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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血必净注射液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Meta 分析
郑蕊 张莉 田然 李楠 雷翔 景立 刘斯 冯志乔 寿松涛    商洪才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血必净注射液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的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通

过系统检索 Cochrane 临床试验数据库、荷兰医学文摘 EMbase 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

知网 CNKI、维普和万方数据库自建库到 2014 年 3 月所有关于血必净治疗 SAP 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文

献。由两位研究者参照改良 Jadad 量表独立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并资料提取。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血

必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采用 RevMan 5.2 软件对血必净注射液治疗 SAP 患者

的病死率、并发症发生率、治疗有效率、住院时间及安全性进行系统评价。结果 最终纳入 15 篇 RCT 文献，但

用研究方法学评价其质量均不高。Meta 分析显示：与常规治疗比较，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射液可明显

降低 SAP 患者的病死率〔优势比（OR）＝0.37， 95% 可信区间（95%CI）＝0.17～0.77，P＝0.008〕和并发症发生 
率（OR＝0.26， 95%CI＝0.14～0.45，P＜0.000 01），明显提高治疗有效率 〔相对危险度（RR）＝0.85， 95%CI＝ 
0.80～0.91，P＜0.000 01〕，且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均数差（MD）＝-5.28， 95%CI＝-6.69～-3.86，P＜0.000 01〕。 
15 个研究中有 2 个报告了血必净注射液治疗的不良反应，一个研究为 1 例患者出现头痛、恶心症状，调整滴速

后缓解；另一个研究为 1 例患者出现轻微皮疹，停药后缓解。结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 
SAP 患者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纳入评价的文献质量较低，尚需要大规模、高质量的 RCT 提供更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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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Xuebijing inje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 SAP ). Methods    An extensive search of related literatures from th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China Biology Medicine ( CBM ),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 up to March 2014 was perform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RCTs ) regarding Xuebijing inje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SAP were collected regardless of 
languages. Jadad scale was taken for quality evaluation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by two researchers.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ose of the Xuebijing group were given Xuebijing injection 
on the top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RevMan 5.2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Xuebijing injection on the mortality,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 effective rate, th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and the safety of the drug in patients with SAP. Results    A total of 15 published reports meeting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enrolle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 trials was low. Me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ortality in Xuebij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 odds ratio ( OR ) = 0.3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95%CI ) = 
0.17 - 0.77, P = 0.008 ],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 OR = 0.26, 95%CI =  
0.14 - 0.45, P < 0.000 01 )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ive rate in Xuebij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relative risk ( RR ) = 0.85, 95%CI = 0.80-0.91, P < 0.000 01 ].  
Th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in Xuebij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mean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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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胰腺炎（AP）是胰酶消化自身胰腺及其周

围组织所引起的化学性炎症，为临床常见的急腹症。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起病急、并发症多、病死率

高，15%～70% 的患者会发生胰腺坏死合并感染，病

死率高达 14%～62%［1］。实验和临床数据均表明，

炎症反应是 SAP 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如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I3Ks）的激活可导致细胞凋亡，引起全身

炎症反应和多器官功能损害［2］。血必净注射液是以

古方血府逐瘀汤为基础，在“菌、毒、炎并治”的理论

指导下研制的中药复方注射剂，主要成分为红花、赤

芍、川芎、丹参、当归等，具有活血化瘀、溃散毒邪的

作用。有研究报道，血必净注射液可下调 SAP 患者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6 （IL-6）
的分泌，上调 IL-10 的表达，从而抑制炎症反应［3］；

其还可降低丙二醛损伤，具有抗氧化作用［4］。目前

临床上已广泛使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 SAP，但国内

外对其临床安全性、有效性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

过全面检索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射液治

疗 SAP 的临床试验，以期系统评价其药物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策略：通过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临床试验

数据库、荷兰医学文摘 EMbase 数据库、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知网 CNKI、维普和万方

数据库自建库至 2014 年 3 月发表的文献。主要检

索词为“血必净、xuebijing、xue bi jing、pancreatitis、
胰腺炎”等。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① 观察对象具有 SAP 的临

床征象（腹痛、腹胀、恶心呕吐、上腹部压痛等），符

合 1996 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学组制定的

临床诊断分组标准、 2001 年制定的《重症急性胰腺

炎诊治指南》、 2004 年《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

（草案）》中急性胰腺炎的诊断标准［5］；② 随机对照

临床试验（RCT）；③ 干预措施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联合使用血必净注射液；④ 结局指标包括病死率、

并发症发生率、有效率、住院时间。排除标准：① 数
据不真实；② 不能查到全文；③ 有其他并发症。

1.3    资料提取及质量评价：两位研究者用统一的表

格独立进行资料提取，主要包括：① 一般信息：文题、

第一作者、发表时间等；② 研究特征：研究方法、研

究对象、干预措施等；③ 结局指标：包括研究相关结

局指标、退出的研究对象等。采用改良 Jadad 评分

标准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如有分歧，通过讨论或由

第三位研究者协助解决。

1.4    数据分析：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的 RevMan 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计数资料用相对危险度（RR）
或优势比（OR）及 95% 可信区间（95%CI）表示；

计量资料用均数差（MD）及 95%CI 表示。使用 
I 2 评价纳入文献之间的异质性，I 2＜50% 说明各研

究间无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I 2 ≥ 50% 说明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对可能导致异

质性的因素进行亚组分析。对无临床异质性或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的各研究结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表 1）：初检文献 389 篇，排

除重复题录 276 篇，经阅读文题、摘要及进一步阅读

全文后，排除不相关的 37 篇、非临床试验 13 篇、综

述或述评类 4 篇及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和研究结果

不符合纳入标准的44篇。最终纳入文献15篇［3，6-19］， 
全部为中文文献，研究地点均在中国。

2.2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估结果：所有研究均明确了

疗效评定标准； 1 篇［6］提到随机分组序列产生的方

法，为随机数字表法；1 篇［8］采用信封法实施随机化

隐藏；1 篇［16］采用双盲；所有文献均未表述失访或

退出病例。2 篇［6，16］文献提及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

伦理学要求，其他文献未描述。所有文献改良 Jadad
评分均较低，其中 2 篇［6，8］为 3 分， 1 篇［16］为 2 分，

其余均为 1 分。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病死率（图 1）：6 个研究［7，9，12，15，18-19］报道

了病死率，各研究间无异质性（P＝0.94，I 2＝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

间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37，95%CI＝
0.17～0.77，P＝0.008），说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

( MD ) = -5.28, 95%CI = -6.69 to -3.86, P < 0.000 01 ]. Adverse reactions of Xuebijing injection were reported in  
2 studies. The adverse reaction in one study was headache and nausea, which were relieved by adjusting the speed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mild rash was reported in another case, and it disappeared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Xuebijing. 
Conclusions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evidence shows that Xuebijing injection may have some therapeutic effect on 
SAP. Because of the low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trials, multi-center and high-quality RCTs with large 
sample sizes are needed to provide stronger evidence.

【Key words】 Xuebijing injecti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Efficacy;    Safety;    Me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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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OR 值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图 1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射液治疗对 SAP 患者病死率影响的 Meta 分析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OR 值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图 2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射液治疗对 SAP 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影响的 Meta 分析

表 1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射液治疗 SAP 的 Meta 分析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文献
例数（例）

疾病特征
干预措施

疗程 结局指标
T 组 C 组 T 组 C 组

邵建伟等［6］ 32 32 SAP 后 60 h 血必净 50 mL，静滴，bid 常规   7 d CRP（72 h，7 d）、IL-6（72 h，7 d）、住院时间
刘德智等［7］ 34 34 SAP 血必净 100 mL，静滴，bid

    联合西药综合治疗，共 7 d
常规 14 d 腹痛消失时间、有效率、病死率

林志航等［8］ 27 23 SAP 血必净 100 mL，静滴，qd 常规   7 d 有效率、CRP（7 d）、腹痛消失时间、住院时间

冷凯等［9］ 35 30 SAP 血必净 100 mL，静滴，qd 常规   7 d 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腹痛缓解时间

朱克东［10］ 20 17 SAP 血必净 100 mL，静滴，bid 常规   7 d 有效率、腹痛缓解时间

张晓峰等［11］ 23 22 SAP 血必净 50 mL，静滴，bid 常规 不详 有效率、腹痛缓解时间、住院时间

张万祥等［12］ 42 30 SAP 血必净 50 mL，静滴，qd 常规   7 d 有效率、病死率、腹痛缓解时间

余德刚等［13］ 35 34 SAP 血必净 100 mL，静滴，bid 常规 不详 腹痛缓解时间、住院时间

王笑秋等［14］ 26 26 SAP 血必净 50 mL，静滴，bid 常规   7 d CRP（7 d）、腹痛缓解时间、平均住院时间

沈海涛等［15］ 18 12 轻症、SAP 血必净 100 mL，静滴 常规   7 d 有效率、IL-6（7 d）、病死率

胡岗等［16］ 32 33 SAP 血必净 50 mL，静滴，bid 常规   7 d 有效率、腹痛消失时间、并发症发生率

何清菊等［17］ 15 15 SAP 血必净 50 mL，静滴，bid 常规   7 d 有效率、CRP（7 d）、腹痛消失时间

郭敬姝等［3］ 34 33 SAP 血必净 50 mL，静滴， bid 常规   8 d 有效率、IL-6（8 d）
崔君柯等［18］ 29 27 SAP 血必净 100 mL，静滴，bid 常规   7 d 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腹痛缓解时间
程霞等［19］ 22 22 SAP 血必净 100 mL，静滴，bid 常规 14 d 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T 组为血必净组，C 组为对照组，bid 为每日 2 次，qd 为每日 1 次，CRP 为 C- 反应蛋白，IL-6 为白细胞介素 -6

血必净注射液能降低 SAP 患者病死率。

2.3.2    并发症发生率（图 2）：4 个研究［9，16，18-19］报

道了并发症发生情况，主要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脓毒症、肾功能衰竭、多器官功能障碍综

合征（MODS）等。各研究间无异质性（P＝0.93， 
I 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

果显示两组间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0.26，95%CI＝0.14～0.45，P＜0.000 01），表明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射液能降低 SAP
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2.3.3    有效率（图 3）：11 个研究［3，7-12，15-18］报道了

有效率，各研究间无异质性（P＝0.96，I 2＝0%），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

间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85，95%CI＝
0.80～0.91，P＜0.000 01），表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联合血必净注射液能提高 SAP 患者治疗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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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住院时间（图 4）：5 个研究［6，8，11，13-14］报道了 
住院时间，各研究间异质性较大（P＝0.000 2，I 2＝

82%），但未发现异质性原因，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

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间住院时间差异有统

计学差异意义（MD＝-5.28，95%CI＝-6.69～-3.86，
P＜0.000 01），表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

射液治疗能缩短 SAP 患者住院时间。

2.3.5    安全性：纳入的 15 个研究中，邵建伟等［6］报

道了血必净组中有 1 例出现头痛、恶心的症状，调整

滴速后缓解；对照组无不良事件报道。胡岗等［16］报

道了血必净组中有 1 例出现皮肤红痒感，停药后自

行消失；对照组均未观察到不良事件。其余 13 个研

究均未报道是否出现不良事件或不良反应。

3    讨    论
 SAP 发病危急，目前的主要治疗措施有两种：一

是手术清除坏死、感染组织，建立通畅有效的引流

管道，减轻腹腔感染［20］；二是根据急性生理学与慢

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把握时

机选择血液净化模式进行治疗［21］。研究表明，在脉

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PiCCO）监测下进行早期液

体复苏［22-23］，及时对患者采用适当晶胶比的控制性

液体复苏［24］，可减轻 SAP 患者液体潴留和提高治愈

率；在营养支持基础上加入微生态制剂［25-27］，中药

联合早期肠内营养也收到了较好疗效［28］。

 SAP 治疗的首要目的是降低病死率，挽救患者

生命。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随着中药注射剂临床应

用的增多，治疗效果已有更明显的进步。血必净注

射液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能促进脓毒症小鼠巨噬细

胞 M2 极化，提高自身炎症免疫［29］。目前临床证据

显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使用血必净注射液治

疗能降低 SAP 患者病死率、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治

疗有效率，并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胃肠道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储存库［30］。在胰腺

炎发生发展过程中，胃肠道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可引 
起一系列并发症，故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并发症的

发生及大爆发。胰腺炎以炎症反应为主要特征， 
C-反应蛋白（CRP）与 IL-6均为人体重要炎性介质， 
可用于评价 SAP 的严重程度及评估预后［31］。血清

IL-6 浓度异常增高可触发炎性介质“瀑布样”级联

反应，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32］。对于血必净注

射液改善炎症反应指标的作用，在纳入的研究中有

3 个研究［3，6，15］报告了 IL-6 及 4 个研究［6，8，14，17］报告

了 CRP 有所改善，提示其可能减轻全身炎症反应，

从而改善SAP患者预后。但由于各研究的病例较少、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RR 值为相对危险度，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图 3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射液治疗对 SAP 患者治疗有效率影响的 Meta 分析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MD 为均数差，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图 4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必净注射液治疗对 SAP 患者住院时间影响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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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时间点不一致等，难以进行系统评价。需要注

意的是，以 TNF-α、IL-6 等为代表的炎症反应标志

物［33］，虽然在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早期快

速升高，但由于其代谢周期较短，在药物干预数日后

其浓度趋于平稳，以致治疗结束后再进行组间比较

可能无法体现出统计学差异。因此，在观察炎性介

质变化的临床研究设计中，应重视在药物干预的早

期增加检测频度，同时对炎性介质变化的过程和结

局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其结果应该更为科学客观。

 本系统评价共纳入 15 个研究，均为中文文献，

但缺乏高质量的 RCT，存在一定的偏倚。① 方法学

质量低下：15 个研究中仅有 1 个研究报告了使用的

随机方法为随机数字表法；② 报告不完整：各研究

均提出采用常规治疗，但具体治疗措施并未明确表

示。这可能是产生临床异质性的主要原因。此外，

以不良事件为例，只有 2 个研究报道了不良事件，其

余研究均未报道有无不良事件，这就导致各项指标

会不同程度存在选择性偏倚、实施及测量偏倚和损

耗偏移的可能性。

 虽然现有证据表明，使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

SAP 患者安全有效，但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完

善，仍缺乏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原始资料支持。有待

进一步开展大规模 RCT、提高证据水平的同时，加

强对作用机制的探索。目前应在现有循证医学证据

指导下，综合最佳临床证据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采

取最适合的临床治疗措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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