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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清联合生长抑素静滴对大肠癌合并肠梗阻术后
脓毒症患者血清PA、sE-selectin水平的影响

武 韬,朱云祥,李昊晋

(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广元 628000)

摘要 目的:探讨痰热清联合生长抑素静滴对大肠癌合并肠梗阻术后ICU脓毒症患者血清可溶性E选择素(sE-selectin)和前

白蛋白(PA)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大肠癌合并肠梗阻术后脓毒症患者62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对照组给予生长抑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痰热清治疗。观察

两组治疗前、后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降钙素原(PCT)、sE-selectin水平和急性

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Ⅱ(APACHEⅡ)评分,比较两组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和28d死亡率。结果:观察组治疗后IL-6、

PCT、TNF-α、IL-8、sE-selectin水平和APACHEⅡ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PA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机械通气时间

和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28d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痰热清注射液联合生长抑素

治疗大肠癌合并肠梗阻术后ICU脓毒症可减轻炎症反应,保护血管内皮功能,促使病情恢复,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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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是治疗大肠癌合并肠梗阻的有效措施,但
患者术后易出现腹腔感染、脓毒症等[1]。免疫功能

紊乱和炎症反应过度是脓毒症的主要发病机制,有
效的免疫调理和抗炎治疗是脓毒症取得治疗突破的

重要途径。生长抑素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可提

高脓毒症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减轻炎症反应对机体

的损害,是临床治疗脓毒症的常用药物[2]。研究显

示,单纯西医常规抗炎治疗效果不够理想,采用中西

医结合的方式治疗可提高疗效[3]。中医认为脓毒症

的常见病机为邪毒暴盛、正不胜邪、邪毒内陷、入侵

脏腑质致,治宜清热泻火解毒。痰热清为中药复方

交制剂,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用于重症感染可提高

临床效果[4]。既往研究表明,痰热清治疗重症感染

的机制多以炎症因子为观察指标[5],本研究则观察

了痰热清联合生长抑素静滴对大肠癌合并肠梗阻术

后ICU脓毒症患者血清可溶性E选择素(sE-selec-
tin)和前白蛋白(PA)水平的影响,旨在进一步探讨

两者联用治疗脓毒症的作用机制,现将结果报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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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在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的大肠癌合并肠

梗阻术后脓毒症患者62例,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

18~70岁;(2)均经病理学及影像学检查确诊为大

肠癌合并肠梗阻;(3)均经手术治疗,术后出现明确

或可疑的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符合脓

毒症的诊断标准[6];(4)符合热毒炽盛的辨证标

准[7]:高热,大汗出,大渴饮冷,咽痛,头痛,喘息气

粗,小便短赤,大便秘结,舌质红绛,苔黄燥,脉沉数

或沉伏;(5)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1)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2)近3个月使用过

免疫抑制剂、激素或接受过器官移植者;(3)慢性肝、
肾功能衰竭者;(4)治疗时间不足24h死亡或自动

出院者;(5)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6)精神疾病或严

重认知障碍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31例。对照组中男18例,女13例;年龄37
~68岁,平均(52.36±10.38)岁,平均体重指数

(22.32±2.36)kg/m2;肠梗阻类型:完全性肠梗阻

22例,不完全肠梗阻9例;病变部位:升结肠13例,
直肠上段10例,降结肠3例,乙状结肠3例,结肠肝

曲2例;手术方式:Ⅰ期切除吻合术17例,传统结肠

造瘘术14例;病理类型:腺癌21例,乳头状癌10
例;手术至发病时间(6.72±3.89)d;急性生理与慢

性健康评分Ⅱ(APACHEⅡ)评分(18.05±2.46)
分。观察组中男22例,女9例;年龄33~69岁,平
均(53.69±11.48)岁,平均体重指数(22.05±3.17)
kg/m2;肠梗阻类型:完全性肠梗阻24例,不完全肠

梗阻7例;肿瘤部位:升结肠15例,直肠上段8例,
降结肠4例,乙状结肠2例,结肠肝曲3例;手术方

式:Ⅰ期切除吻合术18例,传统结肠造瘘术13例;
病理类型:腺癌23例,乳头状癌8例;手术至发病时

间(6.35±3.06)d;APACHEⅡ评分(18.36±3.19)
分。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参照《中国严重脓毒

症/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2014)》[8]制定基础治疗方

案,包括抗感染、静脉营养支持、机械通气、纠正水、
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等,同时给予注射用生长抑

素(LyomarkPharmaGmbH,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H20053012,规格:3mg)6mg/24h

维持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痰热清注

射液(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Z20030054,规格:10mL)30mL静脉滴注,
1次/d。两组均连续治疗7d。
1.3 观察指标 (1)治疗前、治疗7d后抽取患者

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
6(IL-6)、白 细 胞 介 素-8(IL-8)、肿 瘤 坏 死 因 子α
(TNF-α)、降钙素原(PCT)、sE-selectin水平,试剂

盒均购自上海卡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前白蛋白(PA)水平。(2)观察

两组治疗前、后APACHEⅡ评分[9],包括急性生理

评分、年龄评分、慢性健康评分3个纬度,最高分为

71分,得分越高说明病情越严重。(3)观察两组机

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和28d死亡率,所有患者由

同一医师进行随访,患者院内死亡者调阅患者病历,
28d内出院者通过电话随访。观察两组治疗过程中

的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炎症因子和PCT水平相比较

  两组治疗前IL-6、PCT、TNF-α、IL-8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IL-6、
PCT、TNF-α和IL-8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均
P<0.001),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PA、sE-selectin水平比较 两

组治疗前PA和sE-selectin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PA水平较治疗前显

著升高,sE-selectin水平显著降低(P<0.05),且观

察组改善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两组APACHEⅡ评分和临床结局比较 两组

治疗前APACHE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治疗后 APACHEⅡ评分较治疗前显

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

组(P<0.05)。两组28d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3。
2.4 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均未出现研究药物相关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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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治疗前、后炎症因子和PCT水平比较(x±s)

组别 n 时间 IL-6/(ng/L) PCT/(μg/L) TNF-α/(μg/L) IL-8/(μg/L)
对照组 31 治疗前 259.32±52.46 25.32±5.17 1.93±0.26 7.46±2.16

治疗后 198.30±41.69 8.24±2.73 1.57±0.19 5.09±1.97
t 4.589 6.018 3.776 3.892
P <0.001 <0.001 <0.001 <0.001

观察组 31 治疗前 264.70±63.82 26.18±5.89 2.03±0.47 7.57±1.94
治疗后 162.59±33.60* 5.62±1.97* 1.19±0.24* 3.72±1.35*

t 6.897 9.018 5.380 6.009
P <0.001 <0.001 <0.001 <0.001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PA、sE-selectin水平比较(x±s)

组别 n
PA/(mg/L) sE-selectin/(m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1 82.37±18.26 115.37±22.39* 27.05±8.24 10.16±2.89*

观察组 31 79.45±15.70 131.86±24.63* 27.97±6.35 8.08±1.24*

t 0.388 2.431 0.522 2.309
P 0.700 0.019 0.604 0.032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APACHEⅡ评分和临床结局比较

组别 n APACHEⅡ评分/分,x±s
治疗前 治疗后

机械通气时

间/d,x±s
住院时间/d,
x±s

28d死亡率,
n(%)

对照组 31 18.05±2.46 14.08±2.19* 8.46±2.47 21.09±5.17 5(16.13)
观察组 31 18.36±3.19 12.24±1.97* 6.18±2.05 16.40±4.25 2(6.45)

t 0.241 2.510 2.440 2.707 1.449
P 0.810 0.015 0.018 0.009 0.229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 论

  脓毒症患者血清多种细胞因子表达异常,对预

测脓毒 症 患 者 的 预 后 和 结 局 具 有 重 要 意 义[10]。
PCT为降钙素的前体物质,在感染、脓毒症、严重创

伤的情况下,机体释放多种细胞因子,促使PCT释

放,导致血清PCT水平升高,而在病毒感染、自身免

疫性疾病和过敏反应等疾病中PCT水平未显著升

高,PCT水平对细菌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具有较高

的预测价值[11]。PA是肝脏合成的负性急时相反应

蛋白,是评价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炎症

反应与PA具有明显的相关性,PA水平降低与炎症

反应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预测价值高于PCT[12]。
sE-selectin是黏附分子选择素家族成员之一,具有

内皮特异性,可介导单核细胞、嗜酸和嗜碱性粒细胞

等炎症细胞与内皮细胞黏附,炎症细胞与内皮细胞

相互作用发生级联反应,是导致内皮屏障损伤和组

织器官功能衰竭的重要原因[13]。
  生长抑素可抑制免疫过度激活,减轻炎症反应。
机体受到化学刺激时可刺激神经末端释放生长抑

素,产生抗炎作用。研究显示,手术和脓毒症均可刺

激机体内生长抑素的表达,但升高的水平不足以对

抗脓毒症的炎症反应,补充外源性生长抑素可通过

调控 TLR4-NF-κB通路,降低炎症因子释放,抑制

脓毒症的炎症反应[14]。冯文明等[2]研究显示,神
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相互形成“神经内分泌细胞因

子网络”,在脓毒症及其导致的 MODS中发挥重要

作用。戴永泽等[15]研究认为,生长抑素可抑制胃肠

道分泌,减少消化液分泌,促进肠壁血液循环的恢

复,且对大肠癌生长具有抑制作用。
  中医无脓毒症之病名,多根据临床表现将其归

于伤寒、温病、湿毒病等范畴,认为大肠癌肠梗阻术

后患者气血津液耗损,外感六淫,邪毒化火,或内有

郁热,蓄而成毒,或湿热胶合,熏蒸化毒,乘虚而入,
内陷脏腑,溶于营血,入于经络,直伤脏腑,而成本

病,因此清热解毒、阻止恶性演进是脓毒症的治疗原

则。痰热清注射液由黄芩、熊胆粉、山羊角、金银花、
连翘等成分组成,方中黄芩、金银花、连翘、熊胆粉清

热解毒,山羊角镇静退热,诸药共奏清热解毒、泻火

退热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黄芩有效成分

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素等对大肠埃希菌、葡萄球

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多种细菌具有明显抑制作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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芩素、黄芩苷与抗生素联合具有协同作用[16]。金银

花水煎剂对金黄色葡萄糖球菌、大肠埃希菌、卡他球

菌、表皮 葡 萄 球 菌 等 致 病 菌 具 有 明 显 的 抑 制 作

用[17]。连翘有效成分连翘酯苷除有明显抗菌活性

外,还具有抗感染及解热等生物活性[18]。熊胆粉具

有较好的抗炎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

均具有明显的抑菌作用[19]。痰热清主要通过静脉

给药,临床常用于急性支气管炎、肺部感染、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及上呼吸道感染等感染性疾病

的治疗[20]。马蓉等[21]在液体复苏、积极控制感染液

及对症支持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痰热清注射液静滴,
结果显示,患者 APACHEⅡ评分降低,总住院时间

缩短。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IL-6、PCT、
TNF-α、IL-8、sE-selectin、APACHEⅡ评分低于对

照组,PA水平高于对照组,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时

间短于对照组。提示痰热清注射液联合生长抑素治

疗大肠癌合并肠梗阻术后ICU脓毒症可减轻炎症

反应程度,保护血管内皮功能,促使病情恢复,提高

PA水平、降低sE-selectin水平可能是其重要的作

用机制。本研究还发现,两组28d死亡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痰热清注射液主要成分

为黄芩苷、连翘苷、绿原酸、山羊角水解物、熊总胆

酸、丙二醇等,均可能导致过敏,临床用药中主要不

良反应为超敏反应[22],本研究观察组并未观察到患

者出现不良反应,考虑与用药前辨证用药且排除有

过敏史患者有关,临床用药时应引起重视,重视过敏

史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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