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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在中医热病理论指导下，探讨进一步规范重症急性胰腺炎(SAP)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的 

原则和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994年 1月 20O3年 12月综合运用中医益气救阴、活血化 

瘀、清热解毒、通里攻下(简称“益活清下”)Yi法治疗的1 161例 SAP患者临床资料，评价该疗法对病死率、并发 

症发生率及手术率的影响，验证 SAP的中医热病观理论框架及“益活清下”疗法对SAP的价值。结果：1 161例 

患者的总体手术率为 19．38 ，主要并发症的总体发生率为 34．71 ，病死率降低至 1O．77％。结论：中医热病理 

论较好地诠释了 SAP的证候特点和病机传变规律，“益活清下”非手术治疗对 SAP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中药治 

疗 SAP具有多靶位、综合调节的特点，并贯穿于 4期的始终，手术治疗主要针对病程后期继发的胰腺感染并发 

症，早期手术指征应从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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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andard therapeutic principles and scheme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al non—surgical treatment guided by theory of febrile disease(热病理 

论)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1 161 patients with SAP in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1994 to December 2003 treated by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The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ory of febrile disease，and the principles of treatment were supplementing Qi and bring back Yin 

(益气救阴)，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活血化瘀)，clearing away heat and toxic 

materials(清热解毒)and removing stasis by purgation(通里攻下)simplified as“Yi—Huo—Qing—Xia”(益活清 

下 )．The mortality，the rate of complications，the rate of operation，etc were summed up and analyzed． 

Results：In the 1 161 cases，the rate of operation occupied a proportion of 19．38 ，the rate of major 

complications was 34．71 ，while the mortality descended to 10．77 ． Conclusion：The theory of febrile 

dise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theoretically mak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SAP and the patterns of its pathological changes．Chinese herbs play the roles of 

multiple target sites and comprehensive modulations in therapy． Among the non—surgical treatments，the 

“Yi—Huo—Qing—Xia”therapy is effective。as the treating princil：Ile，should be use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all four stages．The surgical method is mainly used when complication OCCURS in the later course of SAP 

as the secondary infection of pancreas． The operative treatment at the early stage should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restrictively man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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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是 目前临床公认的危重难治性疾病，其并发症 

多、病死率高。1994年 1月一2OO3年 12月，我院在 

中医热病理论指导下，系统运用中医益气救阴、活血 

化瘀、清热解毒、通里攻下(简称“益活清下”)综合疗 

法治疗 SAP患者共计 1 161例，取得了显著的疗 

效。现将疗效结果总结如下，并进一步阐述 SAP的 

治疗原则和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1 161例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 

定的《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诊断及分级标准》“ ，并且 

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Ranson预后指标≥3项；急 

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Ⅱ(APACHEⅡ)≥ 

8分；Balthaza CT评分>4分的患者诊断为 SAP。 

其中男 572例，女 589例；年龄 22～82岁，中位年 

龄 46岁 。 

1．2 总体治疗原则和方案：即以中西医结合非手术 

治疗为总体原则。手术治疗一般针对病程后期的感 

染和局部并发症；早期手术治疗仅适用于非手术治 

疗不能控制的全身炎症状态，且病情迅速恶化，多器 

官功能障碍不能纠正，以及腹膜后间隙炎症范围迅 

速扩大或形成腹腔室间隔综合征的少数患者。无论 

手术或非手术治疗均在重症监护条件下实施。 

1．3 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方法：采用我院提出的 

在SAP热病理论指导下的“益活清下”综合疗法。即 

在禁食、胃肠减压、H 受体阻滞剂、维持水盐平衡和 

内环境稳定、对症、防治感染、营养支持及器官功能 

保护等西医基础治疗基础上，根据 SAP分期辨证和 

证型辨证相结合的原理给予中医辨证治疗。 

分期辨证是在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以及传 

统热病理论指导下，用热病气分、血分、脏衰、恢复分 

期概括本病的病机传变规律。①在气分证初期典型 

表现为阳明腑实证。治则以通里攻下为主，佐以疏肝 

理气、清热解毒。②在血分、脏衰证期主要表现为热 

入营血导致热深厥深的厥脱证；或湿热火毒之邪与 

血相搏而形成的脏腑痈疡证和热瘀血证；以及由于 

邪毒弥漫三焦、五脏六腑皆受病而形成的诸多脏衰 

证候。治则以清热解毒、益气救阴为主，佐以通里攻 

下、活血化瘀。③恢复期表现为气血两虚，气滞血瘀 ， 

湿邪困脾。治则以补益气血、健脾除湿、活血化瘀的 

药物进行调理。上述治则又以益气救阴、活血化瘀、 

清热解毒、通里攻下法为主，简称“益活清下”法。 

SAP证型辨证分为肝郁气滞、肝胆湿热、脾胃 

实热、蛔虫上扰四型，分别以大柴胡汤、大柴胡汤合 

龙胆泻肝汤、柴芩承气汤、大柴胡汤合乌梅汤结合上 

述分期加减化裁治疗。中药汤剂给予口服、胃管注入 

和灌肠治疗。代表中医益气救阴、活血化瘀法的中药 

针剂有生脉注射液、丹参注射液，可予静脉滴注。肠 

麻痹明显者给予新斯的明两侧足三里穴位注射。病 

程初期胰周蜂窝组织炎明显者，在左腰肋部及左胁 

腹部外敷行气活血止痛中药六合丹(大黄、黄柏、白 

芨等 7味药)，每 日1～2次 。 

2 结 果 

2．1 SAP的主要并发症及其发生率(表 1)：严重并 

发症是导致SAP死亡的主要原因。根据大量的临床 

观察发现，SAP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有一定的病程规 

律性。本组 1 161例 SAP患者发病后前 3 d以休克 

为主的循环紊乱较为突出；发病 3～14 d以全身炎 

症反应并发重要器官的功能障碍为主，尤以呼吸功 

能和肾功能障碍常见；发病 14 d以后的严重并发症 

以胰周感染及全身性感染多见，由感染导致的重要 

器官功能障碍也是病程后期的主要并发症。 

表 1 1 161例 SAP患者主要并发症 

发生率殛与病程的关系 

Table 1 Relationship of the incidence rate of major 

complication and the course of diseases in 

1 161 cases with SAP 

2．2 SAP患者手术率及手术构成比(表 2)：本组 

1 I61例SAP患者累计实施手术 225例，手术率为 

19．38 。按病程<3 d、3～14 d和>14 d分期，分别 

统计患者手术率和手术构成比。实施手术的时间主 

要在病程后期(>14 d)，占79．11 ；早期(<3 d) 

手术仅占6．22 。 

表 2 1 161例 SAP患者手术率和手术构成比 

Table 2 Operation rate and percentage of operative 

patients in 1 161 cases with SAP (例／例) 

2．3 SAP患者病死率及死亡构成比(表 3)：本组 

1 161例SAP患者累计死亡患者 125例，病死率为 

1O．77 。按病程<3 d、3～14 d和>14 d分期分别 

统计 SAP病死率和死亡构成比，表明死亡主要发生 

在病程 3～14 d，占6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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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161例 SAP患者病死率和死亡构成比 

Table 3 Mortality and percentage of non—survivors 

in 1 161 cases with SAP (例／例) 

3 讨 论 

3．1 SAP治疗观点的转变和疗效评价：回顾我院 

多科协作参与中西医结合治疗 SAP的历程，可大体 

划分为 3个阶段，体现了不同时期对疾病认识的深 

化和治疗观点的转变∞ 。 

3．1．1 第 1阶段 ：2O世纪 8O年代早期，基于对 

SAP病理生理的认识，认为影响预后的因素主要包 

括胰腺及胰周组织坏死及感染，腹腔和胰周大量炎 

性渗液，活化的胰酶入血导致酶毒血症，因而治疗强 

调早期手术清除感染坏死组织、引流炎性渗液、阻断 

胰酶人血。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作为辅助手段主 

要是纠正术前的休克和循环紊乱，缓解腹部症状。而 

中医、中药主要在早期轻症急性胰腺炎治疗经验的 

基础上，运用通里攻下、益气活血的治疗原则辨证施 

治。本阶段(经过了约 lO年)治疗了SAP患者116例， 

病死率降低至 4O 左右。但在实践中我们注意到， 

早期：采取手术可能会加重循环紊乱、促进休克的发 

生，增加后期感染的机会；部分患者通过手术清除或 

引流的组织很少，达不到手术治疗的目的；并且手术 

患者疗程长、费用昂贵。这一阶段的少数患者经早期 

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后，病情得以逐步缓解，而避 

免了手术治疗。特别是个别人院时极重的患者，由于 

手术风险极大，采用了非手术治疗而痊愈。 

3．1．2 第 2阶段：在 2O世纪 9O年代的早期，随着 

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经验的逐步积累，我们已逐 

步认识到 SAP治疗的关键是在疾病的早期防治休 

克和重要器官功能障碍，预防后期感染的发生。早期 

疾病重症化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与全身炎症反 

应密切相关，肠道细菌移位是胰腺感染发生的主要 

原因，过早手术治疗并不能阻断上述病理生理的发 

展，因而确定了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 

并重的原则。手术治疗主要针对非手术治疗无效及 

时中转手术、疾病后期胰腺感染和局部并发症。本阶 

段(经过了约 3年)共治疗患者 99例，病死率降低至 

17．17 9／6。但这一阶段中医、中药的治疗并不规范，也 

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3．1．3 第 3阶段：随着中医热病观理论及其指导下 

“益活清下”综合疗法的形成和完善 ，中西医结合 

非手术治疗方法的成熟，以及重症监护技术的发展， 

非手术治疗的疗效大为提高。此阶段“全身炎症反应 

学说”、“肠道细菌移位学说”、“微循环障碍学说”在 

西医领域被广泛认同，而中药治疗在抑制全身炎症 

反应和肠道细菌移位、改善微循环方面的作用也被 

逐步揭示，因而确定了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是治 

疗的主体，手术治疗主要局限于疾病后期胰腺感染 

和其他需要手术处理的局部并发症，如巨大假性囊 

肿等。本组患者早期(<3 d)手术率为 1．21 ，仅占 

手 术患者的 6．22 oA，而后期(>14 d)手术率达到 

15．33 ，占手术患者的 79．1l ，应证了这一治疗 

原则。从治疗结果看，10．77 的病死率较前期以手 

术治疗为主的治疗方法的病死率有显著降低，也是 

国内外报道大宗病案疗效的领先水平“ ”。 

3．2 SAP中医热病观理论框架及“益活清下”疗 

法 ：中医对急性胰腺炎并无系统论述，据从《内经》开 

始经典古籍中记载的从不同侧面反映类似本病临床 

特征描述，本病可归于中医“胃脘痛”、“脾心痛”、“脾 

热病”、“结胸病”等范畴。对本病的辨证认识，脏腑辨 

证难于找出SAP伴多器官功能不全时临床表现复 

杂、证候繁多的内在联系，且无法反映动态变化。伤 

寒六经辨证难以概括本病常见的热瘀血症和脏衰 

证；卫气营血辨证也难以概括病程中的脏衰表现，及 

本病发病直接从气分开始，并无卫分表证的特点。 

在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及传统热病理论指 

导下，我们总结了 SAP病因证候的特点、病机演变 

规律，明确提出用热病气分、血分、脏衰、恢复分期来 

概括本病证候类型和病机传变规律的热病理论，即 

疾病的病机传变一般经历气分证、血分证、脏衰期和 

恢复期。气分证表现以郁、热、瘀、结病机特点为主， 

可见脾 胃实热、结胸实热、肠结实热、中焦(肝、胆、 

脾、胃)实热或湿热等证候类型。血分证表现以厥脱、 

痈疡、热瘀血证病机特点为主，可见气阴暴伤、神失 

气脱、热深厥深的厥脱证(休克)；若湿热火毒之邪与 

血相搏，瘀腐成脓，则可形成以胰腺脓肿、胰周脓肿 

等为代表的脏腑痈疡证，亦可上溢胸膈，侵及下焦， 

形成流注痈疡证；若毒邪人血、耗血动血、迫血妄行， 

可致热瘀血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脏衰期由于邪 

毒弥漫三焦、五脏六腑皆受病，可见气血败乱、脏器 

衰败的诸多脏衰证候多器官功能衰竭，甚则内闭外 

脱、亡阴亡阳。恢复期由于邪去正伤、热去湿留、瘀血 

内停，而表现出气阴两伤、脾虚湿困、湿热留恋、症瘕 

积聚等证候。在上述分期与辨证相结合的辨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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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基础上，总结出其治法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 

清热解毒、通里攻下四法运用最多，其他治法处于次 

要地位，简称“益活清下”疗法。该理论概括了SAP 

临床表现复杂、证候繁多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本病 

病机证治与理法方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3．3 中医中药在 SAP治疗中的作用及其机制：中 

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 SAP经历了从辅助治疗到成 

为主要治疗方法的过程，对并发症和病死率的降低 

起关键性作用，结合发病机制研究进展，对中药疗效 

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表明中药具有多靶位、多靶 

点、综合调节的作用特点。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大体 

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3．1 保护肠道黏膜屏障、抑制肠源性感染 ：表现 

在具有麻痹性肠梗阻和全腹膜炎的 SAP患者，给予 

通里攻下法为主的中药后 ，肠麻痹和腹膜炎体征迅 

速缓解；某些具有发生胰腺感染高危因素的患者，如 

胰腺坏死明显或胰周液体积聚广泛，经初期中西医 

结合非手术治疗后，后期发生胰腺感染者也明显减 

少。该方面作用的实现以下法药物为主，部分活血化 

瘀药物也参与。机制研究揭示，该类中药具有促进肠 

蠕动、改善肠壁血供、防止肠道细菌移位、维护肠道 

正常菌群、促进内毒素排泄等药理作用n " 。 

3．3．2 抑制全身炎症反应，保护器官功能：某些重 

症患者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经积极的中西医 

结合非手术治疗 ，阻断了向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展。 

该方面作用的实现以清、下药物为主，益、活药物也 

参与。机制研究揭示中药具有抑制细胞因子和炎性 

介质的产生和活性，拮抗内毒素，控制全身炎症反 

应、减轻器官组织的脂质过氧化反应等作用n 们。 

3．3．3 促进胰腺修复和胰周炎症吸收：一些胰腺局 

部损害较重的患者，如具有胰腺坏死或胰周液体积 

聚广泛者，经中药治疗后，胰周液体吸收快，坏死组 

织修复快，部分患者可以避免胰腺假性囊肿的形成 

而完全修复。该方面作用以活血化瘀药物为主，其作 

用的实现与中药具有改善胰腺微循环和血液流变 

性、抗炎促进炎症吸收、保护胰腺腺泡、利胰抑酶等 

作用机制有关瞳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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