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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低氧时急性胰腺炎患者多器官功能变化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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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高原低氧环境下急性胰腺炎（ＡＰ）发生发展的特点及与高原红细胞增多症（高红症）

的关系。方法选择本院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牧治的１０３例ＡＰ患者，其中有１２例合并高红症（高红症ＡＰ组），
ｍ，５７例）、中低海拔组（＜２

ｏｏＯ

根据海拔高度分为高海拔组（＞３

２００

ｍ，４６例）。收集患者入院时的临床指

标，并进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Ｉ（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分析各组肝、肾、肺功能的变化。结果
高红症ＡＰ组患者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Ｔ）、肌酐（ｃｒ）均明显高于非高红症ＡＰ组（ＡＬＴ：（１６０．７０±１９．１４）Ｕ／Ｌ
比（７８．ｏｏ士１４．９６）Ｕ／Ｌ，ｃｒ：（１３５．４５士１１．９９）肛ｍｏｌ／Ｌ比（９１．４２士１７．０８）弘ｍｏｌ／Ｌ，均Ｐ＜Ｏ．０５］，动脉血氧分
压（Ｐａ０２）、动脉血氧饱和度（Ｓａ０：）明显低于非高红症ＡＰ组［Ｐａ０２：（４５．１０士ｏ．４０）ｍｍ Ｈｇ比（６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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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氨酶（ＡＳＴ）、尿素氮（ＢＵＮ）和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０ｚ）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ＳＴ：（８７．３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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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０士Ｏ．３１）ｍｍ Ｈｇ比（２５．３２±１．１４）ｍｍ Ｈｇ，均Ｐ＞ｏ．０５］。高海拔组ＡＬＴ和Ｃｒ明显高于中低海拔组
［ＡＬＴ：（１２６．９２士１５．４６）Ｕ／Ｌ比（８６．ＯＯ士１０．２３）Ｕ／Ｌ，Ｃｒ：（１２６．１０土１０．０１）｜工ｍｏｌ／Ｌ比（１０１．８４士

５．４６）弘ｍｏｌ／Ｌ，均Ｐ＜ｏ．０５］；ＡＳＴ、ＢｕＮ、ＰａＣ０。略高于中低海拔组（ＡｓＴ：（９８．７０士８．１０）Ｕ／Ｌ比（９３．１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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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ｍｍ Ｈｇ，ｓａ０２：ｏ．９１０士Ｏ．０１１比ｏ．９３０士ｏ．００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Ｏ．０５）。结论

高原环境

下ＡＰ患者肝、肾、肺功能损害与高红症及海拔高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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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ＡＰ）是常见的消化系统急症，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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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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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时间要求的血气及生化指标按实有例数统计。

急，进展快，病情危重，复杂多变，并发症多，治疗棘

１．４统计学方法：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ｏ统计软件，数据

缺失指标处理：当符合ＡＰ及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

手，费用高昂。本科在ＡＰ的诊治过程中，按照适合

以均数土标准差（ｚ士ｓ）表示，采用ｔ检验，Ｐ＜Ｏ．０５

高原低氧环境下的诊治指南，将重点放在缩短疗程、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高疗效及减少费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

２结

研究中回顾性分析了ＡＰ合并高原红细胞增多症

２．１一般情况：患者均表现为突发上腹部疼痛，恶

（高红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高原环境下ＡＰ的

心、呕吐；血、尿淀粉酶增高；白细胞增高５７例

果

发生发展特点。

（占５５．３％），脂肪酶增高８２例（占７９．６％），胆红素

ｌ资料与方法

升高７５例（占７２．８％），碱性磷酸酶升高４７例

１．１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从本院普外

（占４５．６％）。合并胆石症１５例（占１４．６％），胆囊炎

科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收治的ＡＰ患者中随机抽取

１６例（占１５．５％），血压下降１８例（占１７．５％）。出

１０３例，并排除原发性肝脏、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疾

现肾损害７０例，其中６８例轻型ＡＰ患者中发生肾

病，以及有糖尿病、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者。

损害４４例（占６２．８％），３５例ＳＡＰ患者中发生肾损

患者平均在青海省生活（４２士１５）年，住院（２３士

害２６例（占７４．３％），出现急性肾衰竭１１例

１５）ｄ。其中男６６例，年龄１８～８０岁，平均（４７士

（占１０．７％）。７０例肾损害患者中出现蛋白尿５５例

１５）岁；女３７例，年龄２９～７８岁，平均（５０士１６）岁。

（占７８．６％），其中尿蛋白＋２２例（占４０．ｏ％），尿蛋

１０３例患者均于症状出现后２４ ｈ内入院，其中１２例

白＋＋１８例（占３２．７％），尿蛋白¨＋１５例（占

为ＡＰ合并高红症患者（高红症ＡＰ组）；根据海

２７．３％）；镜下血尿３８例（占５４．３％），细胞管型

０００ ｍ，

１５例（占２１．４％），颗粒管型４例（占５．７％）；少尿

拔高度将１０３例患者分为高海拔组（＞３
５７例）和中低海拔组（＜２

２００

ｍ，４６例），按血钙浓

２７例（占３８．６％），无尿８例（占１１．４％）。

度≤１．８７ ｍｍｏｌ／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

２．２是否合并高红症患者间肝、肾、肺功能的比较

分系统Ｉ（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８分，再区分ＡＰ和

（表１）：与非高红症ＡＰ组比较，高红症ＡＰ组

ＳＡＰ患者。

ＡＬＴ、Ｃｒ均明显增高，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０：）、动脉

按课题设计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表和ＡＰ调查表，

血氧饱和度（ｓａ０。）则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

统一由课题组登记，中心组评分确认，输入数据库

意义（均Ｐ＜Ｏ．０５）Ｉ而ＡＳＴ、ＢＵＮ及动脉血二氧化

处理。两表可满足ＡＰ描述性和计量指标以及简明

碳分压（ＰａＣＯ：）无明显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的各项成分。

（均Ｐ＞Ｏ．０５）。

１．２调查指标

２．３不同海拔地区患者问肝、肾、肺功能的比较

１．２．１一般指标：性别、年龄、既往病史、在青海省

（表２）：高海拔组ＡＬＴ、ｃｒ均明显高于中低海拔组，

居住年限、居住地、血压、脉搏、呼吸频率、格拉斯哥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Ｏ．０５）；ＡＳＴ、ＢＵＮ、

昏迷评分（ＧＣＳ）、入院时间、住院时间等。

ＰａＣ０：高于中低海拔组，ＰａＯ：、ＳａＯ。低于中低海拔

１．２．２实验室指标：重点记录血气、丙氨酸转氨酶

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ＡＬＴ）、天冬氨酸转氨酶（ＡＳＴ）、尿素氮（ＢＵＮ）、肌

２．４治疗及转归：所有患者经禁食、输液、抗炎、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０６０３．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６

制胰液分泌、解痉、抑制胰酶活性等治疗，避免使用

基金项目：青海省科技厅资助项目（２００２一Ｎ—１２２）

肾毒性药物，其中２例行手术清除坏死胰腺组织。

作者单位：８ｌｏ００７西宁，青海省人民医院酱外科

１０３例患者中除１例死于休克、１例死于多器官功能

Ｅｍｉｌｌ ｚＩｌｕｈａｍｏＩｌ９１２１４＠１２６．ｃｏｍ

万方数据

衰竭（ＭＯＦ）外，其余１０１例均存活。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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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Ｖ０１．２２，Ｎｏ．４

ＡＰ是否合并高红症患者肝、肾、肺功能比较（；士ｓ）

注：ＡＰ：急性胰腺炎，ＡＬＴ：丙氨酸转氨酶，ＡＳＴ：天冬氨酸转氨酶，ＢＵＮ：尿素氮，Ｃｒ：肌酐，Ｐａ０２：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ｃ０２；动脉血二氧化碳
分压，ｓａ０２：动脉血氧饱和度，高红症：高原红细胞增多症；与非高红症ＡＰ组比较，‘Ｐ＜Ｏ．０５；１ ｍｍ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表２不同海拔高度ＡＰ患者肝、肾、肺功能比较（；士ｓ）

注：ＡＰ：急性胰腺炎，ＡＬＴ：丙氨酸转氨酶，ＡＳＴ：天冬氨酸转氨酶，ＢＵＮ：尿素氮，Ｃｒ；肌酐，Ｐａ０２：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Ｃ０２：动脉血二氧化碳
分压，Ｓａ０２：动脉血氧饱和度；与中低海拔组比较，４Ｐ＜ｏ．０５，ｌ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３讨论

量饮食、肥胖、饮酒及脂肪肝与ＡＰ时的肝损害形成

临床ＡＰ发生时，除有局部的病理损伤表现外，

及加剧有密切关系。本组患者中有高海拔地区工作

常伴有明显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甚至并

经历、饮酒且暴饮暴食者居多，致使合并高红症的

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其中急性肝、

ＡＰ患者转氨酶、碱性磷酸酶、胆红素等肝脏损害指

肾、肺损害是ＡＰ最常见的并发症，并与高病死率相

标显著升高。

关［３。４］。高原气候的主要特点是低气压、低氧分压、寒

３．２

冷、干旱、多风、辐射强和温差大。ＡＰ合并高红症患

及休克导致肾循环灌注不足而致使肾脏损害是一个

者有其独特的临床特征。

恒定的因素。本组中有１７．５％的患者血压下降，和

３．１

ＡＰ肝损害与高原环境的关系：有报道高原海

拔３ ８００～４

ＡＰ肾损害与高原环境的关系：低血容量状态

上述结论相似。在各种致病因子作用下，胰消化酶原

ｍ地区的土生狗或藏系绵羊肝脏

被激活，如弹性蛋白酶、激肽酶、脂肪酶等对肾脏有

中肝细胞呈轻中度浊肿，部分肝细胞见脂肪变性或

强烈的毒性作用，可破坏肾血管壁、扩张血管及使血

点状与小灶性肝细胞坏死，另外部分肝细胞内有胆

管壁通透性增加，引起出血、血栓形成及微循环障

色素沉着，甚至在电镜下观察除肝细胞内其他结构

碍、凝血异常，出现高凝状态，导致肾缺血、缺氧。而

肿胀与变性外，还可见贮脂细胞脂质有较多脂滴，部

高原低氧激活凝血通路，抑制纤溶酶原活性，促发高

分脂滴呈空泡样或空圈化变，且随海拔的升高愈趋

凝状态，表现出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凝血／纤溶系统

明显［５］。这与高原缺氧（慢性缺氧）长期作用于肝脏

紊乱的高原特点［９］。高原低氧促使儿茶酚胺及肾素

使肝细胞发生结构和形态改变有直接的关系。高原

分泌增多，加之血液黏稠、无形失水较多和血液重新

缺氧对机体的影响与机体适应能力有明显关系，如

分布等因素，致使肾血流量较平原者减少，肾小球滤

适应不良或差等必然会引起机体器官结构与形态变

过率降低，尿量减少，但内环境仍能保持稳定。少尿

化甚至呈不可逆性改变。高海拔环境空气中氧含量

的发生机制可能与缺氧引起垂体后叶抗利尿激素分

下降使肝脏处于相对缺氧状态，特别是合并高红症

泌增加，肾小管对水的再吸收增强，以及缺氧引起肾

的ＡＰ患者，由于长时间大量饮酒，肝脏将遭受双重

小动脉收缩、肾血流量锐减、滤过尿液减少有关；导

缺氧性打击，肝细胞会出现脂肪变性；高海拔缺氧致

致尿ｐＨ值较高，尿酸及ＮＨ。含量减少，ＨＣＯｆ增

使乙醇与乙醛在肝脏中氧化分解代谢不全、蓄积增

多１１引。本组死于ＭＯＦ的１例患者最初出现了急性

０８０

多，也进一步加速了肝细胞脂肪变性的形成［６ｊ。另

肾衰竭。

外，研究表明，高海拔地区高脂饮食后脂肪耐量实验

３．３

显示，血清浊度和血清三酰甘油（ＴＧ）在餐后不同时

现低氧血症、呼吸窘迫、肺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变等是

间内的平均值高于低海拔地区（如平原地区），此现

高原地区ＡＰ患者肺损伤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和临

象与高海拔缺氧有关【７’８］。高原慢性缺氧能影响健康

床特征。研究表明，ＡＰ肺损伤与肺组织内大量中性

人的脂肪代谢，酒精中乙醇与乙醛能影响脂肪代谢

粒细胞积聚、活化，产生大量的促炎因子有关Ⅲｊ。

中重要的三羧酸循环，导致更多的ＴＧ沉着于肝细

ＡＰ时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在介导肺损伤中起关健作

胞内。在高原环境下，高原缺氧、高红症、高脂肪高能

用。低氧血症在ＳＡＰ早期并发ＭＯＤＳ中起重要作

万方数据

ＡＰ肺损害与高原环境的关系：高原环境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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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Ｖ０１．２２，Ｎｏ．４

用，ＡＰ的低氧血症由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ＡＬＩ／ＡＲＤＳ）所致，是ＳＡＰ早期最严重的并发
症［１胡；多种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
白细胞介素一１（ＩＬ一１）、ＩＬ一６、一氧化氮（ＮＯ）、血小板
活化因子等参与的炎症反应是ＳＡＰ发病的机制之
一［１３］。细胞因子可以通过“扳机样”作用触发炎症介
质的“瀑布样”级联反应，使得ＡＰ易于从局部病变
迅速发展成为ＳＩＲＳ和ＭＯＦ。研究证实，高原缺氧
环境下ＩＬ一１、ＩＬ一６和ＴＮＦ都是重要的促炎因子，通
过它们的表达来调节急性肺部炎症ｕ引。与同海拔高
度的健康人相比，高红症患者有明显的肺动脉高压

３６１：１４４７—１４５５．

［３］张世范．张德海．刘惠萍，等．多脏器功能障碍评分系统：一种适
应于中度高原地区ＡＲＤＳ／ＭＯＤｓ的诊断标准．中国危重病急
救医学，２００５，１７：ｚ１７—２２２．
［４］叶谢智华．辛维藩．高原缺氧环境下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
点．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７，１９：５００一５０１．
［５］张彦博，汪源．刘学良，等．人与高原：青藏高原医学研究．西宁ｔ
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２９—１３２．
［６］孙克勤．李素芝，张霞，等．高原藏族酒精性肝病的临床病理和
电镜观察．诊断病理学杂志，２０００，７：１１０一儿１．
［７］蒋瑾。杨诚。付凯，等．高原地区脂肪肝ＣＴ表现与发病特点．中
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３，１１：８４—８５．
［８］杨勇。秦大银，张国华，等．高原人脂肪餐后三项血脂反应的观
察．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４：１０７５，１０７８．
［９］褚以德，张鑫生．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红细胞变形能力对肾脏的

和低氧血症Ｌｌ引。本组合并高红症患者Ｐａ０：明显低
于非高红症者。所以在高原环境下，ＡＰ患者的ＰａＯｚ
下降，除预示患者通气不足、换气障碍外，还应该对

影响．中华肾脏病杂志。１９９８，１４：３２３—３２４．
［１０］庄心良，曾因明，陈伯銮．现代麻醉学（上、下）．３版．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６７５．
［１１］虞文魁．李维勤，李宁，等．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肺损伤的影响

是否合并高红症给予充分重视。

因素及临床意义．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４，１６：１００一１０２．

３．４结论：在高原环境下特别是随着海拔梯度的升
高，高海拔地区ＳＩＲＳ明显加重，但低氧血症始终是
主导全身反应的首发事件，是激活多器官应激反应
的启动环节。在高原环境下，ＡＰ患者的这种差异在
伴高红症及随海拔上升时已经显露出来。
［１］Ｍａｎｅｓ Ｇ，Ｒａｂｉｔｔｉ ＰＧ。Ｍｅｎｃｈｉｓｅ

ａ

治疗——附１１０例分析．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６，１８：１６９－
１７１．

［１３］杜微，王红，张淑文，等．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与急性胰腺炎病
情严重程度关系的探讨．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５，１７：ｚ７９—
２８１．

［１４］朱海宏，吴洪福，耿排力．高原低氧下ＩＬ一１ｐ、ＩＬ一６含量变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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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胰岛素可提高烧伤患者对创面感染性脓毒症的抵抗力
重度烧伤患者常因创面感染扩散引起难控性炎症甚至脓毒性休克，不少学者认为应用胰岛素可以减少其的发生率和病
死率。美国学者以ＳＤ大鼠为研究对象，研究胰岛紊对重度烧伤刨面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后结局的影响。研究人员将大鼠烧伤
后，随机分为生理盐水组和胰岛索治疗组。刨面局部持续６ ｄ接种致死量的铜绿假单胞菌，然后监测大鼠存活率、细菌播散程
度、全身炎症和机体免疫活性。结果发现，烧伤后给予小剂量胰岛素可以提高机体对创面感染的抵抗力，限制细菌播散，从而
提高存活率。另外，胰岛素还能显著降低血中自细胞介素一６的水平，减轻全身炎症，并协助激活Ｂ和Ｔ淋巴细胞。因此，研究者
认为，烧伤后给予胰岛紊可以提高机体对感染的免疫应答，进而改善致死性创面感染患者的预后，但其机制仍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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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氢抗坏血酸能够减轻脂多糖对细胞线粒体的损伤
严重脓毒症时，机体出现的氧化应激会对细胞造成损伤，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障碍。英国的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脱氢抗
坏血酸比普通维生素Ｃ能增强机体抗氧化酶系统活性，保护游离铁环境中暴露在脂多糖（ＬＰＳ）中的细胞线粒体。研究人员用
脱氢抗坏血酸而非维生素Ｃ对暴露在ＬＰＳ中的单核细胞进行预处理。发现二氧化锰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表达均升
高（Ｐ＝Ｏ．０１８和Ｐ＝Ｏ．００３）。与未进行预处理的单核细胞相比，用脱氢抗坏血酸预处理后暴露ＬＰＳ的细胞线粒体膜电位升高
（Ｐ＜ｏ．ｏｏｏ １），胞质中细胞色素Ｃ减少（尸＜ｏ．０５），线粒体中抗凋亡蛋白Ｂｃｌ一２表达增加（Ｐ—ｏ．０２９）。科学家认为，用脱氢抗
坏血酸预处理的单核细胞能够诱导激活细胞的抗氧化酶系统，保护线粒体免受脓毒症引起的氧化应激损伤。
杨明星，编译自《Ｆｒｅｅ Ｒｅｄｉｃ Ｒｅｓ》，２０１０，４４：２８３—２９２，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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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是严重的腹部重症之一,其发病急,病情变化快,病死率高.1997年6月-2006年5月,我院收治急性胰腺炎(AP)患者966例,对其中符
合SAP诊断标准的135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高原缺氧环境下SAP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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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高原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早期并发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危险因素及治疗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 - 2002年12月
及2003年1月 - 2005年12月分别收治的SAP患者108例和103例,前者为A组,后者为B组.对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APACHEⅡ评分、是否伴有血液浓缩、休
克、低氧血症、腹腔室隔综合征(ACS)、胸腔积液等因素进行Logistic分析,同时分析不同处理方式对SAP病死率的影响.结果 A组和B组中分别有33例和
31例SAP患者早期并发MODS,这些患者在血液浓缩(HCT ＞ 50%)、低氧血症、休克、ACS、胸腔积液方面明显高于无MODS的患者,差异有显著性(P ＜
0.01).B组患者由于治疗策略转变,采用了早期液体足量复苏,早期机械通气,床边血液滤过,伴腹腔高压者早期行腹腔引流等,其病死率下降,与A组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P ＜ 0.01).结论 高原地区SAP患者早期并发MODS的危险因素与血液浓缩、休克、低氧血症、ACS、胸腔积液以及与临床处理的方式有关.积
极纠正低氧血症,液体足量复苏纠正休克和改善血液浓缩,控制炎症反应是阻止SAP早期发生MODS的关键.

3.期刊论文 溥恩士.师进雄.普建忠.马冬梅 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肺损伤16例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7,19(8)
通过对16例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并发急性肺损伤(ALI)患者的救治分析,得出救治SAP特别是在高原地区,应早期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积极预防并发

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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