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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粤悦栽 和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域测量 粤悦栽 准确性的比较
禄
砸

禄
砸

马晓媛袁张永强袁姜巧巧袁郑 宏袁王 江鄢
渊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咱摘

要暂

乌鲁木齐

愿猿园园缘源冤

目的院评价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粤悦栽 所测得的活化凝血时间渊葬糟贼蚤增葬贼藻凿 糟造燥贼贼蚤灶早 贼蚤皂藻袁粤悦栽冤与临床常用测量方法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 域之间的差异及相关性遥 方法院择期行心脏外科手术患者 远园 例袁比较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粤悦栽 与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 域圆 种仪器所
测得的 粤悦栽 值袁分别在体外循环建立前尧肝素化后与鱼精蛋白中和后抽取血样本用 圆 种方法进行双管检测袁所测得数据进行线

性回归和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系数分析以评估两者的一致性袁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分析用来评价偏倚遥 结果院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检测结果为
愿缘耀怨员猿 泽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 域检测结果为 怨怨耀怨愿园 泽袁砸 圆 越 园援怨远袁 回归方程院赠 越 苑援愿远 垣 园援愿远曾袁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系数 则 越 园援怨愿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曰粤悦栽 值在 源愿园耀怨怨怨 泽 范围具有线性相关袁砸 圆 越 园援远缘袁 回归方程院赠 越 员园愿援愿圆 垣 园援苑圆曾袁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系数 则 越 园援愿园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曰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一致性分析认为 圆 种方法测量的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遥 结论院 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中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和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 域圆 种设备测得的 粤悦栽 值临床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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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葬糟糟怎则葬糟赠 燥枣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葬灶凿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 域蚤灶 粤悦栽 皂藻葬泽怎则藻皂藻灶贼

酝葬 载蚤葬燥赠怎葬灶袁在澡葬灶早 再燥灶早择蚤葬灶早袁允蚤葬灶早 择蚤葬燥择蚤葬燥袁在澡藻灶早 匀燥灶早袁宰葬灶早 允蚤葬灶早鄢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葬灶藻泽贼澡藻泽蚤燥造燥早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载蚤灶躁蚤葬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哉则怎皂择蚤 愿猿园园缘源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贼澡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葬灶凿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葬糟贼蚤增葬贼藻凿 糟造燥贼贼蚤灶早 贼蚤皂藻渊粤悦栽冤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遭藻贼憎藻藻灶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域 葬灶凿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糟造葬泽泽蚤糟葬造 皂藻葬泽怎则藻皂藻灶贼 皂藻贼澡燥凿鄄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 域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杂蚤曾贼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怎灶凿藻则憎藻灶贼 藻造藻糟贼蚤增藻 糟葬则凿蚤葬糟 泽怎则早藻则赠援 宰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粤悦栽 增葬造怎藻泽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遭赠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 葬灶凿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域援 月造燥燥凿 泽葬皂责造藻泽 憎藻则藻 燥遭贼葬蚤灶藻凿 遭藻枣燥则藻 藻泽贼葬遭造蚤泽澡皂藻灶贼 燥枣
藻曾贼则葬糟燥则责燥则藻葬造 糟蚤则糟怎造葬贼蚤燥灶袁葬枣贼藻则 澡藻责葬则蚤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责则燥贼葬皂蚤灶藻 灶藻怎贼则葬造蚤扎葬贼蚤燥灶袁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袁葬灶凿 贼澡藻灶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遭赠 贼澡藻 贼憎燥 皂藻贼澡燥凿泽援

蕴蚤灶藻葬则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凿 孕藻葬则泽燥灶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憎藻则藻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贼燥 葬泽泽藻泽泽 贼澡藻 糟燥灶泽蚤泽贼藻灶糟赠 燥枣 贼澡藻 贼憎燥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凿葬贼葬援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责造燥贼 憎葬泽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贼燥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遭蚤葬泽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粤悦栽 增葬造怎藻 憎葬泽 愿缘 贼燥 怨员猿 泽藻糟燥灶凿泽 葬灶凿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 增葬造怎藻 憎葬泽 怨怨
贼燥 怨愿园 泽藻糟燥灶凿泽袁砸 圆 越 园援怨远袁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藻择怎葬贼蚤燥灶院赠 越 苑援愿远 垣 园援愿远曾袁孕藻葬则泽燥灶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糟燥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院则 越 园援怨愿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援 粤悦栽 增葬造怎藻

则葬灶早藻凿 枣则燥皂 源愿园 贼燥 怨怨怨 泽藻糟燥灶凿泽 葬灶凿 澡葬凿 造蚤灶藻葬则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袁砸 圆 越 园援远缘袁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藻择怎葬贼蚤燥灶院赠 越 员园愿援愿圆 垣 园援苑圆曾袁孕藻葬则泽燥灶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糟燥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院则 越 园援愿园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援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责造燥贼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贼澡藻 贼憎燥 皂藻贼澡燥凿泽 澡葬凿 早燥燥凿 糟燥灶泽蚤泽贼藻灶糟赠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陨灶
葬则凿蚤葬糟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 怎灶凿藻则 藻曾贼则葬糟燥则责燥则藻葬造 糟蚤则糟怎造葬贼蚤燥灶袁粤悦栽 增葬造怎藻泽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遭赠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粤悦栽 葬灶凿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 域 葬则藻
葬糟糟藻责贼葬遭造藻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造赠援
咱Key words暂

葬糟贼蚤增葬贼藻凿 糟造燥贼贼蚤灶早 贼蚤皂藻曰糟燥葬早怎造葬贼蚤燥灶 贼藻泽贼泽曰澡藻责葬则蚤灶曰澡藻责葬则蚤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在日常临床工作中袁许多手术和检查治疗都需
要抗凝处理袁如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尧心导管
咱基金项目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科学研究重

点项目渊载允耘阅哉圆园员猿陨圆员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苑员园怨愿缘猿缘怨岳择择援糟燥皂

鄢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源袁猿源渊园苑冤院怨愿远鄄怨怨园暂

介入检查及手术尧大血管腔内支架手术和血液透析
等 咱员暂袁这些都需要快速的抗凝和及时准确的监测满
足临床要求的凝血指标遥 目前袁 常用的抗凝剂是肝
素袁它可以快速延长活化凝血时间渊葬糟贼蚤增葬贼藻凿 糟造燥贼贼蚤灶早
贼蚤皂藻袁粤悦栽冤袁 同时床旁仪器可以方便测出 粤悦栽 咱圆暂遥
匀葬贼贼藻则泽造藻赠 咱猿原源暂在 员怨远远 年对 粤悦栽 作了首次描述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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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媛等院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和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 域测量 粤悦栽 准确性的比较

上大部分国家都是以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 域仪器的测

粤悦栽 值袁分别取各自的平均值遥 每例患者心脏手术

陨灶糟袁 美国冤 分析仪也可以应用于体外循环肝素化后
粤悦栽 的测定袁但目前仅用在儿童的体外循环下心脏直

员援猿

定为标准袁 并广泛使用于体外循环肝素化后 粤悦栽 的
测定遥 便携式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渊粤遭遭燥贼贼 孕燥蚤灶贼 燥枣 悦葬则藻

期间袁共测量 猿 组袁即基础尧肝素化后和鱼精蛋白中
和后的 粤悦栽 值遥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遥

视手术中遥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对 圆 种仪器测定的

患者一般资料的计量指标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 渊x 依

员 对象和方法

件绘制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渊简称 月鄄粤冤散点图袁评价两种
测量方法的一致性及偏倚遥

粤悦栽 值进行对比袁 来验证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是否可以安
全应用于成年人的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中遥
禄
砸

员援员 对象

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袁所有参与研究的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纳入 圆园员猿 年 源耀苑 月在本
院行择期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的患者 远园 例遥

纳入标准院淤均为第一次实施心脏直视手术的患者曰
于粤杂粤域耀芋级尧术前心功能分级渊晕再匀粤冤域耀芋曰盂
年龄 员愿耀远缘 岁遥 排除标准院淤伴有肝肾功能障碍者曰
于二次心脏手术及急症手术患者曰盂术前存在血液
系统疾病及贫血的患者曰榆术前存在凝血功能异常
及术前没有停用抗凝药物者曰虞有肝素及鱼精蛋白
过敏的患者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麻醉方法与监测
除了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袁所有患者的心
血管用药均服用到手术当天遥 麻醉前用药院吗啡 园援员
皂早 辕 噪早 和东莨菪碱 园援猿 皂早 术前 猿园 皂蚤灶 肌注遥麻醉维
持院采用异丙酚 垣 舒芬太尼 垣 维库溴铵的全静脉麻
醉袁异丙酚渊猿耀缘冤皂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袁舒芬太尼总量不超
过 员园 滋早 辕 噪早袁维库溴铵渊园援园缘耀园援员园冤皂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遥 由
晕葬则糟燥贼则藻灶凿 麻醉深度监测仪和 栽燥枣鄄憎葬贼糟澡 指导术中
麻醉药物的用量袁使其麻醉深度维持在 阅圆鄄耘员遥 术中
根据需要使用硝普钠渊园援缘耀缘援园冤滋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和多巴胺
渊圆耀愿冤滋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袁维持平均动脉压渊酝粤孕冤在 远园耀怨园
皂皂匀早 之间袁若多巴胺泵注速度跃愿 滋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袁加
用肾上腺素 园援园缘 滋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袁 若肾上腺素跃 园援员
滋早 辕 渊噪早窑皂蚤灶冤袁 则实验停止遥 体外循环建立前按 猿
皂早 辕 噪早 肝素静推袁 所测得 粤悦栽跃源愿园 泽 时开始体外循
环袁否则继续追加肝素直到 粤悦栽跃源愿园 泽遥
员援圆援圆 样本采集及检测
分别于体外循环建立前尧肝素化后与鱼精蛋白
中和后从患者中心静脉取 圆 皂造 血样袁分别注入 圆 个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试剂片和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仪器的 圆
个试剂管进行测量遥 如果出现机器异常问题袁则重
新抽取血样用两种仪器再次测量遥 记录所得的两组

s冤 表示曰 用线性回归及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评估两者
粤悦栽 值的一致性曰采用 酝藻凿悦葬造糟渊灾员圆援苑援员援园冤医学软

圆
圆援员

结 果
患者一般情况

员愿园 个血样本共来源于 远园 例患者袁每例患者的
年龄尧性别尧体重尧身高尧术前凝血及血红蛋白等资料
比较均衡曰 拟施手术类型分为 猿 种袁 所占比例均衡
渊表 员冤遥
表员

患者一般情况

栽葬遭造藻 员 郧藻灶藻则葬造 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渊x 依 s袁灶越员园冤
一般情况
年龄渊岁冤
性别渊男 辕 女冤
身高渊糟皂冤
体重渊噪早冤
拟施手术类型渊灶冤
冠脉搭桥术
瓣膜置换术
房 辕 室间隔修补术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渊泽冤
凝血酶时间渊泽冤
凝血酶原时间渊泽冤
纤维蛋白原渊早 辕 蕴冤
国际标准化比值
血小板渊伊员园怨 个 辕 蕴冤
血红蛋白渊早 辕 蕴冤

术前数据
园源远 依 员猿
猿圆 辕 圆愿
员远缘 依 苑园
园远缘 依 员源
员源
圆怨
员苑
猿圆援苑 依
圆圆援缘 依
员园援怨 依
园猿援猿圆 依
园园援怨愿 依
圆猿源 依
员圆源 依

猿援苑
圆援远
员援怨
员援园圆
园援员源
苑猿
员愿

圆援圆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粤悦栽 和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两种
方法的比较
圆援圆援员 所有样本的回归方程
图 员 所示袁测得的 员愿园 份样本数据中袁排除了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所 测 跃 怨怨怨 泽 和 美敦 力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
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所测跃 员 园园园 泽 的样本共 缘 份 渊圆援苑愿豫冤遥
其 中 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 域 结 果 跃 怨怨怨 泽 的 有 源 份 袁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结果跃 员 园园园 泽 的有 缘 份遥 通过
交叉方法进行全面的分析袁 验证出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粤悦栽 的可报告范围为 愿缘耀怨员猿 泽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

原怨愿愿原

南

员 园园园
怨园园
愿园园
苑园园
远园园
缘园园
源园园
猿园园
圆园园
员园园
园

图员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员 园园园
怨园园
愿园园
苑园园
远园园
缘园园
源园园

园 员园园 圆园园 猿园园 源园园 缘园园 远园园 苑园园 愿园园 怨园园 员 园园园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渊泽冤

图圆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 和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测得的全部 粤悦栽

云蚤早怎则藻 圆

值渊可报告范围内冤的回归关系散点图

云蚤早怎则藻 员

砸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泽糟葬贼贼藻则 责造燥贼 燥枣 粤悦栽 增葬造怎藻泽 渊贼澡藻
枣怎造造

则葬灶早藻

燥枣

则藻责燥则贼葬遭造藻

增葬造怎藻泽冤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为 怨怨耀怨愿园 泽遥 线性回归全范围的测量值显示院砸 越
园援怨远袁 回归方程院赠 越 苑援愿远 垣 园援愿远曾袁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系
数 则 越 园援怨愿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圆援圆援圆 满足手术需要的样本的回归方程
肝素化后用 圆 种方法所测的 远园 份样本中袁 排除
了 员苑 份 渊粤悦栽约源愿园 泽 或 粤悦栽跃怨怨怨 泽冤袁 共 源猿 份样本
渊苑员援苑豫冤遥 图 圆 所示袁粤悦栽 值在 源愿园耀怨怨怨 泽 范围内具有
线性相关袁 线性回归测量值显示院砸 圆 越 园援远缘袁 回归方
程院赠 越 员园愿援愿圆 垣 园援苑圆曾袁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系数 则 越 园援愿园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表明 圆 种方法之间具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遥
圆援圆援猿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图分析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的平均值是 远怨怨 泽 渊怨缘豫置信
区间 猿怨苑耀怨源圆 泽冤袁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域 粤悦栽 的平均值是
缘怨园 泽渊怨缘豫置信区间 猿源远耀愿猿猿 泽冤袁其差异不是很大遥
排除 远 份样品剩余 员苑源 份进行配对差值计算渊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粤悦栽 鄄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冤院 差值的均数
为原猿猿援圆 泽袁标准差 缘猿援远 泽袁则 怨缘豫一致性界限为原猿猿援圆
依 员援怨远 伊 缘猿援远 泽袁即渊原员猿愿援圆 泽袁苑员援苑 泽冤遥
图 猿 所示袁源援远园豫渊愿 辕 员苑源冤的点在 怨缘豫一致性界
限以外曰 在一致性界限范围内袁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法 测 得 的 粤悦栽 值 与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 域 法 测 得 的
粤悦栽 值相比袁差值的绝对值最大为 源员愿 泽遥 员愿园 份样
品中 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法测得的值低 于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
杂栽粤栽禄砸粤悦栽 的有 圆圆 份样品渊员圆援圆豫冤遥
本研究评估了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与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测得的 粤悦栽 在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中
的应用袁 通过对 粤悦栽 值的对比来判断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缘园园

远园园 苑园园
愿园园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

怨园园

员 园园园

肝素化后满足手术要求的回归关系散点图
砸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泽糟葬贼贼藻则 责造燥贼 贼澡葬贼 葬糟澡蚤藻增藻凿 泽怎则早藻则赠
泽贼葬灶凿葬则凿 葬枣贼藻则 澡藻责葬则蚤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园

原员园园

圆

论

源园园

员园园

遭赠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 葬灶凿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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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藻葬灶 燥枣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葬灶凿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

两种方法渊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和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冤测

量 粤悦栽 值的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图

云蚤早怎则藻 猿

月造葬灶凿鄄粤造贼皂葬灶 责造燥贼 燥枣 粤悦栽 增葬造怎藻泽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遭赠 贼憎燥

皂藻贼澡燥凿泽 渊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 域 增泽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粤悦栽冤

粤悦栽 是否 能安 全 应用 于临 床并 可代 替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遥
首先袁两种设备都有各自的特点院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
域不便于转运袁打开电源需要自检预热袁如果接触到
了黑色旗标杆袁 会影响测量值的准确性袁 甚至测不
出遥 而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小巧便于携带袁避免了上
述缺点曰 其次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需要 员 皂造 血标本袁
但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只需要 怨缘 滋造咱源暂遥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临床分析仪有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没有的优势袁
即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临床分析仪可以用于其他测
试渊生化尧血气尧电解质等冤曰另外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
一般保存在 缘耀圆缘益袁 如果超过 圆缘益袁粤悦栽 测量值会
延长或不准确遥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还受血液稀释和抑
肽酶水平的影响咱缘暂遥 若延迟测量血标本袁 则会影响
粤悦栽 的值咱远暂遥 但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较少受以上因素
的影响袁同时也较少取决于操作者的技术咱苑暂遥 在成本
方面袁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粤悦栽 更有优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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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粤悦栽 和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

域两种设备只有相对有限的研究遥 匀怎早 和 郧怎扎扎藻贼贼葬
研究咱愿原怨暂比较了在儿童中两种设备的差异袁显示出具
有极低的相关性袁 其区别归因于血红蛋白浓度对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的影响袁 但是没能找到最佳的临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低袁 可以解释 为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粤悦栽 方法的测定没有稳固的血栓形成尧实际基准值
依赖于测定程序的类型尧 抗凝血酶的实施和其他等
因素咱员缘暂遥 但是对于肝素抵抗的特殊患者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遥
综上所述袁 两种设备所测得的值在临床范围内

床证据遥

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的 粤悦栽 目标范围值
是跃 源愿园 泽遥 本研究中袁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只有 愿 个

不符值袁 但这些数值接近 源愿园 泽袁 对应的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已经跃 源愿园 泽遥 因此袁对于临床而言无关紧要遥

粤悦栽 值约 源愿园 泽 的原因可能受每种仪器的程序和它
们的标定值制约遥 总体而言袁二者在统计学上具有
很好的相关性渊砸 圆 越 园援怨远冤遥

本研究发现两种监测设备测出的 粤悦栽 值存在
差异院远园 份血样本的基础 粤悦栽 值中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
砸
域测量值跃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的有 缘缘 份袁差值范
围在 苑耀猿园 泽 之间曰肝素化后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测量
值跃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 禄砸 粤悦栽 的有 缘园 份袁差值范围在 园耀
圆园园 泽 左右曰 鱼精蛋白中和后袁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测
量值跃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的有 缘圆 份袁 差值范围在
苑耀猿园 泽 之间遥 可以看出袁两种测量设备在基础和鱼
精蛋白中和后差异不大袁但在肝素化后袁差异较大遥
排除温度尧注入血量尧人为因素及机器故障的原因袁可
能与各自的活化剂成分不同有关咱员园暂遥 这需要做进一
步研究以确定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杂栽粤栽禄砸 粤悦栽 法凝血酶抑制剂
的反应袁如阿加曲班尧比伐卢定等遥 杂糟澡怎泽泽造藻则 咱员员暂研究
表明院 当比较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与 匀藻皂燥糟澡则燥灶 源园员
渊硅藻土 悦粤缘员怨 管冤时袁凝血酶抑制剂比伐卢定与肝
素在抗凝方面具有不同性遥
由于两种设备有各自的影响因素袁因此加大了
研究的复杂性遥 首先袁粤悦栽 试剂可能会使用不同的
激活剂袁如硅藻土或高岭土咱员圆原员猿暂曰其次袁目标范围值
的变化取决于临床操作过程曰最后袁不同的分析仪有
其专有的范围模式咱员猿暂袁如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禄砸域有高范
围盒或低范围盒遥 然而袁对于任何固定的时点袁每个
患者的肝素状态分别用两种不同的设备会测出不同
的值遥 因此袁没有准确的 粤悦栽 值袁也没有标准确定哪
种测量方法是野正确的冶咱员源暂遥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不对
临床造成损害的前提下袁来判断一种方法与另一种
方法是否具有一致性遥
目前的研究表明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粤悦栽 禄砸域和 悦藻造蚤贼藻 蚤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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