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理使用
抗菌药

������早产儿由于受到食管下端括
约肌张力降低， 血浆胃动素水平
低下， 以及胃及十二指肠动力异
常等因素的影响， 容易导致喂养
不耐受，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 频
繁呕吐， 每天呕吐次数多在 3 次
以上； 奶量明显减少， 持续达 3
天以上； 腹胀且排便不畅； 胃潴
留 ， 潴留量大于 2 毫升/千克 ，
或是前次量的 1/3。

目前， 针对早产儿喂养不耐
受的治疗尚缺乏特效方法， 主要
是通过喂养方式、 方法， 进行腹
部抚触， 以及应用促动力药如多

潘立酮等。 不过， 多潘立酮容易
引起锥体外系反应， 因此， 临床
上主张用红霉素取代多潘立酮治
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问题。

红霉素虽然是一种抗生素，
但它具有拟胃动素的作用， 可与胃
动素受体结合， 对全胃肠都有不同
程度的促动力作用， 包括增强食管
下端括约肌张力， 促进胃排空速
度， 并可促进结肠运动和胆囊收
缩， 从而有利于改善早产儿喂养
不耐受问题， 以使患儿尽快达到
全胃肠喂养， 缩短住院天数。

红霉素不会引起锥体外系反

应， 其他不良反应也很少见， 即
便是在较大剂量情况下， 也可安
全用于早产儿。 同时， 红霉素治
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 较大剂量
时的疗效优于较小剂量。

用药方法： 在早产儿常规护
理， 即暖箱保暖， 静脉营养， 早
期微量喂养、 抚触、 帮助排便，
以及治疗原发病、 对症处理的基
础上， 给予红霉素 12.5 毫克 /千
克静脉滴注， 8 小时 1 次， 疗程
5～7 天。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主任医师 魏开敏

������前不久， 有位女士咨询， 说自己在
服用来士普 （草酸艾司西钛普兰） 这种
抗抑郁药， 能否注射四价宫颈癌疫苗？

疫苗的注射主要的不良反应是过敏，
比如说对于鸡蛋过敏的人群 （其实是对
于蛋白质过敏） 就不适合注射疫苗。 另
一方面， 自身的身体状况也会影响疫苗
的注射， 如感冒、 发烧、 癫痫等发作时
当然应该暂缓注射疫苗。 目前， 来士普
这种药物， 没有听说过与疫苗存在禁忌
问题。

因而建议， 药物治疗一个阶段， 病
情缓和， 免疫力较好时注射疫苗。 即使
注射疫苗后出现轻微的过敏症状， 甚至
低烧都是正常的， 不用过于担心。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 石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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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因不孕不育而前
来医院就诊的患者日益增多。
其中， 由于卵泡发育和排卵障
碍所致不孕不育占 31%~40%，
而促进卵巢功能、 诱发排卵是
治疗排卵障碍所致不孕症的重
要方法。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 促排卵适应症已
被拓宽到采取辅助生殖技术的
有正常排卵妇女， 以刺激超排
卵周期， 使一个周期中有多个
卵泡发育， 得到较多可供移植
的胚胎。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不
断发展和优化， 大部分患者在
对其采用个体化促排卵方案
后， 都能达到正常的排卵。 遗
憾的是 ， 对于使用促排卵药
物， 许多人存在认识误区。

促排卵药主要用于治疗由
于丘脑下部-垂体-卵巢轴功能
失调而无排卵者， 服用药物可
诱发排卵。 此外， 对多囊卵巢
综合征、 无排卵型功能性子宫
出血以及月经过频 、 排卵过
早、 黄体功能不全等病有一定
的作用。 目前， 临床上用于促
排卵的西药 ， 可归纳为两大
类 ： 一类是直接作用于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 促进排卵；
另一类是用于调节机体的内分
泌状况， 为卵泡的发育和生长
提供良好的环境， 从而间接促
进排卵。 主要有以下几种：

克罗米芬 是最常用的药
物 。 该药物为雌激素的拮抗
剂， 通过抑制雌激素对下丘脑
的负反馈作用， 刺激垂体促性
腺激素的分泌 ， 从而诱发排

卵。 临床上主要用于体内具有
一定雌激素的排卵障碍患者。
与此作用相类似的药物还有他
莫西芬， 可用于对克罗米芬抵
抗的患者。

来曲唑 为芳香化酶抑制
剂， 也能用于促排卵。 该药一
方面能够抑制雄激素向雌激素
转化， 从而削弱雌激素对下丘
脑的负反馈作用， 另一方面能
够使卵泡局部雄激素水平升高，
促进卵泡发育。 来曲唑对子宫
内膜的影响， 较克罗米芬轻。

尿促性腺激素及重组人卵
泡刺激素 尿促性腺激素及重
组人卵泡刺激素常用于直接刺
激卵巢， 促进排卵。 该类药物
常用于下丘脑和垂体功能障碍
性不排卵， 临床上常用于试管
婴儿患者超促排卵。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是直接作用
于垂体的超促排卵药物， 主要
用于下丘脑性闭经的患者。 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及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作为诱发排卵
的药物， 需在特定时间使用。

其他 对排卵障碍除了使
用药物直接刺激排卵， 目前越
来越重视对其内分泌环境的改
善。 例如， 针对多囊卵巢综合
征患者常有高雄激素和高胰岛
素血症的特点， 在对此类患者
促排卵之前调整内分泌环境，
不仅能获得满意的排卵率， 而
且能够降低流产率。 再如， 高
催乳素血症闭经的患者， 服用
溴隐亭 ， 使其恢复排卵的方

法， 也属于间接促排卵方法的
一种。

要提醒的是， 若盲目服用
促排卵药物， 则会对母婴健康
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1． 易致双胞胎或者多胞
胎， 增加自然流产的风险。

2． 影响卵巢功能。 滥用促
排卵药物会过度刺激卵巢而导
致卵巢内分泌受损， 影响正常
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影响
卵巢正常功能 ， 造成月经紊
乱， 严重者甚至可以造成卵巢
早衰。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是
促排卵药物应用中， 最危险的
一个并发症， 使雌激素明显上
升， 引发代谢异常， 甚至出现
胸腹积水、 肾功能损害等。

3. 增加异位妊娠风险。 在
促排卵过程中， 子宫内妊娠和
子宫外同时妊娠的现象比较常
见， 这种情况下， 子宫外妊娠囊
破裂出血严重时危害母体性命。

4. 增加卵巢肿瘤、 乳腺癌
风险。

5. 其他可能的不良反应。
部分女性服用促排卵药物后会
出现小腹痛 、 头晕 、 恶心干
呕、 胸部疼痛等不良反应。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宋丽华

������小儿细菌性腹泻的临床特点为急性发
病， 排便次数增加， 至少每日 3 次以上，
多则达每日 10 余次， 多为稀水样便， 同
时伴有精神差、 发热、 恶心、 呕吐、 腹痛
等症状。 实验室检查可见粪便中白细胞
每高倍镜 10 个以上。

小儿细菌性腹泻的治疗， 需要在给予
清淡饮食、 常规补液的基础上合理应用
药物。 基本用药有以下几类：

抗生素 小儿细菌性腹泻需要合理选
用抗生素， 由于致病菌通常是以革兰阴性
菌为主， 因而适宜抗生素为头孢菌素二代
及大环内脂类抗生素。 由于大环内脂类抗
生素如阿奇霉素， 易引起患儿出现恶心、
呕吐等胃肠道不适反应， 使得该类药物的
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相比之下， 头孢
菌素二代则要安全的多， 不会引起胃肠道
不适反应， 偶尔可能会引起皮疹， 但症状
轻微， 可自行消失。 所以， 头孢菌素二代
是小儿细菌性腹泻的最佳选择， 常用药物
为头孢替安注射液和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肠黏膜保护剂 可供选择药物为思密
达， 即蒙脱石散。 思密达能够保护和修复
肠道黏膜， 促进肠粘膜细胞吸收， 有助于
减轻腹泻且无明显副作用， 是治疗小儿细
菌性腹泻必不可少的治疗药物之一。

退热药 细菌性腹泻患儿表现为中低
度发热时无需药物治疗， 必要时进行物理
降温。 如表现为 39℃以上的高热， 则要
在物理降温基础上给予小剂量退热药， 防
止引起高热惊厥。 适合小儿应用的退热药
为扑热息痛及布洛芬， 一般选用糖浆、 滴
剂或混悬液， 例如含有扑热息痛的小儿美
林糖浆、 小儿百服宁滴剂， 以及布洛芬混
悬液等。

止吐药 恶心、 呕吐是小儿细菌性腹
泻的常见症状， 如果症状轻微可以不用止
吐药。 当患儿恶心、 呕吐频繁时， 可给予
吗丁啉混悬液口服。

曹静

切莫盲目服用
促排卵药 小儿细菌性腹泻

合理应用抗生素
������王女士今年 42岁， 一心想生二胎， 但由于年龄大， 一直
未能如愿。 3 个月前， 她开始采取服用药物促排卵的方式来
增加受孕几率， 几个月下来， 却感觉身体浑身不对劲。 前几
天去医院检查， 竟是患上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早产儿喂养不耐受 用红霉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