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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ＡＡＤＣＤ）是一种早发性、具有靶向治疗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罕
见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改善预后极其重要。２０１７年国际神经递质相关疾病工作组 （ｉＮＴＤ）制定了
《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的诊断和治疗共识指南》，给出了基于共识指南的推荐意见，便于指导该类患
者的诊疗和长程管理。现主要根据该共识对 ＡＡＤＣＤ的临床症状及治疗进行解读和总结，便于儿科临床医师
认识和了解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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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ＡＤＣＤ）是一种罕见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神经代谢性疾病［１］，男女发病比例为４
３，亚洲人好发［２］，尤其是中国及日本。ＡＡＤＣＤ是一种
早发性疾病，最早可在新生儿期出现临床症状，且

ＡＡＤＣＤ是临床上少数有靶向治疗的遗传罕见病，早发
现、早诊断并给予有效的治疗非常重要。国际神经递质

相关疾病工作组 （ｉＮＴＤ）于２０１７年在国际罕见病学术
期刊在线发表了《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的诊断和
治疗共识指南》，给出了基于共识指南的推荐意见，便于

指导该类患者的诊疗和长程管理。现主要根据该共识

对由于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ＡＡＤＣ）缺乏所导致的
临床症状及治疗进行解读。

１　发病机制
单胺类神经递质包括血清素和儿茶酚胺（多巴胺、

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些化合物具有多种功能，

包括对神经运动功能的调节，心血管、呼吸和胃肠道功

能的控制，对睡眠、激素分泌、体温和疼痛也有调节作

用［２］。而ＡＡＤＣ在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合成中起重要作
用（图１），其是一种依赖吡哆醛磷酸盐的酶，能将左旋
多巴转化为多巴胺、５羟色胺转化为血清素。单胺类神
经递质的分解代谢促使血清素生成５羟基吲哚乙酸
（５ＨＩＡＡ），多巴胺生成高钒酸（ＨＶＡ），去甲肾上腺素生
成３甲氧基４羟基苯乙炔乙二醇（ＭＨＰＧ）。

ＡＡＤＣ活性降低导致单胺类神经递质的产生减少，
并导致其前体５羟色氨酸和左旋多巴的沉积，同时也导
致了左旋多巴甲基化的产物３甲基多巴的沉积。单胺
类物质的分解代谢障碍导致５ＨＩＡＡ的生成受到干扰，
鉴于单胺类化合物在激素分泌功能中的作用，可导致内

分泌功能障碍。

ＡＡＤＣＤ的临床表现由大脑和周围神经系统中单胺
类神经递质缺乏所致。多巴胺水平降低导致运动障

碍［３］，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缺乏导致自主交感神经

功能障碍，而血清素缺乏则与睡眠障碍有关。然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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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表现不能归因于特定的神经递质缺陷，如认知障碍和

行为发育迟缓等。

２　临床表型
２．１　主要临床症状　ＡＡＤＣＤ主要是由于ＡＡＤＣ缺乏引
起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及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

的代谢紊乱所致，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肌张力低下、运动障

碍（眼周危象、肌张力障碍、运动减退）、发育迟缓（运动发

育、认知发育及语言发育迟缓）和自主神经症状（上睑下

垂、出汗过多、鼻塞）［４］（表１）。根据发育迟缓及运动障碍
的严重程度，ＡＡＤＣＤ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５］。

表１　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的主要临床表现 （例）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 （ｃａｓｅ）

临床症状
病例数（１１７例）

有症状 无症状 未提及

肌张力低下 ９１ ３ １５
运动障碍 ９９ ３ １５
发育迟缓 ８４ １ ３２
自主神经症状 ７６ ３ ３８

２．２　次要临床症状　部分ＡＡＤＣＤ患者可以出现癫痫
发作［１］、行为异常（主要表现为易怒、过度哭泣、烦躁不

安［６］、自闭症特征［７］）及睡眠障碍（失眠、嗜睡及严重的

睡眠呼吸暂停）。

据研究报道，ＡＡＤＣＤ患者可以出现胃肠道症状，主
要表现为腹泻、便秘、胃食管反流和进食困难。部分患

者还可出现间歇性低血糖症状［８］。

２．３　表型谱　ＡＡＤＣＤ是由于ＤＤＣ基因纯合突变或复
合杂合突变所致的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遗

传代谢性疾病，ＤＤＣ基因位于 ７ｐ１２．２ｐ１２．１（ＯＭＩＭ
１０７９３０＃）。到目前为止，已报道５０多种引起该病的
ＤＤＣ基因变异：３９种替代变异、２种无义变异、５种缺失
变异、１种插入变异和４种剪接变异［６］。但仍不能建立

明确的基因型／临床表型相关性，其中发现以下几种变
异体与临床表现有关：（１）剪切位点突变：基因组 ＤＮＡ
测序显示，在第６外显子的３０个外显子内含子交界处
发生了突变，导致患者及其母亲的供体剪接位点 ＤＤＣ
基因发生剪接错误（ＩＶＳ６＋４Ａ＞Ｔ）。在这种预测程序
中发现的内含子剪接位点突变，可能导致潜在的 ＤＤＣ
基因发生异常剪接和蛋白产量下降或蛋白异常生产。

（２）复合杂合突变：变异 ｐ．（ＩＶＳ６＋４Ａ＞Ｔ），变异
ｐ．（Ｒ２８５Ｗ），ｃ．（８５３Ｃ＞Ｔ）［９］。有证据表明，在２个具
有不同ＬＤｏｐａ结合位点变异的家族中，基因型与治疗
反应存在相关性，如纯合子ｐ．（Ｇ１０２Ｓ），ｃ．（３０４Ｇ＞Ａ）
的患者在使用左旋多巴治疗后肌张力低下和运动障碍

得到改善［１０］；ｐ．（Ｒ３４７Ｑ）：（Ｒ１６０Ｗ），ｃ．（１０４０Ｇ＞Ａ）；
（４７８Ｃ＞Ｔ）的患者对左旋多巴治疗的反应良好。

３　实验室检查
３．１　遗传学检测　遗传学检测发现ＤＤＣ基因突变是

诊断ＡＡＤＣＤ的金标准。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发现肌张
力低下、运动障碍、发育迟缓的患儿应尽早进行遗传学

检测，以便早期诊断，并给予有效治疗，这对改善ＡＡＤＣＤ
患儿的预后极其重要。

３．２　酶活性和激素水平测定　根据ＡＡＤＣ在血清素和
儿茶酚胺的生物合成和分解中的作用机制及基因表型

可以通过以下实验室检查来协助诊断，即脑脊液检测

［其中５ＨＩＡＡ、高香草酸、苯乙醇水平降低［５，１１］，３甲基
多巴（３ＯＭＤ）、左旋多巴、５羟基色氨酸水平升高具有
诊断价值］（图１）、血浆中ＡＡＤＣ活性测定［１２］（血浆中

ＡＡＤＣ酶活性水平下降对ＡＡＤＣＤ有诊断价值）和杂合
子遗传诊断或导致 ＤＤＣ变异的纯合子疾病基因的检
测［６］（绝大多数ＡＡＤＣＤ患者中可以通过基因确认）。

　　注：辅酶或辅基（ＢＨ４，ＰＬＰ，Ｃｕ）和甲基供体（ＳＡＭ）用虚线连接到各
自的酶上；虚线箭头表示省略了中间步骤；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缺乏引
起的代谢阻滞用红色条形图标识；红色箭头向上的代表代谢物增加，向下

的代表代谢物减少　Ｃｏｅｎｚｙｍｅｏｒｃｏｒａｄｉｃａｌ（ＢＨ４，ＰＬＰ，Ｃｕ）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ｄｏ
ｎｏｒ（ＳＡＭ）ａ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ｅａｃｈｅｎｚｙｍｅｗｉｔｈ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ｏｔｔｅｄａｒｒｏｗｓｄｏ
ｎｏｔｓｈｏｗ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ｔｅｐ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ｂｌｏｃｋ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ａｒｅｄｂａｒｃｈａｒｔ．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ｕ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ｄｏｗ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图１　单胺类神经递质的生物合成和分解代谢及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
缺乏代谢阻滞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Ｍｏｎｏａｍｉｎｅ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ａｔａｂｏｌｉｃ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ｌａｃｋ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ｂｌｏｃｋ

血液中儿茶酚胺代谢物的测定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并

不实用，因为其既不能用于诊断，也不能用于排除诊断，但

其中３ＯＭＤ水平的测定可进一步用于新生儿筛查［１３］，做

到早期诊断。尿中尿钒酸（ＶＬＡ）水平升高，可以考虑诊
断 ＡＡＤＣＤ。但结果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诊断，因为肾脏
内的 ＡＡＤＣ活性非常高，足以形成多巴胺及其代谢产
物［１３１５］。褪黑素是由血清素形成的，预计在ＡＡＤＣＤ中会
减少。从理论上讲，这可以作为ＡＡＤＣＤ诊断的指标之一。
３．３　影像学检查　头颅磁共振成像（ＭＲＩ）和脑电图均
不作为ＡＡＤＣＤ患者常规检查手段，但是针对神经发育迟
缓患者，以及在ＡＡＤＣＤ患者出现意外偏差时应考虑行头
颅ＭＲＩ检查；怀疑存在癫痫时也应考虑行脑电图检查［７］。

４　治疗
ＡＡＤＣＤ治疗总的原则是循序渐进，剂量先低后慢，

停药／逐步停药。常采取多种药物治疗，选择性多巴胺
受体激动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为一线治疗药物，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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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胆碱能药物、褪黑素、苯二氮 类药物和肾上腺受

体阻滞剂对症支持治疗。多学科团队的参与是ＡＡＤＣＤ
患者治疗中必不可少的。

４．１　推荐的药物治疗方法　根据ＡＡＤＣＤ的发病机制
及病因，目前主要的一线治疗药物主要有维生素Ｂ６类吡
哆醇、５磷酸吡哆醛及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多巴丝肼、罗匹
尼罗、罗替戈汀等，具体药物、使用方法及剂量见表２。

４．２　辅助治疗
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 ＡＡＤＣＤ辅助医疗方面的相

关报道，但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物理治疗、语言治疗、职业

治疗、喂养和营养评估等（神经）心理治疗和支持对促进

发育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必不可少。

ＡＡＤＣＤ的基因治疗目前正在研究中。临床试验结果
将决定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实施这种有希望的治疗方法。

表２　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推荐药物及剂量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ｄｏｓｅｓｉｎ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分类 药物 原理 推荐剂量 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

一线

药物

维生素Ｂ６
吡哆醇（ＶＢ６） 作为辅助因子调节

ＡＡＤＣ活性
开始：１００μｇ／ｄ，分２次服
用，最大剂量２００μｇ／ｄ

一般耐受性好，偶伴恶心、呕吐表现。长

期大剂量使用可引起严重的感觉运动

多神经病

５磷酸吡哆醛 作为辅助因子调节

ＡＡＤＣ活性
开始：１００μｇ／ｄ，分２次服
用，最大剂量２００μｇ／ｄ

长期大剂量使用可导致严重的感觉运动

多神经病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多巴丝肼 非麦角衍生物Ｄ２受
体激动剂，亲 Ｄ３
受体亚型

从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ｍｇ／（ｋｇ·ｄ）
开始，分１、２次给药，每
３～７ｄ增 加 ０．００５
ｍｇ／（ｋｇ·ｄ），最大剂量
为０．０７５ｍｇ／ｋｇ或 ３．３
ｍｇ／ｄ

服用本药要注意盐和碱的区别

可与食物同时服用

不良反应：可导致运动障碍

罗匹尼罗 非麦角衍生Ｄ２受体
激动剂，亲 Ｄ４受
体亚型

从０．２５ｍｇ／ｄ开始，每日１
次，睡前２ｈ服用；每３～
７ｄ增加０．５～４．０ｍｇ／ｄ，
分３次服用，最大剂量为
０．３ｍｇ／（ｋｇ·ｄ）或２４ｍｇ／ｄ

严重肾功能障碍者禁用

可与食物同服

可增加运动障碍的风险

罗替戈汀 非麦角衍生物Ｄ２受
体激动剂，亲 Ｄ５
受体亚型；对 Ｄ１、
Ｄ２、Ｄ５、α２Ｂ和 ５
羟色胺受体 ＩＡ亚
型均有影响

＞１２岁且 ＞１５ｋｇ：起始剂
量为 ２ｍｇ／ｄ；每周增加
２ｍｇ，最大剂量不超过
８ｍｇ／ｄ。

缺乏用于年龄 ＜１２岁和体质量 ＜１５ｋｇ
的儿童的临床数据

较低剂量就会引起运动障碍，故临床上

起始需从小剂量开始，且缓慢增加药

物剂量

不良反应：有３０％常发生皮肤反应；亚硫
酸盐可导致过敏反应；行 ＭＲＩ／心电图
时应取下贴片（含有铝成分）

溴隐亭 麦角蛋白衍生物，具

有Ｄ１受体拮抗作
用的Ｄ２受体激动
剂

起始剂量：０．１ｍｇ／（ｋｇ·ｄ）
［最高１．２５ｍｇ／（ｋｇ·ｄ）］；
每周增加０．１ｍｇ／（ｋｇ·ｄ）
（最高１．２５ｍｇ／ｄ）；最大剂
量０．５ｍｇ／（ｋｇ·ｄ）（或３０
ｍｇ／ｄ），分２、３次

该药不作为首选药物；

与食物同时服用；

一般不引起纤维化，但需应考虑并发心

脏损害的风险，故使用前和使用中均

要进行心脏检查，故应该维持最低有

效剂量，剂量越大风险越大，成年人最

大剂量为３０ｍｇ／ｄ

培高利特／卡麦
角林

麦角衍生物 无 因纤维化并发症风险较高而不使用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丙炔苯丙胺 单胺氧化酶 Ｂ抑制
剂（高剂量非选择

性）

起始剂量：０．１ｍｇ／（ｋｇ·ｄ），
分２、３次服用，每２周增
加１次，０．１ｍｇ／（ｋｇ·ｄ），
最大剂量０．３ｍｇ／（ｋｇ·ｄ）
（或１０ｍｇ／ｄ）

早上和中午服用，如有失眠则避免夜间

服用，舌下服用剂量应减少

反苯环丙胺 非选择性单胺氧

化酶 Ａ和 Ｂ
抑制剂

起始剂量：０．１ｍｇ／
（ｋｇ·ｄ），分 ２次
服用，每２周增加
１ 次，０．１ ｍｇ／
（ｋｇ·ｄ），最大剂量
０．５ｍｇ／（ｋｇ·ｄ）
（或３０ｍｇ）

早上和中午服用，如有失

眠情况，应避免在夜间

服用

会出现“奶酪效应”（当摄入

高含量酪胺的食物时，就

会出现高血压危机）由于

其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

和肾上腺素水平较低，

ＡＡＤＣ缺乏症患者不太可
能出现高血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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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推荐药物及剂量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ｄｏｓｅｓｉｎ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分类 药物 原理 推荐剂量 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

额外

症状

的治

疗

抗胆碱能类（肌张力障

碍／自主症状
苯海索 抗胆碱能药物 ＜１５ｋｇ：起始剂量０．５～

１．０ｍｇ／ｄ，一次口服，每
３～７ｄ增加１次，１ｍｇ／ｄ，
分２～４次服用
＞１５ｋｇ：起始剂量２ｍｇ／ｄ，
分２次服用，每３～７ｄ增
加２ｍｇ／ｄ，分２～４次服用
有效剂量范围：６～６０ｍｇ
最大剂量：＜１０ｋｇ３０ｍｇ／ｄ；
＞１０ｋｇ６０ｍｇ／ｄ

年龄越小对该药的耐受性越好，最大剂

量可达１５ｍｇ／ｄ
大剂量用药有镇静作用

苯托品（抗胆碱

碱能药）

中枢作用的抗胆碱

能药

起始剂量１ｍｇ，分２次服
用，每周增加４ｍｇ／ｄ

抗胆碱能不良反应：口干，眼干，迷离视

力（瞳孔扩大），尿潴留，便秘

大剂量有镇静作用

鼻塞 羟甲唑啉或羟咪

唑啉滴鼻液

肾上腺素 α受体激
动剂导致局部血

管收缩

药物使用剂量遵循年龄用

药指南，慢性患者尽量

从最低剂量开始使用

由于ＡＡＤＣ缺乏症患者的多巴胺、去甲
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水平较高，如果

同时使用单胺酶抑制剂，则尽量包括

不治疗的间歇周保留药物治疗间歇

期，以预防高血压危象发生

睡眠问题 褪黑激素；Ｎ乙
酰５甲 氧 基
色胺

调节睡眠和昼夜循

环

起始剂量３ｍｇ／ｄ，在睡前４
ｈ给药最大剂量 ５～
８ｍｇ／ｄ

早期治疗时可出现短暂夜惊的表现，存

在种族差异

易怒、睡眠障碍 可乐定 中心作用的降压药，

α２受体激动剂
起始剂量０．１ｍｇ／ｄ，睡前
服用

最大剂量３ｍｇ／ｄ

用药期间需监测血压

大剂量有镇静作用

特殊

情况

左旋多巴结合位点变异 不含卡比多巴的

左旋多巴

ＡＡＤＣ形成多巴胺的
底物，对某些结合

位点变异有效

起始剂量０．５～１．０ｍｇ／（ｋｇ·ｄ），
分３次服用，每周增加２次
１ｍｇ／ｋｇ至５ｍｇ／（ｋｇ·ｄ）；
只有在临床有效的情况

下，方可进一步增加至

最高１５ｍｇ／（ｋｇ·ｄ）

只有在已知结合位点变异的情况下，才

从一线处理开始。否则，当临床情况

稳定时，考虑为期２个月的三线治疗
（病情恶化者则少于２个月）。治疗期
间需监测脑脊液中５ＭＴＨＦ的水平

低５ＭＴＨＦ脑脊液 叶 酸，叶 醛 酸

（钙）

左旋多巴过量甲基

化可引起甲基供

体的耗竭

１～２ｍｇ／（ｋｇ·ｄ），最大剂
量２０ｍｇ／ｄ

只有在脑脊液中５ＭＴＨＦ含量较低时才
使用左旋多巴治疗，治疗期间需监测

脑脊液５ＭＴＨＦ水平

　　注：ＡＡＤＣ：芳香族Ｌ氨基酸脱羧酶；５ＭＴＨＦ：５甲基四氢叶酸　ＡＡＤＣ：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５－ＭＴＨＦ：５－Ｍｅｔｈｙｌ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

５　并发症
从病理生理学角度来看，由于组织胆碱能受体缺乏

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导致 ＡＡＤＣＤ患者出现心脏并发
症，如心动过缓［１６］、心脏骤停［１２］等，所以应在有条件的

医疗机构进行定期的心脏筛查（包括心电图和超声心动

图）及临床评估。

严重运动损伤的 ＡＡＤＣＤ患者会出现骨骼系统的
并发症，少数患者会出现肌肉挛缩［１０，１７］。专家建议在当

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多学科的随访及治疗，包括臀

部和脊柱的Ｘ线片检查及康复锻炼治疗。
由于ＡＡＤＣＤ患者存在进食、吞咽障碍、活动能力下降

及反复住院治疗的情况，该类患者将会发生致命性的感染。

鉴于ＡＡＤＣＤ患者免疫功能降低，专家建议在感染期间对患
者进行严密监测，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接种疫苗。

６　随访及预防
ＡＡＤＣＤ患者应至少每年由有运动障碍或神经代谢

疾病治疗经验的儿童神经科医师诊治，最好是有多学科

的参与。可以通过测定羊水中的３ＯＭＤ、５羟色氨酸和

ＬＤｏｐａ的含量来进行产前诊断，但最可靠的方法是对绒
毛膜绒毛或羊水细胞进行遗传分析。专家建议ＡＡＤＣＤ
患者都要有一张急诊卡，包括关于ＡＡＤＣＤ的简短信息、
可能的并发症及避免这种疾病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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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单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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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２０年《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原《实用儿科临床杂志》）是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新乡医学院承办的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是以儿科临床与基础研究为主要报道内

容的儿科学类核心期刊。本刊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
来源期刊，儿科学类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
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精品科技期刊，被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ＳｉｎｏＭｅｄ）、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清华大学
ＡＭｉｎｅｒ数据平台、《中国学术期刊文摘》、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美国
《化学文摘》、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波兰《哥白尼文

摘》、英国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文摘、剑桥科学文摘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数据库、ＷＨＯ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ＷＰＲＩＭ）、美国
《乌利希期刊指南》等国内外数十家权威数据库收录。本刊以

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贯彻理论与实践、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反映国内外儿科医疗、科研等方面的新理

论、新技术、新成果、新进展，促进学术交流为办刊宗旨。辟有述

评、专家论坛、论著、小儿神经基础与临床、中西医结合、实验研

究、儿童保健、药物与临床、综述、小儿外科、病例报告、临床应用

研究、标准·方案·指南、指南解读等栏目。以各级医院儿科医

务工作者，各高等医学院校、科研院所儿科医教研人员，各级图

书馆（室）、科技情报研究院（所）研究人员等为读者对象。欢迎

广大儿科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教研人员踊跃投稿。本刊为半

月刊，Ａ４开本，８０页，无光铜版纸印刷，每月５日、２０日出版。
ＣＮ１０１０７０／Ｒ，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２８Ｘ，ＣＯＤＥＮＳＥＬＺＢＪ，Ｄｅｗｅｙ＃：６１８．９２。
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３６－１０２，国外邮发代号：
ＳＭ１７６３。可通过全国各地邮局订阅，也可与本刊编辑部直接联
系订阅邮购。国内定价：１２．００元／期，２８８００元／年；国外定价：
１２００美元／期，２８８．００美元／年。

欲浏览本刊或有投稿意向，请登录本刊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ｚｈｓｙｅｋｌｃｚｚ．ｃｏｍ）注册，网站提供免费全文阅读。联系地址：４５３００３
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６０１号新乡医学院《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
志》编辑部。联系电话：０３７３－３０２９１４４，０３７３－３８３１４５６；传真：
０３７３－３０２９１４４；电子信箱：ｚｈｓｙｅｋｌｃｚｚ＠１６３．ｃｏｍ；ｃｊａｃｐ＠ｃｍａｐｈ．
ｏｒｇ。请登录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远程稿件管理系统（ｈｔｔｐ：／／
ｃｍａｓｅ．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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