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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的诊治进展
党立

邓雪松

【 摘要】

急性胰腺炎( ＡＰ) 是肝胆胰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ꎬ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ꎮ 目前ꎬ胆

道系统疾病、酗酒是 ＡＰ 的常见病因ꎮ 近些年随着人群饮食结构和习惯的改变ꎬ高甘油三酯血症( ＨＴＧ) 诱
发 ＡＰ 的比例逐渐上升ꎬ呈年轻化、重症化态势ꎬ并已逐渐成为 ＡＰ 的第 ２ 位病因ꎮ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
( ＨＴＧＰ) 的发病特点不同于其他类型 ＡＰꎬ在临床诊疗上有一定的特殊性ꎮ 本文就 ＨＴＧＰ 的发病特点、临
床表现及治疗方法作一综述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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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ＡＰ.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ＨＴＧＰ )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Ｐꎬ ａｎｄ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ꎬ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ＴＧＰ.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ꎻ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ꎻ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急性胰腺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ꎬＡＰ) 指因胰酶异
常激活对胰腺自身及周围器官产生消化作用而引起
的以胰腺局部炎症反应为主要特征ꎬ甚至可导致器
官功能障碍的疾病ꎬ是临床常见的急腹症ꎬ病情进展
往往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和巨大的经济负担 [１] ꎮ
高脂 血 症 性 急 性 胰 腺 炎 (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ꎬＨＴＧＰ) 是指在 ＡＰ 诊断成立的基础上ꎬ甘
油三酯(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ꎬＴＧ) >１１.３ ｍｍｏｌ / Ｌ 或者 ＴＧ 水平
为 ５.６５￣１１.３ ｍｍｏｌ / Ｌ 且血清呈乳糜状态ꎮ 近些年随
着人们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的改变ꎬ高甘油三脂血
症(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ꎬＨＴＧ) 发病率逐渐增高ꎬ并由
此导致的 ＡＰ 比例逐步上升 [２￣３] ꎮ 有学者研究分析了
中国北京地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７５ 例 ＡＰ 病人ꎬ其
中 １０８ 例 ( ２２. ７％) 为 ＨＴＧＰ 病 人ꎬ ＨＴＧＰ 发 病 率 从
２００１ 年 的 １４. ３％ 逐 渐 上 升 到 ２０１６ 年 的 ３５. ５％ [４] ꎮ
ＨＴＧＰ 的发病年龄轻ꎬ严重程度通常较高ꎬ并发症多ꎬ
治疗后容易复发ꎮ 目前临床上关于 ＨＴＧＰ 的治疗暂
无具体指南ꎬ对其的认识及诊疗方案仍在不断丰富
完善ꎬ本文就此作一综述ꎮ
一、病因与发病机制
ＨＴＧＰ 的发病主要是由于血清中 ＴＧ 水平出现
原发性或继发性的升高ꎬＴＧ 分解产生的游离脂肪酸
( ｆｒｅｅ ｆａｔ ａｃｉｄꎬＦＦＡ) 对胰腺的直接损伤和高水平 ＴＧ
导致胰腺微循环障碍ꎬ进而诱发 ＡＰꎮ 目前认为ꎬ按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分 类 原 发 性 ＨＴＧ 有 ５ 种 类 型 [５] : Ⅰ 型
ＨＴＧ( 家族性乳糜微粒血症综合征) 是由脂蛋白脂肪
酶缺乏导致高乳糜微粒的 常 染 色 体 隐 性 遗 传 引 起
的ꎬ它通常出现在婴儿期ꎬ患者可能有严重的 ＨＴＧꎬ
是 ＨＴＧＰ 的 高 风 险 因 素ꎻ Ⅱ 型 引 起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 ＬＤＬ) 增高ꎬ此类型是与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的
一型ꎻⅢ型又称“ 家族性异常 ｌａ － 脂蛋白血症” ꎬ此型
在临床上很少见ꎬ主要是由于血浆中乳糜微粒残粒
和孤立性极低密度脂蛋白( ＶＬＤＬ) 残粒水平增加ꎻⅣ
型 ＨＴＧ 是一种具有 ＶＬＤＬ 升高的遗传疾病ꎬ与其相
关的 ＨＴＧＰ 通常出现在成年期ꎬ并由继发性因素促
成ꎻⅤ型血脂异常与Ⅰ型相似ꎬ具有急性胰腺炎的高
风险ꎬ在成年期表现为极低密度脂蛋白和乳糜微粒
增加 [６] ꎮ 报道显示Ⅰ型、Ⅳ型和Ⅴ型 ＨＴＧ 患者发生
ＨＴＧＰ 的风险明显增加 [７] ꎮ 继发性 ＨＴＧ 的原因主要
有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甲减、药源性脂蛋白代谢紊
乱等) 、怀孕、肥胖、过量饮酒和药物治疗等 [８] ꎮ

尽管对于 ＨＴＧＰ 发病机制的研究逐渐增多ꎬ然
而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尚未研究清楚ꎮ 目前学者们普
遍认可的三种理论是:哈维尔理论、高粘滞理论和遗
传理论ꎮ (１) 哈维尔理论 [９] :胰腺脂肪酶会将过多的
ＴＧ 代谢为 ＦＦＡꎬＦＦＡ 可以导致胰腺细胞的损伤和缺
血ꎬ缺血引起的酸性环境加速胰脂肪酶的释放和活
化ꎬ从而进一步引发 ＦＦＡ 毒性作用ꎬ诱发胰腺炎的病
理过程ꎻ(２) 高粘滞理论:血液中大量乳糜微粒在微
循环中的积聚ꎬ减少了胰腺毛细血管的血流量ꎬ导致
胰腺 的 缺 血、 坏 死 [１０￣１１] ꎻ ( ３ ) 遗 传 理 论: ２００８ 年ꎬ
Ｃｈａｎｇ 等 [１２] 提 出 可 能 存 在 与 ＨＴＧＰ 相 关 的 特 定 基
因ꎬ他们对 １２６ 例 ＨＴＧ 病人进行了遗传分析ꎬ其中
４６ 例为 ＨＴＧＰ 并发现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
( ｃｙｓｔｉｃ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ꎬ
ＣＦＴＲ) 基因突变率为 ２６.１％ꎮ 随后有研究报道ꎬ载脂
蛋白 Ｅ(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ꎬＡＰＯＥ) 的 ｅ － ４ 等位基因在
ＨＴＧＰ 病人中更常见 [１３] ꎮ 总的来说ꎬＨＴＧＰ 发病的启
动因素是血清异常升高的 ＴＧꎬ病情进展和严重程度
可能受到遗传、代谢、环境和病人特异性等多方面的
影响ꎬ但其确切的发病机制仍待进一步的阐明ꎮ
二、临床表现及发病特点
ＨＴＧＰ 的临床表现通常与其他病因的 ＡＰ 患者
相似ꎬ９０％为上腹疼痛ꎬ有放射至背部或侧腹的可能ꎬ
疼痛呈持续性ꎬ可因进食或触诊而加重ꎬ膝胸卧位可
缓解ꎬ也可同时伴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ꎮ 但是相
对于其它 ＡＰ 来讲ꎬＨＴＧＰ 有更加年轻化的趋势ꎬ多
见于 ４０￣５９ 岁的男性ꎮ 近年来由于肥胖及糖尿病的
高发ꎬＨＴＧＰ 在青年和青少年中的发病率也有逐年升
高趋势 [１４] ꎮ 糖尿病和脂肪肝均是 ＨＴＧＰ 的重要危险
因素 [１５] ꎮ 与其它 ＡＰ 相比ꎬＨＴＧＰ 的严重程度通常较
高ꎬ更 易 出 现 并 发 症ꎬ 预 后 更 差 [１６] ꎮ Ｗａｎ 等 [１７] 对
１５３９ 例 ＡＰ 病人进行回顾性分析ꎬ其中 ４６１ 例(３０％)
为 ＨＴＧＰ 病人ꎬ其病情严重程度随着 ＴＧ 水平的升高
而增加ꎻ在 ＨＴＧＰ 病人中ꎬ２９％ 表现为急性坏死性液
体聚集ꎬ３５％ 表现为胰腺坏死ꎬ临床出现持续性器官
衰竭、 多 器 官 衰 竭、 持 续 性 全 身 炎 症 反 应 综 合 征
(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ＳＩＲＳ) 的比
例以及 ＩＣＵ 入住率均高于其它类型的 ＡＰ 病人ꎮ 近
年来研究表明ꎬＨＴＧＰ 复发率较其它类型 ＡＰ 高 [１８] ꎬ
Ｗｕ 等 [１９] 对 １５１ 例 ＨＴＧＰ 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发现ꎬ４５
例(２９.８％) 患者经历了至少 １ 次复发ꎬ２５ 例(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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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多次复发ꎬ并且其复发风险随着 ＴＧ 水平的升
高而增加ꎮ
三、治疗措施
１.常规治疗:ＨＴＧＰ 的常规治疗包括器官支持、
减少胰液分泌、充分镇痛、营养支持等ꎮ 器官支持包
括液体复苏、呼吸功能支持、肠功能支持以及连续性
血液净化ꎻ减少胰液分泌包括禁食、抑制胃酸、生长
抑素及其类似物ꎻ充分镇痛包括解痉、必要时可肌肉
注射杜冷丁ꎬ但不推荐使用吗啡镇痛ꎻ营养支持应根
据病情由肠外营养尽早过渡到肠内营养等ꎮ
液体复苏是 ＨＴＧＰ 治疗的重要环节ꎬ早期体液
大量丢失是导致病情加重和死亡率增加的原因ꎬ因
此应在出现症状后的前 ２４ ｈ 内进行液体复苏 [２０] ꎮ
晶体疗法的选择存在不同意见ꎬ有研究表明ꎬ乳酸林
格溶液( ｌａｃｔａｔｅｄ ｒｉｎｇｅｒ’ 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ＬＲ) 在控制 ＳＩＲＳ 方
面优于生理盐水 (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ꎬＮＳ) [２１] ꎮ 然而最新
的研究表明ꎬ在接受 ＬＲ 和 ＮＳ 治疗的病人中ꎬ两组患
者 ２４ ｈ、４８ ｈ 和 ７２ ｈ 的死亡率和 ＳＩＲＳ 发生率均无显
著性差异 [２２] 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ＬＲ 是首选的液体ꎬ
但由于 ＬＲ 含有钙ꎬ当遇到由高钙血症引起 ＡＰ 的患
者时ꎬ液体复苏需要选用 ＮＳ [２３] ꎮ 上腹部疼痛和背部
的放射痛是 ＨＴＧＰ 的常见和突出症状ꎬ进行充分的
解痉、镇痛显得尤为重要ꎮ 非甾体抗炎药、阿片类药
物、硬膜外镇痛是较为常用的镇痛方式 [２４] ꎮ 虽然预
防性使用广谱抗生素是治疗胆源性 ＡＰ 的措施ꎬ但是
在 ＨＴＧＰ 的治疗上显得并非必要 [２５￣２６] ꎮ 营养支持也
是常规治疗的环节ꎬ包括肠外营养和肠内营养ꎮ 对
于 ＨＴＧＰ 的 病 人 需 要 特 别 注 意 控 制 脂 类 物 质 的 摄
入ꎮ 以免造成血清 ＴＧ 升高ꎬ影响病情的转归 [２７￣２８] ꎮ
２. 降 脂 治 疗: ( １ ) 胰 岛 素: 脂 蛋 白 脂 肪 酶
(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ｉｐａｓｅꎬＬＰＬ) 是一种在肌肉和脂肪组织的
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中表达的酶ꎬ在调节脂肪代谢中
起主要作用ꎮ ＬＰＬ 将 ＴＧ 水解为甘油和脂肪酸ꎬ从而
催化乳糜微粒的分解ꎮ 由此可见ꎬＬＰＬ 在降低血清
ＴＧ 水平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增强其活性能够有
效降低 ＨＴＧ 患者的 ＴＧ 水平ꎮ 胰岛素通过刺激 ＬＰＬ
活性ꎬ可以有效降低 ＴＧ 水平并增加乳糜微粒的降
解ꎮ 胰岛素可以通过皮下注射或静脉持续输注的方
式进行治疗ꎬ但静脉输注的效果更好ꎬ有利于精确控
制胰岛素入量ꎮ Ａｆａｒｉ 等 [２９] 分析了静脉注射胰岛素、
胰岛素联合血浆置换和皮下注射胰岛素对 ＨＴＧＰ 的
治疗效果ꎮ 结果显示ꎬ静脉注射胰岛素已显示出很
高的疗效ꎬ出院后患者 ＴＧ 水平下降了 ８５％ꎮ 在接受
胰岛素联合血浆置换治疗的患者中ꎬＴＧ 水平降低了
９２.６％ꎮ 然而ꎬ后一组患者的并发症( 肾衰竭、休克和
感染等) 发生率很高ꎮ 总的来说ꎬ根据现有的病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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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３０￣３１] ꎬ胰岛素治疗被认为是治疗 ＨＴＧＰ 的有效和
安全的方案ꎬ治疗目标是将患者血清 ＴＧ 水平控制在
５００ ｍｇ / ｄＬ 以下ꎮ 临床上ꎬ胰岛素常用剂量和输注速
度为 ０.１￣０.３ Ｕ / ｋｇｈꎬ常常需要在输液组里加入 ５％
葡萄糖( 葡萄糖︰胰岛素的比例为 ４￣６ ｇ ︰ １ Ｕ) ꎬ以
预防发生低血糖副反应 [３２￣３３] ꎮ (２) 肝素:肝素能降低
乳糜微粒浓度ꎬ诱导 ＬＰＬ 的释放ꎬ使 ＬＰＬ 附着于内皮
细胞ꎬ降低血清 ＴＧ 水平 [３４] ꎮ 临床上对无出血倾向
的 ＨＴＧＰ 患者建议使用低分子肝素 １００ Ｕ / ｋｇ [３５] ꎬ尽
管其能成功降低血清 ＴＧ 水平ꎬ但肝素的长期治疗可
能因内皮 细 胞 表 面 ＬＰＬ 的 耗 竭 反 而 使 ＴＧ 水 平 增
加 [３６] ꎮ 并且ꎬ在患有 ＡＰ 的情况下ꎬ肝素还可能会增
加胰腺床出血的风险 [３７] ꎮ 因此ꎬ在 ＨＴＧＰ 的治疗中ꎬ
肝素的使用剂量和持续时 间 仍 需 要 权 衡 利 弊 来 决
定ꎮ (３) 肝素 ＋胰岛素联合应用:肝素 ＋胰岛素的联合
应用 可 作 为 严 重 ＨＴＧＰ 的 一 线 治 措 施 [３８] ꎮ Ｍｅｎｇ
等 [３９] 将 ３４ 例肝素 ＋胰岛素联合应用治疗 ＨＴＧＰ 患者
的疗效ꎬ与其他 ２８ 例使用血浆置换治疗 ＨＴＧＰ 患者
的疗效进行对比ꎬ结果证明肝素 ＋ 胰岛素降低 ＴＧ 的
有效率不低于血浆置换ꎮ Ｋｕｃｈａｙ 等 [４０] 在 ４ 例 ＨＴＧＰ
患者中成功地应用了肝素 ＋ 胰岛素联合治疗ꎬ３ ｄ 后
患者的血清平均 ＴＧ 水平从治疗前的 ３５００ ｍｇ / ｄｌ 降
低至 ８４９.７ ｍｇ / ｄｌꎬ并且其临床症状均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ꎮ 由此可见ꎬ联合使用肝素和胰岛素增强 ＬＰＬ
活性将有助于重症 ＡＰ 患者快速降低 ＴＧ 水平ꎮ 肝素
和胰岛素联合应用可作为一种安全有效且相对廉价
的治疗方法ꎬ用于治疗 ＨＴＧＰ 患者ꎮ ( ４) 血浆置换:
血浆置换疗法(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ｐｌａｓｍ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ＴＰＥ) 通
常可以快速有效降低 ＨＴＧＰ 患者的血清 ＴＧꎬ同时还
可清除机体的炎症介质如白细胞介素 － １ 和肿瘤坏死
因子 －α 等 [４１] ꎮ 在病情急且症状重的患者中治疗的
主要目标是迅速降低过高的 ＴＧ 水平ꎬＴＰＥ 是能快速
降低 ＴＧ 水平的可行选择ꎮ Ｆｅｉ 等 [４２] 在研究中发现ꎬ
６６ 例 ＨＴＧＰ 患者经 ＴＰＥ 治疗后血清 ＴＧ 水平下降幅
度可高达 ６０％甚至 ６６.７％ꎮ 此外ꎬＴＰＥ 在预防 ＨＴＧＰ
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４３] ꎮ Ｔａｎｇ 等 [４４] 报道ꎬ与标准治
疗组相比 ＴＰＥ 治疗组可迅速降低 ＨＴＧＰ 患者的 ＴＧ
和胆固醇水平ꎬ且其患者复发率远低于标准治疗组ꎮ
但也有文献研究显示ꎬ虽然 ＴＰＥ 相较其他治疗方式
能够快速的降低患者血清 ＴＧ 水平ꎬ但其最后的治疗
效果和其他的治疗方案并无明显差异 [４５] ꎬ并且 ＴＰＥ
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并发症ꎬ包括血肿、神经损伤、气
胸和空气栓塞等 [４６] ꎬ目前 ＴＰＥ 大多倾向应用于重症
的患者ꎮ (５) 抗 ＴＧ 药物:目前常用的抗 ＴＧ 药物主
要有贝特类、烟酸类、ｎ － ３ 脂肪酸制剂及他汀类ꎬ治疗
ＨＴＧ 的首选药物是贝特类ꎬ通过刺激 ＬＰＬ 的释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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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ＴＧ 水平ꎮ 对于单独使用贝特类药物控制不当
的严重 ＨＴＧ 病人ꎬ贝特类和他汀类降脂药物联合使
用可明显降低血脂水平 [４７] ꎬ但出现肌病和肝脏毒性
的可能性增加ꎬ尤其是吉非贝特应避免与他汀类联
合应用ꎬ通常使用非诺贝特与他汀类联合应用ꎬ使用
期间应注意监测肌酶ꎬ他汀类药物以最小化峰剂量
浓度使用 [４８] ꎮ 除上述常用药物外ꎬＯｍｅｇａ － ３ 脂肪酸
也被证明可以降低 ＴＧ 水平 [４９] ꎮ 人们同时也在研究
针对 ＨＴＧ 的靶向药物ꎬ有希望用于有 ＨＴＧＰ 风险的
ＨＴＧ 患者ꎬ其中最有应用前景的是 ＡＮＧＰＴＬ３ 抑制剂
和 ＡｐｏＣ － Ⅲ 抑 制 剂ꎮ 近 期 也 有 两 项 研 究 表 明ꎬ
ＡＮＧＰＴＬ３ 抑制剂对健康志愿者的血清 ＴＧ 水平降低
率高达 ７６％ꎬ并对减少心血管事件、预防严重 ＨＴＧ
患者中 ＡＰ 的发作有重要作用 [５０] ꎮ
３.内镜及外科治疗:胰管支架常用于解除慢性胰
腺炎所致的胰管狭窄 [５１] ꎬ由于其能快速且有效的解
除胰管阻塞ꎬ近些年来也被逐渐应用于胆源性 ＡＰ 的
治疗 [５２] ꎮ 赵成思等 [５３] 认为 ＨＴＧＰ 的发病与胆源性
ＡＰ 类似ꎬ也存在着胰管阻塞、胰液引流不畅的情况ꎬ
置入胰管支架、通畅胰液引流对于 ＨＴＧＰ 患者的症
状缓解及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ꎮ 他们报道了 ３３ 例
ＨＴＧＰ 患者在保守治疗的同时进行胰管支架的置入
术ꎬ相比进行单一保守治疗的患者ꎬ这些患者的症状
缓解快ꎬ住院时间更短ꎬ并且并发症也少ꎮ 因此ꎬ胰
管支架的置入有可能成治疗 ＨＴＧＰ 快速有效的新策
略ꎬ但由于目前缺乏一定的病例研究ꎬ其潜在的风险
或禁忌征尚未明确ꎮ
四、长期控制和预防复发的措施
为了防止 ＨＴＧＰ 的复发ꎬ对其全面有效的管理
是必不可少的ꎮ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改变ꎬ包括低脂
饮食ꎬ多摄入富含 ｏｍｅｇａ － ３ 脂肪酸的食物ꎬ减肥ꎬ避
免饮酒以及控制二次诱发因素ꎬ如控制血糖和限制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等 [５４] ꎮ 此外ꎬ建议咨询内分泌科
医生ꎬ以有效控制血脂水平ꎬ为防止 ＨＴＧＰ 复发ꎬＴＧ
水平应维持在 ５００ ｍｇ / ｄｌ 以下 [５５] ꎮ 口服降脂药物是
长期控制血脂水平的有效方式ꎬ贝特类药物为长期
控制 ＴＧ 的首选药物ꎬ 但当患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时ꎬ可改用安全性、有效性较高的 ｏｍｅｇａ － ３ 脂肪酸ꎬ
常规用法为 ３￣４ ｇ / ｄꎬ可以使 ＨＴＧ 患者的 ＴＧ 水平降
低 ３０％￣５０％ [５６] ꎮ
总结与展望 ＨＴＧＰ 由于其病因的多样性以及
发病机制不明确ꎬ目前对 ＨＴＧＰ 的治疗尚未有具体
指南ꎮ 临床上ꎬＨＴＧＰ 患者的基础治疗与其他病因的
ＡＰ 患者相似ꎬ使用胰岛素和肝素降低血清 ＴＧ 水平
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治疗方法ꎮ 然而ꎬ在单一应用肝
素的情况下ꎬ由于 ＬＰＬ 耗竭可能会引起的潜在的反

作用ꎬ应慎重使用ꎮ 尽管血浆置换术已成为快速降
低血清 ＴＧ 水平的有效治疗方法之一ꎬ但它治疗价格
相对昂贵且存在一定的风险ꎬ并且其治疗 ＨＴＧＰ 的
疗效与其他治疗方案并无明显差异ꎬ因此血浆置换
不是 ＨＴＧＰ 的首选治疗方式ꎮ 最后ꎬ除了内科治疗
之外ꎬ 胰 导 管 支 架 置 入 术 的 同 时 应 用ꎬ 也 可 能 给
ＨＴＧＰ 患者的临床转归带来益处ꎮ 由于目前学者们
对于 ＨＴＧＰ 的研究相对较少ꎬ可用的患者数据有限ꎮ
回顾性研究分析不同方式治疗的 ＨＴＧＰ 患者的临床
结果ꎬ对于提高我们对 ＨＴＧＰ 最佳治疗策略的理解
具有重要价值ꎬ在这一方向上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
于在未来为 ＨＴＧＰ 治疗提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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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ＲＪꎬＧｅ ＷＺꎬＷｅｉ ＷＨ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Ｌｉｐｉ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ꎬ２０２１ꎬ２０:７２.
Ｗｕ ＢＵꎬ Ｂａｔｅｃｈ Ｍꎬ Ｄｏｎｇ ＥＹ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ｒｉｓｋ ｏ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ｃ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４: ８９０￣
８９７.
Ｌｉ ＬꎬＪｉｎ ＴꎬＷｅｎ Ｓ.ｅｔ ａｌ.Ｅａｒｌｙ ｒａｐｉｄ ｆｌｕｉ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ｍ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ꎬ２０２０ꎬ６５:２７００￣２７１１.
Ｗｕ ＢＵꎬＨｗａｎｇ ＪＱꎬＧａｒｄｎｅｒ ＴＨꎬｅｔ ａｌ. Ｌａｃｔａｔｅｄ Ｒｉｎｇｅｒ'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ａｌｉｎ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９:
７１０￣７１７.
Ｇｕｚｍáｎ－Ｃａｌｄｅｒóｎ ＥꎬＤｉａｚ－Ａ ＣꎬＭｏｎｇｅ Ｅ.Ｌａｃｔａｔｅ Ｒｉｎｇｅｒ'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ꎬ２０２１ꎬ１１:３４６３５９７９.
Ｍａｃｈｉｃａｄｏ ＪＤꎬ Ｐａｐ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ｕ ＧＩ.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ｆｌｕｉｄ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Ｊ] . ＣｕｒｒＯｐ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３６:４０９￣４１６.
Ｓｔｉｇｌｉａｎｏ ＳꎬＳｔｅｒｎｂｙ Ｈꎬｄｅ Ｍａｄａｒｉ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Ｄｉｇ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７ꎬ４９:５８５￣５９４.
Ｌｅｅ ＰＪꎬＰａｐ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ｕ ＧＩ.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ꎬ２０１９ꎬ１６:４７９￣４９６.
Ｙｏｋｏｅ Ｍꎬ Ｔａｋａｄａ Ｔꎬ Ｍａｙｕｍｉ Ｔꎬ ｅｔ 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２０１５[ Ｊ] .Ｊ
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 Ｓｃｉꎬ２０１５ꎬ２２:４０５￣４３２.
Ｌｉ ＷꎬＬｉｕ ＪＸꎬＺｈａｏ ＳＱꎬｅｔ ａｌ.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Ｊ Ｉｎｔ Ｍｅｄ Ｒ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４６:３９４８￣
３９５８.
Ｐａｇｌｉａｒｉ ＤꎬＲｉｎｎｉｎｅｌｌａ Ｅꎬ Ｃｉａｎｃ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ｏｒａｌ ｖｓ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Ｊ] .
Ｉｎｔｅｒｎ Ｅｍｅｒｇ Ｍｅｄꎬ２０２０ꎬ１５:６１３￣６１９.
Ａｆａｒｉ ＭＥꎬＳｈａｆｑａｔ ＨꎬＳｈａｆｉ Ｍꎬｅｔ 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Ｊ] .Ｒ Ｉ Ｍｅｄ Ｊꎬ２０１５ꎬ９８:４０￣４３.
Ｐｕｌｉｐａｔｉ ＶＰꎬ Ａｍｂｌｅｅ Ａꎬ Ｙａｐ ＳＥＴ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２１ꎬ１６:ｅ０２６０４９５.
Ｆａｒｏｏｑｉ Ａꎬ Ｏｍｏｔｏｓｈｏ ＹＢꎬ Ｚａｈｒａ Ｆ. Ｎｅｗ ｏｎｓｅ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 Ｊ ] .
Ｃｕｒｅｕｓꎬ２０２１ꎬ１３:ｅ１３５６９.
Ｊｉｎ ＭꎬＰｅｎｇ ＪＭꎬＺｈｕ ＨＤꎬ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ｖｓ ｐｌａｓｍ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Ｊ] .Ｊ Ｄｉｇ Ｄｉｓꎬ２０１８ꎬ１９:７６６￣７７２.
Ａｌｔｉｎｋａｙａ Ｅꎬ Ａｋｔａｓ Ａ.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Ｊ] .Ｊ Ｃｏｌｌ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Ｓｕｒｇ
Ｐａｋꎬ２０２１ꎬ３１:１３３７￣１３４０.
Ａｌａｋｅｌ Ｎꎬ Ｈｅｕｓｃｈｋｅｌ Ｓꎬ Ｂａｌａｉａｎ Ｅ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ｇｙ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ａｒａｇｉｎａｓｅ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 Ｊ ] .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２０１９ꎬ６４:２１０￣２１４.
高甘油三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诊治急诊共识专家组.高甘油三
酯血症性急性胰腺炎诊治急诊专家共识[ Ｊ] .中华急诊医学杂
志ꎬ２０２１ꎬ３０(０８) :９３７￣９４７.
Ｇｕｏ ＹＹꎬ Ｌｉ Ｈ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Ｊ] .Ｄｉｓｃｏｖ Ｍｅｄꎬ２０１９ꎬ２７:１０１￣１０９.
Ｍｅｄｅｒｏｓ ＭＡꎬＲｅｂｅｒ ＨＡꎬＧｉｒｇｉｓ ＭＤ.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２２ꎬＶｏｌ.４３ꎬＮｏ.１３

[ Ｊ] .ＪＡＭＡꎬ２０２１ꎬ３２５:３８２￣３９０.
Ｋｕｃｈａｙ ＭＳꎬＦａｒｏｏｑｕｉ ＫＪꎬＢａｎｏ Ｔꎬｅｔ ａｌ.Ｈｅｐ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ｃａｓ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Ａｒｃｈ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１７ꎬ６１:
１９８￣２０１.
Ｊｉｎ ＭꎬＰｅｎｇ ＪＭꎬＺｈｕ ＨＤꎬ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ｖｓ ｐｌａｓｍ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Ｊ] .Ｊ Ｄｉｇ Ｄｉｓꎬ２０１８ꎬ１９:７６６￣７７２.
Ｋｕｃｈａｙ ＭＳꎬＦａｒｏｏｑｕｉ ＫＪꎬＢａｎｏ Ｔꎬｅｔ ａｌ.Ｈｅｐ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ｃａｓ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Ａｒｃｈ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１７ꎬ６１:
１９８￣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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