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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
—DNS
运动康复科 赵虎
制机制冤遥 通过对整合稳定系统进行特定的功 全局的袁姿态上的运动模式进行评估和治疗袁
能性训练袁来提高脊柱稳定性曰必须适当刺激 强调感觉系统与运动系统的整合遥 DNS 着重
和训练大脑袁使它能够协调激活稳定肌群袁实 于腹内压尧脊柱矢状面稳定尧关节功能性共轴
现最佳动作模式曰 最终教会大脑去保持在治 三个重点遥DNS 评估包括院运动模式 -- 比较
疗中获得遥的中枢控制以及动作稳定性曰在原 患者的稳定模式和健康婴儿发育中的稳定模
始的发育学位置上激活 / 刺激患者的稳定 式袁呼吸模式 -- 坐立位呼吸评估袁核心稳定
肌袁以达到训练大脑的目的遥 激活过程中袁脊 -- 仰卧屈髋屈膝稳定测试尧 髋关节屈曲测
柱关节和四肢关节变得共轴化曰 脊柱轴向伸 试尧伸展测试等遥 DNS 训练包括院腹壁 360 度
展袁腹内压被激活袁身体的每一段脊柱都获得 扩张训练袁增加腹内压训练袁趴姿训练袁仰卧
了稳定性要要
要这是健康动作的基础遥 随着治 训练袁弹力带训练袁改良斜坐 / 侧平板姿势训
疗的推进和难度的增大袁 最佳动作模式逐渐 练袁四点撑地姿势训练袁坐姿结合触觉反馈训
能由患者自主控制袁 对临床医师的依赖越来 练等遥
目前临床 DNS 技术应用于脑瘫尧 脑卒
越少遥 最终通过重复的练习袁中枢建立起一个
中尧帕金森尧运动损伤尧颈腰腿痛尧神经紊乱尧
自主控制模式袁成为日常动作的基础部分遥
DNS 渊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冤 应用广 平衡功能障碍尧 步行功能障碍等患者取得满
泛袁 相对于传统康复方法袁DNS 更着重于对 意疗效遥

心包积液是什么病？
心内科 黄琪
门诊常常接诊到心包积液的患者，患者
看到检查结果都很着急，不知道身体出了什
么问题，心包积液是一种较常见的临床表
现，正常人的心包里也有少量的积液，是保
持润滑作用的，但心包积液的量或性质发生
改变还是提示疾病的存在。
但偶然出现的心包积液并不能及时发
现，因为心包积液的量不多且未发生感染时
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如果不行相关检查是
无法确定心包积液的存在；只有存在大量的
心包积液发生症状或者发生感染性心包积
液时容易被患者察觉。
心包积液可分为漏出性和渗出性，也可

以根据常见病因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两
大类，经体格检查与 X 线或心脏超声检查可
以明确。
包括结核杆菌、病毒、细菌、原虫等可导
致感染性心包积液；而包括肿瘤、风湿系统
疾病、心脏损伤或大血管破裂、内分泌代谢
性疾病、放射损伤、心肌梗死后积液等均为
非感染性心包积液。
感染性心包积液除了出现发热，与非感
染性心包积液均可表现为胸闷、气短，严重
者甚至出现心包填塞的症状，发生心率加
快，血压下降休克，严重者甚至死亡等情况。
给患者行胸片检查发现心包积液超过

300 毫升以上的心影向两侧普遍扩大；若出
现大于 1000 毫升的大量心包积液时心影呈
烧瓶状。心电图检查常有低电压、心动过速、
大量积液者，可见电压交替。行超声心动图
可以明确观察心包积液的存在和积液量。当
积液量比较大时可以行心包穿刺检查，不仅
能抽取积液明确积液的性质以助于诊断和
治疗，还能缓解心包填塞的症状。
心包积液明确病因后的药物治疗包括
针对病因的治疗，抗感染、应用激素、抗结核
药以及其他的病因治疗；在诊断明确、药物
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可行心包引流及心包剥
离等减少心包积液的产生和负面影响。

发热 2 个月 3 天查明原因
消化科 刘肄辉
消化科陈建永主任专家门诊进来了几
位神情焦急的外地家属，拿着厚厚的病历资
料，患者发热 2 个多月了，上海某医院都住
院过两次了，考虑是肠结核，虽经抗结核治
疗，但病情未见好转。患者是一位七十岁左
右的老太太，多日的病痛折磨，营养、精神状
态都极差，立即安排了住院。
入院后陈主任对患者病情进行了全面
梳理，详细查看了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生
化，肿标，免疫，细菌，病毒等血检项目以及
全身各个部位的 CT，MRI,胃肠镜,PET-CT
等，从厚厚的病历资料可见病情之复杂，可
以体会患者及家属的焦急。然而上述的检查
中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既往有胃肠结核

病史，似乎仍首先考虑肠结核，但陈主任认
为结核依据不足，且经 1 个月的抗结核治疗
效果不佳，结核的可能大大降低。
患者在上海两次住院均未明确原因，很
多检查已经做过并且已经多次复查过，接下
来怎么办？陈主任觉得发散思维，要有自己
的判断，一面密切关注患者的体温变化，完
善相关检查，一面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症
状，个人史等，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体格检
查，这时有了惊喜的发现：患者巴氏征，戈登
征阳性，首先需考虑存在中枢系统感染。与
患者家属仔细沟通后立即安排了腰椎穿刺，
结果提示脑脊液白细胞数高，糖降低，并且
隐球菌抗体阳性。至此，持续 2 个多月，辗转

奔波于上海杭州多次住院的发热待查，终于
明确了诊断，患者是极其罕见的中枢神经系
统隐球菌感染，接受对症治疗，目前患者病
情好转已出院。

肝移植术是外科大型的手术遥
移植肝对患者来说异常宝贵袁手术
对胆道系统尧血管尧门脉系统等均
有改造袁 可能致使解剖结构异常遥
如何减少病患的创伤痛苦成为了
主诊医生最关心的问题遥
今年 48 岁的杨先生袁3 年前
在上海华山医院进行肝移植术袁术
后病情一直稳定遥 但最近 1 周开
始袁杨先生开始出现皮肤及巩膜发
黄袁尿黄粪白等现象袁辗转来我院
消化科就诊遥
由于杨先生病情复杂袁消化科
陈建永主任带领消化科团队袁立即
制定多套诊疗方案袁 反复推敲袁布
置应对并发症的对策袁科室讨论后
决定尽快对该患者施行以经内镜
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渊ERCP冤术遥
在告知手术方式和风险取得
杨先生和家属理解配合袁并做好了
充分的术前准备后袁消化科 ERCP
团队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中午袁在
DSA 介入室施行我院首例肝移植
术后 ERCP 术遥
手术由陈冻伢主治医师主刀袁
他背上 30 斤铅衣袁冷静地进镜袁找
到十二指肠乳头遥 患者肝移植术
后袁胆管解剖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偏
移袁 陈医师在极其困难的体位下袁
以近乎扭曲的身躯完成了 ERCP
一系列插管尧造影尧扩张尧支架置入
等手术过程遥
术后杨先生恢复良好袁他和家
属握着医生的手袁热泪盈眶袁连声
道谢遥
这是我院消化科第一例独立
完 成 的 移 植 术 后 高 难 度 ERCP
术遥 消化科开展 ERCP 十余年袁成
立专门 ERCP 团队袁 技术日趋成
熟袁 常规开展 ERCP 下胆总管结
石取出术袁 胆胰管支架置入术袁内
镜下鼻胆管引流术袁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
术等遥
ERCP渊内镜下逆行胰腺管造影术),是在内镜下经
十二指肠乳头插管注入造影剂袁从而逆行显示胰胆管
的造影技术袁 是目前临床上诊断和治疗胆总管结石尧
阻塞性黄疸等胰胆管疾病的金标准遥
适应症
1尧原因不明的阻塞性黄疸曰
2尧怀疑为胰尧胆及壶腹部恶性肿瘤者曰
3尧胆源性胰腺炎曰
4尧原因不明的原发性胰腺炎曰
5尧胆囊切除术后反复发作性右上腹痛者曰
6尧胆道感染并胆管阻塞需行鼻胆管引流者曰
7尧恶性肿瘤内支架引流减黄者遥
手术优点
1.微创院痛苦小袁无需外科开腹手术;
2.并发症少袁治疗时间短尧费用低尧恢复快曰
3.适应症广泛院不受多次手术后胆总管粘连和年
老体弱的限制遥
消化科 陈建永

我
院
消
化
科
成
胆功
管开
支展
架首
置例
入肝
术移
植
术
后

ERCP

动态神经肌肉稳定技术渊Dynamic Neuromuscular Stabilization,DNS冤 是基于运动发
育学原则和姿势 - 运动系统成熟的神经生
理学观点而创立的全新独特的康复手法遥 是
内在运动系统的一种新的稳定技术袁 是一种
激活人体野整合稳定系统冶尧促进功能提高的
全新康复手法遥它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袁更是一
种整体策略遥
DNS 的概念建立在运动发育的科学原
理渊中枢神经系统设定了人体姿势尧动作尧步
态的控制程序袁 姿势活动的产生是中枢神经
系统成熟的结果遥 婴儿从 0 岁到 1 岁每阶段
习得的每一个动作就是大脑一步步习得如何
控制身体的过程冤上袁人体在产生目的性动作
前袁多裂肌尧深层颈屈肌尧横膈膜尧腹壁尧盆底
肌等通常会自主激活袁建立稳定基础渊前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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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输卵管切除了还会宫外孕？
生殖医学科 张伟
29 岁的小娟（化名）的备孕之路走得异常艰
辛，
她先后经历了三次宫外孕，先是 2011 年因
“左侧输卵管妊娠”
在腹腔镜下切除了左侧输卵
管，
2013 年又因
“右侧输卵管妊娠”
做了腹腔镜
下右侧输卵管开窗取胚术，
2015 年再次因
“右侧
输卵管妊娠”
在腹腔镜下切除了右侧输卵管。接
二连三的沉痛打击，
不仅仅是肉体的折磨，
还有
心灵的摧残，
但她没有放弃，
她选择了做试管婴
儿。2016 年 5 月，
在进行了漫长的身心调理、
内
膜准备、
取卵、
配对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她
进行了第一次胚胎移植，
然而这一次，
她当母亲
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
胚胎移植后 20 天，胚胎
停止发育，
医生给她做了清宫术。再一次经历蚀
骨之痛，她依然没有放弃，在中药调理 3 个月
后，
她再次走进了医院生殖中心的大门。2016 年
9 月，
医生为她进行了第二次胚胎移植，
移植后
12 天查血 HCG 确诊妊娠，一切似乎看起来有

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小娟并不敢掉以轻心。
这一天是胚胎移植后第 20 天，
小娟吃过饭以后
突然出现腹痛、腹胀，她选择了卧床休息后观
察，
然而腹痛腹胀没有减轻，
还出现了恶心，
排
尿困难，
家里人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询问
病史及妇科检查后，
立即给她安排了 B 超，
B超
检查提示宫腔内未见明显孕囊，但腹腔内有大
量液体，
做了 B 超引导下后穹窿穿刺术，
抽出了
不凝血，
考虑异位妊娠、
腹腔内出血，
急诊做了
右侧输卵管残端切除 + 宫角修补术。小娟化险
为夷，
不禁有了这样的疑惑，
什么是输卵管残端
妊娠？为什么输卵管切除了还会宫外孕呢？
什么是输卵管残端妊娠钥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这种情况临
床上确实存在。输卵管残端妊娠是指行至少一
侧输卵管切除术后发生在输卵管切除侧残端的
一类异位妊娠，
包括输卵管切除术、
输卵管开窗

取胚术、
以及输卵管结扎术后的输卵管妊娠。属
重复性异位妊娠的一种，自 1995 年以来，陆续
有个案报道。输卵管残端妊娠并不多见，
但随着
体外授精 - 胚胎移植（IVF-ET）的广泛开展，
输卵管残端妊娠的发生率也随之提高。
为什么会发生输卵管残端妊娠钥
输卵管残端妊娠可能与前次术后输卵管
残端遗留过长有关。输卵管妊娠时组织水肿，
脆性增加，
尤其对于相对高发的壶腹部妊娠而
言，
术者为避免切除部位太靠近宫角造成术中
大出血，断端多选择输卵管峡部，从而造成残
端过长。手术后残端因炎症产生大量吞噬细胞
及浆细胞，在溶组织酶的作用下，可形成输卵
管残端瘘。另外，
行腹腔镜操作时，
一般使用双
极电凝后切除患侧输卵管，
其原理是双极高频
电流可引起局部组织内碳化，
实际操作中当输
卵管周围组织被碳化到一定程度时，电凝过程

自制防中暑茶
中药房 黄芳
天气炎热，
为大家介绍几款防暑茶。
1.防暑清热饮:金银花 3 克，菊花 3 克，白茅
根 3 克，薄荷 2 克，乌梅 1 枚。加入 500 毫升开
水闷泡后，可供 5 人服用。主要适用于高温环境
中工作的人群。
2.防暑三豆饮:绿豆 100 克，赤小豆 50 克，
白扁豆 30 克。加水煮烂后，取浓汁饮服，有清热
解毒、消暑利水、和中健脾的功效。尤其适用于
暑湿吐泻者。

环境中工作或生活人群，或者平时贪凉、饮冷过
度的人群。
4.防暑三黄饮:黄豆 50 克，黄瓜一条(切段)，
蜂蜜 30 克。先加水煮黄豆至半熟，再加入黄瓜
煮烂，放入蜂蜜，吃黄瓜饮汤。清热解毒，
对中暑
伴咽喉干痛者尤为有效。儿童防暑饮：藿香 2
克，荷叶 2 克，白茅根 5 克，生山楂 2 克。加 500
毫升开水，闷泡 30 分钟，供 3-5 人服用。有芳香
化湿、清热生津的功效，
主要适用

就全部结束，导致输卵管未达到全部碳化，容
易形成输卵管残端瘘。而输卵管切除后残端未
细致包埋或覆盖，输卵管残端瘢痕组织坏死脱
落后如未能完全闭合，残存的输卵管黏膜可爬
行修复，
形成输卵管腹腔瘘。妊娠过程中卵子
则可通过瘘孔受精并着床于残留输卵管残端；
或 IVF-ET 后胚胎通过输卵管残端瘘种植在
输卵管残端外或盆腔。
输卵管残端妊娠的临床表现及诊断钥
输卵管残端妊娠的临床表现与一般输卵
管妊娠相似，
以腹痛为主要症状，伴停经、阴道
出血及腹部包块。但与输卵管妊娠相比，残端
妊娠发生破裂的时间明显早于后者。因此早期
诊断及处理尤为重要。辅助检查尤其阴道彩超
因探头频率较高，轴向分辨力高，可分辨直径
2mm 左右的包块，且贴近盆腔脏器，使输卵管
残端妊娠病灶能被早期发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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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关爱生命 健康守护冶五味子各 12 克，甘
适量白糖，凉后随意饮用，可预防中暑。 织开展了以9.清暑养阴汤:枸杞子、
为主题的系列义诊活动袁
护理专家
6.绿豆酸梅汤:绿豆 150 克，酸梅 100 克，
加 草 9 克。洗净入砂锅中，
加清水适量，煮沸 10 分
们深入基层尧走进社区与学校袁用专
水煮烂，加适量白糖，凉后却成。行气散淤，
生 钟后放入薄荷叶 9 克，然后加盖离火，5 分钟后
业回馈社会遥
津 止 渴 ，收 敛 肺气 ，除 烦安 神，常 饮可 祛 病
除 加入白糖搅拌均匀，即可代茶饮。能益气养阴，
疾、保健强身，是夏季不可多得的保健饮品。
义诊篇治中暑、内热等病症。
7.西瓜翠衣汤:取西瓜 1 个，
削取西瓜外层绿
需要提醒的是，药茶虽能防暑，但药性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