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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指南·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２０ １ ３年，上海）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胰腺疾病学纽

中华胰腺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中华消化杂志编辑委员会

急性胰腺炎（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ＡＰ）的发病率

体征并持续评估［２ｊ。
３．重度ＡＰ（ｓｅｖｅｒｅ

逐年升高，病死率仍居高不下。中华医学会消化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ＳＡＰ）：

病学分会曾于２００３年制定了《中国急性胰腺炎诊

具备ＡＰ的临床表现和生物化学改变，须伴有持

治指南（草案）》［１］，对提高我国ＡＰ的救治水平起

续的器官功能衰竭（持续４８ ｈ以上、不能自行恢复

到了重要作用。近ｌｏ年来，随着对ＡＰ诊断和分

的呼吸系统、心血管或肾脏功能衰竭，可累及一个

类标准的更新，以及国内外对该病临床诊治研究

或多个脏器）。ＳＡＰ病死率较高，为３６％～５０％，

的不断深入，有必要修订新的ＡＰ指南，以进一步

如后期合并感染则病死率极高［３］。
４．建议：①ＭＳＡＰ由２００３年版《中国急性胰

规范我国该疾病的临床诊治。
ＡＰ是指多种病因引起的胰酶激活，继以胰腺

腺炎诊治指南（草案）》［１ ３中定义的“ＳＡＰ”中划分

局部炎性反应为主要特征，伴或不伴有其他器官

出来，符合原“ＳＡＰ”的条件，但不伴有持续的器官

功能改变的疾病。临床上，大多数患者的病程呈

功能衰竭。②不建议使用“暴发性胰腺

自限性，２０％～３０％的患者临床经过凶险，总体病

炎（ｆｕｌｍｉｎａｎｔ

死率为５％～１０％。

语提及的起病时间“７２ ｈ之内”不能反映预后，并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ＦＡＰ）”，因该术

一、术语和定义

且其诊断标准之一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根据国际ＡＰ专题研讨会最新修订的ＡＰ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级和分类系统（２０１２年，美国亚特兰大）［２ｊ，结合我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也只是部

分ＡＰ的临床表现，不能反映病情的严重度。

国具体情况，规定有关ＡＰ术语和定义，旨在对临

（二）影像学术语［２０

床和科研工作起指导作用，并规范该领域学术

１．间质水肿性胰腺炎（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大多数ＡＰ患者由于炎性水肿引起

用词。

弥漫性胰腺肿大，偶有局限性肿大。ＣＴ表现为胰

‘（一）临床术语
１．轻度ＡＰ（ｍｉｌｄ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ＭＡＰ）：

具备ＡＰ的临床表现和生物化学改变，不伴有器

腺实质均匀强化，但胰周脂肪间隙模糊，也可伴有
胰周积液。
２．坏死性胰腺炎（ｎｅｃｒｏｔｉｚｉｎｇ

官功能衰竭及局部或全身并发症，通常在１～２周

中度ＡＰ（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５％～１０％的ＡＰ患者伴有胰腺实质坏死或胰周

内恢复，病死率极低。
２．

ｅｄｅｍａｔｏｕ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组织坏死，或二者兼有。早期增强ＣＴ有可能低估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ＭＳＡＰ）：具备ＡＰ的临床表现和生物

胰腺及胰周坏死的程度，起病ｌ周之后的增强ＣＴ

化学改变，伴有一过性的器官功能衰竭（４８ ｈ内可

更有价值，胰腺实质坏死表现为无增强区域。

自行恢复），或伴有局部或全身并发症而不存在持

（三）其他术语［２。４３

续性的器官功能衰竭（４８ ｈ内不能自行恢复）。对

１．急性胰周液体积聚（ａｃｕｔｅ

于有重症倾向的ＡＰ患者，要定期监测各项生命

ｆｌｕｉｄ

ｐｅｒｉ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ＰＦＣ）：发生于病程早期，表现为

胰腺内、胰周或胰腺远隔问隙液体积聚，并缺乏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 １４３２．２０１ ３．０４．００１

通信作者；王兴鹏，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ｘｐｌ９６５＠ｙａｈｏｏ．ＣＯＩＴＩ．ｃｎ；李兆申，上海长海医院消化

整包膜，可单发或多发。
２．急性坏死物积聚（ａｃｕｔｅ

ｎｅｃｒｏｔｉｃ

科，Ｅｍａｉｌ：ｚｈｓｌｉ＠８１８９０．ｎｅｔ；袁耀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Ｃ）：发生于病程早期，表现为液体内

金医院消化科．Ｅｍａｉｌ：ｙｙｚ２８＠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容物，包含混合的液体和坏死组织，坏死物包括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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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ＡＰ诊断流程

腺实质或胰周组织的坏死。

（一）ＡＰ临床表现

３．胰腺假性囊肿（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ｓｔ）：有完

腹痛是ＡＰ的主要症状，位于上腹部，常向背

整非上皮性包膜包裹的液体积聚，内含胰腺分泌物、
肉芽组织、纤维组织等，多发生于ＡＰ起病４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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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放射，多为急性发作，呈持续性．少数无腹痛，可

４．包裹性坏死（ｗａｌｌｅｄ—ｏｆｆ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ＷＯＮ）：

伴有恶心、呕吐。发热常源于ＳＩＲＳ、坏死胰腺组

是一种成熟的、包含胰腺和（或）胰周坏死组织、具

织继发细菌或真菌感染。发热、黄疸者多见于胆

有界限分明炎性包膜的囊实性结构，多发生于ＡＰ

源性胰腺炎。临床体征方面，轻症者仅表现为轻

起病４周后。

压痛，重症者可出现腹膜刺激征、腹水、Ｇｒｅｙ—

５．胰腺脓肿（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胰腺内或胰

Ｔｕｒｎｅｒ征、Ｃｕｌｌｅｎ征。少数患者因脾静脉栓塞出

周的脓液积聚，外周为纤维囊壁，增强ＣＴ提示气

现门静脉高压，脾脏肿大。罕见横结肠坏死。腹

泡征，细针穿刺物细菌或真菌培养阳性。

部因液体积聚或假性囊肿形成可触及肿块。其他

二、ＡＰ病因

可有相应并发症所具有的体征。
局部并发症包括急性液体积聚、急性坏死物

在确诊ＡＰ基础上，应尽可能明确其病因，并
努力去除病因，以防复发。

积聚、胰腺假性囊肿、包裹性坏死和胰腺脓肿，其

１．常见病因：胆石症（包括胆道微结石），高三

他局部并发症还包括胸腔积液、胃流出道梗阻、消

酰甘油血症，乙醇。胆源性胰腺炎仍是我国ＡＰ

化道瘘、腹腔出血、假性囊肿出血、脾静脉或门静

的主要病因［５］。高三酰甘油血症性胰腺炎的发病

脉血栓形成、坏死性结肠炎等。局部并发症并非

率呈上升态势。当三酰甘油≥１１．３０ ｍｍｏｌ／Ｌ，临

判断ＡＰ严重程度的依据心一。
全身并发症主要包括器官功能衰竭、ＳＩＲＳ、全

床极易发生ＡＰ；而当三酰甘油＜５．６５ ｍｍｏｌ／Ｌ
时，发生ＡＰ的危险性减少叩］。

身感染、腹腔内高压（ｉｎｔｒａ—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２．其他病因：壶腹乳头括约肌功能不良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ＡＨ）或腹腔间隔室综合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Ｄ），药物和毒

征（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胰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 ｏｆ Ｏｄｄｉ

物，外伤性，高钙血症，血管炎，先天性（胰腺分裂、

性脑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ＰＥ）。

环形胰腺、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等），肿瘤性（壶腹

１．器官功能衰竭：ＡＰ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

周围癌、胰腺癌），感染性（柯萨奇病毒、腮腺炎病

于器官功能衰竭的出现及持续时间（是否超过

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蛔虫症），自身免疫性

４８

（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ａ１一抗胰蛋白酶缺

能衰竭（ｍｕｈｉｐ［ｅ

乏症等。近年来，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主要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ＲＣＰ）

ｈ），出现２个以上器官功能衰竭称为多器官功
ｏｒｇａ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Ｆ）。呼吸衰竭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ＲＤＳ），循环衰竭主要包括心

后、腹部手术后等医源性因素诱发的ＡＰ的发病

动过速、低血压或休克，肾功能衰竭主要包括少

率也呈上升趋势。

尿、无尿和血清肌酐升高心。。

３．经临床与影像、生物化学等检查，不能确定
病因者称为特发性。

２．ＳＩＲＳ：符合以下临床表现中的２项及以
上，可以诊断为ＳＩＲＳ。①心率＞９０次／ｍｉｎ；②体

三、ＡＰ病因调查

温＜３６℃或＞３８℃；③ＷＢＣ计数＜４×１０９／Ｌ或

１．详细询问病史：包括家族史、既往病史、乙

＞１２ｘ １０９／Ｌ；④呼吸频率＞２０次／ｍｉｎ或ＰＣＯ：

醇摄入史、药物服用史等。计算ＢＭＩ。
２．基本检查：包括体格检查，血清淀粉酶、血
清脂肪酶、肝功能、血脂、血糖及血钙测定，腹部超
声检查。

３．进一步检查：病毒、自身免疫标志物、肿瘤

＜３２ ｍｌＴｌ Ｈｇ（１ ｍｍ Ｈｇ一０．１３３ ｋＰａ）。ＳＩＲＳ持

续存在将会增加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的风险。
３．全身感染：ｓＡＰ患者若合并脓毒症，病死
率升高，为５０％～８０％。主要以革兰阴性杆菌感
染为主，也可有真菌感染。

标志物（ＣＥＡ、ＣＡｌ９－９）测定，增强ＣＴ扫描、ＥＲＣＰ

４．ＩＡＨ和ＡＣＳ：ＳＡＰ时ＩＡＨ和ＡＣＳ的发

或磁共振胰胆管成像、超声内镜检查、壶腹乳头括

生率分别约为４０％和１０％，ＩＡＨ已作为判定ＳＡＰ

约肌测压（必要时）、胰腺外分泌功能检测等。

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容易导致多器官功能不全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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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区或胰周脂肪坏死（４分）；胰腺坏死分级为，无胰

ｂｌａｄ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腺坏死（０分），坏死范围≤３０％（２分），坏死范

ＵＢＰ）测定是诊断ＡＣＳ的重要指标，膀胱压≥

围＞３０％（４分）；胰腺外并发症，包括胸腔积液、腹

Ｈｇ，伴有少尿、无尿、呼吸困难、吸气压增

水，血管或胃肠道等（２分）。评分≥４分可诊断为

综合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ｇａ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Ｓ）ｕｊ。膀胱压（ｕｒｉｎａｒｙ

２０ ｍｍ

ＭＳＡＰ或ＳＡＰ。此外，ＭＲＩ也可以辅助诊断ＡＰ。

高、血压降低时应考虑出现ＡＣＳ［８一。
５．胰性脑病：是ＡＰ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可表
现为耳鸣、复视、谵妄、语言障碍及肢体僵硬、昏迷
等，多发生于ＡＰ早期，但具体机制不明。

（三）ＡＰ的诊断体系
１．ＡＰ的诊断标准：临床上符合以下３项特
征中的２项，即可诊断为ＡＰ。①与ＡＰ符合的腹

（二）辅助检查

痛（急性、突发、持续、剧烈的上腹部疼痛，常向背

１．血清酶学检查：强调血清淀粉酶测定的临

部放射）；②血清淀粉酶和（或）脂肪酶活性至少＞

床意义，尿淀粉酶变化仅作参考。血清淀粉酶活

３倍正常上限值；③增强ＣＴ／ＭＲＩ或腹部超声呈

性高低与病情严重程度不呈相关性。患者是否开

ＡＰ影像学改变。

放饮食或病情程度的判断不能单纯依赖于血清淀

２．ＡＰ的分级诊断：①ＭＡＰ为符合ＡＰ诊断

粉酶是否降至正常，应综合判断。血清淀粉酶持

标准，满足以下情况之一，无脏器衰竭、无局部或

续增高要注意病情反复、并发假性囊肿或脓肿、疑

全身并发症，Ｒａｎｓｏｎ评分＜３分，急性生理功能和

有结石或肿瘤、肾功能不全、高淀粉酶血症等。要

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ａｃｕｔｅ

注意鉴别其他急腹症引起的血清淀粉酶增高。血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清脂肪酶活性测定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尤其当血

８分，ＡＰ严重程度床边指数（ｂｅｄｓｉｄｅ

清淀粉酶活性已经下降至正常，或其他原因引起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

血清淀粉酶活性增高时，血清脂肪酶活性测定有

指数（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互补作用。同样，血清脂肪酶活性与疾病严重程

分＜４分。②ＭＳＡＰ为符合ＡＰ诊断标准，急性期

度不呈正相关。

满足下列情况之一，Ｒａｎｓｏｎ评分≥３分，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ＡＣＨＥ）１Ｉ评分＜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ＡＰ，ＢＩＳＡＰ）评分＜３分，修正ＣＴ严重
Ｃ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ＭＣＴＳＩ）评

２．血清标志物：推荐使用ＣＲＰ，发病７２ ｈ后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８分，ＢＩＳＡＰ评分≥３分，

ＣＲＰ＞１５０ ｍｇ／Ｉ。提示胰腺组织坏死。动态测定

ＭＣＴＳＩ评分≥４分，可有一过性（＜４８ ｈ）的器官

血清ＩＩ．一６水平增高提示预后不良。血清淀粉样蛋

功能障碍。恢复期出现需要干预的假性囊肿、胰

白升高对ＡＰ诊断也有一定价值。

瘘或胰周脓肿等。③ＳＡＰ为符合ＡＰ诊断标准，伴

３．影像学诊断：在发病初期２４～４８ ｈ行超声
检查，可以初步判断胰腺组织形态学变化，同时有

有持续性（＞４８ ｈ）器官功能障碍（单器官或多器
官），改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评分≥２分（表１）［２－。

助于判断有无胆道疾病，但受ＡＰ时胃肠道积气

３．建议：①临床上完整的ＡＰ诊断应包括疾

的影响，对ＡＰ不能做出准确判断。推荐ＣＴ扫描

病诊断、病因诊断、分级诊断、并发症诊断，例如

作为诊断ＡＰ的标准影像学方法，且发病１周左右

ＡＰ（胆源性、重度、ＡＲＤＳ）。②临床上应注意一部

的增强ＣＴ诊断价值更高，可有效区分液体积聚和

分ＡＰ患者有从ＭＡＰ转化为ＳＡＰ的可能。因

坏死的范围。在ＳＡＰ的病程中，应强调密切随访

此，必须对病情作动态观察。除Ｒａｎｓｏｎ评分、

ＣＴ检查，建议按病情需要，平均每周１次。按照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外，其他有价值的判别指标如

改良ＣＴ严重指数（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胸膜渗出，尤其是双侧胸腔积

ＭＣＴＳＩ）［９。，胰腺炎性反应分级为，正常胰腺（０分），

液，７２ ｈ后ＣＲＰ＞１５０ ｍｇ／Ｉ。，并持续增高等，均为

胰腺和（或）胰周炎性改变（２分），单发或多个积液

临床上有价值的严重度评估指标。

表１

判断重度急性胰腺炎伴有器官功能衰竭的改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评分系统

堡坌！坌１

项目
０

１

２

３

４

＜１０１

呼吸（Ｐａ０２／Ｆｉ０２）

＞－４００

３０１～４００

２０１～３００

１０ｌ～２００

循环（收缩压，ｍｍ Ｈｇ）

＞９０

＜９０，补液后可纠正

＜９０．补液不能纠正

＜９０．ｐＨ％７．３

＜９０，ｐＨ＜７．２

肾脏（肌酐，“ｍｏｌ／Ｉ。）

＜１３４

１３４～１６９

１７０～３１０

３１１～４３９

：＞４３９

注：Ｐａ０２为动脉血氧分压；Ｆｉ０２为吸人气氧浓度，按照空气（２１％）、纯氧２
（４０％）、纯氧９～１０ １．／ｍｉｎ（５０％）换算；ｌ ｍｍ Ｈｇ一０．１３３ 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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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ＡＰ诊断流程图

变。记录２４ ｔｌ尿量和出入量变化。上述指标可根

ＡＰ诊断流程见图１。

据患者具体病情做相应选择，根据ＡＰＡＣＨＥ １Ｉ评
分、Ｒａｎｓｏｎ评分、ＢＩＳＡＰ评分、ＣＴ Ｂａｈｈａｚａｒ分级

中上腹痛、压痛（疑诊急性胰腺炎）

等指标判断ＡＰ的严重程度和预后。ＳＡＰ病情危

●

重时，建议入重症监护病房密切监测生命体征，调

血淀粉酶、脂肪酶测定

整输液速度和液体成分。常规禁食，对有严重腹

／／＼＼
增高

正常

胀、麻痹性肠梗阻者应采取胃肠减压等相应措施。

＋

在患者腹痛减轻或消失、腹胀减轻或消失、肠道动

动态测定增高
＋

＋

力恢复或部分恢复时可以考虑开放饮食，开始以

急性胰腺炎初步建立

糖类为主，逐步过渡至低脂饮食，不以血清淀粉酶

。——／＼▲
血液生物化学检查、超声

活性高低作为开放饮食的必要条件。

评分系统评估、增强ＣＴ

＋

＋

病因诊断

严重度评估

２．脏器功能的维护：①早期液体复苏。一经
诊断应立即开始进行控制性液体复苏［１０，主要分

ｔ——下—～’
ＭＡＰ

ＭＳＡＰ

为快速扩容和调整体内液体分布２个阶段，必要

ＳＡＰ

时使用血管活性药物。补液量包括基础需要量和

注：ＣＴ为计算机断层扫描；ＭＡＰ为轻度急性胰腺炎；ＭＳＡＰ
为中度急性胰腺炎；ＳＡＰ为重度急性胰腺炎
图１

流入组织间隙的液体量。输液种类包括胶体物
质、０．９％ＮａＣｌ溶液和平衡液。扩容时应注意晶

急性胰腺炎诊断流程图

体与胶体的比例，并及时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五、ＡＰ处理原则

②针对急性肺损伤或呼吸功能衰竭的治疗。ＳＡＰ

急性胰腺炎临床处理流程见图２。

发生急性肺损伤时给予鼻导管或面罩吸氧，维持
氧饱和度在９５％以上，要动态监测患者血气分析

急性胰腺炎

＋

大剂量、短程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有条什时行气管

胆囊切除术

生

２估疾病严重
和病因诊断

结果。当进展至ＡＲＤＳ时，处理包括机械通气和

堕塑丝ｋ
支持
治疗

ＭＡＰ卜＿

胆源性

呈塑里墨堡！±里！１

１河丽瓣

ＳＡＰ

镜下肺泡灌洗术。③针对急性。肾损伤或肾功能衰
竭的治疗。治疗急性肾功能衰竭主要是支持治
疗，稳定血流动力学参数，必要时透析。持续性肾
脏替代疗法（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ＭＡＳＰ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ＲＲＴ）的指征是伴急性肾功能衰竭，或
动态增强ＣＴ

无坏死

尿量≤ｏ．５ ｍ１．ｋｇ。１·ｈ＿１）；早期伴２个或２个以

主

胰腺组织坏死

治疗改善

感染卜＿—卜ＩｃｒｒＮＮＮ声内镜引导下穿刺引流卜刮无感染
外科手术

上器官功能障碍；ＳＩＲＳ伴心动过速、呼吸急促，经
一般处理效果不明显；伴严重水电解质紊乱；伴胰
性脑病。可联合持续性静脉一静脉血液滤
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注：ＭＡＰ为轻度急性胰腺炎；ＭＳＡＰ为中度急性胰腺炎；ＳＡＰ

为重度急性胰腺炎；ＣＴ为计算机断层扫描；ＥＲＣＰ为内镜逆行胰
胆管造影；ＥＳＴ为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图２急性胰腺炎临床处理流程

ｖｅｎｏｕｓ—ｖｅｎｏｕｓ

ｈｅｎｌ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ＶＶＨ）和持续性血浆滤过吸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ｌａｓｍａ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ＰＦＡ）２种模式ｕ１Ｉ。

④其他脏器功能的支持。出现肝功能异常时可予
保肝药物，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时可使用肝素，上消

１．发病初期的处理：主要目的是纠正水、电解

化道出血可应用质子泵抑制剂。对于ＳＡＰ患者

质紊乱，支持治疗，防止局部及全身并发症。观察

还应特别注意维护肠道功能，因肠黏膜屏障的稳

内容包括血、尿、凝血常规测定，粪便隐血、肾功

定对于减少全身并发症有重要作用，需要密切观

能、肝功能测定，血糖、血钙测定，心电监护，血压

察腹部体征及排便情况，监测肠鸣音的变化，及早

监测，血气分析，血清电解质测定，胸部Ｘ线摄片，

给予促肠道动力药物，包括生大黄、芒硝、硫酸镁、

中心静脉压测定。动态观察腹部体征和肠鸣音改

乳果糖等，应用谷氨酰胺制剂保护肠道黏膜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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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应用中药，如皮硝外敷。病情允许情况下，
尽早恢复饮食或实施肠内营养对预防肠道衰竭具
有重要意义。

液真菌培养。
６．胆源性胰腺炎的内镜治疗：推荐在有条件
的单位，对于怀疑或已经证实的ＡＰ患者（胆源

３．抑制胰腺外分泌和胰酶抑制剂应用：生长

型），如果符合重症指标，和（或）有胆管炎、黄疸、

抑素及其类似物（奥曲肽）可以通过直接抑制胰腺

胆总管扩张，或最初判断是ＭＡＰ但在治疗中病情

外分泌而发挥作用，对于预防ＥＲＣＰ术后胰腺炎

恶化者，应行鼻胆管引流或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

也有积极作用。Ｈ：受体拮抗剂或质子泵抑制剂

括约肌切开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可通过抑制胃酸分泌而间接抑制胰腺分泌，还可

ＥＳＴ）。胆源性ＳＡＰ发病的４８～７２ ｈ内为行

以预防应激性溃疡的发生。蛋白酶抑制剂（乌司

ＥＲＣＰ最佳时机，而胆源性ＭＡＰ于住院期间均可

他丁、加贝酯）能够广泛抑制与ＡＰ发展有关胰蛋

行ＥＲＣＰ治疗。在胆源性ＡＰ恢复后应该尽早行

白酶、弹性蛋白酶、磷脂酶Ａ等的释放和活性，还

胆囊切除术，以防再次发生ＡＰ－１”。

可稳定溶酶体膜，改善胰腺微循环，减少ＡＰ并发
症，主张早期足量应用。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ｏｔｏｍｙ，

７．局部并发症的处理：大多数ＡＰＦＣ和ＡＮＣ
可在发病后数周内自行消失，无需干预，仅在合并

４．营养支持：ＭＡＰ患者只需短期禁食，故不

感染时才有穿刺引流的指征［１ ６Ｉ。无菌的假性囊肿

需肠内或肠外营养。ＭＳＡＰ或ＳＡＰ患者常先施

及ＷＯＮ大多数可自行吸收，少数直径＞６ ｃｍ且

行肠外营养，待患者胃肠动力能够耐受，及早（发

有压迫现象等临床表现，或持续观察见直径增大，

病４８ ｈ内）实施肠内营养ｕ２。肠内营养的最常用

或出现感染症状时可予微创引流治疗。胰周脓肿

途径是内镜引导或Ｘ线引导下放置鼻空肠管。输

和（或）感染首选穿刺引流，引流效果差则进一步

注能量密度为４．１８７ Ｊ／ｍｌ的要素营养物质，如能

行外科手术，外科手术为相对适应证口７。１ ８Ｉ。建议

量不足，可辅以肠外营养，并观察患者的反应，如

有条件的单位开展内镜下穿刺引流术或内镜下坏

能耐受，则逐渐加大剂量。应注意补充谷氨酰胺

死组织清除术。

制剂。对于高脂血症患者，应减少脂肪类物质的

８．全身并发症的处理：发生ＳＩＲＳ时应早期

补充。进行肠内营养时，应注意患者的腹痛、肠麻

应用乌司他丁或糖皮质激素。ＣＲＲＴ能很好地清

痹、腹部压痛等胰腺炎症状和体征是否加重，并定

除血液中的炎性介质，同时调节体液、电解质平

期复查电解质、血脂、血糖、ＴＢｉｌ、血清Ａｌｂ水平、

衡，因而推荐早期用于ＡＰ并发的ＳＩＲＳ，并有逐渐

血常规及肾功能等，以评价机体代谢状况，调整肠

取代腹腔灌洗治疗的趋势。菌血症或脓毒症者应

内营养的剂量。可先采用短肽类制剂，再逐渐过

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调整抗生素，要由广谱抗

渡到整蛋白类制剂，要根据患者血脂、血糖的情况

生素过渡至使用窄谱抗生素，要足量足疗程使用。

进行肠内营养剂型的选择。

ＳＡＰ合并ＡＣＳ者应采取积极的救治措施，除合理

５．抗生素应用：业已证实，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不能显著降低病死率ｕ ３。１４一，因此，对于非胆源性

的液体治疗、抗炎药物的使用之外，还可使用血液
滤过、微创减压及开腹减压术等。

ＡＰ不推荐预防使用抗生素。对于胆源性ＭＡＰ

９．中医中药：单味中药（如生大黄、芒硝），复

或伴有感染的ＭＳＡＰ和ＳＡＰ应常规使用抗生素。

方制剂（如清胰汤、柴芍承气汤等）被临床实践证

胰腺感染的致病菌主要为革兰阴性菌和厌氧菌等

明有效。中药制剂通过降低血管通透性、抑制巨

肠道常驻菌。抗生素的应用应遵循“降阶梯”策

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活化、清除内毒素达到治疗

略，选择抗菌谱为针对革兰阴性菌和厌氧菌为主、

功效。

脂溶性强、有效通过血胰屏障的药物。推荐方案：

１０．手术治疗：在ＡＰ早期阶段，除因严重的

①碳青霉烯类；②青霉素＋Ｊ３一内酰胺酶抑制剂；③

ＡＣＳ，均不建议外科手术治疗口”∞］。在ＡＰ后期阶

第三代头孢菌素＋抗厌氧菌；④喹诺酮＋抗厌氧

段，若合并胰腺脓肿和（或）感染，应考虑手术治疗。

菌。疗程为７～１４ ｄ，特殊情况下可延长应用时

１１．其他措施：疼痛剧烈时考虑镇痛治疗。在

间。要注意真菌感染的诊断，临床上无法用细菌

严密观察病情下可注射盐酸哌替啶（杜冷丁）。不

感染来解释发热等表现时，应考虑到真菌感染的

推荐应用吗啡或胆碱能受体拮抗剂，如阿托品、消

可能，可经验性应用抗真菌药，同时进行血液或体

旋山莨菪碱（６５４—２）等，因前者会收缩Ｏｄｄｉ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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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后者则会诱发或加重肠麻痹。免疫增强制剂
和血管活性物质如前列腺素Ｅ。制剂、血小板活化
因子拮抗剂等，可考虑在ＳＡＰ中选择性应用。益
生菌可调节肠道免疫和纠正肠道内菌群失调，从
而重建肠道微生态平衡，但目前对ＳＡＰ患者是否
应该使用益生菌治疗尚存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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