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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淳教授中西医结合救治严重挤压综合征

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经验

-名医经验-

吴英1张振宇2普勇斌1唐彬1

(1．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昆明650021；2．昆明市官渡区金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云南昆明650216)

赵淳教授是第三、第四、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二作指导老师、云南省荣誉名中医、中西医结合主

任医师，擅长以中西医结合观点、思路和方法救治急危重症

及防治心、肺、脑系难治疾病，临证时注重病证结合，融“整

体疗法”与“对抗疗法”为一体，既充分发挥中医药整体调

节的特色和优势，又采用现代医学先进的诊断、监护、治疗技

术，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临床疗效显著。

多年来，云南省中医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

在赵淳教授指导和科主任领导下，多次奉命参加灾难事故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工作，或派医护人员参加

灾难事故现场急救队，或承担院内急救任务。

强烈地震、爆炸造成建筑物倒塌，矿井、隧道塌方、泥石

流等，常引起人体严重多发性创伤，其中挤压伤与挤压综合

征是指人体四肢或躯于等肌肉丰富的部位遭受重物(如石

块、土方等)长时间的挤压，在挤压解除后身体出现一系列病

理生理改变；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以肢体肿胀疼痛、肌红蛋白

尿、高血钾为特点的急性肾衰竭(ARF o如不及时处理，常

发生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

(MOF)而导致患者死亡，病死率超过40％。我们在救治严重

创伤患者的实战中，学习、传承赵淳教授救治急危重症的策

略、方法和临床经验，采用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法，取得较好疗

效，积累了一定经验。现将救治严重挤压综合征并发MODS

的体会概述如下。

1掌握临床特征，尽早快速确诊

患部出现剧烈疼痛，呈进行性加重；受压部位或伤肢渐

进性肿胀；伤肢解除压力后24 h内患者出现褐色肌红蛋白

尿是挤压综合征并发MODS的特征。由于肌红蛋白本身的

凝聚、阻塞，在酸性环境下转化为高铁血红素，对。肾脏的毒性

作用以及。肾脏的缺血／再灌注(I／R)损伤，导致ARF。严重

者并发休克(疼痛、低血容量)、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AIL／ARDS)、胃肠功能障碍、急性心力衰竭(心衰)、

凝血功能障碍等，形成MODS，甚至MOF。

根据挤压伤病史、肌红蛋白尿、ARF表现即可诊断为挤

压综合征并发MODS。受压区恢复血流后12 h尿肌红蛋白

浓度最高。血肌酐(SCr)和尿素氮(BUN)升高，肌酸激酶(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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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挤压伤中与骨骼肌的坏死呈正相关，是反映肌肉损害程度

和范围最敏感的指标。

2重视尽早救治，抓紧现场急救

2．1现场急救措施包括：及早解除压力；伤肢制动；降温或

暴露伤肢，禁止按摩或热敷；患肢不可抬高，防止局部血压

降低；针对出血者给予止血，但不可采用止血带和加压包扎。

2．2口服碱性液体：以碳酸氢钠8 g和适量糖、食盐加入

l 000～2 000 mL水中饮用，碱化尿液还可利尿，阻止肌红蛋

白沉积在肾小管中。不能进食者静脉滴注(静滴)5％碳酸

氢钠150mL。

2．3局部处理：早期行切开减压术，使肌肉筋膜间隔区内组

织压下降，防止或减轻挤压综合征病情加重。

3抓住病机关键，搞好后续救治

3．1主要发病机制与关键病理环节：以往认为创伤后肌肉

缺血坏死和肾缺血是其发病的两个中心环节。近年研究显

示，肢体缺血／再灌注(I／R)损伤是挤压综合征并发MODS

的主要发病机制，且氧自由基(OFR)在其发病过程中起重

要作用。严重创伤能通过I／R损伤造成远隔器官损害和胃

肠功能障碍’1 J。严重创伤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过度释放的多种炎性介质损伤血管内皮和凝血系统(血瘀

络阻证)，继而引起全身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络损血瘀水滞

证)是挤压综合征并发MODS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

3．2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综合救治

3．2．1早期诊断、早期治疗ARF，防治MODS是救治挤压

综合征并发MODS成功的关键：经抗休克，抗感染，碱化尿

液，纠正水和电解质、酸碱失衡(重点是治疗高钾血症)，应

用血管活性药、利尿药，若ARF仍未改善，则应立即行连续

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CRRT在重症ARF、SIRS、ARDS、

MODS、MOF等的救治中有独特优势，是抢救危重症患者的

主要措施之一。CRRT能清除血液中的内毒素、炎性细胞

等各种毒性物质和与肾衰有关的钾、BUN、SCr，还能清除

多余水分，改善心衰、肺水肿、组织供氧和修复血管损伤。2 o。

CRRT能较好地替代肾脏功能，维持电解质、水和酸碱平衡，

抑制氮质血症，明显提高患者的存活率’3。。

3．2．2从中医、中西医结合角度对严重挤压伤合并ARF、

MODS的认识：赵淳教授指出，中医学称挤压综合征并发

MODS为“压迮伤”，乃外物猝压人体四肢，损伤血脉，络损血

瘀水滞，故受伤部位可见肿胀疼痛，此即“血不利则为水”，

压迮伤使热、毒、瘀、湿等内犯机体，正不胜邪，气机逆乱，发

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器官严重受损而发脏竭症(即MOD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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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肾则肾失去化气行水、洁净府的作用，可见少尿无尿，

亦可见血尿或酱油色尿而发为关格(ARF)。《景岳全书》云：

“五脏所伤，穷必及肾”。脾失运化水湿之能，肾失开合之职，

病变可迅速累及心肝肺脾肾五脏及胃肠膀胱等，始终以脾肾

气虚为关键，而且贯穿于整个病程。《血证论》云“病水者未

尝不病血”，“血不利化为水”，即血病可以及水，水病亦可及

血。水湿内停使气机受阻，致血行涩滞而成瘀，瘀血内停又

可影响水津的正常输布而致水湿内停，形成水瘀互患之候；

若脾肾功能衰败，脾不能运化水湿，肾不能化气行水，水湿内

停，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清浊相干，则酿为毒，从而演变为

关格。此时水瘀毒三邪互结，或蒙神蔽窍；或生风动血，或

戕伐五脏，使病情不断恶化，终因正不胜邪，发生阴竭阳亡，

内闭外脱的极危之候。赵淳教授强调，防治关格须从“虚”、

“瘀”、“毒”、“水”四方面着手，通过益气扶正、活血化瘀、利

水解毒等治法，清除内生毒邪对机体的直接损害，恢复机体

的生理功能，对于关格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41。

犯肺而见咳嗽、喘促、唇青等症而发肺衰；犯心则气短、

心悸、胸闷等而发心衰；水停中焦，可见腹胀、无矢气等症而

发肠痹；若邪毒内陷则见神昏、谵语、烦躁、抽搐、血证等。

赵淳教授指出，MODS的中医诊治仍然不脱离脓毒症的

中医基本辨证体系(主要是卫气营血辨证、六经辨证)，具有

六经相传、卫气营血传变规律及脏腑辨证规律。中医辨证有

实证和虚证之分，实证包括热毒炽盛证(如：痰热壅肺证、肝

胆湿热证、阳明腑实证)、热人营血证、气滞血瘀证、气血两

燔证等。虚证包括心肺脾肾俱虚证、气阴耗伤证、阳气暴脱

证、阴厥阳脱证等。脏竭症(MODS)危重变证有：脱证(休克)；

关格(急性肾功能障碍)；肺衰(ALI／ARDS)；肠痹(胃肠功

能障碍)；血证(凝血功能障碍)；心衰(急性心衰)；神昏(急

性肝、脑功能障碍)。5i。赵淳教授强调中医药救治挤压综合

征并发MODS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须及时针对各脏器功能

受损或衰竭辨病辨证综合救治，抓住MODS“正虚邪实”的

中医基本病机，注重“扶正”与“祛邪”并举，提倡“细菌，内

毒素／炎性介质／器官保护并治”，只有将辨证论治与MODS

诊疗指南有机结合，才能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

4病案举例

4．1病例介绍：患者男性，42岁。因地震挤压伤致身体多

处肿胀伴活动受限7 d，少尿、尿呈褐色2 d，于2014年8月

9 Et 20：30转送云南省中医医院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

进行治疗。

患者在鲁甸大地震中被倒塌房屋碎块掩埋近5 h，导致

周身多处外伤，在当地医院行外伤清创缝合后，于8月7日

转至昭通市上级医院。人院检查患者有尿少、酱油色尿，SCr

升高，最高至923．24 pmol／L。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挤压综合

征伴ARF”，于8月9日由救护车送至本院ICU。入院症见：

四肢、躯干多处肿胀疼痛，伴活动障碍，以左上肢、右下肢明

显；自觉呼吸困难，胸闷，腹胀，无明显头晕头痛，无明显恶

心呕吐，无腹痛腹泻等症，纳差，小便少，大便未解。

4．2入院后查体：体温37℃，脉搏78次／min，呼吸频率

26次／min，血压149／95 mmHg(1 mmHg=0．133 kPa)。患者

神清，对答切题，全身皮肤肿胀；双眼结膜出血；左颈部、右

膝部见皮肤挫伤，部分已结痂；左手挫裂伤处缝合口见局部

少量渗出液，无明显红肿；平卧时胸背下坠部位见凹陷性水

肿；胸廓对称，胸壁压痛，双侧中下肺叩诊呈实音；呼吸浅快，

双肺呼吸音低，下肺部呼吸音消失，中下肺部可闻及少许湿

哕音，未闻及干哕音；心界叩诊不大，心率(HR)78次／min，

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全腹膨隆，叩诊鼓音，

无明显压痛及反跳痛，腹部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减弱

(1—2次／min)；四肢肿胀，以右下肢、左上肢明显，左上肢

活动受限；四肢痛温觉、复合觉存在，左上肢深反射减弱，双

侧病理征阴性。患者人院后24h尿量300mL，未见肉眼血尿，

脉搏血氧饱和度(SpO，)约0．85。

4．3人院时实验室检查及血气分析

4．3．1 白细胞计数(WBC)9．98×109／L，中性粒细胞比例

0．84，淋巴细胞比例0．098；乳酸升高(0．9 mmol／L)，血氨

133 panol／L；凝血系统：D一二聚体0．73 g／L，纤维蛋白原降

解产物(FDP)9．32 mg／L；生化检查：肌酸激酶(CK)升高

(13．440 RU／L)，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升高(260 U／L)，

天冬氨酸转氨酶73 U／L，乳酸脱氢酶(LDH)1 032 U／L，白蛋

白30．6 g／L升高，c一反应蛋白(CRP)升高(32．73 mg／L)．降

钙素原(PCT)0．714一L升高，BUN升高(24．2mmol／L)，SCr
升高(892 lamol／L)。

动脉血气分析：二氧化碳分压(PaCO，)29 mmHg，

氧分压(Pa02)下降(64 mmHg)，吸人氧浓度(FiO：)0．33，

氧合指数194 mmHg，剩余碱(BE)一7．6 mmol／L，HCO，一

16．7 mmol／L；肌红蛋白>500 mg／L升高，BNP 952．g／L升高。

血钾4．5 mmol／L，血钠129 mmolJL，血钙1．86 mmol／L，血磷

1．78 mmol／L，二氧化碳(CO，)27．0 mmol／L。

4．3．2尿、粪检查：尿常规红细胞(+)，粪常规无异常。

4．3．3螺旋CT检查提示：双侧胸腔少到中等量积液，左侧

明显，左肺下叶肺不张；彩色超声显示肝周、脾周、双肾周围

及下腹部肠问少量积液，双肾结石。

4．4诊断

4．4．1人院西医诊断：①严重挤压综合征并发MODS(急性

肾功能障碍、急性肺损伤、急性凝血功能障碍、急性心功能不

全等)；②肺部感染、左下肺不张、胸腹腔积液；③左腋神经、

左侧桡神经损伤；④左手掌挫裂伤，左足皮肌裂伤；⑤双眼

球结膜下出血；⑥双。肾结石；⑦低蛋白血症。

4．4．2人院中医诊断：①压迮伤致脏竭症：关格、肺衰、心

衰；②骨折证候诊断：水湿内停、浊毒内蕴、络损血瘀水滞

证，病因病机：严重创伤，毒损正虚，气机逆乱，络脉瘀滞，

水湿内停，浊毒内蕴，络损血瘀水滞发为关格，终致脏竭。

4．5主要治疗

4．5．1治疗原则：中西医结合多靶点、多环节综合治疗，及

时正确采用现代医学先进的诊断、监护、急救技术，包括抗感

染采用抗菌药物优化策略；重视提供营养代谢与器官支持

等；发挥中药方剂拮抗细菌毒素、调控全身炎症反应、调节

免疫功能、恢复凝血平衡、防治毛细血管渗漏、器官保护、整

体调节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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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治疗措施

4．5．2．1静脉用药：①微量泵泵人美罗培南0．5 g，每4 h

1次；②静脉滴注(静滴)血必净注射液(丹参、赤芍、红花、

川芎、当归)30mL，每日2次；③微量泵泵人乌司他丁每次

40 ku，每日3次；④快速静滴20％人血白蛋白50mL’每日

2次；静脉注射呋塞米20 mg，每日2次；⑤微量泵泵入甲

泼尼龙80 mg，每日1次。

4．5．2．2对症治疗、营养与代谢支持。

4．5．2．3 CRRT：选用连续性静脉一静脉血液透析滤过

(CVVHDF)模式，每日超滤量2000～3 000mL。

4．5．2．4中医辨证治疗：益气逐水、清热解毒、泻肺通腑、活

血化瘀护络。方药：西洋参(另煎，久煎)15 g，甘遂(打碎，

冲服)2 g，葶苈子20 g，车前草15 g，泽泻30 g，银花30 g，连

翘30 g，大黄(后下)30 g，桃仁10 g，赤芍100 g，莪术15 g，

乌药20 g；急煎口服，每次150 mL，每日3次，每日1剂，连

服3 d。本方特点：方中大剂量大黄和赤芍的应用尤为关键，

且贯穿于治疗过程的始终。《本经》云“大黄味苦寒，主下瘀

血，血闭寒热，破瘕瘕积聚，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

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张仲景《伤寒论》常用大黄泻下通腑，

更在桃仁承气汤、抵挡汤中重用大黄以治疗血瘀证。在本

病例中，取大黄逐瘀破血的作用，亦通过泻下，使毒热、水浊

之邪有出路。赤芍味苦，性微寒，归肝经，其清热凉血，活血

祛瘀功效显著，正如《本经》谓其“除血痹⋯⋯止痛”。通腑

法可以减少肠道细菌移位及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发生，从而

降低由其激发的一系列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抑制了MODS

的进一步恶化’61。3 d后，去甘遂、车前草、西洋参、银花，

加黄芪45 g、山茱萸20 g、山药20 g、薏苡仁30 g，赤芍减量

为60 g，每日1剂，连服3 d；服3剂后，上方加桂枝15 g，每

日1剂。再服6剂。

4．5．2．5给予本院院内制剂如意散外敷神阙穴、气海穴及肿

胀肢体。

治疗12 d后，躯体及肢体肿胀疼痛消除，尿量正常，无

特殊不适。实验室检查显示：CK 267 U／L，CK—MB 3 U／L，

BUN 8．7 mmol／L，SCr 96 tmaol／L，均恢复正常；B型钠尿肽

(BNP)正常；血气分析正常。患者转出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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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运用统计学方法的有关要求

1统计学符号：按GB 3358．1—2009《统计学词汇及符号》的有关规定，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

2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例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

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受试对象的纳入和剔除标准等，并提供临床试验注册机构的名称和注册号。主要做法应围绕重复、随机、

对照、均衡4个基本原则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3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均数±标准差(x+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或四分位数)

[M(Q。)或M(Q。，Q。．)]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

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20，要注

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4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

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

条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疋2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

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

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

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5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O．05(或P<0．01)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学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3．45，疋2=4．68，F=6．79等)；在用不等式表示P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P>0．05、P<O．05和P<0．01共3种表达方式，无须再细分为P<0．001或P<0．000 1。当涉及总体参

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应再给出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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