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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U 内腹腔间隔室综合征治疗与预后关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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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儿童腹腔间隔室综合征（ACS）起病隐匿，是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中容易被忽略的并发症。

ACS 发展快速，可累及全身器官，病死率高，是 PICU 中极其严重的并发症。及时有效治疗怀疑或确诊 ACS 患儿

至关重要，能够防止病情发展，改善预后，降低病死率。然而，目前大多临床医生对儿童 ACS 治疗措施的认识有

限，无法正确选择合适的治疗策略，影响患儿预后。制定儿童 ACS 最佳治疗方案应全面考虑腹内压升高幅度、器

官功能障碍程度及基础疾病等。PICU 内机械通气、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和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治 

疗手段与 ACS 的发生及治疗效果具有双向作用。本文一方面重点综述 PICU 内 ACS 的个体化治疗，使更多儿科

医生对儿童 ACS 的治疗方案有一个全面清晰的系统认识；另一方面针对 PICU 内特殊治疗手段与 ACS 预后之间

的关系进行综述，阐明腹内高压（IAH）对机械通气参数、ECMO 及 CRRT 的影响，揭示儿童 ACS 的机械通气管理 

策略、CRRT 方式和儿童 ECMO 期间 ACS 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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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 in children is a neglected complication in the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PICU) because the onset is insidious. ACS develops rapidly, involves the systemic organs, has a 
high mortality, and is a very serious complication in PICU. Timely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suspected 
or confirmed ACS is of significance to prevent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ease, improve prognosis and reduce mortality. 
However, most clinicians hav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treatment measures for children with ACS and are unable to 
correctly choose appropriate treatment strategies, which affect the prognosis of children. To make the optimal treatment 
plan for ACS in children, the extent of elevated intra-abdominal pressure, the degree of organ dysfunction and the 
underlying diseases should b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 and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have a bidirectional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S. On the one han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of ACS in PICU, so 
that more pediatricians c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clear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reatment plan of ACS 
in children. On the other hand, special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prognoses of ACS in PICU were also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effects of 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 (IAH) 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arameters, ECMO, and CRRT 
were illuminated.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RRT type in ACS children, and the 
treatment of ACS during ECMO were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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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20%～30% 的成人重症患者会并发腹内高压 

（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IAH），其中 5%～10% 的 IAH 会

恶化，最终发展为腹腔间隔室综合征（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 ［1］。目前成人 ACS 相关的管理方案比较完

善，并被医生高度重视，一旦发现即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病死

率已从 80% 降至 37%［2］。有研究表明，与成人不同，儿童重

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中约 13% 的 

患儿会发生 IAH 〔腹内压≥10 mmHg（1 mmHg≈0.133 kPa）〕， 

儿童 IAH 发生率较成人低的原因可能与儿童的腹壁顺应性

较好有关［3］，儿童 ACS 发生率约为 0.6%～11.0%［4］。由于儿

童 IAH 发病率低，导致有些儿科医生对此病的临床管理认识

不足，即使临床怀疑或者诊断为 IAH，治疗方案也不规范，近 

年来儿童 ACS 的病死率几乎未得到改善，一些基层医院病死

率甚至高达 90%［5］。为使更多儿科医生充分了解儿童 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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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治疗要点，从而改善预后，现就儿童 IAH 和 ACS 的

常规治疗、PICU 内重要生命支持治疗与儿童 ACS 的关系，

以及儿童 ACS 预后进行详细阐述。

1 临床上怎样制定儿童 IAH/ACS 的个体化处理方案？ 

 制定儿童 IAH/ACS 的最佳治疗方案应考虑 3 个关键因

素［6］：① 测量的腹内压值（或腹内压增加的程度或幅度）：包

括腹内压测量策略和测量腹内压的环境、腹内压的预期基

线值、腹内压随时间的演变，以及患儿已发生 IAH 的时间 ； 

② 器官功能障碍特征（或腹内压增加对腹腔内 / 外器官灌注

的影响）；③ 基础疾病的性质和病程。这 3 个要素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在治疗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一项 Meta 分析

比较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单独西医治疗 ACS 的临床效果，结

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 ACS 有更好的临床疗效［7］。世界

ACS 协会指南中规范了成人 ACS 的治疗流程［8］；对于儿童 

ACS 的治疗，有一些要点值得重点关注。

1.1 非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疗是 IAH 危重患儿的重要治疗

选择。世界 ACS 协会指南中也根据病因和疾病严重程度划

分了多种阶梯治疗法，主要包括胃肠减压、结肠镜、微创引

流技术、镇痛镇静和肌肉松弛，以及减轻液体过负荷等［9］。

 当胃肠内容物增多时，首先采用鼻胃管或肛门直肠管引

流减压，口服胃复安或多潘立酮等促胃肠动力药物缓解腹胀

症状 ；若仍不能缓解，应采用结肠镜减压。应用结肠镜减压

的主要潜在好处包括 ：不需要转移病情不稳定的患儿，也不

需要调整儿童体位 ；引导盲肠肛管留置成功率提高，减少患

儿的镇静需求，疼痛评分也随之降低［10］；可以重复使用，几

乎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在儿童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期间，全水辅助结肠镜可尽早、 

无创地诊断和治疗结肠扩张，特别是在感染性休克、低心排

血量和体液超负荷同时存在时，它可以作为最终实施剖腹减

压术前的第一步［11］。因此，全水辅助结肠镜可成为“分级阶 

梯式”治疗的重要节点。

 腹腔内积液或积血导致腹腔内容物过多时，可采用经皮

穿刺放液或置管引流 ；如果腹腔积液进一步增多，造成中度

至重度 IAH（腹内压 21～25 mmHg），则不能快速大量引流，

可应用容积控制经皮导管引流技术［12］。一项针对接受容积

控制经皮导管引流治疗的 12 例 ACS 伴大量腹水患儿的回顾 

性描述性研究结果证实，该技术可显著降低腹内压，减小腹

围，改善器官功能障碍指标，同时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和氧合指数（PaO2/FiO2）也有所升高［13］。

关于儿童减压率和引流量的建议，还需开展更多前瞻性研究

进一步明确。穿刺 / 置管引流减压的优点是操作简单、创伤

小，可避免传统手术并发症，如肠瘘和慢性切口疝［13］；然而，

有时减压效果不理想，也可能会产生新的并发症，如腹腔继

发感染、肠穿孔或损伤腹腔其他器官等。

 疼痛或肌肉紧张可引起腹壁顺应性降低，导致 IAH，轻

度患者可采用镇痛镇静药物来缓解症状，如仍不能缓解，则

可尝试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来缓解肌肉紧张，从而使腹壁放

松；但此类药物对呼吸系统有一定不良影响，建议谨慎使用。

对于与液体超负荷有关的 IAH，在限制液体摄入的同时，可

使用呋塞米等药物利尿，如利尿剂无效，则可早期应用肾脏

替代治疗（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RRT）。脓毒性休克时早

期补液是治疗的关键手段，然而要适可而止，避免过多的液

体造成医源性 ACS 恶化［14-15］。

1.2 手术治疗（剖腹减压术）：当非手术治疗无效或腹内压

过高导致器官功能严重受损时，建议实施剖腹减压术。剖腹

减压术的时机把握很重要，太早手术会增加并发症，而手术

延迟治疗则效果不理想［16］。判断 ACS 患儿实施剖腹减压术

的正确时机要点是 ：动态监测患儿腹内压是否达到可能导

致腹腔内器官低灌注的水平（结合腹内压，早期发现可能损

害器官的临床指标和体征［17］）。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表明，在

成人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患者诱

发的 ACS 中，尿量＜20 mL/h 时建议考虑实施剖腹减压术治

疗［18］。一项针对 264 例需要急诊剖腹手术患儿的研究表明，

当 ACS 患儿伴有血乳酸（lactic acid，Lac）水平＞0.17 mmol/L 

（3 mg/dL）、持续少尿、呼吸压力升高、血管升压评分增加和

膀胱压力＞20 mmHg 等情况时，建议进行剖腹减压术［5］。

一项针对 418 例在三级儿科转诊中心接受急诊手术治疗患

儿的 9 年单中心研究表明，所有在急诊剖腹探查术后确诊为 

ACS 的患儿都接受了正中线剖腹减压术，且效果良好［19］。但 

是这些评估方法仍然依赖于临床医生的主观判断。

 剖腹减压术的方式包括全层开腹减压术及皮下白线筋

膜切开术［16］。术后腹腔保持开放减压会造成大量并发症，包

括腹疝、肠瘘、蛋白质损失等［20］，现已逐渐被淘汰。目前外

科医生大多实施暂时性关腹策略，在降低腹内压的同时，既

减少了体液丢失，也保护了切口边缘组织结构，还减少了切

口疝和肠管粘连等并发症的发生。传统的暂时性关腹方式

为使用外科免缝拉链、补片、巾钳、自体皮片和波哥大袋等

工具将手术切口两端的筋膜进行暂时固定。这些方式有一 

个很大的缺点，即术后切口表面会产生大量的渗出液，给患

者和医务人员带来很多困难［21-22］。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发了

一种新型暂时性关腹技术，即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该技术是

在器官上方放置有孔的塑料片，在筋膜边缘之间放置海绵或

湿毛巾，用密封条覆盖伤口，密封条上设有一个与负压连接

的吸排孔，该吸排孔可引流腹腔内多余的液体，减少切口处

的渗出液［23］。张滋凤等［21］的回顾性研究证实，负压封闭引

流技术相对于传统的关腹方式来说，患者伤口痊愈时间更

短，术后临床效果更好，并发症更少，病死率更低，预后更好。

 剖腹减压术是一把“双刃剑”，优点在于不仅可以使腹

内压持续降低，而且对于肾脏、肝脏、肠道、肺脏和心血管等

各器官都有积极作用。剖腹减压术治疗能够改善腹腔器官灌

注，使静脉血回流到心脏，恢复心脏前负荷，促进有效的通气

和氧气交换，减少呼吸工作量，降低乳酸产量，提高乳酸清除 

率（lactate clearance rate，LCR）［24］；同时可改善全身血流动

力学，恢复器官功能，有效改善初期器官功能障碍，降低病死

率。然而，剖腹减压术治疗也有不足，会引起许多潜在的并发

症，如大面积腹疝、肠瘘和腹腔内相关脓毒症或内脏缺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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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导致患儿生活质量下降［25］。

2 PICU三大治疗手段会诱发或治疗儿童IAH/ACS，且儿童  

IAH/ACS 也会影响 PICU 三大治疗手段的效果 

2.1 IAH 对机械通气参数的影响及儿童 ACS 的机械通气管

理策略 ：IAH 可从腹腔传递到胸腔，进而影响肺通气和换气

功能。具体表现为 ：IAH 使膈肌向上偏移，导致胸腔内压力

升高。一方面，肺实质受到外部压迫，造成肺不张，引起限制

性通气困难 ；另一方面，肺毛细血管受压，血流量减少，通过

肺分流部分的氧运输减少，二氧化碳排泄减少，肺换气功能

下降，表现为缺氧和高碳酸血症。一项 ACS 兔模型研究表明，

ACS 可导致极其严重的肺脏损害，ACS 发生时间越久，肺脏

病理学改变越严重［26］。具体表现为：肺泡上皮增生，肺泡之

间发生融合，肺泡间隔出血，细支气管扩张，炎症细胞浸润，

血管内形成血栓。因此，ACS 不仅可导致肺容量减少和气

道阻力增加，而且会造成肺组织病理学改变随时间延长而逐

渐加重，引起急性肺损伤 /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lung  

injury/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LI/ARDS）［27］，最终

需要机械通气支持。IAH 患者在机械通气过程中发生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的风险可

能会增加［28］，机制可能为 IAH 促进肺损伤和水肿，阻碍肺淋

巴引流，增加胸内压力，导致肺不张、气道关闭、呼吸力学和

气体交换恶化，从而增加了机械通气过程中感染的风险［29］。 

Papakrivou 等［30］在一项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中证

实了伴有 IAH 的患者 VAP 发生率更高。

 在胸部顺应性不变的情况下，机械通气参数中潮气量的

设置取决于吸气时跨肺压（气道开口压－胸膜腔压）的大小。

IAH 能够使膈肌向上移位，进而导致胸部整体顺应性下降，

要维持一定潮气量，就需要更高水平的跨肺压。早在 10 年

前，Santos 等［31］就在 IAH 伴 ALI 大鼠模型中发现，肺源性

ALI 潮气量为 10 mL/kg 比潮气量为 6 mL/kg 的大鼠炎症发生

率更高。因此，较大潮气量可能会诱发肺损伤后的肺部炎症

反应。推测可能的机制为 ：肺损伤时潮气量越大，跨肺压越

大，压力诱导的炎症反应就越严重 ；减小潮气量，跨肺压降

低，即使在 ACS 时，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entilation-induced  

lung injury，VILI）的发生也会减少。临床上很多研究提示，机

械通气治疗 IAH 合并 ALI/ARDS 时，小潮气量模式能够改善

肺脏通气和换气功能，从而改善预后。黎修华和吕华瑶［32］ 通 

过研究发现，小潮气量通气方式相对于常规通气模式来说，

更有利于恢复 ACS 患儿的肺脏呼吸功能，尤其是影响肺脏换

气功能，有效改善氧合状况，减少由肺泡萎陷引起的肺不张

等并发症，从而降低病死率，预后良好。Regli 等［33］也通过

研究发现，在合并肺损伤的成人 IAH 患者中，采用小潮气量 

（6～8 mL/kg）的肺保护性通气是适用于临床的。然而，过小的 

潮气量也可能导致肺泡萎缩，目前尚缺少评估 IAH 患儿最佳 

潮气量的前瞻性研究。

 机械通气期间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EEP）水平的设置与腹内压升高的幅度相关，适当的 PEEP

水平可以保证肺泡开放，过高的 PEEP 水平对心血管系统的

影响更加复杂。IAH 使胸腔内压力增高，要维持肺泡在呼气

末处于开放状态，就需要更高水平的 PEEP［34］，这提示 PEEP

水平的设置需要监测腹内压。一项试点研究表明，与 PEEP

设置为腹内压的 100% 相比，将 PEEP 设置为腹内压的 50%

更能保证肺泡扩张［35］。即使 PEEP 水平不低，肺脏也容易塌

陷，具体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推测可能原因是 IAH 使膈肌在

呼气末不容易维持在相对低的位置。然而，过高的 PEEP 水

平会使肺泡过度扩张，造成肺损伤，也给循环系统血流动力

学等相关指标带来双向作用。过高的 PEEP 水平会影响静脉

回流，减少右心室前负荷，同时会影响右心室舒张，导致肺血

流量减少，继而使左心排血量下降，血压下降 ；高水平 PEEP

又可以减少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前负荷，有利于左心发挥心功

能曲线的作用。在 IAH 猪模型中发现，高 PEEP 组虽然可以

使呼气末容积增加，改善氧合，但并未改善动脉氧张力，导致

心排血量降低，对心血管功能产生负干扰，同时阻碍淋巴引 

流［36］。由此可见，医生在治疗时需要认真选择合适的 PEEP

水平，以免严重危害生命。任晓霞［37］研究表明，在 ARDS 合

并 IAH 的具体治疗中，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佳 PEEP 的效

果相对较好。关于适当高水平的 PEEP 是否可以改善儿童

IAH 的预后还需进一步探究。

 机械通气持续时间与是否存在 IAH/ACS 没有密切的关

系。Thabet 等［3］发现，有无 IAH 儿童的机械通气持续时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然而，IAH 升高程度与机械通气时间在理

论上是相关的，需要排除病程、基础病情等混杂因素，目前

缺少两者相关性的研究。韦杨静［38］研究显示，食道压测定

跨肺压指导 IAH 时的机械通气治疗能够缩短机械通气时间

和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然而，食道压监测跨肺压需要

使用镇静镇痛药物，阻滞了正常呼吸，使肺通气量减少；痰液

咳不出，肺部感染概率增加 ；胃肠道蠕动缓慢，内容物堆积， 

IAH 不能快速缓解。在儿童 IAH 中采用食道压来监测跨肺压 

的利弊仍有待思考。

 儿童 IAH 的最佳机械通气参数管理建议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① 采用小潮气量通气方式改善呼吸功能 ；② 根据呼

吸系统的顺应性设置自身最佳 PEEP 水平，使肺泡保持扩

张，减少炎症和肺部并发症的发生 ；③ 采取保护性肺通气的

方式，尽量用适当高的肺泡压使气道保持开放［39］；④ 在严

重 ARDS 中，平台压尽量≤30 cmH2O（1 cmH2O≈0.098 kPa），

避免因跨肺压增加而引起肺泡过度膨胀破裂，最终造成肺损

伤［2，40］；⑤ 采用食道压测定跨肺压来指导 IAH 时的机械通

气治疗。

2.2 IAH对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的影响及儿童ACS 的 CRRT 治疗方式：ACS 会

给 CRRT 带来负面影响，正在进行 CRRT 治疗的儿童如果发

生了 ACS，不但会影响 CRRT 的治疗效果，还会产生新的并 

发症。在最常见的股静脉置管时，IAH/ACS 不仅会压迫下腔 

静脉，使回流障碍，从而导致血流淤滞，还能直接对导管和血

管造成压迫，使双腔导管的流出口与流入口之间出现预期之

外的流动，从而影响溶质的有效清除，降低置换液和电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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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41］，进而减弱 CRRT 的治疗作用。IAH 使静脉回流受 

阻，引起血液淤滞，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在颈内静脉或锁

骨下动脉置管时，主要通过回流障碍的影响，降低 CRRT 的 

治疗效果。

 CRRT 治疗与 ACS 之间可互相影响，CRRT 是治疗 ACS

的手段之一，但使用不当又可形成恶性循环。在静脉置管的

CRRT 治疗期间，置入静脉导管操作可引起腹膜出血，腹内

压升高，诱发 ACS ［42］。CRRT 是对危重症儿童进行血液透析

的一种特殊治疗手段，能清除体内产生的代谢废物，控制体

液平衡，降低腹内压，延缓重要器官功能衰竭，可有效治疗儿

童 ACS。连续性静脉- 静脉血液滤过（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是治疗 ACS 最常见的方式。它可清除

血液和血管外腔室的炎症细胞因子，维持体内液体负平衡，

减少间质组织中的液体积聚，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

乱，减轻腹腔器官水肿，有效降低腹内压，加速肝肾功能恢

复，缩短住院时间，避免多器官功能衰竭，降低病死率［43］。如 

果 IAH 合并了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尽早开

始应用 CVVH 治疗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体液和电解质状态，更

快地纠正酸碱失衡，正确清除尿毒症毒素，防止 AKI 引起的

后续并发症［44］。CVVH 治疗 ACS 的临床时机可能与腹内压

升高程度有关。研究表明，当腹内压≥20 mmHg 时，CVVH

治疗可有效改善临床结局，但腹内压＜20mmHg 时临床疗效

尚不明确［45］。因此，监测腹内压可能是决定是否启动 CVVH 

或何时启动 CVVH 的指标。

 在下腔静脉置管的 CRRT 期间，可通过股静脉导管连续

监测腹内压，从而更好地制定 IAH 管理方案。通过下腔静

脉或髂近端静脉置入到达腹腔的静脉导管，可以间接反映腹

腔内压力，CRRT 机器方便动态记录 IAH。CRRT 机器中的

压力传感器在 IAH 生理学范围内可以准确监测腹内压，因

此可以用于通过适当长度的股静脉插入通路导管来轻松测

量腹内压［41］。

2.3 IAH 对 ECMO 的影响及儿童 ECMO 期间 ACS 的治疗：在 

危重症儿童 ECMO 治疗过程中存在发生 IAH 和 ACS 的风险。 

在接受静脉- 动脉 ECMO 支持过程中，患者 ACS 发生率约为 

10% ［46］。ECMO 治疗时发生 ACS 的常见症状是腹胀、静脉插

管负压增高和泵流量严重减少。在接受 ECMO 支持的危重 

症儿童中，一旦发生腹胀、肌紧张、持续静脉回流障碍、尿量

减少或实验室证据表明内脏功能障碍，则应强烈怀疑 ACS 的 

发展［47］。

 IAH/ACS 的发生可使 ECMO 复杂化，损害 ECMO 的组织

氧合，降低生命支持的有效性。IAH 通过两种主要机制影响

ECMO 的氧合能力 ：一方面，在静脉- 静脉 ECMO 期间，IAH 

可压迫静脉阻碍回流，当静脉回流落后于压力下降时，会影

响静脉套管流量，导致 ECMO 静脉引流不足，引流口周围非

刚性血管塌陷造成引流管功能梗阻和血流中断，从而限制体

外循环流动，导致体外循环血流量减少，降低其提供充足含

氧血流的能力，从而引起气体交换和氧合不足［47-48］。ACS 的

发生同样与置管位置相关，经股静脉置管时 IAH 还会直接压

迫导管和静脉。另一方面，显著的液体移位可导致紧张性腹 

水和间质性水肿，引起内脏血管床阻力增加，从而影响终末

器官灌注［49］。

 虽然剖腹减压术可以有效治疗 IAH 和相关的 ACS，但由

于存在出血风险和预后不良，是否进行剖腹减压术在过去是

有争议的，外科医生通常不愿意对接受 ECMO 治疗的 ACS 患 

者进行开腹手术［49］。

 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早期实施剖腹减压术可以降

低 ACS 对 ECMO 的氧合损害能力，显著改善组织灌注，并有

可能改善预后［48，50］。Rollins 等［49］建议，ACS 导致的 ECMO

引流不足如无明显腹水，在确定静脉插管位置后，排除其他

可纠正的静脉引流不足原因，如低血容量或由心脏压塞或张

力性气胸引起的心房外压迫，可考虑进行剖腹减压术。剖腹

减压术可使 ECMO 静脉回流量显著增加，恢复充足的氧合和 

组织灌注，显著改善生理功能，PaO2/FiO2 和肺顺应性也得到

改善，其最可能的机制是下腔静脉受压减轻 ［48］。Brown 等 ［50］

比较了 ECMO 期间因 ACS 进行剖腹减压术与未进行剖腹减 

压术患儿的生存时间、血液制品使用情况和并发症，发现剖

腹减压术后 ECMO 患儿与腹部封闭患儿有相似的结局，也就 

是说剖腹减压术并不是儿童 ECMO 期间的禁忌指征，在特定 

的患儿中应考虑早期施行剖腹减压术。

 腹膜透析导管也可治疗 ECMO 期间的 ACS。在出现腹胀

和 ACS 时，及时放置腹膜透析导管可显著改善静脉回流，从 

而通过改善 ECMO 流量来帮助维持足够的组织灌注［47］。

3 儿童 IAH/ACS 结局何去何从？ 

 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中，IAH 是死

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证实，IAH/ACS 高危因素越多，

其发生率越高，相对于腹内压正常儿童来说，发生 IAH 患儿

的住院时间更长，病死率也更高［3，51］。Divarci 等［2］的前瞻性

研究表明，诱发儿童 ACS 的高危因素多为外伤、肠梗阻、坏

死性小肠结肠炎、腹壁缺损、膈疝和脓毒性休克伴大量液体

复苏等。然而，通过消除或减少危险因素来改善儿童 ACS 的

预后是十分困难的。这就强调了在存在高危因素的情况下， 

定期和频繁的腹内压测量是必要的，发生 IAH 后及时干预，

可以降低 ACS 的发病率和病死率［2，52］。在确认 IAH 或 ACS

后，应立即接受内科或外科手术减压干预，儿童 ACS 如果不

治疗，当腹内压＞20 mmHg，器官功能损伤无法恢复时，病死

率达 100%。在保守治疗失败的情况下，剖腹减压术是唯一有 

效的治疗方法［19］，在发展为灌注不良和不可逆的末端器官损 

害之前实施剖腹减压术可降低病死率，改善预后。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很多与儿童 ACS 病死率相关的因

素，如 1 岁以下、体质量低于第 3 百分位数、开腹手术治疗、

肠道切除及术前或术后 Lac＞1.8 mmol/L 等，均与死亡的相

对风险增加相关［19］。这都与预后有极大的密切关系，在评

估和管理儿童 ACS 变量时须考虑这些因素。

 在 IAH 病理生理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因素与儿童 ACS

的预后死亡是否相关存在争议。成人研究表明，乳酸清除与

病死率之间存在关联［53-54］，ACS 引起的内脏低灌注导致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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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缺血性肝病、脓毒症、休克和缺血性肾病可加重肠缺血， 

导致 Lac 水平升高和乳酸清除受损。在儿科文献中却很少有

研究表明剖腹减压术前 Lac 升高与病死率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在 Pearson 等［5］的研究中，所有 ACS 儿童在剖腹减压术 

前均显示 Lac 水平升高，与幸存的患儿相比，死于创伤的患

儿术前 Lac 水平更高，然而，统计学分析显示，Lac 升高与病

死率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Britt 等［55］评估了 10 例因大规

模液体复苏而继发 ACS 的成人患者，并没有发现病死率与膀

胱压力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然而，Pearson 等［5］确定了儿童 

膀胱压力升高程度与病死率相关。

 尽管剖腹减压术可以有效降低腹内压，恢复器官功能，

但儿童 ACS 的总体病死率仍然很高［5，17］，这说明原发疾病

的严重程度可能与儿童 ACS 病死率密切相关。Morris 等［56］

描述了剖腹减压术后早期的致命再灌注综合征，腹腔减压前

如果凝血未完全恢复，可能有再出血的风险，特别是创伤患

者进入 ICU 早期往往出现严重的凝血障碍。Ertel 等［57］的

研究提示，失血性休克是剖腹减压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近

年来有研究显示，ICU 患者多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研究者通过进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

状况评分Ⅳ（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Ⅳ，

APACHE Ⅳ）分析发现，与存活患者相比，死亡患者的病情更

危重［58］。有关剖腹减压术对器官功能参数影响的研究较少，

对器官功能障碍的具体影响尚不清楚，ACS 患者剖腹减压术

后器官功能障碍的恢复是可变的［17］。ACS 影响所有器官系

统，终末器官长期灌注不足，缺氧导致不可逆的细胞损伤，且

在剖腹减压术后无法恢复 ；诊断和治疗延误显著恶化了预

后，并且是导致儿科人群中 ACS 持续高病死率的一个相关因

素［19］。Gracias 等［59］报道了剖腹减压术患者复发性 ACS 的 

问题，复发性 ACS 患者的病死率比非复发性 ACS 患者更高 

（60% 比 7%）；复发性 ACS 发生于术后 1.5～12.0 h。从现有数 

据来看，尚不清楚复发性 ACS 是否为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但考虑到器官功能障碍与病死率的相关性，这似乎是决定这

些患者预后的主要原因。

4 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儿童 ACS 在 PICU 的发生率并不低，然而目

前尚缺少儿童 ACS 临床管理的相关文献，儿科医生对儿童

IAH/ACS 的临床管理认识不足，对个体儿童 IAH/ACS 作出

床旁决策仍具有很大的挑战性［6］。本课题组在总结了儿童

ACS 常规个体化治疗（非手术 / 手术）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

PICU 三大治疗手段，即机械通气、CRRT 和 ECMO，与儿童

IAH/ACS 之间的相互影响。儿童一旦发生 ACS，病情发展迅

速，预后通常不好，病死率很高。腹内压升高是一个连续变

化的过程，从轻度腹内压升高而临床无显著不良反应开始，

最终至腹内压大幅度升高，从而对所有器官系统造成严重后

果［60］，这要求临床医生应密切关注 PICU 住院患儿是否存在

发生 IAH 的高危因素，动态监测腹内压，早期发现，及时进行 

非手术干预，从而降低腹内压，并减少手术减压的需求。当非 

手术治疗无效时应迅速进行剖腹减压术以挽救生命，降低病

死率，改善患儿的预后。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危及生命的综

合征的治疗将依赖于良好的临床判断和 PICU、小儿消化科、

小儿外科各科室之间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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