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清晰, 但不规则。

高频超声显像特点及鉴别能力

20 兆赫超声显像分辨力高, 凡厚度≥0. 2mm 的病

变均能看到, 其视野宽度为 1. 2cm , 深为 2cm , 检查过

程稍嫌繁琐。多数良性、恶性病变都呈非特异性低回

声, 边缘不整表现, 而罕见的等回声或强回声病变又全

为良性, 由于此种限制, 还不能期望由此来减少活组织

病理检查指征。

20 兆赫换能器的分辨力尚未能确切显示正常表

皮, 对连接区痣 (位于真、表皮交界处)、复合性 (位于表

皮内和真皮内) 和真皮内痣还不能进行组织学鉴别诊

断。如果痣很薄或很厚, 前者可能位于连接区, 后者在

真皮内。若看到毛囊通过该痣, 则提示为良性。

多数囊肿边缘规整, 但内部时有回声, 且后方无增

强效应, 与内部所含角蛋白、富脂碎屑和微钙化有关,

此点与体内其他部位囊肿表现不同。

日光性角化病的角化细胞有不典型增生即角化不

全, 真皮的乳头层亦常有弹力纤维增生, 声像所见与早

期侵袭性原位鳞癌不易区别。湿疹性皮炎、多形性红

斑、皮肤坏死性血管炎, 其炎性过程累及表皮和真皮乳

头层, 而真皮网状层多保持良好。声像呈现表浅、薄的

平滑低回声带, 可用来评价疗效, 随访是否复原, 亦可

作为灼伤、创伤愈合过程的监测手段 [6 ]。

关于黑色素瘤, 最简单的预后指标是其垂直生长

相的厚度, 此即 C lark (按照侵袭皮肤层的水平) 和

B reslow (根据肿瘤实际厚度)分期系统基础。本系列应

用 20 兆赫换能器测值与组织病理结果经统计相关良

好, 对较早报告[7 ]意见有所矫正。目前已备有三维重建

软件, 可测定容积, 该参数在判断预后价值方面较单独

厚度值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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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宫牛黄丸和皮质类固醇激素联合

应用治愈 4 例重症药疹
张宝祥1　曹庆东2　张慧敏3

临床资料　重症药疹 4 例, 包括大疱性表皮松懈

型 2 例, 全身剥脱性皮炎 2 例。男 3 例, 女 1 例, 年龄 12

～ 43 岁, 病程 1 周～ 3 周, 体温波动在 39℃～ 40℃之

间, 病前均有应用抗生素及解热镇痛药史。

治疗方法　所采用的安宫牛黄丸系辽阳制药厂生

产, 每丸 3g, 每次 1 丸, 每日 2 次, 同时应用氢化考地

松 200～ 300m g 或相当量的地塞米松加 5% 葡萄糖注

射液中静滴。安宫牛黄丸最少者仅用 1 丸, 最多者用 4

丸, 皮质激素用 1～ 2 周病情稳定后逐渐减量并停用。

治疗结果　联合用药 4～ 6h 后体温恢复正常, 随

着体温下降, 皮疹颜色变淡、变平、渗出、脱屑减少, 全

身中毒症状得到明显改善。4 例病人分别在 8～ 14 天

治愈。

讨论　安宫牛黄丸由牛黄、犀角、黄连、雄黄、朱

砂、冰片、麝香、珍珠母等组成, 此药有兴奋中枢神经系

统、强心、升压、镇静、抗组胺等作用[1 ], 体外试验有抗

菌、抗病毒、抗真菌作用, 与皮质激素联合应用, 可能在

药理上有协同作用, 并能减少皮质激素的用量以及由

此引起的并发症。

在重症药疹中, 由抗生素及解热镇痛药所致者占

首位, 尤其在临床上已经疑是解热镇痛药过敏者, 选用

此法尤为适宜。安宫牛黄丸由名贵中草药所组成, 疗效

明确、持久, 无明显毒副作用, 一般病人均可应用。提示

安宫牛黄丸和皮质激素联合应用, 在抢救重症药疹病

例中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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