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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必净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
炎性介质的影响
段永庆 甘平 张家骅 廖陈

谭晶 许世才

【摘要】 目的 观察血必净注射液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炎性介质的影响。方法 将 80 例急性
重症胰腺炎患者按病例尾号随机分为两组各 40 例，对照组在禁食、补液、抑酸、抗感染等治疗基础上，
持续静脉泵入生长抑素 6 mg，乌司他丁 20 万U，连续治疗 7 d。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静脉滴注
血必净注射液，50 ml/次，2 次/d，连用 7 d。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中前列环素（PGI2）、血栓素A2（TXA2）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白介素 1、6、8（IL-1、6、8）的变化。结果 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PGI2升高（4.70±0.49）
、PGI2/TXA2升高（0.10±0.01）
，TXA2降低（48.20±13.22）
、TNFα降低（28.00±1.30）、
IL-1 降低（35.60±3.20）、IL-6 降低（52.20±8.70）、IL-8 降低（26.10±3.80）。结论 血必净注射液联
合西医常规治疗，可抑制急性重症胰腺炎炎症因子的释放，控制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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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Xuebijing injection on inflammatory mediator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Methods Using double blind method, 80 case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such as: fasting, fluid replacement, acid inhibition and anti-inf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continuing injection with the growth hormone release inhibiting 6 mg, ulinastatin 200000u for 7 days.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s treatment, the other group was added with Xuebijing injection 50 ml, twice a day for 7
days. The plasma levels of prostaglandin I2(PGI2), thromboxane A2(TXA2),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
interleukin-1,6,8(IL-1,6,8)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in each group an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Xuebijing injection group had marked effects on modulating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The levels of PGI2 and PGI2/TXA2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levels
of TXA2, TNF2, IL-1,6 and 8 were deceased（P＜0.05）sharply after the treatment.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Xuebijing injection has the effects of inhibi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Key words】 Xuebijing injection；Acute pancreatitis；Inflammatory mediators

急性重症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重症胰腺炎着重于 ①减少胰腺外分泌；②抑制胰

SAP）为临床常见急腹症，起病急、发展快，临床

酶活性；③联合应用足量抗生素；④给予充分的

病理变化复杂，早期即可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营养支持。本研究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血

症（SIRS），释放大量炎症介质，引起多脏器功能

必净注射液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障碍综合症（MODS），病死率高。目前内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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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全部病例均选自 2003 年 6 月至

2009 年 6 月我院急诊住院患者，均符合急性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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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炎诊断标准

［1］

。将全部患者按病例尾号随机

（PGI2/TXA2），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

分为两组各 40 例，治疗组中男性 23 例、女性 17

介素 1、6、8（IL-1、6、8）等炎性介质，上述试

例；年龄 27～66 岁、平均(35.8±4.8)岁；病程 6～

剂均由福建迈新试剂公司提供；仪器为 Beckman

52 h、平均(35.5±4.7)h。对照组中男性 28 例、女性

公司的 Immage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

12 例；年龄 29～71 岁、平均(32.2±3.4)岁；病程 7～

1.5

48 h、平均(36.2±3.5)h。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6、8 降低，表明血必净注射液可明显抑制急性重

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症胰腺炎时炎性因子的释放。PGI2 和 TXA2 升高，

有可比性。

表明血必净注射液对急性重症胰腺炎和血栓素类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1)纳入标准：①符合

临床诊断标准：治疗后 TXA2 和 TNFα、IL-1、

血管活性介质有调节作用。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胰腺疾病学组制定的中国

1.6

胰腺炎诊疗指南（草案）中 SAP 的诊断标准，见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士标准差( x

文献［1］，其种族、性别不限；② APACHEⅡ的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评分≥8 分；③CT 分级以 C、D 级为主（C 级为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 s )表

胰腺的实质和周围炎症发生改变，胰周围有轻度
的渗出；D 级为胰周围渗出明显增多，胰腺中实

2

质部分内部或胰周围单独一个液体聚集）；④发病

2.1

后 60 h 内入院，院外未使用中药或生长抑素及类

较：治疗后两组 TXA2、TNFα、IL-1、6、8 水平

似药物治疗。(2)排除标准：①胆总管结石致胆胰

均降低，治疗组 TXA2、TNFα、IL-1、6、8 水平

管开口梗阻或 Oddi 氏括约肌狭窄所致胰腺炎；②

较对照组降低明显，见表 1。

合并其他系统的严重疾病或其他感染性疾病；③

2.2

儿童、妊娠、哺乳期妇女；④院外已使用中药或

组的 PGI2、PGI2/TXA2 均有一定程度升高，治疗

生长抑素及其类似药物治疗。

组 PGI2、PGI2/TXA2 较对照组升高更为明显，见

1.3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给予禁食、补液、抑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 TXA2、TNFα及 IL-1、6、8 比

两组治疗前后 PGI2、TXA2 比较：治疗后两

表 2。

酸、抗感染等常规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持
续静脉泵入生长抑素 6 mg，乌司他丁 20 万 U，连
续治疗 7 d。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静脉滴注

3

讨论
随着对 SAP 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发现炎

血必净注射液（天津红日药业公司生产）
，50 ml/次，

性介质在急性胰腺炎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参与

2 次/d，连续治疗 7 d。

炎症反应的细胞因子，有 TNFα、IL-1、6、8 等

1.4 临床观察指标：
取患者静脉血，
经 3000 rpm/min

促炎细胞因子

分离后所得血清，采用双抗体夹心酶标免疫法

由单核细胞、巨噬细胞、T 细胞和肥大细胞所产

（ELISA） 检测血中 PGI2 、TXA2 及二者 比值

生的肿瘤坏死因子（TNFα）是胰腺炎最早升高

表1
组别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 2］

。在众多的促炎细胞因子中，

两组 SAP 患者 PGI2、TXA2 和 PGI2/TXA2 含量的治疗前后比较( x ± s )
例数

PGI2(μg/L)

TXA2(μg/L)

PGI2/TXA2

10.35±3.31
17.45±4.35a

234.15±55.46
150.32±46.43a

0.044±0.019
0.116±0.028a

11.06±3.42
22.15±3.86ab

240.24±50.32
102.12±33.21ab

0.048±0.017
0.217±0.038ab

40

40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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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40

两组 SAP 患者 TNFα、IL-1、6、8 含量治疗前后比较( x ± s ，pg/ml)
TNFα

IL-1

IL-6

IL-8

168.3±33.2
76.2±21.3a

208.5±46.4
148.4±22.4a

324.5±44.6
198.8±39.3a

176.8±50.3
73.4±22.3a

178.4±28.4
48.2±22.6ab

202.3±49.5
112.8±19.2ab

318.8±34.7
146.6±30.6ab

165.7±48.8
47.3±18.5ab

40

注：治疗前后组内比较，aP＜0.05；治疗后组间比较，bP＜0.05

的因子，起核心作用。实验提示血清 TNFα浓度与
IL-1、IL-6 一起快速升高，且与胰腺炎的严重程度

治指南（草案）. 中华消化杂志，2004，24（3）：190-192.
［2］

［3］

。TNFα、IL-1、6、8 等是重要的促炎

呈正相关

性细胞因子，通过介导炎性反应，导致机体发生
［4-6］

MODS

。IL-8 是介导中性粒细胞进入创伤组织

的主要介质，同时对白细胞黏附分子起上调作用，
［7，8］

并促使中性白细胞黏附于内皮细胞上

。

血必净注射液的有效成分为红花黄色素 A、

29-30.
［3］

［9，10］

。本结果表明，血必净注射液

可抑制急性重症胰腺炎时炎性因子 TNFα、IL-1、6、
8 的释放，同时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的 PGI2 和血
栓素类血管活性介质有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血必净注射液联合常规治疗可抑
制急性重症胰腺炎炎症因子的释放，控制急性重症

Napoleone E，Di Santo A，Bastone A，et al. Long pentraxin
PTX3 up regulates tissue factor expression in human endothelial
cells: a novel link between vascular inflammation and clotting
activation. A rterio scler Thromb V asc Bio 1，2002，22（5）：
782-787.

［7］

，并通过保护

［11］

周慧君，程尉新，林洪远，等.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临床治疗
进展.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0，12（10）：635-636.

［6］

Huber AR ， Kunkel SL ， Todd RF ， et al. Regulation of
transendothelial

neutrophil

migration

by

endogenous

interleukin-8. Science，1991，254（5028）：99-102.

受损内皮、改善微循环，起到避免内毒素攻击所
致组织损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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