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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卫生部在 2010 年 7 月 21 日发布食品
安全法实施以来的首个食品安全预警公告中，就食品中毒等进行预警，在预
警中明确要求对熟食卤菜制售者应严格管理亚硝酸盐; 该公告特别提醒，熟
食卤菜制售单位应严格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和管理，设置专门场所保管
亚硝酸盐，并严格标记和使用管理，防止误食误用。卫生部在 2011 年第 21
号关于预防和控制食物中毒发生的预警公告中又将严防亚硝酸盐引发的食
物中毒预警放在第一位，该公告进一步要求集体食堂和餐饮业要加强管理，
严禁购买、使用工业用盐，防止误食亚硝酸盐。建筑工地要加强对工业用亚
硝酸盐的管理，标识要醒目，要有专人管理，严禁与其他食物及原料混放。
集体食堂和餐饮业要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正确使用亚硝酸盐，
严禁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对用作食品添加剂的亚硝酸
盐的生产、流通环节加强监管。但在这连续的预警公告过后仍有危害案件
的发生，更好的防范举措也就只有在餐饮服务领域禁用了。
5 从预防亚硝酸盐食物中毒关键控制点( HACCP) 原理分析餐饮服务单位
禁用亚硝酸盐的正确性

HACCP 质量控制体系是科学、经济、实用的限定性不利因素预防性食品
安全质量控制体系之一，就当前餐饮服务经营过程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
酸盐的危害分析看，严禁餐饮服务单位购买、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
盐是预防亚硝酸盐食物中毒事件的关键控制点。就近年来关于亚硝酸盐危
害分析的报道大多都与餐饮服务经营过程有关。如刘大星等［6］对 2004———
2008 年国内化学性食物中毒文献分析发现化学性食物中毒的主要中毒因子
中亚硝酸盐为首位，占了 49． 74% ; 张彩虹对珠海市餐饮业中添加非食用物
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情况监测数据分析结果中各类添加剂指标总体检出率
为 72． 22% ，超过规定使用限量样品检出率为 9． 03% ，超出使用范围样品检
出率为 32． 64% ，超标 /超范围项目为合成色素、硝酸盐、铝、苯甲酸、甜蜜

素［7］。据调查，目前在餐饮服务中使用食品添加剂现象很普遍，同时存在着
使用添加剂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8］。当前已经确认了餐饮服务经营过程的
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潜在的危害。针对这种危害采取的禁用措施是
非常正确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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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保健枕的开发与颈椎病的预防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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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磁保健枕的结构以及对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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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人们保健意识的薄弱，长

期伏案工作或久坐使颈椎病罹患人群日益增加，颈椎病严重危害着人们的
身体健康。现在对于颈椎病的治疗缺乏有效的药物和手段，临床医学治疗
不能彻底有效地根除颈椎病，加强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变得更具有实际意
义，人们需要一种省时、省力、方便实用的治疗颈椎病的方法。人的一生三
分之一在床上度过，科学地使用枕头不仅能够保障睡眠，延长深度睡眠时
间，而且是对颈椎进行保健和护理的一种非常理想的手段。
2 磁保健枕的结构

磁保健枕头由枕套和磁保健枕芯组成。枕套采用全新工艺处理的高级
提花面料，由天丝、涤纶精织而成，图案简约大方，错落有致，紧贴身体，倍感
舒适。面料经过防污处理，如有沾渍用布沾清水和少量清洁剂擦洗即可。
枕芯由慢回弹聚氨酯呼吸棉和天然乳胶组成。慢回弹呼吸棉主体上镶嵌有
3 根表面磁感应强度为 1800Gs 的稀土柔性宽带磁条，并且科学排布 31 颗
1800Gs 永久磁石，大大增强了磁场作用面积和枕头上方空间磁场的有效磁
通量，人在睡眠中即可自然受用磁场，起到磁保健的效果。慢回弹呼吸棉上
贴覆天然乳胶层，具有极佳的舒适性和透气性，不易变形，其特有的弹性和
服帖性让乳胶可承受不同的头部重量，促进血液循环，有效缓解脑部疲劳。
枕芯由酷立体网布包覆，采用点状双面压花工艺处理，具有防滑，疏气性强
等特质。

3 磁保健枕的作用原理
3． 1 人体工程学设计 枕头过高或过低或枕在后头部都不符合颈椎的生
理曲度，在颈部肌肉和韧带牵引力的作用下引发骨质增生，破坏颈椎的自然
曲度，使颈部的神经血管受压，并且损伤椎间软组织。枕头实际上是枕在颈
部，磁疗枕选用慢回弹呼吸棉作为枕芯基体，其主要成分为发泡聚氨酯，可
以限制材料压下或回弹时的变形速度，提供舒适的支撑硬度同时能感知、记
忆头颈曲线，依照起伏完美塑形，服帖保护头部与颈部，使头颈部都处于无

压力状态，具有很好的缓冲作用。枕头的上表面采用大波浪形设计，完全适
应了颈椎的生理曲度，使颈椎自然舒展，大大减弱颈部肌肉和韧带的牵引
力，释放椎间盘的压力，矫正颈部生理曲度，松弛颈部韧带和肌肉，扩张血
管，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脑部疲劳与酸痛，使头部与颈椎得到完全的放松和
休息。
3． 2 磁场对于颈头部的保健作用 枕头过高过低都会造成头部供血不均
衡，磁保健枕对心脑血管病起到很好的保健和缓减作用。比如我们通常讲
的血粘度高，一方面是红血球的凝聚度，另一方面是血浆的粘度，血液凝聚
度和红血球的变形共同作用造成血粘度增高。红细胞表面有一层负电荷，
在磁场作用下，红细胞表面的负电荷数量增加，凝聚在一起的红细胞因同极
排斥而分散开来，游离性增强，血液粘度降低。要想完全抗血栓，只解决血
液的粘度是不够的，还要解决红细胞的变形性。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红细胞
变形后的自我恢复能力减弱，必须借助外力，磁场能使红细胞变形恢复，从
而促进脑部血液循环，加强脑部营养和组织代谢，提高睡眠质量。磁场可以
缓减颈部肌肉痉挛，降低肌肉张力，缓解疲劳，解除颈部肌肉酸痛，同时抑制
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1］。

磁保健枕靠头部的磁体均为圆形的磁石，靠颈部的磁体为圆形和磁石
和矩形磁条的组合，并且有相对应的圆形或矩形凹槽，针对人体头部和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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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通过磁石和磁条的合理分布，形成对头部和颈部不同的有效磁疗环境。
人体颈部血管和神经较多，磁保健枕在颈托位置采用特殊设计，稀土柔性宽
带永久磁条采用小磁极距的多极充磁磁路，可以有效增加磁力线的发射面
积，使得磁保健效果更加优越。
4 结 语

理疗是二十一世纪最为绿色的治疗方法之一，磁疗产品由于其安全、非

侵入性、无毒副作用的特质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睐，磁保健枕的开发对于
颈椎病具有很好的预防保健作用，有利于颈椎病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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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的危害和人文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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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流产是妇产科门诊常见小手术，经常多次的手术会造成对女性的伤害，正确执行操作程序，预防并发症和感染是减轻对女性伤害的关键，

保护女性生殖机能，人文关怀，调整女性健康生殖周期，做我国国情国策的优良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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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 3969 / j． issn． 1004 － 7484( s) ． 2013． 01． 603 文章编号: 1004 － 7484( 2013) － 01 － 0501 － 01

在爱情和婚姻的旅途上，妊娠是人类自然繁衍的必然现象，由于种种因
素非意愿怀孕需要阻断妊娠，在妊娠早期，人们普遍选择人工流产。而人工
流产是避孕失败后一种迫不得已的补救措施。虽然半个世纪以来，人工流
产技术日趋完善，但是人工流产造成女性的危害仍不可忽视，人工流产次数
越多，流产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发生率越高，重复流产现象不容乐观，术中风
险和术后并发症上升。重复人工流产率逐年上升达 50%［1］，从临床实践中
发现，人工流产和重复人工流产受术者身心及生育能力会受到不同程度
损害。
1 常见的人工流产危害归纳
1． 1 不当人流引起人工流产综合症，语言，环境，术者的态度等不良刺激可
导致患者面色苍白，大汗漓淋，头晕胸闷，心跳减速，血压下降等现象。粗暴
操作不全人流引发大出血，人工流产会破坏人体的正常防御机制，阴道和宫
口扩张及操作会导致细菌上行性感染，破坏宫颈及子宫内膜组织，引起月经
过少或闭经，有时还会有一些经血逆流，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对宫颈的牵
拉和宫壁的搔刮会造成疼痛性晕厥，粗暴的操作甚至有可能子宫穿孔，更有
甚者，压力不匀导致空气栓塞。危及患者生命。
1． 2 子宫是女性体内重要器官，不但孕育胎儿，更重要的是平衡女性各项
激素、维持身体魅力。生育作为女人重要的生理现象，自然会引起身体机能
的显著变化，最典型的就是女性孕激素和雌激素的显著变化，在这个时期，
如果人为地中断妊娠，必须会引起激素水平急骤下降，导致内分泌失调，出
现月经过少、闭经和月经不调现象，干扰生理周期，引起容颜衰老倦怠，出现
黄褐斑。
1． 3 不当人流剥夺了女性生育权，卫生条件恶劣，手术方法不当，短期反复
人流，给女性身体带来巨大伤害，轻则月经失调、慢性盆腔炎、内膜异位症，
重则引起自然或习惯性流产，妊娠或分娩并发症。内膜损伤会造成宫颈的
粘连或松弛，临床结局可能造成继发不孕。如果妊娠，也可造成妊娠结局异
常，如异位妊娠、早产、反复流产、胎盘异常等。
1． 4 多次人流导致全身机能下降，出现贫血、苍白无力、疲劳、腰膝酸软感
觉，反复人流手术会造成上行性感染，且许多病毒在生殖道子宫内聚集，引
起白带过多、色黄，异味、搔痒，盆腔感染、腰膝酸痛等诸多不适现象。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一直提倡计划生育，以及人们计划生育的自发意识
增强，非意愿怀孕常有发生，人工流产手术还在大量的进行着，很有必要对
流产后女性进行人为干预，保护她们的健康和生育能力，流产后子宫卵巢等
生殖器官要恢复到正常状态，要一段时间进行适宜的调理，调理适宜，则此
后的身体状态不会差许多。人为地终止妊娠，体内的内分泌水平急剧下降，
没有一个缓慢的适应过程，这对人体是一个潜在的隐性打击，人流后的关怀
保养有些危害是可以避免的。
2 人工流产后对女性的关怀

人工流产在门诊手术中虽然不大，但是经常进行。我国每年有 800 到

1300 万女性进行人工流产手术［2］，医生作为计划生育国策的宣传教育者，
未来民族健康传承人，不仅要求医生手术熟练，医德高尚，既要保护她们的
隐私，又要减轻她们的痛苦，还有义务在术中术后指导受术者安全度过这一
时期。
2． 1 改善消极情绪 人工流产不仅对女性生殖系统造成损害，还会对女性
的心理造成伤害，手术时减轻心理负担、降低疼痛。疼痛反应的轻重与疼痛
刺激的部位、强度、频率有密切关系，在扩宫颈时会感到不舒服，应提前暗示
或者告之她们，嘱咐其张口呼吸，吸宫时是最疼痛的时刻，应主动给予关心，
嘱其忍耐一下，手法娴熟以减轻痛苦。心理安慰也是人工流产女性的重要
健康需求，术中痛苦少，术后并发心理障碍相应少。相当多的女性，手术后
有严重的忧郁症，改善消极的方法，需要认识忧郁及时医治，身边人如男友，
老公朋友亲人的关心，细致入微的照顾，合理的饮食，和营养，调理身体，适
当休息后逐步增加活动量，让她从流产的阴影中走出来。快乐拥抱和享受
生活。
2． 2 立即有效避孕，避免重复妊娠及流产 在人工流产时除了宣传避孕的
重要性外，常常对符合上节育环的女性立即使用节育环有效避孕，对于不适
合节育器的女性，还要根据女性的身心特点，指导选择适合有效的避孕方
式，常以安全套或口服避孕药首选。
2． 3 保护生育能力，预防并发症 人工流产引起女性子宫的损伤是直接
的，如宫颈撕裂、穿孔间接损伤感染引起生殖系统慢性炎症，导致宫腔炎、盆
腔炎、宫腔粘连、宫腔变形、继发不孕，或妊娠质量下降，子宫损伤或宫颈松
弛，使妊娠子宫难以为继而流产，或胎盘植入异常，引起孕晚期损害。几种
炎症是危害女性生殖功能异常的关键环节，因此提供手术者水平，预防流产
倂发症是保护女性生殖功能的关键，在人工流产术后，及时使用抗生素避免
感染。加强营养适时休息，遇以下几种情况应及时到医院就诊:①阴道出血
多于平时月经量;②阴道出血时间超过一周; ③白带增多并且有难闻的气
味;④下腹痛，发热，全身不适或乏力;⑤妊娠反应不消失。避免以上几种情
况的发生能有效的控制感染等并发症。
2． 4 提高生活质量 流产后女性常有容颜焦悴面色蜡黄之貌。这是激素
失调所致，激发他们的生活热情，提高生活质量十分重要，即要营养又要控
制体重，缓解压力，杜绝歧视，减少手术损伤与预防感染改善消极情绪。调
整生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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