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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胰性胸腔积液 [1] 是指慢性胰腺炎、胰腺假性囊肿、胰胸

瘘等胰腺良性疾病所引起的大量、复发性、持续性的富含淀
粉酶的胸水，是慢性胰腺病变的少见并发症之一。平均发病
年龄在 40 岁左右，男女发病比率约为 1:2~3。本病小儿少见，
容易误诊 [2]，现将本院近期诊断的 1 例小儿病例诊治过程分
析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儿，女，13 岁，因右胸痛、反复咯血 6 月余，乏力、气促

2 天于 2017 年 5 月 13 日入院。患儿 6 月余前无明显诱因出
现右侧胸痛、阵咳，渐伴少许咯血，在当地医院予“异烟肼、利
福平”治疗月余，疗效不佳。5 月前转某院查胸部 CT 示“肺
脓肿，右侧少量胸水”，腹部 B 超示“胰腺假性囊肿，主胰管多
发结石并扩张可能”。予抗感染、抑酶等治疗好转出院。其后
仍反复咯血，2 月前再次入某院，于“肺脓肿”处胸腔穿刺为

“血性液”（具体不详），2 次痰检示“含铁血黄素”阳性，考虑
“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肺脓肿，慢性胰腺炎”，予抗感染、强

的松等治疗好转出院。但仍乏力，间有轻咳，2 天前出现气促、
发热，乏力加重，遂入我院。既往 6 岁时因“右侧胸水（具体
不详）”予抗痨治疗半年治愈。此次起病前 3 月和 1 月曾因“创
伤性胰腺炎、胰腺假性囊肿”在当地医院治疗，好转出院。查
体：T 38. 2℃，贫血貌，气促，咽充血，有吸气三凹征，右肺呼
吸音低，少许湿罗音，心音可，腹平软，无压痛，肝肋下 2cm，
质软，移动性浊音（－）。辅助检查：本院肺部 CT：右下肺包
裹性液气平，考虑肺脓肿可能，余见双肺少许斑片影。BR：
WBC19.45×109/L，N0.77，L0.16，HB 56g/L，PLT106×109/
L。肝肾功能正常。入院后予胸腔穿刺引流示：血性胸水，
葡萄糖 5.95mmol/L，蛋白 32.9g/L，WBC 1820 个 /mm3，RBC 
21820 个 /mm3。腹部高分辨 CT（图 1）：右侧胸腔及腹膜后
囊性病灶，考虑包裹性积液可能，胰实质萎缩，可见多发钙化
灶，胰管不均匀扩张。血清胰 / 总淀粉酶：2455/3097 U/L，胸
水胰 / 总淀粉酶：8000/10222 U/L。右侧胸腔引流管造影 ( 图
2)：造影剂经引流管进入右侧胸腔成团浓聚，并呈线性进入上

腹部区域。遂明确诊断：（1）胰性胸腔积液；（2）慢性胰腺炎；
（3）胰腺假性囊肿；（4）胰管多发结石；（5）重度贫血。予减

停激素、禁食、胃肠外营养、抑制胰酶并持续胸腔闭式引流等
治疗后，患儿逐渐好转，胸腔积液消失出院，随访无复发。

2   讨论
胰性胸腔积液成人最常见于酒精引起的慢性胰腺炎，而

儿童最多见于外伤性胰腺破裂，约 15%~20% 的病例则原因
不明 [1]。其形成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目前认为主要是因各种
因素导致的胰管或胰腺假性囊肿破裂，胰液外流所致。如向
前破裂，则可流入腹腔，形成胰性腹水，胰液直接损伤横膈进
入胸膜腔，或经横隔淋巴系统把富含胰酶的液体输送至纵隔
及胸膜下间隙，液体逐渐渗入胸腔，形成胸水。如向后破裂，
胰液则渗漏入腹膜后间隙，沿阻力最小的途径向上进入纵
隔，并穿破一侧或两侧纵隔，形成胸水 [3]。临床主要表现为反
复出现大量胸腔积液，可发生于一侧或双侧胸腔，以左侧多
见。诊断主要依据为上腹部外伤史或胰腺炎病史；大量顽固
性胸水；“Cameron 三联征”，即血清淀粉酶升高，胸水或腹水
内淀粉酶和白蛋白升高 [4-5]。其胸水淀粉酶可增高达数千甚
至数万单位每升，蛋白质多 > 30 g/ L。胸、腹部 X 线、B 超、
CT 等影像学或造影检查有助于明确诊断和指导治疗。确诊
后，一般先采用内科保守治疗 2~4 周，约有 40%~60% 患者可
以治愈，如无效需考虑内镜下置管引流或外科手术治疗 [1]。

胰性胸腔积液在儿童是一种少见疾病，国内外报道病例
不多 [6-7]。患儿常表现为气促、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刺激性
干咳等呼吸道症状。如出现纵隔囊肿可导致吞咽困难，如发
生支气管胸膜瘘，可出现咯血、液气胸、肺脓肿等。部分患儿
还可出现腹水、黄疸或智力发育迟缓 [8-10]。由于患者年龄小，
腹部外伤或胰腺炎病史常不能主动提供；且胸水出现时间距
胰腺病变急性发作时间较长；早期症状多不典型，肺部症状
明显而腹部症状少，因而临床上容易误诊为肺炎、胸膜炎、肺
结核等。当合并腹水时，易误诊为肝性胸水。本例患儿病程
长达 6 月余，以胸痛、反复咯血、气促等呼吸道症状为主诉，
先后在多家医院考虑为“结核”、“肺脓肿”和“肺含铁血黄素
沉着症”，并相应予较长时间抗痨、抗感染和激素等治疗，仍
反复出现胸水，因而须考虑导致顽固性胸水的其他病因。综
合既往治疗效果和我院相关血生化与胸、腹影像学检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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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排除结核、肿瘤和心、肝、肾脏等病变。考虑到患儿起
病前曾有“创伤性胰腺炎、胰腺假性囊肿”病史，故高度怀疑
胰性胸腔积液。进一步检查发现，胸水淀粉酶和白蛋白均明
显升高，血清淀粉酶亦显著增高，腹部高分辨 CT 发现右侧胸
腔及腹膜后囊性病灶，予胸腔引流管造影证实造影剂呈线性
进入上腹部区域。故本病例最终确诊为胰性胸腔积液，经相
应治疗方案调整后取得良好疗效。

3   经验总结
当遇到小儿顽固性胸水而抗感染疗效不佳时，要考虑到

胰性胸腔积液的可能，应作血清和胸水淀粉酶检查和胰腺影
像学检查以帮助诊断。

图 1 ：腹部高分辨 CT（腹膜后可见不规则囊性病灶，增强扫描未见强化，

考虑包裹性积液可能，胰实质萎缩，可见多发钙化灶，胰管不均匀扩张。） 

图 1  腹部高分辨 CT

图 2：右侧胸腔引流管造影（造影剂经引流管进入右侧胸腔成团浓聚，并呈

线性进入上腹部区域。） 

图 2  右侧胸腔引流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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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再次反复发作，予以健脾和胃，滋阴清热膏方调节患者
诸症，宣发体内郁热，燥化体内湿热。方中茯苓利水渗湿，健
脾宁心，配白术，渗湿与燥湿同用，运脾与利水同用，主治脾
虚湿困，标本兼顾；天门冬配麦门冬，益胃生津，养阴润肺；石
斛配玉竹，是滋养胃阴之佳品，兼能清胃热，现代研究表明，
石斛和玉竹均具有调节免疫，抗肿瘤、抗衰老等作用；丹皮配
知母，清热泻火、凉血化瘀、滋阴润燥，对溃疡的愈合起促进
作用；郁金、柏子仁、酸枣仁补养阴血，疏肝健脾安神；黄芪、
西洋参敛疮生肌、益气托毒，补益元气，提高患者免疫力；生
地黄、熟地黄、蒲公英、浙贝母，清热解毒燥湿，消痈散脓，以
防膏方辛燥之性；鹿角胶、龟甲胶、女贞子、桑椹子，补益肝
肾，扶正兼以驱邪，驱邪以防伤正。诸药合用，共奏“健脾和
胃、滋阴清热”之功，脾胃升降功能正常，则水湿得以运化，湿

热去而病自愈，不再反复发作。甘师在临床诊疗过程之中谨
守运脾化湿，兼滋阴清胃热之法，根据病情及病因病机的变
化，随症加减，灵活应对，遂一一解除患者的病情。笔者通过
跟随甘师临床实践学习，对从脾胃治疗多种疾病有了很多的
心得体会，同时也告诫自己要多从临床观察总结，继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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