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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血氯和 IL-6 联合凝血指标对重症急性胰腺炎 
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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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河南省急诊与创伤研究医学重点实验室，郑州  450052
通信作者：朱长举，Email：zhuchangju98@163.com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清白细胞介素 -6（IL-6）、氯离子（Cl-）、D-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联

合检测对急性胰腺炎（AP）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方法  从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急诊外科诊治的 292 例 AP 患者中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 132 例患者，按分类标准将其分为重症急性

胰腺炎（SAP）组（63 例）和非 SAP 组（69 例）。收集患者一般信息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包括血常规、血生

化及相关影像学资料，并计算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床旁指数（BISAP）评分。将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寻找影响 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

判断各指标对 AP 严重程度的临床预测价值。结果  共纳入 132 例 AP 患者。SAP 组血清 IL-6、D- 二聚体、 

FDP 水平及 BISAP 评分均明显高于非 SAP 组〔血清 IL-6（ng/L）：62.73（21.54，187.47）比 8.22（4.13，14.70），

D- 二聚体（mg/L）：5.36（2.94，8.25）比 0.94（0.42，2.21），FDP（mg/L）：13.54（6.76，22.45）比 3.20（2.50，6.10），

BISAP 评分：2.00（1.00，3.00）比 1.00（0，2.00），均 P＜0.05〕，而血清 Cl- 水平则明显低于非 SAP 组（mmol/L：

97.90±4.86 比 101.73±4.32，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IL-6〔优势比（OR）＝1.02，95% 可信

区间（95%CI）为 1.01～1.04〕、D- 二聚体（OR＝1.21，95%CI 为 1.05～1.40）水平升高及 Cl-（OR＝0.88，95%CI
为 0.79～0.98）水平降低是 AP 患者发生 SAP 的危险因素（均 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IL-6、Cl-、D- 二

聚体、FDP 联合检测预测 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较大（为 0.89），敏感度（82.50%）及

特异度（85.50%）较高。结论  相比单一指标检测，血清 IL-6、Cl-、D- 二聚体、FDP 联合检测对 AP 病情的判断

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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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serum  interleukin-6  (IL-6), 
chloride (Cl-), D-dimer and 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s (FDP) for sever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 (AP).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20  to  March  2022,  132  AP  patients  who  met  the  criteria  for  inclusion  were  screened  fo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rom 292 AP patients admitted  in emergency surgery a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group and non-SAP group, with 63 in SAP group and 69 in  
non-SAP  group,  according  to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The  data  including  lab  results,  abdominal  doppler  ultrasound 
and  chest  and  abdominal CT,  etc.  The bedside  index  for  severity  in  acute  pancreatitis  (BISAP)  score was  calculate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find the risk factors for the severity of AP patients.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drawn to judge the clinical predictive value of each factor.  Results  A total of  
132  AP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he  serum  IL-6,  D-dimer,  FDP  levels  and  the  BISAP  score  in  SAP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SAP  group  [serum  IL-6  (ng/L):  62.73  (21.54,  187.47)  vs.  8.22  (4.13,  14.70), 
D-dimer  (mg/L): 5.36  (2.94, 8.25) vs. 0.94  (0.42, 2.21), FDP  (mg/L): 13.54  (6.76, 22.45) vs. 3.20  (2.50, 6.10), BISAP 
score: 2.00  (1.00, 3.00) vs. 1.00  (0, 2.00), all P < 0.05], while  the serum Cl-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n-SAP  group  (mmol/L:  97.90±4.86  vs.  101.73±4.32, P  <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creased  levels  of  IL-6  [odds  ratio  (OR)  =  1.0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1.01-1.04],  D-dimer  
(OR = 1.21, 95%CI was 1.05-1.40) and decreased Cl- level (OR = 0.88, 95%CI was 0.79-0.98) were risk factors for SAP 
(all P < 0.05). The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IL-6, Cl-, D-dimer and FDP 
combined to predict the severity of AP patients was larger (0.89), and the sensitivity (82.50%) and specificity (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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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higher.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single index,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serum IL-6, Cl-, D-dimer and FDP 
is more precise in determining the condition of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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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胰腺炎

症性疾病，重者可引发全身各个系统的并发症，进

而威胁患者生命。AP 的病理机制复杂，可引起全

身多器官的炎症反应，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患者有较高的病死率［1］。因此，

及早明确诊断并评估病情严重程度有极为重要的临

床应用价值。白细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是

AP 发生早期显著升高的炎症因子［2］。氯离子（Cl-）

是人体重要的阴离子，呕吐、腹泻、长期胃肠减压或

反复使用利尿剂可引起尿液中 Cl- 排出增加，致使

血氯降低。AP 患者出现高氯血症易引起急性肾损

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而影响预后［3］。故观

察血氯水平的变化对判断疾病进展及预后极为重

要。然而，目前关于血清 Cl- 水平变化预测早期 SAP

的研究较少。D- 二聚体在机体凝血和纤溶的作用

机制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纤维蛋白降

解产物（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FDP）的作用也同

样重要，D- 二聚体和 FDP 二者水平同时升高，机体

炎症反应加剧，是评估 AP 病情变化的重要指标［4］。 

本研究根据患者血清 IL-6、Cl-、D- 二聚体、FDP 水

平的联合检测，对其在 S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预测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比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收集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就诊的 132 例

AP 患者的临床资料。

1.1.1  诊断标准：① AP：根据我国 AP 诊治指南［5］

诊断 AP。② SAP：确诊为 AP 且满足下列任意 1 项，

出现休克或肺、肾等器官功能衰竭且超过 48 h 无好

转；出现胰腺的局部并发症；Ranson 评分［6］≥3 分；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APACHEⅡ） ［7］＞8分； 

CT 表现分级为重型。

1.1.2  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诊断为AP；年龄≥18周 

岁；发病 48 h 内收治入院并完善相关检查；所需

临床数据齐全。排除 AP 外科干预后或病程为慢

性者；慢性消耗性疾病者；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及

儿童；应用激素、免疫抑制剂或影响急性胰腺炎严

重程度床旁指数（bedside index for severity in acute 

pancreatitis，BISAP）评分［8］及凝血功能的药物者；

合并其他系统严重感染者；临床资料欠缺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已获得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2-KY-0054-002）。

1.2  研究分组：按照 AP 分类标准，将 132 例患者

分为 SAP 组（63 例）和非 SAP 组（69 例）。

1.3  数据收集：收集所有 AP 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

及入院 48 h 内首次检查数据并进行 BISAP 评分，统

计分析血清 IL-6、Cl-、D- 二聚体、FDP、白细胞计数

（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血淀粉酶等数据。

1.4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1.0 和 GraphPad Prism  

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中

符合正态分布者，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否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QU）〕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χ2 检验。绘制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

对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 BISAP

评分比较（表 1）：共纳入 132 例 AP 患者，两组的

性别、年龄以及疾病类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非 SAP 组住院天数明显短于 SAP 组

（P＜0.05）。SAP 组血清 IL-6、D- 二聚体、FDP 水平

及 BISAP 评分均明显高于非 SAP 组，血清 Cl- 水平

明显低于非 SAP 组（均 P＜0.05）；两组 WBC 及血

淀粉酶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2）：将 IL-6、Cl-、

D- 二聚体、FDP 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提示，

血清 IL-6、D- 二聚体水平升高及血清 Cl- 水平降低

是 SAP 患者病情变化的危险因素（均 P＜0.05）。血

清 FDP 水平不是影响 SAP 患者病情的独立影响因

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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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指标对 AP 患者发生 SAP 的预测价值（表 2；

图 1）：ROC 曲线分析显示，IL-6、Cl-、D- 二聚体、

FDP 联合检测预测 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 ROC

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比较

指标
非 SAP 组

（n＝69）

SAP 组

（n＝63）

χ2/ t / 
Z 值

P 值

性别〔例（%）〕   0.629 0.428

  男性 46（66.7） 46（73.0）

  女性 23（33.3） 17（27.0）
年龄（岁，x±s） 43.20±14.13 43.87±16.38 -0.252 0.801

住院天数
　〔d，M（QL，QU）〕

8（5，12） 12（6，15） -2.678 0.007

疾病类型〔例（%）〕   2.667 0.446
  胆源性 27（39.1） 17（27.0）
  高脂血症性 25（36.2） 29（46.0）
  酒精性 16（23.2） 15（23.8）
  其他   1（  1.4）   2（  3.2）

IL-6〔ng/L，
　M（QL，QU）〕

8.22
（4.13，14.70）

62.73
（21.54，187.47）

-7.296 0.000

Cl-（mmol/L，
　x±s）

101.73±4.32 97.90±4.86   4.794 0.000

D- 二聚体〔mg/L，
　M（QL，QU）〕

0.94
（0.42，2.21）

5.36
（2.94，8.25）

-7.114 0.000

FDP〔mg/L，
　M（QL，QU）〕

3.20
（2.50，6.10）

13.54
（6.76，22.45）

-5.996 0.000

WBC〔×109/L，
　M（QL，QU）〕

10.35
（8.61，13.50）

11.83
（9.35，16.42）

-1.556 0.120

血淀粉酶〔U/L，
　M（QL，QU）〕

134.00 
（97.00，387.00）

186.50 
（77.75，650.25）

-0.636 0.525

BISAP 评分〔分，
　M（QL，QU）〕

1.00
（0，2.00）

2.00
（1.00，3.00）

-4.718 0.000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IL-6 为白细胞介素 -6，Cl- 为氯离

子，FDP 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WBC 为白细胞计数，BISAP 为急性

胰腺炎严重程度床旁指数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较大，

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优于 IL-6、Cl-、D- 二聚体、

FDP 单项检测及 BISAP 评分。

指标 AUC 95%CI
最佳

截断值

约登

指数

敏感度

（%）

特异度

（%）

IL-6 0.87 0.80～0.93 16.91 0.651 82.50 82.60
Cl- 0.72 0.63～0.81 99.35 0.608 82.50 78.30
D- 二聚体 0.86 0.79～0.92   2.28 0.608 82.50 78.30
FDP 0.80 0.72～0.88   6.92 0.558 74.60 81.20
联合检测 0.89 0.84～0.95   0.41 0.680 82.50 85.50
BISAP 评分 0.73 0.64～0.82   1.50 0.391 66.70 72.50

注：AP 为急性胰腺炎，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IL-6 为白细胞

介素 -6，Cl- 为氯离子，FDP 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BISAP 为急性胰

腺炎严重程度床旁指数，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联合检测为 IL-6、Cl-、D- 二聚

体、FDP 4 项指标联合检测

表 2 AP 患者发生 SAP 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及各指标对 AP 患者发生 SAP 的预测价值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sx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IL-6   0.02 0.008 8.870 0.003 1.02 1.01～1.04
Cl- -0.12 0.055 5.098 0.024 0.88 0.79～0.98
D- 二聚体   0.19 0.074 6.581 0.010 1.21 1.05～1.40
FDP   0.03 0.045 0.322 0.570 0.98 0.89～1.06

3 讨 论 

  AP 发病急，病因及病理机制复杂，SAP 病死率

高，及早明确病情严重程度对 AP 的诊治及预后极

为重要。BISAP 评分可以在入院 24 h 内识别 AP 患

者，简单易行，准确率高，仅由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精神神经状态、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年龄及胸腔积液 5 项组成，用于 AP 患者的早期评

估［8］。本研究分别对 AP 患者血清 IL-6、Cl-、D- 二

聚体、FDP 水平 4 项指标及 BISAP 评分进行分析发

现，SAP 组血清 IL-6、D- 二聚体、FDP 水平及 BISAP 

评分高于非 SAP 组，SAP 组血清 Cl- 水平低于非

SAP组。IL-6、Cl-、D- 二聚体、FDP对 SAP有预测价

值，4 项指标联合检测的 AUC（为 0.89）大于 BISAP 

评分，且敏感度和特异度都是最好的，对 SAP 的预

测价值较高。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确定，血清 IL-6

和 D- 二聚体水平升高以及血清 Cl- 水平降低是

SAP 患者病情变化的危险因素。

  AP 与炎症反应的发生关系密切。急性期胰酶

大量释放，胰腺发生无菌性坏死，机体发生急性炎症

反应，随着疾病的进展，可继发胰腺感染性坏死，继

而影响周围组织及器官［9］。故无论何种病因，疾病

进展的最终结局都是局部或全身性炎症反应。IL-6

注：IL-6 为白细胞介素 -6，Cl- 为氯离子，FDP 为纤维蛋白 
降解产物，BISAP 为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床旁指数，AP 为 
急性胰腺炎，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ROC 曲线为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AUC 为 ROC 曲线下面积；联合检测为 

IL-6、Cl-、D- 二聚体、FDP 4 项指标联合检测

图 1  IL-6、Cl-、D- 二聚体、FDP 和 BISAP 评分 
预测 AP 患者发生 SAP 的 ROC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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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免疫细胞释放，在多种疾病包括 AP、SIRS 及脓

毒症的发生发展中参与炎症和免疫反应。IL-6 处

于炎症反应的中心位置，可产生瀑布样级联放大反

应，促进大量炎症因子释放，进一步加剧炎症反应，

在炎症性疾病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0］。且 IL-6

在血清中出现时间早且存在时间长，通过定量分析

IL-6可对多种炎症性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较早的预

测评估。在 AP 患者中 IL-6 水平越高，胰腺炎症反

应越重［2， 11］。FDP 是纤维蛋白在纤溶酶作用下分

解产生的降解产物，其水平的变化可以反映纤维蛋

白溶解系统功能。而 D- 二聚体是纤维蛋白降解产

物中一种最简单的交联碎片，其检测多用于排除性

诊断，存在一定的假阳性，但在联合 FDP 后可提高

疾病诊断的准确率。研究表明，与其他凝血指标相

比，D- 二聚体与 FDP 联合诊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的效率

更为显著［12］。凝血及纤溶系统功能紊乱，胰腺微循

环发生障碍，加速胰腺出血坏死，对 SAP 的早期发

生起关键性推动作用；微循环受到影响加重了机体

代谢障碍；大量炎症因子释放也加速了凝血因子消

耗，从而促进 SAP 的发展，继而出现全身多个器官

的功能障碍。临床上通过定量检测静脉血中 D- 二 

聚体和 FDP 含量评估患者凝血功能，对明确胰腺微

循环功能有重要作用［13］。Cl- 在机体内环境中对调

节水盐平衡起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危重患者血清

Cl- 水平与非重症者有显著差异［14-15］。Shaw 等［16］

发现，对SIRS患者进行液体复苏治疗时，接受105～ 

145 mmol/L 氯治疗的患者住院病死率普遍较低，增

加氯治疗负荷会增加病死率。安嬿等［17］通过 Meta

分析发现，心力衰竭患者低氯血症的发生率较高，血

氯降低可增加死亡风险。而在 AP 患者出现高氯血

症时往往伴有 AKI，这可能与疾病累及肾脏或液体

复苏治疗输注 Cl- 过量有关［18］。目前关于血清 Cl-

水平在 AP 患者早期预测病情严重程度方面的研究

较少。本研究显示，SAP 患者血清 Cl- 水平较轻症

者明显降低，这可能与大量的呕吐，同时严重的胰酶

自消化、胰液大量丢失有关；当胰腺炎症进展累及

肾脏引起肾功能减退也会引起血氯水平的降低。

  综上所述，血清 IL-6、Cl-、D- 二聚体、FDP 水平

及 BISAP 评分均可用于 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早

期判断，且 IL-6、Cl-、D- 二聚体、FDP 联合的诊断价

值更大。该指标检测方便，简单易获取。本研究样

本量有限，尚有其局限性，需要临床上更为完善且深

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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