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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治疗是实现良好血糖
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 但中国近
90%的患者胰岛素注射不规范，
只有 12%的患者接受过糖尿病
医生的注射培训。 即使是已使用
胰岛素治疗后 6 个月的患者， 其
血糖达标率也仅有 39.9%， 而患
者对胰岛素注射技术掌握不到
位， 为其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我
们就来学习一下胰岛素正确注射
的 “五部曲”。

一 胰岛素的保存 这个问题
看似简单， 但是仍有许多糖友犯
错误。 23%的患者在胰岛素开启
前并未将其放置冰箱保存 ， 近
50%的患者在开启胰岛素后仍然
储存在冰箱内， 1/3 的患者在注
射前并未将胰岛素回暖即注射。
因此， 没有开封的胰岛素， 要放
在冰箱的保鲜室； 正在使用的胰
岛素， 不宜放冰箱， 而是在室温
下保存。

二 �注射前的消毒 注射前应
用肥皂将双手洗净， 以免污染注
射器具。 在注射前应常规对注射

部位消毒， 但不宜用碘酒消毒，
建议用酒精消毒 ； 不要马上注
射， 在酒精彻底挥发后再注射。
酒精擦拭皮肤， 不可反复来回擦
拭， 应在注射部位周围自内向外
擦拭皮肤。

三 �注射部位的轮换 虽然有
90%的糖友声称经常轮换注射部
位， 但实际调查显示只有 15%的
患者轮换方法正确。 为保证血糖
平稳， 避免皮下脂肪增生， 指南
推荐糖友定期轮换注射部位。 以
最常用的腹部注射区域为例， 不
妨用 “一四七” 三个数字来了解
什么是正确的轮换。 将腹部分为
左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4 个区
域， 在 7 天内保持同一片注射区
域。 在同一片注射区域内， 每次
注射部位要间隔 1 厘米以上， 最
大程度保证血糖的稳定性及避免
脂肪增生。

四 �注射针头的更换 保证药
液通畅并排除残留在管腔的空
气。 注射时， 进针要快， 然后缓
慢推动注射键， 待推到底后留针
几秒再拔出。 明确推荐针头仅限
一次性使用， 多数患者为了省钱
而重复使用针头， 殊不知达样会
增加注射并发症风险， 如皮下脂
肪增生、 硬结、 局部感染等。

五 �注射后针头及胰岛素的
处置 这是胰岛素注射的最后一
环， 也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环。 乱
丢针头到垃圾桶， 容易导致针刺
伤， 很可能感染各种血源性传播
疾病， 如乙肝、 丙肝等。 因此，
患者应把用过的针头放置在锐器
盒中， 千万不要随意扔到垃圾桶
里。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
院糖尿病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

林忆阳 （吴志 整理）

������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特点是药物直接
作用于呼吸道， 所需剂量较小， 其局部抗
炎作用强于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 且通过
消化道和呼吸道进入血液后， 大部分药物
被肝脏灭活， 全身性不良反应会相应减
少， 是哮喘患者长期预防治疗的常用方
法。

在吸入糖皮质激素时， 进行慢而深的
吸气， 吸气后， 屏气片刻， 缓慢呼气， 故
会有部分药物沉积在口腔。 这些沉积在口
腔的糖皮质激素会引起局部不良反应， 主
要表现为念珠菌性口腔炎和咽喉炎等局部
真菌感染， 以及口腔内小血肿、 局部刺激
感、 口周炎等症状。

因此， 建议患者在吸入糖皮质激素类
药物后， 要用清水漱口， 以减少不良反应
的发生。

主治医师 胡佑志

������治疗肿瘤通常需要
进行化疗， 这让很多患
者感到恐惧， 认为化疗
药物都是剧毒的， 在杀
死癌细胞的同时， 也会
影响正常细胞。 这种认
识并没有错， 但是对于
从事肿瘤内科的医生来
讲， 我们对每种药物的
毒性 、 疗效 、 用药时
机、 剂量、 用药顺序及
浓度等都有严格的要
求， 尤其对药物的毒副
作用进行过详细了解 ，
因此， 只要科学用药 ，
及时预防和避免药物产
生的毒副作用， 就会将
伤害下降到最低。

举例来说， 像奥沙
利铂这种药， 常用于治
疗晚期直肠癌和结肠
癌， 该药疗效神奇， 但
同时毒副作用也很大 ，

因此用药须十分注意 。
如该药滴注时必须用葡
萄糖水， 而不能用生理
盐水； 用药时要避免遇
冷， 冷水、 冷的食物甚
至任何凉东西都会影响
疗效； 此外， 滴注的时
间不能太短， 最快不能
低于 2 个小时， 时间越
长， 毒副作用就越小。

在控制癌症患者疼
痛时 ， 常用阿片类药
物， 但是这类药物会产
生恶心 、 呕吐 、 头晕 、
尿潴留、 皮质瘙痒等副
作用， 尤其是便秘。 患
者在服用此类药物时如
果多吃蔬菜水果， 多喝
水， 多运动， 多做腹式
呼吸， 就可以有效减轻
便秘带来的痛苦。

河南省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 陈小兵

������人在腹泻时消化功能较弱， 多会选择
吃流质、 好吸收的食物， 如粥、 牛奶等。
但服止泻药最好别喝牛奶， 以免影响药
效， 具体原因如下。

牛奶会加重腹泻症状 腹泻时喝牛奶
会受乳糖影响， 加重腹泻症状。

牛奶会阻碍药物释放 牛奶和药物混
在一起， 会在药物表面形成一层薄膜， 将
药物包裹在里面， 阻碍药物中有效成分的
释放。

牛奶会阻碍药物吸收 喝完牛奶， 胃
壁表面会形成一层膜， 阻碍胃黏膜对药物
的吸收。 蒙脱石散、 活性炭等具有物理吸
附作用的止泻药也会吸附于牛奶之上， 影
响药物吸附病菌和霉素的作用。 这类药还
可吸附同服的其他药物， 如果需要联合用
药， 最好隔开 1～2 小时。

河南省周口市建安路南老年协会
朱广凯

������咀嚼片是指在口腔中咀嚼或吮服使片
剂溶化后吞服的片剂， 常加入蔗糖、 薄荷
油等甜味剂及食用香料调整口味。 服用嚼
片的过程就像在吃不同口味的糖果， 吃起
来有满嘴凉爽的感觉。 药片经嚼碎后表面
积增大， 可促进药物在体内的溶解和吸
收， 即使在缺水状态下也可以保证按时服
药， 尤其适合老人、 小孩、 中风患者、 吞
服困难及胃肠功能差的患者。

咀嚼片常见的有维生素类、 解热药、
治疗胃炎及胃溃疡的氢氧化铝、 三硅酸
镁、 硫糖铝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服咀嚼片时时间宜长
一点， 一般应咀嚼 5～6 分钟， 嚼细了再
咽。 如复方舒平片， 嚼碎后进入胃中会很
快在胃壁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从而减轻胃
内容物对胃壁溃疡面的刺激； 如酵母片因
其含有黏性物质较多， 如不嚼碎易在胃内
形成黏性团块， 影响药物的作用。 咀嚼后
可用少量温开水送服。

湖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周慧俊 （刘孝谊 彭璐 整理）

������钙和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的
基本营养素， 但补过了也会损害健康。
研究发现， 钙补得太多可能得肾结石，
维生素 D 过量会损害肾脏和心脏。

一般而言， 成年人体内含钙量为
1000～1300 克， 其中 99%存在于骨和牙
齿， 仅 1%在软组织里， 全身血液所含
的钙不足 1 克。 只要饮食均衡就可以摄
入充足的钙， 每天晒太阳半小时并适当
运动， 就能获得人体所需的 90%以上的
维生素 D， 有助于钙的吸收。

值得注意的是， 对需要服用钙和维
生素 D 补充剂的人而言， 如果同时吃
了其他药物， 可能人为地造成钙吸收过
多， 给补钙 “帮倒忙”。

雌激素 雌激素在骨平衡代谢中也
起着重要作用， 会促进钙的吸收和沉

积。 如果用雌激素的同时大量补钙， 会明显增
加患胆结石、 肾结石的风险。 要提醒的是， 避
孕药里含有少量雌激素， 但有研究显示， 长期
服用避孕药的女性， 可能因体内激素水平变化
而出现骨密度减低， 反而需要适当补钙。

降压药 主要指含有氢氯噻嗪等噻嗪类利
尿剂的降压药， 如复方降压片。 噻嗪类利尿剂
能增加肾小管对钙的重吸收， 而引发高钙血
症。 因此， 服这类药物期间， 一定要向医生咨
询是否调整钙剂用量。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骨科
主任 张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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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福州的陈先生今年 41 岁，
诊断有糖尿病一年多， 平时在家注
射胰岛素进行控制。 “扎一下” 看
似简单， 陈先生却经常出现疼痛、
脂肪增生， 让他头疼不已。 如何掌
握正确的胰岛素注射技术， 让血糖
控制更理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