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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应用
杨军

杨太明

刘燕

【关键词】血液灌注ｆ血液透析；胰腺炎，急性

本院采用血液灌流（ＨＰ）联合血液

表１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后症状恢复情况及病死率

透析（ＨＤ）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ＡＰ）
患者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报告如下。
１临床资料
１．１病例资料：按完全随机设计原则将
本院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收住院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的１６例ＳＡＰ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每组８例。经上腹部增强ＣＴ检查证

疗后症状改善情况；于治疗前及治疗

致其总治愈率不能再提高、疗程过长等

实胰腺均有不同程度坏死，符合ＳＡＰ诊

２周后检测血生化指标。

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急性胰腺炎

断标准。治疗组中男７例，女１例；年龄

１．４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土标

（ＡＰ）病理生理过程的逐步揭示，特别是

２５～６２岁，平均４２岁，ＡＰ分型：非胆源

准差（ｚ士ｓ）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

１９８８年Ｒｉｎｄｅｒｎｅｃｈｔ提出了ＡＰ的白细

性６例，胆源性２例。对照组中男６例，

以率表示，采用妒检验，Ｐ＜ｏ．０５为差

胞过度激活学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提

女２例；年龄２０～６８岁，平均４４岁；ＡＰ

异有统计学意义。

出关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和

分型：非胆源性５例，胆源性３例。

２结

脓毒症等概念，由此带来了治疗观念的

１．２治疗方法

２．１两组症状恢复情况、所需时间及病

变革，国内外掀起对抗或清除过度炎症

１．２．１对照组：患者确诊后给予内科中

死率比较（表１）：治疗组治疗２周后ＣＴ

反应大量释放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治疗

西医结合保守治疗，禁饮、禁食，持续胃

分级恢复至１～２级，腹痛消失、大便通

ＡＰ的热潮【ｌ。５ｊ。

肠减压及积极使用抗生素，给予奥曲肽

畅、血象及饮食恢复正常所需时间均较

由于炎症介质具有“瀑布样”级联反

Ｏ．６

对照组明显缩短（均Ｐ＜Ｏ．０５），病死率

应以及“网络性”等特点，所以早期预防

中心静脉压积极补液，维持水、电解质及

较对照组降低（Ｐ＜Ｏ．０５）。

和清除炎症介质可以从根本环节上阻断

酸碱平衡，同时给予大黄水溶液鼻饲及

２．２两组症状改善情况及血生化指标

炎症放大反应，防止ＳＡＰ病情的进一步

保留灌肠、芒硝外敷腹部治疗。

比较（表２）：治疗组８例患者ＨＰ／ＨＤ治

发展和恶化，保护重要器官，或减轻器官

１．２．２治疗组：在对照组内科中西医结

疗１～３次后症状及各项指标均较前明

损害，有利于器官功能的恢复，从而改善

合保守治疗的同时给予ＨＰ联合ＨＤ治

显好转（Ｐ＜Ｏ．０５或尸＜ｏ．０１），其中

患者预后，提高救治成功率［３］。

疗。行股静脉穿刺留置单针双腔导管建

１例意识障碍患者于治疗后清醒，４例急

目前采用的方法有两大类：其一是

立血管通路，将ＨＡ３３０型大孔树脂灌流

性肾功能不全患者治疗后肾功能明显恢

抗体中和，即采用细胞因子抗体中和相

器串联于透析器前，行ＨＰ联合ＨＤ治

复，８例患者腹痛及腹胀均明显好转。

应的细胞因子，由于细胞因子具有强烈

疗。血流量２００ ｍｌ／ｍｉｎ，首剂肝素Ｏ．８～

３讨论

ｍｇ／ｄ输液泵持续静脉输注，并根据

果

的“网络性”等特点，单纯针对某一种或

ｍｇ／ｋｇ，追加量１２～１４ ｍｇ／ｈ，有出

ＳＡＰ病程凶险，变化迅速复杂，并

几种细胞因子的抗体未能收到明显效

血倾向者使用低分子肝素。总治疗时间

发症多，病死率高。有专家提出：由于从

果；其二是血液净化，主要是利用血液吸

ｈｆ连续治疗５次。本研究符合伦理学

２０世纪中期一直倡导早期手术治疗，首

附或透析等方法清除血液中过多的细胞

１．０

２

标准，均取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先处理坏死胰腺感染，但未针对加重病

因子，重塑免疫平衡。国内外大量的实验

Ｉ．３检测指标及方法：观察两组患者治

情的细胞因子及炎症介质，这可能是导

和临床结果均已证实该方法具有更好的

表２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前后血生化指标的变化（；士ｓ）

注；ＡＬＴ；丙氨酸转氨酶，ＡＳＴ：天冬氨酸转氨酶。ＣＲＰ：Ｃ一反应蛋白，ＴＢｉｌ：总胆红素，ＡＭＹ；淀粉酶，ＢＵＮ：尿素氟，ｃｒ：肌酐Ｉ与本组治疗前
比较，‘Ｐ＜０．０１，６Ｐ＜Ｏ．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ｃＰ＜０．０５。ｏＰ＜Ｏ．０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庙ｓｎ．１００３一０６０３．２０１０．０４．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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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可使ＳＡＰ的救治成功率及预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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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Ｎｏｒｍａｎ Ｊ．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到较大的提高［２‘‘ｊ，但还需要更大量的临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床样本提供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ｉｎ

Ｓｕｒｇ，１９９８，１７５：７６—８３．

ＨＰ联合ＨＤ治疗优势互补，通过
ＨＤ弥散清除大量胆红素、ＢＵＮ及ｃｒ

志。２００５，１７：２４４—２４６．

［２］沈劲．游章立，王应国．血液灌流／透析

［５］王玉琴．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滤过治

在急性重症胰腺炎并ＭＯＤｓ的临床应

疗高脂血症性重症急性胰腺炎８例．中

用．中国血液净化，２００３，２：１６３．

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２００９·１６；２６８．

等小分子物质，同时超滤过多水分，维持
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通过ＨＰ清除大

［３］王曦．日间持续性血液净化加血液吸附

量炎症介质及炎症因子，在ＳＡＰ患者的

灌流治疗重症胰腺炎合并多器官功能

（收穑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１３）

治疗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

障碍综合征．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本文编辑：李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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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承气汤治疗急性胰腺炎３２例
姜长贵
【关键词】胰腺炎，急性；

大承气汤；

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８年４月，笔者以

中西医结合疗法

ｍｇ（加葡萄糖溶液３００ ｍ１）静脉滴

素一１（ＩＬ一１）对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

大承气汤治疗３２例急性水肿性胰腺炎

注，每日１次，４ ｄ后加贝酯减量为

义［１４］。因此，笔者选用具有解毒散结、理

（ＡＥＰ）患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将体

１００

ｍｇ。两组疗程均为７ ｄ。观察两组治

气化瘀、通腑泄浊之功效的大承气汤治

会报告如下。

疗前后血、尿淀粉酶及腹部Ｂ超。

疗ＡＰ切中病机，特别在改善临床症状、

ｌ临床资料

１．３疗效判定标准：临床症状、体征消

体征方面疗效较好。大承气汤方中大黄

１．１病例：中药治疗组３２例ＡＥＰ患者

失，血常规及血、尿淀粉酶恢复正常，Ｂ

通里攻下，荡涤肠胃实热，活血化瘀，清

中男２１例，女１１例，年龄３４～５６岁，平

超复查胰腺形态及回声恢复正常为治

热解毒，能改善临床中毒症状，从而达到

均４２．Ｏ岁；病程６ ｈ～４ ｄ，平均１．２

ｄ；

愈。症状、体征明显减轻，血常规及血、尿

通则不痛的作用；芒硝软坚散结，协大黄

胆源性“例，酒精性８例。暴饮暴食

淀粉酶正常或明显改善，Ｂ超显示胰腺

荡涤速下；枳实下气化滞，宽肠消胀；厚

６例，手术后１例，原因不明３例；白细

水肿减轻为好转。未达标准为无效。

朴消痞除满。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大黄、

胞计数（１０～１５）×１０９／Ｌ ８例、＞

１．４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ｒ检

芒硝对胰蛋白酶、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

１５×１０９／Ｌ ２４例，血淀粉酶＞３５０ Ｕ／Ｌ

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活性具有全面的抑制作用，对不同炎症

１１例、＞５００ Ｕ／Ｌ ２１例，尿淀粉酶＞

１．５结果：治疗组治愈２０例（６２．５％），

模型有显著的对抗作用，并具有较强的

Ｕ／Ｌ ９例、＞８００Ｕ／Ｌ ２３例。以同期

好转９例（２８．１％），总有效率９０．６％；

消炎利胆、促进肠蠕动、解除肠麻痹、清

西药治疗的２０例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３００

３００

对照组治愈９例（４５．ｏ％），好转９例

除肠内有毒物质的作用。大黄活血化瘀，

１４例，女６例；年龄２８～５５岁，平均

（４５．ｏ％），总有效率９０．ｏ％；两组总有

能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胰腺微循环，加

３８．５岁；病程３ ｈ～４ ｄ，平均１．４ ｄ；胆源

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速胰腺组织修复，促进炎症水肿吸收，减

性８例，酒精性６例，暴饮暴食３例，慢

Ｏ．０５），但治疗组在改善临床症状、体征

轻胰腺损伤，有效阻止病情的发展一］。

性胰腺炎１例，原因不明２例；白细胞计

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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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１０～１５）×１０９／Ｌ ８例、＞１５×１０９／Ｌ

２讨论

Ｕ／Ｌ ６例、＞

急性胰腺炎（ＡＰ）属中医“腹痛”、

１４例，尿淀粉酶＞３００ Ｕ／Ｌ

“胃脘痛”范畴，病因多因外邪侵袭、暴饮

１２例，血淀粉酶＞３５０
５００

Ｕ／Ｌ

５例、＞８００Ｕ／Ｌ １５例。
１．２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禁食１～
２

ｄ，行胃肠减压，输液维持水、电解质平

衡及解痉镇痛等综合治疗。治疗组加用
大承气汤［组成：大黄３０ ｇ，芒硝１０

ｇ

（冲服），枳实１０ ｇ，厚朴１５ ｇ］，每日
１剂，水煎，分３次温服，用药后以每日
大便３～５次为宜。对照组加用加贝醇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一０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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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中国中

终致气滞血瘀。腑气痞塞而出现临床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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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理论上认为本病实多虚少，故
制定了“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的
理论。在治疗方面。目前主张积极、有效、

大鼠小肠深部肌问神经丛神经一Ｃａｊａｌ问
质细胞一平滑肌网络结构损伤的研究．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２００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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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的非手术治疗方法已逐渐形成共
识，尽早阻止级联放大的炎症反应是治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一１４）

疗的关键，早期清除体内致炎因子特别

（本文编辑：李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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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随机分为三组:血液灌流+血液透析(HDP)组、血液透析(HD)组和血液透析滤过(HDF)组,比较三组单次治疗对血清β2-MG和PTH的清除率.[结果]①HD组、
HDF组和HDP组均能有效清除血清尿素氮(BUN)、肌酐(Scr)和血磷(P<0.01).②HDP组与HDF组治疗前后血清β2-MG和PTH均显著下降(P<0.01),HD组治疗前后
血清β2-MG和PTH均无显著下降(P>0.05);③HDP组与HDF组对β2-MG和PTH的清除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此两组的清除率与HD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
性(P<0.01).[结论]HDP与HDF可有效清除β2-MG及PTH;HD不能有效清除β2-MG及PTH.

2.期刊论文 刘冰.韩玉平.高华 强化血液灌注救治百草枯中毒疗效分析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4,16(7)
百草枯中毒可造成多器官损害,常规治疗效果极差.传统血液灌注(HP)方法虽疗效优于常规治疗,但救治成功率仍不尽人意.我院自1999年后采用强化
HP方法进行救治,报告如下.

3.期刊论文 王宇.周立杰.王健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药物中毒的护理体会 -吉林医学2009,30(18)
目的: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药物中毒,观察其在治疗中毒过程中的效果.方法:采用股静脉或颈外静脉插入单针双腔中心导管,必要时采用桡
动脉-贵要静脉,足背动脉-大隐静脉直接穿刺建立血液通路,灌流器接在透析器之前,2h后去除灌流器,继续血液透析1～2h.治疗过程中严密观察病情变化
及血液通路,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结果:本组15例,除1例死亡外,其余均治愈出院.讨论:应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药物及毒物中毒能迅速降低体
内毒物,改善中毒症状.

4.期刊论文 吴思军.Wu Sijun 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抢救急性重症中毒的临床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32(2)
[目的]探讨血液灌流加血液透析的方法和疗效,分析急性中毒患者血清TNF-α及IL-6含量与治疗和预后相关性.[方法]抽取急性中毒患者治疗前后静
脉血,血清TNF-α及IL-6含量检测采用放免测定方法,血液灌流加血液透析治疗急性药物、毒物中毒患者30例,比较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TNF-α、IL-6含量
.[结果]30例中,痊愈27例(90.0%),死亡3例;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TNF-α、IL-6含量高低有显著性差异(P<0.01),且其含量愈高,则死亡率愈高.[结论]血清
中TNF-α、IL-6参与其发病和病理过程,治疗效果及预后与之相关;血液灌流加血液透析是急性重症中毒抢救的最佳选择方案之一.

5.期刊论文 常淑莹.马灵草.常雯雯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药物及毒物中毒临床体会 -实用诊断与治疗杂
志2006,20(1)
目的: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药物中毒,以观察其在治疗中毒的疗效.方法:采用股静脉或颈外静脉插入单针双腔中心导管,建立血液通路,灌
流器接在透析器之前,2 h后去除灌流器,继续血液透析1～2 h.护理: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及血液通路,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结果:本组25例,除1例死亡外,其
余均治愈出院.讨论:应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药物及毒物中毒比单纯灌流效果好.

6.期刊论文 李激文 血液透析加血液灌注救治百草枯中毒79例疗效分析 -中国医药指南2009,7(21)
目的 研究血液净化技术对救治百革枯中毒患者的有效方法.方法 总结回顾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近年来收治的百草枯患者通过血液透析加血液灌注治
疗取得的疗效.使用SAS软件统计处理数据,采用χ2检验.结果 79例百草枯患者,经血液透析加血液灌注救治,死亡61例(19例死于肺间质纤维化,42例死于
多器官功能表竭),痊愈15例,经救治后病情好转主动要求转院的3例.结论 百草枯中毒以高病死率应引起广泛关注.临床上没有特别有效的针对药,要采用
药物治疗和血液净化技术联合对百草枯患者进行及早的救治.

7.期刊论文 邓声莉.黄晓萍 血液透析串联血液灌流治疗毒鼠强中毒的疗效研究 -医学临床研究2005,22(11)
【目的】观察血液透析串联血液灌流治疗毒鼠强中毒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1998年4月至2001年5月单纯血液灌流救治的中、重度毒鼠强中毒患者
64例为对照组,2001年7月至2004年10月血液透析串联血液灌流救治的中、重度毒鼠强中毒患者61例为治疗组.比较两组意识转清、抽搐完全停止的时间
,病死率及住院天数等指标,观察两组血清毒鼠强浓度的变化情况.【结果】上述观察指标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或P<0.05).【结论
】血液透析串联血液灌流治疗毒鼠强中毒能减少病死率、缩短病程和住院天数.

8.期刊论文 叶晓燕.姜萍.董丽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对尿毒症心血管疾病相关大中分子物质清除的临床观察 -中

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09,03(4)
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对慢性肾衰竭患者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Hcy)、甲状旁腺激素(iPTH)、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的清除作用,并与
单纯血液透析清除的效果进行比较.方法 选取30例合并心脏疾病的长期血液透析患者,既往未行血液灌流,进行自身对照研究.设定1～6周单纯接受常规血
液透析,称为HD组,7～12周,每周增加一次血液灌流治疗,称为HD+HP组,在单纯血液透析、血液透析加血液灌流治疗前后分别检测血清AGEs、Hcy、iPTH水
平.结果 Hcy、iPTH、AGEs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且较单纯血液透析治疗后明显降低(P＜0.05),而单纯血液透析治
疗前后Hcy、iPTH、AGEs水平没有改变(P＞0.05).结论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可以明显降低慢性肾衰患者血清Hcy、iPTH、AGEs水平.

9.期刊论文 王国立.李军辉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 -中国基层医药2006,13(10)
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HP)联合血液透析(HD)对尿毒症维持性HD合并严重皮肤瘙痒患者的治疗作用.方法 应用HA型树脂灌流器与普通透析器串联行HP联
合HD对5例尿毒症合并皮肤瘙痒患者进行治疗,5例共治疗15次,首次治疗前后及下次治疗前采血检测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并观察瘙痒症状缓解情况.结
果 5例均在第1次治疗后瘙痒症状明显减轻,经过3次治疗后,不但瘙痒症状明显减轻,且持续缓解时间亦较长,PTH水平亦明显降低.结论 HA型树脂灌流器对
尿毒症皮肤瘙痒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10.期刊论文 史应龙.姚向飞.豆利军.吴改红.康捷.李彩玲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的临床观察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0,17(5)
本院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HD-HP)治疗具有严重皮肤瘙痒的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患者12例,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男8例,女4例;年龄45～73岁;透析时间5个月～6年,每周2～3次;HD时间均为4.5 h.12例患者中6例慢性肾小球肾炎,4例糖尿病肾病,2例高血
压肾损害.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皮肤瘙痒,排除因药物过敏或皮肤科特有疾病所致,考虑为尿毒症相关性皮肤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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