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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VVC 病发时，假丝酵母菌主要寄生于女性阴道

中，在外阴阴道中菌群失调时，致使外阴阴道局部
组织细胞免疫力下降，出现假丝酵母菌大量繁殖现
象，久治不愈，对女性身心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3］。

在临床治疗中，选择有效、适合的药物是提高疗效、

减少复发的重要所在。现阶段，单纯应用西药治疗
VVC 时，病情恢复较慢，并且疗程较长、易复发，临床
效果并不理想。为此，一定要积极探索高效、安全的
治疗方法，以此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从中医学理论角度分析，VVC 病因主要为湿
邪入侵，属于“阴痒”“带下病”范畴［4］。在中药
止带方中，茯苓、猪苓、车前子、泽泻主要发挥利水渗
湿的作用；丹皮、赤芍主要发挥凉血活血、清热的作
用；黄柏、山栀子主要发挥燥湿止带、泄热解毒的作
用；牛膝主要发挥利尿通淋、逐瘀通经的作用［5-6］。

诸药联用，可达到清热、除湿、止带的功效，临床效果
显著。

本文研究表明：试验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 6 个月复发率及黏膜充血、白带异
常、瘙痒症状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由此说明，硝酸咪康唑栓联合
中药止带方治疗复杂性 VVC 的效果更加显著，与相
关文献报道［7］基本相符。其原因可能为：硝酸咪康

唑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复杂性 VVC，但单纯用
药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而加服中药止带方后，能够
充分发挥协同作用，进一步减轻患者临床症状，取得
理想的临床效果［8］。

综上所述，复杂性 VVC 患者应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的临床效果十分显著，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症状，还
可以减少患者复发，临床应用价值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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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血管成像仪在艾滋病患者血管穿刺中的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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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的静脉穿刺与传统静脉穿刺的效果。方法　选取住院患者 136 例分为干预组与
对照组，干预组应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下正向静脉穿刺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正向静脉盲穿刺法，比较两组一次性穿刺成
功率。结果　干预组与对照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的静脉穿刺法，

并不能提高艾滋病患者一次性静脉穿刺成功率，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还是要依靠护士穿刺技术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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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是应用红外光对血红蛋
白强吸收的原理而设计，血红蛋白对红外光的吸收
能力较皮肤及皮下组织强，所以通过计算机控制能
够显示感知反射的红外光强弱后，经过图像采集、图
像处理、红外光散射、微投影技术等一系列复杂的手
段，将皮下血管原位投影显示在皮肤表面［1］。由于
艾滋病患者中静脉吸毒人群占比较高，我院 HIV 确
认阳性的患者中，静脉注射吸毒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占
40%，血管破坏率较普通人群高出很多，导致在输液
穿刺过程中，一次性静脉穿刺成功率较普通患者低。

为了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我院引进投影式红外血
管成像仪，希望能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减轻患者

的痛苦，更好地保护患者的血管。但在实践中我们发
现，由于 HIV 吸毒患者血管的特殊性，借助投影式红
外血管成像仪的静脉穿刺成功率并不比之前报道的
相关文献数据高，以此提出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5 月我院艾滋病
诊疗中心住院患者 136 例为研究对象，入院后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引导静脉穿刺
组（干预组）和传统静脉穿刺组（对照组），对照组 68
例，男性 61 例，女性 7 例；年龄（30 ～ 50）岁；体重

（40 ～ 60）kg；干预组 68 例，男性 63 例，女性 5 例；

年龄（30 ～ 50）岁；体重（49 ～ 80）kg；平均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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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3 天。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住院时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静脉穿刺工作均由从事临床护理工
作 3 年并取得护师资格的护理人员［2、3］完成。均采
用 5 号半针头的带针输液器，4 条胶布固定，压脉带
下方约 10cm 处穿刺操作方法。每天上午两组同步
进行操作，为减低人为技术原因误差，三天后干预组
与对照组操作人员互换。每组由 2 名护理人员分成
2 组，固定一人负责穿刺操作，另一人负责记录数据。

干预组采用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穿刺部位静脉血
管进行清晰显像后，由血管远心端向近心端顺向用 5
号半针头进行静脉穿刺成功后 4 条胶布固定。对照
组在相同部位行常规正向静脉盲穿刺。

1.3　效果评价　临床工作对静脉穿刺技术的基本
要求［4］。采用首次穿刺成功率评价两种穿刺方法
效果。以穿刺静脉后见回血，液体滴点顺畅，输液 2 
min 以上没有发现明显外渗记为成功。

2　结果
干 预 组 68 例，穿 刺 1 次 成 功 62 例（91.4%），

≥ 2 次成功 6 例；对照组 68 例，穿刺 1 次成功 61
例（89.7%），≥ 2 次成功 8 例。经过卡方检验，χ2

＝ 0.479，P>0.05，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使用投影
式红外血管成像仪协助和无辅助条件下人工盲穿刺
之间的一次性成功率没有统计学差异。

3　讨论
静脉输液是临床治疗的常用措施［1］。我院艾滋

病临床诊疗中心的静脉注射史 HIV 患者，由于疾病
及患者自己不规范、反复自行静脉穿刺破坏血管的原
因，外周浅表静脉显露不清，穿刺前因血管较浅、较
深或皮肤表面瘢痕等原因，肉眼较难观察，且触摸手
感较难判断血管的位置及弹性质量，导致穿刺前定位
较困难，增加了外周静脉穿刺难度，静脉穿刺一次性
成功率低。随着投影式红外血管成像仪的应用，虽可
精确显示血管，但不能观察到血管在皮下的深浅度及
血管的质量（血管是否正常），护士在穿刺过程中，

如果过分相信并依赖成像仪，导致注意力易受体表投
影影响，误导穿刺时进针的深浅度和回血的观察，反
而影响穿刺的成功率。总结分析，在有静脉注射史
HIV 感染难静脉穿刺的患者中使用投影式红外血管
成像仪，未见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经实践统计分
析，要提高 HIV 静脉吸毒人员的血管穿刺成功率，目
前的方法还是靠提高护士盲穿血管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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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联合光动力治疗肛周及肛管内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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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微波联合 5- 氨基酮戊酸光动力（ALA-PDT）治疗肛周及肛管内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方法　采用微波联合
光动力治疗 73 例肛周及肛管内尖锐湿疣患者，治疗结束后 4 周、12 周、24 周进行随访，观察疗效。结果　73 例患者中 66 例患者治
愈，治愈率为 90.41%（66/73）。治疗结束后 4 周内复发 3 例，12 周复发 2 例，24 周复发 2 例，复发率 9.59%（7/73）。结论　微波联合
光动力治疗肛周、肛管内尖锐湿疣疗效好，复发率低，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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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引起
的常见性病之一，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由于网络的普
及，近几年同性恋行为增多。男同性恋的主要性行为
方式为肛交，他们性伴侣更换频繁，极易感染肛周、

肛管内尖锐湿疣。肛周及肛内黏膜潮湿，隐匿，皮疹
易复发，传统的激光、冷冻、电灼、微波等物理疗法仅
能去除肉眼所见疣体，对亚临床感染及潜伏状态的
HPV 无效。本研究对 2014 年 8 月～ 2016 年 12 月
就诊于我科门诊尖锐湿疣患者采用微波联合 ALA-
PDT 治疗肛周、肛管内尖锐湿疣，疗效好，不良反应
少，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本院皮肤性病科 2014 年 8 月
到 2016 年 12 月门诊就诊的 73 例肛周、肛管内的尖
锐湿疣患者，所有患者均经临床和 / 或组织病理确
诊。排除标准：① 入选前 1 个月内应用过免疫系统
药物及糖皮质激素；② 患有严重肝、肾、心脏、神经
系统疾病；③ 血清 RPR 及 HIV 试验阳性者；④ 妊
娠和哺乳期。患者男 52 例，（18 ～ 68）岁，平均 36
岁，女 21 例，年龄（22 ～ 62）岁，平均 36 岁。病程
1 周～ 3 月，平均 1 月。31 例承认有肛交史，比例为
42.46%（31/73），其中男 27 例，比例 51.92%（2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