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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的常见症状是心绞
痛， 及时正确合理地选用抗心绞痛
的药物， 既能减轻患者发作时的疼
痛， 又可保护心脏防止心肌梗塞的
发生。 但长期服用此类药物容易产
生耐药性 ， 服药时做到以下几点 ，
可以减少耐药性的产生。

发作时用药 当心绞痛发作时服
用 1-2 片， 不发作时就不服。

间断服药 临床证实， 口服消心
痛 15 毫克， 每日 4 次， 一周后疗效
明显减弱， 两周后疗效几乎完全消
失 。 此时停药一周 ， 耐药性消失 ，
继续服用仍可获得同等疗效。

延长服用间隔时间 长期服用硝

酸酯类抗心绞痛药物， 可改往常的
每日 3 次为每日 2 次， 分别于早晚
7-8 点口服 5-10 毫克。

从小剂量开始 长期服用硝酸酯
类药物时， 应从小剂量开始。 如服消
心痛每日 3次， 每次 2.5毫克 （半片），
可延后耐药性产生的时间， 连续服用
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后， 可增加剂量至
5 毫克 （1 片）， 每日 3 次， 这样再服
30 天。 然后再将每次剂量增加 2.5 毫
克， 每日 3 次， 再服用 30 天。 如此
递增直至每次剂量到 10毫克， 服用 1
个月后， 开始停药 15 天。 若仍需使
用， 再从小剂量开始， 如此反复。

胡佑志

久服心绞痛药物 如何减少耐药性
������骨质疏松多见于绝经后妇女
和老年男性， 所有骨质疏松患者
都应规律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
并可根据患者病情， 选择加用双
膦酸盐类药物。

双膦酸盐类是新一代抗代谢
性骨病的药物， 主要用于治疗多
种骨科类疾病， 特别是在对骨质
疏松症的治疗效果显著。 但要达
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服用时还应
注意以下几点：

饭前服药 在饭后服药的情
况下， 含钙和铁丰富的食物会影
响双膦酸盐吸收， 可使其生物利
用度大大降低， 不利于药效的发
挥。 最佳服药方法是， 早饭前半
小时服药。

服药后别平卧 双磷酸盐很
容易对食道黏膜造成伤害， 为防
止双磷酸盐反流到食道刺激灼伤
食道黏膜， 吃完药后半小时内应
保持直立体位， 尽量不要平躺。

少喝果汁 双膦酸盐对食管、
胃肠道黏膜有刺激性， 进食后胃
酸分泌活跃， 可能损伤食管出现
烧心、 恶心等症状。 因此， 服药
半小时内也不要喝果汁、 咖啡等。

定期查骨密度 大剂量、 长
期服双膦酸盐可能出现骨痛、 肌
肉痛、 关节痛、 腰背痛等骨骼肌
肉损害。 因此， 长期用药者， 最
好半年或一年做一次骨密度检
测。 此外， 长期服用双膦酸盐类
药物的人， 如果需要接受拔牙植
牙等侵入性的牙科手术， 在治疗
前至治疗后 3 个月， 应停药。

山东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宋协国

服双膦酸盐类药后
别喝果汁

������读者许女士咨询： 我一
位朋友意外怀上了二胎， 她
想通过药物流产的方法终止
妊娠。 去医院检查后， 医生
告诉她由于子宫后倾， 且有
过剖宫产史， 故而不宜行药
物流产， 因不够安全且成功
率较低， 是这样的吗？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
院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韩咏
霞回复： 一般来说， 人工流
产可分为手术流产和药物流
产两种方法， 各有利弊。 现
实生活中女性不得已需要流
产时 ， 往往希望药物流产 ，
认为药物流产更安全， 且无
手术流产所造成的心理与生
理上的痛苦。

虽然药物流产引起的心
理压力和痛苦较小 ， 也与手
术流产一样是比较安全的 。
但它仍然有两个难以避免的
问题。

第一 ， 药物流产并非对
每个需要流产的女性都是适
宜的， 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例如年龄要求在 18-40 岁范
围内 ， 停经史不得超过 49
天， 初产妇优先。 如果有过
多次人流， 或者有过刮宫产
的女性， 在行药物流产前必
须先妇科检查， 在排除了子
宫前曲或后倾， 子宫或生殖
道畸形后再行药物流产， 否
则就是药物流产的禁忌症。

第二 ， 药物流产的成功
率低于人工流产， 只有 90%
左右。 另外， 药物流产的阴
道出血时间比较长， 可达 8-
19 天。 长时间的阴道出血既
有可能引起失血性贫血， 又
有可能造成感染风险增加。

由此可见， 药物流产也有
风险， 并非绝对安全。 特别是
有过剖宫产的女性被迫选择
流产时， 应由医生决定流产
方式， 以保证安全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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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氯地平系钙拮抗剂， 而这类
药共同的副作用主要是水肿、 头痛、
面部潮红等， 氨氯地平致足踝水肿
的发生率为 5%。 目前认为， 钙拮抗
剂所致水肿的发生， 主要是与其扩
张微循环小动脉和小静脉间的不平
衡有关， 即钙拮抗剂对微循环小动
脉的扩张作用较强， 而对微循环小
静脉的扩张作用较弱， 这样就会造
成微循环内静水压升高， 致使液体
进入机体低垂部位如足踝部的组织
间隙中， 从而引起足踝部水肿。 由
于直立体位是水肿加重的影响因素，
故有 “早轻晚重” 的特点。

如果水肿不太严重， 可遵医嘱
加用小剂量的利尿剂， 如每天半片

氢氯噻嗪。 这种方法适用于目前血
压偏高的患者， 加利尿剂正好起到
消肿 、 加强降压的效果 ， 一举两
得。 氢氯噻嗪能促进排出体内过多
的钠和水， 以消除水肿。 它的作用
特点是： 在用药初期， 利尿降压作
用明显， 可减轻或消除氨氯地平引
起的水肿副作用。 但长期用药后，
氢氯噻嗪降压作用仍能维持而利尿
作用有所减弱， 当不能完全消除氨
氯地平所导致的水肿时， 需要更换
药物品种。

为防止水肿的发生， 服钙拮抗
剂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小剂量用药。 研究表明钙拮抗
剂所致水肿具有显著的剂量依赖

性， 大剂量的足踝部水肿发生率可
达 80%， 小剂量则不足 5%。

联合用药。 合用静脉扩张作用
的降压药， 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
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服药期避免长时间站立行走。
必要时可穿着弹力袜， 将其作为辅
助干预方法， 以避免或减轻足踝部
的水肿。 如果服地平类药物后水肿
很严重， 且长时间都不能缓解， 建
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换药。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祝建材

������女性阴道为开放性腔道， 阴道
感染与阴道微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
阴道微生态体系是人体内重要的微
生态区， 以乳酸杆菌为优势菌， 非
常敏感 ， 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 。
不少患者特意到医院体检， 要求进
行阴道炎联合检测， 那么这个方法
有什么优越性呢？

传统的阴道炎检测单纯依靠形
态学， 主要关注霉菌、 滴虫、 细菌
性阴道炎的病原体， 这个方法在临
床使用多年， 有一定的局限性。 阴
道炎联合检测是指形态学及功能学
联合检测， 形态学可发现致病阴道
炎微生物， 功能学分析鉴定微生物
及生存环境， 结果更全面、 更规范、
更准确， 是阴道分泌物检测的新标
准。 其功能学指标包括 PH 值 （了
解阴道酸碱环境）； 过氧化氢 （了解

优势菌活力）； 白细胞酯酶 （了解阴
道粘膜损伤程度 ）； 唾液酸苷酶和
B-葡萄糖醛酸酶 （了解有无 AV、
BV 细菌入侵和繁殖）； 乙酰氨基葡
萄糖苷酶 （结合 PH， 了解有无霉菌
和滴虫入侵和繁殖）。

阴道炎联合检测适用于女性正
常体检， 有阴道感染症状、 各类阴
道炎经常规治疗后、 特别适用于人
工流产术前以及产前与产后阴道微
生态评价。 既可以早期发现可能进
展为阴道炎的前状态， 也可以减少
因症状消失而停止治疗的 “表面 ”
治愈， 还可以避免因有症状而反复
持续用药的过度治疗。 阴道炎联合
检测， 检测者只要注意采样前 24 小
时内应无性交、 不使用盆浴或阴道
冲洗， 48 小时内无阴道用药即可。

长沙市中心医院 成灿

高血压患者

妇检不妨做个阴道炎联合检测

������老王在体检时发现患有高血压， 医生建议他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 血压
控制良好。 可最近， 老王偶然发现自己的双下肢足踝部水肿， 早晨较轻， 晚
上较重。 老王去医院检查， 并未发现明显异常。 医生仔细询问用药史， 这才
发现他的水肿问题可能与所服用的降压药氨氯地平有关。

药物流产
并非绝对安全

服钙拮抗剂水肿咋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