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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肠’’的防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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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防治“休克肠”意义重大，防治

方法复杂多样，都各有其优缺点，而且需

要进一步研究，现综述如下。

1“休克肠”的定义

与严重战创伤、大面积烧伤、严重感

染、休克等伤害因素并存的潜在肠道低

血压、肠道低灌注或隐性肠道休克可

导致肠道黏膜缺血、缺氧，屏障功能障

碍，并诱发出肠源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SIR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等系列反应，称为“休克肠巩“。

随着复苏技术和监测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休克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休克

被定义为氧供(DOz)不能满足组织代谢

需要，产生足够的ATP以维持组织功能

和结构完整性[2]，其特征是氧债、乏氧代

谢和组织酸中毒。以往根据病因将休克

分型(如失血性休克、创伤性休克、脓毒

性休克等)的方法已不能确切反映休克

的本质，因此Fiddian—Green等[2]将休克

分为失代偿性休克和隐性代偿性休克。

失代偿性休克具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如

心率增快、血压下降、面色苍白、尿量减

少等，通常动脉血气有酸中毒的表现。而

隐性代偿性休克没有以上低血容量的表

现，但看似复苏“成功”的背后却隐藏着

内脏器官缺血，尤其是胃肠缺血。由于不

能用常规方法检测，在临床上常被忽视，

事实上，50％的心脏手术患者[3]、50％的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80％

的脓毒症评分>lo分的患者[s3存在胃

肠缺血，进而发生肠黏膜损害。换句话

说，目前在临床上被认为复苏成功的患

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没有得到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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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苏，存在着“休克肠”的隐患。

但应注意，“休克肠”中肠道屏障功

能障碍并不仅是胃肠缺血造成，创伤所

致炎症介质或细胞因子也会损伤肠黏

膜。而且诱发肠源性SIRS、MODS也不

仅是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免疫防御

体系破坏等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2“休克肠”防治现状

2．1改善胃肠道血流量：严重创伤性休

克状态下，作为应激反应，血流要重新分

布，优先供应心、脑、肾等重要器官。而作

为代偿，内脏器官(尤其是胃肠道)血管

床收缩。在恢复血容量的同时尽快解除

胃肠道缺血状态是应努力解决的问题，

小剂量多巴胺(6 pg·kg“·min_1)可

改善肝脏血流量，部分恢复胃黏膜pH

值(pHi)Ⅱ]，由于这一特点，常被用于改

善脓毒症时内脏器官灌注，但其扩张血

管的作用不能持久，一旦停药作用就会

消失，而且还会增加组织代谢率和氧耗

量，这对缺氧组织不利。前列环素(PGIz)

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也对增加胃

肠血流量有一定作用口]。

“休克肠”时胃肠缺血的原因相当复

杂，它是多种舒血管物质和缩血管物质

作用于胃肠道导致的。崔晓林等[81发现，

烧伤大鼠伤后血浆及肠道组织内皮紊一1

(ET一1)均明显升高，肠道ET-I含量于

伤后8 h达到峰值，而与此相反，血浆一

氧化氮(NO)浓度及肠组织N0含量在

伤后下降。ET一1和N0是目前已知最

强的调节血管收缩或舒张的细胞因子，

ET／NO比值在烧伤前后的变化提示它

们可能是肠道血管痉挛的原因之一。

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发现，无论在动物还

是人类消化道各层，都有丰富的一氧化

氮合酶(NOS)存在。由结构型NOS

(cNOS)合成的N0在调节胃肠道舒张、

神经调节和胃肠动力等方面起重要作

用Is]。应用NOS抑制剂可增加微血管通

透性，引起肠道黏膜损伤，而内源性NO

却对胃肠道损伤有保护作用，因此NO

供体曲3对胃肠道缺血的治疗具有良好的

前景。邵立健等[10]也观察到，大鼠烫伤

后血浆神经肽Y(NPY)逐步升高，12 h

到达峰值，与反映胃肠道黏膜损伤的指

标血浆二胺氧化酶(DA0)呈正相关。提

示NPY也可能是造成肠缺血的重要因

素之一。NPY抑制剂可能也是治疗胃肠

缺血的药物之一，不过NPY抑制剂稳定

性差，药效持续时间短，副作用也较多。

2．2减轻炎症介质或细胞因子对胃肠

的损伤：胃肠缺血并不是“休克肠”中肠

黏膜屏障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创伤后

机体产生的氧自由基、前列腺素、血栓素

A：(TXA2)、白细胞三烯、内毒素、血小板

活化因子(PAF)、白细胞介素一6(IL一6)、

磷酸脂酶Az(PLAz)、肿瘤坏死因子一口

(TNF—q)cl“、TXB2、蛋白酶、溶酶体酶等

都可导致肠道屏障功能损伤，而这些炎

症介质和细胞因子并不是由缺血或不完

全是由缺血引起的。针对性应用拮抗剂

对胃肠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自由基

清除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E“]、黄嘌

呤氧化酶抑制剂[1¨、PLA：抑制剂[1n等。

但我们不可能针对每一种损伤因素都采

用抑制剂来治疗，因此从临床治疗的角

度还是应该以预防为主，从改善缺血状

况人手。

2．3注重细胞保护：休克缺血对细胞及

细胞膜功能产生一系列渐进性的损害，

如膜传输和电位差减小，Na+内流，K+

外流}Na+一K+-ATP酶被激活，ATP利

用增加，乳酸堆积致细胞内酸中毒。能量

产生减少，环磷酸腺苷(cAMP)水平下

降，Ca2+调节障碍，胞核功能和蛋白合成

受抑；细胞水肿，最终溶酶体破裂，线粒

体破坏，细胞死亡[7]。为了保护细胞功

能，除了液体扩容和应用血管活性药物

等常用的方法外，还可采取一些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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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保护措施，如给予能量代谢底物

(1，6一二磷酸果糖)、调节渗透压(高渗

糖)、稳膜药物及能量合剂等。某种意义

上说，休克是细胞能量代谢危机(energy

crisis)，而提供能量代谢底物可能存在

以下障碍：①由于血流量下降，可能没有

足够的底物到达靶组织或细胞。②休克

时底物代谢率下降。因此在血流量恢复

之前，依靠增加底物供应来纠正细胞代

谢和功能障碍是不可能的。而相比之下，

直接提供能量(ATP)由于不必经过糖原

分解途径和三羧酸循环，对缺血细胞可

能更直接有效。ATP—MgCIz已被广泛用

于各种休克缺血的治疗，如失血性休克、

烧伤、内毒素休克、肠缺血等[1“，其不仅

能提高细胞内ATP的水平[1“，还能显

著增加内脏血流量，是一个强大的血管

扩张剂。但由于有强烈的扩血管作用，临

床应用时很难掌握剂量，需要严密监测

血流动力学变化。

胃肠道血流量恢复较慢，如果仅靠

血管扩张剂来纠正细胞缺氧，往往会使

缺氧产生不可逆的损伤，而在血流灌注

恢复之前，直接纠正细胞缺氧不失为一

条捷径，也体现出了细胞保护的精髓。有

学者在肠系膜上动脉夹闭的大鼠模型中

采用肠道直接供氧，能显著降低动物死

亡率并减轻肠道黏膜损伤。采用携氧物

质灌注胃肠道[7]也取得了相似的结果，

说明氧气的弥散能力强，也能被胃肠黏

膜吸收，但其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还需

要进一步验证。

2．4中药的治疗：中医药成分复杂，可

以多途径多靶点地起到降低肠黏膜通透

性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改善微循

环和血液流变性作用、对内毒素的清除

作用、抗内毒素诱发的细胞因子或炎症

因子作用、对肠黏膜的保护效应等方面。

有报道大黄能明显降低内毒素所致胃肠

道微血管的通透性，减轻肠壁水肿，同时

还能保护肠黏膜屏障，降低肠黏膜通透

性，抑制内毒素的吸收[1“。陈德昌等[18]

研究发现，大黄能刺激小鼠小肠肠壁分

泌血小板型PLA：、溶菌酶，使肠腔内的

血小板型PLA“溶菌酶含量增加，增强

肠黏膜屏障。刘克玄等[19]研究发现，四

逆汤可以清除氧自由基、抑制鞘磷脂酶

的基因表达、减少神经酰胺的生成，故具

有抗肠黏膜细胞凋亡的作用。程梦琳

等Ezo]研究发现，桃核承气汤可以通过减

轻炎症反应保护肠黏膜免受损伤。张帆

等口1]研究发现，赤芍预处理可对抗大鼠

肠缺血／再灌注后自由基的损伤，并可减

轻高凝倾向和微血栓的形成。总之，中药

对“休克肠”的治疗更多局限在动物研究

上，而且确实有一定的疗效。不过，各种

方剂或药物的疗效往往是针对“休克肠”

中的某一致病因素来实现的。所以说中

药对“休克肠”的临床治疗大多处于从属

的地位，而且对其研究应进一步深入。

2．5肠内营养(EN)：严重烧伤、大手术

创伤、重症胰腺炎等危重患者，因胃肠道

进食有困难或医疗需要较长时间禁食，

营养摄入明显不足，而且在严重刨伤应

激时分解代谢旺盛，蛋白质大量消耗(负

氮平衡)，若再以葡萄糖作为补充能量的

主要来源，则极易发生营养不良，尤其是

严重蛋白质营养不良。研究证实负氮平

衡不仅可引起肠黏膜萎缩、蛋白含量下

降、黏液和分泌型免疫球蛋白(sIgA)分

泌减少、肠道微生态紊乱，导致肠道屏障

功能低下，全身性免疫功能也可受到明

显损害[2“。虽然营养不良本身并不经常

引起细菌移位或感染，但可明显增加患

者对感染的易感性和发生感染、脓毒症

的危险性，尤其当患者伴有影响肠道黏

膜屏障功能或增加肠黏膜通透性的损伤

因素如休克复苏、内毒素血症、重症急性

胰腺炎、实验性使用酵母多糖、TNF—a、

PAF等时，可发生大量肠道细菌／毒素

移位，给机体造成威胁。禁食是胃肠道摄

入障碍、因胃肠道疾病、外科手术或危重

患者如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经常采用的

有效医疗处理手段之一，但禁食不当或

禁食时间过长，尤其是创伤情况下，很容

易导致肠道黏膜功能低下和肠道细菌／

毒素移位。

全胃肠外营养(TPN)为解决上述问

题及近代临床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但过分强调TPN又是不可取的。大

量研究表明，长时间的TPN可引起肠道

黏膜萎缩，绒毛变短甚至脱落，隐窝变

浅，肠黏膜通透性增加，肠道免疫功能受

损，从而使肠道内细菌和内毒素向肠系

膜淋巴结和远隔脏器发生移位，甚至发

生肠源性菌血症、内毒紊血症和脓毒症。

这不仅与营养配方中缺乏某些营养素，

如谷氨酰胺(Gin)有关，而且与胃肠道缺

乏生理刺激密切相关。食团或纤维团块

刺激胃肠道，激活胃肠道神经一内分泌一

免疫轴，促进神经紧张素、胆囊收缩素等

胃肠激素的合成和释放，调节胃、肠、胰、

胆的分泌，促进胃肠蠕动及黏膜生长，并

维持肠道相关淋巴组织正常运作。

肠道喂养虽能刺激肠道黏膜生长、

减少肠道细菌／毒素移位，但在喂养配方

中，复方晶体氨基酸远远逊色于完整蛋

白，而完整蛋白又远远逊色于普通食物。

事实上，要素食物虽能满足机体能量的

需要，供应所需的蛋白质，但导致黏膜萎

缩、细菌过度生长、免疫功能低下、细菌

发生移位的状况依然存在。研究表明，这

与要素食物中缺乏维生素、Gln等营养

素有关。添加维生素、Gln可明显改善上

述状况。其中，Gln可有效减轻肠道黏膜

萎缩，增加黏膜的DNA和蛋白含量，增

强小肠和结肠细胞的活性，维持肠上皮

细胞的完整性，而且能够调理免疫，改善

肠腔内微生态环境，是维持肠道相关淋

巴组织和sIgA合成的重要氨基酸。由于

Gln有低溶解、不稳定、遇水易降解的特

点，不能直接添加到标准TPN溶液中；

而性能稳定、无毒性的Gln二肽如丙胺

酰谷胺酰胺、甘胺酰谷胺酰胺取代Gln，

可明显弥补标准TPN溶液的不足。

EN的开展并非越早越好。饶惠清

等E23]认为EN应选择合适的时机。在胃

肠道存在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开展EN，

不仅易出现肠道对EN不能耐受，而且

还更能增加反流、呕吐、腹胀、腹泻、相关

性肺炎等并发症的发生机会，甚至加重

病情，故不宜行EN。只有在积极纠正休

克的基础上，使循环系统和消化道的吸

收功能趋于稳定，监测胃黏膜二氧化碳

分压接近正常后，才能开展EN，达到早

期EN的真正目的。

综上所述，“休克肠”原因的复杂性

决定了其防治的复杂性。由于对“休克

肠”原因研究的不透彻性，在临床上大多

采用治疗原发病和针对一些研究的不太

确切的原因经验性地治疗“休克肠”。因

此，对“休克肠”的防治应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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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18日，本院在用鱼腥

草注射液(由昆明市宇斯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静脉滴注(静滴)治疗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时，1例患者出现过敏性休

克，现报告如下。

1病历简介

患者女性，54岁。主因发热、咳嗽、

咽痛1 d就诊。查体：体温38．5℃，脉搏

88次／rain，呼吸频率22次／rain，血压

120／80 mm Hg(1 mm Hg=0．133 kPa)。

咽充血，扁桃体I度肿大，双肺呼吸音

粗，未闻及干、湿性谚音，余正常。静滴

鱼腥草注射液80 ml(加入质量分数为

作者简介：张在晨(1954一)，男(汉族)，

内蒙古自治区人，主任医师。

5％的葡萄糖注射液250 m1)，约5 min

后患者出现头晕、头痛、呼吸困难、意识

障碍、大小便失禁、四肢发冷、大汗淋漓，

血压80／40 mm Hg。诊断：鱼腥草注射

液致过敏性休克。治疗：立即停药，吸氧，

肌肉注射(肌注)异丙嗪50 mg、地塞米

松10 mg，lO％葡萄糖500 ml加入三磷

酸腺苷(ATP)40 mg、辅酶A 200 U、维

生索C 1．5 g、维生紊B6 200 mg静滴。

约5 min后患者意识逐渐清楚，血压回

升，冷汗止，0．5 h后血压正常，头晕、头

痛消失，恢复正常。

2体会

鱼腥草注射液为鲜鱼腥草经加工制

成的灭菌水溶液，鱼腥草含挥发油，油中

主要成分为甲基正壬酮、月桂油烯、月桂

醛、木乐素、氯化钾及硫酸钾等，1 ml鱼

腥草注射液中含鱼腥草2 g。鱼腥草具有

良好的清热、解毒、利湿作用，故前人用

为治肺痈(肺脓疡)的要药。近年来，临床

将本品用于治疗大叶性肺炎、急性支气

管炎及肠炎腹泻等疾患，颇有疗效。本例

患者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因青霉素试

敏阳性，选用鱼腥草注射液静滴。导致过

敏的原因，可能是患者为过敏体质，也可

能与中草药制剂加工有关。故在使用时

应注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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