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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症易被忽视危险性高
王深明：深静脉血栓形成早期应及时就医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廖 温 勃 通 讯
员 彭 福 祥 ） 为准备期末考试，南京女

大学生小刘一直“窝”在床上学习，除
了睡觉、上厕所和吃饭，概不下床。 可
卧床 5 天后，她从肚子到臀部都在疼，
左腿发紫肿胀， 最后连行动都需人搀
扶，原因竟是患上了下肢静脉血栓。何
为静脉血栓？ 静脉血栓栓塞症 （简 称
“VTE ”），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地
凝固，使管腔部分或完全阻塞，是继缺
血性心脏病和卒中之后位列第三的最
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首席专家、学
科带头人王深明教授对其发病机理、
预防和治疗进行科普， 提醒市民关注
重视。

静脉血栓栓塞症致死率达4%
王深明介绍， 静脉血栓栓塞症包
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 作为临
床常见病症，是骨科、普外等外科手术
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是医院内
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 深静脉血栓
形成可发生于全身各部位静脉， 以下
肢深静脉为多。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是肺动脉栓塞血栓栓子的主要来源。
而近 50%的近端深静脉血栓会导致肺
栓塞， 而 79%的肺栓塞患者同时合并
有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肺栓塞一旦
发生，其致死率高达 4%。
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病隐匿且表现
无特异性，易漏诊和误诊，所有致死性
肺栓塞病例在死亡前得到诊断的不足

一半。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患者中，大约
只有 20%的病人得到诊断， 更多的患
者则是因为警惕性不够没有就诊，甚
至有误诊和漏诊的现象。“
究其原因，
是市民和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对该病
的认知还不够， 从而导致延迟就医或
漏诊。 ”

手术是该病发生的常见因素
那么该病是如何发生的呢？ 王深
明指出，VTE 发病由三个因素促成 ，
即静脉损伤、 静脉血流瘀滞和血液高
凝状态。 手术是该病发生的常见重要
原因。
“
住院手术的患者 VTE 发生风险
比其他患者高 22 倍，其中，进行骨科
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发生率为
61%。 ”王深明介绍，受到重大创伤的
患者发生该病的几率在我国为 40%~
60%，是第二大常见危险因素，风险增
加近 13 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三高”发
病率上升，该病的发生率也逐年上升。
王深明引用 一 组 韩国 的 统 计数 据 介
绍，从 2004 年到 2008 年，亚洲静脉血
栓栓塞症的发生率 4 年上升了 56%。
但发病的危险因素远不止这些， 随着
年龄增长，患上该病的风险也会递增，
发病率升高。 此外，20%首次发生 VTE
患者和恶性肿瘤有关，孕妇 VTE 风险
为非孕妇的 6~10 倍，遗传、药物和免
疫相关性疾病也是该病发生的危险因
素。

及早发现迅速
就医方可治愈
VTE 的治 疗
主要有： 一是卧
床休息， 抬高患
肢； 二是需下地
走动时穿上弹力
袜； 三是进行用
药抗凝， 早期可
进行溶栓或取栓
治疗。 一旦出现
深静脉血栓形
成， 则需多加休
息、减少活动，活
动易造成血栓脱
落，引发肺栓塞。
如何辨识深静脉
血栓已经形成？
王深明介绍，发病后，部分患者会出现
下肢疼痛肿胀， 患肢比对侧肢的周径
甚至可增粗 10~15 里米， 此时应尽快
到医院就诊， 做个彩色多普勒血管检
查就可确诊。
王深明介绍， 在深静脉血栓形成
的 3~7 天为急性期， 是最好的治疗时
间，可通过药物抗凝，结合溶栓或取栓
而早期治愈。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血
栓将粘附在血管壁上，机化，无法彻底
消除。 术后发生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时
间因个体差异而不尽相同， 在数天至
一个月内发生均有可能，因此，他提醒
市民， 若在术后一段时间内发现下肢
肿痛，应迅速求医。

感冒药服用误区颇多，专家提醒：

孩子感冒仅能选服一种感冒药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廖 温 勃 通 讯 员
魏 星 ） 对于感冒，几乎人人都认为自己

会“诊断”和“治疗”，只要孩子流鼻涕、
打喷嚏或咳嗽， 马上就给孩子服感冒
药。 然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
任医师喻宁芬提醒市民，感冒药用得不
合理，可能会产生如血尿、虚脱、白细胞
减少等严重副作用。

感冒多喝水多休息有讲究
“
家长们往往性子急， 害怕孩子一
发烧就降不下来，加上对感冒的病程不
理解，总希望药到病除，恢复得越快越
好， 服一种感冒药疗效不明显的时候，
就服两种甚至两种以上。”喻宁芬介绍，
根据她的临床观察，很多家长都存在感
冒药的不合理应用。 到底什么是感冒？
孩子服感冒药，怎样才更安全？
喻宁芬表示，感冒是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的简称， 是小儿最常见的疾病，可
由多种病原体引起，其中 90%以上由病
毒感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变
部位是在鼻子、咽部或扁桃体，根据主
要受感染的部位， 可以诊断为急性鼻
炎、急性鼻咽炎、急性咽炎或急性扁桃
体炎等等，并将这些部位的感染常常统

称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其症状包括局
部症状和全身症状。 局部症状可有鼻
塞、流鼻涕、打喷嚏、咳嗽、喉咙疼等等；
全身症状有发热、烦躁不安、头疼、全身
不舒服、精神不好，有的还会出现呕吐、
腹泻、肚子疼、食欲减退等消化道症状。
多数孩子的感冒一周左右可以痊愈，很
少超过两周。
那么孩子感冒了，需要用药吗？ 应
该怎样处理？ 喻宁芬表示，感冒 90%以
上由病毒感染引起，目前还没有治疗病
毒感染特效药，所以，当孩子感冒时，医
生常常会建议多喝水、多休息。“
其实多
喝水、多休息也是有讲究的，有些家长
特别紧张、特别关心孩子，经常半夜叫
醒孩子喝水，弄得孩子整晚都得不到休
息，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干扰了孩
子的正常睡眠，孩子的体力和免疫力都
得不到恢复。”喻宁芬表示，应在白天让
孩子尽量多喝水，可以喝白开水、淡盐
水、稀释的果汁等，根据孩子的喜好来
选择；到了夜间，尽量让孩子睡整觉，但
当体温超过 38.5°c 时，需用退烧药。

感冒药只能选一种对症使用
“感冒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

对症处理，比如伴有发热、咳嗽、鼻塞等
症状，就给予退热、止咳、通鼻等相应的
处理， 可以根据孩子的主要症状选择 1
种儿童感冒药。 ”喻宁芬指出，感冒药最好
由医生指导选择，按医嘱服用，每天不超
过 3 次，服 3~5 天，最长不超过 7 天。
喻宁芬介绍，儿童感冒药多数是从
马来酸氯苯那敏 （简 称 “扑 尔 敏 ”） 和盐
酸苯丙烯啶、对乙酰氨基酚、盐酸伪麻
黄碱、 氢溴酸右美沙芬和福尔可定、愈
创木酚甘油醚这 7 种药物或类似作用
的药物中选 3~4 种配伍， 组成复方制
剂。 由于配方不同作用稍有侧重，其主
要作用是缓解感冒引起的鼻塞、 流涕、
咳嗽等常见症状。如含有解热镇痛药的
感冒药， 除了可缓解感冒引起的鼻塞、
流涕、咳嗽等症状外，还可缓解感冒引
起的发热、头痛、四肢酸痛、咽痛等症
状，有的还有兼化痰的作用。所以，孩子
感冒时每次只能选用 1 种感冒药，不能
几种感冒药一起服用。 此外，感冒退烧
药不可以和退烧药一起服用。

华大发布全球最大人体
肠道细菌基因组集研究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张 秀 丽 ） 记者
近日从华大基因获悉，春节期间，华大
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旗下
子刊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了全球
最大人体肠道细菌基因组集（Culturable
GenomeReference, CGR）研究成果。
该研究提供了1500多条高质量的
人体肠道细菌基因组， 为肠道微生物
组研究提供了大量全新的参考基因组
数据， 同时将肠道菌群的功能分析提
升到新维度。 这也是首次通过大规模
培养的技术手段， 获得如此多数量的
高质量细菌基因组数据。 此研究构建
的人肠道细菌基因组集及菌株库，对
于实现精准解密肠道菌群与疾病之间
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同时也
为人肠道菌株功能的深入探索提供了
宝贵的基础资源。

发现超三分之一是新物种
对于人体来说， 维持肠道菌群的
正常平衡， 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一
环。一旦肠道菌群结构发生异常，就可
能带来诸如代谢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
病等问题，连肥胖、糖尿病等多种代谢
异常疾病也可能找上门来。
随着肠道微生物研究的不断拓展
与深入， 高质量参考基因组和活体菌
株对于疾病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机
制的深入研究显得愈发重要。 为了进
一步扩充肠道菌株库和参考基因组，
研究人员收集了155份健康人的粪便
样本，通过11种培养条件，获得了6000
多株肠道细菌， 并选择其中1700多株
菌进 行 全基 因 组 测序 ， 最 终 构 建 了
1520株高质量的肠道细菌基因组草图。
通过基因组水平的物种分类，共发现338
个Cluster （ 物 种 分 类 群 ），其中超过三
分之一是新的物种， 整体覆盖了中国
人的9大核心属。 同时也发现了38个宏
基因组分析中的低丰度（< 1%）的属，丰富
了现有肠道微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进一步
拓宽了学界对肠道微生物的认识。

基因组数据可对外共享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宏基因
组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 该论文的第
一作者邹远强介绍， 该研究发现了很
多之前
“
不能培养的”肠道微生物新类
群， 打破了大部分肠道细菌在体外不
可培养的传统观念， 表明了肠道细菌
培养技术对于深入解析肠道微生物的
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必要性。
据悉， 人肠道菌群组成受遗传和
环境影响较大， 基于中国人群的肠道
细菌基因组数据集的建立， 为后续针
对中国人群的微生物组与复杂疾病之
间的机理研究、临床应用转化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该项目中产生的大量菌株资源和
基因组数据存储在国家基因库生命大数
据平台（CNGBdb），该平台面向全球科研
人员提供组学数据存储、 搜索、 计算、管
理、可视化等服务，数据在平台上对外共
享，科研人员可免费申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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