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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启示：从本期起《医政简报》更名为《医政通讯》。 

本期要点 

 春风当立凌云志 锐意进取铸辉煌 

 我院圆满完成“环境年”检查迎检工作 

 医疗安全月活动在我院成功举办 

 

春风当立凌云志  锐意进取铸辉煌 

陈莉明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交织着奋斗和进取的 2011 年已悄然而逝，充

满着希望和挑战的 2012年正阔步走来。回顾过去一年，在医院全体职工特别

是一线医、护、药、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医

院的医疗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医院不仅在

业务收入、就诊人次等经济指标方面跨越了一

个新台阶，在医疗制度建设、医护人员内功训

练、医疗不良事件预防机制建立、病房优质示

范工程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这一年，医院对临床医生进行了分层管

理，通过制度建设和有效措施，开展一系列活

动强化了新进医生的准入，强调了对住院医生“基础扎实、专业规范”的培

训理念和对主诊医生“有所专长、独当一面”的培育理念。医院完善了告知

同意制度；建立了《医疗不良事件备案》和《纠纷解决后制度建设备案》制

度，开展了医疗安全月活动。在这一年，医院预约诊疗和无假日门诊持续推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医务科  



 

 

进，优质护理服务和临床路径管理初见成效，抗菌药物点评和管理狠抓落实，

城乡对口支援保质完成，医院纠纷调解合规进行，网络建设逐步完善，电子

病历开始试点实施，结肠透析等新技术不断应用，跨皮氧分压检测等检查手

段逐步提升。在这一年，医院完成了新药入院的审批和采购并补充了急救药

品，通过不断开展和加强患者教育将糖尿病教育打造成为医院品牌。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在过去的一年，临床科室不断完善医疗质量和医

疗安全的管理，为医院的发展做出贡献。肥胖科和肾病透析科定期进行内基

复习和急救模拟练习，大大提高了医生的基本功；心血管科强化了临床路径

管理，在“环境年”检查中受到市卫生局

的好评；痛风科狠抓病案质量，优秀病历

在市质控优秀病历巡展中获展；内分泌科

有效进行了病房医护联合患教，教育质量

大大提高；足科和肾病科根据自身特点开

展了优化诊疗的新技术；神经内科、消化

科、内分泌科、痛风科率先开展优质护理

示范工作；急诊科完善了科室备班制度，减少了医疗安全隐患；药剂科、检

验科和特检科在临床保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挂号收费处为了满足患者需要

更是加班加点。医院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之所以能够得到保证，正是由于

临床各科室加强自身建设，一线人员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出点子，抓落实，

谋发展，不断推动医院总目标的实现。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更进百尺竿。新的一年，医院医疗工作重点将紧

密围绕“质量、安全、文化、服务”四方面，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强化诊疗

规范，提升诊治手段，优化服务流程，营造健康积极的医疗文化氛围，切实

加强医疗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院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不断跨越。

新的一年，医院将迎来“三级医院等级评复审”，这将是医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医院将与全院职工一道强化认识，加强管理，层层落实，明确奖惩机制和责

任追究制，在“严、深、细、实”方面狠下功夫，实事求是对待问题，实实

在在严抓落实，通过积极备战评审，达到锻炼队伍，夯实基础，实现发展的

目标。 

新的一年蕴含新的机遇和挑战。让我们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扎实工作、

携手奋进，以锐意创新的精神和科学务实的态度不断推进医院医疗工作的发



 

 

展。 

 

我院圆满完成“环境年”检查迎检工作 

 

2012 年 1 月 4 日，根据天津市卫生

局“环境年”工作部署，由市卫生局各

相关部门领导和相关质控中心专家组成

的检查小组莅临我院，对我院“环境年”

工作的开展及建设情况进行了督导检

查。 

“环境年”工作是 2011 年度天津市

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卫生行业内主抓的重点工作之一，院领导高度重视此次

迎检工作。柳春敏书记、卫丽君副书记、陈莉明副院长带领各职能科室负责

人在医院国际报告厅内接待了检查组。欢迎

仪式上，柳春敏书记就我院按照“环境年”

工作的标准及要求在全院范围内开展自查

自纠的情况进行说明。同时，陈莉明副院长

通过幻灯片就 医院“环境年”的组织管理、

门前治安环境、就医环境建设、优化诊疗流

程等几项重点工作的建设情况向检查组进行了

汇报。 

汇报结束后检查组通过看现场、查资料等方

式在全院范围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医院

管理质控中心的专家张宏杰检查糖尿病心内科

临床路径的

管理，并给予了肯定，同时对我院的临

床路径工作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通过医院的有序组织和全院职工

的不懈努力，我院圆满的完成了此次

“环境年”检查的迎检工作，并获得卫

生局评比三等奖。 



 

 

 

“医疗安全月”活动在我院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安全意识，保持临床科室严谨认真的工作作

风，按照党政联席会的部署，医院将 2011 年

12月份定为“医疗安全月”，并围绕“强化安

全意识，严格制度管理，规范医疗行为”的活

动目的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其内容涵盖急救知

识、心理调适、纠纷案例分析等。 

总医院急诊科马通军主任为我院医生开

展了急救知识培训。马通军主任通过播放心肺

复苏试教片、幻灯片讲解、现场解答、模拟操作等多种形式，向我院住院医

生演示了心肺复苏的标准操作，并结合指南讲解了急救的新进展，并对急性

心梗等多种急症的鉴别诊断、抢救流程及用药进行了分析，有效提高了低年

资医生急救技能。 

为增强我院医务人员的自我心理调试能力，舒缓工作压力，提高应对压力

技巧，降低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纠纷事件发生，

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张勇主任受邀为我院医务

人员进行了《职业与精神卫生》的讲座。张勇

主任运用其风趣幽默的语言，引用生动形象的

事例，向在场人员讲述并分析了心理健康的定

义、医务人员心理现状、危害医务人员心理健

康的因素、自我心理调节方法和应对策略等少

为人知的心理学相关知识，带领大家完成了一次短暂的心灵之旅，使在场的

医务人员受益匪浅。 

为加强医护人员医疗安全意识，有效

总结我院纠纷防范经验，避免重复医疗不

良事件发生，陈莉明副院长在全院范围内

进行了《纠纷案例的防范与处理》的讲座，

通过典型纠纷案例的分析，结合病历书写

规范、诊疗技术操作规范、核心制度及侵

权责任法，深刻剖析纠纷发生原因，准确找出日常工作的盲区，并结合工作



 

 

经验分析了各类纠纷的处置与预防措施，要求医护人员进行诊疗时做到全面

告知，严格规范，符合法规，完善服务态度，才能有效减少医疗安全事件的

发生。 

“医疗安全月”活动巩固了医务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强化了急救技能，

创新了活动形式，取得了预期效果。 

 

我院开展动脉硬化检测新技术 
 

近一年来，为方便患者动脉硬化检查，我院各科室通过申请购置新设备，

开展了多种诊治新方法，为临床患者诊疗带来福音。 

特检科新增的动脉硬化检测仪，可快速准确检测血管状况，为及时了解、

治疗及防止动脉硬化提供有效数据，并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意义重大。 

动脉硬化检测仪能够检测脉搏波速度（PWV）、踝肱指数（ABI）及趾臂指

数（TBI）等多项指标。脉搏波速度（PWV）是评

价主动脉硬度的经典指标，动脉硬化的发展决定

了糖尿病人的预后，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明

显加速糖尿病人的动脉硬化；踝肱指数（ABI）评

估血管管腔病变，该评估有助于预测肢体存活、

伤口愈合和心血管事件等，ABI 值明显降低表明

患者发生静息痛、缺血性溃疡及坏疽的风险很高；

趾臂指数（TBI）是评估脚踝关节后胫骨动脉、前

颈股动脉有严重钙化、末梢有病变的易发生重症

下肢缺血的糖尿病患者、血透透析患者及末梢动

脉有缺血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病患者的末梢动脉血流的重要指标。 

动脉硬化指标的监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科研潜力，例如通过动脉硬化

无创检测可进行心脑血管风险评估、糖尿

病高血压患者血管病变的无创评估、代谢

综合症患者 PWV改变及影响因素分析等。 

动脉硬化检测的收费标准为 105 元/

人次。适用人群：年满 20周岁以上；已被

诊断为高血压（包括临界高血压）、高脂血

症、糖尿病（包括空腹血糖升高和糖耐量



 

 

异常）、代谢综合症、冠心病和脑卒中者；有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肥胖、长

期吸烟、高脂饮食、缺乏体育运动、精神压力大等心脑血管疾病高危因素者；

健康体检者。 

                                            （设备科 特检科） 

 

我院药剂科更新补充抢救药品 

为加强我院急救药品的管理，满足临床对急救药品的需要，药剂科于近

日及时更新补充了抢救药品。 

根据临床科室上报的急救药品目录，医院迅速反应，按照医院急救药品

特批程序，药剂科迅速补充更新了药品目录，及时采购了盐酸胺碘酮注射液

等 27种药品，满足了临床需要。 

     

2011 年 12 月份我院使用抗菌药物点评情况 
 

我院 2011年 12月份共点评 12位医生的 42份病历，平均分是 19分，出

现不合理的原因如下： 

没有分析病原学检查结果占 33.3%；没有进行病原学检查占 11.9%；更换

抗菌药物依据不合理占 9.5%；不符合分级管理规定和没有做出细菌感染诊断

各占 2.4%。 

 

2012 年 1 月份我院使用抗菌药物点评情况 
 

我院 2012 年 1 月份共点评 14 位医生的 40 份病历，平均分是 19.4 分，

出现不合理的原因如下： 



 

 

没有进行病原学占 15%；更换抗菌药物依据不合理占 7.5%；经验治疗选药

品种依据不合理、没有分析病原学检查结果、不符合分级管理规定、没有做

出吸魂感染诊断、没有进行用药 48-72小时评价疗效各占 5%；静脉用抗菌药

物溶媒选择不合理、联合用药依据品种不合理各占 2.5%。 

 

我院上报传染病和慢性病 

201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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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例。 

2012 年 1 月份我院上报市疾病控制中心疑似肺结核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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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及2012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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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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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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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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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 

等待检查治疗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92.8 

就医流程方便 满意及以上 91.1 

办理住院手续等候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97.8 

医护人员尊重病人 满意及以上 96.7 

就医环境安静、干净 满意及以上 93 

医院规章制度执行情

况 

是否收到过费用清单 每天收到 98.6 

就医过程中，是否清楚与哪个部门沟通 清楚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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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201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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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 

对特检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满意及以上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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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 

等待检查治疗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92.4 

就医流程方便 满意及以上 90.6 

办理住院手续等候时间合理 满意及以上 96.7 

医护人员尊重病人 满意及以上 95.6 

就医环境安静、干净 满意及以上 95.6 

医院规章制度执行情

况 

是否收到过费用清单 每天收到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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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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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 

疑难病例讨论（瑞金医院） 

1、拒甜食，反复心慌、乏力、四肢麻木 

病历摘要 

患者，女，34 岁。因“拒甜食 34 年，反复心慌，乏力，四肢麻木 4 年”入院。 

患者系足月顺产，母乳喂养 2 个月，否认期间有异常情况出现，后行人工喂养，

喂食加糖米粉后即出现呕吐、哭闹、拒食，未出现黄疸，改喂加盐米粉后无不良反应。

食用水果、偏甜菜肴等同样会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心慌、出冷汗等症状，因此常

年拒吃甜食。生长发育、性征发育自幼与同龄人无异，自觉体力较同龄人差，读书较

费力，成绩尚可。近 4 年患者自觉心慌、乏力反复发作，同时伴有四肢麻木，病情时

轻时重。本次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收治入院。 

追问病史，患者父母为表兄妹婚配，母亲无不良妊娠及分娩史，患者另有 2 个哥

哥和 1 个弟弟，大哥与患者有类似拒甜食症状，家族中其他成员体健。 

月经史：11y 5/28d， 量、色正常，无痛经。 

婚育史：已婚已育，1998 年行剖宫产育有一子，配偶及儿子均体健。 

入院体检 

BP：105/80mmHg，HR：90 次/分 身高：156cm，体重：59kg，BMI：24.2kg/m2。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精神尚可，体形正常，搀扶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毛发分布均匀，皮肤黏膜湿润，无黄染、皮疹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

不大。头颅五官端正，颈软，气管居中，两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界不

大，心率 90 次/分，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腹平软，肝脾肋下未及，全腹无

压痛、反跳痛，肝肾区无叩痛，无移动性浊音。脊柱四肢无畸形，四肢肌力、肌张力

正常，足背动脉搏动存在，皮温正常，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肝肾功能均正常。两次血电解质均提示血磷偏低，分

别为 0.62mmol/l 和 0.43mmol/l( 正常参考值 0.80-1.60mmol/l, 下同)；血脂： 

TG:2.83mmol/L (0.56-1.70)，TC:3.44mmol/L (2.33-5.70)，HDL:0.82mmol/L (0.80-1.80)，

LDL:1.89 mmol/L (1.30-4.30)，ApoA:1.06g/l(1.04-2.04)，ApoB:0.76g/l(0.45-1.40)，脂蛋白

(a):0.10 g/l (0-0.3) ；24h 尿电解质：尿量 1.45L，尿钾:33.35mmol/24h(36-90)，尿钠：

101.5mmol/24h (137-257)，尿氯:107.3mmol/24h(170-250)，尿钙:8.79mmol/24h (2.5-7.5)，

尿磷：11.75 mmol/24h(16.15-42)；尿可滴定酸： PH ：5.27(5.1-6.5) ，HCO3- ：



 

 

5.66mEg/l(0.64-13.6)，TA：23.74mEg/l(9.15-30.7)，NH4：52.92mEg/l(28.8-60.2)；同步

血气分析：PH：7.41(7.35-7.45)， PCO2：4.95kpa(4.67-6.00)，PO2：6.42kpa (10.67-13.33)，

BE：-1.3mmol/L(-3.0-3.0) ，HCO3-：23.3ml/l(22.0-27.0)，SaO2 86.3%(91.9-99.0)； 

OGTT 及 IRT 结果如下： 

0’  30’  60’ 120’  180’ 

OGTT （mmol/L） 4.2  8.0  9.3   9.4    6.5 

IRT(uIu/mL)    11.7  83.5 108.0 116.0  74.6  

提示糖耐量减退；甲状腺功能正常。 

尿液氨基酸分析测试：天冬门氨酸：184.72nmol/ml(31.2 土 11.6)，丝氨酸：450.72 

nmol/ml(163.2 土 60.8)，谷氨酸：361.60 nmol/ml(35.1 土 17.6)，脯氨酸：21.70nmol/ml 

(76.9 土 32.6), 丙氨酸：1651.16 nmol/ml(306.8 土 106.5), 胱氨酸：439.16nmol/ml(94.5 土

10.4), 缬氨酸：143.00 nmol/ml(96.3 土 46.1)，蛋氨酸：29.90 nmol/ml(24.6 土 10.5)，异

亮氨酸：11.46 nmol/ml(59.2 土 21.2)，亮氨酸：5.20 nmol/ml(39.8 土 28.5)，酪氨酸：

109.10 nmol/ml(57.4 土 22.4)，苯丙氨酸：62.06 nmol/ml(47.6 土 26.2)，赖氨酸：

287.10nmol/ml(107.4 土 40.8)，组氨酸：1223.72 nmol/ml(398.3 土 157.2)，精氨酸： 

53.56nmol/ml(47.2 土 19.4)，色氨酸：42.28 nmol/ml(36.0 土 14.0)； 

辅助检查 

ECG:正常。 

影像学检查 

胸片：两肺纹理增多，右肺第一二前肋间可见一条状高密度影，请结合临床。 

甲状腺 B 超：正常甲状腺图象。 

腹部 B 超：左肾囊肿可能（直径 12mm），双肾上腺区未见明显异常，肝脏内部

回声细密模糊，血管纹理欠清，胰尾显示不清，胆、脾（-）。 

诊治经过 

患者为一 34 岁的女性，自出生后即表现为对甜食的不耐受，进食甜食后会出现

恶心、呕吐、心慌、乏力、出冷汗等低血糖表现。患者父母为表兄妹婚配，且家族中

另有一成员（患者大哥）与其有类似症状。结合患者的病史及临床表现，考虑为遗传

性果糖不耐受症。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我们对该患者进行了静脉果糖耐受性试验：3min 

内通过静脉给予 10％的果糖溶液 145ml（250mg/kg 体重），试验前和试验后 10、20、

30、40、50、60min 各取血一次，同时密切监测患者的一般生命体征。结果如下： 

0 ’ 10 ’ 20 ’ 30 ’ 40 ’ 50 ’ 60 ’ 

血糖   4.5   3.8   3.3   2.7   2.3   2.1   1.9 

血乳酸 2.71  4.71  5.61  5.38  6.21  6.14  5.79 

血尿酸 293   406   463   495   505   509   497 

血磷   0.93  0.31  0.33  0.27  0.30  0.33  0.41 



 

 

患者表现为低血糖、高乳酸、高尿酸及低血磷，果糖诱导呈阳性反应。确诊后，

我们嘱患者严格限制一切含果糖、蔗糖和山梨醇的食物，饮食方式以少食多餐为主，

适量补充 B 族维生素改善肢体麻木状况，同时口服二甲双胍 0.25 bid 以纠正糖耐量。 

临床诊断 

遗传性果糖不耐受症 

糖耐量减退 

诊断依据 

1、患者女性，34 岁；拒甜食，反复心慌、乏力、四肢麻木；患者父母为表兄妹

婚配，患者大哥与患者有类似拒甜食症状，实验室检查示有选择性氨基酸尿，以上提

示患者为遗传性果糖不耐受症。OGTT 结果提示患者糖耐量减退。 

2、静脉果糖耐受性试验中，患者表现为低血糖、高乳酸、高尿酸及低血磷，果

糖诱导呈阳性反应，提示患者为果糖不耐受。 

基因诊断 

ALDO B △4(4bp del) in exon 4 

讨论 

遗传性果糖不耐受症为一种果糖代谢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发病率为

1/22000。其特征是摄取果糖、蔗糖或山梨醇后发生严重的低血糖、腹痛及呕吐。受

累个体的最危险时期是婴儿断奶时，严重的代谢紊乱足可以导致死亡(伴有代谢酸中

毒、低血糖和肝脏病)。大部分患者可以度过该危险期，发展为对甜食和水果厌恶，

但整个成年期都可能出现诸症状。遗传性果糖不耐受症的分子基础是醛缩酶 B 基因

突变导致 B 型醛缩酶的活性缺陷，醛缩酶 B 编码基因位于 9 号染色体长臂上，其长

约 14kb， 由 9 个外显子组成，其中的第 1 个外显子不转译，目前已知有 43 种醛缩

酶 B 基因突变。虽然国外对于遗传性果糖不耐受症发病的相关基因突变已有较深入

的研究，但由于该病极为罕见，故此病在国内报道较少，更缺乏相关的遗传学检测。

鉴于此，我们又对该患者及其父亲进行了相关的遗传及基因检测。结果发现在患者醛

缩酶 B 基因的第 4 号外显子中有 4 个碱基的缺失，且测序结果呈单峰信号，提示为

纯合子。而临床表现正常的父亲则呈杂合信号，从而确诊遗传性果糖不耐受症

(Hereditary Fructose Intolerance)。目前对于该病尚无根治方法，主要为对症处理。该病

一旦发现 ，严格限制饮食中的糖，应严格控制饮食，限制一切含果糖、蔗糖和山梨

醇的食物患者表型可恢复正常。对急性肝功能衰竭患儿应予以积极支持治疗，纠正低

血糖和电解质紊乱，有出血倾向者可给予成份输血。 

 

 



 

 

2、甲状腺肿大、注意力不集中、神经性耳聋 

病史摘要： 

患者男性,9 岁。因学习成绩差、多汗、心悸 3 年入院。 

患者自幼消瘦,胃纳不佳,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较差。3 年前患者出现明显

多汗,自觉心悸,大便次数增多至每天 3～4 次,但无多食。近 2 年来患者颈项渐增大。曾

在当地医院就诊,查 FT3、FT4 均增高,但 TSH 为正常高限。曾在外院诊断为“甲亢”(甲

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可能性大),给予丙基硫氧嘧啶及甲状腺素片治疗,但治疗效果不

佳，复查 FT3,FT4 仍高于正常,sTSH 亦增高至 26IU/ml。且多次 sTSH 检查皆处于正

常上限或高于正常上腺，因患者自觉症状无明显改善,遂自行停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

家族中无类似病史。 

入院体检 

身高 143cm, 体重 31kg, 体温 36.8℃, 呼吸 18 次/ 分, 脉率 100 次/ 分, 血压

120/70mmHg (1mmHg=0.133kPa)。神志清,精神好,营养一般,形体消瘦,查体合作,问答切

题。皮肤无黄染及出血点。浅表淋巴结无肿大。舟状头，,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

应良好,伸舌居中。颈软,气管居中,甲状腺 II 度肿大,质中。胸廓无畸形,听诊双肺呼吸

音清。心前区无隆起,心界不大,心率 100 次/分,律齐,无杂音。腹平软,腹部无压痛,肝脾

肋下未及。四肢、脊柱活动自如,双下肢无明显浮肿。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实验室检查 

外院:FT3、FT4、TSH 均增高,TSH 受体抗体(TR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等均正常。血 PRL 正常,FSH、LH、T 等均低于

正常。 

我院: 血, 尿, 粪常规均正常；肝肾功能：ALP:222IU/L(正常值 38～121IU/L)，肌

酐：37μmol/L(53～115μmol/L)，余正常; 血电解质:K+4.92mmol/L，Na+134.3mmol/L，

Cl-99.8mmol/L，CO2 结合力 24.6mmol/L，Ca2+2.39mmol/L，P3-2.13mmol/L(升高)。 

甲状腺功能：FT37.16pmol/L（1.04～8.43pmol/L），FT439.78pmol/L（9.3～

22.1pmol/L），T33.79 nmol/L（1.06～3.31），T4209.7nmol/L（54.0～163.0），rT3:659ng/L

（200～540)），TSH1.3IU/L（0.0～8.0），sTSH2.3IU/L（0.3～6.3），MCAb3.9%（0.0～

20.0），TGAb2.3%（0.0～30.0），TG37.6μg/L（7.0～38.2），TRAb12.1%（<15%），

TPOAb36U/ml（<40%）， T3Ab2.8（正常），T4Ab3.0（正常）。 

辅助检查 

甲状腺动态摄碘报告:吸碘高于正常(3h46.75%; 6h74.70%; 24h92.53%)。 

电测听：神经性耳聋。 

影像学检查 



 

 

外院鞍区 MRI 平扫加增强未见明显异常 

甲状腺 B 超:光点分布均匀,腺体内血供不丰。胸片:两肺未见活动性病变。骨龄片:

骨龄为 8～9 岁。 

治疗经过： 

评价患者外周组织对 T3 反应性:按照 Refetoff 等提出的一种评价外周组织对 T3 

反应性的试验方法,自实验第一天起每天给予 L-T3 口服,并逐渐增加 L-T3 的剂量(由

50μg/d 增至 100μg/d,再至 150μg/d),每一剂量持续 3 天,并在每一剂量应用 3 天后进行

各项指标的测定以明确外周组织对 T3 的反应性,其结果见表 1： 

表1 评价患者外周组织对T3 反应性 

观察项目  基础值  L-T350ug/d*3天（基础值的％）  L-T3100ug/d*3天（基础值的％）L-T3150ug/d*3天（基础值的％） 

BMR                    126                       127                        115 

UN    367.9mmol/24h   67.8                       66.3                       41.6 

TC    3.86mmol/L      97.7                       90.7                       80.3 

TG    1.01mmol/L      142.6                      84.2                       75.2 

CPK   86.0u/L         101.2                      120.9                      91.9 

铁蛋白 47.0ug/L        100                       127.7                      106.4 

TSH   0.8u/L          75                        100                        187.5 

PRL   20.40 ug/L      106.4                      78.4                        91.7 

根据以上结果，诊断为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并给予 T3 治疗，2 月后患者的

TSH 得到有效抑制，且症状明显好转。 

临床诊断 

全身性部分性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 

诊断依据 

1、患者自幼发病，抗甲状腺药物治疗不敏感； 

2、TSH 升高，但 MRI 未发现垂体异常； 

3、具特征性的舟状头； 

4、电测听示神经性耳聋； 

5、T3 抑制试验结果发现患者用药后 BMR 无明显增加，24 h 尿氮下降；CPK 和

血 TSH 水平升高，而铁蛋白水平变化不明显，均表明中枢及外周组织对甲状腺激素

不敏感。 

6、T3 治疗有效。 

基因诊断: 

甲状腺激素受体 p 基因 V45 8 A 点突变 

讨论 

Linde 等根据本综合征的临床特点,结合对甲状腺激素不敏感的组织分布,将其分



 

 

为以下三种类型:选择性垂体不敏感型伴甲亢、选择性周围细胞不敏感型和全身不敏感

型。本病的临床表现极不均一,从无任何症状到症状极为严重。但各型临床都可出现甲

状腺肿大,T3、T4 升高,TSH 升高或正常高限。垂体不敏感型患者伴有甲亢,全身不敏感

型患者可为甲亢,甲减或无症状,而周围型患者则以甲减为主。其他较为常见的临床表

现有:多动症和学习障碍,低智商,骨龄延迟,听力障碍,身材矮小,躯体畸形(如翼状肩,背

柱畸形,鸟脸等)等。本例患者为一 9岁男孩,因有甲状腺肿大和多汗,心悸,注意力不集中,

大便次数增多等表现而就医,体检发现有身体消瘦,甲状腺 II 度肿大,窦性心动过速,翼

状肩等阳性体征,实验室检查发现 FT3,FT4升高,TSH升高,基础代谢率偏高,而垂体MRI

未显示垂体 TSH 瘤;给予患者外源性 L-T3 来评价其外周组织对 T3 的反应性,发现患者

用药后 BMR 无明显增加,24h 尿氮下降;CPK 和血 TSH 水平升高,而铁蛋白水平变化不

明显,均表明外周组织对甲状腺激素不敏感。综合该患者以上的病史,体征和实验室检

查,临床符合“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的诊断。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是临床少见的

由于甲状腺激素受体(TR)基因突变致 TR 结构和功能异常,使甲状腺素对包括垂体前叶

在内的全身组织器官作用障碍的临床综合征。自 1967 年 Refetoff 等报道第一个家系以

来,目前已经发现 100 多个家系,共 600 余例,发现的突变位点有 80 多个。该患者甲状腺

激素受体 β(THRB)基因第 1 到第 10 号外显子的测序结果显示,第 1 至第 9 号外显子均

无突变;第 10 号外显子的第 458 位密码子处存在点突变,密码子从 GTG 改变为 GCG,

该点突变为一错义突变,即其所编码的蛋白质第 458 位氨基酸由缬氨酸变为丙氨酸。进

一步分析其基因测序图,发现该突变为杂合子错义突变。而患者父母的 THRB 基因第 1

到第 10 号外显子均未发现突变,说明本患者为一散发病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是

一种发病率较低的疾病,但有明确的遗传倾向和较高的致残率,目前,国内对该疾病认识

并不完善,诊断也仅停留在临床水平,故常因诊断不确定而采取了不恰当的干预治疗使

病情加重。因此,对拟诊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的患者应从分子水平进行明确诊断,并

应对患者家系成员进行基因筛查,这是确保该综合征早期诊断和合理治疗的必要手段。

本例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基因诊断均符合垂体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的诊断。给予醋

酸三碘原氨酸治疗后患者的 TSH 将得到有效抑制。 

 

危重病例讨论（瑞金医院） 

Wolfram 综合征 

病史摘要 

患儿，女，13 岁，因“烦渴、多饮、多尿、多食 8 年，伴视物模糊、听力下降

5 年”而于 2007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 

患儿 8 年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烦渴、多饮、多尿、多食，日进水量约 3-4 升，日



 

 

进食主食量约 1 斤，辅食亦有增加，且伴体重明显下降。遂于当地医院就诊，诊断为

“糖尿病”。予以胰岛素治疗后，症状稍缓解，之后未复查血糖。5 年前，患儿在无

明显诱因下出现排尿不畅，并逐渐发展为小便不能自解，同期出现视物模糊，同时身

高、体重不再增长。再次于当地医院就诊，查空腹血糖：10.2 mmol/L，糖化血红蛋白：

11.0 ％，血清 C 肽：空腹 0.17 ng/ml，听觉电生理提示听力下降，视力电生理提示视

力减退，诊断为“1 型糖尿病，Wolfram 综合征”。之后一直给予胰岛素治疗至今。追

问病史，患儿足月顺产，母乳喂养，5 岁前生长发育如同龄儿，现尚无月经来潮。患

儿父母体健，否认近亲婚配，有一姐，18 岁，生长发育如同龄人，体健。患者自发

病以来精神可，胃纳可，小便如上述，大便正常，体重减轻约 5 公斤。 

入院体检 

体温 37.0℃，脉搏 80 次/分，呼吸 18 次/分，血压 100/65mmHg，身高 115cm，

体重 21kg。神志清楚，营养中等，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左眼视力 4.0，右眼视力 4.4。

全身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皮肤、巩膜无黄染，颈软，气管居中，甲状腺无肿大。胸

廓对称无畸形，双侧乳房未发育。双肺呼吸音清，未及干湿啰音。心率 80bpm，律齐，

未及病理性杂音。肝脾无肿大，肝肾区无叩痛。阴毛腋毛无生长。四肢、躯干比例均

匀，双下肢无浮肿。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征未引出。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粪常规、血清肝、肾功能、血脂、电解质、甲状腺功能正常。 

尿常规：尿比重 1.005。 

禁饮加压试验提示中枢性尿崩症。 

空腹血糖 11.2 mmol/L，餐后二小时血糖 16.2 mmol/L 

空腹 C 肽 0.512 ng/ml，餐后二小时 C 肽 0.572 ng/ml 

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抗胰岛素抗体(IAA)(－)。 

眼底 NICON 照相：双侧视乳头萎缩。(图 1) 

视觉电生理检查：频率低于正常，色觉及感光能力低于正常。 

电测听：8000Hz，右耳 65dB(sl)，左耳 55dB(sl)，提示双耳高频听力下降，高音频

神经性耳聋，低中频听力正常。 

影像学检查 

下腹部 B 超：幼稚子宫可能，双肾积水，双输尿管扩张。 

骨龄摄片：骨骼发育有延迟。(图 2) 

头颅 MRI(平扫+增强)：垂体后叶正常高信号消失，垂体后叶轻度萎缩，视神经

萎缩，海马处脑回消失。(图 3) 

基因检测 



 

 

1) 在患者的 WFS1 基因外显子 8 第 434 位密码子发现缺失突变(V434del)以及第

666 位密码子突变为终止子(W666X) (图 4)。患者存在这两个位点的复合突变。 

2)对整个家系成员进行突变检测，先证者(III-2)为这两个位点的复合突变的杂合

子，其父(II-5)为 V434del 突变的杂合子，其母(II-6)为 W666X 突变的杂合子。此外，

先证者的奶奶及两个叔叔(I-2, II-2, II-4)是 V434del 突变的杂合子，其外公、两个阿姨

及姐姐(I-3, II-7, II-10, III-1)是 W666X 突变的杂合子。(图 5) 

临床诊断 

Wolfram 综合征 

治疗 

给予胰岛素调整血糖，醋酸去氨加压素治疗尿崩症。 

评论及治疗心得 

少年型糖尿病是一种具遗传倾向的影响机体物质代谢的内分泌疾患，多属胰岛素

依赖型，大多为原发性，病因不明。本病例属少年型糖尿病中与遗传密切有关的一种

特殊类型－Wolfram 综合征(WFS)。WFS 于 1938 年由 Wolfram 首先报道，属常染色

体隐性遗传性神经变性的疾病。该病的发病率为 1/100000。其发病年龄多<20 岁。该

病有 4 个主要症状：(1)1 型糖尿病：多在儿童期发病，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2)

眼部症状：多在 6－7 岁开始出现视力减退，98％伴有视神经萎缩，部分可伴有视野

缺损、色盲、色素性视网膜炎、眼球震颤等。(3)耳聋：以高频段为主，提示为神经性

耳聋。(4)尿崩症：为中枢性。此外尚有肾盂积水，输尿管积水，低张力性膀胱等。本

病的诊断以临床表现为主，临床上若 4 种主要表现均有为完全型，不全有者为不完全

型，以后者多见。本例患儿具有四种主症，故完全型 Wolfram 综合征诊断成立。WFS 

发病机制未明，目前认为可能是多基因突变所致。有研究指出：90％的患者可检测出

一种 WFS1 变异，故 WFS1 变异可作为 WFS 诊断标准之一。本例患者在患者的患者

存在 WFS1 基因的 V434del 及 W666X 的复合突变，支持 WFS 的诊断。由于 Wolfram 

综合征属遗传性疾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措施，临床主要是对症处理即胰岛素控制血

糖，醋酸去氨加压素改善多尿，配戴助听器改善耳聋等。目前该征患者平均生存年龄

为 35 岁，而进行性不可逆性的各系统器官的并发症成为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