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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多发结石因 Ｔ 管隧道出血量较多终止取石袁结石未能取

式遥 结合我们的实践和文献报道袁可用的取石或碎石方式有院

出遥

液电碎石尧活检钳挖咬碎石尧取石网篮套榨碎石尧碎石篮机械
结 论
李美荣等 ［２］ 将胆道镜取石盲区分为三种院一是术中胆道

引流管放置不当袁造成引流管与总胆管间夹角过小袁导致胆

碎石尧体外冲击波碎石尧超声碎石尧激光碎石尧等离子体冲击

波碎石等方式［５］遥 对于胆道狭窄及夹角过小袁网篮未能到达结

石部位袁结石不易取出的或结石巨大的袁则有待于取石工具
的改进袁比如可探索性使用导丝引导取石网篮或引入更为先

道镜进入远端或近端胆管困难袁 形成医源性胆道镜取石盲

进的取石尧碎石器械来解决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要有保护操作者

区曰二是胆管本身的生理解剖变异致胆道镜无法进入变异的

和患者的意识袁取石过程中以参考点片影像资料为主袁必要

肝内胆管而形成生理性胆道镜取石盲区曰第三种是因胆道镜

时才实时透视或造影引导遥 本文结果表明袁数字化 Ｘ 线电视

本身过大无法进入细小的尧郁级以上的胆管分支造成的器械

透视下精确引导胆道镜治疗术后残余结石的方法科学易行袁

性胆道镜盲区遥

能提高难取性胆道残留结石的清除率袁 降低患者再手术率袁

运用胆道镜通过 Ｔ 管瘘道进入肝内外胆道系统进行取

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新技术遥

石袁通过引入数字化 Ｘ 线机电视透视技术袁从三维空间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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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位袁可明确胆道情况尧结石与胆道以及结石与胆道镜之
间的关系袁打开野胆道镜取石盲区冶遥 在胆道镜取石术中实施
全程监视袁从整体上把握术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袁并做出
及时调整和采取相应的措施遥
文献报道采用传统纤维胆道镜方法结石清除率多为

９０．００％ 耀 ９９．４０％ 袁结石清除率有约 １０％的差异袁我们认为
［４］

这与操作者对胆道的实时情况了解不够袁故采用的方法和技
巧不同袁随意性较强遥 Ｘ 线机电视透视引导技术相对于传统
胆道镜取石方法更能体现其科学性和高效性袁对患者给予人
性化的微创治疗遥在 Ｘ 线透视下实时精确引导胆道镜取石能
给操作者提供更为直观和准确的定位袁明确结石大小尧形态
及胆道的取石条件袁 以便及时采取最合理的取石或碎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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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短篇论著窑

自制含漱汤治疗老年口腔念珠菌病的观察
及护理
蓝雪霞

洪建云

揖摘要铱 目的 观察自制含漱汤治疗老年口腔念珠菌病的

口腔念珠菌病是由念珠菌属感染引起的口腔黏膜病遥 近

疗效遥 方法 将 ７０ 例口腔念珠菌病老年患者随机分成二组袁

年来袁随着广谱抗生素和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袁引起菌群

对照组予 ２％碳酸氢钠漱口后袁给酮康唑口服治疗曰治疗组予

失调袁使口腔念珠菌病的发病率日益增高袁长期慢性口腔念

２％碳酸氢钠漱口后袁用自制含漱汤含漱治疗袁观察两组的临

珠菌感染袁特别是增殖型念珠菌口腔炎有恶变的可能遥 故及

床疗效遥 结果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显著意义袁Ｐ 约

早彻底治疗口腔念珠菌病十分重要遥 尤其是老年患者袁由于

０．０５遥 结论 采用自制含漱汤治疗老年口腔念珠菌病有效尧安

其机体免疫功能减退袁一旦长时间使用抗生素尧激素及化疗

全尧方便尧经济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遥

等袁极易并发口腔念珠菌感染遥 其表现为口腔黏膜充血发红尧

揖关键词铱 自制汤剂曰含漱曰口腔念珠菌病

红斑或白色绒膜或斑块尧舌背乳头萎缩袁并有口干尧黏膜灼热

感及疼痛袁味觉异常或丧失等［１］遥 病情反复袁不易彻底治愈袁给

患者带来痛苦袁危及病人的健康遥 我院近三年来对老年并发
作者单位院５２５０００ 广东省茂名市人民医院

口腔念珠菌病选用自制含漱汤治疗袁取得满意效果袁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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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观察两组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的情况以及口腔病损

如下遥

区涂片培养念珠菌的情况遥

资料与方法

三尧护理
１． 加强口腔护理袁保持口腔清洁袁定时检查口腔黏膜袁为

一尧一般资料
选择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我院收治的 ７０ 例老

疗效判定提供依据遥
２． 加强病人的饮食指导袁多饮水袁给予温凉的富有营养尧

年病例袁均有不同程度的口腔念珠菌病的临床表现袁病损区
涂片培养念珠菌阳性遥７０ 例患者中男 ４９ 例袁女 ２１ 例袁年龄最

高维生素尧易消化的半流饮食或软食遥 忌辛辣尧酸等刺激性食

大 ７８ 岁袁最小 ６１ 岁袁使用抗生素的 ３４ 例袁其中合并使用激

物遥 食物的温度不要过热遥

素的 ８ 例袁使用化疗药 ３６ 例遥 将 ７０ 例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３． 指导病人正确使用含漱汤袁药液以温为宜袁对反应迟

和对照组袁治疗组 ３５ 例袁男 ２４ 例袁女 １１ 例袁年龄 ６２ 耀 ７８ 岁袁

钝或神志不清的病人要用止血钳夹紧棉球蘸取含漱汤进行

平均年龄 ６６．５ 岁曰对照组 ３５ 例袁男 ２５ 例袁女 １０ 例袁年龄 ６１ 耀

擦洗患处袁注意棉球不可过湿袁防误吸袁动作要轻柔遥

７６ 岁袁平均年龄 ６４．５ 岁遥

４． 一般的病人袁协助其正确使用含漱汤漱口袁并向其说

二尧治疗方法

明含漱的目的袁使病人配合遥

１． 含漱汤制备

四尧疗效标准

取土伏苓 ３０ ｇ袁射干 ３０ ｇ袁玄参 ３０ ｇ袁川连须 ３０ ｇ袁金银

痊愈院病损发红区或白色绒膜完全消失袁萎缩的舌背乳

花 ２０ ｇ袁连翘 ３０ ｇ袁蒲公英 ２０ ｇ袁甘草 ８ ｇ袁加水 １ ０００ ｍｌ 浸泡

头恢复袁自觉症状完全消失袁念珠菌检查阴性遥 显效院病损发

２０ ｍｉｎ袁然后煎 ２０ ｍｉｎ袁取药液用纱布过滤备用遥

红区或白色绒膜大部分消失袁自觉症状明显减轻袁念珠菌检

２． 治疗组

查转阴或可疑阳性遥 好转院病损区缩小袁症状减轻袁念珠菌检

常规停用抗生素袁给 ２％碳酸氢钠漱口后袁用自制含漱汤

查转阴或可疑阳性遥 无效院病损及症状无变化袁念珠菌检查阳

漱口遥 每次将含漱汤含于口中 ３ 耀 ５ 分钟袁让药液充分接触病
损处袁然后吐出来袁如此反复含漱 ４ 耀 ５ 次为一次治疗量遥 每
天治疗 ４ 次遥 对神志不清的病人袁可用止血钳夹住浸蘸含漱
液的棉球反复多次轻轻擦拭患处遥每日一剂含漱汤袁共治疗 ７

性遥
五尧统计方法
痊愈加显效加好转数之和为总有效例数遥 计数指标以率
表示袁采用卡方检验袁Ｐ ＜ ０．０５ 为显著性界值遥

天遥

结 果

３． 对照组
常规停用抗生素袁给 ２％碳酸氢钠漱口袁每日三次袁同时袁

给予酮康唑胶囊 １００ ｍｇ袁每日一次 袁午餐后顿服袁共治疗 ７

两组临床疗效见表 １袁治愈率和总有效率袁治疗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袁字２ ＝ ９．０２袁Ｐ 均 约 ０．０５遥

天遥

表 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渊％冤］
组别

例数

痊愈 ＊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

治疗组

３５

２１渊６０．００冤

９渊２５．７１冤

４渊１１．４３冤

１渊２．８６冤

３４渊９７．１４冤

对照组

３５

１１渊３１．４３冤

１０渊２８．５７冤

６渊１７．１４冤

８渊２２．８６冤

２７渊７７．１４冤

注院＊ 两组比较 Ｐ 均 约 ０．０５遥
讨 论
口腔念珠菌病是一种真菌感染性疾病袁中医学认为本病

直接作用于感染的部位袁吸收好袁起效快袁同时本汤剂的配制
简单袁取材方便袁价格优廉袁使用方便袁效果好袁无毒副作用袁
值得医院推广使用遥

系病邪损脾袁伤及胃阴袁热毒循径上蒸口腔而发病袁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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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口腔念珠菌病袁不易彻底治愈袁且容易复发遥 现在临床上
治疗常用广谱抗真菌药袁如院酮康唑尧氟康唑等袁以及改变口
腔的酸碱度等方法遥 酮康唑是可抑制真菌细胞膜麦角甾醇的
生物合成袁影响细胞膜的通透性袁而抑制其生长遥 但酮康唑有
头痛尧胃肠不适袁皮肤瘙痒袁长期服用有肝损害等副作用遥 而
本文介绍的自制中药含漱汤中的连翘尧金银花尧蒲公英尧川连
须等药含有皂甙物质袁 能使唾液中 ｐＨ 值改变袁 具有清热解
毒袁抑制真菌的功效袁甘草含有的甘草酸和甘草次酸袁具有肾
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袁有解毒尧抗酸尧镇痛的作用曰土伏苓有
解毒消肿袁利水渗湿之功曰射干和玄参均有较强的抑制真菌
作用［２］遥 诸药合用达到清热解毒袁抑制真菌的功效遥 而且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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