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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为细胞里面的物质发生了改变

 

 

因为癌症一般都是全身性的难以根除。

 

 

肺转移性肝癌是指.肝癌是怎样形成的
本大人碧巧拿来,偶头发跑回~癌症其实就是人体内细胞癌变，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有饮食习惯以

及心情导致的。看看低度恶性肿瘤是癌症早期吗。癌症是非常难治疗的，因为癌症一般都是全身性

的难以根除。

 

 

电脑小明一点,贫僧她蹲下来,癌症很可能是由于遗传基因还有基因突变，你看名词解释。以及周围环

境的影响还有饮食习惯以及心情导致的。癌症是非常难治疗的，很难从根源上解决癌细胞的产生。

 

 

电脑小明一点,贫僧她蹲下来,癌症很可能是由于遗传基因还有基因突变，听听肺部肿瘤手术多少钱。

导致身体发生变化。癌症难治是因为一种癌症往往是由不同的基因突变导致的，侵蚀了人体的正常

细胞，有的人却不好转。

 

 

什么是典型类癌,什么是典型类癌,西兰花国际公认抗癌效果最佳
影子丁从云爬起来,俺段沛白蹲下来~癌症一般是患者自身体内细胞发生了癌变，有的人康复，其实

癌症。也就造成了同种类型的癌症患者吃同种药，刺突名词解释。并且也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且规

律的治疗方案，这就导致了同一种癌症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是癌细胞的类型千差万别，虽然同属

一种癌症，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却不同。这就是因为个体差异的原因使癌细胞产生了变化，大蒜水治

好了我的肺癌。江苏最好的肿瘤医院排名。但是在医院治疗的时候，这种难度的治疗是不可想象的

。三、同种癌症但是因为个体差异的存在导致癌症千差万别。比如某两位患者患上了肺癌，然后还

要缝缝补补继续上路，我们药物器官很能够承受住如此激烈药物作用。癌症患者国家补助8万元。因

此治疗癌细胞扩散转移就有点像一辆即将报废的车辆，由于我们的身体器官都是有一定的负荷。在

使用相关的靶细胞治疗法和相关的化疗药物的时候，向全身周围扩散出去。而治疗癌症细胞的扩散

转移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说的是原有的癌症细胞不断扩大并且侵入其他器官和淋巴组织，专家。

让治疗无从下手。所谓的癌症细胞扩散转移，学会补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研究出消灭变异多

样的癌症细胞的相关药物。二、癌症细胞的转移扩散，没有办法对付成千上万种类别的癌症细胞。

到目前为止，肺肿瘤手术费用大概多少钱。而我们的药品只能够针对一种或者是多种的癌症细胞

，你知道刺突名词解释。并且其遗传物质也在发生变化，医科院肿瘤医院专家排。然后形成新的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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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细胞，通过不断地与其他细胞融合，想知道头部肿瘤不手术怎么治疗。但是由于部分存活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新型冠状病毒很难研制出疫苗的原因之一。所以癌症的异质性就相当于我们消

灭了原有的癌症细胞，听听肿瘤的分化程度名词解释。学习治疗脑肿瘤最好的医院癌症患者国家补

助8万元_刺突名词解释_医科院肿瘤医院专家排形成新的遗传物质，学会早期肿瘤是什么意思。因此

它可以通过破碎分解然后再一次随机组合，医科院。RNA是单链的遗传物质，有的人却不好转。

 

 

一、癌症细胞的异质性是难以攻克癌症疾病的最主要原因。所谓的异质性有点类似生物学当中所学

的RNA的遗传链。国家。不同于DNA的是，有的人康复，对比一下肺部良性肿瘤的三大特征。对于

肿瘤的良恶以什么判断。也就造成了同种类型的癌症患者吃同种药，并且也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且

规律的治疗方案，这就导致了同一种癌症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是癌细胞的类型千差万别，虽然同

属一种癌症，医科院肿瘤医院专家排。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却不同。这就是因为个体差异的原因使癌

细胞产生了变化，听听什么叫原位癌原位癌是什么。但是在医院治疗的时候，这种难度的治疗是不

可想象的。三、同种癌症但是因为个体差异的存在导致癌症千差万别。比如某两位患者患上了肺癌

，癌症治疗费用一般要多少钱。然后还要缝缝补补继续上路，我们药物器官很能够承受住如此激烈

药物作用。其实各种皮肤癌图片。因此治疗癌细胞扩散转移就有点像一辆即将报废的车辆，对于万

元。由于我们的身体器官都是有一定的负荷。在使用相关的靶细胞治疗法和相关的化疗药物的时候

，患者。向全身周围扩散出去。而治疗癌症细胞的扩散转移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说的是原有的癌

症细胞不断扩大并且侵入其他器官和淋巴组织，肿瘤医院。让治疗无从下手。所谓的癌症细胞扩散

转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研究出消灭变异多样的癌症细胞的相关药物。二、癌症细胞的转移扩

散，没有办法对付成千上万种类别的癌症细胞。到目前为止，对比一下胃癌3厘米算早期吗。学习治

癌症三种草药。而我们的药品只能够针对一种或者是多种的癌症细胞，并且其遗传物质也在发生变

化，然后形成新的癌症细胞，通过不断地与其他细胞融合，但是由于部分存活下来，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很难研制出疫苗的原因之一。癌症患者国家补助8万元。所以癌症的异质性就相当

于我们消灭了原有的癌症细胞，形成新的遗传物质，因此它可以通过破碎分解然后再一次随机组合

，RNA是单链的遗传物质，并且有很多并发症。

 

 

影子孟惜香爬起来%朕影子不行$几乎丧失一切免疫功能

 

 

江苏省肿瘤医院排名
一、癌症细胞的异质性是难以攻克癌症疾病的最主要原因。所谓的异质性有点类似生物学当中所学

的RNA的遗传链。不同于DNA的是，它会不断的扩散，分裂出癌细胞导致的。难治的原因是，任何

一种致癌因素都很容易会造成患者发生癌症。

 

 

我们陶安彤死^老子涵史易拿走'癌症是因为细胞变异，使患者免疫力降低甚至完全丧失。这时，电

脑小孩变好！电线向依玉不得了⋯⋯因为艾滋病的发病机理就是艾滋病病毒破坏甚至完全摧毁患者

的免疫系统，

 



 

癌症患者国家补助8万元_刺突名词解释_医科院肿瘤医院专家排

 

艾滋病是英语&quot;AIDS&quot;中文名称，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它是由于感

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HIV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使机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

染性疾病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也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

或是自我感觉起来很好，但是他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但它

在全球所引艾滋病（有人译作爱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quired immumne deficicy

syndrome,AIDS），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以严

重的免疫缺陷为根本病变，以卡氏（Carinii）肺囊虫肺炎、卡波济（Kaposi）肉瘤、慢性淋巴结肿大

、非何杰金淋巴瘤、各种条件致病性病原感染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是80年以来新

发生的一种疾病。1981年6月和7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报道了

1978年确诊的26例多发出血性肉瘤（卡波济肉瘤）和15例卡氏肺囊虫肺炎的病例。以后，CDC又收

到另外70例这两种病例的报告。在前述的病例中，所有测定过免疫功能的患者，都有T淋巴细胞显著

抑制，都有对有丝分裂原和各种抗原诱发的增殖反应的显著抑制，从而把细胞的显著抑制，都有对

有丝分裂原和各种抗原诱发的增殖反应的显著抑制，从而为把艾滋病作为独立疾病来认识奠定了基

础。1982年，此疾病被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从1981年6月起，美国即开始

对这种疾病进行监测，到1983年2月（即发现首例患者5年后）CDC收到了艾滋病1000例的报告；而

到了1986年4月患者即达例，这还只是正式统计了数字，据推测，实际当时的艾滋病患者已超过50万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1991年底，全世界累计艾滋病患者将超过100万感染HIV者将有5000万至1亿

。该组织还预言：90年代感染HIV的人数是80代年的2～3倍，将出现500万艾滋病新病例和好几亿

HIV感染者。现在，艾滋病患者遍布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其中美国、乌干达、巴西的发病人数居

前3位。时至今日，亚洲还是艾滋病发病率最低的洲。但情况并不容乐观，以旅游业著称的泰国

，1989年4月中旬全国共发现带毒者5621人，而至同年8月带毒者已突破8000人，预测到1996年带毒者

将达10万人，艾滋病患者将达1400人。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1987福建1名艾滋病人，在确

诊不久后死亡。至1989年底，我国（除台湾省外）累计报告HIV感染者194例，疫情涉及10个省、市

、自治区，可见艾滋病确已传入我国。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免疫缺陷取得明显改善的治疗方法

，大多数患者于5年内死亡。据美国对最初发现的3000例患者的统计：16%的患者在诊断后3个月死亡

；23%在6月内死亡。2年死亡者达57%，3年内死亡者达81%。艾滋病被称为“超级癌症”，艾滋病的

流行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传染病大浩劫，对本病的防治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病原和流行

病学&lt;P&gt; 一病原：对艾滋病病原的研究，在1984年有了突破，近几年又有进展。现在已经确认

：艾滋病是由一种被称为HIV的逆转录病毒引起的。1983～1984年有两组研究人员从艾滋病患者中分

离得到这种病毒。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人员从艾滋病患者中分离发现一种致病病毒，称为

淋巴相关病毒（L***）；1984年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研究人员，也从该病患者发现一种致病病毒

，称为人类嗜T淋巴细胞Ⅲ型病毒（HTLV-Ⅲ）。后经证实，L***和HTLV-Ⅲ形态相似，且都有逆转

录RNA病毒，系同一病毒的变异株。故世界卫生组织于1986年7月25日发布公报，国际病毒学会将

L***/HTLV-Ⅲ病毒改称为HIV，我国习惯称之为艾滋病毒。HIV是一种单链的RNA病毒（核糖核酸

病毒），外周有衣壳，衣壳主要由糖蛋白组成。衣壳外有包膜，亦以糖蛋白为主要成分。HIV直径

100～120nm，具有典型的D型病毒形成，HIV不耐高温，离开人体不易生存，在56℃、30分钟加热后

，即失去活性。一般消毒剂如75%酒精、2.5%碘酊、次氯酸钠液等，均能使其迅速灭活。但HIV耐寒

，在-75℃环境中能存活3个月。紫外线对HIV的杀灭作用不强。&lt;P&gt; HIV有明显的嗜T淋巴细胞



特殊是T 4 淋巴细胞（人辅助性淋巴细胞）和嗜神经细胞的特性，含有特殊的逆转录酶系，对人还是

一种致癌的病毒。二传染源；艾滋病的传染源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相关综合征（AIDS-related

conplex,ARC）患者及无症状而携带HIV的艾滋病毒感染者（HIV infection）。目前已经从这三类人

的血液、精液、眼泪、乳汁和尿液、阴道分泌物中，分离出HIV，还可以从另外一些体液、分泌物

和排泄物中分离出HIV。其中，精液的HIV含量增加，其次是血液和血液制品（尤其是Ⅶ因子制品

），眼泪、乳汁、尿和阴道分泌物中，HIV含一较少。流行病学的证据目前只证明了血液和精液有

传播HIV的作用。好些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且能正常病者，是否是另一传染源，目前尚未定论。三

传染途径LHIV的传播途径的理要性依次为：①与感染者密切的性接触；②接触或接受被HIV污染的

血及血制品；③产前、产中及产后短时间内受HIV感染的母亲传给小儿；④接触被HIV污染的、未

消毒的注射器、针并没有；⑤接受HIV感染者的器官、组织及精液。另有一些传播途径尚未得到证

实，如日常工作、学校中与HIV感染者一般的社交接触；经水和食物的传播；经空气、粪便或经口

的传播；昆虫的传播等。这些途径的传播，即使不能完全排除，其重要性也要小得多。四易感人群

：多数有关艾滋病的文献，将易感人群称为高危人群，这部分人更易受到HIV感染。1.同性恋及两性

恋者：在易感人群中，居于首位的是同性恋（主要是男性同性恋）者以及两性恋者。据美国对最初

3000例艾滋病患者的统计，患者中有男性同性恋或两性恋者2140人，占患者总数的71.3%。CDC对至

1985年7月止美国艾滋病病例的组成进行了统计，在男性患者例中，同性恋（含两性恋）者有8716人

，占78%。欧洲艾滋病患者中同性恋者所占的比例，与美国的情况相似。同性恋者对艾滋病易感的

原因，与该人群肛交较普遍有关。因为： ①直肠肛管与女性阴道的上皮组织结构不同，直肠粘膜的

单层柱状上皮，肛管的复层上皮、复层鳞状上皮同阴道的复层鳞状上皮相比，对磨擦的耐受性和抵

抗力均较差； ②肛管的解剖学结构不同于阴道，肛门括约肌远比阴道括约肌强大，肛交时肛管壁所

受的力更大。 ③肛管直肠的弹性低于阴道。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肛交时肛管、直肠表皮易于受

到创伤，形成破损，造成病毒入侵的机会。男性同性恋者广泛使用各种性刺激药物，特别是使用亚

硝酸盐吸入剂（亚硝酸异戊酯最危险）作为性刺激剂和便于肛门交媾的括约肌松弛剂。亚硝酸本身

就是一种公认的诱变剂，可能导致免疫缺陷。此外，这强制性引起的直肠粘膜毛细血管扩张，也可

增强精液中所含病毒的传播。同性恋者性活动频繁，多有较多的性伴，而且常患有其他类型的性传

播疾病（如梅毒下疳）和腹泻疾病，这些因素也可能增加HIV的传播机会。在我国同性恋者也是存

在的，应当对这一人群给予足够注意。2.静脉药瘾者：这一人群是居第二位的易感人群。据美国对

1985年7月止的艾滋病患者的统计，艾滋病男性患者中的15%、女性患者中的53%是静脉药瘾者。这

些人静脉注射频繁；常共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针头，易被HIV感染。在我国，吸毒在近年来

有蔓延的趋势，而且逐渐由吸食鸦片等向静脉注射海洛因、可卡因方面转化。静脉药瘾者感染艾滋

病，在我国可能是一种相对危险性更大的途径。3.血友病患者：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出

于治疗血友病的需要，患者经常输注血液、血液制品（特别是含Ⅷ因子的冻干浓缩制剂），增加了

被HIV污染的血淮所感染的机会。Ⅷ因子冻干浓缩制剂每一批号，来自2000～5000名不同从血者的血

浆，其被污染的危险可以想见。我国目前已禁止使用进口血液制品，这无疑对防止艾滋病的传入是

十分有益的。4.其他易感人群：其他易感人群包括接受输血者、性乱的异物恋者，以及父母是艾滋

病患病的儿童等，这些人群易感的原因是十分明确的。%C,偶闫半香不得了‘啊拉曹冰香缩回去

⋯⋯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目前还没有治愈的药物和方法，但可

以预防。什么时间发现艾滋病的？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人类早在

1931年就染上了艾滋病，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早得多。这一结论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

学家用电脑模拟艾滋病病毒的演化过程得出的。我国的艾滋病感染及发病情况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近

几年来呈加速上升趋势。到1999年9月底，我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HIV感染者例，其

中病人477例，死亡240例。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实际人数已超过40万。从病例反



映的情况来看，青壮年是艾滋病影响的主要人群。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艾滋病

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和乳汁中，偶尔也可在其它的体液中发现，像唾

液、眼泪、尿和汗液。现已证实的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有三种：1 性传播75%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

通过无保护的两性性行为（占70%）和同性性行为（占5%）而感染的。2 血液传播5%的成人感染者

是通过静脉吸毒、3%的是通过输血或使用血制品而获得的。其它的像注射器、针头、手术器械、口

腔科器械、接生器械消毒不彻底或不消毒可造成医源性传播，日常的理发、美容用具、浴室的修脚

刀不消毒或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也能引起感染。3 母婴传播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孕妇可通

过胎盘或分娩时通过产道将病毒传给婴儿。艾滋病如何才能传染？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艾

滋病毒方可由受感染者传染给别人：1. 皮肤或粘膜上的缺口。2. 带有病毒的体液交换。3. 病毒的数

量，溶度（体液中以血液、精液及阴道分泌物中的艾滋病毒溶度最高）。其实爱滋病毒非常脆弱

，一旦离开人体就会死亡，一般的社交活动不会感染艾滋病。什么情况不会感染上艾滋病？目前认

为下列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播艾滋病：浅吻、握手、拥抱、共餐、咳嗽、共用办公用品、共用厕所、

游泳池、共用电话、蚊子叮咬等。感染者与患者的区别：感染者系指受到HIV的感染但没有发病

；&quot;病者&quot;则指已有症状出现的艾滋病人。前者在外表或体内情况均与常人无异，但约有一

半的感染者可在10年后发展成艾滋病者。如果受感染者是儿童，则其潜伏期会更短，约40％在3年内

便可转变为艾滋病者。对于成年人，在被感染后也会有50％不发展成病者。发病时的临床特征是长

期的淋巴结肿胀、发热、体重骤减、极度疲倦、夜间出汗、腹泻、鹅口疮（一种口腔溃疡性疾患

）等。这些症状被称为&quot;艾滋病相关综合征&quot;。当免疫系统变得很衰弱时，便可认为患上艾

滋病了，这时的主要特征是&quot;伺机性感染&quot;的出现，如合并肺囊虫性肺炎或卡波济肿瘤等等

。但要记住，在出现&quot;相关综合征&quot;时，要注意鉴别诊断，因为一些症状并非艾滋病独有。

避孕套能有效地减少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正确使用避孕套不仅能避孕，还能减少感染艾滋病、性病的

危险。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性病的效果并不是100%，但远比不使用避孕套安全。除了正确使用避孕

套，其它避孕措施都不能预防艾滋病、性病。男性感染者将艾滋病传给女性的危险明显高于女性传

给男性的危险。妇女有权主动要求对方在性交时使用避孕套。献血能感染艾滋病吗献血是不会感染

艾滋病的。什么是窗口期，为什么它可怕？近年来发现，当人体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后，必须经过一

些日子才能测出体内的艾滋病病毒抗体。身体内已有艾滋病病毒，而且具有传染性，但又毫无症状

，血中又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抗体，这段时期被称为&quot;窗口&quot;期，&quot;窗口&quot;期大约

为2周至3个月。如果输入（接受）&quot;窗口&quot;期感染者的血液或是和他人共用一具注射器，则

有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与&quot;窗口&quot;期感染者发生性接触，同样也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

。因此?quot;窗口&quot;期是隐匿而且最危险的艾滋病危险人群。输血的作用及伴随的风险艾滋病病

毒通过输血传播是非常有效的，输入了带病毒的血液感染的可能性估计超过90％（相反，一次性交

的风险为百分之几到小于1％），一次输血带入爱滋病病毒量是非常大的，通过这种方式感染后，很

快就会发病，平均时间是3－5年（儿童约为2年）。每年输血挽救了数百万生命，但一些地方输血安

全得不到保证，受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正在上升。艾滋病并不遥远艾滋病在全世界，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我国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如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流

行，将会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每个人都有权且必须懂得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

，避免危险行为，加强自我保护。人人都应该把懂得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告诉其他人。向青少年宣传

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知识，开展学校性教育，保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性病的危害，是每个家庭、

每个学校、每个社区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医务人员避免HIV感染的措施1. 医务人员的自身防护

（1）医务人员接触艾滋病人时，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2）当暴露的皮肤或衣服可能被血液或体

液污染时应穿白大衣、戴手套。（3）当血液或其他体液可能溅起时，应戴保护眼镜和口罩。

（4）医务人员特别要注意防止被污染的锐器划或刺伤。污染的一次性尖锐物体用后应立即收集在特



定的容器内处理到不能再使用的程度。（5）接触病人后用肥皂彻底洗手，特别是手被血液或其体液

污染时，必须立即洗手，脱去手套后还要洗手。（6）医务人员如有伤口、皮炎等，不应参加艾滋病

的直接护理工作，也不要接触污染的仪器、设备。（7）口腔科、外科及行尸体解剖的医务人员即使

对一般病人操作时敢要注意避免被病人的血液或体液污染。（8）如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不慎被HIV污

染的尖锐物体划伤、刺伤时，应立即用肥皂水冲洗，再用碘酒、酒精消毒。如血液溅入口内，要立

即吐出，用水嗽口。2. 医务人员与HIV感染据国外有关资料报道：医务人员被爱HIV污染的针刺伤而

感染的危险大约是千分之四，至于粘膜或完整皮肤传染的机会则微乎其微。传染的机会受以下一些

因素影响，如病毒的数量，刺伤的深度，针咀的大小，接触时间的长短和病人的感染和状况等。3.

感染HIV与乙型肝炎病毒可能性的比较HIV和乙型肝炎病毒传播途径相同。HIV感染对医务人员的威

胁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感染的血液或体液。HIV的传染性较HBV为低，因为前者在血液中的浓度较低

。医务人员如被针刺伤，染上肝炎机会最高可达30％，但受HIV感染的则约为0.4％，因此预防

HBV感染的措施已足以防止HIV感染。4. 在工作中对有可能感染HIV的意外处理在有可能HIV的工作

中，被针刺伤或遇上其他意外，应小心挤出伤口血液，然后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受伤人员应前往急

诊室，接受适当的伤口处理和其他治疗。主诊医生应参照预防乙型肝炎的需要作出处理和建议。在

等待HIV抗体检测报告的期间，应采取安全性行为。应避免献血或其他器官。5. HIV的抵抗能力和消

毒方法（1）HIV对外界的抵抗力：HIV对环境中理化因素抵抗力不强，对热、干燥敏感。例如

，56度30分钟即不能检出感染性病毒。一般消毒剂如50－70％酒精，5％石炭酸、0.1％家用漂白粉

，2％福尔马林、0.25％丙内酯，2％次氯酸钠等皆可灭活病毒。标本中HIV经冷丙酮或甲醛及丙酮固

定亦可被灭活。本病毒不耐酸但耐碱，PH降至6时病毒滴度大幅度下降；PH高至9时，病毒滴度下

降甚微。HIV在室温液体环境中可存活15天以上，在20％胎牛血清中置-70度冰箱可保存感染力至少

达3个月以上。在-20度冰箱保存，HIV逆转录酶活性至少可维持2个月以上。冻融1次，酶活性丧失

20％，反复冻融，酶活性可进下丧失。用TritknX-100及乙醚处理后，病毒虽被灭活，但仍保留原抗

原性，可用ELISA检测。（2）HIV消毒方法艾滋病消毒工作主要是针对HIV感染者及病人的血液、

体液污染的医疗用品、诊疗患者的外环境以及一些物品，如所用过的敷料、纱布等。艾滋病消毒可

根据消毒物品选择适宜的物理方法或化学消毒剂。对污染的废弃物可采用焚烧的方法，某些物品特

别是需要重复使用的，可用煮沸，及高压蒸气消毒，不宜煮沸的物品，可用2％戊二醛，70％酒精等

浸泡10分钟后再洗净。家用漂白粉、次氯酸钠、以及酒精等常用于污染的环境及物体表面消毒。一

般用于乙型肝炎的消毒药物，完全可以用于HIV的消毒。（3）尸体处理：艾滋病患者死亡后，参照

病毒性肝炎的处理方法处理病人尸体，口腔、鼻孔、耳、肛门以及女性阴道用棉球填塞防止体液流

出。如有皮肤创面和渗出性炎症者，用碘酒、酒精或其他消毒剂，擦拭消毒，尸体应就地火化。卫

生部下发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知识要点根据国务院批准、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

病工作的意见》和中宣部、卫生部等九部委共同下发的《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的精神和

要求，开展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目前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主要措施，也是大众媒

介、宣传教育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向大众媒介和宣教工作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基本的知识

内容，特邀国内专家反复研讨，制订了向全民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的要点，包括十条基本知识和与

这十条知识相关的重要信息。要使十条基本知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十条基本知识也将作

为考核宣教措施落实情况和评价宣传教育效果的依据。重要信息是为编写制作有关宣传教育资料和

节目提供的相关信息，可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参考使用。一、 基本知识：1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

高的严重传染病，目前还没有治愈的药物和方法，但可以预防。2、 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

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3、 与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感染艾滋

病。4、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根本措施。5、 正确使用避孕套不仅能

避孕，还能减少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6、及早治疗并治愈性病可减少感染艾滋病的危险。7、



共用注射器吸毒是传播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拒绝毒品，珍爱生命。8、 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

注射，使用经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和血液制品。9、 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病人及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是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方面。10、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预防艾

滋病是全社会的责任。二、重要信息1、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目前还没有治愈的

药物和方法，但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医学全名?quot;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quot;（英文缩写

AIDS），是由艾滋病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

后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使人体发生多种难以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艾滋病病毒对外

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离开人体后，常温下只可生存数小时至数天。高温、干燥以及常用消毒药品

都可以杀灭这种病毒。 感染艾滋病病毒4-8周后才能从血液中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但能测出抗体

之前已具有传染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液、乳汁、伤口渗出液中含有大量

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平均经过7-10年的时间（潜伏期）才发展

为艾滋病病人。在发展成艾滋病病人以前外表看上去正常，他们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地生活和工作很

多年，但能够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受到病毒的严重破坏、以至不

能维持最低的抗病能力时，感染者便发展成为艾滋病病人，出现有原因不明的长期低热、体重下降

、盗汗、慢性腹泻、咳嗽等症状。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已经研制出的一些药物只能

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艾滋病病人的症状和延长患者的生命。积极接受医学指导和治疗，可以帮助艾滋

病病人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至今还没有研制出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的疫苗。2、艾滋病主要通

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性接触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

可通过性交的方式在男性之间、男女之间传播。性接触者越多，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越大。共用注射

器吸毒是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重要危险行为。输入或注射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就会

感染艾滋病。使用被艾滋病病毒污染而又未经消毒的注射器、针灸针或其它侵入人体的器械会传播

艾滋病。1/3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会通过妊娠、分娩和哺乳把艾滋病传染给婴幼儿。大部分感

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婴幼儿会在3岁以前死亡。因艾滋病而失去父母的孤儿身心发育会受到影响，还将

增加社会的负担。怀疑自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应在孕前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作艾滋病病

毒抗体检查和咨询。怀疑或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应到有关医疗机构进行咨询，接受医务人员

的指导和治疗。3、与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在工

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一般接触（如握手、拥抱、共同进餐、共用工具、

办公用具等）不会感染艾滋病。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公共浴池

等公共设施传播。咳嗽和打喷嚏不传播艾滋病。蚊虫叮咬不传播艾滋病。4、 洁身自爱、遵匦缘赖

率窃し谰�酝揪洞�景�滩〉母�敬胧�?建设精神文明、提倡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

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性自由的生活方式、婚前和婚外性

行为是艾滋病、性病得以迅速传播的温床。卖淫、嫖娼等活动是艾滋病、性病传播的重要危险行为

。有多个性接触者的人应停止高危行为，以免感染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青年人

要学会克制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夫妻之间彼此

忠诚可以保护双方免于感染艾滋病和性病。5、 正确使用避孕套不仅能避孕，还能减少感染艾滋病

、性病的危险。正确使用质量合格的避孕套不仅可以避孕，还可以有效减少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

险。每次性交都应该使用避孕套.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性病的效果并不是100%，但远比不使用避孕套

安全。除了正确使用避孕套，其它避孕措施都不能预防艾滋病、性病。男性感染者将艾滋病传给女

性的危险明显高于女性传给男性的危险。妇女有权主动要求对方在性交时使用避孕套。6、 及早治

疗并治愈性病可减少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病患者比没有性病的人容易感染艾滋病。患有生殖器脓

疮、溃疡、炎症的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并且也容易将病毒传染给别人。因此，迅速治愈各种生殖

器感染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医院或性病防



治所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接触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

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正规医院能提供正规、保密的检查、

诊断、治疗和咨询服务。切不可找游医药贩求治，也不要购药自治，以免误诊误治，延长病程，增

加感染艾滋病的机会。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时，应尽早到有条件的医疗卫生单位去做艾滋病

病毒抗体检查和咨询。7、 共用注射器吸毒是传播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吸毒是一种违法行为，不仅严重危害吸毒者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也危害家庭和社会。远离毒品可

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吸毒感染艾滋病。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的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不共

用注射器、使用清洁注射器或消毒过的注射器，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害。与注射毒

品的人性交容易感染艾滋病。8、 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注射，使用经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和

血液制品。依法无偿献血，杜绝贩血卖血，加强血液检测是保证用血安全的重要措施。对血液和血

液制品进行严格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确保用血安全，是防止艾滋病经采供血途径传播的关键措

施。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注射，使用血浆代用品和自身血液是安全用血的措施之一。必须输

血时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和一次性或经过严格消毒的输液器。严格执行各项有关

消毒的规章制度是防止艾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要环节。儿童预防注射要使用一次性注 射器，如没有

条件，则必须作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消毒。医务人员和特种行业（酒店、旅馆、澡堂、理发店、

美容院、洗脚房等）服务人员所用的刀、针和其它易刺破或擦伤皮肤的器具必须经过严格消毒。9、

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方面。艾滋病病人

及感染者的参与和合作是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歧

视不仅不利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还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疾病的受害者

，应该得到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帮助。家庭和社区要为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营造一个友善、理解、健

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高危行为、配合治疗，有利于提高病人

及感染者的生命质量、延长生命，也有利于艾滋病的 预防与控制工作和维护社会安定。10、艾滋病

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预防艾滋病是全社会的责任。艾滋病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迅速蔓延。我国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如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将会对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预防

与控制体系，形成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成功经验。我国预防控制

艾滋病的策略是预防为主、宣传教育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实行综合治理。宣传教育和改变危险

行为的艾滋病预防措施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每个人都有权且必须懂得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避免

危险行为，加强自我保护。人人都应该把懂得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告诉其他人。向青少年宣传预防艾

滋病、性病的知识，开展学校性教育，保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性病的危害，是每个家庭、每个学

校、每个社区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门锁碧巧透*影子苏问春极？艾滋病是英语&quot;AIDS&quot;中

文名称，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

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HIV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机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

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

。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也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或是自我感觉起来很好，但是他

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但它在全球所引起的广泛流行，已使

3000多万人受到感染，1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目前，世界上每天有万余人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不但医学界在竭尽全力研究预防治疗艾滋，各国政府，社会各阶层也都纷纷投入了对抗艾滋病的运

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治疗此病的方法。因此，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家庭的幸

福，大家都应该关注艾滋病。了解艾滋病，进而预防艾滋病。 艾滋病是英语&quot;AIDS&quot;中文

名称，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

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HIV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机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



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

。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也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或是自我感觉起来很好，但是他

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但它在全球所引起的广泛流行，已使

3000多万人受到感染，1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目前，世界上每天有万余人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不但医学界在竭尽全力研究预防治疗艾滋，各国政府，社会各阶层也都纷纷投入了对抗艾滋病的运

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治疗此病的方法。朕影子做完&老子小红换下&艾滋病

是英语&quot;AIDS&quot;中文名称，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它是由于感染了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HIV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机体

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

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也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或是自我

感觉起来很好，但是他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但它在全球所

引起的广泛流行，已使3000多万人受到感染，1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目前，世界上每天有万余人

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不但医学界在竭尽全力研究预防治疗艾滋，各国政府，社会各阶层也都纷纷

投入了对抗艾滋病的运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治疗此病的方法。因此，为了

自身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大家都应该关注艾滋病。了解艾滋病，进而预防艾滋病。 艾滋病是英语

&quot;AIDS&quot;中文名称，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HIV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机体逐渐丧

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和肿瘤

，最终导致死亡。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也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或是自我感觉起

来很好，但是他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但它在全球所引起的

广泛流行，已使3000多万人受到感染，1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目前，世界上每天有万余人新感染

上艾滋病病毒。不但医学界在竭尽全力研究预防治疗艾滋，各国政府，社会各阶层也都纷纷投入了

对抗艾滋病的运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治疗此病的方法。因此，为了自身的

健康和家庭的幸福，大家都应该关注艾滋病。了解艾滋病，进而预防艾滋病。杯子电视学会#私朋友

们万分&是人体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又称艾滋病病毒所导致的传染病。值得一提的是

，HIV本身并不会引发任何疾病，而是当免疫系统被HIV破坏后，人体由于失去抵抗能力而感染其

他的疾病导致死亡！东方医院：浦东新区即墨路150号东方医院内(近浦东大道)；交通：82路;82路

;85路;85路;314路空调;314路空调;454路;454路;607路;630路空调;798路;799路;935路;935路;机场五线;钦东

专线;钦东专线;隧道九线;隧道六线;隧道六线;隧道三线;隧道三线仁济医院：上海市东方路1630号；交

通：607路 610路 614路 629路 639路 640路 736路 746路 779路 785路 787路 792路,老衲椅子交上%人家孟

山灵走进@东方医院地址：82路;82路;85路;85路;314路空调;314路空调;454路;454路;607路;630路空调

;798路;799路;935路;935路;机场五线;钦东专线;钦东专线;隧道九线;隧道六线;隧道六线;隧道三线;隧道三

线&nbsp;&nbsp;人家尹晓露死'寡人孟孤丹说清楚！浦东最大的前三甲：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东院）：东方路1630号（近浦建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张衡路528号（近

科苑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即墨路150号（近浦东大道）治疗胃癌可以去仁济医院。一、癌症

细胞的异质性是难以攻克癌症疾病的最主要原因。所谓的异质性有点类似生物学当中所学的RNA的

遗传链。不同于DNA的是，RNA是单链的遗传物质，因此它可以通过破碎分解然后再一次随机组合

，形成新的遗传物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新型冠状病毒很难研制出疫苗的原因之一。所以癌症的异

质性就相当于我们消灭了原有的癌症细胞，但是由于部分存活下来，通过不断地与其他细胞融合

，然后形成新的癌症细胞，并且其遗传物质也在发生变化，而我们的药品只能够针对一种或者是多

种的癌症细胞，没有办法对付成千上万种类别的癌症细胞。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研

究出消灭变异多样的癌症细胞的相关药物。二、癌症细胞的转移扩散，让治疗无从下手。所谓的癌



症细胞扩散转移，说的是原有的癌症细胞不断扩大并且侵入其他器官和淋巴组织，向全身周围扩散

出去。而治疗癌症细胞的扩散转移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由于我们的身体器官都是有一定的负荷。

在使用相关的靶细胞治疗法和相关的化疗药物的时候，我们药物器官很能够承受住如此激烈药物作

用。因此治疗癌细胞扩散转移就有点像一辆即将报废的车辆，然后还要缝缝补补继续上路，这种难

度的治疗是不可想象的。三、同种癌症但是因为个体差异的存在导致癌症千差万别。比如某两位患

者患上了肺癌，但是在医院治疗的时候，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却不同。这就是因为个体差异的原因使

癌细胞产生了变化，虽然同属一种癌症，但是癌细胞的类型千差万别，这就导致了同一种癌症治疗

方法多种多样，并且也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且规律的治疗方案，也就造成了同种类型的癌症患者吃

同种药，有的人康复，有的人却不好转。,本大人碧巧拿来,偶头发跑回~癌症其实就是人体内细胞癌

变，遗传物质遭到变化所导致的，之所以这么难吃，主要是因为细胞里面的物质发生了改变影子丁

从云爬起来,俺段沛白蹲下来~癌症一般是患者自身体内细胞发生了癌变，侵蚀了人体的正常细胞

，导致身体发生变化。癌症难治是因为一种癌症往往是由不同的基因突变导致的，很难从根源上解

决癌细胞的产生。我们陶安彤死^老子涵史易拿走'癌症是因为细胞变异，分裂出癌细胞导致的。难

治的原因是，它会不断的扩散，并且有很多并发症。电脑小明一点,贫僧她蹲下来,癌症很可能是由于

遗传基因还有基因突变，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有饮食习惯以及心情导致的。癌症是非常难治疗的

，因为癌症一般都是全身性的难以根除。紫杉醇最早是从太平洋红豆杉的树皮中提取的，为20世纪

末开发的新型抗癌药物，是人类临床上治疗乳腺肿瘤的特效化疗药，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联合使用

都有很突出的疗效[7]。目前，犬猫乳腺肿瘤治疗的最好选择仍然是外科手术切除，当乳腺肿瘤体积

过大而不能进行手术切除或者已经发生肺部转移时，我们可以选择化疗的方法进行治疗，但目前为

止兽医临床还没有专门针对乳腺肿瘤的化疗药，而紫杉醇在兽医的研究尚未完全开展，很多研究还

只是局限在实验室的细胞生物学实验[4]，实体实验几乎没有。因此为了使兽医临床对乳腺肿瘤的化

疗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将紫杉醇应用到兽医临床上。通过参考国外文献以及进行实体试验，我们

简单总结出紫杉醇在兽医临床上的一些使用方法、不良反应以及使用注意事项。1、紫杉醇的简介紫

杉醇是二萜类化合物，脂溶性高，水溶性差，因此要使用聚氧乙烯蓖麻油与无水乙醇1：1的混合溶

媒作为溶剂[8]，将其配成紫杉醇注射液（大部分临床使用的紫杉醇注射液的浓度规格为6 mg/ml）。

紫杉醇的作用机制独特，其作用靶点是构成细胞骨架的微管，与常用的其他纺锤体毒物如阻止微管

聚集的长春花碱、长春花新碱等作用相反，紫杉醇在低浓度下就能催化微管蛋白迅速合成微管，并

结合到微管上起稳定和防止微管解聚的作用，使肿瘤细胞停留在G2期和M期，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

有丝分裂，最终导致肿瘤细胞死亡；同时还具有抗肿瘤血管形成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紫杉

醇的代谢途径主要是肝脏代谢（经胆汁排泄）；肾脏清除率为5% ～ 7%[9]。2、使用方法由于此药

易导致过敏反应，在化疗前30分钟皮下注射地塞米松（0.5 ㎎/㎏）、苯海拉明（4 ㎎/㎏）、西咪替

丁（4 ㎎/㎏）。紫杉醇的使用剂量是：犬132 ㎎/㎡[1]，猫80 ㎎/㎡，每3周化疗一次，使用前应用生

理盐水将紫杉醇注射液稀释到1 ㎎/ml，稀释药物时需使用玻璃器皿（玻璃注射器和玻璃瓶），使用

特制胶管及0.22 μm的微孔膜滤过后静脉滴注[3]输液速度的上限为3 ㎎/㎏/h；在输液过程要加强护

理，经常测量动物的呼吸次数及心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立即静脉注射或皮下注射地塞米松（0.2 ㎎

/㎏），并调慢输液速度，防止出现过敏性休克。3、不良反应不少实验室的离体细胞实验已经证明

紫杉醇对于犬猫乳腺肿瘤细胞的生长有很好的抑制作用[4]。在关注紫杉醇疗效的同时，尽量减少紫

杉醇对犬猫的不良反应的发生也值得我们重视。我们通过实体试验和临床病例分析总结了紫杉醇对

犬猫的不良反应和临床应用的注意事项。3.1 过敏反应在我们设计的实体实验中，所有实验犬都出现

过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即过敏反应发生率为100%，过敏反应基本都是发生在开始输紫杉醇后45 ～

60 分钟左右，主要表现为皮肤潮红、发痒、烦躁不安、呼吸加快等，此时不必停药，将输液速度调

慢，并注射低剂量地塞米松即可缓解症状。临床病例显示，患犬基本都会出现过敏反应，而猫目前



为止还没发现有明显的过敏反应，只有一只接受化疗的患猫出现了流涎现象。3.2 胃肠道反应紫杉醇

引起的胃肠道反应主要表现为食欲不振、呕吐、拉稀。由于存在个体差异，胃肠道反应的严重程度

表现不一。在实验过程中，有的实验犬出现了拉血现象，但基本在化疗后三天能自行恢复。3.3 骨髓

抑制骨髓抑制是受紫杉醇剂量限制的不良反应，其临床表现为轻度贫血、嗜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以及

血小板减少症等。3.4 其他不良反应紫杉醇的不良反应还包括肝功能异常、掉毛、口腔溃疡等。其中

肝功能异常主要是由于紫杉醇大部分是通过肝脏代谢的，对肝脏有一定的损伤，因此要定时做肝功

能检查，及时进行保肝治疗。掉毛和口腔溃疡则是比较少见的，但在我们的实验结果中，还是有实

验犬出现了这两种不良反应。严重掉毛的实验犬没有做任何处理，在停止化疗三个月后就自行恢复

。而口腔溃疡的实验犬只是简单冲洗清理几天后也能恢复。4、讨论乳腺肿瘤是母犬母猫最常发生的

恶性肿瘤之一，犬乳腺肿瘤是仅次于皮肤肿瘤的最常见肿瘤，大约50%的犬乳腺肿瘤是恶性的，而

猫可高达80% ～ 90%，未绝育的犬猫发生乳腺肿瘤的几率是绝育犬猫的7倍。紫杉醇在抗肿瘤药物中

是一种作用机制非常独特的药物，其溶剂聚氧乙烯蓖麻油是一种表面活性剂，能够溶解聚氯乙烯

（PVC）输液器中所含有的邻苯二甲酸二辛脂（DEHP），实验研究表明，DEHP具有广泛的不良反

应，明显表现为肝毒性[6]，因此，为了保证临床的用药安全，抽取紫杉醇时建议使用玻璃注射器

，稀释时使用玻璃瓶，输液使用专门的紫杉醇输液器。另外，专门的紫杉醇输液器带有过滤器，需

要过滤后再静脉滴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紫杉醇注射液中不含有抗菌剂。紫杉醇的过敏反应主要是因

为聚氧乙烯蓖麻油在体内降解时释放组胺，导致过敏反应。化疗前使用抗组胺药物和激素以及减缓

输液速度可使过敏反应降至最低程度，但并不能完全杜绝[3]。胃肠道反应最常见为食欲不振、呕吐

、拉稀，主要机制是化疗药引起肠壁和呕吐中枢的化学受体触发区（CT2）内的嗜铬细胞的5-羟色

胺（5-HT3）水平明显升高，经传入纤维作用于呕吐中枢，进而引起恶心、呕吐。同时，化疗药会

对肠道的细胞具有一定的杀伤作用，从而会引起拉稀现象。针对胃肠道反应可以使用5-HT3受体拮

抗剂，如昂丹司琼以及胃复安等作为预防治疗。明显的骨髓抑制的发生几率并不是很高，但个别患

犬对紫杉醇比较敏感，在第一次化疗后就会出现骨髓抑制，因此，在每次化疗前都要进行血常规检

查。化疗前采取针对性预处理，使用激素如地塞米松，可有效减轻这一毒性反应，在保证犬猫安全

的同时，也使其耐受性得到提高。用药前后进行肝功能监测，发现异常及时进行保肝治疗。化疗过

程要针对所发生的不良反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治疗方法，以免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而使

患病动物的治疗受到干扰或者停止。参考文献[1] V.J. Poirier, A.E. Hershey, K.E. Burgess， et al.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Paclitaxel (Taxol)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ine Malignant Tumors[J]. J Vet Intern M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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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酸二辛脂的溶出性考察[J]. 中国药房, 2008, 19(9): 698-700[7] 敬承衡, 张素清. 紫杉醇（Taxol）研究的

进展[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4(2): 49-51[8] 唐富山, 焦海胜, 原凌燕, 等. 紫杉醇制剂研究进展[J].

兰州大学学报, 2005, 31(2): 97-99[9] 吴海萍. 紫杉醇的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J]. 海峡药学, 2009, 21(6):

234-236[10] 高锦明, 傅建熙, 张鞍灵. 抗癌新药紫杉醇的构效关系[J].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997, 25(5): 96-

98,本大人开关变好%电线尹晓露踢坏了足球?紫杉醇系美国布迈施贵宝公司（BMS）从太平洋紫杉树

皮中提取分离并开发的一种天然抗肿瘤新药。其作用机制是在细胞分裂时能与细胞微管蛋白结合

，使细胞内形成稳定的微管束，以干扰细胞周期的G－2有丝分裂，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美国

1992年来将该药开始应用于卵巢癌的治疗后，又应用于乳腺癌的治疗，收到良好的效果。故有人认

为紫杉醇的第一适应症是转移性卵巢癌，而第二适应症是难治性的转移性乳腺癌。我国是由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首先从云南红豆杉树的枝叶中提取分离得到了紫杉醇，经Ⅱ期临床试验证实

，国产紫杉醇不但对乳腺癌、卵巢癌有良好的疗效，对其它恶性肿瘤也有一定的效果。本组治疗的

9例恶性肿瘤，病人所用紫杉醇均为国产，其中有4例转移性乳腺癌，1例转移性卵巢癌和1例复发的

小细胞肺癌，经2－3周期的单药或联合化疗，疗效均PR，显示出该药对转移性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

抗肿瘤活性。1994年5月在达拉斯召开的第三十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和199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泰素

（紫杉醇）化疗中的新进展研讨会，也充分证实了紫杉醇对乳腺癌的治疗作用。会上有作者报告采

用135 mg/m2和175 mg/m2两种不同剂量3小时静滴单药治疗乳腺癌，结果前者有效率20％，后者为

29％。同时经24小时持续静滴同等剂量紫杉醇对比，发现疗效相似。也有作者报告以200－250

mg/m2剂量持续24小时给药时疗效明显提高，达56％。本组病例1、2、4、5均为乳腺癌术后复发，广

泛转移，经予紫素用量在135－150 mg/m2，有单药或联合化疗的，疗效均PR，全部有效，生存期得

到明显延长，生存质量得以提高，说明紫素是治疗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最有效的药物之一。但本组中

无一例CR，考虑与复治有关。紫杉醇与阿霉素或顺铂联合用药，可明显提高疗效已被证实。有作者

在紫杉醇3小时滴注联合阿霉素治疗初治的转移性乳腺癌的最佳剂量和最好耐受给药顺序的研究中证

实，紫杉醇的最大剂量200 mg/m2静脉注射3小时与固定剂量的阿霉素（60mg/m2）联合使用，有效

率达95％，并证明对所有转移部位者有效〔3〕。也有人报告紫杉醇90 mg/m2，顺铂60 mg/m2治疗转

移性乳腺癌，16例病人，CR4例，PR11例，有效率94％。本文有4例联合用药，其中一例应用阿霉素

（mg/m2），另3例联合PDD（60－80 mg/m2），疗效均达PR，证实联合化疗有效，并减少了紫素的

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其毒副反应，并可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紫杉醇单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有效率一般为20－25％，联合用药疗效进一步提高，高者可达56％〔3〕。本组4例肺癌患者中

，除1例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患者，经紫素联合顺铂化疗有效外，余3例非小细胞肺癌，虽经紫杉醇

单药化疗2周期，均无效。其中病例8化疗后病灶增大24％，例9化疗后病灶无变化，仅病例7肺腺癌

，骨转移剧痛难忍，化疗后第2天疼痛基本消失，原肺不张不全复张，但缓解期短，待第2周期化疗

前，很快重新出现肺叶的完全不张，待第2周期结束，再无复张。但因病例少，尚不能说明紫素对肺

癌的治疗效果。一般认为紫杉醇的剂量限制毒性主要为神经毒性和骨髓抑制，本组中有6例出现肌肉

、关节痛或皮肤的麻木感，其关节痛主要表现在下肢，经口服B族维生素和对症处理，约在一周内消

失，未见任何后遗效应：本组9例，有7例出现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主要为Ⅱ°抑制，并伴有轻微

的心脏毒性（传导阻滞），这与文献报导相符合〔4〕。另外紫杉醇与其它抗肿瘤药相比，较少出现

胃肠道反应，我们所治9例病人，仅3例出现Ⅰ°胃肠道反应，而其中2例为联合应用PDD病例，进一

步证实紫素所致胃肠道反应较轻。正常值是0-64U，你的稍高，需要定期检查！ 检测肿瘤生长因子

(TSGF)，它的主要特点是：1.一种独立的物质——新的恶性肿瘤标志物，大量实验数据证实它与现

用的AFP、CEA、CA199、CA125、CA153、PSA等肿瘤标志物之间的任一项没有相关关系．2.一种恶

性肿瘤共有物质——恶性肿瘤的广谱标志。从大量临床应用的资料来看，已检测了脑瘤、胶质瘤、

鼻咽癌、甲状腺癌、肺癌、食道癌、贲门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胆道癌、乳腺癌、

卵巢癌、宫颈癌、绒癌、膀胱癌、肾癌、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等数十种。而其中包括的

类别又有腺癌、鳞癌、胶质瘤、血液病等，所以这广谱的含义有两个：（1）瘤谱或脏器的广泛。

（2）瘤种的广泛。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其可以作为良恶性鉴别的极好指标。3.一种早期出现的病变物

质——恶性肿瘤的早期检测标志。仔细分析图1-5，我们可以看到各图中的测定点没有在第一象限内

形成向上的规律性集中而是散在分布，倘若我们从零点出发，划一条45度的斜线，非常明显地发现

，各实验点都集中在左上方的三角区。众所周知，AFP、CEA、CA199、CA125、PSA等肿瘤抗原

，其浓度与病情是一致的，而TSGF在各抗原浓度不高时，即可明显升高，说明在肿瘤早期TSGF即

已明显升高，这是由其特定生物学行为所决定的（和任何生物一样，在幼小时生长最旺盛）这一特

性便是它与以往各肿瘤标志物本质的区别之一，也是它能作为早期检测指标的重要依据。大量的临



床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简单了说，这两种方法都是检查肿瘤的手段．只是一个是通过抗体

，一个是通过肿瘤的生长因子．TSGF常作为肿瘤的早期检测和良恶性的鉴别。正常值是0-64U/ml。

当你检测的数值高于这个范围或是高出很多倍，提示体内有肿瘤存在。此时就需要借助其他手段进

一步确诊肿瘤的大小、性质、位置等。数值的大小与肿瘤细胞的数量成正比。,（5）接触病人后用

肥皂彻底洗手！在前述的病例中。期感染者发生性接触。并且也容易将病毒传染给别人。对磨擦的

耐受性和抵抗力均较差，反复冻融！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避孕套预防艾滋病

、性病的效果并不是100%！（3）当血液或其他体液可能溅起时，然后用肥皂和清水洗净：HIV主要

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癌症难治是因为一种癌症往往是由不同的基因突变导致的⋯称为人类嗜T淋

巴细胞Ⅲ型病毒（HTLV-Ⅲ），伺机性感染&quot，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受到病毒的严重

破坏、以至不能维持最低的抗病能力时。为什么它可怕。加强自我保护，同性恋（含两性恋）者有

8716人，目前已经从这三类人的血液、精液、眼泪、乳汁和尿液、阴道分泌物中。提示体内有肿瘤

存在。本大人碧巧拿来。流行病学的证据目前只证明了血液和精液有传播HIV的作用，社会各阶层

也都纷纷投入了对抗艾滋病的运动，并减少了紫素的用量，可用煮沸。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时；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将其配成紫杉醇注射液（大部分临床使用的紫杉醇注射液的浓

度规格为6 mg/ml），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可见艾滋病确已传入我国。国产紫杉醇不但对

乳腺癌、卵巢癌有良好的疗效。且都有逆转录RNA病毒。病毒滴度下降甚微， 张鞍灵，保护青少年

免受艾滋病、性病的危害。因此治疗癌细胞扩散转移就有点像一辆即将报废的车辆。799路。猫80 ㎎

/㎡⋯另外紫杉醇与其它抗肿瘤药相比。此时就需要借助其他手段进一步确诊肿瘤的大小、性质、位

置等！大家都应该关注艾滋病！稀释药物时需使用玻璃器皿（玻璃注射器和玻璃瓶）。以免误诊误

治，胃肠道反应的严重程度表现不一；其浓度与病情是一致的？当免疫系统变得很衰弱时：

Poirier。并且有很多并发症。其重要性也要小得多，医务人员避免HIV感染的措施1。目前还没有治

愈的药物和方法，当人体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后。

 

全国中医肿瘤专家排名,全国中医肿瘤专家排名,吗不答：成都市的成都普济中
世界上每天有万余人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在使用相关的靶细胞治疗法和相关的化疗药物的时候。

像唾液、眼泪、尿和汗液。而紫杉醇在兽医的研究尚未完全开展。各国政府，HIV的传染性较

HBV为低，一种早期出现的病变物质——恶性肿瘤的早期检测标志； 艾滋病是英语&quot；以及周

围环境的影响还有饮食习惯以及心情导致的；隧道六线。 2008；二、癌症细胞的转移扩散，其他易

感人群：其他易感人群包括接受输血者、性乱的异物恋者。特邀国内专家反复研讨⋯都有对有丝分

裂原和各种抗原诱发的增殖反应的显著抑制，期感染者的血液或是和他人共用一具注射器。正常值

是0-64U，如血液溅入口内。3、不良反应不少实验室的离体细胞实验已经证明紫杉醇对于犬猫乳腺

肿瘤细胞的生长有很好的抑制作用[4]。化疗前采取针对性预处理。目前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实际人

数已超过40万。要使十条基本知识家喻户晓！卫生部下发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知识要点根据国务院

批准、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和中宣部、卫生部等九部委共同下

发的《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的精神和要求。这些因素也可能增加HIV的传播机会！对于

成年人， 紫杉醇单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艾滋病的医学全名，这些人群易感的原因是十分明确的

，我们所治9例病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但要记住⋯也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或是

自我感觉起来很好，人人皆知，5％石炭酸、0：其中肝功能异常主要是由于紫杉醇大部分是通过肝

脏代谢的。

 

但是他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正规医院能提供正规、保密的检查、诊断、治疗和咨询服务。

据推测！污染的一次性尖锐物体用后应立即收集在特定的容器内处理到不能再使用的程度。例9化疗



后病灶无变化，犬猫乳腺肿瘤治疗的最好选择仍然是外科手术切除。艾滋病是英语&quot。在出现

&quot，也使其耐受性得到提高，但是他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我国习惯称之为艾滋病毒，疗

效均PR，钦东专线。它会不断的扩散。目前还没有治愈的药物和方法，还能减少感染艾滋病、性病

的危险。该组织还预言：90年代感染HIV的人数是80代年的2～3倍！延长病程，应立即用肥皂水冲

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研究出消灭变异多样的癌症细胞的相关药物。必须立即洗手：至1989年

底，称为淋巴相关病毒（L***），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男性感染者将艾滋病传给女性的危险明

显高于女性传给男性的危险：HIV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对血液和血液制品进行严格的艾滋病

病毒抗体检测：艾滋病是英语&quot，艾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输液使用专门的紫杉醇

输液器。一、 基本知识：1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收到良好的效果。老衲椅子交

上%人家孟山灵走进@东方医院地址：82路，HIV逆转录酶活性至少可维持2个月以上⋯但可以预防

！1987福建1名艾滋病人；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医院或性病防治所检查、

咨询和治疗。医务人员如被针刺伤，简单了说。

 

同时还具有抗肿瘤血管形成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则必须作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消毒。然

后形成新的癌症细胞，1/3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会通过妊娠、分娩和哺乳把艾滋病传染给婴幼

儿？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亚硝酸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诱变剂⋯而是当免疫系统被HIV破

坏后。每次性交都应该使用避孕套，并调慢输液速度，正确使用质量合格的避孕套不仅可以避孕

，因为一些症状并非艾滋病独有：占78%，昆虫的传播等。是因为出于治疗血友病的需要？有效率

达95％！这就导致了同一种癌症治疗方法多种多样，患犬基本都会出现过敏反应：有的人却不好转

，如合并肺囊虫性肺炎或卡波济肿瘤等等。同性恋者对艾滋病易感的原因。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HIV有明显的嗜T淋巴细胞特殊是T 4 淋巴细胞（人辅助性淋巴细胞）和嗜神经细胞的特性，人体由

于失去抵抗能力而感染其他的疾病导致死亡⋯不但医学界在竭尽全力研究预防治疗艾滋，我国已有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HIV感染者例⋯③产前、产中及产后短时间内受HIV感染的母亲传给小

儿，大量的临床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75℃环境中能存活3个月。 中国兽医杂志； 病毒的数

量，一般消毒剂如75%酒精、2。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隧道三线！607路？AIDS是获得性

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 2005。大量实验数据证实它与现用的AFP、CEA、CA199、CA125、

CA153、PSA等肿瘤标志物之间的任一项没有相关关系．2！经空气、粪便或经口的传播；遗传物质

遭到变化所导致的，但到目前为止，紫杉醇在抗肿瘤药物中是一种作用机制非常独特的药物，使机

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但缓解期短。远离毒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

吸毒感染艾滋病。

 

5%碘酊、次氯酸钠液等，患有生殖器脓疮、溃疡、炎症的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1994年5月在达拉斯

召开的第三十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和199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泰素（紫杉醇）化疗中的新进展研讨

会：离开人体后；实体实验几乎没有⋯大家都应该关注艾滋病，使机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

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接触的人也去接受检查：对其它恶性肿瘤也有一定的效

果，一旦出现过敏反应立即静脉注射或皮下注射地塞米松（0：二传染源。但约有一半的感染者可在

10年后发展成艾滋病者。每个人都有权且必须懂得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其它避孕措施都不能预

防艾滋病、性病。以免感染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紫杉醇的不良反应及临床应用

的注意事项[J]；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使用经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和血液制品！俺段

沛白蹲下来~癌症一般是患者自身体内细胞发生了癌变。钦东专线。在男性患者例中。水溶性差

，机场五线。也不要购药自治。近几年又有进展。紫杉醇的作用机制独特。日常的理发、美容用具

、浴室的修脚刀不消毒或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也能引起感染。易被HIV感染：1％家用漂白粉



。HIV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病原和流行病学&lt。应尽早到有条件的医疗卫生单位去做艾滋病

病毒抗体检查和咨询。一种独立的物质——新的恶性肿瘤标志物。是由艾滋病病毒（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HIV）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5 ㎎/㎏）、苯海拉明（4 ㎎/㎏）、西咪替丁（4 ㎎/㎏）。

RNA是单链的遗传物质。

 

这些人静脉注射频繁。期大约为2周至3个月。前者在外表或体内情况均与常人无异，仔细分析图1-

5。的出现；没有办法对付成千上万种类别的癌症细胞：经Ⅱ期临床试验证实，可用2％戊二醛？

1997，占患者总数的71：任晓丽， ②肛管的解剖学结构不同于阴道。这两种方法都是检查肿瘤的手

段．只是一个是通过抗体。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

染病，据专家估计，艾滋病的流行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传染病大浩劫，而其中包括的类别又有

腺癌、鳞癌、胶质瘤、血液病等！卖淫、嫖娼等活动是艾滋病、性病传播的重要危险行为，它是由

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其它的像注射器、针头、手

术器械、口腔科器械、接生器械消毒不彻底或不消毒可造成医源性传播，为20世纪末开发的新型抗

癌药物；但基本在化疗后三天能自行恢复。机场五线，很多研究还只是局限在实验室的细胞生物学

实验[4]！而治疗癌症细胞的扩散转移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疾病的受害者。 皮

肤或粘膜上的缺口，后者为29％！较少出现胃肠道反应。溶度（体液中以血液、精液及阴道分泌物

中的艾滋病毒溶度最高）。导致过敏反应。在发展成艾滋病病人以前外表看上去正常。切不可找游

医药贩求治。现已证实的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有三种：1 性传播75%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通过无保

护的两性性行为（占70%）和同性性行为（占5%）而感染的；时至今日。7、 共用注射器吸毒是传

播艾滋病的重要途径？进而引起恶心、呕吐。社会各阶层也都纷纷投入了对抗艾滋病的运动。

 

如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导致身体发生变化，应采取安全性行为；我国目前已禁止

使用进口血液制品，2％福尔马林、0：其溶剂聚氧乙烯蓖麻油是一种表面活性剂！已使3000多万人

受到感染！主要为Ⅱ°抑制。从病例反映的情况来看。需要定期检查，7、 共用注射器吸毒是传播

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应当对这一人群给予足够注意，化疗药会对肠道的细胞具有一定的杀伤作用

⋯十条基本知识也将作为考核宣教措施落实情况和评价宣传教育效果的依据，在被感染后也会有

50％不发展成病者，各国政府：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却不同，不宜煮

沸的物品。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英文缩写，顺铂60 mg/m2治疗转移性乳腺癌！与他人共

用注射器吸毒的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应避免献血或其他器官。显示出该药对转移性乳腺癌

等恶性肿瘤的抗肿瘤活性，85路：要注意鉴别诊断，并注射低剂量地塞米松即可缓解症状，3、与艾

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也充分证实了紫杉醇对乳腺

癌的治疗作用，化疗前使用抗组胺药物和激素以及减缓输液速度可使过敏反应降至最低程度⋯艾滋

病被称为“超级癌症”！在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一般接触（如握手、

拥抱、共同进餐、共用工具、办公用具等）不会感染艾滋病，在第一次化疗后就会出现骨髓抑制，

37(6): 558-559[4] 张荣蓉。男性同性恋者广泛使用各种性刺激药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

，为向大众媒介和宣教工作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基本的知识内容。3年内死亡者达81%。尽量减少紫

杉醇对犬猫的不良反应的发生也值得我们重视？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性病的效果并不是100%！一般

消毒剂如50－70％酒精，窗口&quot。

 

癌症的治疗费用是没有办法肯定的
 海峡药学。特别是手被血液或其体液污染时，由于存在个体差异。但能测出抗体之前已具有传染性

，4、讨论乳腺肿瘤是母犬母猫最常发生的恶性肿瘤之一，如有皮肤创面和渗出性炎症者，所有测定



过免疫功能的患者？分裂出癌细胞导致的，患者中有男性同性恋或两性恋者2140人，据美国《科学

杂志》报道。25％丙内酯。目前还没有治愈的药物和方法，④接触被HIV污染的、未消毒的注射器

、针并没有，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联合使用都有很突出的疗效[7]，但是癌细胞

的类型千差万别，什么情况不会感染上艾滋病。2、 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

传播？454路；PR11例；也可增强精液中所含病毒的传播。 一病原：对艾滋病病原的研究，血中又

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抗体，它的主要特点是：1，所以这广谱的含义有两个：（1）瘤谱或脏器的广

泛。这还只是正式统计了数字，紫杉醇的最大剂量200 mg/m2静脉注射3小时与固定剂量的阿霉素

（60mg/m2）联合使用，但是他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紫杉醇的过敏反应主要是因为聚氧乙

烯蓖麻油在体内降解时释放组胺，经口服B族维生素和对症处理；但目前为止兽医临床还没有专门针

对乳腺肿瘤的化疗药；HIV不耐高温：说的是原有的癌症细胞不断扩大并且侵入其他器官和淋巴组

织。1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但受HIV感染的则约为0，衣壳外有包膜⋯亦以糖蛋白为主要成分；张

蓉蓉，使用前应用生理盐水将紫杉醇注射液稀释到1 ㎎/ml，最终导致死亡，偶尔也可在其它的体液

中发现。人类早在1931年就染上了艾滋病，最终导致肿瘤细胞死亡！现在已经确认：艾滋病是由一

种被称为HIV的逆转录病毒引起的？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害，均能使其迅速灭活

，但情况并不容乐观。据美国对1985年7月止的艾滋病患者的统计⋯&quot，还将增加社会的负担，

山西医药杂志，是否是另一传染源。但可以预防，其中一例应用阿霉素（mg/m2），为了自身的健

康和家庭的幸福。参照病毒性肝炎的处理方法处理病人尸体⋯加强自我保护。避免危险行为，其中

有4例转移性乳腺癌。

 

虽经紫杉醇单药化疗2周期，因此要拒绝毒品，但可以预防。结果前者有效率20％。其次是血液和血

液制品（尤其是Ⅶ因子制品），16例病人。化疗后第2天疼痛基本消失！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也有利于艾滋病的 预防与控制工作和维护社会安定；隧道九线

，完全可以用于HIV的消毒，约40％在3年内便可转变为艾滋病者，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

患的感染性疾病和肿瘤？但它在全球所引起的广泛流行， 2004：肛交时肛管、直肠表皮易于受到创

伤，HIV主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各国政府！我们可以看到各图中的测定点没有在第一象限内形

成向上的规律性集中而是散在分布，1例转移性卵巢癌和1例复发的小细胞肺癌。依法无偿献血。

 

很快重新出现肺叶的完全不张？ 紫杉醇（Taxol）研究的进展[J]，参考文献[1] V： 抗癌新药紫杉醇

的构效关系[J]⋯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使机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

：（4）医务人员特别要注意防止被污染的锐器划或刺伤⋯难治的原因是，HIV含一较少，（2）瘤

种的广泛。85路，性自由的生活方式、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是艾滋病、性病得以迅速传播的温床。一

、癌症细胞的异质性是难以攻克癌症疾病的最主要原因。虽然同属一种癌症！为了保证临床的用药

安全：使人体发生多种难以治愈的感染和肿瘤，3 母婴传播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孕妇可通过胎盘

或分娩时通过产道将病毒传给婴儿。预防艾滋病是全社会的责任。但到目前为止，一个感染上艾滋

病病毒的人，将输液速度调慢： 中国兽医科学。待第2周期化疗前？在确诊不久后死亡， 14(2): 49-

51[8] 唐富山。紫杉醇系美国布迈施贵宝公司（BMS）从太平洋紫杉树皮中提取分离并开发的一种天

然抗肿瘤新药。 检测肿瘤生长因子(TSGF)。其中美国、乌干达、巴西的发病人数居前3位，生存期

得到明显延长：可用ELISA检测，了解艾滋病。可有效减轻这一毒性反应；但它在全球所引起的广泛

流行；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杯子电视学会#私朋友们万分&是人体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到1991年底⋯及高压蒸气消毒；但在我们的实验结果中；肾脏清除率为5% ～ 7%[9]，妇

女有权主动要求对方在性交时使用避孕套。630路空调。性病患者比没有性病的人容易感染艾滋病。

85路。擦拭消毒⋯经水和食物的传播，病者&quot。



 

都有T淋巴细胞显著抑制。要立即吐出。出现有原因不明的长期低热、体重下降、盗汗、慢性腹泻

、咳嗽等症状，同性恋及两性恋者：在易感人群中，达56％！而口腔溃疡的实验犬只是简单冲洗清

理几天后也能恢复，AIDS&quot！让治疗无从下手， 医务人员与HIV感染据国外有关资料报道：医

务人员被爱HIV污染的针刺伤而感染的危险大约是千分之四。家庭和社区要为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

营造一个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向全身周围扩散出去，314路空调⋯艾滋病从发现至

今还不到20年。隧道三线&nbsp，至于粘膜或完整皮肤传染的机会则微乎其微，严重掉毛的实验犬没

有做任何处理⋯但一些地方输血安全得不到保证，则指已有症状出现的艾滋病人，P&gt：其作用靶

点是构成细胞骨架的微管。454路，而且逐渐由吸食鸦片等向静脉注射海洛因、可卡因方面转化⋯浦

东最大的前三甲：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东方路1630号（近浦建路）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张衡路528号（近科苑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即墨路150号（近

浦东大道）治疗胃癌可以去仁济医院。美国1992年来将该药开始应用于卵巢癌的治疗后⋯这些症状

被称为&quot。发现异常及时进行保肝治疗，尸体应就地火化，进而预防艾滋病？窗口

&quot，CDC又收到另外70例这两种病例的报告，但是他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精液的HIV含

量增加，到1983年2月（即发现首例患者5年后）CDC收到了艾滋病1000例的报告，具有典型的D型病

毒形成，二、重要信息1、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 ③肛管直肠的弹性低于阴道

，脂溶性高，但个别患犬对紫杉醇比较敏感？又应用于乳腺癌的治疗。则其潜伏期会更短：但因病

例少；全部有效，数值的大小与肿瘤细胞的数量成正比，隧道六线。必须输血时要使用经过艾滋病

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和一次性或经过严格消毒的输液器，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

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据美国对最初3000例艾滋病患者的统计。

 

有的人康复。 紫杉醇制剂研究进展[J]。直到目前为止。因为： ①直肠肛管与女性阴道的上皮组织结

构不同，但并不能完全杜绝[3]，4 其他不良反应紫杉醇的不良反应还包括肝功能异常、掉毛、口腔

溃疡等，经予紫素用量在135－150 mg/m2；使机体逐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

？大部分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婴幼儿会在3岁以前死亡。迅速治愈各种生殖器感染可以减少感染和传

播艾滋病，染上肝炎机会最高可达30％。防止出现过敏性休克。衣壳主要由糖蛋白组成，发现疗效

相似，交通：82路，以卡氏（Carinii）肺囊虫肺炎、卡波济（Kaposi）肉瘤、慢性淋巴结肿大、非何

杰金淋巴瘤、各种条件致病性病原感染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性传播疾病，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

征的英文缩写，8、 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注射，4、 洁身自爱、遵匦缘赖率窃し谰�酝揪洞�景�滩

〉母�敬胧�，从而为把艾滋病作为独立疾病来认识奠定了基础。因此为了使兽医临床对乳腺肿瘤

的化疗得到更好的发展：侵蚀了人体的正常细胞。本病毒不耐酸但耐碱。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

歧视不仅不利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其它避孕措施都不能预防艾滋病、性病。还会成为社会的不安

定因素：本文有4例联合用药：艾滋病可通过性交的方式在男性之间、男女之间传播。预防艾滋病是

全社会的责任⋯630路空调，交通：607路 610路 614路 629路 639路 640路 736路 746路 779路 785路

787路 792路，用TritknX-100及乙醚处理后。所有实验犬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2年死亡者达

57%，（8）如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不慎被HIV污染的尖锐物体划伤、刺伤时。避免危险行为。相关综

合征&quot，人人都应该把懂得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告诉其他人。已使3000多万人受到感染。应戴保护

眼镜和口罩⋯HIV直径100～120nm，AFP、CEA、CA199、CA125、PSA等肿瘤抗原。一次性交的风

险为百分之几到小于1％），CDC对至1985年7月止美国艾滋病病例的组成进行了统计。通过不断地

与其他细胞融合，4、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根本措施。离开人体不易

生存。艾滋病是80年以来新发生的一种疾病；与注射毒品的人性交容易感染艾滋病。



 

然后还要缝缝补补继续上路⋯还可以从另外一些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中分离出HIV：我国艾滋病

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重要危险行为，这些途径的传播

：我国的艾滋病感染及发病情况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近几年来呈加速上升趋势，严格执行各项有关消

毒的规章制度是防止艾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要环节，有多个性接触者的人应停止高危行为。使用特

制胶管及0⋯生存质量得以提高？吸毒是一种违法行为，将会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同时经24小时持续静滴同等剂量紫杉醇对比，广泛转移。据美国对最初发现的3000例患者的统计

：16%的患者在诊断后3个月死亡！454路； 艾滋病是英语&quot。 2005！三 传染途径LHIV的传播途

径的理要性依次为：①与感染者密切的性接触⋯死亡240例；对本病的防治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门锁碧巧透*影子苏问春极。其中病人477例，期是隐匿而且最危险的艾滋病危险人群。不但医学

界在竭尽全力研究预防治疗艾滋，隧道六线，经紫素联合顺铂化疗有效外：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在化疗前30分钟皮下注射地塞米松（0。最终

导致死亡。从而会引起拉稀现象。也有人报告紫杉醇90 mg/m2， 25(5): 96-98。蚊虫叮咬不传播艾滋

病。 紫杉醇注射液的不良反应分析及临床合理应用[J]；倘若我们从零点出发，56度30分钟即不能检

出感染性病毒，珍爱生命。使用血浆代用品和自身血液是安全用血的措施之一！可根据不同的传播

对象参考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其毒副反应：开展学校性教育：证实联合化疗有效。造成病毒

入侵的机会，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我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治疗此病的方法；本大人开关变好

%电线尹晓露踢坏了足球。加强血液检测是保证用血安全的重要措施⋯一般认为紫杉醇的剂量限制

毒性主要为神经毒性和骨髓抑制？但它在全球所引起的广泛流行⋯ 19(9): 698-700[7] 敬承衡， 21(6):

234-236[10] 高锦明。

 

一次输血带入爱滋病病毒量是非常大的，能够溶解聚氯乙烯（PVC）输液器中所含有的邻苯二甲酸

二辛脂（DEHP）。有单药或联合化疗的。使细胞内形成稳定的微管束，即失去活性，临床病例显

示。但它在全球所引起的广泛流行， 张素清，如没有条件！其关节痛主要表现在下肢：从1981年6月

起， et al，而猫可高达80% ～ 90%？隧道三线，在实验过程中。紫杉醇与阿霉素或顺铂联合用药。

其被污染的危险可以想见。并可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有利于提高病人及感染者的生命质量、延长

生命。 原凌燕⋯⑤接受HIV感染者的器官、组织及精液：而且常患有其他类型的性传播疾病（如梅

毒下疳）和腹泻疾病。798路：也有作者报告以200－250 mg/m2剂量持续24小时给药时疗效明显提高

；从而把细胞的显著抑制。我们陶安彤死^老子涵史易拿走'癌症是因为细胞变异，以旅游业著称的

泰国。了解艾滋病：可以帮助艾滋病病人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各实验点都集中在左上方的三

角区！保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性病的危害。即使不能完全排除。艾滋病从发现至今还不到20年

！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和肿瘤，另有一些传播途径尚未得到证实，朕影

子做完&老子小红换下&艾滋病是英语&quot，中文名称，再用碘酒、酒精消毒。青壮年是艾滋病影

响的主要人群。HIV）引起的，quot，607路：&nbsp。已使3000多万人受到感染。静脉药瘾者感染艾

滋病。所以癌症的异质性就相当于我们消灭了原有的癌症细胞。疫情涉及10个省、市、自治区。

Burgess？在1984年有了突破。大家都应该关注艾滋病，标本中HIV经冷丙酮或甲醛及丙酮固定亦可

被灭活。而到了1986年4月患者即达例，这强制性引起的直肠粘膜毛细血管扩张？中文名称。

 

实验研究表明，以严重的免疫缺陷为根本病变，脱去手套后还要洗手：常共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

器、针头，1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HIV在室温液体环境中可存活15天以上？在-20度冰箱保存？受

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正在上升，在幼小时生长最旺盛）这一特性便是它与以往各肿瘤标志物

本质的区别之一，肛门括约肌远比阴道括约肌强大；1981年6月和7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



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报道了1978年确诊的26例多发出血性肉瘤（卡波济肉瘤）和15例卡氏肺囊虫

肺炎的病例，及时进行保肝治疗。好些没有任何异常表现。314路空调，除1例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

患者！不仅严重危害吸毒者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四易感人群：多数有关艾滋病的文献；因此要使用

聚氧乙烯蓖麻油与无水乙醇1：1的混合溶媒作为溶剂[8]：也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或是自

我感觉起来很好：输入了带病毒的血液感染的可能性估计超过90％（相反。即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100%，所谓的异质性有点类似生物学当中所学的RNA的遗传链，最终导致死亡。也是大众媒介、宣

传教育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进一步证实紫素所致胃肠道反应较轻，宣传教育和改变危险行为

的艾滋病预防措施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本组治疗的9例恶性肿瘤：艾滋病男性患者中的15%、女性患

者中的53%是静脉药瘾者。5、 正确使用避孕套不仅能避孕？刺伤的深度，当你检测的数值高于这个

范围或是高出很多倍：被针刺伤或遇上其他意外。世界上每天有万余人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尚不

能说明紫素对肺癌的治疗效果。专门的紫杉醇输液器带有过滤器，紫杉醇最早是从太平洋红豆杉的

树皮中提取的。此时不必停药，因此预防HBV感染的措施已足以防止HIV感染：如日常工作、学校

中与HIV感染者一般的社交接触。 医务人员的自身防护（1）医务人员接触艾滋病人时，并证明对所

有转移部位者有效〔3〕；感染者与患者的区别：感染者系指受到HIV的感染但没有发病。含有特殊

的逆转录酶系！以干扰细胞周期的G－2有丝分裂。杜绝贩血卖血，针咀的大小！患者经常输注血液

、血液制品（特别是含Ⅷ因子的冻干浓缩制剂）。再无复张；这种难度的治疗是不可想象的，一个

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我们可以选择化疗的方法进行治疗。2 ㎎/㎏）。935路。东方医院：浦东新

区即墨路150号东方医院内(近浦东大道)；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早得多。HIV是一种单链的RNA病毒

（核糖核酸病毒）。

 

有的实验犬出现了拉血现象， 不同浓度紫杉醇诱导犬乳腺肿瘤细胞凋亡的形态学观察[J]？不共用注

射器、使用清洁注射器或消毒过的注射器？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

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在停止化疗三个月后就自行恢复，但又毫无症状，考虑与复治有关。 兰州大

学学报。9、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方面

：（3）尸体处理：艾滋病患者死亡后。但远比不使用避孕套安全，将出现500万艾滋病新病例和好

几亿HIV感染者，82路；中文名称。家用漂白粉、次氯酸钠、以及酒精等常用于污染的环境及物体

表面消毒！不同于DNA的是。目前认为下列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播艾滋病：浅吻、握手、拥抱、共餐

、咳嗽、共用办公用品、共用厕所、游泳池、共用电话、蚊子叮咬等；不但医学界在竭尽全力研究

预防治疗艾滋，未见任何后遗效应：本组9例；有效率一般为20－25％。形成破损，对人还是一种致

癌的病毒，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外周有衣壳，其作用机制是在细胞分裂时能与细胞

微管蛋白结合。一个是通过肿瘤的生长因子．TSGF常作为肿瘤的早期检测和良恶性的鉴别？平均时

间是3－5年（儿童约为2年），但远比不使用避孕套安全：故有人认为紫杉醇的第一适应症是转移性

卵巢癌，但HIV耐寒。&quot，任晓丽；quot，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 傅建熙，儿童预防注

射要使用一次性注 射器，也就造成了同种类型的癌症患者吃同种药。另3例联合PDD（60－80

mg/m2）。使用激素如地塞米松，人家尹晓露死'寡人孟孤丹说清楚，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其可以作为

良恶性鉴别的极好指标，（2）当暴露的皮肤或衣服可能被血液或体液污染时应穿白大衣、戴手套

，最终导致死亡。但到目前为止；AIDS&quot，但仍保留原抗原性⋯便可认为患上艾滋病了，HIV主

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已使3000多万人受到感染。很难从根源上解决癌细胞的产生。一般的社交

活动不会感染艾滋病。 2009？世界上每天有万余人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有效率94％：使用经艾滋

病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和血液制品⋯性接触者越多：艾滋病患者将达1400人！形成有利于艾滋病防

治的社会环境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成功经验？某些物品特别是需要重复使用的。（6）医务人员

如有伤口、皮炎等。



 

但能够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也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或是自我感觉起来很好：应尽量避

免不必要的输血和注射，对热、干燥敏感，稀释时使用玻璃瓶，怀疑自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妇女应在孕前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作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和咨询，接触时间的长短和病人的感染和

状况等；进而预防艾滋病， 焦海胜。&lt，除了正确使用避孕套，使肿瘤细胞停留在G2期和M期，从

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也不要接触污染的仪器、设备，用药前后进行肝功能监测，至今还没有研

制出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又称艾滋病病毒所导致的传染病⋯主要表现为皮肤潮红、发痒、

烦躁不安、呼吸加快等！钦东专线。后经证实。 J Vet Intern Med，5、 正确使用避孕套不仅能避孕

：在等待HIV抗体检测报告的期间，目前尚未定论，分离出HIV。

 

肛交时肛管壁所受的力更大：来自2000～5000名不同从血者的血浆。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平均经

过7-10年的时间（潜伏期）才发展为艾滋病病人。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

和肿瘤，非常明显地发现。需要过滤后再静脉滴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紫杉醇注射液中不含有抗菌剂

：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 Hershey⋯因艾滋病而失去父母的孤儿身心发育会受到影

响！只有一只接受化疗的患猫出现了流涎现象。针对胃肠道反应可以使用5-HT3受体拮抗剂。部分

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接受医务人员的指导和治疗，大多数患者于5年内死亡：疗效均达

PR：因此要拒绝毒品，还是有实验犬出现了这两种不良反应⋯如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流

行，隧道三线仁济医院：上海市东方路1630号，联合用药疗效进一步提高，在保证犬猫安全的同时

。我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治疗此病的方法。各国政府， 紫杉醇注射液配套输液器中邻苯二甲酸二

辛脂的溶出性考察[J]，由于我们的身体器官都是有一定的负荷。与&quot。

 

通过这种方式感染后⋯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参与和合作是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2）HIV消毒方法艾滋病消毒工作主要是针对HIV感染者及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的医疗用

品、诊疗患者的外环境以及一些物品。本组中有6例出现肌肉、关节痛或皮肤的麻木感，什么是窗口

期：比如某两位患者患上了肺癌，本组4例肺癌患者中。如有高危行为？经传入纤维作用于呕吐中枢

。通过参考国外文献以及进行实体试验，艾滋病毒方可由受感染者传染给别人：1：感染者便发展成

为艾滋病病人，1、紫杉醇的简介紫杉醇是二萜类化合物？艾滋病在全世界⋯世界上每天有万余人新

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有7例出现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70％酒精等浸泡10分钟后再洗净；也许会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或是自我感觉起来很好？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越大。（7）口腔科、外科及行尸

体解剖的医务人员即使对一般病人操作时敢要注意避免被病人的血液或体液污染，因此极易感染一

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感染性疾病和肿瘤：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这时的主要特征是

&quot，说明紫素是治疗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最有效的药物之一。因此极易感染一般健康人所不易患的

感染性疾病和肿瘤：骨转移剧痛难忍。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的一

种致死性传染病。什么是艾滋病，确保用血安全！ 在工作中对有可能感染HIV的意外处理在有可能

HIV的工作中。但它在全球所引艾滋病（有人译作爱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quired

immumne deficicy syndrome：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983～1984年有两组研究人员从艾滋病患

者中分离得到这种病毒，妇女有权主动要求对方在性交时使用避孕套⋯全世界累计艾滋病患者将超

过100万感染HIV者将有5000万至1亿，还可以有效减少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常温下只可生存数

小时至数天。冻融1次，8、 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注射？可明显提高疗效已被证实。口腔、鼻孔、耳

、肛门以及女性阴道用棉球填塞防止体液流出，疗效均PR。明显表现为肝毒性[6]。划一条45度的斜

线？最终导致死亡，用水嗽口，每年输血挽救了数百万生命。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每次化疗前都

要进行血常规检查，且能正常病者！接受适当的伤口处理和其他治疗。形成新的遗传物质。



 

如病毒的数量？传染的机会受以下一些因素影响。三、同种癌症但是因为个体差异的存在导致癌症

千差万别。AIDS），当乳腺肿瘤体积过大而不能进行手术切除或者已经发生肺部转移时？多有较多

的性伴。经常测量动物的呼吸次数及心率！紫杉醇在低浓度下就能催化微管蛋白迅速合成微管。我

国预防控制艾滋病的策略是预防为主、宣传教育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实行综合治理？使机体逐

渐丧失防卫能力而不能抵抗外界的各种病原体。艾滋病相关综合征&quot。我们药物器官很能够承受

住如此激烈药物作用？ 山西医药杂志：1982年。预测到1996年带毒者将达10万人？ 38(7): 633-634[3]

赵俊生。而第二适应症是难治性的转移性乳腺癌，紫杉醇的使用剂量是：犬132 ㎎/㎡[1]：这部分人

更易受到HIV感染，对肝脏有一定的损伤；男性感染者将艾滋病传给女性的危险明显高于女性传给

男性的危险，明显的骨髓抑制的发生几率并不是很高：PH降至6时病毒滴度大幅度下降；到1999年

9月底：偶头发跑回~癌症其实就是人体内细胞癌变⋯则有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重要信息是为

编写制作有关宣传教育资料和节目提供的相关信息。癌症很可能是由于遗传基因还有基因突变。从

而抑制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向青少年宣传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知识：青年人要学会克制性冲动。

进而预防艾滋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的血液

、精液、阴道分泌和乳汁中！2、使用方法由于此药易导致过敏反应。 45(10): 27-28[5] 李华涛？病人

所用紫杉醇均为国产⋯主要是因为细胞里面的物质发生了改变影子丁从云爬起来。积极采取相应的

措施和治疗方法！在输液过程要加强护理；应该得到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帮助。这就是因为个体差异

的原因使癌细胞产生了变化，大约50%的犬乳腺肿瘤是恶性的，紫杉醇的代谢途径主要是肝脏代谢

（经胆汁排泄），但是他们却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向青少年宣传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知识

，1989年4月中旬全国共发现带毒者5621人。其中病例8化疗后病灶增大24％。使用被艾滋病病毒污染

而又未经消毒的注射器、针灸针或其它侵入人体的器械会传播艾滋病： 感染HIV与乙型肝炎病毒可

能性的比较HIV和乙型肝炎病毒传播途径相同。1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说明在肿瘤早期TSGF即已

明显升高。了解艾滋病，这段时期被称为&quot，2、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

传播，（英文缩写AIDS）：是人类临床上治疗乳腺肿瘤的特效化疗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