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种
罕见病（9）

��������研究发现， 可乐和其他碳
酸饮料一样， 可以在不知不觉
中导致人发胖， 一听可乐所含
的热量， 需要步行 40 分钟才能
完全消耗掉。 因此， 肥胖者和
需减肥者应尽可能少饮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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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常喝可乐
易发胖

窦性心律
窦性心律是指由窦房结发出

的心跳， 这是正常的。 窦房结的
频率为 60~100 次/分钟， 6 岁以前
儿童的心率可超过 100 次/分钟 ，
初生婴儿可达 100~150 次/分钟 。
如果心率高于 100 次/分钟， 或低
于 60 次/分钟， 就称为窦性心动
过速或窦性心动过缓。

窦性心动过速常见于情绪紧
张或活动过多后， 若没有明显心
慌、 胸闷等不适， 且休息后能恢
复正常， 可不必理会； 若持续心
动过速， 就需要尽早就医了。 窦
性心动过缓常见于一些长期运动
的人， 如果没有不适均属于正常
情况； 若心动过缓同时伴有胸闷、
乏力等症状， 则需要到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 另外， 窦性心律不齐
也较为常见 ， 若没有其他症状 ，
也无需治疗。

早搏
有些患者偶尔会感觉心里

“咯噔” 一下， 马上又会恢复正
常 ， 这很可能是早搏 。 早搏是

最常见的心律失常 ， 按起源部
位可分为窦性 、 房性 、 房室交
界性和室性 ， 其中室性早搏最
为常见。

早搏可见于健康人， 但更多
见于心脏神经官能症与器质性心
脏病患者。 喝浓茶和咖啡、 吸烟、
饮酒、 过度劳累、 情绪激动、 长
期失眠、 便秘的人， 可出现一过
性早搏。

如果早搏每分钟不超过 5 次，
属于偶发性早搏， 不必治疗； 若
频繁发作房性早搏 、 室性早搏 ，
甚至是室性早搏呈二联律、 三联
律或多源性者， 则要及时就医。

T 波改变
T 波改变主要有三种情况： T

波低平、 T 波高尖、 T 波倒置。
T 波低平会在一些心肌缺血、

心肌劳损、 低钾、 过度劳累时出
现， 大部分情况下无需担心； 身
材消瘦的人会出现 T 波高尖， 急
性心梗早期、 超急期或高钾血症
患者也可能出现 T 波高尖； 在通
气过度、 交感神经张力增加、 心

动过速等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生
理性 T 波倒置， 而一些陈旧性心
梗患者的心电图也会表现为 T 波
倒置。

ST-T 段改变
ST-T 段改变常见于冠心病患

者 ， 但还需要结合年龄 、 性别 、
既往病史、 目前症状等因素综合
分析， 另外，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低血钾、 冠心病、 心肌病、 心肌
炎 、 神经系统疾病 、 情绪紧张 、
交感神经张力增高时等因素都可
能引起 ST-T 段改变。

左心室高电压
左心室高电压常提示左心室

肥大， 常见于高血压、 主动脉瓣
关闭不全等导致的左室心肌肥厚
患者。 另外， 有长期吸烟、 饮酒
史的人， 心肌细胞电生理和血流
动力方面有可能发生改变， 也会
出现左心室高电压。 形体消瘦的
人、 运动员的心电图也可能出现
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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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脑炎 （AE） 泛指
一类由自身免疫机制介导的脑
炎， 但一般特指抗神经抗体相关
的脑炎 ， 如抗 NMDA 受体脑炎
等 。 AE 合并相关肿瘤者 ， 称为
副肿瘤性 AE。

临床表现
AE 患病比例占脑炎病例的

10％~20％， 抗 NMDAR 脑炎约占
AE 病例的 80％， 主要症状包括
精神行为异常、 认知障碍、 记忆
力下降 、 癫痫发作 、 言语障碍 、
运动障碍、 不自主运动、 意识水
平下降 、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 。
其他 伴随症状包括睡 眠 障 碍 、
CNS 局灶性损害、 脑干、 小脑症
状以及周围神经和神经肌肉接头
受累等。

诊断
AE 的诊断标准主要包括临床

表现、 辅助检查、 确诊实验 3 个
方面。

1.�临床表现 急性或亚急性起
病 （＜3 个月）， 且具备以下一个
或多个神经与精神症状者： 1） 边
缘系统症状： 近事记忆减退、 癫
痫发作、 精神行为异常； 2） 脑炎
综合征： 弥漫性或者多灶性脑损
害 的 临 床 表 现 ； 3） 基 底 节 和
（或 ） 间脑/下丘脑受累的表现 ；
4） 精神障碍， 且精神心理专科认
为不符合非器质性疾病。

2.�辅助检查 脑脊液、 神经影
像学或电生理异常， 或者合并相
关肿瘤， 如边缘性脑炎合并小细
胞肺癌， 抗 NMDAR 脑炎合并畸
胎瘤等。

3.�确诊实验 抗神经元表面抗
原的自身抗体阳性。 抗体检测主
要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基于细
胞底物的实验具有较高的特异性
和敏感性。 应尽量对患者的配对
的脑脊液与血清标本进行检测 ，
脑脊液与血清的起始稀释滴度分
别为 1:1 与 1:10。

治疗
包括免疫治疗 、 对症治疗 、

支持治疗、 康复治疗等。 免疫治
疗分为一线免疫治疗、 二线免疫
治疗和长程免疫治疗。 一线免疫
治疗包括糖皮质激素、 静脉免疫
球蛋白和血浆置换； 二线免疫药
物包括利妥昔单抗与静脉环磷酰
胺， 主要用于一线免疫治疗效果
不佳的患者； 长程免疫治疗药物
包括吗替麦考酚酯与硫唑嘌呤等，
主要用于复发病例， 也可以用于
一线免疫治疗效果不佳的自身免
疫性脑炎患者和肿瘤阴性的抗
NMDAR 脑炎患者。 AE 合并恶性
肿瘤者， 应由相关专科进行手术、
化疗与放疗等综合抗肿瘤治疗。

AE 总体预后良好， 80％左右
的抗 NMDAR 脑炎患者功能恢复
良 好 ， 病 死 率 2.9％～9.5％ 。 抗
GABABR 抗体相关脑炎合并小细
胞肺癌者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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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大爷今年 68 岁， 身体一向比
较硬朗， 但最近几天总是隐隐感觉
头痛， 腿脚也有点不灵便， 家人将
他送到医院， 医生为他做了个头部
CT， 结论是“颅内慢性硬膜下血
肿”。 医生立即为他施行了颅内血肿
引流术， 术中引流出暗红色血液约
100毫升， 术后谭大爷头痛消失。

家人很奇怪， 这颅内血肿是从
哪里来的呢？ 谭大爷回忆起大约 1
个多月前曾经床底下找鞋子时， 前
额不小心撞在床沿上， 当时仅擦破
一点皮， 没有任何不适， 因此没有
在意， 可没想到这一撞竟撞出了个
“颅内血肿”。

老年人血管弹性较差， 凝血功
能也差， 轻微的损伤便可能引起脑
血管破裂出血， 形成颅内血肿， 加
之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脑萎缩 ，
颅内留下较大的空隙， 也为血肿的
形成 “创造” 了一定的条件。 因此，
临床上 “颅内慢性硬膜下血肿” 患
者以老年人居多， 且 70%的患者在
发病前 1 个月左右都有轻微的头部
外伤史。

因为出血量少且速度缓慢， 患
者当时一般没有任何症状， 大约 2
周后， 血肿周围可形成完整的包膜，
部分患者血肿内凝血块可以慢慢液
化吸收， 但是， 如果血肿体积继续
增大， 或血肿腔内再次出血， 则可
能刺激大脑而出现一系列不适， 如
头痛、 头晕、 恶心、 呕吐等， 严重
者可导致精神异常或昏迷。

因此， 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头痛、
头晕、 恶心、 呕吐等症状， 且有头
部外伤史者， 一定不能大意， 要警
惕出现头部血肿， 应尽可能及时就
医， 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这类
病例往往通过微创手术治疗， 恢复
快， 治愈率高。

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段继新自身免疫性脑炎

你还看不懂

������心电图是一种快速、 简捷、 无
创的检查方法， 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疾病的
筛查及诊断， 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 心电
图报告上起伏的“密码波” 既看不出是否
患上疾病， 也无法理解报告上的专业名词。
别急， 看完这篇文章， 你就不会再说看不

懂心电图报告了。

心 电 图 报 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