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54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6 年 12 月第 28 卷第 12 期  Chin Crit Care Med，December   2016，Vol.28，No.12

·病例报告·

成功救治超高酶学升高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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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救治 1 例酶学升高横纹肌溶解综合征（RM）患者，

现将救治情况报道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26 岁，因肌肉酸痛 3 d、尿色加深 1 d，于

2016年8月3日入院。患者3 d前剧烈运动后出现肌肉酸痛，

无头晕、恶心、呕吐；1 d 前肌肉酸痛加重，并出现尿色加深，

于本院急诊就诊。查体：体温 36.5 ℃，血压 130/80 mmHg 

（1 mmHg＝0.133 kPa），意识清楚；皮肤、巩膜无黄染，无瘀

斑；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腹软，无压痛、反跳痛

及肌紧张。心肌酶：肌酸激酶（CK）147 170 U/L，肌酸激酶同

工酶（CK-MB）700 U/L；心肌损伤标志物：肌红蛋白（MYO）＞

3 000 μg/L；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 475 U/L，丙氨

酸转氨酶（ALT）371 U/L，总胆红素（TBil）19.5 μmol/L，直接

胆红素（DBil）8.2 μmol/L；血常规、凝血常规、肾功能大致正

常。临床诊断：RM，肝损害。入院后给予碱化尿液、补液利尿、

血液净化等对症支持治疗；血液净化模式为连续性静 - 静 

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肝素抗凝，持续治疗 48 h。

CVVHDF 治疗后各指标较前明显下降，MYO 877.30 μg/L，

CK-MB 6.76 μg/L，AST 670 U/L，CK 25 766 U/L，CK-MB  

176 U/L。之后继续予以碱化尿液、补液利尿、保护器官等常

规治疗，于入院 14 d 病情痊愈出院，出院 1 个月随访病情无

复发。

2 讨 论

  RM 是由多种因素导致横纹肌损伤、细胞内容物漏出的

一种临床危重症，常伴有威胁生命的代谢紊乱和急性肾损

伤（AKI），病死率较高，特别是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者病死率超过 50%［1］。张文等［2］对 RM 致急性肾

衰竭（ARF）患者的研究显示，合并 MODS 者的病死率高于

未合并 MODS 者（45.45% 比 25.00%）。RM 致 AKI 的机制主

要与 MYO 管型阻塞肾小管、MYO 的直接肾毒性及肾脏缺

血等有关，故血清 CK、MYO 水平对判断 RM 具有重要意义。

临床研究也表明，血清 CK、MYO 水平越高，并发 AKI 的概

率越大［3-5］。本例患者发病时血清 CK、MYO 及酶学指标均

远高于正常值，如不及时治疗易出现 AKI，甚至 MODS，但该

例患者经积极救治后预后较好，没有出现不可逆的肾损伤及

MODS，最终痊愈出院，未留任何后遗症。

  回顾该患者的治疗经过，对该病的处理做到了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具体措施除给予补液、碱化尿液、器

官保护、血液净化等治疗外，最为关键是及早采取了以持续

血液滤过为主的血液净化治疗措施。郑夏珍等［6］报道，及

时应用连续性静 - 静脉血液滤过（CVVH）治疗可明显降低

RM 致 AKI 患者的 MYO、CK 等水平，且安全、有效。邢迎红

等［7］对 35 例 RM 患者进行 CVVH 和血浆置换（PE）后，尿

素氮（BUN）、肌酐（Cr）、CK 和 MYO 均明显下降，除 4 例合

并 MODS 者死亡外，余均治愈。说明血液滤过可迅速、有效

地清除血液中 CK、MYO 等致病因子；同时在 CVVH 过程中

还兼顾纠正电解质紊乱、补液、碱化尿液等作用。因此，对

重症 RM 患者，尽早进行持续血液滤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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