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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清胰陷胸汤联合血液净化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卢洪军 1， 胡丹萍 1， 厉

兵 1， 崔乃强 2

摘要 目的：探讨清胰陷胸汤联合血液净化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重症急性
胰腺炎患者 92 例，依据随机数表法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常规干预治疗，包括胃肠减压 / 禁食、抗感染、抑
酸、抑制腺体分泌、维持水 / 电解质平衡、营养支持治疗，必要时给予经口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给予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同时应用中药清胰陷胸汤，一煎经胃管或者空肠营养管注入，
二煎经直肠注入。两组持续治疗 14 d。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和血清 T 淋巴细胞亚群
水平。结果：观察组患者膀胱压力恢复正常时间、肠蠕动恢复时间、血液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和患者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第 1、3、7 天的 TNF-α、IL-6、IL-10 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均
P <0.05）；且观察组在治疗第 1、3、7 天的 TNF-α、IL-6、IL-10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时间点（均 P <0.05）。两组患者
治疗后第 1、3、7 天的血清 CD3 +、CD4 + 及 CD8 +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而血清 CD3 +/CD8 + 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 P <0.05），且治疗后第 1、3、7 天，观察组血清 CD3 +、CD4 + 及 CD8 + 高于对照组，血清 CD3 +/CD8 + 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结论：清胰陷胸汤联合血液净化治疗能够清除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炎症介质、减轻机体炎
症反应，改善机体免疫状态，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减轻器官的损伤，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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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s and Immune Function of Qingyi Xianxiong Decoction with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Combined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LU Hong-jun, HU Dan-ping, LI Bing, et 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Rizhao, Rizhao, Shandong (2768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Qingyi Xianxio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blood
puriﬁcation on the clinical efﬁcacy and immun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Methods
92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intervention treatment, including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fasting, anti
infection, acid suppression inhibition of gland secretion, maintenance of water/electrolyte balance, application
of supportive treatment, if necessary, tracheal intubat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tinuous blood puriﬁ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Qingyi Xianxiong decoction was u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continuously for 14 days.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the level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the level of serum T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ecovery time of bladder
pressure, intestinal peristalsis, blood amylase and hospital st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P <0.05). The levels of TNF-α, IL-6 and IL-10 in the ﬁrst, third and seventh day after
admission were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0.05). The levels of TNF-α, IL-6 and IL-1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CD3 +, CD4 + and CD8 + of the two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while
the serum CD3 + /CD8 +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which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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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CD8+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Qingyi Xianxio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blood puriﬁcation can clear the inﬂammatory mediators
of SAP patients, reduce the inﬂammatory response of the body, improve the immune status of the body, maintain
the hemodynamic stability, reduce organ damage,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which is worth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Qingyi Xianxiong decoction;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T
lymphocyte subsets
重 症 急 性 胰 腺 炎 (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疾病之一，具有起病急、
进展快、病程长、病死率高的特点。在 SAP 发病
过程中有两个死亡高峰 [1] ：发病初的 1~2 周，机
体出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ﬂ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
征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 ；
发病后的 2~3 周，胰腺组织液化、坏死导致腹腔
感染、脓毒症。然而，在 SAP 发病的过程中，机
体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障碍，这为 SAP
的 治 疗 提 供 了 新 的 思 路。 血 液 净 化 (Continuous
blood puriﬁcation，CBP) 治疗通过清除体内炎症介
质、细胞因子，减轻炎症反应，减少 MODS 的发生，
已经成为治疗 SAP 的有效方式 [2]。清胰陷胸汤主
要由通里攻下、清热凉血、祛淤类中药组成，具
有促进炎症消散、改善腹腔脏器血供、抑制肠道
菌群移位、调节机体免疫等作用 [3]。本研究采用
表1
组别

例数（n ）

性别 [ 例（%）]
男

女

清胰陷胸汤联合血液净化治疗 SAP，观察协同治
疗的效果，并对机体免疫功能变化进行分析，为
SAP 的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日照
市中医医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收治的符合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SAP 患者 92 例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性 49 例，女性 43 例；年龄 25~83 岁，
平均（42.18±5.38）岁；病因：胆源性胰腺炎 42
例，高脂血症胰腺炎 27 例，酒精性胰腺炎 14 例，
其他原因 7 例。依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Balthazar CT 评分、
APACH-II 评分、病因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执行，所有受试者本人及家属知情
同意并签署同意书。

两组 SAP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对比
病因 [ 例（%）]

年龄（岁）

Balthazar CT
评分

APACH-II
评分

胆源性

高血脂症

酒精性

其他

观察组

46

27（58.7） 19（41.3）

41.62±9.18

2.51±0.83

20.53±1.56

23

12

7

4

对照组

46

22（47.8） 24（52.2）

42.77±9.32

2.53±1.01

19.96±2.07

19

15

9

3

χ2

1.09

5.15

2.52

7.78

1.10

P

0.29

0.55

0.91

0.14

0.77

注：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入选病例均符
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制订的“急
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4 版）”[4] 和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制订的“重症急性胰
腺炎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2014 版）”[5] 中 SAP
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1）伴有原发性呼吸、循环、
泌尿系统功能不全者。2）伴有原发性肿瘤患者。3）
既往 6 个月内口服免疫抑制剂者。4）对研究药物
有过敏者。
1.3 治 疗 方 法 依 据 中 华 医 学 会 外 科 学 分 会

胰 腺 外 科 学 组 制 订 的“ 急 性 胰 腺 炎 诊 治 指 南
（2014 版）”[4] 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
业委员会制订的“重症急性胰腺炎中西医结合诊
治指南（2014 版）”[5]，两组均给予常规干预治疗，
包括胃肠减压 / 禁食、抗感染、抑酸、抑制腺体分泌、
维持水 / 电解质平衡、应用支持治疗，必要时给予
经口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对照组在上述常规治疗
基础上，予以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选取股静脉
置管，留置双腔深静脉导管建立体外循环，采用
瑞典金宝 Gambro Prismaﬂex 血液滤过机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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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模式，治疗量为 25~30
mL/(kg · h)，血流量 200 mL/min，平均治疗时间
20 h/d）。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同时应
用中药清胰陷胸汤，方剂组成：黄芩、大黄、枳实、
白芍、川楝子、木香、延胡索、半夏、芒硝、甘遂，
一煎经胃管或者空肠营养管注入，早晚各 150 mL，
胃管注入后闭管 1 h ；二煎经直肠注入 200 mL。两
组持续治疗 10 d。
1.4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的临床
治疗效果、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和血清 T 淋
巴细胞亚群水平。临床治疗效果主要通过检测膀胱
压力恢复正常时间、肠蠕动恢复时间、血液淀粉酶
恢复正常时间和患者住院时间。血清炎性因子水平
主要是检测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
介素 -6(IL-6) 和白细胞介素 -10(IL-10)。T 淋巴细
胞亚群水平主要是检测淋巴细胞中 CD3 +、CD4 +、
CD8 +。分别于患者入院时、入院后第 1、3、7 天
表2
组别

例数（n ） 膀胱压力恢复正常时间（d）

空腹状态下抽取患者静脉血 10 mL，3 000 r/min
离心 15 min，分离出血清，置于 -70℃低温储存以
备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TNF-α、IL-6、IL-10 水平；采用流式细胞分析法
检测 CD3 +、CD4 +、CD8 + 及 CD4 +/CD8 +。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
)
表示，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非正
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用
例（%）来表示，采用 χ2 检验进行比较。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膀
胱压力恢复正常时间、肠蠕动恢复时间、血液淀
粉酶恢复正常时间和患者住院时间均短于治疗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见表 2。

两组 SAP 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肠蠕动恢复正常时间（d）

血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d）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46

8.26±0.56a

4.61±1.06a

6.29±1.59a

23.52±1.34a

对照组

46

10.17±0.88

5.23±0.87

7.36±1.44

24.31±1.48

t

12.419

6.174

3.383

2.684

P

0.001

0.003

0.001

0.009

注：a与对照组比较， P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变化比
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TNF-α、IL-6、IL-10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均 P ＞ 0.05) ；入院治疗第 1、3、
7 天，两组患者 TNF-α、IL-6、IL-10 水平均显著
低于治疗前 ( 均 P <0.05) ；且观察组在入院治疗第
1、3、7 天的 TNF-α、IL-6、IL-10 水平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同时间点 ( 均 P ＜ 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T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变
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T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P ＞ 0.05) ；治 疗 后 两 组 血
清 CD3 +、CD4++ 及 CD8 + 均较治疗前升高，而血
清 CD3 +/CD8 + 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均 P ＜ 0.05)。且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CD3 +、
CD4 + 及 CD8 + 高于对照组，血清 CD3 +/CD8 + 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均 P ＜ 0.05)。见表 4。
3 讨论
SAP 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目前认为 SAP 是
在各因素作用下，机体释放大量促炎细胞因子，

引起全身性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即全身性炎症
反应综合征（SIRS），体内促炎系统和抗炎系统失
衡，机体发生无法控制的“瀑布式”炎症反应 [6-7]，
对血管张力和渗透性产生影响 , 导致循环系统障
碍，最终导致全身多系统多器官受损 , 发生休克
和 MODS。在 SAP 的早期，机体强大的促炎作用
掩盖了机体抗炎作用 [8]，直至病程的中后期，抗
炎细胞因子才发挥主导作用。对免疫系统而言，
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甚至是无免疫状态。在
SAP 中后期的感染期，肠道免疫功能障碍，肠腔
内细菌增殖过度，肠道菌群失衡，肠道通透性增加，
使大量的肠道细菌和内毒素移位，引起胰周、胰
腺组织或全身感染，加之机体免疫失衡，多数患
者在此阶段发生死亡。近年来，连续性血液净化
治疗在重症胰腺炎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适用
于高脂血症胰腺炎，存在急性肾功能损伤或严重
酸中毒及水负荷加重，当患者全身炎症反应特别
强烈时强烈建议早期进行 [9]。通过血液净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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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 SAP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例数（n ）

治疗前

治疗 1 d

治疗 3 d

治疗 7 d

观察组

46

462.01±116.52

278.71±68.28ab

210.86±51.92ab

139.78±22.17ab

对照组

46

495.26±103.25

310.41±73.16a

230.37±40.72a

152.18±20.67a

t值

1.449

2.148

2.005

2.775

P值

0.151

0.034

0.048

0.007

类别
TNF-α(pg/mL)

IL-6(pg/mL)
观察组

46

123.66±20.34

82.85±12.16ab

66.76±9.51ab

45.15±5.07ab

对照组

46

120.51±21.66

89.17±10.45a

71.68±8.89a

51.56±4.28a

t值

0.719

2.673

2.563

6.552

P值

0.474

0.009

0.012

0.001

IL-10(pg/mL)
观察组

46

91.31±7.16

77.55±5.16ab

66.67±3. 61ab

44.52±2.13ab

对照组

46

90.12±6.68

80.61±4.84a

69.16±3.85a

49.15±2.82a

t值

0.824

2.934

3.200

8.886

P值

0.412

0.004

0.002

0.001

注：a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0.05，b与对照组比较，P ＜0.05

表4
类别
CD3

CD4

CD8

两组 SAP 患者治疗前后 T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治疗 1 d

治疗 3 d

治疗 7 d

例数（n）

治疗前

观察组

46

50.11±16.25

59.72±11.35ab

68.36±9.92ab

82.77±12.16ab

对照组

46

51.62±13.38

53.21±13.71a

63.81±8.58a

77.17±11.23a

t值

0.487

2.481

2.353

2.295

P值

0.628

0.015

0.021

0.024

+

+

观察组

46

26.36±6.33

34.56±8.12ab

49.88±6.15ab

63.11±11.72ab

对照组

46

25.13±5.67

30.74±7.30a

43.50±7.01a

57.36±12.18a

t值

0.982

2.373

4.640

2.307

P值

0.329

0.020

0.001

0.023

+

观察组

46

10.01±5.61

18.25±7.16ab

27.66±7.17ab

43.25±8.31ab

对照组

46

11.18±5.25

15.16±6.83a

24.15±6.58a

39.22±7.88a

t值

1.033

2.118

2.446

2.387

P值

0.304

0.037

0.016

0.019

CD3+/CD8+
观察组

46

1.81±0.11

2.21±0.51ab

2.59±0.61ab

2.52±0.31ab

对照组

46

1.90±0.61

2.01±0.11a

2.25±0.59a

2.30±0.28a

t值

0.985

2.600

2.717

3.572

P值

0.327

0.012

0.008

0.001

注：a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0.05，b与对照组比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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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对机体抗炎因子的清除作用，对机体免
疫紊乱的调节作用，对组织器官的保护作用 [10]。
祖国医学把 SAP 归属于“痹心痛”“结胸”范
畴，多由外邪入浸，暴饮暴食、胆道阻塞等导致
气机郁滞、腑气不通。临床上均表现为腹痛、腹胀、
发热等，乃热水湿互结，导致阳明腑实，或有形
之邪与湿热之邪内陷相结，形成实热结胸证。根
据中医学理论，SAP 的中医辩证属于郁、结、热、
瘀之范畴 [11]，根据“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辨
证施治以攻邪为主，选用具有通里攻下、清热解毒、
活血化瘀等功用的方剂。清胰陷胸汤是国医大师
崔乃强教授多年治疗 SAP 的经验总结，是在清胰
汤和大陷胸汤基础上加减而来。方剂中大黄、芒
硝、甘遂峻下逐水泻热为君，治疗 SAP 腑气不通
导致的腹胀；黄芩、半夏入少阳疏邪透表为臣；木
香、积实行气导滞止痛为佐；配伍疏肝理气、行气
止痛之川楝子、延胡索，诸药合用。全方共凑内
泻热结，和解少阳之效，具有通里泻下、清热解
毒、行气活血的作用。SAP 患者肠道免疫功能障碍、
肠道菌群失衡，肠道细菌和内毒素移位，导致腹
胀。现代研究表明，清胰陷胸汤具有减少炎性渗
出、促进炎症消散、改善腹腔脏器血供及减少脓
肿形成等作用 [12]。清胰陷胸汤可能通过保护肠屏
障，抑制肠道菌群移位，减少坏死组织感染发生，
增加胰腺血供等机制来抑制 SAP 患者机体的炎症
状态。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膀胱压力的恢复正
常时间、肠蠕动恢复时间、血液淀粉酶恢复正常
时间和患者住院时间均短于治疗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提示清胰陷胸汤联合血液净化对 SAP 患
者临床疗效优于血液净化等常规治疗。IL-6、IL10、TNF-α 等炎性因子是由激活的巨噬细胞、内
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等产生的，能直接激活血管
内皮细胞及炎性细胞，加重炎症反应，对组织造
成损害 [13]，在 SAP 病程进展期，IL-6、IL-10 水
平升高，它们可能在 SAP 病程进展及感染性胰腺
坏死患者发生 MODS 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也
证实了治疗后两组患者 IL-6、IL-10、TNF-α 水平
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在治疗后 IL-6、IL-10、
TNF-α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时间点。桂海波
等 [14] 研究表明 SAP 危重程度与机体 T 淋巴细胞
亚群具有相关性，可以加重机体抗炎免疫反应，
破坏机体免疫平衡，并导致 SAP 病情加重、影响
预 后。朱宇飞等 [15] 研 究 表 明，SAP 患 者 CD3 +、

CD4 +、CD8 + 水平降低，本研究中治疗后两组血
清 CD3 +、CD4 + 及 CD8 + 均较治疗前升高，观察
组血清 CD3 +、CD4 + 及 CD8 + 高于对照组，也再
次验证这一观点。
综上所述，清胰陷胸汤联合血液净化治疗能
够清除 SAP 患者炎症介质、减轻机体炎症反应，
改善机体免疫状态，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减轻
器官的损伤，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值得临床应用
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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