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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分离现象，是肝衰竭的重要指标。ALB

水平主要反映肝脏合成功能。AFP阳性

是反映肝细胞正在再生。

重型肝炎的病理基础是肝细胞大量

坏死，故首先要用促进肝细胞再生的药

物，使肝细胞在短期内大量再生；其次要

寻找确实有效的抗肝炎病毒药物。促肝

细胞生长素可刺激肝细胞增殖和DNA

合成而促进肝细胞再生，加速肝细胞修

复，恢复肝功能；同时提高肝脏库普弗细

胞吞噬功能，防止来自肠道的毒紊对肝

细胞进一步损害I能抑制肿瘤坏死因子

和Na+-K+-ATP酶活性，从而阻断肝细

胞坏死及减轻内毒素血症发生，并增强

肝细胞线粒体功能，促进肝坏死后的修

·经验交流·

复；具有降低转氨酶、血清TBIL和缩短

PT的作用Ⅲ。目前尚无抗病毒的特效药

物。我们使用中药蒲公英汤，方中蒲公英

清热解毒、清肝明目、利尿除湿，为君药；

茵陈蒿清湿热、退黄疸为臣药；大黄凉血

解毒、利胆退黄，酒制后偏于清上而活

血。为佐药I土茯苓清热解毒、除湿利尿，

为使药I苦参清热燥湿、杀虫利尿；猪苓

利水渗湿；板蓝根清热解毒、凉血。中医

观点认为，蒲公英汤功效主要是清热解

毒、凉血补阴、利尿除湿、利胆退黄。现

代医学认为：苦参碱、猪苓多糖对肝炎病

毒有抑制作用；板蓝根有降低转氦酶作

用。本方增加苦参、猪苓、板蓝根有加强

清热解毒、抑制病毒作用。

笔者认为，促肝细胞生长素结合自

拟蒲公英汤治疗重型肝炎不仅对病毒性

重型肝炎，而且对其他重型肝炎也有效，

对合并其他疾病的重型肝炎同样疗效显

著，能降低病死率，在基层医疗单位很有

推广价值。但在治疗合并症时一定要选

择对肝脏无损伤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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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直肠间隙脓肿临床上时有出

现，5年来，本科采用手术配合中药治疗

该病18例，效果理想，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18例患者中男10例，

女8例1年龄28～62岁，平均41岁；病

史12 d～3年。曾行肛周脓肿、肛瘘切开

或挂线手术者14例。患者血白细胞均明

显升高；CT检查脓肿形成部位：左侧

8例，左后侧5例．右侧5例。14例体温

达39℃以上。

1．2手术方式：根据脓肿形成原因、位

置，寻找原始感染灶，确定术式。①肛周

脓肿、肛瘘继发感染引起者，在彻底切开

脓腔及内口的同时，查清感染路径，经肛

提肌用弯钳上穿达感染的骨盆直肠窝，

彻底引流脓液，并冲洗，然后放置橡皮引

流管，固定冲洗引流。②对于单纯骨盆直

肠间隙脓肿者，根据脓肿位置，在肛缘处

可取左、左后、右等位置，右食指伸人直

肠内探查脓肿位置，并做引导，另一手持

长弯钳，经皮肤切口，穿过肛提肌进入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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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按前后方向撑开引出脓液，再用右食

指插人脓腔，分开肛提肌纤维，扩大引

流。⑧对于高位盲瘘或直肠中下段损伤

感染形成者，可在扩创引流的同时经原

发灶内口或损伤的创口向下，再经肛管

直肠环挂线，缓慢切开，扩大创面，使上

下同时引流以达痊愈。

1．3中医药治疗：早期症状不明显、无

手术时机者用仙方活命饮加减(金银花

12 g，防风12 g，白芷15 g，当归12 g，

赤芍10 g，穿山甲10 g，皂刺10 g，天

花粉15 g，甘草6 g，茯苓15 g，蒲公英

10 g)，该方可以使脓肿局限、早溃、不致

毒邪旁窜深溃，利于手术。手术后期用托

里消毒饮口服(党参15 g，黄芪15 g，当

归12 g，JiI芎12 g，赤芍10 g，白术15 g，

茯苓15 g，白芷15 g，甘草6 g)，此方具

有托里生肌、促使刨口迅速生长的作用，

创口生长缓慢、年老体弱者用八珍汤口

服(党参15 g，白术15 g，茯苓15 g，甘草

6 g，当归12 g，熟地15 g，川I芎15 g，白

芍12 g)，以助气血旺盛，利于创口生长。

1．4对症治疗：常规使用抗生素。每日

换药时用生理盐水、甲硝唑水溶液冲洗，

创口填塞油纱条，严防搭桥愈合，合并全

身其他症状的对症治疗。

1．5治疗结果：18例患者经一次手术

者16例，两次手术者2例；住院天数在

25～50 d。2个月后随访，痊愈16例；复

发2例患者经再次挂线换药最终痊愈。

2体会

骨盆直肠间隙又称骨盆直肠窝，CT

检查或直肠内B超检查可确诊；一旦发

现骨盆直肠间隙脓肿须立即手术。手术

方式的选择原则：其形成的原因、位置及

感染路径是选择行单纯下切上置管引

流，或是下边开窗、挂线上置管引流的主

要条件}术中探查不留死腔，充分分开纤

维隔，使脓液顺利引出并及时冲洗也非

常重要；涉及肛管直肠环的只能挂线一

处，防止大便失禁；清除感染的肛腺、盲

瘘、内口等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换药要细

致、及时冲洗、充分引流、防止创口搭桥

愈合至关重要；口服具有清热解毒、排

脓、托里生肌功效的中药，可以使病程缩

短，创面愈合快，亦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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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杭忠许.鲁桂明.杜鹃.王小玲 一次性根治肛门直肠周围高位脓肿98例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06,12(1)
    我院近年来采用一次性根治术治疗肛门直肠周围高位脓肿98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98例,男性80例,女性18例.年龄14～75岁.平均35岁.病程3～20 d,平均6 d.直肠黏膜下脓肿7例,高位肌间脓肿6例,骨盆直肠间隙脓肿28例,直肠后间

隙脓肿50例,骨盆直肠间隙直肠后间隙脓肿7例.除13例直肠黏膜下和高位肌间脓肿外其余均合并单侧或双侧的坐骨直肠间隙脓肿.

2.期刊论文 杨晨光.郭斌.卢志强 一期根治术治疗肛周脓肿95例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09,15(1)
    2004-2007年,我院采用一期根治术治疗肛周脓肿95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男88例,女7例;年龄18～52岁,平均38岁.病程3 d～1年.既往有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手术史18例,合并有糖尿病12例.其中直肠黏膜下脓肿3例,肛周皮下

脓肿24例,低位肌间脓肿23例,直肠后间隙脓肿4例,肛管后间隙脓肿6例,坐骨直肠窝脓肿20例,骨盆直肠间隙脓肿8例,蹄铁型脓肿7例.

3.期刊论文 朱深义.曹景林.张志刚.朱勤辉 一期手术治疗直肠肛管周围脓肿67例疗效观察 -中国现代手术学杂志

2003,7(3)
    目的评价一期手术治疗直肠肛管周围脓肿的疗效. 方法一期脓肿切开引流加挂线术治疗直肠肛管周围脓肿67例,包括肛管皮下脓肿48例,坐骨直肠间

隙脓肿11例,骨盆直肠间隙脓肿8例. 结果术后随访2～5年,一期治愈率97.0%(65/67),1例形成肛瘘,1例再次形成脓肿. 结论一期手术治疗直肠肛管周围脓

肿,能正确处理原发感染灶(内口),保持引流通畅,保证伤口愈合由深到浅,从里到外,防止皮肤过早愈合,疗效确切,治愈率高.

4.期刊论文 李全新.蔡昌龙.易亮 切开挂线法治疗直肠肛管周围脓肿62例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14(6)
    目的观察一期手术切开、挂线法对直肠肛管周围脓肿的疗效.方法直肠肛管周围脓肿62例用一期切开、挂线术治疗,其中肛周皮下脓肿43例,坐骨直肠

间隙脓肿11例,骨盆直肠间隙脓肿8例.结果术后一期治愈率98.4%(61/62),1例形成肛瘘.结论一期切开,挂线法治疗直肠肛管周围脓肿,方法简单易行,能正

确处理原发感染灶(内口),保持引流通畅,保证伤口愈合由深到浅,从里到外,防止皮肤过早愈合而发展为肛瘘需再次手术,疗效确切,治愈率高.

5.期刊论文 何连福.吴发庆 手术治疗急性肛周脓肿56例体会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半月刊）2009,11(13)
    资料与方法

2002～2006年收治急性肛周脓肿患者56例,男44例,女12例;年龄14～75岁,病程3～12天.皮下脓肿12例,男8例,女4例.低位肌间脓肿9例,男6例,女3例.高位

肌间脓肿13例,男9例,女4例.肛管后间隙脓肿男8例,单侧坐骨直肠窝脓肿男3例.蹄铁形脓肿9例,半蹄铁形男6例,全蹄铁形3例,(男2例,女1例).骨盆直肠间

隙脓肿男2例.

6.期刊论文 穆云.王玉.余利坚.Mu Yun.Wang Yu.Yu Lijian 切开挂线术治疗骨盆直肠间隙脓肿32例临床观察 -结
直肠肛门外科2010,16(6)
    目的 探讨切开挂线术治疗骨盆直肠间隙脓肿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自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对32例骨盆直肠间隙脓肿患者行切开挂线术.结果 32例

均临床治愈,住院15～26 d(甲均20 d),其中31例随访1年无复发,1例形成肛瘘,经再次手术治愈.结论 切开挂线术治疗骨盆直肠间隙脓肿具有病程短,一次

性根治丰高等优点,且有效减轻或避免了肛门缺损.

7.期刊论文 张天国.姚静 CO2激光在肛周脓肿手术中的应用 -中国激光医学杂志2005,14(3)
    我院从1999～2000年,采用CO2激光治疗肛周脓肿246例,取得满意效果,现服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1.临床资料肛周脓肿患者246例,男性184例,女性62例;年龄1个月至70岁,平均35岁.肛周皮下脓肿142例,直肠后间隙脓肿42例,高位肛间脓肿19例,直肠黏

膜下浓肿18例,坐骨直肠间隙脓肿16例,骨盆直肠间隙脓肿9例.

8.期刊论文 王为.赵跃华 超声对肛瘘疾病的诊断价值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00,8(z1)
    目的为了提高肛瘘疾病的诊疗质量方法选取肛瘘疾病67例,其中男49例,女27例,年龄17岁～68岁,平均43.2岁.主要症状均为肛旁肿痛、流脓间作,病

程不等.以彩色多谱勒7MHz浅表小器官探头与(5～7.5)MHz直肠腔内探头(EUS)相结合的超声检查方法.患者检查前予以清洁肠道,令膀胱轻度充盈,并先作

直肠指诊,以初步了解肛瘘之大体位置(肛管狭窄者应先作局麻扩肛).检查时患者取卧位或侧卧位,先以浅表小器官探头在肛周局部采用横、纵、斜等切面

按一定顺序滑动探头扫查,然后将直肠腔内探头缓慢探入肛内,再向胶囊内注入适量清水作透声窗.结合指诊情况,缓慢旋转探头对不同高度进行环360度扫

查.仔细重点检查病变的位置、范围、形态、走向及其与肛管直肠、肛门括约肌之间的关系.结果所有病例超声诊断均经临床手术或病理证实.43例肛门脓

肿中确诊为肛周皮下脓肿3例、低位肌间脓肿10例、坐骨直肠间隙脓肿8例、肛门后间隙脓肿2例、直肠粘膜下脓肿4例、高位肌间脓肿5例、骨盆直肠间隙

脓肿1例和直肠后间隙脓肿10例;8例肛周囊肿病例有3例合并肛瘘存在;25例肛瘘管道走向可确定,但内口位置则较难观察.在超声影象表现上,肛门脓肿多

表现为肛管直肠周围软组织内低回声或液性暗区,为圆形或椭圆形,亦有不规则形,边界模糊不清.低回声区有时可见血管,后壁回声稍强.肛瘘形成,则超声

显示强回声形与低回声混合型.肛周囊肿亦多为液性暗区,但其形状多规则、边界清晰、囊内无血流.结论超声检查特别是EUS在肛瘘疾病的诊断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观察肛门括约肌、鉴别脓肿和囊肿以及成脓与否等在临床上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9.期刊论文 刘娥 肛周脓肿围手术期护理 -吉林医学2010,31(28)
    我科2008年12月～2010年5月共收治肛周脓肿208例,通过积极手术治疗及有效护理,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肛周脓肿208例中,男180例,女28例,年龄6个月～65岁,病程3～10 d,其中单侧坐骨直肠窝脓肿17例,双侧脓肿14例,直肠黏膜脓肿20例,骨盆直肠间隙脓肿

10例,肛管后浅深间隙脓肿分别为64例和45例,肛管前浅间隙脓肿38例,浅部脓肿采用局部浸润麻醉,深部脓肿采用硬膜外麻醉或骶管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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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刊论文 阎如好.余晓红 手术配合中药治疗肛周脓肿56例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6)
    1992～1999年我们采用手术配合中药熏洗及换药治疗肛周脓肿56例，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于下。

　　临床资料本组肛周脓肿患者56例，男44例，女12例；年龄17～59岁，平均34.8岁；病程3～16天，平均4.8天。提肛肌下方脓肿40例，均为坐骨直肠

间隙脓肿；直肠粘膜下脓肿5例；提肛肌上方脓肿11例，其中直肠后间隙脓肿7例，骨盆直肠间隙脓肿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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