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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完成七项指标 迎接三级医院评审 

卫生部根据医疗改革的目标，对公立医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要求，目

的是切实体现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确立医院建设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建设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天津市

政府与国家发改委签订了《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 2011 年度主要工

作任务责任书》。9月 30日，天津市卫生局根据任务责任书的规定和卫生

部‚三好一满意‛活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医疗质量万里行的各项

工作要求，结合《2011年天津市医疗服务监管工作要点》，制定了《天津

市三级医疗机构评审标准延缓指标》，确定了将预约诊疗工作、无假日门

诊工作、优质护理服务工作、临床路径管理工作、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

工作、城乡对口支援工作、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完成情况作为三级医

院评审的门槛条件，对完成不达标的医院进行一票否决。学校对此工作非

常重视，10 月 7 日召开大学医院重点工作推动会，王耀刚副校长强调指

出，要加强重点工作的推进力度，必须在年底前达到市卫生局三级医院评

审标准暂缓指标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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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对此工作高度重视，在年初即开展了三级医院评审的自查工作，

对照卫生局的要求，推动我院重点工作不断深入。目前我院已经开展了电

话、医指通等多种形式的门诊预约工作，全部开放了普通门诊及专家门诊

的号源；在双休日和节假日提供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优质护理服务已经

覆盖 66.6%的病房；在临床科室的认真执行下，临床路径入径率达到 90%

以上，入径完成率达到 96%以上；目前我院抗菌药物 14 种，住院患者抗

菌药物使用率为 12.62%，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为 0.39%，抗菌药物治疗

微生物送检率达 81.21%；按照市卫生局的要求，100%完成了对口支援任

务；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严格按照《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理办法》进行纠纷处

臵。 

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鉴于一些主客观的原因，我院重点工作推动中

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三级医院评审的绊脚石。比如按照《天

津市三级医疗机构评审标准延缓指标》规定，每个医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

病种数量不得少于 10 个，我院目前仅为 3 个；规定要求病房实际护床比

≥0.4:1，我院尚未达到。 

指标的设定是确保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保障公立医院公益性，切实

改善就医环境的底线，完成指标是医院工作的最低标准。对于 7项指标的

完成，医院已作为年末医疗工作的重中之重，将集中力量，在年底前完成

10 个以上临床路径的制定和实施，有效提高护床比，确保医院进入三级

医院评审。 

 

我院 9 月 30 日门诊爆棚实纪 

2011年 9月 30日上午，恰值国庆长假的前一天，最初设计仅能提供

400人就诊的代谢病医院门诊大厅，到早上 10点就已经挂出 1800个号。

并不宽敞的门诊大厅拥堵不堪，挂号，候诊，交费，化验，取药的队伍排

起长龙，队伍一直排到医院停车场。很多患者早上 4，5 点钟排队挂号，

直到上午 10 点还没有看上病，就医现场几近瘫痪。导致大批患者集中节

前就诊取药的原因恰是由于市医保通知医保网络将于 9 月 30 日下午 5 点

到 10月 4日停止刷卡。 

尽管代谢病医院的门诊就诊人数曾经不断冲击高峰，但此次患者短时

间内剧增的局面却是前所未有。为了能有效应对局面，满足患者就医要求，



 

 

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院领导班子对此高度重视，紧急召开会议，商讨

对策。领导班子提出要顾全大局，尽全力为政府分忧，替群众解困，要把

解决该问题提到医院落实‚创先

争优‛活动和‚维护稳定‛的高

度，要迅速行动，确保安全，既

要快速缓解眼前‚就诊瘫痪‛的

现状，关切患者就医过程中突发

疾病的可能，也要保障就医环境

的安全，有措施地避免群体事件

发生。 

在院领导的带领下，医院各

职能部门迅速响应，启动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医院迅速调集病房

主诊医生补充门诊，管乐副主任

医师，韩丽萍副主任医师，宋振

强副主任医师，李明珍主治医师，

杨敏主治医师，吕琳主治医师，

苏悦主治医师不计得失，迅速到岗。医院全天开放全部诊室，挂号和收费

人员实行 12 小时工作，药房紧急进行药品储备，全体行政人员到门诊大

厅进行疏导，同时门诊工作人员进行巡视，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低血糖或心

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以便及时送往急诊抢救。为了预防群体事件，医院

还联系了所属派出所，加强了院内的安保巡逻。下午 2点，大部分诊室才

完成上午门诊工作。下午，医院又加强门诊大厅的疏导工作，耐心的舒缓

患者的急躁情绪，加大对门诊人力物力补充，到下午 5点为止，所有患者

在医保网络停止刷卡结算前全部就诊完毕。当天，院领导班子亲自到门诊

看望了工作在一线的门诊医生，为他们送去了矿泉水。 

经历了这一天紧张的工作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舒了一口气，很多同

志说道，‚今天的工作象一场战斗，紧张充实，仿佛和时间赛跑，经过全

体职工的努力，解决了难题，这归功于医院对于突发事件有效的应急处理，

统筹协调，全体职工齐心协力，不计得失，这正是‘争先创优’在具体工

作中的集中体现。‛ 



 

 

院领导赴大港医院看望对口帮扶医生 

 

9 月 9 日，恰逢教师节、中秋

节双节放假前夕，我院陈莉明副院

长与医务科宋振强副科长代表医院

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赴大港医院看

望了正在那里进行对口帮扶工作的

毋中明医生，并为该院内分泌科进

行了会诊和示教查房。 

刚到大港医院，陈莉明副院长

就马不停蹄的到帮扶科室，换上白大衣，看望了毋中明医生，并与帮扶科

室的医生一同对三个疑难病例进行会诊，查房和病例讨论。陈院长进到病

房，通过规范的问诊，查体，缜密

深入的分析病例，与医生就病情进

行讨论和互动，给大港医院的医生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示教课，明确了

患者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的方案，解

决了当地医生困惑心头的很多难

题。2 个多小时的查房，让帮扶科

室的医生感到受益匪浅。查房结束

后，陈院长了解到毋中明医生在帮扶过程中切实解决了当地医院的很多困

难时，非常高兴，勉励毋中明要充分发挥团结协作精神和专业特长，为大

港医院的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 

随后，陈莉明副院长与大港医

院领导班子对如何提高临床帮扶

的实效，未来学科建设帮扶和科研

学术帮扶的途径和方式进行了深

入交流。并达成了接收大港医院内

分泌科的全部医生来我院进行进

修轮转作为此次帮扶工作的延续

的意向。 



 

 

我院管乐医生随医大‚三下乡‛服务团赴蓟县义诊 

为深入开展‚三下乡‛活动，确实发挥我院作为大学医院的医疗优势， 

8 月 18 日，我院管乐副主任医师随天

津医科大学‚三下乡‛服务团赴蓟县开

展了义诊咨询活动。 

此次活动由医大组织了 6所附属医

院 12 名专家赶赴蓟县为当地群众提供

高水准、零距离的义诊咨询和健康指

导。我院管乐主任医师凭借扎实的临床

积累和突出的专业特长，不仅为前来就诊的糖尿病患者热情诊治，为很多

患者对于疾病的困扰给予了清晰耐

心的解答，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

当地老百姓讲解了糖尿病如何预防

和怎么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方面

的知识，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 

‚8 月 18 日大学医院义诊日‛

活动已有 6 年的历史，已经成为天

津医科大学大学医院服务社会、惠

利百姓的品牌化公益活动。我院很多专家都积极参与，既往参与的专家还

有张宏主任，蔺静主任。 

 

我院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处方医嘱点评工作 

按照天津市卫生局《2011 年天津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处方医嘱点评

方案（试行）》（津卫医[2011]472 号）的要求，为了加强抗菌药物临床管

理工作，提高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水平，日前医务科制定了《关于做好我院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处方医嘱点评工作的通知》，以便各临床科室按照卫生

局的要求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处方医嘱点评工作。 

按照《方案》要求，我院使用抗菌药物的科室均需纳入点评，实行科

室间互相点评的方式。包括门诊处方点评和住院医嘱点评，根据点评结果，

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 5 名的医师向全院公示并进行表扬，对不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前 5 名的医师在全院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并由医务科将以上结



 

 

果上报到卫生局。 

目前，我院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处方医嘱点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

行。九月份，我院共点评 17 名医生的门诊处方 42 份，平均分 19.5，19

位医生的住院病例 37 份，平均分数是 18.7 分。在抗菌药点评中出现的不

合理原因如下： 

由分析图表可知，我院在九月份抗菌药点评出现的不合理原因中，缺

乏分析病原学检查结果占 35%，更换抗菌药物依据不合理占 27%，缺少

病原学检查占 16%，未按照分级管理规定占 10%，经验治疗缺少选药品

种依据合理及用药 48-72 小时未评价疗效均占 8%，其他问题占 3%。 

 

喜迎中秋 我院举办进修人员座谈会 

中秋寓意团圆，尽管远在异

地他乡，但我院的进修人员仍然

感受到了浓浓的关爱之情。8 月

31 日，我院三楼会议室花果飘香，

暖意浓浓，医院在为中秋节不能

回家的进修人员举办中秋座谈

会。 

座谈会由医务科科长宋振强

主持。业务副院长陈莉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首先代表院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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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进修人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佳

节的祝福，也代表临床科室感谢进修人

员为医院临床工作做出的贡献。同时强

调，各临床科室要提高带教意识、改善

带教方式，按照《进修医师管理手册》

认真执行带教工作，提升科室带教能

力，要重视进修人员提出的建设性建

议。陈院长分享了自己在国外学习经

历，强调了带教科室更应关心进修人员

的生活起居，希望进修人员能克服困难

并学有所获。 

座谈会期间，进修人员纷纷踊跃发言，畅谈自己的想法。他们对我院

的学习、教学氛围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医院的精心安排和带教医生的悉心

指导表示感谢。正在内分泌科进修的孔洁医生发言说：‚内分泌科带教意

识强，带教医生及时关注进修需要，进行针对性示教；医生进行患教，内

容贴近患者，患者依从性大大提高，我一定将学到的临床知识和经验带回

医院。‛太钢总医院的宿金星护士发言说：‚心内科、内分泌科、痛风科的

患者教育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使自己的理论和

实践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以后若有机会还要来代谢病医院进修学习。‛

我院医护人员在座谈中也讲述了带教心得，她们肯定了进修人员在科室的

学习工作，表示通过带教工作也学到了进修人员的好经验与好做法，达到

教学相长的效果。 

最后，医院向进修人员赠送了月饼，表达了对进修人员的殷殷关怀和

美好祝福，座谈会在温馨祥和的气氛中结束。 

 

我院对医务人员分别开展‚三基三严‛、处方权申请、麻醉

药品及精神药品处方权申请考试 

为进一步督促我院医务人员的素质培养，切实提高临床医生的业务水

平，夯实理论与实践基础，提高医务人员对医疗服务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认

识，加强我院执业医师处方权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的管理，我院于



 

 

9 月 27 日下午分别对主诊以下医务人员，申请处方权的医生及申请麻醉

药处方权的医生分别进行了‚三基三严‛考试、处方权申请考试、麻醉药

品及精神药品处方权申请考试。 

本次考试采取闭卷考的形式，题型为选择题和问答题，主要考核医学

临床专业‚三基‛知识、十三项核心制度及有关的法律法规（《执业医师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处方管理办法》、《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等。 

此次考试得到了院领导的高

度重视，同时也激发了医师刻苦学

习理论知识、努力专研业务技术的

积极性。此次考试是医院强化临床

三基的系列活动之一，其目的是通

过考试不断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操作的整体素

质，培养严谨的工作态度，为促进我院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

础。 
 

午间讲坛在我院继续开展 

八月份，一中心医院疼痛科贺永进主任及我院杨洋医师、刘倩医师、

李树颖医师分别就《疼痛的诊疗新进展》、《痛风治疗现状》、《妊娠糖尿病

的进展》、《浅谈肝脏胰岛素抵抗》进行了讲座。 

九月份，我院禇月颉医师、徐延光医师分别就《糖尿病足溃疡分类系

统评价与应用》、《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及与糖尿病的关系》进行了讲座。八、

九月份两个月除了本院医生进行的相关讲课外，午间讲坛邀请到的一中心

医院疼痛科贺永进主任关于疼痛诊疗新进展的讲座也备受欢迎，拓宽了我

院医生相关学科知识的视野。 

 

 

 

 

 

 



 

 

我院上报传染病和慢性病 

2011 年 8 月份我院上报市疾病控制中心疑似肺结核共 4 例，首诊糖

尿病 39 例。 

2011 年 9 月份我院上报市疾病控制中心疑似肺结核共 1 例，首诊糖

尿病 35 例。 
 

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及医疗服务投诉情况 

2011 年 8、9 月份我院共随机问卷调查病房住院患者各 180 人，各收

回问卷 160 份，各电话随访出院患者 20 人。电话随访对住院期间医疗服

务的满意率为 100%，对服务质量无意见和建议。住院患者总体满意度调

查结果如下表。 

    8 月份有一例病房患者投诉，主要原因为科室未向患者进行及时的发

送每日清单，经过与护理部、相关科室的协调，该问题得到及时解决，患

者对问题的解决感到满意。 

 

 

 

 

 

 

 

 

 

 

 

 



 

 

2011 年 8 月份我院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统计 

     项目 选项 百分比 

对医生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100 

决定治疗方案时询问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100 

耐心倾听病情 满意及以上 100 

特殊治疗征求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100 

 进行特殊检查和使用贵重药时征求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100 

对护士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100 

入院时能否介绍规定 介绍 100 

定期巡视病房，有事及时到达 满意及以上 100 

发药打针时及时给予指导 满意及以上 100 

对检验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8.7 

对特检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7.8 

对医院工作满意度 

有需要时，医护人员能立即处理 满意及以上 93.9 

等待检查治疗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91 

就医流程方便 满意及以上 86.9 

办理住院手续等候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89.4 

医护人员尊重病人 满意及以上 90.6 

就医环境安静、干净 满意及以上 87.8 

医院规章制度执行情

况 

是否收到过费用清单 每天收到 97.8 

就医过程中，是否清楚与哪个部门沟通 清楚 93.9 

“五要五不得”制度

执行情况 

住院患者标本和报告是否有专人送取 无人送取 0 

住院患者需要检查时是否有专人陪护 无人陪护 0 

转科患者是否有专人护送 无人护送 0 

贵重药品是否由医务人员领取 非医务人员 1.1 

需要会诊的患者是否有专人陪护 无人陪护 0 

收取红包 
是否送过红包给医务人员 收过红包 0 

是否感觉医生提取药物回扣 有回扣和提成 0 

住院患者对就诊医院的看法：总体对医院满意程度评价：满意度占 97% 

0 0.1 0.2 0.3 0.4 0.5 0.6 0.7

专科医院

医疗水平高

医院声誉形象好 

亲友推荐

离家较近交通便利

该院有熟人

患者信任我院的主要原因

0 0.1 0.2 0.3 0.4 0.5 0.6 0.7

就诊时间过长

看病贵

服务态度不好

收费不合理

医疗水平低

当前医院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1 年 9 月份我院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统计 

     项目 选项 百分比 

对医生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100 

决定治疗方案时询问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100 

耐心倾听病情 满意及以上 100 

特殊治疗征求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100 

 进行特殊检查和使用贵重药时征求患者意见 满意及以上 100 

对护士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100 

入院时能否介绍规定 介绍 100 

定期巡视病房，有事及时到达 满意及以上 100 

发药打针时及时给予指导 满意及以上 100 

对检验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7.2 

对特检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6.1 

对医院工作满意度 

有需要时，医护人员能立即处理 满意及以上 93.9 

等待检查治疗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91.1 

就医流程方便 满意及以上 87.3 

办理住院手续等候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89.4 

医护人员尊重病人 满意及以上 90.0 

就医环境安静、干净 满意及以上 87.2 

医院规章制度执行情

况 

是否收到过费用清单 每天收到 96.1 

就医过程中，是否清楚与哪个部门沟通 清楚 93.9 

“五要五不得”制度

执行情况 

住院患者标本和报告是否有专人送取 无人送取 0 

住院患者需要检查时是否有专人陪护 无人陪护 0 

转科患者是否有专人护送 无人护送 0 

贵重药品是否由医务人员领取 非医务人员 1.3 

需要会诊的患者是否有专人陪护 无人陪护 0 

收取红包 
是否送过红包给医务人员 收过红包 0 

是否感觉医生提取药物回扣 有回扣和提成 0 

住院患者对就诊医院的看法：总体对医院满意程度评价：满意度占 9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专科医院

医疗水平高

医院声誉形象好 

亲友推荐

离家较近交通便利

该院有熟人

患者信任我院的主要原因

0 0.1 0.2 0.3 0.4 0.5 0.6 0.7

就诊时间过长

看病贵

服务态度不好

收费不合理

医疗水平低

当前医院存在的主要问题



 

 

他山之石 

疑难病例讨论（协和医院疑难病例） 

食欲亢进-肥胖-精神发育迟滞-个矮  

×××，女性，8 岁 7 个月，病历号 16×××20 

病历摘要：因‚食欲亢进、肥胖 6 年‛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入院。患

者为第 2 胎第 1 产，母亲孕期无疾病及服药史，41.5 周顺产，头先露，出

生体重约 2.5kg，出生时拍打足底不哭。出生后至 1 岁肌张力低，吸吮困

难，1 周岁时仍不能有力抬头，2 岁开始发单音词， 2 岁半开始食欲明显

增加，体重明显增加。6 岁半上小学，学习成绩欠佳，尤以数学成绩差，

身高位于同班女生中等水平， 2010 年 7 月就诊于我院。家族史：母亲身

高 160cm，体重 60kg。父亲身高 184cm，体重 103kg。父母非近亲结婚。

查体：BP 100/60mmHg，Ht 131cm，位于同年龄同性别身高第 25-50 百分

位，Wt 50.4kg，超过同年龄同性别体重第 97 百分位，BMI 29.3kg/m2。

对答欠流畅，体形均匀肥胖，颈部、双腋下可见明显黑棘皮征。脸圆，杏

仁眼，鼻梁较塌，嘴小，手足较小，水牛背、锁骨上脂肪垫（+）。腹软，

肝肋下 3 指。双乳 I 期，幼稚女性外阴。 

诊治经过：患者入院后查血生化：ALT 290U/L↑，GGT 273U/L↑，

AST 176U/L↑，TBA 10.4umol/L↑，LDH 276U/L↑，UA 441umol/L↑，

LDL-C 3.72mmol/L↑，hsCRP 9.81mg/L↑，余均在正常范围内。胸部正侧

位相：心肺膈未见明显异常，脊柱侧弯。腹部 B 超：肝大，脂肪肝。鞍

区 MRI 未见异常。3 小时 OGTT 示血糖正常，但存在明显的高胰岛素血

症，餐后 2h 胰岛素>300uIU/ml，HbA1c 5.7%，ACTH、皮质醇、甲功均

正常。性腺激素：LH 0.00mIU/ml，FSH 0.2mIU/ml，E2 14.4pg/ml，T 

0.00ng/dl。左旋多巴及胰岛素低血糖生长激素兴奋试验均提示完全性生长

激素缺乏症。心理科会诊：考虑存在精神发育迟滞。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

和生化检查，提示 Prader-Willi 综合征诊断明确，而进一步的基因分析也

证实了该诊断。营养科会诊指导患者进行低盐低脂饮食 1500kcal/天，避

免单糖、油炸食品等。减少甜食、零食等摄入，每天保证 40 分钟运动或

每周 5 次运动，饮食和运动应在监护人监护下进行。  

目前诊断：Prader-Willi 综合征、代谢综合征、肥胖、高脂血症、脂

肪肝、高胰岛素血症、精神发育迟滞、生长激素缺乏症、脊柱侧弯。  



 

 

分析和讨论：Prader-Willi 综合征，又称为 Prader-Labhar-Willi 综合征、

隐睾-侏儒-肥胖-智力低下综合征、肌张力减退-智力减退-性腺功能减退与

肥胖综合征。1956 年由 Prader 等首次报道，至今已报道的病例有数百例。

发病率约为 1/15000，由于染色体 15qll.2-q12 缺失而导致。典型临床表现

为婴幼儿期严重肌无力致喂养困难，由于食欲亢进而出现中枢性肥胖。生

长发育落后，多有轻度智力低下，行为异常普遍存在。因肥胖而有患糖尿

病的倾向，成年时矮小。而查体表现为双额间距狭窄，杏仁形眼裂，上唇

薄，嘴角向下，小手和小脚，青春发育延迟，生化检查提示促性腺激素分

泌不足的性腺功能低下。本例患者具有典型的 Prader-Willi 综合征表现，

通过基因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该病。而治疗方面除了对出现的代谢异常如高

脂血症、高胰岛素血症、生长发育迟缓进行治疗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患者

行为异常的训练，如控制进食，指导生活自理等心理方面的治疗。 

 

危重病例讨论（协和医院危重病例） 

脸圆、体重增加-被害妄想-糖尿病酮症-气短、浮肿  

×××，女，38岁，C8×××00  

病历摘要：因‚体重增加10年，脸圆8年，气短、纳差20天‛于2009

年4月20日入院。1998年体重由60kg增至70kg，又先后出现脸圆、面红、

闭经、被害妄想和幻听、皮肤紫纹、皮肤瘀斑、高血压，2003年12月来我

院查血ACTH：50.2pg/ml，大小剂量DEX抑制试验均可被抑制，对照

24hUFC 68-86ug，血F昼夜节律消失，胸部及肾上腺CT：未见异常。鞍区

MRI示：鞍内见一小类圆形异常信号。2004年5月行经鼻蝶窦垂体探查术，

病理示垂体前叶组织，术后症状未缓解。 2009年4月3日感冒后出现气短、

纳差、恶心，外院输葡萄糖2天后出现昏迷，2-3分钟后苏醒，测血压偏低

（不详），血糖：32mmol/l，血气提示代谢性酸中毒，血K：1.7mmol/l，

Na:146mmol/l，尿酮体（+++），予小剂量胰岛素+补钾治疗，神志逐渐恢

复，之后出现双下肢水肿，入院2天前出现深呼吸后胸痛来诊。既往史：

16岁肺门淋巴结结核。个人史、家族史无殊。入院查体：T 36.6℃，P 92 

bpm ，BP 115/90mmHg，BMI 33.7 Kg/m2多血质面容，皮肤粘膜未见明

显色素沉着，向心性肥胖，水牛背（+），锁骨上脂肪垫（+），满月脸，

皮肤薄，双肺呼吸音粗，胸廓无压痛，腹软、无压痛、反跳痛，双手、双



 

 

下肢明显可凹性水肿。  

诊治经过：查血常规：Hgb：108g/l。肝肾功能： ALB 31g/l，ESR 

74mm/h，CRP 8.5mg/l。考虑病情加重与低蛋白血症水肿、心衰和肺部胸

膜感染有关。予利尿、抗感染、胰岛素、营养支持治疗，水肿减轻，体重

逐渐下降，呼吸费力、胸痛缓解，血糖稳定，血钾正常。进一步检查提示

血皮质醇昼夜节律消失，过夜小剂量DEX抑制试验不被抑制，24小时UFC：

1754.8ug/24小时，血ACTH：121 -235pg/ml。奥曲肽扫描：未见异常。胸

部CT平扫：双肺间质改变，双肺多个小结节，双侧胸膜局限性增厚。因

库欣综合征的定位诊断不明确，而患者的24hUFC显著升高，并发症较严

重，为了避免过高的皮质醇再次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经全科大查房后

由泌尿外科予以双侧肾上腺全切术。术后患者病情稳定，术后1年复查血

糖、血压稳定。  

目前诊断：库欣综合征、异位ACTH综合征可能性大、高血压、糖尿

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脂血症、精神分裂症、肾结石、胸膜炎、肺部

感染、胆囊结石、肺门淋巴结结核、垂体Rathke囊肿手术后。  

分析与讨论：本例患者库欣综合征定性诊断明确，但定位诊断存在困

难。2003年库欣综合征程度轻，因垂体可疑占位行探查术，但术后病理不

支持库欣病。在此期间，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皮质醇的水平都明显进展，尤

其此次入院前出现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肺部感染、浮肿、严重低血钾等

表现，经过积极的抗感染、控制血糖、纠正血钾等治疗，患者病情逐渐稳

定。但复查24hUFC已经升高至1754.8ug，提示病情重，且病因不除外为

异位ACTH综合征所致，如果不尽快缓解高皮质醇血症，患者可能会再次

因高皮质醇血症引起感染、心功能不全、胰腺炎等严重并发症而危及生命，

因此经过全科讨论后对患者进行了抢救性的双侧肾上腺全切术，为患者继

续寻找原发病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虽然目前尚未明确患者的定位诊断，

但病情稳定，仍在定期随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