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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 ! 是一个

以传染病特色诊断为主体" 服务于全市

传染病救治的综合性实验室 # 科室下设

生化" 免疫" 临检和血液" 微生物 " 门

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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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专业组$ 现有专业技术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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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高级职称
%

人 % 中级职称
&

人 ! 硕士研究生
%

人 ! 本科学历
'

人 !

大专学历
(

人 ! 是一个组织机构健全 "

专业设置和人才结构趋于合理的高素质

服务团队 $ 检验科拥有价值
$))

余万元

的各类高精密仪器设备& 生化组拥有日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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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 临床检验

组拥有由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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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五分

类血细胞分析仪% 上海科华电解质分析

仪% 优利特尿干化学分析仪 % 重庆南方

全自动血液粘度仪 ' 免疫组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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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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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分析仪等' 微生物组拥有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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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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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快速

培养仪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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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温冰箱等 '

分子生物学组拥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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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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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病区有一例患结核性脑膜炎

的患者!他最初发病时就是头痛"发热症状#

在综合医院! 医生按病毒性脑膜炎给其治

疗!但效果差$ 后来他出现昏迷时!才转到我

们结核病专科医院治疗! 结果留下了头痛%

颅底粘连的后遗症$ 由此可见!结核性脑膜

炎是一种致病能力强" 易留下后遗症的疾

病!早发现"早用药是诊治的关键$

由于卡介苗的广泛接种及结核病防治

工作的开展!结核性脑膜炎发病率已明显减

少$ 但由于防治工作开展得不够平衡!有些

地区本病仍较常见!所发现的患者以晚期为

多$ 因此!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早期诊断及

合理治疗!对降低病死率"减少后遗症有重

要意义$ 下面!我谈一下结核性脑膜炎的症

状及治疗情况$

结核性脑膜炎是结核病中最严重的肺

外结核病型! 常在初染结核一年内发生!尤

其在初染结核
'"D

个月内发病最高$ 发病患

者早期多见低热"全身无力!此时患者多会

按上呼吸道感染治疗给予对症治疗$ 部分患

者还可能会出现病情短暂好转!但大部分患

者病情仍会继续进展!进而高热"头痛加剧"

烦躁"精神混乱!甚至出现喷射性呕吐"意识

障碍"昏迷$ 此时大部分病人往往会在综合

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此时诊疗最为关键!如

果能及早诊断并及时用药!患者的病情会得

到有效控制$ 但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明确诊

断!仅给予抗病毒脱颅压治疗!病情可能会

进一步加重!持续昏迷"大小便失禁!甚至脑

疝死亡$

结核性脑膜炎由于是肺外结核!诊断往

往不能以抗酸杆菌染色作为诊断依据!而在

临床观察中有一半左右的结核性脑膜炎患

者可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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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故头痛"发热"恶

心呕吐的患者即使是
!!@

阴性! 也不能就

此排除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而要多方面考

虑!查结核抗体$

我院开展有结核分枝杆菌
2

细胞测

定检查!对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提供

了一定的诊断依据!一定要行腰椎

穿刺并行脑脊液生化常规检查 !

根据脑脊液检查情况综合分析

做出诊断$ 此外!也要注意患者

其他方面的症状! 如结核中毒

症状!包括发热"食欲减退"消

瘦"睡眠不安"性情及精神状

态改变等功能障碍症状$ 如

怀疑患者得了结核性脑膜

炎! 医生必须要检查肺部正

位片 ! 了解是否有肺内原发

病灶$

至于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一

旦确诊! 建议尽快转到结核病专科医

院 !静脉给药 !强化治疗 !并腰椎穿

刺"椎管内注药!以免留下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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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爷是医院里的&老病号'!验血%验

尿% 肝功能测试等是他常要做的化验检查$

王大爷知道检查前不能吃东西!但最近又听

说!常吃的一些药物也应该停用!还不能进

行运动!这让王大爷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

道化验前到底应该做哪些准备了$

其实!化验前的准备工作是有一定&准

则'的!只有做好这些准备!才能让化验结果

更准确$

静脉血液检查

第一! 停用可能影响化验结果的药物$

有些药物会影响化验结果的准确性!如一些

有颜色的药品!可能会影响小便颜色!使结

果产生误差(抗肿瘤类药物可能引起血液中

的血红蛋白%白细胞等数量的减少以及肝功

能改变!血脂异常(而像青霉素这类抗生素

和一些镇痛消炎药!也会影响检验结果# 所

以!患者检验前!应向医生进行咨询!化验
'

天前要停用这些药物#

第二!要注意饮食# 大家都知道抽血前

要空腹!其实在化验前一周就应该规律饮食

了# 检查前避免暴饮暴食和过于油腻的食

物!不要饮酒!否则会影响血脂%肝功能指标

的结果#

第三!尽量减少运动量# 这是很多人容

易忽视的一点# 过于剧烈的运动!会使血液

和其他体液中的某些化学成分发生急剧变

化!例如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和肌酸激酶会一时性增高!可能

会引起误诊# 所以!在化验前
&"'

天!要尽可

能减少过量运动#

第四!注意生理或病理的影响# 一些女

性在月经或者怀孕时做的检测! 结果显示

&贫血'!而这可能是正常的生理变化# 还有

一些患者在发热或患有其他病的时候!也会

影响结果!化验前要注意#

除了以上
(

项!患者还要注意!在到达医

院后!应该休息
%G"&)

分钟后再抽血!同时要

避免情绪激动# 另外!要选择正规的检验结

构!这样才能保证化验结果及时准确#

尿液检查

同血标本一样!尿液标本受饮食%运动%

药物量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特别是饮食的影

响!因此!它的留取也是有严格的要求#

%S

化验尿前!勿过多饮水!饮水过多可使

尿液稀释!导致结果偏低#

&S

最好留取早上第一次尿标本送检!取

中段尿#

'S

在尿液检验中!红细胞是非常重要的

考察对象# 妇女尿中常混有阴道分泌物!因

此在经期一定不能做尿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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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服用有还原性质的药品!如维生

素
"

%水杨酸类及链霉素等!这类药物可导致

尿糖试验假阳性结果#

GS

憋尿会大大破坏红细胞的形态!而且

尿液的
!E

值也随之改变# !王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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