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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参与 1 例门静脉炎并发药物热的病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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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临床药师通过典型病例分析，加强对门静脉炎及药物热 2 种疾病的认识，探讨该患者的用药经过及其用药合

理性。方法 了解该患者疾病发展与治疗过程并查阅文献资料。结果 该患者诊断为阑尾炎术后继发门静脉炎，经过治疗

体温降至正常后的再度高热为万古霉素导致的药物热，停药后体温恢复正常。结论 学习总结门静脉炎的诊断及治疗; 临床

用药需小心谨慎，对易过敏患者出现不明原因发热时更需警惕发生药物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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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是一种常见的外科疾病，经

外科手术及抗感染治疗后可痊愈; 如果不及时治疗，

将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包括阑尾穿孔、腹膜炎、腹腔

感染甚至败血症、脓毒血症等，而门静脉炎是其中较

为严重的又较为少见的并发症之一。现对 1 例阑尾

炎术后继发门静脉炎患者的诊断及治疗过程进行回

顾性分析，探讨其用药的合理性。
1 临床资料及病程经过

男性，26 岁，体质量 74 kg。某月 19 日夜间无

明显诱因下出现右下腹部疼痛、右下腹压痛及反跳

痛，无恶心、呕吐，无疼痛放射至右肩背部，有发热，

体温最高 38℃，无尿频、尿急、尿痛、血尿，无腹泻。
急诊查血常规: 白细胞计数 17． 5 × 109·L －1，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 86． 2%，急诊 B 超示右下腹混合性包

块、右下腹淋巴结肿大伴肠间隙少量积液。综合考

虑症状、体征及相关检查结果，患者被诊断为急性阑

尾炎，予急诊行阑尾切除术，术中发现阑尾穿孔，患

者手术顺利。20 日为进一步术后恢复，以“阑尾切

除术后”收治入院。
患者有青霉素及普鲁卡因过敏史。入院后予注

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2． 0 g 加入 250 mL 0． 9% 氯化钠

注射剂，iv gtt，bid;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剂( 100 mL，

iv gtt，qd) ; 腹腔引流。患者体温 39℃，白细胞计数

17． 7 × 109·L －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88． 3%，C-反应

蛋白( CＲP) ＞ 90 mg·L －1，胸片正常，腹部伤口情况

良好，腹腔引流出淡血性液体。患者术后 2 d 诉静

脉滴注头孢替安时有胸闷不适、恶心，无呕吐，解黄

色稀便多次，心率 125 次·min －1。考虑患者上述症

状及体征为使用头孢替安出现的不良反应，故改予注

射用头孢吡肟 2． 0 g 加入 250 mL 0． 9%氯化钠注射剂，

iv gtt，bid。用药后体温下降至 38． 4℃，腹部伤口愈合

好，但心率较快，腹腔引流出血性液体，谷丙转氨酶

( 123 U·L －1) 和碱性磷酸酶( 154 U·L －1 ) 偏高提示肝

功能受损，直接胆红素( 4． 8 μmol·L －1 ) 及总胆红素

( 18． 8 μmol·L －1 ) 偏高，外科会诊考虑阑尾炎术后

并发门静脉炎可能。给予腹腔引流、抗感染治疗，同时

予门冬氨酸鸟氨酸保肝对症治疗。
术后 5 d 体温降至 37． 2℃ 左右。血常规: 白细

胞计数 14． 7 × 109·L －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5%。
术后 9 d 体温 37℃，患者诉右下腹伤口周围稍有疼

痛不适，腹软。右下腹 B 超: 右下腹微量肠间积液。
血常规: 白细胞计数 15． 34 × 109·L －1，中性粒细胞

百分比 78%，血小板计数 286 × 109·L －1 ; 继续予注

射用头孢吡肟抗感染治疗。术后 11 d 体温 37． 4℃，

患者诉右下腹伤口周围有疼痛不适。白细胞计数

16． 4 × 109·L －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82%。查体:

全腹软右下腹有轻压痛，无反跳痛，伤口周围未见明

显红肿。腹部 B 超: 脾肿大，脂肪肝，左肾小结石，

右肾未见异常，右下腹肠间见少量积液。此时患者

使用头孢吡肟抗感染治疗已有 10 d，目前血象仍居

高不下，考虑患者阑尾穿孔病史，不排除肠球菌感染

可能。因患者有青霉素过敏史，故改予万古霉素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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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治疗。术后 12 d，即万古霉素使用第 2 天患者

诉右膝关节下方疼痛。体温 37． 6℃，全腹软，右膝

下方局 部 红 肿，皮 温 略 高，有 触 痛，白 细 胞 计 数

15． 64 × 109·L －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80% ; 肝功能

谷丙转氨酶( 102 U·L －1 ) 和碱性磷酸酶( 122 U·
L －1 ) 偏高，直接胆红素( 4． 4 μmol·L －1 ) 及总胆红

素( 18． 1 μmol·L －1 ) 稍有偏高，肾功能正常。予双

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对症治疗。术后 13 d 即

万古霉素使用第 3 日患者右膝关节局部红肿，皮温

略高，有触痛，抗 O、类风湿因子、血沉检查结果均示

正常。术后 14 d 患者体温高达 39． 2℃，无腹痛，右

膝下方局部红肿，皮温略高，有触痛。此时临床药师

考虑发热及白细胞升高原因，可能并非感染而是变

态反应，建议医师停用目前所有抗生素，继观病情，

若发生高热，即查血培养明确致病菌，而后根据药敏

结果用药。医师采纳建议，当日停用所有抗菌药物，

并查第一次血培养。停药后第 1 天体温 38℃，患者

现无腹痛加重等不适，予吲哚美辛栓降温等对症处

理。停药后第 2 天患者现右膝关节肿痛有好转，体温

37． 4℃。停药后第 3 天患者无右膝关节肿痛不适，体温

37℃，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 5． 47 ×109·L －1，中性粒细

胞百分比 58%。停药 4 d 后患者已无腹部不适，无发

热，血培养阴性。数日后患者痊愈出院。
2 讨论

2． 1 化脓性阑尾炎并发门静脉炎的诊断及治疗

急性阑尾炎并发门静脉炎是少见严重的并发症，与

阑尾静脉的特殊解剖有关，阑尾静脉与阑尾动脉伴

行，最终回流入门静脉。当阑尾炎症时，菌栓脱落可

引起门静脉炎和细菌性肝脓肿; 而手术操作中挤压

阑尾也可能是脓栓脱落入血的原因之一［1］。化脓

性门静脉炎无特异临床表现，其症状体征与原发病

相似，容易混淆并被误诊导致病情延误。虽然缺乏

特异性诊断标准，但门静脉炎并非没有规律可循。
急性阑尾炎并发门静脉炎临床多表现为寒颤、高热、
肝细胞炎性肿胀，出现肝细胞性黄疸、肝功能破坏、
转氨酶增高，但肝功能往往表现为轻度异常，而 B
超等未见有胆管梗阻因素。这有助于和胆管梗阻所

致黄疸相鉴别［1］。该患者因“转移性右下腹痛 14
h”入院，诊断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行腹腔镜下阑

尾切除术，术中发现阑尾穿孔，术后患者体温仍有

38℃，心率快，CＲP ＞90 mg·L －1，肝功能轻度异常，

腹腔引流出淡血性液体，考虑患者术后腹部炎症较

重，且胆红素偏高，并发化脓性门静脉炎可能性大。

且患者胸部 B 超及 CT 等检查无异常，排除其他部

位感染所引起的中毒症状进一步明确了门静脉炎的

诊断。门静脉炎的治疗包括:①手术切除原发病灶;

②术前及术后迅速使用有效广谱抗菌药物控制感

染;③全身支持疗法; ④在使用抗生素前提下，可适

当应用糖皮质激素［2］。对于本例患者的治疗，采取

腹腔引流，术后给予及时的抗感染治疗。
2． 2 抗菌药物用药分析 胃肠外科感染的早期，可

能为一种或数种细菌感染; 但是到了后期，绝大多数

转变为需氧菌和厌氧菌的混合感染，并且会出现多

种细菌的复合感染。常见的致病菌，需氧菌中以大

肠埃希菌、克雷伯杆菌等肠杆菌科细菌为主，其余还

有肠球菌和假单胞菌; 厌氧菌中以脆弱类杆菌为

主［3 － 4］。胃肠外科感染治疗及预防，需选用针对以

上菌种的抗菌药物。通常选择广谱青霉素、第 2 或

3 代头孢菌素类、氨基糖苷类和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物，与甲硝唑联合使用［4］。对于阑尾炎轻中度感

染，也有指南推荐单一疗法如氨苄西林舒巴坦、替卡

西林克拉维酸、厄他培南、莫西沙星治疗［5］。该患

者抗感染治疗选择头孢替安联合奥硝唑能够覆盖常

见病原菌，基本符合推荐用药，但奥硝唑氯化钠使用

级别过高，患者为年青男性，无长期频繁应用抗菌药

物病史，药师建议选用防治厌氧菌感染予甲硝唑氯

化钠注射液即可。用头孢替安第 2 天患者出现胸闷

不适，有恶心，并出现腹泻。高度怀疑患者使用头孢

替安后出现的不良反应［6］。停用头孢替安后上述

症状逐渐消失。为加强抗感染，医师换用了头孢吡

肟。头孢吡肟为第 4 代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第 4
代头孢菌素较第 3 代抗菌谱更广，抗菌活性更强，对

质粒或染色体介导的 β 内酰胺酶稳定性更高，对大

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等穿透速度要明显强于第 3
代头孢菌素［7］。头孢吡肟联合抗厌氧菌药物可以

用于阑尾炎的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但鉴于患者青霉

素过敏史，药师建议可换用其他无交叉过敏的抗菌

药物，医师未采纳。另外，患者目前处于肝功能受损

的状态，鉴于有肝损伤患者应用奥硝唑后半衰期和

清除率减低的报道，有明显肝功能损伤的患者应用

奥硝唑的时间间隔应加倍。患者目前奥硝唑氯化钠

用法用量为 100 mL，qd，给药方案暂无需调整，建议

定期检测肝功能受损情况。头孢吡肟用药有效，体

现在腹部指征及体温的不断好转，但白细胞计数始

终居高不下，医师考虑目前的治疗未覆盖肠球菌，故

换用了万古霉素。针对肠球菌首选抗菌药物是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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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类，但患者曾有过青霉素过敏史，综合考虑使用了

万古霉素。对于万古霉素，临床报道引起药物热的

情况屡见不鲜，本例患者也证明是其中之一。
2． 3 药物热的特点、临床判断及处理 药物热是由

于使用药物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发热，是预防、诊断、
治疗疾病时，人在常规用法用量情况下使用药品时

所出现的不期望的有害反应。临床上容易引起药物

热的药物有磺胺类、抗生素、碘剂、砷剂、水杨酸类、
苯妥英钠、中成药、抗 结 核 药 等，抗 生 素 尤 为 常

见［8］。药物热的发病机制很多，包括变态反应、药

物污染、用法用量不正确、药物本身药理作用、药物

影响机体体温调节机制和特异质反应等。抗菌药物

相关性药物热的诊断主要依靠排除诊断、回顾性诊

断和再激发试验［9］。该患者在首次发热后热度退

至 37℃左右的情况下，应用万古霉素后体温再次反

跳至39． 2℃，同时伴有右膝关节下方局部红肿及皮

温升高，排除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可能，应是变态反应

发生的重要表现。综合上述情况，临床药师认为患

者高热可能与抗菌药物相关，建议停用所有抗菌药

物，观察患者情况。在停药后，体温及白细胞计数迅

速下降，在 2 d 内降至正常水平，也进一步验证了药

物热的诊断。患者应用万古霉素产生药物热，白细

胞计数不断升高，与一些报道［10］不符，反映出药物

热与白细胞计数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药物热的处理是停止使用有关药物，同时配合

物理降温［9］。该患者在停药后第 2 天内右侧膝关节

红肿热痛症状好转，体温下降明显并日趋平稳。患

者的白细胞计数也在停药后恢复正常，最终该患者

痊愈出院。
3 小结

急性阑尾炎是一种常见的外科急腹症，阑尾切

除术已经被确定为治疗的金标准。但有文献报道对

于一些复杂性阑尾炎出现局部穿孔、阑尾周围脓肿

或炎症肿块的患者腹部经常会有可触及的肿块或至

少在 CT 或 B 超下可发现蜂窝织炎或实性肿块，却

没有具体的治疗标准。Meta 分析显示针对这类复

杂性阑尾炎，保守治疗比急诊手术更具优势，保守治

疗可减少总体并发症，如伤口感染、腹腔脓肿、肠梗

阻和再次手术等［11］。这可能是因为在炎症反应的

峰值选择手术可能引起炎症介质的串联激活，而全

身炎症反应可加重患者的病情和增加并发症。阑尾

切除术可推迟到炎症控制后，患者基础状况较好时

再进行。本例患者门静脉炎的发生也可能与阑尾术

中受挤压造成脓栓进入血循环相关。
对于本例患者的抗感染初始治疗基本有效，体

现在患者体温的不断下降及腹部症状的改善。但抗

感染过程中患者的血象一直偏高，医师认为感染未

控制，抗感染治疗力度不够，导致抗生素的不断更

换，最终导致药物热的产生。停用所有药物后患者

的体温迅速下降，白细胞计数也降至正常，反之说明

该患者的白细胞升高并不是感染引起。而从该患者

本身来说，其有青霉素及普鲁卡因过敏史，在治疗过

程中使用头孢替安也出现胸闷及恶心、腹泻等胃肠

道不适表现，因此推测该患者可能对药物反应比较

敏感，此类患者也更容易发生变态反应，出现药物

热，临床需加以警惕。此例病例也告诫临床药师: 在

参与临床用药、给出用药建议时需小心谨慎，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不能仅凭一项指标的异常来推断疾病

的进展状况，而应该综合整体情况考虑，适时转换临

床思维。对易过敏的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尤

其要考虑药物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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