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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小于胎龄儿持续矮小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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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观察重组人生长激素渊则澡郧匀冤治疗小于胎龄儿渊杂郧粤冤持续矮小的疗效和安全性遥 方法院员苑 例出生时为 杂郧粤 且

目前诊为矮小的患儿袁随机分为 圆 组袁每晚睡前 员 澡 皮下注射 则澡郧匀袁低剂量组 愿 例袁园援员 哉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高剂量组 怨 例袁园援圆 哉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观

察 员圆 个月遥 结果院员苑 例患儿身高由治疗前渊怨远援猿源 依 愿援怨源冤糟皂 增至治疗后的渊员园苑援猿圆 依 怨援缘愿冤糟皂袁骨龄渊月粤冤由治疗前的渊圆援猿怨 依
员援圆愿冤岁增至渊猿援远源 依 员援苑远 冤岁袁年龄对应身高标准差积分渊匀贼杂阅杂悦粤冤治疗前原猿援园源 依 园援苑怨 增至治疗后原员援愿怨 依 园援苑怨袁生长速率
渊郧灾冤由治疗前渊源援缘怨 依 园援愿苑冤糟皂 辕 年增至治疗后渊员员援圆源 依 员援怨员冤糟皂 辕 年袁预测身高渊孕粤匀冤由治疗前渊员源苑援圆源 依 缘援苑园冤糟皂袁增至治疗后

渊员缘猿援缘猿 依 远援员苑冤糟皂遥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不同剂量组均有促生长作用袁无统计学差异遥 结
论院则澡郧匀 对 杂郧粤 持续矮小患儿有促生长作用袁使其达到追赶生长袁且不良反应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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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胎龄儿 渊泽皂葬造造 枣燥则 早藻泽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葬早藻袁杂郧粤 冤在
我国的发生率约为 苑援缘豫袁 持续矮小发生率为 猿豫耀
员园豫袁其中约有半数最终发展为成人身材矮小遥 圆园园员
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渊云阅粤冤和欧洲药物评审
局 渊耘酝耘粤冤 都正式批准重组人生长激素渊则藻糟燥皂遭蚤鄄
灶葬灶贼 澡怎皂葬灶 早则燥憎贼澡 澡燥则皂燥灶藻袁则澡郧匀冤用于 圆 岁时未能
实现追赶生长的 杂郧粤 矮小儿童的治疗遥 本院 圆园员园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治疗 员苑 例出生时为 杂郧粤 目
前诊为矮小症用 则澡郧匀 治疗达 员圆 个月并按时随访
的患儿袁现分析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园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在本院治疗的 员苑 例
出生时为 杂郧粤 目前诊为矮小的患儿 渊出生时胎龄逸
猿苑 周袁 出生体质量低于同胎龄儿平均体质量的第 员园
百分位数冤袁出生后 圆 年内没有实现追赶生长袁目前身
高低于同地区同年龄同性别儿童身高的 圆 倍标准差
咱以中国 怨 城市 园耀员愿 岁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数据
渊圆园园缘 年冤中的身高数据为标准暂曰男 远 例袁女 员员 例遥
入组时年龄男 圆耀苑 岁袁女 圆耀远 岁袁为青春期前渊栽葬灶灶藻则
玉期冤曰骨龄臆年龄曰糖调节功能正常渊空腹血糖约
缘援远 皂皂燥造 辕 蕴袁餐后 圆 澡 血糖约 苑援愿 皂皂燥造 辕 蕴冤曰排除全身
系统性疾病及遗传代谢疾病尧染色体病等袁任一项生
长激素激发试验袁血清生长激素峰值跃 员园 灶早 辕 皂造遥 从
未接受过生长激素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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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圆鄄圆远猿鄄园圆

员援圆

方法
入选病例通过刮卡随机分为两组袁 每晚睡前 员 澡
皮下注射 则澡郧匀 渊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研发
的赛增水剂冤遥 低剂量组 愿 例袁园援员 哉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高剂
量组 怨 例袁园援圆 哉 辕 渊噪早窑凿冤遥 连续观察 员圆 个月袁每 猿 个
月复查身高尧体质量及一般体检袁并测甲状腺功能曰每
远 个月测骨龄渊月粤冤尧血生化尧空腹及餐后血糖尧血清胰
岛素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渊陨郧云鄄员冤等遥以身高尧体质量尧
月粤尧预测成年身高渊孕粤匀冤尧生长速率渊郧灾冤及年龄对应
的身高标准差积分渊匀贼杂阅杂悦粤 冤等作为评估标准分析
治疗前后的变化遥 月粤 按 郧鄄孕 图谱法评估袁孕粤匀 按 月粤
预测身高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员援园 统计软件袁所有数据以 依 标准差
渊x 依 s冤表示袁均数比较采用配对 贼 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治疗后身高尧月粤尧郧灾 及 匀贼杂阅杂悦粤 均有明显改
善渊孕 约 园援园缘 或 孕 约 园援园员袁表 员冤遥 低剂量组平均年龄
源援远 岁袁平均骨龄 圆援愿 岁袁高剂量组平均年龄 缘援猿 岁袁
平均骨龄 圆援猿 岁袁在身高尧体质量及遗传靶身高等方
面袁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遥两个不同剂量组治
疗袁身高均有明显增加袁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体质量在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遥
治疗期间未观察到严重不良反应袁 个别患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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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功能检查有一过性促甲状腺激素渊栽杂匀冤升高袁

未予治疗袁再次检查时自行恢复正常遥 有 愿 例患儿
共出现 员园 次餐后胰岛素升高袁 其中 源 例治疗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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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袁源 例出现餐后血糖轻微升高渊均约 苑援愿 皂皂燥造 辕 蕴 冤袁

未予处理袁随访检查下降至正常袁无空腹血糖增加袁
所有患儿糖化血红蛋白均正常遥

表 员 生长激素治疗前后指标的比较

观察指标
身高渊糟皂冤
体质量渊噪早冤
月粤渊岁冤
匀贼杂阅杂悦粤
郧灾渊糟皂 辕 年冤
孕粤匀渊糟皂冤

治疗前
园怨远援猿源依愿援怨源
园员源援源园依员援缘猿
园园圆援猿怨依员援圆愿
园原猿援园源依园援苑怨
园园源援缘怨依园援愿苑
员源苑援圆源依缘援苑园

表圆

不同剂量生长激素治疗身高增长的变化
渊糟皂冤
孕值
治疗时间渊月冤 园援员 哉 辕 渊噪早窑凿冤 园援圆 哉 辕 渊噪早窑凿冤
猿援缘园依园援远缘
猿援缘愿依园援缘愿
跃 园援园缘
耀猿
跃 园援园缘
圆援源园依园援源缘
圆援愿园依园援苑猿
耀远
圆援源苑依园援远远
跃 园援园缘
耀怨
圆援猿源依园援源缘
圆援猿源依园援缘远
跃 园援园缘
耀员圆
圆援圆远依园援缘愿

猿 讨

论

出生为 杂郧粤 的儿童 愿缘豫在 圆 岁时达到追赶生
长袁约 员缘豫的 杂郧粤 未能实现追赶生长袁其中约 缘园豫
将发展为成人矮身材咱员暂遥杂郧粤 发展为成人矮身材的危
险性是正常儿童的 缘耀苑 倍遥 杂郧粤 矮小儿童进行生长
激素激发试验显示多数为生长激素分泌不缺乏袁但
因为早期即出现生长缓慢袁 对其心理健康造成较大
不良影响遥 正常青春期前儿童生长速率 缘耀苑 糟皂 辕 年袁
本组生长激素治疗的 杂郧粤 矮小症儿最多年增长
员源援源 糟皂袁平均 员员援园 糟皂袁均有明显的促生长作用袁达
到追赶生长袁缩小与同龄儿童的差距袁对矮小儿童体
格和心理健康均为有利的影响遥 且不论治疗剂量多
少袁都有较好的疗效遥 国外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袁使
用生长激素治疗 杂郧粤袁治疗 圆 年后 苑园豫儿童的身高
可以达到正常范围袁 治疗 员园 年后 怨员豫的儿童身高
达到正常范围咱圆暂遥
由于 杂郧粤 矮小儿童被诊断时年龄小袁治疗的安
全性更受关注袁本组生长激素主要的不良反应如水
钠潴留尧股骨头滑脱尧颅内压增高等均未发现遥 研究
显示生长激素治疗可引起剂量依赖性血胰岛素水平
升高袁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袁停药后可恢复正常袁但患
儿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始终正常咱猿暂遥 本组部分患儿
曾有一过性血糖及胰岛素水平异常袁但在随访中均
自行降至正常袁且糖化血红蛋白均正常遥 由于未治
疗的 杂郧粤 矮小儿童本身即存在胰岛素抵抗现象袁有
发展为成年糖尿病的风险袁 因此对 则澡郧匀 治疗 杂郧粤
这一不良反应尤其应予以重视袁在生长激素用药期

治疗 员圆 个月
员园苑援猿圆依怨援缘愿
园员源援圆苑依员援圆员
园园猿援远源依员援苑远
园原员援愿怨依园援苑怨
园员员援圆源依员援怨员
员缘猿援缘猿依远援员苑

渊x 依 s冤

孕值
约 园援园员
跃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缘
约 园援园员
约 园援园员
约 园援园缘

贼值
猿援怨苑
园援远怨
圆援缘苑
猿援远源
员圆援猿缘
圆援员员

间和停药后的较长时间内都应密切监测空腹血胰岛
素尧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遥 国外多年的应用经验

显示生长激素治疗 杂郧粤 矮小儿童无论剂量多少以及
治疗时间长短袁均具有良好的疗效及安全性咱源原缘暂遥 有研
究显示 则澡郧匀 对于 杂郧粤 矮小儿童的长期治疗袁高剂
量比低剂量对成年终身高的改善疗效更好咱缘原远暂遥 本组
两个不同剂量的治疗效果无显著性差异袁 可能与病
例少有关袁 有待于更大样本更长时间的临床观察予
以证实遥
为了使 杂郧粤 矮小儿童能得到及时尧 有效的治
疗袁使其成人身高正常化袁应给予未出现追赶生长的
杂郧粤 矮小儿童早期用生长激素干预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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