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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胰腺炎（AP）是高脂血症一个潜在的、危及生命的

并发症，近年来随着饮食结构的调整，高脂血症已经成为继

胆石性、酒精性胰腺炎的第三大病因。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

炎（HTGP）起病急，病情重，与其他原因所致 AP 比较，更易

发生多器官功能障碍等严重后果。2014 年 6 月本院采用连

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联合中药柴芩承气汤治疗 HTGP

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1 例，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男性，28 岁，因腹痛、腹胀伴恶心、呕

吐 1 d 于 2014 年 6 月 22 日入院。患者于院外诊断为 AP，

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后症状无缓解，遂转入本院急诊，入院时

查体 ：体温 38.2 ℃，脉搏 145 次 /min，呼吸频率 36 次 /min，

血压 123/70 mmHg（1 mmHg＝0.133 kPa）；意识清楚，急性

病容 ；心肺未见明显异常 ；腹部膨隆，全腹肌张力高，全腹部

压痛反跳痛，腹部未触及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肠鸣音未闻

及 ；双下肢无水肿。急诊生化检查 ：白蛋白（Alb）33.4 g/L，

血糖 45.68 mmol/L，尿素氮（BUN）10.98 mmol/L，肌酐（SCr）

186.0 μmol/L，尿 酸 629.7 μmol/L，血 清 胱 抑 素 C 1.12 mg/L， 

三酰甘油（TG）16.63 mmol/L，胆固醇 11.60 mmol/L，淀粉酶

686 U/L，脂肪酶 1 118 U/L，钠 124.3 mmol/L，钾 6.41 mmol/L，

钙 1.82 mmol/L ；血 常 规 ：血 红 蛋 白 188 g/L、白 细 胞 计 数

（WBC）16.92×109/L、中 性 粒 细 胞 比 例 0.887 ；尿 常 规 ：尿

葡萄糖＞56 mmol/L、酮体定性（+++）；床旁血气显示失代

偿性代谢性酸中毒。入院诊断考虑为 ： ① 重症急性胰腺

炎（SAP）并急性肾损害 ； ② 失代偿性代谢性酸中毒 ； ③ 酮

症酸中毒 ； ④ 低蛋白血症 ； ⑤ 电解质紊乱 ； ⑥ 高脂血症 ；  

⑦ 高尿酸血症 ； ⑧ 中医诊断为脾心痛，腑实热结证。

1.2 治疗方法 ：以柴芩承气汤（柴胡 15 g，黄芩 15 g，厚朴

15g ，枳实 15 g，茵陈 15 g，栀子 20 g，大黄 20 g，芒硝 20 g 溶

服）为基础的“益活清下”中医疗法加常规西医治疗［1］。患

者仍呼吸困难明显，再次复查血生化仍显示 SCr 升高，尿

少，TG 降至 6.52 mmol/L ；血气分析 ：pH 值 7.374、动脉血

氧 分 压（PaO2）76.5 mmHg、动 脉 血 二 氧 化 碳 分 压（PaCO2） 

26.1 mmHg，立即予以无创呼吸机，6 月 23 日复查血生化示

BUN 23.40 mmol/L，SCr 460.4 μmol/L，TG 4.83 mmol/L。已达

到透析治疗指征，给予床旁 CRRT。在治疗过程中严密监测

心率、呼吸频率、血压、氧饱和度、血糖、血生化、血常规、床旁

血气，维持内环境稳定 ；计算 24 h 出入量，根据出入量调节

CRRT 超滤量 ；当血脂水平下降至 4 mmol/L、患者循环稳定

后增加营养支持 ；予以穴位注射改善腹胀，中药六合丹外敷

缓解疼痛，中药灌肠直至患者可自主排便，急性期予以中药

柴芩承气汤，后期根据患者全身情况四诊合参。

2 结 果

 经多次 CRRT 联合中药柴芩承气汤等治疗后，患者

气促、腹痛腹胀缓解，SCr 水平降至正常，顺利渡过急性期

器官功能障碍阶段。在治疗过程中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 

见表 1。

表 1 1 例 HTGP 伴 MODS 患者生化
及部分血气指标的动态变化

检测

时间

TG

（mmol/L）

血糖

（mmol/L）

BUN

（mmol/L）

SCr

（μmol/L）

PaO2

（mmHg）

6 月 22 日 16.63 45.68 10.98 186.0   80.6

6 月 22 日   6.52 12.92 18.09 322.0   73.7

6 月 23 日   4.83   9.63 23.40 460.4 173.7

6 月 25 日   4.00 10.73 16.78 287.0 129.8

6 月 27 日   3.10 13.20 11.56 283.0 165.8

6 月 29 日   2.87 17.06 13.79 288.0 134.7

7 月   2 日   4.55 12.73 16.20 321.0   90.1

7 月   4 日   3.55 14.03 17.60 276.0   86.4

7 月 14 日   7.42   8.88 16.83 148.0   82.5

3 讨 论

 AP 是消化科最常见急性病之一。在美国每年的发病率

约为 4%［2］，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地方。AP 预后复杂，主

要取决于早期的器官功能衰竭和后期的胰腺感染坏死。早

期持续性器官功能衰竭相关病死率超过 30%，胰腺感染坏死

相关病死率也有报道超过 15%［3］。导致 AP 的病因较多，包

括胆石性、酒精性、高脂血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乳糜泻、胰

腺分裂畸形、妊娠、遗传、免疫相关性疾病、药物等［4］。在 AP

诊疗过程中寻找并去除诱因是其治疗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

的措施。

 高脂血症占 AP 发病因素的第三位，继胆石性及酒精性

胰腺炎之后［5］。有研究表明 HTGP 病情多较重，出现多器官

功能障碍及胰腺周围病变的概率高［6］，且由于 TG 的干扰，

在病程早期可能不会出现血淀粉酶的升高。Toskes［7］研究

表明，TG 的水平超过 11.3 mmol/L 时，可在无其他诱因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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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发生 AP，可以说 AP 是高脂血症一个潜在的危及生命

的疾病。HTGP 的临床特点 ： ① 易反复发作 ； ② 由于乳糜

微粒沉积，部分患者在伸肌表面和臀部可见到发疹性黄瘤，

眼底检查可见视网膜脂血症，脂肪沉积可造成肝脾肿大［8］； 

③ HTGP 的临床症状与其他原因所致相似，但在未控制的糖

尿病患者和肥胖、妊娠、既往有 AP 病史、家族性高脂血症患

者，均需要怀疑 HTGP［6］。国外一个回顾性的病例研究纳入

了 129 例高脂血症患者，观察 AP 的发生率及预测因素，在

这些患者中有 26 例至少发生过 1 次 AP［9］。关于 HTGP 的

发病机制主要包括 ：游离脂肪酸（FFA）损伤学说，“瀑布”

级联式炎症反应学说，微循环障碍学说等［10］。

 CRRT 是一种主要包括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透析

滤过、血浆置换、免疫吸附的新技术，不仅用于急慢性肾衰

竭的治疗，在危重病的抢救中也广泛使用，CRRT 除能清

除 BUN 和 SCr 外，还 能 控 制 体 内 液 体 量［11］。 由 于 CRRT

精密的设计，它可以有效控制液体量，降低血流动力学不

稳定性［12］。有研究表明，与间断血液透析相比，CRRT 对

溶质和液体的清除较持续且缓慢，滤器的血 - 膜反应小，

生物相容性好，能够更好地恢复受损的肾脏功能［13-14］。急

性肾功能损害是 SAP 严重的并发症，其相关病死率达到了

58.0%～74.7%，炎性介质释放被认为是引起 SAP 病程中相

关心、肺、肾功能障碍的主要发病机制［15］，其危险因素主要

有年龄、既往有肾脏疾病史、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

分系统、低氧血症、腹腔间隔室综合征、感染、少尿等［16-17］。

本例患者的主要危险因素是低氧血症和腹腔间隔室综合征，

在缓解腹腔间隔室综合征方面中药柴芩承气汤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现代动物实验也证实了其基本作用原理。

 《伤寒论》中大柴胡汤、大承气汤、大馅胸汤已被现代临

床药理研究证实了对 AP 等急腹症具有积极的治疗作用［18］。

柴芩承气汤是在大承气汤的基础上加减而成，为治疗 SAP

急性期的有效方剂，现代临床基础及体外动物研究也进一步

阐述了其作用。邓力珲等［19-20］采用体外动物实验证实了柴

芩承气汤能抑制大鼠腺泡内 Ca2+ 升高，调节胰腺外分泌，阻

断 AP 发病机制的枢纽，从而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调节外

分泌的作用可增强腺泡细胞对刺激的自我保护作用。王忠

朝等［21］探讨了柴芩承气汤在 SAP 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ARDS）中的作用，指出早期应用柴芩承气汤可减少并发

症的持续时间，缩短住院周期，降低医疗费用。Wang 等［22］

指出柴芩承气汤能显著降低 SAP 患者中炎性前体细胞因子

白细胞介素 -6（IL-6）的水平。

 总之，柴芩承气汤在 AP 中的治疗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其泻下作用为可清除胃肠道毒物，促进肠道动力的恢复，减

少腹腔间隔室综合征的发生，有助于保护肠道免疫屏障及减

少肠道菌群移位，而现代研究也从多角度探讨了其在钙超

载、炎性反应、微循环、氧化应激方面的调节作用，而本例患

者的成功救治得益于柴芩承气汤及 CRRT 的积极干预。但

有关柴芩承气汤对肾功能的保护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加

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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