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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前沿

医生话你知

缓解关节疼可选封闭针
注射次数以 5 次为限

制图：
邱耀升
随着老龄化的进展，
出
现退行性关节炎的老年患
者越来越多，
接受关节炎封
闭治疗的患者也越来越
多。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
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
医学
博士王冉东介绍说，
封闭针
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出现
了，
直到现在仍是治疗疼痛
的重要方法。它是治疗骨、
关节、肌肉疾病的标准疗
法，
也是运动员损伤常用的
治疗方法。就关节炎来说，
封闭治疗的常规药物是局
部麻醉药和糖皮质激素，
最
常用的就是利多卡因+复
方倍他米松。除了这两种，
关节炎封闭往往还要加入
起到润滑与保护关节作用
的润滑剂。
局部麻醉药利多卡
因。该药麻醉强度大、起
效快、弥散力强，药物从局
部消除约需 2 小时，因此
病人在关节注射后，会出
现疼痛症状很快缓解，但 2
小时后又再次疼痛的现

象，这就是局麻药物消除
后的反应。
糖皮质激素。最常用
的是复方倍他米松，由二
丙酸倍他米松和倍他米松
磷酸钠按比例混合而成。
关节内注射该药，可在 2~
4 小时内解除类风湿性关
节炎和骨关节炎伴发的疼
痛、困扰及僵硬症状。缓
解的持续时间多数为 4 周
以上。
润滑剂。最常用的是
玻璃酸钠，为无色透明的
黏稠液体，在人的皮肤、关
节滑膜液、房水、眼玻璃体
等部位均有分布。玻璃酸
钠为关节滑液的主要成
分，也是软骨基质的成分
之一，在关节腔内起润滑
作用，可改善关节挛缩，抑
制软骨变性变化，保护关
节软骨，延缓关节退变，从
而起到缓解疼痛和功能障
碍、治疗关节炎的作用。
给关节打封闭针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 使

用过量会出现肿胀。2. 个
别病人局部注射可有一过
性疼痛、肿胀或发热感，偶
有皮疹、瘙痒症状，多数会
在数天内缓解。3. 有关节
积液时，应先酌情穿刺排
液，再注入药物。4. 对其
他药物有过敏史者、肝功
能障碍者或有肝功能障碍
病史者慎用。5. 注射次数
以 5 次为限，增加注射次
数并不会增加疗效。6. 避
免注入血管。
最后需要提醒，要避
免在感染的关节内局部注
射药物。如果关节疼痛与
局部水肿明显加重、关节
活动受限，出现发热等不
适症状，就提示发生了化
脓性关节炎。经确诊后，
应先给予相应的抗菌治
疗。此外，关节内反复封
闭注射，可加快关节的损
坏、退变速度。当症状改
善后，应及时停用，不要长
期、过量、反复使用封闭注
射。
（据生命时报）

手指疼源起心绞痛？
医生提示：
异位心绞痛痛在四肢躯干而非心脏
河南一位 59 岁的王先
生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感觉左
手指疼痛，左手肩部、胳膊也
不大舒服，去骨科查了没问
题。医生建议到心内科，做
了心电图和冠状动脉 CT，发
现冠状动脉狭窄，说手疼是
心绞痛引起的。这是怎么回
事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董静
表示，王先生的情况确实可
能是
“异位”
心绞痛。当心肌
缺血或缺氧时，心脏的交感
神经就会把信息传送到大
脑，大脑再发出信号经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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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传到脊髓，并反映到相
应的皮肤区域产生疼痛，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绞痛，是
冠心病的重要信号。典型的
心绞痛位于胸骨中上段之
后，
也可位于左侧心前区，范
围约有手掌大小，往往没有
明确的界限。心绞痛发作
时，可以通过身体的内脏神
经系统放射到其他部位，如
颈部、四肢、牙床、下颌、咽
喉、心窝部等，
医学上这种现
象称为“异位”心绞痛，您的
手指与臂膀疼痛正是因此而
起。
“异位”
心绞痛很容易被

误诊为其他疾病，
如心绞痛向
两侧放射到肩臂和手，
容易误
诊为肩周炎和颈椎病等；
向后
放射到后背，易误诊为胸椎、
脊背部肌肉疾病等；
向上放射
到颈、咽、下颌、面颊部和牙
齿，易误诊为咽炎、三叉神经
痛、牙病和下颌关节疾病；
向
下放射到上腹部，易误诊为
胃病、肝胆疾病。如果反复
出现四肢肢体、颈部、牙床、
下颌、心窝部等处疼痛，
且这
些部位经多次检查也未发现
原发病，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考
虑由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的
可能。
（据生命时报）

极早期肝癌有望更早筛查出来

患者将获得更高的治愈机会
在近日召开的 2019 年中国
临床肿瘤学年会上，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侯金
林教授代表项目组公布了全国
多中心、前瞻性肝癌极早期预警
标志物筛查项目的进展：
与现有
诊断金标准相比，
项目自主开发
的肝癌患者分类模型可提前 6
个月～12 个月筛查出极早期肝
癌患者，
同时获得更高的治愈机
会。
据介绍，
现有方法检测的多
为血浆或血清中单一或几种蛋
白的丰度，而新的筛查方法是基
于高通量测序的血液游离核酸
标志物检测，特异性、敏感性更
高。
此项肝癌早筛前瞻性临床
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
癌科学中心王红阳，南方医院侯
金林教授与和瑞基因主导，国内
近 20 家临床中心参与。项目于
2018 年 4 月启动，计划入组患
者 1 万 名 ～1.5 万 名 。 截 至 目
前，在已入组的 4000 名肝硬化

患者中，分类模型首批筛查出
55 名肝癌高危患者。随访 6 个
月后，这 55 名高危患者中已有
8 名通过临床诊断方式检测出
早期肿瘤。
“肿瘤小于 3 厘米即为早
期。这 8 名患者的肿瘤都在 0.8
厘米～2.5 厘米之间，处于肝癌
早期（0 期+A 期），其中约 75%
处于肝癌极早期（0 期）。”东方
肝胆外科医院、国家肝癌科学中
心陈磊教授介绍，目前，医院手
术切除的肝癌患者中，位于 0 期
到 A 期 的 只 有 20% 。 借 助 项
目，
能把肝癌的预警或早诊时间
提前 6 个月，使更多早期肝癌患
者有机会进行手术，提高生存
率。
王红阳表示，
这是第一次通
过前瞻性数据表明，
有可能通过
基于外周血的简便检测进行肝
癌的极早期预警，较现有常规诊
断方法，提前 6 个月～12 个月
筛查出极高危人群和极早期肝
癌患者。
（人民网）

新研究观测到病毒
“组装”
过程
有助于开发治疗相关疾病的新方法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0 月 6 日
电 一个美国科研团队日前发表
报告说，
他们首次实时观测到了
单个病毒的
“组装”
过程，
这有助
于深入了解病毒形成的机制，
从
而开发出消灭病毒、治疗相关疾
病的新方法。
生物学界目前已知病毒的
具体结构，但尚不清楚这一结构
是如何形成的，此前相关研究都
是利用模型来推测形成过程。
直接观测的难点在于组成病毒
的
“零件”
极小，它们之间的互动
又很弱。
哈佛大学团队在新一期美
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上发
表报告说，他们利用干涉散射显
微镜技术，对一种单链核糖核酸
（RNA）病毒的形成过程进行了
观测。这种技术运用光学原理，
可精确显示微小物体的动态变

化。
单 链 RNA 病 毒 是 常 见 的
病毒种类，
感冒、手足口病、脊髓
灰质炎等疾病都与此类病毒有
关。哈佛团队此次研究的是一
种与大肠杆菌有关的单链 RNA
病毒。
他们观测到，约 3600 个核
苷酸首先积聚形成 RNA 核心，
然后约 180 个相同的蛋白质以
五边形或六边形结构相互连接，
围绕这一核心“组装”成足球结
构的病毒外壳，
整个过程只需要
1 到 5 分钟时间，且一旦开始就
不会停止。
领导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
教授维诺森·马诺哈兰说，这样
的直接观测可以帮助人们认清
病毒的形成过程，未来有望据此
开发出切断病毒
“组装”
通路、遏
制病毒产生的方法。

英国《自然》杂志：

多吃豆可防慢阻肺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
显示，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
阻肺）在 2016 年全球死亡原因
排名中位居第三。英国《自然》
杂志近期刊登日本一项新研究
称，多吃豆制品对预防慢阻肺起
到了较好的效果。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呼吸内
科专家浅井一久准教授及其研
究团队利用实验鼠展开了一项
为 期 12 周 的 实 验 。 研 究 人 员
将实验鼠随机分为“吸烟组”和
“非吸烟组”。吸烟组实验鼠每
天“吸烟”1 小时，其中一部分被

喂食异黄酮类食物，另一部分
不摄入异黄酮。研究人员对它
们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相对
于不吸烟组，吸烟组实验鼠的
肺部及呼吸道更易患病，但饲
料中添加 0.6%异黄酮类食物的
实验鼠比未添加的实验鼠更好
地抑制了支气管、肺泡炎症和
肺气肿的发展。这一结果表
明，大豆中所含的异黄酮对引
发慢阻肺的疾病具有预防作
用，但其作用机理尚待进一步
探究。
（生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