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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学护士组织专科理论考试和护理操作考试。出科时写 

实习心得，并根据护生的实习表现由护生写出实习总结，带 

教老师或护士长做出实习鉴定。(4)为适应医院的发展及护 

理分层次管理的需要，在护理部主任领导下，护理部设专职 

护士长负责实习同学管理。每个临床科室安排一名教学护 

士协助护士长做好带教工作，教学护士与职称聘任相结合， 

采取个人申报、护士长推荐、能力考核、公开竞聘等考核方 

式，择优录取。新聘任的教学护士试用期 6个月，聘任期 

3年。 

2 结果 

2．1 提高教学护士带教水平及实践能力 临床教师的个人 

素质直接关系到临床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学历、职称、工作年 

限等是反映临床教师素质的客观指标 J，我院通过教学护士 

的考核聘用并与职称评聘相结合，调动了教学护士的积极 

性。教学护士的理论及操作考核均达到优秀，综合素质得到 

提高。按照大纲的要求，根据不同层次实习特点，教学护士 

按目标进行带教，使学生实习时能抓住科室的特点及重点。 

科室每周组织教学小讲课、教学查房；提高了临床实习质量 

的同时也提高了带教老师的教学质量。 

2．2 护生对临床带教评价 几年来，通过带教培训，护生对 

我科教学护士的带教能力和水平的满意度逐年提高，觉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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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获。教学护士能以准确、正规的理论水平与操作技能精 

心指导护生进行多种护理操作，使护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强化和升华。 

3 讨论 

3．1 建立对教学护士的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完善教学奖惩 

制度，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质量、教学效果、教学成就予 

以考评 J，成绩优秀者通过征求护生在实习过程中的意见， 

在实习结束时，成绩优秀者给予“优秀带教老师”称号。 

3．2 如在带教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提高了护生学 

习积极性，同时要求教学护士以身作则，以严谨的科学学风、 

严格的工作作风和奉献精神做出榜样，为临床培养出更多高 

素质合格的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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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ELSD法测定苏氨酸中脯氨酸的含量 

周浩 黄鑫 吴秀兰 蒋波 吴俗 

【摘要】 建立HPLC—ELSD法测定苏氨酸中的脯氨酸。色谱柱Sepax HP-Silica(250 mm x4．6 mm， 

5 m)，40~C；流动相为水-异丙醇-正己烷-冰醋酸一三乙胺(200：750：50：6：0．6)，1．0 ml／min；蒸发光检 

测器(载气 2 L／min，漂移管95~C)检测。线性范围10～50 g／ml，r=0．9981；平均回收率=99．2％(fl= 

6)，定量限5 g／ml，检出限2 g／Il1l。 

【关键词】 HPLC-ELSD法；苏氨酸；脯氨酸；含量测定 

苏氨酸是一种重要的营养强化剂，有恢复人体疲劳，促 

进生长发育，保护细胞膜，促进磷脂合成和脂肪酸氧化，抗脂 

肪肝药用效能，是复合氨基酸输液中的一种，同时又是制造 

高效低过敏的抗生素单酰胺菌素的原料，苏氨酸中常见杂质 

为脯氨酸，中国药典2010版中使用 TLC法 ⋯，对杂质脯氨 

酸进行限量，但无法定量，本文建立苏氨酸中脯氨酸的定量 

方法，经验证，专属性好，灵敏度高，重复性好，准确度高。 

1 仪器与试药 

WATERS e2695泵；Alltech蒸发光散射检测器2000ES； 

苏氨酸(正大天晴，批号：1001011、1001012、1001021)；脯氨 

酸对照品(AR，进口分装，批号 100328，惠兴生化试剂)。 

2 方法与结果 

2．1 专用溶剂 25％乙腈水溶液 

2．2 供试品溶液 取苏氨酸50 mg，精密称定，置 1O m1量 

瓶中，加专用溶剂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 

2．3 对照品溶液 取脯氨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专用 

溶剂溶解并稀释并制成每1 m1分别含 10、20、30、4O和50 g 

的溶液，即得。 

2．4 色谱条件 色谱柱Sepax HP-Silica(250 nlnl x4．6 mm， 

5 m)，40~C；流动相水-异丙醇．正己烷-冰醋酸-三乙胺(200 

作者单位：210042 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50：50：6：0．6)，1．0 ml／min，蒸发光检测器(载气2 L／ 

min，漂移管 95℃)。 

2．5 专属性 配制含苏氨酸5 mg／ml和脯氨酸20 g／rnl的 

混合溶液，进样，结果脯氨酸和苏氨酸有效分离，专用溶剂无 

干扰(见图1)。 

图 1 混合溶液色谱图(下)和专用溶剂色谱图(上) 

2．6 线性关系 精密量取各对照品溶液20 ，分别检测， 

结果脯氨酸浓度在 10—50 g／ml范围内的浓度对数值(x) 

与峰响应值对数值(Y)呈显著线性关系，线性方程 Y= 

1．5224X+7．2756，r=0．9981。 

2．7 系统精密度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20 p,g／m1)20 ， 

连续测定6次，结果RSD=1．8％，表明系统精密度良好。 

2．8 定量限及检测限 取对照品溶液 (10 g／IIl1)，逐级稀 

释，分别测定，当信噪比约10：1和3：1时，分别计算定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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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检测限，结果脯 氨酸 的定量 限为 5 g／m1，检测限为 2 

g／ml。 

2．9 方法重复性 取样品(批号：201001021)，制备5份供 

试品溶液，分别测定，结果 RSD=1．2％，表明重复性良好。 

2．1O 回收率 取样品(1001011批)约25 mg，精密称定，加 

入对照品溶液(5O g／m1)2．0 ml，置10 rnl量瓶中，溶解并稀 

释至刻度，共制备6份，分别测定，结果平均回收率99．2％， 

RSD=2．2％，表明回收率良好。 

2．11 样品测定 取苏氨酸(批号为 1001011、1021012和 

1001021)，分别测定 ，结果 3批中脯氨酸含量分别为0。40％、 

0．20％和 0．00％。 

3 讨论 

3．1 氨基酸类一般无明显紫外吸收，检测难度大，目前常见 

的测定方法有三种怛 J，阳离子交换后柱后衍生、反相色谱 

分离柱前衍生和氨基酸直接分析仪，成本高，操作繁琐，衍生 

物不稳定。本法无需衍生，同时解决了无紫外吸收缺点，有 
一 定的应用价值，并且采用了正相柱反相系统，有一定的新 

颖性。 

3．2 根据两成分的分离情况，也可以考虑用此色谱条件开 

发脯氨酸中苏氨酸的定量方法。 

3．3 苏氨酸也是常见药用辅料，可以用此进一步开发制剂 

中辅料苏氨酸的含量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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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如何管理 

宫嫦宁 徐淑峰 宫淑兰 

【摘要】 目的 为探讨温泉镇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管理问题，进一步完善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 

措施，以便更好地实施计划免疫工作。方法 于 2011年 6月对2周岁以内的流动儿童进行计划免疫状 

况调查。结果 有效接种率73．61％，主要与家长的文化水平、对计划免疫的认识及家长的工作等原因 

有关。结论 应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对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的管理。 

【关键词】 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对策 

计划免疫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提高易感人群的有效接种 

以控制和最终消灭相应的传染病。而有效接种率的高低，取 

决于基层计划免疫工作人员辛勤扎实的工作；但近年来，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的儿童 

无固定住所、难以管理。流动儿童又不能及时的免疫接种而 

影响计划免疫工作的正常开展，现对流动儿童的现状与对策 

探讨如下。 

1 计划免疫流动儿童的定义 

迮文远编著的《计划免疫学》对计划免疫流动儿童定义， 

是指“户 口不在居住地，或户口在本地而人在外地居住时间 

在3个月以上儿童 ’’。本地将流动儿童的标准定为“凡外 

区县流入本地区但离开户口所在乡镇或出区境的儿童”，居 

住时间4个月以下的为短期流动，4个月以上的为长期流动。 

2 流动人口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现状 

2．1 流动儿童家长健康意识薄弱，接受免疫主动性差。流 

动人口文化知识、卫生意识和经济状况较差。其中大部分家 

长居无定所，为温饱奔波，无暇顾及儿童的预防接种；其次由 

于80年代开展计划免疫以来，传染病 日趋减少，特别是A,．IL 

传染病发病率已明显下降，因此流动儿童家长认为自家小孩 

未进行过预防接种也没有得传染病，而导致不愿接种，甚至 

拒绝接种，另外个别家长因未婚生育或超生，家长怕罚款躲 

避不去接种，从而导致了部分流动儿童漏建卡、漏接种现象 

作者单位：266200 即墨市温泉镇卫生院(宫嫦宁)；即墨市卫生 

局通济街道办事处卫生监督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站(徐淑峰)；即墨市 

人民医院(官淑兰) 

发生。2011年6月调查我镇的2009年6月 1日至2011年 5 

月31日出生的72名流动儿童，建卡57人，建卡率79．17％， 

建证 49人，建证率 68．o6％，有效接种 53人，有效接种 

率 73．61％。 

2．2 宣传教育工作不扎实，不能持之以恒。计划免疫人员 

之所以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并取得显著的成就都与以往计 

划免疫宣传教育工作密不可分，可以说群众已充分认识了计 

划免疫宣传教育工作的意义，因流动儿童家长的职业比较繁 

杂，大多无固定住所，或居住条件差，无法看到电视和收听广 

播的宣传，所以常规的宣传方式存在不到位的现象。在实际 

走访调查中，约 80％左右流动儿童家长不知道小孩要打什么 

预防针，预防什么疾病。因此计划免疫宣传教育工作在深度 

和广度上做的还不够，不仅要持之以恒还不能留于形式。 

2．3 计划免疫人力不足。我镇共有 53个行政村，计划免疫 

人员5人，从扩大免疫规划工作以来，工作量明显增大，主动 

搜索的流动儿童数量不够。计划免疫是一项细而繁琐、专业 

性很强的工作，如果计划免疫工作人力不足，队伍不稳定，势 

必对今后的计免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和不良影响。 

2．4 流动人口的管理尚未取得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配合与支 

持。公安部门对外来人口以暂居证方式管理，尚未涉及儿 

童。教育部门只管理已经在学的儿童，部门间缺乏有机的协 

调。由于流动人口的职业以打工、商贩为主，儿童随家长流 

动性较大，范围较广，光靠防疫部门是不够的。 

3 流动儿童管理对策 。 

3．1 政府支持，多部门共同协作 建立地方性法规，依法加 

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包括流动儿童的管理)，各部门应依法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