2013 计算的出生､ 出院体重 z 评分,其所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 1986 年界值或高于

Fenton 2003 和 Fenton 2013,尤其是在胎龄较小的早产儿中;中国 2015 与中国 1986 的参考值相比,
数据更新,所得的 AGA､ SGA､ LGA 检出率､ EUGR 发生率介于 Fenton 2003 和 Fenton 2013 之

间。在对比国内外早产儿 EUGR 的发生率时,除了考虑营养管理方面的差异外,还应关注其所依据的

参照值,以便更客观､ 合理的做出评价。 
 
 
PU-3850 

新生大鼠缺氧缺血脑损伤后远期行为学改变 
及 miR-182 对 HIBD 大鼠远期行为学的影响 

 
杨元元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研究 HIBD 与远期行为学改变的关系,miR-182 对 HIBD 的影响及对节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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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 将 7 日龄(P7)清洁级 SD 新生大鼠随机分为 HIBD 组及假手术组,应用 Rice-Vannucci 法制

作 HIBD 模型,2 月龄后开始进行测试。利用代谢笼测试大鼠能量代谢､ 进食及活动状态,比较两组大

鼠的能量代谢､ 活动量及节律变化。开场实验测试两组大鼠自发活性。Morris 水迷宫实验测试大鼠

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利用踏轮实验观察大鼠活动的昼夜节律变化。2､ 将 1 日龄(P1)清洁级 SD
新生大鼠随机分为 LV-rno-miR-182 处理组及空病毒对照组,进行左侧脑室内注射,LV-rno-miR-182
处理组大鼠注射以载有 miR-182 过表达的慢病毒(LV-rno-miR-182),空病毒对照组仅注射空病毒。

两组大鼠 P7 时进行 HIBD 造模,P10 时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对病毒转染效果进行评估。两月龄

后开始进行开场实验､ Morris 水迷宫及踏轮实验。 
结果 1.HIBD 组大鼠总呼吸交换率及总氧消耗量较假手术组明显增加､ 活动总量减少(p<0.05),提示

HIBD 可造成大鼠远期脂质代谢､ 运动功能异常。两组大鼠的直立及总进食量无差异。开场实验中

HIBD 组大鼠较假手术组移动距离增多､ 运动速度增快､ 中央区活动增加(p<0.05),提示 HIBD 可引

起焦虑倾向。Morris 水迷宫实验中 HIBD 组大鼠平均逃避潜伏时间下降速度较假手术组大鼠慢,且第 
3~6 天的逃避潜伏期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两组大鼠穿越平台次数无明显差异(p>0.05),HIBD 大鼠

的活动轨迹较假手术组呈现明显的趋触性,提示 HIBD 可造成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下降。踏轮实验

显示两组大鼠昼夜周期无差异(p>0.05),HIBD 组大鼠运动时相开始时间较对照组出现延迟(p<0.05),
提示 HIBD 可通过改变运动时相开始时间导致大鼠昼夜节律紊乱。 
  2.经侧脑室注射及 HIBD 处理的两组大鼠,开场实验中活动距离､ 运动速度､ 外围区域活动量无明

显差异(p>0.05),提示 miR-182 过表达对 HIBD 大鼠的情感无明显影响。水迷宫实验中,LV-rno-miR-
182 处理组大鼠平均逃避潜伏时间较空病毒对照组增加(p<0.05),穿越平台次数明显减少(p<0.05),且
活动轨迹存在明显趋触性,提示 miR-182 过表达可加重 HIBD 对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踏轮实

验中两组大鼠昼夜周期无明显差异(p>0.05),LV-rno-miR-182 处理组大鼠运动时相开始时间较空病

毒对照组提前(p<0.05),提示 miR-182 过表达可改变 HIBD 对大鼠昼夜节律的影响。 
结论 新生大鼠缺氧缺血可导致远期运动､ 情感､ 学习记忆能力､ 脂质代谢异常,通过延迟运动时相

开始时间造成昼夜节律紊乱。miR-182 过表达可加重 HIBD 所致的远期学习记忆能力的损伤,并可改

变缺氧缺血所造成的运动时相开始时间延迟现象 
 
 
PU-3851 

早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作用分析 
 

李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早期护理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的作用。 
方法 随机选择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至我院进行治疗的 HIE 患儿 60 例,根据患儿家长是否同意

接受早期护理干预分为观察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给予患儿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方

案的基础上给予早期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儿智能发育情况以及临床疗效。 
结果 通过 Gessell 量表评定,治疗前两组患儿的适应､ 大运动､ 精细运动､ 语言､ 社交等方面评分

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评分均有提高,观察组提升的更为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5)。 
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预后,提高临床疗效,促进患儿智能发育,减轻神

经系统后遗症,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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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2 

降钙素原､ 超敏 C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 
在新生儿感染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宋文辉,孙林丽,江文胜,石玉龙 

铜陵市人民医院 244009 
 

 
目的 评价 PCT 和 hCRP 联合检测对新生儿感染早期诊断的价值。 
方法 选择入住本院 NICU 3~28 天诊断为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患儿 159 例。所有患儿入院( 抗生素

使用前)立即抽取静脉血,并同时做 PCT､ hCRP 检测,根据疾病类别不同,分为全身感染组及局部感

染组,分析 PCT 和 hCRP 联合检测在足月儿､ 早产儿感染中早期诊断的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

值和阴性预测值。 
结果 ①在新生儿重症感染中,PCT 和 hCRP 联合检测特异度 高,灵敏度 低,足月儿(灵敏度 56.6%
､ 特异度 93.5%)､ 早产儿(灵敏度 56.6%､ 特异度 93.5%)无明显差异,两者联合检测的阳性预测值

明显高于单指标 PCT 检测及单指标 hCRP 检测,且与足月､ 早产无关。②在局部感染中,PCT 和

hCRP 联合检测特异度 高,灵敏度较单指标 PCT 检测､ 单指标 hCRP 检测无明显差异,足月儿(灵
敏度 56.6%､ 特异度 93.5%)､ 早产儿(灵敏度 56.6%､ 特异度 93.5%)无明显差异,两者联合检测的

阳性预测值较高,且足月儿阳性预测值明显高于早产儿。 
结论 ①在新生儿感染中,PCT 和 hCRP 联合检测在新生儿感染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②

在局部感染中,PCT 和 hCRP 联合检测的特异性在足月儿和早产儿中有明显差异,两者联合检测是否

与胎龄有关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PU-3853 

中国近 12 年先天性肾病基因突变的病例 
对照研究并发现 2 个新突变 

 
赵阳,李莉,王建华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研究中国原发性先天性肾病(CNS)的发病原因,总结 CNS 发病特点及基因突变类型。 
方法 结合我院搜集的 2 个 CNS 病例及中国十余年来文献报道的 CNS 共 13 个病例,与 50 例正常对

照组进行比较分析病例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 血白蛋白､ 血胆固醇､ 血肌酐､ 尿蛋白等临床

指标,并总结观察组 13 例患儿的基因突变位点及所致核酸､ 氨基酸改变,从而分析我国原发性先天性

肾病的发病特征。我院病例应用二代测序的方法进行基因检测,发现 2 个新发突变,丰富了 NPHS1
基因突变的数据库。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性别､ 年龄无显著性差异,血白蛋白､ 血肌酐明显低于对照组,血胆固醇､ 尿

蛋白明显高于对照组。13 例患儿均存在 NPHS1 突变,1 例除 NPHS1 突变外同时存在 LAMB2 突

变。13 个 NPHS1 突变一例为纯合突变,其他 12 例为复合杂合突变。13 例患儿共存在 27 个突变,2
个为新发突变。27 个突变中存在 14 个错义突变､ 3 个无义突变､ 1 个插入突变､ 4 个缺失突变､ 5
个剪切位点突变。突变分别发生在 6,7,8,9,13,14,15,16,17,19,20,21,24,27 29 外显子。 
结论 我国原发性先天性肾病的主要致病基因为 NPHS1 基因。研究中发现两个 NPHS1 新发突变分

别为第 7 外显子 c.805-809 delG  (p.Gly270Val fsX4) 及第 9 外显子 c.1082G>C(p.Cys361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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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4 

固尔苏联合鼻塞式气道正压通气对新生儿 
呼吸窘迫综合征预后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赵家艳,张峥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453003 
 

 
目的 探讨固尔苏联合鼻塞式气道正压通气(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对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NRDS)预后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 按照入院顺序抽签后将 88 例 NRDS 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儿在常规综合治

疗基础上给予 NCPAP,实验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固尔苏,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疗效､ 血气分析

指标[PH､ 氧合指数(OI)､ PaO2､ PaCO2]､ 血清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白细胞介素-
10(IL-10)､ 转铁蛋白(SF)]水平变化情况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实验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患儿治疗后 OI､
PaCO2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aO2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患儿治疗后

TNF-α､ SF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IL-10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儿并发

症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固尔苏联合 NCPAP 方案对 NRDS 疗效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患儿血气分析指标和炎症因子,可作

为优选治疗方案。 
 
 
PU-3855 

高频振荡通气治疗新生儿气胸的临床研究 
 

宋晓燕,左菲,张英琦,徐学健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研究高频振荡通气与常频机械通气治疗新生儿气胸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在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32 例需要机械通气治疗的气胸

新生儿,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16 例采用高频振荡通气治疗;对照组 16 例则采用常频机械通气治疗。

两组患者性别､ 胎龄､ 年龄､ 原发病比较无显著差异。观察两组患儿在治疗 4､ 12､ 24､ 36､ 48
小时的氧浓度､ 血气分析指标以及呼吸机治疗时间的比较,两组患儿有无并发症。 
结果 两组患儿在治疗前所需氧浓度､ 氧分压､ 二氧化碳分压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儿治疗 4､ 12､ 24､ 36､ 48 小时后,观察组和对照组各时段 PaO2值均较治疗前上升

(P<0.05),氧浓度均较前下降(P<0.05),PaCO2值较治疗前下降(P<0.05)。观察组治疗 4､ 12､ 24､
36､ 48 小时后氧浓度需求､ PaO2､ PaCO2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呼吸机平均

使用时间为(3.1±1.1)/d 明显短于对照组的(6.8±1.6)/d(P<0.05)。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无明显并发症

情况发生(P>0.05)。 
结论 高频震荡通气和常频机械通气两种通气治疗新生儿气胸均有明显效果,但 HFOV 的临床治疗疗

效更好,检测血气分析指标改善更明显,且安全性更高,无明显并发症,更适合治疗新生儿气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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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6 

1146 例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临床特点及远期神经预后分析 
 

胡勇,唐军,夏斌,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 VLBW/ELBW 的临床特点,救治策略,转归情况,远期预后,为其生后临床救治及远期随访提

供指导。 
方法 选取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住院,且出生体重<1500g
的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出生胎龄及出生体重分组。分析各组临床特点,探寻远期预后的影响因

素,探寻发育商(DQ)的影响因素。 
结果 (1) <28 周组､ ≥28~32 周组､ ≥32 周组比较:①出生体重､ 出院体重､ 住院时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c2=150.13,14.59,35.91,P<0.001);②剖宫产率､ 胎膜早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 

=215.21,60.49,P<0.001)。(2)<1000g 组､ ≥1000~1500g 组比较:①出院体重､ 出生胎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Z=3.40,﹣8.26,P<0.001);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04,P=0.969);②2 组多胎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 =7.73,P<0.05)。(3)并发症:<28 周组､ ≥28~32 周组､ ≥32 周组比较:新
生儿肺炎､ 颅内出血､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NRDS)､ 呼

吸暂停､ 低血糖､ 呼吸衰竭､ 宫内感染､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ROP)､ 支

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00g 组､

≥1000~1500g 组比较:颅内出血､ NRDS､ 低血糖､ 呼吸衰竭､ ROP 和 BP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出院体重越重,越有利于远期存活(OR=0.988,P<0.05);合并重度窒息与

未发生窒息者相比更不利于远期预后(OR=18.812,P<0.05)。合并宫内感染和呼吸衰竭并发症不利

于远期预后(OR=10.929,4.813,P<0.05)。(5)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BPD､ 多胎和低血糖对纠正

年龄 6 月时的 DQ 有负性作用。BPD 和多胎对 VLBW/ELBW 纠正年龄 1 岁时的 DQ 有负性作用。 
结论 出院体重是远期预后的保护因素;重度窒息､ 宫内感染和呼吸衰竭是远期预后的危险因素;BPD
和多胎对 VLBW/ELBW 纠正年龄 1 岁时的 DQ 有负性作用。 
 
 
PU-3857 

宫内感染对新生大鼠急性肺损伤的影响及药物干预效果 
 

卢刻羽,程锐,朱伟伟,陈许,杨洋,邱洁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研究宫内炎症暴露对新生大鼠肺泡上皮钠离子通道(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 ENaC)表达的

影响及给予特布他林雾化吸入干预效果,探讨特布他林促进肺泡内液体清除的机制。 
方法 孕 18 天健康 SD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 实验组和治疗组,每组 10 只。实验组与治疗组

孕鼠均予腹腔注射 0.7mg/kg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建立宫内炎症暴露模型,对照组孕鼠予

等量无菌生理盐水;孕鼠自然分娩后,治疗组新生大鼠于生后 7 天连续予雾化吸入特布他林

(2.5mg/ml)0.5h/d。于生后第 1､ 7 天(Postnatal 1､ 7,P1､ P7)分别收集三组新生大鼠肺组织,观察

肺组织病理切片并统计病理评分改变,计算湿/干重比值(W/D)以确定肺水含量变化,酶联免疫吸附测

定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炎症因子 TNF-α､ IL-1β 含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检测各组新生大鼠肺组织中 α､ β､ γ-ENaC mRNA 表达及蛋

白分子免疫印迹法(Western-Blot)观察 α-ENaC 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①宫内炎症暴露后新生大鼠肺组织生后第 1､ 7 天病理评分､ 湿/干重比值､ BALF 中炎症因子

TNF-α 和 IL-1β 含量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予特布他林雾化治疗后各指标较实验组明显降低(P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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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②生后第 1､ 7 天实验组肺组织 α､ β､ γ-ENaC mRNA 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P 均<0.01),
宫内炎症暴露降低新生大鼠肺组织 ENaC mRNA 表达;特布他林雾化治疗 1 天治疗组肺组织 α､ β､
γ-ENaC mRNA 表达与实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特布他林连续雾化治疗 7 天治疗

组肺组织 β､ γ-EnaC mRNA 表达较实验组显著升高,而 α-ENaC mRNA 表达无明显差异(P
均>0.05)。③生后第 1､ 7 天实验组新生鼠肺组织细胞膜 α-ENaC 蛋白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组

显著高于实验组(P 均<0.01),宫内炎症暴露使新生大鼠肺组织细胞膜 α-ENaC 蛋白数目减少,特布他

林治疗则可增加该蛋白的数目。 
结论 宫内炎症暴露可能通过炎症介质使新生大鼠肺组织上皮钠离子通道的表达下降导致肺液吸收

障碍。予 β-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特布他林干预可通过增加肺上皮细胞膜表面 ENaC 数目,增强肺液

清除功能并减轻肺损伤。 
 
 
PU-3858 

窒息新生儿中 miR-182 与相关钟基因的变化 
 

方逸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窒息对患儿外周血中 miR-182 与相关钟基因及 Aanat 表达的影响以及其相关性。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RT-qPCR)检测新生儿窒息患儿(90 例)和对照组(19 例)新生儿外周

血中 miR-182､ Clock 钟基因､ Cry1 钟基因､ Cry2 钟基因､ Bmal1 钟基因､ Per1 钟基因､ Per2 钟

基因以及 Aanat 的表达水平,并通过 ELISA 方法检测血浆中 Aanat 的浓度。 
结果 1. miR-182 在窒息组与对照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表达水平相比较,呈低表达,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miR-182 在轻度窒息与重度窒息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差异(P>0.05)。 
2.Clock 钟基因在窒息组与对照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表达水平相比较,其表达水平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Clock 钟基因在轻度窒息组比重度窒息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表达水平显著

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Cry1 钟基因在窒息组与对照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表达水平相比较,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ry1 钟基因在轻度窒息组与重度窒息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4.Bmal1､ Cry2､ Per1 及 Per2 钟基因在窒息组与对照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Bmal1 钟基因(P>0.05)､ Cry2 钟基因(P>0.05)､ Per1 钟基因(P>0.05)及 Per2 钟基因

(P>0.05);Bmal1､ Cry2､ Per1 及 Per2 钟基因在轻度窒息组与重度窒息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表达水平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Bmal1 钟基因(P>0.05)､ Cry2 钟基因(P>0.05)､ Per1 钟基因

(P>0.05)及 Per2 钟基因(P>0.05)。 
5. Aanat 在窒息组与对照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表达水平相比较,其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Aanat 在轻度窒息组与重度窒息组新生儿外周血单核细胞中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Aanat 在窒息组新生儿血浆中与对照组新生儿血浆中表达水平相比较,其表达水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Aanat 在轻度窒息组新生儿血浆中与重度窒息组新生儿血浆中表达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6.窒息组新生儿外周血中 miR-182 与 Clock 钟基因(P>0.01)､ Bmal1 钟基因(P>0.01)､ Cry1 钟基因

(P>0.01)､ Cry2 钟基因(P>0.01)､ Per1 钟基因(P>0.01)､ Per2 钟基因(P>0.01)以及 Aanat(P>0.01)
的表达无线性关系。 
结论 新生儿窒息可以影响 miR-182 及 Cry1 钟基因的表达水平;新生儿窒息的严重程度可以影响

Clock 钟基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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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59 

The mechanism of lung fluid conversion being damaged by 
intrauterine inflammation 

 
Lu Keyu,Cheng Rui,Zhu Weiwei,Xu Chen,Yang Yang,Jie Qiu,Cheng Rui 

Department of Neonatal Medical Center, Children’s Hospital Attach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8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ENaC) expression in the 
neonatal rat lung injury induced by maternal exposure to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intraperitioneal 
injection of lipopolysaccharides(LPS). 
Methods Pregnant Sprague-Dawley rats of gestation day 18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Rats were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with LPS of 0.7 mg/kg respectivel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with equal 
amount of saline in the control group. Lung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neonatal rats on postnatal 
day 1 and 7(P1 and P7).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mRNA expression of α､ β､ γ-ENaC. And α-ENaC protein expression of lung tissues 
was analyzed by Western-blotting and immuohistochemistry/Immunofluorescence. 
Results ① The mRNA expression of α､ β､ γ-ENaC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on P1 and 7 (P=0.000).Among  the three ENaCs, the α-
ENaC mRNA expression is the most, but the increasing rate of β､ γ-ENaC mRNA is higher than 
α-ENaC mRNA; The mRNA expression of α､ β､ γ-ENaC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TNF-α and IL-1β mRNA and W/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②The protein level of α-ENaC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n P1 and P7 
(P<0.01). 
Conclusions Maternal exposure to inflammation inhibits the ENaC expression in the neonatal 
rats which induces exacerbation of pulmonary edema as lung injury.  
 
 
PU-3860 

格列本脲替代胰岛素治疗新生儿糖尿病 1 例 
 

冯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由口服格列本脲替代胰岛素注射治疗新生儿糖尿病的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因 6q24 染色体 KCNJ11 基因发生 R201H 突变而引起 ATP 引导的 K 离子通道

异常而导致的新生儿糖尿病病例。该患儿于出生后 47 天因发现血糖升高而入院治疗。住院期间采

用胰岛素肌注治疗,血糖控制较差,后改用格列本脲口服治疗,血糖控制可。 
结果 出院后随访 1+年,通过调整格列本脲用量,血糖控制良好,患儿生长发育正常,未发现神经运动异

常症状。 
结论 格列本脲口服可替代胰岛素注射,对因基因突变引起的新生儿糖尿病具有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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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61 

Case Reports:UGT1A1 Mutations Causing Crigler-Najjar 
Syndrome types I and II in Chinese Neonates 

 
Feng Yi,Tang Ju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Gene and pedigree analyse two neonates diagnosed with CNS-I and CNS-II 
separately 
Methods Two neonates diagnosed with CNS-I and CNS-II separatel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R341X might be an Asian-continent type of mutation. The mother and grandmothers 
were carriers of R341X. The father, sister and brother were compound heterozygotes. They had 
three co-occurring UGT1A1 mutations: R341X,P229Q(686C!A) , and a TATA-box mutation in the 
promoter region [two-base insertion mutation of A(TA)7TAA instead of wild-type A(TA)6TAA)] (Fig. 
2c) (5, 9). Gene and pedigree analyses revealed linkage between P229Q and A(TA)7TAA. The 
subcloned PCR fragment of exon 1, including the TATA box, showed that P229Q and A(TA)7TAA 
were located on the same allele and that R341X was located on the other allele in the compound 
heterozygotes (father, sister, and brother). 
Conclusions The mutant enzyme of R341X exhibited no detectable activity (the residual activity 
which was <1% of normal was beyond the detection limits of the assay). A heterozygous model 
showed 58% of normal enzyme activity. 
 
 
PU-3862 

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例 
诊治经过总结体会 

 
赵玉娟,黄文娣,张娟利,陈璐,闫雯 ,赵建刚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总结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临床特征､ 诊断､ 治疗和病情变化过程,为
临床医生提供可借鉴的临床经验,以利患儿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挽救患儿生命,改善患儿预后。 
方法 总结我院收治的 1 例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儿临床表现､ 病情变化过

程､ 血液串联质谱检查､ 尿气相质谱检测､ 基因检测和治疗结果。 
结果 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儿临床表现有纳差､ 精神反应差､ 呕吐､ 贫血

､ 黄疸､ 肌张力及原始反射异常､ 皮肤改变､ 眼神改变､ 营养不良､ 体重下降､ 脑损伤等,缺乏特

异性。病情进展快,确诊前难以决定何种成分奶喂养,虽经合理治疗,但病情好转慢。血常规有红细胞

､ 白细胞､ 血小板减少,血氨升高,血同型半胱氨酸升高。血液串联质谱检查结果显示丙酰肉碱､ 丙

酰肉碱与乙酰肉碱比值增高,甲硫氨酸降低;尿气相质谱检测结果显示甲基丙二酸枸橼酸增高,甲基丙

二酸-2 检测值:51.4µM,明显升高,结合血串联质谱遗传代谢病检测结果分析,提示甲基丙二酸血症;基
因检测结果:该样本在甲基丙二酸血症合并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cblC 型相关基因(MMACHC),发现两处

杂合突变,家系验证结果显示两个突变分别来自父母双方,为复合杂合突变,符合该疾病遗传学规律。 
结论 新生儿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并且病情较重,进展较快,确
诊疾病类型前难以决定何种成分奶喂养,甲基丙二酸血症伴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cblC 型常有蛋氨酸减

低。虽经合理治疗,但病情好转慢。血液串联质谱､ 尿气相质谱检测结果､ 基因检测可以确诊。如

能及时予以正确诊断治疗,可挽救患儿生命,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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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63 

改良后输血装置连接注射泵在新生儿输血中的应用 
 

刘慧萍,曾繁霞,高雯嘉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注射泵附加装置后在新生儿输血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于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 125 例新生儿对在使用附加装置后输血相关并发症进行分

析。并熟练掌握输血的目的及相关措施 
结果 用注射泵用于新生儿输血,容量恢复快且精确,未发生未发现急性机械性溶血,急性肺水肿及急性

心力衰竭等。结论:输液泵用于新生儿输血安全性高､ 精确､ 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结论 新生儿输血是临床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治疗的基本目的是恢复血容量,补充血液成分,调节机体

的免疫功能,以恢复或保持机体血液循环的平衡和正常的生理功能。也是抢救急性出血､ 贫血､ 低

蛋白血症､ 重症感染的主要措施之一[2]。新生儿输注的常见血液成分是悬浮红细胞和血浆,这两种血

液成分的 小规格一般是 50 ml[3]。新生儿用血量小,足月儿一般是 10 ~ 20 ml /( kg·次) ,早产儿尤其

是极低出生体重儿､ 超低出生体重儿一般为 5 ~ 15 ml /( kg·次) ,96 每次输注量往往小于 50 ml,而常

规的输血器输血难以精确地控制速度和输血量[4]。这就使临床护理工作者面临如何准确控制输血量

的问题,因为输注量过少,不仅会降低疗效,而且造成血液浪费,而输注过量又会影响患儿的呼吸和循环

功能,导致动脉导管重新开放､ 充血性心力衰竭､ 肺水肿等并发症的发生。针对以上问题,有临床工

作者尝试对新生儿输血装置进行改良。输液泵用于婴幼儿输血,可显著增快输血速度,减少输血量,适
用于抢救各种原因导致的婴儿贫血､ 失血性休克[5]。但选用输液泵时应注意该输液泵是否可用于输

血。单纯用于输液的输液泵若用于输血,则可能造成红细胞破坏,引起不良反应[6]。将一次性输血器

改良,配合微量注射泵进行婴幼儿输血[7]。传统输血法需在严格无菌技术下,用灭菌剪刀剪去输血器

插入血袋中的针头,并将剪去针头的上端与注射器乳头相连接,此方法步骤相对较多,也增加了血液污

染的机会,而且输血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输血器的茂菲氏滴管处于垂直状态,稍有不慎,可能导致气泡进

入血内。我科在其方法的基础上,加用一个三通管,将输血器､ 延长管､ 注射器､ 微量注射泵恰当的

连接在一起,既能保证血液充分过滤,又能十分精确地控制输入量及均 的输入速度,并能随时根据患

儿生命体征的变化调节输入速度,且在执行操作过程中不容易造成污染。且有各种故障的报警装置,
符合急救安全的要求,提高抢救成功率,减少输血的不良反应。因此采用此法对新生儿输血值得临床

扩广使用 
 
 
PU-3864 

极低出生体重儿凝血功能与脑室周围 
-脑室内出血相关性 的临床研究 

 
石晓彤

1,姜红
1,石晓彤

1,姜红
1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 )在生后 24 小时内凝血功能的特点并分析这些指标及相关因素对

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PVH-IVH)的影响,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从 2016 年 3 月-2016 年 12 月 收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NICU 的出生体重小于 
1500g,胎龄小于 32 周的新生儿共 128 例。将患儿按体重分组,分为 500-749g､ 750-999g､ 1000-
1249g､ 1250-1499g 共 4 组;按照胎龄分组,分为 23+1-26w,26+1-29w､ 29+1-32w 共 3 组。所有

的新生儿在生后 24 小时内抽取静脉血检查血凝常规;于生后第 3､ 7 天常规进行床旁颅脑超声检查,
根据颅脑超声的结果筛查出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 30 例作为 PVH-IVH 组,无脑室内出血的 98 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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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统计围产期相关临床资料､ 新生儿相关指标及辅助检查。Speason 线性相关及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胎龄组及体重组与凝血指标的相关性,用卡方检验分析围产期及新生儿生后

相关临床指标与脑室内出血相关性,而用非参数曼特尼 U 检验统计学检验分析脑室内出血的发生与

凝血指标及血小板的关系。 
结果 ①128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的胎龄与凝血指标 APTT 水平呈负相关(r=-0.28,P<0.05);胎龄与凝血

指标 PT 水平呈负相关(r=-0.31,P<0.05);而与凝血指标 FIB 水平无关(r=0.06,P>0.05)。胎龄与 PLT 
水平呈正相关(r=0.28,P=0.01)。②128 例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体重与凝血指标 APTT 水平呈负相关

(ρ=-0.45,P<0.05);体重与凝血功能指标 PT 水平呈负相关(ρ=-0.23,P<0.05);体重与凝血功能指标 
FIB 水平呈正相关(ρ=0.25,P<0.05);而与凝血指标 DD 无关(ρ=-0.14,P>0.05)。体重与 PLT 水平呈

正相关(ρ=0.28,P<0.05)。③PVH-IVH 组与对照组相比,PVH-IVH 与胎龄､ 出生体重､ 胎膜早破､ 生

后 5 minApgar 评分<5 分､ 胎儿窘迫病史相关(P 均<0.05);与对照组比较,PVH-IVH 组的 PLT 计数

较低(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两组相关凝血指标 APTT､ PT､ FIB､ D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①极低出生体重儿的凝血功能与胎龄和体重有关,胎龄越小,体重越低,凝血功能越低下。②许

多围产期及新生儿因素导致了 PVH-IVH 的发生,其中小胎龄､ 低出生体重､ 胎膜早破､ 胎儿宫内窘

迫､ 生后 5 min Apgar 评分<5 分均与脑室内出血相关。③生后第一天的凝血异常与 PVH-IVH 无明

显相关。④血小板计数降低是 PVH-IVH 的高危因素。 
 
 
PU-3865 

21 例新生儿脐静脉置管导管异位的报告 
 

周红,符婕,林利苹,钟雪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探讨新生儿脐静脉置管术的异位情况及解决办法。 
方法 对 83 例新生儿实施 UVC 的异位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相关 UVC 异位发生原因及可能的

解决办法。 
结果 83 例新生儿实施 UVC 术,发生异位 21 例,其中过深异位 8 例,过浅异位 9 例,左折 2 例,右折 2
利,异位率 25.3%;导管前端置入中心静脉者 66 例(含置管过程中采用 B 超定位后调整至适当深度后

仍可作为中心静脉使用的 8 例过深异位者),成功率 79.5%。 
结论 新生儿脐静脉置管术异位风险性较高,操作者在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后可以通过改进操作技

术联合床旁彩色 B 超的应用来减少异位发生,从而减少 UVC 异位发生,提高中心静脉置管成功率。 
 
 
PU-3866 

早期综合干预对降低极低出生体重儿不良结局发生率的临床研究 
 

邓永红,王淑莲,刘照辉,廖奇,曾艳 
湖南省娄底市中心医院 417000 

 
 
目的 探讨早期综合干预对降低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不良结局发生率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3 年 6 月-2014 年 7 月收治的不积极参与随访干预的 VLBW 患儿 45 例作为对照组,选
取 2015 年 2 月-2015 年 8 月收治 VLBW 患儿 47 例作为干预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护理及出院指

导,干预组给予早期综合干预,比较两组患儿的体格发育､ 神经发育情况及不良结局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儿 3 月龄､ 6 月龄､ 9 月龄､ 12 月龄的身高､ 体重比较差异显著(P<0.05),两组患儿头

围在 3 月龄､ 6 月龄差异明显(P<0.05),9 月龄､ 12 月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患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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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龄､ 6 月龄､ 9 月龄､ 12 月龄的运动､ 反射､ 肌张力､ 视听反应､ 姿势异常总数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干预组纠正年龄 6 个月､ 12 个月时智力发育指数(MDI)与运动发育指数(PDI)指数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不良结局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VLBW 患儿实施早期综合干预,不仅对体格及神经发育水平有较好积极影响,还能降低患儿不良

结局发生率,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模式。 
 
 
PU-3867 

90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及超早产儿临床分析 
 

赵小林,郭金珍,李占魁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总结超低出生体重儿和超早产儿的救治及转归特点。 
方法 对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收治的 90 例 ELBWI 和 EPI 的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患儿的并发症及治疗措施以及不同胎龄和出生体重 ELBWI 的救治存活

率及病死率。 
结果 90 例 ELBWI 和 EPI 中,男 49 例,女 41 例,胎龄(27.2+2.9)周,出生体重(966.3+ 166.3)g。(1)院
内发生的合并症和并发症主要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96.60%,87/90)､ 动脉导管未闭

(43.2%,32/74)､ 房间隔缺损(57.5%, 42/73)､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55.7%,34/61)､ 脑室内出血

(43.1%,31/72)､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41.9%,26/62)和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10.6%,7/66)。(2)治
疗措施:90 例患儿中,97.8%(88/90)曾吸氧,85.6%(77/90)应用肺表面活性物质,79.3%(65/82)应用经

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37.8%(34/90)接受常频机械通气,16.9%(14/83)接受高频机械通气。32 例动脉

导管未闭患儿,31.2%(10/32)接受布洛芬治疗,其中 1 例药物治疗无效者手术结扎动脉导管。34 例早

产儿视网膜病变患儿中的 5 例接受治疗。平均开奶日龄为 6.7 d(中位日龄 7 d,0~17d),平均达全胃肠

道喂养时间为 37.6 d(中位数 38 d,12-68 d)。(3)转归:90 例 ELBWI 和 EPI 救治存活率

62.2%(56/90),放弃治疗率 28.9%(26/90),住院病死率 8.9%(8/90)。胎龄≤26､ ~28 和>28 周的

ELBWI 或 EPI 的救治存活率逐渐提高[ 28.5% (2/7)､ 57.7% (30/52)和 77.4% (24/31)],住院病死率

逐渐下降[57.1% (4/7)､ 5.8%(3/52)和 3.2%(1/31)]。出生体重≤800､ 800~1000 g 和>1000g 的

ELBWI 或 EPI 的救治存活率逐渐提高[27.3%(3/11)､ 62.7%(32/51)和 75.0%(21/28)],住院病死率逐

渐降低[27.3%(3/11)､ 7.8%(4/51)和 3.6%(1/28)]。 
结论 ELBWI 和 EPIELBWI 的合并症多,治疗复杂,转归与出生胎龄和体重密切相关,专业､ 精细的治

疗有助于提高存活率､ 改善整体预后。 
 
 
PU-3868 

血清 S100B 蛋白､ IL-6 与早产儿脑白质损伤 
 

臧丽娇,安丽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探讨早产儿血清 S100B 蛋白､ 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与早产儿脑白质损伤(WMD)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新生儿科 WMD 早产儿 49 例为研究组,选取非 WMD 早

产儿 51 例为对照组。各组早产儿留取出生后 24､ 72h 及 120h 血清样本,采用 Human S100B Elisa 
kit 及酶标仪检测血清 S100B 蛋白水平;应用 Human IL-6 ELISA Kit 及酶标仪检测血清 IL-6 水平。

各组早产儿均行颅脑磁共振(MRI)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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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组惊厥､ 呼吸暂停､ 反应差､ 肌张力改变所占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间喂养困难､ 原始反射减弱或消失､ 黄疸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

组出生后 24､ 72､ 120h 各阶段 S100B 蛋白､ IL-6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血清 S100B 蛋白与

IL-6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性(P<0.01)。 
结论 血清 S100B 蛋白及 IL-6 在早产儿 WMD 时水平升高,可作为反应早产儿 WMD 的早期敏感指

标。 
 
 
PU-3869 

振幅整合脑电图在早产儿脑损伤早期诊断 
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丛晓亚,吴尤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0 
 

 
目的 通过对存在脑损伤高危因素的早产儿行振幅整合脑电图监测(aEEG),并将 aEEG 与神经行为学

监测指标(NBNA 评分､ CDCC)及纠正胎龄满 12 月时神经心理发育预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

aEEG 在早产儿脑损伤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存在脑损伤高危因素的早产儿 85 例为研究对象,将无脑损伤高危因素的早产儿 34 例纳入

对照组,于生后 6 小时内对其进行 aEEG 描记,生后 24 小时内采集尿液标本进行尿 S100B 蛋白检测,
生后 7-10 天行头颅 MRI 检查,并对其进行神经行为学随访,在孕后龄 40+3周､ 42 周､ 44 周行

NBNA 评分,纠正胎龄满 3 月､ 6 月､ 12 月行 CDCC 测评。在纠正胎龄满 12 月时通过临床表现､

头颅 MRI､ CDCC 对其进行脑损伤预后评估。根据有无脑损伤将研究对象分为脑损伤组和非脑损伤

组,比较 aEEG 与脑损伤早期诊断指标尿 S100B 蛋白､ 头颅 MRI 在早产儿脑损伤中的诊断价值,并
分析 aEEG 与神经行为学随访指标 NBNA 评分､ CDCC 的相关性,以探讨 aEEG 在早产儿脑损伤中

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结果 1､ 至随访纠正胎龄满 12 月共获得完整临床资料 108 例,其中非脑损伤组 30 例,脑损伤组 48
例,对照组 30 例。2､ 在生后早期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方法中,aEEG 预测早产儿脑损伤的灵敏度为

95.83%,特异度为 76.67%,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63;尿 S100B 蛋白预测脑损伤的灵敏度为 80%,特
异度为 87.5%,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17;MRI 预测早产儿脑损伤的灵敏度为 70%,特异度为

91.67%,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08。aEEG 预测早产儿脑损伤中的价值高于尿 S100B 及头颅

MRI。3､ 在神经行为学动态随访过程中,孕后龄 44 周 NBNA 评分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价值 高,灵
敏度为 91.17%,特异度为 93.33%,aEEG 与此时 NBNA 评分呈正相关(r=0.789,P=0.00);纠正胎龄满

12 月时 CDCC 在诊断早产儿脑损伤中的价值 高,其灵敏度为 87.8%,特异度为 80%,aEEG 此时的

PDI､ MDI 均呈正相关(r=0.733 vs. r=0.768 ,P=0.00)。4､ aEEG 与纠正胎龄 12 月时神经心理发育

预后呈正相关性(r=0.752,P=0.00)。 
结论  
1､ aEEG 在早期诊断早产儿脑损伤的价值优于头颅 MRI 及尿 S100B;2､ aEEG 有助于评估脑损伤

高危因素的早产儿神经心理发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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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70 

NICU 高危新生儿遗传代谢病临床分析 
 

陶荔,陈丽萍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对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高危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以提高临床医师对

此类疾病的早期诊断能力。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江西省儿童医院 NICU 住院的新生儿 4509 例, 其中高危新生儿

360 例,对高危患儿以串联质谱及气相色谱一质谱技术进行遗传代谢病筛查,并对确诊患儿的临床特

点及实验室检查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确诊遗传代谢病 20 例,其中甲基丙二酸血症 4 例,丙酸血症 5 例,戊二酸血症 2 例,酪氨酸血症

2 率,戊酸血症 1 例,异戊酸血症 2 例,枫糖尿 症 2 例,原发性原肉碱缺乏症 1 例,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

缺陷症 1 例,苯丙酮尿症 1 例,其中 1 例血 MS/MS 提示戊二酸血症 I 型,经复查正常;本次确诊丙酸血

症与戊二酸血症共 9 例,其中 4 例血 MS/MS 均提示:C3,C3/C2 水平增高,注意甲基丙二酸血症或丙

酸血症,经尿 GC-MS 后确诊后 2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2 例丙酸血症。男 11 例,女 9 例,两者性别无统

计学差异;85%(17/20 例)患儿在出生后 1 周内发病,且病情危重。患儿临床表现多样,主要涉及神经

系统､ 消化系统及呼吸系统症状,如反应差､ 昏迷､ 嗜睡､ 肌张力异常､ 惊厥､ 呼吸不规则及呼吸

困难､ 拒乳､ 黄疸等。首发症状以反应差,拒奶､ 嗜睡､ 抽搐及呼吸困难为主,无特异性。15 例放弃

死亡,3 例转上海进一步诊治,2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予特殊奶粉喂养等对症好转,随访半岁仍存活,运动

反应较同龄偏低。 
结论 新生儿期起病的遗传代谢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发病早者病情重,尿 GC-MS 较血 MS/MS 检测

灵敏度高､ 特异性好,能从生化特征上准确对甲基丙二酸血症或丙酸血症做出鉴别诊断。因此应及

早行串联质谱及气相色谱一质谱技术同时进行分析可早期诊断,并指导临床早期干预和治疗。 
 
 
 
PU-3871 

不同维持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对早产儿呼吸暂停的疗效观察 
 

孙璐双,林新宇,郑家峰,刘玮,王小静,张立明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探讨不同维持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对早产儿原发性呼吸暂停(AOP)治疗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原发性呼吸暂停患儿(胎龄 28~34 周)共
128 例,随机分为两组,①对照组给予枸橼酸咖啡因首剂 20mg/kg,24h 后维持量 5mg/(kg·d);②观察组

给予枸橼酸咖啡因首剂 20mg/kg,24h 后维持量 10mg/(kg·d),两组用药方式均为每日静脉注射 1 次,
药物均应用至停止呼吸暂停发作后 5 天,观察比较两组患儿呼吸暂停发作频次､ 呼吸暂停消失时间

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等。 
结果 观察组 64 例,呼吸暂停发作次数为(5.1±1.2),用药 1 天后的呼吸暂停发作次数为(2.38±0.19),呼
吸暂停消失时间为(24.57±1.65)h;对照组 64 例,呼吸暂停发作次数为(7.2±1.4),用药 1 天后呼吸暂停

发作次数为(3.65±0.16),呼吸暂停消失时间为(38.50±1.3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在治疗早产儿原发性呼吸暂停方面,高维持剂量较一般维持剂量更有效,且不良反

应发生率未见明显增加,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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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72 

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对早产儿脑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莫炜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 541002 

 
 
目的 探究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对早产儿脑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将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早产儿脑损伤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治疗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对照组 30 例,给予常规治疗;干预组 30 例,给予重组人

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对两组患儿治疗 1h､ 3d､ 7d 的 IL-1β､ TNF-α 指标､ 平均用氧时间､ 机械通

气时间以及治疗 12 个月后 Gesell 发育相关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 干预组患儿治疗后 1h､ 3d､ 7d 的 IL-1β､ TNF-α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统计学有意

义;干预组平均用氧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分别为(1.66±0.47)d､ (2.19±0.42)d,对照组患儿平均用氧时

间､ 机械通气时间分别为(5.63±1.52)d､ (5.26±1.36)d,两组差异较大(P<0.05),统计学有意义;干预组

患儿治疗 12 个月后的大运动､ 精细运动､ 语言及个人社交等 Gesell 发育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IL-1β､ TNF-α 质量浓度变化能够用于早产儿脑损伤程度及治疗效果评价,对早产儿脑损伤患儿

给予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能够有效提升早产儿的生存质量,降低死亡率,减少医疗费用,对早产

儿脑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值得参考借鉴。 
 
 
PU-3873 

高频振动通气治疗新生儿 PPHN26 例体会 
 

胡亚楠,梅花,刘春丽,张亚昱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探讨高频振荡通气(HFOV)治疗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PPHN)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临床表现有顽固性低氧血症,需机械通气,氧合指数≥40 的 PPHN 26 例,用高频振荡通气治

疗,治疗前及治疗后 1h,6h,24h 监测血气分析并记录。 
结果 治疗后患儿 PH 值､ PO2(mmHg)､ SaO2(%)､ TcSaO2(%)显著升高,PCO2(mmHg)显著下

降。 
结论 高频振动通气治疗 PPHN 效果较好。 
 
 
PU-3874 

Clinical etiology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attern 
analysis of neonatal sepsis: A Cohort Study of 148 Patients 

 
zhang tongqiang,Guo Wei,Xu Yongsheng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Tianjin 10109079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describe common pathogens and antibiotic use associated drug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neonatal sepsis (NS). 
Methods Data on neonatal infections and antibiotic use were conducted prospectively from 148 
NS case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2009 to December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Pathoge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genotyping and antibiotic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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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 on blood culture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   
Results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 total of 95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detected from these 
148 NS cases which affected mainly the respiratory tract; Gram-positive cocci accounted for 
78.1% of the cases, among which 69.3% involved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 (CONS), 
whereas Gram-negative bacilli and fungi accounted for 18.7% and fungi 4.4% of cases, 
respectively. Gram-positive cocci exhibited a higher penicillin resistance rate and full vancomycin 
sensitivity. However, neonates infected with gram-negative bacteria, particularly K. pneumoniae, 
exhibited a higher resistant to thir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Conclusions Gram-positive cocci were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s found in NS among which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 spp such as S. epidermidis and S. haemolyticus were the 
main conditional pathogens. Moreover, among Gram-negative pathogens, Klebsiella pneumoniae 
were most frequently isolated strains and showed widespread resistance to penicillins and 
cephalosporins.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clinical 
neonatal care of NS in neonatal infants. 
 
 
PU-3875 

23 例新生儿希木龙假丝酵母菌败血症临床分析 
 

麦菁芸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新生儿希木龙假丝酵母菌败血症的临床表现,感染特点,危险因素,治疗效果以及转归等。 
方法 对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收治的 23 例希木龙假丝酵母菌感染的新生儿的临

床表现,血培养结果,药敏结果以及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3 例患儿出生胎龄平均为 32.47±4.54 周,出生体重平均为 1772.83±867.71g,发病日龄平均为

23.91±12.59 天,临床表现多为发热,呼吸暂停,感染初期有血小板计数下降,C 反应蛋白升高。23 例患

儿均有静脉营养,平均为 38.04±14.27 天,机械通气平均 9.74±12.00 天,同时均有中心静脉置管,时长

平均为 23.43±13.68 天。患儿在感染之前均有抗生素使用史。 
结论 新生儿希木龙假丝酵母菌败血症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与低出生体重､ 外周中心静脉置管､ 静脉

营养､ 抗生素的使用有关,存在多重耐药性,感染后应采取隔离措施以防止爆发流行。 
 
 
PU-3876 

新生儿深静脉性梗死影像学表现(附 11 例并文献复习) 
 

易婷,金科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新生儿深静脉梗死的病程演变影像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2017 年湖南省儿童医院的影像学资料,报道 11 例患儿均被确诊为大脑深

静脉梗死。十一例静脉性梗死患儿在随访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脑白质液化坏死形成的囊状病灶,其
中有 8 例影像学诊断考虑脑脓肿。回顾分析这些患儿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复习相关文献,总结新生

儿深静脉梗死的影像学特点。 
结果 11 个病例中男婴 6 名,女婴 5 名。平均发病年龄为 22 天(范围:0-60 天),但是所有患儿纠正年龄

均不超过 30 天。三名婴儿表现为癫痫及感染迹象;五名婴儿为早产后出现呼吸困难､ 精神反应差,一
名婴儿黄疸,两名为新生儿重症肺炎后期随访筛查。共有 28 处脑深部白质液化坏死形成的囊性病变:
额叶 11 个,顶叶 9 个,颞叶 5 个,枕叶 3 个。较大的病灶中有碎片。所有病灶有相关性出血及相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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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静脉血栓形成。注射钆剂后部分病变呈环形强化,在后期随访中病灶范围无明显扩大。十一例

患儿中有两例经血培养及脑脊液微生物学证实是败血症,余 9 例血培养及脑脊液微生物培养均为阴

性,其中 2 例因脑脊液计数临床拟诊脑膜炎。 
结论 通过认识新生儿深部脑白质静脉梗死影像学演变过程,强调串行性影像学随访在该疾病诊断及

鉴别脑脓肿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同时为临床决策提供更有意义的颅内信息。 
 
 
PU-3877 

超低出生体重儿晚发型败血症临床特点及病原学分析 
 

刘兆娥,韩波,李刚,宋嘉,王立俊,陈瑶 
山东省立医院儿科 250021 

 
 
目的 探讨超低出生体重儿晚发型败血症临床特点､ 病原学特点及致病菌耐药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

依据。 
方法 对 35 例超低出生体重儿晚发型败血症的临床资料､ 病原菌及药物敏感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主要临床表现为喂养不耐受､ 呼吸暂停､ 反应差及不明原因的黄疸;并发症以肺出血及心力衰

竭 常见。共检出病原菌 64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37.5%, 革兰阴性菌 34.38%,真菌 28.13%。排在前

三位的病原菌分别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肺炎克雷伯菌､ 白色假丝酵母菌。革兰阳性球菌对青

霉素 G､ 红霉素的耐药率高, 均对万古霉素､ 利奈唑胺敏感。革兰阴性杆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达

100%,对头孢唑啉､ 头孢吡肟及复方新诺明耐药率高(60.0~100%),对碳青霉烯类尚未耐药。 
结论 超低出生体重儿晚发型败血症临床表现多样化,非特异性,主要病原菌为革兰阳性球菌,以凝固酶

阴性葡萄球菌 多见,根据病原菌及其耐药性检测选用敏感药物治疗超低出生体重儿晚发型败血症,
可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提高治疗效果。 
 
 
PU-3878 

脐静脉置管术在早产儿早期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刘娟,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在新生儿科实施脐静脉置管术给患儿及工作人员带来的影响。 
方法 选择 400 例早产儿,随机分为干预组 200 例和对照组 200 例。对干预组患儿进行脐静脉置管术;
对照组患儿使用外周静脉进行输液。 
结果 干预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1%,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6%。 
结论 在新生儿科实施脐静脉置管术为患儿治疗成功奠定了基础,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减少了对患儿

的刺激,降低了工作人员的穿刺压力及工作量,有益于医护患三方,实现共赢。 
 
 
PU-3879 

泡沫敷贴在新生儿亚低温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李晓庆,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泡沫敷贴在亚低温治疗时对皮肤保护的效果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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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科进行亚低温治疗的新生儿 40 例。按照分段随机分组

方法分为干预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干预组使用泡沫敷贴保护皮肤;对照组早产儿只进行常规护理。 
结果 干预组新生儿的皮肤破损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泡沫敷贴在亚低温治疗时对皮肤的保护作用确实可靠,这样方便简捷的方法值得临床广泛推

广。 
 
 
PU-3880 

捷克信在新生儿红臀预防中的应用探讨 
 

罗艳梅,易珊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捷克信防治新生儿红臀的护理方法。 
方法 将 600 例入院时臀部皮肤无异常足月新生儿按完全随机分为对照组､ 捷克信组两组。对照组

常规护理不涂任何药物,捷克信组常规护理后喷涂捷克信,观察新生儿红臀发生情况。 
结果 捷克信组新生儿红臀发生率均显著低对照组(P<O.01) 
结论 捷克信能有效预防新生儿红臀的发生。 
 
 
PU-3881 

先天性皮肤发育不全并大疱性表皮松解症 1 例 
 

毛青青,黄磊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山东省妇产医院 250012 

 
 
PU-3882 

机械通气相关低碳酸血症与早产儿脑白质损伤 
 

张磊
1,张磊

1,张家洁
1,高瑛

1,孙建伟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新生儿呼吸支持技术的不断进步,早产儿存活率明显增加,但与此同时脑损伤的发病

率亦呈逐年增加趋势,也引起了愈来愈多新生儿医师的关注。根据神经病理学分类,早产儿脑损伤可

分为: ①脑白质损伤(white matter injury,WMI) ,包括脑室周围白质软化( 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 PVL)和弥散性脑白质损伤; ②非脑实质区出血,包括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 蛛网膜下

腔出血及脉络丛出血等; ③其他部位损伤,如脑实质､ 小脑､ 脑干等。WMI 是早产儿 常见的脑损伤

类型,而脑白质损伤又以脑室周围白质软化为主,主要发生于胎龄 23~32 周的早产儿,是造成严重神经

系统后遗症的主要原因。 
方法 近年来,随着新生儿呼吸支持技术的不断进步,早产儿存活率明显增加,但与此同时脑损伤的发病

率亦呈逐年增加趋势,也引起了愈来愈多新生儿医师的关注。根据神经病理学分类,早产儿脑损伤可

分为: ①脑白质损伤(white matter injury,WMI) ,包括脑室周围白质软化( 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 PVL)和弥散性脑白质损伤; ②非脑实质区出血,包括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 蛛网膜下

腔出血及脉络丛出血等; ③其他部位损伤,如脑实质､ 小脑､ 脑干等。WMI 是早产儿 常见的脑损伤

类型,而脑白质损伤又以脑室周围白质软化为主,主要发生于胎龄 23~32 周的早产儿,是造成严重神经

系统后遗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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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近年来,随着新生儿呼吸支持技术的不断进步,早产儿存活率明显增加,但与此同时脑损伤的发病

率亦呈逐年增加趋势,也引起了愈来愈多新生儿医师的关注。根据神经病理学分类,早产儿脑损伤可

分为: ①脑白质损伤(white matter injury,WMI) ,包括脑室周围白质软化( 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 PVL)和弥散性脑白质损伤; ②非脑实质区出血,包括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 蛛网膜下

腔出血及脉络丛出血等; ③其他部位损伤,如脑实质､ 小脑､ 脑干等。WMI 是早产儿 常见的脑损伤

类型,而脑白质损伤又以脑室周围白质软化为主,主要发生于胎龄 23~32 周的早产儿,是造成严重神经

系统后遗症的主要原因。 
 
 
PU-3883 

 78 例早产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败血症临床分析  
 

王琍琍
1,李敏

1,2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早产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VLBWI/ELBWI)败血症的临床特征,为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78 例确诊早产极低/超
低出生体重儿败血症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32 例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中符合败血症诊断标准者 78 例,其中早发型败血症 57 例,晚发型败

血症 21 例,经血培养确诊新生儿败血症 59 例,共检出 63 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阴性菌占 66.7%,革兰阳

性菌占 30.2%。前五位致病菌依次为肺炎克雷伯杆菌､ 粘质沙雷氏菌､ 表皮葡萄球菌､ 大肠埃希菌

､ 人葡萄球菌。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肺炎克雷伯和大肠埃希菌检出率分别为 76.9%和 40%,对头孢

类､ 青霉素类抗生素耐药率达 10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低,对亚胺培南无耐药;革兰阳性菌

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CONS)为主,92.9%为耐甲氧西林的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 β-内酰胺类､ 大环内酯类､ 氨基糖甙类及克林霉素等耐药率较高,对万古霉素

､ 利奈唑烷及利福平均无耐药。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主要为呼吸困难､ 喂养不耐受､ 反应差､ 硬肿

､ 凝血异常等,实验室检查中,白细胞､ 血小板减低,CRP､ PCT 增高常见。 
结论 早产 VLBWI/ELBWI 败血症发生率高,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常见,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密切

监测患儿临床表现及动态监测白细胞､ 血小板､ CRP 等的变化等有助于早期诊断,及时完善细菌培

养及药敏试验,有效使用抗生素,可改善预后。 
 
 
PU-3884 

维生素 E 对防治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临床效果观察 
 

朱岩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观察维生素 E(VE)对防治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的临床效果。 
方法 1)选择 80 名新生早产儿随机分为安慰剂预防组､ VE 预防组(n=40),安慰剂预防组予以氨茶碱

等预防;VE 预防组在安慰剂预防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维生素 E,比较 2 组早产儿的 BPD 发病情况。2)
选择患有 BPD 的早产儿随机分为安慰剂治疗组､ PS 治疗组和 VE 治疗组,安慰剂治疗组予以氨茶碱

等治疗;PS 治疗组在安慰剂治疗基础上加用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VE 治疗组在安慰剂治疗基础上

加用维生素 E,比较 3 组 BPD 患儿的治愈时间。 
结果 1)VE 治疗组的 BPD 发病率和发病程度均轻于安慰剂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PS 治疗组的治疗时间在三个治疗组中 短,且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而 VE 治疗组和安慰剂治

疗在组治疗时间上的差异则无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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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维生素 E 对 BPD 发生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对 BPD 的治疗效果一般。 
 
 
PU-3885 

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合并 PDA 一例 
 

张爱民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的认识。 
方法 介绍 1 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病例特点,影像学特征,阅读文献指导早期诊断､ 选择治疗方

式及判断预后 
结果 本例患儿生后即出现持续低氧血症,积极内科治疗无法缓解,胸部 CTA 显示存在心上型完全性

肺静脉异位引流,合并巨大 PDA,手术治疗死亡率高,家属放弃治疗。 
结论 对于生后即出现无法纠正的低氧血症应高度考虑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尽早完善胸部 CTA 检查

明确诊断。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术后死亡率高,应争取在胎儿期明确诊断,更好的进行干预。 
 
 
PU-3886 

 伴严重水肿的新生儿乳糜胸 1 例 
 

刘佳,郑晓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总结 1 例伴严重水肿的新生儿乳糜胸的护理,主要护理要点包括:全胃肠外营养支持及喂养护理,
胸腔闭式引流的护理,预防感染的护理,加强健康宣教,该例患儿治愈出院,嘱其定期门诊随诊。 
方法 保守治疗 
结果 好转出院,效果满意。 
结论 新生儿乳糜胸预后常较好,半数以上能自愈。近年来随着治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其预后有所改善,
大多数患儿用内科保守疗法已能治愈,国内外有资料提出应用生长抑素(somatostatin)或奥曲肽

(octreotide,为人工合成生长抑素)持续静脉滴注治疗乳糜胸。仅少数病例需手术治疗
【1】

。该患儿经

禁食,胸腔闭式引流,全胃肠外营养及其他对症治疗和精心的护理,治愈出院。 
 
 
PU-3887 

新生儿甲型流行性感冒 11 例临床分析 
 

雷旻,邓继岿,李迟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及研究新生儿甲型流行性感冒的临床特点､ 实验室检查､ 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经甲型流感抗原快速检测(胶体金方法)诊断为甲型流行

性感冒(以下简称甲流)的 11 例深圳市儿童医院新生儿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11 例患儿中,男 9 例､ 女 2 例,早产儿 2 例, 均为足月儿,剖宫产 3 例,顺产 8 例;其中 1 例为低出

生体重儿(出生体重 2350kg),余均为正常出生体重儿;母乳喂养 5 例,人工喂养 1 例,混合喂养 5 例。8
例发病前曾接触有“感冒”症状的家庭成员,临床表现:鼻塞､ 流涕 9 例,咳嗽 6 例,发热 5 例,热程 0.5 天

-4 天, 高体温 37.8-38.8 摄氏度,均无抽搐,吐沫 4 例,气促 3 例,喘憋 2 例,呛奶 2 例,反应稍差 2 例,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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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稍差 2 例,无呼吸暂停,无呕吐､ 腹泻,白细胞为:4.75-14.69*109/L,CRP 均<10mg/ml,胸片:肺炎 7
例,支气管炎 3 例,有 1 例未做胸片。均未做脑脊液检查。痰培养:溶血葡萄球菌 1 例, MRSA 金黄色

葡萄球菌+ 1 例;MRSA-金黄色葡萄球菌 3 例;MRSA-金葡菌合并副流感嗜血杆菌 1 例;MRSA-金葡

菌合并卡它莫拉菌 1 例;ESBL-流感嗜血杆菌 1 例,其余 3 例阴性。其他病原学咽拭子检查:百日咳

DNA+ 1 例 ,合胞病毒抗原+1 例,沙眼衣原体 DNA+2 例. 
2 例使用奥司他韦治疗,其余 9 例未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治疗,11 例均使用抗生素,包括:7 例为单一

抗生素,包括:头孢呋辛 3 例,头孢曲松 2 例;阿莫西林舒巴坦 1 例,头孢他啶 1 例;4 例为联合使用抗生

素,包括:头孢呋辛+红霉素 1 例;头孢呋辛+阿奇霉素 1 例;阿莫西林舒巴坦+阿奇霉素 2 例。11 例均

治愈出院,随访预后良好。 
结论 对于有“感冒”患者接触史,出现发热､ 咳嗽､ 呼吸道卡他症状､ 外周血白细胞基本正常的新生

儿应高度怀疑甲型流感,应尽早做相关检查,同时应注意其合并细菌感染可能,常见的病原菌为金黄色

葡萄球菌､ 流血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氏菌等,有较大的可能性合并肺炎,应选择合适的抗生素治疗,神
经氨酸酶抑制剂治疗的临床价值值得进一步评估。 
 
 
PU-3888 

国产喉罩在早产儿复苏的应用效果分析 
 

赖春华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 探讨国产喉罩在早产儿复苏应用的可行性､ 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出生,胎龄 30-34 周或者

出生体重 1500-2000g 的早产儿,经第 1 个 30 S 初步复苏处理后有正压通气指征 (呼吸暂停或喘息

样呼吸､ 心率<100 次/min 或常压给氧后仍持续紫绀者) 的早产儿 73 例,排除严重先天畸形(如膈疝

､ 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等)､ 严重胎儿窘迫､ 1 min Apgar 评分 0-1 分濒死儿,按出生日期奇偶数分喉

罩组 31 例,面罩组 42 例,观察喉罩成功插入时间及 1 次成功放置率,比较 2 组的复苏效果及 1 和 5 
min Apgar 评分。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z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 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两组患儿胎龄(t =0.553,p=0.583)､ 出生体重(t =0.983,p=0.330)､ 性别( =0.04,p=0.948)

､ 分娩方式( =2.350,p=0.309 )､ 高危因素( =0.415,p=0.52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成功插

入喉罩所需时间(9.81±2.71)S,1 次放置成功率 90.32%;喉罩组复苏成功率(83.87%),明显高于面罩组

(73.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喉罩组改气管插管率为 16.13%(5/31),明显低于面罩组

26.19%(11/42)(3)喉罩组起效时间和需要通气时间均明显短于面罩组(26.04±21.21)S 比

(38.13±21.01)S,(71.54±42.33)S 比(83.87±49.98)S,P<0.05 l。两组 1 min Apgar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喉罩组 5 min Apgar 评分高分者多于面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喉罩组

呕吐 2 例,腹胀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67%。 
结论 在早产儿复苏中,喉罩气道的建立简单､ 安全､ 有效,复苏效果优于面罩,可降低气管插管率,是
一种适合在临床中推广应用的复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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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89 

 新生儿院内､ 外转运后使用呼吸机相关因素及预后回顾性分析 
 

鲁瑞丰,王华,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放宽､ 经济社会发展,极早､ 超早早产儿以及危重新生儿出生增加,社会

､ 家长对患儿的救治愿望也越来越高,要求高效有力的新生儿转运;而呼吸支持技术是危重新生儿救

治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探讨新生儿院内､ 外转运后使用呼吸机相关危险因素以及临床预后转归

差异特点,总结规律,为减少并降低危重新生儿致残率及病死率,积极建立公平､ 有效､ 扁平化新生儿

转运机制,提高区域内危重新生儿救治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住院期间使用呼吸机支持治

疗的 517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患儿基本情况信息(院内或院外转运､

胎龄､ 性别､ 年龄､ 出生体重､ 是否有复苏史､ Apgar 评分､ 插管时间､ 插管次数､ 肺表面活性物

质使用､ 脐带延迟结扎),母亲相关危险因素(绒毛膜羊膜炎､ 先兆子痫､ 产前规范使用激素),患儿使

用呼吸机情况(上机时间､ 天数､ 类型､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儿近期合并症,远期并发症等情况。 
结果 1､ 院内转运 422 例,院外转运 95 例,男女之比为 1:1.1。院外转运患儿的年龄较院内组年龄大

(P<0.05)。2､ 有窒息复苏史的患儿 279 例(54%)。3､ 出生体重在 1.5kg 以下的患儿比 1.5kg 以上

患儿在合并呼吸衰竭､ 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延长及插管次数增加方面较显著。4､ 胎龄小于 30 周的

早产儿在近期合并症的发生率高于胎龄大于 30 周的早产儿;但远期合并症的发生率两者间比较无显

著差异。5､ 早期应用肺表面活性物质联合无创辅助通气模式的上机时间少于单纯应用有创通气时

间;同时合并慢性肺疾病的几率小于其它通气模式组。6､ 院外转运早产患儿的母亲在产前规范使用

激素方面相对院内不足。7､ 有创辅助通气时间超过 10 天患儿合并肺部感染的几率大于无创辅助通

气及通气时间在 10 天以下的患儿,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结论 1､ 新生儿窒息的复苏抢救在各级医疗单位仍需积极强化。2､ 提高院外患儿转运质量,加强区

域医疗中心转运网络建设。3､ 早期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对改善远期预后有积极作用。4､ 孕母产前

规范使用激素患儿呼吸管理较顺利。5､ 院内转运患儿与院外组比较,院内体温管理､ 感染控制较具

优势。6､ 早期使用无创通气技术可减少再次气管插管几率。7､ 产前孕母绒毛膜羊膜炎的预防､ 早

期干预可减少危重早产儿的出生率。 
 
 
PU-3890 

新生儿颅脑多发畸形一例 
 

程晖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目的 探讨 MR 检查在新生儿颅脑多发畸形中的价值。 
方法 方法用 MRI 常规序列 T1WI 及､ T2WI､ FLAIR､ DWI 对患儿进行颅脑横断位及矢状位扫描。 
结果 诊断一例新生儿颅脑多发畸形。 
结论 MR 检查对于新生儿颅脑畸形显示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尤其对于新生儿及胎儿畸形的鉴别诊

断有独到之处,可为临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客观方案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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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91 

372 例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临床回顾分析 
 

李春杰,潘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CHD)的临床特点,降低 CHD 漏诊率。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09 月至 2016 年 10 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经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诊断

为 CHD 的临床资料。经确诊为 CHD 的 372 例为 CHD 组,按 1:2 的比例随机选取非 CHD 的同期住

院新生儿为对照组。 
结果 总共 372 例诊断为 CHD 中,其中 常见的是房间隔缺损 142 例(38.2%),其次为动脉导管未闭

102 例(27.4%)､ 室间隔缺损 96 例(25.8%)､ 法洛四联症 4 例(1.1%)､ 单心室 1 例(0.3%)､ 右室双

出口 1 例(0.3%)､ 冠状动脉瘘 1 例(0.3%)､ 肺动脉狭窄 3 例(0.8%)､ 肺动脉闭锁 7 例(1.9)､ 主动脉

狭窄 2 例(0.5%)､ 完全大动脉转位 5 例(1.3%)､ 完全肺静脉异位引流 6 例(1.6%)､ 右心室发育不良

2 例(0.5%),轻症 CHD 277 例(74.5%),中症 CHD 44 例(11.8%),重症 CHD 51 例(13.7%)。临床特点

方面,诊断的 372 例 CHD 中,CHD 家族史 5 例(1.6%)､ 呼吸急促 171 例(45%)､ 青紫 142 例(38.2%)
､ 特殊面容 19 例(5.1%)､ 心脏杂音 369 例(99.2%)､ 异常 POX(Pulse Oximetry)结果 151 例

(40.6%)､ 合并心外畸形 47 例(12.6%)。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异常 POX 结果(OR 9.84,95%CI 
4.388-22.067)与 CHD 的相关性 强。 
结论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类型多样,临床特点复杂,其中异常 POX 结果与 CHD 的相关性高,阳性患

者,及时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可有效提高早期诊断率。 
 
 
PU-3892 

疼痛质控员缓解新生儿疼痛的效果分析 
 

郭海娟
1,李如英

1 
1.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疼痛质控员对缓解新生儿疼痛的效果。2015 年 1 月我科成立儿科疼痛质控组,质控组长:
总护士长,疼痛质控员:由两名工作达 10 年以上且接受正规疼痛培训的护理人员组成,成员:责任组护

理人员。 
方法 疼痛质控员对科室护理人员组织培训,对疼痛质控员干预前后,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护

理人员对新生儿疼痛知识的了解以及护理干预情况。 
结果 疼痛学质控员干预前护士对新生儿疼痛认知不足,存在明显偏差;对新生儿疼痛处理严重不足;疼
痛质控员干预后,护士对新生儿疼痛知识知晓率由 14.5%提升到 77.2%,并且护理干预措施的使用率

提高,新生儿疼痛护理评估表均显示这些措施都是有效可行的。 
结论 疼痛质控员及时将 新的疼痛知识普及,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新生儿疼痛能够得到及时的护理

干预,对预防和降低新生儿疼痛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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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93 

NICU 178 例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经外 
周动静脉换血治疗的临床分析 

 
韩玉杰,李晓莺,盖中涛,李晓梅,刘向红,康丽丽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新生儿 250101 
 

 
目的 探讨换血治疗后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临床分析,尤其神经系统方面的评估及预后,重在预防

胆红素致神经系统损害,给予临床预后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对 178 例确诊的重度高胆红素血症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治疗的新生儿,根据日龄分为 2 组,即
A 组(3 天之内)及 B 组(大于 3 天);依据胆红素致神经功能障碍(BIND)评分表从精神障碍､ 肌张力､

哭叫三个方面,对患儿入院时临床表现进行评估,评分越高,神经系统损害越严重,BIND 评分分为 4 组

(0 分组､ 1-3 分组､ 4-6 分组及 7-9 分组),分别评估各组患儿日龄､ 临床症状与脑干诱发电位提示听

力改变及头颅核磁共振影像学改变等因素相关性分析。 
结果 1.178 例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其中 A 组 124 例,B 组 54 例。对换血治疗的新生儿进行脑干

诱发电位检查(即听性脑干反应 ABR),听力正常者 111 例(62.35%,111/178),听力异常者 67 例

(37.64%,67/178),A 组 58 例(46.7%,58/124),B 组 18 例(16.6%,9/54)。其中轻度-中度组 48 例(A 组

42 例,B 组 6 例) ､ 重度-极重度组 19 例(A 组 10 例,B 组 9 例) 。依据头颅核磁共振成像 MRI,通过对

178 例患儿的 MRI 图像进行分析 T1 加权图像 T1WI 显示苍白球对称性高信号者 116 例,余下 62 例

患儿则未见苍白球信号改变。 
2.178 例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根据 BIND 评分分为 4 组(0 分组 C1､ 1-3 分组 C2､ 4-6 分组 C3 及

7-9 分组 C4),C1 组 42 例､ C2 组 110 例､ C3 组 17 例及 C4 组 9 例。听力异常者 67 例,C1 组

(17.91%,12/67)､ C2 组(56.71%,38/67)､ C3 组(19.40%,13/67)及 C4 组(5.97%,4/67)。其中轻度-
中度组 48 例(C1 组 7 例､ C2 组 28 例､ C3 组 10 例组及 C4 组 3 例) ､ 重度-极重度组 19 例(C1 组

0 例､ C2 组 2 例､ C3 组 15 例及 C4 组 2 例) 。 
3.A 组与 B 组换血治疗,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发生胆红素脑病如听力损害的机率越高,具有统计学

异常;BIND 分组在头颅核磁共振改变,C1 组和 C4 分组,与 C2 组及 C3 组行统计学分析,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提示临床症状表现严重程度和听力损害及苍白球改变具有相关性。 
结论 1.日龄越小,BIND 评分越高,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更容易发生听力改变及头颅核磁共振苍

白球改变越明显。2.需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术治疗的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主要表现为神经性听力

损失,部分患儿表现为更严重改变为蜗后听神经病变,患儿日龄越小其有发生重度以上听力损失的风

险越大。3.依据患儿临床症状及脑干听觉电位及头颅核磁共振结果,对患儿远期预后有一定指导意

义。 
 
 
PU-3894 

有效沟通在新生儿体检静脉采血中的应用 
 

郑静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新生儿体检是近几年开展的新项目,对保护儿童健康､ 提高人口素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人

群保健意识的提高和疾病谱的扩展,新生儿体检由原来单纯的血常规检测逐渐增加了微量元素､ 过

敏原及遗传学相关方面化验,通常需要静脉采血 3-5 毫升。目前,尚无规范统一的新生儿采血管理指

南。由于新生儿解刨特点导致新生儿采血的难度和技术要求高,同时新生儿家长对护士的期待也高,
护士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针对新生儿静脉采血护理中采取有效沟通的应用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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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院儿科门诊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新生儿体检采血患儿分成实验组(100 例)和对照

组(100 例),对照组按照常规的护理方法,评估新生儿后嘱其家长协助抱好患儿配合采血,采血后嘱患

儿家属按压穿刺点,如遇穿刺不顺利情况及时与家属解释并道歉。实验组在常规进行的护理操作之

外,增加采血前与患儿家属提前沟通采血难度､ 在采血过程中告知并解释采血后可能出现的局部皮

下淤血情况和处理对策,以及采血后讲解按压穿刺点的时间和方法。对比分析两组的患者满意度和

静脉采血退检率。 
结果 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满意度调查和化验室静脉采血退检率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组的患者满

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组的退检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新生儿体检静脉采血过程中,与新生儿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能够明显提高患者满意度和血标

本的合格率,促进护患关系,从而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 
 
 
PU-3895 

妊娠晚期 B 族溶血性链球菌筛查阳性母亲新生儿结局分析 
 

王长燕,李正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孕妇妊娠晚期 B 族溶血性链球菌定植情况以及对新生儿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在北京协和医院产科常规检查的妊娠晚期(孕
35~37 周)直肠和阴道拭子筛查 B 族溶血性链球菌(GBS)阳性产妇及新生儿资料,共计 245 例,分析妊

娠晚期 GBS 定植对新生儿的影响。 
结果 2011 年~2014 年我院细菌室 GBS 培养法采用血琼脂平皿细菌培养法,2015 年以后采用 LIM
肉汤培养皿细菌培养法。2011 年至 2014 年妊娠晚期孕妇 GBS 检测阳性率均小于

1%(0.4%~0.9%),2015 年改良细菌培养法后妊娠晚期孕妇 GBS 检测阳性率升高至 5.6%,差距有统

计学意义。GBS 筛查阳性产妇产前胎膜早破者共 35 例,GBS 筛查阳性母亲的新生儿,男 130 例,女
115 例,经阴分娩 155 例,剖宫产 90 例。生后密切观察临床表现,生后 24 小时内完善血常规､ CRP
检测,出生 72 小时后完善胆红素检测。新生儿血白细胞范围 6.3~52.8*109/L,平均为

25.45±22.41*109/L,中性粒细胞比例范围 51.74%~83.22%,平均 63.12±15.82%,CRP 范围

0~52mg/dl,平均 25.23±15.78 mg/dl;按采血时间分为生后 6 小时内､ 生后 6~12 小时及生后 12~24
小时三组,每组分别有 56､ 103､ 86 人,每组新生儿血白细胞平均值分别为 22.30±8.32*109/L､
29.51±7.73*109/L 及 35.33±18.85*10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每组新生儿血 CRP 平均值平分别

3.35±3.67 mg/dl､ 5.96±5.25 mg/dl 及 18.57±19.39 mg/d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诊断新生儿感染者

20 例,其中有症状者 5 例,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 低氧､ 发热;根据血常规及 CRP 检测诊断无症状者

新生儿感染者 15 例;均为非侵袭性感染,血培养､ 咽直肠拭子培养 GBS 检测均阴性,2 例直肠拭子监

测大肠埃希菌阳性。不同分娩方式､ 产前是否胎膜早破对于新生儿生后是否发生感染,及新生儿血

白细胞计数影响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我国孕产妇 GBS 带菌率与国外报道存在一定差异,可能是由于检测方法､ 取材方法等因素影响,
导致检出率低,应重视和改进 GBS 筛查方法。新生儿 GBS 感染病死率高,对于母亲 GBS 筛查阳性

的高危新生儿,生后检测血常规+CRP 有助于发现无症状感染者,采血时间以出生 6~12 小时后为宜,
对于生后 6 小时内检测感染指标正常的新生儿仍应警惕感染,必要时复查感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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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96 

The mechanism of AMPK signaling pathway regulating 
autophagy in neonatal rats after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Chen Hongju,Qu Yi,Mu Dezhi,Bai Huai 
West China Second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AMPK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regulation of neuronal 
autophagy in neonatal rats after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Methods 1.10 days old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and HI group. Hippocampus 
from 2, 4, 8, 12, 24 and 72 hours of each group wer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AMPK, 
phosphoralate-AMPK, (p-AMPK), 4EBP1, p-4EBP1, Beclin 1, LC3 and CC3 protein were 
detected.2. Rats were divided into sham group and as follows: HI+DMSO, HI+Compound C and 
HI+AICAR groups receiving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DMSO, AMPK inhibitor Compound C 
or agonist AICAR, respectively. Hippocampus of 24 h after HI in each group was detected.3. Ra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ll groups were received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AICAR. 
HI+AICAR+3-MA group received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njection of 3-MA. HI+AICAR+DMSO 
group received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njection of DMSO. We used Western blot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LC3, Bax, Bcl-2, CC3 in the hippocampus in 24 hours after HI, and neuronal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TUNEL. 
Results  1.The expression of p-AMPK, Beclin 1, LC3 and CC3 proteins increased after HI, while 
p-4EBP1 was increased shortly and then decresed continuously after HI. 2.Compound C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p-AMPK, LC3 and Bax, increased Bcl-2 expression, thus decreased CC3, while 
AICAR played the opposite role. 3.3-MA decreased LC3 and Bax expression, and increased Bcl-
2 expression; and thus reduced CC3 expression and the number of TUNEL positive cells.  
Conclusions The AMPK/mTOR signaling pathway may be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in neuronal cells, providing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ural cells 
after hypoxia-ischemia 
 
 
PU-3897 

胎母输血综合征致新生儿极重度贫血 1 例 
 

谢乐云,张爱民,徐俊,赵梦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0 

 
 
目的 胎母输血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产科疾病,即一定量的胎儿血液通过破损的胎盘绒毛间隙进入母

体血液循环,引起胎儿不同程度的失血及母亲和胎儿溶血性反应的临床症候群。因其临床症状具有

隐匿性,症状多不典型,早期诊断困难,常引起严重并发症,其发生率 0. 1% ~ 0. 3%,围生儿病死 
率达 33% ~ 50%。 
方法 我院 2017 年内有 1 例胎母输血综合征,针对患者的病史､ 临床特征､ 相关检查及治疗抢救经

过､ 新生儿预后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参考既往文献,探讨胎母输血综合征的病因､ 诊断及治疗要点,旨
在总结经验,尽早识别胎母输血综合征,以降低其引起的围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结果 患儿,男, 生后 1h , 因气促,呻吟 1h 转入我院。第 2 胎第 2 产 , 胎龄 37+2周 体重 2800g 。产前

胎心监测反复出现晚期减速,以“宫内窘迫”急诊行剖宫产娩出 ,1 min Apgar 评分 6 分(肤色-2 分,呼吸

-1 分,肌张力-1 分),复苏后 5 分钟评分 7 分,10 分钟评分 7 分。羊水清 , 胎盘正常､ 无水肿, 脐带正

常。父母体检,无高血压以及糖尿病史,产前检查正规,无外伤以及羊膜腔穿刺。母亲血型为 O 型。体

检 : 呼吸 60 次 / min , 心率 170 次 / min ,血压 43/ 22 mmHg,经皮血氧饱和度为 80%, 极度苍白 ,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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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无发绀,反应差 , 皮肤巩膜无黄染。三凹征(+),肝肋下 4 cm , 剑突下 4.5cm ,质中 , 脾肋下未及。

双下肢轻度水肿。四肢肌张力低,原始反射弱。急查血常规 :Hb 29g/L ,RBC 0.96 × 1012 /L , 网织红

细胞 (Ret)(测不出),WBC 36× 109 /L ,N 44.2%,PLT 118 × 10 9 /L 。胸片:未见异常。入院诊断 :极
重度贫血:新生儿溶血病 ?母亲血型为 O 型,患儿为 B 型,是否存在 ABO 血型不合溶血病?由于患儿红

细胞少,溶血全套检测不出患儿是否存在 ABO 溶血病。但患儿未出现明显的黄疸 , 不能用 ABO 溶

血病解释全部病情。B 超和其他辅助检查除外内脏出血和宫内感染的可能。母亲以及患儿地贫基因

检查阴性。患儿血涂片阴性。遂考虑胎母输血的可能 , 因为错过了酸洗脱试验的时间 , 予查母血甲

胎蛋白 (AFP) 为 915.12 ng/ ml( 正常值 <13.4 ng/ ml) , 支持胎母输血的诊断。患儿入院时双下肢水

肿 , 总蛋白 31.4 g/L , 白蛋白 21.4g/L。经输白蛋白等治疗后 , 水肿逐渐消退。经输血等处理后 , 第 
2 天 Hb 上升至 119g/L。第 3 天 Hb125g/L ,Ret11.3% ; 第 7 天 Hb 为 135g/L ,Ret 10.1%。输血后

患儿气促缓解,心率减慢,肝脏逐渐回缩至正常。患儿母亲产后均身体健康。 
结论 本例大量胎母输血以严重贫血为主要表现,合并呼吸道以及循环系统表现,并未出现严重水肿。

新生儿贫血治疗同贫血程度以及失血的急慢性有关。本例患儿出生后以面色苍白,呼吸窘迫为主要

表现,故为急性失血,经过补充白蛋白以及输血后临床症状逐渐缓解。只是早期对该病认识不够,错过

了酸洗脱试验时间。 
 
 
PU-3898 

护理革新措施对新生儿红臀发生率的影响效果 
 

张雅琳,章赛春,张红梅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05 

 
 
目的 探讨我科革新的一系列护理措施对新生儿红臀发生率的影响效果 
方法 研究对象均为足月新生儿,按住院时间将其分为两组,2016 年 9 月~12 月与 2017 年 1 月~4 月

入院分别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260 例。对照组实行喂奶前 1 小时更换纸尿裤,纸巾开封即用,更换

后予仰卧位;观察组实行喂奶后 1 小时更换纸尿裤,使用流水洗涤后的湿纸巾擦拭,且外涂红苹果宝宝

爽,更换后予侧卧位。比较两组新生儿的红臀发生率､ 红臀的严重程度以及红臀的恢复时间。 
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红臀发生率(5.4%)明显低于对照组(1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红臀的严

重程度两组无差别;观察组的红臀恢复时间 4(3~6)天短于对照组 5(4~7)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新生儿科采用的一系列护理措施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红臀的发生,还可缩短红臀的愈合时间,效果

显著值得借鉴。 
 
 
PU-3899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elevated serum A‑FABP and free 
fatty acid in neonates with hypoxic ischemic brain damage 

 
Li Mei1,Jiang Lian1,Zhang Huifen1,Zhang Lianshan2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2.Basic Medical College,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Objective The main function of adipocyte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A‑FABP) is to regulate fatty 
acid metabolism as its molecular chaperon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FABP in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 (HIBD) neonates is not yet clear. Free fatty acid (FFA) in 
cerebral cortex increases along with hypoxia ischemia degree. Thu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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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FFA can induce A‑FABP expression and elevate the serum A‑FABP level in HIBD 
neonates.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42 HIBD neonate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11 cases as mild, 16 
cases as moderate and 15 cases as severe. The serum was collected from peripheral vein at 72 
h after the first visit (acute stage) and 7 days after birth (recovery stage), and the serum from 10 
normal neonates was used as the control. The serum level of A-FABP and FFA in 42 neonates 
with acute phase and recovery phase HIBD were detected using ELISA and copper colorimetric 
method.  
Results The overall serum A‑FABP content in HIBD neonates at the acute sta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the normal neonates (P<0.05). The serum A-FABP level in 
severe HIBD neonat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mild HIBD, moderate HIBD and 
normal neonates (P<0.05). The serum FFA level in HIBD neonates at the acute stage was 
1,521.57±605.63 µmol/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neonates 
838.24±294.22 µmol/l. The serum FFA levels in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HIBD neonat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neonates. The overall A-FABP level in HIBD 
neonates at the recovery stag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to the acute stage, which was 
significant in severe HIBD neonates. A‑FABP levels in mild and moderate HIBD neonates at 
recovery stage we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acute stage, although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A-FABP and FFA in HIBD neonates 
at acute stage (r=0.369, P<0.05).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serum A‑FABP and FFA levels were signifcantly increased in HIBD 
neonates at acute stage, and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serum A-FABP level in HIBD 
neonates at recovery stag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acute stage.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erum A‑ FABP and FFA levels at acute stage can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HIBD. 
The detection of serum A-FABP and FFA can be applied as indicator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HIBD, but also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of HIBD treatment. 
 
 
PU-3900 

The effects of exosomes derived from neural stem cells on 
neurons in an in vitro model of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Zou Rong1,2,Qu Yi1,2,Mu Dezhi1,2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2.Key Laboratory of Obstetric & Gynecologic and Pediatric Diseases and Birth Defect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Objective Objectives: Neural stem cells(NSCs) have been shown to attenuate hypoxic-ischemic 
injury-induced neural damage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its neuroprotective effect 
have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mimick the hypoxic-ischemic injury in vitro 
using 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 and reoxygenation (OGD/R) strategy, and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exosomes derived from neural stem cells on the survival and death of primary cortical neurons 
subject to OGD/R,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whether exosomes, an important modulator in cross-
talking between cells, also has a role in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NSCs. 
Methods Methods: Exosomes from the conditioned medium of neural stem cells of rat were 
purified by differential ultracentrifugation. Neuron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normoxia group (Norm), control group (OGD/R), treatment groups with different 
exosome concentrations (OGD/R-2μg/ml, OGD/R-10μg/ml, OGD/R-20μg/ml). For OGD/R group, 
cells were exposed to OGD for 2 h followed by rexygenation for 24 h. For exosome treatment 
group,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exosomes at 2 h after OGD and cultured for another 24 h. The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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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bility, neural damage and apoptosis of the neurons were assessed using a CCK-8 assay,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ssay and TUNEL stain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Results: Rat primary neurons were cultured, and the OGD/R models were also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CCK-8 assay results showed that at 24h after exosomes treatment, the 
OD value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are much lower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P<0.05), indicating 
that exosomes may exacerbate damage of neurons subjected to OGD/R.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DH assay and TUNEL results among exosome-treated groups.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Exosomes derived from neural stem cells seemed to aggravate the 
injury to neurons caused by 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 and reoxygenation, as shown by CCK-8 
assay results. However, there was divergence among it and the results of the other two assays. 
More investigations need to be done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PU-3901 

急进性后部型早产儿视网膜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江静波
1,贺美华

2,聂川
1,罗先琼

1 
1.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2.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急进性后部型早产儿视网膜病(AP-ROP)的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方法,纳入 2012 年 3 月 25 日至 2014 年 9 月 25 日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住

院的 55 例 AP-ROP 先证者和 110 例普通 ROP 患儿, 两者按 1:2 进行配比,匹配条件:普通 ROP 患

儿､ 入院时间 接近,收集､ 整理资料。 
结果 出生胎龄,出生体重,吸氧天数,机械通气天数,胎龄<32w(χ2=8.584),出生体重<1250g(χ2=3.960),
吸氧(χ2=7.015),吸氧≥14 天(χ2=22.273),机械通气(χ2=10.104),机械通气≥14 天(χ2=12.579),使用

PS(χ2=10.942),新生儿贫血(χ2=8.462),输血≥2 次(χ2=41.734),RDS(χ2=11.733),新生儿肺炎

(χ2=25.536),呼吸暂停(χ2=23.468),BPD(χ2=8.319),颅内出血(χ2=6.478),代谢性酸中毒(χ2=8.317),
视网膜出血(χ2=10.188)与 AP-ROP 显著相关(P<0.05)。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运用条件 Logistic 回

归分析,输血≥2 次(OR: 14.956)和呼吸暂停(OR:7.590)是 AP-ROP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AP-ROP 的发生与出生胎龄小､ 出生体重低､ 氧疗及相关并发症(如呼吸窘迫综合症､ 视网膜

出血等)有关,输血和呼吸暂停是 AP-ROP 的独立高危因素。 
 
 
PU-3902 

基于 VB6 编程语言自主开发新生儿静脉营养计算软件 
源代码与临床应用探讨 

 
卢宽

1,陈刚
1,黄成

1,黄慧芸
1,庚俊嵬

2,吴憬
2 

1.云南省个旧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2.云南省个旧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科 

 
 
目的 探讨新生儿静脉营养计算软件的临床应用价值,解析本研究新生儿静脉营养计算软件开发语言

源代码。 
方法 以《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1]为指导,我院儿科临床医师与信息开发部应用

Microsoft Visual Basic6.0 编程语言,经过自主设计界面､ 建立数学模型､ 书写程序代码､ 校验计算

结果等步骤,共同开发出新生儿静脉营养计算软件,并将其应用于我院新生儿科高危新生儿静脉营养

计算 680 例,回顾性比较手工计算新生儿静脉营养 21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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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应用面向对象的开发软件 Microsoft Visual Basic6.0 作为开发工具,界面设计､ 程序逻辑关系

架构简单,程序代码英语能力要求不高,程序封装输出一体化,该软件计算 680 例静脉营养每例平均所

需时间<1min,手工计算 215 例平均每例所需时间约 20-30 分钟。 
结论 应用 VB6 编程语言开发新生儿静脉营养软件开发周期短,源代码简单,应用新生儿静脉营养软件

计算速度快､ 精度高､ 可大大降低医生的时间与劳动成本。 
 
 
PU-3903 

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对预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肺炎的效果观察 
 

杨晓玲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合理管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集束化护理的执行力及其依从性,评价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对预

防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从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科住院的,符合随机入组条件的新生儿 60 例,收集

整理实施集束化护理前的符合条件的机械通气的新生儿 30 例为对照组,收集整理实施集束化护理后

的符合条件的机械通气的新生儿 30 例为对实验组,两组新生儿均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实

施 VAP 防控集束化护理措施,比较两组新生儿 VAP 发病率,平均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时间

､ 平均住院费用等。 
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各 30 例,新生儿 VAP 发病率试验组为 13.33‰ ,对照组为 26.67‰ ;新生儿平

均住 NICU 时间试验组 18.1d ,对照组 25.6d ;新生儿平均住院费用试验组 27150 元,对照组 38400
元;试验组新生儿 VAP 发病率､ 平均住 NICU 时间､ 平均住院费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P <0.05 )。 
结论 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能缩短机械通气的时间,有效预防 VAP 的发生,可使 VAP 发生率下降

13.34%,减少新生儿住 NICU 时间,降低住院费用,提高护理质量和满意度。 
 
 
PU-3904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患儿听力损伤患儿 5 年随访报告 
 

高艳 
连云港市第三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222000 

 
 
目的 通过临床随访了解听力损伤患儿的预后 
方法 对 NICU 出院时听力筛查未通过的新生儿进行随访,定期检查听力及智能发育状况,并进行分

析。 
结果 NICU 组有 96 例未通过听力筛查,5 年后应用助听器的有 23 例,智能低下者有 16 例。对照组有

38 例未通过听力筛查,5 年后存在听力障碍,佩戴助听器的有 7 例,其余听力正常,智能低下的有 3
例。听力筛查未通过的患儿,有相当一部分,随着躯体疾病的康复,听力得以恢复,能够适应正常的生活,
听力不能恢复者多为脑损伤如窒息､ 胆红素脑病及脑部的感染等疾病导致听力损伤。在 NICU 出院

的听力未通过患儿存在智能低下的较对照组增多。两组间结果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NICU 的新生儿需建立随访听力筛查,及时随访患儿的智能发育与听力缺失程度。佩戴助听器

可以改善患儿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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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05 

32 例早产儿下消化道出血临床分析 
 

张文娟,张春丽,刘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0 

 
 
目的 探讨早产儿下消化道出血的临床相关因素､ 预防和治疗。 
方法 对 32 例早产儿下消化道出血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小于胎龄儿､ 围生期窒息早产儿下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适于胎龄儿､ 无窒息史儿

(P<0105)。大部分早产儿下消化道出血在生后 7-14 天内发病,它的主要病因为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感染性肠炎､ 喂养不耐受､ 过敏性肠炎。 
结论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是早产儿下消化道出血的 常见原因。喂养不耐受及过敏性肠炎也需引起

关注。做好高危因素识别､ 积极治疗原发病､ 规范早产儿喂养管理､ 过敏源回避可明显减少早产儿

下消化道出血及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 
 
 
PU-3906 

糖尿病婴儿发生新生儿宫内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 
 

张敏,温志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糖尿病母亲婴儿与新生儿宫内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产科住院分娩的糖尿病母亲婴儿且

全部转入新生儿科治疗 103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新生儿宫内感染诊断标准分为感染者 55 例和非感染

组 48 例。分析糖尿病母亲婴儿与宫内感染及相关并发症的相关性。 
结果 糖尿病婴儿宫内感染发病率高于非糖尿病母亲婴儿(p<0.05).感染组新生儿发生呼吸窘迫综合

症,新生儿窒息,早产,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等相关并发症比例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糖尿病母亲婴儿与宫内感染存在一定相关性,临床医师应予以重视,积极防治。 
 
 
PU-3907 

自制鼻塞在新生儿 CPAP 病人中的应用 
 

易青梅,刘会会,陈爱霞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用一次性鼻氧管改良自制鼻塞在新生儿病患者中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6 月收治的使用 CPAP 的新生儿患者 15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79
例)和对照组(79 例),观察组使用自制鼻塞,对照组采用传统鼻塞,进行持续气道正压通气,观察两组新

生儿患者鼻塞脱落情况､ 压力稳定情况以及压疮情况。 
结果 观察组无鼻塞脱落,有 2 例压力<4cm H2O;对照组鼻塞脱落 30 例,压力<4cm H2O 为 30 例,两
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01)。观察组无鼻中膈损伤,鼻中膈损伤 4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自制鼻塞用于新生儿 CPAP 时,可达到有效通气,鼻塞脱落率低,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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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08 

 Promotion of Breastfeeding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ntroduce Use of Expressed Breast Milk (EBM) Diary 

in NICU  
 

Chan YF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Hong Kong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breast milk supply according to their baby’s needs to 
achieve feeding on human milk exclusively during the entire hospital stay.  
Background This project was implemented in a level thre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where there are 10 beds for delivery. There are 62 nurses, including 1 nurse consultant, 11 
advanced practice nurses and 50 registered nurses. The expressed Breastmilk (EBM) diary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all nurses in the unit and NICU breastfeeding mothers were invited on voluntary 
basis. 
Methods The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in 4 phases: 1. An EBM diary was designed. 2. Educational 
materials designed for NICU nurses  3. In-service training was delivered to nurses in the unit 
using the educational  materials developed in phase two.  4. EBM diary was piloted in NICU. EBM 
diary and briefing on use of EBM diary were given to the participants.   
Materials An EBM diary was designed for mothers to record the progress of expressing breast 
milk, and for nurses to evaluate and tackle problems together with mothers.   
Resul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BM diary was smooth. Ten diaries was given to ten NICU 
mothers. Nine mothers achieved the goal of expressing 500-1000ml EBM per day on Day7 and 
one achieved on day10.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mothers in EBM were all resolved after 
discussing with the case nurses.   
Conclusions Human breast milk is the ideal food for all healthy or sick infants in terms of a 
natural nutrition, better nutrient composition and immunization against infections especially in 
premature infants who are not medically stable for oral feeding and breastfeeding. 
 
 
PU-3909 

Cord blood CD8+ T cells differentiate in a caspase-
dependent manner into IL-4+ cells in the context of 

inflammation and suppression of IL-2 receptor signaling 
 

Zhang Yuxia 1,2,3,Maksimovic Jovana4,5,Naselli Gaetano2,3,Xu Yanhui2,3,Souza David Peter De6,Weng Kai 1,Liang 
Hanquan7,Wentworth John M 2,3,Huntingtonz Nick2,3,Kallies Axel 2,3,Vuillermin Peter4,8,9,Oshlack Alicia4,5,Harrison 

Leonard C2,3 
1.Guangzhou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3.Department of Medical Biolog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4.Murdoch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5.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6.Bio21 Institute 
7.School of Data and Computer Scie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8.Barwon Health 
9.Deakin University 

 
 
Objective Abstract  
How T cells differentiate in the neonate may critically determine the ability of the infant to cope 
with infections, respond to vaccines and avert allergies. Previously, we found that naïve cord 
blood CD4+ T cells differentiated towards an IL-4-expressing phenotype when activated in th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722 
 

presence of monocyte-derive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Here we show that, analogous to CD4+ T 
cells, lineage-specific cytokines induce differentiation of naïve cord blood CD8+ T cells, except 
that IL-4 failed to induce IL-4-expressing (TC2) cells. However, IL-4 was expressed when naïve 
CD8+ T cells were activated in the presenc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6 ± TGF-b , TNF-
a or IL-1b). Under these conditions, expression of IL-2 and IL-2 receptor alpha (CD25) and the 
canonical lineage-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s GATA3, T-bet and ROR-gt, was decreased. 
Regardless of the CD8+ T cell differentiation conditions, TGF-b  induced expression of 
chemokine receptor CCR4 and alpha E beta 7 integrin (CD103), required for migration of CD8+ T 
cells.  IL-4 expression by CD8+ T cells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glycolysis and increased 
fatty acid metabolism and caspase-dependent cell death, both a consequence of limited IL-2 
signaling. Exogenous IL-2 or pan-caspase inhibition prevented IL-4 expression. Thus, in the 
context of inflammation and suppressed IL-2 receptor signaling, cord blood CD8+ T cells 
differentiate into non-classical IL-4+ cells. This suggests that inflammation in the neonate may 
profoundly influence differentiation of CD8+ T cells and potentially the infant’s immune responses 
to infections and susceptibility to disease.   
 
 
PU-3910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E-cadherin 的表达及意义 
 

高吉照,谭英,赵继鸥,郭雷,李艳,卢立慧,常颖,王文鹏,许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医院 221002 

 
 
目的 检测儿童急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ALL)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E-钙
黏蛋白基因(E-cadherin mRNA)､ 蛋白及骨髓血浆 E-cadherin 蛋白表达水平,分析初发儿童 ALL E-
cadherin 基因､ 蛋白表达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33 例 ALL 患儿根据诱导治疗前后分为初发组和缓解组(达完全缓解)。RT-PCR 法检测骨髓单

个核细胞 E-cadherin mRNA 的表达,Western Blot 法检测骨髓单个核细胞 E-cadherin 蛋白的表

达,ELISA 法检测骨髓血浆 E-cadherin 蛋白浓度,统计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血清铁蛋白 (serum ferritin, SF)､ 外周血白细胞(WBC)计数､ 骨髓及外周血原始幼稚细胞比例等临

床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初发组､ 缓解组 E-cadherin mRNA 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0.16±0.04､ 0.36±0.04,骨髓单个核细

胞 E-cadherin 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0.22±0.06､ 0.31±0.07,骨髓血浆 E-cadherin 蛋白表达量分别

为(32.29±7.30)ng/ml 和(47.35±6.12)ng/ml ,初发组 E-cadherin mRNA､ 蛋白均低于缓解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初发组血清 LDH 及 SF 水平分别为(1220.70±777.64)U/L 和

(223.36±62.71)ng/ml,缓解组分别为(216.00±71.95)U/L 和(112.85±76.49)ng/ml,初发组血清 LDH 及

SF 的表达水平均高于缓解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初发组 E-cadherin mRNA､ 蛋白表达水

平与 LDH､ SF 水平均呈负相关(P<0.05),与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骨髓及外周血原幼稚细胞比例均无

相关(P>0.05)。 
结论 E-cadherin 基因表达缺失可能参与了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发病,其与 LDH 及 SF 水平的

关系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危险度分级和治疗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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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11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儿童难治性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症临床观察 

 
徐忠金,吴崇军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本研究拟观察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对儿童难治性 ITP 患者的治疗疗效,为临床应用促血

小板生成药物治疗儿童 ITP 提供经验总结。 
方法 采用回顾分析方法,收集江西省儿童医院自 2015 年 6 月到 2016 年 6 月间收治入院的同意接受

rhTP0 治疗的难治性 ITP 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rhTPO 治疗儿童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 
结果 本例患儿中男:女为 8:7,中位年龄 57 月(范围 19 月-120 月),其中新诊断 ITP 5 例,持续性 ITP 3
例,慢性 ITP 7 例,用药前血小板中位数为 11×109/L(3×109/L-20×109/L),用药后用药后 高值中位数

为 76×109/L, 高值为 583×109/L,升至 高值平均中位时间 5 d。完全反应 6/15 例(40%),有效 3/15
例(20%),无效 6/15 例(40%),总有效率 60%(9/15)。停用 TPO 后 4 周内回访,有 2 例失访,余血小板

均回跌至用药前水平。用药期间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rhTPO 可用于一线治疗无效的儿童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治疗,对帮助患儿顺利度过严

重出血的危险期有积极作用。若应用 rhTPO 治疗 5 d 仍未见起效,则治疗后 终达到完全治疗反应

的可能性会明显降低,同时 rhTP0 作用维持时间短,是否需考虑其它治疗替代尚有待探讨。 
 
 
PU-3912 

儿童霍奇金淋巴瘤临床研究 
 

徐忠金,吴崇军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儿童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特点､ 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江西省儿童医院 2013 年 11 月-2015 年 11 月收治的 12 例儿童青少年 HL 患者的

临床病理资料､ 发病情况､ 临床特点､ 治疗及预后。 
结果 12 例患儿中,男性 11 例,女性 1 例,男:女= 11:1;年龄 3 岁 9 个月~12 岁,平均发病年龄 6.5 岁,确
诊前病程 2 周~24 个月,平均 8 个月。 常见的起病方式为颈部肿物,在本院治疗 8 例,R1 组 1 例

(12.5%),R2 组 6 例(75%),R3 组 1 例(12.5%);12 例中有 1 例病理分型为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其余

11 例均为经典型 HL;淋巴结受累 多见;R1 组 1 例复发;R2 组 2 例 PR,4 例 CR;R3 组 1 例 CR;化疗

过程中均出现不同程度骨髓抑制,但均在化疗间歇期自行恢复,无明显重度感染出现,有不同程度呕吐

､ 脱发及肝功能损害情况,在化疗停止后恢复。 
结论 我国儿童 HL 与发达国家临床特征不同,发病年龄偏低,男性多于女性,以经典型居多,多进展缓慢,
预后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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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13 

儿童门冬酰胺酶相关急性胰腺炎(AAP)诊治研究 
 

石苇,谢晓恬,李威,周宁,乔晓红,周晓迅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通过收集国内病例资料,分析和归纳儿童门冬酰胺酶相关胰腺炎(AAP)的临床特征和诊治经验,
以利不断提高儿童 AAP 的早期诊断率和疗效水平。 
方法 归纳我院病例和近年来国内报道的临床资料完整的共 66 例患儿诊治经过,参照国际 AAP 诊断

标准,分析我国儿童 AAP 的流行病学､ 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规律,以及治疗方法和疗效。 
结果 通过网络(万方数据库和中国医知网)供收集到符合 AAP 诊断依据,基本资料可供分析的儿童

AAP,以及我院 AAP 患儿共 66 例,归纳儿童 AAP 的流行病学､ 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治疗经验和

终疗效等规律可见:① 终疗效:病死率为 36.36%(24/66 例),其中 24 例死亡病例中 19 例(79.2%)死
于休克。②流行病学:儿童 AAP 无明显高发年龄段和性别差异,大多数(78.8%)发生于首次接受门冬

酰胺酶(ASP)的诱导治疗期。③临床表现:腹痛､ 腹胀和呕吐分占 90.6%､ 72.1%和 69.2%。④血胰

腺酶水平:血淀粉酶和血脂肪酶增高分别占 89.3%和 100%。可见及时检测血脂肪酶的诊断价值高,
需要警惕血淀粉酶正常者不能除外 AAP。⑤影像学检查:早期腹部 B 超和 CT 检查的阳性率分别为

84.37%和 82.22%。⑥综合治疗:奥曲肽为主要药物之一,但并未能降低病死率。积极控制感染和休

克甚为关键。⑦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和培门冬酶(PEG-ASP)两组中,坏死性胰腺炎分别为 25%
和 50%,p>0.05;病死率分别为 35.7%和 11.1%,p<0.05。 
结论 多数 AAP 发生于诱导治疗期。腹痛并非必然出现的症状,血脂肪酶的敏感度高于血淀粉酶,早
期 B 超和 CT 等影像学检查阳性率也有限,因此需要全面分析判断以助早期诊断。需要在奥曲肽治

疗的同时,积极进行综合治疗,尤其是纠正休克,以提高疗效水平。尚无充分资料证明,PEG-ASP 在预

防 AAP 及降低严重程度方面较 L-ASP 存在明显优越性。 
 
 
PU-3914 

ATG 治疗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临床护理学研究 
 

朱争芳,钟静霞,谢晓恬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归纳和总结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治疗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过程中的护理常规与不

良反应防治的疗效相关性,以及相关护理经验体会,以助提高儿童血液病护理技术水平。 
方法 总结我科近年来收治,接受 ATG 治疗的再障 63 例儿童,均符合国际再障诊疗指南和中华医学会

儿科分会血液学组近年推荐的儿童获得性再障诊疗建议中的诊断和分型标准。男性 34 例,女性 29
例,年龄 3~12 岁。其中重型再障(SAA)和极重型再障(VSAA)共 49 例,依赖输血的非重型再障

(NSAA)14 例,均无同胞 HLA 全相合供体可供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符合 ATG 治疗指征。分别采

用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R-ATG,美国,Genzyme 公司)和抗人 T 淋巴细胞球蛋白(F-ATG,德
国,Fresenius 公司)治疗 30 例和 33 例。在进行 ATG 治疗时,采用包括治疗前用药､ ATG 疗法具体

实施(ATG 输注细则､ 静脉过敏试验､ 预防性应用糖皮质激素等)､ 过敏反应､ 血清病､ 继发感染和

ATG 制剂相关血小板损耗等不良反应观察与防治,以及心理疏导等专科护理常规细则,以助 ATG 疗

法顺利实施,并确保医疗安全。 
结果 共 63 例儿童再障接收以 ATG 为主的免疫抑制疗法(IST)后,总有效率为 69.84%(44/63 例),总
体生存率 84.13%(53/63 例)。类过敏反应､ 血清病､ 血小板损耗和短期内继发感染等 ATG 主要相

关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38.09% ､ 38.10%､ 30.16%和 4.76%。但是,类过敏反应均为轻症,及时

控制后均能继续完成 ATG 疗程;血清病均得以早期诊断和及时控制;短期内继发感染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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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ATG 所致血小板损耗,均经及时输注单采血小板予以明显纠正,故未发生严重感染出血､ 重

要脏器不可能损伤和 ATG 治疗相关死亡。 
结论 制定规范详尽的治疗和护理常规､ 注重临床细节和不断提高护理技术质量水平,将非常有助于

ATG 治疗过程中儿童血液专科医护协作,以确保 ATG 疗法的顺利实施和医疗安全,有效推广 IST 疗

法,以进一步提高儿童再障远期疗效。 
 
 
PU-3915 

手术联合间充质干细胞治愈Ⅳ度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合并不完全

性肠梗阻一例伴文献综述 
 

郭淑仪,方建培,刘超,黄科,邱坤银,黎阳,徐宏贵,翁文俊,周敦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并发不完全肠梗阻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手

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中间型 β 地中海贫血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患儿,行非血缘相关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后合并慢性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并发不完全肠梗阻的临床表现,治疗过程和转归。 
结果 该患儿慢性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表现为顽固性､ 阵发性腹痛､ 持续性腹泻,应用多种免疫抑制

剂,联合间充质干细胞输注,腹泻症状缓解,每天烂便 3-5 次,但阵发性腹痛加剧,进食少,间有呕吐胃内

容物。在移植后 9 个月时拟诊不完全性肠梗阻,行剖腹探查并行回肠狭窄处的部分肠段切除术,术后

患儿腹痛､ 腹泻逐渐消失。 
结论 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严重者可致肠梗阻需手

术治疗,早期明确诊断,特别是对于不完全肠梗阻的患儿,及时手术治疗是关键。 
 
 
PU-3916 

NOPHO-AML 2004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 
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邱坤银,周敦华,黄科,黎阳,徐宏贵,方建培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非 M3)采用 NOPHO-AML 2004 化疗方案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诊断的 1~13 岁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非 M3)27 例,FAB 分型:M0 
1 例,M1 4 例,M2 10 例,M4 3 例,M5 7 例, M6 1 例, M7 1 例;细胞遗传学危险度分组:低危 11 例,中危

7 例,高危 9 例。均采用 NOPHO-AML 2004 方案化疗。应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采用 Kaplan-
Meier 生存分析法进行分析。 
结果 27 例患儿诱导第 1 疗程(AIET)获完全缓解者 22 例,未缓解者 5 例,缓解率 81.5%。5 例未缓解

的患儿中,4 例经诱导第 2 疗程(AM)后获完全缓解,1 例未缓解,诱导总缓解率为 96.2%。9 例(占
33.3%)骨髓复发,中位复发时间为完全持续缓解(CCR)后 21.3 个月;≤7 岁患儿和>7 岁患儿复发率分

别为 22.2%和 55.6%;化疗过程红细胞输注次数>4 次和输注次数≤4 次的 AML 患儿的复发率分别为

53.8%和 14.3%;MRD 阳性者和阴性者随访复发率分别为 55.6%和 23.5%;7 例在接受强化疗后行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2 例因复发放弃治疗而失访,死亡 2 例(均死于严重感染)。3 年预测无事件生

存(EFS)率为 47%,3 年预测总体生存率(OS)为 71.3%。27 例患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及骨髓抑

制,或药物相关性消化道反应和过敏反应,经积极对症治疗后均可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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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OPHO-AML 2004 化疗方案疗效好,耐受性好,年龄是影响早期治疗反应和预后的重要因素,对
于化疗间期出现一过性原始细胞低比例升高,可继续化疗。多次输注浓缩红细胞可能是促使 AML 患

儿骨髓复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应严格掌控输血指征。首次 MRD 监测对提示复发､ 预测预后及指导个

体化治疗有重要意义。对于临床高危､ 难治性､ 复发 AML 患儿,NOPHO-AML 2004 化疗方案的基

础上联合 HSCT 可改善预后。 
 
 
PU-3917 

米卡芬净治疗恶性血液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患儿合并肺侵袭性真菌病的临床分析 

 
黄科,邱坤银,邓兰兰,方建培,黎阳,郭海霞,周敦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观察米卡芬净(Micafungin,MCM)治疗恶性血液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合并肺侵袭性真菌

病 (Pulmonary invasive fungal disease,PIFD)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入选 25 例血液病粒细胞缺乏合并 PIFD 患儿。包括急性白血病化疗患儿 12 例,急性白血病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儿 4 例,重型 β-地中海贫血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 9 例。MCM 剂量

为 3-4 mg.kg.d-1,1 次.d-1, 7d 为一疗程,治疗 2-6 疗程。同时动态监测外周血 1,3-β-D-葡聚糖试验(G
试验)和半乳甘露聚糖抗原(GM 试验)､ 高分辨肺 CT 及各脏器功能指标。 
结果 痊愈 13 例,显效 4 例,进步 4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68%。MCM 单药治疗有效率 66.7%,联合

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69.2%。本组患儿未发现过敏､ 胃肠道副作用､ 电解质紊乱､ 肝肾功能损害和骨

髓抑制等不良反应。 
结论 MCM 是治疗儿童恶性血液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合并 PIFD 安全且有效的抗真菌药物。 
 
 
PU-3918 

红细胞参数及其形态学检查结合铁染色和铁蛋白 
在儿童缺铁性贫血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雯雯

1,陈红兵
1,朱君

1,常林
1,韩晶晶

1,苏东明
2 

1.南京市儿童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 

 
 
目的 探讨异常红细胞形态学和红细胞参数检查结合骨髓铁染色及血清铁蛋白在儿童缺铁性贫血诊

断中应用价值。 
方法 对 388 名缺铁性贫血(IDA)患儿进行了异常红细胞形态的检验并进行铁蛋白( SF) 含量检测,还
对其骨髓涂片进行铁染色检查。选取 388 例 IDA 及 255 例慢性病性贫血(ACD)患者进行红细胞参数

(MCV､ MCH､ MCHC 与 RDW)和血清铁蛋白(SF)检测,并与 203 例健康对照组比较,对结果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388 名患儿异常形态的红细胞约占 56.25%-92.34%.骨髓细胞铁染色随血清铁蛋白检测指标的

增高而增高。IDA 组与 ACD 组比较,IDA 组 MCV､ MCH､ SF 均明显降低,RDW 增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IDA 组与 ACD 组比较,IDA 组 MCV､ SF 明显降低,ACD 组 MCV 无明显变化,SF 明显

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CV､ RDW 和 SF 三项联合诊断 IDA 的敏感性 高,达 99.9%。

MCV､ RDW 和 SF 联合应用可在 IDA 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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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异常红细胞形态学和红细胞参数检查结合骨髓铁染色及血清铁蛋白在儿童缺铁性贫血鉴别诊

断中具有意义重大的临床参考价值。 
 
 
PU-3919 

儿童急性白血病 DNA 甲基转移酶 mRNA 表达的意义 
 

赵东菊,石太新,周福军,肖爱菊 ,田云娇, 李培岭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通过检测儿童急性白血病患儿骨髓细胞的 DNA 甲基转移酶(DNMTs)mRNA 的表达水平,探讨

DNA 甲基化在儿童白血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30 例 AL 患儿,其中初治组 18 例,缓解组 8 例,复发组 4 例;10 例非恶性血液病患儿作为对照

组。常规骨髓穿刺,抽取患者骨髓液 3-5ml 提取 RNA,采用 RT-PCR 方法检测 DNMT1､ DNMT3A､
DNMT3B 表达水平,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3.0 进行结果分析。 
结果 DNMTs 在所有检测标本中均表达;初治组患儿骨髓中 DNMT1､ DNMT3A､ DNMT3B 表达水

平均高于缓解组和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复发组相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缓解组三者表达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NA 甲基转移酶参与了儿童 AL 的发生与病情变化过程,可作为判断急性白血病病情发展和预

后的指标之一。 
 
 
PU-3920 

亚砷酸通过自噬通路降解白血病细胞 FLT3-ITD 突变蛋白的研究 
 

张祖涵,王丽娜,罗学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除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外,预后均较差。其中 Fms 样酪氨酸

激酶 3 基因内部串联重复突变(FLT3-ITD)绝大多数发生于 AML,已明确为预后差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课题组已发表的研究发现:亚砷酸(ATO)联合全反式维甲酸(ATRA)能选择性协同抑制 FLT3-ITD 阳

性 AML 细胞株增殖,并促其凋亡;选择性降低 FLT3-ITD 蛋白的水平而抑制 FLT3,继而抑制与细胞增

殖和凋亡相关的下游信号通路。为探究 ATO 抑制 FLT3 的机制,了解细胞通过自噬降解蛋白在其中

的作用。本研究拟深入探索 ATO 对 FLT3-ITD 蛋白的作用,为将 ATO 应用于临床治疗 FLT3-ITD 
AML 提供进一步理论依据。 
方法 ATO 处理 FLT3-ITD AML 细胞(MV4-11)后:①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标志物蛋白水平的变化;电
子显微镜下观察 ATO 对细胞内自噬泡形成的影响;通过慢病毒转染将带有红绿荧光的 LC3 质粒过表

达于 MV4-11 细胞,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ATO 作用下 LC3 荧光的变化以检测自噬流。②通过用自

噬抑制剂巴伐洛霉素 A1(BafA),或通过电转 si-Atg5 和 si-Atg7 敲低自噬关键基因 Atg5 和 Atg7,使细

胞自噬水平降低后,Western blot 检测 FLT3 蛋白(在 MV4-11 细胞主要是 FLT3-ITD 蛋白),观察 ATO
对 FLT3 蛋白水平的影响,并与自噬未受干扰的对照组比较。③用免疫共沉淀法(co-ip)及荧光共聚焦

显微镜观察 FLT3 与自噬关键蛋白 p62 的结合情况。 
结果 ATO 促进 MV4-11 细胞内自噬标志物蛋白表达,使细胞内产生更多自噬小体,细胞内自噬流增加;
自噬抑制剂及干扰自噬关键基因,均可减低细胞内自噬水平,ATO 对 FLT3-ITD 蛋白的降解作用从而

减弱;FLT3 通过与 p62 结合而进入自噬通路降解,ATO 处理后 FLT3 与 p62 结合增加。 
结论 ATO 通过提高 FLT3-ITD AML 细胞(MV4-11)的自噬水平,促进 FLT3-ITD 蛋白的降解,从而起到

抑制 FLT3 的作用。提示有望用 ATO 治疗 FLT3-ITD AML 以改善其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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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21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基因检测的临床意义 
 

韩争争,冒青,郭义敏,易雪岚,陈艳 
贵州省儿童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863009 

 
 
目的 了解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 HPS 相关基因突变的发生率和类型,探讨基因突变阳性和阴性患儿临

床特征及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住院治疗的 23
例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 HPS 基因检测结果,将患儿分为基因突变阳性组和基因突变

阴性组,比较两组患儿的发病年龄､ 性别,临床症状､ 体征,各项实验室指标及预后的差异。 
结果 (1)56.5%(13/23)的患儿检测出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相关基因突变,基因突变检出率由高到

低依次为 LYST(46.2%)､ UNC13D(38.5%)､ ITK(30.8%)､ STXBP2(15.2%)和 XIAP(7.7%),未见

PRF1 基因突变。(2)两组患儿性别､ 年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3)基因突变阳性组出现神经系统症状

2 例(15.4%);阴性组出现神经系统症状 4 例(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基因突变阳性组

EB 病毒感染阳性有 4 例(30.8%),肺炎支原体阳性 4 例(30.8%)阴性组 EB 病毒阳性有 1 例(10%),肺
炎支原体阳性 2 例(20.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6)基因突变阳性组与阴性组出现外周血

细胞两系减少和低白蛋白血症均为 100%,基因突变阳性组 NK 细胞活性减低 63.6%,SF 升

高>500ug/L 占 92.3%,ALT 升高≥40U/L86.4%,LDH 升高>215 U/L92.3%,TG 升
高>3.0mmo/L53.8%, FIB<1.5 g/L76.9%,骨髓形态学检查见噬血现象 61.5%;阴性组 NK 细胞活性减

低 80%,SF 升高>500ug/L 占 80.0%,ALT 升高≥40U/L80.0%,LDH 升高>215 U/L80.0%,TG 升
高>3.0mmo/L40.0%, FIB<1.5 g/L60.6%,骨髓形态学检查见噬血现象 40.0%,上述指标在两组患儿比

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将上述指标按诊断值分层后再次比较,各项指标亦无统计学意义(P﹥
0.05);(7)基因突变阳性组死亡率 46.2%,阴性组死亡率 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突变基因在儿童 HPS 中的检出率较高(56.5%),多为单基因或多

基因的杂合突变,罕见纯合基因突变者;(2)本地区的 HPS 患儿检测到 5 种相关基因突变,分别是

LYST､ UNC13D､ ITK､ STXBP2 和 XIAP;其中 LYST 和 UNC13D 基因突变 常见,PRFI 基因突变

少见;(3)部分突变基因致病意义不明确,但对存在细胞毒脱颗粒功能异常,尤其对存在家系遗传,病情

进展凶猛的患儿需警惕原发性 HPS 可能;(4)本研究中患儿的发病年龄､ 性别､ 病情严重程度,EB 病

毒感染率和预后等与具有相关基因突变无关。 
 
 
PU-3922 

UNC13D 基因突变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分析 
 

冒青,李详丽,郭义敏,易雪岚,韩争争,陈艳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了解 UNC13D 基因突变在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中的发生情

况及临床特征。 
方法 用聚合酶联反应(PCR)结合测序的方法对 2014-2016 年的 18 例 HPS 患儿进行原发性噬血细

胞综合征相关 10 种基因检测,5 例发现 UNC13D 基因突变,总结具有 UNC13D 基因突变的 HPS 患

儿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 基因测序结果､ 家系调查､ 治疗和预后情况。 
结果 5 例患儿发病年龄 3 月-6 岁,中位年龄 10 月,3 例男性,2 例女性;1 例有家族史;2 例为 UNC13D
单基因杂合突变,2 例复合 LYST 基因突变,1 例同时复合 LYST 和 ITK 基因突变;2 例 Exon27 上

c.2588G>A(p.G863D)突变,1 例 Exon14 上 C.1228A>C(PILe410Leu)突变和 1 例 Exon26 周围内含

子 c.2553+5C>G 均为已报道的致病突变,1 例 Exon4 周围内含子 C.321+19C>G 的突变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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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例均有发热和肝脾肿大,2 例合并淋巴结肿大;所有病例均有血小板减少,铁蛋白升高,甘油三酯升高

､ 纤维蛋白原下降和 NK 细胞比例减少;2 例骨髓见噬血细胞增多;2 例有中枢神经系统损害;3 例有病

原体感染,分别为肺炎支原体､ EBV 和 CMV;全部病例均按 HLH- 2004 方案化疗,例 2 加用血液灌流;
随访时间 3 月至 2 年,3 例分别持续缓解 10 月､ 22 月和 28 月;死亡 2 例均为婴儿,分别存活 1 月和 2
月死亡,死亡率 40%。 
结论 UNC13D 基因突变在噬血细胞综合征中的发生率为 27.8%;第 27 号外显子

c.2588G>A(p.G863D)突变可能为中国人的热点突变,该型患儿发病早,病情凶险,生存期短。 
 
 
PU-3923 

康复新液对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口腔溃疡的应用 
 

刘晓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康复新液治疗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口腔溃疡的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自 2014 年 01 月到 2016 年 05 月我科室 100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发生口腔溃疡

的患儿,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儿自化疗当天开始应用浓替硝唑溶液､ 碳酸

氢钠与生理盐水 1:1 液交替漱口的方法,观察组自化疗当天开始应用康复新液漱口。比较两组患儿口

腔溃疡疗效。 
结果 对照组患儿口腔溃疡显效 35 例,有效 10 例,有效率 90.0%,观察组患儿口腔溃疡显效 42 例,有
效 7 例,有效率 98.0%,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康复新液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发生的口腔溃疡,治疗效果好,安全无不良反

应,康复率高,无异味,更易于患儿接受配合治疗,值得临床借鉴。 
 
 
PU-3924 

抗-D 免疫球蛋白治疗儿童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疗效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覃薇,黄少玲,李婷婷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2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方法评估抗-D 免疫球蛋白治疗儿童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 PubMed､ EMBASE､ the Cohrane Library､ Ovid､ Web of Science､ 中国知网及万方

数据库,收集相关的 RCT 文献,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17 年 4 月。由 2 位研究者独立行文献筛选､

质量评估及资料提取。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对无法合并的结局指标采用描述性分

析。 
结果 有 8 篇 RCT 文献符合纳入标准,其中 7 篇文献进入 Meta 分析,1 篇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该文

献是不同剂量 anti-D 间进行对照,且结局指标与其他文献不同)。①治疗 24h 后,anti-D 组与静脉注射

免疫球蛋白(IVIG)组血小板(PLT)计数>20×109/L 百分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R=0.86,95%CI:0.70~1.05)②治疗 72 h 和 7 天后 anti-D 组与 IVIG 组血小板计数>20×109/L 百分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RR = 0.87,95%CI: 0.80~0.96;RR = 0.87,95%CI: 0.78~0.97)③ 
anti-D(50μg/kg)组与 IVIG 组比较治疗 24h､ 72h 及 7 天后 PLT 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WMD= -21.76,95%CI: -50.48~6.95;WMD= -35.48,95%CI: -75.49~4.52;WMD= -43.55,95%CI: -
89.41~2.31)④anti-D(75μg/kg)组和 IVIG 组比较治疗 72h 后的 PLT 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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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6,95%CI: -75.32~-27.80)⑤anti-D(50μg/kg)与 anti-D(75μg/kg)治疗 24h､ 7 天后 PLT 计数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WMD= -5.62,95%CI: -13.01~1.77;WMD= -67.58, 95%CI: -
190.90~55.74)。⑥anti-D 组与 IVIG 组比较,血红蛋白下降更明显,(WMD= 6.14,95%CI: 4.33~7.95),
但患者均不需要输血;anti-D 组与 IVIG 组均有发生常见的不良反应(头痛､ 发热､ 寒战､ 恶心､ 呕吐

等),但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静脉注射 anti-D 治疗儿童急性 ITP 在提高血小板计数方面效果可能与 IVIG 相同,但在治疗后

血小板上升的反应速度方面效果可能略差于 IVIG。使用剂量为 50μg/kg 或 75μg/kg 的 anti-D 疗效

可能相当,患儿对 anti-D 不良反应的耐受性良好。 
 
 
PU-3925 

SIRT1 过表达对 THP-1 细胞增殖､ 凋亡和 

细胞周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讨 
 

李登峰,蓝丹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构建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2-相关酶类-1(silent mating-type information regulation 2 
homologue 1, SIRT1)基因过表达慢病毒载体,体外感染急性髓系白血病 THP-1 细胞株,研究上调

SIRT1 基因对 THP-1 细胞细胞周期､ 凋亡､ 增殖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机制。 
方法 构建 SIRT1 过表达慢病毒载体及对应的空载体慢病毒,转染 THP-1 细胞,得到稳转的细胞株。

转染后采用 RT-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mRNA 及蛋白的表达,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增殖､ 周期､ 凋亡情况,RT-PCR 检测转染后 THP-1 细胞恶性细胞行为相关因

子变化情况。 
结果 慢病毒转染 293T 细胞后,mRNA 水平检测 SIRT1 基因表达上调 2 倍以上,目的蛋白表达显著增

高(p<0.05), SIRT1 基因过表达慢病毒构建成功;THP-1 过表达 SIRT1 基因后,THP-1 细胞生长曲线

与对照组 THP-1 细胞有明显差异,明显抑制其细胞生长,细胞增殖指数显著低于空载体慢病毒转染对

照组,p 值=0.004;过表达载体转染 THP-1 细胞后,细胞周期发生 G1/G0 期阻滞;凋亡率明显升高;Sirt1
基因过表达后, THP-1 细胞的凋亡相关基因 caspase3 的 mRNA 表达显著增高(p 值=0.002),可检出

caspase3 蛋白表达; THP-1 细胞的原癌基因 NF-κB 下调,且上调 THP-1 细胞的抑癌基因 p21 的表

达,下调 BAX､ Bcl2 的 mRNA 表达。 
结论 SIRT1 过表达可以抑制增殖､ 诱导 THP-1 细胞的细胞凋亡,caspase3 等细胞凋亡因子的表达

上调､ C/EBP-β 表达下调可能此过程关系密切; SIRT1 过表达后上调 P21 基因的表达､  下调 NF-
κB 基因的表达, 使得 THP-1 细胞发生 G1/G0 期阻滞。SIRT1 基因过表达慢病毒载体可以通过影响

细胞周期调控基因的表达,诱导细胞发生 G1/G0 期阻滞,明显抑制细胞增殖,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发

挥抑癌作用。 
 
 
PU-3926 

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杨碧熙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儿的临床资料,探讨甲磺酸伊马替尼对于治疗儿童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比较进口药格列卫与国产药昕维的安全性与疗效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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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在 2012 年 3 月-2016 年 11 月收治的 12 例儿童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随访时间为接受治疗后 1 周至 2017 年 3 月,观察治疗不同

时期的临床表现､ 血常规､ 骨髓细胞形态学､ 骨髓染色体､ BCR/ABL 融合基因等情况,参照 NCCN
制定的慢性期治疗反应的定义及中国伊马替尼疗效标准对疗效进行判定;回顾并比较两组患儿血常

规､ 肝肾功能情况;应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对格列卫组和昕维组外周血､ 骨髓细胞形态学达到

完全血液学反应的时间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者安全性及疗效差异。 
结果 1.12 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儿均为慢性期,男女比率为 1.4:1,诊断及开始治疗的中位年龄为 6
岁。2.12 例患儿在伊马替尼治疗后 3 个月临床症状､ 血常规达到完全血液学反应,3 例患儿在治疗

后 3 个月骨髓细胞形态学达到完全血液学反应,8 例患儿在 3 个月-17 个月间达到完全血液学反应标

准,1 例患儿未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3. 4 例患儿达到完全分子生物学反应,1 例达到主要分子生物学

学反应,6 例患儿达到完全血液学反应,1 例患儿外周血达到完全血液学反应标准。4. 随访中发现患

儿有头晕､ 恶心､ 鼻衄､ 关节疼痛症状;治疗过程中 12 例患儿均无骨髓抑制及肝肾功能损害表现。

5. 12 例患儿中有 6 例口服格列卫,6 例口服昕维,以 SPSS 21.0 对两组进行比较,年龄(P=0.907)､ 用

药剂量(起始量 P=0.193;维持量 P=0.949)､ 外周血达到完全血液学反应标准的时间(P=0.936)无统

计差异,骨髓细胞形态学达到完全血液学反应标准的时间有统计学差异(P=0.004),昕维组较格列卫组

能更快达到骨髓细胞学完全缓解。 
结论 1.甲磺酸伊马替尼对于治疗慢性期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有较好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2.格列

卫与昕维对儿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和安全性无显著差异。 
 
 
PU-3927 

SPTB 基因无义突变所致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一例 
 

马亚南,刘玉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确定一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相关 SPTB 基因突变。 
方法 在患儿父母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患儿及父母外周血样本各 2ml,提取基因组 DNA,通过 PCR
扩增 SPTB 基因编码蛋白的外显子,用 DNA 直接测序法分析其突变位点,测定患儿父母的相应序列,
确定其突变来源。 
结果 DNA 测序分析显示患儿存在 SPTB 基因突变,该突变为杂合无义突变(c.1069C>T,p.357Q>X),
导致蛋白质翻译提前终止,造成蛋白质功能丧失,患儿父母双方均未见到该突变。 
结论 本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的 SPTB 基因突变(c.1069C>T,p.357Q>X)具有致病意义。 
 
 
PU-3928 

儿童急性白血病 CD133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刘志强,柯江维,段荣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CD133 在急性白血病(AL)患儿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 100 例 AL 患儿白血病细胞膜上 CD133 的表达。 
结果 (1)AL 组患儿 CD133 的表达率为 38.0%,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2)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AML)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 CD133 的表达率分别为 40.0 %和 3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ALL 和 B-ALL 的 CD133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33.3 %和 38.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ML 各亚型间

CD133 阳性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CD133 表达阳性组的完全缓解(CR)率低于 CD13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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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对 18 例初治时 CD133 高表达经化疗后 CR 的 AL 患儿进行随访,2
例 CD133 阳性 AML 经后续化疗后有 1 例转阴,1 例持续表达,但 2 例分别在化疗 15 个月､ 12 个月

复发,且转阴患儿骨髓复发时 CD133 再次表达;16 例 CD133 阳性 ALL 经后续化疗后均转阴,此后有

5 例分别在 21 个月､ 19 个月､ 18 个月､ 16 个月､ 13 个月骨髓复发,且复发时 CD133 再次表达。 
结论 AL 患儿骨髓细胞 CD133 表达高于正常对照;检测 CD133 表达可能有助于 AL 各亚型的鉴别及

疗效判断;CD133 高表达可能是 AL 的一个不良预后因素,以 CD133 为监测微小残留病灶(MRD)的标

记物对防治复发有一定的意义。 
 
 
PU-3929 

儿童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复发独立危险因素分析 
 

杨小燕,金皎,黄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儿童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临床儿童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09 年 3 月至 2014 年 2 月于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治疗的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患儿 121 例,分别给予泼尼松/甲泼尼松龙进行预处理,对激素诱导效果不佳的采用白细胞分

离术或加用长春新碱(每周一次)以降低白血病细胞负荷,待白细胞降至小于 50×109/L 后按照儿童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方案进行联合化疗。分析经规范化疗的 121 例儿童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患者的复发因素,应用 Cox 风险模型检验性别､ 年龄､ 高白细胞分类､ 白细胞下降至 50×109/L
以下开始联合化疗时间､ 治疗后第 8､ 15､ 33 天评估､ 融合基因分型､ 染色体核型､ 免疫表型､

第 12 周 MRD､ 终危险度与患儿复发的关系。 
结果 本组患儿其中男 76 例,女 45 例,中位年龄为 4.1 岁(范围:3 月-15.4 岁),白细胞中位数为

245.52×109/L(范围:50.74-932×109/L),按照 MICM 分型,免疫分型 T 淋系表达(T-ALL)28 例(占
23.1%),B 淋系表达(B-ALL)91 例占 75.2%),T+B 混合表达 2 例(1.7%)。融合基因异常 33 例(占
50%);单因素分析显示,白细胞下降至 50×109/L 以下开始联合化疗时间､ WBC≥300×109/L､ 第 12
周 MRD 与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复发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WBC≥300×109/L
是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的独立复发因素(P=0.01)。 
结论 WBC≥300×109/L 是初诊高白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PU-3930 

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监测血药浓度的临床意义及不良反应分析 

 
李静,黄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大剂量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的血药浓度监测的临床意义,并统计分析其不良反应。 
方法 选择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血液病房共 63 例次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使用大剂量

甲氨蝶呤(high-dose methotrexate,HD-MTX)后采用酶联法定期监测血药浓度,并据血药浓度调整甲

酰四氢叶酸钙(calcium folinate,CF)解救剂量,观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在行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中,6.3%的患儿 42h 血浆 MTX 浓度< 0.3 μmol/L,61.9%的患儿 
42 h 血浆 MTX 浓度≥1 μmol/L,3.2%的患儿因机器故障未能监测血浆 MTX 浓度。34.9%的患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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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行 6 次 CF 解救,需解救 6~8 次的为 27.0%,38.1%的患儿需超过 8 次的 CF 解救。患儿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77.8%,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3%;经血浆 MTX 浓度监测,多数患儿治疗顺利,无严重及

致死性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应用 HD-MTX 的不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 胃肠道反应及黏膜

损伤,通过监测 MTX 的血药浓度有助于及时调整亚叶酸钙解救剂量,可减少和预防甲氨蝶呤严重不良

反应的出现,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PU-3931 

RNAi 沉默 HOXA5 逆转 K562/ADM 细胞 耐药性的研究 
 

高菲,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研究 RNA 干扰(RNAi)技术沉默同源异型基因 A5(HOXA5)对白血病耐阿霉素细胞株 K562/ 
ADM 细胞耐药性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胞中 HOXA5､ p38､ p-p38 的蛋白表达,RT-qPCR 检测 HOXA5､
p38 的 mRNA 表达;CCK8 检测各组细胞对阿霉素的敏感性变化;流式细胞术(FCM)检测各组细胞的

凋亡及周期变化。 
结果 K562 细胞中 HOXA5 基因的表达低于 K562/ADM 细胞,K562/ADM 细胞的耐药性是 K562 细胞

的 4.94 倍。转染后实验组 K562/ ADM 细胞中 HOXA5 基因的表达明显受抑制,而实验组细胞的

IC50 较对照组降低了 2.55 倍。同时,实验组细胞中 p38 的 mRNA 及 p-p38 的蛋白表达明显高于对

照组。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的细胞周期 G0/G1 期增高,S 期降低。经 ADM(2.5ug/mL)诱导后,实验

组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RNAi 沉默 HOXA5 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转白血病耐药,其机制可能与 p38MAPK 信号转导通路的

激活有关。 
 
 
PU-3932 

RUNX1-RUNX1T1 融合基因定量监测 
在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应用 

 
吴珺,陆爱东,张乐萍,贾月萍,左英熹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研究 RUNX1-RUNX1T1 融合基因定量监测在伴 t(8;21)/ RUNX1-RUNX1T1 阳性的儿童急性

髓系白血病(AML)中的预后评估价值。 
方法 200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伴 t(8;21)/ RUNX1-RUNX1T1 阳性 AML 患儿共 81 例,所有

患儿于初诊时､ 治疗结束后在我院应用实时定量 RT-PCR(RQ-PCR)方法检测 RUNX1-RUNX1T1
基因拷贝数,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评估患儿的累积复发率(CIR)､ 无事件生存率(EFS)和总生存率

(OS),COX 回归模型评估预后因素。 
结果 以初诊时 RUNX1-RUNX1T1 基因定量水平为基线,将治疗后基因定量水平是否比诊断时下降 3
个对数级(3log)为界,第二次诱导缓解治疗结束后,下降≥3log 者(n=51)与<3log 者(n=28)相比:5 年累

积复发率(CIR)分别为(13.7±6.2)%及(32.4±10.5)%(χ2=5.185,P=0.023),5 年无事件生存率(EFS)分别

为(82.4±6.5)%及(57.6±10.4)%(χ2=7.454,P=0.006),5 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93.6±3.6)%及

(59.3±11.6)%(χ2=9.703,P=0.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第二次诱导缓

解结束后 RUNX1-RUNX1T1 基因下降是否大于 3log 水平是影响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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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HR=4.223,95%CI1.507-11.836,P=0.006)与 OS 的独立危险因素(HR=5.002,95%CI1.282-
19.516,P=0.02)。定期监测 RUNX1-RUNX1T1 基因,81 例患儿中有 63 例患儿监测了 6 次以上基因

定量,将基因定量下降了 3log 后又上升了 1log 水平的患儿分为 A 组(n=10),其余患儿分为 B 组

(n=53),A 组和 B 组的 CIR 有统计学差异(46.7% vs.4.7%,P=0.00)。 
结论 通过 RQ-PCR 方法检测 RUNX1-RUNX1T1 基因拷贝数,可以判断伴 t(8;21)/ RUNX1-
RUNX1T1 阳性的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效果､ 预测患者的复发及评估长期预后,具有极大的临

床应用价值。 
 
 
PU-3933 

贵州省 12 例中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心脏及肝脏铁过载研究 
 

朱晋花,金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通过本研究了解贵州地区中､ 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心脏及肝脏铁过载状况;探讨磁共振成像

(MRI)T2*在检测患者体内铁沉积的临床意义及应用价值;指导贵州省中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铁过载

的诊疗。 
通过本研究了解贵州地区中､ 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心脏及肝脏铁过载状况;探讨磁共振成像

(MRI)T2*在检测患者体内铁沉积的临床意义及应用价值;指导贵州省中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铁过载

的诊疗。 
方法 选取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诊治的 12 名年龄≥6 岁的中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搜集患儿

基本信息,监测患儿输血､ 去铁治疗情况,行磁共振成像检查测得心脏及肝脏 MRI T2*值,并检测同期

SF､ LVEF､ 肝功能､ 心肌酶等指标。采用 SPSS17.0 软件分析数据。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1)有效病例数为 12 例(占 75%),年龄在 6.5-11.3 岁之间,每人平均输血治疗时间为 5.8±2.7 年,
平均输血量为 27.0±14.5U/年,平均去铁治疗时间 3.7±2.6 年。(2)12 名患者中 10 人经 SF 诊断为铁

过载,10 人经 MRI T2*诊断为肝脏铁过载,2 人经 MRI T2*诊断为心脏铁过载。(3)10 名经 SF 诊断为

铁过载患者中 7 人经 MRI T2*诊断为中度肝脏铁过载,2 人诊断为轻度肝脏铁过载,1 人无肝脏铁过

载,2 人诊断为轻度心脏铁过载,8 人无心脏铁过载。(4)诊断为肝脏铁过载的 10 人中 1 人合并轻度心

脏铁过载,其余 9 人无心脏铁过载,这 9 人中 5 人为规律去铁治疗 3.6±3.0 年,2 人未予去铁治疗,输血

时间均为 1 年,输血量均为 8U/年,2 人不规律去铁治疗。(5)12 名患者中 10 人已开始去铁治疗,经
MRI T2*检测无肝脏及心脏铁过载 1 人,已规律去铁治疗 7 年。(6)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肝脏 T2*值与

ALT 呈显著负相关(r=-0.530,P=0.038);而与 SF､ 输血量及 AST 无相关性(P 值均>0.05)。心脏 T2*
值与 LVEF 呈显著正相关(r=0.541,P=0.035),而与 SF､ 输血量､ CK､ CK-MB 无相关性(P 值

均>0.05);肝脏 T2*值与心脏 T2*值无相关性(P 值>0.05)。 
结论 (1)大部分参与研究的中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均存在铁过载,以肝脏铁过载为主,心脏铁过载相对

较少。(2)SF 对于铁过载的诊断仍具有一定意义,简便易行,但其无法评估脏器铁沉积。(3)MRI T2*在
脏器检测脏器铁沉积上具有重大意义,可直接反应脏器铁过载情况,以指导去铁治疗,并可间接反应脏

器功能情况,但目前该检查在贵州地区普及仍存在问题。(4)长期规律去铁治疗可减轻脏器铁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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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34 

下调 c-Met 基因与人白血病细胞 K562 
对硼替佐米化疗敏感性的实验研究 

 
严婧,何志旭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1 
 

 
目的 本研究通过下调 c-Met 基因来观察白血病细胞株 K562 对抗肿瘤药物硼替佐米的敏感性,以此

探索 c-Met 信号通路对白血病细胞株增殖､ 凋亡等的影响,探讨能否通过改变白血病细胞 c-Met 基
因的表达来增强细胞对抗癌药物的敏感性,为临床上寻求治疗白血病新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已有研究表明 c-Met 在白血病细胞中广泛高表达,以人白血病细胞株 K562 为研究对象,用不

同浓度硼替佐米处理细胞 24 小时,采用 MTT 实验检测硼替佐米对 K562 细胞的增殖能力的影响;2.
构建 c-Met 干扰载体转染 K562 细胞,用 Real-Time PCR 检测 c-Met 基因被干扰前后 c-Met mRNA
水平,并筛选出 适干扰质粒;3.分别使用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 软琼脂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

克隆能力､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 1.硼替佐米对 K562 细胞的增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p<0.05),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浓度依赖

性;2.c-Met 干扰质粒构建及干扰效果检测实验中发现,随着转染时间的延长,绿色荧光信号越来越强,
表明转染效率越来越高。但 Real-Time PCR 检测结果发现,三个干扰质粒中仅 c-Met-Homo-1 和 c-
Met-Homo-3 干扰质粒对 c-Met 的表达具有明显抑制效果(p<0.05),且 c-Met-Homo-3 干扰质粒的干

扰效果较好; 3.使用 c-Met-Homo-3 干扰质粒转染细胞后发现,c-Met 下调能够显著增强硼替佐米对

K562 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p<0.05),且能增强硼替佐米对 K562 细胞克隆形成的抑制作用,同时增强

了硼替佐米诱导的 K562 细胞的凋亡。 
结论 1.利用 RNA 干扰技术可成功下调 K562 细胞中 c-Met 基因的表达; 2.人白血病细胞 K562 转染

c-Met siRNA 后可促进细胞凋亡产生;3.下调 c-Met 能够增加白血病细胞株 K562 对硼替佐米的化疗

敏感性。本研究可以为化疗药物联合 c-Met 抑制剂来治疗白血病提供理论依据。 
  
  
 
 
PU-3935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48 例临床分析 
 

赖长城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治疗和长期生存。 
方法 48 例 APL 患者应用《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临床路径(2010 版)》方案治疗进行治疗,应
用 Kaplan-Meier 方法进行生存分析,评估患儿的无事件生存期(EFS)及总生存期(OS),所有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统计。 
结果 48 例患者诱导缓解率达 97.9%,复发 9 例(18.8%),死亡 6 例(14.6%),6 年 EFS 和 OS 为

(81.3±6.5)%和(85.4±7.4)%。 
结论 应用《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临床路径(2010 版)》方案治疗 APL 可获得良好的疗效,具有

较高的 EFS 和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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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36 

粒细胞减少合并新的 CD40L 基因突变 
 

陈可可,贺湘玲,卿宜,龚军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X-连锁高 IgM 综合征(XHIM)是一种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由 CD40 配体(CD40L)基因突变引起

的。我们报道了一个案例:一个 1 岁的男孩反复感染,伴随中性粒细胞减少,免疫球蛋白正常,但发现新

的 CD40L 基因突变,诊断到底是 XHIM 或 CD40L 缺陷? 
方法 X-连锁高 IgM 综合征(XHIM)是一种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由 CD40 配体(CD40L)基因突变引起

的。我们报道了一个案例:一个 1 岁的男孩反复感染,伴随中性粒细胞减少,免疫球蛋白正常,但发现新

的 CD40L 基因突变,诊断到底是 XHIM 或 CD40L 缺陷? 
结果 CD40L 基因缺陷可导致反复感染､ 中性粒细胞减少,但是否一定会伴随免疫球蛋白的改变。 
结论 正确的诊断是关系到病人治疗和预后的关键,临床医生可能通过有限的免疫测试与独特的临床

表现,体格检查和遗传模式,得到可能的诊断,但在一个基因诊断的时代, 终的诊断终将取决于基因检

测。X 连锁高 IgM 综合征这个名称已经不能准确的描述该类疾病的表现,甚至可能给医生带来误

导,CD40L 基因缺陷这个名称可以从根本上提现该类疾病的起因,但根据全球多例病例及本文病例中,
本文作者认为 CD40L 基因缺陷可导致反复感染､ 中性粒细胞减少,但是否一定会伴随免疫球蛋白的

改变,值得进一步病例统计及研究。 
 
 
PU-3937 

荧光定量 PCR 检测恶性转化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中 
DNA 甲基化转移酶的改变 

 
陈业增

1,唐秋灵
1,陈秋蓉

1,赖秀蓝
1,邱晓燕

1,郑泽鑫
1,李伟中

1,马廉
2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深圳市坪山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致瘤性机制及 DNA 甲基化转移酶的表达水平。 
方法 采用组织块贴壁法分离､ 培养､ 扩增出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利用 3-甲基胆蒽促使人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发生恶性转化,通过形态学观察,裸鼠成瘤实验进行验证,成瘤组织进行病理学鉴定､ 原代细

胞培养,荧光定量 PCR 检测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与肿瘤细胞 DNA 甲基化转移酶表达水平的差异。 
结果 1.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经 3-甲基胆蒽处理后形成恶性转化细胞,呈恶性生长,细胞核型呈非整数

倍体改变,注入裸鼠体内后能形成恶性肿物;2.经荧光定量 PCR 检测,恶性转化后肿瘤细胞(实验组)相
比二甲基亚砜培养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照组),其 DNA 甲基化转移酶的基因表达量明显增高; 
结论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一定条件下能发生恶性转化,包括形态学变化及表观遗传学层面改

变,DNA 甲基化转移酶可作为预防干细胞移植后成瘤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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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38 

环磷酰胺在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 β-地中海贫血 
预处理方案中的作用研究 

 
徐艳军,吴学东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研究环磷酰胺在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 β-地中海贫血预处理方案中的作用。 
方法 1.通过腹腔注射右旋糖酐铁,结合国内 外公认的重型地贫三级危险程度分级标准,模拟建立重型

地中海贫血三级危险级别铁过载模型。2.选择中度危险模型小鼠按不同时间点分组

(d1,d2,d3,d4,d5,d6,d7 ,d14)腹腔注射环磷酰胺(Cy)50mg/kg,连续两天,建立地贫移植 Cy 预处理模

型,采用细胞自动分析仪记录外周血象､ BMNNCs 数目,磁珠分选结合流式细胞仪分析 HSCs､ 在细

胞周期中的分布､ 活性氧水平､ 骨髓微环境等指标,观察 d1-d7 和 d14 变化,分析 Cy 在地贫移植预

处理方案中对骨髓细胞的作用特点及机理。3.经 N-乙酰半胱氨酸抗氧化后,检测上述指标变化。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低､ 中､ 高剂量铁剂组小鼠血清铁蛋白较正常组小鼠分别升高 7.6 倍､ 12.8
倍､ 15.2 倍,肝脏质量分别增大 46.9%,96.5%,160.2%,病理切片显示肝脏､ 脾脏､ 骨髓细胞内外均

大量铁沉积,与铁的剂量呈正相关,结合地贫分级危险标准,成功模拟建立地贫三级危险模型。2.与正

常小鼠相比,中度地贫模型小鼠外周血未见明显改变;Cy 组小鼠外周血 WBC 数目､ YM %d1-d4 较

前模型组明显降低,d4 天降至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d5 逐渐回升,d6､ d7 基本正

常;PLT 数目较模型组､ 对照组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RBC､ HBG 三组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3.与正常小鼠相比,地贫模型小鼠 BMNNCs､ HPC s 数目未见明显改变,但 HSCs､
LT-HSCs 数目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y 组小鼠 BMNNCs 与 WBC 变化基本一致,而
HSCs 数量变化第 1 天开始升高, d3 升至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与正常小鼠相比,地贫

模型小鼠细胞周期分布未见明显改变;Cy 组小鼠 G0/G1 期细胞比例在 d1-d3 明显减少,d3 降至 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S 期､ G2/M 期变化与之相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NAC
治疗后,G0/G1 在 d1-d3 降低程度较前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与正常小鼠相比,中度

危险地贫模型小鼠和环磷酰胺的 d1､ d2､ d3 组小鼠骨髓细胞总的 ROS ､ 造血干细胞群 ROS､ 均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Cy 组活性氧水平从 d1 开始逐渐升高,d3 升至 高,以后开

始下降,d6､ d7､ d14 恢复正常。经 NAC 治疗后,d1､ d2､ d3､ d4 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1､ 成功模拟建立地中海贫血三级危险铁过载模型。2､ Cy50mg/kg 连续两天在预处理方案中,
使更多静息状态的 HSC 进入细胞周期,起到动员造血干细胞的作用,并且在 d4 天动员作用 大。3
､ Cy 的动员造血干细胞的作用可能与氧化应激有关。 
 
 
PU-3939 

以颅内静脉窦血栓为首发表现的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1 例 
 

陈先睿
1,黄建琪

1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以颅内静脉窦血栓为首发表现的临床病理特点､ 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儿童儿童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伴发颅内静脉窦血栓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 治疗经过及预后,并结合文献复习进行分析。 
结果 1 例患儿发病年龄分别为 10 岁,以颅内静脉窦血栓起病,早期通过脑 CT-DSA 或 MRV 的早期影

像学明确 CVST 诊断,但该患儿在 2 个月时间内多次就诊后方发现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白血病原发

病的治疗基础上积极抗凝,经综合评价和监测后病情好转,随访病情未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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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儿童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以颅内静脉窦血栓为首发表现缺乏特异性,在积极抗凝抗血栓的

治疗同时尽早找出原发病避免漏诊和误诊。 
 
 
PU-3940 

儿童铁剂难治性缺铁性贫血一例临床及基因分析 
 

蔡耘,陈惠芹,李晓峰,孔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分析铁剂难治性缺铁性贫血(IRIDA)的临床和遗传学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对 2016 年 8 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科收治的 1 例 5 岁 IRIDA 女童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 治疗反应及家系 TMPRSS6 基因突变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表现为典型小细胞低色素贫血,血清铁蛋白明显低下,骨髓细胞内外铁缺乏,血浆 hepcidin 
264.15 ng/ml。患儿及父亲 TMPRSS6 基因第 7 号外显子 K253E 纯合子错义突变,母亲及胞弟为该

基因杂合子突变。患儿共接受蔗糖铁 2462mg 静脉输注,血红蛋白(Hb)从 44 g/L 升至 109 g/L。改每

日口服琥珀酸亚铁 200mg 及维生素 C 仅能维持轻度贫血状态。 
结论 对于幼年起病,无明显缺铁病因且口服常规铁剂疗效欠佳的 IDA 患者必须考虑 IRIDA,检测

hepcidine 水平及 TMPRSS6 基因测序可确诊。治疗首选静脉补铁,不能耐受者可尝试长期高量口服

补铁。 
 
 
PU-3941 

Rita 联合四种化疗药物对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凋亡的影响 
 

骆梓燕,江华,徐令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 Rita 联合四种化疗药物(阿霉素､ 顺铂､ 环磷酰胺以及依托泊苷)对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凋亡

的作用。 
方法 分别给予不同浓度(0､ 1､ 2､ 4､ 8､ 16､ 32､ 64μmol/L)的 Rita 以及其他四种化疗药物处理

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系 SH-SY5Y 和 SK-N-SH 后,采用 CCK-8 法观察细胞存活率,绘制细胞存活率曲

线计算半数抑制浓度(IC50)。根据 IC50浓度,研究 Rita 分别与其他四种化疗药物联合用药对细胞存活

率的影响;然后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Rita 与其他四种药物联合处理后细胞凋亡率的变化。 
结果 CCK-8 结果显示 Rita､ 阿霉素､ 顺铂､ 环磷酰胺以及依托泊苷抑制了 SH-SY5Y 和 SK-N-SH
细胞的生长活性,阿霉素的作用 明显。进一步结果显示 Rita 联合四种化疗药物处理细胞后,与单独

使用化疗药物相比,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Rita 联合四种化疗药物能明显增强药物对神经母细胞瘤细

胞的抑制作用。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单用 Rita､ 阿霉素､ 顺铂､ 环磷酰胺以及依托泊苷均可诱导神

经母细胞瘤细胞凋亡;Rita 分别与阿霉素､ 顺铂､ 环磷酰胺以及依托泊苷联用时,联用 48h 的凋亡率

分别是(26.1±1.32)%､ (8.19±0.92)%､ (19.3±1.05)%､ (8.19±0.85)%,与阿霉素组(13.8±0.72)%､
顺铂组(1.29±0.62)%､ 环磷酰胺组(1.4±0.7)%､ 依托泊苷组(2.87±0.95)%相比,分别升高了 1.9､
6.35､ 13.7､ 4.8 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Rita 与四种化疗药物可增强对药物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的抑制作用,增加细胞凋亡。因此,Rita 可

能成为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型化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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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2 

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造血干细胞移植 
在致敏动物模型应用的实验研究 

 
许吕宏,洪冬玲,翁文骏,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本实验拟在致敏动物模型研究联合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与
造血干细胞进行移植的作用。 
方法 体外分离 BALB/c 小鼠骨髓细胞,通过贴壁培养方法获得 MSC;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表面分

子标记,混合淋巴细胞反应检测细胞免疫功能。通过异基因脾细胞输注方法建立致敏动物模型;绿色

荧光染料标记骨髓 MSC,分别移植到非致敏及致敏受者体内,并于移植后不同时间点检测 MSC 的归

巢情况。致敏 BALB/c 小鼠经照射预处理,联合应用同基因 MSC 与异基因骨髓细胞移植,每日观察小

鼠的生存情况。 
结果 体外培养第 4 代 MSC 表现为长梭形,阴性表达造血细胞表面分子而阳性表达粘附分子。体外

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示 MSC 具有免疫抑制功能,其作用与 MSC 剂量相关。动物体内实验发现移植后

第 48 小时,MSC 在非致敏受者体内主要归巢于骨髓,而在致敏受者体内主要归巢于脾脏。造血干细

胞移植实验中,致敏小鼠接受同基因骨髓 MSC 与异基因骨髓细胞移植,结果发现致敏小鼠在移植后

第 12~16 天全部死亡,生存中位数时间是 14 天。 
结论 我们成功培养小鼠骨髓 MSC;移植后 MSC 在致敏受者体内主要归巢于脾脏组织;联合应用

MSC 移植并不能有效促进异基因造血干/祖细胞在致敏受者体内植入。 
 
 
PU-3943 

四川泸州地区 228 例 0-18 岁地中海贫血患儿基因类型分析 
 

付月,刘文君,邓正华,杨洪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四川泸州地区 228 例 0-18 岁 α 和 β 地中海贫血患儿基因突变类型及频率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382 例 0-18 岁疑诊地中海贫血的患儿行 GAP-PCR 技术和

RDB-PCR 技术检测 α､ β 地中海贫血基因。 
结果 共检测出 228 例地中海贫血患儿,其中 α-地中海贫血 39 人,阳性率 10.21%,β-地中海贫血 189
人,阳性率 49.47%, ,其中 α-地中海贫血检出基因突变类型 3 种,基因型 5 种,以 αα/--SEA 高,β-地中

海贫血共检出 8 种基因突变类型,13 种基因型,以 17M 位点突变 高。 
结论 四川泸州地区 α 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主要以 αα/--SEA为主,β 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主要以 17M
为主,我们应加强地中海贫血预防工作,降低中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 
 
 
PU-3944 

抗凝血杀鼠药中毒致儿童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临床分析 
 

邹艳,刘文君,刘春艳,陈红英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加深对抗凝血杀鼠药中毒致儿童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的临床认识,以提高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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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7 月-2017 年 4 月住院治疗的抗凝血杀鼠药中毒致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儿

童 36 例的临床资料,及门诊随访情况。 
结果 36 例患儿均以不同程度的多部位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既往均无类似出血表现。入院凝血检查

均有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国际标准化比率(INR)延长,同时凝血因子

II,VII,IX,X 因子水平不同程度降低。血小板及其他凝血指标均正常。使用维生素 K1 治疗见效快,凝
血指标在治疗 2-3d 及出院时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但恢复时间长,出院时与治疗 2-3d 比较

无明显差异(P>0.05);凝血因子水平出院时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1),但仍未恢复正常。 
结论 抗凝血杀鼠药中毒致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以出血为主要表现,维生素 K1 疗效肯定,但疗程较长,
需治疗至凝血指标均恢复正常以防复发。对于不明原因多部位的出血,并有 PT,APTT 明显延长者,应
考虑抗凝血杀鼠药中毒可能。 
 
 
PU-3945 

不同启动子驱动的嵌合抗原受体 CD19 在 T 淋巴细胞中的表达 
 

林兰,徐之良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高效包装携带绿色荧光蛋白的嵌合性抗原受体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 CD19 重组慢

病毒载体,并且比较在以下三种不同类型启动子的驱动作用下,T 淋巴细胞中绿色荧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表达的效率差异。 
方法 首先构建含有 3 种不同启动子及 CD19-CAR 的质粒 pHAGE-CMV-EF1α-GFP-CD19､
pHAGE-CMV-GFP-CD19､ pHAGE-EF1α-GFP-CD19,与包装质粒共转染 293T (human embryonic 
kidney cell) 细胞,荧光显微镜下动态观察转染的细胞状态,待转染至 72h 后分别收集含有三种不同启

动子的重组慢病毒载体转染后的病毒上清液,低温条件下超速离心后弃上清液取离心管底部沉淀物,
荧光定量 PCR 定量慢病毒载体 RNA 核酸拷贝数,同时用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单､

双启动子启动的 GFP 和 CD3ζ 的表达情况。校正病毒液,用同等核酸拷贝数的 3 种慢病毒液转导 T
淋巴细胞,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成功构建携带不同启动子的 pHAGE-CMV-EF1α-GFP-CD19､ pHAGE-EF1α-GFP-CD19､
pHAGE-CMV-GFP-CD19 载体,3 种慢病毒上清 RNA 所对应的核酸拷贝数分别为

2.93×106copies/ml､ 1.90 × 107copies/ml 及 1.88 ×106copies/ml。使用荧光显微镜观察到,当使用

pHAGE-CMV-EF1α-GFP-CD19､ pHAGE-EF1α-GFP-CD19､ pHAGE-CMV-GFP-CD19 三种不同

的启动子驱动基因表达时,靶细胞中绿色荧光蛋白的表达的强弱具有差异性,当使用 293T 作为靶细

胞时,启动子作用强弱为 pHAGE-CMV-EF1α-GFP-CD19 > pHAGE-CMV-GFP-CD19 >pHAGE-
EF1α-GFP-CD19。流式细胞学结果显示转导率,以 293T 为靶细胞时,转导率分别为 72.4%(pHAGE-
CMV-EF1α-GFP-CD19 )､ 20.6%(pHAGE-CMV-GFP-CD19 )､ 14.5%(pHAGE-EF1α-GFP-CD19);
以 T 淋巴细胞为靶细胞时,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启动子作用强弱为 pHAGE-CMV-EF1α-GFP-
CD19 >pHAGE-EF1α-GFP-CD19> pHAGE-CMV-GFP-CD19。 
结论 使用慢病毒作为载体的三种不同启动子 pHAGE-CMV-EF1α-GFP-CD19､ pHAGE-EF1α-
GFP-CD19､ pHAGE-CMV-GFP-CD19,当分别以 293T 和哺乳动物 T 淋巴细胞为靶细胞时,选择不

同的启动子驱动基因的表达可获得不同的转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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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6 

前列环素在糖尿病血小板自噬中的作用 
 

苏妹玲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广州市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目的 自噬是细胞内高度保守并受到严格调控的胞内蛋白或细胞器部分降解的过程,对细胞生长､ 分

化､ 自稳和组分回收非常重要。而前列环素(PGI2)是公认的通过 G 蛋白偶联受体和 cAMP 信号抑

制血小板聚集。本研究我们将阐明 PGI2 对糖尿病血小板的自噬的作用及其机制,发现新的治疗靶点

应用于糖尿病患者血栓形成的预防,有助于开发更有效的抗血小板药物。 
方法 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糖尿病血小板中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用免疫电镜以及激光共聚焦技术

观察 LC3､  Parkin 和 PINK1 的共定位,证明在糖尿病人的血小板中存在自噬。同时构建在 WT､
Akt-/-､ p53-/-和 PTGIR-/-(PGI2 受体敲除)的小鼠造糖尿病模型,提取血小板后进行 PGI2 处理,随后

运用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Blot 对自噬的相关原件进行检测。用 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的两条公

认的信号通路 mTOR/AKT 和 JNK,采用一系列工具试剂如 Rapamycin(mTOR inhibitor)､
SP600125(JNK inhibitor)等处理 PGI2 诱导的自噬,从而寻找并确定 PGI2 诱导 DM 血小板自噬的分

子机制。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来自 DM 患者的血小板的各种自噬标记蛋白 Beclin1,ATG3,ATG7,ATG12-
5,Parkin,PINK1 and LC3II 的表达都明显增加。与正常血糖(5mM)组相比较,在给予线粒体解偶联剂

羟基氰氯苯腙(CCCP,自噬诱导剂)诱导自噬后,高糖(25 mM)处理组的 p53 磷酸化以及 cytochrome c
释放减少。此外,在动物模型上发现 PGI2 可通过诱导糖尿病小鼠血小板自噬对抗血小板凋亡,抑制

血栓形成。 
结论 PGI2 通过促进受损线粒体自噬,保护血小板免于凋亡并抑制血小板活化,从而抑制 DM 血小板

异常所致的血栓形成。 
 
 
PU-3947 

四川泸州地区 426 例住院贫血患儿的病因分析 
 

陈红英,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分析 近 2 年时间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收治的 426 例贫血患儿的临床资料,探讨泸州地

区贫血患儿的病因。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住院确诊的 426 例贫血患儿

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426 例贫血患儿中,男 247 例,女 179 例,发病年龄以婴儿组和幼儿组 多。轻度贫血组 156 例,
中度贫血组 168 例,重度及极重度贫血组 102 例。其中,营养性贫血 163 例,占 38.26%,遗传性贫血

128 例,占 30.05%;恶性血液病 58 例,占 13.62%;感染性贫血 40 例,占 9.39%;再生障碍性贫血或

MDS25 例,占 5.87%;其他贫血 12 例,占 2.82%。 
结论 营养性贫血是四川泸州地区住院贫血患儿的主要病因,其次是遗传性贫血,应进一步加强该地区

贫血患儿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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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8 

前列环素在糖尿病血小板凋亡中的作用 
 

夏落星,邓伟豪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血小板异常是糖尿病(DM)的特征之一,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前列环素(PGI2)是公

认的通过 G 蛋白偶联受体和 cAMP 信号抑制血小板聚集。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PGI2 可维持线

粒体功能和抑制血小板凋亡,但 PGI2 对 DM 血小板异常的机制尚未明确。我们将阐明 PGI2 对糖尿

病血小板的凋亡的作用及其机制,从而加深对防止血栓形成的新型分子机制的理解;发现一类新的给

药靶点,尤其适用于糖尿病患者血栓形成的预防,有助于开发更有效的抗血小板药物。 
方法 本课题采集健康人和 DM 的血液,血小板的分离后一部分通过 PGI2 和高糖处理,运用流式细胞

术检测其细胞凋亡和线粒体功能;免疫印迹和共聚焦显微镜检测凋亡相关信号组件 p53､ Bad/Bax､
Bid､ Bcl-xL 和 p53 磷酸化､ 细胞色素 C､ Caspase 3 的表达变化。同时构建小鼠的糖尿病模型,提
取血小板后进行 PGI2 处理,然后运用流式细胞术和免疫印迹对凋亡的相关组件进行检测。 
结果 相较于正常对照组,来自 DM 患者和小鼠血小板的各种凋亡标记蛋白的表达都明显增加。DM
小鼠血小板发生明显凋亡:膜电位降低､ Annexin-V 荧光增强(磷脂酰丝氨酸暴露),线粒体超氧化物歧

化酶产生增加,线粒体膜的不完整。磷酸化 p53 增加,Bcl-xL 减少,活化的 Caspase3 增

加,Cytochrome c 释放增加,Bak 和 Bax 没有改变。 
结论 PGI2 通过抑制血小板凋亡,从而抑制 DM 血小板异常所致的血栓形成。 
 
 
PU-3949 

急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癫患儿的护理 
 

李晶晶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3200 

 
 
目的 探讨急性血小板减少紫癜的护理经验,提高临床护理水平 
方法 对急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患儿制定了用药护理;一般护理;消毒隔离及出院指导等具体措施 
结果 通过详尽的护理计划避免了感染及并发症的发生,消除了患儿的恐惧心理,使患儿早日治愈出

院。 
结论 对这类患儿的护理除加强一般护理外,更要非常重视用药护理和消毒隔离。必须严格执行消毒

隔离和无菌操作 
 
 
PU-3950 

甲氨蝶呤鞘内注射致脱髓鞘病变 1 例 
 

潘艳莎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目前临床上发生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导致神经毒性反应的报道不少,应引起儿科临床医师的重

视。但由于甲氨蝶呤鞘内注射预防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作用亦不容忽视,短期内尚未研究出新药

品以取代甲氨蝶呤鞘内注射,今后在使用甲氨蝶呤时,需严密动态监测患儿 MTX 血药浓度甚至脑脊液

MTX 浓度,以期将不良反应降至 低。 
方法 收集病例资料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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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例患儿在鞘内注射甲氨蝶呤 8 小时后出现发热､ 呕吐,结合脑脊液白细胞数升高结果,初始考

虑为 CNSL 或颅内感染,但随后多次鞘内注射化疗药物后,患儿仍有反复发热､ 头痛,并出现神经系统

损害表现如四肢强直､ 肌张力增高､ 不能言语､ 流涎等,结合头颅 MRI 检查结果,我们考虑甲氨蝶呤

导致脑白质脱髓鞘病变可能性大,通过使用泼尼松等治疗后,患儿上述症状逐渐好转。 
结论 甲氨蝶呤鞘内注射可导致患儿脱髓鞘病变 
 
 
PU-3951 

地西他滨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JMML 的临床分析 
 

彭智勇,林宇辰,李春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评估地西他滨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JMML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我们分析了 2014 年至今在我中心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11 例 JMML 患儿,男:女:10:1 ,中位年

龄 26 个月(3~60 月)  ,分子诊断学 NF1 突变 5 例,PTPN11 2 例,Kras/Nras(体细胞突变)1 例,CBL 突

变 2 例,2 个基因以上突变 2 例,-7 染色体异常 1 例,未确 3 例。其中 3 例进行无关供者全相合移植,
预处理方案:Cy+Bu+Flu+ATG+Ara-C,输注单个核细胞数 8.0×10^8/kg,环孢素 A+吗替麦考酚酯

(MMF)预防 GVHD ;8 例进行单倍体半相合+无关脐血互补移植,预处理方案:Cy+Bu+Flu+ Ara-C,输
注单倍体单个核细胞数>20×10^8/kg(中位细胞数 49.25×10^8/kg ),后置+3,+4 天 Cy 50mg/kg.d 及

他克莫司+MMF 预防 GVHD,+6 天输注无关脐血。10 例患儿在移植前均给予中等强度化疗 1~3 次,
同时给予地西他滨 20mg/m2.d ×5d/疗程×2~3 疗程,间隔时间为 4 周;1 例病人仅仅给予 2 个疗程地

西他滨治疗。移植前骨髓完全缓解 2 例,部分缓解 9 例,进展 0 例。粒细胞稳定植入后且在移植后 3
个月内开始使用地西他滨 5~10/m2.d ×5d/疗程×2~3 疗程,间隔时间为 4~8 周。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8 月( 1.2~37 月)。总生存率(OS)及无病生存率均为 100%,其中移植前仅仅地西

他滨治疗的 1 例患儿第一次母亲半相合+无关脐血移植失败后,紧接着行第二次同胞半相合+无关脐

血互补移植成功。互补移植中独立单倍体植入 4 例,脐血植入 4 例。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  31 天

( 12~71 天),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  28 天( 10~105 天)。急性 GVHD 发生率  72.73%(8 例),其中 I-
II°GVHD  63.64%(7 例),III°GVHD 9.10%(1 例),无 IV°GVHD 发生,均得到控制;慢性 GVHD 发生

率  18.18%(2 例),1 例发生于皮肤,1 例发生于肺部,目前均已控制;移植后使用地西他滨均有不同程度

血象下降,以粒细胞及单核细胞下降为主,2 例为严重下降(粒缺状态),用药后 2 周均能恢复;病毒再激

活/感染中巨细胞病毒 5 例,EBV 感染 1 例;移植后 VOD 1 例;无明显肝肾功､ 凝血功能等毒副作用。 
结论 地西他滨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改善 JMML 的治疗效果,移植前后使用地西他滨是相

对安全的。 
 
 
PU-3952 

急性白血病患儿血清铁调素水平与贫血的相关性研究 
 

刘娜,梁钰珩,张宝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究急性白血病(AL)患儿血清铁调素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血液内科于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收治的 30 例 AL 患儿

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前及缓解后分为初治组与缓解组。选取同期于本院体检的健康儿童 30 例纳入

对照组。实验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研究对象血清铁调素及 IL-6 水平,应用血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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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检测研究对象血红蛋白(Hb)水平,应用特种蛋白免疫分析仪检测研究对象铁蛋白､ 转铁蛋白水平,
并分析 AL 患儿铁调素与 IL-6､ Hb､ 铁蛋白及转铁蛋白的相关关系。 
结果  1､ 急性白血病患儿初治组､ 缓解组与对照组血清铁调素分别为(82.87±37.21)ng/mL､
(50.55±33.46)ng/mL､ (17.20±7.91)ng/mL;IL-6 水平分别为(15.75±5.04)pg/mL､
(10.89±3.96)pg/mL､ (7.77±4.71)pg/mL;血红蛋白的水平分别为(79.97±20.58)g/L､
(109.6±20.66)g/L､ (129.33±9.22)g/L;铁蛋白的水平分别为(473.7±323.00)μg/L､
(422.63±246.63)μg/L､ (89.48±41.00)μg/L;转铁蛋白的水平分别为(1.94±0.36)IU/mL､
(2.23±0.38)IU/mL､ (3.41±0.67)IU/mL;铁调素､ IL-6､ Hb､ 转铁蛋白在各组间表达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铁蛋白在初治组与对照组､ 缓解组与对照组间的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在初治组与缓解组间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铁调素与 IL-6､ 铁蛋白浓度

呈正相关关系(r=0.709,0.583;P=0.000,0.001),铁调素水平与 Hb､ 转铁蛋白浓度呈负相关关系(r=-
0.414,-0.418;P=0.023,0.021)。 
结论 AL 患儿铁调素的表达与临床贫血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而且贫血原因可能与铁调素的表达上调相

关,铁调素表达上调导致铁代谢紊乱加重了贫血的发生,而铁调素表达的上调与 IL-6 相关。 
 
 
PU-3953 

合并严重肺功能障碍的重度脊柱畸形患者 
血小板相关参数变化研究 

 
张鑫,魏会灵,杨默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评价合并严重肺功能障碍的重度僵硬性脊柱畸形患者血小板相关参数变化,明确肺功能障碍在

重度脊柱畸形患者中对血小板相关参数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脊柱侧弯中心收治的重度僵硬性脊柱畸形患者中伴有肺功

能障碍的 50 例患者,其中男 21 例,女 29 例,平均年龄 10.9 岁,(8-15)岁;侧凸 Cobb 角平均

115.6°,( 107~175) °。选取 45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患者

为对照组,其中男 17 例,女 28 例,平均年龄 12.7 岁,(10-16)岁;侧凸 Cobb 角平均 52°,( 35~70) °。选

取术前常规肺功能检查指标中 FVC,FEV1 及血常规中血小板(PLT),血小板压积(PCT),平均血小板体

积(MPV)和血小板分布宽度(PDW)为研究指标,评估两组患者肺功能与血小板相关参数的差异,进一

步明确肺功能对血小板相关参数的影响。 
结果 重度畸形组患者术前 FVC 占平均预计值为 34%(30%-45%),FEV1 占平均预计值为 38%(32%-
48%),AIS 组患者 FVC 占平均预计值为 92%(88%-98%),FEV1 占平均预计值为 90%(87%-97%),两
组之间 FVC 及 FEV1 之间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重度脊柱畸形组患者术前平均血小板

(PLT)为 180(170-240x109/L),平均血小板压积(PCT)0.158(0.11-0.28%),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8.77(7.88-12.64fL),平均血小板分布宽度(PDW)16.92(12.58-16.89fL),AIS 患者组平均血小板

(PLT)为 188(165-250x109/L),平均血小板压积(PCT)0.162(0.13-0.29%),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8.42(8.04-12.45fL),平均血小板分布宽度(PDW)16.20(11.77-16.00fL),两组各参数之间无显著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本研究中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肺功能较 AIS 患者显著降低,但肺功能障碍并未对血小板相关参数

产生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影响,肺脏作为血小板产生器官在重度脊柱畸形患者中对血小板所产生的影

响可能被其他机制所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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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54 

重型 β-地中海贫血的输血及去铁治疗 
 

杨敏,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结合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对重型 β-地贫输血及去铁治疗进行讨论。 
方法 查阅近年来对重型 β-地贫输血及去铁治疗的文献,结合指南,对其进行分析。 
结果 重型 β-水平患者的输血治疗应因人而异,尽可能选择至少与 ABO､ Rh 和 Kell 血型兼容的血液

制品。输血治疗还应同时配合使用铁螯合剂,并对铁负荷严密监控。有些患者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需

要改变铁螯合剂治疗方案,但一旦到达预期目的就应减少或停止去铁治疗,避免铁螯合剂使用过度。 
结论 规范性的终身输血和去铁治疗目前仍是治疗重型 β-地贫的主要手段,重型 β-水平患者的输血治

疗应因人而异,尽可能选择至少与 ABO､ Rh 和 Kell 血型兼容的血液制品。输血治疗还应同时配合

使用铁螯合剂,并对铁负荷严密监控。有些患者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需要改变铁螯合剂治疗方案,但一

旦到达预期目的就应减少或停止去铁治疗,避免铁螯合剂使用过度。 
 
 
PU-3955 

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分析 
 

洪燕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白血病是严重威胁小儿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之一,儿童时期发生的白血病多为急性白血病。近年

来,由于化疗方案的不断改进,急性白血病患儿的 5 年无病生存率达到 70%~80%。然而,诱导缓解阶

段足量化疗药物的使用,使中性粒细胞数量减少,降低了患儿的免疫功能水平,使病原体容易入侵,增加

了感染的风险。同时,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破坏了正常菌群结构,导致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已

有研究发现,长期应用抗生素和粒细胞缺乏者可出现真菌感染,真菌感染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影
响了白血病患儿的化疗周期,增加了治疗费用,降低了患儿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给临床工作带来严峻

挑战。 
方法 收集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确诊的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真菌

感染的病例资料,将急性白血病并发真菌感染患儿纳入真菌感染组,共 96 例,其中男 58 例,女 38 例,平
均年龄(7.4±4.0)岁,将同期收治住院的 96 例急性白血病未发生真菌感染患儿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64
例,女 32 例,平均年龄(7.6±3.8)岁。对真菌感染临床情况和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96 例真菌感染患儿均有发热,其中口腔感染 42 例(43.75%),肺部感染 36 例(37.50%),皮肤感染

18 例(18.75%),血液感染 12 例(12.50%),其他部位感染 8 例(8.33%)。67 例(69.79%)合并细菌感染,
痰､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培养出真菌的患儿共 78 例;18 例未培养出真菌的患儿中血液 1,3-β-D-
葡聚糖或隐球菌抗原检测阳性。单因素分析发现,含有激素的化疗方案(c2=10.243,P<0.05)､ 粒细胞

缺乏(<0.5×109/L)(c2=7.124,P<0.01)､ 粒细胞缺乏>10 d(c2=12.021,P<0.01)､ 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

药物(c2=4.842,P<0.05)与真菌感染有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粒细胞缺乏>10 
d(c2=13.388,OR=11.380,95%CI4.145~55.263)､ 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c2=8.561,OR=4.824,95%CI 
1.681~13.842)和使用含有激素类的化疗方案(c2=4.214,OR=2.220,95%CI 1.542~8.246)是急性白血

病患儿并发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 由此可以得出,临床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和激素,同时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恢复粒细胞计数,可以

降低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真菌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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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56 

儿童血液恶性肿瘤伴静脉血栓栓塞 2 例并文献复习 
 

黄建琪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儿童血液恶性肿瘤伴静脉血栓栓塞,并复习文献对血液恶性肿瘤并发静脉血栓栓塞的危险因素

､ 发病机制和治疗做一综述,以加深临床儿科医师的认识。  
 
 
PU-3957 

NOPHO AML 2004 方案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黄智,张玉明,彭智勇,何岳林,冯晓勤 

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 NOPHO AML 2004 方案及联合造血干细胞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的疗效及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儿科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按计划完成 NOPHO 
AML 2004 方案(部分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年龄<14 岁的儿童 AML(不含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

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Kaplan Meier 方法进行生存分析及 Log-Rank 检验 
结果 53 例 AML 诱导完全缓解率达 86.8%。36 例(67.9%)完成 6 个疗程化疗,14 例(26.4%)患儿在

2~3 个疗程诱导治疗后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3 例在完成 1~3 个疗程化疗后放弃治疗。随访

12~82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29 个月),5 年预计总存活率(pOS)及无白血病存活率(pLFS)为 72%及

56%;其中标危 AML 患儿 pLFS 为 58%,高危患儿 46%,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79);单纯化

疗患儿 pLFS 为 48%,化疗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 pLFS 为 77%,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268);第 15 天骨髓评估,治疗反应好组､ 非治疗反应好组患儿 5 年 pLFS 分别为 75%､ 37%,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 
结论 NOPHO AML 2004 方案治疗中国 AML 患儿可行且有较好的临床疗效。第 15 天骨髓评估原始

或幼稚细胞可作为预测预后重要指标。尽管无统计学差异,仍可观察到高危组及部分不伴有预后良

好遗传学改变的标危组患儿化疗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组的预后较单纯化疗组改善。 
 
 
PU-3958 

大黄素甲醚逆转白血病耐药细胞系 K562/ADM 的耐药性 
 

刘文君,高菲,杨义玲,郭渠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该研究旨在评价大黄素甲醚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耐药细胞系 K562/ADM 多药耐药的逆

转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CCK8､ 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变化,流式细胞仪､ Hoechst 染色检测细胞的凋亡,荧光

定量 PCR､ western blot 检测各相关基因的表达,迁移实验检测细胞的侵袭能力。 
结果 大黄素甲醚能增强 K562/ADM 细胞对 ADM 的敏感性,耐药逆转倍数在 2μM 和 5 μM 的浓度下

分别为 2.03 倍和 5.3 倍。miR-146a 在 K562 耐药细胞系中明显低于 K562 细胞,而其在 K562/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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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过表达能恢复细胞对 ADM 的敏感性。大黄素甲醚可以通过诱导 miR- 146 a 的表达抑制

CXCL12 / CXCR4 信号通路从而能增强 ADM 抗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 
结论 大黄素甲醚可以通过上调 miR- 146a 的表达抑制 CXCL12 / CXCR4 信号从而逆转 K562 / 
ADM 细胞对 ADM 的耐药性。 
 
 
PU-3959 

14 例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分析 
 

邱晓燕,王鸿武,冯学永,林丽敏,林广裕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提高对噬血细胞综合征的认识,早期诊断,避免漏诊及误诊。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4 例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及转归。 
结果 临床表现:14 例患儿初始治疗前均有发热(100%),5 例病程中有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或表现

(35.71%),12 例肝大(85.71%),10 例脾大(71.43%)。实验室检查:出现血常规两系或者三系降低 13
例(92.86%),其中三系降低 7 例(50%);低纤维蛋白原血症 7 例(53.85%,其中 1 例未查),高甘油三脂血

症 7 例(53.85%,其中 1 例未查),肝功能异常 14 例(100%),铁蛋白升高 13 例(100%,其中 1 例未查),骨
髓噬血现象 6 例(50%,其中 2 例未查)。14 例患儿中获得完全缓解或者治愈 4 例(28.57%),出院失访

8 例(57.14%),其中包括临床好转出院失访 4 例,未获得缓解自动出院失访 4 例(28.57%),死亡 2 例

(14.29%)。 
结论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病情凶险,病死率高,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早期诊断,及时

治疗至关重要。 
 
 
PU-3960 

儿童肝炎相关再生障碍性贫血临床观察 
 

赵晓明,李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儿童肝炎相关再生障碍性贫血(HAAA)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 8 例 HAAA 患儿的临床表现､ 骨髓涂片及活检､ 免疫指标及治疗疗效。 
结果 8 例患儿,男 7 例､ 女 1 例,中位年龄为 7.5 岁(3~13 岁);8 例患儿急性肝炎期间甲､ 乙､ 丙､ 戊

肝炎病毒检测均为阴性,其中 5 例行微小病毒 B19､ EB 病毒检测均为阴性;T 细胞亚群示 CD4+ T 细

胞比例､ CD4+/CD8+比值降低,CD8+ T 细胞比例升高。髂后骨髓细胞学及活检示增生减低至极度减

低,造血面积 15%~40%;粒系比值减低 7 例,正常 1 例;红系比值正常 3 例,减低 2 例;未见巨核细胞或

罕见巨核细胞,均可见非造血细胞:组织嗜碱细胞;3 例可见网状细胞团,2 例易见网状细胞。3 例以抗

胸腺细胞球蛋白联合环孢素免疫抑制治疗,2 例完全缓解,1 例死于肺部真菌感染;1 例单用环孢素免疫

抑制治疗,部分缓解;1 例拟行造血干细胞移植;1 例至上级医院就诊;2 例失访。 
结论 儿童 HAAA 可由病毒血清学阴性的肝炎引起,存在 T 淋巴细胞免疫紊乱,免疫抑制治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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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61 

儿童 T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疗效及预后分析 
 

王苹,翟晓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回顾性研究 T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 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T-ALL)患儿的

临床资料,总结临床及实验室特征,评估治疗效果,探讨预后相关风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研究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和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治的 T-ALL 患儿资料,并与同期 B-ALL 相比较,分析其临床特征､ 疗效及预后相关

因素,应用 SPSS 23.0 进行统计学处理与分析。 
结果 1.T-ALL 患儿与 B-ALL 患儿初次诊断时在性别､ 年龄､ 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发生情况

以及白细胞(WBC)水平,构成比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T-ALL 患儿与 B-ALL 患儿在诱导治

疗结束时完全缓解(CR)率分别为 94.4%､ 99.1%,至随访截止时死亡率分别为 33.8%､ 16.8%,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率分别为 20.9%､ 1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69)。 
2.T-ALL 患儿与 B-ALL 患儿 5 年 OS 分别为(62.1±6.4)%､ (81.3±2.4)%,OS 曲线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0);T-ALL 患儿与 B-ALL 患儿 5 年 EFS 分别为(61.0±6.3)%､ (71.0±2.7)%,EFS 曲线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 
      3.T-ALL 患儿中,采用 BFM-2002 和 CCLG-2008 不同治疗方案､ 泼尼松反应良好(PGR)和不良

(PPR)､ 是否复发､ 是否发生脓毒性休克,不同组别之间 5 年 OS 和 EF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T-ALL 患儿中, ETP-ALL(早期 T 前体细胞白血病)患儿与非 ETP-ALL 患儿的 EFS 曲线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4)。 
4.T-ALL 患儿 Cox 回归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D8 泼尼松反应､ D33 骨髓象､ 复发､ 脓毒性休克均为

预后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D33 骨髓象､ 复发和脓毒性休克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本组患儿研究发现: 
1.T-ALL 患儿与 B-ALL 患儿初发时在年龄､ 性别､ 白细胞数和 CNS 白血病的发生均存在差异; 
2. T-ALL 患儿总体预后较 B-ALL 患儿差; 
3. T-ALL 患儿中 CCLG-2008 治疗方案优于 BFM-2002 方案,泼尼松反应不良､ 复发患儿､ 脓毒性

休克患儿､ ETP-ALL 患儿总体预后差; 
4. T-ALL 患儿中泼尼松反应､ D33 骨髓象､ 复发､ 脓毒性休克均为预后影响因素,其中 D33 骨髓象

､ 复发和脓毒性休克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U-3962 

重型 β-地中海贫血患儿及父母生活质量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徐倩
1,周敏

1,徐倩
1,周敏

1,徐倩,周敏
1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目的 评估重型 β-地中海贫血患儿及其父母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现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以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血液科 2016 年收治的 45 例 5~12 岁规律输血的重型 β-地中海贫

血患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及儿童生活质量普适性量表(PedsQLTM 4.0)进行问

卷调查。 
结果 患儿平均生活质量总分为(74.58±7.29)分,其中社会功能维度得分 高,学校功能维度得分 低;
对比患儿,父母平均生活质量总分为(64.43±11.5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患儿父母得分在情感功能､

社会功能及学校功能三个维度,与患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患儿生活质量得分与首诊年龄､ 输

血前血红蛋白(Hb)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是否去铁治疗成负相关(P<0.01),与性别､ 年龄､ 3
月内输血次数及输血类型无相关性。父母生活质量得分与性别､ 年龄､ 首诊年龄､ 近三月内输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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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输血前血红蛋白(Hb)水平､ 输血类型､ 是否去铁治疗等各因素均无相关性(P>0.05)。多因素回

归分析显示患儿首诊年龄(P=0.005)､ 输血前血红蛋白水平(P=0.026)､ 是否去铁治疗(P=0.000)与
重型 β-地贫患儿生活质量显著相关。 
结论 重型 β-地中海贫血患儿及其父母生活质量水平低,需要社会支持､ 医疗服务､ 心理关怀等多方

面综合治疗模式来改善。 
 
 
PU-3963 

ANK1 基因新生突变所致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一例 
 

龚军,贺湘玲,邹润英,陈可可,游亚兰,邹惠,田鑫,朱呈光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0 

 
 
目的 分析 1 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临床病例资料及其家系基因谱､ ANK1 序列的保守性及

其突变特征,综合文献分析,提高对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诊疗水平及认识。 
方法 总结 1 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遗传学特征。采集患儿及

其父母的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进行全外显子测序(WES)以鉴定引起该疾病的突变基因,并通过

Sanger 测序验证。综合文献分析蛋白质数据库(PDB)中已知的 ANK 晶体结构及其突变特征。 
结果 患儿,男,2 13/30 月,临床表现为贫血､ 黄疸､ 肝脾肿大;既往有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外周血

HGB 62 g/L,网织红细胞百分比 10.9%,绝对值 224×109/L。肝功能:总胆红素 39.57ummol/L,直接胆

红素 11.29mmol/L,间接胆红素 28.28mmol/L;铁蛋白正常;尿含铁血黄素阴性;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

地贫基因､ Coombs'试验､ 溶贫全套均未见明显异常;红细胞渗透脆性无增加,血涂片无异常。无阳

性家族史。通过 WES 发现患儿 ANK1 基因上的杂合子 c.3398(外显子 29)delA 缺失,导致移码突变,
而其父母基因检测并无突变,该基因突变位点为新生突变。ANK1 结构分析显示该突变可能引起

ZU5B 的不稳定性,影响 ANK1 与结合蛋白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 HS。故先证者患有需要输血的严重

HS。 
结论 HS 的诊断取决于临床表现如贫血,黄疸,脾肿大,外周血球形红细胞增多和阳性家族史。根据临

床资料､ 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无阳性家族史,该患儿临床诊断困难,为明确 HS 诊断,应加强对遗传性球

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的家系基因检测及相关结构分子遗传学研究。 
 
 
 
PU-3964 

探讨血小板减少症的病因及临床分析 
 

吴楠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对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病因进行诊断鉴别,提升临床诊断的准确率,为患者提供更加精确的治

疗。方法: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对我院的 93 例单纯血小板减少患者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
共有 74 例患者因为血液系统疾病而引起单纯血小板减少,占 79.6%,有 66 例良性疾病,占 70.9%,8
例恶性疾病,占 8.6%,19 例非血液系统疾病,占 20.4%;血液系统疾病和非血液系统疾病就诊时血小板

计数分布､ 男女比例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为单纯血小板减少患者提供免疫指标､ 骨髓细

胞形态检查可以确诊。结论:导致血小板减少的疾病比较多,需要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诊断和鉴别,对患

者进行长时间的随访。 
方法 所有血液系统疾病均参考《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1]和《血液病学》[2]为诊断标准,所有非

血液系统疾病均参考《实用内科学》[3]为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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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SPSS 13.0 统计学软件分析所收集的数据,计数资料以[n(%)]表示,两组间比例的比较使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有 74 例患者因为血液系统疾病而引起单纯血小板减少,占 79.6%,有 66 例良性疾病,占
70.9%,8 例恶性疾病,占 8.6%,19 例非血液系统疾病,占 20.4%;血液系统疾病和非血液系统疾病就诊

时血小板计数分布､ 男女比例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为单纯血小板减少患者提供免疫指标

､ 骨髓细胞形态检查可以确诊。 
结论 总而言之,单纯血小板减少作为首发症状的疾病,仅仅使用血常规检查是不够的,需同时检查骨髓

细胞学､ ANA､ ENA 抗体系列､ B 超､ 肝炎病毒抗原抗体､ 甲功等加以确诊。医生对患者的病史

进行了解,提供详细的检查,积极追踪随访,能够降低误诊几率,让患者的临床诊断准确率提升。 
 
 
PU-3965 

以发热为首发表现的原发性儿童髓系肉瘤 1 例并文献报道 
 

袁远宏,肖政辉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以提高对儿童髓系肉瘤的认识 
方法 报告 l 例以发热为首发症状的原发性髓系肉瘤患儿,对其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特点进行探讨,并复

习相关文献 
结果 该肿瘤可出现在不同组织或器官中,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但多见于青年和儿童,男性多于女性。因

其临床表现上没有特异性,诊断相对比较困难,误诊率非常高。 
结论 原发性 MS 是一种发病率低且预后差的肿瘤,诊断相对比较困难,需要对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

室检查进行分析,尽早行肿块或淋巴结活检对其组织形态､ 免疫表型和细胞遗传学进行综合判断。

一旦 MS 确诊后,应及时采用 AML 的传统化疗方案,有条件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有望改善预后并延长

生存。 
 
 
PU-3966 

先天性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减少症 
 

刘嵘,师晓东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00 

 
 
目的 提高对先天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认识,并辅以基因检测,做到早期诊断,避免漏诊､ 误诊。为其

治疗提供正确的选择 
方法 通过血液系统疾病二代测序基因检测和 Sanger 测序确认 MPL 基因,并对患者､ 其父母(携带

者 )､ 正常人的 mRNA 定量表达测定进一步判定其突变位点对于促血小板生成素蛋白功能(TPOR)
的影响,结合临床表现,确定了该疾病。 
结果 我们报道 1 例,生后反复血小板减少,不伴畸形,免疫治疗无效的男性患儿,查血常规白细胞､ 红

细胞､ 血红蛋白正常,血小板计数 8~20X10-9,血小板体积正常。骨髓巨核细胞全片 6 枚。幼稚型巨

核 1 个,颗粒型巨核 5 个。血小板输注后可达正常水平。患儿于新生儿期因颅内出血住院治疗。患

儿有一姐姐及父母均体健。根据临床特点不除外先天性血小板减少症。遂行基因检测。发现患儿在

MPL 基因上存在 Arg357X(C.1069C>T),和 Gin541fs(c.1624dupT)分别来自其母和其父,其中以一个

突变为已知致病突变,第二个突变在 HGMD 数据库中未见报道,通过对患者､ 其父母及健康成人

Mrna 定量表达测定,进一步判断此位点对于 TPOR 蛋白功能的影响较大,结合软件预测结果,符合

ACMG 解读规律,可以确认为新发突变,且具有较强的致病性,明确诊断为先天性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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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症(CAMT,MIM#604498)。目前患儿年龄 8 月,因其家属拒绝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于门诊随诊观

察,血小板波动在 20 X10-9,无明显出血倾向,约 3~4 月输注血小板一次。 
结论 先天性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减少症(CAMT,MIM#604498),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

征。其主要表现为无其他身体异常,从出生起仅低巨核性血小板减少。本文一例患儿,通过临床特征

､ 基因检测､ mRNA 定量表达､ 软件预测结果确诊 CAMT,且为 HGMD 未报到新发突变。既往国际

报道均为重症病例,早期因严重出血死亡,而本例患儿临床症状较轻,有别于国际报道的先例,。本文对

CAMT 诊断策略和治疗建议进行了讨论。建议将基因检测作为有效的诊断方法。对于轻型患者是否

可以不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只以血小板输注为主的替代治疗,并且在其临床表现出血倾向不重的情

况下,不予治疗。仍有待进一步严密观察。或者随着后置环磷酰胺预防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GVHD 的

风险技术不断成熟,此类轻型病例是否可以早期使用此类技术,减少血小板输注次数,减少出血风险,提
高生存质量。 
 
 
PU-3967 

先天性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减少症 1 例 
并基因分析 

 
刘嵘,师晓东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00 
 

 
目的 提高对先天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认识,并辅以基因检测,做到早期诊断,避免漏诊､ 误诊。为其

治疗提供正确的选择。 
方法 通过血液系统疾病二代测序基因检测和 Sanger 测序确认 MPL 基因,并对患者､ 其父母(携带

者 )､ 正常人的 mRNA 定量表达测定进一步判定其突变位点对于促血小板生成素蛋白功能(TPOR)
的影响,结合临床表现,确定了该疾病。 
结果 我们报道 1 例,生后反复血小板减少,不伴畸形,免疫治疗无效的男性患儿,查血常规白细胞､ 红

细胞､ 血红蛋白正常,血小板计数 8~20X10-9,血小板体积正常。骨髓巨核细胞全片 6 枚。幼稚型巨

核 1 个,颗粒型巨核 5 个。血小板输注后可达正常水平。患儿于新生儿期因颅内出血住院治疗。患

儿有一姐姐及父母均体健。根据临床特点不除外先天性血小板减少症。遂行基因检测。发现患儿在

MPL 基因上存在 Arg357X(C.1069C>T),和 Gin541fs(c.1624dupT)分别来自其母和其父,其中以一个

突变为已知致病突变,第二个突变在 HGMD 数据库中未见报道,通过对患者､ 其父母及健康成人

Mrna 定量表达测定,进一步判断此位点对于 TPOR 蛋白功能的影响较大,结合软件预测结果,符合

ACMG 解读规律,可以确认为新发突变,且具有较强的致病性,明确诊断为先天性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

减少症(CAMT,MIM#604498)。目前患儿年龄 8 月,因其家属拒绝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于门诊随诊观

察,血小板波动在 20 X10-9,无明显出血倾向,约 3~4 月输注血小板一次。 
结论 先天性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减少症(CAMT,MIM#604498),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

征。其主要表现为无其他身体异常,从出生起仅低巨核性血小板减少。本文一例患儿,通过临床特征

､ 基因检测､ mRNA 定量表达､ 软件预测结果确诊 CAMT,且为 HGMD 未报到新发突变。既往国际

报道均为重症病例,早期因严重出血死亡,而本例患儿临床症状较轻,有别于国际报道的先例,。本文对

CAMT 诊断策略和治疗建议进行了讨论。建议将基因检测作为有效的诊断方法。对于轻型患者是否

可以不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只以血小板输注为主的替代治疗,并且在其临床表现出血倾向不重的情

况下,不予治疗。仍有待进一步严密观察。或者随着后置环磷酰胺预防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GVHD 的

风险技术不断成熟,此类轻型病例是否可以早期使用此类技术,减少血小板输注次数,减少出血风险,提
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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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68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联合 PTCy 治疗 Sandhoff 病一例分析 
 

玄立田,师晓东,岳燕,刘嵘,宋泽亮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00 

 
 
目的 探讨运用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联合 PTCy 治疗 Sandhoff 病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方法 采用 Bu/Flu 预处理方案,Bu1.2mg/kg,Q6H,-5 天至-2 天;Flu 40mg/m2,QD,-6 天至-3 天。预防

GVHD 方案:ATG 总量 10mg/kg,分 4 天,后置环磷酰胺 50mg/kg,+3 天､ +4 天,吗替麦考酚酯､ 他克

莫司+5 天开始;选取患儿姐姐作为供者 HLA(8/10 相合),O+供 B+,0 天回输供者骨髓及外周血造血干

细胞(MNC 25.5×108/kg,CD34+ 10×106/kg),通过监测患儿临床表现､ 嵌合度以及酶学的改变了解患

儿疾病的恢复情况; 
结果 患儿移植过程顺利,移植+12 天患儿粒细胞植入,血小板数值稳定;移植+15 天测全血嵌合度

99.60%,T 细胞分选嵌合度 98.85%,NK 细胞分选 98.96%;复查酶学:β-氨基己糖苷酶 
101.5nmol/g/min(参考值≥54.5),总氨基己糖苷酶 136.4nmol/h(参考值≥75.4),均升至正常;目前尚

未出现 II 度及以上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但患儿临床表现未见明显好转,除夜间睡眠较前沉稳外,智力

､ 运动无明显改善,且逐渐出现精神淡漠,并于移植+39 天出现双眼失明; 
结论 Sandhoff 病又称 GM2 神经节苷脂沉积病,是一种罕见的溶酶体贮积病,属于常染色体隐形遗传

病,由于氨基已糖苷酶 β-亚单位基因(HEXB)突变导致氨基己糖苷酶 A 和氨基己糖苷酶 B 均缺

乏,GM2 神经节苷脂沉积在中枢神经系统及体细胞的溶酶体内,从而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本病发病

率约 1/400000,以婴儿型多见,是世界范围内的罕见病,目前无有效治疗手段,国内外均无移植案例,任
其发展病情会逐渐加重,出现瘫痪､ 失明､ 听力下降等症状,常于 3-5 岁死亡。基于我中心采用单倍

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多例良性病的经验,应用我们半相合 CIP-2015 移植体系,优选患儿姐姐作为

供者,患儿获得稳定植入,采用后置环磷酰胺,能够减轻 GVHD 发生,外周血酶学恢复至正常。但本患

儿临床以精神运动发育落后､ 倒退为起病,移植后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且进一步进展出现失明表现,
有研究表明,移植后一年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可携带酶透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从而改善症状,
故移植后短期无法改变上述症状,仍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进一步加重,对于遗传代谢类疾病,尽早

期行造血干细胞移植能改善临床症状并控制疾病进展。目前有学者采用神经干细胞联合嗅鞘细胞移

植治疗错失造血干细胞移植机会患儿,改善中枢神经系统表现,本患儿有待尝试。 
 
 
PU-3969 

C 反应蛋白､ 前降钙素､ 白介素 6 和白介素 10 
在儿童肿瘤患者发热诊断中的比较研究 

 
徐晓军,汤永民,骆泽斌,夏添,倪亚茹,宋华,杨世隆,徐卫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重症感染是儿童肿瘤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早期识别并给予有效的抗感染治疗是降低死亡率

的关键。C 反应蛋白(CRP)､ 前降钙素(PCT)､ 白介素(IL)-6 等炎症指标已经成为鉴别不同类型发热

的重要指标,但准确性一直备受争议。本研究主要比较 CRP､ PCT､ IL-6 和 IL-10 等指标在儿童肿

瘤患儿发热性疾病中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研究。研究对象为 2014.1-2016.12 在我院血液肿瘤科住院的肿瘤患儿。

在患儿发热 6 小时内采集 CRP､ PCT､ 细胞因子和血培养送检,必要时送检其他实验室检查或影像

学检查明确诊断。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118 例次发热,男女比例为 1.48:1,粒细胞缺乏病例占 64%。基础疾病主要为急

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n=2218)。关于发热的病因,主要病因依次为原因未明的发热(35%)､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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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呼吸道感染(18.6%)､ 血流感染(13.1%)。上述病因中,血流感染发生感染性休克的比例显

著高于其他组(11.2% vs. 2.3%,P<0.001)。血流感染中,阴性菌､ 阳性菌､ 真菌和混合感染分别占

43.7%､ 52.9%､ 1.5% 和 2.2%。各类炎症因子中,CRP､ IL-6 和 IL-10 的增高见于 82.6%､ 85.2% 
和 63.9%例次发热,而 PCT､ TNF-α 和 IFN-γ 增高仅见于 29.9%､ 10.2% 和 31.6%例次的发热。血

流感染患儿的 PCT､ IL-6､ IL-10 和 TNF-α 的水平明显高于非血流感染患儿。然而,革兰阳性菌感染

者的 CRP､ PCT 和 TNF-α 水平与非血流感染者无差别,但 IL-6 及 IL-10 水平较高。而革兰阴性菌感

染者的 CRP､ PCT､ IL-6､ IL-10 和 TNF-α 水平均高于革兰阴性菌患者。关于上述指标预测血流感

染､ 革兰阴性菌菌血症(GNB)和感染性休克,上述指标预测血流感染的准确性有限(AUC:0.52-0.71),
而预测 GNB 的准确性,IL-6 和 IL-10 分别为 0.77 (95% CI, 0.73-0.80)和 0.81 (95% CI, 0.77-
0.84),CRP 和 PCT 均低于与 0.7。而预测休克的准确性,CRP､ PCT IL-6 和 IL-10 分别为 0.65 (95% 
CI, 0.59-0.70) ､ 0.78 (95% CI, 0.73-0.83)､ 0.89 (95% CI, 0.86-0.91) 和 0.87 (95% CI, 0.83-
0.90) 。对于血流感染的患者,IL-6 和 IL-10 的联合应用可以甄选出低危患儿(休克发生率为 0.7%的

血流感染者)。 
结论 血流感染时儿童肿瘤患者发热的常见病因,具有很高的发展为感染性休克的比例,尤其是

GNB。CRP､ IL-6 和 IL-10 是发热较为敏感的指标,而 PCT 增高多见于重症感染者。利用 IL-6 和

IL-10 来预测血流感染､ GNB 和感染性休克的准确性显著高于 CRP 和 PCT。同时,IL-6 和 IL-10 的

联合应用亦可甄选发热低危患儿。 
 
 
PU-3970 

一例遗传性纤维蛋白原血症患儿凝血功能和基因型分析 
 

朱晓华,钱晓文,苗慧,俞懿,翟晓文,王宏胜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遗传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是由于纤维蛋白原基因缺陷导致蛋白结构功能异常的遗传病,目前

国内临床报道病例较少。本文对一例遗传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患儿及父母进行实验室检查和基因分

析,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学习,明确患儿致病基因,提高临床对该疾病认识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 岁 8 月龄男性患儿,因“鞘膜积液”行术前检查发现凝血功能异常。平素无活动性

出血表现。家族无近亲婚配史,家族成员无活动性出血或血栓病史。抽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分别检

测肝肾功能,凝血酶原时间(PT)､ 凝血酶时间(T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和纤维蛋白原

活度(g/L),并用 PCR 和基因测序方法检测外周血标本 FGA､ FGB 和 FGG 三个基因编码区全长及附

近转录剪接位点的突变。 
结果 患儿及其父母肝肾功能均正常。患儿父亲凝血功能正常,患儿凝血酶时间(TT)延长(32.4”),纤维

蛋白原(Fib)活度明显减低(0.6g/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正常。患儿母亲凝血功能 TT 延长

(17.6“),Fib 活度降低(0.8 g/L), APTT 正常。患儿共检测出纤维蛋白原基因 FGA､ FGB 和 FGG 三个

基因的 5 处突变位点,其中 FGA 2 号外显子 c.103 C>A 杂合碱基改变导致 Arg35Ser 错义突变,患儿

母亲检测到同样突变位点,患儿父亲正常基因。 
结论 维蛋白原 3 条多肽链分别由位于 4q28-4q31 的 FGA､ FGB 和 FGG 基因编码,基因中任何一个

编码缺陷均可导致纤维蛋白原的数量或功能异常。遗传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通常为染色体显性遗

传,临床上患者可表现为出血或血栓,有部分患者平时无任何症状,可在体检或术前检查时发现。目前

报道 FGA 基因的突变占多数,其次为 FGG 和 FGB 基因。该患儿和母亲检测到 FGA 2 号外显子

c.103C>A 杂合碱基改变,为文献报道为病理性热点突变,与遗传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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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71 

高中链甘油三酯型营养制剂对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营养支持作用的临床研究 

 
李欣瑜,翁文骏,韩黠蔚,许吕宏,黄科,周敦华,黎阳,刘勇,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高中链甘油三酯型营养制剂(雀巢小百肽 TM营养配方粉,小百肽 TM)佐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相关营养不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及其对化疗的影响。 
方法 采取单中心､ 随机､ 开放､ 对照的前瞻性试验。本研究一共收集 37 名符合入选标准的受试者,
将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及对照组,接受标准剂量小百肽 TM营养干预,同时接受华南地区儿童急性淋巴细

胞性白血病治疗协作组 2016 方案(South China Children’s Leukemia Group, SCCLG-ALL-2016)诱
导缓解 VDLD 方案治疗。测量患儿身高､ 体重,评价营养状况。采用儿童营养评价､ 总蛋白浓度､

白蛋白浓度､ 前白蛋白浓度､ 电解质紊乱的发生率､ 中-重度贫血发生率､ 凝血功能异常发生率,评
价小百肽 TM用于治疗 ALL 患儿急性营养不良的疗效。监测不良事件的总体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评价

小百肽 TM用于 ALL 患儿的耐受性。统计患儿的 15 天化疗缓解率､ 33 天化疗缓解率等,研究小百肽
TM对 ALL 患儿化疗缓解率的影响。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低白蛋白血症发生率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组(82.4%)低于对照组

(100%),p=0.049。实验过程中,未出现急性胰腺炎病例。化疗的前 15 天,患儿维持了体重下降的趋

势。在治疗的后 18 天,体重有了显著的上升趋势,实验组[0.75(0.045,1.46)kg]较对照组[0.46(-
0.25,1.17)kg]体重上升更为明显,而血清白蛋白､ 血清总蛋白下降更缓慢。两组 15 天缓解率､ 33 天

缓解率无显著差异。 
结论 小百肽 TM替代传统低脂膳食在 ALL 诱导缓解化疗中具有安全性。化疗初期,患儿表现出体重继

续下降的现象,使用小白肽 TM者体重下降较对照组慢,而化疗后段体重回升更快,对照组白蛋白､ 总蛋

白下降更严重。 
 
 
PU-3972 

3 例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粘多糖病的护理体会 
 

何海英,师晓东,陈燕芬,张爽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粘多糖病患儿的护理措施 
方法 3 例粘多糖病患儿采用的是白舒非+氟达拉滨预处理方案,后置环磷酰胺､ 兔抗免疫球蛋白､ 环

孢素､ 甲氨蝶呤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通过特色的护理模式､ 优质的护理服务､ 专科护理模式､ 特

色的饮食护理､ 后置环磷酰胺的护理､ 及新技术血浆置换的应用,总结出护理方法。 
结果 通过这三例粘多糖患儿的移植成功,粒细胞植入时间平均在 13 天,酶活性恢复时间在 28 天,三
例患儿平均 50 天出院。 
结论 做好移植前､ 中､ 后的护理是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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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73 

 30 种融合基因筛查在儿童白血病诊断中的应用 
 

刘勇,黄倩雯,黄燕,杨志凡,陈海雷,沈妙娜,许吕宏,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通过对儿童白血病 30 种融合基因的检测分析,结合形态与免疫分型,评估其与儿童白血病诊断

及预后判断的可能关系。 
方法 2016 年 6 月-2017 年 4 月我院儿科 108 例初发或复发白血病(男 57 例,女 51 例,年龄 2 月-15
岁),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进行 30 种融合基因检测,包括 ALL 和 AML 常见的 30 种相关融合基因

(如 BCR-ABL1､ AML1-ETO (RUNX1-RUNX1T1)､ CBFβ-MYH11､ MLL 系列与 PML/RARα 等)。 
结果 108 例患儿中 30 种融合基因筛查阳性率为 43.5%(47/108), 后诊断为 B-ALL76 例,T-ALL6
例,AML22 例(含 CML 转 AML1 例),另包括 CML3 例与分类不明急性白血病 1 例。阳性的基因分布

如下: B-ALL(26/76 例,阳性率 34.2%):TEL-AML1 16 例,BCR-ABL1 3 例,E2A-PBX1 2 例,AML1-
MTG16 2 例,MLL-AF4 1 例,MLL-AF10 1 例与 MLL-AF1p 1 例;AML(18/22 例,阳性率 81.8%):AML1-
ETO 5 例,MLL-AF10 4 例,PML/RARα3 例,CBFB-MYH11 3 例, DCK-CAN 1 例,MLL-AF4 1 例与

BCR-ABL1 1 例;CML(3/3 例):BCR-ABL1 3 例。 
结论 在儿童白血病中,AML 的融合基因阳性率 高,B-ALL 次之;实时荧光定量 30 种融合基因检测有

效补充了白血病的检测指标,有助于白血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是初诊白血病诊断基本方法之一。 
 
 
PU-3974 

青春期起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合并获得性免疫缺陷病 1 例 
 

李娟娟,李君惠,刘嵘,张蕾,张朝霞,胡涛,冯顺乔,曹静,王宇阳,范玮,师晓东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报道 1 例极为罕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合并获得性免疫缺陷病的儿童病例,探讨该患儿

发病原因,进一步认识 MDS 的本质并理解儿童 MDS 特征。 
方法 1.病例资料 
患儿为 13 岁男孩,表现为反复发热 1 年。在此期间先后出现多次严重且不易控制感染。查体见生长

发育落后(体重 26kg,身高 138cm),面色苍白､ 肝脾肿大､ 手指畸形(如图 1)。既往有先天性心脏病,
父母为表兄妹近亲结婚。外周血检测提示全血细胞减少,包括明显的淋巴细胞减少(0.1~1×109/L)及
中性粒细胞缺乏。 
2.实验室检查 
对骨髓进行活检､ 染色体核型分析､ 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aGCH)､ 流式细胞术检测;对外周血标本

进行与血液系统及免疫系统疾病相关的 492 个候选基因的捕获测序;对指甲标本 RAG1 进行一代基

因测序。 
结果 骨髓活检提示增生低下及病态造血,其中粒细胞病态造血约占该系细胞 15%。染色体核型分析

正常, aGCH 显示骨髓中存在大量单亲二倍体(Uniparental disomy,UPD),共累及 11 条染色体(见表

1)。通过流式细胞术发现骨髓粒细胞存在分化异常(见图 2)。外周血标本捕获测序发现 RAG1 基因

2 号外显子发生纯合突变(c.2095C>T, p. R699W);通过一代测序,发现该基因在指甲标本中为杂合突

变(见图 3) 
结论 骨髓检查提示病态造血､ 细胞免疫表型分化异常,均提示存在 MDS 可能,大量的 UPD 也是导致

MDS 的易感因素。参照该患儿 RAG1 基因所在染色体位置(11p12)的 UPD 状态,以及该患儿 RAG1
基因突变在血液及指甲标本中不同的突变形式,考虑该患儿造血细胞 RAG1 基因纯合突变是来源于

获得性 UPD,属于体细胞突变。从而也进一步确认了 MDS 诊断的成立。根据患儿生长发育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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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以及先天性心脏病和手指畸形等,判断该患儿发病存在某种遗传基础,尽管具体类型并不清楚。

此外,当某种“原发性”血液系统或免疫系统性疾病呈现晚发状况时,要考虑到 MDS 诊断的可能。 
 
 
PU-3975 

儿童晚期肝母细胞瘤伴肺转移 56 例的治疗及预后分析 
 

支天,张伟令,黄东生,张谊,胡慧敏,易优,高亚楠 
北京同仁医院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分院 100176 

 
 
目的 探讨晚期儿童肝母细胞瘤伴肺转移的治疗及预后。 
方法 收集北京同仁医院儿科 2006 年 4 月-2014 年 6 月收治的 56 例经病理确诊的晚期肝母细胞瘤

伴有肺部转移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33 例､ 女 23 例,中位年龄 2.33 岁(1 月~15 岁 1 月)。分析多

学科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 
结果 随访至 2016 年 12 月,56 例患儿完全缓解 21 例,部分缓解 12 例,死亡 14 例,缓解率达到 58.9% 
(33/56);41 例患儿随访时间超过 24 个月,2 年无事件生存率(EFS)37.5%,2 年总体生存率(OS)75%,5
年生存率估计值为 42.4%,95%生存可信区间是 35.7 月~55.9 月。发病年龄小､ 肿瘤完整切除患儿

生存率明显提高,病理分型为胎儿型的肺转移病例少､ 生存率高。 
结论 肺是肝母细胞瘤 常见的转移部位,以边缘区肺转移多见,预后较差,早期､ 多学科联合治疗可有

效改善远期预后。 
 
 
PU-3976 

非血缘脐血移植成功治疗复发难治性 EBV 感染 
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并肠穿孔一例 

 
王叨

1,2,赵彦婷
1,2,李白

1,2,刘健
1,2,刘玉峰

1,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儿童医院 
2.河南省儿童血液与肿瘤疾病诊疗中心 

 
 
目的 探讨非血缘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性 EBV 感染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1 岁 6 月男孩确诊为 EBV 感染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经 HLH-2004 方案化疗第

15 周复发,重新给予 HLH-2004 方案化疗 8 周再次复发,第 3 次再次开始 DEP 方案并给予美罗华应

用,化疗第 2 周出现肠穿孔,遂行“肠切除小肠造瘘术”,病理及免疫组化回示 EBV 阳性淋巴增殖性疾病

累及小肠,第 3 次方案化疗至第 8 周,病情缓解,无同胞全合和骨髓库全合供者,脐血干细胞配型检索成

功,在患儿肠造瘘下入仓行 HLA 基因位点 6/6 相合非血缘脐血移植,预处理采用白消安+环磷酰胺+氟
达拉滨(BU+CY+Flu)方案;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采用环孢素联合吗替麦考酚酯; 
结果 移植+13 天,中性粒细胞植入,+35 天血小板植入,查嵌合率为 100%嵌合,脐血干细胞移植成功;
移植+15 天出现肝小静脉闭塞征,移植+26 天出现皮肤 GVHD(Ⅰ度),给予相应治疗好转;移植+49 天

行二期“肠造瘘关瘘术”;现随访至移植后 11 月,患儿一般状况良好,病情持续缓解,无慢性 GVHD 及其

他合并症。 
结论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性 EBV 感染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可能唯一有效

手段;无合适同胞或无关骨髓干细胞供者时,非血缘脐血干细胞可作为移植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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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77 

儿童重型地中海贫血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 
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初步分析 

 
刘四喜,李长钢,王晓东,张小玲, 肖海荣, 文飞球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术后 1 年内发生中枢神经系统

(CNS)并发症的临床特点,提高 CNS 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 对 2012.1.1 至 2016.12.31 在深圳市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给予 HSCT 治疗的 58 例重型地中海

贫血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58 例患儿中有 9 例(15.52%)在 allo-HSCT 术后 1 年内发生了 CNS 并发症,其中大脑后部可逆

性脑病综合征 4 例,病毒性脑炎 2 例,难治性癫痫､ 高热惊厥和低镁抽搐各 1 例。9 个 CNS 并发症病

例中,男性供者 2 例,女性供者 7 例;4 例为 HLA 全相合,5 例为 HLA 不全相合;使用糖皮质激素 5 例,未
用 4 例。本组病例无死亡病例,所有患儿均为脱离地中海贫血输血状态;对上述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

分析,P 值均小于 0.05。1 例出现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的后遗症,其余痊愈。 
结论 女性供者､ HLA 不全相合和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可能为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 allo-HSCT 术后发

生 CNS 并发症的高危因素。早期诊断并积极治疗 CNS 并发症,可减少后遗症的发生并降低病死率,
有效改善患儿的生存质量。 
 
 
PU-3978 

儿童中枢神经系统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肿瘤 6 例 
临床病理分析 

 
江贤萍,徐金永,宋建明, 陈乾,张欢,文飞球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肿瘤(atypical teratoid/rhabdoid tumor, AT/RT)是高度恶性的中枢神经

系统肿瘤,好发于 5 岁以下的儿童,成人极少发生。该瘤组织形态学具有异质性,与其他中枢神经系统

肿瘤鉴别困难。通过观察儿童中枢神经系统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AT/RT)的临床病理特征､ 免

疫表型,探讨 AT/RT 的诊断､ 鉴别诊断､ 治疗及预后。 
方法  收集 6 例儿童 AT/RT,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 免疫表型并随访。 
结果 患儿 6 例,5 例男性,1 例女性,年龄 8-60 月,中位年龄 27 月;幕上 3 例,幕下 3 例。镜下表现 3 例

有典型横纹肌样细胞,3 例有原始神经外胚层细胞成分,1 例有神经胶质瘤形态特征。免疫组化显示 6
例均呈 INI-1 表达缺失。6 例患儿于术后 1 年内死亡。 
结论 AT/RT 是中枢神经系统少见的高度恶性胚胎性肿瘤,预后极差。常见于 5 岁以下儿童,其组织学

形态及免疫表型多样,与其他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上皮或间质源性肿瘤难以鉴别,儿童中枢神经系

统肿瘤免疫组化常规行 INI-1 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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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79 

儿童急性白血病化疗发生感染性休克 9 例临床分析 
 

方希敏,文飞球,李长钢, 陈小文, 麦惠容,陈森敏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感染性休克是白血病患儿早期死亡的常见原因,通过分析 9 例儿童急性白血病化疗后感染性休

克的临床特征及转归,提高临床上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调查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到 2015 年 4 月 1 日在我科住院化疗的 254 例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对

化疗后发生感染性休克的发生时间､ 临床表现､ 抗生素应用,实验室检查､ 治疗措施及疾病转归性

况进行分析。 
结果 在 9 例化疗后发生感染性休克的患儿均为学龄期儿童;9 例病人中 5 例为冷休克,4 例为暖休

克;9 例病人均有发热,均在休克发生时有头晕､ 口渴;其中 4 例有咳嗽,2 例出现腹痛;9 例病人有 7 例

感染性休克发生在化疗诱导期,另 2 例发生在化疗强化期;从感染到休克发生的时间为 0-7 天;休克均

发生在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其中有 8 例 ANC<0.1×109,1 例 ANC<0.5×109,血 CRP､ 降钙素原均明显

升高;9 例中有 7 例死亡,仅 2 例好转。 
结论 儿童急性白血病化疗后感染性休克来势凶猛,多呈爆发性,病死率高,临床休克表现不一;对急性

白血病化疗患儿,关键是预防感染,早期识别休克,积极抗休克治疗是降低病死率的重要措施。 
 
 
PU-3980 

儿童恶性肿瘤化疗后医院感染的临床分析 
 

陈森敏, 文飞球,李长钢, 刘四喜, 麦惠容,袁秀丽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分析儿童恶性肿瘤患者医院感染的临床特点,探讨其危险因素及防治策略,以降低儿童恶性肿瘤

化疗患者医院感染率。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我科接受化疗的 268 例儿童恶性肿瘤患者,采集感染患者标

本进行细菌培养､ 鉴定及药敏实验,并对儿童化疗患者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268 例患者发生感染 103 例,感染率为 38.43%。感染次数为 182 次,人均感染 1.79 次。感染部

位以呼吸道感染为主,感染率为 48.35%;其次为不明部位感染,感染率为 14.84%。182 次感染中有

40 次找到明确的致病菌,其中革兰阳性菌占 10.44%,革兰阴性菌占 9.34%,真菌及病毒各占 1.1%;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年龄､ 住院时间长､ 白细胞减少､ 中性粒细胞缺乏､ 侵入性操作为恶性肿瘤化疗

患儿院内感染的独立因素。 
结论 儿童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医院感染危害因素较多,应根据相关危害因素积极采取对应的防治措施,
以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 
 
 
PU-3981 

MiR-200c 抑制肾母细胞瘤增殖和侵袭迁移的机制研究 
 

曹娟, 文飞球,宋建明, 张欢,何潇潇, 徐金永, 缪秋玲, 廖静婷,李灵珊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 MiR-200c 在对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是上皮-间质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调节基因,迄
今未有 miR-200c 参与肾母细胞瘤侵袭､ 转移调节的报道。本文通过探讨 miR-200c 在肾母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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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 增殖､ 迁移中的作用,以期为寻找治疗肾母细胞瘤更为有效的靶标,降低其转移率与复发率奠

定基础。 
方法 慢病毒转染的方法构建过表达 miR-200c 的肾母细胞瘤 SK-NEP-1 细胞及 G401 细胞稳定细胞

株,RT-PCR 检测 SK-NEP-1 细胞､ G401 细胞和 293T 细胞上 miR-200c 的表达,利用 CCK8 细胞增

殖实验､ 克隆平板实验及 Transwell 侵袭迁移实验检测 miR-200c 过表达对体外肾母细胞瘤细胞增

殖､ 克隆形成能力､ 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 肾母细胞瘤组织及细胞中 miR-200c 均呈低表达,miR-200c 的过表达抑制了肾母细胞瘤的增殖

和侵袭迁移能力。 
结论 miR-200c 可以抑制肾母细胞瘤的活化､ 增殖､ 迁移。 
 
 
PU-3982 

172 例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病因､ 临床及预后分析 

 
麦惠容

1,陈运生
1,郭健

2,饶斌
2,袁秀丽

1,方希敏
1,刘四喜

1,王晓东
1,王缨

1,李长钢
1,文飞球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目的 探讨儿童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又称噬

血细胞综合征,HPS)的病因､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治疗和预后特点,以提高本病的认识,达
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降低死亡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至 2016 年我院收治的 172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其中 29 例进行 PCR 和

基因测序的方法检测 PRF1､ UNC13D､ STX11､ STXBP2､ XIAP､ SH2D1A､ Rab27a､ AP3B1
､ LYST 和 ITK 基因以鉴别遗传性和继发性 HLH。 
结果 172 例 HLH 患儿男 96 例,女 76 例,年龄 1 月~15 岁,发病时小于 3 岁 HLH 110 例,占 64%。29
例行相关基因检测检测出基因突变 8 例,占 5%;分析 164 例 HLH,感染相关性 HLH(IAHS)共 139 例,
占 80%,其中 EB 病毒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EBV-AHS) 多,共 48 例,占 IAHS 的 35%。其它特

殊感染伤寒 4 例,恙虫病 2 例,结核 1 例。继发于风湿免疫性疾病共 12 例,分别是幼年型全身性类风

湿关节炎 6 例､ 免疫缺陷病 4 例､ 川崎病 1 例､ 系统性红斑狼疮 1 例,继发于白血病 6 例､ 淋巴瘤

3 例､ 韦格纳肉芽肿 1 例､ 不明原因 11 例。所有患儿均有发热､ 脾肿大,血常规提示两系或三系降

低,高三酰甘油血症和(或)低纤维蛋白原血症,铁蛋白升高,骨髓细胞学检查发现噬血组织细胞,其余临

床表现还包括多浆膜腔积液､ 肝功能损害､ 黄疸､ 呼吸系统症状和神经系统症状等。8 例遗传性

HLH 均予 HLH2004 方案治疗,1 例确诊为 Chédiak-Higashi syndrome (CHS)行同胞 HLA 全相合骨

髓造血干细胞移植,随访 10 个月,复查骨髓正常,供者 100%植入。继发性 HLH 病情复杂,疾病轻重差

别大,感染相关 HLH139 例,根据病因治疗原发病,在治疗基础疾病的基础上酌情使用 HLH2004 方案,
根据疾病评估决定疗程。172 例 HLH 患儿中,缓解 134 例(78%),复发 3 例(1.7%),死亡 35 例

(20%)。死亡病例中,感染相关 HLH22 例(EB 病毒相关性 HLH11 例,脓毒血症 11 例),肿瘤 8 例,免疫

缺陷病 2 例,原因不明例 3 例。 
结论 本组病例显示 HLH 由多种病因引起,其中 EB 病毒感染相关性 HLH 多见,提高认识,及早诊断,
积极治疗能改善预后,HLH2004 方案治疗遗传性 HLH 和 EB 病毒感染相关性 HLH 有助于提高患儿

的生存率,对于遗传性 HLH,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改善免疫系统和血液系统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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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83 

 1 例重型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袁秀丽,李长钢, 陈小文,干芸根 ,徐刚, 文飞球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是一种遗传性易栓症,该病的发病率约为 1/16 000,多数患者呈常染色体

显性(或不完全显性)遗传[1-2],部分纯合蛋白 C 缺陷症患者表现为隐性遗传。分析 1 例重型先天性蛋

白 C 缺乏症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 随访记录 1 例重型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家系先证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反应､ 对

其 PROC 基因热点区行基因检测。 
结果 先证者以反复发作的皮肤爆发性紫癜及 斑为主要临床表现,蛋白 C 活性仅 3%。患者基因检

测分析发现 PROC 在转录起始位点(A-G)-12 发生纯合突变。家系分析 3 代 8 人中该先证者为纯合

突变,4 例杂合子,仅先证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血栓形成。 
结论 PROC 基因在 Chr2 128175984 转录起始位点(A-G)-12 的纯合突变病例是全球首例报道。鉴

于大多数 PROC 基因突变为杂合子型,且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基因检测对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的诊断

有重要意义。 
 
 
PU-3984 

单中心 32 例儿童神经母细胞瘤临床特点分析 
 

王亚屏,李府,杨晓梅,牟晓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儿童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我院血液肿瘤科(单中心)2015-2017 年收治的 32 例儿童 NB 病例,回顾性分析其一般情况

､ 临床表现､ 肿瘤标记物检测及治疗疗效。 
结果 (1)一般资料:男孩 17 例,女孩 15 例,年龄自 5 月至 12 岁。 
(2)临床表现:发现肿块就诊 15 例,以疼痛就诊 8 例,以发热就诊 7 例,以贫血就诊 2 例,以眼眶 斑就

诊 1 例,以走路不稳就诊 2 例。 
(3)肿瘤标记物检测:血清乳酸脱氢酶(LDH)增高者 26 例;24 h 尿芳香扁桃酸(VMA)增高者 9 例;神经

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检查增高者 21 例。 
(4)疗效判定:27 例获得完全缓解(CR)或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 
结论 神经母细胞瘤恶性程度高,转移发生早,多数病例诊断时已有转移,而转移患儿预后差,治疗困难,
治疗主要以手术､ 化疗､ 放疗综合治疗。 
 
 
PU-3985 

29 例儿童肾脏肿瘤病例临床特征及疗效分析 
 

黄志伟,李府,杨晓梅,宋丽,姬牧远,韦若颖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分析恶性肾脏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 诊断､ 治疗及生存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8 月到 2017 年 4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29 例恶性肾脏肿瘤患儿临床资料。

根据临床表现及术前影像学检查并行手术病理活检确诊。采用 NWTSG 分期标准,按照中国抗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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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指定的 WT-2009 方案进行分组治疗,治疗方法主要为术前化疗､ 手术切除和

术后化疗。 
结果 29 例肾脏肿瘤患儿中男 19 例､ 女 10 例,中位发病年龄为 1 岁 6 月;首发症状为:腹部包块 18
例(62%)､ 肉眼血尿 7 例(24%)､ 呕吐及腹泻 4 例(14%);发病部位左肾 18 例(62.1%)､ 右肾 10 例

(34.4%),双侧肾母细胞瘤为 1 例(3.4%);病理类型:肾母细胞瘤预后良好型 25 例(86.4%)､ 不良组织

类型 1 例(3.4%)及肾透明细胞肉瘤 2 例(6.8%)､ 横纹肌样肉瘤 1 例(3.4%); 29 例患儿临床分期为Ⅰ

期 16 例(55.14%);Ⅱ期 9 例(31.03%)､ Ⅲ期 2 例(6.8%)､ Ⅳ期 1 例(3.4%)､ Ⅴ期 1 例(3.4%)。治疗

后 CR 26 例(85.7%)､ PR1 例(4.8%),后行二次手术完全切除;PD2 例(9.5%)其中 1 例行二次手术完

全切除,另 1 例手术及化疗后 10 个月复发死亡。治疗结束后随访时间 8 月-4 年 3 月,平均(3.4±2.7)
年,无瘤生存 27 例,失访 1 例。死亡 1 例。29 例恶性肾脏肿瘤患儿 3 年无事件生存率为 93.10%。 
结论 儿童非肾母细胞瘤性肾脏肿瘤发病率低,临床表现与肾母细胞瘤相似,发病年龄多见于小婴儿。

经过系统性治疗,上皮细胞型､ 胚芽型､ 混合型肾母细胞瘤预后较佳,间变型肾母细胞瘤及透明细胞

肉瘤次之,横纹肌样肉瘤预后差。 
 
 
PU-3986 

小儿白血病患者使用静脉输液港两种不同封管方法效果比较 
 

王翠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血液肿瘤科患儿的输液港在封管时使用肝素与否对管道正常使用的影响 
方法 采用方便采样法,将我院血液肿瘤科的 40 例白血病病人,全部在我院外科经右颈静脉通过赛丁

格技术植入输液港,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0 例。实验组采用 10ml 生理盐水在每日输液结束

后进行脉冲冲管后再使用 5ml 生理盐水正压封管。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先使用 10ml 生理盐水脉冲

冲管,再使用 5ml 肝素盐水(10u/ml)正压封管,按照预定的方法进行封管后观察输液港在导管堵塞方

面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在连续输液期间,只使用生理盐水脉冲冲管后正压封管与使用肝素盐水封管的患儿在出现堵管

发生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在连续输液期间,每日只使用生理盐水为植入输液港的白血病患儿进行封管,不会增加管道堵塞

的发生几率,减少血液病并发症,减少患者支出,因此可以推广应用。 
 
 
 
PU-3987 

婴儿期发病血小板无力症 1 例家系分析并文献复习 
 

张红红,翟晓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提高对婴幼儿血小板无力症(GT)的认识,探讨基因检测对于 GT 早期诊断的重要性。 
方法 报告 1 例婴儿期发病 GT 的诊断及家系基因检测图谱,检索国内和国外报道的 GT 病例,汇总并

分析 GT 的临床特征及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患儿,男,9 个月 10d,因"反复的皮肤 斑 点 9 个月､ 贫血 1 个月､ 多次鼻出血､ 黑便 5d"就
诊。实验室检查:血小板计数 282×109/L､ 凝血功能正常､ 血块退缩异常､ 血小板对腺苷二磷酸

(ADP)等生理诱聚剂反应低下,对瑞斯托霉素凝集反应 Ris 正常,初步诊断为 GT。基因检测示患儿为

ITGA2B 纯合突变 c.481T>C(E4) p.C161R,父母亲均为杂合子携带者,家系里其他 6 人为该基因杂合

子携带者,1 人为纯合子患者。汇总分析国内相关的报道,GT 患者的典型表现为皮肤黏膜出血､ 易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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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紫癜､ 鼻出血､ 牙龈出血､ 月经过多,与国外报道类似。GPⅡb2671C>T ､ GPⅡb1750C>T ､
GPⅡb2334A>C 和 GPⅢa1199G>A 国内突变频率高。 
结论 该患者检测的突变基因 ITGA2B c.481T>C(E4)p.C161R 为首次报道。基因检测可以提高 GT
诊断的准确性,对于婴幼儿 GT 的早期诊断有重要意义。 
 
 
PU-3988 

铁死亡诱导剂 Erastin 对 HL-60/ADM 细胞死亡 
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叶芳华,唐兰兰,钱玉洁,张辉,邓文军,谢岷,杨明华,曹励之,杨良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 erastin 对 HL-60/ADM 白血病耐药细胞存活的影响及机制。 
方法 erastin(5μM)干预 HL-60/ADM 细胞株,采用 CCK8 方法检测 erastin 处理后对白血病细胞存活

率的影响,同时加入凋亡抑制剂 ZVAD-FMK､ 自噬抑制剂 3-MA､ 坏死抑制剂 necrostatin-1､ 铁死

亡抑制剂 ferrostatin-1 和铁螯合剂 DFO 预处理进一步探讨 erastin 调控 HL-60/ADM 的死亡方

式;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GPX4､ LC3､ P62､ casepase3 和 PARP 表达水平进一步验证 erastin 诱

导 HL-60/ADM 细胞死亡方式;通过透射电镜､ MDA 检测试剂盒､ 细胞内铁检测试剂盒和普鲁士蓝

铁染色等方法检测 erastin 干预后 HL-60/ADM 细胞内线粒体形态､ 脂质过氧化水平和铁含

量;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erastin 干预后 HL-60/ADM 细胞内转铁蛋白受体 1(TFR1)和膜铁转运蛋白

(FNP)表达变化及 MAPKs 信号通路中 P-ERK, P-p38 和 P-JNK 各磷酸化蛋白表达。 
结果 (1)与 DMSO 对照组干预组相比,erastin 能够剂量依赖性(0,0.625μM,1.25μM,2.5μM,5μM)的促

进 HL-60/ADM 细胞死亡(48h 干预后 5μM 细胞存活率 43.71±4.6%);(2)与单独 erastin 处理组相

比,ZVAD-FMK 和 3-MA 预处理后对 erastin 诱导细胞存活率无影响,而 necrostatin-1､ ferrostatin-1
和 DFO 预处理后能显著逆转 erastin 诱导 HL-60/ADM 细胞死亡,提示铁死亡和程序性坏死可能参与

细胞死亡;(3)erastin 干预 HL-60/ADM 后能显著抑制 GPX4 蛋白表达和增加上清液 LDH 表达,而对

LC3､ P62､ casepase3 和 PARP 表达无明显改变;(4)necrostatin-1 预处理后,erastin 干预 HL-
60/ADM 后透射电镜显示线粒体结构细长不饱满､ 皱缩明显及双层膜密度增加, 细胞 MDA 水平和细

胞内铁水平显著增加,提示 erastin 能够通过介导细胞铁死亡促进细胞死亡;(5) necrostatin-1 预处理

后,erastin 干预后细胞内 TFR1 表达增加和 FNP 表达下降,且 erastin 能显著上调 P-p38 和 P-JNK 的

磷酸化水平,而对 P-ERK 表达无影响,提示 erastin 诱导 HL-60/ADM 铁死亡可能与细胞能铁过载､

p38 和 JNK 通路活化相关。 
结论 erastin 干预能够显著促进 HL-60/ADM 细胞铁死亡和程序性坏死的发生,细胞内能铁过载､ p38
和 JNK 通路可能是 erastin 介导细胞铁死亡的主要机制。 
 
 
PU-3989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发生的危险因素调查 
 

张冰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本课题旨在调查和分析儿童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可能危险因素,为预防控制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性白血病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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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于本院小儿血液病房首次确诊的 209 例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

病患儿做相关因素的调查,并与同期化脓性扁桃体炎患儿进行对照分析。所得数据均使用 Logistic 回

归进行分析。 
结果 本课题 82 项指标的单因素分析中有 13 项指标有显著性意义( P 均< 0.05) ; 8 项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有显著性意义( P 均< 0.05) 。结果显示,家庭装潢､ 家具为胶合板材料､ 居住环

境有电离辐射､ 儿童杀虫剂接触史､ 儿童化肥接触史､ 儿童卧室放置电视､ 每日户外活动时间超过

1 小时是儿童 ALL 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BMI<18.5 是 ALL 的保护因素。 
结论 环境中有多种 ALL 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但均可避免,故应在儿童生活中尽量避免环境相关危险

因素,增加保护因素,减少儿童 ALL 的发病。 
 
 
PU-3990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免疫状态检测及其意义 
 

彭晓敏
1,郭海霞

2,黎阳
1,詹丽萍

1,熊稀霖
1,刘利婷

1,翁文骏
1,黎嘉强

1,黄科
1,方建培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了解不同临床类型的 LCH 患儿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及状态,探讨免疫功能检测在 LCH 病情预

后及治疗方案选择中的意义。 
方法 分别在初诊和每个诱导化疗疗程后采集 20 例 LCH 患儿的外周血标本,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其

血清 sIL-2R､ IL-6､ IL-8､ IL-10､ IL-1β､ TNF-α 水平,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分
析各免疫指标与 LCH 临床分型､ 受累器官及化疗疗效的关系。 
结果 多系统受累(MS)组患儿外周血血清 sIL-2R､ TNF-α 水平及外周血 B 细胞计数均高于单系统受

累(S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受累组的血清 sIL-2R､ TNF-α､ IL-10 水平以及外周血

T 细胞比例均高于肝未受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肺受累组的外周血 B 细胞计数高于肺

未受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危及中枢神经系统(CNS)损害组的外周血 T 细胞计数､ B 细

胞计数､ Ts 细胞计数均高于无危及 CNS 损害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诱导化疗有反应

(GR+PR)组的外周血 B 细胞计数在治疗后平均下降的幅值高于反应不良(NR+PD)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血清 sIL-2R､ TNF-α 水平分别在肺受累组与未受累组､ 有危及 CNS 受累组及无危

及 CNS 受累组､ 化疗有反应组与无反应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IL-10 水平分别在

MS 组与 SS 组､ 肺受累组与与肺未受累组､ 有危及 CNS 受累组及无危及 CNS 受累组､ 化疗有反

应组与无反应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IL-6､ IL-8､ IL-1β 水平及外周血 NK 细胞计

数及比例､ CIK 细胞计数及比例､ Th 细胞计数及比例､ Ts 细胞比例､ Th/Ts 比值在临床类型(MS
组与 SS 组)､ 受累器官(肝､ 肺､ CNS)及化疗疗效(GR+PR 组与 NR+PD 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T 细胞和 B 细胞的免疫调节紊乱可能与 LCH 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存在密切的关系,血清细胞

因子 sIL-2R､ TNF-α 及 IL-10 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LCH 的疾病严重程度。临床上应加强对

LCH 患儿的免疫功能检测,可为 LCH 提供新的病情评估指标并为开辟 LCH 的分层个体化及免疫治

疗提供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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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91 

PBK/TOPK 在儿童恶性淋巴瘤与淋巴结反应性 
增生组织中的表达研究 

 
田鑫,贺湘玲,袁小叶,邹润英,陈可可,朱呈光,曾敏慧,邓邵阳,龚军,卿宜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 PBK/TOPK 在儿童恶性淋巴瘤与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组织中的表达差异。 
方法 收集 80 例儿童恶性淋巴瘤､ 20 例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石蜡标本,应用免疫组化检测所有标本中

PBK/TOPK 的表达。 
结果 1.80 例患儿男女比例为 3:1,发病年龄以 6 岁以上多见;全组资料淋巴结内起病为 51.25%,淋巴

结外起病为 48.75%;PBK/TOPK 表达与患儿年龄､ 性别､ 起病部位均无明显相关性。2.PBK/TOPK
在淋巴瘤标本中阳性率高于淋巴结反应性增生标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4.967,P=0.026); 
结论 PBK/TOPK 在儿童恶性淋巴瘤组织中表达上调。 
 
 
PU-3992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ANK1 基因新生突变一例 
 

宾琼,傅丹,李雄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目的 为 1 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进行基因诊断。 
方法 收集先证者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提取基因组 DNA,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分析相关的基因序列,对可

疑的致病突变采用 Sanger 测序法验证,与 HGMD Pro ､ PubMed､ 1000Genomes 及 dbSNP 数据

库比对。采用基因变异功能预测软件 MutationTaster､ Polyphen2 及 SIFT 行蛋白质功能损伤预

测。 
结果 先证者 ANK1 基因的编码区检出一个杂合的无义突变 c.955C>T(p.Arg319Ter),MutationTaster
软件预测此提前出现的终止密码子可能导致 mRNA 降解､ 蛋白质合成障碍,此突变在其父母中均未

检出。此外,先证者及其父亲 ANK1 基因的编码区检出一个杂合的错义突变

c.4771A>G(p.Ile1591Val),Polyphen2 及 SIFT 软件预测此突变不太可能致病。与数据库比对上述两

个突变未见文献报道,均不属于多态性变化。 
结论 c.955C>T 为新生的无义突变,很可能是本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致病基因缺陷。 
 
 
PU-3993 

儿童肿瘤患儿的铂类耳毒性临床分析 
 

熊稀霖,彭晓敏,黎阳,翁文骏,亓凯,刘利婷,蔡跃新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120 

 
 
目的 应用 357Hz~5649Hz 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POAE)测听对铂类耳毒性进行临床分析,观察儿童肿

瘤患儿使用铂类化疗药物后发生听力损害的情况,探讨铂类化疗药物的耳毒性特点及相关危险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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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1 年 2 月~2016 年 4 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童肿瘤专科收治住院的 22 例使用铂

类药物化疗的肿瘤患儿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临床分析,比较铂类药物化疗前后 DPOAE 的变化,分
析听力损害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1)22 例患儿中男性 13 例,女性 9 例,年龄 0.8~15.0 岁,中位年龄 5.9 岁,分别有神经母细胞瘤 8
例,肝母细胞瘤 5 例,髓母细胞瘤 1 例,生殖细胞瘤 7 例,骨肉瘤 1 例。共行 DPOAE 检查 56 例次,共计

112 耳,其中化疗前 22 例次(44 耳),化疗后 34 例次(68 耳)。(2)铂类化疗后,有 2 例患儿出现耳鸣及眩

晕的症状,其他 20 例均未出现耳鸣､ 眩晕及听力下降等症状。DPOAE 检查发现有 15 例出现结果异

常,DPOAE 平均幅值对比化疗前在高频区(2822Hz､ 3991 Hz､ 5649 Hz)下降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在常规频率区(357 Hz､ 499 Hz､ 704 Hz､ 1003 Hz､ 1409 Hz､ 2000 Hz)变化不大,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本组病例患儿使用铂类药物的疗程为 1~9 个疗程,累积使用铂类药物剂量为

100mg~800mg/m2;DPOAE 首次出现异常时中位铂类累积量为 400mg/m2。(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提示年龄(≤10 岁)､ 单疗程铂类 大用量(≥100mg/m2)是儿童肿瘤患儿使用铂类药物化疗发

生听力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儿童肿瘤患儿使用铂类药物化疗可引起听力损害,以高频段损伤 明显。年龄､ 单疗程铂类

大用量是儿童肿瘤患儿使用铂类药物化疗发生听力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年龄≤10 岁､ 单疗程

铂类 大用量≥100mg/m2的儿童肿瘤患儿化疗时应加强听力监测。 
 
 
PU-3994 

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17 例临床分析 
 

熊耀珍,张小雯 
九江市妇女儿童医院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332000 

 
 
目的 探讨九江地区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从 2014 年 5 月—2017 年 5 月收治的 117 例 IM 患儿临床资料。 
结果  该病临床表现形式多样,发热 115 例(98.29%);颈部淋巴结肿大 107 例(91.45%);咽峡炎 68 例

(58.12%);扁桃体分泌物 97 例(82.91%);鼻塞 67 例(57.26%);眼睑浮肿 107 例(91.45%);肝肿大 52
例(44.44%);脾肿大 80 例(68.38%);皮疹 27 例(23.08%)。实验室检查:白细胞升高 96 例(82.05%);淋
巴细胞百分比>60%99 例(84.61%);异型淋巴细胞≥0.1 者 94 例(80.34%);血红蛋白﹤90g/l 者 18 例

(15.38%);血小板﹤100×109/L 者 9 例(7.69%)。肝功能检查:谷丙转氨酶升高 60 例(51.28%);谷草转

氨酶升高 41 例(35.04%);r-谷氨酰转移酶升高 33 例(28.21%)乳酸脱氢酶升高 67 例(57.26%);胆红素

升高 22 例(18.8%);EB 病毒壳抗原抗体(EBV-CA-IgM)阳性 82 例(70.09%)。 
结论 儿童 IM 临床表现多样,起病时症状复杂,外周血淋巴细胞百分比升高,异型淋巴细胞升高明显,常
伴有肝功能损害。 
 
 
PU-3995 

急性白血病患儿化疗后感染的临床特点及防治策略 
 

毛晓燕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患儿化疗后感染的临床特点､ 感染部位及病原菌分布､ 与 MICM 分型､ 粒细

胞数目关系,为临床感染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01 月-2017 年 01 月急性白血病患儿化疗后感染的临床､ 实验室资

料及抗感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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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9 例急性白血病患儿共行 339 例次化疗,发生化疗后感染共 168 例次,感染发生率为 
49.56%。发生感染的部位包括上呼吸道､ 胃肠道､ 口腔､ 皮肤等,以呼吸道感染 多。送检 86 例

次标本行病原菌培养,9 次明确病原菌,阳性率为 10.47%;共发生 14 例次真菌感染,占 8.33%。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中危患儿感染发生率为 47.80%,高危患儿感染发生率为 58.33%,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化疗后粒细胞缺乏阶段发生感染 87 例,占 51.79%。抗感染方案主要针对 G-菌,多选择第三代头

孢,严重感染者选择碳青霉稀类抗生素。真菌感染以氟康唑､ 伏立康唑抗感染为主。 
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发生感染率高,以呼吸道 多,G-菌常见,需警惕多部位及隐匿性感染,重
视多次重复部位感染。MICM 危险度分级越高,化疗后粒细胞数目越低,感染发生率越高。重视预防,
抗感染针对 G-菌为主,据药敏试验调整方案,可辅以支持治疗,提高成功率。 
 
 
PU-3996 

生后不同时期神经营养因子家族血清浓度变化 
及与神经母细胞瘤关系 

 
刘利婷,黎阳,熊稀霖,彭晓敏,翁文骏,黎嘉强,黄科,方建培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120 
 

 
目的 测定生后不同时期三种神经营养因子血清浓度的变化趋势,探讨神经营养因子家族血清浓度变

化与 NB 消长的关系。 
方法 设足月新生儿､ 学龄儿童､ 健康成年人､ NB 患儿四组, ELISA 法测定各组 NGF､ BDNF､
NT-3 血清浓度。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描述指标为中值(P25,P75),进行 K 个

独立样本 Kruskal Wallis H 检验及多组样本间两两比较 Mann-Whitney U 检验,检验水准设定为

0.05,P<0.05 则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按照预定标准入组 87 人,其中患者组 6 人,男 3 人,女 3 人;新生儿组 34 人,男 16 人,女 18 人;儿
童组 28 人,男 16 人,女 12 人,年龄 3-7 岁,中位年龄 5 岁;成人组 19 人,男 16 人,女 3 人,年龄 16-35 岁,
中位年龄 24 岁。不同性别间比较得 P>0.05,三种因子的血清浓度与性别无关。各组结果如下:患者

组 NGF:2.95(2.07,3.31)ng/L;BDNF:4168.00(2904.25,5701.25)ng/L;NT-
3:445.70(326.70,470.93)ng/L。新生儿

组,NGF:5.09(0.43,8.44)ng/L;BDNF:3628.50(1755.75,6449.25)ng/L;NT-
3:326.10(253.05,387.63)ng/L。儿童

组,NGF:1.82(0.34,9.13)ng/L;BDNF:2195.00(846.45,3690.25)ng/L;NT-
3:187.65(78.08,282.23)ng/L。成人

组,NGF:2.41(0.94,4.75)ng/L;BDNF:1471.00(1132.00,2056.00)ng/L;NT-
3:274.40(190.90,370.10)ng/L。比较组间差异,结果如下。NGF 血清浓度:各组间无显著差异。

BDNF 血清浓度:(1)患者组､ 新生儿组高于成人组､ 儿童组;(2)患者组与新生儿组间､ 儿童组与成人

组间,并无显著差异。NT-3 血清浓度:(1)患者､ 成人､ 儿童依次递减;(2)新生儿高于儿童。 
结论  
(1)生后不同时期三种神经营养因子血清浓度有相应变化趋势;(2)儿童期 TrkB 配体 BDNF 的高血清

浓度可能是导致儿童期 NB 不发生消退而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且不受 NGF 与 NT-3 血清浓度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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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97 

广东地区地中海贫血基因筛查结果分析 
 

刘勇,陈海雷,沈妙娜,黄燕,黄倩雯,李欣瑜,许吕宏,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了解 2016 年广东地区地中海贫血(以下简称“地贫”)基因筛查 α､ β 珠蛋白的基因型分布情况,
为更准确地进行地贫的遗传诊断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利用单管多重 PCR 检测 3 种 α 基因缺失型地贫,采用反向杂交(RDB)/PCR 技术检测 αCS､ αQS

､ αWS3 种 α 基因突变型与中国人常见的 17 种 β 珠蛋白的基因突变型,对 2680 份疑似地贫患者血液

或羊水进行地贫基因分型,分析广东地区地贫基因筛查情况与基因分布。 
结果 在 2680 例疑似地贫病例中筛查出阳性患者为 1263 例,基因筛查阳性率为 47.1%,其中 α 地贫

患者 786 例(62.2%);β 地贫患者 407 例(32.2%);复合型地贫患者 70 例(4.54%)。 
结论 在广东地区地贫基因筛查分布以 α 地贫占多,其中 α 地贫主要以 αα/--SEA基因型为主;β 地贫中

以 CD41-42､ IVS-Ⅱ-654､ -28､ CDl7 与 CD71-72 为主要突变类型;αβ 复合型地贫的在广东人群

中频率较高。对疑似地贫患者行相关基因筛查能有效地检出常见地贫基因类型。 
 
 
PU-3998 

31 例儿童横纹肌肉瘤临床治疗评估 
 

周莉,方拥军,何璐璐,芮耀耀,吴鹏,陆世丰,林如峰,王永韧,孙晓燕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和评价儿童横纹肌肉瘤的临床疗效及预后 
方法 选择 2009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RMS 患儿 31 例,通过分析临床资料,研究 RMS
的临床疗效及预后。 
结果 31 例患儿中男 19 例,女 12 例,中位发病年龄 42.2 月(7.2 月—109.9 月), Ⅰ期 2 例,Ⅱ期 6 例,Ⅲ
期 16 例,Ⅳ期 7 例。采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RS-2009 方案化疗,随访至 2017 年 5 月 1 日,2 例治疗

疗程中失访,1 例停药复发后失访,中位随访时间 39.3 月。Ⅰ期患儿均完全缓解并长期存活,Ⅱ期复发

2 例,Ⅲ期复发 4 例,Ⅳ期缓解后复发继而死亡 3 例,治疗无效进展死亡 1 例。Ⅰ､ Ⅱ､ Ⅲ期患儿 3 年

无事件生存率(event free survival,EFS)达 61.8±12.9%,3 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达
100%;Ⅳ期 3 年 EFS 和 OS 均为 42.9±18.7%。未放疗组 3 年 EFS 37.7±14.2%,正规放疗组 3 年

EFS 为 82.1±11.7 %。 
结论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RS-2009 方案对Ⅰ､ Ⅱ和Ⅲ期儿童横纹肌肉瘤疗效尚可,对于Ⅳ期患儿该方

案尚需进一步优化,放疗可以显著提高 RMS 患儿的 EFS。 
 
 
PU-3999 

sCD163 和 HO-1 在儿童继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中的临床意义 
 

王颖超,朱桂英,刘冬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通过检测 HPS 组患儿外周血 sCD163 和 HO-1 的表达水平,分析两者是否关联,探讨 sCD163
和 HO-1 水平在继发性 HPS 发病过程中的可能作用,并分析其与 HPS 临床指标的相关性,以及 HPS
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的变化,为 HPS 发病机制及疗效评估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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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于我院就诊的 56 例初诊继发性 HPS 患儿为 HPS 组,40 例

普通肺炎患儿为普通感染组,35 例同期于我院体检的健康儿童为正常对照组。用 ELISA 方法检测三

组外周血 sCD163 和 HO-1 的表达水平,比较其差异,并分析相关性;进一步探讨不同病因 HPS 组间

sCD163 和 HO-1 的差异;比较 HPS 组患儿治疗前后 sCD163 和 HO-1 的变化;分析 sCD163 和 HO-
1 表达水平与各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及关联程度。 
结果 1. 三组间血清 sCD163 和 HO-1 表达水平的比较:HPS 组和普通感染组患儿 sCD163 水平较正

常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升高 (F=138.698,P<0.05),两两比较显示,任两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间患儿血清 HO-1 水平具有明显差异 (F=318.193,P<0.05),且两两比较显示,各组之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sCD163 和 HO-1 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 r=0.839(P<0.05)。 
2. 不同病因 HPS 组间 sCD163 和 HO-1 的比较:不同病因组间血清 sCD163 和 HO-1 水平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χ2=16.699,P<0.05;χ2=18.499,P<0.05);组间两两比较显示,MAHS 组 sCD163 和 HO-1
水平较 IAHS 组和 AAHS 组均明显升高(P<0.05),AAHS 组与 IAHS 组 sCD163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AAHS 组 HO-1 水平较 IAHS 组明显升高(P<0.05)。    
3. HPS 组患儿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 sCD163 和 HO-1 水平比较: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及其病情的好

转, sCD163 和 HO-1 水平整体均呈明显下降趋势(F=58.293,P<0.05;F=95.682,P<0.05),并且相邻两

时间点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 HPS 组 sCD163 和 HO-1 水平与临床指标相关性分析:HPS 组患儿血清 sCD163 血水平与 HO-1
､ SF､ CRP､ PCT 呈正相关(P<0.05);与 NE#､ Hb､ PLT 呈负相关(P<0.05)。HPS 组患儿血清

HO-1 水平与 sCD163､ SF､ CRP､ PCT 呈正相关(P<0.05),与 Hb 呈负相关(P<0.05)。 
结论 1.血清 sCD163 和 HO-1 参与了继发性 HPS 的发病过程,对于怀疑 HPS 的患儿,及早进行两指

标检测将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提供依据;   
2.血清 sCD163 和 HO-1 水平可作为监测继发性 HPS 病情变化及指导治疗的重要指标。 
 
 
PU-4000 

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急性转慢性危险因素研究 
 

杨莉,刘炜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对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急性转慢性的危险因素进行研究。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98 例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急性转慢性患

儿,并对这类患儿为何会从急性转换为慢性进行研究,以此了解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是如何

从急性转慢性。本次将分为两组进行对比,以便于更好的研究此疾病。 
结果 治愈组治疗前血小板(18.62±13.98)*109,治疗前 MPV(10.25±3.54)fL,治疗前 POW(0.18±0.02),
骨髓巨核数 227 个,原始与幼稚细胞数 3 个,颗粒型巨核数(28.69±14.25)个,慢性组治疗前血小板

(20.14±13.67)*109,治疗前 MPV(10.54±4.45)fL,治疗前 POW(0.21±0.08),骨髓巨核数 261 个,原始与

幼稚细胞数 4 个,颗粒型巨核数(30.15±12.54)个,以上数据无明显差异(P>0.05),但治愈组血小板上升

时间(1.45±0.12)d,血小板升值正常时间(3.59±2.21)d,慢性组血小板上升时间(3.98±2.45)d,血小板升

值正常时间(9.68±4.62)d,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愈组与慢性组的血型与发病年龄均

有差异(P<0.05)。 
结论 对于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早期治疗而言,大量的丙种球蛋白是必不可免的,且通过结果的

数据来看,治疗时血小板回复时间晚､ O Rh(D)+血型是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从急性转为慢性的

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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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01 

儿童成熟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7 例临床分析 
 

王筠,方拥军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2014 年中国抗癌协会儿科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制定了儿童和青少

年成熟 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治疗方案(CCCG-BNHL-2015 方案),本研究旨在评估该方案治疗儿童

成熟 B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 
方法 我院 2014 年 11 月至 2017 年 01 月初诊的成熟 B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采用 CCCG-BNHL-
2015(R4 组)方案治疗。 
结果 纳入统计的成熟 B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共 7 例,中位发病年龄为 7 岁 2 月(4 岁 1 月~11 岁 9 月),
男性患儿 5 例,女性患儿 2 例,其中 4 例合并胸腔和/或腹腔肿块,1 例仅累及淋巴结,2 例合并骨质破

坏,1 例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2 例病初出现肿瘤溶解综合征,所有患儿首次乳酸脱氢酶(LDH)检查

均显著增高。7 例患儿均在 2~4 个疗程后获得完全缓解,目前 5 例疗程已全部结束(其中 2 例在疗程

结束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1 例在所有疗程尚未结束时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复发而放弃治

疗,其余 6 例患儿均存活,平均随访时间 14 个月(7 个月~28 个月),所有患儿化疗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骨髓抑制和感染,无治疗相关性死亡,无严重治疗相关并发症发生。 
结论 本研究采用的 CCCG-BNHL-2015 方案(R4 组)治疗效果良好､ 安全性高,完全缓解率高,无治疗

相关死亡和严重并发症发生。 
 
 
PU-4002 

血液恶性肿瘤患儿并发肿瘤溶解综合征的护理 
 

冯敏贤,钟婷,罗文君,唐冬燕,毕玉兰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120 

 
 
目的 对 7 例血液恶性肿瘤患儿化疗早期并发肿瘤溶解综合征的护理经验进行回顾性总结和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疾病进展及转归。 
结果 通过医护患密切配合,运用预见性疾病观察思维,及时准确地对生化指标进行监测与纠正,7 例患

儿中,3 例经治疗后病情好转,1 例转院治疗,3 例治疗无效死亡。 
结论 提高护理人员对肿瘤溶解综合征发生机制的认识,了解病情进展的特点,进行及时的护理干预,可
有效降低致死性并发症的发生。 
 
 
PU-4003 

儿童急性白血病化疗后的临床护理 
 

周俊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急性白血病是儿童时期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疾病,大多数患儿经化疗能获得完全缓解(CR),
长期无病生存率得到明显改善,但随着临床上化疗方案的不断改变和化疗强度的增加,化疗相关合并

症,尤其是感染已成为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针对白血病患儿易感染部位,病原菌种类及院内感

染危险因素制定相应护理措施,预防和控制感染及其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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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科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治的 124 例次急性白血病化疗的住院病例,其中

ALL 85 例,AML39 例,男性 74 例,女性 50 例,通过病情观察对 ALL 及 AML 患儿感染的特点,抗菌药物

使用的特殊性以及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行诱导缓解治疗后即采取相应的健康宣教,预防呼

吸道感染,正确饮食管理､ 口腔护理,保持环境清洁卫生与消毒隔离等护理措施,并积极配合医疗给予

对应治疗和支持治疗,治疗方法包括广谱抗生素的应用,置于洁净层流床内,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输注新鲜血浆,浓缩红细胞,血小板,必要时输注人血丙种球蛋白。 
结果 124 例儿童急性白血病行化疗后有 32 例并发呼吸道感染,20 例出现口腔炎的症状,5 例诊断为

中性粒细胞减少性肠炎。其中 43 例发生于诱导缓解期,11 例分别发生于强化及维持治疗阶段,3 例

发生于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后。由于我科能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护理化疗后的感染和相关并发症,无
一例患儿发生死亡,发生感染并发症至恢复期平均治疗时间为 15 天。 
结论 急性白血病化疗后的感染及相关并发症是比较重要的阶段,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所以后续治疗必

须慎重处理。临床上 PCT 和 CRP 的监测有一定意义,早期预防早期确诊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和对

症治疗有助于疾病的恢复,能有效降低患儿的病死率。 
 
 
PU-4004 

遗传性凝血因子 X 基因突变 1 例报道 
 

蒋鸣燕,李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本文对 1 例凝血功能障碍､ 反复发生阴道大出血的患儿及其父母进行了凝血因子 X(FX)的基因

检测。 
方法 征得患儿家长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采集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EDTA 抗凝,常规提取基因组

DNA,并设计扩增 FX 基因各外显子与内含子连接区特异性引物,采用 PCR 方法扩增 FX 基因 8 个外

显子,PCR 产物进行正反向测序并与 Gene bank 中 FX 基因序列进行比对,确定有无 FX 基因突变。 
结果 测序结果提示,患儿 FX 基因 8 号外显子存在新的纯合错意突变:C.1216G>A,Gly406Ger。其父

为 FX 基因 8 号外显子相应位点杂合突变。患儿 FX 基因第 8 外显子发现碱基替代(c.1216G>A),导
致第 406 位氨基酸发生错义突变(Gly406Ser)。该突变经文献查阅,尚未见报道,为新突变。此外,患
儿及其木器均存在 FX 第 6 外显子的大片段缺失。 
结论 患儿 FX 蛋白 Gly406Ser 联合 FX 基因第 6 外显子的大片段缺失可严重影响凝血因子 X 的活性,
导致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由于目前没有纯化的 FX 浓缩制剂,因此对 FX 缺乏的治疗主要是输注新鲜

冰冻血浆(FFP)和补充红细胞纠正贫血。 
 
 
PU-4005 

CD133-2 分子在儿童 B-ALL 中的异常表达及作用机制 
 

许云云
1,曹磊

2,庞丽
1,汪健

1,张学光
2,赵文理

3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表达 CD133 分子的白血病干/起始细胞(LSC/LIC)是参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复发的

主要因素。CD133 分为两种亚型,包括 CD133-1 和 CD133-2。CD133-1/2 表达存在差异,二者特别

是 CD133-2 在 ALL 中作用未知。本研究拟通过探讨 CD133-1/2 分子在 B 系 ALL 患儿外周血中的

差异表达,进而阐明 CD133 亚型在 B 系 ALL 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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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初诊 B 系 ALL 患儿 103 例为研究对象,流式细胞仪和 Real-time PCR 检测 B 系 ALL 患儿骨

髓单个核细胞中 CD133-1/2 的表达情况,流式细胞仪检测初始治疗后 33 天微量残留病(MRD)的水平,
集落形成实验分析 B 系 ALL 来源 CD133-2+白血病细胞的增殖能力;进一步通过体内外实验研究自

主研制的小鼠抗人 CD133-2 单克隆抗体 6B3 对 CD133-2+白血病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包括用

CCk-8 和细胞计数法检测单抗 6B3 对 CD133-2+白血病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 集落形成实验检测单

抗 6B3 对 CD133-2+白血病细胞集落形成能力的影响以及动物实验检测 6B3 对 CD133-2+白血病细

胞体内成瘤能力的影响。 
结果 103 例初诊 B 系 ALL 患儿中,CD133-1 表达阳性者 36 例(占 36.0%),CD133-2 表达阳性 64 例

(占 64%),CD133-1/2 在儿童 B-ALL 的表达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治疗第 33 天时,B 系 ALL 患

儿 MRD 水平与同期的 CD133-1 的表达水平无显著相关性(r=0.162,P =0.677),而与 CD133-2 的表

达水平有显著相关性(r=0.412,P =0.041);在 B 系 ALL 原代细胞体外培养中,CD133-2+CD19-细胞具

有较强的集落形成能力;自主研发的单克隆抗体 6B3 对 CD133-2+具有明显的体外促增殖和体内促成

瘤的作用。 
结论 CD133-2 在 B 系 ALL 中呈优势性表达,并与 MRD 较显著相关,且 CD133-2+CD19-白血病细胞

具有类 LSC 特性;自主研制的单抗 6B3 可调控 CD133-2+白血病细胞的生物学功能,从而促进白血病

的发生。 
 
 
PU-4006 

19 例复发儿童 B 细胞淋巴瘤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预后分析 
 

黄爽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回顾性总结我院 19 例复发的儿童成熟 B 细胞淋巴瘤的资料,寻找复发的危险因素和复发

后可行的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我院收治 212 例 B 细胞淋巴瘤病人资料,全部病人按

照 BCH-B 细胞淋巴瘤方案进行治疗(来自改良的 LMB-89 方案+/-利妥昔单抗治疗)。根据病初的危

险因素评估分成 A 
､ B､ C 三个治疗组,疗程在 2-6 个月不等。其中 19 例病人复发,分析其治疗前及复发后的临床､ 病

理特征,总结复发后的治疗结果并追踪其预后。 
结果 212 例病人中,19 例病人复发:治疗中复发 7 例,停药后复发 12 例。局灶复发 10 例,多部位复发

9 例,17 例 BL,2 例 DLBCL,病初治疗应用美罗华者 11 例,复发病人初诊时的中位年龄 5 岁 5 月。治

疗前尿酸平均 384(121-713)umol/L,乳酸脱氢酶平均 1323.3(146-6370)U/L;分期:Ⅱ期 2 例,Ⅲ期 3
例,Ⅳ期 14 例,危险度分组: B 组 6 例,C 组 13 例。病初伴骨髓侵犯者 9 例､ 伴中枢侵犯者 10 例。早

期合并肿瘤溶解综合征者 6 例,因感染存在化疗延迟者 13 例。复发后治疗:10 例患儿(52.6%)接受治

疗,全部病人分别接受美罗华+1-4 疗程不等的高强度二线化疗(ICE/CYVE/AD-EPOCH)。3 例患儿接

受自体干细胞移植术,无人接受放疗治疗。无化疗或感染相关并发症所致死亡,达 CR 者 3 例,挽救性

治疗的有效率:3/10,3 例 CR 者至今均存活(挽救性治疗方案分别为 R+C 组方案､ ICE､ EPOCH)。
预后:212 例病人中位随访时间 47 个月(1-131 个月),5 年 OS=90.5%±0.02,5 年 EFS=89.4%±0.22。
19 例复发病人 5 年-OS=21.1%±0.09,复发后 CR 率为 30%,复发病人死因均为原发病进展所致,无治

疗相关并发症死亡。单因素分析显示复发相关的危险因素分别为病初存在巨大瘤灶,Ⅳ期病人,颌面

部及中枢神经系统侵犯,病初 LDH>1000U/L,存在延迟化疗､ 第 7 天评估缩小<25%,中期评估有残留

病灶(P 值均<0.01); 
结论 复发的儿童成熟 B 细胞淋巴瘤预后差,治疗难度大,目前尚无有效.可行的治疗方案。治疗中及

停药早期复发预后差,远期复发有再治愈的可能。单因素分析显示病初存在巨大瘤灶,Ⅳ期病人,颌面

部及中枢神经系统侵犯,病初 LDH>1000U/L､ 存在延迟化疗､ 早期化疗不敏感､ 中期存在残留病灶

与预后､ 复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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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07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致可逆性后部白质 
脑病综合征 1 例并文献复习 

 
唐雪,杨荣,林超,郭霞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期发生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RPLS)的病因,临床表现,
诊治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女,7 岁 6 月,以骨关节疼痛,外周血白细胞增高起病,经血常规及骨髓相关检查诊断为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诱导化疗过程中出现抽搐,意识改变及精神行为异常,结合影像学检查诊断为

RPLS。经积极治疗,患儿临床症状消失,影像学改变恢复正常 
结论 RPLS 病因复杂,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及时完善影像学检查有助于诊断,其预后一般较好,早期

有效治疗可减少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发生。 
 
 
PU-4008 

儿童血友病关节健康评估 
 

张悦,关步云,杜妍妍,郑韵,何丽雅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通过(Hemophilia Joint Health Score)HJHS2.1 对我院 4-18 岁儿童血友病患者进行关节健康评

估,比较不同年龄组血友病患者的关节健康状况,以及 2 种不同治疗方法即预防治疗和按需治疗下血

友病患者的关节健康状况。 
方法 21 名血友病患者纳入研究,4-9 岁(GroupI)10 人,10-18 岁(GroupII)11 人,GroupI 全部为血友病

A,其中 7 人为重度血友病,3 人为中度血友病,5 人接受按需治疗,5 人接受预防治疗。GroupII 中 9 人

为血友病 A,2 人为血友病 B,7 人重度血友病,4 人中度血友病,6 人接受按需治疗,5 人接受预防治疗。 
结果 GroupII 患者的肿胀､ 肿胀持续时间､ 肌肉萎缩､ 伸展度和屈曲度减低､ 关节疼痛､ 肌力等评

分高于 GroupI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在运动的捻发音方面,两组的评分无统计学差

异(P>0.05),HJHS 总分 GroupII(44.81±19.69)高于 GroupI(20.66±13.13)。下肢关节评分均高于上

肢,而膝关节评分 高,其平均得分(21±11)。按需治疗组,HJHS 总评分 GropuII(58±10.48)高于

Group(32±8.57)。而预防组,HJHS 总评分 GroupII(29±16.07)也明显高于 GroupI 组(12±8.57)。 
结论 结论:通过关节健康评估可以了解血友病患者的关节健康状况,从而指导医生制定 具成本-效益

的临床治疗方案,减少血友病患者的关节损害,以及减轻血友病患者的家庭负担。 
 
 
PU-4009 

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分析 
 

洪燕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白血病是严重威胁小儿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之一,儿童时期发生的白血病多为急性白血病。近年

来,由于化疗方案的不断改进,急性白血病患儿的 5 年无病生存率达到 70%~80%。然而,诱导缓解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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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足量化疗药物的使用,使中性粒细胞数量减少,降低了患儿的免疫功能水平,使病原体容易入侵,增加

了感染的风险。同时,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破坏了正常菌群结构,导致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已

有研究发现,长期应用抗生素和粒细胞缺乏者可出现真菌感染,真菌感染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影
响了白血病患儿的化疗周期,增加了治疗费用,降低了患儿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给临床工作带来严峻

挑战。 
方法 收集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确诊的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真菌

感染的病例资料,将急性白血病并发真菌感染患儿纳入真菌感染组,共 96 例,其中男 58 例,女 38 例,平
均年龄(7.4±4.0)岁,将同期收治住院的 96 例急性白血病未发生真菌感染患儿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64
例,女 32 例,平均年龄(7.6±3.8)岁。对真菌感染临床情况和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96 例真菌感染患儿均有发热,其中口腔感染 42 例(43.75%),肺部感染 36 例(37.50%),皮肤感染

18 例(18.75%),血液感染 12 例(12.50%),其他部位感染 8 例(8.33%)。67 例(69.79%)合并细菌感染,
痰､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培养出真菌的患儿共 78 例;18 例未培养出真菌的患儿中血液 1,3-β-D-
葡聚糖或隐球菌抗原检测阳性。单因素分析发现,含有激素的化疗方案(c2=10.243,P<0.05)､ 粒细胞

缺乏(<0.5×109/L)(c2=7.124,P<0.01)､ 粒细胞缺乏>10 d(c2=12.021,P<0.01)､ 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

药物(c2=4.842,P<0.05)与真菌感染有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粒细胞缺乏>10 
d(c2=13.388,OR=11.380,95%CI4.145~55.263)､ 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

(c2=8.561,OR=4.824,95%CI 1.681~13.842)和使用含有激素类的化疗方案

(c2=4.214,OR=2.220,95%CI 1.542~8.246)是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 由此可以得出,临床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和激素,同时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恢复粒细胞计数,可以

降低急性白血病患儿并发真菌感染的发生率。 
 
 
PU-4010 

丙泊酚联合芬太尼在血液病患儿有创操作中的镇静效果 
 

叶启翔,王嘉怡,江和碧,何映谊,张晓红,张茹,郝文革,江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评估丙泊酚联合芬太尼在血液病患儿有创操作中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方法:将 206 例血液病(包括白血病､ 淋巴瘤､ 实体瘤等)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112 例和对照组

94 例。观察组在有创操作时给予丙泊酚联合芬太尼镇静,对照组在有创操作时给予咪达唑仑镇静,比
较两组镇静效果､ 苏醒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的肢体活动评分和苏醒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 均<0.05),两组患儿手术前后心率､ 呼吸频

率､ 平均动脉压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应用丙泊酚联合芬太尼镇静,能有效减轻血液病患儿有创操作时的不适,具有安全性高､ 作用迅

速､ 风险可控等特点,适用于儿科临床。 
 
 
PU-4011 

血液肿瘤儿童强烈化疗后预防性注射重组人粒细胞/粒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临床应用报告 

 
富洋,王宏胜,翟晓文,钱晓文,苗慧,朱晓华,俞懿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血液肿瘤患儿强烈化疗后预防性应用重组人粒细胞/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rhG/GM-CSF)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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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比较血液肿瘤患儿接受强烈化疗后 24~48 h 预防性使用 rhG-CSF/GM-CSF 后中性粒细胞绝对

值(ANC)恢复时间､ 感染发生率及不良反应。 
结果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符合标准的预防性使用 rhG/GM-CSF 共 248 例次。ANC 平均恢

复时间为 11.6 d(95%可信区间:11.1~12.0 d),单用 rhG-CSF 组为 10.8 d(95%可信区间:10.1~11.4 
d),单用 rhGM-CSF 组为 12.7 d(95%可信区间:11.9~13.4 d)。rhG-CSF 组中性粒细胞水平恢复时间

较 rhGM-CSF 组短(z=-4.649,P<0.01)。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中性粒细胞水平的恢复时间较高危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母细胞型淋巴瘤和 B 细胞型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迟

(z=4.819,P<0.01;z=5.595,P<0.01)。含大剂量阿糖胞苷方案组的中性粒细胞水平恢复时间较其他方

案显著延长(z=5.417,P<0.01)。单用 rhG-CSF 组和单用 rhGM-CSF 组发热性中性粒细胞缺乏发生

率分别为 58.9%和 57.8%,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7)。HR3 方案治疗 易引起感染,发热性中

性粒细胞缺乏发生率高达 88.0%。感染相关死亡患者 2 例,其中单用 rhG-CSF 组 1 例,为 B 细胞型

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接受 BB 方案治疗后因脓毒血症而放弃治疗;另一例为单用 rhGM-CSF,为高危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接受 HR3 方案后发生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败血症而死亡。 
结论 血液肿瘤患儿强烈化疗后预防性应用 rhG-CSF/GM-CSF 安全性好。预防性注射 rhG-CSF 
ANC 恢复较 rhGM-CSF 快,但两组感染发生率无差异。今后,需要开展较大样本量的随机对照试验以

证实预防性使用 rhG/GM-CSF 对降低化疗后感染发生率的价值。 
 
 
PU-4012 

广西地区 104 例儿童中､ 重型血友病 A 的 
临床表现及治疗现状分析 

 
韦红英,焦蓓蕾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通过回顾性研究广西地区 104 例儿童中､ 重型血友病 A 的临床表现特点及治疗现状,为儿童血

友病的诊治提供临床资料。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的 104 例儿童中

､ 重型血友病 A 的临床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1､ 观察期出血情况: 
(1)出血部位:出血部位包括皮肤黏膜､ 关节腔､ 内脏及颅内等。其中主要为皮肤黏膜出血 84 例

(80.77%);依次为关节腔出血 33 例(31.73%);内脏出血 5 例(4.8%);颅内出血 1 例(0.96%)。 
(2)出血程度:中型组临床出血程度以轻度为主(39 例,65.0%),其次为中度(13 例,21.7%)､ 极重度(8
例,13.3%)､ 重度(0 例,0%);重型组临床出血程度亦多为轻型(27 例,61.4%),其次为中度和极重度(各
8 例,均占 18.2%)､ 重度(1 例,2.2%)。两组间出血严重程度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143)。 
(3)出血频率:未进行预防治疗的中度以上出血患儿中,中､ 重型组分别为 18､ 13 例,发生率分别为 30
､ 29.5%,年平均出血频率分别为(9.5±13.09)次和(12.13±13.66)次。两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0.514)。 
(4)关节受累情况:本研究 104 例血友病 A 患儿中,有靶关节形成者 27 例,发生率为 26.0%,关节畸形

发生部位以踝关节及膝关节居多,分别占 41%和 32%,其次见于肘关节(18%),肩关节和腕关节畸形分

别占 5%和 4%。 
2､ 替代治疗: 104 例患儿中,66 例接受过替代治疗,其中 55 例为按需治疗,11 例为预防治疗。观察期

内,按需治疗患儿关节畸形发生率为 21.8%,预防治疗患儿均无关节畸形,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7 例患儿在进行预防治疗时已存在关节出血,预防治疗前后关节出血次数分别为 (3.3 ± 
1.6)次/月､ (1.2 ± 1.3)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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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FⅧ使用情况:中､ 重型组年均 FⅧ费用分别为(0.77±1.06)万和 (1.84±1.89)万;年均 FⅧ单位数

(IU)分别为(92.6±78.1)IU/kg､ (326.1±123.7)IU/kg,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显著差异(P=0.000)。 
结论 ⑴ 关节腔出血是导致关节畸形的主因,多受累于踝关节､ 膝关节等负重关节; 
⑵ 血友病 A 的出血表现存在一定的临床异质性,FⅧ:C 并不能准确预测出血频率及出血程度,中型血

友病 A 也可能发生极重度出血; 
⑶ 预防性替代治疗可以减少关节畸形的发生率,降低致残率; 
⑷ 本研究年均 FⅧ用量及预防治疗率较低,应再加大宣教力度普及预防治疗,改善血友病患儿生活质

量。 
 
 
PU-4013 

儿童 III-IV 期 Burkitt 淋巴瘤临床分析 
 

陈开澜,李建新,李晖,熊昊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认识儿童 III-IV 期伯基特淋巴瘤的临床特点,按 CCCG-BNHL-2015 方案化疗后短期疗效分析,
探讨疾病特点及影响疾病复发的因素。 
方法 研究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我院就诊,通过肿块组织病理学检查或骨髓组织细胞学检

查及染色体核型分析确诊为伯基特淋巴瘤的患儿,占我院 2015-2016 年所有确诊为淋巴瘤患儿

47.6%,共 20 例患儿,其中 III-IV 期 Burkitt 淋巴瘤共 18 例(90%)。 
结果 在 18 例患儿中,其中男 13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4.9 岁(2.4-7.8 岁),临床表现中 III 期患儿多数为

腹部巨大包块或肠管多处受累;IV 期患儿主要为合并骨髓受累。病灶部位分子原位杂交技术检测

EBV 病毒在 III 期与 IV 期患儿无明显差异。以肠套叠为首发表现的患儿(6 例)在行外科手术后均证

实有肠管受累,而肠系膜或网膜肿块不伴肠管受累(4 例)的患儿多以腹胀及体检发现腹部包块就诊。

III 期复发(2 例)均为起病时伴肠管多处受累(非单一部位受累完全切除)患儿。IV 期中骨髓受累伴肠

管浸润较骨髓受累伴鼻咽部包块患儿更易复发。化疗结束后行 PET-CT 检查者共 5 例,有 2 例提示

有残留病灶,分别在 3､ 4 月后复发。 
结论 儿童期 III-IV 期 burkitt 淋巴瘤出现有多发肠管累及者预后差,易复发,同时在短疗程及高强度的

化疗后易造成肿瘤溶解综合征及粒细胞缺乏性肠炎。化疗结束后 PET-CT 检查对预后及进一步治疗

决策有指导作用。 
 
 
PU-4014 

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监测及 Tei 指数的临床意义研究 
 

江莲,李蒙蒙,朱秀丽,曲凡,陈健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本研究对比蒽环类药物应用前和不同累积剂量时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变化,
探索早期发现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监测指标。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儿科病房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的

恶性肿瘤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年龄在 0 岁-14 岁;确诊为恶性肿瘤;为初治的肿瘤患儿;接受

蒽环类药物化疗前未应用过心脏损害药物;化疗前无心脏相关疾病。同时需排除合并下列疾病的患

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或治疗前已有心脏疾病;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 慢性全身性疾病;血清电解质､

酸碱平衡紊乱。 终确定 33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在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前及累积剂量

为 0-100mg/m2､ 100-200mg/m2､ 200-250mg/m2､ 大于 250mg/m2 时的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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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F､ E/A､ Tei 指数)及血清生化指标(CK､ CK-MB､ cTnI､ BNP)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实验数

据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33 例恶性肿瘤患儿,在应用蒽环类药物化疗后,有 9 例患儿出现心电图异常,异常率为 27.27%,
用药前与用药后异常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用药前与累积剂量 0-100mg/m2､ 100-
200mg/m2､ 200-250mg/m2､ >250mg/m2 心电图异常率分别为 0%､ 3.03%､ 3.03%､ 7.14%､
23.80%,只有当累积剂量>250mg/m2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用药后 Tei 指数及 BNP 水

平较用药前增高(P<0.05);当累积剂量为 200-250mg/m2､ >250mg/m2 时 Tei 指数增高,与用药前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累积剂量为>250mg/m2 时 BNP 水平与用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LVEF､ E/A､ CK､ CK-MB､ cTnI 较用药前无明显变化(P>0.05)。Tei 指数与心电

图异常率､ Tei 指数与 BNP 水平均呈正相关(r=0.986,P=0.002;r=0.779,P<0.001),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1 蒽环类药物对恶性肿瘤患儿有心脏毒性,并且心脏毒性随着累积剂量增多而增加;2 心电图､

Tei 指数､ BNP 均可作为早期监测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指标,Tei 指数做为综合性评价心脏收缩和

舒张功能的指标,其增高对心肌损伤的反应更为敏感;3 LVEF､ E/A､ 心肌酶不能作为早期监测心肌

损伤的敏感指标,但一旦出现异常,可能提示心肌损伤严重;4 在蒽环类药物发生心脏毒性早期,积极给

予临床干预可有效改善心肌损伤。 
 
 
PU-4015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儿童过敏性紫癜发生的 Meta 分析 
 

崔建坡
1,符莹

1,张耀东
2 

1.开封市儿童医院 
2.郑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p)感染与儿童过敏性紫癜(HSP)发生的关系。 
方法 利用计算机在万方数据库､ 中国知网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中检索 Hp 感染与儿童 HSP 发生的

相关文献, 并采用 RevMan 5.1 软件对符合 Hp 感染与儿童 HSP 发生相关的所有相关文献进行异质

性检验和效应值的合并分析,同时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偏倚评估。 
结果 纳入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 27 篇,共计 HSP 组 2719 例,对照组 1674 例。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结果  Hp 感染与儿童 HSP 的合并 OR 值(95%CI)分别为

0.25(0.19~0.32),Z=10.86, P<0.00001。亚组分析:Hp 感染与腹型 HSP 的合并 OR 值为

0.14(0.07~0.27),Z=5.76, P<0.0001。各研究的敏感性分析较稳定且无发表偏倚。 
结论  Hp 感染与儿童 HSP 的发病密切相关,尤其是腹型 HSP。 
 
 
PU-4016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4 例儿童 X 连锁肾上腺 
脑白质营养不良(X-ALD)疗效分析 

 
田亮

1,刘炜
1,李彦格

1,毛彦娜
1,Robert F. Wynn2 

1.河南省儿童医院 
2.英国曼彻斯特皇家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X 连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患儿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 4 例 X-ALD 患儿的长期随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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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 例患儿均获得造血功能重建,3 例未发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aGVHD),1 例出现Ⅰ~Ⅱ度 
aGVHD,4 例平均随访时间 30 个月 , 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有效治疗 X-ALD,积极预防及治疗 aGVHD, 提高生存质量 , 可使患儿获得长

期生存。 
 
 
PU-4017 

利妥昔单抗合并供者淋巴细胞输注治愈难治性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免疫性溶血 

 
廖建云,李七,彭智勇,何岳林,李春富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寻找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术后免疫性溶血症(Post-transplantation 
Immunohemolysis, PTI)的病因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本院 680 例在我中心按受 HSCT 术患儿术后并发症,
其中 25 例发生 PTI,全部患儿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通过检测 25 例发生 PTI 患儿的供者细胞嵌合

率,将患儿分为两组以观察疗效。组 1(n=10),为完全供者植入,单纯给予利妥昔单抗或/和类固醇治疗;
组 2(n=15)为植入出现混合嵌合状态,治疗给予利妥昔单抗和遂渐减停免疫抑制剂或在此基础上行供

者淋巴细胞输注(DLI)。 
结果 25 例患儿经治疗后均治愈。组 1 中 10 例患儿植入为供者独立植入,其中 5 例患儿移植术合并

1-2 度急性 GVHD,3 例合并全血细胞减少,给予利妥昔单抗治疗或/和类固醇治疗后痊愈。组 2 中 15
例患儿,植入为混合嵌合状态(75-99.4%)。其中 4 例移植术后发生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供受者

血型均为主要血型不合。治疗上,6 例患儿给予利妥昔单抗和遂渐减停免疫抑制剂治疗,PTI 治愈;9 例

效果不佳,加行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治疗后治愈。 
结论 PTI 是 HSCT 后的常见并发症,可以根据供者细胞嵌合状态给予不同的治疗。抗人球蛋白试验

阳性是使用利妥昔单抗的指征,并用 DLI 通常能治愈顽固性的 PTI。 
 
 
PU-4018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伴 t(4; 11)(q21; q23) 
染色体易位病例报告及文献回顾 

 
侯慧,刘建平,郄丽萍,赵淑玲,王向文,牡丹,徐春雨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伴 t(4; 11)(q21; q23)染色体易位在临床发病率约为 5%,儿童更为少

见。研究探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t(4; 11)(q21; q23)染色体易位的发病率､ 临床特点､ 预后因

素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治疗的 1 例儿童 ALL t(4; 11)(q21; q23)染色体易位,同时对相关报道进行文献

回顾。检索 pubmed､ embase 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患儿年龄为 10 个月。均出现无明显诱因发热､ 热峰 39℃,伴面色苍白及进食减少。实验室检

查 WBC:268.7x109/L,RBC:1.78x1012/L,Hb:53g/L,PLT:18x109/L。外周血涂片:幼稚细胞 93%。腰穿

脑脊液检查阴性。骨髓细胞形态学示:髓象符合 ALL。染色体 46,XY,t(4;11)(q21;23)[13]/46,XY[2],
融合基因检测:检出 MLL/AF4 阳性。依照 CCLG-2008 方案,归入高危组,于 2016-06-05 起行激素诱

导处理,结果示敏感,给予规律化疗。2016-07-19､ 2016-08-24 分别行 CAM(I)､ CAM(II)早期强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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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2016-09-20 至 2017-02-17 分别行 HR-1(1)､ HR-2(1)､ HR-3(1)､ HR-1(2)､ HR-2(2)､ HR-3(2)
方案化疗。2017-03-16 行延迟强化 VDLD 治疗。2016-04-21 行 CAT 疗程。目前患儿处于病情缓

解状态。回顾分析文献,此类型白血病属于高危型,但临床报道较少。在临床特点方面其发病 50%发

生在小于 6 个月的婴幼儿,10-20%发生在幼儿,2%发生在儿童,10%发生在成人;就诊病例中 10%为

B 细胞 ALL,30-40%为前 B 细胞 ALL。在临床症状方面,就诊时患儿有白细胞升高､ 肝脾肿大､ LDH
升高､ 中枢神经受累,DIC 风险高。预后不良因素为:>35 岁;红细胞计数>30′109/L(B 细胞)
和>100′109/L(T 细胞);免疫表型 CD20 表达 t(9;22)/BCR-ABL､ t(4;11)/MLL-AF4;细胞学或分子生

物学:低二倍体､ 染色体表型复杂､ BAALC 高表达;CR 时间>3-4 周;MRD 阳性(>10-4)。治疗后通过

PCR 方法检测 小残留病灶(MRD)有助于制定维持和巩固治疗方案。 
结论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伴 t(4; 11) (q21; q23)染色体易位有独特的临床病理特点,预后差;对于

检测 MRD 阳性给予巩固治疗,或完全缓解的病例给予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会提高疗效;对于 MRD 阴

性有相对低的复发风险,可暂不考虑造血干细胞移植。 
 
 
PU-4019 

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腔黏膜炎的现状及护理干预 

 
徐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大剂量甲氨蝶呤( HD-MTX)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时患儿发生口腔黏膜炎的

情况,为预防和减少 HD-MTX 治疗导致的口腔黏膜炎的发生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科住院治疗 CCLG-ALL2015 化疗方案治疗的儿童 ALL
患儿为研究对象,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儿童血液肿瘤专科护士执行化疗方案,根据《口腔评估指南和分

级标准》(波士顿儿童医院肿瘤中心)对患儿进行评估口腔黏膜评估后,严格按口腔黏膜分级实施护理

干预措施。 
结果 使用 HD-MTX 化疗后Ⅱ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为 9.4%,未发生Ⅲ级口腔黏膜炎,口腔黏膜炎的

发生率明显低于干预前(17.5%-40%);80%以上的口腔问题集中在黏膜､ 舌头､ 齿龈三个部位;除 D1
外,D2-D7 均有口腔黏膜炎出现。 
结论 使用 HD-MTX 化疗后对口腔黏膜炎进行正确分级,并按分级给予护理干预能降低口腔黏膜炎的

发生率,减轻患儿痛苦。 
 
 
PU-4020 

非血缘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 
 

江文晋,钱晓文,翟晓文 ,王宏胜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非血缘脐血干细胞移植在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血液科接受非血缘脐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的 11 例 SCID 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1)8 例男性､ 3 例女性,接受移植中位年龄 9 月龄。临床表现为反复重症感染,感染部位以下呼

吸道､ 消化道､ 皮肤为主,其中 5 例接种过卡介苗,移植前诊断卡介菌病;(2)11 例患者脐血 HLA 基因

型相合度为:高分辨 7-9/10,解冻后总有核细胞数:9.62-40.9*10^7/kg,CD34+细胞数:2.3-
30.27*10^5/kg。预处理方案:11 例患儿均采用减低剂量预处理,用药包括白消安､ 环磷酰胺,2 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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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氟达拉滨,1 例另加阿糖胞苷。GVHD 预防单用他克莫司或环孢素。移植前诊断卡介菌病患者应用

异烟肼､ 乙胺丁醇和对氨基水杨酸或利奈唑胺三联抗结核治疗。(3)所有患者均获植入,中性粒细胞

中位植入时间 20 天,血小板中位植入时间 27 天。所有患儿外周血嵌合 STR 检测均大于 95%。(4)
随访时间截止为 2017 年 6 月 1 日,随访中位时间 10 月,所有患儿均发生 I-II 度 aGVHD,1 例患儿发

生广泛性皮肤型 cGVHD,2 例死亡,死因分别为脓毒血症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并发症:1 例发生重症肺

炎,2 例发生 CMV 再活化,1 例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经治疗后均好转。 
结论 采用减低剂量预处理方案可使 SCID 患儿获得良好植入,非血缘脐血干细胞移植可作为治疗重

症联合免疫缺陷病的有效手段。 
 
 
PU-4021 

急性白血病患者 CCL17 基因的表达及意义 
 

吴柳松,冯永怀,陈艳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细胞因子配体 17(chemokine (C-C motif) ligand 17,CCL17)在急性白血病中的作用及意

义。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了 36 例正常标本､ 106 例 ALL 患者标本､ 73 例 AML 标本中

CCL17 的 mRNA 水平,以 ABL 作为内参基因。 
结果 在正常人中可检测到 CCL17 低表达,中位值 0.04%(range0-0.25%),ALL 患者标本 CCL17 中位

值为 0.13%(range 0-516.6%)。AML 组中位值 0.017%(range 0-301.0%),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LL 患

者组和 AML 患者组的 CCL17 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p=0.004 和 0.016)。ALL 患者组和 AML 患者组

的 CCL17 表达水平无统计学意义(P=0.879)。 
结论 CCL17 基因在急性白血病中有高表达,可能与急性白血病的发病有关。 
 
 
PU-4022 

LNK 基因在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中的变异及意义 
 

田润梅
1,2,黄成双

1,2,陈艳
1,2,吴柳松

1,2 
1.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贵州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LNK 基因的突变及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这些变化与血小板增多

症之间的关系。 
方法 病例选择 154 例 ET 患者,93 例健康人为正常对照,分别提取外周血或骨髓 DNA,用位点特异性

PCR 的方法检测 JAK2V617F 基因突变。用 PCR 扩增 LNK 基因外显子全长,扩增序列中包括 LNK
基因内影响氨基酸表达的 rs3184504 (C/T)､ rs7973120(A/T)和 rs78894077 (A/C/G/T)3 个 SNP 位

点。测序分析 LNK 基因突变及单核苷酸多态性。然后统计分析。 
结果 (1)Rs78894077 Ser(色氨酸)型 T 等位基因分布高于正常对照组。(2)Rs3184504Ser(色氨酸)
型 T 等位基因频率高于正常对照组。(3)Rs7973120 等位基因与 ET 无关。(4)发现 6 例患者 4 种突

变,分别为 A300V､ R425C､ V402L 及 R265Q,后三种类型为新发突变,A300V 纯合突变见于

JAK2V617F 阳性的 ET 患者。 
结论 LNK 基因不稳定,容易发生突变;LNK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ET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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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3 

转染 MafA 诱导 HUMSCs 表达胰腺细胞特异性基因 
 

王鸿武
1,林丽敏

1,冯学永
1,林广裕

1,马廉
2,3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深圳大学妇幼保健院 

3.深圳市坪山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为 1 型糖尿病细胞替代治疗的理想供源,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经化学药

物或共培养等方法诱导分化后胰岛素分泌量低,转染胰腺发育特异性基因诱导干细胞向成熟 β 细胞

分化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拟探讨 MafA 基因转染后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向胰岛素分泌细胞分

化的潜能。 
方法 腺病毒携带外源性 β 细胞发育的关键转录因子 MafA(Ad-MafA-EGFP),转染入第 3 代人脐带间

充质干细胞,诱导后 7d 观察细胞的形态学变化,应用 PCR 检测细胞中胰腺细胞特异性基因(glucagon
､ Pdx1､ Nkx2.2)的表达情况。 
结果 ①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经 Ad-MafA-EGFP 转染后,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未见明显变

化;②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Ad-MafA-EGFP 已进入细胞内;③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中人源性胰腺前体细

胞 glucagon､ pdx1､ nkx2.2 基因表达增高。 
结论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体外经 Ad-MafA-EGFP 诱导后,人源性胰腺前体细胞特异性基因表达升

高,为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进一步分化成熟胰腺 β 细胞提供实验依据。 
 
 
PU-4024 

儿童 Erdheim Chester 病 2 例并文献复习 
 

武跃芳,肖娟,李卓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目的:介绍儿童非郎格罕组织细胞增生症(Erdheim Chester 病,ECD)的疾病特点,加强儿科临床

医生对儿童 ECD 的认识,促进临床医生对该病的早期识别及诊断。 
方法 方法:对 2 例 ECD 患儿的临床表现､ 组织病理､ 治疗方法及预后进行分析,并作文献复习。 
结果 例 1   5 岁男童,以多饮多尿､ 枕顶部包块起病,伴有甲状腺功能减低,头颅 MRI:垂体柄明显增粗

呈结节状,枕部皮下肿块,邻近枕骨见骨质破坏。枕部包块活检病理:黄色瘤,组织细胞瘤样增生,免疫

组化示 CD1a(-)､ Langerin(-)､ S-100(-)。未予诊治;2 年后患儿出现双下肢骨局部区域疼痛,入我院

查全身骨显像:右顶骨､ 枕骨､ 右锁骨､ 双侧肱骨､ 左尺骨､ 右侧髂骨､ 双侧股骨及胫骨多发异

常。行左股骨活检病理:骨组织及增生的纤维组织中有大量的组织细胞及少量淋巴细胞,免疫组

化:CD1a(-)､ AE1/AE3(-)､ S-100(-)､ CD68(+)。电镜下该类组织细胞胞质内未查见 Birbeck 颗

粒。结合患儿临床表现､ 影像学检查及活检病理,综合考虑诊断 ECD。予干扰素 100 万单位/次/天?
皮下注射,泼尼松 15mg  qd 及服弥凝､ 优甲乐替代治疗。经随访 11 月,目前患儿规律用药,病情平稳,
可正常生活。 
例 2   4 岁男童,以肝大,肝酶轻度升高为主要表现,病原学､ 自身免疫抗体､ 肿瘤指标未见异常。肝

脏病理:轻度慢性肝炎(G2,S2)伴肉芽肿性炎,免疫组化:CD1a(-)､ Langerin(-)､ S-100(-)､
CD68(+)。诊断 ECD,予干扰素 α 治疗(1MU/次 肌注 1 周 3 次)。经随访 2 年,患儿出院后并未规律

应用干扰素 α 治疗,改用中药治疗,病情无明显进展。 
2 例 ECD 患儿受累脏器不尽不同,病例 1 以中枢受累及骨质破坏为主要症状,病例 2 表现为肝脏受累,
但 2 例患儿均为学龄前期起病,病变部位活检病理均有 CD68(+),且 CD1a(-)､ Langerin(-)､ S-100(-
)。ECD 是一种原因未明的非朗格罕组织细胞增生症,儿童患者罕见,该病特征为黄色肉芽肿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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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现为下肢骨痛和神经系统､ 肺部､ 心血管等骨外受累症状。组织学表现为纤维细胞中见淋巴细

胞,泡沫样组织细胞呈黄色肉芽肿样巢状浸润;电镜下不能找到 Birbeck 颗粒;免疫组织化学显示

CD68､ 溶菌酶､ α-抗胰蛋白酶阳性,CD1a 阴性,S-100 蛋白弱阳性或阴性;主要与郎格罕细胞组织增

生症鉴别。ECD 预后较差,干扰素 α 为目前主要治疗药物,可提高患者生存率。 
结论 ECD 可在儿童发病,当儿童出现组织细胞增多症表现时,不应只考虑朗格罕组织细胞增多症,应
结合组织活检､ 免疫组化明确诊断,做到早诊断,早治疗,也许可阻止 ECD 多系统受累,改善预后可

能。 
 
 
PU-4025 

miR let-7d 靶向调控 IEC-6 细胞 Slc11a2 基因的研究 
 

陈文强
1,陈萍

1,朱恒莹
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实验室 
2.广西医科大学 

 
 
目的 研究 ICE-6 细胞中 miR let-7d 对 Slc11a2 基因的靶向调控功能,以及 miR let-7d 对细胞铁代谢

功能的调节作用。 
方法 分别用普通培养基和高铁培养基培养 IEC-6 细胞,在对数生长期的 IEC-6 细胞中转染 miR let-
7d, 48 小时后收集细胞,Western Blot 检测 DMT-1 的蛋白表达量,qRT-PCR 检测 Slc11a2 基因的

mRNA 表达量,原子吸收法检测细胞内铁元素含量。 
结果 高铁培养基中,转染组的 Slc11a2 基因 mRNA 表达量下降,和空白对照组相比较,两组结果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转染组 DMT-1 蛋白量较空白对照组减少;转染组细胞铁含量有较明显下

降,和空白对照相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普通培养基中,转染组的 Slc11a2 基因 mRNA
表达量无明显下降,和空白对照组相比较,两组结果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转染组 DMT-1
蛋白量无明显减少;转染组细胞铁含量无明显改变,和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miR let-7d 可靶向调控 IEC-6 细胞的 Slc11a2 基因,影响细胞的铁代谢功能:在高铁环境下, miR 
let-7d 可抑制 IEC-6 细胞铁吸收功能;正常铁环境下,miR let-7d 对细胞的铁代谢没有明显的调控作

用。 
 
 
PU-4026 

婴儿型肝血管内皮瘤并肝脓肿 1 例 
 

邹润英,贺湘玲,陈可可,邹慧,朱呈光,田鑫,游亚兰,曾敏慧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报道 1 例婴儿型肝多发血管内皮瘤并右肝脓肿患儿的诊治过程及文献复习。 
方法 该患儿以腹部膨隆起病,入院前 1 月余腹部进行性增大,并反复发热､ 咳嗽､ 气促,随后发展为呼

吸困难､ 肺水肿､ 充血性心力衰竭。腹部 CT 示肝内多发占位性病变,右肝 大肿块影大小

95mm×86mm,考虑婴儿型血管内皮细胞瘤(右肝巨大病灶考虑为Ⅱ型具有潜在恶性､ 病灶大部分坏

死可能), 胸部 CT 示肺炎合并肺水肿。经过抗感染､ 强心利尿对症支持治疗,糖皮质激素､ 心得安抑

制血管内皮增生等,患儿心衰控制,呼吸困难缓解,病情好转。因考虑肿块巨大,有压迫症状,反复感染

并发心力衰竭及肺部感染,且有肝脓肿形成可能,于是转肝胆外科行肝脏多发肿块切除术,术后病理:肝
Kaposi 型血管内皮瘤并右肝脓肿。 
结果 术后恢复良好,出院继续口服甲泼尼龙片及普萘洛尔治疗。出院 1 月随访复查腹部 B 超,肝脏未

见新发病灶。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782 
 

结论 我们体会婴儿型肝脏血管内皮瘤巨大占位时易并发充血性心衰､ Kasabach-Merrit 综合征等,虽
然在组织学上属良性,但其内在的增殖特点具有潜在恶变的可能,因此当出现严重并发症或内科治疗

效果不佳时应早期选择手术干预。多科协作治疗将是治疗巨大婴儿型肝血管内皮瘤病的新趋势。 
 
 
PU-4027 

5 例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邹润英,贺湘玲,曾敏慧,田鑫,游亚兰,陈可可,朱呈光,邹慧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了解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JMML)的临床特征及诊断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例 JMML 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①JMML 临床表现主要以发热､ 腹胀为首发症状,常有肝脾肿大及浅表淋巴结肿大,部分体征表

现有皮肤出血及牛奶咖啡斑,发病年龄 5 岁以下;②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单核细胞绝对值

均>1.0×10^9/L,血红蛋白均<110 g/L,外周血涂片易找到原始幼稚细胞或幼稚单核细胞;③骨髓细胞

学提示骨髓增生活跃,原始细胞比例<20%;④HbF 常高于同年龄段正常值;⑤BCR/ABL 融合基因阴性,
染色体检测未检出 Ph 染色体;⑥5 例患儿均发现 JMML 特征性基因突变,其中 2 例为单基因突变,2
例双基因突变,1 例三基因突变,以 NF1 发生频率 高,占 80%(4/5 例),其次为 CBL,占 60%(3/5
例),SEFBP1 及 PTPN11 基因变异各 1 例;⑦5 例患儿均通过电话随访,有 1 例失访,1 例死亡,3 例仍

存活。 
结论 JMML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实验室检查常有外周血白细胞增高､ 单核细胞绝对值及血红蛋白

F 增高,基因检测有助诊断,JMML 目前较为有效的方法为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生存率仍然不高,预后

不良,其临床诊治仍需进一步研究及提高。 
 
 
PU-4028 

PNH 克隆在儿童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中的作用分析 
 

邵雪君,邵惠江,季正华,缪美华,薛建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分析 PNH 克隆与儿童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AA)的关系及作用。 
方法 通过临床和实验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探讨 AA 患儿 PNH 克隆的存在与临床特征的关系,以及

对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和环孢素(CSA)的联合免疫抑制治疗(IST)疗效的影响,同时采用多因素分

析方法分析影响 AA 疗效的主要因素。 
结果 共有 148 例 AA 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粒细胞 PNH 克隆阳性 74 例(50%),单核细胞 PNH 克隆阳性

68 例(45.9%),总 PNH 克隆(粒细胞和/或单核细胞)阳性 93 例(62.8%)。49 例粒细胞和单核细胞

PNH 克隆均阳性病例中单核细胞 PNH 克隆大小显著高于粒细胞(P<0.001)。根据不同 PNH 克隆阳

性(单核细胞､ 粒细胞､ 总)分组,PNH 克隆阳性和阴性组 AA 患儿的性别､ 年龄､ 合并感染､ 白细胞

计数､ 血红蛋白浓度､ 血小板计数､ 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 网织红细胞百分比等均不存在差异显著

性(P>0.05),提示以上因素均不是影响 PNH 克隆阳性的主要因素。疗效方面,总 PNH 克隆或粒细胞

PNH 克隆的存在并未对 IST 疗效产生影响(P>0.05);但通过组间分析发现,单核细胞 PNH 克隆阳性

的存在对疗效有积极影响。以疗效为因变量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血红蛋白浓度以及单核细

胞 PNH 克隆阳性是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P 均<0.05)。 
结论 单核细胞 PNH 克隆阳性的存在对 AA 患儿 IST 疗效有积极影响;血红蛋白浓度以及单核细胞

PNH 克隆阳性是影响 IST 疗效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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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29 

MRI 定量肝心铁过载对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患儿 
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影响 

 
阳文景

2,1,廖建云
2,温建芸

2,阮永胜
2,陈丽白

2,何岳林
2,李春富

2,吴学东
2 

1.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利用 MRI T2*检测肝脏及心脏铁过载情况,从而评估肝心铁过载对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患儿全相

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影响。 
方法 对 81 例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科进行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年龄>3 岁,
能配合 MRI 检测的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患儿,进行肝脏及心脏 MRI T2*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出肝

脏及心脏铁浓度,作为评价肝心铁过载的指标,并将肝脏､ 心脏铁浓度与患儿血清铁蛋白(SF)､ 造血

重建时间､ 死亡率､ 植入率､ 移植后常见并发症,如 GVHD､ 感染率､ 免疫性溶血､ 全血细胞减少

､ VOD､ 败血症,进行相关因素的分析。 
结果 肝脏铁浓度与血红蛋白植入时间呈正相关(r=0.229,P=0.043),心脏铁浓度与死亡率呈正相关

(r=0.266,P=0.017),SF 与植入率呈负相关(r=-0.289,P=0.009),SF 与败血症发病率呈正相关

(r=0.251,P=0.024),SF 与全血细胞减少发病率呈正相关(r=0.276,P=0.013)。 
结论 铁过载可对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患儿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行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 β-TM 病人综合进行 SF､ 肝脏及心脏铁过载的评估非常必要。 
 
 
PU-4030 

以再障起病的儿童恶性肿瘤 2 例报告 
 

文川,刘瑛 , 刘晓艳,孙笑,谢丹,万伍卿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增加对儿童以再障起病的恶性肿瘤的认识。 
方法 对以“三系减少”为表现的 2 例患儿进行细胞学､ 影像学､ 代谢学和病理学等检查并随访。 
结果 (1)病例 1:女性,3 岁 10 个月。因“面色苍白 2 周,发热 1 周”入院。体查无特殊。血常规 WBC､
Hb､ Plt 均减少。经骨髓细胞学及骨髓活检诊断:重型再障。先后给予环孢霉素等治疗,患儿病情有

所好转。治疗 3 个月后,患儿血小板持续下降,给予 ATG 治疗。ATG 治疗后 5 天出现发热,22 天后左

侧腋窝鸡蛋大小淋巴结,边界清,压痛,肝脏肋下 4cm,质硬,脾脏肋下 6cm,质硬。血常规波动范

围:WBC 0.7-1.2×109/L,N 0.09-0.24×109/L,Hb 55-92g/L,Plt 7-51×109/L。骨髓细胞学检查:骨髓增生

低下,未见巨核系。CMV-Ab､ EB-Ab 均阴性。全身 PET-CT:左侧腋窝､ 腔气间隙､ 隆突下､ 肝门

区软组织密度结节,代谢活性增高;脾脏体积增大,代谢活性增高;体部其余部位未见明显异常代谢活性

增高灶。TCRB､ TCRG､ TCRD 重排克隆均阴性。IgVH 完全重排､ IgDH 不完全重排､ IgK 重排

均阴性。全腹 CT:肝脾增大;肝门区､ 脾门区､ 胃周､ 腹膜后淋巴结肿大;胰腺形态饱满,小肠肠壁增

厚。肺部高分辨 CT:双肺间质病变;纵膈､ 腋窝及锁骨上窝淋巴结增大。CD55､ CD59 均表达正

常。淋巴结活检:CD43(+)､ MPO(+)､ Vim(+)､ Ki-67(40%)､ CD3､ CD20､ CD21､ CD23､ CD5
､ TdT､ CD56､ TiA-1､ CD45RO､ ALK､ CD30､ EMA､ bcl-2､ S100､ PLAP､ OCT3/4､
myogenin 均阴性, 后诊断:粒细胞肉瘤。家长放弃治疗。随访 3 月患儿死亡。(2)病例 2:男性,5
岁。因“发现三系减少 4 月,发热､ 咳嗽 6 天”入院。体查无特殊。血常规:WBC 1.42×109/L,N 
0.74×109/L,Hb 57g/L,Pt 35×109/L,经骨髓细胞学及骨髓活检诊断:重型再障。因家庭原因未予 ATG
治疗,经环孢素治疗 9 个月后,患儿输血次数减少,但出现右侧颌面部逐渐肿胀,局部无红肿,无压痛,并
反复高热。血常规:WBC 0.44×109/L,N 0.28×109/L,Hb 54g/L,Pt 55×109/L,骨髓细胞学检查提示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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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生活跃,全片巨核细胞 17 个,血小板分布可,未见特殊病理细胞。面部及颊部 CT:右侧下颌支及下

牙槽喉部骨质破坏并软组织肿块,考虑肿瘤可能。腹部彩超:肝内多个低回声结节声像,腹膜后及肠系

膜间多发肿大淋巴结声像。右颌面肿块穿刺活检:免疫组化:CK(-),CD3(+),CD45RO(灶性

+),CD20(+),PAX-5(+),TdT(-),Ki-67(80%+), 后诊断: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放弃治疗。 
结论 再障起病的患儿,可能是恶性肿瘤的前期表现;同时警惕再障转化为恶性肿瘤的可能。 
 
 
PU-4031 

一例伴有移码突变的 Chediak-Higashi 综合症患儿病例分析 
 

轩帆,赵晓庆,张宝玺,马夫天,吴晓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 1 例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 Chediak-Higashi syndrome,CHS)患儿的临床特征､ LYST 
基因突变情况及治疗过程。 
方法 分析该 CHS 患儿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提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 DNA 和 RNA,采用

DNA-PCR/RT-PCR 直接测序法分析患儿的致病基因 LYST。 
结果 该 9 月龄患儿以反复感染､ 眼周皮肤白化､ 肝脾淋巴结肿大､ 发色改变为主要临床表现,且检

测到患儿来源于父母的 LYST 基因改变。相关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均可证实患儿已进入加速阶段,
即并发噬血细胞综合征,按照噬血细胞综合征诊治指南(2004)予以规范治疗后患儿病情缓解,拟行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结论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具有频发感染､ 色素减退､ 双眼震颤､ 头发黑色素减少为小点状分布

和骨髓有核细胞巨大包涵体的临床特征,通过 LYST 基因分析可进一步确诊。CHS 加速期伴发噬血

现象,须积极予以规范治疗以缓解病情,以进一步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PU-4032 

β-重型地中海贫血儿童外周血 B 细胞和调节性 B 细胞的改变 
 

旷文勇,郑敏翠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分析 β 重型地中海贫血儿童外周血总淋巴细胞､ B 细胞及调节性 B 细胞的改变以及与铁蛋白

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进行输血治疗长达 2 年的 β 重型地中海

贫血儿童 40 例(地中海贫血组)及健康儿童 20 例(对照组)通过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其外周总血淋

巴细胞和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B 淋巴细胞及调节性 B 细胞,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地中海贫血组铁蛋白,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长期输血的地中海贫血组儿童外周血总血淋巴细胞比例和绝对值显著降低,而 B
淋巴细胞和调节性 B 细胞比例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非铁过载地中海贫血组相比,
铁过载地中海贫血组儿童外周血总血淋巴细胞比例和绝对值显著降低,而 B 淋巴细胞和调节性 B 细

胞比例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β-重型地中海贫血组儿童外周血调节性 B 细胞频率的增加,可能与铁过载和输血诱导的免疫抑

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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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33 

胎儿晚期发病的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黄俊彬
1,江莉

1,吴晓君
1,陈纯

2,徐宏贵
1,薛红漫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目的 总结 1 例胎儿晚期发病的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FHL)患儿的病例特点。 
方法 收集 1 例胎儿晚期发病的噬血细胞综合征(HLH)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目标

区序列捕获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基因检测,并常规采用 Sanger 法对发现的患儿点突变及其父

母样本进行验证。 
结果 患儿,男,于孕 36 周 B 超发现“胎儿右侧胸腔积液､ 肝脾肿大”,孕 38 周行剖宫产出生。生后发热

､ 气促､ 黄疸､ 腹胀,右下肺呼吸音减低,肝脾肿大等逐渐加剧。WBC 9.88×109/L, Hb 91g/L , PLT 
13×109/L。AST 69U/L,TBIL207.2μmol/L, DBIL183.5μmol/L, TG 3.05 mmol/L。Fib 0.88g/L,血清

铁蛋白 3120ng/ml, sIL-2R 57420U/ml,外周血 CD3−CD16+CD56+NK 细胞 3.60%。骨髓细胞学检

查示:“偶见异常淋巴细胞､ 噬血细胞”。患儿 CD107a 刺激实验结果显示 NK/CTL 细胞脱颗粒功能严

重受损。FHL 基因测序结果该患儿为 UNC13D 突变双重杂合子(c.2448-13 G>A 和 c.1055+1 G>A),
其母亲和父亲分别为 UNC13D 突变携带者(母:c.2448-13 G>A;父: c.1055+1 G>A)。 
结论 胎儿晚期发病的双重杂合子 FHL3 罕见。对于发热,浆膜腔积液及多器官系统受累新生儿,应重

视 FHL 的筛查,有条件者进一步检测 CD107a 刺激实验。明确基因突变位点,对孕育健康下一胎意义

重大。 
 
 
PU-4034 

11 例小儿重症过敏性紫癜行血液灌注治疗的护理体会 
 

马彩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HP)治疗过敏性紫癜(HSP)的方法及护理要点,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建立有效的血管通路,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严防低血压的发生。 
结果 11 例患儿经血液灌注后,结合抗过敏治疗,病情均好转,11 例均治愈出院。患儿无并发症发生,至
今无一例复发。住院天数平均缩短了 3 天。 
结论 小儿血液灌注有效的血管通路､ 严密观察病情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是预防血液灌注并发症

及灌流成功的关键,熟悉掌握血液灌注操作流程及各阶段精心的护理,可以缩短住院天数,促进患儿早

日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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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35 

一例以急性脑血管病为首发表现的儿童急性 
白血病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郭碧赟,王玥,胡洋帆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通过分析一例以急性脑血管疾病为首发表现的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数据,达到减少误诊,
提高警惕并进一步正确治疗的目的。 
方法 总结该例病例的发病特点,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证据,确诊后的治疗经过,疗效判断,症状发

展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搜索相关文献以进行复习总结分析。 
结果 该例病例以头痛反复 2 月余为主诉入院,起初头部影像学提示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按神经系统

疾病治疗好转后出院,再因症状反复又入院, 终因外周血出现原始细胞而行骨穿确诊为急性髓性白

血病 M5 型,予以 FLAG 方案行化疗,化疗期间头部血栓进展,并出现新发脑出血灶,经对症支持处理后

好转,但化疗仅部分缓解,再次诱导缓解后仍未达到 CR,家属自动放弃。复习文献亦可见类似情形,特
点有以下几点:1､ 以脑血管疾病症状为突出表现。2､ 无常见脑血管疾病的诱因如高血压､ 糖尿病

及高脂血症等病史。3.血象可有不同程度的异常。4､ 常见脑栓塞及脑出血位置一般在基底节区,而
白血病患者多在脑叶且为多灶性出血。5､ 本病患者多预后不良。 
结论 该病例以急性脑血管病为首发表现,与急性白血病常见症状如发热､ 乏力､ 出血､ 贫血､ 骨痛

等症状不符,其起病方式在临床上是较为少见的,常易导致延误诊治。诊断需多学科协作以明确。复

习文献发现该类起病表现的患者因诊断困难,治疗滞后,分型多为高危,常常导致疗效欠佳,预后不良。 
 
 
PU-4036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首次诱导缓解期合并肠梗阻临床分析 
 

杨林海, 谢志伟,张坤龙,涂松济,蔡华菊,刘亢亢,汪燕,储金华,王宁玲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首次诱导缓解化疗(VDLP)合并肠梗阻的发生情况､ 影响因

素。 
方法 收集 2009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住院并完成首次诱导缓解

化疗的新发 ALL 患儿共 246 例,比较合并肠梗阻组与非肠梗阻组患儿感染发生情况､ 伊曲康唑使用

情况的差异,并进行卡方检验及相关性分析,讨论肠梗阻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果 246 例 ALL 中,合并肠梗阻者共 43 例(17.48%),其中 39 例梗阻前一周内合并感染并静脉使用

广谱抗菌药,有 34 例使用伊曲康唑口服液预防真菌感染;未合并肠梗阻者共 203 例,其中合并感染者

133 例,有 89 例采用伊曲康唑口服液预防真菌感染,经统计学分析,梗阻前合并感染及应用伊曲康唑

与肠梗阻发生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VDLP 方案化疗期间,合并感染组肠梗阻发生率(22.67%)高于非感染组(5.41%),如需应用预防

性抗真菌治疗,应尽量避免使用伊曲康唑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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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37 

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亚砷酸治疗儿童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效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任艳娇,王璐,盛光耀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系统评价全反式维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联合亚砷酸(arsenic trioxide,ATO)治疗儿

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 初发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文数据库:CBM, VIP, CNKI 和万方数据库;外文数据库: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arary;手工检索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 已经出版的杂志期刊以及专著等散在文献,检索

时限均为数据库或期刊建立至 2016 年 12 月。根据 PICOS 原则制定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符合要求

的纳入文献,对纳入研究进行数据提取。由两位评价员依据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册对纳入的随机

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Rev Man5.3 软件对纳入研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5 个 RCT,共 244 例儿童 APL 患者,Meta 分析结果如下。 
1､ CR: ATRA/ATO 联合组的 CR 率高于 ATRA 单药组,有统计学意义

[OR3.23,95%CI(1.36,7.68)]。ATRA/ATO 与 ATRA 联合柔红霉素(daunorubicin,DNR)的 CR 率无

统计学差异[OR2.69,95%CI(0.27,27.17)],但 ATRA/ATO 组的诱导 CR 时间小于 ATRA/DNR 组,有
统计学意义[OR-10.32,95%CI(-13.65,-7.0)]。 
2､ 长期结局指标:ATRA/ATO 组的 5 年 EFS､ OS 率高于 ATRA 单药组,有统计学意义

[OR3.98,95%CI(1.2,13.22)],[OR7.2,95%CI(1.82,28.47)]。ATRA/ATO 组的复发率较 ATRA 单药组

低,有统计学意义[OR0.15,95%CI(0.02,0.95)]。 
3､ 不良反应:ATRA/ATO 组与 ATRA 单药组 RAS､ 胃肠道反应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但肝损伤发

生率高于 ATRA 单药组,有统计学意义[OR3.46,95%CI(1.44,8.34)];肾损伤的发生率低于 ATRA 单药

组,有统计学意义[OR0.12,95%CI(0.02,0.75)];头痛的发生率较 ATRA 单药组低,有统计学意义

[OR0.20,95%CI(0.09,0.47)]。 
结论 1､ ATRA/ATO 联合治疗儿童 APL 可提高 CR 率､ 缩短诱导 CR 时间。 
2､ ATRA/ATO 联合治疗儿童 APL 可提高患者的 5 年 EFS､ OS,可降低复发率。 
3､ ATRA/ATO 联合治疗可引起不同程度的肝损伤,可降低头痛､ 肾损伤的发生率,RAS､ 胃肠道反

应与 ATRA 单药组无明显差异。 
 
 
PU-4038 

13 例门冬酰胺酶相关胰腺炎的临床分析 
 

李学荣,孙文丽,韩婷,孙立荣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分析门冬酰胺酶相关的胰腺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探讨其易患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青大附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血液肿瘤患儿使用门冬酰胺酶后并发急性

胰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其诱发因素､ 临床特征､ 诊疗经过及预后情况。 
结果 5 年间,共有 13 例患儿 14 次合并门冬酰胺酶相关胰腺炎,其中 ALL 患儿 12 例,B 淋巴母细胞淋

巴瘤患儿 1 例。男 9 例,女 4 例。年龄在 2 岁 5 个月至 13 岁 10 个月,平均年龄在 5 岁 8 个月。以

发生年份分布依次为 0 例,2 例,4 例,3 例(其中 1 例为第 2 次培门冬相关的胰腺炎),5 例。左旋门冬

酰胺酶相关胰腺炎 2 例,培门冬酶相关胰腺炎 11 例。7 例发生在诱导化疗期间(其中 1 例为复发后

再次诱导化疗),6 例(7 次)发生在强化或继续治疗阶段,VDLD 方案 11 例(12 次),HR,-1 1 例 H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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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2 例左旋门冬酰胺酶相关的胰腺炎发生在第 5 次用药之后第 3 天和第 4 次用药第 1 天,用量

分别为 7500U/m2､ 5750U/m2。  
11 例培门冬酶相关的胰腺炎发生于 近一次用药后的第 1-15 天,中位天数为 4 天。培门冬酶的用

量为 2000-2700U/m2,合并用药吡柔比星 8 例(3 剂 1 例;2 剂 3 例;1 剂 4 例)。发病前 8 例存在感染

(2 例为败血症,2 例为皮肤黏膜的破损,1 例上呼吸道感染,1 例为支气管炎,1 例肺炎,1 例为肠炎),1 例
化疗前 CT 示胰腺饱满,1 例有皮肤过敏,2 例高脂或高淀粉饮食。7 例 8 次为轻度,4 例为中度, 2 例
为重度。持续性腹痛为主要临床表现(13 例),其中 6 例伴呕吐,2 例脐周出现淤斑。确诊后 48 小时

内的血淀粉酶 高值达 75-580U/L(正常值为 30-110U/L),尿淀粉酶 98-8200U/L(正常值 32-641U/L),
其中 9 例 10 次患儿出现血淀粉酶升高,3 例低钙血症,4 例血尿淀粉酶正常。胰腺 CT 或 B 超检 9 
例(10 次)发现胰腺炎特征性影像学改变,1 例正常,3 例无影像学检查。其中胰腺周围渗出 6 例,腹腔

积液例 6,胸腔积液 4 例,盆腔积液 1 例,心包积液 1 例,肾筋膜增厚 2 例。7 例发生全身并发症(6 例
为脓毒症,2 例为低蛋白血症),2 例发生早期局部并发症(急性胰周液体积聚),1 例遗留较胰腺周围小

囊肿。采用禁食､ 胃肠减压､ 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 抑制胰酶分泌及活性治疗,其中 1 例行床旁持

续静脉超滤。12 例患儿均治愈,1 例失访。 
结论 近年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过程中胰腺炎的发病似乎有增多趋势,多数为培门冬相关

的胰腺炎,以轻､ 中度为主,诱导及强化治疗过程中均可发生,常发生全身并发症,早期积极治疗后,预
后较好。根据现有资料尚不能确定门冬酰胺酶相关胰腺炎的易患因素。 
 
 
PU-4039 

280nm 紫外线-LED 对 HL-60 细胞增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谢冬,孙立荣,孙妍,王玲珍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观察 280nm 紫外线-LED 照射 (Ultraviolet-Light Emitting Diode,UV LED)对 HL-60 细胞增殖

的影响并研究其发生机制。 
方法 取对数生长期的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细胞标准细胞株(HL-60)作为研究对象,280nm UV LED 作为

光源,分别以 0J/m2､ 8J/m2､ 15J/m2､ 30J/m2､ 60J/m2 的剂量照射细胞,随后将各组细胞置于

含 10%胎牛血清的 IMDM 培养液､ 37℃､ 5%CO2､ 饱和湿度的条件下培养 2 小时。CCK-8 检测

细胞增殖抑制率,multicaspase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死亡情况,PI 染色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
荧光定量 PCR 检测 Bcl-2 基因的表达量。 
结果 280nm UV LED 在 8-60 J/m2 范围内抑制 HL-60 细胞的增殖并呈剂量依赖。280nm UV 
LED  在 8-30 J/m2 范围内诱导剂量依赖性的细胞凋亡及 G0/G1 期细胞周期阻滞,同时降低 Bcl-2 基
因的表达;而在 60 J/m2 时导致细胞坏死。 
结论 280nm UV LED 对 HL-60 细胞有增殖抑制作用并呈剂量依赖性。剂量在 8-30J/m2 范围内以

诱导凋亡为主,其机制为抑制 Bcl-2 基因的表达及阻滞细胞周期于 G0/G1 期;剂量为 60J/m2 时以促

进坏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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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40 

 共济失调性毛细血管扩张症合并白血病一例 
 

姜健
1,孙立荣

1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是一种较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临床上多表现为小脑变性､ 毛

细管扩张､ 免疫缺陷､ 癌症易感性和辐射敏感性。 
方法 患儿, 男性, 11 岁。因“ 颈部肿物 20 天 ”于 2013 年 1 月 8 日,首次入住本院。 
结果 患儿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 细胞型),按照中危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诊疗规范治疗

2.5 年,已持续完全缓解近 2 年。患儿出现步态不稳加重,双手持物不协调,口齿不清,以上症状进行性

加重,现出现行走无力, 需他人背送,站立不能,学习能力下降。半年前患儿出现肉眼血尿,反复 3 次,无
发热､ 尿痛､ 尿急､ 尿频等症状。诊断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合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目前一

直康复训练,口服 B 族维生素和甲钴胺。 
结论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合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需引起临床医师重视 
 
 
PU-4041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外周血 IL-17 的变化及意义 
 

孙立荣,孙建栋,谢冬,司绍永,姜健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本研究通过检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患儿外周血 IL-17 的

水平,探讨其在 ALL 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 80 例 ALL 患儿,分为初诊组(47 人),缓解组(33 人),并选取 40 名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各组患儿 IL-17 的水平。 
结果 IL-17 的水平:初诊组(9.13.±0.86)pg/mL 和缓解组(15.34±1.86)pg/mL 均低于对照组

(24.69±2.41)pg/mL(P<0.05) 
结论 ALL 患儿外周血中 IL-17 呈低表达,其可能在 ALL 的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PU-4042 

醒脾养儿颗粒佐治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的疗效观察 
 

黄莹 
江西省瑞昌市人民医院 332200 

 
 
目的 观察醒脾养儿颗粒佐治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的疗效 
方法 将本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婴幼儿缺铁性贫血 102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得出临床结论。102 例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儿给予右旋

糖酐铁片､ 维生素 c 片口服,连服用 4-8 周。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醒脾养儿颗粒口服,4 周为 1
疗程。连服 3 个疗程。比较两者治疗前后患儿临床表现､ 体重､ 血红蛋白､ 血清铁蛋白临床指标变

化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 4 周后,治疗组治愈率达 90.3%,对照组治愈率达 72.5%,两者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患儿在临床表现上食欲显著增强,多汗､ 夜啼､ 睡眠差症状明显减轻,体重､ 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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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血清铁蛋白明显增加,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在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不良反

应,对照组发现 6 例不良反应。(p<0.05) 
结论 醒脾养儿颗粒佐治婴幼儿缺铁性贫血,作用显著,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广泛使用。 
 
 
PU-4043 

实体瘤患儿口腔真菌感染 25 例临床分析 
 

朱霞,张伟令,黄东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176 

 
 
目的 探讨实体瘤患儿口腔真菌感染的临床表现､ 病原菌､ 药物敏感性以及抗真菌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1-2015.12 北京同仁医院儿科收治的化疗后合并口腔真菌感染的实体瘤患儿

的临床资料。 
结果 实体瘤患儿口腔真菌感染的发病率为 1.11%,发病时患儿均处于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多伴有发热

､ 食欲差､ 呕吐､ 腹泻､ 咳嗽等表现;实验室检查可有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异常､ 贫血､ 血小板下

降,C 反应蛋白和降钙素不同程度升高。常见口腔真菌感染病原菌为白色念珠菌､ 光滑念珠菌､ 白

色假丝酵母菌､ 近光滑假丝酵母菌,部分患儿真菌血培养阳性。应用碳酸氢钠联合氟康唑外用或口

服､ 两性霉素 B 雾化治疗口腔真菌感染好转为 4-7 天,真菌败血症发病率为 0.19%。 
结论 实体瘤患儿骨髓抑制期口腔真菌感染率较高,易于反复,化疗后加强口腔护理,局部早期应用氟康

唑､ 两性霉素 B 抗真菌治疗预后效果较好,治愈率高。 
 
 
PU-4044 

4 期神经母细胞瘤伴有骨髓转移的化疗疗效及预后分析 
 

张谊,张伟令,黄东生,王一卓,洪亮,易优,胡慧敏,李静,韩涛,周燕,李凡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早期骨髓转移是儿童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的特点.本文目的是研究伴有骨髓转移

的 NB 的近期疗效及预后。 
方法 2006 年 2 月-2016 年 1 月收集的 198 例 NB 中筛选出 109 例伴有骨髓转移的 NB 病例,男 76
例,女 33 例。应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患儿的发病特点､ 治疗疗效､ 预后及随访结局。 
结果 ⑴临床资料:109 例患儿中,男 76 例,女 33 例,男:女=2.30:1;临床分期:4 期 106 例,占 97.23%,4s
期 3 例,占 2.77%。平均年龄 40.3±2.82 岁, 大年龄 15 岁 6 个月, 小年龄 1 个月。⑵临床疗效:诊
疗中复发 51 例(46.79%),缓解及稳定 58 例(33.21%)。单纯骨髓复发 10 例,原位+骨髓复发 16 例,多
部位复发 24 例。复发后化疗疗效:有效 30 例(58.82%),进展､ 死亡 21 例(41.18%)。 
⑶随访及预后:随访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以死亡､ 失访､ 放弃治疗为随访终点,平均随访时间

28.48±1.44 个月。109 例患儿截止至随访时间死亡 37 例,存活 71 例,总生存率为 65.1%。Kaplan-
Meier 分析,1 年､ 2 年､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6%､ 65%､ 23%;平均生存时间 51.23 个月,95%可信

区间为 43.03 个月-59.43 个月。 
结论 骨髓转移影响 NB 预后的重要因素,控制骨髓转移及预防骨髓复发是提高高危患儿的重要临床

问题。延长化疗时间及定期监测､ 131-I-MIBG 及 APBSCT 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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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45 

154 例 4 期神经母细胞瘤的预后及临床观察 
 

张伟令,张谊,黄东生,洪亮,杜燕燕,易优,胡慧敏,王一卓,张品伟,刘爱平,李静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是恶性程度 高的儿童实体瘤之一,本文的目的是研究 4 期

NB 的发病特点以及长期临床观察的结果。 
方法 2006 年 2 月-2016 年 1 月收集的 198 例 NB 中筛选出 154 例 NB 患儿,男 102 例,女 52 例。采

用 COG 诊疗方案进行分期及诊疗。应用 SPSS17.0 软件分析患儿的发病特点､ 治疗疗效､ 预后及

随访结局。 
结果 ⑴临床资料:154 例患儿中,男 102 例,女 52 例,男:女=1.96:1;转移部位:骨髓转移 102 例,占
66.2%,骨转移 122 例,占 79.2%,肺转移 14 例占 9.09%,颅内转移 22 例占 14.28%,肝转移 22 例占

14.28%,脊髓椎管转移 8 例占 5.19%,远处淋巴结转移 77 例占 50.0%,纵膈､ 胸膜转移 11 例占

7.14%。⑵ 154 例患儿以复发､ 进展､ 转移入院 118 例占 76.62%,以首次化疗入院 36 例占

23.38%。治疗后疗效:完全缓解 94 例占 61.04%,部分缓解 39 例占 25.32%,病情进展 18 例占

11.69%,放弃治疗 3 例占 1.94%。154 例患儿中存在复发 72 例,占 46.75%,复发后化疗缓解 33 例,
进展 38 例,缓解率达到 45.83%。⑶随访及预后:随访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以死亡､ 失访､ 放弃治

疗为随访终点,平均随访时间 28.48+-1.44 个月,死亡 65 例,存活 88 例,失访 1 例,总生存率 57.51%。

Kaplan-Meier 分析,1 年､ 2 年､ 4 年和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3%､ 58%､ 32%和 18%。 
结论 4 期 NB 患儿复发率高,复发后对化疗的敏感性下降,应注意随访､ 延长化疗周期以降低复发率

提高预后。 
 
 
PU-4046 

实体瘤患儿口腔真菌感染 25 例临床分析 
 

朱霞,张伟令,黄东生,顾华丽,周燕,李静,张品伟,胡慧敏,韩涛,文园,李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176 

 
 
目的 探讨实体瘤患儿口腔真菌感染的临床表现､ 病原菌､ 药物敏感性以及抗真菌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1-2015.12 北京同仁医院儿科收治的化疗后合并口腔真菌感染的实体瘤患儿

的临床资料。 
结果 实体瘤患儿口腔真菌感染的发病率为 1.11%,发病时患儿均处于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多伴有发热

､ 食欲差､ 呕吐､ 腹泻､ 咳嗽等表现;实验室检查可有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异常､ 贫血､ 血小板下

降,C 反应蛋白和降钙素不同程度升高。常见口腔真菌感染病原菌为白色念珠菌､ 光滑念珠菌､ 白

色假丝酵母菌､ 近光滑假丝酵母菌,部分患儿真菌血培养阳性。应用碳酸氢钠联合氟康唑外用或口

服､ 两性霉素 B 雾化治疗口腔真菌感染好转为 4-7 天,真菌败血症发病率为 0.19%。 
结论 实体瘤患儿骨髓抑制期口腔真菌感染率较高,易于反复,化疗后加强口腔护理,局部早期应用氟康

唑､ 两性霉素 B 抗真菌治疗预后效果较好,治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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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47 

肝母细胞瘤并发右心房转移性瘤栓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易优,张伟令,张宜,黄东生,李静,韩涛,高亚楠,李凡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总结并分析一例肝母细胞瘤并发右心房转移性瘤栓患者的临床特点和实验室检查特点及治疗

过程,以提高对肝母细胞瘤罕见肝外转移部位的认识。 
方法 对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1 月就诊于我院的 1 例肝母细胞瘤合并右心房转移瘤､ 肝内转移､

肺转移病例的诊治过程进行分析,检索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男性 3 岁,以“发热､ 腹痛及腹部包块”起病,2011 年 5 月穿刺病理诊断为“小园恶性细胞肿

瘤符合肝母细胞瘤”。患儿于外院行肝母细胞瘤“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2 次及全身化疗 1 次后

2011 年 8 月 1 日行 PET/CT 提示肺内､ 肝内转移,肝右静脉及下腔静脉受侵犯,不除外瘤栓形成。8
月 17 日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右房内瘤栓形成,大小约 23.5×23mm。2011.8.25 于外院全麻下行

“肝母细胞瘤切除+体外循环下右房内瘤栓切除术”,术后病理回报:“肝母细胞瘤,混合性上皮和间叶型

肿瘤,以胚胎型和胎儿型上皮成分为主,右心房为转移性瘤栓”。2011 年 9 月入我院后规律化疗 6 个

周期化疗,评估病情提示肝内转移､ 肺转移灶均明显好转。肿瘤标志物血清甲胎蛋白(AFP) 
117082ng/ml 降至 2841ng/ml 病情达到部分缓解。但 2012.1.16 复查心脏彩超显示形成右房内转移

灶,大小约 36.4mm×24.7mm,占右心房 3/4,提示手术及化疗对于肝母细胞瘤伴右心房转移瘤疗效不

佳。观察至 2012 年 1 月患儿病情进展出现大量腹腔积液,肿瘤标志物 AFP 持续升高至 11030ng/ml,
患儿家属放弃治疗出院。随诊至 2012 年 4 月 1 日患儿因多脏器衰竭死亡。 
结论 肝母细胞瘤是小儿 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占所有小儿肝脏恶性肿瘤的 50-90%。肝母细胞瘤

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为肺,大约 10%患者确诊时就已经有肺部转移。肿瘤也可侵犯门静脉,肝门及

腹部淋巴结及中枢神经系统,甚至可以出现脑转移,但肿瘤侵犯心脏,在右心房形成瘤栓却极其罕见,国
外土耳其 Kesik V 等曾报道 1 例。国内迄今为止无相关报道,故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需引起我们特别注

意。同时也提示右房内瘤栓形成是肝母细胞瘤全身转移的结果,是预后不佳的因素之一。 
 
 
PU-4048 

儿童 EB 病毒感染并发眼眶 NK/T 细胞淋巴瘤 
伴颅内浸润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李楠,王一卓,周燕,黄东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176 
 

 
目的 分析一例眼眶起病伴颅内浸润的 NK/T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点､ 病理特征及治疗

转归。 
方法 回顾我院收治的 1 例合并 EB 病毒感染的､ 眼眶原发伴颅内浸润的 NK/T 细胞淋巴瘤,并结合文

献回顾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  1. 临床表现:患儿 3 岁,男,于 2016 年 7 月出现右眼眶红肿伴发热,既往无特殊。入院查体:躯干

可见少许红色丘疹,压之褪色;双侧颌下及耳前可触及数枚肿大淋巴结,质软,活动可;右眼眶红肿,右眼

睑红肿､ 外翻､ 遮挡眼球,左侧未见异常。咽充血,双侧扁桃体 I°肿大,肝脾未及明显肿大。神经系统

查体无阳性体征。辅助检查:生化: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07.4(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329.6(U/L),EB-DNA:阳性,8.798*104拷贝/ml,眼眶增强核磁:右侧眼睑软组织及泪腺肿胀,增强后呈明

显强化,右侧颞极处脑膜增厚,增强后明显不均 强化,基因结果:患儿及母亲均为 ITK 基因发生

c.1741C>T/p.R581W 杂合型突变。眼眶组织术后病理:送检组织内坏死明显,腺体间可见异型淋巴细

胞浸润,考虑符合 NK/T 细胞淋巴瘤。予 SMILE*4,VIPD*1,并行腰穿+鞘内注射治疗,复查头颅核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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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颞叶内异常信号范围减少,右侧前､ 中颅底脑膜增厚伴强化减轻,右眼眶及周围异常信号影减

轻。现患儿规律治疗及随访,病情平稳。 
结论 儿童 NK/T 细胞淋巴瘤原发眼眶､ 颅内浸润均极其罕见;EB 病毒感染､ 免疫缺陷病､ NK/T 细

胞淋巴瘤的相关性需进一步研究。常规化疗对本病有一定的疗效,但尚需更大的病例数进一步探

讨。 
 
 
PU-4049 

儿童肾母细胞瘤 39 例临床分析 
 

胡慧敏,张伟令,王一卓,张谊,李静,文圆,李凡,黄东生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39 例儿童肾母细胞瘤患儿的临床特点､ 综合治疗及预后。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经临床､ 影像学和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肾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

资料,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其临床特点､ 治疗及预后。 
结果 1､ 临床特点  39 例患儿中男性 20 例,女性 19 例;就诊年龄 3 月-12 岁,小于 5 岁 32 例;中位就

诊年龄 3.25 岁;左肾 24 例,右肾 15 例,无双肾受累病例。病理特点:混合型 21 例,4 例上皮型,弥漫间

变型 4 例,肾横纹肌样瘤 3 例,3 例胚芽型,囊性部分分化型 2 例。临床分期:I 期 2 例,II 期 4 例,III 期
10 例,IV 期 23 例。其中 IV 期病例中远处转移特点:以肺转移 多见,有 18 例,肝脏转移 8 例,胸膜转

移 5 例,纵膈转移 3 例,脑转移 2 例,骨转移 1 例,腹股沟淋巴结及阴囊转移 1 例。2､ 治疗 39 例患儿

均给予手术及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案,手术+化疗 29 例,手术+化疗+放疗 10 例。3､ 预后  随访至

2016 年 12 月,随访时间为 4-87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21 个月。死亡 4 例均为 IV 期病例(4/23),病理类

型分别为弥漫间变型､ 胚芽上皮间叶混合型,部分有横纹肌样分化､ 肾横纹肌样瘤及上皮型。总体

生存率为 89.74%(35/39),完全缓解率 62.86%(22/35);临床分期 I 期和Ⅱ期患儿的完全缓解率为

100%(6/6),显著高于Ⅲ期和Ⅳ期完全缓解率 48.48%(16/33),差异有显著性(P=0.027 );III 期和 IV 期

患儿的完全缓解率分别为 80%(8/10 )和 34.78%( 8/23),III 期的显著高于 IV 期(P=0.026)。病理预后

良好型完全缓解率 59.38(19/32),预后不良型完全缓解率为 57.14(4/7),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1.0)。应用 Kaplan-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Log Rank 检验法显示 III 期与 IV 期的预后无显著性差异

(P=0.33),IV 期的五年生存率为 74.7%,标准误为 0.148。 
结论 IV 期儿童肾母细胞瘤以肺转移 多见;总体预后较差。 
 
 
PU-4050 

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 4 例临床分析及文献回顾 
 

顾华丽,王一卓,黄东生,张伟令,张谊,胡慧敏,周燕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临床资料,探讨其诊断方法､ 治疗方法及预后情况。 
方法 对我院诊断为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 4 例患儿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三侧性视网膜母细

胞瘤在临床症状､ 诊断及治疗方面的特殊性,并对病人进行随访,了解患儿预后情况。 
结果 结果:4 例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中,1 例有 RB 家族史,余 3 例无家族史;3 例为双眼发病,1 例为

单眼发病;2 例初诊时即诊断为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另 2 例为复发时确诊;2 例临床无特殊的神经

系统症状,为行眼眶影像学检查时无意发现,2 例有神经系统症状;3 例行血 NSE 的患儿,首次检测时均

高于正常值,治疗后迅速降至正常。4 例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中,2 例规律治疗的患儿病情均好

转,其中 1 例颅内病灶消失,达完全缓解,1 例颅内病灶缩小,达部分缓解;1 例未规律治疗的患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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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果体及左眼肿瘤进展､ 右眼肿瘤自行消退,另 1 例拒绝治疗的患儿死亡。随访 4 例 RBT 患者有 1
例完全缓解,1 例部分缓解,1 例死亡,1 例肿瘤进展。 
结论 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在临床上较为罕见,对于有家族遗传背景的 RB 患儿或双眼 RB 患儿,应
常规行头颅影像学检查进行筛查;PECV 方案化疗对于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治疗有效,但需更大样

本进一步验证。 
 
 
PU-4051 

253 例儿童神经母细胞瘤临床预后因素分析 
 

杜燕燕,黄东生,张伟令,张谊,王一卓,胡慧敏,李静,文圆,李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神经母细胞瘤综合治疗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的因素,为规范化治疗 NB,提高 NB 患儿生

存率和生存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儿内科 2006 年-2016 年收治并且随访资料完整的

253 例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临床资料,临床实施综合性治疗方案,并对其发病年龄､ 临床表现､ 实验

室检查､ 治疗效果进行总结,比较不同因素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本组 253 例患儿中男 156 例,女 97 例,发病年龄为 1 月至 15 岁,中位发病年龄 36 个月,I､ II､
IVs 期共 16 例,III 期 39 例,IV 期 198 例,其中原发于肾上腺/腹膜后 209 例(82.6%),纵膈 36 例(占
14.2%),盆腔 4 例(占 1.6%),椎管 4 例(占 1.6%)。6 例在治疗过程中放弃,6 例失访,其余获得完全缓

解 151 例,部分缓解 55 例,进展 35 例。其中 109 例患儿复发,96 例患儿死亡,生存时间 短 4 个月,
长 133 个月,全部患儿中位随访时间为 31 个月,5 年总生存率为 45.4%,1 年､ 2 年､ 3 年､ 5 年无事

件生存率分别为 89.9%､ 57.1%､ 36.4%､ 14.3%。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年龄､ 诊断分期､ NSE 值

､ 近期治疗疗效､ 存在骨转移及颅内转移为预后不良因素(χ2值为 11.284､ 21.954､ 5.384､
62.327､ 11.326､ 21.882,P 值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诊断分期､ 近期治疗疗效及颅内转移为独

立的预后影响因素。 
结论 III 期､ IV 期患儿总体预后差,近期治疗疗效可显著影响预后,因此加强诱导治疗有望改善预

后;NB 易发生转移,年龄>18 个月､ 初诊时 NSE 值>100mg/L､ 存在骨转移及颅内转移者预后差。 
 

 
PU-4052 

儿童胰母细胞瘤 9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李静,张伟令,黄东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176 

 
 
目的 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胰母细胞瘤(Pancreatoblastoma ,PB)患儿的临床特点､

治疗情况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收治的 9 例 PB 患儿,
男 4 例,女 5 例,总结分析其临床特点､ 治疗及预后特点。 
结果 就诊时临床表现为:腹部包块 6 例,皮肤黄染 1 例,上腹或脐周痛 2 例;胰腺头部肿瘤 5 例,胰腺体

尾部肿瘤各 2 例。初诊时 4 例为胰腺局部肿块;3 例为胰腺局部肿瘤伴有胰外组织或邻近脏器浸润,1
例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肝脏转移;2 例起病时即有肝脏转移。酶学及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升高 5 例(48.5~52 971 μg/L);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
升高 5 例(22.4~53.4μg/L),糖类抗原 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40.3~122.8) ×103U/L]
升高 5 例,糖类抗原 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升高 2 例[(65.4~362.5)×103U/ L],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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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升高 2 例(380~838 U/L),血淀粉酶(Amylase)升高 2 例

(105.5~122.8 U/L)。治疗及预后:9 例患儿中,直接手术联合化疗 6 例,其中 5 例完全缓解,1 例停止化

疗 9 个月复发;化疗后手术 2 例,其中 1 例完整切除,术后未治疗,1 年后复发;1 例部分切除,停止化疗 6
个月复发;1 例因肿瘤巨大无法手术,化疗不能控制肿瘤进展,未行手术死亡。上述 3 例复发患儿目前

仍在化疗中。中位随访时间为 21 月(8~98 月)。 
结论 AFP 增高可作为胰母细胞瘤监测指标,手术能否完全切除肿瘤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辅助性化

疗可能会减少复发､ 延长生存期。 
 
 
PU-4053 

儿童急性混合型白血病化疗完全缓解后成功 
造血干细胞移植 1 例 --临床分析 

 
冶鹏娟,罗继霞,崔建坡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急性混合型白血病(Mixed-lineage Acute Leukemia,MAL)是急性白血病中髓细胞系和淋巴细胞

系共同受累的一组疾病。 
方法 本文对 1 例急性混合型白血病患儿化疗完全缓解后成功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临床资料进行

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对此类患者的治疗有一定参考意义。 
 
 
PU-4054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儿童过敏性紫癜发生的 Meta 分析 
 

崔建坡,符莹,张耀东 
开封市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p)感染与儿童过敏性紫癜(HSP)发生的关系。 
方法 利用计算机在万方数据库､ 中国知网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中检索 Hp 感染与儿童 HSP 发生的

相关文献, 并采用 RevMan 5.1 软件对符合 Hp 感染与儿童 HSP 发生相关的所有相关文献进行异质

性检验和效应值的合并分析,同时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偏倚评估。 
结果 纳入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 27 篇,共计 HSP 组 2719 例,对照组 1674 例。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结果  Hp 感染与儿童 HSP 的合并 OR 值(95%CI)分别为

0.25(0.19~0.32),Z=10.86, P<0.00001。亚组分析:Hp 感染与腹型 HSP 的合并 OR 值为

0.14(0.07~0.27),Z=5.76, P<0.0001。各研究的敏感性分析较稳定且无发表偏倚。 
结论 Hp 感染与儿童 HSP 的发病密切相关,尤其是腹型 H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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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55 

绝对淋巴与单核细胞计数及二者比值在 
儿童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中的预后意义 

 
程艳芹,翟晓文,王宏胜,钱晓文,曹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市闵行区) 201102 
 

 
目的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Lymphoblastic lymphoma,LBL)是儿童时期 常见的恶性淋巴瘤之一,侵袭

性高,进展快。随着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影响 LBL 预后的因素愈发多见,但是花费较

高。绝对淋巴细胞计数(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ALC)和绝对单核细胞计数(absolute monocyte 
count,AMC)简便易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患者对肿瘤细胞的免疫监视能力,近来在儿童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不论是初诊时还是化疗期间 ALC 水平均提示着相关

预后信息[2]。ALC/AMC 的比值 LMR 可反应出患者机体免疫和肿瘤微环境状态,在 DLBCL 和 FL 中

研究较多。目前针对 ALC､ ALC､ LMR 对于 LBL 对于其预后预测的价值研究研究较少,该文旨在探

讨初诊时 ALC､ ALC､ LMR 与 LBL 预后之间的关系,为 LBL 提供有意义的预后因素。 
方法 收集 2008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就诊于我院的初发 LBL 患者 53 例,均经临床､ 组织病理､ 免

疫组化､ 影像学等确诊,随访并收集所有 LBL 患者初诊时 ALC､ AMC､ LMR 等临床资料。 
结果 在 53 例 LBL 患者中,中位年龄 96 月,男性 79.2%,女性 20.8%,ALC､ AMC､ LMR 水平在男女

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3470);在所有纳入的 LBL 患者中,St.Jude 分期Ⅲ27 例,Ⅳ期 25 例,Ⅱ期 1
例,ALC､ LMR 水平在不同的分期中存在统计学差异(P 分别为 0.0018,0.0180),AMC 在不同分期中

无统计学差异(P=0.7052);53 例 LBL 患者中,8 例复发,2 例放弃治疗,2 例诱导治疗未缓解后死亡,1 例

未评估, 在复发与未复发的患者中 ALC､ AMC､ LMR 无统计学差异(P 分别为

0.06504,0.2656,0.3194);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中位数为 33 月,末次随访时间为 2016 年 9
月,参照国内外针对 ALL 的研究,将 ALC 的界值设为 2000 个/微升,两组患者 OS 无统计学差异

(K^2=2.04,P=0.1536);LMR 界值定为 2.7 ,两组患者 OS 无统计学差异(K^2=2.49,P=0.1147)。 
结论 对于儿童 LBL,初诊时 ALC､ AMC､ LMR 尚不能作为其独立预后因素,但是 ALC 与 LMR 与

St.Jude 分期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该研究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及增加不同治疗时点 ALC､ AMC､
LMR 水平来进一步研究,以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 
 
 
PU-4056 

儿童皮肤和睾丸受累的母细胞性浆细胞样 
树突状细胞肿瘤报道 1 例 

 
刘爱国,胡群 ,张柳清,张艾,王雅琴,王松咪,聂第敏,陈萍,王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血液科 10036748 
 

 
目的 探讨儿童罕见的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BPDCN)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案。 
方法 临床病例报道描述 1 例儿童罕见的 BPDCN 的临床表现及诊治经过,并完成随访。 
结果 男性患儿,4 岁 3 个月,因“头部及右侧大腿多发包块 3 月伴睾丸肿大”入院。入院后取右侧大腿

包块活检,病理报告描述为幼稚淋巴造血细胞恶性肿瘤侵及皮下脂肪,免疫组化:肿瘤细胞 CD4､
CD123､ CD43 和 Bcl-2 均弥漫强阳性,CD56 阳性,CD10 和 TdT 散在少许阳性,CD3､ CD5､ CD7
､ CD8､ CD20､ CD34､ MPO､ CD68､ PAX-5､ FLI1 均为阴性,提示“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

肿瘤”。骨髓学及流式检测未见肿瘤细胞;PET-CT 检查仅发现多处皮下结节软组织灶及睾丸肿大伴

代谢增高,其余部位未见明显异常及代谢增高影。治疗:诊断明确后按照全国 ALL-CCLG-2008 中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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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淋方案予以化疗,疗效明显,VDLD 一个疗程后达到完全缓解,包块全部消退,睾丸基本缩至正常大小,
化疗期间常规进行三联鞘注,目前结束化疗 1 年,处于持续缓解中。 
结论 儿童 BPDCN 罕见,典型的病理改变为 CD4､ CD123 和 CD56 阳性,需与其他非霍奇金淋巴瘤

相鉴别。主流的治疗方案是高危急淋方案化疗后造血干细胞移植。本例患儿没有骨髓受累,按照中

危急淋方案治疗后,迅速达到完全缓解,家属因经济原因未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继续急淋方案治疗一

直持续缓解中,提示急淋方案可作为 BPDCN 的首选。据文献报道,儿童 BPDCN 的疗效明显好于成

人,对于没有骨髓受累的儿童 BPDCN 是否需要降低化疗强度以及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还需更多的

临床病例积累。 
 
 
PU-4057 

以皮下多发结节起病的儿童髓系白血病复发病例 1 例并文献复习 
 

蒋俊晔,翟晓文,王宏胜,钱晓文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通过报告一例以皮下多发结节起病的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复发病例的诊断经过,并对相关文献

进行复习,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2016 年 8 月确诊的一例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M5 中危 中枢及睾丸均有累及),经一疗程化疗后

达完全缓解,后每疗程评估达持续缓解,维持治疗期间出现全身多发皮下结节,进行性增多,2017 年 2
月通过行皮下结节活检病理确诊其复发的病例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患儿,男,4 岁余,2016 年 7 月以双眼浮肿,口角歪斜,睾丸肿大起病,行骨髓穿刺检查,FAB 分型提

示为 M5,MLL-AF9 融合基因阳性,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提示中枢及睾丸受累。2016 年 8 月起予以

CCLG-AML2015 方案化疗,一疗程后复查骨穿及相关影像学检查达缓解,后继续按中危方案继续化

疗。巩固治疗(Ara-c+欧文门冬)化疗结束后,患儿感染控制,血象恢复后,出现全身皮下多发结节,质韧,
直径约 0.5cm 至 1.5cm 左右不等,边界尚清楚,无明显触痛,结节处皮肤无明显红肿破溃流脓。行骨

穿检查提示缓解。2017 年 1 月行皮肤结节活检,我院病理提示复鳞上皮完整,真皮层炎症细胞浸润,
同时送华山医院病理未见真菌感染依据。患儿于 2017 年 2 月再次行评估,骨髓涂片提示见 2%原幼

单细胞,MLL-AF9 融合基因阴性,头颅 MRI 未见明显异常,睾丸 MRI 提示体积不大,双侧睾丸内见异常

信号,评估后进入维持治疗阶段。患儿无发热,无咳涕,无吐泻等感染表现,实验室检查炎症指标不高,
临床表现上发现皮下结节进行性增多,于 2 月下旬再次行皮肤活检,病理提示结合临床,组织形态及免

疫组化,符合髓系白血病肿瘤细胞累及,故确诊复发。 
结论 患儿确诊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M5 中危),髓外中枢及睾丸均有累及,经化疗后骨髓缓解,MLL-
AF9 融合基因转阴性,中枢及睾丸均达持续缓解,此时出现全身皮下多发结节,排除感染,尤其真菌感染

可能,提示经积极抗感染治疗后患儿皮下结节仍进行性增多,需多次行皮肤结节活检,注意排除急性髓

系白血病复发可能。 
 
 
PU-4058 

单中心应用 APL 华南协作组方案治疗儿童急性 
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临床分析 

 
曾婷,杨辉,谢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0 
 

 
目的 分析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特点及维 A 酸联合三氧化二砷/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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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1~2017 年 32 例诊断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儿,随机分为三氧化二砷组(18 例)及
黄黛片组(14 例);统计分析两组患儿的临床特点､ 预后及毒副作用。 
结果 (1)32 例 APL 患儿男 15 例,女 17 例,男女比例为 1:1.1;年龄分布于 1.7-15 岁,中位年龄为 10.45
岁;根据初治时血常规分危:低危 4 例,中危 17 例,高危 11 例。其中三氧化二砷组,男 8 例,女 10 例,男
女比例 1:1.3,年龄分布于 3.1-14.6 岁,中位年龄为 10.95 岁,低危 2 例,中危 9 例,高危 9 例。黄黛片组,
男 7 例,女 7 例,男女比例 1:1;年龄分布于 1.7-15 岁,中位年龄为 9.5 岁;低危 2 例,中危 8 例,高危 4
例。两组患儿在性别､ 年龄及危险度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2)32 例病人,30 例诱导缓解(93.75%),1
例诱导期间因多脏器出血死亡,1 例诱导治疗中;黄黛片组及三氧化二砷组的诱导缓解率分别为

94.44%和 92.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32 例患儿治疗过程中,19 例出现颅高压(59.38%),11 例出

现肝酶异常(34.38%),4 例出现诱导分化综合征(12.50%),1 例出现心功能损伤(3.13%),除心功能损伤

外均可通过对症治疗后好转,不影响序贯治疗;其中三氧化二砷组患儿毒副作用发生率分别为:10 例

(55.56%),8 例(44.44%),2 例(11.11%),1 例(5.56%);黄黛片组分别为:9 例(64.29%),3 例(21.43%),2
例(14.29%),0 例(0);两组毒副作用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论 儿童 APL 早期诊断预后良好,与分型无关;黄黛片与三氧化二砷有同等疗效,均较少发生严

重毒副作用;黄黛片口服给药,减少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PU-4059 

66 例儿童恶性实体瘤肿瘤组织中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张伟令,胡慧敏,黄东生,张谊,李静,李凡,文圆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分析儿童多种恶性实体瘤肿瘤组织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特点,探讨其与肿瘤

类型､ 远处转移及预后的相关性,为儿童实体瘤的靶向治疗提供分子生物学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66 例进行肿瘤组织 VEGF 基因表达检测的实体瘤患儿的临床资料,应用统计学方法

分析其表达与不同肿瘤类型､ 有无远处转移及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1､ 恶性实体瘤分类 神经母细胞瘤 21 例,肝母细胞瘤 17 例,肾母细胞瘤 12 例,横纹肌肉瘤 8 例,
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4 例,其他肿瘤 4 例。2､ VEGF 基因 mRNA 的表达特点 肝母细胞瘤中低表达

2 例,中高表达 15 例;神经母细胞瘤低表达 9 例,中高表达 12 例,肾母细胞瘤低表达 3 例,中高表达 9
例;其余肿瘤低表达 8 例,中高表达 8 例。肝母细胞瘤中高表达的比例 高(88.24%,15/17),明显高于

神经母细胞瘤中高表达的比例(57.14%,12/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8)。3､ VEGF 基因

mRNA 相对表达量与肿瘤远处转移的关系 依据 VEGF 表达相对定量分为低表达组和中高表达组;低
表达组发生远处转移比例为 50%(11/22),中高表达组发生转移的比例为 79.54%(35/44),卡方检验结

果 P=0.0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 VEGF 基因 mRNA 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VEGF 低表达组的 5 年

生存率为 42.6%,生存时间 (61.82±12.0)月;而中高表达组的 5 年生存率为 16.6%,生存时间为

(38.91±3.94)月;进行 Long-rank 检验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654 。 
结论 VEGF 基因 mRNA 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与肿瘤发生远处密切有关,儿童常见实体瘤中肝母细胞

瘤肿瘤组织中 VEGF 的 mRNA 高表达比例明显高于神经母细胞瘤及肾母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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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60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心理特征研究及危险因素分析 
 

骆燕辉,杨佩仪,贺珮玲,秦茂权,王彬,朱光华,贾晨光,闫岩,周宇晨,王瑞欣,杨雨婷,王爱华,周翾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的心理特征,总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常见的心理问题,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为早期识别和干预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的心理障碍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调查,随访 2006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于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进行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共 135 人,应用相应年龄段儿童心理健康测量问卷､ 儿童抑郁障碍自评

量表､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及症状自评量表等评估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的心理特征,总结

其常见的心理问题,并分析临床资料,了解患儿出现心理障碍的危险因素。 
结果   
1.临床资料:随访 2006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于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患儿共 135 人,其中男性 80 人(59.3%),女性 55 人(40.7%)。移植时年龄(4-201)月,平均移植年

龄 78.5 月,随访时年龄(36-247)月,平均随访时年龄 114.2 月。随访时间为移植后(3-132)月,中位随

访时间 28 月。 
2.心理特征: 
(1)41 例 3-6 岁患儿完成相应年龄段心理健康测量问卷,发现 21 名(51.2%)患儿认知能力领域得分低

于同龄儿;18 名(43.9%)患儿动作领域得分低于同龄儿;16 名(39.0%)患儿社会性领域得分及语言领

域得分低于同龄儿;15 名(36.6%)患儿情感与意志领域得分低于同龄儿;14 名(34.1%)患儿生活习惯

领域得分低于同龄儿。 
(2)56 名 8-16 岁患儿完成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发现 9 名(16.1%)患儿存在抑郁障碍。69 名 7-16
岁患儿完成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发现 7 名(10.1%)患儿存在焦虑障碍,主要为社交恐怖及学校

恐怖。89 名 6-18 岁患儿完成症状自评量表,发现患儿在移植后仍存在各种不适症状,包括强迫

(77.5%)､ 敌对(64%)､ 人际关系敏感(60.7%)､ 抑郁(60.7%)､ 压力(58.4%)､ 焦虑(55.1%)､ 偏执

(47.2%)､ 躯体化(47.2%)､ 精神病性(44.9%)､ 恐怖(43.8%),但程度多为轻微至轻度。 
3.危险因素: 
造血干细胞移植时 0-6 岁､ 随访时 3-6 岁患儿,年龄越大,动作领域､ 社会性领域及语言领域得分越

低;预处理方案包含 TBI 患儿动作领域得分比无 TBI 患儿低。 
造血干细胞移植时 0-18 岁､ 随访时 6-18 岁患儿,年龄越大,躯体化症状､ 强迫症状及精神病性症状

越多。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儿存在动作､ 语言､ 认知､ 情感与意志､ 社会性､ 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发

育落后,移植后仍有部分患儿存在抑郁､ 焦虑,部分患儿仍有躯体化､ 强迫及精神病性症状。大年龄

及预处理方案包含 TBI 患儿更需要心理支持。 
 
 
PU-4061 

血浆置换治疗 1 例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并文献复习 
 

万叶明,陈艳,郭义敏,徐洪波,路健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总结 1 例血浆置换治疗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儿的临床特征并复习文献,以提高对该病的

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儿的临床资料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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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女,12 岁, 急性起病,因“头昏 6 天､ 皮肤苍黄 2 天”入院,伴腹痛和肉眼血尿,无发热;病前无

诱因;既往体健,家族中无类似病史;查体为重度贫血貌､ 伴皮肤巩膜黄染,浅表淋巴结及肝脾均无肿大;
入院辅助检查:血常规:WBC 6.5×109/l ,RBC 1.55×1012/l ,HB44g/l,PLT 8 ×109/l;间接胆红素

72.9mmol/l;网织红细胞绝对值 221.4×109/l,网织红细胞百分比 7.9%;乳酸脱氢酶 1408.9u/l;尿素 
13.25mmol/l,肌酐 118umol/l,尿酸 299umol/l;尿常规:红细胞 30/ul,尿蛋白+2;尿蛋白定量:5.365g/24h;
抗核抗体+抗核抗体谱:抗 SSA 抗体(+++)､ 抗 RO-52(+++)､ 抗核抗体(ANA)(1:320)阳性､ (1:1000)
弱阳性;狼疮细胞阴性;腹部 B 超:肝区光点增粗,肝内胆管结石或钙化灶,双肾实质回声稍增强;头颅

CT､ 胸片无异常;骨髓象:红系增生旺盛,成熟红细胞异形性明显;外送检查 ADAMTS13 活性<2.5%。

入院后予血浆输注(每天 300ml)､ 免疫球蛋白(每天 12.5g)､ 前列地尔､ 还原型谷胱甘肽治疗共 4 天

后复查血常规 PLT 升至 272×109/l,LDH 降至 391u/l;停用血浆输注 3 天后,患儿病情再次反复,表现为

腹痛､ 呕 V 吐､ 解浓茶色样血尿,复查血常规提示 HB71g/l,PLT 11×109/l;LDH 1192u/l;再次予

300ml 血浆输注子､ 甲强龙冲击､ 免疫球蛋白治疗 3 天后,患儿病情无好转,仍解肉眼血尿,PLT 降至

2×109/l,予输注血小板后立即行血浆置换(每次 1200ml),于第 4 次血浆置换后 PLT 及 LDH 等指标再

次恢复正常,后规律足量血浆置换共 12 次,强的松口服治疗,共住院 41 天后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以微血管溶血,血小板减少为主要特征,部分病例可无发

热,ADAMTS13 活性下降是主要原因;早期连续规律足量的血浆置换,联合激素､ 免疫球蛋白等治疗,
是有效的措施。 
 
 
PU-4062 

Atg5 和 Atg7 在儿童急性白血病中的表达及相关分析 
 

高兴,张宝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 Atg5､ Atg7 蛋白两种因子活性与儿童 AL 发生､ 发展的关系。 
方法 实验组随机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住院的初诊未治 AL 患儿 50 例,其中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组 30 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组 20 例,对照组选取同期与实验组年龄性别相匹配的非恶性血液病患儿 20 例。采用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儿童 ALL､ AML 及对照组骨髓细胞中 Atg5､ Atg7 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Atg5 蛋白在 AL 中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两者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2.0,P<0.05)。
在 ALL､ AML､ 对照组间进行比较,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2.063,P<0.05),进一步做多个样

本率的多重比较,进一步设定检验水准 a=0.0125。ALL 与 AML,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2=0.090,P>0.0125),分别与对照组比较表达增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10.042､ 6.667,均
P<0.0125);Atg7 蛋白在 AL 及对照组间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302,P>0.05)。在 ALL､
AML､ 对照组间进行比较,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7278,P<0.05),进一步做多个样本率的多

重比较,进一步设定检验水准 a=0.0125。ALL 与 AML,ALL 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x2=3.435
､ 0.905,均 P>0.0125),AML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400,P<0.0125);利用 Spearman
秩相关性检验比较 Atg5 及 Atg7 蛋白表达是否相关,Atg5 及 Atg7 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达

水平无明显相关性(r=0.333,P>0.01)。 
结论 Atg5 蛋白在 ALL 及 AML 中表达上调,Atg5 可能参与 AL 的发生发展;Atg7 蛋白在 AML 中表达

上调,自噬活性增高,提示 Atg7 可能与 AML 的发生､ 发展有关;实验发现 Atg5､ Atg7 在 AL 及非恶性

血液病中均有表达,但其表达水平受疾病种类､ 分型的影响;Atg5､ Atg7 虽然都参与自噬体形成过程,
但是两者在 AL 中的表达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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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63 

Beclin1 及 Bcl-2 在儿童急性白血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刘安娜,赵晓庆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检测自噬相关基因 Beclin1､ 抗凋亡基因 Bcl-2 在儿童急性白血病(AL)中的蛋白表达,通过研究

其表达水平,探讨自噬和凋亡的改变与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生及发展的关系,同时为 Beclin1､ Bcl-2 作

为急性白血病靶基因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链霉素抗生物素-过氧化物酶链接(SP)法,分别检测 Beclin1､ Bcl-2 在 50 例

儿童急性白血病(AL)患儿,其中 30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 20 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和
20 例非肿瘤性疾病患儿中骨髓单个核细胞(BMMNC)中蛋白的表达水平。检测结果以阳性率表示,应
用 X2检验检测其表达水平在不同分组中是否有差异,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应用 spearman
秩相关检测这两个指标在急性白血病患儿骨髓单个核细胞中的表达是否有相关性,P<0.01 认为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Beclin1 在儿童 ALL 组､ AML 组､ 对照组患儿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66.7%､ 75.0%､ 30.0%,各
组之间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虽然 Beclin1 在 AML 组中表达阳性率大于 ALL 组,但表达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Beclin1 在儿童急性白血病中表达阳性率为 78%,在非肿瘤性疾病患儿中

表达阳性率为 30.0%,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cl-2 在儿童 ALL 组､ AML 组､ 对照

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63.3%､ 70%､ 20%,各组之间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虽然 Bcl-2
在 AML 组中表达阳性率大于 ALL 组,但其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Bcl-2 在儿童急性白血病

中表达阳性率为 66.0%,在非肿瘤性疾病患儿中表达阳性率为 20%,两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
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示 r=0.651,P<0.01,Beclin1 与 Bcl-2 在急性白血病中表达有相关性。 
结论 Beclinl 和 Bcl-2 基因蛋白在急性白血病组和对照组患儿骨髓单个核细胞中均有阳性表达,表明

细胞自噬现象和抗凋亡现象普遍存在于细胞中;Beclinl 在急性白血病组表达阳性率高于对照组,说明

自噬活性的改变可能对白血病的发生､ 发展起到一定作用;Bcl-2 在急性白血病组表达阳性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说明 Bcl-2 参与白血病的发生过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看来自噬和凋亡均在儿童

急性白血病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进行监测可能对白血病的治疗及预后发挥重要作

用。 
 
 
PU-4064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合 
并 NK-T 淋巴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曹静,师晓东,刘嵘,李君惠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和探讨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合并恶性肿瘤的类型､ 发病机制､ 两者之间的关系及

治疗。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1 例 T-ALL 合并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后期发展为 NK-T 淋巴瘤患者的病

历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本例患儿既往为 T-ALL,达到完全缓解,在规律化疗 2 年后,全身出现皮疹,病例活检考虑为 LCH
､ NK-T 淋巴瘤同时存在,皮疹､ 骨髓流式细胞学检测考虑 NK-T 淋巴瘤,两病同时存在。本例患者三

种疾病同时存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尚不明确。单纯化疗效果欠佳,目前已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结论 LCH 合并 T-ALL,NK-T 淋巴瘤报道罕见,治疗难度大,预后差,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是唯一根治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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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65 

自噬相关蛋白及基因 LC3-Ⅱ在儿童急性 
白血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田亚,张宝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检测 LC3-Ⅱ蛋白及基因在初诊未治急性白血病儿童骨髓细胞中的表达程度了解急性白血

病儿童骨髓细胞中细胞自噬表达水平的高低,为从新的角度解释儿童急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依

据,为儿童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1 免疫组织化学法 
随机选取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住院确诊的初诊未治 AL 患儿 50 例为实验组,其中 ALL30 例,
包括 B 型 ALL24 例,T 型 ALL6 例;AML20 例;男孩 30 例,女孩 20 例;同时随机选取性别和年龄与实验

组相匹配的非恶性血液病患儿 20 例为对照组。取其骨髓液凝固后石蜡包埋切片行免疫组织化学法

检测 LC3-Ⅱ蛋白的表达水平。根据切片中阳性细胞占总细胞数的比率和染色深度分别进行评估。 
2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法(RT-PCR) 
另选取初诊未治 AL 患儿 20 例作为实验组,ALL12 例,AML8 例,及同期非恶性血液病患儿 12 例作为

对照组,取骨髓液 0.5ml 行 RT-PCR 检测 LC3-Ⅱ的 mRNA 表达水平。 
3  统计学方法 
免疫组化资料采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各组间 LC3-Ⅱ蛋白阳性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检验

水准 α=0.05,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T-PCR 实验资料采用 Graphpad prism 5.0,实验组

与对照组之间的比较采用两样本 t 检验。 
结果 1  免疫组化法: 
1.1  LC3-Ⅱ蛋白在 AL､ ALL､ AML 及对照组儿童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66.00%､ 63.33%､ 70.00%
及 15.00%,AL､ ALL 及 AML 儿童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ALL 与 AML 儿童比较,
其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LC3-Ⅱ蛋白在男性 AL､ ALL 及 AML 儿童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66.67%､ 60.00%及

80.00%,LC3-Ⅱ蛋白在女性 AL､ ALL､ AML 儿童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65.00%､ 70.00%､ 60.00%,
在不同性别的 AL 儿童及分别在 ALL 及 AML 儿童中,LC3-Ⅱ蛋白阳性表达率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 
1.3  LC3-Ⅱ蛋白在 B 型及 T 型 ALL 儿童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66.67%及 50.00%,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RT-PCR 检测结果: 
LC3-Ⅱ基因在实验组及对照组中的表达均呈正太分布,实验组中均数±标准差为 0.360±0.047,对照组

中均数±标准差为 1.107±0.136,两样本比较 t=5.169,P=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自噬相关基因及蛋白 LC3-Ⅱ在急性白血病中表达上调,从蛋白及基因两个水平上证实急性白

血病儿童骨髓细胞中细胞自噬的表达水平升高,这可能与白血病发病有关。 
2  LC3-Ⅱ蛋白在 AML 与 ALL 和男性与女性儿童 AL 中表达水平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 B
型及 T 型 ALL 儿童中的阳性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细胞自噬表达水平的高低可能与儿童

急性白血病的种类､ 性别及 ALL 的免疫表型均无明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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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66 

以肾病综合征为主要症状的儿童霍奇金淋巴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吴崇军,徐忠金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国外有部分文献报道阐述关于肾病综合征(NS)和不同肿瘤之间的关联,但只有少数报道解决了

NS 和霍奇金淋巴瘤之间的具体关系,国内更是少见。已经证明,内源性肾损伤-肾小球损伤可以被认

为是这些恶性肿瘤的并发症。 
方法 本报告介绍了在诊断霍奇金淋巴瘤前确定 NS 诊断的 3 岁 8 月小孩的情况。一旦化疗开始,NS
的临床症状消失。 
结果 考虑到 NS 可以是霍奇金淋巴瘤的副肿瘤表现,尽管有适当的治疗方案,但是在具有 NS 和持续

性蛋白尿的儿童中,应对每个患者进行仔细的临床评估。这些患者的预后良好,给予化疗后 NS 的临

床症状消失。 
结论 鉴于 NS 可能是霍奇金淋巴瘤中的副肿瘤综合征,因此在任何患有持续性蛋白尿,蛋白尿的患者

中,都必须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淋巴瘤在没有与 NS 相关的已知并发症的情况下发现,这些患者的预

后良好,淋巴瘤治疗决定了蛋白尿的持续消失。此外,霍奇金淋巴瘤的复发可引起 NS 的复发。 
 
 
PU-4067 

PEG-ASP 和 L-ASP 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分析   
 

王静,郝国平,王晓欢,程艳丽,史红鱼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对培门冬酶(PEG-ASP)和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强化治疗

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为 ALL 患儿化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并针对其各种安全

性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指导临床药物选择及治疗。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山西省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的 ALL 患儿 65 例,分别使用 PEG-
ASP(PEG-ASP 组)和 L-ASP(L-ASP 组)行强化治疗,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PEG-ASP 组患儿 25
例,男 13 例,女 12 例,中位年龄 5.68 岁;L-ASP 组患儿 40 例,男 35 例,女 15 例,中位年龄 7.05 岁。两

组患儿除给予长春新碱､ 柔红霉素和地塞米松强化治疗外,PEG-ASP 组给予 PEG-ASP 每次

2500U/m2肌肉注射,1 次/2 周,连用 2 次;L-ASP 组给予 L-Asp 每次 5000-10000u/m2静脉注射,隔日

1 次,共 6-8 次。监测血系列､ 血凝系列､ 血糖､ 血脂､ 血､ 尿淀粉酶和肝､ 肾功能､ 心肌酶等指标,
观察骨髓缓解率及远期疗效,记录住院时间､ 比较住院费用,观察治疗中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 
结果 1.PEG-ASP 和 L-ASP 在 ALL 患儿的强化治疗中均能达到较高的骨髓缓解率,说明二者在 ALL
患儿的治疗中均疗效显著,同时可明显提高 ALL 患儿的远期生存率;2.PEG-ASP 较 L-ASP 组可显著

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平均住院费用; 
3.PEG-ASP 和 L-ASP 在化疗中均有不同数量患儿出现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 凝血功能障碍､ 生化

指标异常､ 消化系统症状等不良反应,所发生的不良反应种类与级别类似,但 PEG-ASP 相对过敏反

应少,且过敏反应较单一,程度较轻微。   
4. PEG-ASP 和 L-ASP 在化疗中均可导致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但 PEG-ASP 对 ALL 患儿骨髓抑制

时间较 L-ASP 组时间长,故合并感染的发生率相对高,因此在化疗前､ 中､ 后期均应注意监测血常规,
预防及积极控制感染。 
结论 PEG-ASP 与 L-ASP 比较,具有用药次数少､ 过敏反应少､ 能缩短平均住院时间､ 节省住院开

支的优点,不仅可以用于复发或对 L-ASP 过敏的病例,也推荐作为初发 ALL 的化疗,在目前临床上有

很大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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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68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肺部感染的 CT 影像学特点分析 
 

张培芬,冯晓勤,张玉明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分析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接受化疗患儿肺部感染的的肺部

多层螺旋 CT 影像学特点,为 ALL 合并肺部感染早期的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儿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行中国儿童肿瘤协作组

(CCCG)-ALL-2015 方案的 146 名 ALL 患儿。其中,108 名发生了 115 例次肺部感染,收集肺部感染

者的临床资料及肺部多层螺旋 CT,并用 χ2分割法和 Fisher’s 精确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探究肺部感染

的危险因素,病原体及其肺部 CT 影像学特点的相关性。 
结果 儿童 ALL 合并肺部感染多发生于诱导缓解阶段(77.4%),开始化疗后的 31~60 天达高峰。当出

现粒缺(67.0%)时,感染发生率显著增加。在 41 例病原学拟诊或确诊的患儿中,细菌(36.58%)与真菌

(41.46%)感染的发生率 高,其中,G+菌感染(21.95%)发生率稍高于 G-菌感染(14.63%)。ALL 合并

肺部感染患儿的 CT 表现多样且复杂,细菌或真菌感染所致肺部病变的 CT 表现缺乏特异性,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ALL 患儿在化疗的诱导缓解阶段,尤其处于粒细胞缺乏期时,肺部感染发生率显著增高。其中,细
菌和(或)真菌是主要的病原体。在儿童 ALL 合并肺部感染的早期阶段,影像学改变缺乏特异性,需结

合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分析诊断。 
 
 
PU-4069 

PEG-ASP 和 L-ASP 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分析 
 

王静,郝国平,王晓欢,程艳丽,史红鱼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对培门冬酶(PEG-ASP)和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强化治疗

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为 ALL 患儿化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并针对其各种安全

性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指导临床药物选择及治疗。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山西省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的 ALL 患儿 65 例,分别使用 PEG-
ASP(PEG-ASP 组)和 L-ASP(L-ASP 组)行强化治疗,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PEG-ASP 组患儿 25
例,男 13 例,女 12 例,中位年龄 5.68 岁;L-ASP 组患儿 40 例,男 35 例,女 15 例,中位年龄 7.05 岁。两

组患儿除给予长春新碱､ 柔红霉素和地塞米松强化治疗外,PEG-ASP 组给予 PEG-ASP 每次

2500U/m2肌肉注射,1 次/2 周,连用 2 次;L-ASP 组给予 L-Asp 每次 5000-10000u/m2静脉注射,隔日

1 次,共 6-8 次。监测血系列､ 血凝系列､ 血糖､ 血脂､ 血､ 尿淀粉酶和肝､ 肾功能､ 心肌酶等指标,
观察骨髓缓解率及远期疗效,记录住院时间､ 比较住院费用,观察治疗中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 
结果 1.PEG-ASP 和 L-ASP 在 ALL 患儿的强化治疗中均能达到较高的骨髓缓解率,说明二者在 ALL
患儿的治疗中均疗效显著,同时可明显提高 ALL 患儿的远期生存率;2.PEG-ASP 较 L-ASP 组可显著

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平均住院费用; 
3.PEG-ASP 和 L-ASP 在化疗中均有不同数量患儿出现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 凝血功能障碍､ 生化

指标异常､ 消化系统症状等不良反应,所发生的不良反应种类与级别类似,但 PEG-ASP 相对过敏反

应少,且过敏反应较单一,程度较轻微。   
4. PEG-ASP 和 L-ASP 在化疗中均可导致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但 PEG-ASP 对 ALL 患儿骨髓抑制

时间较 L-ASP 组时间长,故合并感染的发生率相对高,因此在化疗前､ 中､ 后期均应注意监测血常规,
预防及积极控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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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EG-ASP 与 L-ASP 比较,具有用药次数少､ 过敏反应少､ 能缩短平均住院时间､ 节省住院开

支的优点,不仅可以用于复发或对 L-ASP 过敏的病例,也推荐作为初发 ALL 的化疗,在目前临床上有

很大的推广意义。 
 
 
PU-4070 

西藏地区小儿血友病甲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卓嘎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小儿血友病甲的认识。 
方法 报道 1 例小儿血友病甲患儿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诊治经过,讨论小儿血友病发病的诊治

经验及教训,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该例患儿系外伤后出血不止入院,凝血功能异常,通过完善 APTT 纠正试验､ 检测内源性凝血因

子后,确诊为血友病甲,经输血浆后出血症状得到控制。 
结论 反复出血患儿需警惕血友病可能,通过行 APTT 纠正实验,完善内源性凝血因子检测即可确诊。 
 
 
 
PU-4071 

PK-LR 基因新突变丙酮酸激酶缺乏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卿宜,陈可可,龚军,贺湘玲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分析 1 例 PK-LR 基因新突变丙酮酸激酶缺乏症患儿临床病例资料及其家系临床特征､ 基因突

变,综合文献分析,提高 PK-LR 基因新突变丙酮酸激酶缺乏症的诊断及治疗水平。 
方法 总结 1 例 PK-LR 基因新突变丙酮酸激酶缺乏症患者的临床表现､ 病因､ 遗传学特征,提取患儿

及其父母的基因组 DNA,行相关单基因遗传病总筛查,并综合文献分析。 
结果 患儿出生时有皮肤黄染,血红蛋白 104g/L,胆红素高,以间接胆红素为主,出生后 16 天,查血红蛋

白 95g/L,4 月龄时查血红蛋白 40g/L,骨髓细胞学检查示增生性贫血骨髓象,复查 G6PD 酶正常,红细

胞脆性､ coombs 实验､ 血红蛋白电泳､ 地中海贫血基因均正常,以换血及输血等对症支持治疗可缓

解;患儿 PKLR 基因双重杂合突变,提示丙酮酸激酶缺乏症,突变 c.941T>C(exon6)遗传自其母亲,突
变 c.380A>T(exon4)遗传自其父亲。文献复习发现红细胞 PK 的酶活性荧光斑点试验及酶活力定量

检测,是诊断 PKD 的常用方法,随着基因诊断技术的发展,PKD 也可通过测定 PKRL 基因的外显子､

侧翼区及启动子序列等明确诊断。 
结论 PKD 的主要治疗方法为维持血红蛋白水平稳定的输血治疗､ 脾切除术､ 造血干细胞移植等,通
过基因工程手段在转基因小鼠中增加 PK 表达量的研究,虽未完全扭转小鼠无效造血的表型,但这可

能是 PKD 治疗研究发展的新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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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72 

利妥昔单抗治疗婴儿难治性自身免疫性 
溶血性贫血 4 例临床疗效观察 

 
毛彦娜,李彦格,刘炜,田亮,周建文,王亚峰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利妥昔单抗治疗婴儿难治性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疗效。 
方法 利妥昔单抗治疗(每次 375 mg/m2,每周 1 次,共 4 次),随访利妥昔单抗使用后淋巴细胞亚群､ 血

红蛋白等的变化情况。 
结果 4 例患儿诊断 AIHA 后均首先选用糖皮质激素及丙种球蛋白治疗,初期应用激素及丙种球蛋白均

无效,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后 4 例患儿均能显效,其中 3 例治愈,l 例病情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 
结论 利妥昔单抗用于治疗难治性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是安全､ 有效的。 
 
 
PU-4073 

PRDX6 对肺癌 A549 细胞迁移性､ 侵袭性的影响 

及其信号通路 Wnt 的初步研究 
 

关毅,陈日玲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通过转染 PRDX6 siRNA 建立 PRDX6 不同表达量的 A549 细胞,探讨 PRDX6 对肺癌 A549 细

胞迁移､ 侵袭性的影响并对其参与 Wnt 相关信号通路进行初步研究。 
方法 体外培养 A549 细胞,并分为 4 组,分别为 PRDX6 组､ 未转染组､ 空质粒组及 siRNA 组,通过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各组细胞 PRDX6 及 β-catenin 的表达情况,Transwell 小室法检测细胞的迁移

性及侵袭性。 
结果  1. PRDX6 蛋白结果:PRDX6 组蛋白表达较未转染组､ 空质粒组及 siRNA 组明显增高,siRNA
组蛋白较未转染组及空质粒组明显下降,而未转染组和空质粒组蛋白表达则无明显差异。 
2.β-catenin 蛋白结果:4 组中 PRDX6 组蛋白表达 高,而 siRNA 组蛋白表达是 低的,未转染组和空

质粒组间蛋白表达无明显差异。 
3. A549 细胞迁移性结果:与未转染组､ 空质粒组及 siRNA 组比较,PRDX6 组 A549 细胞的迁移能力

显著增高;siRNA 组与未转染组､ 空质粒组比较,A549 细胞的迁移能力下降明显;未转染组和空质粒

组的 A549 细胞迁移力无明显差别。 
    4. A549 细胞侵袭性结果:PRDX6 组与未转染组､ 空质粒组及 siRNA 组比较,A549 细胞的侵袭性

增高明显;siRNA 组 A549 细胞的侵袭性较未转染组及空质粒组下降明显;未转染组和空质粒组的

A549 细胞侵袭性无明显差异。 
结论 1.  PRDX6 的表达可影响 A549 细胞的迁移性及侵袭性,高表达可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性及侵

袭性,低表达则抑制其迁移性与侵袭性。 
    2. PRDX6 可通过 Wnt 信号通路对 A549 细胞迁移性及侵袭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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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74 

STAT3 基因变异可以促进骨髓增殖性肿瘤向不同方向分化 
 

谭梅
1,2,罗茜

1,2,陈艳
1,2,苏琼

1,2 
1.贵州省儿童医院 

2.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患者与正常人 STAT3 基因的突变及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其与骨髓

增殖性肿瘤各亚型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 147 例 MPN 患者为实验组,其中 PV28 例,ET 46 例,PMF 10 例,CML63 例;选取 88 名

健康人为正常对照组。提取所有病例骨髓或外周血的 DNA,用位点特异性 PCR 对所有 MPN 病例进

行 JAK2V617F 基因突变检测;然后用 PCR 扩增 STAT3 基因 23 个外显子,测序分析 STAT3 基因突

变及 Rs2293152 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结果 8 例 CML 患者出现 STAT3 基因突变,突变率 12.7%,其中 3 例为错义突变(S629T),5 例为同义

突变(Q469Q 3 例､ G618G 2 例),1 例同时有 S629T 及 G618G 二个位点的突变。正常对照组无突

变,说明 CML 患者的 STAT3 基因不稳定,容易出现突变。Rs2293152:正常对照组 C/G 等位基因频

率为 0.75/0.25,PV､  ET､ PMF､ CML 组分别为 0.696/ 0.304､ 0.826/ 0.174､ 0.90/ 0.10 及 0.486/ 
0.514,CML 组 G 等位基因明显高于正常对照(P<0.01),也明显高于 PV､ ET､ PFM 组(P<0.01),提示

携带 Rs2293152 G 等位基因的患者更容易发生 CML;PV､ ET 及 PFM 组 C 等位基因明显高于

CML 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提示携带 Rs2293152 C 等位基因的患者更容易发生 PV､ ET 及

PFM。JAK2V617F 阴性组 C/G 等位基因频率为 0.906/0.094,JAK2V617F 阳性组为 0.710/ 
0.290,JAK2V617F 阴性组 G 等位基因较正常对照组及 JAK2V617F 阳性组明显降低(P<0.01),提示

携带 Rs2293152 G 等位基因可能是 JAK2V617F 突变的保护性因子。 
结论 在 MPN 患者中,STAT3 基因是不稳定的,其 Rs2293152 位点上不同的等位基因与骨髓增殖性

肿瘤中的不同亚型有关,与 JAK2V617F 阴性的 MPN 有关。 
 
 
PU-4075 

JS-K 促进白血病细胞系 HL-60 和 K562 凋亡机制的初步研究 
 

易绍霞,陈日玲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通过检测不同浓度 JS-K 对白血病细胞 HL-60 和 K562 增殖及凋亡的影响,测定凋亡相关蛋白和

基因(P53,Bcl-2,Bax)的表达,探讨 JS-K 诱导白血病细胞 HL-60 和 K562 凋亡的具体机制,为临床治

疗白血病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 CCK8 检测不同浓度 JS-K 处理后 HL-60 和 K562 细胞的增殖活性。 
2. 流式细胞术检测不同浓度 JS-K 处理后 HL-60 和 K562 细胞的凋亡情况。 
3. siRNA 转染沉默 HL-60 和 K562 细胞中 P53 基因的表达。 
4. Western blot 检测不同浓度 JS-K 处理后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 
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不同浓度 JS-K 处理后凋亡基因的表达。 
结果 1. JS-K 对白血病细胞增殖的影响:不同浓度(0,0.63,1.25,2.5,5,10 和 20 μM)的 JS-K 处理细胞

12 h, 24 h 和 48 h 后,HL-60 和 K562 细胞的增殖受到抑制,且细胞增殖抑制率具有浓度和时间依赖

性。 
2. JS-K 对白血病细胞凋亡的影响:分别用(0,1.25,2.5 和 5 μM)的 JS-K 处理细胞 24 h,HL-60 和 
K562 细胞发生凋亡,且随浓度增加凋亡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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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S-K 对凋亡相关蛋白和基因表达的影响:分别用(0,1.25,2.5 和 5 μM)的 JS-K 处理 24 h,白血病细

胞 HL-60 和 K562 的 P53､ Bax 蛋白和基因表达上调,而 Bcl-2 蛋白和基因的表达下调,且具有浓度

依赖性。 
4. siRNA 沉默 P53 的表达后,对 Bcl-2､ Bax 的蛋白和基因表达的影响:分别通过 siRNA 转染和加入

浓度为 2.5 μM 的 JS-K 作用 HL-60 和 K562 细胞 24 h,按照处理方式不同,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

JS-K 药物处理组､ siRNA 转染组及 JS-K 和 siRNA 共同处理组。结果显示:沉默 P53 的表达,将上调

Bcl-2 蛋白基因的表达,同时下调 Bax 蛋白基因的表达。 
结论 1. JS-K 能够不同程度的抑制白血病细胞 HL-60 和 K562 的增殖,且存在时间及药物剂量依赖特

性。2. JS-K 能够诱导白血病细胞 HL-60 和 K562 的细胞凋亡。3. JS-K 是通过上调 P53,进而下调

抗凋亡蛋白 Bcl-2 和上调促凋亡蛋白 Bax 的表达导致细胞凋亡。 
 
 
PU-4076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26 例晚期淋巴瘤的临床分析 
 

陆晓茜,孙舒雯,艾媛,杨雪,万智,郭霞,高举,朱易萍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610041 

 
 
目的 评价自体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晚期淋巴瘤患儿的长期生存率､ 复发率,以及影响患儿长期

存活率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纳入我院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1 月确诊霍奇金氏淋巴瘤及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的患儿

共 26 例,所有患儿在诊断后经过常规化疗 4-6 疗程或复发缓解后采集自体外周造血干细胞,继续按照

标准方案完成化疗后评估,采用 BEAM 方案预处理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结果 入组 26 位患者,男性 17 例,女性 9 例,男女比 1.88:1,中位年龄 10(4-16)岁,霍奇金氏淋巴瘤 8 例,
其中混合细胞型 7 例,结节硬化型 1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 18 例,其中伯基特淋巴瘤 6 例,T 淋巴母细胞

型 5 例,间变大细胞型 3 例,大 B 细胞型 3 例,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型 1 例。移植前分期为:II 期 1
例,III 期 19 例,IV 期 6 例。移植前 CR 18 例,PR 8 例。冻存自体外周造血干细胞中位数 TNC 9.8(4-
28)×106/kg,CD34+细胞中位数 3.6(0.84-27.5)×106/kg)。WBC 植活中位时间+11(7-22)天,PLT 植活

中位时间+13(10-28)天。中位随访时间 45.8(8-89.3)月,随访期间总生存率 94.4%,无事件生存率

87.8%。移植后 1 例复发后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后死亡,2 例出现复发,联用化疗及局部放疗后再次获

得完全缓解,长期使用 IL-2 维持治疗。随访期间复发率 11.5%,单因素分析显示移植前状态部分缓解

为影响患儿无事件生存率的危险因素,P 值为 0.002。 
结论 自体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提高儿童晚期､ 难治及复发的恶性淋巴瘤的长期生存率,移植前疾

病缓解状况仍为影响患儿无事件生存率的危险因素。复发仍是威胁患儿长期存活的首要原因。 
 
 
 
PU-4077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50 例儿童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陆晓茜,孙舒雯,艾媛,杨雪,郭霞,李强,马志贵,高举,朱易萍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高危难治白血病的长期生存率､ 复发率,移植相关死亡率,
以及影响患儿长期存活率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纳入我院 2008 年 1 月-2016 年 11 月确诊难治复发白血病的患儿共 50 例。 
结果 入组 50 例患者,男性 31 例,女性 19 例,男女比 1.63:1,中位年龄,其中<10 岁 29 例,>10 岁 21 例,
中位年龄 7 岁 10 月(2 岁 3 月-18 岁)。确诊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31 例,其中 17 例 M2,5 例 M0/M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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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M4,5 例 M5,1 例 M6,1 例 M6。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0 例,其中高危组 4 例(BCR/ABL 阳性 3
例,MLL-AF4 阳性 1 例),复发 1 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期 9 例。移植前状态 CR1 29 例,CR2 11
例,NR 1 例,移植前危险度分层高危 32 例,中危 6 例,低危 12 例。血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25 例,
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25 例,HLA 全相合 36 例, HLA 部分相合 14 例。干细胞来源为外周造血干细胞移

植 38 例,外周联合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 6 例,脐血移植 6 例。发生 II 度级以上 aGVHD 4 例,发生脓

毒血症 4 例。植入成功率 96%,2 例脐血移植原发植入失败。输注 CD34+细胞中位数

5.7×106/L,(1.19-10.48×106/L)､ 有核细胞中位数 8.5×106/L,(2.8-17.28×106/L)。WBC 植活中位时间

+11 天(10-19 天),PLT 中位植活时间+12 天(8-33 天),中位随访时间 12 月(1-101 月)。随访期间总生

存率 66.4%,无事件生存率 62.5%,其中 AML､ ALL､ CML 的总生存率和无事件生存率分别为

57.7%､ 77.8%､ 85.7%和 51.8%､ 77.8%､ 85.7%。多因素分析显示 HLA 不合､ 脓毒血症､ 脐血

均为影响患儿长期总生存率的危险因素,P 值分别为 0.015､ 0.03､ 0.032。而多因素分析显示移植

前状态为 NR､ 脓毒血症为影响患儿无事件生存率的危险因素,P 值分别为 0.04､ 0.008。移植后 12
个月累计复发率 8.8%,移植后 24 个月累计复发率 33.8%,移植后 12 个月移植相关死亡率 9.2%,随访

期间 102 个月累计相关死亡率 9.2%。死亡总共 14 例,死亡原因复发 10 例(71.4%),其中 AML 9
例,ALL 1 例;非复发死亡 4 例(28.6%),其中因原发植入失败引起严重感染 1 例,感染合并 GVHD 3
例。总共复发 12 例,复发死亡 10 例,占 83.3%,可见复发仍然是死亡的首要原因。 
结论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儿童难治复发急性白血病的挽救性治疗手段,HLA 配型不合､ 移

植前状态为 NR､ 脓毒血症､ 脐血均为影响患儿长期生存率的危险因素,复发是移植后死亡的主要原

因,积极控制感染以及预防移植后复发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PU-4078 

来自中国一个家庭 2 例 Hb Istanbul 病例报告 
 

徐建新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分析不稳定异常血红蛋白 Hb Saint Etienne 病例的血液学表型和基因型。 
方法 方法:通过对 2 例因“溶血性贫血”的病例及家系的血液学常规检测和血红蛋白电泳,并检测 a 和

B 珠蛋白基因及 HBB 基因全外显子序列 sanger 测序。 
结果 父子 2 人为大细胞正色素性贫血,Hb 电泳发现在血红蛋白电泳 Hb A2 区域有定量值显著增高

的异常条带(6.9-22%),经基因测序发现不稳定异常血红蛋白 Hb Saint Etienne 突变

[HBBβ.92(F8)His→GLn]。 
结论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中国不同人 
群中存在 Hb Saint Etienne 突变,是世界范围内第 7､ 8 个病例报告。Hb Saint Etienne 突变杂合子

可产生大细胞正色素溶血性贫血;对血红蛋白电泳 Hb A2 区域条带定量值明显增高的大细胞正色素

病进行诊治时需考虑对 Hb Saint Etienne 的基因诊断和鉴别诊断。 
 
 
PU-4079 

使用塞丁格技术肘上盲穿 PICC 在临床应用中的优势 
 

方常莹,梁筱灵 
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了解应用塞丁格技术进行肘上盲穿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hserted central 
catheter 简称 PICC)在肿瘤化疗患儿中的运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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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8 月—2016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接受 PICC 置管的肿瘤化疗患儿。

按穿刺部位分为肘上穿刺组(66 例)和肘下穿刺组(34 例)。分别观察两组患儿的穿刺成功率､ 静脉炎

发生率及导管脱出的情况,并统计分析两组上述指标的差异性。 
结果 本研究两组患儿年龄､ 性别以及带管时间的构成比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结果:穿刺

成功率:肘上组 66%､ 肘下组 34%,肘上组明显高于肘下组(P>0.01)。静脉炎:肘下穿刺组 35.29%､
肘上穿刺 9.09%,肘上组明显低于肘下组(P>0.01)。导管脱出率:肘上穿刺组 7.57%肘下穿刺组

58.82%,肘上组明显低于肘下组(P>0.10)  
结论 使用塞丁格技术进行肘上 PICC 盲穿在肿瘤化疗患儿中的应用优于常规肘下盲穿,可在临床上

进一步推广。 
 
 
PU-4080 

湖北地区儿童地中海贫血基因型分析 
 

王莉,刘爱国,刘双又,张柳清,鲁艳军,管青,胡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了解湖北地区儿童地中海贫血基因型的分布情况。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接受 α､ β 地中海

贫血基因筛查后确诊为地中海贫血的 0-12 岁患者进行基因结果分析。 
结果 1431 例儿童小细胞低色素贫血标本中经基因确诊者为地中海贫血者有 277 例,其中 193 例为

β-地中海贫血,占 69.68%,共检出 10 种基因突变类型,以 CD41-42(-TCTT)位点杂合突变､ IVS-Ⅱ-
654(C->T)位点杂合突变以及 CD17(A->T)位点杂合突变为主,占突变的 82.38%;有 82 例为 α-地中海

贫血,占 29.60%, 常见的基因类型是 α-SEA 基因突变,占突变的 70.73%;检出 αβ-复合地贫基因 2
例。 
结论 湖北地区 α-地中海贫血以 α-SEA 为主,β-地中海贫血排在前三位的是 IVS-Ⅱ-654(C->T)位点杂

合突变､ CD41-42(-TCTT)位点杂合突变和 CD17(A->T)位点杂合突变,αβ-复合地贫基因检出率为

0.72%。本研究对湖北地区地中海贫血基因型及其构成比经行研究,建立湖北地区地中海贫血基因库,
可以为预防计划和遗传咨询､ 产前诊断提供基础资料,从而对减少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具有

重要意义。 
 
 
PU-4081 

先天性红细胞生成障碍性贫血 III 型新的 
基因突变位点及临床特点 

 
侯慧,刘建平 ,赵淑玲 ,耿安阳 ,牡丹 ,徐春雨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探讨先天性红细胞生成障碍性贫血(CDA)III 型新突变位点的发现及其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先天性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 III 型基因特点,临床表现,疗效分析,同时对相关

报道进行文献回顾。检索 pubmed､ embase 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本例患儿为福利院儿童,16 岁,有抽搐病史,发育落后。就诊时有重症肺炎､ 心力衰竭､ 呼吸衰

竭､ 甲状腺功能减退､ 大细胞性贫血､ 血小板减少､ 低蛋白血症､ 癫痫､ 多指畸形。CDA 致病基

因检测发现 KIF23 基因有 1 个杂合突变:c.107G>A(p.G36D) (编码区第 107 号核苷酸由鸟嘌呤变异

为腺嘌呤),导致氨基酸改变 p.G36D(第 36 号氨基酸由甘氨酸变异为天冬氨酸),为错义突变,该变异

不属于多态性位点,在人群中发生频率极低,该突变位点尚未报道。给予积极抗感染,激素,支持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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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病情明显好转出院。出院后口服泼尼松片治疗 1 月后停药,目前一般情况好,血红蛋白已升至正

常。 
结论 基因检测有助于 CDA 的诊断,指导临床行相关检查､ 治疗及随访方案。 
 
 
PU-4082 

儿童重型 ITP 的诊断治疗策略 
 

李春怀,王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儿童重型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的临床表现､ 诊断及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重型 ITP 患儿的临床资料,统计发病年龄､ 性别､ 发病季节､ 临床表现,治疗

前后血小板计数等指标,总结儿童重型 ITP 的诊断治疗策略。 
结果 发病年龄､ 性别､ 发病季节与儿童重型 ITP 无相关性,儿童急性重型 ITP 出血倾向明显､ 慢性

重型 ITP 出血倾向轻,血小板计数均小于 10X109/L,有 2 例患儿血小板为 0X109/L,初诊患儿在没有全

面系统检查时,病程越短､ 病情越急､ 血小板计数越少,就越提示患儿免疫紊乱越重､ 抗血小板抗体

越多､ 破坏血小板越严重,越提示是重型 ITP。治疗目的是尽快提升血小板,一是输机采血小板,只有

10%(3/30)患儿血小板提升至 50X109/L 以上;二是单用免疫球蛋白,有 50%(15/30)患儿血小板提升至

50X109/L 以上(其中 10 例血小板升至正常,占全部患儿的 33.3%);三是加用糖皮质激素(输血小板未

升至正常,加用免疫球蛋白治疗亦无效,再加用糖皮质激素),有 23.3%(7/30)患儿血小板提升至

50X109/L 以上(其中 6 例血小板升至正常,占全部患儿的 20%),四是再加用血小板生成素或激动剂 5
例(输机采血小板､ 加用免疫球蛋白､ 加用糖皮质激素均无效),3 例血小板升至 50X109/L 以上(2 例

升至正常),占 10%,2 例无效,欲应用美罗华治疗,家长放弃。 
结论 儿童急性重型 ITP 出血倾向明显､ 慢性重型 ITP 出血倾向不显著;治疗策略是儿童重型 ITP 不

论是急性还是慢性,由于血小板重度减低,都需紧急输注机采血小板,可单独应用免疫球蛋白,无效加用

糖皮质激素冲击,再无效加用血小板生成素或激动剂,还无效试用美罗华。 
 
 
PU-4083 

进食蘑菇引起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1 例报告 
 

薛露,李春怀,张慧超,刘爽爽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病因､ 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患儿,男,14 岁,2 年内 2 次住院,均以皮肤出血点为首发表现,患病前均有食用相

同蘑菇病史,伴有发热,同时发现全身皮肤粘膜出血点。查体:一般状态佳,全身皮肤粘膜可见散在针尖

大小出血点,心肺腹及神经系统无异常,淋巴结及肝脾无肿大。第一次血常规(2015.09.26): 
WBC5.21×109/L,NE 0.41,LY0.43,MO 0.11,RBC4.78×1012/L,HGB145g/L,PLT 9×109/L。第二次

血常规(2016.08.07)WBC7.01×109/L,NE0.85,LY0.11,RBC4.82×1012/L,HB148g/L､ PLT 8×109/L,各
种病原菌感染检测均阴性,抗核抗体系列均阴性,血生化､ 免疫球蛋白均正常, 2 次骨髓形态学均提示

粒､ 红､ 淋三系形态､ 比例大致正常,巨核细胞增多伴成熟障碍。 
结果 患儿 2 次血小板减少 2 次均临床诊断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免疫球蛋白治疗反应好,之后

未再进食蘑菇血小板也未再下降。--EndFragment--> 
结论 蘑菇过敏可引起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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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84 

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相关血液系统损害的临床特点 
 

朱玉,李春怀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婴儿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相关血液系统损害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51 例婴儿 HCMV 感染相关血液系统损害患儿进行临床分析,统计其所出现的血液系统损害

疾病的种类､ 临床表现､ 治疗及预后。 
结果 HCMV 感染与多种血液系统损害相关,本组 51 例患儿均出现外周血淋巴细胞比例增加(其中引

起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升高 8 例);出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比例均减少 41 例,占 80.2%(其中引起外周血

白细胞总数减少 18 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26 例,占 50.98%;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2 例(其中一例

为 Evans 综合征),占 3.92%;全血细胞减少 4 例,占 7.84%(其中噬血细胞综合征 1 例,占,5.88%);单核

细胞增多症样综合征 3 例,占 5.88%;合并 EBV 混合感染引起单核细胞增多症样综合征 1 例;合并细

菌感染 17 例;合并肺炎支原体感染 6 例;合并浅表真菌感染(鹅口疮)3 例;51 例患儿合并转氨酶升高

39 例。治疗上应用更昔洛韦及纠正合并症,部分患儿同时给予丙种球蛋白､ 地塞米松及输注成分血

等疗法,伴噬血细胞综合征加用 HLH-2004 方案,均好转或痊愈出院。 
结论 HCMV 感染可致多种血液系统损害,其中白细胞改变 突出(80.2%患儿出现中性粒细胞减少､

100%患儿淋巴细胞比例升高);其次 50.98%患儿出现血小板减少;也可引起严重的噬血细胞综合征。 
 
 
PU-4085 

血液肿瘤患儿院内尿路感染病原菌调查与分析 
 

俞懿,翟晓文,王宏胜,钱晓文,王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对于 2001-2015 年住院的血液肿瘤患儿院内尿路感染病史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其病原学特点及

抗生素耐药情况,为临床上及时诊断,经验性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泌尿道病原学标本常规进行分离､ 培养及鉴定,采用 K-B 法进行药敏试验,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

标准化委员会(NCCLS)标准判定结果。 
结果 血液肿瘤患儿发生院内尿路感染以条件致病菌为主,G-菌常见,G-菌对头孢类等抗生素敏感性下

降,G+菌大多为耐药菌。 
结论 血液肿瘤患儿院内尿路感染菌对抗生素具有较广耐药性,抗生素选择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点

的药敏结果进行调整。 
 
 
PU-4086 

以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首发症状 
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例 

 
马翠,李春怀,王玥,何悦铭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以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首发症状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表现､ 诊治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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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儿,梁 XX,女,29 个月,因食欲不振､ 疲乏无力 1 周于 2016 年 10 月 5 日入院,缘于 1 周前无明

显诱因患儿出现不思饮食､ 没有食欲,同时家长发现患儿不爱活动､ 不活泼､ 不爱说话,这些症状逐

渐加重,但无发热､ 无腹泻､ 无腹痛､ 无恶心呕吐､ 无头痛､ 无尿色异常,随后就诊发现肝功明显异

常。既往 3 个月前曾因面色苍白,化验血常规 WBC4.28x109/L､ NE14%､ LY81%､
RBC1.96x1012/L､ HB50g/L､ PLT248x109/L,行骨穿检查后确诊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给予激素

治疗后红细胞及血红蛋白恢复正常。本次入院查体:一般状态好,无贫血貌､ 皮肤粘膜无出血点,左侧

颈部淋巴结肿大约 1.5X1.5cm2,质软､ 无触痛､ 无粘连,心肺查体无异常,腹部饱满､ 肝脏肋下 3 cm
､ 质韧,脾脏肋下 2cm､ 质韧,神经系统查体无异常。血常规 WBC10.21x109/L､ NE10%､ LY84%
､ RBC4.83x1012/L､ HB124g/L､ PLT184x109/L､ 血生化:LDH530u/L､ ALT985.3u/L､ 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 728.6/L､ 血清铁蛋白 229ug/L。骨髓形态学:红细胞系比例重度减低､ 占 0.3%､ 成熟红

细胞大小不等;淋巴细胞比例增高､ 形态正常;其余正常,血片:淋巴细胞比例增高､ 占 90%､ 未见异

常细胞。3 个月后第二次骨穿骨髓取材满意,有核细胞增生极度活跃;粒细胞系增生重度抑制;红细胞

系增生重度抑制,占 1%;淋巴细胞比例异常增加,占 99%,原始淋巴细胞占 98%,胞体规则､ 胞浆量少

､ 核仁 1-2 个清楚;全片找到巨核细胞 1 个;血片淋巴细胞比例增多､ 占 97%,原始淋巴细胞 8%;POX
染色:病理细胞 100%阴性。免疫分型:考虑为 Com-B 淋巴细胞白血病;染色体为 46､ XX;融合基因

阴性。综合该患儿的病史､ 临床表现及检查,特别是骨髓形态学红细胞系比例重度减低､ 只有 0.3%,
其他粒系､ 淋系､ 巨核系增生正常,未见异常细胞,考虑病初是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由于发病年

龄是 29 个月､ 骨髓及外周血淋巴细胞比例异常增高,所以考虑是获得性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用
激素治疗后血常规血细胞计数恢复正常,但是 3 个月后患儿出现食欲不振､ 疲乏无力,肝脾肿大､ 肝

功异常､ 虽然外周血三系血细胞计数正常而淋巴细胞比例明显增高等,用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

不能解释,故再次进行骨髓形态､ 免疫分型等检查后,发现该患儿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om-B 型,
是以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首发症状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结果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可以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首发症状起病 
结论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可以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首发症状起病 
 
 
PU-4087 

1 例小儿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儿应用 
替加环素并发胰腺炎的护理 

 
屠丹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儿应用替加环素并发胰腺炎的护理方法 
方法 在护理过程中利用学到的知识为患儿寻找 适合的护理方法 
结果 患儿胰腺炎好转,无并发症,体重下降不明显。 
结论 替加环素在小儿用药指南尚不明确,对于应用平时较少见的药物时,护理人员应多加学习,掌握其

作用机制及不良反应,以便在日常护理及病情观察中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尽早作出对应治疗及护理。

小儿白血病本身治疗时间长,患儿遭受病痛折磨,家长对病情较担心,而急性胰腺炎病情重,故护理人员

在工作中更多的需要体现人文关怀,不要忽视孩子的需求,动作轻柔,多加安慰,使家长及患儿都能积极

配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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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88 

15 例儿童复发性肾母细胞瘤长期随访研究 
 

王天怡,潘慈,汤静燕,叶启东,周敏,高怡瑾,胡文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总结儿童复发性肾母细胞瘤长期生存率及治疗疗效,分析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病例观察性研究,选自 2006 年 4 月到 2016 年 6 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收治的 16 例儿童复发性

肾母细胞瘤,采用外科手术､ 内科化疗､ 选择性放疗,病理科､ 影像学科协助诊断治疗。根据分期及

其他危险因素给予不同药物组合和强度的化疗。回顾性研究其临床特征､ 远期预后和预后相关因素 
结果 从 2006 年 4 月到 2016 年 6 月,共 16 例复发性肾母细胞瘤患儿,剔除复发后治疗过程中未进展

放弃 1 例,无失访病例,共 15 例复发患儿列入统计。 
男 5 例,女 10 例,中位年龄 3.8 岁(范围 0.5-9.07 岁)。病例类型均为肾母细胞瘤预后良好型。首次诊

断时分期为Ⅰ期 1 例,Ⅱ期 7 例,Ⅲ期 7 例。初诊治疗Ⅰ期及Ⅱ期不放疗,给予更生霉素及长春新碱化

疗 18 周;Ⅲ期及Ⅳ期使用更生霉素､ 长春新碱及阿霉素化疗共 24 周,估计手术不能完全切除时给予

2 个疗程术前异环磷酰胺､ 长春新碱和依托泊苷(ICE 方案)联合化疗;手术后 10 天内放疗。复发后化

疗转入 I 方案(阿霉素,长春新碱,依托泊苷,环磷酰胺治疗 25 周)联合手术及放疗,或行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ABMT)。 
截止到 2017 年 3 月 21 日,中位随访 34.6 月(范围 12.53-132.73 月)。完全缓解到复发经历中位

6.37 月(范围 3.9-14.6 月)。4 例原发部位复发,6 例肺转移复发,2 例肝转移复发,1 例纵膈转移复发,2
例同时有原位及其他部位转移复发。复发后治疗,除 2 例接受不规则化疗,余 13 例均转入 I 方案,其中

5 例加用 IEV 方案,6 例行手术切除,7 例行放疗,5 例行 ABMT。截止末次随访,8 例(53.3%)完全缓

解,1 例复发部位进展,2 例转移,4 例(26.7%)死亡。5 年总生存率为(70.0±15.5)%,5 年无事件生存率

为(51.9±14.6)% 
结论 儿童复发性肾母细胞瘤采用手术及放化疗综合治疗方式仍有较好的再治疗效,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疗效仍不明确。 
 
 
PU-4089 

婴幼儿神经母细胞瘤远期随访报告 
 

赵洁,潘慈,徐敏,周敏,高怡瑾,胡文婷,汤静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分析诊断年龄≤18 个月的 NB 患儿的临床特点及远期随访结果,为进一步改进治疗方案提供循

证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0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明确诊断为 NB 且诊断年龄≤18 个月的患儿的病例

资料,评估远期随访结果。 
结果 155 例患儿,男 96 例,女 59 例,中位年龄 7 个月(11 天~18 个月)。1 期 31 例,2 期 19 例

(12.3%),3 期 45 例,4 期 38 例,4S 期 21 例。中位随访时间 36 个月(4 个月~189 个月),3 年和 5 年

EFS 分别是 89.6%和 85.2%,3 年和 5 年 OS 分别为 96.2%和 94.1%。15 例出现进展或复发,复发中

位时间 11 个月(3 个月~39 个月),其中 6 例 终死亡。1 例发生第二肿瘤。诊断后 12 个月内复发的

患儿较 12 月后复发的患儿预后差(3 年 OS 25.7%vs83.3%,P=0.02)。2008 年修订化疗计划后中高

危组接受的化疗总疗程数平均由 8.6 个减少至 7.5 个,但生存率较前无差异(5 年

EFS84.3%vs92.9%,P=0.282))。1 期和 2 期 34 例未放/化疗的患儿和 16 例接受化疗的患儿 3 年

EFS 均为 100%。发病年龄､ 分期､ 危险度分组､ 骨髓和骨转移､ MYCN 状态和 LDH 水平明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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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预后(P 值<0.05)。4S 期和<12 个月的 4 期预后并无统计学差异(3 年 EFS75.%vs84.7%,5 年

EFS60.3%vs76.2%,P=0.504)。 
结论 ≤18 个月的 NB 患儿预后总体较好,<12 个月的患儿的生存率较 12-18 个月的高。诊断时存在

骨髓或骨转移､ MYCN 扩增和 LDH 超过 5 倍正常值为预后不良因素。本组 4S 期的预后与<12 个

月的 4 期的预后并无差异。复发患儿中复发时间<12 个月的患儿较复发时间≥12 月的患儿预后

差。本组接受化疗者在平均减少 1 个疗程化疗后并不影响预后。1 期和 2 期患儿单纯手术治疗预后

较好,可避免进一步化疗/放疗,以减少远期不良反应。 
 
 
PU-4090 

13 例儿童卡梅现象临床回顾性分析并文献复习 
 

赵亚梅,高怡瑾,周莺,马靖,潘慈,汤静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提高对卡梅现象(Kasabach-Merritt Phenomenon,KMP)的临床表现､ 诊断与治疗的认识。 
方法  采集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 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收治入院的卡梅现象患儿 13 例,分析临床资

料,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13 例患儿中男 10 例,女 3 例,发病年龄均在 6 个月之内,12 例患儿有出血点､ 斑､ 黄疸和皮

肤包块等皮肤表现,1 例表现为胸腔积液。病灶位置分布多样。实验室检查特点为血小板严重减少,
纤维蛋白原减少和 D-二聚体升高。起病至确诊中位时间为 60 天。采用手术及糖皮质激素､ 心得安

､ 干扰素､ 西罗莫司等不同药物治疗,10 例缓解,3 例死亡,其中给予西罗莫司治疗 6 例,疗效均满

意。 
结论 卡梅现象以血管肿瘤合并严重血小板减少及消耗性凝血异常为特点,发病年龄小,起病至确诊时

间较长;手术治疗疗效确切;西罗莫司或可成为卡梅现象的有效治疗手段。 
 
 
PU-4091 

运德素治疗小婴儿颅内出血伴血小板增高 1 例 
 

吕洋,李海燕 
鞍山市中心医院 114001 

 
 
目的 迟发性维生素 K 缺乏症伴颅内出血多发生于母乳喂养的小婴儿,但出生后仅 31 天的小婴儿颅

内出血伴血小板升高者罕见。本例患儿颅内出血伴血小板明显增高,考虑可能与感染及应激反应密

切相关,经过治疗恢复较好,但是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不除外,该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以骨髓巨核细胞

异常增生伴有血小板持续显著增多为特征的骨髓增生性疾病, 
同时伴有其他造血细胞轻度增生,临床 常见的症状为自发性出血,还可见血栓形成和肝脾重大,以颅

内出血为首发症状者亦有报道,可与其他骨髓增生性疾病互相转化或发展为白血病。有研究表明原

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ET 的发病与多种基因､ 微小 RNA､ 免疫分子的表达异常或失调及一些染色体异

常等相关。该病多见于成人,儿童少见,特别是小婴儿罕见。ET 的治疗目的是使血小板减少至正常或

接近正常,以预防血栓及出血的发生,我们选择运德素(a-1b 干扰素)治疗本例患儿效果显著,具有抗病

毒及抑制巨核细胞生成､ 缩短血小板生存期双重作用。其抗病毒作用是通过诱导细胞合成抗病毒蛋

白(AVP)发挥效应。干扰素首先作用于细胞的干扰素受体,经信号转导等一系列过程,激活细胞基因

表达多种抗病毒蛋白,实现对病毒的抑制作用。抗病毒蛋白主要包括 2′-5′A 合成酶和蛋白激酶

等。前者降解病毒 mRNA､ 后者抑制病毒多肽链的合成。干扰素除抗病毒作用外,同时还具有改变

血小板的功能,抗巨核细胞的增殖,减少血小板的生成,从而起到降低血小板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816 
 

是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不除外,该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以骨髓巨核细胞异常增生伴有血小板持续显

著增多为特征的骨髓增生性疾病, 
方法 病例报道 
结果 干扰可以有效降低升高的血小板。 
 
 
PU-4092 

急性白血病患儿血清铁调素和促红细胞生成素 
的表达与临床相关性贫血研究 

 
梁钰珩,张宝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究铁调素和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表达与儿童急性白血病的特征性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临床收治的急性白血病患儿 3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接受治疗分为初治组与缓解组。同

时选取我院体检中心的 30 例儿童作为对照组。应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实验法检测所研究对象血

清中铁调素､ 铁蛋白､ 转铁蛋白及促红细胞生成素水平,我院检验科提供研究对象血红蛋白､ 红细

胞水平。用以分析急性白血病患儿铁调素与 Epo 及贫血的相关关系。 
结果 急性白血病患儿初治组､ 缓解组与对照组血清铁调素分别为(82.87±37.21)ng/mL､
(50.55±33.46)ng/mL､ (17.20±7.91)ng/mL;Epo 水平分别为(6.51±2.01)IU/L､ (4.93±1.81)IU/L 和

(3.90±2.36)IU/L;Hb 的水平分别为(79.97±20.58)g/L､ (109.6±20.66)g/L､ (129.33±9.22)g/L。RBC
的水平分别为(2.90±0.95)×1012/L､ (3.60±0.65)×1012/L 和(4.45±0.43)×1012/L。transferrin 表达水平

分别为(1.94±0.36)IU/mL､ (2.23±0.38)IU/mL 和(3.41±0.67)IU/mL。ferritin 水平分别为

(473.7±323.00)μg/L､ (422.63±246.63)μg/L 和(89.48±41.00)μg/L。初治组中铁调素与 Epo 无相关

关系(r=0.055,P=0.774),铁调素水平与 Hb 浓度呈负相关关系(r=-0.414;P=0.023),Hepcidin 与

transferrin(r=-0.418,P=0.021)的表达呈负相关性,Hepcidin 与 ferritin(r=0.583,P=0.001)的表达呈正

相关性。 
结论 AL 患儿铁调素的表达与临床贫血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但贫血原因可能由于多种因素引起与患儿

Epo 水平无直接相关性。 
 
 
PU-4093 

神经母细胞瘤高强度综合治疗患儿远期生存质量调查 
 

张安安
1,蒋浩贤

2,徐建民
1,潘慈

1,汤静燕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科 

 
 
目的 调查高强度综合治疗的神经母细胞瘤(NB)生存者的脏器功能､ 远期生存质量及第二肿瘤。 
方法 选取 1998 年 12 月~2010 年 10 月间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诊断､ 并接受高强度综合治疗的 NB
患儿共 23 例,在家属自愿的前提下,参考 COG 的远期随访指南,制定本院的检查项目。并根据常见不

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 CTCAE v3.0 进行分级。耳毒性分级根据专为铂类化疗药物设计的 Brock 和

Chang 标准分级。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96 个月(65~170)个月。100% 的患儿均表现出 1 个或多个不良反应。1~2 级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100.0%, 3~4 级发生率为:17.4%。19/21 例(90.5%)患儿出现听力损害,均为双

侧。11/21 例(52.4%)患儿出现牙根损害:包括过小牙､ 恒牙的缺失､ 牙根发育不良､ 牙釉质钙化不

良。2/21 例(9.5%)患儿出现脊柱侧弯。9/21 例(42.8%)患儿出现性腺或生长发育异常。9/1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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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患儿出现肺功能异常。7/19 例(36.8%)患儿出现心脏功能损害。7/21 例(33.4%)患儿出现肾

脏损害。5/21 例(23.8%)患儿出现肝功能损害。14/21 例(66.7%)患儿血浆皮质醇偏低,但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正常。所有患儿甲状腺功能均在正常范围内。3 例患儿随访过程出现第二肿瘤,分别是白血病

､ 恶性纤维瘤和肝脏肿瘤。 
结论 对于接受过高强度综合治疗的 NB 患儿,远期不良反应发生率高,包括听力损害､ 牙齿损害､ 心

肺功能损害､ 性腺机能损害､ 神经系统损害及第二肿瘤。需要建立长期随访的计划检测患儿的远期

生活质量,并修正现行治疗方案,尽可能改善儿童癌症患者的远期生存质量。 
 
 
PU-4094 

儿童急性白血病院内致死性并发症分析 
 

柯钟灵,陈燕惠,沈雁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导致儿童急性白血病(AL)在院死亡的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5 月-2015 年 5 月在福建省血液病研究中心收治的 75 例 AL 患儿的临床资

料,了解其致死性并发症的构成比,并比较不同年龄､ 不同白血病类型致死性并发症的构成差异。 
结果 致死性并发症中颅内出血占首位,为 38.67%;其次为感染(34.67%);其他原因:肺出血(10.67%),
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8%),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障碍(DIC)(2.67%),深部静脉穿刺导致的血管意外损伤

(1.33%),自发性气胸(1.33%),癫痫持续状态后脑疝(1.33%),移植物抗宿主病(1.33%)。幼儿期､ 学龄

前期组及青春期患儿均以颅内出血居第 1 位,而学龄期患儿则以感染居第 1 位。ALL 患儿中,重症感

染 15 例(37.5%),比例 大,其次为颅内出血;而 AML 患儿以颅内出血 多,占比 45.7%,其次为重症感

染。 
结论 近十年来,颅内出血､ 感染是导致 AL 儿童在院致死性的两大并发症,早期积极干预可有效预防

致死性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治疗生存率。 
 
 
PU-4095 

一例急性肝功能衰竭患儿行血浆置换术的护理体会  
 

刘红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一例急性肝功能衰竭患儿行血浆置换术的护理,该患儿利用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 使生命得

到了延续。 
方法 主要通过机械､  理化装置构成的支持系统进行血浆置换。 
结果 我科首例行血浆置换术的急性肝衰竭患儿,在医护的共同配合下顺利治愈出院。 
结论 血浆置换是目前治疗急性肝功能衰竭的有效方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治疗肝功能衰竭,不仅为患儿

减除痛苦､ 节省医药费,还能够降低肝衰竭导致的会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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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96 

儿童特发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及诊疗进展 
 

余孟妮,熊安秀,王敏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3 

 
 
目的 提高对儿童特发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的认识。 
方法 文献综述 
结果 儿童特发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虽总体发病率不高,但一旦确诊往往累计全身多器官､ 多

系统,严重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结论 目前为止尚缺乏规范的儿童诊疗指南,有待我们对 IHES 患儿的发病率､ 临床表现､ 治疗方案

､ 疗效反应以及后期生存率等进行系统的､ 多地区､ 多中心的调查研究。 
 
 
PU-4097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1 例的治疗体会 
 

路云峰,戴云鹏,陈力军 ,高飞,赵平,管国涛 ,刘丽英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病史 患儿,男,5 岁,因“发热､ 咳嗽伴腹疼半月”入院,多种抗生素治疗无效。自幼在地下超市玩耍,
无肝炎､ 结核､ HIV 接触史。查体:T39.2℃,P110 次/分,R23 次/分,Bp110/65mmHg,精神欠佳,营养

中等,肝肋下 2cm,质韧,余系统查体阴性。辅助检查:血常规:WBC 60.5×109/L､ Hb:101 g/L 
PLT277×109/L､ N%12.7%､ E%78.6%､ CRP 24.51mg/L;EB 病毒 DNA 定量:8.69 x104copies/ml;
真菌 D-葡聚糖定量:38.96pg/ml;曲霉菌抗原定量:0.530ug/L;Tspot:阴性;骨髓常规示嗜酸性粒细胞增

多症;脑 MR 见小片状异常信号;肺 CT 示双肺弥漫性病变;双侧血培养:新型隐球菌;脑脊液常规:有核

细胞:10×106/L､ 单个核 70%;生化:糖:3.45mmol/l､ 氯:120mmol/L､ 蛋白:0.20g/L;墨汁染色:阳性､

隐球菌荚膜抗原:阳性;脑脊液培养见隐球菌孢子。 
方法 诊断 侵袭性新型隐球菌血症并脑膜炎､ 反应性嗜酸细胞增多症､ 支气管肺炎､ EB 病毒感染 
结果 治疗 伏立康唑､ 两性霉素 B 脂质体抗真菌,并给予鞘内注射(第一天两性霉素 B 脂质体

0.025mg 溶于注射用水中,加地塞米松 1-2mg,稀释后缓慢注入鞘内,后每次增加剂量 0.025mg/d,增
至 0.1mg/d 后改为每日增加 0.1mg),3 天后症状好转,7 天后脑脊液常规､ 血沉､ CRP､ 嗜酸细胞计

数降至正常,仍低热,转入上级医院继续治疗。 
结论 讨论  隐球菌性脑膜炎(简称隐脑)是隐球菌由呼吸道感染后经血行播散至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的

脑膜炎症,死亡率高达 25%~30%[1]。隐球菌为条件致病性真菌,由于起病隐匿､ 慢性病程､ 症状及检

查缺乏特异性,加之儿童发病率低,导致其误诊率极高[2]。因此结合本患儿诊断,治疗体会如下: 
1.仔细询问病史:患儿长期处在潮湿环境,有 EB 病毒感染､ 肺炎病史,有继发真菌感染的因素。 
2.积极寻找病原:1)入院后积极抗感染､ 抗病毒治疗 7 天,患儿仍高热,并出现精神萎靡､ 颈抵抗､ E%
及 CRP 上升。第 8 天培养提示新型隐球菌,针对病原用药后症状好转。2)特异性检查:患儿脑脊液结

果并不典型,但墨汁染色阳性,培养见到孢子,尤其是血清隐球菌抗原乳胶凝集试验阳性致使隐球菌脑

膜炎得以确诊,此实验是隐脑早期诊断的依据[4]。 
3.早期联合治疗:二性霉素 B 脂质体及伊曲康唑联合用药,并予鞘内注射。二性霉素 B 破坏真菌细胞

膜完整性,伊曲康唑可以较快达到血药浓度。二者协同,耐药性发生极少,且鞘内注射二性霉素 B 脂质

体安全有效[3]。由于本病治疗周期长,药物副作用较大,故注意复查肝肾功,病情稳定后改口服药物维

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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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98 

PBK/TOPK 在儿童不同病理类型恶性淋巴瘤中的表达研究 
 

袁小叶,贺湘玲,邹惠,邹润英,田鑫,陈可可,朱呈光,游亚兰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研究 PBK/TOPK 在儿童不同病理类型恶性淋巴瘤间的表达差异。 
方法 收集 80 例儿童恶性淋巴瘤石蜡标本,应用免疫组化检测所有标本中 PBK/TOPK 的表达,统计学

方法分析 80 例儿童恶性淋巴瘤患儿 PBK/TOPK 表达与淋巴瘤病理类型的关系 
结果 PBK/TOPK 阳性表达率在 HL 与 NHL､ HL 的两种亚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BK/TOPK 在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中阳性率高于成熟 B 细胞淋巴瘤､ 成熟 T/NK 细胞淋巴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8､ 0.009);PBK/TOPK 阳性表达率在成熟 B 细胞淋巴瘤､ 成熟 T/NK 细胞淋巴瘤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PBK/TOPK 表达水平与儿童恶性淋巴瘤病理类型有关,在恶性程度高的淋巴瘤中表达更高。 
 
 
PU-4099 

儿童恶性淋巴瘤组织中 PBK/TOPK 表达与 Ki-67 的关系研究 
 

袁小叶
1,贺湘玲

1,邹惠
1,邹润英

1,田鑫
1,陈可可

1,朱呈光
1,游亚兰

1,边俊梅
2 

1.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儿童恶性淋巴瘤中 PBK/TOPK 表达与 Ki-67 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70 例儿童恶性淋巴瘤石蜡组织标本,并收集病理资料了解 Ki-67 表达情况,应用免疫组化

检测所有标本中 PBK/TOPK 的表达,统计学分析两者间关系。 
结果  PBK/TOPK 表达与 Ki67 呈正相关(r= 0.295,P=0.013); 
结论 儿童恶性淋巴瘤组织中 PBK/TOPK 表达与 Ki-67 表达呈正相关。 
 
 
PU-4100 

PBK/TOPK 在儿童不同 LDH 水平恶性淋巴瘤中的表达研究 
 

袁小叶,贺湘玲,邹惠,邹润英, 田鑫 , 陈可可 ,朱呈光 ,游亚兰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研究儿童恶性淋巴瘤不同水平 LDH 组间 PBK/TOPK 的表达差异。 
 
方法 收集 80 例儿童恶性淋巴瘤,并收集临床资料了解 80 例患儿 LDH 水平情况,应用免疫组化检测

所有标本中 PBK/TOPK 的表达,统计学分析 PBK/TOPK 在 LDH 正常组和升高组间的表达差异。 
结果 PBK/TOPK 在 LDH 升高组中阳性率高于 LDH 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2=6.267,P=0.012)。 
结论 PBK/TOPK 在 LDH 升高儿童恶性淋巴瘤中表达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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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1 

儿童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临床特征分析   
 

刘满菊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探讨儿童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为该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思路 
方法  对 2014.01-2016.7 在郑州市儿童医院血液病区就诊的 3 例慢性活动性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 
结果  3 例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肝功损伤,有反复慢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表现,应用抗病

毒治疗效果欠佳。例 1 与例 2 患儿均单纯采用抗病毒治疗,分别随访 30 月､ 12 月,例 1 转化为淋巴

增值相关性疾病,例 2 反复发热,病毒定量控制不理想。例 3 抗病毒治疗后采用淋巴瘤方案化疗,目前

3 例患儿均存活 
结论 儿童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单纯抗病毒治疗预后相对较差,病情容易反复,临床上预见此类患

儿应尽早完善相关检查,尽早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PU-4102 

急性白血病合并侵袭性曲霉病的临床治疗 
 

孙青,谢瑶,华瑛,赵卫红,吴鹏辉,李硕,卢新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合并侵袭性曲霉病患儿抗真菌治疗和化疗的诊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血液病房收治的 3 例急性白血病合并侵袭性曲霉病患儿的

诊治过程。  
结果 1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和 2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诱导缓解阶段合并侵袭性曲霉病;2 例

确诊,1 例拟诊。抗真菌初始治疗首选伏立康唑和(或)两性霉素 B。3 例患儿均按计划继续给予强烈

化疗,其中 2 例患儿化疗后完善骨髓移植。3 例患儿急性白血病均获得完全缓解,侵袭性曲霉病均治

疗有效,2 例患儿已停用抗真菌治疗,1 例患儿继续口服伏立康唑,无霉菌复发。 
结论 侵袭性曲霉菌病需早期发现､ 积极治疗。强化疗使患儿急性白血病获得完全缓解,免疫状态得

到改善,可以改善长期预后。有效抗真菌治疗联合强化疗是急性白血病合并侵袭性曲霉病患儿长期

无病生存的保障。 
 
 
PU-4103 

46 例白血病患儿化疗完成后临床资料分析 
 

罗森林,孙笑,刘师哲,刘瑛,万伍卿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评估整体化疗对白血病儿童肝肾功能､ 心功能､ 神经系统影响。 
方法 收集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1 日至湘雅二医院儿科完成化疗后复查的白血病患儿的

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患儿的小便常规､ ALT､ AST､ BUN､ Cr､ CK､ CK-MB､ 心电图､ 心脏彩超

､ 头颅 MRI､ 脑电图､ 腹部彩超､ 腹部 CT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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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整体化疗完成后,于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1 日至湘雅二医院儿科复查的白血病患儿

共 46 例,女性 21 例,男性 25 例,其中诊断为 ALL 患儿共 34 例(标危 13 例,中危 19 例,高危 2 例),诊断

为 AML 患儿共 12 例(M3 6 例,其他 6 例)。 
整体化疗完成后,患儿 ALT､ AST 均低于 2 倍正常值;患儿血尿及蛋白尿发生率为 0;BUN､ Cr 均在

正常范围内;CK､ CK-MB 均低于 2 倍正常值;心电图异常阳性率 45.45%(20/44),其中主要为窦性心

律不齐(27.27%)､ 窦性心动过速(9.09%)､ 传导阻滞(6.82%);心脏彩超检测左心功能测值均在正常

范围内(100%),结构异常率 39.47%(15/38),主要为二､ 三尖瓣返流(36.84%)､ 左房增大(7.89%);脑
电图异常率 10.00%(4/40),其中 3 例为背景活动慢,1 例为清醒期额极区少量 δ 慢波发放;头部 MRI
异常率 4.88%(2/41),均为脑白质病变。ALL 与 AML 患儿心电图､ 心脏彩超､ 脑电图异常率无显著

差异(P>0.05)。化疗完全结束后仍有部分患儿腹部彩超或 CT 显示脾大,其发生率为

20.51%(8/39),ALL 患儿脾大发生率明显高于 AML 患儿(P<0.05)。 
结论 整体化疗对白血病儿童的心脏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对神经系统可遗留影像学及脑电学改变。 
 
 
PU-4104 

儿童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疗效的单中心研究 
 

阙丽萍,黄科,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总结我科儿童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不同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为我科复发儿童 ALL
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一定的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我科诊治的复发儿童 ALL 的临床资料,并进

行随访。 
结果 62 例复发儿童 ALL 选择再诱导治疗,5 年累积 OS 为 51.3%±8.0%。单独骨髓复发采用 BFM-
2002 复发 A 方案化疗(n=10),复发 B 方案(n=8),GD08 高危方案(n=1),其他方案(n=5)的 3 年累积 OS
分别为 71.4%±17.1%､ 75.0%±15.3%､  0%､ 40.0%±21.9%,P=0.067;移植与未移植的 3 年累积

OS 分别为 66.7%±27.2%,63.9%±1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极早期单独骨髓复发 6 例均死

亡。单独中枢复发 20 例,其中 19 例存活,1 例死亡;极早期单独中枢复发 18 例,14 例选择 GD08ALL
高危方案化疗均存活;3 例单独睾丸复发患儿选择复发 A 方案均存活。15 例联合复发患儿中 3 例存

活,9 例死亡,3 例放弃。不同危险分期 S1､ S2､ S3､ S4 ,3 年的累积 OS 分别为

100%,80.6%±7.2%,50.0%±25.0%,25.0%±12.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对于 S2 移

植与未移植 5 年的累积 OS 分别为:66.7%±27.2%及 66.3%±10.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38);S3/S4 移植与未移植的 3 年 OS 分别为:66.7%±27.2%及 9.3%±8.8%,差异用统计学意

义。 
结论 (1)极早期单独中枢复发采用 GD08 高危方案化疗效果佳;对于其他复发部位采用 BFM 复发方

案疗效较好,但尚不能评价 BFM 复发 A 方案与复发 B 方案哪种方案更优。(2)S1/S2 化疗效果较好,
对于 S3/S4 期的患儿化疗效果差,生存率低,HSCT 可显著改善 OS,建议再次缓解后早期行 HSCT。
(3)极早期单独骨髓及骨髓联合髓外复发预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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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5 

大剂量甲氨蝶呤血药浓度监测对儿童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的临床指导 

 
代艳,黄欣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观察血药浓度监测在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指导作用。 
方法 62 例 ALL 患儿参照诊疗建议行 HD-MTX 治疗,根据血药浓度监测调整亚叶酸钙解救方案。 
结果 62 例 ALL 患儿行 HD-MTX 治疗 257 次,检测 MTX 血药浓度 202 次,发生延迟排泄共 61 次

(30.2%),其中 44hMTX 浓度>1.0umol/L 者占 42.4%,68hMTX 血药浓度>0.3umol/L 者占 7.1%。发

生中性粒细胞减少､ 血红蛋白降低和血小板减少的分别为 54.1%､ 48.1%和 14.8%,发生肝脏毒性

､ 粘膜损害和胃肠道反应者各为 38.1%,42.0%和 26.8%,治疗中未发现肾功能损害,无严重感染发生,
无死亡病例。排泄延迟组患儿粘膜损害､ 骨髓抑制､ 胃肠道反应､ 肝脏毒性等方面不良反应发生率

明显高于排泄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氨蝶呤排泄具有个体差异,临床依照血药浓度调整亚叶酸钙解救方案是安全有效的,可以减少

不良反应的发生和严重程度,避免亚叶酸钙解救过度。 
 
 
PU-4106 

使用小剂量肝素加凝血因子､ 血小板输注治疗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DIC 
 

廖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使用小剂量肝素皮下注射及凝血因子､ 血小板输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早期 DIC
的疗效。 
方法 2012 年~2017 年 6 月我科住院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儿童 26 例,男性 15 例,女性 11 例,年
龄 2 岁 6 月~12 岁半,全部患儿通过骨髓细胞学诊断 AML-M3,免疫学检测为髓系白血病,RARA 融合

基因阳性确诊。26 例中 1 例未发生 DIC,25 例发生 DIC,皮肤黏膜出血 21 例,其中 2 例合并消化道出

血､ 1 例合并血尿,4 例颅内出血,1 例初诊即发生严重颅内､ 消化道出血死亡。25 例 D 二聚体均增

高 1253~18978μg/L,Fib<1.5g/L 的 6 例,血小板 5~62×109/L,25 例均细胞学诊断立即使用全反式维

甲酸治疗,RARA 基因阳性结果后加用三氧化二砷诱导治疗,合并 DIC 者使用小剂量普通肝素

(10μg/kg,皮下注射,每天 2~3 次),Fib<1.5g/L 者输注冷沉淀或新鲜冰冻血浆补充凝血因子,血小板

<50×109/L 者输注机采血小板。每天检测血常规､ 凝血功能,至 D 二聚体降至 500μg/L 左右并稳定

后停用肝素,Fib>1.5g/L 并稳定后停止补充凝血因子,血小板>50×109/L 停止输注血小板。 
结果 25 例维甲酸加三氧化二砷诱导治疗者其中 24 例合并 DIC 经过配合使用小剂量肝素及补充凝

血因子､ 输注血小板治疗,患儿安全度过诱导治疗期合并的 DIC。目前 2 例仍在诱导治疗中,5 例维

持治疗中,18 例已经治疗结束. 
结论 使用小剂量肝素皮下注射及凝血因子､ 血小板输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早期 DIC 可以

取得良好的效果,减少治疗早期 DIC 死亡率。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823 
 

PU-4107 

GD-2008 ALL 方案危险分层的新认识 
 

阙丽萍,黄科,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总结本中心儿童复发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临床特征及结局,探讨可能的早期复发高危因素

并且重新评估 GD-2008 ALL 方案危险分层标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于 2008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初诊为 ALL 并接受 GD-2008ALL 方案规

律化疗但复发的 59 例 ALL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与同期收治处于持续缓解(CCR)的 218 例 ALL 患儿

进行比较。 
结果 纳入研究的 285 例初诊 ALL 患儿,复发 59 例,复发率为 20.7%。其中标危(SR)15 例(17.0%),中
危(IR)27 例(19.7%),高危(HR)17 例(32.7%)。SR､ IR､ HR 5 年 OS 分别为:86.5%±6.2%､
89.8%±3.6%及 90.6%±4.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R､ IR､ HR 5 年 EFS 分别为:69.5%±7.9%､
62.3%±6.9%､ 53.6%±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初诊年龄≥10 岁,外周血白细胞(WBC)
≥50×109/L,泼尼松试验不明感,d15 骨髓未缓解,高危组 ALL,d33MRD 高水平(≥0.1%)是复发的高危

因素,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示初诊高白细胞(≥50×109/L)
是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P 值分别为 0.000。 
结论 GD-2008 ALL 方案危险分层标准的重新界定,有利于患者分层治疗,年龄分界点应调整为 10 岁,
初诊 WBC 以 50×109/L 作为标危与中危以上分界点。目前分层标准中的高危病人受益于 GD-
2008ALL 高危方案。此外,治疗初期 MRD 对预后的判断有重要指导意义。 
 
 
PU-4108 

预防及抢先治疗下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后巨细胞病毒感染现状分析 
 

王彩丽
1,何岳林

2,张景荣
1 

1.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贵阳市儿童医院 
2.广东省广州南方医院 

 
 
目的 了解预防及抢先治疗下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后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现状,为改进治疗措施､ 提

高治疗效果提供依据。 
方法 统计 2014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广州南方医院儿科进行异基因干细胞移植,且针对 CMV
进行预防､ 监测及抢先治疗的患者 310 例,分析 CMV 感染特点。 
结果 异基因干细胞移植 310 例,发生 CMV 感染 81 例,感染率 26.1%。其中 CMV 血症 78 例,发生率

24.3%(78/310)。CMV 病 3 例(视网膜炎 2 例,CMV 脑炎 1 例),发生率 1%(3/310)。CMV 感染组移植

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高。未发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治疗后,78 例 CMV 转阴,占
96.3%(78/81),但其中 16 人转阴后再次出现阳性,占 19.8%(16/81)。3 人持续阳性(其中 2 人死亡,1
人放弃后死亡),占 3.7%(3/81)。反复或持续阳性者监测淋巴细胞亚群,均显示 NK 细胞升高,CD4+T
细胞降低,CD8+T 细胞升高。 
结论 预防及抢先治疗是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后 CMV 感染的有效方法,在此治疗下病毒复发率仍高,需
定期监测,部分持续阳性需寻找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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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9 

儿童急性肿瘤细胞溶解综合征发生高危因素及防治策略分析 
 

郑凯元,代艳,黄欣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急性肿瘤细胞溶解综合征(ATLS)发生的高危因素及防治方法。 
方法 对 86 例初发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Ⅳ期非霍杰金淋巴瘤(NHL)患儿,在初期化疗时予

水化､ 适度碱化､ 别嘌呤醇治疗;治疗前评估肾脏功能情况;监测治疗前后血白细胞计数､ 血清乳酸

脱氢酶(LDH)和血电解质､ 血气分析､ 血尿酸､ 血肌酐(Cr)､ 血尿素氮(BUN)､ DIC 指标变化。依照

Cohen 提出的 ATLS 的诊断标准,统计 ATLS 的发生率,分析其与 WBC 计数､ LDH 水平和肿瘤细胞

免疫分型的关系。 
结果 86 例患儿中因代谢紊乱诊断 ATLS 者 5 例(占 5.8%),以血液生化改变为主,包括高尿酸血症､

高磷､ 高钾､ 低钙､ 高尿素氮或高肌酐。76 例 ALL 和 10 例Ⅳ期 NHL 患儿 ATLS 发生率分别为

3.9%和 20%,Ⅳ期 NHL 的 ATLS 发生率大于 ALL(P<0.05),80 例 B 系和 6 例 T 系淋巴系统恶性肿瘤

ATLS 的发生率分别 
为 5%和 16.6% ,差异无显著性(P>0.05);WBC>50x 109/L 者 35 例,WBC<50×109/L 者 51 例,ATLS
的发生率分别为 11.4%和 1.9%,差异有显著性(P<0.05);LDH≥2000 U/L 者 20 例,LDH<2000 U/L 者

71 例,ATLS 的发生率分别为 20%和 1.4%,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5 例 ATLS 患儿经早期预防

､ 早期诊断､ 及时干预治疗,预后良好,无肾功能衰竭､ 无严重出血或心律失常发生。 
结论 高 WBC 计数､ 高 LDH 和Ⅳ期 NHL 是 ATLS 的高危因素;水化､ 适当碱化和别嘌呤醇三联应

用,密切监测和观察､ 处理水电解质紊乱,是预防和治疗 ATLS 的有效措施,从而避免 ATLS 的严重并

发症,降低儿童淋巴系统恶性肿瘤治疗早期的死亡率。 
 
 
PU-4110 

诊断横纹肌肉瘤的一个 Li-Fraumeni 综合征家系报道并文献复习 
 

谢瑶,赵卫红,华瑛,孙青,吴鹏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Li-Fraumeni 综合征于 1969 年首次报道,是一种典型的遗传易感肿瘤综合征,常呈染色体显性遗

传。该病虽然发现较早,但是在国内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且报道少见。本文拟通过对一个存在遗传因

素的横纹肌肉瘤家系的临床资料的描述,以及对相关文献的复习,探讨 Li-Fraumeni 综合征的临床特

点,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包括发病年龄､ 临床表现､ 检查结果､ 诊断及治疗,详细收集家族史情况,对
现有部分家庭成员进行基因检测,明确其遗传情况。复习文献,对该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新治疗理念

及预后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先证者为男性患儿,发病年龄 2 岁 2 月,以打鼾起病,3 月后发现左颌下肿物。完善检查后诊断:
左颌下胚胎型横纹肌肉瘤 T2bNxM0,TNM3 期,病理分期Ⅲ期,临床中危。对患儿及部分家庭成员进

行 TP53 基因突变检测,发现 EXON 8 上的错义突变:c.844C>T(p.Arg282Trp)(杂合),患儿母亲､ 姐姐

均检测出该变异。以“Li-Fraumeni 综合征”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共检索出中文期刊

文献 22 篇,而 pubmed 以“Li-Fraumeni syndrome”和“TP53”为关键词检索出近 5 年文献 165 篇,对这

些文献进行回顾。 
结论 在 Li-Fraumeni 相关的肿瘤中,儿童好发的主要有肉瘤､ 脑肿瘤和肾上腺皮质癌,其它可能相关

的包括白血病､ 淋巴瘤等。目前已经明确 TP53 的基因改变与 Li-Fraumeni 综合征密切相关,对于儿

童肿瘤患者,尤其是某些具有遗传易感性的肿瘤,在明确诊断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遗传学评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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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家族史并考虑进行相关检查,尤其是对其进行 TP53 基因检测。如果存在 TP53 基因突变,往往

提示预后不良,治疗上则应当更为积极,并采取适当措施优化患儿及家庭成员管理。除了 Li-Fraumeni
综合征以外,儿童白血病､ 淋巴瘤中也存在 TP3 突变患儿,虽然目前对于这些疾病是否具有遗传易感

性尚有争议,但是一旦检测到 TP53 的基因改变,则在肿瘤的综合管理中,应当充分考虑到遗传相关因

素。 
 
 
PU-4111 

儿童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ANK1 基因新突变一例 
 

周芬,王琳,肖燕,金润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确定 1 例儿童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基因突变。  
方法 在患儿 ANK1 基因发现 c.481-485del(编码区第 481-485 号核苷酸缺失)的杂合核苷酸变异,该
变异导致从第 161 号氨基酸 Lys 开始的氨基酸合成发生改变,并在改变后的第 7 个氨基酸终止

(p.Lys161PhefsTer7),为移码变异。该变异可能导致蛋白质功能受到影响。该变异的致病性尚未见

文献报道(所参考数据库:HGMD P ro 及 Pubmed),且不属于多态性变化,在人群中发生的频率极低(所
参考数据库:1000 Genomes, dbSNP)。在受检者父母 ANK1 基因均未发现上述变异,该变异为新生

变异。 
结果 在患儿 ANK1 基因发现 c.481-485del(编码区第 481-485 号核苷酸缺失)的杂合核苷酸变异,该
变异导致从第 161 号氨基酸 Lys 开始的氨基酸合成发生改变,并在改变后的第 7 个氨基酸终止

(p.Lys161PhefsTer7),为移码变异。该变异可能导致蛋白质功能受到影响。该变异的致病性尚未见

文献报道(所参考数据库:HGMD P ro 及 Pubmed),且不属于多态性变化,在人群中发生的频率极低(所
参考数据库:1000 Genomes, dbSNP)。在受检者父母 ANK1 基因均未发现上述变异,该变异为新生

变异。 
结论 ANK1 基因编码区第 481-485 号核苷酸缺失是本例患儿的可疑致病原因。 
 
 
PU-4112 

经济社会因素与全球白血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相关性研究 
 

王柱军,郝琎琎,周东风,刘勤,金润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描述白血病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年标准化发生率与死亡率,并且研究经济社会因素与它们之间

的关系。 
方法 我们从 GLOBOCAN 2012 数据库获取了全球 169 个国家和 16 个大区域的性别特异性年标准

化发生率与死亡率数据,在国家及区域水平比较年标准化死亡率与发生率之比,并且研究该比值与联

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及人均健康支出的相关性。 
结果 白血病年标准化发生率 高的是澳洲/新西兰(9.2/10 万)及北美地区(8.7/10 万), 低的是中非

(2.2/10 万)和西非(1.3/10 万), 大差距超 7 倍;而白血病年标准化死亡率 高的是西亚(4.6/10 万)与
北非(4.1/10 万), 低的是西非(1.2/10 万)与中非(2.1/10 万), 大差距接近为 4 倍;白血病年标准化发

生率与死亡率在高度发达的国家是 7.2/10 万与 3.5/10 万,而在中等发展中国家分别为 3.8/10 万与

3.2/10 万;白血病年标准化死亡率与发生率比值 低的是澳洲/新西兰 0.38, 高的是西非 0.92。人

类发展指数与白血病年标准化死亡率与发生率比值呈强负相关(线性回归,回归系数为-1.1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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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均健康支出亦与白血病年标准化死亡率与发生率比值呈负相关(对数回归,回归系数为-
0.101,p<0.01)。 
结论 白血病年标准化死亡率与发生率在全球范围内波动很大,而它们的比值在欠发达国家中 高,提
高国家人均健康支出以及改善人类发展指数的各项指标将有助于改善全球白血病的诊治情况。 
 
 
PU-4113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肝硬化伴难治性过敏性 
紫癜及血小板减少症一例 

 
穆锴,王红美,顾艳,李洪娟,程娜,韩燕,丁国玉,冯潇雨,赵羽琦,徐懿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探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肝硬化伴难治性过敏性紫癜及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 
方法 患儿男 12 岁,1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足背肿胀､ 疼痛,随之足背出现数个红色皮疹,略高出皮

面,压之无褪色,查血常规示血小板计数为 58´109/L,尿胆原 3+,尿蛋白+,予以对症治疗后,双足肿痛及

皮疹渐消失,尿蛋白转阴,血小板无明显上升, 低值 26´109/L。骨穿示巨核细胞成熟障碍。至外院就

诊,先后给予多种药物口服,血小板升至正常。半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双足拇趾疼痛,随后发现双

下肢散在红色皮疹,略高起皮面,伴阵发性腹痛,入我院。查体见患儿双下肢及双上肢可见散在红色皮

疹,略高起皮面,无触痛,压之不褪色。心肺查体无异常。肝肋下 5cm,质韧,脾肋下 1cm,质韧。入院后

诊断“过敏性紫癜､ 肝脾肿大原因待查”,给予保肝､ 改善血管通透性以及抑制炎症介质分泌等治疗,
患儿病情无改善。为明确病情,给予患儿肝穿刺活检+病理检查,结果回报:符合结节性肝硬化。北京

302 医院病理会诊意见:(肝脏穿刺)考虑慢性药物性肝损伤,病变程度相当于 G2S4。停用可疑肝损害

药物,给予保肝治疗,并给予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输注。共为患儿输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8 次,平均每次

输注细胞数量为 5.64´107/次(范围:5.48-5.98´107/次)。 
结果 干细胞输注后,患儿皮疹消退,未再反复,血小板逐渐回升至 150´109/L 以上,肝脏转氨酶逐渐下降

至正常,肝胆脾 B 超示肝脏内结节较前减少､ 缩小,脾脏较前缩小。嘱患儿慎用药物,定期门诊复查。 
结论 肝脏发生病变后,对各种抗原的清除能力下降,机体的免疫系统发生紊乱,这可能是该肝硬化患儿

并发过敏性紫癜､ 血小板减少症的原因。药物性肝损害致病药物种类较多,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应
引起临床医生重视。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儿童肝硬化伴难治性过敏性紫癜及血小板减少症疗效好,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临床安全性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PU-4114 

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并发朗罕细胞组织 
细胞增生症 1 例并文献复习 

 
蒋家敏,于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合并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

病(T-cell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T-ALL)的发病机制,及两者之间关系及治疗。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1 例诊断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 L2 型中危 26+月后合并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

增生症患儿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当 LCH 伴随着急性白血病发生时,经常存在不同时间模式;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AML)通常会发生 LCH 之后,而 ALL 通常会发生其之前。我们报告的该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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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 LCH 是在确诊 T-ALL 规律于我院住院及门诊完成 CCCG-ALL-2015 化疗方案,目前处于 IR
维持治疗第二阶段第 5 循环之后。 
结论   LCH 发生可能存在着肿瘤性病变。LCH 可能是特殊的树突状细胞对 T 肿瘤性淋巴细胞反应

增生的结果,或者是独立存在。治疗上应予 T-ALL 为主,可兼顾 LCH 化疗及对症治疗。 
 
 
PU-4115 

儿童急性微分化髓系细胞白血病 M0 的临床分析 
 

邱奕宁,郝琎琎,余慧,周芬,周东风,肖燕,吴小艳,金润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回顾性分析儿童急性微分化髓系细胞白血病 M0 的临床特点及疗效预后情况,以期为提高 M0
的诊疗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收治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包括 M0 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进

行追踪随访。应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统计。 
结果 M0 患儿占 AML 患儿的 5.6%。(10 例/177 例),以婴幼儿为主。免疫分型抗原表达 多见的为

HLA-DR､ CD13､ CD117 (90%), CD4､ CD34､ CD33(80%);部分病例表达 CD7､ CD38､ CD15
､ CD123。M0 患儿诱导缓解率为 57.1%(4/7 例),明显低于非 M0 患儿,但无统计学差异(vs. 
81.9%,P>0.05)。M0 患儿死亡率显著高于非 M0 组(83.3% vs. 34.5%,χ2=4.423,P<0.05)。5 年 EFS 
M0 组显著低于非 M0 组(16.7%±15.2%, vs. 52.6%±5.5%。,χ2=8.29,P<0.01。)。而 M0 组 5 年累

积 OS 亦显著低于非 M0 组(16.7%±15.2%, vs. 61.8%±5.7%,χ2=12.16,P<0.01)。 
结论  AML-M0 患儿诱导缓解率低,容易复发,死亡率高,预后极差。M0 患儿应及时完成化疗,避免延

误,并尽早安排造血干细胞移植,以争取 佳疗效。 
 
 
PU-4116 

广西百色地区血红蛋白 Westmead 的 实验及临床研究 
 

宋兆静,潘红飞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目的 (1)评价利用聚丙烯酰胺凝胶肽链电泳(PAGE)检测异常血红蛋白 Westmead(HbWS)区带的准

确性,从检测蛋白质肽链层面提供筛查和诊断 HbWS 的新方法。(2)探讨百色地区人群中 HbWS 的

基因型和血液学表型特点及其与其他不同基因型的地中海贫血(地贫)的血液学表型差异。 
方法 (1)实验研究:收集在我院进行地贫基因检查､ 年龄在 2-60 岁之间的病例,以基因检测作为确诊

地贫的金标准。同时应用 PAGE 方法检测 HbWS,其中具有 Gγ 位置区带浓染而 Aγ 位置无浓染､

HbF 值正常特点的 HbWS 区带为阳性病例。计算 PAGE 诊断方法的敏感性､ 特异性等各项指标。

(2)临床研究:根据特定的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收集门诊确诊为 HbWS 各类型基因突变的患者为研究

对象和筛选其他各类地贫基因型患者分成若干对照组亚组,均进行血液学参数和 Hb 的分析。应

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结果 (1)符合要求的病例 600 例,经 PAGE 实验诊断 HbWS 区带阳性 130 例､ 阴性 470 例;按金标准

方法检出含 HbWS 基因突变的 126 例,无突变的 474 例。PAGE 诊断 HbWS 的敏感度 96.83 %､ 特

异度 98.31 %。(2)117 例 HbWS 杂合子组的 Hb(129.68±21.11g/L),MCV86.00±5.36fl)和
MCH(27.76±2.16pg)均值高于 αCSα/αα 组､ αQSα/αα 组､ αα/-α3.7组和 αα/-α4.2组。(3)HbWS 复合

其它静止型 α-地贫的双重杂合子的 Hb(128.60±15.67g/L)高于 HbWS 复合轻型 β-地贫组和轻型 β-
地贫组;MCV(80.27±4.70fl),MCH(25.29±1.52pg)高于 HbWS 复合轻型 β-地贫组。(4)HbWS 复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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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β-地贫组的 Hb(112.59±14.03g/L),MCV(64.48±5.53fl)､  MCH(19.72±1.81pg)均低于 HbWS 复

合其它静止型 α-地贫的双重杂合子组。(5)HbH-WS 病的 Hb(104.67±27.03g/L)比-α4.2/--SEA 组和-
α3.7/--SEA 组高;αWSα/--SEA 组的 MCV(67.76±6.10fl)低于 αCSα/--SEA 组,MCH(20.64±1.82pg)减低程度

轻。 
结论 1)PAGE 方法诊断 HbWS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高,可作为 HbWS 新的诊断方法。(2)Hb WS 不同

基因型血液学表型各有其特点;与非 HbWS 复合型地贫相比,HbWS 复合型地贫的血液学表型相对较

轻,αWSα/--SEA的患者贫血程度轻,基因型为 αWSα/αα 和 αα/--SEA的夫妇不需做产前诊断。 
 
 
PU-4117 

新疆喀什地区儿童肿瘤诊治现况调查与开展规范化诊治的探索 
 

何珂骏
1,2,谈珍

1,汤梦婕
1,袁晓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开展新疆喀什地区儿童肿瘤诊治的现况调查,了解该地区儿童肿瘤发病特点､ 诊治现状与预后

结局,并对开展规范化诊治提出参考建议。 
方法 通过查询喀什地区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的医院信息系统查询近 3 年(2014-2016 年)的儿童与青

少年肿瘤的电子病案信息,结合人员访谈､ 电话随访的方式,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得出该医院儿童肿

瘤诊治现况的基线数据。在上海援疆专家的指导下,拟逐步规范儿童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模式,逐步改

善儿童肿瘤患者的治疗结局,并培养当地儿科医生处理儿童肿瘤疾病的正确思维和处理方式。 
结果 3 年期间共搜索到目标病例 64 例,失访 12 例,满足统计要求的 52 例。白血病 13 例,CNS 肿瘤

4 例,非 CNS 实体肿瘤 35 例。白血病患者 2 年无事件生存率 EFS 为 38.5±13.5%,2 年总体生存率

OS 为 46.2±13.8%。接受化疗组的 2 年 OS(75.0±15.3%)显著高于未接受化疗组(0%)。实体肿瘤患

儿 2 年 EFS 为 50.2±10.2%,2 年 OS 为 66.4±9.0%。男性患儿､ 中晚期肿瘤､ 未再一期手术切除的

肿瘤､ 未接受多学科干预的病人的 2 年 OS 率较低。 
结论 限于当地条件,喀什地区儿童肿瘤诊断和治疗目前尚存在不规范､ 不合理之处,对儿童肿瘤的知

晓､ 重视程度不足,不能有效开展多学科联合诊治,儿童肿瘤的整体生存率较低。在援疆医疗力量的

扶持下,并充分利用本地的优势医疗资源,可以逐步规范儿童肿瘤的诊治模式,改善儿童肿瘤患者的预

后。 
 
 
PU-4118 

口服阿昔洛韦缓释片预防儿童干细胞移植后 
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探讨 

 
罗建明,帕兰曼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阿昔洛韦缓释片预防骨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术后预防 CMV 感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预防组从干细胞移植入仓时确认均无 CMV 感染(DNA 量<5.0×102拷贝/ml),即开始口服阿昔洛

韦缓释片,体重 10~14kg 者: 0.2g/次,每天二次;体重 15~25kg 者: 0.2g/次,每天三次;体重 25kg 者: 
0.4g/次,每天二次。每周连用三天停用四天。对照组为同一时期的干细胞移植患者,未使用任何抗病

毒的药物预防 CMV 感染。两组患者均使用复方磺胺甲基异恶唑口服预防继发细菌性感染,每周连用

三天停用四天。以血清 CMV 病毒 DNA 量>5.0×102/ml 评定为 CMV 感染,比两组的 CMV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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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指标观察包括:移植后血象指标血红蛋白､ WBC 和血小板,干细胞植入嵌合率､ 肝功能､ 肾功

能等。 
结果 预防组 20 例,随访 12 个月, 1 例(5.0%)在出仓后 14 天(移植后 45 天)出现 CMV 感染(DNA 量

1.9×104/ml),其余 19 例均无 CMV 感染(DNA 量<5.0×102/ml)。未预防组出现感染 22 例(55.0%),其
中 15 例(68.2%)的 CMV 感染发生在移植后 90 天以内,其中典型的巨细胞病毒肺炎 2 例。两组的血

液学指标 Hb､ WBC､ NEU､ Plt 无显著性差别,两组的干细胞植入嵌合率无显著性差别。2 例出仓

时已有 CMV 感染的患者使用阿昔洛韦缓释片治疗无效,需要改静脉使用更昔洛韦。两组的肝功能､

肾功能参数无显著性差别。 
结论  
干细胞移植术后长期口服阿昔洛韦缓释片预防 CMV 感染是有效和安全的: 
1)可明显降低 CMV 感染率; 
2)对移植后的干细胞植入嵌合率无影响; 
3)对移植后的血液学指标无明显影响; 
4)对肝肾功能无影响。 
 
 
PU-4119 

非血缘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溶酶体贮积病的临床研究 
 

唐湘凤 
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非血缘脐血具有免疫原性低､ HLA 配型要求不严格的特点,该研究观察了非血缘脐血造血干细

胞移植(UCBT)治疗溶酶体贮积病的临床疗效,探讨其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我院收治 9 例溶酶体贮积病患儿,根据原发病缺乏酶

及基因明确诊断,均进行 UCBT 的临床资料,包括 5 例戈谢病(3 例Ⅰ型,2 例Ⅲ型),2 例粘多糖病(均为

Ⅰ型),2 例尼曼-匹克病(均为 A 型),男 3 例,女 6 例,移植中位年龄 1.7 岁,移植中位体重 12kg。8 例为

单份脐血,1 例为双份脐血。HLA 高分辨全相合 2 例, 5 个位点相合 5 例, 4 个位点相合 2 例,预处理

选用白消安/环磷酰胺/氟达拉滨/ATG 为主方案。于 0d 回输脐血,有核细胞中位数为

8.51×107/kg,CD34+细胞中位数为 2.81×105/kg。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采用环孢霉素 A 和骁悉。 
结果 中性粒细胞(ANC)≥0.5×109/L 和血小板(PLT)≥20×109/L 的中位天数分别是移植后 15 天

(+15d)､ +31d,+1m 查骨髓检查均示完全供者型嵌合,原发病缺乏酶恢复正常的中位时间是移植后

1.5 个月(+1.5m)。4 例出现Ⅰ-Ⅱ度急性 GVHD(aGVHD),2 例予甲基泼尼松龙得以控制,2 例进展为

Ⅲ-Ⅳ度 aGVHD,其中 1 例给予巴利昔单抗控制,1 例发展为肠道 GVHD(cGVHD),予药物治疗效果

差。随访中位时间 20 个月,现存活 6 例,无 1 例发生 cGVHD,原发病缺乏酶一直维持正常水平,致病

的突变基因恢复正常,血型均转为供者。死亡 3 例,包括 2 例戈谢病(分别于+9m 在院外传染水痘致全

身播散性感染死亡,+3m 因Ⅳ度肠道排异合并病毒性肠炎死亡),1 例尼曼-匹克病于+3.5m 因肺部感

染发展呼吸功能衰竭死亡。 
结论 非血缘相关脐血能提供快速有效造血干细胞,且能耐受 HLA 多个位点不相合,为急需行造血干

细胞移植的儿童溶酶体贮积病行提供良好时机,cGVHD 发生率低,生存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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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20 

儿童初发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MICM 综合分型研究 
 

黄成双,陈艳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0 

 
 
目的 研究我院确诊为初发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的 MICM 综合分型,为临床诊断､ 治疗､ 预后

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及总结分析 2013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且为初发的

101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 (1)101 例患儿中男孩 63 例,女孩 38 例(1.66:1),中位发病年龄为 4.4(0.7-13)岁;(2)骨髓 MICM
分型检测:101 例患儿全部进行细胞形态学分型,ALL-L1 41 例(40.6%),ALL-L2 29 例(28.7%),未分型

ALL 31 例(30.7%);82 例患儿进行了免疫分型检测,其中 B-ALL 占 70 例(86.6%),T-ALL 占 11 例

(13.4%),急性杂合性白血病(HAL:表达髓系和 B 系)1 例(1.2%);54 例患儿进行了染色体核型检测,结
果显示 11 例(20.3%)异常,检出率较低。其中染色体数目异常 8 例(14.8%),染色体数量异常 3 例

(5.5%),而在 B-ALL 和 T-ALL 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78 例患儿进行融合基因检测,
结果显示 26 例(34.2%)异常,检出率较低。其中 AML1-TEL 表达阳性者 13 例(17.7%), E2A-PBX1
表达阳性者 5 例(16.4%),MLL-AF4､ SIL-TAL1 及 BCR-ABL1 表达阳性者各 2 例(2.5%),MLL-AF10 
､ TCF3-PBX1､ CRLF2 及 WT1 表达阳性者各 1 例(1.3%)。在本研究中,有 1 例患儿细胞形态学分

型结果与其免疫学分型结果不同,以其免疫学分型结果为 终诊断。 
结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MICM 综合分型研究,对 ALL 的诊断､ 治疗和预后中有着重要作用,
但在本研究的结果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染色体核型及融合基因检出率较低,可能是样本量较

少,考虑到 MICM 分型对于临床诊断､ 治疗､ 预后的重要性,可积累更多病例以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PU-4121 

儿童初发型急性髓系白血病 MICM 综合分型研究 
 

黄成双,陈艳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0 

 
 
目的 研究我院确诊为初发型急性髓系白血病儿童的 MICM 综合分型,为临床诊断､ 治疗､ 预后提供

依据。 
方法 回顾及总结分析 2013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且为初发的 44 例

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 (1)44 例患儿男孩 27 例,女孩 17 例(1.59:1),中位发病年龄为 6(0.6-13)岁;(2)骨髓 MICM 分型检

测:44 例患儿全部进行细胞形态学分型,AML-M1 3 例(6.8%)､ AML-M2 14 例(31.%)､ AML-M3 6 例

(13.6%)､ AML-M4 1 例(2.3%)､ AML-M5 18 例(40.9%)､ AML-M6 1 例(2.3%)､ AML-M7 1 例

(2.3%),AML-M5 检出率 高;19 例患儿进行了免疫分型检测,除 14 例患儿单纯表达髓系分化抗原表

达外,5 例患儿接受淋巴系抗原表达;18 例患儿进行了染色体核型检测,结果显示 17 例异常,检出率

94.4%,其中以复杂核型多见;26 例患儿进行了融合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19 例异常,检出率 73.1%,其
中检测出 AML1/ETO 阳性者 5 例(19.2%),EVI1 阳性者 4 例(15.4%),TLS/ERG､ PML/RARA 阳性者

各 2 例(7.7%),MLL/AF4､ Bcr1/RARA､ CBFβ/MYHII､ FLT3-ITD +FLT3-TKD､ MLL/ELL+EVI1､
MLL-AF1 阳性者各 1 例(3.8%)。 
结论 骨髓细胞形态学观察是 AML 确诊的基础 ,但 MICM 分型对伴有复杂核型或特征性核型改变的

AML 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对于临床诊断､ 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预后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831 
 

PU-4122 

骨髓微环境信号通路介导的白血病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张利萍,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白血病是造血组织异常增生的恶性肿瘤性疾病,虽然对其发病机制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其耐药

和复发至今仍是世界医学的难题。 
方法 目前已知,骨髓微环境对白血病耐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果 骨髓微环境可通过多条不同的信号通路,促使白血病细胞存活､ 增殖及抗细胞凋亡等,进而介导

白血病的耐药。 
结论 本文就骨髓微环境中主要的信号通路介导的耐药机制作一综述。 
 
 
PU-4123 

儿童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1 例 
 

王乐园,邓文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0 

 
 
目的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SL)是指原发于脑､ 脊髓､ 眼及附属器(眼眶内)和脑脊膜的淋巴

瘤,为结外侵袭性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的一种特殊类型,在儿童急青少年时期发生的 PCNSL 非常罕见,
由于资料有限,其病因､ 诊断､ 治疗方案及预后评估仍在摸索中。 
方法 报道 1 例以原发中枢为首发症状的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诊疗经过､ 临床及病理特点。 
结果 患儿,男,14 岁,2015 年 12 月因“反复头痛呕吐､ 站立不稳､ 复视 10 天”入院,脑脊液检查示压力

升高,细胞总数:35000(106/L),白细胞数:1650(106/L),多个核细胞:85(%),单个核细胞:15(%);液基薄层

(-),头部 MRI:视交叉旁､ 延髓后方异常信号结节及视交叉､ 延髓､ 颈髓肿胀。行颅内病变活检,我院

及外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意见均考虑:脑炎性假瘤诊断,未找到肿瘤依据,建议追踪观察;开始予

以口服激素治疗,因病变累及垂体,出现垂体功能低下表现,出院后一直服用氢化可的松､ 优甲乐等替

代治疗,患儿病情好转并坚持读书。2017 年 05 月患儿再次因“四肢无力､ 头晕呕吐､ 食物模糊 8 天”
入院。头部 CT:左侧颞叶深部､ 小脑蚓部右侧旁多发团块样密度增高影。MRI:第 4 脑室后部及左侧

外侧孔区､ 左侧侧脑室三角区新发多发强化灶。开颅探查术中肉眼见颅内占位病变质地韧,边界不

清,血供丰富,其改变与影像学改变相差较大,考虑由于临床长期激素有关,难以完全切除,故行病灶活

检术,术后病理:免疫组化显示 CD20(+)､ PAX-5(+),FISH 示 Bcl-2(+),不排除淋巴瘤。复旦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李小秋教授病理会诊:(脑干)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如肿瘤局限于中枢神经,则要考虑原发性

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免疫组化:CD20+､ PAX5+､ Bcl-2+､ CD43-/+､ Ki-67+(约
70%)。病程中患儿无发热､ 消瘦､ 盗汗症状,血常规､ 乳酸脱氢酶､ 外周血 FISH 检查(TCR､ IGH
重链重排)､ 全淋巴细胞计数､ 免疫全套､ 胸腹部､ 骨影像学检查､ 骨髓形态学及活检均未见异常,
考虑原发中枢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明确,目前于我院序贯化疗中。患儿父母及本人已做全外显子基

因测序,排除免疫缺陷病。 
结论 本例患儿较特殊,一直以中枢病变为唯一临床表现,病程长,持续近 1 年半时间才 终确诊,可能

与长期使用小剂量激素治疗有关,提示临床医生在炎性假瘤诊断后,长期使用激素治疗病情好转后突

然再发加重,需要阔展思维,尽可能取二次活检确诊,为我们给同行报道本次病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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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24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的检测及其应用进展 
 

覃祥,刘文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是一种起源于淋巴细胞异常增生

的恶性肿瘤性疾病,是儿童 常见的恶性肿瘤。 
方法 虽然分层治疗已经使儿童 ALL 的疗效明显提高,但仍有约 15-20%的患儿 终复发,其主要原因

是白血病微小残留病变(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的存在。MRD 是指白血病患者经过诱导化

疗完全缓解后(或骨髓移植后),在体内残存有形态学上不能检测到的微量白血病细胞的状态。MRD
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M)和实时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RQ-PCR)以及免疫组库测序技术(immune repertoire sequencing,IR-SEQ)。 
结果 MRD 的水平对判断儿童 ALL 的预后､ 指导危险度分组以及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儿童 ALL-MRD 的主要检测方法及其临床应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PU-4125 

血液病危重患儿的临床分布特点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吴水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血液病危重是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患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探寻其临床特征及其相关死亡相关

因素,有助于临床早期识别､ 治疗和判断预后 
方法 血液病危重患儿的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并对死亡患儿的危险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

分析 
结果 入住 PICU 的危重症血液病患儿以白血病为主,主要因呼吸衰竭､ 脓毒血症入住我科。大多数

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 脓毒性休克。对死亡患儿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相关危险因素,发现入

住 PICU 天数､ 是否感染､ 是否机械通气､ 多脏器功能衰竭与患儿死亡相关 
结论 针对血液病危重患儿死亡原因及相关因素采取有效的救治措施,是改善患儿预后的关键。 
 
 
PU-4126 

儿童 B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使用 CCLG-ALL-2008 
方案疗效分析及影响因素 

 
高静,胡绍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CCLG-ALL-2008 方案治疗具有特定融合基因的 B 系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疗

效,寻找影响预后的因素。 
方法 分析 2008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于我院确诊并采用 CCLG-ALL-2008 方案治疗的

B 系 ALL 患儿的临床及生物学特征(TEL/AML1+､ E2A/PBX1+､ BCR/ABL+､ MLL+､ 无特异性基

因表达),并用 Kaplan-Meier 曲线分析不同亚群的生存状况,COX 模型分析预后影响因素,随访时间截

止至 2016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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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以上亚群于 B 系儿童 ALL 中检出率为 5.84%(37/599)､ 17.70%(106/599)､ 4.34%(26/599)､
4.51%(27/599)､ 60.77%(364/599),各组间除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临床特征､ 泼尼松

反应､ 第 15 天､ 33 天及 12 周骨穿涂片状态及 MRD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 年 OS 分别是

(93.1±4.9)% ､ (89.9±3.5)%､ (38.2±12.8)%､ (71.9±9.1)%､ (78.8±2.4)%,RFS 分别是(83.1±8.0)%
､ (81.4±4.6)%､ (36.9±13.2)%､ (62.7±10.0)%､ (70.8±2.8)%,EFS 分别是(79.6±8.4)%､
(77.1±4.7)%､ (18.8±9.2)%､ (61.2±10.3)%､ (67.3±2.9)%;COX 分析发现 OS 的独立的预后因素是

复发､ 第 12 周 MRD,RFS 的是融合基因类型和第 12 周 MRD,EFS 的是初诊年龄､ 初诊白细胞计数

､ 第 12 周 MRD。 
结论 (1)E2A/PBX1 融合基因阳性组､ TEL/AML1 融合基因阳性组患儿使用 CCLG-ALL-2008 方案

治疗反应好。(2)第 12 周 MRD 是唯一影响 OS､ RFS､ EFS 的独立的预后因素,而复发是影响 OS 
的独立的预后因素,融合基因类型是影响 RFS 的独立的预后因素,初诊年龄､ 初诊白细胞计数是影响

EFS 的独立的预后因素。 
 
 
PU-4127 

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常性贫血Ⅱ型 1 例并文献复习 
 

王春美,赵晓明,盛光耀,唐京京,邹湘,徐学聚,方营旗,刘玉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本文通过报告河南省首例儿童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常性贫血(congenital dyserythropoietic 
anemia,CDA)Ⅱ型患儿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特点,以进一步提高对儿科罕见病和遗传性疾病精准诊

疗重要性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儿的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红细胞形态学透射电镜检查及分子遗传学

特点,并进行相关的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女,2012 年 7 月出生,出生地河南(祖籍)。生后 4 个月因发现贫血,先后在当地和省会医院

多次住院治疗,补充叶酸､ VB12､ 铁剂,效果不好。近 2 年前患儿贫血加重,需反复输血。发育正常,
营养良好,重度贫血貌,巩膜轻度黄染。肝肋下 3cm,脾肋下 2cm。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结果提示贫血

为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网织红细胞升高(3.8% -12%),血小板正常;血清间接胆红素轻度升高,血清铁

､ 铁蛋白､ 叶酸及维生素 B12 水平均正常。Coombs 试验､ Ham 试验和糖水试验均为阴性,高铁血

红蛋白还原试验阴性,血红蛋白电泳和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正常,红细胞 PNH 克隆 II+III 型 1.1%,粒
细胞克隆:Flaer 0%。骨髓细胞学涂片检查示:红系增生明显活跃,双核及多核幼红细胞占幼红细胞的

50%以上,呈现典型的无效造血特征(图 1);透射电镜:有核红细胞广泛损伤,核膜破裂､ 溶解明显,部分

细胞核染色质异常凝集,红细胞显示特征性的双层膜样结构(图 2)。分子遗传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

正常。20 号染色体 SEC23B 基因存在 2 处杂合突变,c.T1673C:p.F558S(15 号外显子,遗传自患儿

父亲)和 c.C1777T:p.R593W (16 号外显子,遗传自患儿母亲)。 
结论 1､ 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常性贫血是一种很少见的遗传性性疾病,其临床特点难治性单纯贫血伴

持续或间断性黄疸。骨髓表现有其特点:为红细胞系无效造血,双核及多核幼红细胞异常增多并呈核

碎裂,本例多次住院均未能明确诊断,后根据骨髓细胞学特点拟诊本病,进一步经基因检测和电镜确

诊。2､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报告 CDA 共有 400 多例,绝大多数由欧美国家报告。我国近几年才有

为数不多的资料完整的确诊病例报告。尽管本病为罕见病,河南省有 1 亿多人口,估计总病人数也是

一个较大的群体,规范化和整合应用有限的资源对罕见病研究而言迫在眉睫。3､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

学技术的进步,为儿科精准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也是儿科医学的特点和精准诊疗的优势

所在。但多由经济等原因,患儿家长对相关费用不愿承担,儿科医生大多还停留在临床经验诊疗的层

面,希望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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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28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诊断与治疗问题 
 

盛光耀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的病因､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特点,明确该病的诊断标准及治疗原

则。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国内外有关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的相关文献。 
结果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是由多种机制引起的,包括诸多新生儿自身因素及母体因素;颅内出血是新

生儿血小板减少症常见的临床表现;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的诊断标准应界定在<100×109/L;重组人促

血小板生成素(rh-TPO)､ 重组人白介素-11(IL-11)及必要的血小板输注可用于给新生儿血小板减少

症的治疗。 
结论 新生儿血小板减少症在新生儿时期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过程中十分重要,应提高临川医生对

该病的认识 
 
 
PU-4129 

0~18 岁住院患者实体肿瘤 1279 例分析 
 

朱呈光,贺湘玲,邹润英,陈可可,田鑫,游亚兰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5 

 
 
目的 分析未成年人群实体肿瘤的原发部位和病理类型,为临床医生诊治实体肿瘤提供参考与帮助。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我院 0~18 岁实体肿瘤患者的临床､ 病理等资料,按年

龄段分组为 0~1､ 1~3､ 4~6､ 7~14 和 15~18 岁组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对 1279 例实体肿瘤患者的分析,其中良性肿瘤 1063 例(83.1%),恶性肿瘤 216 例(16.9%);
男 630 例(49.3%),女 649 例(50.7%);起病年龄 1 天至 18 岁,中位年龄 4 岁。1063 例良性肿瘤中,以
脉管瘤 468 例(44.0%)､ 软骨瘤 104 例(9.8%)､ 脂肪瘤 92 例(8.7%)､ 混合瘤 84 例(7.9%)多见;脉管

瘤以 0~1 岁年龄组发病率 高。216 例恶性肿瘤中,以淋巴瘤 51 例(23.6%)､ 神经母细胞瘤 19 例

(8.8%)､ 肾母细胞瘤 15 例(6.9%)､ 视网膜母细胞瘤 14 例(6.5%)多见;淋巴瘤以 7-14 岁年龄组发病

率 高,且恶性肿瘤中以类似组织源性和胚胎源性为主。良性肿瘤中,皮肤软组织为 常见发病部位

(34.7%);恶性肿瘤中,腹部为 常见发病部位(37.5%)。 
结论 未成年人群实体瘤的主要构成为良性肿瘤。良性肿瘤好发于皮肤软组织;恶性肿瘤好发于腹腔,
以类似组织源性和胚胎源性为主。 
 
 
PU-4130 

培门冬酶和左旋门冬酰胺酶治疗儿童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分析 

 
张静静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培门冬酶(polyethylene glycol conjugated asparaginase,PEG-ASP)和左旋门冬酰胺酶(L-
asparaginase,L-ASP)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nphoblastic leukemia,ALL)中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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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010-01-01~2015-01-01 88 例初发的 ALL 患儿的临床资

料,在诱导缓解期随机接受 L-ASP 治疗 42 例,PEG-ASP 治疗 46 例,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疗效及不良反

应。 
结果 PEG-ASP 组与 L-ASP 组患儿诱导治疗的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n,CR)率比较

(88.6%vs87.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EG-ASP 组对骨髓抑制程度重于 L-ASP 组,且对骨

髓抑制持续时间长于 L-ASP 组(均 P>0.05)。PEG-ASP 组后续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enteal 
nervous system leukemia ,CNSL)比例显著低于 L-ASP 组(6.82%vs24.3%,P<0.05)。PEG-ASP 组

患儿凝血功能障碍持续时间[(8.65±3)d]长于 L-ASP 组[(7.52±2.16)d](P<0.05)。两组其余不良反应

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EG-ASP 治疗时,骨髓抑制､ 血常规､ 血凝恢复正常时间长,余不良反应发生率与 L-ASP 相

似,PEG-ASP 可作为儿童 ALL 一线治疗的选择。 
 
 
PU-4131 

GD-2008ALL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的多中心临床分析 

 
黎嘉强

1,徐宏贵
1,罗学群

2,吴学东
3,叶铁真

4,李长钢
5,刘日阳

6,陈惠芹
7,孙晓非

8,林愈灯
9,李志光

10,方建培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4.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深圳市儿童医院 6.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7.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8.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9.广东省人民医院 10.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 
 

 
目的 回顾分析 2008 年 2 月 28 日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 GD-2008ALL 方案协作组的 9 个医疗单位

中按 GD-2008ALL 方案诊断及治疗 1721 例病例的临床资料,评估总体及各危险度分型治疗效果,为
后续临床工作提供指导。 
方法 收集 2008 年 2 月 28 日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 GD-2008ALL 方案协作组的 9 个医疗单位中按

GD-2008ALL 方案诊断及治疗 1721 例病例的临床资料,对所收集到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
其基本资料进行统计描述,并根据不同危险度分型进行疗效分析。 
结果 1､  GD-2008ALL 方案治疗 1721 例,其中随访时间明确 1713 例,中位随访时间 35.53 月,失访

204 例,失访率 11.9%,本组资料 5 年总生存率､ 无事件生存率､ 累计复发率､ 分别为

86.4±1.0%,77.4±1.2%,18.8±1.2%,2 年治疗相关死亡率为 4.1±0.5%。2､  根据 GD-2008ALL 方案

危险度分型,分型明确的有标危 482 例(28.3%),中危 814 例(47.8%),高危 408 例(23.9%),标危､ 中危

､ 高危病例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4.0±1.4%,88.0±1.3%,74.0±2.8%,标危､ 中危､ 高危病例 5 年无

事件生存率分别为:84.0±2.2%,78.6±1.7%,68.3±2.9%,各组间总生存曲线､ 无事件生存曲线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GD-2008ALL 方案总生存率､ 无事件生存率､ 累计复发率与国内外其他多中心研究相近。

2､ GD-2008ALL 方案中,除标危组与中危组间 CIR 曲线比较 P=0.056 外,余各组间总生存曲线､ 无

事件生存曲线､ 累计复发曲线､ 治疗相关死亡曲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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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32 

甲硫氨酸裂解酶与门冬酰胺酶抗白血病细胞增殖 
及凋亡作用的比较 

 
唐燕来,刘小俭,梁聪,李毓,黄礼彬,罗学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甲硫氨酸 γ-裂解酶(MGL)是生物体内甲硫氨酸代谢调控的关键酶,它能够特异性地裂解甲硫氨

酸。正常细胞在甲硫氨酸缺乏情况下可通过体内甲基硫腺苷磷酸酶补救合成途径来合成甲硫氨酸。

而肿瘤细胞对甲硫氨酸的需求非常旺盛,且表现出对甲硫氨酸的绝对依赖性,缺乏甲硫氨酸的情况下

肿瘤细胞增殖受到停止。因此,研究 MGL 具体的抗肿瘤作用的分子机制以及动物体内抗肿瘤疗效和

毒副作用非常有必要。现为探讨 MGL 与门冬酰胺酶(L-Asp)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及急性髓

性白血病(AML)细胞增殖及凋亡作用的比较。 
方法  采用 MTS 技术检测 MGL 与 L-Asp 对 ALL 和 AML 细胞增殖变化情况;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MGL 与 L-Asp 对 ALL 和 AML 细胞凋亡的变化情况。 
结果 MGL 和 L-Asp 对 ALL 及 AML 细胞均具有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剂量效应关系;相对于

L-Asp 而言,MGL 对糖皮质激素耐药的 ALL 细胞及 AML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更明显;MGL 和 L-Asp
均能明显促进人 ALL 及 AML 细胞的细胞凋亡,并且随着剂量的增加,细胞凋亡越明显。 
结论 MGL 和 L-Asp 明显抑制 ALL 及 AML 细胞增殖,并促进其凋亡,并且呈现出剂量效应关系。在糖

皮质激素耐药的 ALL 细胞及 AML 细胞中 MGL 具有更明显的增殖抑制作用,这有可能为儿童难治性

ALL 及 AML 治疗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PU-4133 

紫铆因通过激活 FOXO3a/Noxa 信号通路抑制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体内外生长 

 
唐燕来,刘小俭 ,梁聪,黄礼彬,罗学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叉头转录调节因子 3a(FOXO3a)作为重要的转录因子,通过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周期阻滞及

凋亡发挥抑癌作用,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靶基因之一。其中一种查尔酮类化合物-紫铆因在多种实体瘤

中具有抗增殖及促进凋亡的作用,但在白血病中研究甚少。为进一步研究紫铆因对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ALL)的杀伤作用及 FOXO3a/Noxa 信号通路的调控,以明确紫铆因在 ALL 细胞中的作用及具体

机制。 
方法 在 16 例初发患儿 ALL 原代细胞､ 4 例正常人单核细胞以及 4 种 ALL 细胞株中,选择不同浓度

的紫铆因处理细胞,用 MTS 技术检测处理细胞 24 小时､ 48 小时及 72 小时后细胞增殖率的影响及

IC50;采用流式细胞学检测紫铆因对 ALL 细胞周期及凋亡的影响;并用 qRT-PCR 及 Western Blot 分
别检测 CDK2､ cyclin E､ cleaved caspase-3､ cleaved PARP､ FOXO3a 及 Noxa 的 mRNA 及蛋

白表达情况;构建 ALL 动物模型,检测紫铆因对 ALL 裸鼠血常规､ 体重改变及脾脏浸润的情况。 
结果  1)紫铆因对正常细胞无明显生长抑制作用,对人 ALL 原代细胞及 ALL 细胞株均具有明显的生

长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剂量效应和时间效应关系,紫铆因作用于 ALL 细胞的 IC50 为 22μmol/l 左右,而
对正常细胞为 156.90μmol/l;2)紫铆因能明显促进人 ALL 细胞株的细胞周期阻滞及凋亡,并且随着紫

铆因剂量的增加,细胞周期阻滞及凋亡越明显;3)线粒体凋亡相关的 cleaved caspase-3 及 cleaved 
PARP､ FOXO3a 及 Noxa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量随着紫铆因剂量的增加逐渐增多,而细胞周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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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cyclin E 及 CDK2 表达量却逐渐减少;4)在 ALL 动物模型中,紫铆因可降低高白细胞血症,减少白血

病细胞脾脏浸润,减少动物体重的下降。 
结论 紫铆因明显抑制 ALL 细胞增殖,促进 ALL 细胞周期阻滞及凋亡,并且呈现出剂量效应关系,其机

制可能是通过激活 FOXO3a/Noxa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 cyclin E-CDK2 复合物形成,促进细胞周期阻

滞;另外,FOXO3a/Noxa 信号通路通过促进线粒体凋亡途径激活 caspase/PARP 信号通路介导 ALL
细胞凋亡。在动物实验中,进一步发现紫铆因能抑制 ALL 体内生长。这有可能为紫铆因治疗儿童难

治性 ALL 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PU-4134 

多柔比星对 K562 白血病细胞内活性氧水平 
及羰基还原酶 1 表达的影响 

 
刘会青,王易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检测多柔比星(Doxorubicin, DOX)作用下的 K562 白血病细胞株的凋亡情况,细胞内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水平及羰基还原酶 1(Carbonyl reductase 1, CBR1)mRNA 的表达

水平,为研究羰基还原酶(Carbonyl reductases, CBRs)与蒽环类药物(Anthracyclines, ANTs)代谢的

关系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方法 1､ K562 白血病细胞在含 10%胎牛血清的 RPMI 1640 培养基中的生长情况; 
2､ 取对数生长期的 K562 细胞随机分组后加入 DOX,使终浓度分别为 0,0.313,0.625,1.25,2.5,5.0 
µg/ml,在 12h､ 24h､ 48h 时间点,用 CCK-8 方法检测各组细胞增殖情况; 
3､ 用 ROS 试剂盒,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不同浓度 DOX 作用 48h 后 K562 细胞内 ROS 水平; 
4､ Annexin V-FITC/PI 凋亡试剂盒在流式细胞仪上定量检测不同浓度 DOX 作用 48h 后 K562 细胞

的凋亡比例; 
5､ 实时定量 PCR 技术检测不同浓度的 DOX 作用于 K562 细胞 48h 后,细胞内 CBR1 mRNA 的相

对表达量。 
结果  
1.K562 细的存活率随 DOX 浓度增加及作用时间延长而降低,呈现一定的浓度依赖性及时间依赖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0.313,0.625,1.25,2.5 µg/ml DOX 处理相同时间(48h)后的细胞内 ROS 水平相对于对照组分别

是:(119.73±9.45)%､ (147.65±6.72)%､ (167.78±3.30)%､ (158.39±4.82)%。实验组细胞内 ROS
水平明显增加。2.5 µg/ml DOX 实验组的 ROS 水平虽较对照组明显增加,但与 1.25 µg/ml DOX 实

验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76)。 
3.DOX 作用 48h 后,0,0.313,0.625,1.25 µg/ml DOX 实验组 K562 细胞凋亡率分别为(8.73±0.62)%､
(26.01±1.71)%､ (36.09±3.55)%､ (47.89±3.94)%,细胞凋亡率随着药物处理浓度的增加而增高,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DOX 能抑制 K562 细胞的增殖,且有浓度及时间依赖性。但长时间､ 高浓度的药物作用并不

能提高 DOX 的细胞毒作用,提示我们临床中要选择合适的药物浓度及作用时间,在保证疗效基础上尽

量减小其副作用。 
2.在一定时间,一定浓度范围内,K562 细胞内的 ROS 水平随 DOX 药物浓度增大而升高,在此过程中

细胞的凋亡率与 ROS 水平相关。 
3.DOX 可上调 K562 细胞株中 CBR1 mRNA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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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35 

甲氨蝶呤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致白质脑病病例报道 1 例 
 

郝丽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710061 

 
 
目的 患儿,男,12 岁,因确诊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2 月余,突然不能言语､ 吞咽困难伴流涎 4 小时入

院。 
方法 病例报道:第 2 次 HDMTX 后 11 天患儿无诱因突然出现吐字不清,不能言语,吞咽困难伴流涎,于
发病后 12 小时病情加重,出现下唇抖动,无牙关紧闭､ 手足抖动､ 意识丧失等。查体:意识模糊,面部

表情僵硬,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无视物模糊,无明显额纹消失,鼻唇沟､ 眼裂正常,吞咽反

射较前减弱,无流涎,不能言语,能发声,双手握持无力,右下肢肌力Ⅱ级,双侧腱反射弱,巴氏征(+),余查

体无异常。头颅核磁示:双侧半卵圆中心片状异常信号影,弥散受限,多考虑缺血性改变,蝶窦腔内异常

信号影;诊断为白质脑病。 
结果 此例患者目前预后可 
结论 需收集更多样本,进一步研究 
 
 
PU-4136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李新叶,代艳,黄欣秋,陆元奉,郑凯元,唐慧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影响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1 日在我科住院的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入住时的相关临

床资料。根据病情转归将患儿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患儿

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 排除放弃治疗的患儿后,本研究共纳入 38 例研究对象。38 例研究对象均符合 2004 年国际噬血

细胞综合征诊疗指南(HLH-2004)中的诊断标准。38 例患儿中,男 22 例,女 16 例,中位年龄为 2 岁 8
月;其中存活 23 例,死亡 15 例,死亡率为 39.47%。38 例患儿均出现发热､ 铁蛋白､ 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ALT)､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升高,部分患儿出现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升高､ 凝血功能障碍､

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计数下降､ 骨髓中找到吞噬细胞。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死亡组患儿的 ALT
､ AST､ 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 乳酸脱氢酶(LDH)､ 凝血酶原时间､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甘

油三酯､ 胆固醇､ 血清铁蛋白､ C 反应蛋白均较存活组明显升高(P 值均<0.05);死亡组患儿的白蛋

白､ NK 细胞计数较存活组明显下降(P 值均<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AST>280 U/L､
白蛋白<25g/L､ LDH>4000 U/L､ NK 细胞计数<3%与 HLH 患儿预后显著相关(P 值均<0.05)。 
结论 AST 升高､ LDH 升高､ 白蛋白降低和 NK 细胞计数下降是 HLH 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临床医

师应及早识别及积极治疗,以降低 HLH 患儿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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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37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线门冬酰胺酶失活后的二线用药探究 
 

陈长城,沈树红,黄试颖,张顺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门冬酰胺酶(Asp)是儿童急淋药物治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目前一线用药有大肠杆菌来源的普通

门冬酰胺酶(Ecoli-Asp)以及经过修饰的培门冬(Peg-Asp)。作为异种蛋白,Asp 可以诱导机体产生相

应抗体,一方面引起过敏反应,另一方面造成 Asp 迅速失去活性。因此在 Asp 一线用药产生过敏或沉

默失活后的替代治疗尤为重要。笔者希望通过药代动力学(PK)研究探究一线 Asp 失活后二线用药的

选择和用法。 
方法 (一)Peg-Asp 的 PK 研究:既往有 Asp 使用史的病例 120 例,其中 42 例有 Asp 过敏史,78 例无

Asp 过敏史。分别在 Peg-Asp 肌注后第 8､ 15 天采样检测 Asp 活性。(二)一线 Asp 失活后欧文氏

门冬酰胺酶(Erw-Asp)的 PK 研究:一线 Asp 失活病例 47 例,其中 Ecoli-Asp 或/和 Peg-Asp 过敏 40
例,沉默失活 7 例。分别以 10000u/㎡ qod, 15000u/㎡ biw, 20000u/㎡ biw 三种方式给予 Erw-Asp。
每一种给药方法均在第 2 剂或/和第 3 剂前检测 Asp 低谷活性。 
结果 (一)既往有 Asp 过敏史者,再次使用 Peg-Asp 第 8､ 15 天的 Asp 活性分别是:364±474 U/L 和

10±18 U/L。既往无 Asp 过敏史者,第 8､ 15 天的 Asp 活性分别是:1423±529 U/L 和 910±430 U/L,
且单次 Peg-Asp 2000u/㎡基本能维持 3 周有效活性。但应警惕沉默失活,沉默失活比例 7/78。 
(二)发生门冬酰胺酶失活的患儿,换用欧文门冬后,三种给药方式,无论哪种都能再次获得有效酶活

性。其中隔日肌注 10000u/㎡,100%的患儿 48h 酶活性>100U/L,中位酶活性为 501U/L(159-
1455U/L)。每周两次肌注 15000u/㎡,100%患儿 72h 酶活性>100U/L,中位酶活性 498U/L(115-
978U/L);87.5%患儿 96h 酶活性>100U/L,中位酶活性 160U/L(97-323U/L)。每周两次肌注欧文门冬

20000u/㎡,100%患儿 72h 酶活性>100U/L,中位酶活性 645U/L(214-1737U/L);100%的患儿 96h 酶

活性>100U/L,中位酶活性 357U/L(107-1037U/L)。通过计算发现肌注国产 Erw-Asp 的半衰期为

26.1±2.5h,较国外报到的 Erw-Asp 半衰期 15.6±3.1h 延长近 67%;清除率 2.9L/d/m2是 st.jude 儿童

医院研究结果一半左右,后者为 5.12.9L/d/m2。 
结论 一线 Asp 失活后,Erw-Asp 应该是 佳的二线用药;国产 Erw-Asp 半衰期明显长于国外文献报

道,因此不宜照搬国外推荐剂量。依据 PK 研究我们建议国产 Erw-Asp 给药方式可为每周两次

20000u/㎡或者隔日 10000u/㎡。我们更推荐每周两次肌注,可以减少肌注次数。 
 
 
PU-4138 

May-Hegglin 异常一家系病例报道 
 

陆飞宇,薛露,刘爽爽,李春怀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May-Hegglin 异常(MHA)是一组罕见的家族性的出血性疾病。本文报道一例 MHA 病例以提高

临床医生对此病的认识。 
方法 总结我科收治的一例 MHA 患儿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资料收集以患儿为先证者的三代 12 个患

者的病史资料。 
结果 对患儿及其父亲同时采集二者外周血提取 DNA。对患儿基因进行二代测序,发现

MYH9(Nonmuscle myosin heavy chain 9 gene)基因 31 外显子 c.4270G>A,P.D1424N 杂合致病突

变。对其父亲进行该突变位点 Sanger 验证,发现相同致病突变。患儿家族中其他成员不同意采血对

其基因验证。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840 
 

结论 MHA 是有 MYH9 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疾病。亦有少数散发病例。临床以血小

板减少､ 巨大血小板､ 白细胞包涵体为特点。MYH9 基因含有 40 个外显子。据报道,基因突变在头

部的容易发生肾功能和听力损伤､ 白内障,发生在尾部的只有轻度血小板减少,很少发生肾脏和听力

损伤。因此基因诊断不仅可以明确诊断,还可以帮助判定患者是否伴有严重的合并症及判断预后[4-

6]。本病例基因突变发生在 31 号外显子,近基因尾部,目前家族中未发现肾功能损害及听力损害患

者。编码区第 4270 号核苷酸由鸟嘌呤变异为腺嘌呤,导致第 1424 号氨基酸由天冬氨酸变异为天冬

酰胺,为错义突变。为致病突变。该病例为一庞大的家系,但对家族中其他患者的临床资料与基因结

果需进一步收集与探讨。 
 
 
PU-4139 

儿童横纹肌肉瘤临床特征及预后因素分析 
 

徐艳丽,袁晓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 200092 

 
 
目的 探讨儿童横纹肌肉瘤(Rhabdomyosarcoma,RMS)的临床特征､ 治疗手段､ 疗效分析及预后影

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于我院诊治且随访资料完整的 47 例初发 RMS 患

儿､ 5 例经外院治疗后的复发病例､ 以及 5 例外院不规则治疗后的难治性 RMS 患儿的临床资料。

通过对 57 例患儿的发病年龄､ 性别､ 肿瘤原发部位､ 病理组织学类型､ 治疗前分期(Stage)､ 术后

临床分组(Group)､ 治疗手段等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不同因素对 RMS 患儿预后的影响。 
结果 纳入的 57 例 RMS 患儿中,男性 37 例､ 女性 20 例,男女比例为 1.85:1,诊断年龄<1 岁 5 例

(8.8%),1-4 岁 27 例(47.4%),4-10 岁 21 例(36.8%), 10-14 岁 4 例(7.0%),中位诊断年龄为 47 个月(2-
166 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26 个月(10-114 月)。生存函数分析显示 3y-OS 和 3y-EFS 分别为

76.0±6.6%和 72.5±8.1%。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后临床分组(Group 分组)(P=0.049)､ 危险度分组

(P=0.019)､ 肿瘤 大直径(P=0.008)､ 治疗手段(P=0.027)是影响患儿 OS 的重要因素。多因素分析

提示肿瘤 大直径(P= 0 .034)及治疗手段(P= 0 .022)是影响患儿预后的独立因素,肿瘤直径>5cm 及

非多学科综合治疗患儿预后明显较差。47 例初诊 RMS 患儿的 3y-OS 及 3y-EFS 分别为 77.9±7.1%
和 72.9±9.4%。多学科综合治疗组与非多学科综合治疗组的 3y-OS 分别为 86.9±6.2%和 
64.8±9.9% 
( P=0.012)。47 例初发 RMS 患儿中共有 17 例(36.2%)出现复发/疾病进展,中位复发/疾病进展时间

为确诊后 17 个月(7-52 个月);其复发/进展后的 2y-OS 为 49.2±15.7%。复发/疾病进展后单因素分析

显示,原发于预后不良部位(P=0.046)及肿瘤直径大于 5cm(P=0.048)是影响复发/疾病进展后患儿长

期生存率的影响因素。对于外院治疗效果欠佳及复发的 10 例患者以及我院初诊治疗后出现复发/进
展 17 例患儿,均纳入新华难治性 RMS 方案再次治疗,该 27 患者的 2y-OS 为 56.0±11.8%。 
结论 儿童横纹肌肉瘤的以多学科综合治疗预后 好,临床预后因素与 Group 分组及治疗手段有重要

关系,复发后患儿的总体生存率明显降低,临床上应早期应用多学科综合治疗进一步提高患儿长期生

存率。 
 
 
PU-4140 

儿童急性肿瘤细胞溶解综合征高危因素及防治分析 
 

代艳,黄欣秋,郑凯元,黄芳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急性肿瘤细胞溶解综合征(ATLS)发生的高危因素及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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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86 例初发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Ⅳ期非霍杰金淋巴瘤(NHL)患儿,在初期化疗时予

水化､ 适度碱化､ 别嘌呤醇治疗;治疗前评估肾脏功能情况;监测治疗前后血白细胞计数､ 血清乳酸

脱氢酶(LDH)和血电解质､ 血气分析､ 血尿酸､ 血肌酐(Cr)､ 血尿素氮(BUN)､ DIC 指标变化。依照

Cohen 提出的 ATLS 的诊断标准,统计 ATLS 的发生率,分析其与 WBC 计数､ LDH 水平和肿瘤细胞

免疫分型的关系 
结果 86 例患儿中因代谢紊乱诊断 ATLS 者 5 例(占 5.8%),以血液生化改变为主,包括高尿酸血症､

高磷､ 高钾､ 低钙､ 高尿素氮或高肌酐。76 例 ALL 和 10 例Ⅳ期 NHL 患儿 ATLS 发生率分别为

3.9%和 20%,Ⅳ期 NHL 的 ATLS 发生率大于 ALL(P<0.05),80 例 B 系和 6 例 T 系淋巴系统恶性肿瘤

ATLS 的发生率分别 
为 5%和 16.6% ,差异无显著性(P>0.05);WBC>50x 109/L 者 35 例,WBC<50×109/L 者 51 例,ATLS
的发生率分别为 11.4%和 1.9%,差异有显著性(P<0.05);LDH≥2000 U/L 者 20 例,LDH<2000 U/L 者

71 例,ATLS 的发生率分别为 20%和 1.4%,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5 例 ATLS 患儿经早期预防

､ 早期诊断､ 及时干预治疗,预后良好,无肾功能衰竭､ 无严重出血或心律失常发生。 
结论 高 WBC 计数､ 高 LDH 和Ⅳ期 NHL 是 ATLS 的高危因素;水化､ 适当碱化和别嘌呤醇三联应

用,密切监测和观察､ 处理水电解质紊乱,是预防和治疗 ATLS 的有效措施,从而避免 ATLS 的严重并

发症,降低儿童淋巴系统恶性肿瘤治疗早期的死亡率。 
 
 
PU-4141 

家族性地中海热:2 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胡娉雅,张婷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家族性地中海热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由于 16 号染色体上的 MEFV 基因突变所知。一

半以上患者在 10 岁前发病,其特点为周期性发热､ 腹痛及关节损害,可伴发腹膜炎､ 胸膜炎､ 滑膜炎

及肾脏淀粉样变。本文通过回顾分析 2 例家族性地中海热的临床资料及文献复习,进一步了解家族

性地中海热的临床特点,提高对家族性地中海热的认识及诊治水平。 
方法 通过回顾分析我院 2 例家族性地中海热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历程,包括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 影像学资料及基因结果,同时所搜 PubMed､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维普期刊等在线数据库的相关

文献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2 例患儿均为男性,发病年龄均小于 10 岁(一例为 1 岁,一例为 6 岁),均有反复发热且秋水仙碱治

疗有效。其中 1 例表现为周期性发热伴有反复扁桃体化脓,基因检测提示 MEFV chr16-
3304626,c.442G>C (p.E148Q),hom,另 1 例病程 7 年,病初有血管炎表现伴有冠脉瘤形成,有反复发

热､ 扁桃体肿大､ 淋巴结肿大､ 反复口腔溃疡及皮疹,基因检测提示 MEFV chr16: 
3299586,c.1105C>T (p.P369S),hom;chr16: 3294532,c.1663_1667del5(p.Q555Dfs*43),het。 
结论 家族性地中海热起病多样,秋水仙碱大多能有效治疗,减轻炎症反应,预防并发症,临床上需尽早

行基因检测明确诊断以尽早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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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42 

营养性缺铁性贫血与地中海贫血患儿红细胞参数临床分析 
 

贾姗,张景荣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目的 了解营养性缺铁性贫血(iron deficiency anemia,IDA)和地中海贫血(thalassanemia,TH)患儿血

常规中红细胞参数的特点,为临床上该类疾病的诊治及鉴别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贵阳市儿童医院确诊的营养性缺铁性贫血与地

中海贫血患儿病例共 325 例;对研究对象的血常规中 RBC､ HB､ MCV､ MCH､ MCHC､ HCT､
RDW-CV 红细胞参数值进行分析;运用 SPSS 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研究中缺铁性贫血患儿 171 例,其中轻､ 中､ 重度患儿分别是 68､ 87､ 16 人,地中海贫血患

儿 154 例,其中轻､ 中､ 重度患儿分别是 39､ 78､ 37 人;在缺铁性贫血组中,随着贫血程度的加

重,RBC､ HB､ HCT 逐渐降低,小细胞低色素程度逐渐加重。在地中海贫血组中,随着贫血严重程度

的不同,RBC､ HB､ HCT 逐渐减少,但 MCV 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而 MCH 与 MCHC 变化不大。两组

疾病的红细胞分布宽度均大于正常高限,且随着贫血程度的加重,红细胞分布宽度值逐渐升高,且地贫

组较缺铁贫组升高更明显;轻度贫血时缺铁性贫血组与地中海贫血组的红细胞参数未见明显差别;中
度贫血时两疾病组的 RBC､ MCV､ MCH､ MCHC､ RDW-CV 均有显著性差异,其中缺铁贫组的

MCV､ MCH､ MCHC､ RDW-CV 值较地贫组相比较均降低;重度贫血时,缺铁性贫血患儿的 RBC､
HCT 值较地中海贫血患儿高,而 MCV､ MCH､ MCHC､ RDW-CV 较地中海贫血组明显降

低,P<0.001,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红细胞参数值在中度及重度贫血的营养性缺铁性贫血与地中海贫血患儿中存在一定的鉴别诊

断价值。 
 
 
PU-4143 

新瑞白及惠尔血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后造血重建的比较分析 

 
叶启翔,江和碧,江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目的 评估新瑞白及惠尔血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白细胞及血小板的恢复情况､ 不良反应发

生率､ 术后并发症及费用效果的比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我院重型地中海贫血､ 再生性障碍性贫血

及粘多糖贮积症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的患儿,其中惠尔血组 43 人,新瑞白组 47 人。比较两组

病例构成､ 年龄､ 性别､ 体重､ 预处理方案､ CD34+细胞输注量均无统计学差异。两药均于移植后

+5 天皮下注射,惠尔血 5ug/kg/d 而新瑞白组单次注射 100ug/kg,比较两组患儿不同时期白细胞及血

小板的恢复情况,直到中性粒细胞≥1.0G/L 连续 3 天及 PLT≥20.0G/L 连续 5 天。同时比较两组患

儿不良反应发生率､ 术后并发症及住院费用。 
结果 惠尔血组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恢复平均为(12.65±2.79)d 及(13.44±3.17)d,而新瑞白组分别为

(11.74±2.44)d 及(13.23±3.06)d;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同时比较两组感染发生

率､ 红细胞及血小板输注次数､ 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 P> 0.05 )。惠尔血组住院费用为

(121271 ± 2156)元,而新瑞白组为(117547 ± 3462)元,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01 ),与惠

尔血组相比,新瑞白组平均每人节省 37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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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新瑞白及惠尔血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促进造血重建上无明显差别,但新瑞白具有安全

有效,避免多次注射痛苦,并且更具费用效果比。 
 
 
PU-414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儿童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的临床研究 
 

杨雪,朱易萍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 2005 年 7 月-2016 年 8 月采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33 例儿童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患儿的临床特点､ 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 33 例接受异基因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患儿中男性 20 例,女性 13 例,
中位年龄年龄 5.6 岁(2-11 岁)。同胞 HLA 全相合供者 10 例,父母 HLA 部分相合供者 4 例,中华骨髓

库来源非血缘 HLA 高分辨 8/8 全相合供者 19 例。其中,1 例同胞 6/6 全相合脐带血干细胞移植,1 例

同胞 10/10 全相合骨髓干细胞移植,采用传统 BU+CY+ATG 方案预处理,环孢素 A 联合甲氨蝶呤

MTX 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造血功能完全重建,均为完全供者型,目前无病生存随访期分别为

125 月和 67 月。余 31 例患者于 2012 年 7 月后均采用改良预处理方案(CTX+BU+TT+FLU+ATG-
F),选用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根据年龄､ 铁蛋白､ 肝脏大小进行临床分度,其中 I 度 10 例,II 度 21
例,III 度 0 例。回输移植物单个核细胞 MNC 计数中位数为 7.87*10^8/Kg(6.18-15*10^8/Kg),CD34+
细胞计数中位数为 5.43*10^6/Kg(0.8-8.75*10^6/Kg)。移植后联合应用环孢素 A､ MTX､ 骁悉､ 他

克莫司(FK506)等预防 GVHD。其中 30 例患者全部造血重建,平均中性粒细胞､ 血小板植入时间分

别为 13.93±2.98d 和 21.23±10.78d。仅 1 例患者中性粒细胞､ 血小板植入失败,但移植后+22d 外周

血提示完全供者型。移植相关并发症发生率 33.33%,其中严重 VOD1 例(3.22%),aGVHD3 例

(9.68%,Ⅰ°GVHD2 例,Ⅲ°GVHD1 例),广泛型 cGVHD2 例(6.45%),局限型 cGVHD1 例(3.22%)。2
例患者因严重广泛型 cGVHD 分别于移植后 12 个月和 21 个月死亡。余 29 例随访至 2017 年 3 月

无病生存率 96.6%。 
结论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根治儿童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的治疗手段。非血缘外周造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疗效明确,安全性高。 
 
 
PU-4145 

儿童血液肿瘤疾病初诊时 EB 病毒感染诊治临床分析 
 

黎嘉强,黎阳,彭晓敏,熊稀霖,翁文骏,刘利婷,黄科,周敦华,方建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目的 了解儿童血液肿瘤患儿初诊时 EB 病毒感染情况及抗病毒疗效反应。 
方法 回顾分析我我院儿科血液/肿瘤专科自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初诊的 478 例血液肿瘤性疾

病患儿,用 PCR 法分析他们起病时全血 EB 病毒 DNA 载量及对原发病治疗同时抗 EBV 治疗的疗效

反应。 
结果 1､ 全血 EB 病毒 DNA 载量≥1×103copies/ml 视为阳性,全血 EBV 阳性率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患儿为 41.9%(124/296),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为 33.3%(25/75),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为

28.6%(2/7),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为 81.8%(9/11);非霍奇金淋巴瘤为 66.7%(20/30),其中淋巴母

细胞淋巴瘤为 66.7%(6/9),伯基特淋巴瘤为 72.7%(8/11),间变大细胞性淋巴瘤为 50%(1/2),NK/T 细

胞淋巴瘤为 100%(3/3)分型不明非霍奇金淋巴瘤为 100%(2/2),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患儿未见 E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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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3),霍奇金淋巴瘤为 60%(3/5);EBV 阳性 T 细胞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为 100%(2/2);郎格汉斯组

织细胞增生症为 23.5%(4/17);横纹肌肉瘤为 53.8%(7/13),神经母细胞瘤为 75%(6/8);尚有肝母细胞

瘤､ 肾母细胞瘤､ 髓母细胞瘤､ 尤文氏肉瘤､ 鼻咽癌､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性肿瘤､ 卵巢卵黄囊瘤､

室管膜瘤及婴幼儿/先天性纤维肉瘤等共 14 例,其中 EBV 阳性共 3 例。 
2､ EBV 阳性 205 例中,在治疗原发病同时接受抗病毒治疗共 59 例:其中单用更昔洛韦抗病毒治疗

41 例,治疗后 EB 病毒 DNA 载量下降(指 EB 病毒 DNA 载量下降至 1/10 以下,下同)25 例(55.6%),其
中 EBV 转阴 14 例(27.5%),EB 病毒 DNA 载量上升(指 EB 病毒 DNA 载量上升至 10 倍以上,下同)5
例(12.2%),EB 病毒 DNA 载量不变(指 EB 病毒 DNA 载量为治疗前 1/10 至 10 倍之间,下同)11 例

(26.8%),EB 病毒 DNA 载量下降后 1 月内再度上升 1 例(2.4%);单用阿昔洛韦抗病毒治疗 3 例,治疗

后 EB 病毒 DNA 载量均转阴;单用膦甲酸钠抗病毒治疗 1 例,治疗后 EB 病毒 DNA 载量下降,使用更

昔洛韦联合阿昔洛韦抗病毒治疗 6 例,治疗后 EB 病毒 DNA 载量均下降,其中 4 例 EBV 转阴(66.7%);
使用更昔洛韦联合膦甲酸钠抗病毒治疗 6 例,治疗后 EB 病毒 DNA 载量下降 5 例(83.3%),其中 EBV
转阴 3 例(50%),EB 病毒 DNA 载量不变 1 例(16.7%);使用三种或以上抗病毒药物治疗 2 例,治疗后

EB 病毒 DNA 载量下降 2 例(100%),EBV 转阴 1 例(50%)。 
结论 EB 病毒感染在儿童血液肿瘤疾病患儿中常见,抗病毒药物的联合应用有更好的疗效,但部分患

儿经治疗后全血 EB 病毒载量仍难以下降。 
 
 
PU-4146 

干细胞移植后皮肤排异患儿预防中心静脉导管脱落护理新进展 
 

齐会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为移植后皮肤排异期患儿中心静脉导管的固定提供方法 
方法 搜索近 5 年来国内外对中心静脉导管维护及引流管固定方法的论文期刊,进行总结 
结果 总结出 I 至 III 级和慢性皮肤排异期及 IV 级皮肤损伤期,防止导管脱落的不同的护理措施 
结论 分期护理更具有针对性,具有实用护理价值。 
 
 
PU-4147 

43 例高危神经母细胞瘤长期生存研究及相关因素分析 
 

张谊,张伟令,黄东生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研究高危神经母细胞瘤随访 3 年以上的临床特点及预后研究。 
方法 根据美国儿童肿瘤组织(COG)分期系统,从 2006 年 2 月-2016 年 1 月收集的 198 例 NB 中筛选

出 43 例 4 期转移性高危 NB 病例,男 29 例,女 14 例。在 COG 组织制定的 A3973/A3961 基础上制

定了 NB 诊疗综合方案,主要采用化疗(诱导化疗､ 加强化疗､ 维持化疗､ 个体化疗)､ 手术和/放疗及

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分析患儿的发病特点､ 治疗疗效､ 预后及随访结局。 
结果   43 例患儿发病年龄≤18 个月仅 8 例,占 18.6%,≥18 个月患儿 35 例,占 81.4%。伴有骨､ 骨

髓转移 23 例(53.5%);肺转移 2 例(4.7%);肝多发转移 11 例(25.6%);颅内转移 7 例(16.3%);远处淋巴

结转移 21 例(48.8%);胰腺侵犯 4 例(9.3%);椎管侵犯 3 例(7.0%);纵隔转移 3 例(7.0%)。诱导治疗后

达到完全缓解(CR)34 例(79.1%),部分缓解(PR)7 例(16.3%),进展 4 例(4.7%)。随访中位时间 50 个

月(36-99 个月),2 年､ 3 年､ 4 年､ 5 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95%､ 79%､ 55%､ 30%;2 年､ 3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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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年无事件生存率分别为 93%､ 77%､ 51%､ 2%。预后与年龄､ 诱导疗效无关(P>0.05),但获

得 CR 患儿中位生存时间长于 PR 及 DP 患儿(48 个月､ 54 个月)。 
结论   本组病例诱导治疗结束 CR 率是患儿获得较长期生存的 主要因素,因此,合理选择化疗方案

､ 手术时机､ 长期规范的治疗及随访是获得长期生存的关键手段。 
 
 
PU-4148 

分析溶血性贫血患者的健康教育､ 护理干预措施及应用效果 
 

宋艳艳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53 

 
 
目的 观察对溶血性贫血患儿健康教育 ､ 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评价其临床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4 年 3 月~2017 年 2 月间收治的 31 例溶血性贫血患儿设为研究对象,均给予健康知

识宣教､  饮食指导､  心理指导等综合性护理干预,观察本组患儿干预后治疗情况。 
结果 通过对本组患儿家属问卷调查显示,总满意率为 96.77%(30/31),其中非常满意率为

74.19%(23/31),满意率为 22.58%(7/31),不满意率为 3.23%(1/31);此外经干预后本组患儿均未发生

严重并发症,其中仅出现 1 例患儿轻微发热､ 1 例轻微头痛。 
结论 对溶血性贫血患儿健康教育､ 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有助于提高患儿与家属

满意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具有临床应用与推广价值。 
 
 
PU-4149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 对儿童急性白血病大剂量 MTX 
化疗后口腔炎的疗效观察 

 
徐智胜

1,李原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 对儿童急性白血病大剂量 MTX 化疗后口腔炎的疗效 
方法 对 ALL 大剂量 MTX 化疗后出现口腔炎随机分成两组,接受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 治疗为治疗组

(24),接受常规治疗的为对照组(24) 
结果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口腔粘膜炎的恢复时间及疗效 
结论 结论: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 对儿童急性白血病大剂量 MTX 化疗后口腔炎有显著疗效。 
 
 
PU-4150 

儿童急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h 细胞的变化 
 

徐智胜,李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治疗前后外周血 Th1/Th2 的变化。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对 35 例急性 ITP 患儿治疗前后和 18 例健康儿童外周血细胞内 IFN-γ 和 IL-4
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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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急性 ITP 患儿治疗前 Th1 细胞中表达 IFN-γ(Th1)阳性百分比高于健康儿童 (P<0.01), Th2 细

胞中表达 IL-4(Th2)阳性百分比低于健康儿童 (P<0.01),治疗缓解后急性 ITP 患儿 Th1 细胞下降,Th2
细胞上升,与健康儿童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 
结论 儿童急性 ITP 是一种 Th1 占优势疾病,Th1/Th2 的失衡在 ITP 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PU-4151 

IL-10､ IL-12 和 IFN-γ 对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严重度及预后的预测价值 

 
徐智胜,李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评价血清 IL-10､ IL-12 和 IFN-γ 水平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儿严重程度评估和预后判

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 39 名诊断为 ITP 患儿,并根据 终结局分成治疗有效组和治疗无效组,同时,选 40 名健康

儿童作为对照。通过定量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对血清 IL-10､ IL-12 和 IFN-γ 水平进行测定。比较治疗

前后和不同分组血清 3 种细胞因子水平。 
结果 急性期 IL-12 和 IFN-γ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有效组,而治疗有效组又高于治疗无效组,患儿血清 IL-
12 和 IFN-γ 水平高于正常儿童,IL-10 变化趋势相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IL-10､ IL-12 和 IFN-γ 水平可能作为儿童 ITP 严重程度和预后预测的生物标志物。 
 
 
PU-4152 

急性白血病患儿 FPGS 基因多态性对 
甲氨蝶呤血药浓度和不良反应的影响 

 
黄珍

1,王菊香
1,钱江潮

1,周海霞
1,王哲

2,李原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叶酰多聚谷氨酸合成酶(FPGS)基因多态性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儿甲氨蝶呤

(MTX)血药浓度及不良反应的关系。 
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结合 DNA 直接测序法,分析 51 例 ALL 患儿 FPGS-
rs1544105 位点基因型;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MTX 血药浓度;同时观察患儿的不良反应,比较不

同基因型患儿之间 MTX 的 C/D 值､ 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 ALL 患儿 FPGS-rs1544105 多态性位点存在三种基因型; 小等位基因 G 的频率为 35.3%;GG
基因型的 ALL 患者 MTX 浓度/剂量比值 低,但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GG 基因型使患儿发

生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危险降低(P=0.032);按性别进行分层,GG 基因型对粒细胞减少的保护存在性别

差异。 
结论 FPGS-rs1544105 基因多态性可能与 MTX 治疗后不良反应相关,用药前检测基因型有助于

MTX 的个体化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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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53 

血清 IL-35 水平与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免疫抑制治疗疗效的研究 
 

黄珍,王菊香,周海霞,钱江潮,徐智胜,陈敏,李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血清 IL-35 水平变化与免疫抑制治疗(IST)疗效的相关性。 
方法 以 54 例诊断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的患儿为研究组,同时将 54 例诊断为营养性缺铁性

贫血的患儿设为对照组。SAA 组均接受标准的 IST 治疗,包括 ATG 和 CsA。分别收集两组患儿的外

周血和骨髓,采用酶联免疫吸附的方法检测血清 IL-35 水平,并在 SAA 组使用 IST 后不同时间的 IL-
35 水平进行分析。同时流式分析骨髓单个核细胞的 CD4/IFN-γ, CD4/IL-4, CD4/CD25, CD3/CD8, 
CD34/Fas, CD8/FasL 表达水平。随访 180 天对 IST 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IST 治疗前,SAA 组的血清 IL-35 水平比对照组明显下降(10.9±5.5 pg/ml vs 45.3±8.8 pg/ml, 
P<0.001);IST 治疗后,SAA 组患儿的 IL-35 水平在 28 天内恢复至 30.7±9.7 pg/ml。随访发现,血清

IL-35 水平在 28 天内上升至≥30.7 pg/ml 与 IST 治疗的有效性相关 (OR: 7.97, 95%CI: 3.82-
16.79)。同时发现该组患儿的骨髓单个核细胞的 Fas/FasL 蛋白水平在 28 天内明显下降(P<0.05)。 
结论 血清 IL-35 水平或许是 SAA 患儿 IST 疗效的一个独立预测因素,并且与此过程中凋亡相关。 
 
 
PU-4154 

1 例重型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分析 
 

袁秀丽,李长钢,陈小文,干芸根,徐刚,文飞球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分析 1 例重型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家系的临床特征及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 随访记录 1 例重型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家系先证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 治疗反应､ 对

其 PROC 基因热点区行基因检测。 
结果 先证者以反复发作的皮肤爆发性紫癜及 斑为主要临床表现,蛋白 C 活性仅 3%。患者基因检

测分析发现 PROC 在转录起始位点(A-G)-12 发生纯合突变。家系分析 3 代 8 人中该先证者为纯合

突变,4 例杂合子,仅先证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血栓形成。 
结论 PROC 基因在 Chr2 128175984 转录起始位点(A-G)-12 的纯合突变病例是全球首例报道。鉴

于大多数 PROC 基因突变为杂合子型,且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基因检测对先天性蛋白 C 缺乏症的诊断

有重要意义。 
 
 
PU-4155 

儿童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危险因素分析 
 

涂晓燕,姜毅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对导致儿童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各种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预测慢性 ITP 的发

生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437 例 ITP 患儿基本信息､ 临床特征､ 实验室检查结果等资料,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 对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

显示出生体重､ 年龄､ 分娩方式､ 胎数､ 治疗前病程､ 有无前驱感染､ 初诊时血小板计数分度､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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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血小板开始恢复时间､ 出血程度等 13 项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胎

数､ 治疗前病程､ 初诊时血小板计数分度､ 治疗后血小板开始上升时间､ 贫血分度 6 项因素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起病时年龄越大､ 慢性起病､ 初诊时血小板计数中度减少､ 血小板对治疗反应差､ 贫血越严

重,则 ITP 患儿发展至慢性的可能性越大。初诊时具有上述高危因素的 ITP 患儿,应重点观察,必要时

给予早期干预。 
 
 
PU-4156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类似格林巴利综合症 1 例 
 

郭红明,张宝玺,赵晓庆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目前国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格林巴利综合症病例报道少见。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儿童医学部儿科血液肿瘤专业诊治类似格林巴利综合症 1 例, 
方法 临床病例报道 
结果 诊断:1.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危)2.格林巴利综合症? 
结论 患儿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危),按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疗建议,予以患儿 VDLP 诱导

治疗,患儿骨髓象缓解。后予以患儿巩固强化以及维持治疗。患儿出现神经体统病变时,予以行头颅

核磁以及椎体核磁检查,伴有双下肢无力,予以肌电图检查, 后诊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危)合并

类似格林巴利综合症。针对病因我们考虑:1.白血病肿瘤细胞浸润神经,导致周围神经损伤可能。根

据患儿腰椎穿刺术结果患儿脑脊液常规 3×10^6/L,蛋白为 0.62g/l,表现为脑脊液蛋白分离现象,不排

除格林巴利综合症。2.腰穿鞘内注药预防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时,化疗药物导致中枢神经系统脑白质

病变可能。3.化疗药物损伤  患儿化疗过程中常用药物长春新碱/长春地辛､ 阿糖胞苷等对周围神经

损伤可能。4.病毒细菌感染  某些病毒如 EB 病毒､ 巨细胞病毒､ 支原体等感染。5.免疫因素 患儿

患有白血病,化疗后患儿免疫损伤,极易引起感染,导致免疫分子与周围神经某些结构结合后导致神经

系统病变可能。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神经系统病变时,需完善相关检查,认真进行鉴别诊断,针
对病因进行相关治疗。当面对白血病治疗时,可酌情根据患儿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避免因惧怕

神经系统损伤而放弃白血病治疗,导致白血病复发严重后果。 
 
 
PU-4157 

地西他滨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关键基因的生物学信息分析 
 

周海霞
1,孙自敏

2 
1.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阐明地西他滨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涉及的关键基因 
方法 利用 NCBI GEO 公共数据库里地西他滨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前后病人标本的基因表达谱芯片

和位点甲基化芯片,筛选寻找相关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 genes,DEGs)和差异表达甲基化位点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s,DMPs),并分析其涉及的生物学富集功能。 
结果 我们筛选到地西他滨治疗 AML 前后对照有 4 个数据集(GSE44830､ GSE44857､ GSE40442),
其中 GSE44830､ GSE40870 是基因芯片,GSE44857､ GSE40442 是甲基化表达谱芯片。

GSE44830 包含 8 个配对病人标本和 2 株细胞系以及一组配对移植瘤模型,我们剔除了细胞株标本

进行分析。GSE40870 包含 8 个配对病人标本,GSE44857 包含 3 例配对标本,GSE40442 包含 18
个配对病人标本。在地西他滨组､ 空白对照组间采用 R 语言 limma 包贝叶斯检验获得大量差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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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基因,采用 beta 值获取差异甲基化位点。GSE44830 获差异甲基化位点 22826 个

(P<0.05),GSE40870 获差异甲基化位点 203371 个(P<0.05),二者交集后为 18190 个。GSE44857
获 DEGs 34 个(P<0.01),720 个(P<0.05),GSE40442 获 DEGs 352 个(P<0.01),1540(P<0.05);二者

交集获 DEGs 37 个。随后的实验组地西他滨 VS PBS 组的 GO 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筛选获得的基因

其生物学功能富集于核酸绑定功能。重叠地西他滨､ 空白对照组间 DMPs 与 DEGs,结果发现其中

RER1､ GAS7､ ZNF282､ CARS2､ EP400NL､ FAM38A 基因下调, HDLBP､ ANTXR1､ CAPZB
､ INF2､ JARID2､ BAIAP､ BIN､ COL4A2､ MPRIP､ FARP1 基因上调,存在潜在的研究价值。复

习文献,根据基因功能,我们选定了 BIN1､ JARID2､ HDLBP 三个基因作为我们后续的验证和功能分

析的候选基因。 
结论 检索结果显示 CAPZB､ GAS7､ HDLBP､ INF2､ JARID2､ MPRIP､ RER1､ ZNF282､
ANTXR1､ BAIAP2､ BIN1､ CARS2､ COL4A2､ EP400NL､ FAM38A､ FARP1 可能为地西他滨

治疗 AML 的作用靶基因。其中,BIN1､ JARID2､ HDLBP 三个基因可以作为我们后续的验证和功能

分析的候选基因。 
 
 
PU-4158 

西部地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疗效和预后的单中心报道 
 

郭霞,朱易萍,李强,贾苍松,陆晓茜,杨雪,万智,艾媛,孙舒雯,林超,蒋鸣燕,吴剑蓉,高举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 CCLG-2008 方案治疗西部四川地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疗效和预后 
方法 统计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我院单中心采用中国儿童白血病协作组 2008 方案

(CCLG-ALL-2008)规范性分型治疗的 424 例 ALL 患儿的临床资料和疗效。Kaplan-Meier 方法计算

本组 ALL 病例的总体生存率(OS)､ 无事件生存率(EFS),累积复发率(CIR);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复发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1)本组患儿中位发病年龄 5.3 岁( 1.0~16.33 岁),男女比例 1.6:1,男女病例发病年龄无统计学差

异(P=0.755)。(2)中位随访时间 35 个月(1-78.9 个月),诱导化疗第 15 天骨髓完全缓解(d15-BM CR)
率为 70.0%,d33-BM CR 率为 96.2%。3 年 OS 和 EFS 分别为 85.2%±1.9 %和 72.9%±2.3 %;预期

5 年 OS 和 EFS 分别为 80.5%± 2.4%和为 68.1 %± 2.7%(3)标危､ 中危和高危 ALL 组样本量分别

为 152 例､ 170 例和 102 例。3 年 OS 分别为 96.2%±1.7%､ 89.4%±2.7%和 59.7%±5.3%;3 年

EFS 分别为 85.9%±3.0%､ 78.7%±3.5%和 43.5%±5.1%;预期 5 年 OS 分别 91.2%±3.3%､
85.1%±3.5%和 55.0%±5.9%;预期 5 年 EFS 分别为 82.9%±3.7%､ 74.5%±4.0%和 34.5%±5.8%。

标危组和中危组 OS 和 EFS 均无统计学差异,但标危组､ 中危组的 OS 和 EFS 均明显高于高危组

(P<0.01)。(4)复发 62 例,中位复发时间 14 个月(1.1- 49.7 月),累积复发率 18.9%±2.5%;其中低危组

､ 中危组和高危组复发率分别为 10.4%±3.2%､ 14.9%±3.5%和 45.6%±7.9%,高危组累积复发率明

显高于标危组和中危组(P<0.01%)。单因素分析显示,复发组中位发病年龄､ 外周血白细胞中位计数

､ 强的松不敏感病例构比均显著高于非复发组,而 d15-BM CR 率显著低于非复发组(P 值均<0.0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高危组为本组 ALL 患儿复发/进展的危险因素,OR 值分别为

2.350(P<0.05)。 
结论 CCLG-ALL-2008 方案治疗儿童 ALL 的 CR 率高,5 年 OS 和 EFS 与国内多家儿童白血病诊疗

中心报道结果相似,但与目前发达国家儿童 ALL 的疗效比较仍具有一定差距。加强高危 ALL 患儿的

综合性治疗,以期进一步提高我国儿童 ALL 的预后､ 降低复发应为临床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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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59 

全程优质护理在白血病患儿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陈秋蓉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全程优质护理在白血病患儿治疗当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期间所收治的共 60 例白血病患儿作为主要的研究对

象,按照随机方式进行分组,分别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共有患儿 30 例。对照组患儿采取常规护理

方式进行护理,观察组患儿则采取全程优质护理措施。对两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进行

对比。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

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进行白血病患儿治疗中采取全程优质护理措施对于提升治疗的依从性和提升护理满意度等

方面均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十分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和应用。 
 
 
PU-4160 

三代 TKI 联合单倍体移植治疗极早期复发 Ph+ ALL 患儿 1 例 
 

艾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应用使得 Ph+ALL 的预后得到很大改观,但仍有部分患者出现原发或

继发性耐药导致疾病复发难治。本文探讨在儿童鲜有报道的三代 TKI 博拉替尼(ponatinib)联合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对儿童 Ph+ALL 合并 T315I 突变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总结本院 1 例极早期复发 Ph+ ALL 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者系男性幼儿,因“发热,高白细胞”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入院,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L1
型,Pre-B 细胞型,染色体 46XY(t 9:21), BCR-ABL P210 阳性,高危组。按 CCLG-ALL-2008 方案予

VDLD 方案诱导治疗,D8 复查外周血提示强的松试验不敏感(外周血幼稚细胞>1×109/L),D15 骨髓

PR,D33 骨髓 CR,流式 B-MRD<0.01%。巩固治疗开始口服伊马替尼,2 疗程 CAM 巩固结束后复查

BCR-ABL P210 阳性。随后骨髓极早期复发(诊断 3 月余),改为口服达沙替尼,并予复发方案(HR1)化
疗一疗程后骨髓未缓解,骨髓细胞示 ABL 激酶 T315I 突变。再次给予 CODPL 方案联合口服博拉替

尼(ponatinib)(第三代 TKI)治疗,1 月后复查骨髓完全缓解,流式 B-MRD<0.01。口服博拉替尼 2 月后

BCR-ABL P210 阴转。随后行父供子(高分 5/10 相合)亲缘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采用 Ara-
c+BU+Cy+CCNU+F-ATG 预处理,输注 CD34+细胞 7.44 ×106/kg,MNC 4.9×108/kg,+11d 中性粒细

胞植入,+23d 血小板植入,+19d 基因嵌合提示完全供者型,+78d 复查骨髓 BCR/ABL P210 阴性。

+11d 发生 aGVHD IV 度(皮肤,肠道),给予他克莫司,MMF,舒莱(sCD25 抗体),甲泼尼龙,口服布地奈德

等治疗后好转。+73d 开始口服博拉替尼预防复发(20mg/日)至移植后半年。现患儿移植后 2 年 4 月,
有 cGVHD(局限型),骨髓持续完全缓解,BCR/ABL P210 持续阴性 
结论 博拉替尼作为三代 TKI,在儿童 Ph+ALL 伴 T315I 突变的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博拉替尼靶向治疗

联合化疗达分子生物学缓解后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可明显提高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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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1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内外铁蛋白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张鸽,马志贵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铁蛋白按其分布场所可分为细胞外铁蛋白和细胞内铁蛋白,细胞外铁蛋白又称为血清铁蛋白,其
本质和来源一直存在争议。目前肿瘤患者血清铁蛋白的来源,通常有两种观点,一是来源于肿瘤的旁

组织,主要是由其中的吞噬细胞所释放;二是由坏死的肿瘤细胞泄漏出来。迄今为止,尚未有对 ALL 中

血清铁蛋白是否直接来自肿瘤细胞内的铁蛋白的分泌的研究报道。而对于铁蛋白来源的相关性研究

有助于临床选择更为合适的指标去对肿瘤的铁代谢进行分析。 
方法 选择 53 例符合中国儿童白血病协作组诊断标准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确诊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分别将此类患者初诊时的骨髓细胞以及外周血清,使用 Western blot 以及化学发光法进行铁蛋

白测定,并对细胞内外的铁蛋白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初诊白血病患者细胞内铁蛋白表达在个体间存在差异,细胞内铁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细胞外血清

铁蛋白的水平无明显相关性(皮尔森相关系数 r=0.113,显著性 (双侧) P=0.429 (P>0.01))。 
结论 ALL 患者细胞内铁蛋白的表达水平存在差异,但细胞内铁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细胞外血清铁蛋白

的水平无关,提示血清铁蛋白的来源可能并非来至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肿瘤细胞本身。 
 
 
PU-4162 

HBB 基因移码缺失致 β 地中海贫血 
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 1 例报道 

 
冯瑞华,陈芬,罗新辉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探讨溶血性贫血相关病因的诊断。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溶血性贫血,发现红细胞形态异常,病程中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 终确诊为地中海

贫血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儿,男,4 岁 4 月,维吾尔族,有溶血性贫血家族史,主要临床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贫血,面色苍黄,
淡茶色尿,脾大,血常规提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铁蛋白略增高,血红蛋白电泳:HbF:31.1%,外周血涂

片可见多种异常形态红细胞,检测血液病基因 Panel 发现患儿 HBB 基因存在一个纯合型缺失,基因突

变类型为移码突变及缺失,其父母均为携带者,治疗过程中患儿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出现直接抗人球

蛋白阳性,溶血及贫血迅速加重,酱油色尿,给予激素治疗 3 天后症状缓解。 
结论 部分地中海贫血患儿输血治疗过程中可能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干扰诊断,且导致溶血及贫血迅

速加重,适当应用激素可缓解症状。 
 
 
PU-4163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表型特征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 
 

孙舒雯,朱易萍,高举,李强,郭霞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儿童 ALL 免疫表型特征及其临床诊断和预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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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较系统总结我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收治的 389 例初诊 ALL 患儿的白血病细胞 CD 抗

原表达谱的特点以及部分 CD 抗原表达模式与 ALL 融合基因的相关性,统计分析 CD 抗原表达及不

同免疫表型 ALL 的临床特征以及与临床预后的关系。 
结果 1､ ALL 的主要抗原表达特点:B-ALL 抗原表达敏感性自高到低依次为:CD19､ cCD79a､ CD10,
特异性自高到低依次为:cCD79a､ CD20､ CD19;T-ALL 抗原表达敏感性自高到低依次为:CD7､
CD5､ CD2,特异性自高到低依次为:CD3､ cCD3､ CD7。 
2､ B 前体 ALL 抗原表达与融合基因的关系:E2A-PBX1 融合基因阳性者 常表达

CD19(100%),CD10(96%),cCD79a(96%);TEL-AML1 融合基因阳性者全部表达 cCD79a(100%), 其
次表达 CD10､ CD19(97%),另外错译表达 CD13 较常见(22.9%);BCR-ABL 阳性融合基因全部表达

CD10､ CD19､ cCD79a(100%),另外错译表达 CD13 较常见(18.2%);MLL-AF4 融合基因阳性者常

见表达 CD10(69.2%) ､ CD20(61.5%)。 
3､ 不同 CD 抗原表达的临床特征和预后:CD10+B-ALL 大多在预后良好的年龄组,以 B 前体 ALL 为

主,很少见于成熟 B-ALL;B-ALL CD20 表达占 68.9%,在前 B-ALL 的表达高于早前 B-ALL,BCR-ABL
融合基因阳性者大多表达 CD20。CD20+ B-ALL 患儿复发率明显高于 CD20-B-ALL,CD20 + B-ALL
患儿 3 年 OS 略低于 CD20- B-ALL 患儿;CD34+B-ALL 大多在预后良好的年龄组,CD34+B-ALL 标

危组比例明显高于 CD34-B-ALL。CD34+T-ALL 的特征和预后与 B-ALL 不同:CD34+ T-ALL 中以<1
岁或>10 岁预后不好的年龄多见､ 肝脾肿大者､ 高危组､ 泼尼松不敏感患儿比例明显高于 CD34- 
T-ALL;My+ T-ALL 患儿中肝脾肿大者更多见,d15,d33 骨髓完全缓解率亦低于 My-T-ALL 患儿。 
结论 1. ALL 不同免疫分型有其敏感型和特异性的抗原表达特点并伴有不同程度的错义表达,有助于

ALL 的准确诊断; 
2. B 前体 ALL 抗原表达模式与预后密切的融合基因有一定关系,有可能通过流式细胞白血病免疫表

型预测不同的基因异常; 
3. ALL 不同 CD 抗原表达与临床特征和预后有关。 
 
 
PU-4164 

先天性白血病 7 例报道 
 

缪洁,展世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通过研究先天性白血病患儿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以及预后等,研究是否可以减少该病的发病率

以及研究治疗方式,并研究是否可以改善该病的预后。 
方法 通过查阅我院近几年的先天性白血病患儿的相关资料以及阅读相关文献进行研究。 
结果  先天性白血病临床表现多样,为新生儿期一种罕见病。治疗上主要依靠化疗为主,预后极差,但
多数患儿家属均放弃治疗。 
结论 先天性白血病病情发展迅速,对化疗反应差,预后极差,但不应该放弃治疗,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并
给予积极的治疗来挽救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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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5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内铁蛋白的表达 
和血清铁蛋白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吴建蓉,张鸽,顾玲,朱易萍,高举,李强,马志贵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铁蛋白按其分布场所可分为细胞外铁蛋白和细胞内铁蛋白,细胞外铁蛋白又称为血清铁蛋白,其
本质和来源一直存在争议。目前肿瘤患者血清铁蛋白的来源,通常有两种观点,一是来源于肿瘤的旁

组织,主要是由其中的吞噬细胞所释放;二是由坏死的肿瘤细胞泄漏出来。迄今为止,尚未有对 ALL 中

血清铁蛋白是否直接来自肿瘤细胞内的铁蛋白的分泌的研究报道。 
方法 选择 53 例符合中国儿童白血病协作组诊断标准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确诊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分别将此类患者初诊时的骨髓细胞以及外周血清,使用 Western blot 以及化学发光法进行铁蛋

白测定,并对细胞内外的铁蛋白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初诊白血病患者细胞内铁蛋白表达在个体间存在差异,细胞内铁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细胞外血清

铁蛋白的水平无明显相关性(皮尔森相关系数 r=0.113,显著性 (双侧) P=0.429 (P>0.01))。 
结论 ALL 患者细胞内铁蛋白的表达水平存在差异,但细胞内铁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细胞外血清铁蛋白

的水平无关,提示血清铁蛋白的来源可能并非来至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肿瘤细胞本身。 
 
 
PU-4166 

儿童 ALL 患者白血病细胞内外铁蛋白及其亚基表达水平 
与临床危险度分级及早期化疗效果的相关性研究 

 
张鸽,吴剑蓉,顾玲,朱易萍,高举,李强,马志贵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对初治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白血病细胞内铁蛋白及其轻､ 重链亚基表达水平以

及外周血清铁蛋白水平,以及患者早期化疗疗效进行观察,研究肿瘤细胞内外铁蛋白及其亚基的表达

水平与早期化疗疗效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44 例符合中国儿童白血病协作组诊断标准的儿童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使用 Western 
blot､ 化学发光法以及流式细胞法对患者骨髓细胞内铁蛋白及其亚基,血清铁蛋白,化疗第 19 天以及

46 天的骨髓白血病微小残留病变进行检测,同时收集患者临床危险度分级信息。对细胞内外铁蛋白

及其亚基表达水平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早期白血病微小残留病水平以及临床危险度分级

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1.所有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细胞内可见铁蛋白及其亚基表达;铁蛋白表达水平以及轻

重链铁蛋白亚基表达构成比例在个体间存在差异;2.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细胞内铁蛋白及铁蛋白

重链表达水平与早期化疗反应相关。临床风险度分级低危组患者与非低危组患者(中危或高危患者)
相比细胞内有更高的铁蛋白表达(P=0.040);白血病微小残留病上升组患者(化疗第 19 天或 46 天白

血病微小残留病水平>0.1%)初诊时骨髓或外周血液细胞内铁蛋白水平偏低(P=0.006)。3.未发现血

清铁蛋白水平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早期化疗反应相关:临床风险度分级低危组患者与非

低危组患者之间,以及早期白血病微小残留病水平高组及阴性组患者之间的血清铁蛋白水平无统计

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628 与 0.471。 
结论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血液细胞内铁蛋白以及轻重链亚基的广泛表达,表达的水平以及

轻重链亚基的表达比例在不同个体间的差异,以及细胞内总铁蛋白的表达水平与早期化疗反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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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相关性,均提示骨髓细胞铁蛋白表达可能与肿瘤的发展及耐药性相关,其水平有可能能够作为

早期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疗效的观察指标。 
  
 
 
PU-4167 

Bim､ c-Myc 和 Mcl-1 表达与儿童 ALL 
糖皮质激素耐药及预后的关系 

 
郭佳,顾玲,马志贵,朱易萍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初治 ALL 患儿 Bim､ c-Myc 和 Mcl-1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与糖皮质激素(GC)敏感性和

微小残留(MRD)的相关性,以期及时准确判断 GC 敏感性,辅助危险度分层并指导治疗。 
方法 收集 74 例初治 ALL 患儿 GC 诱导前和 GC 诱导后 24h 外周血白细胞,实时荧光定量 PCR(RT-
PCR)方法检测 Bim､ c-Myc 和 Mcl-1 mRNA 表达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其中 14 例患儿 Bim､ c-
Myc 和 Mcl-1 蛋白表达情况。用 BFM83 标准判断 GC 敏感性,流式细胞术检测治疗后 33 天 MRD
水平(D33 MRD),Kaplan-Meier 生存曲线计算两年无事件生存率(EFS)。 
结果 74 例初诊患儿,用 BFM83 标准判断 59 例 GC 敏感,15 例 GC 不敏感;42 例 D33 
MRD<0.01%,19 例 D33 MRD≥0.01%。GC 诱导后 Bim 在敏感､ D33 MRD<0.01%的患儿较用药

前表达上升,在不敏感､ D33 MRD≥0.01%的患儿表达无明显改变,且 GC 诱导后 24h Bim 在敏感､

D33 MRD<0.01%表达水平分别高于 GC 不敏感､ D33 MRD≥0.01%患儿;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显

示 GC 诱导后 Bim 表达水平与 D33 MRD 呈负相关;GC 诱导后 24h Bim mRNA 表达≤

2.85×104copy/μl 组患者 2 年无事件生存率(EFS)为 55.6%,Bim mRNA 表达>2.85×104copy/μl 组患

者 2 年 EFS 为 94.1%。GC 诱导前后 c-Myc 在不敏感､ D33 MRD≥0.01%患儿表达上升,在敏感､

D33 MRD<0.01%的患儿表达无明显改变,GC 诱导后 24h c-Myc 在不敏感､ D33 MRD≥0.01%患儿

表达分别高于敏感､ D33 MRD<0.01%患儿;c-Myc 表达水平与 D33 MRD 呈正相关

(R=0.447,P=0.035),GC 诱导后 24h c-Myc mRNA 表达<4.04×106copy/μl 组患者 2 年 EFS 为

94.4%,c-Myc mRNA 表达≥4.04×106copy/μl 组患者 2 年 EFS 为 57.1%,有显著差异。GC 诱导前后

Mcl-1 在敏感､ 不敏感､ D33 MRD<0.01%,D33 MRD≥0.01%患儿均表达上升,且 GC 诱导后 24h 
Mcl-1 在不敏感､ D33 MRD≥0.01%患儿表达分别高于敏感､ D33 MRD<0.01%患儿;Mcl-1 表达水

平与 D33 MRD 无明显相关(P>0.05),Mcl-1 mRNA 表达水平与 EFS 无明显关系。Western blot 结果

显示,GC 诱导 24h 后 Bim ､ Mcl-1 蛋白在敏感患儿表达上调,c-Myc 蛋白在敏感患儿表达下调,结果

与 RT-PCR 的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在初诊儿童 ALL,GC 治疗后 24h Bim 表达水平下降(≤2.85×104copy/μl)和/或 c-Myc 表达升高

(≥4.04×106copy/μl)可作为预测 GC 耐药和预后不良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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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8 

GATA3 rs3824662 基因多态性与 
中国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相关性 

 
褚欣然,胡绍燕,吴冬,高静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 GATA3 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SNP)位点 rs3824662 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
分布,分析其与早期治疗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收集入组患儿疾病治疗缓解期骨髓,提取 DNA,采用 PCR 扩增和 Sanger 测序 GATA3 基因

rs3824662 位点,进行 SNP 分析并统计分析。 
结果 AA 基因型糖皮质激素耐药高于其他两种基因型患儿,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0.034)。诱导缓解

D15,AA 基因型骨髓状态 M3 比例高于 CC､ CA 基因型患儿,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0.001)。 
结论 GATA3 基因 rs3824662 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与糖皮质激素耐药､ D15 天骨髓状态为

M3 不良预后因素相关,早期治疗反应相对较差,与不良预后无相关性。 
 
 
PU-4169 

PPIs 通过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 
逆转白血病细胞化疗多药耐药的作用 

 
刘苗

1,周攀
2,李姣姣

1,石清照
1,夏利平

1,姜毅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湖北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 PPIs 对白血病耐药细胞 K562/A02 化疗耐药的影响,探讨 PI3K/AKT/mTOR 信号途径在此

过程中的作用以及 P-gp､ MRP1 蛋白的表达。 
方法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采用不同浓度泮托拉唑预处理(终浓度分别为 50,100,200μg/mL)K562/A02
细胞,培养 24 小时,采用台盼兰染色测定泮托拉唑对 K562/A02 细胞生长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

细胞的凋亡作用,RT- PCR 和 Westernblot 方法检测各组细胞 p-PI3K､ p-AKT､ p-mTOR､ P-gp､
MRP1 基因的表达。 
结果 泮托拉唑预处理 K562/A02 细胞 24h,当终浓度为 50,100,200μg/mL 时,台盼兰染色可见蓝染细

胞,且随着浓度的增加,蓝染细胞增多。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阴性对照组 K562/A02 细胞凋亡率较低

(3.26±0.12%),泮托拉唑(终浓度分别为 50,100,200μg/mL)处理 K562/A02 细胞 24h 后,凋亡率有所

增加,分别为(15.79±1.03)%,(20.31±1.89)%,(41.72±2.57)%,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相比,50μg/mL 泮托拉唑预处理 24h 可显著抑制 K562/A02 细胞内的 p-PI3K､
p-Akt､ p-mTOR､ P-gp､ MRP1 基因 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P<0.05),抑制作用随药物浓度的升

高而增强,呈浓度依赖性(P<0.05)。当浓度升至 200μg/mL 时,泮托拉唑对 K562/A02 细胞内 p-PI3K
､ p-Akt､ p-mTOR､ P-gp､ MRP1 基因抑制作用 为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各基因 mRNA 水平的表

达分别下降了(71.37±2.06)%,(62.29 ±4.17)%,(48.56±3.95)%,(52.05±4.26)%,(83.21±2.78)%;各基

因蛋白水平的表达分别下降了(50.93 ±4.09)%,(45.64±4.75)%,(42.77±3.33)%, (39.29±2.34)%, 
(69.87±3.51)%,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PIs 可通过抑制胞内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进而抑制 P-gp 和 MRP1 蛋白表达,以增强肿

瘤细胞的化疗敏感性,逆转其对化疗药物的 M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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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70 

长柱重楼皂苷抑制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增殖的机制研究 
 

陆芹,郑云菁,胡绍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长柱重楼皂苷抑制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细胞株 HL-60､ K562､ KG-1､ HT-93 细胞增

殖的作用机制。 
方法 MTT 法测定长柱重楼皂苷对 HL-60､ K562､ KG-1､ HT-93 细胞的增殖抑制率;流式细胞术检

测长柱重楼皂苷对 HL-60､ K562､ KG-1､ HT-93 的细胞凋亡率的影响;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凋亡

蛋白 PARP,Caspase3,Mcl-1,Bcl-2,Bax。 
结果 MTT 结果显示长柱重楼皂苷可以明显的抑制 HL-60､ K562､ KG-1､ HT-93 细胞的增殖,抑制

率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而增高,具有明显的量-效和时-效作用,与对照组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流式细胞仪结果显示,浓度为 4µg/ml 及 8µg/ml 的长柱重楼皂苷作用于 HL-60､ K562､
KG-1､ HT-93 细胞 24h 后,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凋亡细胞的比例均明显增加。随着药物浓度的逐渐增

加,凋亡蛋白 cleaved PARP 与 cleaved Caspase3 逐渐增加,抗凋亡蛋白 Mcl-1 与 Bcl-2 逐渐减少,促
凋亡蛋白 Bax 逐渐增加。 
结论 长柱重楼皂苷通过活化内源性凋亡通路有效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为临床上治疗 AML 白血病提

供潜在新药物选择。 
 
 
PU-4171 

SOCS3 通过 JAK/STAT3 调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

CD4+CD25+CD127low 调节性 T 细胞表达 
 

吴正玉,王宁玲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普遍存在 SOCS3 的沉默/表达下调和 STAT3 的持续活化,而通过各种手

段上调 SOCS3 的表达可以抑制肿瘤的增殖和转移,SOCS3 还参与 T 细胞的分化和免疫调控,在机体

免疫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探讨在儿童 ALL 中 SOCS3 对 IL-6/STAT3 通路的作用､ 与 ALL 临

床特点的关系以及对 ALL 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研究选择了 45 例确诊 ALL 的儿童,同时选取了 13 名健康儿童作为正对照组。患者均来自于

2015 年 01 月至 2016 年 01 月就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血液病区的病人,经过骨髓细胞

学､ 细胞组织化学､ 白血病免疫分型及 MRD 筛选,所有病例均符合 FAB 诊断标准。 
1.采用 SYBR Green 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检测了 45 例入组 ALL 患儿初诊时､ 诱导缓解期和 13 例

正常儿童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SOCS3 mRNA 和 STAT3mRNA 表达水平; 
2.采用免疫荧光组织化学染色联合激光共聚焦显微技术测定 ALL 患儿骨髓单核细胞中 SOCS3 的位

置与表达量;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了 ALL 患儿外周血中 CD4+CD25+CD127low调节性 T 细胞水平。 
结果 1.儿童 ALL 中 SOCS3 下调,失去对 IL-6/STAT3 的负性调节使 STAT3 表达上调,导致白血病细

胞持续增殖和 CD4+CD25+CD127low调节性 T 细胞水平上调; 
2.SOCS3mRNA 与 ALL 临床高危因素和预后不良基因相关,SOCS3mRNA 的高表达使 ALL 危险度

上调。 
结论 儿童 ALL 中存在 SOCS3 的下调,SOCS3 的下调会引起 STAT3 的异常活化;SOCS3 mRNA 在

初诊时下调而在疾病诱导缓解后恢复正常表达,SOCS3 可以作为评价疾病状态的指标;SOCS3 
mRNA 下调,失去对 IL-6/STAT3 的负性调节使 STAT3 mRNA 表达上调,导致白血病细胞持续增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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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CD25+CD127lowTreg 细胞水平上调,通过调控 SOCS3 mRNA 表达水平可以调控 IL-6/STAT3
信号通路和 CD4+CD25+CD127lowTreg 细胞水平,为儿童 ALL 的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PU-4172 

MEK/ERK 通路在二烯丙基二硫诱导 人白血病 
K562 细胞自噬中的作用 

 
叶祥,殷小成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21001 
 

 
目的 研究 MEK/ERK 信号通路在二烯丙基二硫(Diallyl disulfide  DADS)诱导人白血病 K562 细胞自

噬中的作用。 
方法 设置实验组(DADS 浓度分别为 10､ 20､ 40､ 80 mg/L)､ 空白对照组和溶媒对照组,各组培养

K562 细胞 48 h 后,采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MDC 染色荧光显微镜观察自噬泡及流式细

胞仪定量检测自噬率;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ERK､ 磷酸化的 ERK(p-ERK)､ LC3 的蛋白的表达情

况 
结果 DADS 作用 K562 细胞 48 h 后,随 DADS 浓度增加,细胞数目明显减少,细胞形态开始出现不规

则､ 胞膜变形等特征。MDC 染色显示:随 DADS 浓度增加,细胞染色增多,细胞内染色的绿色点状小

粒增多,提示自噬增强,浓度为 40 mg/L DADS 组 明显。流式细胞仪定量检测自噬率示:DADS 作用

48 小时后,细胞自噬率逐渐增加,浓度为 40 mg/L DADS 实验组自噬率 高,浓度为 20､ 40､ 80mg/L 
DADS 组的自噬率均高于空白对照组(P<0.05)。WB 结果示:各组的 ERK 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随 DADS 浓度增加 p-ERK､ LC3Ⅱ蛋白表达升高,40mg/L DADS 组蛋白表达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ADS 诱导 K562 细胞发生自噬,其机制可能与 MEK/ERK 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 
 
 
PU-4173 

一例儿童肝脾 γδT 细胞淋巴瘤并发噬血细胞综合症 
报道附文献学习 

 
薛玉娟,张乐萍,程翼飞,陆爱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究儿童肝脾 γδT 细胞淋巴瘤并发噬血细胞综合症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方法 报道 1 例罕见的肝脾 γδT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资料､ 病理学检查并行文献复习。 
结果 本例患儿 2 岁男童,病初以发热､ 肝脾淋巴结进行性肿大起病。血常规

WBC8.7×10^9/L,NE1×10^9/L,Hb80g/L,PLT33×10^9/L。生化提示

ALT78U/L,AST203U/L,LDH690U/L,TG3.61mmol/L。DIC 示 D-
dimer1305.8ng/ml,FIB126.828mg/dl,FDP>20ug/ml。铁蛋白 2000ng/ml。骨髓涂片:骨髓增生活跃,
红系增生,以中晚幼红为主,比例稍低,形态无明显异常。成熟红细胞大小不等。成熟淋巴细胞 10%。

巨核细胞､ 血小板少,可见 2%的分类不明细胞,一个呈双核。免疫分型示淋巴细胞占 37.36%,比例增

高,CD4/CD8=0.45,比值降低,R3 占 7.11%,主要表达 CD3,CD8,但 CD4､ TdT 阴性,表型异常,似为异

常 T 淋巴细胞,请结合临床除外 T 系淋巴瘤。骨髓活检病理示骨髓组织,细胞丰富,各系细胞明显。髓

系增生著明,可见多个体积较大的单核细胞,核染色质细。免疫组化提示 CD3+,CD61:巨核

+,CD8+,CD99-,CD20:少量+,PGM1-,CD56-,CD68+,TIA-1:多量+,S-100-,TdT-,GramB: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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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γδ+。骨髓非霍奇金淋巴瘤,累及骨髓,高度怀疑肝脾 γδT 细胞淋巴瘤。骨髓中多量杀伤性 T
细胞表达,CD8､ TIA-1 多量阳性,GramB 少量阳性,除外了 NK 细胞肿瘤。 
结论 儿童肝脾 γδT 细胞淋巴瘤并发噬血细胞综合症较为罕见,临床特征多样､ 复杂,预后较差,尽早完善

各种分子生物学检查利于快速准确地协助诊断和开展治疗。 
 
 
PU-4174 

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M4/M5 亚型)预后因素分析 
 

陈凯,蒋慧,陆正华,邵静波,杨静薇,李红,张娜,朱嘉莳,邹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 M4/M5亚型的临床疗效及预后相关因素,进一步优化本中心 AML 治疗

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M4/M5 亚型临床资料(包括初诊临床表

现､ 实验室指标､ MICM 结果､ d8/d28 评估､ 治疗疗程等),进行远期疗效､ 预后及复发因素分析。 
结果 收集符合诊断临床资料 46 例,其中 38 例接受 2 个疗程以上治疗并纳入统计,男 22 例,女 16
例,M4 19 例,M5 19 例,中位年龄 5 岁。5 年总体生存率(OS)(57.7±9.3)%,5 年无事件生存率

(EFS)(47.2±8.9)%,M4 5 年无事件生存率(EFS)(52.4±12.7)%,M5 5 年无事件生存率

(EFS)(45.4±11.9)%。按国际危险度分层比较:预后良好､ 预后中等和预后不良组 5 年 EFS 分别为

(77.2±12.4)%､ (49.5±14.9)%和(25.0±19.8)%(X2=6.305,P=0.043)。单因素分析显示髓外浸润､ 染

色体核型､ d8 骨髓反应评估､ 治疗疗程为影响预后的因素(X2=4.828､ 10.178､ 5.382､
4.771,P=0.028､ 0.017､ 0.020､ 0.029);多因素分析显示髓外浸润(HR=5.323,95%CI 1.620-
17.490,P=0.006)､ <6 疗程治疗(HR=6.186,95%CI 1.726-22.176,P=0.005)是影响生存的独立危险

因素。复发因素分析显示髓外浸润是复发的根源 (P=0.28)。 
结论 (1)儿童髓系白血病(M4/M5)亚型,强化疗和足疗程是提高总体疗效的关键。 
(2)髓外浸润是影响生存和导致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3)初始评估有高危因素伴预后不良患儿建议尽早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PU-4175 

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罕见病短期疗效评价 
 

陈凯,蒋慧,张娜,朱嘉莳,陆正华,邵静波,杨静薇,李红,邹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评价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UCBT)治疗罕见病后短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本中心接受 UCBT 的 4 例罕见病的临床资料､ 分

子诊断及移植结果。 
结果 4 例罕见病分别接受了 HLA 全相合及 2-4 位点不合的脐血,采用以白消安(Bu)+环磷酰胺(Cy)+
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ATG)为基础经典清髓方案。脐血移植中位年龄 10(5.7~41)月,诊断至移植

中位时间 4.5(3~14)月。输注脐血有核细胞(TNC)中位数 17.5(13.7~21)*10^7/kg,CD34+细胞中位数

6.9(4.5~16.5)*10^5/kg。粒细胞植活中位时间为 14(10~22)天,血小板植活中位时间为 42(17~67)天,
移植后+1 月起 STR 持续完全嵌合状态,无一例发生植入失败或者混合嵌合。短期随访内未发生 III-
IV 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率高(100%)。移植后 T 淋巴细胞亚群分

析 CD8+细胞绝对值(*10^9/L)中位数 0.412(0.375~0.534),总体有上升趋势,但未达正常标准

(0.54~1.36);CD4+细胞绝对值(*10^9/L)中位数 0.188(0.038~0.479),远低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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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84);CD4+/CD8+比例明显倒置。+30 天复测所有患儿致病基因消失,且原发病缓解,无一例发

生治疗相关死亡(TRM)。 
结论  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罕见病对原发病控制有显著疗效,但免疫重建缓慢､ 病毒感染率高。

进一步研究需要优化与改进移植预处理方案,促进免疫重建,以期获得更好的生存及生活质量。 
 
 
PU-4176 

儿童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1 例报道 
 

廖雪莲,蒋慧,李艳华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SPTCL)指主要累及皮下脂肪组织且与脂膜炎相似的一种原发于

皮肤的外周 T 细胞淋巴瘤,多见于成人,本病例为 1 例儿童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属于罕见病例。 
方法 患者,女,9 岁,2016 年 4 月 2 日因“发热一月余伴臀部软组织肿胀”入院。阳性体征:臀部及腰部

皮肤红肿,皮温高,伴破溃,周围青紫硬肿,右侧腹股沟处触及 1 枚肿大淋巴结。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白
细胞总数 1.51*10^9/L,血红蛋白 86.00g/L,血小板总数 79.00*10^9/L。生化:乳酸脱氢酶 1714 U/L,
白蛋白 32.83 g/L,甘油三酯 4.47 mmol/L,铁蛋白 4943.00 ng/ml。影像资料:头部､ 胸部及腹部 CT
未见异常,臀部增强核磁示腰背部､ 两侧臀部､ 盆壁､ 左侧大腿根部皮下软组织及左侧髂血管旁广

泛异常信号,考虑炎症性病变伴水肿,盆腔及两侧腹股沟区多发轻度肿大淋巴结。骨髓细胞学:吞噬血

细胞现象。2016 年 4 月 7 日行右侧臀部皮肤活检和左侧腹股沟淋巴结活检,病理提示:脂膜炎样 T 细

胞淋巴瘤。免疫组化:Vim+,CD3+,CD2 少+,CD1a-,S100 少+,CD21-,ALK-,CD30 部分+,CD15-,Ki-
67+80%,CD8+,TIA-1 部分+,CD3+,CD7+,CD56-。2016 年 4 月 23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会诊

臀部皮肤活检提示:结合形态､ 免疫组化､ 原位杂交结果 EBER(+),符合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腹股

沟淋巴结为反应性增生。 
结果 2016 年 4 月 27 至 5 月 29 起予 CCCG-ALL2015 方案诱导化疗(VDS+Pred+DNR+L-ASP),过
程中患儿体温反复,皮损进展,经会诊讨论后,调整化疗方案为 CCCG-BNHL-2014(A-B-A-B-A-B)共完

成六个疗程,臀部及腰部皮肤逐渐恢复。2016 年 7 月 28 日全身 PET-CT 检查提示“全身未见肿大淋

巴结”,现停药 11 个月随访中。 
结论 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是近年来才确定的一种罕见的皮肤原发淋巴瘤的新亚型,据统计仅

占所有外周 T 细胞淋巴瘤的 0.5-0.9%。早期可无明显淋巴结受累;也可累及内脏等多系统,骨髓､ 肝

脾和肺部病变;其中 1/3 病例初诊时和绝大多数病例的病程中发生噬血细胞综合征可出现全身症状,
如体重减轻､ 寒战､ 发热､ 乏力和肌痛,预后极差。SPTCL 患者 CD56 表达与疾病的进展有关,患者

病情发展迅速､ 预后差。该患儿病初合并噬血细胞综合症,提示预后不良,但该患儿疾病缓解,考虑可

能与早期诊断､ 淋巴结及内脏无受累､ 患儿肿瘤细胞表达 CD56 阴性这些因素相关。 
 
 
PU-4177 

CLAG 方案治疗儿童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观察 
 

张娜,蒋慧,李红,杨静薇,邵静波,陈凯,朱嘉莳,胡璐萍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 CLAG 方案治疗儿童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与不良反应。 
方法 前瞻性分析在本中心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接受应用 CLAG 方案治疗的 6 例难治复发

AML 患者的临床资料,中位年龄 4 岁 1 月(2 岁 2 月-10 岁 1 月),女性 1 例,男性 5 例。CLAG 方案: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860 
 

拉屈滨每天 8-10 mg/(m2.d),d1-5。阿糖胞苷 200mg/m2 持续静滴,第 1-5 天;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CSF)5ug/kg/d,第 0~5 天。 
结果 6 例难治复发 AML 患者中,复发患者 4 例,难治性 2 例。1 疗程缓解 5 例,缓解率 83.33%。2 疗

程完全缓解 100%,总有效率 100%。4 例复发患者后续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其中 2 例移植后复发;
移植后复发患者 1 例 CLAG+DLI 后再次缓解,1 例复发后死亡。余 2 例患者目前强化化疗中。总体

无事件生存时间 2 月到 19 月,中位生存时间 14 月。不良反应:急性血液学毒性:均重度骨髓抑制。粒

缺期中位时间 12 天(7~14d),血小板小于 20*10^9/L 中位持续时 11 天(8~15d),感染发生率 90.9%。

无感染死亡发生。主要非血液学毒性:消化道反应､ 皮疹。 
结论 CLAG 方案治疗难治复发 AML 儿童患者效果良好,且不良反应可耐受。 
 
 
PU-4178 

儿童外周血 B10 细胞与 T 细胞比例失衡 
与血小板减少症发病的关系 

 
郑易

1,2,周海霞
4,郭建春

1,2,谢旦立
1,2,楼永良

1,2,郑晓群
1,2,3 

1.温州医科大学 
2.检验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4.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血液科 

 
 
目的 产白细胞介素 10(IL-10)的调节性 B 细胞(B10 细胞)是一种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免疫细胞。本

文探讨儿童外周血中 B10 细胞与 T 细胞比例变化与儿童血小板减少症的关系与临床意义。 
方法 儿童 ITP 患者与健康体检儿童(对照组)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经 LPS､ PMA､ Ionomycin 和

Golgi Plug 共同作用,体外刺激 48h 后,流式细胞表面染色 CD19､ CD3 和 Fixable Live/Dead Dye,及
流式细胞胞内染色 IL-10,样品经 BD FACSARIA II 流式细胞仪检测后,结果经 Flowjo 软件分析。 
结果 ITP 患儿 PBMC 中 CD19+ B 细胞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且高于对照组中 B 细胞比例 3 倍之

多。其中,CD19+ IL-10+ B10 细胞比例同样表现为 ITP 患儿组显著高于对照组达 2 倍以上。而 ITP
患儿 PBMC 中 CD3+ T 细胞比例则显著低于对照组。 
结论 ITP 患儿 PBMC 中 B 细胞中 B10 细胞比例的异常升高,T 细胞比例的显著下降造成的 B10 细胞

与 T 细胞比例失衡,可能引起患儿免疫功能异常并与该病的发生有关,上述免疫细胞比例变化也可为

临床该病的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PU-4179 

分析 NPM1 基因突变在儿童正常核型急性髓 
系白血病中的临床价值 

 
史利欢

1,刘俊闪
1,郭明发

1,刘炜
1,王亚峰

1 
1.郑州儿童医院 

2.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 NPM1 基因突变在正常核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21 例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进行研究,患者

年龄 小 4 岁, 大 14 岁,平均(9.9±1.2)岁。利用 R 显带技术对患儿骨髓液 20 个以上分裂象细胞核

型进行分析;提取患儿骨髓液基因组 DNA 进行 PCR 扩增,利用 Sanger 双脱氧链终止测序法对急性

髓系白血病患儿 NPM1 基因第 12 外显子的突变情况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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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121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共 23 例发生 NPM1 突变,突变率为 19.0%。本组 121 例患儿

中 18 例无分裂相,56 例为正常核型,47 例为异常核型;56 例正常核型患儿中共 22 例发生 NPM1 突

变,发生率为 39.3%;47 例异常核型患儿中仅 1 例发生 NPM1 突变,占 2.1%;正常核型急性髓系白血

病患儿发生 NPM1 基因突变的几率明显高于异常核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p<0.05)。 
结论  
正常核型伴单纯 NPM1 基因突变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儿进行危险度评估时可归入低危组,加强对

NPM1 基因突变检测的重视可为儿童正常核型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一定的参

考。 
 
 
PU-4180 

影响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与预后的因素分析 
 

赵晓云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影响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与预后的因素。 
方法 对 2000 年 2 月至 2010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的治疗时间大于 6 个月,且年龄在 16 周岁以下的儿

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初诊患儿进行随访,将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 
结果 86 例患儿中总诱导缓解率为 96.5%,中位生存期为 86.5 个月,5 年无事件生存率为

(71±1.16)%。数据做 COX 回归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初诊时的年龄小于 3 岁或大于 10 岁､ 性别,外
周血白细胞总数高于 50×109/L,血红蛋白含量低于 60g/L,对左旋门冬氨酸和柔红霉素等的反应迟钝

均会影响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细胞的治疗和预后。 
结论 性别､ 初诊时的年龄､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血红蛋白含量､ 对左旋门冬氨酸和柔红霉素等的

反应是影响患儿治疗和预后的因素,个体化治疗方案和提高患儿依从性可以提高患儿治愈率及生存

时间有重要作用。 
 
 
PU-4181 

以再生障碍性贫血为前期表现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例 
 

顾艳,王红美,李洪娟,程娜,韩燕,穆锴,赵雨琦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前期可表现为全系血细胞减少,初诊时容易误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现将

我科收治的 1 例以再生障碍性贫血为首发表现的儿童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特点和诊治过程

报道如下。 
方法 患儿男,8 岁,因“发现两系减少伴间断腿痛 1 月余”于 2017 年 1 月 2 日首次入院。患儿 2 月余前,
因“乏力 10 余天伴发热”在当地市级医院血常规 WBC:5.12×109/L,RBC 2.07×1012/L,Hb 64g/L,PLT 
1×109/L。骨髓涂片提示粒红巨三系增生减低,考虑再生障碍性贫血。为进一步诊治就诊于中国医学

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骨髓涂片(胸骨､ 髂骨)均提示粒红巨三系增生重度减低;骨髓活检:未见巨核细

胞,淋巴细胞易见。骨髓免疫分型:各系表型未见明显异常;染色体未见克隆性异常。胸部 CT 平扫示

纵隔内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肝胆胰脾 B 超未见明显异常。诊断:再生障碍性贫血(极重型),予输注

红细胞支持,口服环孢素 5mg/kg,间断皮下注射粒细胞刺激因子(G-CSF).应用 G-CSF 后患儿腿痛加

重,停用后好转,再次皮下输注 G-CSF 后又出现腿痛。再次复查骨髓涂片:增生明显活跃;淋巴细胞明

显增多,原始淋巴细胞占 9%,幼稚淋巴细胞占 84%;骨髓活检:急性白血病(倾向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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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骨髓免疫分型为 T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阴性。患儿为求进一步诊治,入我院。入院后诊

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 系)。 
结果 按 CCLG-ALL-2008 方案化疗,先予泼尼松预处理,第 8 天复查血常规:白细胞 0.38×10^9/L,中性

粒细胞 0.02×10^9/L,淋巴细胞 0.33×10^9/L,红细胞 2.44×10^12/L,血红蛋白 73g/L,血小板

24×10^9/L,幼稚细胞未见。给予 VDLD(含长春地辛 1 次､ 柔红霉素 1 次､ 门冬酰胺酶 1 次和地塞

米松)诱导化疗 2 天后患儿骨髓抑制进行性加重,并出现凝血障碍､ 低白蛋白血症。停化疗,并间断输

注红细胞(共 20U)及血小板(共 14 个治疗量,224U),多次复查骨髓提示增生极度减低,MRD<10^-4。
病程中合并细菌及真菌感染,出现胸腔积液､ 心包积血,给予泰能､ 伏立康唑､ 心包穿刺闭式引流等,
症状好转出院。休疗一周后返院,复查骨髓见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细胞异常增生,原始及幼稚淋巴细胞

占 35%。给予长春地辛静推､ 门冬酰胺酶肌注,继续口服地塞米松治疗,半月后复查骨髓再次完全缓

解,MRD<10^-4。之后间断给予长春地辛及培门冬酶治疗,患儿持续分子生物学缓解至今。 
结论 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被诊断前可有一过性可恢复的全血细胞减少阶段,即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前期(Pre-ALL)。血液细胞形态学上与真正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是难以区分。应引起大家重视。 
 
 
PU-4182 

儿童再障转化为白血病后血型抗原减弱一例 
 

李洪娟,王红美,顾艳,赵雨琦,程娜,韩燕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探讨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转化为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特点。 
方法 患儿女,11 岁,因“反复面黄､ 皮肤 斑 2 年余,阴道流血伴牙龈增生 2 月余”入院。患儿 2 年余前

因“反复周身皮肤出血点､ 斑”,在多家医院查血常规发现三系减少,骨穿示骨髓增生重度减低,粒红

巨三系增生低下。骨髓活检示骨髓增生极度低下(<10%)。FISH 检测 7 号染色体相关 CEP7 和

D7S486 基因､ 20 号染色体相关 D20S108 基因､ TP53 基因､ 8 号染色体相关 CEP8 基因､ 5 号染

色体相关 D5S721,D5S23 和 EGR1 基因均未见异常。流式表型分析发现患儿红细胞､ 成熟粒细胞

未检测到 PNH 克隆。血型 A,Rh(+)。诊断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给予口服“环孢素”等治疗 3 月后,
患儿仍输血依赖,且牙龈增生明显。其后家长就诊于石家庄血康医院,继续口服“环孢素”,并给予中药

口服半年余,效果欠佳。其后停用“环孢素”,继续口服中药,牙龈增生好转,但输血液制品时间无缩短。

随后换用中药口服 1 月后三系逐渐恢复,脱离输血依赖。入院前 2 月余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牙龈增

生,伴口腔溃疡,阴道流血不止,伴皮肤黏膜出血点及 斑,给予输注红细胞及血小板后未见好转,为求

进一步治疗就诊于我院。入院查体:贫血貌,全身见散在陈旧 斑,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面部多毛,
口唇苍白,牙龈红肿增生明显。心肺查体无异常。腹稍膨,肝肋下 2cm,质韧,脾肋下未触及。入院查

血常规:白细胞 11.20×109/L,中性粒细胞 3%,血红蛋白 70g/L,血小板 26´109/L,幼稚细胞 71%。骨髓

穿刺:骨髓增生明显活跃,以原､ 幼单核细胞增生为主,胞浆可见 Auer’S 小体,形态呈病理性改变。考

虑 AML(M3 除外)。免疫分型示 AML-M2,染色体及融合基因未见异常。患儿血小板进行性下降至

6´109/L,阴道流血加重,故行交叉配血为患儿输注血小板。我院血库回报示:患儿 ABO 血型鉴定正向

为 O 型,反向发现较弱的抗 A 抗体。考虑到与患儿既往血型不符,重新采血样去山东省血液中心鉴定

血型,考虑患儿血型改变与血液中大量白血病细胞有关。建议输注 A 型血小板。给予患儿 A 型辐照

血小板 1 个治疗量后,患儿阴道流血停止。 
结果 患儿在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效果欠佳,2 年后转变为 AML(M2),血液中及骨髓内大量白血

病细胞,红系统增生被抑制,红细胞发育不成熟或病理性增生从而使红细胞膜表面的血型抗原点减少

､ 减弱或丧失而致血型变异。 
结论 儿童再障患者应该定期复查骨髓,尤其治疗效果欠佳者,有条件者建议积极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儿童 AML 患者进行血型鉴定时应该注意白血病对 ABO 血型抗原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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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83 

达沙替尼联合儿童急淋 CCLG2008 方案治疗儿童 PH+ALL4 例 
 

张文林,姬利云,李梦娟,赵瑞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达沙替尼联合儿童急淋 CCLG2008 方案治疗儿童 PH+ALL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应用达沙替尼联合儿童急淋 CCLG2008 方案化疗 4 例 PH+急淋患儿的临床资料､

治疗效果及毒副作用。治疗方案:达沙替尼 60mg/m2.d,qd,po,联合儿童 ALL CCLG2008 高危方案进

行化疗,除 1 例在应用 VDLD､ CAM 方案后给予达沙替尼外,其余 3 例均在确诊开始诱导化疗第 14
天加用达沙替尼。化疗前后均进行了血常规､ 肝肾功能､ 心电图检查等检查; 
结果 PH+ ALL 患儿 4 例,男､ 女各 2 例,P190 3 例,P210 1 例;疗效:3 例化疗第 12 周 BCA/ABL<10-

4,1 例 BCA/ABL<10-3。1 例完成全程化疗,维持治疗半年,CCR;2 例第一疗程 HR`3 方案后严重感染,
改为中危方案继续治疗,CCR;1 例第一疗程 HR`3 方案后严重感染,放弃治疗,4 个月后复发;4 例均未

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毒副作用:均发生Ⅲ-Ⅳ度骨髓抑制,不同程度感染及恶心､ 呕吐消化道不

良反应。心､ 肾功能无异常,无胰腺炎发生,无低钾血症; 
结论 本研究显示沙替尼联合儿童急淋 CCLG2008 方案治疗儿童 PH+ALL 可以获得早期分子生物学

反应及临床缓解;联合高危方案强化疗易合并严重感染,是否降低化疗强度,值得进一步研究。 
 
 
PU-4184 

骨髓基质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白血病细胞化疗敏感性的影响 
 

庄泳,张爱军,鞠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131392 

 
 
目的 研究骨髓基质细胞来源的外泌体(exosomes)对白血病细胞化疗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梯度离心法从骨髓基质细胞培养上清中分离提取 exosomes,以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

HSP70 及 CD63 的表达对提取的 exosomes 进行鉴定。实验分组:白血病细胞系 Nalm-6 单独培养

组;Nalm-6+Ara-C 组;Nalm-6+Ara-C+exosomes 组。以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 
结果 骨髓基质细胞培养上清提取物 HSP70 及 CD63 表达阳性,表明 exosomes 提取成功。流式细

胞术结果显示 exosomes 能够抑制化疗药物诱导的白血病细胞凋亡。经 exosomes 共培养后,Nalm-
6 细胞 Bcl-2､ PARP 表达增加,而 Bax､ 剪切的 PARP 表达降低。 
结论 骨髓基质细胞来源的 exosomes 可以保护 Nalm-6 细胞免受 Ara-C 诱导的细胞凋亡,BCL-2 / 
BAX,PARP 可能参与该过程。 
 
 
PU-4185 

岩藻糖基转移酶Ⅳ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表达水平分析 
 

易丽君,黄慧,胡清华,陈卡,周菁,郭智彬,江志军,李红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细胞表面糖链末端的岩藻糖与肿瘤细胞的生长､ 浸润和耐药密切相关。分析儿童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中岩藻糖基转移酶Ⅳ(fucosyltransferase Ⅳ, FU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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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探讨 FUT4 的表达水平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为临床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危险分

层与预后提供一个分子生物学的靶点。 
方法 通过 RT-qPCR 检测儿童 ALL 患者初诊期､ 缓解期和复发期的 FUT4 相对表达水平,以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患者的骨髓样本作为正常对照组,以 2-ΔΔCT法计算 FUT4 的相对表达水平;RT-PCR 检测

白血病的融合基因分型;流式细胞术检测 ALL 亚型分型;分析不同临床特征组别之间 FUT4 的表达水

平,常规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正态性检验,计量资料实验数据以±表示,单变量两组资料之间的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资料之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不齐采用非参数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在 161 例儿童急性白血病患儿中,急性髓系白血病(AML)42 例(26.09%),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119 例,在 AML 中 FUT4 的相对表达水平为 24.75±6.23,高于 ALL(13.23±2.31),P<0.05;在 119
例 ALL 中,5 例患者复发,ALL 患者 FUT4 的水平呈现出初诊期表达水平升高,缓解期下降,复发期又升

高的趋势,ALL 在初诊期､ 缓解期和复发期 FUT4 的表达水平分别为(12.90±2.31)､ (7.82±3.10)和
(29.78±17.11);而在 commonB､ preB､ proB-ALL 和 T-ALL 中,FUT4 的表达没有显著差异;在融合

基因阴性和阳性患者组别中,FUT4 的表达水平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结论 FUT4 的表达水平在 ALL 中初诊期､ 缓解期和复发期呈现出动态浮动的趋势变化,与疾病进展

密切相关,由于随访时间较短,无法明确其与预后的直接联系,但白血病细胞表面糖链的改变影响肿瘤

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所以分析 FUT4 的表达水平可为儿童白血病的诊疗提供另一个生物靶点,
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 
 
 
PU-4186 

不同化疗方案下儿童白血病医院感染的发生差异 
 

刘思征,王鸿武,林丽敏,陈福宜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儿童白血病不同化疗方案下,医院感染发生时的天数､ 白细胞数及发生部位有无差异。 
方法 对我院儿科在 2011.1.1-2016.12.31 期间出院的所有白血病化疗后发生医院感染的病例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6 年间共有 719 例次儿童白血病化疗病例,有 137 例次化疗后发生医院感染,中 ALL 有 126 例

次,AML 有 11 例次,医院感染发生率 19%。发生院感的中位数年龄是 6 岁。化疗后平均 10.46±6.51
天时出现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胞数为(2.92±2.84)*109/L,中性粒细胞数为(1.58±1.38)*109/L。发

生院感的部位中,血行感染 多,有 48 例次(35.0%),随后是耳鼻咽喉 25 例次(18.5%),下呼吸道 22 例

次(16.0%),消化道 19 例次(13.8%),口腔 16 例次(11.6%),泌尿系 2 例次(1.46%),皮肤及其他部位 5
例次(3.65%)。常规化疗方案中,强的松诱导方案 7±5.6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胞数

2.53*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39*109/L。VDLD 方案 13.4±8.5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胞

数 2.08*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55*109/L。CAT 方案 8.6±5.5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胞

数 5.14*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3.38*109/L。Mm 方案 7.66±4.7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胞

数 3.87*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2.57*109/L。Block1 方案 14.2±3.2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

胞数 1.28*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31*109/L。Block2 方案 10±4.9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

胞数 1.38*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51*109/L。Block3 方案 9.7±5.4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

细胞数 0.58*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17*109/L。COAPL 方案 18.3±6.8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

均白细胞数 2.53*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65*109/L。中剂量阿糖胞苷(1g/m2/d)方案 10.6±4.3 天发

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胞数 1.36*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62*109/L。大剂量阿糖胞苷

(2g/m2/d)方案 10.7±6.2 天发生院感,发生院感时平均白细胞数 2.36*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1.56*109/L。不同化疗方案发生院感的天数､ 白细胞数､ 中性粒细胞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不同院感部位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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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白血病患儿在不同化疗方案下,发生医院感染的时间及白细胞数均不同,发生医院感染的部

位也不全相同。对于不同化疗方案下医院感染发生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或可以进一步降低院

感的发生。 
 
 
PU-4187 

O-GlcNAc 糖基化在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 
白血病异常表达及机制的研究 

 
鞠秀丽,张冰,李栋,时庆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研究 O-GlcNAc 糖基化在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表达及对糖酵解的影响。 
方法 本实验主要从临床样本以及细胞系水平研究进行研究。 
(1)本实验收集了 24 例 B-ALL 的儿童的骨髓标本(化疗前)及 10 例健康志愿者的骨髓标本,密度梯度

离心法分离单个核细胞(BM-MNC),免疫磁珠分选 CD19+的 B 淋巴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分选效率,采
用 Western-Blot 检测患儿与健康儿童 CD19+ BM-MNC 中 O-GlcNAc 糖基化､ OGT 及 OGA 的表

达水平。 
(2)采用 RT-PCR 检测患儿与健康儿童 CD19+ BM-MNC 糖酵解过程中关键酶(HK2, Glut1, HIF-α, 
LDHA, and PFK1)的 mRNA 水平的表达。 
(3)采用白血病细胞系 Nalm-6 为研究对象进行以下利用 OGT-siRNA 干扰 OGT 的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干扰后 O-GlcNAc 糖基化､ OGT 表达情况,以此构建低 O-GlcNac 糖基化细胞模型。 
(5)利用 seahorse 公司的 XFe24 Extracellular Flux Analyzer 检测 OGT-siRNA 对 Nalm-6 细胞糖酵

解的影响(The extracellular acidification rate (ECAR)),RT-PCR 检测 OGT-siRNA 对 Nalm-6 细胞糖

酵解关键酶(HK2, Glut1, HIF-α, LDHA, and PFK1)的 mRNA 水平的表达。 
结果 (1)骨髓标本 CD19+分选效率为 90.47%,B-ALL CD19+ BM-MNC 中 O-GlcNac 糖基化修饰程度

及 OGT 的表达量增加,OGA 表达降低; 
(2)B-ALL CD19+ BM-MNC 的 HK2, Glut1, HIF-α, LDHA, and PFK1 的 mRNA 水平较正常儿童均上

调。 
(3)利用 OGT-siRNA 干扰后,Nalm-6 细胞的 O-GlcNac 糖基化修饰程度及 OGT 的表达均下调,低 O-
GlcNac 糖基化修饰 Nalm-6 细胞模型构建成功。 
(4)利用 OGT-siRNA 干扰后,Nalm-6 细胞的 baseline ECAR, glycolytic capacity, and glycolytic 
reserve 明显降低,HK2, HIF-α, LDHA, and PFK1 的 mRNA 水平下降,但对 Glut1 表达影响不明显。 
结论 O-GlcNAc 糖基化修饰可以作为 B-ALL 一种肿瘤标记物,改变白血病细胞 O-GlcNAc 糖基化水

平可以明显抑制糖酵解过程,本研究对儿童白血病诊断和治疗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U-4188 

儿童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1 例报道 
 

廖雪莲,蒋慧,蒋莎义,李艳华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SPTCL)指主要累及皮下脂肪组织且与脂膜炎相似的一种原发于

皮肤的外周 T 细胞淋巴瘤,多见于成人,本病例为 1 例儿童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属于罕见病例。 
方法 患者,女,9 岁,2016 年 4 月 2 日因“发热一月余伴臀部软组织肿胀”入院。阳性体征:臀部及腰部

皮肤红肿,皮温高,伴破溃,周围青紫硬肿,右侧腹股沟处触及 1 枚肿大淋巴结。辅助检查:头部､ 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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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腹部 CT 未见异常,臀部增强核磁示腰背部､ 两侧臀部､ 盆壁､ 左侧大腿根部皮下软组织及左侧髂

血管旁广泛异常信号,考虑炎症性病变伴水肿,盆腔及两侧腹股沟区多发轻度肿大淋巴结。骨髓细胞

学:吞噬血细胞现象。2016 年 4 月 7 日行右侧臀部皮肤活检和左侧腹股沟淋巴结活检,病理提示:脂
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免疫组化:Vim+,CD3+,CD2 少+,CD1a-,S100 少+,CD21-,ALK-,CD30 部分

+,CD15-,Ki-67+80%,CD8+,TIA-1 部分+,CD3+,CD7+,CD56-。2016 年 4 月 23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病理会诊臀部皮肤活检提示:结合形态､ 免疫组化､ 原位杂交结果 EBER(+),符合脂膜炎样 T 细

胞淋巴瘤,腹股沟淋巴结为反应性增生。 
结果 2016 年 4 月 27 至 5 月 29 起予 CCCG-ALL2015 方案诱导化疗(VDS+Pred+DNR+L-ASP),过
程中患儿体温反复,皮损进展,经会诊讨论后,调整化疗方案为 CCCG-BNHL-2014(A-B-A-B-A-B)共完

成六个疗程,臀部及腰部皮肤逐渐恢复。2016 年 7 月 28 日全身 PET-CT 检查提示“全身未见肿大淋

巴结”,现停药 12 个月随访中。 
结论 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是近年来才确定的一种罕见的皮肤原发淋巴瘤的新亚型,据统计仅

占所有外周 T 细胞淋巴瘤的 0.5-0.9%。患者病情发展迅速､ 预后差。目前国内外对其治疗方案仍

未达成一致,多为联合化疗,以 CHOP 方案为主,但疗效欠佳。该患者病初合并噬血细胞综合症,提示

预后不良,但给予化疗方案 CCCG-BNHL-2015(A-B-A-B-A-B)治疗后疾病缓解,考虑可能与早期诊断

､ 淋巴结及内脏无受累､ 患儿肿瘤细胞表达 CD56 阴性这些因素相关。 
 
 
PU-4189 

儿童急性白血病合并川崎病 2 例分析 
 

丁国玉,顾艳,李洪娟,韩燕,程娜,王红美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通过对 2 例儿童急性白血病合并川崎病的总结,探讨白血病化疗后骨髓抑制并发严重脓毒症的

患儿出现川崎病样表现的原因及治疗方法。 
方法 对本院 2 例儿童急性白血病化疗期间合并川崎病的病例进行介绍及分析。 
结果 白血病化疗后骨髓移植的患儿持续高热有合并川崎病可能。 
结论 当白血病患儿发生严重脓毒症,积极抗感染效果欠佳时,应考虑是否存在川崎病,并积极监测炎症

指标变化,注意冠状动脉情况。 
 
 
PU-4190 

儿童原发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李晖,聂应明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婴儿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的临床特点以及发病机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 1 例 1 月 23 天的婴儿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儿以发热､ 肝脾肿大､ 血细胞减少､ 纤维蛋白原降低､ NK 细胞活性降低､ 铁蛋白升高等为

主要临床表现;免疫-化学治疗可以达到临床缓解;噬血相关基因检测提示患儿及其母亲 LYST 基因有

2 处杂合突变位于第 46 外显子的突变 c.10526G>A(p.Arg3509Gln)及第 Exon38 周围内含子上存在

变异 c.9162+11G>A,诊断原发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结论 婴儿 HLH 多为原发性 HLH,早期给予噬血相关基因检测明确诊断,及时给予免疫-化学治疗可以

有效缓解临床症状;长期无病生存可能需要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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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91 

儿童非典型临床表现神经母细胞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郭瑜修,冯尚克,韦建华 
百色市人民医院 533000 

 
 
目的 探讨较少见的儿童非典型临床表现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的临床特点,诊断和治疗

经验及预后,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师对儿童非典型临床表现 NB 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百色市人民医院 2017 年 4 月收治的儿童非典型临床表现 NB 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 该患儿 7 岁,女,主要以发热 4 天就诊,近 1 月自诉偶有肢体疼痛,能自行缓解;查体:轻度贫血貌,
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咽部无充血,双侧扁桃体 I°,肝脾不大,肢体无畸形红肿压痛。外院查外周血象:白
细胞 14.3×10^9/L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66.6% 红细胞 3.34×10^12/L 血红蛋白 81g/L 血小板

235×10^9/L。以发热､ 贫血原因待查收入院。非典型临床表现 NB 患儿初诊时仅骨髓图片可见典型

的呈“菊花团样”堆积的 NB 细胞,行 B 超､ CT､ MRI 等项检查未发现有骨髓外的实质性瘤块;而且除

此之外,外周血 NB 微小残留病灶(MRD)。起病时有骨髓浸润或骨的浸润。 
结论 儿童非典型临床表现 NB,常被误诊为风湿热､ 骨关节疼痛､ 骨髓炎等, 终以骨髓细胞形态检

查确诊;因缺乏实质性瘤块,所以化疗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评估,完成国际分

期和危险评估后予化疗;既使采用强化疗,非典型临床表现 NB 的预后仍较差,尤其是存在骨转移的患

儿。 
 
 
PU-4192 

儿童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1 例报道 
 

刘瑛,万伍卿,刘东海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报道一例儿童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患者,根据其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过程,阐述其治疗方

案及预后。 
方法 8 岁男性患儿,因左侧臀部红肿 2 月,左侧腹股沟红肿 1 月,间断发热 2 月入院。发病以来发热逐

渐明显,不能控制。体格检查发现左侧臀部红肿及左侧腹股沟区片状红褐色结节,红肿,触之皮温高,质
地韧,有轻压痛,边界不清,无波动感。臀部 CT 扫描显示左侧臀部至大腿部根皮肤增厚,皮下脂肪肿胀,
密度增高,浅筋膜增厚,结构模糊,经抗感染治疗,发热仍反复,局部红肿及皮疹未消退。 
结果 组织病理检查确诊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SPTCL)。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是一种

原发于皮肤的外周 T 细胞淋巴瘤,多表现为四肢或躯干部位的多发性红斑､ 暗红或暗褐色质硬的结

节,可有发热､ 肝脾及淋巴结大。对于双下肢皮疹､ 结节迁延不愈,或伴有发热等症状,经抗感染治疗

无效的患者,应进行病理组织活检以明确诊断。儿童发病率很低,无系统治疗方案。 
结论 本病例患儿发病年龄 8 岁,较为罕见。目前治疗方法以化疗为主,文献报道疗效不佳,但本病例采

用的上海 2002-T-NHL(R2 期)方案,化疗过程基本顺利,取得长期无病生存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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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93 

血液肿瘤患儿化疗后骨髓抑制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点分析 
 

陈芬,罗新辉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探讨血液肿瘤患儿化疗后骨髓抑制并发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我院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治的 30 例血液肿瘤患儿化疗后骨髓抑制期伴脓毒性休

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组 30 例患儿,存活 23 例,死亡 5 例,放弃治疗 2 例,病死率 18%(剔除放弃病例)。在发生脓毒

性休克的全部患儿均有发热,C 反应蛋白､ PCT 均明显升高。胃肠道感染是其主要病因(40%),其次

为肺部感染(30%)。所有患儿发热开始的平均时间为白细胞低于 1×109/L 的第 4.2±2.1 天。本组血

培养阳性结果 18 例,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14 例(14/18,78%),大肠埃希菌为首位(8/18,44%)。所有患儿

均为暖休克,休克的抢救以强有力的抗菌素及适当的胶体液复苏为主。 
结论 血液肿瘤化疗后骨髓抑制粒细胞减少症患儿肺和胃肠道是脓毒症重要感染来源,革兰阴性杆菌

(尤其是大肠埃希菌)是主要致病菌;在早期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中,需加强对革兰阴性杆菌的治疗力

度。积极治疗原发疾病,早期及正确治疗脓毒性休克可降低血液肿瘤骨髓抑制粒细胞减少症伴脓毒

性休克患儿的病死率。 
 
 
PU-4194 

儿童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慢性化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孙文丽,李学荣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ITP)慢性转化的的

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青大附院血液儿科初诊住院的 ITP 患儿进行随访,将有效随

访大于 1 年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分为非慢性组和慢性组。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有效随访的 ITP 患

儿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处理,分析非慢性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non-chronic 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 NCITP) 与慢性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chronic 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CITP)在发病年龄､ 性别､ 可能感染的诱因､ 初诊时病程､ 初诊时血小

板计数､ 初诊时淋巴细胞绝对数､ 调节性淋巴细胞亚群､ 骨髓巨核细胞方面有无差异。 
结果 共收集有效随访病例 183 例,男 105 例,女 78 例。年龄在 1 个月至 13 岁 1 个月之间。

CITP 患儿 48 例;NCITP 患儿 135 例。CITP 组中大于 3 岁发病的患儿比例大于 NCITP 组,两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76,P=0.011);CITP 组初诊时病程大于 NCITP 组[t=-
2.696,P=0.008];CITP 组初诊时血小板计数低于 NCITP 组[t=2.703,p=0.008 ];CITP 组中骨髓巨核细

胞总数≥100 个的患儿比例大于 NCITP 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27,P=0.013);CITP 组
初诊时淋巴细胞绝对数小于 NCITP 组[t=3.550,P=0.000];CITP 组外周血中调节 T 细胞的百分比低

于 NCITP 组[t=2.396, P=0.019] ; CITP 组 CD4+T 辅助细胞百分比低于 NCITP 
组 [t=2.112 , P=0.036] ; CITP 组 CD4/CD8T 细胞比值低于 NCITP 组[t=2.55,P=0.012]。对有意义

的因素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初诊时病程､ 初诊时淋巴细胞绝对数､ 调节 T 细胞比例有统计学

差异。对以上 3 个独立危险因素行 ROC 分析确定其临界值,初诊时淋巴细胞绝对数 3.03×109/l,敏
感度 64.6%,特异度 60.7%;调节 T 细胞比例 2.03%,敏感度 78.9%,特异度 51.5%;初诊时病程 3.5 天,
敏感度 54.2%,特异度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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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慢性 ITP 大于 3 岁发病的患儿比例大于非慢性 ITP 患儿,慢性 ITP 患儿初诊时病程大于非慢

性 ITP 患儿,慢性 ITP 患儿初诊时淋巴细胞绝对数小于非慢性患儿,慢性 ITP 患儿调节 T 细胞比例小

于非慢性 ITP 患儿,慢性 ITP 患儿 CD4/CD8 比值小于非慢性 ITP 患儿。2.初诊时病程､ 初诊时淋巴

细胞绝对数､ 调节 T 细胞比例为儿童 ITP 慢性化的独立危险因素。 
 
 
PU-4195 

30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总结 
 

黎敬弟
1,林丽敏

1,王鸿武
1,马廉

2,唐秋灵
1,刘思征

1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深圳坪山新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分析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特点,归纳总结其初诊时症状､ 体征及外周血象不同表现,
以提高临床上对该病的认识,有助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期诊断。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科行骨髓诊断､ 有完整 MICM 及危险度分型的儿童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信息,对其流行特征､ 临床表现､ 血象等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30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发病年龄以婴幼儿期及学龄前期居多,占 70%,平均年龄为

(4.5±3.3)岁, 小 7 月, 大 13 岁;儿童 ALL 初诊以面色苍白､ 发热､ 关节肿痛表现为主,分别占

66.67%､ 43.33%及 30%,就诊时伴随淋巴结､ 肝或脾肿大等髓外浸润表现并不少见,比例可高达

90%;外周血象发现血红蛋白､ 血小板下降分别占 96.67%､ 80%,白细胞可升高､ 正常及下降,分别

占 33.3%､ 50%､ 16.7%;白细胞形态分类以淋巴细胞为主,比例>60%者占 90%;有 28 例血清乳酸脱

氢酶呈不同程度升高;根据 MICM 及危险度分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可分为标危型､ 中危型,高
危型,分别有 18 例､ 7 例､ 5 例,经早期诱导后骨髓缓解率达 100%,其中高危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缓解后复发 2 例(40%);骨髓免疫分型分为 B-ALL､ T-ALL 及杂合型(B+T)ALL 分别占 93.3%､ 3.3%
､ 3.3%。 
结论 30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男女发病无差异,主要发病年龄为婴幼儿期及学龄前期,初诊时临

床表现多样,但以贫血､ 发热､ 关节肿痛､ 肝脾淋巴结肿大为主。所有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

期经规范化疗后骨髓缓解率无差异。 
 
 
PU-4196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缓解环磷酰胺诱导的大鼠肝脏损伤 
 

鞠秀丽,王晓媛,李栋,时庆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初步探索脐带间充质干细胞(UC-MSC)对环磷酰胺(CTX)诱导的大鼠肝脏损伤的缓解作用。 
方法 取新鲜脐带,分离培养并应用流氏细胞术鉴定 UC-MSC。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Control
组､ CTX 组､ CTX+UC-MSC 组。将 CTX+UC-MSC 组第一次尾静脉注射 UC-MSC 记为实验第 1
天(即 D1),该组在 D1､ D4､ D7､ D10 尾静脉注射 UC-MSC,CTX 组､ CTX+UC-MSC 组 D3 腹腔注

射 CTX。分别在 D4､ D7､ D10､ D13 每个组随机处死 6 只大鼠,检测外周血清中谷氨酸氨基转移

酶(ALT)､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碱性磷酸酶(ALP)､ 总胆红素(TBIL),取肝脏组织制成 10%组

织均浆,检测丙二醛(MDA)､ 脂质过氧化物(LPO)､ 一氧化氮(NO)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 谷胱

甘肽(GSH)､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GSH-PX)等氧化应激指标。提取总 RNA,反转录后 qPCR 检测 Bax
､ Bcl-2､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A)基因的表达。组织切片,行 H&E 染色和免疫组化 a-SMA
､ Ki-67 蛋白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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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流氏细胞术结果显示培养的细胞高表达 CD29､ CD44､ CD73､ CD90､ CD105,低表达 CD34
､ CD45､ CD31､ CD271 提示该细胞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外周血清中,CTX+UC-MSC 组 ALT､
AST､ ALP 和 TBIL 不同时间点均低于 CTX 组(P<0.05),氧化应激损伤指标显示 CTX+UC-MSC 组

的 SOD､ GSH､ GSH-PX 在不同时间点均高于 CTX 组,MDA､ LPO､ NO 均低于 CTX 组,qPCR 结

果显示,CTX+UC-MSC 组的 Bax 在不同时间点均低于 CTX 组,BCL-2 和 VEGFA 的表达量高于 CTX
组。HE 结果示 CTX+UC-MSC 组的肝脏损伤程度低于 CTX 组,免疫组化结果示 CTX+UC-MSC 组

的 α-SMA 阳性表达低于 CTX 组,Ki-67+细胞表达量高于 CTX 组。 
结论 尾静脉注射 UC-MSC 可缓解 CTX 诱导的大鼠肝脏损伤。 
 
 
PU-4197 

ABVD 方案用于儿童霍奇金淋巴瘤治疗的临床观察 
 

郑湧智,乐少华,李健,郑浩,陈再生,郑灵,陈彩,李梅,杨景辉,陈以乔,高琴丽,陈莹莹,胡建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350001 

 
 
目的 探讨儿童霍奇金淋巴瘤(HL)的临床特征以及应用 ABVD 方案化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7 月到 2017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20 例 HL 患儿的临床特征､ 治疗及预后,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2008 病理分型标准诊断､ 按霍奇金淋巴瘤 An Arbor 分期标准分期,根据

个体分期､ 肿瘤大小､ 有无全身症状分为低､ 中和高危 3 组(R1,R2,R3),不同组别治疗强度不同,分
别接受 4､ 6､ 6~8 个疗程 ABVD 化疗。 
结果 20 例患儿,男 15 例,女 5 例,男:女为 3:1,初诊中位年龄 6.5(3~12)岁,其中<5 岁 3 例(15%),5~10
岁 12 例(60%),>10 岁 5 例(25%)。首发部位以颈部淋巴结 多见。初诊时受累部位包括:颈部淋巴

结 20 例(100%),颌下淋巴结 4 例(20%),腋窝淋巴结 6 例(30%),锁骨区淋巴结 11 例(55%),纵隔淋巴

结 7 例(35%),腹腔或腹膜后淋巴结 3 例(15%),脾脏 7 例(35%),其他结外器官 7 例(35%),其中韦氏环

3 例(15%),胸腺 1 例(5%),骨髓 3 例(15%)。有 B 症状 9 例(45%),巨大肿块 2 例(10%)。EBV-DNA
阳性(﹤5×103copies/ml~1.85×105 copies/ml)12 例。病理类型以混合细胞型及结节硬化型 HL 多

见。Ⅰ期 1 例,Ⅱ期 4 例,Ⅲ期 10 例,Ⅳ期 5 例,R1 组 3 例,R2 组 7 例,R3 组 10 例。3 例 R1 组患儿接

受 4 疗程 ABVD 方案化疗,其余 17 例患儿接受 6 疗程 ABVD 化疗,初始治疗无 1 例行受累野放疗

(IFRT)。2 疗程评估,有效率 100%,其中 CR18 例,PR2 例。化疗结束评估 CR 率 100%。随访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中位随访时间 34.3(7.0~79.8)个月,有 1 例(R3 组)复发, 19 例持续 CR(CCR)。治

疗过程中常见的化疗相关副反应包括感染(8/20),畏冷､ 寒战､ 发热(达卡巴嗪或博来霉素相关,5/20),
肝功能异常(3/20),但经对症处理均能控制,不影响下一疗程化疗。 
结论 儿童 HL 以男性多于女性,多以颈部淋巴结肿大为首发症状,可能与 EB 病毒感染相关,按危险度

分层给予 ABVD 方案化疗,是安全有效的,总体预后较好。 
 
 
PU-4198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合并间质性肺炎的高危因素分析 
 

李毓,唐燕来,黄礼彬,罗学群,柯志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儿童治疗过程中,间质性肺炎(IP)是高致死率的合并症,是治疗失败

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目的是了解在 ALL 患儿治疗过程中 IP 的发生率,并分析其发生的高危因素,
以期减少化疗合并症相关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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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2002 年 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我院儿童 IP 在 ALL 不同危险度分组中的发生

率､ IP 发生时患儿所处的化疗阶段和免疫功能状态,以及 IP 发病季节等等。使用统计软件

SPSS19.0 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 34 名儿童 ALL 合并 IP 的病例,其中有 8 名患儿有 2 次或以上 IP。IP 在 ALL 儿童中总

发病率为 6.82%,其中高危 ALL 儿童中 IP 发病率为 16.67%,非高危组为 3.7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IP 在维持化疗期发生多见(P=0.047),首次 IP 距离开始维持化疗的中位时间约 4 个月。在我院单中

心的监测中,记录到 2004 年一次发病高峰,2012 至今又处于另一个发病高峰,冬春季发病相对较多。 
主要症状为发热､ 干咳,肺部少闻及罗音,迅速进展出现气促､ 低氧血症､ 呼吸困难,气促距起病的中

位时间为 4 天,病程高峰的中位时间为 6.5 天,气促持续的中位时间为 14 天,氧疗的中位时间为 7 天,
总住院时间的中位数为 20.5 天,病死率为 20.59%。 
发病时多数患儿骨髓抑制不明显,但淋巴细胞比例偏低;比较高危 ALL 中 IP 组与非 IP 组维持期间的

血常规,发现 IP 组的淋巴细胞计数及淋巴细胞比例均比对照组要低(P=0.043,P<0.001),但中性粒细

胞比例无统计学差异(P=0.062)。 
结论 本研究发现:高危 ALL､ 处于维持化疗期､ 淋巴细胞计数及比例低是发生 IP 的高危因素。在临

床工作中,需关注处于维持化疗期的高危 ALL 患儿的呼吸道症状､ 淋巴细胞计数及比例,一旦出现发

热､ 气促等表现应警惕 IP 的发生;儿童 ALL 合并 IP 的机制及预防措施值得进一步探讨。 
 
 
PU-4199 

多学科诊治在救治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培门冬酶相关胰腺炎中的应用 

 
郑湧智,乐少华,李健,郑浩,陈再生,郑灵,陈彩,李梅,陈以乔,杨景辉,高琴丽,胡建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350001 
 

 
目的 探讨多学科诊治(MDT)在救治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培门冬酶化疗相关中度重症

(MSAP)及重症急性胰腺炎(SAP)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由小儿血液科､ 儿科(内分泌专业组)､ ICU､ 胰腺外科､ 营养科､ 放射科､ 药学部等相关科室

成立 MDT 救治小组,共同探讨了诊疗规范及各科室的工作协调,治疗后进行病例讨论总结经验。本文

总结 9 例 ALL 患儿在应用培门冬酶化疗后并发 MSAP､ SAP 的临床特征及应用 MDT 模式对其进

行救治的临床经验。 
结果 男 7 例,女 2 例,中位年龄 5(2~10)岁,基础病均为 ALL,均在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发病,于培门冬酶

化疗后 12~29 天出现腹痛,血淀粉酶及脂肪酶均高于正常高限 3 倍;胰腺 CT 平扫+增强:9 例均有胰

腺和(或)胰周炎症改变,6 例胰周有单个或多个积液区(局限低密度影),7 例有胰周脂肪坏死(增强后脂

肪密度升高)和(或)胰腺坏死(增强后无强化),5 例假性囊肿形成,形成的中位时间为 31 天(17-94 天);9
例均合并感染､ 不同程度的器官功能衰竭等全身并发症;其中 5 例诊断 MSAP,4 例诊断 SAP。诊断

后立即予禁食､ 胃肠减压､ 制酸､ 抗感染,控制性液体复苏(ICU 参与补液管理),营养支持(放射科置

鼻空肠管､ 营养科参与肠内外营养方案制定)等综合治疗,其中有 4 例因大量腹水,予经皮置管引流

(胰腺外科参与)出大量血性腹水,3 例继发糖尿病,予胰岛素控制血糖(儿科内分泌专业组参与);2 例死

亡(均为 SAP),7 例治愈。 
结论 儿童 ALL 应用培门冬酶化疗后并发 MSAP､ SAP,多有重症感染等严重合并症,累及多个系统,
治疗难度大,而 MDT 诊疗模式可整合多个学科力量,予 优化的诊疗方案,在救治中有较高的成功率,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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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00 

环孢素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促血小板生成素 
治疗儿童肝炎相关再生障碍性贫血 3 例临床分析 

 
左英熹,薛玉娟,张懿敏,张乐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讨儿童肝炎相关再生障碍性贫血(hepatitis-associated aplastic anaemia, HAAA)的临床特点

､ 治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我科确诊的 3 例 HAAA 患儿的临床资料,应用环孢素

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促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后随访其临床疗效,评估 HAAA 的预后。 
结果 3 例患儿均为男性,发病年龄分别为 6 岁､ 9 岁和 10 岁。3 例患儿均在出现全血细胞减少的 4
个月前出现黄疸及转氨酶明显增高,急性肝炎期间甲､ 乙､ 丙､ 戊肝炎病毒､ 巨细胞病毒､ EB 病毒

检测均为阴性。3 例均给予口服环孢素免疫抑制治疗及皮下注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促血小板生

成素支持治疗,均获得完全缓解。中性粒细胞回升至 1.5×109/L 的时间为 17-27 天,血红蛋白回升至

110g/L 的时间为 45-82 天,血小板回升至 100×109/L 的时间为 39-69 天。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回升

至正常后停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促血小板生成素,继续口服环孢素治疗,血细胞持续正常 1 年后

开始环孢素减量。目前 3 例患儿均持续随访,疾病持续完全缓解中。 
结论 儿童 HAAA 可由病毒血清学阴性的肝炎引起,环孢素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促血小板生成

素治疗效果显著。 
 
 
PU-4201 

二代抗凝血灭鼠药大隆中毒患儿 21 例临床分析 
 

荆锐
1,2,董孟

2,张爱军
2 

1.高密市妇幼保健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我院近 3 年来抗凝血灭鼠剂大隆中毒的患儿病例,探讨其临床特点及诊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儿科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治的 21 例鼠药中毒患儿的相关临床资料,
其中男性患儿 14 例,女性患儿 7 例,年龄 11 月 15 天至 7 岁 1 月(平均年龄 2 岁 6 月,中位年龄 1 岁 6
月),本组患儿发病前无均自发出血现象,无血友病､ 血小板减少､ 蚕豆病及结缔组织病史,发病时间

短 10 小时, 长约 7 天。该组患儿中 16 例患儿有明确的直接毒物接触史,5 例患儿否认有毒物接触

史但血液中检测出高浓度的大隆。该 21 例患儿中, 先表现为皮下出血的 18 例,黑便的 1 例,以抽搐

为首发症状的 2 例,随着病程发展,该组患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出血症状,如皮下出血､ 穿刺部位渗血

､ 黑便､ 鼻衄等。所有患儿相应给予给予维生素,还原性谷胱甘肽､ 新鲜冰冻血浆等治疗,凝血功能

正常后给予维生素 K1 院外维持治疗,定期门诊随访。 
结果 21 例患儿的临床出血症状均在治疗 2 周内消失,出院时凝血功能均可恢复异常,2 例以抽搐为首

发症状的患儿均未出现抽搐;但门诊随访期间,其中 5 例仍复查到凝血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 PT､
APTT､ INR 的延长,2 例患儿 Fib 降低, 长 1 例在出院后 6 月､ 9 月､ 10 月､ 11 月停药后均出现凝

血异常,出院后 11 月时检测该患儿体内大隆浓度未测出,在门诊静脉注射维生素后凝血功能好转,并
持续间断肌肉注射维生素 K1 至 13 月,后复查凝血功能恢复正常水平。 
结论 二代抗凝血灭鼠药起病隐匿,临床表现不典型,病史获得有一定困难,易出现漏诊和误诊,对于发

现维生素 K1 依赖性凝血功能障碍的患儿,应及时考虑到误食或接触灭鼠药的可能,及时处理。小剂

量的维生素 K1 即可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此类鼠药半衰期明显延长,故维生素 K1 的使用时间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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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延长,并在监测凝血功能的前提下进行,体内鼠药浓度的测定对维生素 K1 的停用有指导意义,但并

不能作为停药的指征。 
 
 
PU-4202 

不同剂量丙种球蛋白辅助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疗效分析 
 

卞竹利,乔晓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分析不同剂量的静脉丙种球蛋白(IVIG)辅助治疗儿童获得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应用 IVIG 辅助免疫抑制治疗的获得性重型再生

障碍性贫血住院患儿的临床资料;并根据治疗情况分为,低剂量组(丙种球蛋白 200~400 mg/kg/d,每 4
周一次,连用 6 次),高剂量组(丙种球蛋白 1 g/kg/d,连用 2 天,每 4 周一次,连用 6 次)。 
结果 高剂量组在治疗后前 3 个月的有效率高于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0);低剂量组免

疫抑制治疗的总反应率为 63%,高剂量组免疫抑制治疗的总反应率为 71%,但两组远期总反应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525);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0%和 8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54);高剂量组严重感染的发生率低于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两组患儿应用抗

胸腺细胞球蛋白(ATG)后 6 个月内感染的发生率及感染相关死亡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
例无效患儿中有 18 例为 ATG 应用前 7 天内使用静脉丙种球蛋白。 
结论 应用免疫抑制治疗的重型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加用高剂量 IVIG 辅助治疗可使早期反应

率增加,但并未增加其远期有效率､ 治愈率及 5 年生存率;可减少严重感染率,但未能减少总感染率及

感染相关死亡率。 
 
 
PU-4203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胰腺炎循证医学分析 
 

周慧敏,乔晓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并发门冬酰胺酶相关急性胰腺炎

(Asparaginase associated pancreatitis, AAP)的临床特点。 
方法 通过检索 1975 年至 2016 年 Pubmed､ Web of science､ 万方､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所收录的

具有详细记录的儿童 AAP 文献资料。对各病例的发病过程､ 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 诊治方法､ 转

归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以“儿童,门冬酰胺酶,急性胰腺炎”为关键词共检索出资料完全病例 98 例,AAP 平均发病年龄

7.7 岁(2-18 岁),其中男性 57 例,女性 41 例。80 例是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相关 AP,18 例是使用

培门冬酶(PEG-ASP)后发生急性胰腺炎。AAP 发生平均时间为使用 L-ASP/PEG-ASP 后第 9 天;平
均使用次数分别为第 7 次､ 第 2 次。腹痛为主要临床表现(72/82 例)。90/98 例患儿明确有血淀粉酶

升高,其中 42 例在 72 小时内即出现血淀粉酶升高。44/51 例有影像学(包括 B 超和､ 或 CT)改变。

98 例中,经过积极的治疗 86 例痊愈。12 例死亡,其中 3 例死于重症感染､ 胰腺假性囊肿破裂自身消

化,4 例死于酮症酸中毒,5 例死于休克。 
结论 AAP 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腹痛,有时症状隐匿,病情恶化迅速,血淀粉酶及影像学检查有助于早期

诊断,早期识别并干预意义重大,并发重症感染､ 胰腺破裂､ 酮症酸中毒时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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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发生 DIC 的血栓弹力图指标变化 
及其诊断 DIC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袁文浩,曾凌空,刘汉楚,刘晓艳,赵玲霞,莫璐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分析血栓弹力图指标变化对儿童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的影

响。 
方法 选取武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于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149 例发生弥散性血

管内凝血儿童为研究组,同期另选 106 例非 DIC 组(包括健康儿童以及临床易与 DIC 混淆的疾病患儿)
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均检测 D-二聚体､ 血栓弹力图､ 凝血功能 4 项､ 先天性凝血功能紊

乱以及血小板计数。统计数据并计算血栓动力图各指标 A 值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α 角､ MA､ R 时

间,研究 DIC 发生与其各指标的关联性,比较在诊断 DIC 时血栓弹力图和常规凝血功能之间的差异。 
结果 根据我院对 2 组试验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对照组平均 R 时间明显小于研究组(P<0.05);
对照组平均 α 角大于研究组(P<0.05);对照组的 MA 值和 A 值均明显大于研究组(P<0.05)。常规凝血

功能检测的指标诊断 DIC 的特异度分别为(PT: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27.2%,APTT:活化的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 42.2%,INR:国际标准化比值 47.9%,FIB:纤维蛋白原 44.4%,FDP:血浆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42.7%,D-dimer:D-二聚体 68.3%)明显低于 R 时间､ α 角和 MA 值诊断 DIC 的特异度:85.1%､
74.1%､ 73.0%。健康儿童 α 角和 MA 值则大于重症肝病出血患儿(P<0.05);平均 R 时间少于重症肝

病出血患儿(P<0.05);A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儿童平均 R 时间少于先天性凝血功能紊

乱患儿(P<0.05);健康儿童和先天性凝血功能紊乱患儿 α 角､ MA 值和 A 值差异之间均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儿童患 DIC 时,相比较于常规凝血功能检测,血栓弹力图明显诊断 DIC 特异性更高。血栓弹力

图能更明确地诊断 DIC,与常规凝血功能检测互补,能更早地发现并诊断儿童 DIC,提高 DIC 患儿的生

存率。 
 
 
PU-4205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单中心临床分析 
 

李红,蒋慧,朱嘉莳,夏敏,邵静波,杨静薇,张娜,陈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对我院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资料进行回顾性临床疗效分析。 
方法 以 200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初发 B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314 例作为研究对象。男性 186
例,女性 128 例,男女比 1.45:1;平均年龄 5.37±3.46 岁(0.33-15 岁)。随访截止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平均随访时间 44.3±35.59 月(0~143 月)。治疗方案分别采用 儿童 ALL20 05 和 2009 以及 2015 方

案。统计学软件为 SPSS16.0。 
结果 1.骨髓肿瘤细胞染色体检测:正常 51.6%,异常 23.6%,无分裂相 24.8%。检测到异常融合基因

69 例: TEL/AML43 例(62.3%),BCR-ABL9 例(13.0%),MLL 11 例(15.9%)SIL-TAL1 2 例

(2.9%),EBF1-PDGFRB 1 例(1.4%),E2A-PBX1 3 例(4.3%)。314 例患儿中,采用 05 方案患儿 37
例,09 方案患儿 197 例,15 方案患儿 80 例。根据不同方案临床危险因素并结合 MRD 检测进行危险

程度分型:标危 127 例(40.5%)､ 中危 105 例(33.4%)､ 高危 82 例(26.1%) 。 
2.总体疗效:诱导缓解率 96.5%; 持续完全缓解率 74.8%,复发率 17.5%,化疗相关死亡率 6.1%,诱导

失败放弃 0.6%;总体死亡率 18.9%。5 年 OS(83.7±2.3)%,5 年无事件生存率(EFS)为(69.6±3)%,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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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危组(88.1±3.3)%,中危组(68±5.2)%,高危组(56.1±6.0)%,标危和中高危组生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00)。 

  
3. 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分析 
根据不同治疗方案,05 方案 37 例,2 年 EFS 率为 75.7%±7.1%;09 方案 197 例,2 年 EFS 率为

83.2%±2.7%;15 方案 80 例,2 年 EFS 率为 82.2%±5.3%,两两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复发分析 
     55 例患者出现复发,中位复发时间为 24(2-95)月,其中 41 例骨髓复发(27 例于诊断后 2-28 月复

发,14 例于停药后 3-71 月复发),5 例睾丸复发(1 例于诊断后 12 月复发,4 例于停药后 3-27 月复发),4
例中枢神经系统复发(1 例于诊断后 9 月复发,3 例于停药后 1-3 月复发),1 例睾丸复发合并中枢神经

系统复发(停药后 1 月复发),4 例分子学复发(诊断后 22､ 24､ 44､ 31 月复发)。 
结论  
1.儿童急淋的 5 年 EFS 分别标危组(88.1±3.3)%,中危组(68±5.2)%,高危组(56.1±6.0)%,与国内水平

接近。 
2.本组患儿研究发现,低危组患儿的长期生存情况明显优于中高危组患儿,按危险度的临床分型给予

相应强度的化疗,有助于提高急淋患儿的预后。 
3.三组方案比较 2 年 EF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目前 15 方案随访时间较短,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 
 
 
PU-4206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联合后置环磷酰胺治疗重型先天性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伴感染临床研究 

 
李君惠,冯顺乔,钟笛箫,刘嵘,师晓东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目的 探讨重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severe congenital neutropenia,SCN)伴感染的挽救性单倍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方案,观察后置环磷酰胺(PTCY)对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效果以及对细胞植活

和免疫重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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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病例资料:重型先天性粒细胞减少症 2 例。例 1,男,5 岁,生后 6 月起反复发热､ 皮肤疖肿､ 咳嗽､

咳痰,无明显喘息,伴肝脾肿大。4 岁时曾因右下肺坏死性病灶形成行右下肺叶切除术,术后 1 年肺部

CT 再次提示右下肺野不规则实变影。双手杵状指明显。SCN 相关基因检测未发现异常。例 2,男,3
岁 5 月,生后反复发热,伴反复皮肤感染､ 肛周脓肿､ 生殖器部位感染､ 肝脓肿等,基因检测:ELA2 基

因 Exon3 c.326-340(p. Q97-V101)del 缺失(父母无该基因突变)。腹部增强 CT 示肝脏多发感染性病

灶,真菌感染不除外。 
2. 移植供者:均为患儿父亲,HLA 5/10 相合。 
3. 预处理方案:Bu/Flu 方案, 氟达拉滨 40mg/m2×3d (-5d~-2d),白舒非 1.1mg/kg.次 q6h × 3d(-4d~-
2d) 
4.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ATG+后置环磷酰胺(PTCy)+吗替麦考酚酯(MMF)+他克莫司。 
结果 2 例患儿均对预处理耐受良好,中性粒细胞达到 0.5×109/L 时间分别为+13 天,+14 天,血小板达

到 20×109/L 时间均为+13 天。移植至今均未发生严重感染。例 1 肺部坏死病灶较缩小 2/3 以上,双
手杵状指较前明显改善,例 2 皮肤病灶完全愈合,肝脏占位消失,肝脾回复支持大小。2 例均随访 1 年

以上,生长发育良好,无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均无病生存。 
移植后并发症:例 1 移植后+35 天+35 天出现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经甲泼尼龙口服后好转。例 2
移植后+16 天起出现腹泻,进行加重,考虑 aGvHD -IV 度。经 MP､ 他克莫司､ 巴利昔单抗､ 依那西

普等治疗,约 40 余天好转。 
结论 SCN 是一组遗传异质性疾病,表现为持续的中性粒细胞缺乏,伴早幼粒细胞/中幼粒细胞阶段成

熟阻滞。患者易发生细菌感染,特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G-杆菌可引起致命性感染。粒细胞集落刺

激因子是治疗 SCN 的主要药物,诱导中性粒细胞分化,促进粒细胞生成和减少感染,明显改善改善

SCN 预后。但部分病人对 GCSF 无效。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作为 GCSF 无效伴反复感染､ 危及生命

的患儿的挽救性治疗方案。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尽快达到粒细胞重建,可有效控制顽固感染,挽救患

儿生命,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有研究认为,需要大剂量 G-CSF 治疗的 SCN 患者,白血病发生率明显

增高,因此造血干细胞移植也有利于此类患儿的远期无病生存率。本文例 2 发生 IV 度 aGvHD,可能

与既往反复消化道感染､ 组织损伤有关。PTCY 预防 GvHD,虽然仍有一定急性 GvHD 比率,但目前

临床研究显示 PTCY 作为廉价､ 方便､ 副作用极少的预防措施,有良好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PU-4207 

6 株白血病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检测 
 

刘瑛,刘东海,万伍卿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通过检测 6 株白血病细胞的迁移能力,并检测各白血病细胞中 MMP2､ MMP9､ NMⅡA 蛋白因

子的表达,为今后进行侵袭机制的研究提供较可靠的细胞。 
方法 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株 THP-1､ HEL､ K562､ NB4､ HL-60､ REH,应用的 Transwell 小室(微
孔滤膜直径为 1.0μm ),在趋化物质的作用下观察白血病细胞是否能穿过小室底模,通过显微镜随机

取不同视野拍照采集,检测 570nm 波长下各孔 OD 值,检测 6 株白血病细胞的迁移能力,并检测各白

血病细胞中 MMP2､ MMP9､ NMⅡA 蛋白因子的表达。 
结果 研究发现 K562 细胞表达较高的 MMP-2 和 MMP-9,提示 K562 细胞通过分泌较多的 MMP-2 和

MMP-9 提高降解细胞外胶原､ 纤维连接蛋白､ 层粘连蛋白能力。同时 K562 细胞表达较高的

NMⅡA,NMⅡA 在肿瘤细胞中的作用可能与其扩展能力和基质侵袭能力有关。 
结论 6 株白血病细胞株中 K562 迁移能力较强,且 K562 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 ､ MMP-9 以及

NMⅡA 蛋白表达较高,后续实验可选择 K562 细胞进行侵袭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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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母细胞瘤循环肿瘤细胞分离与鉴定方法的建立及初步应用 
 

马潇,袁晓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 200092 

 
 
目的 建立一种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的
分离和鉴定方法,优化并测定该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初步探讨该方法测定 NB 患者 CTCs 的临床

价值。 
方法 通过免疫杂交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NB 细胞系 SH-SY5Y 和 IMR32 中 CD56､ GD2 以及

CD45 蛋白的表达情况。将 IMR32 细胞与 20 例非肿瘤疾病患儿的外周血样本混 ,按混合的细胞数

目分为两组,应用 CD56 免疫磁珠阳性分选后对细胞进行免疫荧光染色,统计捕获到的 IMR32 细胞

(DAPI+/GD2+/CD45-)数目,计算该方法分离和鉴定 NB 细胞的敏感性。应用 CD56 免疫磁珠阳性分

选结合免疫荧光染色方法对 20 例非肿瘤疾病患儿的外周血样本进行处理,统计捕获到的

DAPI+/GD2+/CD45-细胞数目,计算该方法分离和鉴定 NB 细胞的特异性。应用上述方法检测 12 例
初发晚期 NB 患儿治疗前及化疗 2 疗程后外周血中的 CTCs 数量。 
结果 NB 细胞系 SH-SY5Y 和 IMR32 中均检测到 CD56､ GD2 蛋白的表达,但未检测到 CD45 蛋白

的表达。10 个以内 IMR32 细胞组,CTCs 捕获的敏感性为(79.92±6.73)%;10-100 个 IMR32 细胞

组,CTCs 捕获的敏感性为(79.14±3.97)%。在 20 例非肿瘤疾病患儿的外周血中均未检测到

DAPI+/GD2+/CD45- 细胞的存在,提示该方法捕获 CTCs 的特异性为 100%。12 例Ⅲ期和Ⅳ期神经母

细胞瘤患儿,在治疗前有 9 例检测出 CTCs,阳性率为 75%;在化疗 2 疗程后的首次疗效评估时,9 例患

儿 CTCs 的数目均有不同程度减少,该动态变化趋势与患儿血清 NSE 水平､ 24h 尿 VMA 水平､

MRD 变化相吻合,而影像学评估结果显示 PR 3 例,MR6 例,NR 3 例。 
结论 免疫磁珠阳性分选结合免疫荧光染色的方法对于神经母细胞瘤 CTCs 的捕获具有良好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CTCs 数目比影像学能更灵敏地反映治疗效果,该方法为进一步探讨 CTCs 在 NB 儿童

的疗效评估及复发风险预测的价值提供了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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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NE 基因突变所致儿童严重先天性 
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吴迪

2,4,虞燕萍
4,应爱娟

4,林晓彦
4,毛淑炯

4,黄先玫
4,蒋春明

4 
1.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杭州医院 
3.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杭州医院 

4.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杭州医院,浙江省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学院 
 

 
目的 探讨 ELANE 基因突变所致儿童先天性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患儿的临床表型和基因突变的关

系。 
方法 总结 2016 年 9 月本院确诊的 1 例 ELANE 基因突变的儿童先天性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患儿的

临床资料､ 辅助检查,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 DNA,采用靶向基因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与患儿症状

相关的致病基因,应用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以“ELANE gene”为关键词,在 Pubmed､ Embase､
人类基因组突变数据库(HGMD)和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MIM)､ CNKI 等数据库检索至 2017
年 6 月前的相关文献,总结 ELANE 基因突变患儿临床表现及基因突变特点。 
结果 患儿,男,6 月。因“反复发热 20 余天,发现中性粒细胞减少 1 周”入院,辅助检查提示中性粒细胞

比例仍显著降低,诊断为“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精神运动发育较同龄儿迟缓,6 月龄不能正常翻身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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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能正确分辨认知人及事物。患儿系孕 35+2周双胎哥哥,长期抵抗力低下,容易感染发热､ 腹泻等,
生后半月曾因“重症肺炎”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中性粒细胞比例仅为 2%,出院后随访一直处于

2-30%,同胞弟弟有类似中性粒细胞减少表现。通过靶向捕获测序分析发现 ELANE 基因存在致病性

突变 NM_001972.3(ELANE):c.640G>A(p.Gly214Arg),突变位点位于第 4 外显子中发生错义突变,导
致蛋白翻译提前终止,截断了 54 个氨基酸,未见数据库记录。通过检索,共有 46 篇相关国外文献报告,
国内报告致病性病例 7 例。已发现 159 个可表现为严重嗜中性粒细胞减少症,7 个为周期性嗜中性

粒细胞减少症,104 个严重慢性中性白细胞减少症,均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其中 200 例患者在

ELANE 中具有杂合突变,12 例在 G6PC3 突变,16 例在 HAX1 突变,12 例在 G6PC3 突变,1 例在 G-
CSFR 突变,1 例在 SBDS 突变,28 例患者没有检测到突变。ELANE 基因突变可影响骨髓生成 21 天

的血细胞水平,患者循环池中性粒细胞数量周期性波动在正常数值和零之间,此期间机会性感染风险

增加。 
结论 ELANE 基因突变患者的主要临床表型为严重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SCN)和循环嗜中性粒

细胞减少症(CyN),主要表现为反复的呼吸道､ 消化道感染和先天性嗜中性白血球数值减少,预后欠

佳。 
 
 
PU-4210 

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预后突变基因检测及其预后分析 
 

熊昊,范璟,李建新,李晖,陶芳,王卓,陈开澜 
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常见预后基因突变在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中的发生频率和对预后的影

响,并探讨这些突变与临床特点､ 细胞遗传学及生存情况的关系。 
方法 对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武汉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收治的 50 例初诊儿童

AML 患儿使用 PCR 及测序方法,检测美国血液学年会第 54 届和 NCCN 指南推荐的 FLT3-ITD､
dupMLL､ IDH1､ IDH2､ C-KitD816､ NMP1､ CEBPA､ DNMT3A､ PHF6､ TET2､ ASXL1 等 11 种

成人 AML 常见的与预后相关的突变基因的发生情况,了解这些突变与儿童 AML 的临床特征与预后

的相关性。 
结果 50 例初诊儿童 AML 中有 2 例检测 C-kitD816阳性,发生率为 4%。这 2 例 AML 中男女各 1 例,形
态学及流式细胞学免疫表型均为 M2 亚型;融合基因均为 AML1/ETO 阳性;染色体分别

为:46,XX,del(2)(q31), t(8;21)(q22;q22)[15]/89~92,idem×2[5]和 46,XY, 
der(6)t(8;21)(q22;q22)t(6;21) (p23; q22),  der(8)t(8;21), der(21)t(8;21)t(6;21)[20] ,均为复杂核型。

男性患儿接受中华医学会儿科血液学组推荐 AML-2006 化疗方案,第一疗程后即获得完全缓

解,AML1/ETO 融合基因定量为阴性,此后完成所有化疗。女性患儿接受 CCLG-AML-2015AML-方案,
第一疗程后 MRD7%,第二疗程后 MRD24%,改为 FLAG 后获得 CR,但是在接受第二次 FLAG 后死于

感染。 
FLT3-ITD 突变检出 1 例,为 APL 患儿。该患儿初诊时外周血 WBC 为 103.36×109/L。接受 CCLG-
APL-2016 化疗方案后科达到 CR,PML/RARa 融合基因在第二疗程后转阴。 
NPM1 突变检出 1 例,为 M2 患儿。其融合基因和染色体筛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接受 CCLG-AML-
2015 化疗方案后,第一疗程获得 CR,并完成所有化疗。 
另检出 CEBPA 突变 3 例,DNMT3A 突变 6 例,TET2 突变 2 例,ASXL1 突变 12 例 ,TET2 和 ASXL1
均突变 22 例,但均为与 AML 预后可能无关的单个核苷酸多态性位点错义突变或者同义突变。 
结论 与成人 AML 预后相关的突变基因可能在儿童 AML 中的指导治疗及预后评估相关意义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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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11 

儿童急性白血病的化疗体会 
 

赵鸿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目的 讨论儿童白血病化疗方法通过提高治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总结 30 例急性白血病患儿诱导缓解治疗､ 巩固治疗､ 早期强化治疗､ 维持和加强治疗

方法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好转缓解 24 例,占 80%;死亡 6 例,占 20%。 
结论 应用联合化疗以来,预后有了明显改善。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初治完全缓解率亦达到

80%。 
 
 
PU-4212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合并肾脏侵袭性 
真菌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刘会青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0 
 

 
目的 分析白血病化疗后肾脏真菌病特点,提高对肾脏侵袭性真菌病诊疗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后粒缺合并肾脏侵袭性真菌病的临床资料,并复

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按 CCCG-2015 方案诱导缓解化疗及伊马替尼靶向治疗粒缺十余天后,反复发热,经伏立康

唑抗感染后体温好转,但不能完全控制。在骨髓缓解及造血功能恢复的前提下,发热仍反复,经多次临

床检验及 终增强 CT 检查,临床上诊断肾脏真菌病。积极调整用药,予负荷量氟康唑联合米卡芬净

治疗,三天后体温平稳,并在联合抗真菌同时予 CAM 疗程(环磷酰胺+阿糖胞苷+巯嘌呤片)化疗,随后

出院后继续予口服氟康唑治疗。在随后的三个大剂量甲氨蝶呤疗程中,每个疗程后均发热 1-2 天,均
可自行退至正常。 
结论 结合文献,白血病化疗后可出现肾脏真菌感染,其中,以念珠菌 为常见,氟康唑及米卡芬净类联

合治疗经济有效,且肝肾毒性小。 
 
 
PU-4213 

丹参酮 IIA 磺酸钠对慢性铅中毒 SD 大鼠神经炎症拮抗作用 
及其对 ERK/cREB 通路的影响 

 
何慧丹

1,颜崇淮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华东理工大学 

 
 
目的 探讨丹参酮 IIA 磺酸钠对干预水平慢性铅中毒 SD 大鼠神经炎症的拮抗作用及对学习记忆通路

ERK/cREB 的影响。 
方法 ⑴ 150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①空白对照组;②铅暴露组(0.03%醋酸铅水自由饮水暴

露);③2.5mg/kg 丹参酮 IIA 磺酸钠+铅暴露组(以给四天停三天为一个疗程,进行 4 个疗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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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④5mg/kg 丹参酮 IIA 磺酸钠+铅暴露组⑤10mg/kg 丹参酮 IIA 磺酸钠+铅暴露组。实验用 SD 大

鼠为出生 21 天断乳期大鼠,动物房饲养一周适应环境后开始铅暴露 4 周,暴露同时采用丹参酮 IIA 磺

酸钠腹腔注射给药干预。⑵铅中毒 SD 大鼠模型建立后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检测各组血铅水

平,采用 ICP-MS 检测各组海马铅水平;采用尼氏染色观察各组皮层及海马神经元细胞病理形态变化;
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对各组大鼠海马及皮层组织 TNF-α,IL-1β,IL-6 三种促炎症因子表达情况进行分析;
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对 ERK1/2,p-ERK1/2,cREB,p-cREB 蛋白水平进行检测分析。数据统计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 血铅水平:铅中毒组(19.938±2.567μg/dL)相对空白组(1.568±0.898μg/dL)有统计学差异

(P<0.01),三组丹参酮 IIA 磺酸钠组相对铅中毒组均有降低血铅作用(分别为

14.464±1.685μg/dL,11.561±1.880μg/dL,11.902±1.701μg/dL)且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海马铅

水平:铅中毒组(61.740±8.358ppb)相对空白组(7.277±5.416 ppb)有统计学差异(P<0.01), 三组丹参

酮 IIA 磺酸钠组(分别为 52.910±10.787ppb,43.552±13.925ppb,55.688±17.069ppb)相对铅中毒组无

统计学差异。尼氏染色结果显示,铅中毒组相对空白组尼式小体数量有所减少,染色变浅,而丹参酮

IIA 磺酸钠给药组可在一定程度上逆转这种变化,具体变现为尼式小体数量增多,染色回升。免疫组化

结果显示,铅中毒组 TNF-α,IL-1β,IL-6 表达水平异于空白对照组,而高剂量给药组(10mg/kg 丹参酮

IIA 磺酸钠+铅暴露组)逆转了这种变化,表达量有所减少。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各组 SD 大鼠大脑

皮层及海马组织 cERB 及 ERK 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但铅中毒组皮层及海马组织的 p-ERK 表达水

平相对空白组上调,高剂量给药组逆转了这种变化,各组 p-cREB 表达水平未见显著差异。 
结论 丹参酮 IIA 磺酸钠可拮抗干预水平慢性铅中毒引起的神经炎症损伤,降低血铅水平,可通过逆转

因铅中毒引起的 p-ERK 水平改变,提示丹参酮 IIA 磺酸钠可能在蛋白水平通过 ERK/cREB 通路逆转

铅中毒引起的学习记忆损伤。 
 
 
PU-4214 

青少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于皎乐,吴敏媛,张瑞东,谢静,张元元,吴颖,高超,林巍,郑胡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本研究对 2008 年 2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接受中国儿童白血

病协作组(Chinese Children’s Leukemia Group, CCLG)-2008 方案治疗的青少年白血病患者(10 至

18 岁)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对青少年组与儿童组患者临床表现､ 免疫分型､ 遗传学特征及预后情况等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2008 年 2 月至 2012 年 12 月间,共有 723 例病人接受 CCLG-2008 方案治疗。其中青少年患

者占 14.11%。相比儿童患者,青少年患者骨髓免疫分型具有更高 T-系表达比例(14.71% vs. 5.8%),
且细胞遗传学特征分析提示青少年患者中存在明确的预后不良基因表现型 t(9;22) (8.82% vs. 
4.99%)以及 t(1;19) (8.82% vs. 5.15%)表达比例增高的趋势,而提示预后良好的 t(12;21) (21.74% vs. 
8.82%)发生比例则显著性减低。但在相同危险分组情况下,中危组中青少年组与儿童组两个年龄组

5 年整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与无事件生存率 (Event-free survival, EFS)未见显著统计学差

异,分别为(92.88% vs. 90.86%)与(77.09% vs. 82.9%)。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危组中,青少年组患者 5
年 EFS 明显低于儿童组(42.78% vs. 54.12%)。 
结论 尽管存在预后不良因素,青少年白血病患者在接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方案后仍可得

到较满意的总体存活率。但如何改善高危组青少年患者的预后则仍是当前治疗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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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15 

BCH-AML-05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疗效评估 
 

吴颖,崔蕾,吴敏媛,郑胡镛,张瑞东,刘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总结 BCH-AML-05 方案分层治疗儿童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的临床疗效,探讨如何进

一步提高儿童 AML 无事件生存率,提高患儿长期存活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儿童医院 2005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收治的 184 例初治 AML 患儿的临床特

点及治疗疗效,184 例患儿均接受了 BCH-AML-05 方案的治疗,其中标危 47 例,中危 96 例,高危 42 例,
中高危患儿有条件者建议尽早行造血干细胞移植。随访时间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超过 6 个月未

随访者为失访,中位随访时间 21 个月(0.5~119 个月)。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评估患儿的 OS 率及

EFS 率,全部数据通过 SPSS 软件处理。 
结果 一个疗程达完全缓解(CR)者 106 例( 57. 6%),第二疗程达 CR 者 45 例,总 CR 率为 82. 1%。8
年总生存(OS)率和无事件生存(EFS)率分别为( 64.3±4.3 ) %和( 53.2±5.6 ) %;其中标危组 8 年 OS
及 EFS 率分别为( 62.3±10.6 ) %和( 53.4±9.0 ) %,中危组 8 年 OS 率及 EFS 率分别为

( 69.5±5.6 ) %和( 59.9±7.5 ) %,高危组 OS 率及 EFS 率分别为( 50.5±10.0 ) %和( 30.6±14.2 ) %。

34 例患儿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其 8 年 OS 率及 EFS 率分别为( 73.5±9.5 ) %和( 60.3±10.2 ) %;
中危组化疗及移植患儿 8 年 OS 率分别为( 48.7±7.7 ) %和( 66.8±12.5 ) %;8 年 EFS 率分别为

( 63.1±5.9 ) %和( 80.5±10.2 ) %,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高危组患儿化疗及移植的 5 年 OS 率分

别为( 35.7±10.2 ) %和( 60.4±19.0 ) %,5 年 EFS 率分别为( 22.5±11.2 ) %和( 46.1±20.3 ) %,均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复发 47 例( 25.5%),中位复发时间为 12 个月( 3.5~ 83 个月) 。共死亡 52 例

(28.3%),其中化疗相关死亡 22 例(12.0%),复发相关死亡 16 例(8.7%);早期死亡率及诱导失败率分别

为 5.4%和 10.9%。 
结论 BCH-AML-05 方案进一步提高了儿童 AML 的总 CR 率,从而提高了 AML 患儿的 EFS 率;大剂

量阿糖胞苷强化治疗有助于提高儿童 AML 的 EFS 率;高危患儿应尽早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提高

患儿的 EFS 率。 
 
 
PU-4216 

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的基因突变分析 
 

范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JMML)相关基因突变情况及与临床特征､ 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0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临床诊断且基因突

变检测阳性的 JMML 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共有 24 例患儿临床诊断且伴有基因突变阳性。伴有 PTPN11 突变 10 例,NF1 突变 10 例,RAS
突变 9 例,CBL 突变 2 例。相比于不伴有 PTPN11 突变者,伴有 PTPN11 突变的患儿白细胞数和血

红蛋白 F 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23 例患儿仅采用支持治疗,伴有 PTPN11 突变的患儿 6 月生存

率(25.9±15.7)%明显低于不伴 PTPN11 突变的(62.9±13.3)%(p=0.044)。1 例伴有 PTPN11 突变的

患儿采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达完全缓解。 
结论 JMML 的主要突变类型是 PTPN11､ NF1､ RAS 突变。PTPN11 基因突变预后差,尽早行造血

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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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17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预后相关 miRNAs 标志物研究 
 

江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使用 microRNA(miRNA)表达谱芯片技术检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血浆标本中 miRNA 的表达特点。根据表达谱芯片结果筛选出儿童 ALL 患儿与正常

儿童差异表达的 miRNA,并分析差异表达 miRNA 在儿童 ALL 不同疾病状态初诊､ 缓解､ 复发时的

表达特点,寻找其与儿童 ALL 预后的关系。探讨 miR-652-3p 对白血病细胞生物功能及药物敏感性

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选取 12 例健康儿童及儿童 ALL 血浆标本进行 miRNA 表达谱检测。在此基础上,选取 6
种差异表达的 miRNAs(let-7d-5p､ miR-27a-3p､ miR-29a-3p､ miR-197-3p､ miR-223 和 miR-
652-3p)检测其在健康儿童､ 儿童 ALL 血浆和骨髓标本中的表达特点。结合临床资料,分析差异表达

miRNAs 在儿童 ALL 疾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白血病细胞系 Reh 和 RS 4;11 中,转染 miR-652-
3p 激动剂,观察其对细胞周期､ 凋亡的影响及白血病细胞对化疗药物 VCR､ Ara-C 敏感性的变化。 
结果 (1)儿童 ALL 疾病不同时期 miRNA 的表达具有特异性。miR-652-3p 在儿童 ALL 患儿初诊､ 缓

解阶段血浆与骨髓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一致。(2)提高 miR-652-3p 在白血病细胞系 Reh 和 RS 4;11
中的表达水平,可使细胞阻滞于 G2､ S 期,凋亡增加,白血病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增加。 
结论 (1)健康儿童与儿童 ALL 患儿在初诊､ 缓解､ 复发阶段均具有其特异的 miRNA 表达谱。miR-
652-3p 在儿童 ALL 患儿初诊､ 缓解阶段血浆与骨髓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一致。(2)提高 miR-652-3p
在白血病细胞系 Reh 和 RS 4;11 中的表达水平,可使细胞阻滞于 G2､ S 期,凋亡增加,对化疗药物的

敏感性增加,提示 miR-652-3p 在儿童 ALL 中可能发挥抑癌基因的作用,将来可能作为白血病治疗的

新靶点。 
 
 
PU-4218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7 基因表达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临床生物学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 

 
侯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7(Histone Deacetylase 7, HDAC7)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患者骨髓标本中的表达水平情况,检测其表达水平高低与临床生物学

特征､ 早期治疗反应及长期预后的相关性,以及检测 HDAC7 基因表达水平是否是影响 ALL 患儿长

期预后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实时定量 PCR(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T-qPCR)的方法,采用 TaqMan® 
Hs00248789-A1 基因检测试剂盒,检测 236 例儿童 ALL 患者初诊时骨髓标本中 HDAC7 基因的表达

水平,利用以 GUS 基因表达量为内参,对 HDAC7 表达水平进行归一化处理。以 3 例 ALL 患儿停药

后 3 年以上复查时缓解的骨髓样本基因表达水平作为对照,将 ALL 患儿按照 HDAC7 基因相对表达

水平为高表达(≥1.0)和低表达(<1.0)分为高表达和低表达两组,并分别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对两组间 HDAC7 基因表达水平与临床生物学特征､ 微小残留病､ 无事件生存率(Event-free 
Survival, EFS)等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全体 236 例 ALL 患儿初诊骨髓标本中,HDAC7 基因表达水平范围为 0.046~10.581,其中

HDAC7 基因高表达者(≥1.0)有 124 例,低表达者(<1.0)有 112 例。通过采用单因素分析的统计学方

法,结果显示,HDAC7 基因表达水平与 ALL 患儿初诊低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WBC(<50×109/L)､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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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中的 pro-B 亚型和融合基因中的 MLL 基因重排阳性三者具有相关性(P 均<0.05)。通过采用多

因素分析的统计学方法,结果显示,初诊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WBC 和融合基因亚型是 HDAC7 基因表

达水平的影响因素(P 均<0.05),而免疫表型不是 HDAC7 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而

且,HDAC7 基因表达水平和 ALL 患儿长期预后具有相关性。在中危方案治疗患者组中,HDAC7 高表

达组患儿的长期预后显著好于低表达组患儿,二者 5 年 EFS 分别为(91.0±3.5)%和

(75.5±4.9)%,P=0.013。HDAC7 基因表达水平是影响中危患儿长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3),
风险值和 95%置信区间为 1.261(1.31~9.506)。 
结论 儿童 ALL 中,HDAC7 基因表达水平与患者的临床和生物学特征相关;MLL 基因重排阳性的 ALL
患儿与具有其他融合基因亚型的患儿(BCR-ABL,TEL-AML1,E2A-PBX1,SIL-TAL,其他 B-ALL ,其他

T-ALL)相比存在异常的 HDAC7 基因低表达;中危组中 HDAC7 基因低表达组的患儿与 HDAC7 基因

高表达组的患儿相比具有较低的 5 年 EFS,HDAC7 基因低表达是中危组患儿长期生存预后不良的影

响因素,并且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U-4219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基因学分型和危险度分层研究 
 

孙嫣然,陆继冉,高超,张瑞东,郑胡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是儿童时期 常见的恶性肿

瘤。初诊时精确的诊断分型和危险度分层是保证临床合理化治疗､ 取得良好预后的基础。课题组前

期采用高级片段分析技术(Advanced fragment analysis, AFA)检测了 57 个与临床亚型密切相关的

分型基因,可将儿童 ALL 分成七个亚型,与常规 MICM 分型符合率达 94%。本研究旨在改良优化前期

AFA 技术,建立一种更加精准､ 便捷并易于临床推广应用的儿童 ALL 标准化基因学分型方法,并进一

步了解相关分型基因在指导临床治疗､ 预测疾病转归方面的作用。 
方法 在原始 AFA 技术的基础上采用多重 RT-PCR 一步法替代分别进行逆转录和扩增的两步法,使
得操作更加简便。同时加入脱氧尿嘧啶核苷酸(dUTP)和尿嘧啶-DNA 糖基化酶(Uracil-DNA 
Glycocasylase, UDG)防止 PCR 产物的残留污染,使得实验体系更加稳定,将优化后的技术暂时命名

为改良型 AFA 技术。采用改良型 AFA 技术检测 219 例初诊 ALL 患儿骨髓标本,得到相应患儿的分

型基因表达量。结合课题组前期 AFA 技术检测得到的 160 例 ALL 患儿分型基因表达量数据,经标准

化处理后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1､ 儿童 ALL 改良型 AFA 技术的建立与优化:将多重 RT-PCR 一步法反应体系及 dUTP/UDG
酶的防污染体系与前期 AFA 技术相结合,调整了分型基因引物浓度,确定了 dUTP 和 UDG 酶在本反

应体系中的合适剂量。 
2､ 构建基于 AFA 数据的分类器并验证:采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方法训练

前期 160 例 AFA 数据并构建分类器,可将儿童 ALL 分为与 MICM 分型一致的 7 个亚型,交叉验证平

均准确度高达 99.64%,进一步采用本研究中不同实验反应体系得到的完全独立样本 219 例改良型

AFA 数据进行验证,平均准确度达 92.95%。表明该分类器在不同的实验反应体系间具有很强的普适

性和鲁棒性。 
3､ 儿童 ALL 改良型 AFA 数据分类器的构建与测试:将 219 例改良型 AFA 数据样本随机分为 2 组,
其中 111 例样本作为训练集,其余 108 例样本作为测试集。首先采用 111 例改良型 AFA 数据再次构

建 SVM 分类器并交叉验证,平均准确度为 98.30%,然后采用完全独立的 108 例测试集样本进行验证,
平均准确度达 94.84%。 
4､ 分型基因具有一定的预后意义:采用 Logistics 回归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析 ALL 样本的分型基因表达谱,可将其分为预后不同的两组。绝大多

数的 ALL 病例(92%)具有提示预后良好的分型基因表达谱,预测其 5 年无事件生存率(Event-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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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EFS)和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分别为 89.7%和 92.1%,仅其余 8%的 ALL 病例具有

提示预后不良的分型基因表达谱,预测其 5 年 EFS 和 OS 分别为 13.6%和 20.1%。 
结论 我们采用多重 RT-PCR 一步法及 UDG 酶防污染体系改良了 AFA 技术,进而检测分型基因,建立

了一种更加简捷高效的儿童 ALL 基因学分型方法。相关分型基因具有一定的提示 ALL 预后的意义,
可据此进行危险度分层。 
 
 
PU-4220 

中重型血友病 A 患儿关节出血情况与关节结构､ 功能相关性研究 
 

胡楠,姚婉茹,张宁宁,王岩,唐凌,吴润晖,孙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对血友病关节出血情况和关节结构､ 功能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了解三者间的相关性,为临床治疗

和预后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选取 4-8 岁男性中型-重型血友病 A 且有关节出血记录的患儿,以每位患儿出血次数 多的一

个关节为研究关节。收集患儿研究关节的出血情况,包括研究关节的首次关节出血年龄､ 关节出血

总次数､ 近 3 个月关节出血次数。同期采用 Pettersson 评分系统对关节结构评分,采用 HJHS 评分

系统评估关节功能。2.将研究关节的关节出血情况分别与该关节 X 线 Pettersson 评分和 HJHS 评

分进行分析,并将 X 线评分与 HJHS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共收集 16 例血友病 A 患儿,16 例研究关节的总出血次数与 HJHS 评分呈正相关(P<0.05),近
3 个月出血次数､ 首次出血年龄与 HJHS 评分相关性较小。首次关节出血年龄､ 近 3 个月出血次数

､ 总出血次数与 Pettersson 评分相关性均较小。2.16 例研究关节的 Pettersson 评分与 HJHS 评分

呈正相关(P<0.05)。3.4 例无出血的研究关节,Pettersson 或 HJHS 评分异常;3 例 Pettersson 和

HJHS 评分均为 0 的研究关节,有关节出血;5 例 Pettersson 或 HJHS 评分异常的研究关节,出血及另

一项评分为 0。 
结论 关节总出血次数越多,对关节功能影响越明显。但仅根据出血评估关节病变情况来调整治疗是

不全面的,需结合关节结构及功能综合评估。 
 
 
PU-4221 

应用雷帕霉素上调调节性 T 细胞比例治疗儿童慢性 
难治性免疫介导血细胞减少症 

 
谷昊,马静瑶,傅玲玲,马洁,陈振萍,吴润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应用雷帕霉素(Rapamycin, RAPA)提高外周血 Treg 细胞比例为治疗导向,观察其对儿童慢性难

治性免疫介导血细胞减少症的疗效并监测外周血 Treg 细胞变化,分析雷帕霉素在儿童慢性难治性免

疫介导血细胞减少症的治疗作用。 
方法 前瞻性队列研究,自 2016 年 5 月至今于我院单中心对慢性难治性免疫介导血细胞减少症患儿

应用 RAPA 治疗(调节并保持药物谷浓度 5-10ng/ml),达到有效治疗谷浓度后,定期随访并评价治疗效

果;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患儿 RAPA 治疗入组前基线及治疗达有效血药浓度后每三个月外周血 Treg
细胞(占 CD3+CD4+)的比例,进行统计描述。 
结果 共收集到 11 例病人,年龄中位数 6.5 岁(范围 3-11 岁);男女比例 7:4;病种:ITP 8 例､ AIHA 1 例

､ ALPS 2 例。应用雷帕霉素并调节谷浓度 6.2ng/mL(4.8-10.3)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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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该研究统计数据时,达到药物谷浓度后的中位观察时间为 10.5 个月(范围 4-14 月)。RAPA 三

个月总有效率(部分缓解及完全缓解)为 72.7%(8/11 例):其中 1 例 ITP､ 1 例 AIHA 及 2 例 ALPS 患

儿达到完全缓解:36.4% %(4/11 例),4 例 ITP 患儿达到部分缓解:36.4%(4/11 例);其中 ITP 患儿总体

有效率为 62.5%(5/8 例)。应用过程中均无不良事件发生。 
7 例(7/11 例, 63.6%)病初 Treg 细胞低于正常范围值(5%-10%):3.6%(2.1%-4.2%),经 RAPA 治疗 3
月后,外周血 Treg 细胞升高明显(P=0.0003)至 6.0%(4.3%-7.0%),7 例患儿均达到部分缓解(2 例)或
完全缓解(5 例)。6 月及 9 月后复测 Treg 细胞未见明显降低。4 例病初 Treg 细胞不低于 5%的患儿

经雷帕霉素治疗后 Treg 细胞上升不明显(P>0.05),其中 2 例(50%)部分缓解,2 例(50%)无效。 
结论 对于病初 Treg 细胞比例减低的慢性难治性免疫介导血细胞减少症患儿,应用雷帕霉素能使患儿

外周血 Treg 细胞比例明显上升,并达临床缓解。雷帕霉素可能应用于 Treg 减低慢性难治性免疫介

导血细胞减少症患儿的治疗。 
 
 
PU-4222 

我国儿童血友病预防治疗现状——多中心资料分析 
 

唐凌,卢愿,吴润晖,徐卫群,周敏,郝国平,王缨,苏庸春,冯晓勤,刘建平,王欢,房倩,李婉丽,王淑红,金皎,孙立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了解和分析全国多中心近年来儿童血友病治疗相关现状,为进一步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儿童血

友病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问卷形式,收集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0 日注册登记的儿童血友病病例有关

疾病及治疗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其中位年龄为 7.0(0.1~17.9)岁。其中血友病 A 527 例(88.6%),血友病 B 68 例(11.4%);其中

418 例(70.3%)无家族史,177 例(29.7%)存在家族史。其中轻型 49 例(8.2%),中间型 341 例(57.3%),
重型 205 例(34.5%)。470 例(79.0%)患者未在接受预防治疗,正在接受预防治疗的患儿为 125 例

(21.0%)。开始预防治疗的中位月龄是 54 月(1-156 月)。预防治疗单次剂量中位数为 11 IU/kg(4-
25u/kg/次),注射频率为从每月 3 次至每天 1 次不等,以每周 2~3 次为主。有医保报销的患儿,接受预

防治疗的比例相对高(P=0.002)。“经济条件有限”是导致患儿未接受预防治疗的主要原因。共有 97
名患儿曾经终止过预防治疗,其中“经济原因”是导致治疗终止的主要原因。 
结论 中国儿童血友病预防治疗近年来得到初步推广,但方案仍欠统一,经济因素仍然是阻碍预防治疗

的重要原因。 
 
 
PU-4223 

Describ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Boys with Haemohilia in 
China: Results of a Multi-Center Study using the CHO-

KLAT 
 

Tang Ling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HR-QoL of boys with haemophilia in China using the Canadian 
Haemophilia Outcomes-Kids Life Assessment Tool (CHO-KLAT). 
Methods Boys (4 to 18 years of age) with haemophilia and their parents, were enrolled i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ll parents/guardians of study subjects were requested to complete a 
CHO-KLAT questionnaire during a clinic visit, and report on several other clinical and socio-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past year. Boys who were > 7 years also completed the CHO-K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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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269 parents of boys with haemophilia, from 13 hospitals in 12 provinces, were 
enrolled during 2014. The boys ranged from 4.0 to 17.9 years of age; 91% had haemophilia A, 
most had moderate (52%) or severe (36%) disease, and most were receiving sub-optimal on-
demand therapy or low-dose prophylactic therapy. Child self-report CHO-KLAT scores were 
available for 171 boys >7 years of age and ranged from 24.2 to 85.3 with a mean of 57.6 (n=171). 
Parent proxy-reported CHO-KLAT scores ranged from 25.0 to 88.7 with a mean of 55.1 (n=269). 
Conclusions HR-QoL scores in boys with haemophilia in China were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reported from Canadian and European boys with haemophilia. Longer-term prospective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examine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HR-QoL for boys with haemophilia in China. 
 
 
PU-4224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sin 
pediatric acute leukemia: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with 

231 patients 
 

Yao Jiafeng,Li Nan,Jiang Jin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Objective Acute leukemia is the most common pediatric hematological malignancy. Bloodstream 
infections (BSIs) are severe complications in these patients during chemotherap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etiology of BSI,as well as the common sites of 
infection,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rational regarding antibiotic use. 
Methods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chart review of all pediatric patients who had acute 
leukemia accompanied by a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5.All patient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had to have at 
least one positive blood culture for inclusion.The basic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lood culture 
result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i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ll 231 patients had a fever;of them, 12 patients continued to have a fever. Twenty-five 
patients had non-remitting(NR)leukemia, and 206 patients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CR). 
Differences in the duration of fever between the NR and CR groupswere significant (9.6 ± 7.9d vs 
5.1 ± 3.8d,P=0.016).One hundred eighty patients had agranulocytosis. Differencesin fever 
duration between the agranulocytosis and non-agranulocytosis groups were significant(6.2 ± 5.1d 
vs 4.1 ± 2.6d,P=0.001).The other sites of infection in these 231 patients were the lung, 
mouth,digestive tract, and rectum.Blood culture samples comprised 2635 samples.There were 
619 samples that were positive. Of the 619 positive blood culture samples, 59.9% had gram-
negative bacteria,39.3% had gram-positive bacteria,and 0.8% had fungus. The primary 
pathogens were Pseudomonas aeruginosa,Enterobactercloacae, Escherichia coli, and 
Klebsiellapneumoniae. Of these 231 patients,217 patients were cured.The effective treatment 
ratio was 94%. 
Conclusions Gram-negative bacteria were the main pathogenic bacteria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in our center. NR primary illness,agranulocytosis, and drug-resistant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all risk factors for poo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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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25 

儿童淋巴瘤肿瘤溶解综合征合并后叶白质脑病的临床研究 
 

段彦龙,张永红,金玲,杨菁,黄爽,张梦,周春菊,张永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化疗期间合并肿瘤溶解综合征合并可逆性后部白质性脑病综合征

(reversible posterior leukoencephalopathy syndrome, RPLS)的病因､ 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征及治

疗。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诱导缓解化疗期

间出现 RPLS 的 8 例患儿。回顾性分析 RPLS 发病时间､ 临床表现､ 影像学检查特点､ 治疗及预

后。 
结果 8 例患儿均在化疗早期发生 RPLS,临床表现为精神行为异常,抽搐,高血压等,其 CT 和 MRI 颅脑

影像学改变具有鲜明的特征性,主要累及大脑半球顶枕区,表现为以皮质下白质为主的弥漫性对称性

大片脑水肿,小脑､ 额颞叶白质以及基底节均偶有受累,经利尿脱水控制血压等治疗,临床表现恢复迅

速,影像学异常信号多 1-3 个月内恢复。经适当治疗,预后良好。 
结论 本病早期为可逆性的血管源性脑水肿病理过程,临床医生需警惕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化疗早期

发生 RPLS 可能,早期诊断是治疗的关键。 
 
 
PU-4226 

儿童先天免疫缺陷病 LIG4 综合征相关淋巴瘤 
 

段彦龙,张永红,金玲,杨菁,黄爽,张梦,周春菊,张永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免疫缺陷 LIG4 综合征相关淋巴瘤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复习 1 例于我院诊断的儿童免疫缺陷 LIG4 综合征相关淋巴瘤的病例资料,总结临床特点并复

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男,6 岁,因腹痛及发现腹部包块半个月入院。包块活检病理提示为肠道弥漫大 B 细胞淋巴

瘤,因患儿生后反复腹泻及反复感染,行免疫相关检查提示先天免疫缺陷病。患儿外周血基因分析提

示 LIG4 基因编码区 2672-2671 位点和 980 位点测序,提示核酸突变为 c.2672-2671 缺失 TC,会导

致氨基酸缺失移码突变,突变类型为杂合。对其家系分析提示突变来自患儿父亲。结合临床复习相

关文献。 
结论 儿童免疫缺陷 LIG4 综合征相关淋巴瘤国内尚未见报告,国外个例报告提示 LIG4 综合征相关淋

巴瘤与 EB 病毒相关,治疗需化疗后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PU-4227 

单纯化疗治愈儿童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段彦龙,张永红,金玲,杨菁,黄爽,张梦,周春菊,张永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复习 1 例于我院诊断并成功仅用单纯化疗治疗的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患儿的病例资料,总
结临床特点及治疗经验,并复习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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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男,13 岁,因间断头晕头痛 2 个月入院。头颅 CT 及 MRI 提示颅内 35×34×23mm 占位,行
中颅窝左侧颞叶下角肿物切除术,病理提示:(中颅窝)非霍奇金淋巴瘤,伯基特淋巴瘤。按照北京儿童

医院成熟 B 细胞淋巴瘤高危 CNS 阳性淋巴瘤治疗方案强烈化疗 6 个月,结束后停治疗随访而未予放

疗,目前持续随诊 4 年,无疾病活动表现。复习相关文献。 
结论 儿童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临床罕见,诊断方法无异于成人,但治疗与成人方法不同,可以单纯

应用大剂量强烈化疗达到临床治愈,避免了远期放疗不良反应。 
 
 
PU-4228 

儿童 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临床特点及疗效观察 
 

金玲,杨菁,段彦龙,黄爽,张梦,张永红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儿童 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T-Lymphoblastic lymphoma/ Leukemia,T-LBL/ALL)的
临床特点,总结应用来自改良 BFM-90-LBL 方案的 BCH-LBL 方案的治疗疗效。 
方法 对 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间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收治的 188 例 T-LBL/ALL 住院患

儿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和分析。其中 2003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的 59 例病人采用 BCH-2003-
LBL 方案化疗,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的 129 例病人采用 BCH-2009-LBL 方案治疗。两个方案

的区别为:(1)对所有病人包括初诊时存在中枢神经系统(CNS)侵犯的病人均取消颅脑放疗,根据 CNS
状态增加鞘注或大剂量甲氨蝶呤(HD-MTX)化疗加强 CNS 预防和治疗;(2)治疗中加强了通过流式细

胞术或 PCR 的方法检测融合基因进行微小残留病的监测。 
结果 男 142 例,女 46 例,男:女 3.08:1。中位发病年龄 8.0 岁。临床Ⅱ期 9 例,Ⅲ期 51 例,Ⅳ期 128
例。本组所有病人均以肿瘤性病灶起病,前纵隔肿块 141 例(占 75%);浅表淋巴结肿大 110 例(占
59%);骨髓侵犯 116 例(占 61.7%),其中骨髓幼稚细胞大于 25%的 89 例(占 47.3%),归为 T-ALL;CNS
侵犯 8 例(占 4.2%)。 
2003 方案组随访时间 119 月(1~168 月),T-LBL 5 年总生存率(OS)为 85.3±6.1%,5-无事件生存率

(EFS)为 83.3±8.9%;T-ALL 5 年 OS 为 79.4±6.9%,5-EFS 为 76.5±7.3%;9 例复发,骨髓复发 4
例,CNS 复发 2 例,瘤灶复发 3 例,均于发生于治疗后 18 月内,除 1 例 CNS 复发治疗后再次缓解持续

存活,其余病人均死亡;2 例感染相关死亡。 
2009 方案组随访时间 32 月(1~96 月),T-LBL 5 年 OS 为 79.2±8.4%,5-EFS 为 75.3±6.3%;T-ALL 5
年 OS 为 78.8±7.5%,5-EFS 为 73.6±7.7%;23 例复发,骨髓复发 12 例,CNS 复发 3 例,瘤灶复发 8 例,
除 3 例病人以外均于 2 年内复发。5 例感染相关死亡,1 例于治疗早期死于肿瘤溶解综合征。 
结论 T-LBL/ALL 恶性程度高,易早期复发。本组采用来自改良 BFM-90-LBL 方案的 BCH-LBL 方案

治疗,取得一定疗效,T-LBL 疗效略优于 T-ALL。2009 方案组虽取消了颅脑放疗,但 CNS 复发率无增

高,提示对 T-LBL/ALL 取消颅脑放疗是可行的。 
 
 
PU-4229 

伴有胰腺浸润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临床特征和及预后分析 
 

柴希,黄程,李斯慧,陈莹,王欣迪,赵文,王希思,赵倩,岳志霞,王晓曼,秦红,马晓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伴有胰腺浸润的 NB 患儿的临床资料及特点,分析伴有胰腺浸润 NB 的临床特征及其与预

后的关系,以进一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指导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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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诊

治的 NB 患儿,随访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入组患儿的诊断标准､ 国际神经母细胞瘤临床分期(INSS
分期)､ 治疗和疗效评估均根据北京儿童医院 NB 方案(BCH-NB-2007 方案)。胰腺浸润的 NB 的诊

断标准为:临床或病理确诊为 NB,腹部增强 CT､ 增强 MR､ 18F-FDG-PET/CT 中任意一项提示 NB
胰腺浸润,或术后病理提示 NB 浸润胰腺。根据危险度分组标准将患儿分为低危(LR)组､ 中危(MR)
组､ 和高危(HR)组,进行分层治疗。回顾性总结和分析指标包括初诊时原发瘤灶和转移瘤灶部位､

肿瘤标记物､ 临床分期､ 分组,影像学检查以及治疗过程。 
结果 1､ 伴有胰腺浸润 NB 患儿一般临床特征:本研究共 50 例患儿入组,男 23 例,女 27 例;中位年龄

33 个月(7-129 个月),其中年龄≤18 个月 10 例,>18 个月 40 例。INSS-Ⅲ期 3 例,Ⅳ期 47 例。LR 2
例,MR 3 例,HR 45 例。主要症状包括发热 28 例,腹部包块 27 例,腹痛 14 例,肢体疼痛 9 例,呕吐 5 例,
腹泻 4 例,黄疸 1 例。原发瘤灶位于腹膜后肾上腺区 49 例,盆腔 1 例。肿瘤直径≥10cm 者 32
例,<10cm 者 18 例。 
2､ 肿瘤标记物和影像学检查特征:50 例患儿血清 LDH 中位值 669(263-6762)U/L,其中 19 例>1000 
U/L。80%患儿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0.15ng/L。9 例初诊时血清

淀粉酶(amylase AMY)升高,7 例脂肪酶(lipase LPS)升高,AMY 和 LPS 同时升高 5 例。初诊肿瘤原

发部位 B 超提示 82.0%(41/50 例)胰腺浸润,腹部增强 CT 91.7%(44/48 例)胰腺浸润,腹部增强 MRI 
100%(14/14 例)胰腺浸润 14 例,18 氟-脱氧葡萄糖-PET/CT (18F-FDG-PET/CT)提示 41.3%(19/46
例)NB 胰腺浸润。以上 4 项影像学检查的比较显示:1 项阳性 7 人,占 14.0%;2 项阳性 26 人,占
52.0%;3 项阳性 15 人,占 30.0%;4 项阳性 2 人,占 4.0%。 
3､ 治疗结果:50 例患儿中 2 例 LR 组,INSS-Ⅲ,1 例完全缓解(CR)状态,另 1 例维持治疗中,病情稳

定。3 例 MR 组 INSS-Ⅳ,完全切除瘤灶,1 例在维持治疗期间出现颅内转移死亡,另 2 例处于维持治

疗中,目前完全缓解。45 例 HR 组中位随访时间 15 个月(4-53 个月),16 例患儿(35.6%)出现事件,其
中 3 例停化疗后 2､ 3､ 18 个月复发,12 例治疗中出现肿瘤进展,1 例并发重症感染,临终放弃。

Kaplan-Meier 法对 50 例患儿者进行生存率分析,预计全部患儿 3 年的无事件生存率(EFS)为
22.1%,3 年总生存率(OS)38.5%。 
结论 初步的总结结果表明,90%伴有胰腺浸润的 NB 为 IV 期的高危组患儿,且绝大多数原发瘤灶位于

腹膜后区域。伴有胰腺转移的 NB 患儿病初临床表现隐匿且无特异性,超过一半的患儿无明确腹痛､

呕吐症状,淀粉酶､ 脂肪酶检查阳性率仅为 32%,故需结合影像学检查进一步判断胰腺转移情况。影

像学检查中,腹部增强 MRI 对胰腺转移病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因此可作为早期诊断的依据。出

现胰腺浸润的 NB 患儿总体预后较差,预计 3 年 EFS 为 22.1%,3 年 OS 为 38.5%。 
 
 
PU-4230 

多学科联合诊治儿童头颈部横纹肌肉瘤 48 例临床研究 
 

段超,王生才,金眉,赵文,王希思,邰隽,张杰,张建国,何乐建,倪鑫,马晓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北京儿童医院单中心在多学科联合诊治模式下,儿童头颈部横纹肌肉瘤

(Rhabdomyosarcoma,RMS)近期疗效,分析其预后相关因素,以进一步提高对头颈部 RMS 的认识,指
导临床诊疗。 
方法 采用病例观察研究,选自 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收治的 50
例头颈部 RMS 患儿。所有患儿均经过 2 家以上三级甲等医院病理专家会诊,以及针对腺泡型 RMS
相应的融合基因 PAX3-FKHR 和 PAX7-FKHR 检测。临床分期以 TNM 治疗前临床分期和 IRS 术后

-病理临床分组相结合。所有患儿均采用包括手术､ 化疗及局部放疗在内的多学科联合诊治模式,并
根据原发部位､ 临床分期､ 病理亚型确定危险度分组的分层治疗。治疗方案是以 IRS-IV 和 IRS-V
为基础《北京儿童医院横纹肌肉瘤方案》;局部放射治疗方式的选择包括外放疗､ 质子治疗及 125I
粒子植入治疗。符合入组标准的连续病例纳入统计分析。采用 Kaplan Meier 做生存分析。预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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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参数包括原发部位､ 病理亚型､ 临床分期､ 危险度分组以及治

疗方式的选择等。 
结果 共 48 例纳入本研究,男 36 例女 12 例,中位年龄 4.6 岁(0.9-16 岁)。原发部位脑膜周围

34/48(70%)例,眶周 2/48(4%)例,头颈其他部位 12/48(26%)例;腺泡型 20/48 例(42%),胚胎型 28/48
例(58%);临床分期 II-III 期 23/48 例(48%),IV 期 25/48 例(52%);48 例患儿中进行手术切除瘤灶或部

分切除 23/48 例(48%),仅活检 25/48 例(52%);所有患儿 48/48 例(100%)均行全身化疗;未放疗 3/48
例(6%),外放疗 20/48 例(42%),质子治疗 6/48 例(12%),125I 粒子植入治疗 15/48 例(31%),采用 2 种

以上局部控制措施(包括外放疗+125I 粒子植入及质子治疗+125I 粒子植入)4/48 例(8%)。 
本组患儿随访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随访时间 2 月至 46 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14 月。本组患儿 OS 为

68.8%,中位生存时间为 30±3.9 月(95%CI 22.2-37.8)。脑膜周围组患儿 OS 为 20/34(59%),非脑膜

周围组患儿 OS 为 13/14(92%),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33)。脑膜周围组中,无脑膜受累征象

组 2 年 OS 为 9/10(90%), 有单有颅骨侵蚀或颅内浸润组 2 年 OS 均为 2/3(33%),而有 2 种以上脑膜

受累征象组 2 年 OS 为 0,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行手术切除或部分切除组 OS 为

20/23(87%),未手术组 OS 为 13/25(52%),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30)。腺泡型组 OS 为

15/20(75%) ,胚胎型组 OS 为 18/28(64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58)。 
结论 多学科联合诊治儿童头颈部 RMS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肿瘤原发部位是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原
发瘤灶位于脑膜周围,且存在脑膜受累征象者预后差,而不能行手术切除瘤灶者预后更差。因此,这些

患儿局部治疗方法选择以及时机是进一步临床研究的重点。 
 
 
PU-4231 

伴有 N-myc 基因扩增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 
化疗初期敏感性的观察 

 
黄程,岳志霞,张大伟,金眉,赵文,赵倩,王希思,段超,邢天禹,李斯慧,陈莹,柴希,马晓莉 

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伴有 N-myc 基因扩增的高危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 NB)化疗初期肿瘤缩小和骨髓

缓解情况,以评估这些患儿化疗早期的敏感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2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0 日期间,于我院血液肿瘤病房确诊的 NB 患儿,
且 FISH 检测骨髓或组织 N-myc 基因扩增者。所有入组诊断､ 分期和疗效评估标准均以 BCH-
2007-HR-NB 为标准(该方案以 N7 方案为基础),重点记录患儿化疗前和化疗 2 疗程后肿瘤标记物､  
瘤灶大小和骨髓细胞学检查及其变化等,根据所记录结果评估化疗疗效。 
结果 1.一般临床特征:共 38 例患儿入组,女孩 16 例(42.1%),男孩 22 例(57.9%),中位年龄 30 个月。

原发瘤灶部位除 1 例为后纵膈,其他 37 例全部位于腹膜后及肾上腺区。38 例患儿中 11 例患儿骨髓

细胞学检查阴性,骨髓活检提示骨髓转移, 余 27 例患儿骨髓细胞学检查结果阳性,其中肿瘤细胞

<10%患儿 9 例,10%-50%患儿 3 例,14 例患儿肿瘤细胞比例>50%。37 例患儿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升高,其中,低于 500U/L 患儿 1 例,500-1000U/L 患儿 3 例,1000-2000U/L 患儿

6 例,2000-4000U/L 患儿 14 例,高于 4000U/L( 大值 6707U/L)患儿 9 例。1 例患儿化疗前瘤灶 大

经线小于 5cm,5 例为 5-10cm,32 例患儿大于 10cm( 大经线 21.8cm)。33 例患儿化疗前原发瘤灶

增强 CT 显示,12 例瘤灶容积<100m3,11 例 100-500cm3,6 例 500-1000cm3,4 例大于 1000cm3(
大容积为 1695cm3)。 
2.治疗情况:38 例患儿完成 2 疗程化疗后,4 例患儿 LDH 水平降至正常,18 例 LDH 水平小于

500U/L,13 例患儿 500-1000U/L,3 例患儿仍大于 1000U/L。化疗 2 疗程后,36 例患儿骨髓细胞学检

查为阴性,2 例患儿仍可见肿瘤细胞,比例均<10%。入组患儿 2 疗程后瘤灶缩小有效率为 84.8%。其

中根据增强 CT 或 B 超检查显示明显有效(VGPR)仅 1 例,部分有效(PR)共 21 例,7 例患儿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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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2 例患儿为疾病稳定(NR),2 例患儿肿瘤进展(PD)。化疗 2 疗程后 7 例患儿瘤灶 大经线小于

5cm,6 例为 5-10cm,22 例患儿大于 10cm。 
结论 伴有 N-myc 基因扩增的 NB 患儿,绝大多数原发部位位于腹膜后及肾上腺区,病初肿瘤负荷极

大,86%患儿肿瘤标志物 LDH 大于 1000U/L, 84.2%患儿伴有巨大瘤灶。2 疗程化疗后,92%患儿

LDH 水平降至 1000U/L 以下。骨髓涂片阳性患儿下降至 5%,影像学评估提示化疗有效率为 84.8%,
总之,伴有 N-myc 基因扩增的 NB 患儿化疗初期敏感性较好,病情得到极大控制,但因病初肿瘤负荷及

瘤灶体积巨大,故这些患儿 2 疗程化疗后,不是手术和干细胞采集的 佳时机,应继续强化疗以进一步

控制病情。 
 
 
PU-4232 

63 例儿童腹部及盆腔横纹肌肉瘤的单中心疗效分析 
 

金眉,张大伟,赵文,王希思,赵倩,段超,何乐健,孙宁,张潍平,王焕民,马晓莉 
北京儿童医院 10134183 

 
 
目的 泌尿生殖系统的特殊性,腹部和盆腔横纹肌肉瘤预后的预后是异质性。因此我们回顾性地探讨

了单中心儿童横纹肌肉瘤的治疗结果及其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北京儿童医院横纹肌肉瘤病理诊断的 63 例患者的病

历资料。对患者年龄､ 性别､ 组织学类型､ 原发部位､ 肿瘤大小､ 分期及分组和治疗结果进行评

估。患者随访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结果 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41 个月。膀胱是肿瘤 常见的主要部位,其次是前列腺､ 盆腔和腹膜后､ 阴

道､ 腹腔,分别占 30.2%,20.6%,19%,20.6%,11.1%和 4.8%(见表 1)。组织学检查结果:53 例(84.1%)
有胚胎,10 例(15.9%)为腺泡型。根据国际横纹肌肉瘤研究组分组系统,Ⅱ组 6 例(9.5%),Ⅲ组 27 例

(42.9%),IV 组 30 例(47.6%)。63 例入组患者 IRS-II / COG-D9803,D9802 方案,并定期治疗和随

访。29 例患者(46%)发生转移, 8 例腺泡横纹肌肉瘤转移发生(80%),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转移灶腺

泡 RMS 更易发生转移(P = 0.029),OR = 7.064, CI 95%(1.223,40.823)。随访中位时间 43 个月,进
展复发 25 例。4 例(占 6%)患者治疗早期肿瘤进展。21 例患者(占 33%)出现肿瘤复发。中位复发时

间 11.5 月。采用 Kaplan-Meier 法对 63 例 RMS 患儿进行生存分析,63 例 RMS 患儿的 5 年 EFS 为

57%。63 例患者 5 年的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为 78.3%。Log-rank 检验,单因素分析示病理

类型为预后的危险因素(P=0.008),见表 5。COX 模型多因素风险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及病理类型

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 分别为 0.024 及 0.005)。 
结论 儿童腹部和盆腔横纹肌肉瘤的结局与病理亚型和年龄密切相关。应加强化疗,改善预后。通过

部分切除结合放化疗与全切患者预后不存在明显差异,为本组病人保留功能提供有力依据,可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 
 
 
PU-4233 

儿童恶性实体肿瘤母孕期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 
 

李斯慧,蔡思雨,黄程,柴希,王欣迪,王希思,赵文,聂晓璐,彭晓霞,马晓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初步探讨可能与儿童恶性实体肿瘤发生相关的母孕期危险因素。 
方法 连续选取 2015.01-2016.12,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确诊及治疗的 71
例实体肿瘤患儿为病例组,采用按年龄和居住地因素进行 1:3 的配对设计,对 282 例病例组和健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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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的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单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再将其中有意义的变量

进行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病例组 71 例(男 44 例,女 27 例)。中位年龄 30 个月。其中,神经母细胞瘤 32 例,横纹肌肉瘤 18
例,视网膜母细胞瘤 7 例,肾脏肿瘤 3 例,其他肿瘤 11 例。单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父母生

育年龄､ 孕次､ 产次､ 胎次､ 有流产史､ 孕期出血､ 恶性肿瘤家族史､ 孕期使用叶酸及孕期使用补

血/补铁剂与儿童实体肿瘤的发生有关,且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显示胎次偏多(OR2.482,95%CI1.521-4.048),有恶性肿瘤家族史(OR3.667,95%CI1.679-8.009),使用

补血/补铁剂(OR2.882,95%CI1.440-5.767)可能与儿童实体肿瘤的发生有关。而使用叶酸

(OR0.334,95%CI0.160-0.694)是儿童实体肿瘤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 本次病例-对照研究初步结果显示:有恶性肿瘤家族史､ 母孕期使用补血/铁剂､ 胎次过多可能是

儿童实体肿瘤发生的危险因素,而孕期服用叶酸可能是儿童实体肿瘤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PU-4234 

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外周血自体干移植后早期进展的临床分析 
 

王彬,秦茂权,朱光华,陈莹,金眉,张大伟,马晓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高危神经母细胞瘤(high risk neuroblastoma, HR-NB)患儿,经过外周血自体干细胞移植后

2 个月内即发生肿瘤进展的情况,分析 HR-NB 患儿自体干细胞采集､ 回输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提高

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 NB 的疗效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院确诊,并且规范应用 HR-NB 方案(BCH-NB-2007-HR)治疗的患儿,经过自体

干细胞移植后 2 个月内出现肿瘤进展者。分析指标主要包括诊断初原发瘤灶､ 转移瘤灶部位､ 肿瘤

生物因子､ 病理类型､ N-myc 基因是否扩增､ 联合化疗和原发瘤灶切除的综合治疗情况,自体干细

胞回输数量和时间､ 以及回输后肿瘤时间和部位等情况。 
结果 共 6 例患儿符合入组标准,男 3 例女 3 例,平均年龄 35 个月(24~58 个月)。5 例肿瘤均原发于腹

膜后肾上腺区,1 例左上后纵膈。6 例患儿均同时伴有骨髓转移和多发骨骼转移部位。骨骼转移部位

包括肱骨､ 股骨､ 髂骨和腰椎。同时伴有其他部位转移包括:3 例肝脏转移,3 例远处淋巴结转移,肾
脏转移 1 例。2 例患儿化疗前肿瘤组织病理为 NB 分化差型,4 例为化疗后肿瘤组织病理,分别为 2 例

NB 分化型和 2 例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结节型。FISH 检测的 N-myc 基因,2 例基因扩增,拷贝数分别

为 30 和 50。6 例患儿均按按 BCH-NB-2007-HR 方案规律化疗,4 疗程后原发瘤灶完全切除。7 疗程

化疗后进行干细胞回输,回输数量为 2.73~9.65×10^6/kg^,过程顺利,平均回输后血细胞恢复时间为 3
周,之后按序予以 13-顺式维甲酸维持治疗和原发瘤灶的局部放疗。6 例患儿分别于回输后 6~10 周

出现肿瘤进展,5 例骨髓复发,2 例为头面部和眼眶新发瘤灶,1 例为胰腺新发瘤灶,1 例为骨骼进展,1
例颅内转移。6 例患儿中,4 例放弃治疗后 2-3 月死亡, 1 例再次回输自体干细胞后死于重症感染,1 例

患儿骨髓复发瘤舒缓治疗中。6 例患儿总随访时间为 8~16(10.5)个月。 
结论 6 例高危 NB 患儿,自体干细胞移植后 6-10 周出现肿瘤进展,其原因可能与肿瘤广泛转移,尤其

是肝脏转移以及不良的生物学特性,例如病理为分化差型和 N-myc 扩增有关。另外,是否与自体干细

胞回输质量和数量有关,有待于进步的临床观察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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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35 

系统化疗基础上间断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可有效控制神经母细胞

瘤患儿的阵挛症状 
 

赵文,王希思,黄程,张大伟,金眉,吕俊兰,马晓莉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系统化疗基础上间断应用丙种球蛋白冲击联合强的松的免疫治疗方法控制神经母细胞瘤

(Neuroblastoma,NB)患儿阵挛症状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收治的 8 例合并阵挛症

状的 NB 患儿临床资料,并对患儿临床表现､ 年龄､ 性别､ 肿瘤部位及大小､ 肿瘤标记物､ 病理类型

､ 分期､ 分组､ 神经系统症状､ 影像学特点､ 治疗方式及预后情况等加以分析及总结。随访至

2017 年 3 月 1 日。 
结果 8 例合并阵挛的 NB 患儿,男 3 例,女 5 例,起病年龄 10 至 35.5 个月,(中位年龄 17.5 个月),出现

阵挛症状直至确诊开始治疗为 1.25-6.5 个月(中位时间为 3.6 月)。所有患儿均临床出现躯干及肢体

阵挛等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表现,其中合并眼阵挛肌阵挛综合征(opsoclonusmyoclonus 
syndrome,OMS)者 5 例。全部患儿均初次就诊于我院或当地医院神经内科。原发瘤灶位于单侧肾

上腺者 2 例,双侧肾上腺者 1 例,腹膜后 2 例,纵隔 2 例,骶前 1 例。影像学检查提示仅 1 例瘤灶直径

大于 5cm。除 1 例存在肿瘤局部椎体侵犯外,余所有患儿 B 超及 CT 检查仅存在原发部位瘤灶,未见

远处转移,且头颅核磁检查均未见异常。病初 NSE 正常为 4 例,升高 4 例;尿 VMA 升高者 1 例,7 例正

常;尿 HVA 升高者 3 例,5 例正常;LDH5 例升高,但均小于 500 IU/L。8 例患儿中,6 例肿瘤病理类型为

神经母细胞瘤,其中分化型 4 例,分化差型 2 例;节细胞性神经母细胞瘤 2 例,1 例结节型,1 例为混杂

型。肿瘤 N-MYC 均无扩增。临床分期:II 期 5 例,III 期 3 例。临床分组:中危组 7 例,低危组 1 例。除

1 例患儿因经济原因诊治不规律,阵挛症状未见明显改善,目前失访外,所有患儿均在系统化疗基础上

给予间断丙种球蛋白冲击及强的松口服的免疫治疗:丙种球蛋白分 3 阶段包括化疗前､ 化疗过程中

及化疗后多次冲击治疗(每疗程 2g/kg,分 2-3 天静点,每月 1 次),4 疗程者 3 例,3 疗程者 2 例,2 疗程者

2 例。应用丙种球蛋白的同时,给予患儿口服强的松,自足量(2mg/kg/d)开始口服,疗程 1-5.5 月,平均

3 月,后开始缓慢减量,随访至今,已停用激素者 4 例,总疗程 8-12 月,平均 10 个月。4 例患儿于治疗后

1 个月即阵挛症状好转,5 到 12 月症状消失;2 例患儿分别于治疗后 3 个月及停药后半年阵挛好转,其
中 1 例治疗后 1 年症状完全消失,1 例随访至今仍有轻度阵挛症状。除 1 例失访病人外,所有患儿原

发病定期瘤灶评估提示病情均处于稳定状态。 
结论 以阵挛为首发临床表现的 NB,肿瘤负荷相对小,恶性程度相对低,肿瘤相关特异性症状､ 肿瘤标

记物升高不明显,临床容易出现误诊。系统规律化疗基础上间断应用丙种球蛋白冲击联合强的松的

免疫的治疗方法可以有效控制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阵挛症状。阵挛症状干预时间越早,神经系统症

状恢复时间越快。早诊断､ 早治疗对于患儿神经系统症状的恢复有帮助。 
 
 
PU-4236 

两种表现近似但预后迥异的儿童囊样肝脏肿瘤临床分析 
 

于皎乐
1,2,蒋国诚

2,卓家梁
2,夏修贤

2,陈志峰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香港大学玛丽医院 

 
 
目的 分析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收治的肝脏未分化胚胎肉瘤(undifferentiated 
embryonal sarcoma, UES) 及间叶性错构瘤(mesenchymal hamartoma, MH)两种罕见疾病临床表

现､ 影像学特点､ 治疗及预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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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对 199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治疗的 UES 及

MH 共 4 例病例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点､ 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共 4 例病例,其中诊断 UES 及 MH 病例各 2 例, 均经病理检查确诊。发病年龄自 11 个月至 15
岁,其中 3 人为女性。两例 MH 患儿仅表现为腹部膨隆不伴全身症状,一例 UES 患儿表现为腹部膨隆

同时伴腹部疼痛､ 发热､ 厌食及体重减轻。4 例患儿实验室检查均无显著异常,仅有一例患儿出现肝

酶及甲胎蛋白轻度升高。超声及 CT 检查均提示存在囊性和或实性病灶。2 例 MH 患儿接受肿瘤切

除手术,1 例 UES 患儿行三段肝脏切除术,另 1 例接受半肝切除术。2 例 UES 患儿均于术后接受化疗

治疗(IRS-IV 方案)。1 例患儿在治疗 9 年后复发死亡,其余 3 例患儿均存活至今。 
结论 UES 与 MH 在临床症状､ 影像学检查上存在相似处,但预后情况迥异,极易引起误诊。尽早进行

病理活检及外科手术对于诊断及后续治疗的制订至关重要。早期诊断并采用手术联合化疗的治疗策

略可显著改善 UES 预后。 
 
 
PU-4237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急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效果 
 

王彬,吴润晖,庞一琳,朱光华,周翾,杨骏,李斯丹,秦茂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观察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治疗儿童急性重型再生

障碍性贫血(Severe aplastic anemia,SAA)的疗效,评价其安全性及其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科自 2006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采用造血

干细胞移植治疗 51 例急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的临床资料,评价其植入情况､ 并发症及移植疗

效。 
结果 98%患者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0.5×109/L 的中位时间为 11d;血小板≥20×109/L 的中

位时间为 15 d。10 例合并巨细胞病毒血症,2 例合并出血性膀胱炎,7 例发生 I~II 度急性移植物抗宿

主病,2 例发生 III 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46 例患者存活,3 年存活率 Allo-HSCT､ Haplo-HSCT､
MUD-HSCT 分别是 100%､ 89%､ 75%,无感染小于 5 岁的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任何移植成功率

均达 100%(11/11)。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急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有效方法,并发症少,生存率高。 
 
 
PU-4238 

母亲情绪及人格特性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6 个月内 
患儿生存质量的影响分析 

 
王瑞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调查患儿母亲人格特性､ 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后 6 个月内患儿母亲的抑郁和焦虑状态,患儿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QOL),描述 HSCT 后 6
个月内的患儿母亲抑郁焦虑情绪､ 患儿生存质量的变化情况,分析母亲人格特征､ 抑郁焦虑情绪与

患儿生存质量的相关性,探讨母亲抑郁､ 焦虑情绪､ 人格特征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6 个月内患儿生

存质量的影响,为医护人员对 HSCT 早期通过对患儿母亲进行健康教育､ 心理辅导及社会支持,以进

一步提高患儿生存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择 2-18 岁于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0 月 期间在北京儿童医院进行 HSCT 的符合入组标

准的患儿及其母亲,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调查对象的信息。利用自制基本信息量表调查患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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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基本信息;利用艾森克人格问卷调查患儿母亲人格特点;在移植后 0 天､ +30 天､ +90 天､

+180 天,利用 PedsQLTM3.0 移植量表调查患儿生存质量,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II)调查母亲抑郁情绪以及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调查母亲焦虑情绪。所有结果 后利用 SPSS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患儿母亲的抑郁焦虑平均得分在患儿移植后 0 天､ +30 天､ 90 天､ 180 天均高于正常女性

抑郁焦虑得分。母亲焦虑平均分随着移植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降低。 
2. 患儿总体生存质量在移植 0 天为 61.10±8.97, 移植后 30 天为 64.30±11.35, 移植后 90 天为

71.37±9.49,移植后 180 天为 75.69±13.92。随着移植后时间的延长,患儿生存质量评分逐渐升高。

患儿 HSCT 后 6 个月内的生存质量显著低于移植后 6 个月后患儿的生存质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3. 母亲学历与母亲人格 E 因素成正相关;与四个调查点的母亲焦虑抑郁评分成负相关;与四个调查点

的患儿生存质量成正相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 母亲人格 N 因素与母亲抑郁焦虑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P<0.01)。 
5. 移植后 6 个月内的四个调查点上,母亲抑郁焦虑情绪与患儿生存质量呈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母亲人格 N 因素与四个调查点上的患儿生存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1. 患儿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6 个月内,患儿母亲经历着严重的抑郁焦虑情绪。随着患儿移植后时

间的延长,母亲抑郁焦虑水平逐渐下降,但不能降至正常人群水平。 
2. 移植后 0 天､ +30 天,患儿总体生存质量处于中下(平均分 70 分)水平;移植后 90､ +180 天患儿总

体生存质量处于中等稍上水平。患儿生存质量随移植后时间的延长逐渐升高。移植后 6 个月内的患

儿生存质量较移植后 6 个月后患儿低。 
3. 移植后+180 天内,患儿母亲抑郁焦虑水平越高,患儿总体生存质量越低。移植后 0 天母亲有越高的

抑郁焦虑水平,移植后+180 天患儿将会有越低的生存质量。 
4. 母亲人格 N 因素得分越高,移植后 6 个月内的患儿生存质量越低。 
5. 母亲学历及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移植后 6 个月内的患儿生存质量越高。患儿年龄､ 母亲年龄对

患儿生存质量的影响不明确。患儿诊断与移植间隔时间,母亲人格 E､ P､ L 因素与患儿生存质量无

关。 
 
 
PU-4239 

Eltrombopag for delayed platelet recovery and secondary 
thrombocytopenia following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children 
 

Li Sidan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Objective The delay in platelet recovery afte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urvival rate of transplanted children. The use of platelet-producing 
agents such aseltrombopagand romiplostim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reatment of diseases 
such as thrombocytopenia caused b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and myelopathy. However, the 
use of such drugs in patients with thrombocytopenia after transplantation, especially in children, is 
rare. Here we reportthe efficacy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eltrombopag treatment for 3 children 
with primary platelet implantation failure and secondary thrombocytopenia after allogeneic HSCT. 
Of these patients, 2 had platelet stabilized at ≥ 50000/μl after eltrombopag treatment 
andsubsequent withdrawal of eltrombopag. All 3 patients showed no clear adverse reac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ltrombopag treatment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children with 
thrombocytopenia after allogeneic H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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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40 

儿童 EB 病毒相关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临床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马宏浩 

北京儿童医院 10185959 
 

 
目的 探讨儿童 EB 病毒相关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EBV-HLH)患儿的临床特点和预后相关

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收治的

EBV-HLH 患儿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收治 EBV-HLH 76 例,占同期 HLH(138 例)的 55.07%,其中 4 例 终确诊为原发性 HLH。76
例患儿中男 31 例,女 45 例,中位发病年龄 42 个月(3 个月-156 个月)。EBV-HLH 的临床特征与其他

HLH 相似,患儿以不规则高热､ 肝脾肿大为主要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以血细胞减少､ 肝功能异常(酶
学升高､ 低白蛋白血症､ 高胆红素血症)､ 凝血功能障碍､ 高细胞因子血症､ 低钠血症为主,常伴有

多脏器功能损害。与 4 例原发性 HLH 相比,未发现基因学异常改变的 EBV-HLH 患儿仅有 ALT､
FIB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8､ 0.043)。在治疗过程中,血清铁蛋白､ 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 受

体､ 血浆 EBV-DNA､ 细胞因子水平随病情好转而下降,随病情爆发而迅速升高。中位随访时间 172
天(21 天-474 天),患儿 1､ 3､ 6､ 12 个月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96.5%､ 88.5%､ 80.7%､ 76.6%。

单因素分析显示白细胞<2×109 /L､ 中性粒细胞<0.5×109 /L､ 血清铁蛋白>2000 ug/L､ 血浆 EBV-
DNA>1×105 /ml､ 干扰素 γ 升高 10 倍､ 白细胞介素 10 升高 10 倍､ 血清白蛋白<30 g/L､ 乳酸脱

氢酶>2000 U/L､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 中枢神经系统受累､ 化疗 2 周血常规不恢复为影响

生存率的相关危险因素(P=0.020､ 0.023､ 0.014､ 0.026､ 0.020､ 0.018､ 0.005､ 0.031､ 0.030､
0.035､ 0.005)。多因素分析显示中性粒细胞<0.5×109 /L(HR= 0.200, 95% CI: 0.031-0.789, 
P=0.029)､ 血清铁蛋白>2000 ug/L(HR=6.723, 95% CI: 1.444-31.297, P=0.015)､ 血浆 EBV-
DNA>1×105 /ml(HR=10.582, 95% CI: 1.424-74.745, P=0.011)､ 化疗 2 周血常规不恢复

(HR=9.681, 95% CI: 1.249-35.034, P = 0.006)为独立的预后不良相关危险因素。 
结论 EBV-HLH 是 HLH 中 常见的类型,临床表现多种多样,预后不良,死亡率高。临床特征及常规实

验室检查对区分 EBV-HLH 是否有潜在的原发病因意义不大。血清铁蛋白､ 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 受

体､ 血浆 EBV-DNA､ 细胞因子水平是监测 HLH 活动的敏感指标,化疗期间应密切监测,以便早期发

现病情变化,及早调整治疗方案。中性粒细胞<0.5×109 /L､ 血清铁蛋白>2000 ug/L､ 血浆 EBV-
DNA>1×105 /ml､ 化疗 2 周血常规不恢复为预后不良相关危险因素,此类患儿更容易出现疾病持续

不缓解或爆发､ 完全缓解后疾病再激活甚至死亡。 
 
 
PU-4241 

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早期观察 
 

张开颜,钟琼蕾,孙旭阳,高原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203 

 
 
目的 观察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后早期阶段的有效性。 
方法  经 ROP 筛查并诊断为 AP—ROP､ I 型 ROP 的 18 例患儿 34 只眼纳入研究。所有患儿在确

诊后 72 小时内给予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 0.03 ml。术后 7 天､ 14 天观察眼底病变的改善或痊愈

情况。Plus 减轻､ 嵴隆起减轻､ 血管纤维增生减轻为改善,Plus 消退､ 嵴消退､ 血管纤维增生消退

为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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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4 只眼中,经单次 IVR 治疗术后 7 天,病变改善者 25 眼,痊愈者 4 眼;术后 14 天病变改善者 34
眼,痊愈者 30 眼。所有患儿术中术后均未发生眼部及全身不良反应。 
结论 单次 IVR 治疗 ROP 患儿安全有效。术后 14 天有效率达到 100%。 
 
 
PU-4242 

玻璃体切割术治疗儿童外伤性感染性眼内炎远期疗效的评价 
 

崔凌,李莉,吕明良,钟海彬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玻璃体切割术对治疗儿童外伤性感染性眼内炎的远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住院儿童外伤性感染性眼内炎患者 32 例 32 眼;
按初次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时是否同时行玻璃体腔硅油填充将该 32 例患者分为硅油组及非硅油

组,其中硅油组 23 例 23 眼;非硅油组 9 例 9 眼;观察两组术后感染控制及视网膜脱离发生情况。 
结果 术后随访 18~65 个月,平均 26.8 个月,32 例患者术后眼球内感染全部得到控制。硅油组首次行

玻璃体切割手术术后 3 例发生视网膜脱离,发生率为 13.0%(3 例/24 例);3 例视网膜脱离患者二次行

手术治疗,仍有 1 例发生视网膜脱离, 终本组视网膜脱离发生率为 4.2%(1 例/24 例)。非硅油组首次

行玻璃体手术后 3 例视网膜脱离,发生率为 33.3%,明显高于硅油组;该组 3 例视网膜脱离再次行手术

治疗, 终本组视网膜脱离发生率为 11.1%(1 例/9 例)。 
结论 玻璃体切割联合硅油填充是治疗儿童外伤性感染性眼内炎较为合理有效的手段,远期疗效较

好。 
 
 
PU-4243 

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为中心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研究 
 

周璐,陈志钧,程海霞 
南京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调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收治患儿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 
方法 研究对象是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收治的符合

ROP 筛查标准的早产儿,于生后 4 周或纠正胎龄 32 周开始由资深眼科医师开始行 RetCamⅡ数字视

网膜照相检查。记录筛查出的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数据,包括可能的危险因素和眼部检查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在 173 例早产儿中,有 28 例发生了 ROP,发生率 16.18%。统计分析显示不同性别间 ROP 发

生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出生体重(BW)组间 ROP 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孕周组间 ROP 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低出

生体重(LBW)､ 低胎龄(SGA)､ 吸氧史､ 呼吸暂停､ 窒息､ 机械通气､ 感染､ 代谢性酸中毒是形成

ROP 的高危因素。 
结论 ROP 的发生率较高,预防早产,防治早产儿的各种并发症､ 规范氧疗,对有高危因素的早产儿进

行 ROP 筛查,临床上早诊断早治疗是降低 ROP 危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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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44 

角膜塑形镜在单眼近视的应用及对非近视 
 

梁金才 
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550002 

 
 
目的 分析单眼近视的青少年,利用角膜塑形镜正一年以上,双眼屈光度､ 眼轴､ 角膜厚度､ 等参数的

改变情况,进一步探讨角膜塑形镜矫正单眼近视的的作用､ 控制发展的机理以及对正常眼的影响,从
而指导单眼近视临床科学合理应用角膜塑形镜。 
方法  对我院 2013-2017 年我院验配的单眼(一眼近视,另一眼正常)角膜塑形镜(品牌为梦戴维)63 例

进行回顾。 
结果  23 例近视眼一年后近视度数平均加深 0.08DS,但原来正常眼(配塑形镜镜前平均屈光度

+0.135DS)21 例近视发展了平均 0.733DS(现平均屈光度-0.602DS),另外 2 例基本不变。分析原因

为戴镜后优势眼的变化所致。之后对 38 例单眼近视患者佩戴角膜塑形镜前看近,看远优势眼。佩戴

时尽量不过矫,做到配镜后看近､ 看远优势眼不变化。一年后观察其屈光度变化后发现 28 例中戴镜

眼近视平均加深 0.103DS,原来正常眼近视平均加深 0.15DS 
结论 角膜塑形镜控制单眼近视发展对戴镜眼是有效的,但如果不注意戴镜后优势眼的变化可能会导

致原来正常眼发展成为近视,解决方案为戴镜眼不能过矫,不能改变优势眼。要密切注意正常眼的屈

光变化,必要时双眼佩戴角膜塑形镜。 
 
 
PU-4245 

兰州市早产儿眼底疾病筛查结果分析 
 

张金红,王玉萍,张文芳,杨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7000 

 
 
目的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一种可干预的儿童致盲眼病,早期的筛查和治疗可有效的避免患儿严重的

视力丧失,同时我们对早产儿其他眼底疾病也进行了细致观察,对早产儿的眼底疾病有更多认识。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新生儿科筛查的早产儿 237 例,所有早产儿均给予

RetCamIII 与间接检眼镜筛查,数据通过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各期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患儿 20 例,发病率为 8.44%。单纯眼底出血(非新生血管性出血)的患儿

有 14 例,单眼出血 9 例,双眼出血 5 例,顺产 11 人,剖腹产 3 人,分娩方式对患儿眼底出血的影响行卡

方检验(X2=5.310,P=0.0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二周后复查患儿眼底出血大部分吸收;黄斑区出

血患儿 3 例,观察一月后基本吸收;眼底先天发育异常患儿 4 例,一例为牵牛花综合征,3 例为脉络膜缺

损;真菌性视网膜脉络膜病变 2 例,2 例患儿均血培养确诊为:白色念珠菌感染。色素失禁症患儿 1 例,
病灶位于周边网膜,观察稳定。眼白化病患儿一例,典型虹膜及视网膜黑色素缺乏表现。 
结论 早产儿眼底疾病表现多样,单纯浅层或深层出血甚至是黄斑出血均可很快吸收,吸收后

RetCamIII 与间接检眼镜下眼底未见明显异常,但是视功能评估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真菌性视网膜

脉络膜病变患儿多次隔一周观察未见玻璃体混浊,眼底清晰,与成人真菌性视网膜脉络膜病变出现玻

璃体混浊有所区别,但是这 2 例患儿均呼吸机支持,全身状况较差,未能行眼底造影,与成人表现差异性

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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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46 

新生儿出生相关的视网膜出血的特点 
 

马翔
1,沈玲

2,程宪
1,刁敬军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大连市妇产医院眼科 
3.大连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4.大连市新妇婴医院新生儿科 
 

 
目的 报告新生儿出生相关的视网膜出血(BRRHs)的特点。 
方法 对辽宁省(中国东北)2010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出生的健康新生儿进行眼部筛查,眼底检查由

同 1 小儿眼科医生完成。 
结果 共有 3150 例新生儿进行眼部检查,BRRHs 分别检出 775 例(24.6%)。47.2%黄斑和视神经受

累,10.2%累及 1 区,6%累及多层视网膜膜。0.65%玻璃体出血,34.1%Roth 斑。总的来说,28.9%的

患者有严重的视网膜出血,需要进行随访检查。BRRHs 相关的危险因素是阴道分娩(比值

比,12.2)。 
结论 BRRHs 常见,大多数情况为良性。然而常累及黄斑､ 视神经和多层视网膜膜,并伴有玻璃体出

血。因此,严重病例密切观察是必要的。 
 
 
PU-4247 

新生儿视网膜出血的系统评价 
 

马翔
1,沈玲

2,程宪
3,刁敬军

4,向念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大连市妇产医院眼科 

3.大连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4.大连市新妇婴医院新生儿科 

 
 
目的 系统评价的新生儿视网膜出血(RH)的特点,患病率,演变,和产科的关系。 
方法 系统回顾,搜索 10 个数据库(1970-2017),确定了 45 项研究,其中通过使用标准化的临界评价进

行了两次独立的评价。符合以下条件的研究包括:由眼科医生使用间接眼底镜并在出生后 96 小时内

和出院前进行检查。 
结果 共纳入十三项研究,1777 名婴儿。研究表明,25.6%的顺产分娩的新生儿有 RH。相反,通过真空

萃取分娩婴儿有 42.6%出现 RH(OR,2.75;95% CI,1.32-5.70),和双器械分娩的婴儿(产钳和真空)有一

个 52%出现 RH(OR,3.27;95% CI,1.68-6.36)。出血通常为双侧(59%),严重程度不等,从“轻度”(22% 
- 56%)到“严重”(18% - 37%),且以后极视网膜内出血为主。大多数 Rh(83%)在 10 天内消失,孤立的

病例持续到 58 天。 
结论 婴儿出生相关的 RH 发生在正常分娩的四分之一内,且器械分娩更为常见。出血通常为双侧,且
以后极视网膜内出血为主,出血迅速消失,很少超过 6 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900 
 

PU-4248 

健康儿童个体脉络膜结构的 OCT 
 

马翔,方石峰,秦秀虹,卢建民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评估健康儿童个体和成人的脉络膜结构在强化深度成像 OCT(EDI-OCT)中的差异。 
方法 47 例 47 眼健康儿童志愿者(3-17 岁)和 42 例 42 眼健康成人志愿者。EDI-OCT 通过 ImageJ
的图像进行二值化,测量黄斑中心凹下 1500μm 宽度的管腔,基质和总脉络膜面积。 
结果 管腔面积和管腔 /脉络膜比在儿童(0.371±0.059mm2,66.4±2.6%)明显较成人

(0.326±0.083 mm2,64.3±4%,P 均<0.05)大。基质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186±0.022 mm2vs. 
0.177±0.023 mm2, P = 0.09)。管腔 /脉络膜比和眼轴长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401,P= 0.006)。 
结论 儿童中心凹下管腔面积和管腔 /脉络膜的比值较大。 
 
 
PU-4249 

白内障的类型是否决定伴有单侧先天性 
白内障婴儿患有青光眼的风险? 

 
马翔,秦秀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小儿核性白内障和小角膜直径已报道与后来发展青光眼相关。我们探讨注册于无晶状体眼治

疗研究的婴幼儿白内障类型和青光眼之间的关系。 
方法  白内障类型通过手术视频回顾决定,青光眼是在先前的研究中定义。 
结果 9 / 45(20%)胎儿核性白内障,1 / 4(25%)后球形晶状体,6 / 20(30%)胎儿血管持续存在(PFV),0 / 
3(0%)全白内障,3 / 21(14%)其他类型白内障分别发展为青光眼。胎儿核性白内障和其他类型白内障,
青光眼的发生无差异。核性白 
内障较非核性白内障手术年龄更小(P =0.0016)。 
结论 婴幼儿单眼白内障术后,白内障形态与青光眼的进展不是独立相关。 
 
 
PU-4250 

建立 ROP 筛查工程的障碍 
 

马翔
1,沈玲

2,程宪
3,刁敬军

4,向念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大连市妇产医院眼科 

3.大连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4.大连市新妇婴医院新生儿科 

 
 
目的 研究早产儿 ROP 筛查随访规律和 ROP 协调员的作用。 
方法 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326 早产儿出院被列入。分为 2 组,第 1 组为

前 6 个月出院的 163 名婴儿,只有随访预约;2 组为后 6 个月出院的 163 名婴儿,除了随访预约外,电
话提醒,并对 ROP 有针对性的教育。并对 2 组的依从性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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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组仅 45 例(28.8%)遵从随访。电话预约显示,不遵从随访发现由于婴儿的死亡(32.8%)､ 经济

原因(12.9%),交通问题(12.9%),没有理由拒绝(41.4%)。第 2 组遵从率为 66.68%。无理由拒绝下降

到 18.5%。 
结论 ROP 筛查,电话提醒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是提高依从性的有效措施并降低无理由拒绝。 
 
 
PU-4251 

便携式广域眼底成像系统在高危儿眼底病筛查中的应用 
 

谭艺兰,陶利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便携式广域眼底成像系统在足月高危儿眼底病筛查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我院及网络医院眼科门诊采用便携式广域眼底成像系统

行眼底筛查的足月高危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分析。 
结果 我们对缺血缺氧性脑病､ 病理性黄疸的足月新生儿､ 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感染､ 脑损伤､ 发

育迟滞､ 上睑下垂､ 斜视､ 眼球震颤､ 颅内感染､ 颜面部血管瘤的高危患儿共 456 例完成了眼底检

查。其中视网膜出血者 55 例,脉络膜缺损 2 例,牵牛花综合征 1 例,白化病眼底 4 例,白内障 2 例,视神

经萎缩 3 例,视网膜有髓神经纤维 2 例,视网膜母细胞瘤 1 例,视盘发育不良 1 例。 
结论 对有高危因素的婴幼儿眼底病需早期筛查。便携式广域眼底成像系统可实现移动医疗远程会

诊,是婴幼儿眼底筛查的便利工具。 
 
 
PU-4252 

以眼科首诊的儿童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一例 
 

陈婷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报道以眼科首诊的儿童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一例 
方法   患儿男,9 岁。因“双眼结膜出血 20 余天”,与 2017 年 5 月就诊于我院眼科。患儿于就诊前 20
余天,刷牙后呕吐出现双眼结膜出血,于外院就诊,诊断为“双眼结膜下出血”,给予抗生素滴眼液及冷敷

处理,未见任何好转,遂于当地另一医院再次就诊,同样诊断为“双眼结膜下出血”,建议观察,出血可自行

吸收。20 余天结膜下出血仍无好转来我院眼科就诊。患儿既往体健,无不良个人史､ 动物接触史和

家族史。眼部检查:双眼视力 1.0,双眼眼压正常,双下睑皮下少许淤青,双眼结膜下大片出血,右眼下睑

结膜可见扁平状､ 粉红色､ 鱼肉样肿物,占据整个下睑长度(见图 1,2),右眼下睑颞侧及穹隆部亦可见

大小不等的多块肿物,余前节及眼底检查未见异常。眼部 B 超:双眼球内及球后未见异常。行血常规

检查示:WBC 8.31*109/L,RBC 2.49*1012/L,HGB 77g/L,PLT 38*109/L,涂片可见:原始幼稚细胞 0.36 
晚幼粒 0.01 分叶 0.03 杆状 0.01 单核 0.03,淋巴 0.56,计数 100 个白细胞见有核红细胞 3 个,血小板

少见。收治于我院血液科行进一步检查, 
结果 流式细胞(2017.5.9):78.34%细胞表达 HLA-
DR,CD56,CD33,CD36,CD371,CD38,CD123,BDCA-4,部分表达 CD117,CDdim,CD4,TIM3,CD11c,
不表达

CD34,CD19,CD11b,MPO,CD22,cCD3,CD61,CD64,CD15,CD96,CD2,CD14,CD42b,CD24,CD5,C
D13,BDCA-2,CD25,为恶性髓系幼稚细胞,表型不除外恶性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骨髓形

态报告:考虑 AML; 终诊断: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于入院后 7 天予 AML-DAH 诱导缓解

治疗,即阿糖胞苷 100mg/m2/d(D1-7,实予 135mg/次静点),盐酸柔红霉素 40mg/m2/d(D1/D3/D5,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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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54mg/次静点),高三尖杉酯碱 3mg/m2/d(D1-D5,实予 4mg/次静点),同时予足量水化碱化。2 周后

左眼结膜肿物基本消失,右眼结膜肿物明显缩小(见图 3､ 4)。2 轮化疗结束后结膜肿物完全消失。 
结论  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是一种罕见的高度侵袭性淋巴造血系统恶性肿瘤,病程凶险,进
展迅速,极易复发,预后差。此病临床表现以皮肤改变 为常见,亦可累及淋巴结､ 软组织､ 外周血､

骨髓及中枢神经系统,多发生于老年人,儿童及青少年发病较少见,以眼睑受损为首发表现的罕见报道 
 
 
PU-4253 

早产儿玻璃体动脉临床观察分析 
 

戈瑶,杨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观察早产儿玻璃体动脉的退行规律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将 2016 年 12 月 5 日至 2017 年 6 月 7 日在我院眼科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

的 126 名早产儿(共 173 人次)纳入研究。使用 Retcam 和双目间接眼底镜观察玻璃体动脉及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情况。记录其性别､ 产式､ 出生孕周,出生体重､ 矫正胎龄及体重。根据筛查结果进行

计量资料的 t 检验和计数资料的 χ2检验。 
结果 早产儿玻璃体动脉的存无与矫正胎龄､ 体重､ 出生孕周､ 出生体重及产式存在相关性

(t=9.131,P<0.001;t=5.171,P<0.001;t=4.458,P<0.001;t=4.363,P<0.001;χ2=4.781,P<0.05)。而早产

儿玻璃体动脉的存无与性别､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无相关性(χ2=0.002,P>0.9;χ2=2.137,P>0.1)。将早

产儿矫正胎龄按 32 周(30 眼)､ 33 周(50 眼)､ 34 周(78 眼)､ 35 周(54 眼)､ 36 周(40 眼)､ 37 周(36
眼)､ 38 周(26 眼)､ 39-41 周(24 眼)､ 42-46 周(10 眼)分组,其所对应的玻璃体动脉检出率分别为

100%､ 100%､ 77.6%､ 77.8%､ 57.5%､ 69.4%､ 38.5%､ 25%､ 0%,对其中 34 周组至 39-41 周

组进行 χ2检验,结果显示有统计学意义(χ2=35.153,P<0.001)。 
结论 早产儿中玻璃体动脉有较高的检出率,且低矫正胎龄､ 低体重､ 低出生孕周､ 低出生体重､ 顺

产为其危险因素。早产儿玻璃体动脉随矫正胎龄的增长可自发退行,其退行过程不受早产儿视网膜

病变的影响。 
 
 
PU-4254 

儿童高度远视眼的屈光演变 
 

任杰
1,李小权

2 
1.西安市碑林区中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高度远视眼的屈光演变规律 
方法 临床病例对照研究。观察 50 例(100 眼)3~7 岁高度远视儿童,按首诊年龄分为 5 组,按首诊不同

眼位分为 3 组,按是否弱视分为 2 组,每年散瞳验光一次,连续 5 年观察球镜和柱镜的演变规律。 
结果 球镜度数在 3-7 岁年龄组和首诊不同眼位组以及弱视和非弱视组间年均降幅无显著性差异,但
4~6 岁年龄组和同眼位组以及弱视组和非弱视组组内相邻年降低幅度有显著性差异。柱镜度数在 3-
7 岁年龄组年均降幅有显著性差异,相邻年降幅无显著性差异;首诊不同眼位组,弱视组和非弱视组,对
柱镜度数均无影响。 
结论 儿童远视眼球镜度逐年降低,4~6 岁年龄组相邻年降幅较大,年龄对年均降幅影响不大. 柱镜度

没有逐年下降趋势,首诊不同眼位对球镜度年均降幅影响不大,非弱视组的球镜度数年均降幅高于弱

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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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55 

10%水合氯醛溶液儿童用药风险防范策略研究 
 

李英,史强,王晓玲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 10%水合氯醛溶液的用药风险防范策略,提高儿童使用该药物的用药安全。 
方法 通过文献调研､ 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用药错误数据库､ 问卷调查(医师､ 护士､ 药师和患者)及
实地考察收集整理 10%水合氯醛溶液的失效模式或风险点,按照“HIS､ 医师处方､ 药师调配､ 护士

给药及患者用药”不同环节进行分类,并采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法(FMEA)进行风险优先级数评分,
筛选得到各环节优先防范的风险点,分别制定防范策略且加以执行。 
结果 HIS 系统无法拦截多科室重复开药;医生处方时因计算错误,导致处方药量错误;药师调配环节发

错药(特别是多发);护士不知道水合氯醛是高警示药品;患者用药时因理解或操作错误,服用过量的水

合氯醛,为各环节风险优先级数评分 高的风险点。在实施一系列防范措施后,我院未再发生严重水

合氯醛用药错误事件。 
结论 对 10%水合氯醛溶液建立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策略,可实现高警示药品全程规范化管理,提高用

药安全。 
 
 
PU-4256 

干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儿抗菌药物使用的效果分析 
 

刘莹,巩纯秀,吴迪,王晓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分析临床药师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患儿抗菌药物使用的干预效果 
方法 前瞻性历史对照设计。将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1 月 DKA 患儿设定为干预前组(组 1,160
例),再分层为新诊断糖尿病组(组 1a)和长病程 1 型糖尿病组(组 1b);2012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的

DKA 患儿设定为抗菌药物使用干预组(组 2,238 例),再分层为新诊断糖尿病组(组 2a)和长病程 1 型

糖尿病组(组 2b),由临床药师监督执行限制抗菌药物使用条款。比较干预前后患儿抗菌药物使用率

和使用时间､ 住院时间､ 抗菌治疗费用的变化。 
结果 组 1a 和组 2a 的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为 107 例(85%)和 58 例(31%),χ2 值 25.787;抗菌药物使

用时间分别为 11(7~18)d 和 6(4~10)d,U 值 1 507;住院时间分别为 23(18~27)d 和 20(6~24)d,U 值 8 
177;抗菌治疗费用分别为 1 615(1 000~2 970)元和 1 080(504~1 932)元,U 值 1 783;两组患儿上述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 1b 和组 2b 的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为 33 例(97%)和 23 例

(48%),χ2 值 14.222;抗菌药物使用时间分别为 8(6~12)d 和 5(4~7)d,U 值 180;住院时间分别为

15(10~21)d 和 12(8~16)d,U 值 580;抗菌治疗费用分别为 2 200(1 356~3 100)元和 1 600(705~2 
200)元,U 值 223;两组患儿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药师干预 DKA 患儿抗菌药物的使用,有效控制了抗菌药物使用率和使用时间,减轻了患儿

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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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回顾性分析 
 

王月红,赵洁 
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2 

 
 
目的 分析我院患儿药品不良反应(ADR)发生的特点及临床规律,为儿童临床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对我院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收集上报的 116 份 ADR 报告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116 例 ADR 中男性 68 例(58.62%),女性 48 例(41.38%);以 2014 年 多共 57 例(48.9%),6 岁

以下的患儿 ADR 的发生率 高 81 例(69.82%);感染性疾病为主 78 例(67.24%),患儿有个人或家族

过敏性因素 79 例(68.1%),脂溶性维生素引发的 ADR 居首位,共有 49 例(42.24%);其次为抗菌药物

共占 32 例(27.58%),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是 ADR 主要的表现,共 57 例(49.1%) 
结论 ADR 易在有过敏性因素的患儿中出现,感染本身可能是诱发 ARD 的一个因素,脂溶性维生素是

易致敏药物,应合理使用,且在临床工作中合理使用辅助用药及抗菌药物,减少 ADR 的发生。 
 
 
PU-4258 

Probiotics Supplementation Therapy for neonatal jaundic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陈哲,张伶俐,曾力楠,杨晓燕,蒋璐灿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robiotics supplement therapy for neonatal 
jaundice. 
Methods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CNKI, Wan Fang, CBM, VIP 
were searched. The deadline of retrieval is December 2016.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of probiotics supplementation for neonatal jaundice in publications were extracted by two 
reviewers. The Cochrane tool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risk of bias of the trials. 
Results 13 RCTs involving 1242 neonatal with jaundice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Probiotics supplementation treatment showed efficacy [RR: 1.19, 95% CI (1.12, 1.26), P < 
0.00001] in neonatal jaundice. It not only decreased the total serum bilirubin level after 3day [MD: 
-18.05, 95% CI (-25.51, -10.58), P<0.00001], 5day [MD: -23.49, 95% CI (-32.80, -14.18), 
P<0.00001], 7day [MD: -33.01, 95% CI (-37.31, -28.70), P<0.00001] treatment, but also 
decreased time of jaundice fading [MD: -1.91, 95% CI (-2.06, -1.75), P < 0.00001], as well as the 
duration of phototherapy [MD: -0.64, 95% CI (-0.84, -0.44), P < 0.00001] and hospitalization [MD: 
-2.68, 95% CI (-3.18, -2.17), P < 0.00001],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shows that probiotics supplementation therapy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treatment for neonatal jaun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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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简单药物可以治愈的特殊疾病危重症--青少年起病的晚发型

戊二酸尿症Ⅱ型危重呼吸衰竭 1 例并文献复习 
 

林创兴,林广裕,吴巧,蔡晓莹,吴家敏,陈洁玲,蔡灿鑫,陈俊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提高对以危重病形式起病的罕见代谢性疾病如戊二酸尿症的临床表现､ 诊断､ 治疗的认识。 
方法 对 1 例诊断为晚发型戊二酸尿症Ⅱ型引起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治疗结果,
结合有关文献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病例 14 岁女性患儿,以心悸､ 气促起病,伴有进行性肌无力､ 肝大表现;转氨酶､ 肌酸激酶､ 乳

酸､ 尿戊二酸等有机酸明显升高。在反复低血糖应激下,导致严重呼吸肌无力引发呼吸衰竭。患儿

经予大剂量维生素 B2 治疗后肌力明显改善,可自行行走,痊愈出院。文献检索发现晚发型戊二酸尿

症Ⅱ型 100 例,年龄介于 2 月-58 岁,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肌无力(80 例)､ 肌痛(20 例)､ 呕吐(18 例)
､ 低血糖(11 例)。生化特征主要表现为肌酸激酶､ 转氨酶升高;气相色谱-质谱､ 串联质谱提示短中

长链酰基肉碱､ 尿戊二酸升高。51 例行肌肉活检病例均表现为脂质沉积性肌病。45 例行基因检测

病例中,41 例为 ETFDH 基因突变。98 例患者接受维生素 B2 治疗,94 例症状好转出院,4 例死亡(死
于呼吸肌无力 1 例,脑出血血栓 1 例,重症感染 2 例);2 例未查明病因已死亡。 
结论 对于以肌无力､ 肌痛､ 呕吐､ 低血糖为主要临床表现,且磷酸肌酸､ 转氨酶升高患者应注意排

除少见代谢性疾病如晚发型戊二酸尿症Ⅱ型,行气相色谱-质谱､ 串联质谱､ 基因检测明确诊断。尽

早予维生素 B2 治疗可大大改善晚发型戊二酸尿症Ⅱ患者预后,极少数患者因呼吸衰竭需要机械通

气。 
 
 
PU-4260 

颅内感染患儿抗生素使用策略的探讨 
 

蔡晓莹,林广裕,林创兴,许宝璇,吴家敏,陈洁玲,蔡灿鑫,陈俊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通过检测怀疑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患儿的脑脊液标本病毒核酸,回顾分析阳性病例的临床

资料,探讨病毒核酸检测对病毒性脑炎患儿临床诊断与治疗上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因出现急性发热伴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而收住汕头大学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 PICU 的 192 例(病例不包括手足口病)患儿的脑脊液标本,进行病毒核酸检测,同时

收集核酸检测阳性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 1.192 份脑脊液标本中,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50 例,其中脑炎病毒 45 例,包括:总肠道病毒 26 例,人
巨细胞病毒 8 例,腮腺炎病毒 5 例,单纯疱疹病毒 2 例,柯萨奇病毒 1 例,EB 病毒 1 例,其余脑炎病毒检

测均为阴性;人鼻病毒 5 例。2. 50 例脑脊液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病例中,其脑脊液及血培养的细菌､ 支

原体､ 结核杆菌及其他类型病原体检测结果均阴性。该 50 例病毒核酸阳性的患儿在获得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之前,入院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 17 例,病毒性脑炎 21 例,热性惊厥 10 例,癫痫 2 例。17 例

诊断化脓性脑膜炎均予以抗生素治疗。进一步复习 17 例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其脑

脊液常规虽然达到提示化脓性脑膜炎的脑脊液改变,但临床上脓毒症的程度较轻。 
结论 1.仅通过临床表现､ 脑脊液生化､ 常规检查及影像学改变作出临床诊断,一方面容易将部分病

毒性脑炎误诊为化脓性脑膜炎而滥用抗生素,另一方面容易将病毒性脑炎漏诊而诊断为其它非颅内

感染性疾病。按照 2016 年《急性细菌性脑膜炎诊治指南》的建议,抗生素使用策略有待商榷。2.推
广病毒病原学的快速检测对于降低儿科临床医师对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误诊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906 
 

PU-4261 

某院儿科住院患者药品不良反应调查分析 
 

曾晓芳,蔡鸿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了解某院儿科住院患者药品不良反应(ADR)的发生和分布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对某院儿科 2015 年~2017 年收集到的 ADR 87 例,从性别､ 年龄､ 引发 ADR 的药品种类､ 给

药途径､ ADR 累及器官或系统及临床表现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年龄<3 岁患儿发生 ADR 的比例 高(55 例,63.22%);静脉滴注给药引发 ADR 的比例 高(65
例,74.71%);抗肿瘤药物引起的 ADR 多(46 例,52.87%)。 
结论 必须重视小儿 ADR 的监测和报告,尽量减少或避免 ADR 发生。 
 
 
PU-4262 

儿童哮喘药物治疗新靶点 --CFTR 氯离子通道阻断剂的探索 
 

陈俊铎,林广裕,蔡志伟,林创兴,蔡灿鑫,谭丽蓉,蔡晓莹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00 

 
 
目的 研究 CFTR 氯离子通道在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引起的气道黏液高分泌中的作用,以探讨

儿童哮喘药物治疗的可能新方法。 
方法 选用离体培养 Calu-3 细胞作为细胞模型,在细胞丰度达到 90%时,实验组加入 RSV 吸附 2 hrs,
对照组相应更换细胞维持液。运用 qRT-PCR 技术检测 RSV 感染后不同时间点 CFTR mRNA 表达

水平;碘离子外排技术检测 RSV 感染后不同时间点经 CFTR 氯离子通道的碘离子外排量。 
结果 RSV 感染 Calu-3 细胞后第 24 hrs 和第 96 hrs,实验组 CFTR mRNA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P < 0.05)。在 RSV 感染 Calu-3 细胞后第 96 hrs,实验组的碘离子外排峰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在 RSV 感染 Calu-3 细胞后第 24､ 48､ 72､ 84､ 120 hrs,实验组的碘离子外排峰值与对

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RSV 感染能使 CFTR 氯离子通道基因的表达水平增多､ 功能活动增强,CFTR 氯离子通道可能

是呼吸道上皮黏液分泌亢进的下游靶标,阻断 CFTR 通道活性,有可能是儿童哮喘药物治疗的新靶

点。 
 
 
PU-4263 

一例肺炎患儿的病例分析 
 

赵杰,赵瑞玲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在肺炎病例中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切入点及药学监护方法。 
方法 以对一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病例分析为切入点,对该例患儿抗感染治疗方案､ 糖皮质激素使

用及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治疗过程及可开展的药学服务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临床药师利用药学专业知识协助医生制定治疗方案,增强药学监护意识,为保障患儿用药安全有

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论 临床药师积极参与药学监护,提供药学服务,有利于患儿者用药安全､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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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olates from 

child patients of high-risk wards in Shenzhen, China 
 

Yang Qin,WEN FEIQIU,ZHENG YUEJIE,ZHAO RUIZHEN,HU QINGHUA,ZHANG RENLI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38 

 
 
Objective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causes high rates of mortality and 
a substantial burden to health systems worldwide.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MRSA isolated from children treated at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Methods 140 MRSA strai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e further 
performed spa typing,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SCCmec), pvl gene and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Results These MRSA strains were sensitive to most non-β-lactam antimicrobial agents. ST59 
was the most common MLST lineage (54.3%). Most MRSA isolates belonged to SCCmec IV 
(64.3%) and V (22.8%). The MRSA-ST59-SCCmec IV-t437 clone was found to be predominant, 
infecting 28.6% of patients studied. Moreover, 50.7% of MRSA isolates were pvl positive. 
Conclusions We thus report preliminary data on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MRSA 
genotypes in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These findings characterize the MRSA colonization 
dynamics in child patients in China, and may aid design of strategies to prevent MRSA inf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PU-4265 

活化血小板的 miRNA 转移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表型转换 
 

曾智,邓伟豪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众所周知,血小板通过分泌各种细胞因子在大多数生物过程(如炎症､ 免疫､ 肿瘤生长和转移等)
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已发现血小板可通过与其它血管细胞(如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相互作用并

参与多种病理生理过程。血小板含有与病生理条件相关的转录子,被活化后将释放到血液循环中,发
生 miRNA 水平转移到其它血管细胞并参与蛋白质的形成。基于这种新方法的发现,血小板可以用作

信使通过细胞间的 miRNA 转移“命令”其它血管细胞。因此,了解血小板与其它血管细胞相互作用的

机制,将为心血管疾病提供新的治疗靶标。 近,尽管已有文献报道血小板可转移其 miRNAs 至血管

平滑肌细胞(VSMCs)抑制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诱导 VSMCs 的增殖,然而,血小板的 miRNAs 转移对

VSMCs 表型转换的调控机制尚未清楚。 
方法 采用免疫印迹､ qRT-PCR､ 免疫荧光､ RNA-IP､ 基因过表达与沉默等其它分子生物学实验以

及动物模型进行全面的研究。 
结果 健康人的血小板经活化后,血小板转移至冠状动脉平滑肌细胞(HCASMCs)的数量呈时间依赖性

增加。在 mRNA 水平,活化的血小板能明显增加基因 ACTA2(α-SMA)､ CNN1(Calponin)､
TAGLN1(SM22α)和 SRF 的表达,减少 PCNA 基因的 mRNA 水平;在蛋白水平,活化的血小板能明显

下调 VSMCs 的 PCNA 表达,上调 α-SMA 表达。接着,证实血小板的 RNA/miRNA 也能转移至

HCASMCs,并且能被 HCASMCs 转录并翻译成蛋白发挥功能。随后,我们还发现,活化血小板与

HCASMC 共培养后,受体细胞的 miRNAs 水平显著升高。进一步的实验结果显示,该作用主要是通

过血小板激活后分泌的血小板衍生的微粒里的 miRNA 转移调控 VSMCs 的表型转换。在动物模型

中,我们观察到在血管损伤的情况下,血小板可进入到血管平滑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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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合体内外实验,明确血小板 miRNAs 水平转移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促进其分化的作用,
并确定了血小板中 miR-143/145 和 miR-223 通过调控 PDGFRβ 和 AMPKα/ACC 信号通路,参与血

管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的分子机制。 
 
 
PU-4266 

二氮嗪治疗无效的新生儿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 1 例报告 
 

夏斌,张繁锦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congenital hyperinsulinism,CHI)患儿的常见临床表现和基因突变特

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CHI 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检查结果,复习 CHI 患儿 ABCC8 基因突变相关文

献。 
结果 患儿生后出现反复低血糖,二氮嗪治疗无效,需要长期口服大剂量葡萄糖维持血糖,现存活已经 3
年多,基因检测结果为 ABCC8 基因 p.R1436Q､ p.W1246R 位点杂合突变,其中 ABCC8 基因

p.W1246R 位点突变为首次报道。 
结论 尽早完善 CHI 相关基因检查有助于早期诊断 CHI,有利于 CHI 患儿的临床干预,减少脑损害等并

发症,指导优生优育。 
 
 
PU-4267 

Levocarnitine improves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children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Wang Yuwen,Xu Yi,Zou Runmei,Wu Lijia,Liu Ping,Yang Hong,Xie Zhenwu,Wang Cheng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evocarnitine supplementation on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DCM). 
Methods Twenty-three children with DCM (10 male, 13 female, aged 1 month to 13 year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n = 15) and control group (n = 8).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orally given hydrochlorothiazide, enalapril, and spironolactone; additionally, 
patients with heart function of grade IV were orally given digoxin, and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heart failure were intravenously given dopamine and dobutamine. When the cardiac function was 
restored to grade II-III, patients were orally given metoprolol. Patients received double-dose of 
enalapril and metoprolol in 2 to 4 weeks, and the renal function and serum potassium were 
dynamically monitored. At 1, 3, 6 and 12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ere given levocarnitine oral solu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onventional therapy in the control group.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EF), short axis 
shortening (FS), left atrium (LA) and left ventricle (LV) were measured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 follow - up. 
Results The children with DCM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The heart fun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Moreover, the EF and FS were increased, the LA 
and LV diameters were reduced (P <0.05), and the inner diameter of the LA was reduced more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s Levocarnitin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hildren with 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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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68 

The duration of oral rehydration salts I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vasovagal syncope 

 
Wu Lijia1,Chu Weihong1,2,Zou Runmei1,Xie Zhenwu1,Wang Cheng1 

1.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uration of oral rehydration salts I (ORS I)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vasovagal syncope (VV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patients with unexplained syncope. The patients were 
meeting the initial head-up tilt test (HUTT) was a positive response of VVS; accepting ORS I 
treatment as soon as the diagnosis was definite and having a good obedience; undergoing HUTT 
at every visit until it was a negative response, and continued 6 months follow-up. 129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ged from 7.0 to 17.0 years (mean 11.8±2.0 years), 57 male and 72 female. The 
history was from 1 week to more than 10 years, median time was 4 months. The number of 
syncope were from 2 to more than 20 times. The follow-up time was from 26 to 33 weeks (mean 
27.8±6.9 weeks). Therapeutic effect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negative HUTT 
response, the duration of ORS I treatment was explored. 
Results All 129 patients had an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when HUTT was a negative 
response. The time of negative HUTT response was from 2 to 13 weeks, mean 8.4±6.9 week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6.89~9.84)]. The difference of the time of negative HUTT response 
were all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12 years groups and ≥12 years groups,between 
vasodepressor type and mixed type and between 2~5 episodes and ≥ 6 episodes (P>0.05). 
Conclusions ORS I is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measure for children with VVS, the recommended 
duration of treatment is two months. 
 
 
PU-4269 

综合医院儿科临床抗生素控制的 PDCA 循环管理实践 
 

林创兴,林广裕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 PDCA 管理工具在综合医院儿科临床抗生素控制管理中的使用,为同行规范使用抗生素提

供参考和借鉴。 
方法 依据 PDCA 管理循环原理,结合近年来国内外 新感染及抗生素应用研究进展,通过 2010 年 1
月份到 2011 年 7 月份一年半的三个 PDCA 循环管理,每半年一个循环对我院儿科病区的抗生素使

用进行分期整治, 后将管理经验制度化。第一个循环禁止手足口病､ 病毒性肠炎抗生素的使用;第
二个循环严控上呼吸道感染､ 高热惊厥抗生素的使用;第三循环严控喘息性疾病抗生素的使用;第二

､ 三循环中强调血炎症指标不高,不使用抗生素,使用抗生素需请示二线医师;总结三个 PDCA 循环管

理经验并制度化。 
结果 通过应用 PDCA 管理工具对儿科抗生素使用进行管理,通过三个循环,将抗生素使用率由原来的

90%以上降低到 50%左右;第一个 PDCA 循环后,抗生素使用率由原来的 90%以上降低到 80%左右,
第二个 PDCA 循环后,抗生素使用率由 80%左右降低到 70%左右,第三个 PDCA 循环后,抗生素使用

率由 70%左右降低到 50%左右,将三个 PDCA 循环管理经验制度化后,2012 至 2016 年 5 年期间,每
年抗生素使用率均在 50%以下。 
结论 在综合医院儿科应用 PDCA 管理循环工具,以儿科常见的病种作为重点管理对象,能有效降低儿

科抗生素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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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70 

双花退热方保留灌肠对小儿乳蛾高热降温的影响 
 

姚华新 
浙江新安国际医院 314000 

 
 
目的 探讨双花退热方保留灌肠对小儿乳蛾高热降温时的作用。 
方法 浙江新安国际医院儿科病房小儿乳蛾高热患者 9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治疗组给予布洛芬口服液或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液交替口服降温处理和常规高热护理,观察组

在此基础上给予双花退热方保留灌肠每日上下午灌肠 2 次,每次 50ml,3d 为一疗程。比较两组在降

温时的效果以及不良反应。 
结果  观察组 48 例患儿中痊愈 16 例,显效 21 例,有效 9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5.83% 
结论 双花退热方保留灌肠能使小儿乳蛾引起的高热退热速度更快且维持时间更久。 
 
 
PU-4271 

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的一般要素探讨 
 

张冠东 
1.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2.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探索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的一般要素。 
方法 过日常工作及学习法规规范,认识到儿童作为弱势群体,严格的伦理审查是保障其在药物临床试

验中权益的重要手段。 
结果 对药物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的一般要素进行了归纳及分析,以期日后能更严谨和完善地进行伦理

审查工作。儿童作为弱势群体,严格的伦理审查是保障其在药物临床试验中权益的重要手段。 
结论 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及研究者的资质是保障儿科人群权益的主要因素。 
 
 
PU-4272 

新形势下的医院药学部的工作转变 
 

谢鸿蒙
1,牛奔

1,贾运涛
1,刘彬

1,李静一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重庆科技学院医院 

 
 
目的 分析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新医疗模式的开展对医院药学部工作的影响。 
方法  对政府工作文件及国内外医改试点医院工作情况､ 变化进行分析。 
结果 医院药学部将进一步健全､ 保障药品供应机制,并建立现代化的药房,使药师逐步回归本质工作,
逐步开展建立药历､ 处方点评､ 建立咨询窗口､ 培养梯度性药师团队､ 临床药师入驻临床并参与临

床科研等工作。 
结论 新医疗体系后药师地位将得到提高,并承担起药学监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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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73 

1 例癫痫合并肝功能异常患儿应用丙戊酸的药学监护 
 

秦倩倩,赵瑞玲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13 

 
 
目的 研究药师参与癫痫合并肝功能异常患儿使用丙戊酸药学监护的内容与方法。 
方法 检索国外 pubmed､ EMbase 数据库,国内万方数据库 
结果 国外文献研究结果表明血药浓度高低与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尤其是肝功能异常无明确相关性,
联合用药,包括肝酶异常等导致肝功能异常加重。国内文献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血药浓度范围内都

出现了不良反应,随着血药浓度的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有增多的趋势,因此尤其要关注药物过量引

起的不良反应。 
结论 药师建议肝功能异常化患儿应用药物期间每周监测肝功能及血药浓度,同时并用保肝药物,避免

同时使用有肝毒性的其它药品。如果出现肝功能进一步损伤情况应立即停药,换用其他抗癫痫药

物。 
 
 
PU-4274 

免疫抑制剂在儿童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的应用 
 

李静,李琴,卢金淼, 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激素耐药性肾病综合征的治疗在儿科患者中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目前的指南推荐使用环

孢素､ 他克莫司､ 霉酚酸酯等免疫抑制剂用于激素耐药性肾病综合征患儿的治疗。本研究的目的是

比较环孢素､ 他克莫司和霉酚酸酯对激素耐药性肾病综合征儿童的疗效,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70 名使用环孢素､ 他克莫司和霉酚酸酯作为初始免疫抑制治疗的激素耐药性

肾病综合征患儿的病史记录,定义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为治疗有效。 
结果 12 例接受环孢素治疗的儿童中有 5 例(41.7%)在 6 个月时达缓解,5 例(41.7%)在 12 个月时达

缓解。接受他克莫司治疗的 47 例患者中有 9 例(19.1%)在 6 个月内缓解,20 例(42.6%)在 12 个月时

缓解,6 例(12.8%)在 24 个月内达到缓解。霉酚酸酯组 6 个月和 12 个月的缓解的人数分别为

4(36.4%)和 2(18.2%)。环孢素､ 他克莫司和霉酚酸酯组儿童复发率分别为 30.0%､ 45.7%和

50.0%。 
结论 基于相似的基线特征,环孢素和他克莫司作为激素耐药性肾病综合征的初始治疗具有比霉酚酸

酯更好的缓解率以及复发率,而霉酚酸酯则具有快速的缓解作用。 
 
 
PU-4275 

托吡酯致癫痫患儿肾结石 
 

李静,卢金淼,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道一例儿童服用托吡酯抗癫痫导致肾结石的不良反应。 
方法 分析患儿用药情况及相关检查以及病例的不良反应相关性并对托吡酯导致儿童泌尿系统结石

进行文献回顾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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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该例不良反应报告采用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推荐的不良反应关联性

评价标准评定后,其归类为“很可能”。 
结论 托吡酯可导致儿童发生泌尿系统结石,在其治疗期间应充分饮水,防止发生结石。 
 
 
PU-4276 

JCI 与 HIMSS EMRAM 六级双重标准下的医院药学管理 
 

王广飞,李静,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 JCI 与 HIMSS EMRAM 六级双重标准下的我院药学管理。方法:我院通过参与 JCI 第五版

以及 HIMSS EMRAM 六级国际标准评审,规范医院药学服务制度,促进合理用药。 
方法 我院通过参与 JCI 第五版以及 HIMSS EMRAM 六级国际标准评审,规范医院药学服务制度,促
进合理用药。 
结果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于 2014 年 8 月通过 JCI 第五版认证,于 2016 年 11 月

通过 HIMSS EMRAM 六级评审,建立了规范的药学管理制度,实现了药品闭环信息化管理。 
结论 JCI 标准是国际先进医疗机构评审标准,医院可以依据 JCI 标准建立标准化药学管理制度,促进

医院患者用药安全､ 质量及持续改进。HIMSS EMRAM 评审标准是国际上对医院整体信息化建设

水平的评价体系之一,是将已经制定 JCI 标准的医院规章制度和诊疗流程通过信息化手段来固化的

过程,是实现安全质量目标的 有效措施。 
 
 
PU-4277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简介及不良反应归纳分析 
 

王广飞,李静,卢金淼,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简介七种临床上常用的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总结临床上使用的碳青霉稀类抗生素发生的药物

不良反应(ADR),分析不良反应发生特点,为临床合理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查阅目前应用于临床的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并通过中国知网(CNKI)､ 万方数据库､ 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维普)检索 1990—2016 年公开发表的关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导致的不良反应文献,并对

其进行分析､ 汇总。 
结果 目前临床应用的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有七种,包括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帕尼培南/倍他米隆､ 美

罗培南､ 比阿培南､ 厄他培南､ 多尼培南､ 泰吡培南酯。收集报道不良反应的文献有 159 篇,其中

泰吡培南酯及多尼培南目前未找到公开报道的不良反应,其余的五种碳[1]青霉烯类抗生素临床上报

道的不良反应共有 430 例,主要来自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泰能)有 316 例占 73.49%;男性 254 例,女
性 158 例,不详 18 例;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患者 ADR 发生率 高;主要原发疾病为呼吸系统疾病､ 循

环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约占整个原发疾病的 53.48%;ADR 临床表现主要是在神经系统､ 消化

系统以及皮肤及附件等占 84.89%;用药 1 天以后发生 ADR 占 87.44%;有 98.38%的患者病情完全消

失或好转,死亡病例有 5 例占 1.16%,其中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4 例,美罗培南 1 例。 
结论 高龄(年龄>60 岁)､ 肝肾功能不全､ 神经系统疾病病史等因素为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发生不良反

应的高危因素,临床使用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时要进行血药浓度监测,提高临床药师参与度,关注碳青霉

烯类抗菌药物的 ADR,保障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合理性,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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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78 

小分子药物 II 相代谢 合物水解及促进酶解过程的研究进展 
 

陈丽竹,卢金淼,郁颖佳,段更利,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概述小分子药物 II 相代谢 合物水解及促进酶解过程的研究进展,使生物样本的分析前处理方

法简单､ 高效。 
方法 查阅近几年相关文献,归纳小分子药物 II 相代谢常见结合反应的类型并总结代谢 合物的水解

方法及目前促进酶解过程的研究进展。 
结果 II 相代谢是药物原型或 I 相代谢物在体内的结合反应,包括糖苷结合､ 硫酸化､ 甲基化､ 乙酰化

､ 氨基酸结合､ 谷胱甘肽结合､ 脂肪酸结合､ 缩合反应 II 相代谢 合物常见的水解方法包括酸水解

､ 碱水解､ 酶水解。促进酶解反应方法包括红外辐射法､ 超声波法等。 
结论  II 相代谢是药物原型或 I 相代谢物在体内的结合反应。其中, 常见小分子药物 II 相代谢反应

是与糖苷结合和与硫酸结合,生成葡萄糖醛酸 合物或硫酸酯代谢产物。II 相代谢 合物中,酶水解

以其简单､ 安全､ 温和,专一性强,成为目前使用 广的水解方式。促进酶解反应方法中的两种方法

都对不同的酶系反应有促进作用。 
 
 
PU-4279 

利妥昔单抗在儿童肾病综合征中的应用 
 

李静,卢金淼,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对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的研究进行综述,并讨论利妥昔单抗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查阅文献,进行综述讨论。 
结果 RTX 对于儿童复杂 FRNS / SDNS 的治疗效果是值得期待的。进一步改进 RTX 的治疗方案,包
括免疫抑制辅助治疗和重复 RTX 疗程,可能有助于延长无复发周期。 
结论 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新的抗 CD20 单克隆抗体用于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疗效和安全

性。 
 
 
PU-4280 

头孢唑肟致幼儿过敏性休克及溶血性贫血案例分析及文献回顾 
 

李琴,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报道一例间歇使用头孢唑肟致幼儿过敏性休克及溶血性贫血的不良反应。 
方法 分析患儿用药情况及相关检查,并对头孢唑肟导致溶血性贫血和过敏性休克的原因进行分析。 
结果 对于使用头孢唑肟的患儿,应避免间歇使用。如果患儿在病程早期短期使用过头孢唑肟,则应尽

量避免再次使用。一旦患儿出现溶血的症状､ 体征,应立即停止使用头孢唑肟,给予抢救措施的同时

应寻求免疫学证据。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即:直接 Coombs 试验)阳性,且没有引起继发性溶血的遗

传因素,排除其他疾病后可诊断为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结论 建议避免间歇使用头孢唑肟静脉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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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81 

Ceftriaxone-induced Fatal 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 
and Literature Review in Children 

 
Lu Jinmiao,Jing Li,Qin Li,Zhiping L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Objective To report a case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a five-year-old boy at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Methods Analysis on drug use and clinical feature of the patient.   
Results Ceftriaxone is a third-generation semi-synthetic cephalosporin that has a relatively 
strong activity against Gram-positive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Its advantages include broad 
spectrum activity, high efficacy, long half-life that only requires a single dose a day, resistance to 
enzymes, and few side effects. Ceftriaxone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antibiotics 
clinically. It is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meningitis, pneumonia, peritonitis, 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s, urinary system infections, infections of the bone and joints, gonorrhea, biliary tract 
infections, septicemia, reproductive system infections, and surgical prophylaxis caused by 
susceptible bacteria.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s seven to eight percent. The main 
adverse effects are allergic reactions, gastrointestinal tract reaction, hepatic and renal toxicity, 
chronic hemolytic anemia, thrombophlebitis, etc. 
Conclusions The onset of ceftriaxone induced AIHA in children varies from minutes to days due 
to individual variation. 
 
 
PU-4282 

R/S 手性布洛芬的药代动力学相关遗传因素 
及其在新生儿中的应用进展 

 
卢金淼,朱琳,李琴,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就 R/S 手性布洛芬的药代动力学相关遗传因素及其在新生儿中的应用进展做一综述。 
方法 查阅文献,综述讨论 
结果 更深入了解 CYP 酶参与的布洛芬药物代谢,可能将有助于预测它们生物活性以及药物功效。 
结论 结合药物代谢酶的基因多态性,将来可能为儿童制订个体化给药方案､ 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PU-4283 

枸橼酸咖啡因在早产儿中的药代动力学 
及其在呼吸暂停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卢金淼,朱琳,李静,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本文就咖啡因在早产儿中的药代动力学及其在早产儿呼吸暂停等相关疾病中的应用进展做一

综述。 
方法 查阅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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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枸橼酸咖啡因是新生儿医学中的一种其治疗效果好,且副作用少的药物。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对于早产儿中的剂量选择带来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差异,以及疗程长短和随时间变

化所需要的剂量调整方案,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 
 
 
PU-4284 

表观遗传学因素对转运蛋白 ABCB1 
及药代动力学影响的研究进展 

 
卢金淼,李琴,李智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本文综述了在表观遗传的调节机制下,药物转运体中 ABCB1 的转录和转录后机制的 新研究

进展。 
方法 查阅文献,综述讨论 
结果 基于表观遗传学修饰的 DNA 甲基化可以调节 ABCB1 表达,同时 ABCB1 还受到组蛋白乙酰化

和 miRNA 的调控。 
结论 目前组蛋白修饰对 DTR 表达中个体间差异的研究尚缺乏临床试验的验证。miRNA 可能在药物

转运体的 mRNA 表达翻译过程中直接发挥作用和间接发挥作用,并且其可能在 ABCB1 表达个体间

差异中起重要作用。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使用新的表观遗传学生物标记物和更快的基因检

测方法,表观遗传变异与 DNA 序列变异之间可以建立沟通的桥梁,两者的联合结合临床试验数据将为

个体化药物治疗开拓和提供标准化的临床治疗策略。 
 
 
PU-4285 

儿童慢性鼻-鼻窦炎细胞免疫状况研究 
 

刘建梅,周丰梅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本文通过探讨儿童慢性鼻-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的外周血细胞免疫状况与疾病本

身的相关性,以期为制定更合理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从而提高儿童 CRS 的治愈率及缩短疗程。 
方法 儿童慢性鼻-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逐渐成为儿科的常见病及多发病。目前关于儿

童 CRS 的发病机制研究尚未完全明确,当前国内有关研究都停留在鼻腔内细菌的分布及鼻息肉中细

胞因子及嗜酸性粒细胞等方面,关于儿童 CRS 外周血中细胞免疫状况的研究尚少。本研究通过对

2016 年 3 月~2017 年 3 月的门诊就诊的儿童慢性鼻—鼻窦炎(CRS)患者 71 例(实验组)､ 正常健康

体检儿童 59 例(对照组)的血清中 CD4+T 细胞(Th)､ CD8+T 细胞(Ts)､ CD19+B 细胞､ CD3+T 细胞

､ NK 细胞及 CD4+/CD8+比值进行检测,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儿童慢性鼻-鼻窦炎组(CRS)总共有 71 例,正常健康体检儿童组总共有 59 例,两组别间年龄､ 性

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儿童 CRS 组的 NK 细胞低于健康儿童组(t=7.301,P=0.00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儿童 CRS 组的 CD8+T 细胞低于健康组(t=2.942,P =0.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RS 组的

CD19+B 细胞高于健康儿童组(t=-7.828,P=0.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儿童 CRS 组的 CD4+/CD8+

比值高于健康儿童组(t=-3.265,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上述有统计

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分析,NK 细胞的分析结果是:P=0.008,OR 值=0.799,95%CI:0.678-0.943,CD19+B
细胞的结果是:P=0.009,OR 值=1.224,95%CI:1.052-1.423,表示 NK 细胞可能是儿童 CRS 的保护因

子,而 CD19+B 细胞则可能是儿童 CRS 的危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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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RS 儿童的外周血 NK 细胞､ CD8+T 细胞降低,CD19+B 细胞及 CD4+/CD8+比值有升高;NK 细

胞减低及 CD19+B 细胞升高均可能引起儿童 CRS 的发生。 
 
 
PU-4286 

布地奈德联合特布他林雾化吸入治疗儿童感染 
后慢性咳嗽的疗效观察 

 
陈英才,朱明武 

天津医科大学中新生态城医院 300000 
 

 
目的 观察布地奈德联合特布他林雾化吸入治疗感染后咳嗽的疗效。 
方法 124 例确诊为呼吸道感染治疗后仍有频繁的慢性咳嗽的患儿 , 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 64 例 ( 布
地奈德联合特布他林雾化吸入治疗 ) 和对照组 60 例 ( 止咳化痰药物口服治疗 ), 观察比较两组疗效 
结果 治疗后 1､ 7､ 10､ 14 d 及以上进行咳嗽症状评分 , 观察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布地奈德联合特布他林雾化吸入治疗儿童感染后慢性咳嗽,能够明显改善患儿咳嗽症状,缩短咳

嗽持续时间,疗效肯定,患儿依从性高,副作用小,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U-4287 

药师参与腹膜炎患儿药物热治疗的实践体会 
 

王雨萍,董迎,陆国金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分析总结临床药师实践案例,引起临床对药物热的重视。 
方法 以时间为轴对腹膜炎患儿合并亚胺培南药物热病例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患儿在使用亚胺培南治疗后 d3 体温恢复正常,d8 出现波动,d12 亚胺培南加量后体温升至 38-
39℃,d17 更换为头孢哌酮舒巴坦联合利福平治疗后,体温仍 39℃左右,d21 采纳药师建议停用抗菌药

物,当天患儿体温恢复正常至 d30 出院。 
结论 临床医师应关注抗菌药物药物热,尽早判断药物热,减少和避免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 
 
 
PU-4288 

药师伦理学素养与药学实践模式的研究 
 

张继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15 

 
 
目的 医院临床药物指导是医院药师对患者及家人的药学服务的主要形式,指导工作的效率及质量是

否达到医疗工作的学科专业目标与医院药师对患者的伦理关怀的效能密切相关。 
方法 本文从本院药物临床指导伦理关怀现状出发,结合实际案例提出医院药师伦理关怀的工作模式

假想和建议,通过这种方式使医院药师人性的善良､ 同情心､ 专业知识及伦理关怀得以释放。 
结果 通过伦理关怀模式的建立,提高药师的主动性,创新性､ 科学性､ 学习性才有充足的动力,使医院

药师的职业愿景､ 成就归属感成为现实,医院药师将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患者 信赖的人,临床-医学药

学伦理将焕发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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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医院药学学科只有满足临床患者的医疗需求,使医院药师的学科专业性在医疗过程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使非专业学科医务人员及患者､ 家属能从中获益,医院药学学科才有生存的必要性和拓展的

空间。 
 
 
PU-4289 

万古霉素致脉管炎一例 
 

封丽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1 例 1 岁女性患儿,因脓毒症应用万古霉素抗感染,加用万古霉素后发现患儿左手手指末端皮肤

发绀,停用万古霉素,加用多巴胺改善循环后,患儿左手指末端发绀情况逐渐好转,复查左上肢动脉彩超

较前好转,继续抗感染等综合治疗后出院。 
方法 患儿,女,1 岁,河北省藁城市人,主因间断发热半月余,腹泻 1 周,呼吸困难 6 小时于 2016-05-05 
01:15 入院。患儿于半月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间断发热,体温 高时达 38.6℃,无明显咳嗽咳痰､ 鼻

塞流涕等,于当地诊所给予“消炎药(具体药物名称及剂量不详)”肌注 2 天,右侧臀部肌肉注射部位于肌

注第 2 天出现水泡,局部热敷后无好转,逐渐转为脓肿,1 周前患儿出现腹泻,为黄色稀便,初为每日 2-3
次,逐渐增加至 7-8 次,无恶心呕吐,仍有发热,给予局部脓肿切开引流,6 小时前患儿出现呼吸困难,急
来我院。 
入院后诊断为 1､ 脓毒症 2､ 重症肺炎 3､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①心力衰竭②低钾血症③应激性

高血糖④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碱中毒⑤弥散性血管内凝血?4､ 右侧臀部切开引流术后 5､ 智力

运动发育落后。入院后应用美罗培南抗感染,完善相关化验检查示白细胞 12.82^109/L,C 反应蛋白

67.9mg/L,降钙素原 7.05ng/ml,考虑降钙素原较高,明确细菌感染,且感染较重,于入院第 4 天加用万

古霉素 140mg 加入 0.9%氯化钠注射液 20ml Q12H 以 20ml/h 泵点联合抗感染。加用万古霉素 3 天

后发现患儿左手手指末端皮肤发绀,皮温低,肱动脉搏动有力,桡动脉未触及,急查床旁上肢动静脉彩超

提示 1.左侧肱桡动脉血流速减低 2.左侧尺动脉中远段血流填充不满意(不除外闭塞)3.双侧腋动脉､

肱动脉及右侧桡动脉､ 尺动脉结构及血流未见异常;双侧上肢静脉未见异常,补充诊断为左前臂脉管

炎。 
结果 考虑万古霉素相关脉管炎,停用万古霉素,加用多巴胺改善循环,后患儿皮温上升,左手指末端发

绀情况逐渐好转,复查左上肢动脉彩超较前好转,继续抗感染等综合治疗后好转出院。 
结论 万古霉素在治疗革兰阳性球菌感染中疗效肯定,但个体差异大,影响因素较多,临床可通过血药浓

度监测,综合分析多方面因素,以减少不良反应,提高治疗效果。 
 
 
PU-4290 

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患儿神经心理功能研究 
 

刘晓军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使用临床量表评估的方法对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benign childhood epilepsy 
centrotemporal spikes,BECT)患儿神经心理功能进行研究分析。 
方法 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天津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的按照

1989 年国际抗癫联盟所制定的癫痫综合征分类中符合儿童良性癫痫伴中央-颞区棘波(BECT)诊断标

准的患儿 18 例,其中男孩 10 例,女孩 8 例,年龄 6-1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9.5±3.5 岁,病程 短 6 月,
长 5 年。健康对照 10 例,男孩占 5 例,女孩占 5 例,年龄在 8-1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0±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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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集病史分别对 18 例 BECT 患者和 10 例健康对照进行临床量表评估,包括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量表(PSQI)､ Epworth 嗜睡量表(ESS)､ 持续执行测试(IVA-CPT)､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R)评
价神经心理功能,所有量表得分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临床量表评估结果显示 BECT 亚组间嗜睡评分有放电组[(3.0±2.0)分]较较无放电组[(2.5±2.5)] 
(t=2.17,P=0.5)无差别。疲劳评分有放电组[(3.5±2.5)分]较无放电组[(2.5±2.5)] (t=0.08,P=0.35) 无差

别。总智商评分有放电组[(87±11.5)分]较无放电组[(98.5±13.5)] (t=1.51,P=0. 85) 无差别。言语智

商评分有放电组[(23.5±21.5)分]较无放电组[(48.0±11.5)] (t=1.55,P=0. 025)显著降低。操作智商有

放电组[(46±14.5)分]较无放电组[(48.5±13.5)] (t=1.81,P=0. 45)无差别。持续执行测试(IVA-CPT)中
综合注意力评分有放电组[(66.5±26.5)分]较无放电组[(105±13.5)] (t=3.17,P=0. 019) 显著降低。视

觉注意力评分有放电组 (76±19)分]较无放电组 [(103±13)分] (t=2.92,P<0.027)显著降低,听觉注意力

评分有放电组 (59.5±33.5)分]较无放电组 [(104.5±13.5)分] (t=2.92,P=0.03)显著降低,视觉警醒评分

放电组 (59.5±33.5)分]较无放电组 [(104.5±13.5)分] (t=2.92,P=0.02)显著降低。 
结论 跟正常对照比较,BECT 患者组持续执行测试中视觉注意力评分降低,视觉速度评分降低,听觉警

醒评分降低。跟 BECT 患者无放电组比较,BECT 患者有放电组综合注意力评分降低,视觉注意力评

分有降低,听觉注意力评分显著降低,视觉警醒评分降低。 
 
 
PU-4291 

PDE4D 基因多态性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相关性研究 
 

林荣军,管仁政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0 

 
 
目的 研究磷酸二酯酶 4D(PDE4D)基因 rs1544791 位点多态性与中国汉族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相关

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选取 132 名支气管哮喘患儿及 181 名健康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提取

外周血白细胞 DNA,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经外切核酸酶及虾碱酶纯化后,用连接酶反应连接

荧光标记的特异探针,通过毛细管电泳来区分基因位点,并对比分析出两组人群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

基因频率的差异,应用卡方检验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哮喘组和对照组 PDE4D 基因 rs1544791 位点的分布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两组

PDE4Drs1544791 位点的 3 种基因型(TT､ CT､ CC)的分布及等位基因频率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磷酸二酯酶 4D(PDE4D)基因 rs1544791 位点多态性与中国汉族儿童支气管哮喘无相关性。 
 
 
PU-4292 

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在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转归中的临床意义研究  
 

管仁政,林荣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0 

 
 
目的 通过检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sIgE)､ 血清

总 IgE､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s,EOS)计数､ 呼出气一氧化氮(Fraction exhaled nitric 
oxide,FeNO)及日后反复喘息和哮喘的发生率,探讨 FeNO 测定在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远期转归中的临

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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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符合毛细支气管炎入选标准的患儿,根据有无特应性体质分为特应性体质组和非特应性体质

组。分别检测并记录两组患儿在急性期､ 治疗后 1 个月､ 3 个月 FeNO､ 外周血 EOS､ 血清总 IgE
及随访 6 个月､ 12 个月反复喘息和哮喘的发生率。 
结果 (1)无论是急性期､ 治疗后 1 个月及 3 个月的 FeNO､ 血清总 IgE 及 EOS 特应性体质组均较非

特应性体质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特应性体质组 FeNO､ IgE 及 EOS 在治疗后 1 个

月及 3 个月后与急性期相比,逐渐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非特应性体质组患儿的 IgE
及 EOS 在治疗 1 月及 3 个月后与急性期相比,逐渐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在 6 个月

､ 12 个月的随访中,特应性体质组患儿在喘息次数及哮喘发生率均高于非特应性体质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5)特应性体质组急性期 FeNO 与 6 个月及 12 个月随访喘息次数成显著正相关

(P<0.01)。 
结论 (1)特应性体质组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急性期､ 治疗后 1 个月及 3 个月的 FeNO､ 血清总 IgE
及 EOS 均较非特应性体质组高,并且特应性体质组后期反复喘息的次数和发展为哮喘的可能性高于

非特应性体质组,以上提示特应性体质是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日后反复喘息及发展为哮喘的高危因

素。(2)FeNO 并不是在所有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中都升高,特应性体质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FeNO
与后期随访反复喘息次数成正相关,提示 FeNO 可能成为预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日后反复喘息和发

展为哮喘的指标。 
 
 
PU-4293 

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脓胸一例诊治新认识 
 

董春娟,徐勇胜,董汉权,郭伟,张珠莱,张同强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通过病例总结提高对美罗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并脓胸诊治的认识。 
方法 通过对我院 2016 年 4 月收治一例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并脓胸诊治情况复习并查阅文献,加强对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并脓胸认识,避免不当治疗,合理应用药物。 
结果 病初致病性铜绿假单胞菌病为敏感菌,应用美罗培南后病情好转,但病程 10 天,病情再次加重且

出现脓胸,胸水培养出耐药菌,采用联合用药方案,在临床药师指导下根据 PK/PD 理论合理用药,病情

控制,影像学好转。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易诱导耐药,治疗 10 天后病情进展,影像学加重,重症耐药病例需联合用药,并
根据 PK/PD 理论制定合适给药方案。 
 
 
PU-4294 

治疗药物监测适宜作为精准医学实施中患者管理的工具 
 

张华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精准医学计划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发展靶向治疗以及识别能从治疗中受

益的患者,让每个患者得到 恰当的治疗,本文探讨了基于治疗药物监测的个体化给药作为临床患者

管理工具在精准医学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提取关键词,系统复习 TDM 在实施精确医学中的作用,阐明 TDM 与精准医学之间的关系,
结合临床实际情况分析和探讨 TDM 管理患者的作用及价值。 
结果 TDM 可以有效管效管理正常生理状态和特殊病理生理状态下患者的药物暴露,减少外源性物质

如食物､ 药物相互作用对药物暴露的干扰;TDM 与药物基因组学有机结合,相互补充,可实现精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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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目的;加强医务人员教育和培训可以有效提高基于 TDM 的临床药理学建学建议的实用性,发挥

TDM 管理工具的效能。 
结论 TDM 适宜作为精确医学实施中患者管理的有效工具。 
 
 
PU-4295 

医院药品账物相符指标设定初探 
 

李根,陶婉君,梁华,陈岚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设定医院药品账物相符指标,加强药品的在院管理。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和文献研究法对我国医院药学部门账物相符率进行分析和论述。 
结果  设定了调剂部门账物相符率≥90%､药库药品账物相符率 100%､贵重药品账物相符率 100%､
病区抢救车药品账物相符率 100%四个指标,并列出了计算公式及考核周期。 
结论 通过对医院药品账物相符率的设定,强化对在院药品的账物相符管理,有助于医院财务管理,保障

患者用药的及时性。 
 
PU-4296 

Successful Eradication very high titer inhibitor in two 
severe hemophilia B children using Low-dose Immune 

induction treatment (ITI) combined with Rituxmab-major 
immune suppression 

 
唐凌,吴润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Objective Haemophilia B is a rare congenital bleeding disorder due to coagulant factor IX (FIX) 
deficiency. The successful strategy is far from definite. Moreover, as on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igh dose and intermediated dose ITI could not achieved yet. 
Methods Here we report two boys with severe haemophilia B developed very high titer of 
inhibitor and came to our hospital. Patient No.1 (PN1) was a 7 year-old boy with diagnosis of 
severe haemophilia B (FIX<1%) with  gene large deletion in Gene diagnosis.  
Results Though inhibitor has not been negative in PN1, but it is stable at a low level. More 
encouraging, both of them experienced much less bleeding after inhibitor eradicatinn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ese two cases are encouraging especiall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long-
term standard ITI is not affordable. Low-dose ITI with  Rutaximab and other IS might be more 
acceptable options for haemophilia patients with high titer inhibi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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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97 

外周血调节性 T 细胞比例降低和 Th17 细胞比例升高 
提示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预后不良 

 
马静瑶,谷昊,陈振萍,马洁,吴润晖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一种 常见的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病,以血小板减少为主要特

点。针对难治性 ITP 患者的研究认为,除了血小板特异性膜糖蛋白抗体介导的血小板破坏,还存在 T
细胞的功能紊乱。本研究在儿童 ITP 初诊时检测其 Th17 和 Treg 的比例以及相关细胞因子水平,跟
踪并随访患儿血小板计数的变化,以期了解 Th17/Treg 平衡在儿童 ITP 预后中的作用。 
方法 1.病历资料收集:选取 2015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3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三

病房住院治疗的儿童初诊 ITP 患者共 50 例。 
2.全部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reg 细胞和 Th17 细胞在 CD3+淋巴细胞中所占比例

以及 Th17/Treg 的比值,白介素-6(IL-6)､ 白介素-10(IL-10)的浓度。全部患者随访至 12 个月,根据其

血小板数达到并稳定在 100×109/L 的时间分为短期缓解组(总病程<3 月)26 例和慢性组(总病程>12
个月)24 例,比较不同预后组患者初诊时的外周血调节性 T 细胞(Treg)､ Th17 细胞和相关细胞因子

表达情况。 
3.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1)统计描述: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 X + SD)表示,非正态分布以中位数(第 25 百分位,第 75 百分

位)表示; 
(2)成组设计:两组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用单独立样本 t 检验法;计量资料(非正态分布)用秩和检验

法。P<0.05 时提示两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3)相关分析: 
1)对二元正态分布资料采用 Pearson 直线相关分析,r 值代表相关系数,P<0.05 提示有相关性具有统

计学意义。 
2)对不服从双变量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r 值代表相关系数,P<0.05 提示有相关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儿童 ITP 初诊时外周血调节性 T 细胞和 Th17 亚群比例: 
1)Treg 比例在短期缓解组(6.80%±2.55%)明显高于慢性组(4.65%±1.83%); 
2)Th17 比例在短期缓解组[0.35%(0.20%,0.50%)]明显低于慢性组[0.86%(0.50%,1.15%)]; 
3)Th17/Treg 比值在短期缓解组[0.045(0.028)]明显高于慢性组[0.260(0.095,0.495)]。 
2.儿童 ITP 初诊时外周血 T 细胞因子浓度:IL-6 和 IL-10 在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3.相关性分析:全部患儿(r=-0.247,P=0.153)､ 短期缓解组(r=0.113,P=0.584)和慢性组(r=-
0.151,P=0.699)初诊时 Treg 细胞比例和 Th17 细胞均无相关性。 
结论 儿童 ITP 初诊时外周血 Treg 细胞比例降低,Th17 细胞比例升高,Th17/Treg 平衡中 Th17 优势

的患者可能预后不良;对于不同预后的儿童 ITP,初诊时 Treg 细胞和 Th17 细胞间均不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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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98 

免疫抑制治疗联合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儿童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疗效分析 

 
苏雁,郑杰,马洁,张利强,吴润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评价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对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免疫抑制治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1-2016.12 于北京儿童医院应用 ATG+CSA 免疫抑制治疗的 70 例获得性 AA
患儿。其中 36 例给予标准 IST 治疗,34 例接受 IST 联合 3 个月 rhTPO 治疗。数据采用 SPSS 19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ATG 治疗 3 个月血液学有效率 IST+TPO 组 88.2%,明显高于 IST 组的 33.3%;6 个月有效率

IST+TPO 组 76.7%,IST 组 63.9%;12 个月 IST+TPO 组 78.9%,IST 组 75.1%;随访截止时,IST+TPO
组 70.6%,IST 组 75.0%。ATG 治疗 6 个月､ 12 个月､ 观察截止时,两组血液学有效率无明显差异

(P=0.261､ P=0.743､ P=0.678)。IST+TPO 组获得 PR 中位时间 1.5 个月,获得 CR 中位时间 6 个

月;IST 组获得 PR 中位时间 4 个月,获得 CR 中位时间 14 个月。随访截止时,IST+TPO 组脱离血小

板输注中位时间 33 天;IST 组 78 天;脱离红细胞输注中位时间 IST+TPO 组 39 天,IST 组 93.5 天,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ATG 治疗 3 个月,血小板､ 血红蛋白､ ARC 水平 IST+TPO 组明显高于 IST 组,6
个月､ 12 个月,上述数值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两组患儿预期 3 年 OS 率分别为 IST+TPO 组 100%
和 IST 组 8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6)。 
结论 ATG 后给予 3 个月 rhTPO 注射,可提高初治儿童 SAA 免疫抑制治疗早期血液学反应率,加快血

小板､ 血红蛋白恢复,减少血制品输注。对远期血液学反应率､ 血小板及血红蛋白数值､ 总体生存

率无明显影响。 
 
 
PU-4299 

中重型血友病 A 患儿关节出血情况与关节结构､ 功能相关性研究

——单中心横断面分析 
 

姚婉茹,胡楠,张楠楠,王岩,吴润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作为先天性出血性疾病,血友病因缺乏凝血因子Ⅷ或Ⅸ造成患者的反复､ 过度出血。反复关节

出血可造成滑膜炎,导致关节病变致残。凝血因子替代治疗可以延缓或阻止关节病变进展,改善关节

功能,提高患儿生活质量。在治疗过程中,仅通过出血次数的多少无法准确评估患儿关节病变情况,需
进一步行关节结构(影像学)和功能(血友病关节健康状况评分量表 HJHS)评估,而三者间的相关性尚

未得到研究。 
本研究对血友病关节出血情况和关节结构､ 功能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了解三者间的相关性,为临床治

疗和预后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病例资料收集:2016 年 06 月~2016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友病门诊治

疗的 4-8 岁男性中型-重型血友病 A 且有关节出血记录的患儿,以每位患儿出血次数 多的一个关节

为研究关节。收集患儿研究关节的出血情况,包括研究关节的首次关节出血年龄､ 关节出血总次数

､ 近 3 个月关节出血次数。每位患儿于研究期间对研究关节行关节 X 线正侧位检查,并采用

Pettersson 评分系统评分。同时采用 HJHS 评分系统评估关节功能。 
2.将入组患儿研究关节的首次出血年龄､ 关节出血总次数､ 近 3 个月内出血次数分别与该关节 X 线

Pettersson 评分和 HJHS 评分进行分析,并将 X 线评分与 HJHS 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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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二元变量相关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共收集 16 例血友病 A 患儿,中位年龄 5.21(4.00-7.50)岁,中型血友病 A 患儿 6 例,重型血友病

A 患儿 10 例,研究关节为膝关节的 4 例,踝关节 8 例,肘关节 4 例,研究关节首次出血中位年龄

2.92(0.83-5.00)岁,总出血次数 4(1-7)次,近 3 个月内出血次数 1(0-4)次。 
2.4 例无出血的研究关节,Pettersson 或 HJHS 评分异常;3 例 Pettersson 和 HJHS 评分均为 0 的研

究关节,有关节出血;5 例 Pettersson 或 HJHS 评分异常的研究关节,出血及另一项评分为 0。 
3.16 例研究关节的总出血次数与 HJHS 评分呈正相关(rs=0.604,P=0.013),近 3 个月出血次数､ 首次

出血年龄与 HJHS 评分无明显相关性(P=0.568, P=0.113)。首次关节出血年龄､ 近 3 个月出血次数

､ 总出血次数与 Pettersson 评分均无明显相关性(P=0.358, P=0.139, P=0.054)。 
4. 16 例研究关节的 Pettersson 评分与 HJHS 评分呈正相关(rs=0.646,P=0.007)。 
结论 关节总出血次数越多,对关节功能影响越明显。但仅根据出血评估关节病变情况来调整治疗是

不全面的,需结合关节结构及功能综合评估。 
 
 
PU-4300 

重型血友病 A 患儿关节出血后炎症因子释放 
与关节病变形成的相关性研究 

 
刘国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索重型血友病 A 患儿关节出血后炎症因子(IL-1β､ IL-6､ TNF-α)在形成关节病变中的作用,
为进一步开展血友病关节病变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于我院血友病门诊就诊､ 符合入组条件的血友病 A 患儿,记
录患儿关节出血情况,根据患儿关节出血情况分组:无关节出血组和关节出血组,后者包括急性关节出

血组与慢性关节出血组。留取外周静脉血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血清中 IL-1β､ IL-6 及 TNF-α 的表达水平,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

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检测细胞内 IL-1β､ IL-6 ､ TNF-α 的

mRNA 表达水平,收集实验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入组患儿 47 例,其中无关节出血组 17 例､ 急性关节出血组 17 例(有关节病变者 8 例,无关节

病变者 9 例)､ 慢性关节出血组 13 例,入组患儿中位年龄 5.5(2-18)岁。急性关节出血组､ 慢性关节

出血组与无关节出血组的 IL-1β､ IL-6 及 TNF-α 的血清水平暂无明显差异(P>0.05),急性关节出血组

､ 慢性关节出血组与无关节出血组的 TNF-α 的细胞内 mRNA 的水平有明显差异(P<0.05),且急性关

节出血组､ 慢性关节出血组的 TNF-α 的细胞内 mRNA 的水平均高于无关节出血组(P<0.05)。急性

关节出血组伴关节病变(5.584±3.634)与不伴关节病变(1.680±1.590)的 TNF-α 的细胞内 mRNA 的水

平存在明显差异(P=0.02),急性关节出血组伴关节病变与不伴关节病变的患儿 TNF-α 的 mRNA 表达

水平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75,渐进 Sig=0.015(<0.05), 佳临界点为 5.48,该点敏感度为 0.625,
特异性为 1,故经检验 TNF-α 可以作为判断关节病变的预判指标。 
结论 重型血友病 A 患儿关节出血急性期 IL-1β､ IL-6 ､ TNF-α 表达升高,以 TNF-α 升高为主,慢性期

只见 TNF-α 表达升高,伴有关节病变的患儿 TNF-α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故 TNF-α 是关节病变形成的

关键因子,同时 TNF-α 的 mRNA 表达水平可以作为关节病变的预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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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1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在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中的 
 

傅玲玲,陈振萍,马静瑶,谷昊,魏沄沄,吴润晖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检测血小板重度减少的患儿的血小板特异性抗体,进行研究分析,了解血小板特

异性抗体表达差异与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临床预后关系,为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童 ITP 预判

疾病进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1 日于我院血三病房住院治疗的血小板重度减少的儿

童 ITP 资料,应用 PAKAUTO 试剂盒检测血小板特异性抗体。通过分析比较,了解血小板特异性抗体

在不同类型 ITP 表达情况及慢性 ITP 不同时期抗体表达情况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共收集到 158 例 ITP 患儿:其中男 91 例,女 67 例,男:女=1.36:1;中位月龄 25.5 个月(范围 1-159
个月);治疗前血小板计数值为(10.59±10.23)×109/L。其中初发组 ITP 共 137 例,慢性 ITP 共 21 例。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阳性率为 121 例(占 76.6%):单纯抗 GPIIb/IIIa 抗体阳性占 29.1%,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占 3.8%,双抗体阳性占 43.7%。1)血小板特异性抗体与临床预后:初发组 ITP 预后:113 例

为新诊断亚组, 18 例为慢性亚组。单纯抗 GPIIb/IIIa 抗体阳性患儿和双抗体阳性患儿 终为新诊断

亚组比例明显高于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患儿(92.9% vs 25%,P=0.002;86.9% vs 25%,P=0.01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的患儿 终为慢性亚组比列显著高于单纯抗

GPIIb/IIIa 抗体阳性和双抗阳性患儿(75% vs 7%, P=0.005;75% vs 13%,P=0.014),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2)不同类型儿童 ITP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分布:①新诊断亚组患儿特异性抗体阳性率高于慢性组

(82.3% vs 52.4%,P=0.0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②慢性组患儿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率高于新

诊断亚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8.8% vs 1.1%,P=0.029)。③新诊断亚组抗 GPIIb/IIIa 阳性率高于

慢性组患儿(41.9% vs 36.4%,P=0.7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慢性 ITP 患儿在不同时期特异性抗体:
慢性亚组患儿和慢性组患儿两组间单纯抗 GPIIb/IIIa 抗体阳性率､ 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率､ 双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21.4% vs 36.4%,21.4% vs 18.2%,57% vs 45.5%),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25)。单纯抗 GPIb/IX 抗体阳性率在不同时期分别为 21.4% 和 18.2%,其表达明显增高。 
结论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在儿童慢性 ITP 病程进展的不同时期的表达具有一致性,早期进行性血小板

特异性抗体检测有望预判临床预后 
 
 
PU-4302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without in vivo T-
cell depletion for pediatric aplastic anemia: 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Li Sidan,Wang Bing,Fu Lingling,Ma Jie,Su Yan,Wu Runhui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5, China 100045 

 
 
Objective For young patients, HLA-matched related donor (MRD) HSCT is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of severe aplastic anemia (SAA). However, due to China’s birth control policy, few patients could 
find suitable sibling donors and HLA-matched unrelated donor (MUD). More and more 
transplantation centers have used Haplo-D as the donor source for young adult and pediatric 
patients. However, studies with larger amount of pediatric patients are rare.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data of children with AA who were treated with 
allogeneic HSCT and compared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Haplo-HSCT and MRD/MUD group. A 
total of 62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mplantation wa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n 58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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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ime for reconstruction of hematopoietic 
function between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32 had grade I-IV aGVHD with incidence of 51.61%. 
The incidence of aGVHD was 79.41% for patients in the Haplo-HSC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17.86% for patients in the MRD/MUD group (P<0.01). While,the incidence of cGvHD which 
affecting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26.47% vs 10.71%,P=0.09). The incidence of CMV infection was 28.57% and 52.94% for 
patients in the MRD/MUD and Haplo group respectively, show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3). The incidence of EBV infection was 47.06% for patients in the Haplo group and 
28.57% for patients in the MRD/MUD group, show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11). However, 
the 3- and 5-year cumulative OS and FFS rate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wo groups P=0.04 and 0.045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Haplo HSCT, MRD/MUD is more 
economic.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achieved good Haplo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The incidences of 
cGVHD and CMV/EBV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Haplo group and MRD/MUD 
group. Although OS and FFS of the Haplo group were not as good as those of the MRD/MUD 
group, it is still acceptable as an alternative treatment under emergency.  
 
 
PU-4303 

A 6 year-old severe haemophilia A boy with  
Kawasaki disease 

 
Tang Ling,Wu Runhui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45 
 

 
Objective Asprin as one of antiplatelet drug is the first one in contraindicated drugs list of 
Hemophilia.Kawasaki disease (KD) is an acute systemic vasculitis with unexplained causes, 
affecting mainly infants and children. As anti-platelet effect to prevent possible complications from 
coronary artery abnormalities associated with KDmust aspirin (ASA) is useful in alleviating 
inflammation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CAA. However, in consideration of anti-platelet effect of 
Asprin, it is relative contraindicated in haemophilia patients who are prone to spontaneous 
bleeding. 
Methods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a 6 year-old severe haemophilia A (HA) boy who was 
diagnosed as Kawasaki disease in our hospital.This boy was diagnosed as severe HA with FVIII< 
1%in our hospital 3 months after his birth. He was the only child in the family. Family history was 
negative. He once had inhibitor in his 3-year-old, but was eradicated very shortly. He had been 
accepting intermediated prophylaxis (20iu/kg, three times a week) for nearly 3 years with plasma-
derived FVIII product with ABR <5. In July 2016, he was diagnosed as Kawasaki disease.Cardiac 
ultra-sound reflected that right cardiac artery dilate to 3mm. The boy was treated with IVIG (a total 
of 2g/kg) immediately to control inflammation. But the dosage of Asprin is paradoxical. ASA was 
administered at low dosage of 5mg/kg/day.  Meanwhile, to reduce the risk of bleeding, we fortified 
the prophylaxis to 30iu/kg, every other day. After 5 infusions, we tested the trough level of FVIII 
which was 3%. Based on the trough level, we estimate FVIII half-life in this boy was 10.7 hours. 
Results Ten days later, the boy’s temperature became normal and ESR decreased to 67mm/h 
indicating inflammation was under control and he was discharged and continued to take Asprin 
orally. One month later, ESR decreased to normal, and dil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recovered. 
Asprin was given for another 5 months. During the treatment, inhibitor was negative as monitored 
periodically. Just one time of Right lower limb subcutaneous mild bleeding occur after injure 6 
weeks after asp administration and was self-healed. 
Conclusions By now, no guideline based on clinical evidence has been published. According to 
recommendation in adult, in general, the recommended management of IHD in PWH with factor 
replacement as needed was to maintain adequate factor levels. When low-dose Asprin is 
prescribed ( in adult 75 mg/d), ongoing clotting factor correction (CFC) are needed to maintain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926 
 

FVIII/FIX levels >5-10%. In our case, the trough level was tested to be 3% , approximately 
consistent with estimated level (with 30iu/kg, Qod, t1/2 is estimated to be 12 hours, then the trough 
level should be 3.75%). Though it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recommended in adult with IHD, but 
neither spontaneous bleeding nor severe/ threatening bleeding occur. We dare not to conclude 
that 3% is a safe cut-off point, but our experience would be a valuable trial. 
 
 
PU-4304 

Successful Eradication very high titer inhibitor in two 
severe hemophilia B children using Low-dose Immune 

induction treatment (ITI) combined with Rituxmab-major 
immune suppression 

 
Tang Ling,Chen Zhenping,Li Gang,Wu Runhui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45 
 

 
Objective Haemophilia B is a rare congenital bleeding disorder due to coagulant factor IX (FIX) 
deficiency.  Though the bleeding episodes will be controlled by FIX replacement in haemophilia B 
and less rate of inhibitor development in severe haemophilia B as 1-3% comparing to 
haemophilia A as 30% in severe degree, eradication of FIX inhibitors is less successful and more 
difficult compared to haemophilia A.The successful strategy is far from definite. Moreover, as on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igh dose and intermediated dose ITI could not achieved yet. 
Methods Here we report two boys with severe haemophilia B developed very high titer of 
inhibitor and came to our hospital. Patient No.1 (PN1) was a 7 year-old boy with diagnosis of 
severe haemophilia B (FIX<1%) with  gene large deletion in Gene diagnosis. He had on-demand 
treatment using PCC before inhibitor developed. After five exposure days (ED), he had an 
incrainial bleeding and had poor response to PCC. Then the inhibitor test was positive. The peak 
of inhibitors were >200BU and inhibitor existed for 4 years till he came to our clinic for ITI 
treatment. After inhibitor presented, the boy suffered from frequent joint bleeding episode and 
without the efficacy treatment. ABR was approximately 60. Patient No.2 (PN2) was a 7.5 year-old 
boy with diagnosis of severe haemophilia B (FIX:C<1%) and 5-8CNV exon 
deletionwithpolymorphicsite(DXS1211,DXS1192,DXS8094,DXS8013, DXS1227) as gene 
analysis report. He also had on-demand treatment using PCC before inhibitor developed. After 16 
EDs, inhibitor developed. The duration of inhibitor developing was 4.6yearsand the peak titer of 
inhibitor was 100BU . He also had bad quality of life due to frequent bleeding. The ABR was 
approximately120 and he dropped out of school, couldn’t self-care in daily life and eventually got 
in the wheelchair. 
Results We gave them 50iu/kg. QOD PCC infusion as immune tolerance induction (ITI) 
combined with standard Rutaximub treatment (375 mg/m2, once a week, four infusion in total) 
andPrednisone 2mg/kg/day for 2-4weeks and tapered gradually within 2months. in the sametime.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inhibitor was monitored weekly. Surprisingly, the titer of inhibitor 
decreased and turned to negative rapidly: PN1 had decrease in inhibitor in first 12 weeks, in PN2 
seven weeks later. However,it had increase trend since 16th week in PN1, Rapamycin 1.5mg/day 
was added into the therapy in PN1. Though inhibitor has not been negative in PN1, but it is stable 
at a low level. More encouraging, both of them experienced much less bleeding after inhibitor 
eradicatinn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ese two cases are encouraging especiall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long-
term standard ITI is not affordable. Low-dose ITI with  Rutaximab and other IS might be more 
acceptable options for haemophilia patients with high titer inhibi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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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5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Xiyanping with 
Ribavirin for Rotavirus Enteritis in Childhoo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iu Hongai,Wang Jichu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010059 

 
 
Objective Rotavirus is the most common etiology of diarrhea in children.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adverse events of Xiyanping and ribavirin in childhood with rotavirus 
enteritis. 
Methods Searches included the PUBMED, EMBASE, MEDLINE, Cochrane Library, CNKI, CBM, 
VIP, and Wanfang database from incept to March 2017 without language restriction. Clinical 
indicators, with respect to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fever time, duration of diarrhea, CK-MB, RV 
negative conversion rate, and adverse re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Xiyanping and 
ribavirin group. 
Results Five-hundred and twenty-six records were obtained after searching databases, and 18 
studies (3557 participants ) that met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included. All of them assesse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two records evaluated the RV negative conversion rate, the Xiyanping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e than the ribavirin group [OR=3.76, 95%CI (3.03~4.66), 
P<0.00001; OR=2.68, 95%CI (1.56~4.60), P=0.0004]. Compared with the ribavirin group, the 
fever time, duration of diarrhea, and CK-MB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Xiyanping group [MD=﹣
1.23, 95%CI (﹣1.64~﹣0.81), P<0.00001; MD=﹣2.15, 95%CI (﹣2.68~﹣1.62), P<0.00001; MD=
﹣16.90, 95%CI (﹣17.23~﹣16.57), P<0.00001; ]. Six studies reported the adverse reaction,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the two groups [OR=1.44, 95%CI (0.40~5.17), P=0.58]. 
Conclusions  This review suggests that Xiyanping was found to be more effective and safer than 
ribavirin in childhood with rotavirus enteritis. 
 
 
PU-4306 

新生儿 ABO 溶血病使用 IVIG 的时机和指征 
 

刘莉,夏斌,唐雪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新生儿 ABO 溶血病使用 IVIG 的时机和指征;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

科住院治疗的确诊 ABO 溶血病足月新生儿和晚期早产儿共 146 例;根据入院年龄分别按≤24h,≤ 
48h,>48h 进行分组,分析各组患儿单纯光疗与光疗+IVIG 的治疗效果。 
结果 年龄≤24h 患儿光疗联合 IVIG 的胆红素下降速度优于单纯光疗组(-5.76±8.08  vs 0.10±6.23, 
p=0.03);单纯光疗组住院时间和光疗时间更短,但光疗+IVIG 组入院时胆红素比单纯光疗组高。24h<
年龄≤48h 患儿光疗+IVIG 的胆红素下降速度和单纯光疗组统计学无差异。年龄>48h 患儿光疗

+IVIG 胆红素下降速度与单纯光疗组统计学无差异,单纯光疗组住院时间和光疗时间更短,但光疗

+IVIG 组入院时胆红素比单纯光疗组高。 
结论 新生儿 ABO 溶血病使用 IVIG 的临床指针应该更加严格。对于尚未达到换血水平的高胆红素

血症患儿应该结合年龄和胆红素水平进行判断是否使用 IVIG,对于生后不足 24 小时即出现黄疸且需

要光疗的患儿而言使用 IVIG 可以更加有效的控制和降低胆红素;对于 24 小时以后才出现黄疸且需

要光疗的患儿而言使用 IVIG 临床意义不显著,单纯的加强光疗已经能够有效控制和降低血清胆红素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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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7 

对乙酰氨基酚治疗早产儿症状性 PDA 的系统评价 
 

毛璇,李宇宁,翟娜娜,杨学梅,姜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评价对乙酰氨基酚治疗早产儿症状性动脉导管未闭(sPDA)的有效性､ 安全性。 
方法 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维普数据库

(VIP)､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搜集国内外所有关于对乙酰氨基

酚用于治疗早产儿症状性动脉导管未闭的随机病例对照试验(RCTs)的相关文献,并通过 Meta 分析进

行相关文献分析。 
结果 经过筛选 终有 7 篇文献纳入研究,合计 635 名动脉导管未闭患儿。对乙酰氨基酚治疗组对比

布洛芬对照组的总闭合率､ 第一疗程闭合率､ 第二疗程闭合率､ 死亡率､ 平均用药时间､ 平均住院

时间､ 主要生化指标(血肌酐､ 血小板､ AST 值)､ 不良反应(少尿､ 肾功能异常､ 消化道出血､

NEC 发生率､ 高胆红素血症､ IVH 发生率､ ROP 发生率､ BPD 发生率､ 败血症)等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对乙酰氨基酚实验组对比吲哚美辛对照组的总闭合率､ 消化道出血､ NEC､ 肾功能异常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少尿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乙酰氨基酚是用于治疗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一种有效药物,与布洛芬､ 吲哚美辛等非甾体

类抗炎药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可作为吲哚美辛､ 布洛芬等非甾体类抗炎药治疗无效或存

在用药禁忌时另一种保守治疗药物。 
 
 
PU-4308 

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研究进展 
 

何欢,赵立波,王晓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对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应用历史､ 药理机制､ 应用剂型以及血药浓度监测进行综述,
为普萘洛尔的临床试验､ BE 试验等提供参考。 
方法 查阅中英文文献,总结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析普萘洛尔儿童用剂型

的现状,详细分析普萘洛尔血药浓度检测方法。 
结果 普萘洛尔已成为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一线用药,且效果显著,但现有剂型不适于儿童用药,急需新

的剂型开发,普萘洛尔血药浓度检测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液质联用法,但儿童血药浓度检测方法有

待建立。 
结论 普萘洛尔治疗婴幼儿血管瘤在中国已经形成专家共识,但仍需大规模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进一

步验证普萘洛尔治疗婴儿血管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且急需建立一种灵敏准确的测定方法,用于婴幼

儿血浆样本中普萘洛尔及其代谢产物的血药浓度监测,为普萘洛尔在儿童群体中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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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9 

Clinical Pharmacist’s Involvement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xcarbazepine- Induced Neonatal Abstinence 

Syndrome: A Case Analysis 
 

Chen Chao-yang1,Li Xing2,Ma Ling-yue1,Wu Peng-hui2,Zhou Ying1,Feng Qi2,Cui Yi-min1 
1.Department of Pharmac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o describe a 12-hour-old neonate who developed neonatal abstinence syndrome 
(NAS) following intrauterine exposure to oxcarbazepine, an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NAS.  
Methods The neonate was born by cesarean section to a mother who took oxcarbazepine 300 
mg/day for treatment of seizures throughout her pregnancy. His birth weight was 3320 g, and his 
length was 49 cm. On delivery, the Apgar scores were 9 at 1 minute and 10 at both 5 and 10 
minutes. Approximately 12 hours after birth, the infant began to experience paroxysmal jitter, 
which presented as increased muscle tone, shaking of the lower limbs, and gripping of the hands, 
with 1-2 seconds of recovery. These symptoms occurred frequently, almost once every few 
minutes, without perioral cyanosis or fever symptoms. Perinatal factors, in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racranial infection and the infant’s own factors were excluded after related 
examinations. Concerned that the infant was exposed to oxcarbazepine in utero, the pediatric 
pharmacist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and suggested that NAS could not be excluded. Therefore, the 
Finnegan Neonatal Abstinence Severity Score was determined to evaluate the infant’s withdrawal 
symptoms and whether pharmacologic intervention was needed. A recommendation was made to 
monitor the oxcarbazepin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both the mother and the infant. 
Results The Finnegan score increased from 4 on postnatal day 4 to 9 on postnatal day 6, 
indicating NAS. The oxcarbazepine steady-state peak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the mother was 
18.5 mg/L (therapeutic range 3-35 mg/L), and the trough concentration was 16.7 mg/L, whereas 
the concentration in the infant on postnatal day 6 was 2.6 mg/L. Since three consecutive 
Finnegan scores averaging 8 or greater, or two scores averaging 12 or greater, did not occur, and 
because the oxcarbazepin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fant was relatively low, oxcarbazepine was 
directly discontinued rather than gradually withdrawn from the infant. In terms of feeding, the 
oxcarbazepine steady-state peak milk concentration of the mother was 7.8 mg/L. Breastfeeding 
was not contraindicated for this infant. After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the mother made a final 
decision to continue breastfeeding. The mother was told to avoid breastfeeding when 
oxcarbazepine was at its peak concentration and to observe the infant’s muscle tension and 
mental condition during lactation. HLA-B*1502 genotype testing of the infant was performed by a 
pharmacist to evaluate the risk of carbamazepine-related toxic effects, which revealed that the 
infant was HLA-B*1502 negative. The symptoms resolved by day 9 of life. 
Conclusions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second case report of oxcarbazepine-induced NAS. 
Pediatric pharmacists produced a throughout pharmaceutical care during the hospitalization of 
the neonate, assist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ed excitability and 
oxcarbazepine administration,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whether pharmacologic intervention was 
needed and breastfeeding could be performed, and evaluated the risk of carbamazepine-related 
toxic effects based on mean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and 
pharmacogenomics testing,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ne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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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10 

优质护理对小儿难治性癫痫生酮饮食(KD)治疗效果､ 不良反应发

生率､ 诊疗依从性的影响研究 
 

梁檬,刘微,官同珍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和探讨优质护理对小儿难治性癫痫生酮饮食治疗的影响和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我院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1 月收治的难治性癫痫患儿 8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 44 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行优质护理,对比和分析两组患儿临

床护理情况､ 不良反应发生率和诊疗依从性等 
结果 观察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86.3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6.82%,不良反应发生率 9.09%低于

对照组的 27.27%且治疗 12 个月内对生酮饮食治疗的依从性较好 
结论 小儿难治性癫痫生酮饮食治疗期间辅以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地提高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和

对诊疗的依从性,降低临床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推广价值。 
 
 
PU-4311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optimization of 
ceftriaxone in burn infants and children 

 
Dong Qian,Zhao Wei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Ceftriaxone, a broad-spectrum cephalosporin, used as first-line empirical antimicrobial therapy in 
burn children. Burn injury had shown significant impact on pharmacokinetics of antimicrobials. As 
pediatric data are limited, our aim was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ceftriaxone 
in burn infants and children and define the appropriate dose in order to optimize antimicrobial 
treatment. 
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paediatric patients treated with ceftriaxone and 
concentrations were quantified by HPLC-UV.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NONMEM software. 
Results The data from 50 paediatric patients (age range: 0.6-4.8 years) were available for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A one-compartment model with first-order elimination 
showed the best fit with the data. A co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age and weight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ceftriaxone pharmacokinetics. A dose regimen of 50 mg/kg/day every 12 h 
for infants and 75 mg/kg/day every 12 h for young children produces satisfactory target 
attainments, using the standard MIC of 0.5 mg/liter. 
Conclusions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ceftriaxone was evaluated in bur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nd an optimal dosing regime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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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12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optimisation of 
cefoperazone in children 

 
Shi Haiyan,Zhao Wei 

Shandong Provincial Qianfoshan Hospital 250014 
 

 
Objective Cefoperazone is used in children with suspected or documented Gram-negative 
serious infections. Currently, its use is off-label partly because of lack of pharmacokinetic studies. 
Our aim was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Cefoperazone in children between 2-
12 years of age and define the appropriate dose in order to optimize cefoperazone treatment in 
this vulnerable population. 
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children treated with Cefoperazone and 
concentrations were quantified by HPLC-MS.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NONMEM software. 
Results The data from 83 children (age range: 2.2-10.8 years) were available for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A two-compartment model with first-order elimination showed the best 
fit with the data. A co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current weigh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efoperazone pharmacokinetics. 
Conclusions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Cefoperazone was evaluated in children 
between 2-12 years old and an evidence-based optimal dosing regime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simulation. 
 
 
PU-4313 

Developmental pharmacogenetics of CYP2C19 in neonates 
and young infants: omeprazole as a probe drug 

 
Zhao Wei1,Jacqz-Aigrain Evelyne2 

1.Shandong University 
2. Robert Debré University Hospital 

 
 
Objective Although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understanding of ontogeny of drug 
metabolism, there is still a gap of knowledge in developmental pharmacogenetics in neonates. 
We hypothesized that both age and pharmacogenetics may explain the developmental aspects of 
CYP2C19. We conducted a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pharmacogenetic study to quantify the 
developmental pharmacogenetics of CYP2C19 in neonates and young infants using omeprazole 
was used as a probe drug. 
Methods Pharmacokinetic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51 neonates and young infants, who 
were receiving omperazole treatment.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pharmacogenetic analysis of 
omeprazole and its metabolites was performed using NONMEM. 
Results Data fitted a one-compartment parent, one-compartment metabolite model with ?rst-
order absorption and elimination. CYP2C19 and CYP3A4 are predominantly involved in the 
metabolism of omeprazole despite their relatively low activity compared to adults. The clearance 
of omeprazole converted to 5-hydroxy-omeprazole (CLOMZ-M1) increases with postnatal age. In 
CYP2C19 poor and intermediate metabolizer, CLOMZ-M1 are 12.5% and 44.9% of the value in 
extensive/ultrarapid metabolizer, respectively. Absorption rate constant (Ka) of omeprazole is 
6.93 times higher in ABCB1 homozygous mutant patients, 1.86 times higher in ABCB1 
heterozygous patients than that in ABCB1 homozygous wild-type patients. 
Conclusions Developmental pharmacogenetics of CYP2C19 was quantitatively described in 
neonates and young infants using omeprazole as a probe drug. Our findings emphasi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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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modeling approach when evaluating developmental pharmacogenetics of drugs 
with multiple routes of biotransformation. 
 
 
PU-4314 

A sensitive microscale HPLC-UV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oxofylline and its metabolites in plasma: 

an adapted method for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in 
children. 

 
Wu Yuee,Zhao Wei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Doxofylline (DXE) is a novel methylxanthine derivativ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asthma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COPD).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TDM) has 
been proposed in adults, while adapted analytical method and TDM data are still missing in 
children.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is to develop an adapted method of DXE and its 
metabolites for TDM in children.  
Methods A highly sensitive and stability indicating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method of DXE with caffeine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wa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by 
separating its metabolites, β-hydroxyethyltheophylline (HPE) and theophylline (TPE). HPLC 
separation is achived on C18 column connected to an ultraviolet detector (273 nm), using 
acetonitrile and ultra-pure water in a gradient mode of elution at a flow rate of 0.9 mL/min at 25℃. 
A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method using ethyl acetate was developed with a small sample volume 
of plasma of 100 ml. Trough concentration was monitored in children receiving DXE therapy.  
Results The method was linear over the concentration ranges 0.4–20 μg/mL for DXE, HPE and 
TPE, respectively, in plasma.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on were 0.4 μg/mL. Intra- and inter-day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did not exceed 6.5%, and the accuracy ranged from 94.9% to 112.5%. A 
toal of 39 children (mean age of 1.8 years, range: 0.3-5.7 years) were included. Only 14 patients 
had detectable DXE cocentrations with a mean value of 1.78 µg/mL (range 0.49 to 6.36 µg/mL), 
and only 6 patients could detect HPE with a mean cocentration of 0.52 µg/mL (range 0.40 to 0.82 
µg/mL ), while the TPE were not measurable in any patient. 
Conclusions A sensitive, reliable, and adataped HPLC method has been developed for the 
simultaneous analysis of DXE and its metabolites in children. The DXE and its metabolites trough 
concentrations showed large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PU-4315 

血管活性肠肽经 IFN-α/β-STAT1 信号通路参与 PCFs 调节 RSV
诱导的抗病毒免疫应答 

 
叶芝旭,臧娜,任洛,汤正珍,陈圣霖,于光远,谢晓虹,邓昱,刘恩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是导致全世界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 常见的病原。目前尚缺乏有效的疫

苗及抗病毒措施。我们前期研究发现药物去除肺 C 类神经纤维(PCFs)后能导致 IFN-α/β 分泌增加,
抑制病毒复制,进而减轻 RSV 诱导的气道炎症及气道高反应性。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 PCFs 调控

IFN-α/β 产生,进而诱导抗病毒效应的机制,为临床针对 RSV 感染后的抗病毒治疗提供新的靶点或寻

找新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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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正常 Balb/c 小鼠及去除 PCF 小鼠(KPCF 小鼠)经鼻滴入 100 μl 含 1.8 *107 PFU/ml RSV 或
培养基。分别于感染后 12h,24h,48h 收集肺组织及肺泡灌洗液(BALF)进行如下实验:模式识别受体

(PRRs) (RIG-1,TLR3), STAT1 及 pSTAT1 表达,干扰素刺激基因 (ISGs) (IP-10,Mx1)水平检测。此

外,ELISA 检测 BALF 中主要的神经肽 P 物质(SP),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及血管活性肠肽(VIP)
水平。(2) KPCF 小鼠予 VIPhyb (一种泛 VIP 受体阻断剂)处理,正常 Balb/c 小鼠分别予 VIP 或

VPAC1 激动剂处理, RSV 感染后 12h 分别收集肺组织及 BALF,检测 IFN-α/β,RIG-
1,TLR3,STAT1,pSTAT1,IP-10 及 Mx1 水平,以评估 VIP 在 RSV 感染后 IFN-α/β-STAT1 介导的抗病

毒免疫应答中的作用。 
结果 (1) 去除 PCFs 增强 RSV 诱导的抗病毒免疫应:去除 PCFs 后 RIG-1, TLR3, 
STAT1,pSTAT1,IP-10,Mx1 水平增加。(2)去除 PCFs 后早期 VIP 水平增加:去除 PCFs 后导致小鼠

基础水平及 RSV 感染后 12h 的 VIP 水平增加,而 SP 及 CGRP 在两组间没有明显差异。(3)VIPhyb, 
一种泛 VIP 受体阻断剂处理 KPCF 小鼠后抑制原本增强的抗病毒免疫应答:VIPhyb 处理抑制 RSV
诱导的 PRRs 表达,IFN-α/β 分泌,STAT1 活化及 ISGs 的分泌或表达。(4)正常 Balb/c 小鼠经 VIP 及

VPAC1 激动剂处理后增强 RSV 诱导的抗病毒免疫应答:VIP 及 VPAC1 激动剂处理增强 RSV 诱导

的 PRRs 表达,IFN-α/β 分泌,STAT1 活化及 ISGs 的分泌或表达。(5)VIPhyb 处理 KPCF 小鼠后, 
RSV 感染后肺组织病毒滴度增加, VIP 及 VPAC1 激动剂处理正常 Balb/c 小鼠后,RSV 感染后肺组

织病毒滴度降低。 
结论 VIP 经 IFN-α/β-STAT1 信号通路参与 PCFs 调节 RSV 诱导的抗病毒免疫应答,降低病毒复制。

VIP 可促进 RSV 感染后抗病毒免疫应答,有望成为 RSV 感染后抗病毒治疗的一种新的药物。 
 
 
PU-4316 

1 例感染 MSSA 儿童急性骨髓炎的药学监护 
 

蒋云,周丽芳,陆丽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5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骨髓炎抗感染治疗和药学监护。 
方法 介绍 1 例感染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儿童急性骨髓炎的抗感染治疗过程,药师从

抗感染药物的选择及疗程､ 血药浓度的监测､ 不良反应监测､ MSSA 的耐药等方面为医师治疗提供

建议,并进行药学监护。 
结果 经过抗感染治疗,患儿右踝关节肿胀消退,伤口愈合良好,无分泌物,无压痛不适,实验室检查未见

感染指标异常。 
结论 药师利用专业知识,及时为调整患者的抗感染治疗提出建议,提高药物治疗水平。药师可以在合

理用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PU-4317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儿童血浆中伏立康唑的含量 
 

李敏
1,2,陈超阳

1,许俊羽
1,马凌悦

1,康子胜
1,李欣然

1,2,赵侠
1,周颖

1,崔一民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 

 
 
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儿童血浆中伏立康唑含量的方法学,为伏立康唑在儿科临床药物个体

化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色谱柱为 ZORBAX Eclipse Plus C18,柱温为 40℃,流速为 1 mL·min-1,流动相为甲醇-水= 55:45,
检测波长为 254 nm,内标为对氯苯乙酰胺。样品处理需取血浆标本 200 μL,加入内标对氯苯乙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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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液(5 μg·mL-1)20 μL 于 1.5mL 离心管中,震荡混 。加入甲醇 600 μL 沉淀蛋白,震荡混 1 min,
于 12000 r·min-1离心 10 min 后,吸取上清液 20 μL 进样分析。 
结果 伏立康唑和内标对氯苯乙酰胺的保留时间分别约为 12.6,7.0 min,血浆样品内源性杂质及氟康

唑对伏立康唑的测定无干扰。血浆中伏立康唑在 0.1~10 μg·mL-1内线性良好(标准回归方程 Y = 
1. 93X+ 2.4 ×10-3,γ = 0. 999 2), 低检测浓度为 0.1 μg·mL-1。低､ 中､ 高浓度血浆样品中伏立康

唑日内精密度 RSD 小于 5%,日间精密度 RSD 小于 10%;低､ 中､ 高浓度血浆样品中伏立康唑的提

取回收率为 89% ~92%,相对回收率均大于 91%;血浆样品经室温放置,反复冻融和长期低温保存都

稳定,RSD 均<15%。用上述高效液相色谱法条件测定 4 例患者伏立康唑谷浓度范围为

0.5~5.51 mg/ L。 
结论 本方法简便､ 灵敏､ 准确､ 高效,适用于儿童体内伏立康唑的治疗药物浓度监测和药动学研

究。 
 
 
PU-4318 

参苏口服液在儿科的临床应用总结 
 

贺德安 
1.湖南省马王堆疗养院/湖南省老年医院/湖南省马王堆医院 

2.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儿科 
 

 
目的 本文介绍参苏口服液治疗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临床经验。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门诊治疗,195 例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儿童,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及对照组,研究组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参苏口服液治疗,对照组给

予西药常规治疗,观察 6 月后,进行临床效果评价; 
结果 总有效率治疗组分别为 92.8%,对照组为 75.9%。两组比较疗效差异有显著意义(P<0.01)。 
结论  西药加参苏口服液对治疗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疗效确切且持久,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PU-4319 

儿科超说明书用药的侵权责任解析 
 

刘志勤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宁波市第三医院) 315020 

 
 
目的 定义“超说明书用药”,阐述超说明书用药的现状及其法律责任,阐释超说明书用药法律责任的构

成,以及如何规避超说明书用药的法律责任。 
方法 案例诠释法､ 法律法规条文解读法 
结果 明晰了超说明书用药的定义及其法律责任构成 
结论 规避“超说明书用药”的法律责任必须做到:患儿有明确有用药指征且除了此药无彼药;有高级别

的循证医学依据;为了治疗而非试验;患儿的法律代理人或其授权人知情同意并签署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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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20 

一例注射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致儿童荨麻疹型药疹的案例分析  
 

汪丙松,郑丽君,陶虹,方浩,张正勇,罗和平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241000 

 
 
目的 分析一例注射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致荨麻疹型药疹的案例,为临床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患儿因“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入院,入院后予以静脉滴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3 天后患儿出现

荨麻疹样皮疹,分析该症状与用药的相关性。 
结果 该临床表现可能为注射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导致的荨麻疹型药疹。 
结论 注射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是引起儿童荨麻疹型药疹的常见药物之一,早期诊断,及时停用可疑

药物并口服抗组胺药物是减少不良反应的关键。  
 
 
PU-4321 

TRIF-IL-25 在 RSV 感染后期小鼠气道炎症和气道 
高反应性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唐维,陈思思,谢军,任洛,臧娜,龙晓茹,莫诗,谢晓虹,邓昱,刘恩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是引起婴幼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常见的病毒病原,重症 RSV 感染是后

期反复喘息甚至哮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其机制尚不清楚。动物实验结果表明这可能与 RSV 感

染后期持续存在的 Th2 类反应相关,近年来上皮源性细胞因子(TSLP､ IL-25 及 IL-33)因能有效始动

Th2 类反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TSLP､ IL-25 及 IL-33 的释放与 TLRs-TRIF 信号通路的激活密切

相关,课题组前期研究证实 TLRs-TRIF 通路介导了 RSV 感染急性期小鼠炎症因子的产生。本研究

的目的是探讨 RSV 感染后期 TRIF 是否通过调节上皮源性细胞因子,介导 Th2 类因子产生及小鼠气

道炎症和 AHR 的形成。 
方法 在证实 RSV 感染 BALB/c 小鼠后期 TRIF 高表达的基础上,构建沉默 TRIF 的腺相关病毒(AAV)
转染小鼠后再感染 RSV;以及建立 RSV 感染后予 anti-TSLP 或 anti-IL-25 中和抗体处理的小鼠模型

进行研究。冰冻切片荧光倒置显微镜观察 AAV-GFP 在小鼠肺部的表达情况,WB 检测肺组织中

TRIF 的水平,ELISA 检测 BALF 中 TSLP､ IL-25､ IL-33､ IL-4､ IL-5 及 IL-13 的表达水平,Countstar
计数 BALF 中炎症细胞总数,瑞氏染色法行炎症细胞分类计数,肺组织病理切片 H&E 染色评价肺部炎

症,全身体积描述记法检测小鼠 AHR。 
结果 (1)RSV 感染后期小鼠肺组织中 TRIF 表达(P<0.05)及 BALF 中 TSLP､ IL-25 和 IL-33 表达显

著增高(P<0.01);(2)干扰 TRIF 后 BALF 中 TSLP(P<0.05)､ IL-25(P<0.05)､ IL-4 及 IL-5 均较 RSV
组及 RSV+AAV-control 组显著降低(P<0.01),小鼠对乙酰胆碱的反应性亦明显下降(P<0.05);(3)中和

TSLP 对小鼠 Th2 类因子产生､ 气道炎症及 AHR 均无明显影响;(4)中和 IL-25 后,BALF 中 TSLP､
IL-25､ IL-33 和 IL-5 较 RSV 组均显著降低(P<0.05),BALF 中炎症细胞浸润总数较 RSV 组明显降低

(P<0.001),分类以巨噬细胞下降 为明显(P<0.01),肺组织病理损伤明显减轻(P<0.05),AHR 有下降

趋势。 
结论 TRIF 参与了 RSV 感染后期 TSLP 及 IL-25 的产生,IL-25 可能通过巨噬细胞介导 RSV 感染后

期的 Th2 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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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22 

1 例重症肺炎继发大疱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患者 
的药学监护及用药分析 

 
韩宗红 

开封儿童医院 475000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参与临床重症治疗,开展药学监护的工作方法。 
方法 临床药师通过 4 次药师会诊和用药分析,参与 1 例重症肺炎伴大疱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患者

药物治疗方案的制定。 
结果 临床药师的用药意见被临床医师采纳,患者好转出院。 
结论 临床药师参与临床重症的药物治疗,可以提高治疗效果,确保患者用药安全,使患者受益。 
 
 
PU-4323 

丙戊酸钠对拉莫三嗪在大鼠体内药代动力学影响 
 

朱慧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对拉莫三嗪在大鼠体内的药代动力学影响 
方法 将 16 只健康大鼠随机分为单药组(30.0mg·kg-1 拉莫三嗪)和联合用药组(50.0mg·kg-1丙戊酸钠

+30mg·kg-1 拉莫三嗪),单药组和联合用药组分别灌胃空白溶剂和丙戊酸钠 7 天,每天一次。第 8 天

两组均给予拉莫三嗪灌胃,给药后不同时间点采血,HPLC-MS 法测定大鼠体内拉莫三嗪血药浓度,比
较两组间主要的药代动力学参数。 
结果 与单药组比较,联用组拉莫三嗪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 Cmax､ AUC0-t等参数值显著上升,组间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联合应用丙戊酸钠可影响大鼠体内拉莫三嗪的药代动力学特性,与其它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 
 
 
PU-4324 

甲基泼尼松龙联合纤维支气管镜术在 
重症支原体肺炎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王继春,多红英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10 
 

 
目的 观察甲基泼尼松龙联合纤维支气管镜术在重症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选取 90 例重症难治性支原体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甲泼尼龙组､ 气管镜组和联合治

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激素组仅使用甲基泼尼松龙 2mg/kg.d bid 静点,支气管镜组仅给予纤维

支气管镜进行肺泡灌洗,联合组使用甲泼尼龙静点及支气管镜术联合治疗。评价 3 组体温恢复时间

､ 咳嗽缓解时间､ 胸部影像恢复正常时间､ 治疗前后 C 反应蛋白(CRP)恢复时间､ 乳酸脱氢酶

(LDH)恢复程度。 
结果 3 组在体温恢复时间､ 咳嗽缓解时间､ 胸部影像恢复正常时间､ 治疗前后 C 反应蛋白(CRP)恢
复时间､ 乳酸脱氢酶(LDH)恢复程度上分别进行两组间比较,发现:甲泼尼龙组与联合治疗组,支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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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组与联合治疗组对比,在体温恢复时间､ 咳嗽缓解时间､ 胸部影像恢复正常时间､ 治疗前后 C 反

应蛋白(CRP)恢复时间､ 乳酸脱氢酶(LDH)恢复程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甲基泼尼松龙联合纤维支气管镜术治疗重症难治性支原体肺炎能更快缓解临床症状,具有一定

的临床疗效。 
 
 
PU-4325 

SOD2 基因 rs4880 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 meta 分析 
 

高萍,张华年,徐华,陈渝军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6 

 
 
目的 有研究报道 SOD2 基因 rs4880 位点多态性对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相关,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

致。本研究使用 meta 分析的方式研究现有的报道,评价 rs4880 位点与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相关

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英文数据库,获取相关的研究。在评价研究质量后,使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计算､

比较 rs4880 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对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影响。 
结果 共有十篇纳入研究,经 meta 分析发现,rs4880 基因型与神经分裂症的患病率有显著相关,其 OR
值为 1.17,95%置信区间为( 1.02, 1.34),P 值为 0.03。其等位基因与患病率无显著相关,OR 值为

1.05,置信区间为(0.94, 1.16), P = 0.41。 
结论 rs4880 位点的基因型对精神分裂症易感性有影响,而等位基因对易感性没有显著影响。 
 
 
PU-4326 

中药免煎药治疗儿科疾病的药理分析 
 

陈革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41 

 
 
目的 中药免煎颗粒服用方便､ 疗效可靠,值得我们推广和研究。在临床用药中进行药理研究对认识

和更加有效的治疗疾病有着重要的意义。 
方法 抽取我院的中药免煎颗粒儿科处方进行分析,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分析。 
结果 通过以上处方分析,可看出相同症状或相似病情的因人不同用药是有所区别的。药理相似相近

的药因医生的不同经验和不同认识有不同的应用。在治疗效果上应算殊途同归。 
结论 经过这样的总结分析,可让医和药更好的结合起来认识,能更明确地了解每个医生的用药习惯和

主治偏向疗效的因果因素,让药学工作者更加确定每一味近效中药的效力偏向区分。 
 
 
PU-4327 

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治疗儿童 
 

久乐,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自身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是一种表现为血小板计数 <10x109 /L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该疾

病同时影响成人及儿童,不到 20%的儿童患者可能转变为慢性。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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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mbopoietin receptor agonists,TPO-RA)包括罗米司亭和艾曲波帕作为三线治疗药物,可以刺激

正常血小板的生成。本研究旨在分析罗米司亭和艾曲波帕治疗儿童慢性 ITP 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在 PubMed, EMBASE 和 Cochrane 对照试验登记中心检索文献,筛选所提取的记录,并且使用

review manager 5.3 版本提取分析数据 
结果 终选取 5 个随机对照试验纳入分析,涉及到 1~17 岁的 261 名儿童患者。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表明整体效应除了在不良事件方面 TPO-RA 组大于安慰剂组,而在不良事件方面两者无差别。血小

板增加 RR:4.31; 95%CI[2.45--7.58]; P<0.00001);出血事件 RR: 0.62, 95% CI: 0.46--0.81, P = 
0.0007);需要使用抢救药品的病例数 RR: 0.48, 95% CI: 0.29--0.80, P = 0.005);不良事件 RR: 1.04, 
95% CI: 0.69--1.59, P = 0.84)。 
结论 使用艾曲波帕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同罗米司亭相比并无显著差别。两种药物治疗儿童慢性 ITP
均有效。 
 
 
PU-4328 

119 例泌尿系感染患儿治疗分析 
 

赵一鸣,王晓玲,陈植,刘小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总结肾内科泌尿系感染患儿治疗情况,为药师参与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我院肾内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第一诊断为泌尿系感染的患儿,分析抗菌药物选

择､ 尿培养､ 药敏､ 尿路畸形及出院带药。 
结果 119 例泌尿系感染患儿,以婴儿居多,男孩居多;住院期间前三位抗菌药物为:拉氧头孢､ 头孢曲

松和头孢哌酮舒巴坦;出院带药以三代头孢居多。尿培养前三位的菌群为:屎肠球菌､ 大肠埃希菌和

肺炎克雷伯杆菌。 
结论 患儿泌尿系感染伴尿路畸形患儿,建议针对菌群预防用药,不推荐广泛使用三代头孢。 
 
 
PU-4329 

自拟小儿通便汤治疗儿童便秘 
 

柳燎原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治疗儿童便秘 
方法 我们选取 14 例单纯西医治疗效果不佳的便秘患儿 14 例,年龄为 2--6 周岁,以小儿通便汤为主,
结合小麦纤维素及益生菌络酸梭酸三联活菌散口服治疗。 
结果 总共显效 9 例,有效 2 例。随访未复发,显效率 82%,有效率 100%。伴随症状也显著减轻或消

失。 
结论 小儿通便汤能显著增强小儿肠胃蠕动功能,结合益生菌和纤维素治疗顽固性便秘疗效显著,不易

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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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30 

142 例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分析 
 

马卓娅,郑跃杰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临床中百日咳患儿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情况。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 142 例百日咳

婴幼儿进行呼吸道病原学分析。 
结果 117 例进行了痰培养。培养结果显示正常菌群 33 例;阳性 84 例,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33 株,金黄

色葡萄球菌 12 株,大肠埃希菌 9 株,鲍曼不动杆菌､ 副流感嗜血杆菌各 7 株,流感嗜血杆菌 4 株,肺炎

链球菌､ 产气肠杆菌､ 表皮葡萄球菌各 3 株,溶血葡萄球菌､ 弗氏柠檬酸杆菌､ 卡他莫拉菌各 1
株。24 例患儿合并肺炎支原体､ 巨细胞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 EB 病毒。142 例患儿中有 40 例

患儿诊断合并肺炎,其中<=3 月组和 3-6 月组除感染百日咳杆菌外,合并的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以肺炎

克雷伯杆菌较为多见,6-36 月组合并的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较为常见。 
结论 百日咳患儿较易合并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且以肺炎克雷伯菌多见。百日咳合并肺炎患儿中,小于

6 月组以合并肺炎克雷伯菌为主,6-36 月组以合并肺炎支原体为主。 
 
 
PU-4331 

2009 年-2016 年深圳市儿童医院皮下注射特异性 
免疫治疗患者不良反应观察 

 
马卓娅,郑跃杰 

广东省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通过观察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过程中患者的不良反应,总结这种治疗方法的安全特征,便于

预防､ 及时发现､ 处理和不良反应。 
方法 100 例接受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患者,按照剂量递增治疗方案进行螨变应原标准化免疫

注射治疗,询问观察每次注射后不良反应情况并记录,总结不良反应发生规律。 
结果 100 例患儿共注射了 3453 次,共 38 例 95 人次发生不良反应(2.75%)。其中速发不良反应 34
例 71 人次(2.05%),迟发不良反应 10 例 24 人次(0.70%);局部不良反应和全身不良反应分别为 62 人

次(1.80%)和 33 人次(0.95%)。局部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注射部位红肿､ 瘙痒。全身不良反应主要

为咽痒､ 荨麻疹､ 呕吐,无 1 例发生过敏性休克。剂量递增阶段和剂量累积阶段分别有 46 次(1.33%)
及 49(1.42%)人次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 螨变应原皮下注射免疫治疗不良反应主要以局部不良反应为主,多在注射后 30 分钟内发生。剂

量递增阶段与剂量累积阶段不良反应发生率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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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32 

A simple microscale HPLC-UV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in 

plasma: an adapted method for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in children. 

 
Wu Yuee,Zhao Wei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Imipenem, a β-lactam antibiotic, has excellent activity against aerobic and anaerobic 
gram-positive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Cilastatin is a renal dehydropeptidase I inhibitor 
increasing the urinary recovery of imipenem. However, considerable intersubject variability of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has been reported, whil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TDM) adapted for children is missing.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is to develop an 
adapted method of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for TDM in children.  
Methods HPLC separation was achieved on SHIMADZU InertSustain C18 column (4.6 × 250 
mm, 5 μm) connected to an ultraviolet detector at 300nm and 254 nm for imipenem and 
cilastatin,respectively, using acetonitrile and 3-morpholinopropanesulfonic acid buffer (0.004 M, 
pH7.00, containing of 0.2% sodium hexanesulfonate) in a gradient mode of elution at a flow rate 
of 0.7 mL/min at 40℃. A protein precipitation method using dichloromethane was developed with 
a small sample volume of plasma of 100 μL, which made it well adapted for TDM in children.  
Results The method was linear over the concentration ranging 1.0–50 μg/mL with excellent 
linearity (r ≥0.9999) for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in plasma, respectively. The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were 1.0 μg/mL. Intra- and inter-day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did not exceed 8.28 %, 
and the accuracy ranged from 89.27 % to 94.10 % and 87.13 % to 98.24 % for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51 children (mean age of 4.2 years, range: 0.8-11.8 years) were 
included. Only 6 and 7 patients had detectable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trough concentration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a simple and stability indicating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the levels of imipenem and cilastatin in plasma samples with metronidazole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wa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PU-4333 

A validated HPLC-UV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ceftriaxone-tazobactam in plasma: an 

adapted method for children 
 

Li Qian,Zhao Wei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is to develop an adapted method of ceftriaxone-
tazobactam for TDM in children.  
Methods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of the two drugs was achieved on C18 column (250 
mm×4.6 mm, i.d, 5 μm) using a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phosphate buffer (0.1mol/L 

concentrated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and 0.1% triethylamine, adjusted to pH 6.0 with 
sodium hydroxide) and acetonitrile (97:3,v/v), at wavelength of 254 nm for ceftriaxone and 220 
nm for tazobactam. A total of 100 μL plasma was required to ceftriaxone-tazobacta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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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developed method offers symmetric peak shape, good resolution and reasonable 
retention time for both drugs. After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by dichloromethane, samples were 
separated and quantified by th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a UV detection, metronidazole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Calibrations were linear from 2.0 to 600.0 µg/mL for ceftriaxone and from 1.0 to 
60.0µg/mL for tazobactam. The precision for intra- and inter-day determination ranged from 0.6% 
to 1.4% and from 1.6% to 5.6% for ceftriaxone, the precision for intra- and inter-day determination 
ranged from 1.3% to 3.6% and from 4.3% to 6.0% for tazobactam. The acceptance criteria of 
accuracy (between 85 and 115%, 120% for LLOQ) were met in all cases. This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ate ceftriaxone-tazobactam concentrations in clinical plasma collected from 109 
infants and children given one or multiple doses of ceftriaxone-tazobactam (3:1). The mean age 
of the 109 patients at the time of study were 3.2 years old (range from 0.1 to 11.7). The 
ceftriaxone concentration ranged from 2.43 to 156.46 μg/mL and tazobactam concentration 
ranged from N.D. to 4.25 μg/mL.  
Conclusions A sensitive and reliable HPL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eftriaxone and 
tazobactam in human plasma has been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PU-4334 

A Microscale LC-MS/MS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zithromycin in n white blood cells: An adapted method for 

pediatric samples 
 

Tang Bohao,Zhao Wei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Azithromycin is a broad-spectrum anti-bacterial agent and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of 
pediatrics. The concentration of AZM in WBCs is approximately 100- to 300-fold higher than the 
residual plasma concentrations Therefore, the amount of AZM in WBCs is a better reflection of 
antibacterial activity than the plasma AZM concentr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a simple, selective and reliable LC-MS/MS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ZM in small volumes of paediatric samples.  
Methods WBCs were isolated from 500 μl of whole blood by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and 
countered by Countstar Automated Cell Counter. After a protein precipitation and cell lysis 
method, analytes were separated with a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quantified by MS/MS, with 
erythromycin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n Thermo 
Accucore C18 (2.1×100mm,2.6mm).  
Results The MS/MS detection was conducted by monitor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748.98→
591.39 (m/z) for AZM, 733.92→576.34 (m/z) for IS. Linearity ranged from 0.5 to 200 ng per WBC 
Sample and with excellent linearity (r =0.9931). The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were 0.5ng/mL. Seven 
pediatric (mean age of 3.4 years, range: 1.0-3.8 years) samples were involved in the experiment. 
From 0.7 to 48 ng per WBC samples were detected. 
Conclusions A simple, selective and reliable LC-MS/MS method has been develop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intracellular concentration of AZM in children in small volumes of paediatric 
sample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3942 
 

PU-4335 

不同药物雾化吸入对 SD 大鼠肺组织病理改变的影响 
 

赫倩
1,唐荣国

1,王秀娟
2,李凡彩

1,李斌
1,欧维琳

1 
1.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2.桂林医学院 
 

 
目的 通过对 SD 大鼠雾化吸入不同药物,光镜下观察不同药物雾化吸入对 SD 大鼠肺组织病理改变

的影响,评价不同品种､ 不同剂型药品雾化治疗的安全性。 
方法 取健康雄性 SD 大鼠 45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 对照组(生理盐水 10mL)､ 沙

丁胺醇组(5mg/20mL 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 2mL +生理盐水 8mL)､ 硫酸镁组(2.5g×10mL/支硫

酸镁注射液 10mL)､ 双黄连组(双黄连冻干粉和生理盐水配制成浓度 20mg/mL 的双黄连溶液 10mL)
､ 丹参组(复方丹参注射液 10mL)､ 庆大霉素组(8 万单位/2mL 庆大霉素注射液 4mL+生理盐水 6mL)
､ 定喘汤组(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熬成 10g/mL 的定喘汤煎剂 10ml)､ 二氧化硅组(40mg/mL 二氧化

硅溶液 10mL)九组,每组 5 只,每日雾化 2 次。连续雾化 50 日后处死,取大鼠左肺中叶制成切片,HE
染色后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改变,了解肺组织及气道结构等变化情况。 
结果 病理切片提示:9 组 SD 大鼠均有部分肺泡腔融合,面积<10%;空白对照组和对照组支气管管壁

完整,管腔圆整,管壁和平滑肌厚度正常,血管腔､ 肺间质未见炎性细胞的浸润。沙丁胺醇组有 2 只肺

间质极轻微充血;其余未见异常。硫酸镁组有 1 只大鼠血管周围有炎细胞浸润,以淋巴细胞为主,可见

少量浆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其余未见异常。双黄连组有 4 只肺泡腔出现极少量水肿液,有 3 只散在分

布数个尘细胞,其余未见明显异常。丹参组 5 只大鼠部分支气管管腔出现水肿液,均散在分布十余个

尘细胞,其余未见明显异常。庆大霉素组 5 只大鼠支气管管腔和肺泡腔均有少量水肿液,视野可见数

个到数十个不等的尘细胞,其余未见明显异常。定喘汤组 5 只大鼠肺间质均厚度不一,支气管管腔与

肺泡腔均有水肿液,且视野均可见十余个到数十个不等的尘细胞,其余未见明显异常。二氧化硅组 5
只支气管管腔与肺泡腔均有水肿液,均可见视野中散在分布数十个尘细胞。将各组小鼠病理切片分

级､ 统计分析后,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空白对照组､ 生理盐水组及吸入用沙丁胺醇组 SD 大鼠肺组织基本正常,提示生理盐水和雾化

剂型的沙丁胺醇用于雾化治疗较为安全。其他不同药物雾化吸入后,对大鼠肺组织产生了严重程度

不一的损伤,二氧化硅组肺组织病变 严重;其他组肺组织病理改变由轻到重依次为硫酸镁组､ 双黄

连组､ 丹参组､ 定喘汤组､ 庆大霉素组,其具体损伤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提示雾化治疗需要考虑

吸入药物对肺组织损伤的问题,非雾化剂型的药物用于雾化治疗尤其需要慎重。应当根据药品说明

书的用药途径给药。 
 
 
PU-4336 

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外洗液的皮肤安全性研究 
 

王艳宁
1,陈兆霓

2,吴曙粤
1 

1.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药学系 

 
 
目的 评价国家发明专利“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外洗液”的皮肤用药的安全性。该中药外洗液(专利号

为 ZL201210351735.X)。由石膏､ 麻黄､ 白芍､ 枳壳､ 桔梗､ 当归､ 桃仁等 18 味中药组成,具有

止咳化痰平喘功效,临床上用于咳嗽､ 咳痰､ 气喘的婴幼儿支气管炎取得良好效果,且又方便病儿使

用。为开发为中药院内制剂,现进行皮肤用药的安全性的研究 
方法 采用 SD 大鼠进行急性毒性试验,观察完整皮肤及破损皮肤多次接受高剂量洗液所产生的急性

毒性反应。采用白家兔进行皮肤刺激性试验､ 过敏性实验,观察用药后全身状况及局部皮肤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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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外洗液对 SD 大鼠未见急性毒性反应;对白家兔的完整皮肤､ 破损皮肤均

无刺激作用,无皮肤过敏反应 
结论 婴幼儿支气管炎中药外洗液的皮肤用药安全性良好。 
 
 
PU-4337 

咖啡鞣酸对 HSV-1 诱导单纯疱疹病毒感染过程中 
TLR2 信号通路的干预机制研究 

 
邓娜,王金堂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 442000 
 

 
目的 研究咖啡鞣酸(chlorogenic acid,CGA)对单纯疱疹病毒-1((herpes simplex virus-1,HSV-1)感染

BV2 小胶质细胞诱导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herpes simplex virus encephalitis,HSE)细胞模型过程中

Toll 样受体 2(TLR2)信号通路的干预机制。 
方法 用 HSV-1 刺激的 BV2 细胞建立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herpes simplex virus encephalitis,HSE)
的细胞模型,然后用不同浓度梯度的 CGA 进行处理。通过 MTT 法测定细胞存活率。分别通过 RT-
PCR 和 Western Blot 测定 TLR2､ Myd88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通过 ELISA 以及 real-time 
PCR(RT-PCR)测定 IL-6 的表达。 
结果 CGA 治疗后细胞存活率显著改善,模型组 TLR2､ Myd88､ IL-6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P<0.01),
咖啡鞣酸干预后,其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P<0.01)。 
结论 在 HSV-1 感染 BV2 小胶质细胞诱导 HSE 细胞模型中,咖啡鞣酸可以通过抑制 TLR2 信号通路

中 TLR2､ Myd88 分子的表达,从而抑制促炎因子 IL-6 的释放,减轻炎性反应。 
 
 
PU-4338 

早产儿肠外营养支持与质量管控策略 
 

王刚,包蕾,张先红,孔粼,黄晓英,赵华,陈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并规范早产儿 PN 支持治疗,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参考相关循证医学､ 循证药学文献､ 指南并结合临床实际治疗情况,系统介绍早产儿 PN 支持

的适应症､ 途径选择､ 输注方式､ 调配需监控的主要指标､ 营养处方成分的选择､ 用法用量及管控

要点､ 肠外营养相关的并发症和预防措施等 
结果 早产儿 PN 支持治疗对以上的关键控制点应根据其生理病理特点设计,不能套用一般人群的 PN
支持治疗方案,预防并发症除损伤､ 感染､ 体液内环失衡外,还重根据生理病理对各个主要营养成分

的结构筛选和剂量控制。 
结论 通过营养成分､ 给药途径､ 给药速度､ 可能的并发症的积极预防等适宜设计,能够安全有效满

足临床早产儿 PN 支持治疗的需要,同时也利于 PN 同质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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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39 

哌甲酯对 SHR 大鼠行为学及不同脑区皮质酮及 GR 的影响 
 

谢琳琪,陈燕惠,郑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通过研究自发性高血压幼鼠(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HR)构建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模型大鼠不同脑区的皮质酮(corticosterone,CORT)
水平及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GR)表达,并观察经典治疗 ADHD 药物哌甲酯

(methylphenidate,MPH)对大鼠行为学及不同脑区 CORT/GR 的影响。 
方法 采用生后 21 天(Postnatal day 21, P21)的 SHR 雄性大鼠为研究对象,将 SHR 雄性大鼠分别随

机分为 MPH 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只。MPH 组及对照组大鼠分别给予 MPH 4mg/kg.d 及等量的灭菌

注射用水灌胃,每日两次,连续干预 14 天。采用脑微透析法收集海马区及前额叶区细胞外液,并于药

物干预前后行眶静脉取血;分别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及免疫分析法测定不同脑区细胞外液中

CORT(皮质醇)水平及药物干预前后血清 CORT 水平。采用旷场试验和 LAT 迷宫评价大鼠多动和注

意行为。 
结果 (1)MPH 干预后,SHR 组大鼠在旷场试验和 LAI 迷宫中的行为学均较为干预前改善。(2)MPH 干

预后,SHR 海马区 CORT 水平(6.60±2.97 ng/ml)较干预前明显增加(P=0.002),而前额叶区 CORT 水

平与干预前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9)。(3)MPH 干预后 SHR 海马区及前额叶区 GR 水平分别为

160.60±77.06､ 157.84±41.90 均较对照组明显增加(P=0.003,P=0.035)。(4)相关分析显示 SHR 血

清皮质酮水平､ 海马区皮质酮水平及 GR 水平与行为学表现呈负相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提示血清

皮质醇水平越低,SHR 的 ADHD 核心症状越显著,同时线性回归分析提示海马区皮质酮水平越高,则
血清皮质酮水平与 GR 水平越高。 
结论 经过 MPH 干预后,海马区 CORT/GR 及血清 CORT 表达水平均较干预前增高,同时注意缺陷､

多动症状亦得到改善,提示 HPA 轴与 ADHD 症状相关;同时,GR 表达水平低下可能是 ADHD 动物模

型 HPA 轴低反应性的重要因素。 
 
 
PU-4340 

糖皮质激素对脑出血大鼠内源性糖皮质激素水平的影响 
 

邱鸣琦,陈燕惠 
福建协和医院 350103 

 
 
目的 研究发育期大鼠脑出血后内源性糖皮质激素的变化及地塞米松(DEX)的干预效应。 
方法 新生 10 日龄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CON)组､ 假手术(SHAM)组､ 脑出血模型(ICH)组､ 糖皮

质激素受体(GR)激动剂干预(DEX 组)和 GR 阻滞剂干预(RU486 组)各 8 只。采用自体血注入法制造

ICH 模型。DEX 组及 RU486 组大鼠在造模后分别予 DEX 或 RU486 腹腔内注射,SHAM 组､ CON
组及 ICH 组大鼠仅予生理盐水腹腔内注射。行为测评采用神经损伤评分(NDS)。大鼠脑 浆皮质激

素(GC)水平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尼氏染色及免疫荧光染色分别用于观察神经元形态学变化及海马

区 GR 受体表达。 
结果 术后 72h ICH 大鼠 NDS 评分升高,DEX 干预后,NDS 得分的减分率为 57.89%,显著低于药物未

干预组和 RU486 干预组(P <0.05),后两组间 NDS 得分无显著差异。ICH 组大鼠出血灶周边可见坏

死细胞,脑组织 GC 水平明显升高(P <0.01),出血后 12h 升高至峰值,后逐渐下降,在 72h 仍高于 CON
组;海马 CA1 区神经元 GR 平均光密度值(IOD)小于 CON 组(P <0.01)。DEX 干预后,脑组织坏死细

胞较少,GC 在出血后 72h 降至正常水平;RU486 组与 ICH 组大鼠神经细胞坏死数及 GC 水平无明显

差异。DEX 组､ RU486 组及对照组大鼠海马区 GR 表达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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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新生大鼠脑出血可导致 HPA 轴失调,表现为 GC 分泌增多,GR 表达减少;早期短程应用 DEX 可

能通过减少内源性皮质激素的过度分泌,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PU-4341 

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导致的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一例报道 
 

郑杰,方昕,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THD)导致的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的临床特征､ 治疗方法及基因突

变。 
方法 总结分析一例 THD 导致的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的患儿的临床表现､ 治疗随访经过及基因检

测结果,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患儿,男,2 岁 4 个月,因“运动发育迟缓 1 年余”就诊,患儿为 G3P3,足月顺产出生,出生体重,无窒

息史。1 岁 6 个月会扶站､ 扶走。1 岁 9 个月出现双手握拳抖动。外院予“康复治疗”,双手握拳抖动

消失,但渐发展为不能扶走,不能独坐,仍可扶站。父母均体键。非近亲结婚。哥哥姐姐体健。体格检

查:W:14KG,H:86cm,头围:48cm。神志清楚,无特殊面容,四肢肌力检查不配合,肌张力减弱,四肢腱反

射对称存在,无亢进或减弱,脑膜刺激征及病理征阴性。辅助检查:血 NSE､ 血乳酸､  血氨:正常; 尿
有机酸､ 血氨基酸和酰基肉碱谱分析:(-),头颅 MRI､ 肌电图:(-) 。基因突变分析 THexon4: 
c.457>T;P.(Arg153*) 杂合致病突变,遗传自父亲;THexon7: c.739G>A;P.(Gly247Ser) 杂合致病突变,
遗传自母亲,诊断酪氨酸羟化酶( TH)基因复合杂合突变致多巴反应性肌张力不全。予补充左旋多巴

治疗,在 1 周内逐渐加量至 62.5mg bid,又服用 2 周,无不良反应,但肌张力及运动障碍无改善。改多

巴丝肼 83mg bid, 1 周后肌张力即明显改善,会独坐。 
结论 对于不明原因的肌张力不全,尤其是婴儿期起病并伴有锥体外束受损为标志的运动功能减退,均
应高度怀疑为 THD,基因诊断有助于确诊。多巴丝肼含有苄丝肼,能减少左旋多巴在脑外组织的脱羧

反应,增加进入中枢的左旋多巴浓度,效果优于单纯的左旋多巴制剂。 
 
 
PU-4342 

一例反复发作的心律失常患儿临床护理经验分享 
 

周敏,黄雀兰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1.在相对正常的范围内控制心率,如果可能,恢复正常的心律; 
2.治疗可能引起心律失常的心脏病/病症,减少心脏病等其他危险因素; 
3.减少患儿阿-斯综合征及心动过速等发生; 
4.监测患儿生命体征,维持患儿在住院期间生命体征平稳。 
方法 心电监护,监测患儿生命体征,急查心肌酶､ 心电图等;予补镁､ 补钾等对症支持治疗,胺碘酮及

美托洛尔 6.25mg/次,1 次/日,抗心律失常,将胺碘酮剂量减半,继续给予阿司匹林抗凝､ 磷酸肌酸钠营

养心肌､ 补钾､ 补镁对症治疗。 
结果 住院期间患儿活动后及入睡后仍有心律失常发作,均未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及病情加重。 
结论 护理人员能够早期发现心律失常前期表现,配合医生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给予干预极为重要。

护理人员的观察能力､ 业务水平及过硬的技术是确保患儿生命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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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43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治疗及进展 
 

王媛,叶国嫦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加强对 PID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方法 1.一般治疗 
2.替代治疗  
3.免疫重建  
结果 尽早移植是 HSCT 成功治疗 PID 的关键,在发生各种感染前,尽可能选择 HIJA 相合同胞供体,无
同胞供体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半相合相关供体､ 全相合无关供体或脐血;根据移植前患儿疾病情

况､ 是否有 NK 残留､ 对烷化物和反射线是否过敏等情选择适当的预处理方案。 
结论 HSCT 可以治愈 PID 的免疫系统缺陷,但对于其他系统的病变却无能为力;在移植成功后需长期

随访生长发育及各重要器官的功能,注意预处理方案中各种远期后遗症。 
 
 
PU-4344 

Gap analysis of paediatric clinical trials in China and in 
other countries 

 
Zhu Yiqing,Zhu Ling,Li Zhiping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gap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incentives, training, and network regarding to paediatric clinical trial practices, and 
thus to find possible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best practices in paediatric clinical trials and 
increase paediatr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Methods Literature and website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in the study areas of interests. After 
comparing the respects for each subject by listing them in the table,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based on what is not adequate in China. 
Results The aspec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Specific incentives 
have been recently updated for children’s medicines. The guidelines required more technical 
details, which are listed in the paper. 
Conclusions China has made progress in promoting paediatric clinical trial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PU-4345 

布拉氏酵母菌预防儿童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的成本-效果分析 
 

郑斌,李娜,刘茂柏,陈燕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评价布拉氏酵母菌预防儿童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AAD)的成本-效果。 
方法 使用决策树模型合并临床效果数据和成本数据,评估预防使用和不预防使用布拉氏酵母菌两种

方案对儿童 AAD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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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预防使用布拉氏酵母菌较不预防使用组可以使每名使用抗菌药物的住院患儿平均节省费用

339 元。对 AAD 发生率､ 严重 AAD 发生比例等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预防使用布拉氏酵母菌组均

保持成本节省。 
结论 使用布拉氏酵母菌预防儿童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可节约住院成本。 
 
 
PU-4346 

伊藤黑色素减少症并癫癎 
 

张洁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伊藤黑色素减少症(Hypomelanosis of Ito)原称为无(脱)色性色素失调症,伊藤黑色素过少症) 
方法 1952 年伊藤(Ito’s)首先报道本病。具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特征及不同的外显率。基因定位

Xp11。 
流行病学:见于人类所有种族及性别。发病率:1/ 8000 ~  1 / 10000。女>男。50%发病于出生时

(50%)或婴儿早期。 
临床表现:神经系统:90%患者存在神经系统异常,多发生于 1~10 岁内,以癫癎､ 智力低下 常见。 
其癫癎发作可表现为 :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50%)､ 部分性发作(12%)､ 婴儿痉挛(8%)肌阵挛性发作

(4%)､ 还可见 Lennox - Gastaut 综合征等等。癫痫发作多以 1 岁后更明显。 
50%—75%患者存在智力低下(智商小于 70)或精神发育迟滞,其中 40%中度智能低下,亦可有轻度智

能低下/接近正常(智商大于 85)。65%患者可见智力低下与癫癎发作同时存在。57-70%患者存在学

习困难, 12%可伴孤独症样症候群,可能与婴儿痉挛及其他严重癫癎发作所导致的脑损伤有关。 
其他神经系统的问题,包括:共济失调步态､ 感觉神经病变､ 慢性远端型脊肌萎缩症､ 斜颈､ 听觉传

导缺陷､ 多动。 
结果 临床体格检查:头部和脸部异常:小头畸形(8%)､ 头部不对称､ 囟门延迟关闭。面部畸形:面部

过宽,唇腭裂､ 鼻和耳发育异常。牙齿发育不良。 
眼科异常(20%):表现为视网膜色素异常或色素减退､ 可能会引起视力丧失。合并枕叶病变患者可能

有视野缺损。 
心脏异常:可见室间隔缺损(VSD)､ 房间隔缺损(ASD)。 
骨骼异常:大约有 20%的患者合并骨骼异常。 
脑电图:背景活动轻-中度异常,常有各种类型癫癎放电。 
病理:色素过少性皮肤病变—特征性:多巴阳性黑色素细胞数量减少,在表皮的基底层,色素产物减少。 
诊断依据:黑色素减少的特征性皮肤改变 
鉴别诊断:色素失调症,基因定位在 Xq28。 
结论 治疗:无特效。主要是针对并发症治疗。40%患者抗癫癎药物治疗有效。皮肤改变不需治疗。 
预后:取决于并发症的严重程度。 
小结:神经皮肤综合征,目前已达 40 余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居多,可因多种基因异常引起。临床表型

外显率不一。目前仍然在进行多种基因位点检测。多无特效治疗,重视并发症治疗。有癫癎发作者,
宜录像脑电图监测确诊及分型,宜尽早正规抗癫痫治疗减少惊厥性脑损伤。预后取决于并发症的严

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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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47 

1 例疑似左氧氟沙星致横纹肌溶解病例报道 
 

王刚,李思,吕凤俊,何翠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分析报道 1 例左氧氟沙星致肌酐激酶异常升高,疑横纹肌溶解的罕见病例,便于临床应用该药是

警惕类似不良反应发生 
方法 整理病史资料,按药物不良反应国家评价分类标准进行判断 
结果 患儿肌酐激酶异常升高按因果关系基本明确,疑为左氧氟沙星导致横纹肌溶解所致 
结论 严格左氧氟沙星药品说明书用药,使用中警惕奎诺酮类药物发生疑横纹肌溶解 
 
 
PU-4348 

新生儿科维生素 K1 注射液超说明书应用情况分析 
 

吴越,魏红,湛敏,李学娟,陈泽彬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研究新生儿科维生素 K1 注射液超说明书用药的合理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收集 2017 年上半年新生儿科(包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所有住院患儿维

生素 K1 注射液的用药医嘱,对给药途径､ 给药剂量､ 给药频次等进行分类分析。 
结果 682 例使用维生素 K1 的用药医嘱中,超说明书用药发生率为 100%。类型主要包括:超给药途

径(100%,682/682)､ 超给药剂量(96.9%,661/682)。给药频次及给药间隔时间未发现超说明书用药

情况。2017 年上半年无维生素 K1 相关不良反应上报。 
结论 维生素 K1 注射液超说明书用药普遍,存在一定的医疗风险。 
 
 
PU-4349 

我院近三年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离及耐药趋势分析 
 

王刚,李思,吕凤俊,何翠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了解我院鲍曼不动杆临床标本分离情况及耐药趋势;探讨鲍曼不动杆菌抗感染治疗对策 
方法 采用 BD PhoenixT M 100 Sy st em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 药敏系统,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儿童感染者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1 511 株鲍曼不动杆菌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本院鲍曼不动杆菌感染以中心 ICU ､ 呼吸内科以及新生儿科居多。3 年间耐药率上升幅度

大的为氨苄西林､ 阿莫西林/棒酸､ 头孢唑林和氨曲南,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对鲍曼不动

杆菌保持有较高抗菌活性的抗生素为多黏菌素,其次是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其耐药率均小于 20.0%,
第 3､ 4 代头孢菌素的敏药率在 2014~2016 年间均呈下降趋势 
结论 严格消毒和监测措施,合理使用抗生素,是控制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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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50 

儿科临床输液常见药物配伍禁忌调查分析 
 

王刚,黄晓英,余春飞,陈添,胡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收集院内常临床输液理 配伍禁忌,分析配伍禁忌原因 
方法 向医人员发放配伍禁忌调查表,调查在配液或输液过程中发生的配伍禁忌象 
结果 发放 186 份,收回 127 份配伍禁忌调查表,涉及 48 种药品,以质子泵抑制剂抗菌药物中药注射液

引起配伍禁忌的原因包括吃 PH 值改溶解度降低学反应等 
结论 熟悉院内常输液药物配伍禁忌, 有效减少配伍变化(禁忌)的发生 
 
 
PU-4351 

1 例丙戊酸致药物超敏综合征患儿的药学服务 
 

王刚,洪思琦,何翠瑶,吴青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对我院收治服用丙戊酸治疗癫痫发生药物超敏综合症患儿的用药分析,探讨儿科临床药师对有

关超敏反应的药学监护的临床实践 
方法 从超敏反应机制､ 疾病发展分期与特点､ 各阶段治疗与监护的重点以及治疗与药物之间的矛

盾和药物自身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几个方面积极参与临床治疗医嘱建议,及用药后的药学关键点监护,
及时为临床治疗与预防用药提供参考 
结果 治疗安全､ 有效,患儿顺利度过各段危险期,治愈出院 
结论 临床药师积极参与临床危重病救治,为临床安全､ 有效药物提供参考建议,发挥多学科协作的积

极作用 
 
 
PU-4352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的疗效观察 
 

徐丹,宋小华,李国林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观察喜炎平联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的疗效。 
方法 将 198 例支气管肺炎的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99 例,2 组患儿均给予抗生素治疗,
并接受相同的基础治疗,同时观察组还给予喜炎平注射液静滴。2 组均连续治疗 7 天,比较 2 组退热

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啰音吸收时间及 IL-6､ IL-8 及 TNF-α 水平。 
结果 观察组退热时间､ 咳嗽及啰音消失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2 组治疗前后血清 IL-6､ IL-8
及 TNF-α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但是,只有 IL-6､ IL-8 观察组改善程度显著大于对照

组(P<0.05),2 组 TNF-α 的改善程度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治疗效果可靠,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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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53 

杜兴型肌营养不良症治疗新药地夫可特 
 

王思铮
1,2,赵立波

1,王晓玲
1,秦一

1,孙宁
1,杜朝阳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药学院临床药学系 

 
 
目的 对地夫可特的作用机制､ 药动学､ 药物相互作用､ 临床评价和安全性等进行综合性评价。 
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检索,查找地夫可特用于杜兴型肌营养不良症治疗的 新研究结果。 
结果 地夫可特作为首个被美国 FDA 批准用于 DMD 治疗的皮质醇类药物,用于治疗 5 岁及以上患者

的杜兴型肌营养不良症,临床效果显著。 
结论 相比较 FDA 另一批准治疗用药 Eteplirsen 和国内推荐用药泼尼松,地夫可特口服给药使用范围

更广,体重增加风险更小,尤其为儿童用药提供了适宜剂型的新选择。 
 
 
PU-4354 

青桑合剂对免疫低下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莫晓媚
1,2,秦鹏飞

1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青桑合剂对免疫低下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为临床合理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腹腔注射地塞米松致免疫低下模型,观察青桑合剂高､ 中､ 低剂量组对模型小鼠脾指数､

胸腺指数和吞噬指数的影响。 
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青桑合剂中､ 高三个剂量组的小鼠脾指数都有显著性差异(P < 0.01),青桑合剂

低､ 中､ 高三个剂量组的小鼠吞噬指数都有显著性差异(P < 0.01),各组胸腺指数无明显差异(P > 
0.05)。 
结论 青桑合剂对免疫低下小鼠具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PU-4355 

A method for clinic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pediatric drugs based on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example of three kinds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for 
children with asthma 

 
Yu Yuncui1,Jia Lulu 1,Meng Yao 1,Hu Lihua 1,Liu Yiwei 1,Nie Xiaolu 1,Zhang Meng 1,Zhang Xuan 1,Han Sheng 

1,Peng Xiaoxia 1,Wang Xiaoling1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Peki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clinic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national drug policy-mak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rational drug use. A project entitled “clinic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pediatric drugs (CCES-P)” has been proposed in China, 
which aims to provide drug’s comparative clinical- and cost-effectiveness to aid decision making. 
Thus, a systematic and objective method is urgently needed to help in drug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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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comparative, evidence-based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odel involved wit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as designed for evaluation of three kinds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a 
total of 16 drugs with different generic names, different dosage forms and strengths, or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consisting of 9 steps. 
Results Using the drug analysis model, the 16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under review were 
successfully scored and evaluated. Budesonide Suspension for Inhalation (Drug ID: No.7) scored 
the highest comprehensive utility score of 80.23, followed by Fluticasone Propionate Inhaled 
Aerosol (Drug ID: No.16) (79.59) and Budesonide Inhalation Powder (Drug ID: No.6) (78.98). In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the ranking of top five drugs from the first to fifth did not changed, and the 
same phenomenon also occurs in the ranking of the lowest five drug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model is in generally robust. 
Conclusions An evidence-based drug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 model incorporates sufficient utility and flexibility and can be used as 
a decision-making aid tool for the centralized clinical comprehensive drug evaluation. 
 
 
PU-4356 

婴儿典型药物性肝损伤一例报道 
 

孟瑶,郑旭 
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儿童抗菌药物相关的药物性肝损害的诊断和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1 月龄患儿发生药物性肝损害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同时应用不良反应

监测系统回顾性分析五年内头孢曲松相关性药物性肝损伤在婴幼儿的发生情况,并与文献报道成人

发生率进行比对。 
结果 患儿于颈部肿物切除术后合并肺炎,静脉应用头孢曲松抗感染治疗,出现肝功能异常,其中谷丙转

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均显著升高,高于正常值 10 倍,同时碱性磷酸酶水平正常。经除外急性术后应激､

感染导致肝损害､ 胆汁淤积性疾病､ 肝炎病毒及 CMV 病毒感染等原因后,考虑为头孢曲松不良反应

所致肝损害。可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应用二联保肝药物,并停用头孢曲松抗感染后,患儿肝功能逐

渐好转。根据我院不良反应主动监测系统进行的回顾性分析结果,婴幼儿人群中,头孢曲松导致肝酶

升高的药物不良反应判定为可能的发生率为 6.6%,高于成人报道数据两倍。 
结论 头孢曲松安全性较高,导致药物性肝损伤较为罕见,但本患儿表现极重,临床上应予以重视,建议

在肝功能超过正常值 3 倍时即刻停用治疗药物,并保肝治疗,避免发生不可逆的肝脏损害。同时针对

低龄儿童为相对高危人群,应加强监测,包括使用药物不良反应主动监测系统。 
 
 
PU-4357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and dosing optimization of 
caspofungin in children. 

 
Yang Xinmei1,Zhao Wei1,Jacqz-Aigrain Evelyne2 

1.Shandong Provincial Qianfoshan Hospital 
2.Robert Debré University Hospital 

 
 
Objective Caspofungin, an echinocandin antifungal agent, was indica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fungal infection in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3months). Altough, the use of caspofungin is 
increasing in pediatric population, the pediatric pharmacokinetic data is limited. Our aim was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s of caspofungin in children in order to optimize 
caspofungi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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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48 children treated with caspofungin and 
concentrations were quantified by HPLC-UV.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NONMEM software. 
Results Forty-eight children (age range: 2.05 – 11.77 years) with suspected or confirmed fungal 
infections were included. Opportunistic and TDM samples (n = 159) were available for PK 
analysis. A two-compartment model with first-order elimination model showed the best fit with the 
data. A co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body surface area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aspofungin pharmacokinetics. 
Conclusions The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model of caspofungin was established in children 
and will be used to individualize dosage regimen of caspofungin in children. 
 
 
PU-4358 

138 例支气管哮喘住院患儿的用药分析 
 

陈婷,钟琳,丘力,刘瀚旻,陈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近年来中国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患病率逐年上升,给患儿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精神及经济负

担。为更好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通过回顾性分析 2012-2016 年我院支气管哮喘住院儿童的用药情

况,评价用药合理性,进一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2016 年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且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的住院病例共

138 例。收集住院患儿临床用药､ 实验室检查及病原学结果等资料。 
结果 138 例住院患儿中 123 例完善胸部影像学检查(其中 118 例提示异常),13 例痰培养阳性。128
例患儿使用静脉或口服抗生素,其中 15 例未完善胸部影像学检查且痰培养阴性。87 例患儿给予全身

激素治疗(静滴氢化可的松/甲强龙 79,口服强的松 4 例,静滴氢化可的松后改为口服强的松 3 例,静滴

强的松后改为口服强的松 1 例)。134 例使用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129 例使用雾化吸入支气管扩张

剂。 
结论 我院住院患儿的支气管哮喘用药基本合理,部分病例存在过度应用全身激素､ 抗生素指征控制

不严的情况。今后应从多方面提高药物疗效,严格控制用药指征,促进合理用药。 
 
 
PU-4359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研究进展 
 

孙宁
1,秦一

1,王思铮
2,赵立波

1,王晓玲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药学院临床药学系 

 
 
目的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是目前临床上应用较普遍的抗生素之一,其在儿科领域的应用也十分广泛。

本文旨在对大环内酯类药物的临床检测方法､ 非抗炎作用的新机制以及大环内酯类药物新的研发进

展三个方面进行综述,为相关人员了解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发展历程以及把握下一阶段研究方向提供

帮助。 
方法 通过对近年来大环内酯类药物的相关研究报道的检索与查阅,对研究的发展与现状进行梳理､

分析与总结,并针对该类药物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结果 通过对 PubMed､ CNKI､ 万方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出相关中文文献 38 篇,英文文献 20
篇。对大环内酯类药物从临床检测方法､ 非抗炎作用的新机制以及新的药物研发进展三个方面进行

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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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目前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是抗生素质量分析 常用的手段,新检测器及新型色谱柱填料的应

用为抗生素的质量控制提供了更准确的分析方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HPLC-MS)可在使用色

谱方法对有关物质进行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有关物质的结构进行推测,更有利于全面掌握有关物

质的信息。毛细管电泳法(CE)是目前研究较多的色谱新方法,该法没有 HPLC 法中存在的传质阻抗

､ 涡流扩散等降低柱效的因素,纵向扩散也因毛细管壁双电层的存在而受到抑制,因而能达到很高的

理论板数及极好的分离效果,在经济性､ 实用性等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如何将 CE 与质谱技术更好的

结合使用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用途日趋广泛,但作为广谱抗生素而言,长期过度地用于非感染性疾病,将面临正常

菌群平衡被破坏,导致二重感染等严重不良反应,以及一系列的耐药性问题的产生。对于非感染性疾

病的治疗,尚处于动物模拟实验或初级试验阶段,真正用于某种非感染性疾病的药品种类､ 剂量､ 疗

程以及用药时间等尚需进一步研究。同时,期待着新一代仅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而缺乏抗菌活性的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的研制与开发,为多种非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手 
随后多种耐药菌的迅速产生迫使第三代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酮内酯应运而生。以酮内酯为母核,通过

半合成途径对其进行结构修饰已然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利泰霉素､ 喹红霉素､ 可利霉素等相继

问世,临床上细菌性感染的治疗正面临着巨大挑战,开发出更具疗效的大环内酯类药物迫在眉睫。 
 
 
PU-4360 

异丙酚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导心肌细胞肥大的影响 
 

张森,郑吉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异丙酚对异丙肾上腺素( isoproterenol,Iso)致心肌肥大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新生 SD 大鼠心室肌细胞,以异丙肾上腺素 10 μmol/ L 诱导心肌细胞肥大,观察不同浓

度异丙酚( propofol,Pro)对肥大心肌细胞的影响。用细胞免疫荧光染色观察细胞形态大小;Image J
图像分析系统对单个细胞的平均面积定量测量。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脂肪乳剂组心肌细胞体积没有明显改变(P>0.05),而异丙肾上腺素模型组心

肌细胞体积明显增大(P<0.05)。与异丙肾上腺素组相比,异丙酚(10､ 30､ 50､ 100μmol /L) 均能够

剂量依赖性的改善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大,使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肥大依次减小

15%(P<0.05)､ 29%(P<0.001)､ 40%(P<0.001)､ 48%(P<0.001)。 
结论 丙泊酚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大有保护作用。 
 
 
PU-4361 

528 例儿童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李小霞,李智平,李琴,卢金淼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分析探讨 528 例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该院 2010 年 1 月-2017 年 5 月上报的 528 例有效 ADR 报告,按照患者

性别､ 年龄､ 给药途径､ 药品种类,涉及的器官或系统及其临床表现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528 例 ADR 报告中,男女比例是 1.5:1,年龄分段在 1~12 岁的患儿 ADR 构成比较高,占 83.90%;
静脉给药导致 ADR 占 48.29%;ADR 构成比 高的为抗感染药,占 37.98%,其次为血液制品,占
21.55%;抗感染药物中头孢菌素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高,占 52.71%。临床表现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

为常见,占 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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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医务人员应重视 ADR 的监测与报告,对常见的不良反应应密切观察,及时对症治疗,对新的未知

的不良反应应及时上报,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PU-4362 

缺氧引起新生大鼠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 
NF-κB p65 的表达改变 

 
石晶,周晖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脑白质损伤是早产儿常见的并发症,存活者常发生脑瘫､ 认知功能障碍及视力缺陷等后遗症,严
重影响患儿生活及生存质量。处于未成熟阶段的少突胶质细胞(OPC)对缺氧损伤的易感性增高,成熟

过程中断及髓鞘形成障碍是导致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关键因素,缺氧激活兴奋性氨基酸释放,进而造

成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的损伤;缺氧亦可启动核转录因子(nuclear factor-κB , NF-κB)信号通路的改

变,该信号通路同时也是调控少突胶质前体细胞发育成熟的重要调控因素之一。本研究通过观察新

生大鼠 OPC 缺氧情况下 NF -κB 活性变化､ 兴奋性氨基酸 NMDA 对 NF -κB 的调节作用,探讨 NF -
κB 信号通路在新生大鼠 OPC 缺氧后的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进行少突胶质细胞前体培养,将培养细胞置于四种不同处理条件下(常氧组､ 缺氧组､

NMDA 组+常氧组､ NMDA+缺氧组),采用 Western blot 及 RT-PCR 检测 p65 蛋白及 mRNA 表达水

平改变,同时检测 p65 上游信号通路 IκB 及其磷酸化改变。 
结果 NF-κB p65 亚单蛋白及 IκB 在常氧下存在于少突胶质细胞中,常氧条件下,pIκB 含量较少。缺氧

暴露 4h 后 IκB 含量明显减少,p-κB 及总的 p65 蛋白含量明显增加;加入 NMDA 后,常氧下细胞内 IκB
､ 和 p65 无明显变化;而缺氧加 NMDA 后 IκB 含量较单纯缺氧增加,p-κB 及总的 p65 蛋白含量较单

纯缺氧降低。不同实验组之间统计分析显示 NF-κB 表达具有差异(P<0.05)。 
结论 结论:缺氧可使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 NF-κBp65 蛋白及 mRNA 表达增强,而加入 NMDA 后可

抑制其表达。我们的研究提示缺氧后 NF-κB p65 表达上调具有保护少突胶质细胞作用,而缺氧后

NMDA 抑制 OPC p65 表达很可能具有细胞损害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很可能是通过抑制 IκB 磷酸

化来实现的。 
 
 
PU-4363 

从我院新生儿 TPN 在 PIVAS 配置中浅析其质量与控制 
 

王刚,黄晓英,余春飞,赵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静脉药物集中配置中心配置新生儿 TPN 的特点,易发生差错的可能原因及其相应的预防措

施 
方法 就我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配置新生儿 TPN 中存在的一些显著的特点,对发生不

合理用药及配制差错进行分析,分析配置差错的原因,并统计､ 比较和分析质量控制环节并加以改

进。 
结果 从我院 PIVAS 开始运行并配置 TPN 后的一年中共配置新生儿 TPN46987 人次(占同期在院新

生儿人次的 39.51%),在进入 PIVAS 初期欠合理经修改后后执行的医嘱共计 297 例次(占同期 TPN
医嘱 0.59%),1~2 周后未再次发现。主要问题发生在主药或溶媒规格､ 剂量不适宜,营养成分配比欠

适宜,渗透压不当､ 电解质浓度超限等问题。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成品临界差错 18 例次,占
同期配置 TPN 的 0.38‰,改成品出仓核对为配置过程控制试行 2 月,未发生新的临界差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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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 PIVAS 模式调配新生儿 TPN 及改进成品复核为过程控制后,新生儿静脉营养液质量有显

著提高。 
 
 
PU-4364 

探讨儿童药物临床试验中临床研究协调员的管理 
 

丁倩,王晓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探讨适合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的 CRC 管理及运行模式。 
方法 通过研究 CRC 的工作内容,讨论 CRC 工作模式的优缺点,结合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的特点。 
结果 申办者/CRO 成立的第三方公司或招标 SMO 公司､ 专业组聘请 CRC 和医院出资聘请 CRC 都

不适用于儿童药物临床试验。 
结论 结合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的特点,优选 SMO 和 CRC 的模式是较好的选择。 
 
 
PU-4365 

基于系统生物学研究发现 Atg7 受体激动剂作 
为治疗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潜在靶向药物 

 
鲁瑞丰,王华,母得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自噬相关蛋白 7(ATG7)及其潜在的受体激动剂候选药物在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后的潜在治

疗作用。 
方法 确定 Atg7 作为筛选候选蛋白激动剂这一新颖的治疗靶点,是基于 mRNA 表达分析､ 网络建设

､ 分子建模､ 分子对接和分子动力学(MD)模拟这一系列系统生物学研究方法。体外细胞模型中,利
用可用性分析､ 电子显微镜､ 免疫印迹和 ROS 测量方法来验证候选化合物的功效。我们使用自噬

相关蛋白 7 的共表达网络分析和构造(PPI)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同时,我们筛选了目标化合物从药

物库中搜寻自噬相关蛋白 7 和锌。进一步的 MD 模拟结果支持稳定的候选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Atg7。 
结果 候选 ATG7 受体激动剂诱导自噬和减少活性氧的产生。在硅片分析和实验验证表明,Atg7 受体

激动剂可以诱导自噬和减少脑缺血损伤。 
结论 该化合物作为未来治疗领域里潜在的新 Atg7 靶向药物来治疗缺氧缺血性脑病。 
 
 
PU-4366 

支原体肺炎合并肺栓塞一例 
 

董汉权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分析儿童肺炎支原体(MP)感染合并肺栓塞病例,其临床特点､ 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栓塞的病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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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女,咳嗽发热 9 天入院。在抗感染治疗并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提示:左肺下叶塑型性支气管

炎,住院诉右下胸痛,间断有咳出鲜红色及暗红色血块 
行 CTA 提示右下肺动脉及其分支内充盈缺损,考虑肺栓塞,予以低分子肝素､ 利伐他班抗凝,综合治

疗,患儿症状､ 体征明显好转。 
结论 此患儿为支原体肺炎合并肺栓塞,D-二聚体是肺栓塞重要的初筛试验。对支原体肺炎患儿尤其

是大面积实变合并胸腔积液时,D 一二聚体是必须完善的一项检查。抗磷脂抗体､ 蛋白 C 及蛋白 S
的检查对于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是必要的,持续高热不退的大面积支原体肺炎患儿均应完善此项检

查,如果抗磷脂抗体阳性和(或)蛋白 C､ 蛋白 S 的活性受到抑制,高度警惕栓塞发生。MP 感染合并血

栓形成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可能与免疫反应和内皮细胞损伤有关。 
 
 
PU-4367 

胃食管返流患儿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的效果观察 
 

赵丽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观察“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family- centered care ,FCC)在小儿胃食管返流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规范家庭护理指导,提高出院胃食管返流患儿的护理质量。 
方法 将小儿消化病房 90 例胃食管返流患儿家庭为研究对象,对照组患儿住院期间采取相应的护理指

导,出院后定期电话回访,观察组采取“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在患儿出院后 1 周､ 2 周､ 3 周时通过

电话回访,网络平台护理指导等方式,对其规范家庭护理指导和追踪回访比较两组并发症的发生情

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技能掌握程度,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并发症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通过规范家庭护理指导体系,为胃食管返流患儿出院后提供延伸性护

理服务,减少医疗费用支出,降低并发症的发病率,提高患儿家属满意度。 
 
 
PU-4368 

婴儿饮食与 1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曲奕,曲航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0 

 
 
目的 1 型糖尿病由于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儿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研究发现婴儿饮食与

1 型糖尿病发病可能存在一定联系 
方法 检索 Pubmed 和 EMBASE 等数据库中婴儿饮食与 1 型糖尿病相关研究 
结果 本综述主要描述目前国际推荐的婴儿喂养方法及模式,分析了婴儿喂养的各种方式与自身免疫

性及 1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结论 婴儿饮食是否会影响 1 型糖尿病自身免疫性或糖尿病的发病尚存争议,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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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69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新生儿急性肾功能衰竭 5 例 
 

夏耀方,石磊,刘翠青,孙贺芳,张晓曼 
河北省儿童医院 050031 

 
 
目的 分析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新生儿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6 月至 20l7 年 2 月河北省儿童医院 NICU 应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救治 5 例急

性肾功能衰竭新生儿的临床资料。采用连续性静脉一静脉血液透析滤过模式,监测治疗前､ 治疗 6h
､ 12 h､ 24 h､ 48h､ 72h 体温､ 心率､ 呼吸､ 平均压､ PaO2/FiO2､ PH､ Na+,K+､ 尿素氮､ 肌

酐､ 尿量､ ACT 及并发症情况,评估疗效。 
结果 5 例患儿深静脉置管均顺利,平均转流时间(74.80±3.34)h,3 例治愈出院,1 例死亡,1 例放弃治疗

后死亡。并发症:低血压 3 例,低体温 4 例､ 出血 1 例。心率､ 平均压､ PaO2/FiO2 于治疗 12h 即较

治疗前好转,且能维持在正常范围;呼吸于 24 h 较治疗前好转;PH､ 血 K+､ 肌酐于 12h 较治疗前好

转,尿素氮､ 尿量于 24h 较治疗前好转,且逐渐恢复正常范围;血 Na+,ACT 治疗前后各时段无显著性

差异。 
结论 连续性血液净化救治新生儿急性肾功能衰竭有效可行,但是因为新生儿全身各系统未发育完善,
有可能影响其实施及效果,要重视选择治疗时机,治疗期间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及各项指标。 
 
 
PU-4370 

2 例嗜血细胞综合症并文献复习 
 

王君霞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嗜血细胞综合征(HS)临床表现和诊治方法。 
方法 对 2 例 HS 病例进行对比总结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例 1 女,1 岁 3 月,因间断发热 1 周入院,体温 39C 以上,颌下及颈部淋巴结､ 肝脾未触及肿大,胸
片无明显异常,血常规示三系低,以白细胞低下尤为明显,肝功异常,IgG､ IgA 明显降低;铁蛋白增高;骨
髓:感染性骨髓象,细胞内铁减少,嗜血细胞(?)1%,黑热病小体-;临床疑似 HS,后前往北京专科医院确

诊 HS,予以抗感染､ CSA 等免疫支持治疗,随访 2 年体温正常､ 肝功逐渐恢复,生长发育良好。例 2
男,5 岁 6 月,间断发热伴腹胀､ 乏力 21 月入院。曾在多家医院､ 多科室诊治,考虑“缺铁性贫血､ EB
病毒感染”等,予以反复抗感染､ 对症治疗效不佳。入院时肝脾明显增大､ 颈部等多处淋巴结肿大､

肝功异常､ 血常规三系低下;铁蛋白明显增高;外院 3 次淋巴结活检:坏死性淋巴结炎､ 慢性肉芽肿性

疾病等;外院骨髓:淋巴瘤?我院骨髓可见少量分类不明细胞,其胞体大小不等､ 胞浆深蓝;细胞内铁减

少。以 HLH/HS 诊断标准诊为 HS,予以 2004-HLH 方案治疗,上述症状缓解出院,随访 1 年病情稳

定。 
结论 临床上凡有原因不明的发热>1 周,伴有淋巴结肿大､ 肝功能异常,尤其短时间内全血细胞减少､

铁蛋白增高者应考虑嗜血细胞综合征。HS 又称嗜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LH),是因多种因

素导致的,由免疫介导､ 以单核巨噬细胞异常活化并吞噬大量自身红细胞､ 白细胞和血小板为特征

的致死性疾病.HS 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证据表明与感染后(其中 EB 病毒 常见)免疫调节异常､

放化疗所致免疫功能下降有关;有些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先天免疫缺陷患儿由于自身免疫抑制也可并

发此病。HS 发病初期的临床表现没有特异性,常见高热､ 淋巴结肿大､ 肝功异常､ 肝脾肿大､ 不典

型胃肠道症状等。几乎所有 HS 患者均可见两系血细胞或全血细胞减少,肝功能损害等;血清铁蛋白

显著增高是疾病活动性的重要指标。HS 诊断仍沿用 2004 年国际组织细胞学协会制定的 HLH/HS 
诊断标准。HS 多病情重,进展快,总原则是早诊断､ 早治疗。临床治疗主要是抑制淋巴细胞和巨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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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活性,主要有抗感染､ 丙球或肾上腺皮质激素冲击､ 鬼臼类毒素和免疫调节剂､ 化疗加免疫等疗

法。HS 预后欠佳。在临床中须根据不同的病因和患者不同的病情调整治疗方案,提高患儿生活质

量。 
 
 
PU-4371 

儿童气道嗜酸性炎症水平对脉冲振荡肺功能结果影响的研究 
 

焦绪勇,魏兵,齐双辉,岳小哲,马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探讨儿童嗜酸性炎症水平与脉冲振荡肺功能各指标相关性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于沈阳军区总医院儿科收治的 5~14 岁行呼[1]出气一氧化氮

及脉冲振荡肺功能检查的患儿,分为一氧化氮升高组(FeNO>35ppb)､ 一氧化氮中介组(20ppb≤
FeNO≤35ppb)､ 一氧化氮正常组(FeNO<20ppb),分析各组脉冲振荡肺功能各指标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3 组脉冲振荡肺功能检测结果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随着气道炎症水平的的提高,儿童的气道阻力明显升高。 
 
 
PU-4372 

孟鲁司特对不同阶段大鼠气管平滑肌细胞分泌Ⅲ型 
胶原蛋白功能的影响 

 
魏兵,张超,焦绪勇,马明,齐双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探讨幼年大鼠哮喘气道重塑过程中不同阶段气管平滑肌细胞(ASMC)分泌Ⅲ型胶原蛋白功能的

变化及孟鲁司特对其的影响 
方法 用 OVA 对幼年 SD 大鼠激发建立哮喘气道重塑模型,并给予孟鲁司特干预,原代培养纯化

ASMC,通过免疫化学方法检测 ASMC 中Ⅲ型胶原蛋白的表达 
结果  1.哮喘 2w､ 4w､ 6w､ 8w 组Ⅲ型胶原平均灰度值均高于对照组,以哮喘 8w 组为 高,差异有

显著意义(P 均<0.01);2.孟鲁司特组Ⅲ型胶原平均灰度值明显低于哮喘气道重塑组,尤以孟鲁司特治

疗 2w 及 4w 组差异更为显著(P<0.01) 
结论 孟鲁司特通过抑制 ASMC 胶原合成能力而减轻气道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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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73 

FUNCTIONAL THALAMOCORTICAL CONNECTIVITY 
DEVELOPMENT AND ALTERATIONS IN PRETERM 

INFANTS DURING THE NEONATAL PERIOD 
 

Shi yuan 
Daping Hospital 400042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alterations of the functional 
thalamocortical connectivity in preterm infants with and without punctate white matter lesions 
(PWMLs) during the period before term equivalent age (TEA). 
Methods In this study, twenty-two normal preterm infants (NP), twenty-two preterm infants with 
PWMLs and thirty-one full-term control infants (FT) were enrolled. Thalamus parcellation was 
performed based on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alamus and seven well-recognized infant 
networks obtained from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and thalamocortical connectivity 
was further reconstructed between the defined thalamus clusters and the whole brain. Thalamo-
salience (SA) and thalamo-sensorimotor (SM) connectivity were identified. 
Results Both preterm groups exhibited prominent development in thalamo-SA and thalamo-SM 
connectivity during this period. Compared with NP infants, PWML infants demonstrated increased 
connectivity in the parietal area in thalamo-SA connectivity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alamo-SM connectivity.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compared with NP infants, PWML infants exhibit slightly 
altered thalamo-SA connectivity, and this alteration is deduced to be functional compensations for 
inefficient thalamocortical processing due to PWMLs. 
 
 
PU-4374 

儿童 A 族链球菌致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4 例临床分析 
 

王龙,陈鹭,武洁,王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通过病例总结,提高临床医生对 A 族链球菌所致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认识 
方法 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明确诊断

为 A 族链球菌感染相关性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我院研究期间共 4 例 A 族链球菌致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均发生于 2013~2014 年冬季,年
龄 6 月~6 岁不等。患儿初诊时均无特异性临床表现,第 2 次就诊时已进展至失代偿性休克状态合并

多脏器损害。本组 4 例 A 族链球菌均对 β 内酰胺类药物敏感,对大环内酯类药物､ 林可霉素类药物

耐药。 终 3 例患儿痊愈出院,1 例患儿死亡。 
结论 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诊断依赖临床医生对其高度的警惕性,并重视在疾病早期收集可疑

感染部位的病原学证据,存在休克､ 脏器损害表现及 A 族链球菌感染可能的患儿应立即开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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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75 

糖皮质激素与乌司他丁联合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效果观察 
 

余华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糖皮质激素联合乌司他丁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于我院就诊并新诊断为重症肺炎的患儿,分别予以常规治疗(对照组)和在此基础上联合糖

皮质激素及乌司他丁治疗(观察组),分别统计对照组(n=60)和观察组(n=60)的临床症状以及体温､ 呼

吸困难､ 胸壁凹陷､ 低氧血症等变化情况,比较两组治疗方案的有效程度及复发率。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均有改善,其中观察组总有效率达 98.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患者体温､ 呼吸困难､ 胸壁凹陷､ 低氧血症等症状较对照组缓

解时间短,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较对照组有所下降。 
结论 糖皮质激素联合乌司他丁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效果显著,缓解症状迅速,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PU-4376 

新生儿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病例分享 
 

李香香,郑成中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通过新生儿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病例诊治,探讨该病诊治中的问题 
方法 通过分析诊治病例经验教训,复习相关文献资料,着重对病因､ 病理生理机制､ 诊断和治疗的资

料整理分析。 
结果 该病诊治中矛盾重重,治疗效果评价不肯定。 
结论 该病诊治中矛盾重重,需要规范性专家共识指导诊治。 
 
 
PU-4377 

1 例重症超低出生体重儿的管理 
 

朱恋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护理管理 
方法 对一例超低出生体重儿进行精细护理管理 
结果 通过采取保护性隔离､ 保暖､ 呼吸机道管理､ 抗感染､ 合理喂养､ 静脉营养支持等治疗及精

心的护理､ 详细的出院宣教､ 喂养指导等,患儿顺利出院。 
结论 通过精细护理,采取保护性隔离､ 保暖､ 呼吸机道管理､ 抗感染､ 合理喂养､ 静脉营养支持等

治疗及精心的护理､ 详细的出院宣教､ 喂养指导等,能提高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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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78 

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前后新生儿机械通气并发医院感染的比较 
 

李霞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医院感染管理措施对新生儿机械通气并发医院感染的影响 
方法 将该院机械通气的 507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体质量分为 A 组( <1000g) ､ B 组
(1000~ 1500g) ､ C 组( > 1500~ 2500g) ,D 组( > 2500g) ,比较 4 组在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前后,新生

儿机械通气并发感染的情况 
结果 实施院内感染管理措施后,各组在机械通气天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但 A ､ B ､
D 组并发医院感染率和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生率均较管理措施实施前明显降低(P< 0.01) 
结论 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后,新生儿机械通气并发院内感染的发生率明显降低,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

率。 
 
 
PU-4379 

鞣酸软膏预防新生儿红臀的疗效观察 
 

李霞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鞣酸软膏预防新生儿红臀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4 年 5 月-2015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新生儿 5380 例,按照一般护理和局部预防性用鞣

酸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690 例进行对比 
结果 对照组发生红臀有 38 例,观察组发生红臀有 11 例 
结论 鞣酸软膏能沉淀蛋白质,具有收敛作用,能使皮肤变硬,从而保护粘膜,制止过份分泌及止血,对新

生儿红臀的预防起着重要作用 
 
 
PU-4380 

新生儿机械通气医院感染因素分析及管理措施 
 

李霞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上呼吸机的新生儿在医院感染中存在的问题及管理措施。 
方法 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3 月上呼吸机的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在加强院内感染管理后,统计并

分析上呼吸机新生儿的感染情况及相关因素 
结果 实施院内感染管理措施后,上呼吸机新生儿的感染数从 2013 年 1 季度的 14 例减少到 2014 年

1 季度的 3 例 
结论 对上呼吸机新生儿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后,上呼吸机新生儿的感染率明显降低,从而提高了新生儿

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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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81 

质量控制在 NICU 血培养采集中的效果评价 
 

李雪莲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通过质量监控,提高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血培养标本的合格率 
方法 通过检验科对血培养标本质量信息反馈､ 感染监控科监测信息反馈和本科医生意见反馈,进行

原因分析,提出改进措施,制定实施计划､ 方法,并跟踪落实。具体包括:成立科室质量控制小组,全体

护士增强血培养标本管理意识,规范采集标本的流程,检验科､ 感染监控科及本科医生积极配合和监

督,评价持续质量改进效果等措施。 
结果 实施改进措施 5 个月后,血培养标本不合格率从实施前的 30.3% 下降到 5.41% 。医院季度感

染监测情况反馈,护士手卫生依从性由 73.33% 上升到 93.33% 。医生对护士的采血技术和操作规范

满意度由 91.1% 上升到 97.8% 
结论 遵循护理持续质量改进原则,细化责任制整体护理,推进优质护理服务,切实提高护理质量,能提

高血液标本合格率和护士服务意识,确保临床检验正确率,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准确的数据,保证医疗

质量与安全 
 
 
PU-4382 

振幅整合脑电图在新生儿窒息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马娟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对新生儿窒息导致脑损伤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 9 月在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的 34 例足月分娩窒息新生儿(窒息组)及
同期 34 例健康足月儿(对照组) ,均于生后 6 h 内开始监测 aEEG 背景活动､ 睡眠‐觉醒周期(SWC) 
､ 痫性活动(SA)的特点,并分析各指标与窒息程度､ 脑损伤的关系 
结果 窒息组新生儿脑电图呈连续者占 52 .9% ,SWC 成熟率为 58 .8% ,均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5) ;窒息组发生痫性活动的新生儿占 11 .8% ,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 .05) 
结论 新生儿出生后早期 aEEG 变化与围产期窒息及窒息后脑损伤密切相关,采用 aEEG 对出生时具

有脑损伤高危因素的窒息足月新生儿提供早期诊断､ 早期干预的理论依据。 
 
 
PU-4383 

婴儿中枢神经系统曲霉感染 1 例 
 

李德渊,王杨,乔莉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中枢神经系统曲霉感染具有多灶性､ 多形性及多种病理类型共存的特点,早期易漏诊及误诊。

本文报道以颅内出血为首发表现的婴儿 CNS 曲霉感染罕见病例一例。 
方法 一名 11 月的女性婴儿,以发热､ 呕吐起病,2 天后出现抽搐和昏迷。对患儿进行了头颅 CT､ 头

颅 MRI､ 纤维支气管镜及脑脊液分子生物学检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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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的头颅 CT 提示颅内出血,脑脊液检查正常,肺泡灌洗液培养烟曲霉阳性,脑脊液 GM 试验阳

性,头颅 MRI 提示脑沟内多个环形强化结节。给予静脉输注伏立康唑治疗 3 天后,患儿的体温高峰下

降,1 周后意识好转。4 周后,患儿的体温正常,意识清楚,予以出院,口服伏立康唑至今。出院随访至今,
患儿的病情及影像学均无反复。 
结论 以颅内出血为首发表现的 CNS 曲霉感染早期易误诊,分子生物学检测结合神经影像学可提高

CNS 曲霉感染的诊断准确性。 
 
 
PU-4384 

新生儿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早期临床诊治 
 

唐仕芳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分析 NICU 中新生儿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高危因素, 探讨其早期诊治措施 
方法 对 40 例新生儿真菌感染的临床资料､ 高危因素及治疗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我院 NICU 同期收治新生儿 3635 例,新生儿真菌感染发生率为 0.89%(34/3815)。281 例同时

做血培养和(1 ,3)2β2D 葡聚糖含量检测,送检率 7.8%(281/3815),阳性 28 例,阳性率 10.0%(28/281),
培养阳性 11 例,阳性 3.9%(11/281),(1 ,3)-2β2D 葡聚糖阳性率显著高于血培养阳性率

(p<0.05);(1 ,3)-2β2D 葡聚糖动态观察诊断 12 例,阳性率 4.3%(12/281),确诊 40 例中占

30.0%(12/40);病原菌中念珠菌 7 例(光滑念珠菌 5 例,热带念珠菌 1 例,克柔念珠菌 1 例),白假丝酵母

菌 3 例,毛霉菌 1 例,对氟康唑等常用抗真菌耐药 3 例,伏立康唑均有效。临床诊断的新生儿侵袭性真

菌感染 28 例,早产儿 24 例(85.7%),留置中心静脉导管 20 例(71.4%),气管插管机械通气 24 例

(85.7%)。早产､ 低出生体质量､ 留置中心静脉导管､ 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及长期联合使用广谱抗生

素为新生儿真菌感染的高危因素 
结论 新生儿侵袭性真菌感染以早产儿为主,病原菌以念珠菌为主;(1 ,3)-2β2D 葡聚糖含量检测在新生

儿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中更为敏感,动态观察更容易早期发现。临床上合理使用抗生素,早期

检测(1 ,3)-2β2D 葡聚糖含量及动态观察, 有利于减少 NICU 中新生儿侵袭性真菌感染误诊和漏诊率,
从而降低新生儿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并发症和死亡率。 
 
 
PU-4385 

建立护理品质指标在降低新生儿胃管滑脱率中的作用 
 

伍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针对新生儿胃管滑脱建立护理品质指标,采用 PDCA 循环在降低新生儿胃管滑脱率,减少胃

管重置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对 2016 年我科重症监护室内安置胃管患儿采用随机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将降

低新生儿胃管滑脱率设为护理品质指标,并在置管过程中采用 PDCA 循环进行跟进,对照组按原有方

法置管固定,同时观察两组患儿胃管滑脱情况 
结果 经统计学分析,实验组置管患儿胃管滑脱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建立护理品质指标能有效降低新生儿胃管滑脱率,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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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86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内非计划性拔管的原因分析及影响因素 
 

伍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解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非计划性拔管的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为妥善固定 NICU 内各类管道,预防

非计划性拔管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NICU2015-2016 年 280 例非计划性拔管的临床资料,探讨其危险因素 
结果 NICU 内非计划性拔管类型主要包括气管插管(15.2%)､ PICC 置管(5.8%)､ 脐静脉置管(1%)､
胃管(65.5%)､ 导尿管(5.6%)､ 各类引流管(7.9%)。发生相关因素主要为护士(80.43%)､ 护师及以

上(19.57%),夜班(78.26%)､ 白班(21.74);发生拔管的原因前 3 位依次为:管道固定不牢(38.9%)､ 患

儿方面(30.25%)､ 医护人员方面(26.09%) 
结论 加强护士的培训及责任心,加强导管的固定,合理配备人力资源,可以降低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率 
 
 
PU-4387 

危重新生儿转运网络的应用与实践 
 

张黎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总结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科开展区域性危重新生儿主动转运网络建设的临床经验及

存在的问题,为建立适合重庆市特色危重新生儿转运体系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该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8 年间主动转运的危重新生儿临床资料,对相关数据进

行回顾性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通过网络转运系统转诊新生儿 13856 例,转运新生儿数量逐渐

增多,转运新生儿病死率有逐年下降趋势,转运患儿疾病种类中前三位疾病分别为早产儿､ 呼吸系统

疾病和窒息。转运距离 10-50kM 的转出医院占 80%,50KM 以上医院占 20%。初步建立了重庆市区

域内危重新生儿转诊系统,但转运细节及与产科的合作还存在很多问题 
结论  
区域性危重新生儿转运网络建设在自身完善的同时,需要卫生行政部门牵头组建全市规范的危重新

生儿转运网络,以进一步降低我市新生儿死亡率。 
 
 
PU-4388 

灾害和战争条件下 NICU 的准备与挑战 
 

李雪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战争或灾害对 NICU 的重大影响以及 NICU 的应对和准备策略 
方法 评估有组织的大型儿科危重症护理如何应用于 NICU,包括地区化的围产系统,与灾害相关的演

练､ 训练､ 装备､ 药物和人员需求。 
结果 在灾害中,新生儿护理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决策,包括病人数量､ 疾病严重程度､ 现有装备､ 药

物､ 人员､ 运输､ 撤离､ 恢复和危机标准。保持灵活性可以保证适应新的情况,提前与地区和国家

健康卫生部门计划和协作可以为多种场景提供应变,及时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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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灾害发生时或者战争状态下,儿童,特别是新生儿是 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如何应对灾害和战争的挑战,做好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准备是非常现实､ 特殊和重要的问题。 
 
 
PU-4389 

儿科患者输液中的细节护理 
 

周丽兰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细节护理在儿科输液护理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方法 我院儿科收治的 120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按常规方法

进行输液,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对患儿及家长实施静脉输液前､ 输液穿刺时､ 输液过程中和

输液结束后细节护理 
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经不同护理处理后.观察组患儿各对比数据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儿科输液实施积极细节护理,使护理人员充分认识到自己应该是护理服务的主导。变被动服

务为主动服务,增强服务意识使护理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患者满意度得到了提升,同时扩大了医院的

声誉和美誉度 
 
 
PU-4390 

机械辅助通气治疗小儿呼吸衰竭的气道护理方法和要点探讨 
 

李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分析机械辅助通气在小儿呼吸衰竭临床治疗中的气道护理方法和护理要点。 
方法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使用机械辅助通气治疗的小儿呼吸衰竭病例中选择 191
例为研究对象,给予细致的气道护理,观察患儿呼吸机撤离成功情况､ 死亡情况､ 放弃治疗以及利用

机械辅助通气进行治疗的时间。 
结果 191 例患儿中,有 167 例呼吸机撤离成功,成功率 87.43%;放弃治疗或自行出院者 12 例,放弃治

疗比率 6.28%;死亡 1 例,死亡率 0.52%;机械辅助通气持续治疗时间 1~9(5.11.7)d。 
结论 应根据机械辅助通气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合理制定护理方案,为患儿提供具有适用性和可行性

的气道护理,以确保患儿呼吸道的畅通性能够得到有效维持,使患儿得到充足氧气供应,如此一来才能

够促使小儿呼吸衰竭症的机械辅助通气临床治疗顺利进行,尽早转危为安。 
 
 
PU-4391 

 1 例血液透析滤过成功抢救大剂量卡马西平中毒患儿的护理 
 

陈玉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采用血液透析滤过救治卡马西平中毒患儿的护理。 
方法 通过对 1 例卡马西平片中毒患儿应用血浆置换及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采用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护理措施以及效果。 
结果 卡马西平中毒患儿通过血液透析滤过治疗护理后,恢复良好,治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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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卡马西平中毒患儿,采取血液透析滤过治疗针对性的护理,有助于及时观察病情,提高治疗效果,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取得家属配合,促进患儿恢复健康。 
 
 
PU-4392 

31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急救和护理 
 

黄雪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治疗过程中,急救及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通过对我科 2012 年 4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 31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临床和护理资料,对重

症手足口病患儿集中治疗,严格实施消毒隔离,对重症手足口病患儿高热､ 神经系统､ 循环系统､ 皮

肤､ 口腔､ 饮食和心理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护理,做到及时发现并发症､ 及早干预和防止后遗症

的出现,做好充分的急救准备及护理,做到早发现､ 早处理和早治疗,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同时护理人员

积极进行心理疏导和卫生宣教。 
结果 31 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康复出院,无任何后遗症,1 例患儿急性肺水肿,呼吸衰竭,家属放弃治

疗。 
结论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病情发展迅速,应随时做好急救准备和护理,提高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治愈率。 
 
 
PU-4393 

1 例硬膜下冲洗注射引流治疗化脑继发硬脑膜下积脓患儿的护理 
 

武佳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采用硬膜下冲洗､ 注射及引流救治小儿化脑继发硬膜下积脓的护理。 
方法 通过对 1 例硬膜下小儿化脑继发硬膜下积脓的患儿,应用硬膜下冲洗､ 注射抗生素及引流治疗

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促进患儿恢复的护理方法及措施。 
结果 患儿通过冲洗､ 注射及引流的治疗护理后,康复出院,恢复良好。 
结论  患儿实施硬膜下冲洗,注射及引流的治疗期间,根据疾病特点,采用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有助于观

察病情,提升疗效,缩短病程,树立患儿家属信心,促进患儿康复。 
 
 
PU-4394 

新生儿肺炎应用人性化护理模式的效果分析 
 

冉欣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分析新生儿肺炎应用人性化护理模式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2014 年 01 月~2015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90 例新生儿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分组的方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儿采用人性化护理模式,
观察 2 组新生儿肺炎患儿临床症状消失的时间､ 住院时间,并调查患儿疾病的复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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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的患儿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为(2.32±1.03)天,咳嗽､ 喘息､ 肺啰音症状消失的时间分别

为(3.52±1.41)天､ (24.36±2.16)天､ (3.74±1.03)天,住院时间为(8.41±1.32)天,2.22%(1/45)的患儿出

现复发现象,上述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 
结论 新生儿肺炎应用人性化护理模式的临床效果较好。 
 
 
PU-4395 

不同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在早产儿呼吸暂停中的临床应用 
 

谭艳鸣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目的 研究不同剂量枸橼酸咖啡因在早产儿呼吸暂停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我院诊治的早产儿原发性呼吸暂停患儿 79 例。随机分为 2
组:①常规剂量组(38 例),负荷剂量 20mg/kg,24 小时后维持剂量 5mg/kg,qd;②进阶剂量组(41 例),负
荷剂量 20mg/kg,24 小时后维持剂量 10mg/kg,qd,。比较两组患儿用药后 3 天内呼吸暂停发作次数

､ 严重程度､ 呼吸暂停症状消失时间,呼吸机使用率､ 撤机时间;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进阶剂量组呼吸暂停平均每天发作次数明显减少､ 严重程度明显降低,呼吸机使用率明显降低,
撤机时间明显缩短(P<0.05);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在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时,与常规推荐剂量相比,进阶剂量更有效,且不增加不良反

应,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PU-4396 

枸橼酸咖啡因联合 NCPAP 在极低出生体重儿 
呼吸管理中的临床研究 

 
谭艳鸣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000 
 

 
目的 研究枸橼酸咖啡因联合 NCPAP (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在 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呼吸管理

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20 例满足产重<1500g 的早产儿,按入院时间编号,奇数设为治疗组,偶数设为安慰剂组。治

疗组给予枸橼酸咖啡因联合 NCPAP 进行早期呼吸支持,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及 NCPAP 治疗。

对两组患儿呼吸暂停发生率及症状消失时间;呼吸机使用率､ 撤机时间;住院天数､ BPD(支气管肺发

育不良)发生率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患儿呼吸暂停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但在呼吸暂停症状消失时间､ 呼吸机使

用率､ 撤机时间､ 平均住院天数､ BPD 发生率方面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枸橼酸咖啡因联合 NCPAP 应用于 VLBW 早期呼吸支持,不仅能缩短 VLBW 呼吸暂停持续时间,
减少呼吸机使用率及使用天数,还能减少 BPD 发生率,能更好提高 VLBW 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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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97 

新生儿极重度高胆红素血症非疾病危险因素分析 
 

段娓 
重庆三峡中心儿童分院 404199 

 
 
目的 调查引起本地区新生儿极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的主要危险因素,探索应对措施,有效地预防核黄疸

的发生。减少新生儿死亡率及致残率,提高人口素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 月 1 日我院新生儿科的极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病例,研
究住院患儿的病因构成､ 日龄､ 家庭环境及文化程度､ 院外治疗等情况,分析重庆市新生儿患极重

度高胆红素血症的非疾病危险因素,以提出该地区新生儿极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的有效干预措施。 
结果 就诊时间､ 喂养情况､ 监护人文化､ 分娩方式､ 院外治疗情况､ 出生医院级别､ 同胎中有高

胆红素血症的单因素分析结果均为 P<0.05,有统计学意义。再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方法,结果显

示,出生医院级别､ 分娩方式､ 监护人文化程度､ 就诊时间､ 同胎中有高胆红素血症 5 个指标为极

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的独立影响因子。 
结论 导致新生儿极重度胆红素血症的疾病危险因素,如感染､ 窒息等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但
两组患儿就诊时间､ 喂养情况､ 监护人文化等非疾病相关因素却有显著差异,故非疾病因素在导致

新生儿极重度黄疸中占据重要地位,需引起高度重视。 
 
 
PU-4398 

婴儿腹泻的护理 
 

杨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为了更迅速､ 准确地处理婴儿腹泻。通过掌握更丰富和精准的婴儿腹泻的症状,可以更迅速的

做出判断和处理;从而 大程度上减轻腹泻的症状,避免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婴儿护理人员通过

对于日常工作的经验累积和分析,绝对可以更好的减轻婴儿腹泻问题。 
方法 1 婴儿腹泻的补水与饮食 
2 舒缓腹泻中婴儿的情绪 
3 腹泻中婴儿的清理工作 
结果 对于成年人,腹泻可能不是十分严重的症状。然而,对于婴儿腹泻绝对是不可以轻视的症状。因

为,婴儿一般指的是一周岁内的儿童,他们还不能语言上表达自己的症状和需求。如果腹泻持续一两

天后,很容易造成脱水等问题。因此,如果对于婴儿腹泻不够重视, 后很可能会造成因脱水等造成的

严重病症。 
结论 由此可见,婴儿腹泻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更细新､ 科学的护理。这样才能够 大限度地缩短

婴儿腹泻的过程､ 减缓婴儿在腹泻中的痛苦并且更好的配合医生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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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99 

幼年性黄色肉芽肿初诊为 Kaposi 样血管内皮瘤一例 
 

朱梦茹,武辉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总结本例幼年性黄色肉芽肿患儿的临床特征,以提高临床儿科医生对本病的认识,避免漏诊

､ 误诊。 
方法 对我院 2017 年 4 月收治的 1 例幼年性黄色肉芽肿患儿的临床表现､ 化验检查､ 治疗过程进行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幼年性黄色肉芽肿多发于男性婴幼儿,皮损可单发､ 多发,亦可合并多器官损害,预后大多良好,
在学龄前期有自行消退趋势。本例患儿术前病理诊断为卡波西样血管内皮瘤,故行手术治疗,术后病

理结果为幼年性黄色肉芽肿。 
结论 在临床上,幼年性黄色肉芽肿与播散性黄瘤､ 进行性结节性组织细胞增多症､ 黄瘤病､ 卡波西

样血管内皮瘤等多种疾病临床､ 镜下表现相似,需结合患者人群､ 皮损分布､ 镜下病理改变､ 并发

症等进行鉴别。 
 
 
PU-4400 

肺炎病原菌的构成及耐药情况分析 
 

章晓婷,钟晓云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10 

 
 
目的 分析新生儿社区获得性感染性肺炎病原菌的构成及耐药情况. 
方法 502 例新生儿社区获得性肺炎进行回顾性分析,对不同年度新生儿肺炎病原菌构成及耐药情况

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2015 年共检出 311 株,其中 G+菌 89 株,G-菌 211 株;2014 年共检出 191 株,其中 G+菌 37
株,G-菌 141 株.G-菌对头孢一代､ 二代及三代均有不同程度耐药,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较少.G+
菌对青霉素耐药率高.共检出肺炎克雷伯菌 123 株,其中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阳性 40 株,产酶率

32.5%. 
结论 新生儿肺炎咽试子培养病原菌仍以 G-菌为主,对头孢类药物有不同程度耐药. 
 
 
PU-4401 

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二例并文献复习 
 

洪少贤,李木全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的临床､ 病理特征及诊断和治疗。 
方法 对厦门市儿童医院诊治的 2 例声门下血管瘤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文献复习。 
结果 例一: 患儿,男,4 月,以“间断喘息 18 天”。查体:SPO2:98%,R:50 次/分,吸凹阳性,双肺可闻及明显

喘鸣音。左腘窝见两处红色肿物,压之色淡。予上呼吸机辅助呼吸,先用激素,后用普萘洛尔,患儿症状

3-8 天明显减轻,10 天拔出气管导管,12 天停吸氧,16 天出院;例二:患儿,女,1 月,   以“气促伴咳嗽 10
天”。查体:R:61 次/分 ,吸凹阳性,双肺闻及痰鸣音。右侧腹部可见一绿豆大小红色肿物,压之色淡。

单用普萘洛尔,5 天由 CPAP 改鼻导管吸氧,10 天停吸氧,13 天出院。两例均支气管镜､ 颈部 CT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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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诊断。文献检索共收集 40 余篇文献(中英文),阅读文献并结合本文两例病例,对婴幼儿声门下血管

瘤的临床､ 病理特征及诊断､ 治疗进行探讨。 
结论 婴幼儿声门下血管瘤的诊断建议内镜联合 CT 增强诊断,治疗上气道堵塞严重且气管插管不能

者可紧急外科治疗,如气道堵塞严重可气管插管者先行内科治疗,如效果不理想或病情反复者,可用硬

化剂､ 激光､ 低温等离子､ 外科等手段,否则建议普萘洛尔为主的治疗方案。 
 
 
PU-4402 

支原体脑炎病例分析 
 

郑成中,杨宏 
解放军第三 0 六医院 100101 

 
 
目的 通过支原体脑炎典型病例分析,探讨其诊治问题及难点 
方法 病例分析加文献复习,全面了解支原体脑炎诊治中存在的问题､ 疑点､ 难点。 
结果 支原体脑炎临床表现不特异不明显,比较隐匿,早期诊断困难,发病机制以感染后免疫损伤为主。 
结论 早诊断,早治疗,综合治疗才能减少误诊､ 漏诊,获得满意治疗结果。 
 
 
PU-4403 

品管圈在降低婴幼儿留置针负效应中的应用 
 

闫玉苹,李健,李雪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婴幼儿留置针负效应发生率中的应用 
方法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确定以“降低婴幼儿留置针负效应发生率”为主题,调查现状,分析原因,制订

对策并实施。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降低了婴幼儿留置针负效应的发生率,提升了患者满意度,两者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1)。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显著降低了婴幼儿留置针负效应发生率,提升了患儿家属的满意率,在临床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PU-4404 

人文关怀护理在新生儿病房的实践与体会 
 

张英慧,李健,李雪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实施人文关怀护理,为患儿提供人性化及个性化护理服务,提高患儿家属满意度,构建和谐的护患

关系。 
方法 人文护理从制定护理计划､ 创新管理､ 落实措施､ 规范服务､ 优化流程等环节开展工作。 
结果 护理服务质量及护理管理效能有效提高,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度≥99%, 健康教育率达

100%,出院回访率 100%。 
结论 通过有效地实施人文关怀护理,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和满意度,激发了护士为患儿服务的热情,构
建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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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05 

产后一体化护理在维持新生儿早期体温稳定中的效果观察 
 

张英慧,李健,周丽娟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产后一体化护理在维持新生儿早期体温稳定中的效果观察。 
方法 选择我院产科自然分娩的 100 例足月儿随机将其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采用产后常规护

理方式,实验组实施产后一体化护理。测量两组新生儿生后即刻､ 0.5h､ 1h､ 3h､ 6h､ 12h､ 24h､
48h､ 72h 的体温(直肠温度)情况。 
结果 实验组新生儿在出生后各时间点的低体温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1);实验组在出生后 1h 内啼

哭次数和平均啼哭持续时间少于对照组(P<0.01)。新生儿家属对护理的总满意度实验组为 98%,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满意度 8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产后一体化护理能有效维持新生儿早期的体温稳定,提高舒适度,提高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PU-4406 

新生儿桡动脉十字采血法与股动脉采血法对比 
 

吴桐,李健,张英慧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比较应用桡动脉十字采血法与股动脉采血两种方法,探讨两种方法对新生儿采血的成功率影响

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方法 将我科自 2016 年 5 月—2016 年 11 月收治入院的 80 例患儿中随机抽取 40 例作为桡动脉采血

的观察组,另取 40 例作为股动脉采血的对照组,将两组的一次性采血成功率和患儿痛苦进行评估对比

观察。 
结果 穿刺一次成功率,观察组为 97.5%,对照组为 90%,P 值<0.05;痛苦评分观察组为 4.68±1.54 分,
对照组为 8.03±1.74 分,P 值<0.01 。 
结论 新生儿病房应用桡动脉采血的方法易于掌握,易操作,采血的成功率高,痛苦小。 
 
 
PU-4407 

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构建 
 

李健,周丽娟,李雪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构建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为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在执行演练及非战

争军事行动任务时,提供可量化的指标及依据。  
方法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专家小组总结整理誊本列出条目池,应用德尔菲法建立指标体系,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拟定野战医疗所中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 
结果 两轮德尔菲法函询,每轮发放问卷 34 份,回收率分别为 88.24%(30)和 100%(34);确定野战医疗

所中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包含一级指标 4 个,二级指标 27 个,变异系数在 0.102-0.294 之

间,权重系数在 0.101-0.364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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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较为科学可靠的建立了野战医疗所文职人员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为

野战医疗所培训文职人员提供了思路,为筛选文职人员参加和参与训练､ 演习提供客观､ 有力的依

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PU-4408 

新生儿肺炎心肌损伤的早期生物指标 
 

夏艳秋,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在早期诊断新生儿肺炎心肌损伤中的意义。 
方法 检测新生儿肺炎及对照组血清中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与心肌酶的水平。 
结果 (1)新生儿肺炎组 hs-CRP､ CK､ CK-MB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2)
新生儿肺炎组 hs-CRP 与 CK-MB 的相关性行相关性检验,hs-CRP 与 CK-MB 的水平呈正相关

(r=2.68,P<0.05)。 
结论 hs-CRP 联合心肌酶学检测能够提高新生儿肺炎心肌损伤的早期诊断率。 
 
 
PU-4409 

PICC 操对降低白血病患儿静脉炎发生率的效果观察 
 

侯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在小儿血液病房推广患儿坚持每天做 PICC 操后减低患儿置管术后机械性静脉炎发生率的

效果。 
方法 选取小儿血液内科在 2 个月内进行 PICC 置管术的患儿对其进行 PICC 操的教学,并坚持每日

做一次(实验组,n=55),与之前 2 个月内进行 PICC 置管术后未得到教学的患儿(对照组,n=50)一个月

内术后静脉炎的发生率进行对比。 
结果 置管术后实验组静脉炎的发生率为百分之二,低于对照组。 
结论  PICC 操能有效降低小儿血液内科 PICC 置管术后的患儿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率,是一种有效

的实践模式。月内术后静脉炎的发生率进行对比。 
 
 
PU-4410 

人性化护理在预防新生儿湿疹中的应用 
 

金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实施人性化护理措施降低新生婴儿湿疹疾病的发生率。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的新生儿 65 例,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 33 例,对照组 32 例,对
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除给予常护理还给予人性化护理,观察比较两组新生儿湿疹发生率和患者满意

度。 
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发生湿疹的发病率远远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家长对

于人性化护理的满意度也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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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人性化护理在预防新生儿湿疹的护理效果好,能有效降低新生儿发病率,提高新生儿家长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程度,值得在临床上给予推广。 
 
 
PU-4411 

雾化吸入硫酸镁治疗儿童哮喘新进展 
 

廖世峨,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硫酸镁已经被证实为一种儿童哮喘的补充治疗方法,其可能作用机制主要有抑制钙离子内流入

呼吸肌､ 减少神经肌接头处神经递质释放､ 减少神经终板乙酰胆碱的去极化等。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结果表明雾化吸入硫酸镁不仅可改善哮喘患儿的肺功能等指标,而且可证实用药具有安全性及有效

性。随着硫酸镁在成人,尤其是成人急性重度哮喘中的应用,其在儿童哮喘中的作用机制､ 给药剂量

､ 安全性､ 有效性等方面已越加被重视。 
 
 
PU-4412 

ITPKC 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相关性研究 
 

廖世峨,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川崎病是一种以发热,颈部淋巴结增大等为主要症状的全身血管炎症性免疫性疾病,现有研究显

示 ITPKC 基因多态性与其发病及并发冠状动脉损害有相关性,并且这种多态性会导致免疫球蛋白治

疗效果差异。本文从川崎病发病机制､ 症状及治疗与基因多态性关系入手,对现有关于 ITPKC 基因

多态性的研究加以总结。 
 
 
PU-4413 

新生儿静脉留置针两种不同固定方法效果对比 
 

娄未,李健,李雪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分析新生儿静脉留置针不同固定方法的效果及不良反应。 
方法 将本科患儿 80 例按照时间先后分为 2 组,试验组在留置针针座下予以薄泡沫敷料缓冲皮肤压力,
留置针予以传统透明敷料覆盖后加用弹力自粘绷带缠绕,防止意外脱针;对照组按传统方法在留置针

上给予透明敷料覆盖并加纸质胶布缠绕固定。 
结果 试验组平均留置为(5.0±1.3)d,对照组(3.1±1.4)d,试验组平均留置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和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17.5%和 3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试验组方法可有效降低静脉留置针计划外脱管和器械相关性皮肤压伤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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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14 

疾病不确定感对 PICU 患儿家属心理及满意度的影响 
 

郭明明,贺琳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疾病不确定感对 PICU 患儿家属心理及满意度的影响,提高 PICU 医护人员对其重视程

度。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5 月~2017 年 5 月间 PICU 收治的 100 例患儿家属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

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取传统的疾病讲授方式,观察组在其基础上,通过测评,进行

有针对的讲解,对两组家属入院 24h､ 72h 时焦虑､ 抑郁及疾病不确定感和出院后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入院 24h 时,观察组与对照组焦虑､ 抑郁及疾病不确定感得分无明显差异(P>0.05),入院 72h 时,
观察组焦虑､ 抑郁及疾病不确定感得分较前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焦虑､

抑郁得分较前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疾病不确定感得分虽然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入院 72h 时,观察组焦虑､ 抑郁及疾病不确定感得分较对照组降低明显,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出院后,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疾病不确定感可以导致 PICU 患儿家属产生焦虑及抑郁心理,通过对患儿家属进行个性化､ 多

渠道的疾病知识指导,能降低家属的疾病不确定感,缓解家属的焦虑及抑郁情况,提高家属满意度。 
 
 
PU-4415 

冰王烫伤膏预防化学性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刘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讨论冰王烫伤膏预防发疱性化疗药导致化学性静脉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选取 100 例在化疗方案中使用发疱性化疗药的急性白血病患儿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观察组在使用发疱性化疗药前 30 分钟使用冰王烫伤

膏自穿刺点上方 2cm 处延静脉走行涂抹 15-20cm 长,3-4cm 宽,并按摩 3-5min 促进吸收,涂抹膏体厚

度约同 1 元硬币,然后用面积略大于涂抹面积的保鲜膜覆盖,根据化疗药物输注的平均时长涂抹膏体

保留约 2 小时后擦除,化疗结束后 12 小时及 24 小时分别使用以上方法再次涂抹冰王烫伤膏,注意避

开穿刺处,使用化疗药前后仍按传统方式使用生理盐水冲管。对照组在输注发疱性化疗药物前后同

观察组使用生理盐水充分冲管。 
结果 在外周静脉输注化疗药物时,相比传统方法只用生理盐水前后冲管,改良方法预防性外涂冰王烧

伤膏,观察组患儿在化疗结束后静脉炎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冰王烧伤膏使用操作简单,经济实惠,预防发泡类化疗药导致的化学性静脉炎有较好的效果,患儿

及患儿家属接 
受度高和便于护理操作,可应用于临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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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16 

早产儿肾上腺功能减退症 1 例 
 

唐健,武辉,党丹,王宝英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为早产儿肾上腺功能减退症患者的诊疗提供帮助。 
方法 对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一例早产儿肾上腺功能减退症进行临床分析。 
结果  
本例患儿以皮肤､ 粘膜进行性色素沉着为首发症状,喂养不耐受,体重不增,间断呕吐,生后有感染;血
钠低､ 血总皮质醇低､ 17-羟孕酮轻度升高为主症,由于多次肾上腺彩超示肾上腺小､ 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升高,故诊断为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由于不具备垂体激素缺乏的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症的表现,故考虑为原发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性的可能性大;给予口服糖皮质激素醋酸氢化可的松

替代治疗后皮肤､ 黏膜色素沉着逐渐减轻。由于诊断和治疗比较及时,生化电解质基本上维持在正

常范围内。该患儿对糖皮质激素敏感,但是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潜在剂量相关不良反应,如高血压､

高血糖､ 胃穿孔等不良反应,需要长期随访观察。如果患儿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超过 1 周,应该在停

药前逐渐减量。待患儿青春发育期应密切监测性激素水平及性腺发育情况,警惕低促性腺激素性性

腺功能不全,必要时给予干预治疗。 
结论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adrenal insufficiency AI)是一种以肾上腺皮质发育不全为特征的疾病,
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肾上腺功能减退症又称艾迪生病,主要是由于自身免疫､ 感染等原因

破坏了双侧肾上腺皮质的绝大部分而引起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不足所致,以色素沉着和 ACTH 升

高为主,可见高血钾。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是由于下丘脑-垂体病变或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治疗引起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不足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减少,以肤色浅淡为主,常有多种垂体激素

缺乏,ACTH 正常或降低,无高血钾表现[1]。早产儿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是由各种先天或后天的原

因引起的罕见病,病因､ 病理的不同,发病率极低,临床表现差异较大,起病缓急､ 发病年龄､ 病程长短

以及病情轻重均有明显不同,常见表现为皮肤､ 粘膜色素沉着,食欲减退､ 喂养不耐受､ 体重不增､

呕吐,实验室检查可见低血压､ 低血钠､ 高血钾､ 低血糖､ 血与尿皮质醇降低,血浆 ACTH 升高。诊

断主要依据皮质醇(F)降低,血 ACTH 生高,血肾素活性升高等[2]。目前国内报道的新生儿期发病的有

3 例(2 男 1 女)体重在 1500-3000g,生后存活 10-19 小时,其中 2 例表现为面色青紫､ 呼吸浅促,1 例

表现为惊厥。尚未早产儿相关病例报道。国内外有 100 多例报道基因突变导致 X 连锁遗传的先天

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表现为喂养不耐受､ 呕吐､ 脱水､ 呼吸暂停､ 惊厥等,青春期表现为性腺

功能减退[3][4][5]。 
 
 
PU-4417 

外用冻干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对白血病儿童化疗性口腔溃疡的疗效研究 

 
吕志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外用冻干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艾夫吉夫)对白血病化疗患儿口腔溃疡的治疗效

果。 
方法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小儿血液病房因白血病入院化疗,且化疗期间出现口腔溃

疡的患儿 60 例,将 60 例患儿随机分为 2 组,研究组(30 例)采用艾夫吉夫局部用药,对照组(30 例)采用

庆大霉素注射液局部用药,比较两组间治疗有效率及治疗有效时的 早起效时间,并观察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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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3.3%,研究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两组治疗有效时的起效时间比较,研究组判断有效的平均时间为 2.5d,明显短于对照组

的 3.2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局部应用艾夫吉夫治疗化疗引起的白血病患儿口腔溃疡安全有效。 
 
 
PU-4418 

哮喘患儿的控制现状及家长对本病认知程度的调查 
 

张超,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调查哮喘患儿的控制现状及家属对本病的认知程度。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哮喘患儿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 100 例患儿进行

儿童哮喘控制测试(C-ACT)测试,由患儿家长填写调查问卷。 
结果 经过 C-ACT 测试,104 例患儿中,患儿哮喘完全控制率占 9%,部分控制率占 52%,未控制率占

39%。患儿家长对哮喘的认知程度问卷得分 8-9 分占 12%,6-7 分占 37%,2-5 分占 5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哮喘患儿的控制现状尚不理想,绝大部分患儿家长对本病认知程度低,缺乏对哮喘知识的基本认

识,导致哮喘患儿控制现状较差。 
 
 
PU-4419 

小儿用防留置针性压疮及静脉炎敷料的制作与临床应用 
 

许丽,李健,张英慧,刘亚丽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弥补现有临床使用留置针水胶体敷料不利于观察局部皮肤,可造成留置针性压疮且易发生留置

针非计划性脱管等缺陷。 
方法 研制一种小儿用防留置针压疮及静脉炎的敷料,即改变原有水胶体敷料面积及形状,增加 C 型泡

沫敷料和透明敷料,透明敷料侧面设置减压缝隙,以便观察输液部位皮肤情况。 
结果 有效降低留置针性压疮､ 静脉炎的发生率。 
结论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该装置即可解决上述问题又可发挥较好的固定的优势,降低非计划性拔管的

作用,临床使用效果较好,可有效降低留置针性压疮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患儿家属满意,值得临床推广。 
 
 
PU-4420 

强化母乳喂养在超极低出生体重儿中应用的研究 
 

吴艳,钟晓云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15 

 
 
目的 通过前瞻性部分随机分组对照研究分析强化母乳喂养对住院早产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生长发

育和内环境影响,评估其有效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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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符合研究条件的 122 例早产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分为强化母乳组(HMF 组,62 例)和早产儿配

方奶组(PF 组 60 例),比较两组早产儿体格发育指标(体质量､ 身长､ 头围､ 上臂围),宫外生长迟缓发

生率､ 血红蛋白水平､ 骨代谢情况及合并症发生率。 
结果 (1)HMF 组周平均身长增长率快于 PF 组[(0.89±0.23) vs. (0.79±0.34) cm/w,P=0.04],两组日平

均体质量增长率､ 周平均头围增长率和周平均上臂围增长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HMF 组 低体重出现时间[(5.58±2.48)vs. (4.37±2.06)d, P=0.004]､ 恢复出生体质量时

间[(10.13±4.03)vs. (8.03±3.28)d, P=0.002]和静脉营养使用时间[(16.77±6.63)vs.( 14.23±4.15)d, 
P=0.01]明显长于 PF 组,总住院时间和开始喂养时间比较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

患儿出院时体质量､ 头围､ 身长宫外生长迟缓发生率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4)入院

时和出院时两组患儿血红蛋白水平比较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入院时 HMF 组钙水平

明显低于 PF 组[(2.19±0.22)vs.( 2.32±0.27) mmol/L,P=0.005];出院时碱性磷酸酶水平 HMF 组明显

高于 PF 组[(363.98±122.49)vs.( 299.73±117.39) mmol/L,P=0.004];(5)HMF 组喂养不耐受发生率

(6.5% vs18.3%,P=0.04)､ 败血症发生率(4.8% vs 16.7%,P=0.03)明显低于 PF 组,早产儿视网膜病

变､ 慢性肺疾病､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比较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早产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强化母乳喂养可以获得与早产配方奶喂养相似的体格生长

速率,且更有利于钙吸收;强化母乳喂养可以减少早产超､ 极低出生体重儿败血症､ 喂养不耐受的发

生,同时不增加 NEC 的发生。 
 
 
PU-4421 

新生儿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李雪华,李健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构建新生儿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方法 运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对专家进行两轮函询以确定新生儿专科护士核心能力的各级评价指

标。 
结果 通过两轮专家函询,形成了 4 个一级指标,9 个二个指标,47 个三级指标。两轮专家函询的权威

系数分别为 0.86 和 0.89,两轮函询结果各级指标的专家协调系数为 0.386-0.425。 
结论 新生儿专科护士核心能力各级评价指标专家咨询意见趋于一致,专家积极性和权威性高,能够为

新生儿专科护士核心能力的评价及考核提供参考 
 
 
PU-4422 

掌上 APP 智能平台在儿内科门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富妍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通过掌上盛京医院 APP 智能平台联系医生､ 护士､ 患者､ 医院,能够实现挂号､ 排队､ 缴费､

支付､ 查询报告单､ 了解疾病小常识､ 急救知识､ 护理知识､ 院后随访等一些强大的功能。 
方法 通过微信识别二维码下载安装掌上盛京医院 APP,在“掌上盛京医院”上查看医院简介､ 医院导

航､ 就医指南､ 医生介绍､ 网上挂号(按时间､ 按医生);支持预约挂号､ 当日挂号,号满有提示,手机

在线缴费,推送化验单,手机查看检查报告,实现院后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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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塑造了良好的健康传播知识､ 增强交流互动､ 传递正能量,提高了护理质量和工作效能,提高患

者有效就诊时间,减少候诊时间,减轻了门诊的拥挤与噪音,提高患者就医的满意度,医院和患者获得了

双赢。 
结论 掌上盛京医院 APP 智能平台为医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可以增强医院的凝聚力,形成医院的发

展合力,对外可以帮助医院提升知名度,增强医院的竞争力,为患者顺利､ 及时就诊提供了方便,提升了

门诊护理工作效率和质量,树立了门诊的窗口形象,增强了医院的社会影响力,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

了 大限度地发挥,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实现了“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PU-4423 

儿科门诊护理安全隐患的防范 
 

冯园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对儿科门诊护理工作中常见的护理安全隐患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方法 探讨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及防范对策是当前管理者如何提高护士自我保护意识,规范

护理服务,使护理人员及护理管理者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能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种护理安全隐患,如何排

除护理安全隐患,确保护理安全,减少医疗纠纷。 
结果 儿科护士提高了护理安全意识,注重每一个儿科护理环节,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了儿科护理安

全 ,如何排除护理安全隐患,确保护理安全,减少医疗纠纷。 
结论  儿科护理安全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临床应当及时采取规避措施,降低不安全事件发生率,不断

提高护理质量,保障护理安全,如何排除护理安全隐患,确保护理安全,减少医疗纠纷。 
 
 
PU-4424 

青春期糖尿病的心理护理体会 
 

郭萍 
盛京医院滑翔院区 110022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青春期糖尿病患儿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收治的 32 例青春期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观察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以及心理护理的效果,总结对青春期糖尿病患者的心理护理体会 
结果 青春期糖尿病患者多表现出逆反心理､ 自我心理､ 自卑心理､ 焦虑心理等心理上的问题,并且

从观察中可以看出,患者的心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血糖控制产生影响 
结论 处于青春期的人群在心理上本就比较敏感,患有疾病后,更需要对其进行心理上的专业护理,才能

够帮助青春期糖尿病患者更好地接受治疗,改善患者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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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25 

浅析运用负压原理采集小儿桡动脉血标本的优势 
 

张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运用负压原理通过头皮针经桡动脉采集血液标本,分析运用此法对提高桡动脉穿刺成功率的影

响,研究并总结其临床优势。 
方法 将 2015 年来我院急诊就诊的患儿分为传统方法采血组(对照组),将 2016 年来我院急诊就诊的

患儿分为头皮针负压组(干预组)。两组均经桡动脉进行采血。对照组运用血气针,通过传统方法采集

血标本,干预组运用头皮针根据负压法进行血标本采集,对比两种不同的采集方法,统计分析两组不同

方法产生的穿刺结果。 
结果 干预组的患儿的采血成功率高于对照组,皮肤血肿青紫率低于对照组,痛感也低于对照组。 
结论 运用负压原理进行桡动脉血液标本采集,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高,有利于保护小儿血管和周围皮肤,
减轻小儿穿刺痛苦,提高护士工作效率,减少护理纠纷,增进护患关系,使患儿和家属配合治疗,提升患

儿及家属满意度。在临床护理中有明显优势。 
 
 
PU-4426 

对热性惊厥患儿不同发热时期给予个性化退热护理的效果研究 
 

杨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对热性惊厥患儿不同发热时期给予个性化退热护理,从退热时间､ 热性惊厥复发率及患儿

家属的焦虑情绪等方面的效果研究。 
方法 2017 年 2 月开始,给予在我院第二小儿神经内科以热性惊厥住院的患儿采取不同发热时期的个

性化退热护理。干预后 4 个月与干预前 4 个月,从退热时间､ 热性惊厥复发率及患儿家属的焦虑情

绪等方面进行数据对比。 
结果 干预后的退热时间明显缩短;干预后患儿住院期间再次发生抽搐的频率为 12%,干预前为 28%,
干预后明显低于干预前;干预后家长的焦虑评分､ 疾病不确定感评分较干预前均明显降低。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热性惊厥患儿不同发热时期给予个性化退热护理可缩短退热时间､ 降低热性惊厥复发率并

减少患儿家属的焦虑情绪,使患儿家属能够正确有效的护理发热患儿,减少热性惊厥带来的一系列并

发症,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PU-4427 

护理干预在小儿肺炎门诊雾化治疗的效果分析 
 

马晓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运用护理干预的方法指导小儿雾化治疗效果的依从性分析。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7 月小儿肺炎门诊雾化吸入治疗 1000 例患儿,取得患儿家属

知情同意.将 1000 名雾化患儿随机分成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护理干预组采取在常规雾化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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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护理干预辅助治疗,对照组则采取常规雾化治疗。运用统计学对比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治疗成

功率,分析干预效果及患儿及家属的依从性。 
结果 护理干预组成功率为 98.5%,对照组成功率为 80%.护理干预组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比组,且护

理干预组患儿雾化治疗较为顺利,患儿哭闹减少,治疗效果提高,患儿家属满意度提高。 
结论 护理干预小儿肺炎的雾化治疗有很好的依从性,缩短了小儿肺炎的治疗疗程,减少了患儿的痛苦,
大大提高了患儿家属的满意度,值得门诊推广与应用。 
 
 
PU-4428 

儿科门诊微信公众平台在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赫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110004 

 
 
目的 用手机玩微信是时下很多人的一种流行时尚, 如何利用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对医院的形象进行

宣传和为患者群众提供在线咨询等便民服务,是当前很多医院关注的话题,本文旨在探讨建立儿科门

诊微信平台在科室护理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方法 通过建立儿科门诊微信平台, 可以及时有效的传递信息,实现医患之间的资源共享。 
结果 微信平台建立了医护和患儿家属的互动,构建了医患之间的沟通平台,未来还将实现预约挂号､

检查结果及费用查询､ 缴费支付等便民服务。 
结论  建立儿科门诊微信平台提升了医院的品牌形象,在优质护理服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PU-4429 

护理干预 5%水合氯醛保留灌肠效果评价 
 

周晓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措施应用于水合氯醛保留灌肠的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我院小儿骨科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 100 例 0~3 岁幼儿 MRI 检查者为观察对象,给予

护理干预措施。 
结果 90 例患儿一次灌肠成功,2 例化脓性关节炎患儿一次灌肠未成功,重新预约检查后给苯巴比妥静

脉注射。镇静成功。2 例患儿发生不良反应,其中一例患儿检查后持续哭闹 1 小时后入睡,醒后无异

常反应,另一例早产一个月患儿,该患儿给药后突然呼吸抑制,口唇发绀,给予抢救后生命体征平稳,无
其它不良反应发生。3 例患儿家属未按照护理干预流程做保留灌肠准备。3 例患儿在执行保留灌肠

过程中与医护人员配合不当。后面 6 例患儿二次保留灌肠成功配合,取得满意镇静效果。 
结论 5%水合氯醛保留灌肠应用护理干预措施后,有效减少二次灌肠不适感及幼儿对护理处置的恐惧

感,使患儿家属乐于接受并且积极配合治疗。缩短住院时间。节省医疗费用。获得家属认可与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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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30 

浅谈优质护理在小儿热性惊厥临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刘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浅谈优质护理在小儿热性惊厥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方法 以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2 例热性惊厥的患儿随机分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 51 例。其中,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优质护理。比较两组患儿住院期间热性惊厥

的发生率,住院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儿在住院期间的热性惊厥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小于对照组,患儿家长对

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优质护理应用于小儿热性惊厥的护理中能减少患儿住院期间热性惊厥的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
有效提高患儿家长的满意度,值得应用推广。 
 
 
PU-4431 

 精细化护理在胰岛素泵治疗小儿糖尿病中的应用 
 

刘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精细化护理在胰岛素泵治疗小儿糖尿病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我科接受胰岛素泵治疗糖尿病的患儿 100 例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每组 50 例患者。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护理服务,研究组患者给予精细化

护理服务。 
结果 研究组患者心理状态良好率以及空腹血糖,餐后 2h(血糖)和血糖达标时间､ 胰岛素用量均明显

优于对照组,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对胰岛素泵治疗糖尿病患者实施护理服务的过程中, 精细化护理的运用可以缓解患者的不良

心理情绪,改善患者各项临床治疗指标, 具有显著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U-4432 

整体护理在 20 例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 
重症肺炎患儿的护理体会 

 
徐辑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儿童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重症肺炎相关治疗和护理方法及经验。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0 月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小儿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重症

肺炎 20 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实施常规护理与整体护理,评价并对比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实验组患儿在住院时间､ 血糖控制､ 肺炎恢复情况､ 体温控制情况都较对照组有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儿童Ⅰ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重症肺炎的病情危重,致死率高,应及时给予血糖､ 体位､ 心理

､ 饮食､ 皮肤等全方面的整体护理,避免病情恶化,预防并发症,促进病情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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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33 

不同肠内营养方式护理对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的影响 
 

班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探讨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不同肠内营养方式的护理对其的影响. 
方法 将 20 例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10 例和对照组 10 例,观察组采用营

养液由肠内营养泵泵入的方式,对照组采用传统鼻饲法. 
结果 观察组发生的各种并发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使用肠内营养泵的营养支持方式优于传统的鼻饲方法,适合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胰腺炎患儿的

营养支持,且更为安全有效,节约劳动成本. 
 
 
PU-4434 

罩杯调解式多功能雾化面罩的设计与应用 
 

刘亚丽,刘侠,许丽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解决现阶段雾化吸入治疗中使用的面罩规格型号单一的现状,满足不同年龄患者群体治疗的需

要。 
方法 研究设计一款罩杯调解式多功能雾化面罩,同时在面罩座的后方设计直行管,可直接与简易呼吸

器连接,在患者发生意外情况时,可进行及时有效的人工通气。 
结果 可有效规避传统雾化面罩使用缺陷,尤其适用于早产儿､ 婴幼儿､ 不同体格的患者。 
结论 该装置有效提高了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效果､ 提高抢救时效､ 提高患者依从性､ 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4435 

罩杯调解式多功能雾化面罩设计与应用 
 

刘亚丽,刘侠,许丽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解决现阶段雾化吸入治疗中使用的面罩规格型号单一的现状,满足不同年龄患者群体治疗的需

要。 
方法 研究设计一款罩杯调解式多功能雾化面罩,同时在面罩座的后方设计直行管,可直接与简易呼吸

器连接,在患者发生意外情况时,可进行及时有效的人工通气。 
结果 可有效规避传统雾化面罩使用缺陷,尤其适用于早产儿､ 婴幼儿､ 不同体格的患者。 
结论 该装置有效提高了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效果､ 提高抢救时效､ 提高患者依从性､ 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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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36 

关于自媒体健康宣教方式应用于 PICU 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刘盈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自媒体应用于 PICU 护理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PICU 收治的 11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字随机分组方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

以及对照组,每组 55 例,其中观察组采用 PICU 自媒体进行健康宣教,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健康宣教方

法,比较两组的宣教效果。 
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为 96.36%(53/55),对照组为 81.82%(45/5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X2=4.567,P<0.05,观察组中患儿家属对限制性探视的需求明显低于对照组,视频探视的需求明显

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 PICU 自媒体健康宣教方式应用于 PICU 患儿护理中能够充分满足患儿家长的探视需求,
提高其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4437 

延续性护理在白血病患儿维持治疗期的应用和效果观察 
 

刘雨菡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滑翔分院 110021 

 
 
目的 延续性护理在白血病患儿维持治疗期的应用和效果观察 
方法 选择我科于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收治的急性淋巴细胞型白血病患儿 80 例,将这些白血

病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干预组 4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的出院指导,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由护理延伸小组利用电话､ 微信等手段对患儿家长进行跟踪随访､ 视频宣教､ 解答共性问题等护理

干预,分析两组患儿从定期服药,定期复查,picc 导管的院外护理,维持治疗期的饮食四方面的对疾病治

疗知识的了解和遵医行为等情况。 
结果 干预组患儿的遵医行为较对照组改善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白血病患儿的延续性护理改善了其遵医行为,值得进行临床应用。 
 
 
PU-4438 

运用品管圈对提高小儿静脉留置针使用率效果的探究 
 

朱宏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1 

 
 
目的 探究品管圈活动对提高儿科门诊静脉留置针使用率中的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以“提高小儿静脉留置针使用率”为活动主题,收集 2015 年 1-3 月输液患者 200 例

为改进前组,2015 年 3-6 月改进及成果总结阶段的输液患者 200 例为改进后组。对活动前后两组共

400 例患者的静脉留置针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圈成员通过头脑风暴及选票法,确定了对策包括加

强护理人员对静脉留置针相关知识的学习,加强学习对静脉留置针的正确维护方法,加强对患者的宣

教,并组织实施 
结果 改善前,静脉穿刺 1000 次,使用留置针穿刺 305 次,静脉留置针使用率为 30.50%。改善后静脉

刺 1150 次,使用留置针穿刺 800 次,留置针使用率为 69.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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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静脉留置针使用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PU-4439 

康复新液对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口腔溃疡的应用 
 

刘晓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康复新液治疗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口腔溃疡的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自 2014 年 01 月到 2016 年 05 月我科室 100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发生口腔溃疡

的患儿,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儿自化疗当天开始应用浓替硝唑溶液､ 碳酸

氢钠与生理盐水 1:1 液交替漱口的方法,观察组自化疗当天开始应用康复新液漱口。比较两组患儿口

腔溃疡疗效。 
结果 对照组患儿口腔溃疡显效 35 例,有效 10 例,有效率 90.0%,观察组患儿口腔溃疡显效 42 例,有
效 7 例,有效率 98.0%,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康复新液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后发生的口腔溃疡,治疗效果好,安全无不良反

应,康复率高,无异味,更易于患儿接受配合治疗,值得临床借鉴。 
 
 
PU-4440 

儿科急诊等级化分诊结合自主呼叫系统的应用 
 

冯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充分发挥急症急治的特质,按病症轻重缓急,明确就诊等级,结合自主呼叫系统,按序呼叫,抢救､

急诊诊室机动调整,缩短重症患儿候诊时间,减少候诊中患儿病情突发危重发生率;分诊标准明确,系统

按序呼叫,易于患儿家属认知理解,提高患儿家属候诊顺序满意度。 
方法 明确制定急诊分级标准,以儿童生命体征为依据,明确急诊就诊等级,结合急诊自主呼叫系统,进
一步明确就诊顺序;将分级标准制成宣传版公示,更便于家属区分认同。 
结果 等级化分诊结合自主呼叫系统应用前后,患儿在候诊中发生病情突发危重率降低,急诊候诊家属

对就诊次序的平均满意度增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等级化分诊机制能明确的将患儿病情分级,急缓有序机动调整,急诊急治,有效减少患儿在候诊期

间病情突发危重发生率,同一呼叫系统自主呼叫,易于患儿家属理解,提高家属对就诊顺序的满意度。 
 
 
PU-4441 

床头悬挂式健康宣教牌在支气管镜检查患儿中的应用 
 

彭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床头悬挂式健康宣教牌在支气管镜检查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5 ~12 月在小儿呼吸病房住院行支气管镜检查的 160 例患儿按检查日单双号随机

等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口头宣教的形式,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上床头悬挂式健

康宣教牌,向家属进行口头联合书面健康宣教,并将此牌悬挂于患儿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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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长对术前禁食水时间的重视度､ 知晓及执行率均高于对照组( P <0.05) ,患儿手

术安全性( 手术及时执行率) 优于对照组( P <0.05) ,患儿家长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采用口头宣教联合床头悬挂式健康宣教牌综合宣教可以明显提高家属术前禁食水时间的执行

正确率,保证了手术安全性,缩短了住院时间,促进了疾病的恢复,提高了家属的满意度。 
 
 
PU-4442 

小儿哮喘主要照顾者的负担现状及护理知识需求调查 
 

李娜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调查小儿哮喘长期家庭照顾者的负担现状和对专业护理知识的需求,分析原因并寻求对策,
探讨解决方法,提高照顾者的护理质量。 
方法 采用原创的调查问卷对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入院后诊断为小儿哮喘并接受长期用

药治疗需要家庭照顾的 200 名患儿照顾者进行负担现状及对护理知识需求的调查,收集数据并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小儿哮喘的长期家庭照顾者压力大,对专业的护理知识有很大的需求。 
结论 可通过加强宣教力度等方法为患儿照顾这提供支持和帮助,以提高小儿哮喘长期家庭照顾者的

护理质量 
 
 
PU-4443 

多索茶碱对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治疗效果分析 
 

王学珍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400030 

 
 
目的 探讨多索茶碱治疗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儿科 2014 年 1 月~2015 年 9 月收集的 96 例确诊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B 组各 48 例,两组患儿均给予吸痰､ 吸氧､ 补液等基础治疗,A 组应用多索

茶碱,B 组应用氨茶碱治疗,疗程均为 7 天,对比临床效果。 
结果 A 组患儿的气促､ 喘憋消失时间､ 咳嗽缓解时间､ 住院时间均显著的短于 B 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间发热消退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 3d､ 第 7d,A 组患儿的毛

细支气管炎严重程度评分均显著的低于 B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7d 后,A 组的显效

率 79.17%显著的高于 B 组患儿,A 组的治疗效果优于 B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的不

良反应率 10.42%显著的低于 B 组的 27.0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多索茶碱治疗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临床效果显著的优于氨茶碱,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PU-4444 

微信公众平台在对重症患儿家属人文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杨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应用微信公众平台对重症患儿家属进行护理宣教其人文关怀效果进行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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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入住 PICU 的患儿随机分组各 55 例,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宣教的基础上,患儿家属关注 PICU 微

信公众平台,并对护理宣教内容进行反馈,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宣教,比较两组护理宣教方式人文关

怀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的人文关怀护理满意度为 96.36%(53/55),对照组为 81.82%(45/5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X2=4.567,P<0.05,观察组中患儿家属对限制性探视的需求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护理宣教方式能够满足患儿家长的人文关怀需求,提高其满意度,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PU-4445 

新生儿反复低血糖一例分析 
 

杨明,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通过探讨本例反复发作低血糖病例及分析,巩固新生儿低血糖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分析本篇文章中的一例病例病程变化过程及纠正低血糖的治疗方法。 
结果 新生儿低血糖在新生儿中为常见病,其临床表现常缺乏特异性,因此可无临床症状,长时间或反复

发作的新生儿低血糖对新生儿的伤害极大,可行性不可逆性的神经系统损伤,对患儿的生长发育产生

极大的影响。 
结论 新生儿低血糖的病因复杂多种,因糖原摄入不足,消耗过大以及多种遗传代谢病均可导致低血糖

发生。因此生后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实施血糖监测很必要,采取预防为主的办法,可早期发现

并干预,避免形成低血糖脑病。 
 
 
PU-4446 

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的优势及护理体会 
 

刘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总结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的临床优势及护理方法。 
方法 总结 33 例弹性髓内钉治疗股骨干骨折的患儿,给予围手术期护理和术后康复训练。并对该 33
例患儿做长期随访。 
结果 成功随访 33 例患儿,随访时间 6-18 个月,全部获得骨性愈合,愈合时间为 2-4 个月,术后 2 个月

关节功能可达到正常,无感染､ 断钉､ 畸形､ 骨不愈合。 
结论 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股骨干骨折具有创伤小､ 出血量少,稳定性好､ 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的优

势,配合科学的围手术期护理以及术后正确的功能锻炼,可促进康复,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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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47 

幼儿消化道磁性异物胃镜取出 1 例 
 

洪少贤,陈競芳 
厦门市儿童医院 361000 

 
 
目的 消化道异物是临床常见的消化道急症,多发生于婴､ 幼儿群体。笔者采用小儿胃镜对 1 例幼儿

施行消化道磁性胃内异物取出,研究其效果。 
方法 采用细径胃镜取出消化道异物 
结果 细径胃镜成功取出幼儿消化道内小磁珠,未对患儿造成不良影响。 
结论 笔者采用小儿胃镜对 1 例幼儿施行消化道磁性胃内异物取出,效果良好。 
 
 
PU-4448 

机械振动排痰机在重症肺炎患儿机械通气气道护理中的应用 
 

张晓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 探究机械振动排痰机对重症肺炎患儿在机械通气气道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我院收治的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抗感染､ 化痰

等综合治疗,并辅以翻身､ 叩背､ 体位引流等常规护理。而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传统的叩

背改为机械振动排痰。观察两组患儿的血气分析结果。 
结果 观察组排痰后的血气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而在治疗时间上来看,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机械振动排痰机能有效地将患儿肺部分泌物排除,使得患儿肺部通气良好。所以,机械振动排痰

机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PU-4449 

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性护理对癫痫患儿用药依从性及生活质

量的改善作用研究 
 

史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性护理对癫痫患儿用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研究。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收治并确诊为癫痫的患儿 17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85 例)
和对照组(85 例),对照组:常规治疗及护理模式,观察组:常规治疗基础上采取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

性护理模式。记录对比两组患儿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评分(包括感知能力,运动能力,沟通能力,心情状

态四个方面。 
结果 护理后两组患儿依从率均比护理前提高(P<0.05),观察组依从率为 85.8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1.76%,提高程度更大(P<0.05);两组患儿感知能力､ 运动能力､ 沟通能力和心情状态等各项生活质

量评分均比护理前提高(P<0.05),且观察组提高程度更大(P<0.05)。 
结论 家属参与制定计划及针对性护理可提高患儿用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对癫痫患儿治疗起到积极

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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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0 

小儿急性脊髓炎的护理探讨 
 

赵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小儿急性脊髓炎的临床治疗及护理干预方法。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我科收治的 10 例急性脊髓炎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临床特点,
制定相关的护理措施。 
结果 通过对 10 例患儿系统治疗及精心护理,除 1 例完全不能自理外,4 例症状缓解,部分自理,5 例可

完全自理,无 1 例死亡,无 1 例感染压疮。 
结论 护理干预十分重要,积极治疗､ 精心护理及早期的肢体功能训练能促进患儿早日康复,减少并发

症,缩短疗程。 
 
 
PU-4451 

80 例小儿白血病的心理护理体会 
 

马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了解白血病患儿在住院治疗过程中的心理卫生状况,观察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 
方法 选取 80 例白血病患儿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并分析效果。 
结果 对于白血病患儿及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可对患儿的负性情绪产生明显的影响,使其可以更好的

接受治疗改善心理状态,进而提高治疗依从性。 
结论 对于白血病患儿及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可对患儿的负性情绪产生明显的影响,使其可以更好的

接受治疗改善心理状态,进而提高治疗依从性。 
 
 
 
PU-4452 

新生儿病房奶嘴不同消毒方法的效果分析 
 

赵丽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两种消毒方法在消毒效果上的优劣。 
方法 随机抽取新生儿科同质污染的奶嘴 160 个,分成 A､ B 两组,每组各 80 个奶嘴。两组均先采用

手工清洗,之后 A 组采用蒸汽方法消毒,B 组采用煮沸方法消毒。用目测法､ 细菌培养计数法检测消

毒效果,奶嘴表面光滑度,奶嘴使用寿命三方面分析比较。 
结果 选择蒸汽方法消毒的奶嘴无论是在消毒效果､ 表面光滑度还是奶嘴使用寿命上,均优于选择煮

沸消毒的奶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奶嘴进行消毒,蒸汽消毒优于煮沸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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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3 

改良叩背护理法联合振动排痰机辅助治疗 
小儿肺炎的临床护理观察 

 
吴琼,宋红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8 
 

 
目的 观察改良叩背护理法联合振动排痰机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130 例肺炎的患儿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5 例,两组均给予抗炎､ 抗病

毒､ 化痰平喘等常规治疗。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人工叩背排痰;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依据改良式叩背护理法使用机械振动排痰。观察两组患儿治疗前和治疗 7 天后的血气指示､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 排痰情况､ 呼吸困难情况和舒适度。 
目的 观察改良叩背护理法联合振动排痰机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效果。 
结果 两组比较,观察组排痰后的氧分压(PO2/mmHg)为(87.56±12.35),高于对照组

(78.57±10.34),t=2.053, P<0.05;二氧化碳分压(PCO2/mmHg)为(35.34±10.27)低于对照组

(38.48±10.25),t=-1.053,P<0.05;血氧饱合度(SaO2 /%)为(97.02±12.45),高于对照组

(93.45±13.83)t=2.109,P<0.01;肺部啰音消失时间(d)和住院时间(d)分别为(3.91±1.40)､ (7.12±1.83),
均少于对照组(5.77±1.35)､ (8.24±1.77),t=5.817､ 4.946,P<0.05;痰液黏稠程度好于对照组

χ2=5.823,P<0.05,呼吸困难指数为(2.52±0.42)小于对照组(3.38±0.45),t=2.553,P<0.05;观察组患儿

对机械排痰的接受度和舒适度显著高于对照,观察改良叩背护理法联合振动排痰机辅助治疗小儿肺

炎的临床效果。 
结论 振动排痰机联合改良叩背护理法辅助治疗小儿肺炎可有效解决患儿痰液积聚问题,改善肺部体

征,缩短病程,减轻患儿痛苦。 
 
 
PU-4454 

硝酸银烧灼术治疗门诊新生儿脐茸的疗效及护理 
 

冯静 
中国医大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硝酸银治疗门诊新生儿脐茸的临床疗效及护理 
方法 选取 148 例经门诊硝酸银烧灼术治疗的脐茸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治疗后根据脐窝深度给予不同

的按压止血时间并对患儿家属进行脐周皮肤护理的健康教育 
结果 除 5 例经门诊 2-3 次治疗后治愈,其余 143 例均在门诊治疗一次性达到满意疗效 
结论 门诊硝酸银烧灼治疗新生儿脐茸简单易行,门诊治疗费用低,较手术治疗创伤小,患儿家长容易接

受,疗效显著。治疗前后给予相应的健康教育,治疗后进行有效按压,保持脐部清洁干燥,可有效预防出

血､ 感染等并发症,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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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5 

整体护理在小儿护理中的应用 
 

李雅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整体护理程序在小儿腹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5 年 1 月-12 月选取 64 例小儿腹泻患者并随机分为整体护理程序组和常规护理组,每组各

32 例,常规护理组是以患儿的临床表现为基础而进行的对症护理;整体护理组则是以患儿为中心,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注重患儿身体及心理的护理 
结果 整体护理程序组患儿住院时间和住院费(6.21±2.01)d､ (3951.35±74.12)元均低于常规护理组

患儿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为(8.39±3.02)d､ (4428.91±108.21)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整体护

理程序组患者家长对护理质量总满意度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家长(100.00%和 78.13%),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对小儿腹泻患者护理时整体护理程序效果较为理想,可有效缓解患儿临床症状。 
 
 
PU-4456 

小儿腹泻病中西医结合护理的应用 
 

马冬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在小儿腹泻病治疗中的应用并评估效果。 
方法 采用统计学分析方法近一年来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77 例腹泻患儿(年龄及临床症状无明显差异)
随机分为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及治疗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综

合护理干预.评价两组临床疗效,观察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治疗期间腹泻､ 尿量情况,及患儿家属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相应的治疗疾病均有所缓减,其中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效率为 97.4%,对照组患者

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73.6%,对比结果差异明显(P< 0.05),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不良反应,实验组患儿家属

满意率为 94.8% (37/39),高于对照组的 68.4%(26/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小儿腹泻患儿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护理满意度.针
对小儿腹泻采用常规西医治疗方法会对患者的身体菌群造成一定的破坏,频繁使用抗生素会导致儿

童的免疫系统出现漏洞,而中医治疗方法可以弥补西医药物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并有效调节其身体的

血液循环系统,因此,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广泛应用. 
 
 
PU-4457 

婴幼儿反复肺炎的 25-(OH)D 及微量元素 相关分析 
 

冯万禹,宋瑞霞,于少飞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检测和分析婴幼儿反复肺炎的 25-(OH)D､ 微量元素水平及关系 
方法 测定婴幼儿反复肺炎患儿血清 25-(OH)D､ 微量元素,与同期健康婴幼儿测得的血清 25 一

(OH)D､ 微量元素水平进行比较。 
结果 对照组相比,婴幼儿反复肺炎血清 25-(OH)D､ 锌明显降低,且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而两组铁､ 钙水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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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反复肺炎婴幼儿血清 25-(OH)D､ 锌降低,合理补充维生素 D 及锌制剂,可能预防或减少婴幼儿

反复肺炎的发生。 
 
 
PU-4458 

一例儿童 Gitelman 综合征 
 

文香,廖莉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400030 

 
 
目的 Gitelman 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系 SCL12A3 基因发生突变,导致噻嗪类利尿剂敏

感的钠氯共转体(NCCT)功能和/或结构障碍,引起远曲小管钠氯重吸收障碍,致低血容量､ 肾素-血管

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S)激活以及低血钾､ 低血镁､ 低氯性碱中毒,血压正常或偏低。我科收治一

名 8 岁 11 月男童,因“呕吐､ 腹泻 1 天”入院,伴头痛､ 头晕,感手足麻木,无抽搐､ 明显肌无力,无发热

､ 心悸,无烦渴及尿量减少。相关检查为:大便常规正常;血常规:WBC( 10.85~4.45)×109/L,N 
(86.90~44.80)%,CRP 25~3mg/L;血糖､ 肝肾功､ 甲功正常;心电图正常;肝､ 胆､ 胰､ 脾､ 双肾､ 肾

上腺 B 超正常;骨骼 X 线摄片骨质正常,骨龄﹤5 岁;尿 PH 值 7.0 ~ 7.5,24 小时尿电解质分析:尿钠

150mmol /24h,尿钾､ 氯正常,未查尿钙;多次血清电解质提示血钾 2.48 ~ 3.31mmol/L,血氯

92.2~102 mmol/L,血钠､ 钙基本正常,血镁 0.46~0.53 mmol/L;动脉血气分析:PH 值 7.443 
~7.461,HCO3-正常。予以抗感染､ 止吐､ 补钾､ 补镁等治疗 15 天,呕吐､ 腹泻停止,无手足麻木､

搐愵,无肢体无力,仍持续低钾､ 低镁,考虑诊断:急性胃肠炎,上呼吸道感染,低钾､ 低镁血症原因待

查:Gitelman 综合症?采集患儿及父母外周静脉血进行基因测序示,提示受检人为 : Gitelman 综合症

(GS)。本研究旨在对儿童持续低钾伴低镁血症进行基因诊断。 
方法 抽取患儿及父母外周静脉血进行基因测序。 
结果 患儿检测到 SLC12A3 基因有 2 个杂合突变,分别来自父亲的移码突变 c.965-1G>A 和母亲的剪

切突变 c.485delT,提示受检人为 : Gitelman 综合症(GS)。 
结论  经基因分析该患者 SLC12A3 基因有 2 个杂合突变 c.965-1G>A 和 c.485delT,至今未见临床致

病性报道。 
 
 
PU-4459 

小儿溺水 8 例救治临床分析 
 

陈瑜,刘铜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溺水儿童发病情况,急救方法,提高复苏成功率。 
方法 对我院近 2 年来 PICU 救治的 8 例溺水儿童病例作回顾分析及动态随访。 
结果 8 例患儿中平均年龄 4.6 岁,其中≤5 岁占 75%,男女比例为 3:1。2 例在现场进行了清理呼吸道

的处理,7 例均在当地进行了人工呼吸及胸外心脏按压,在当地医院初步治疗后救护车转来我院外,1
例患儿直接来院。至我院急诊时,7 例心跳､ 呼吸微弱或停息,死亡 2 例,1 例为急诊抢救无效死亡(未
经急救直接来院的患儿),1 例救治 24 小时,自主呼吸未恢复,机械通气维持,但家属放弃,拔出气管插管

后死亡。抢救成功的 6 例中 1 例有严重的缺血缺氧性脑病,2 例遗留轻度缺氧性脑病,这 3 例患儿均

进行了康复治疗,症状较前好转;另外 3 例治愈,随访半年无后遗症。 
结论 男孩因为顽皮更容易发生溺水意外,及时清理呼吸道,就地抢救会使救治成功率增加。积极抢救

如果仍有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建议进行适当的康复治疗,会改善预后。加强意外伤害的预防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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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急救知识的普及教育､ 建立完善的转运机制是减少溺水发生率和积极有效的康复治疗是提高复苏

成功率､ 降低伤残率的有效保障。

PU-4460 

1 例川崎病合并严重肝功能损害病因分析

李婉莹,魏兵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川崎病合并严重肝功能损害病例的病因及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沈阳军区总医院儿科川崎病合并严重肝功能损害患儿 1 例,分析其临床特点及相关

实验室检查。

结果 本例患儿诊断为川崎病,入院时转氨酶及肝炎八项无异常,口服阿司匹林治疗 5 天后转氨酶明显

升高,但未出现明显消化道症状。予停用阿司匹林,并保肝治疗,患儿转氨酶很快下降。 
结论 在川崎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肝损害应考虑到可能是疾病本身与药物性肝损害双重作用的结果,
同时也要想到会否有其他病原体感染的因素。对严重的肝损害,应根据患儿全身炎症反应以及血常

规､ ESR､ CRP､ 血小板等指标的恢复情况,予阿司匹林停用或直接予小剂量应用。同时要护肝治

疗,动态监测肝功能变化。 

PU-4461 

麦滋林联合立止血治疗新生儿上消化道出血疗效观察 

郭林梅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观察麦滋林治疗新生儿消化道出血的效果

方法 选择消化道出血的新生儿 5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5 例。观察组患儿的用药方式为

麦滋林联合立止血,对照组患儿以立止血为主,单药治疗。分析患儿的止血效果､ 时间以及安全性。 
结果  观察组在短时间内起到很好的止血效果,消除消化道危险性,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采用麦滋林联合立止血治疗新生儿消化道出血,效果明显,并发症少,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中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