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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腹腔出血特点 
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付豹 1  范中红 2  高飞 1  苏德 1  胡杰 1  耿争光 1  傅小云 1 
1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贵州省重症急性胰腺炎诊疗中心，贵州遵义  563003； 
2德江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贵州铜仁  565200
通信作者：傅小云，Email：zyyxyfxy@163.com

【摘要】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腹腔出血（AH）的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 
顾分析贵州省SAP诊疗中心2015年 1月 1日至2019年 12月 31日收治的231例 SA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
否发生 AH 分为 AH 组和非 AH 组，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病因、入科时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器官功能衰竭累及情况、并发症、干预措施、出血时间、出血部位和
预后指标；采用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 SAP 患者发生 AH 的危险因素，以及 AH 发生时间和部位
是否为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  231 例患者均纳入分析，其中 198 例未发生 AH，33 例发生 AH，AH 发生率为
14.3%。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和病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非 AH 组比较，AH 组患者入科时 APACHEⅡ评分
和 SOFA 评分更高〔APACHEⅡ评分（分）：18（12，24）比 13（9，19），SOFA 评分（分）：9（5，15）比 5（4，11），均 
P＜0.01〕，急性肾损伤（AKI）、胃肠功能障碍、凝血功能异常、感染性坏死、假性囊肿和消化道瘘的发生率更高

（66.7% 比 47.0%，36.4% 比 7.1%，18.2% 比 6.6%，66.7% 比 9.1%，66.7% 比 34.3%，9.1% 比 1.5%，均 P＜0.05），
且患者需要机械通气（MV）和外科干预比例亦更高（69.7% 比 43.4，48.5% 比 14.6%，均 P＜0.01）。AH 组患者重
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和总住院时间均较非 AH 组明显延长〔ICU 住院时间（d）：13（8，19）比 7（3，16），总
住院时间（d）：24（13，40）比 17（12，24），均 P＜0.01〕，住院病死率较非 AH 组显著升高（60.6% 比 9.6%，P＜0.01）。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优势比（OR）＝1.157，95% 可信区间（95%CI）为 1.030～1.299，
P＝0.014〕、感染性坏死（OR＝12.211，95%CI 为 4.063～36.697，P＜0.001）、假性囊肿（OR＝3.568，95%CI 为
1.238～10.283，P＝0.019）和需 MV（OR＝0.089，95%CI 为 1.354～6.625，P＝0.007）是 SAP 患者发生 AH 的独
立危险因素。33 例 AH 患者中，早期出血组（发病 2 周内）与晚期出血组（发病 2 周后）住院病死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66.7%（8/12）比 57.1%（12/21），P＞0.05〕。出血部位未明确组4例患者住院期间全部死亡；假性囊肿 /脓
肿出血组（14 例）、肠系膜 / 肠道内出血组（13 例）和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组（2 例）均有半数或以上患者死亡

（分别为 7 例、8 例、1 例）；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血
时间（OR＝0.989，95%CI 为 0.951～1.028，P＝0.574）及出血部位（OR＝2.009，95%CI 为 0.822～4.907，P＝0.126）
并不是 SAP 合并 AH 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早期出血和晚期出血均可显著增加 SAP 患者住院时
间和病死率。APACHEⅡ评分、感染性坏死和假性囊肿是 SAP 患者发生 AH 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出血时间和
出血部位并不是 SAP 合并 AH 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仍需大样本临床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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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abdominal hemorrhage (AH)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and its impact on outcom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31 SAP patients admitted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er  for SAP of Guizhou Province  from January 1, 2015  to December 31, 2019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H  group  and  non-AH  group.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etiology,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score,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score, 
organ  failure,  complications,  interventions,  bleeding  time,  bleeding  site  and  outcom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inar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AH in SAP patients and 
whether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AH were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 outcome.  Results  A  total  of 231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analysis, including 198 patients without AH and 33 with AH (14.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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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一种复杂

的胃肠道疾病，不同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病程和

预后各不相同。坏死性胰腺炎是一种与胰腺实质坏

死和（或）胰周坏死相关的严重 AP［1］，其中重症急

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的病死率为 

15%～20%。腹腔出血（abdominal hemorrhage，AH）

是一种罕见但严重的潜在致命并发症［2］。虽然胃肠

道出血在修订后的亚特兰大分类中不被认为是器官

功能衰竭，但是与之相关的后果有时是有害的［1］。 

由于这种并发症的罕见性，先前报道结果存在许多

差异，发病率约为 1%～23%［3］。本研究中回顾分

析了231例SAP患者的AH特点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回顾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 

12 月 31 日贵州省 SAP 诊疗中心收治的 231 例 SAP

患者的临床资料。SAP 诊断标准参考 2012 年亚特

兰大AP指南［1］，其诊断至少满足以下3项中的2项：  

① 上腹部疼痛、血清淀粉酶升高3倍以上； ② CT或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提示

有 AP 的变化，伴有胰周广泛渗出、胰腺坏死和（或）

胰腺脓肿等改变；③ 合并器官功能衰竭。排除慢性

胰腺炎、外伤性胰腺炎、儿童胰腺炎及主要诊断为

in gender, age or etiolog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cores of APACHE Ⅱ and SOFA in A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AH group [APACHE Ⅱ score: 18 (12, 24) vs. 13 (9, 19), SOFA score: 9 (5, 15) vs. 5 (4, 11), 
both P < 0.01]. The incidences of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coagulation disorders, necrotic 
infection,  pseudocyst  and  gastrointestinal  fistula  in  A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AH  group 
(66.7% vs. 47.0%, 36.4% vs. 7.1%, 18.2% vs. 6.6%, 66.7% vs. 9.1%, 66.7% vs. 34.3%, 9.1% vs. 1.5%, all P < 0.05). 
The proportions of requir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V) and surgical intervention in A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AH group (69.7% vs. 43.4, 48.5% vs. 14.6%, both P < 0.01). The length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stay  and  hospital  stay  in A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non-AH group  [length  of  ICU  stay  (days):  
13  (8, 19) vs. 7  (3, 16),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24  (13, 40) vs. 17  (12, 24), both P < 0.01], and  the hospital mortal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60.6% vs. 9.6%, P < 0.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PACHE Ⅱ  
score  [odds  ratio  (OR)  =  1.15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1.030-1.299, P  =  0.014],  infectious  necrosis  
(OR = 12.211, 95%CI was 4.063-36.697, P < 0.01), pseudocyst  (OR = 3.568, 95%CI was 1.238-10.283, P = 0.019) 
and  requiring MV (OR = 0.089, 95%CI was 1.354-6.625, P = 0.007)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AH in SAP patients. In 
33  AH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ospital  mortality  between  early  hemorrhage  (occurred  within  
2 weeks of onset) and late hemorrhage (occurred 2 weeks after onset) groups [66.7% (8/12) vs. 57.1% (12/21), P > 0.05].  
All  4  patients  in  the  unspecified  bleeding  site  group  died  during  hospitalization;  half  or  more  patients  died  in  the 
pseudocyst/abscess bleeding (14 cases), mesenteric/intestinal bleeding (13 cases) and gastric variceal bleeding (2 cases) 
groups  (7 cases, 8 cases and 1 case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s  (P <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neither  bleeding  time  (OR  =  0.989,  95%CI  was  0.951-1.028,  
P = 0.574) nor bleeding site (OR = 2.009, 95%CI was 0.822-4.907, P = 0.126) was the risk factor of death in patients 
with SAP combined with AH.  Conclusions  Both early and late bleed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mortality of SAP patients. APACHE Ⅱ score, infectious necrosis and pseudocyst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AH in 
SAP patients. Neither bleeding time nor bleeding site was the risk factors of death in patients with SAP combined with 
AH. However, it still needed to be confirmed by a large sample clin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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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疾病的患者。

1.2  伦理支持：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过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和支持

（审批号：KLL-2021-002）。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

未对患者采取前瞻性医疗干预。所有治疗和检测均

获得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3  患者分组：根据患者是否发生 AH 分为 AH 组

和非 AH 组。所有患者均接受 AP 常规治疗，包括控 

制炎症反应、抑制胰酶分泌、通里攻下、疼痛管理和

睡眠管理等［4］。

1.4  观察指标：患者一般资料、病因、入科时急性

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 

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器 

官功能衰竭累及情况、并发症、干预措施、出血时

间、出血部位和预后指标。早期出血被定义为发病

2 周内发生的 AH；晚期出血则被定义为发病 2 周后 

发生的 AH。根据出血部位将 AH 患者分为 4 组，即

假性囊肿 / 脓肿出血组、肠系膜 / 肠道内出血组、胃

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组和出血部位未明确组。

1.5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17.0 软件和 GraphPad 

Prism 5.0 软件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  72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1 月第 34 卷第 1 期  Chin Crit Care Med，January   2022，Vol.34，No.1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QU）〕表示，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数（%）表示，采用χ2 检验。通过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法分析SAP患者发生AH的独立危险因 

素，以及出血时间和出血部位是否为影响患者预后

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表 1）：在 231 例 SAP 患者中，

有 198 例未发生 AH，33 例发生 AH，AH 发生率为

14.3%。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两组患者均以胆源性和高脂血症

性为主要病因，但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AH 组入科时 APACHEⅡ、SOFA 评分 

均明显高于非 AH 组（均 P＜0.01）。

2.2  器官功能受累情况（表 1）：两组患者住院期间

均以呼吸衰竭和急性肾损伤多见。两组间循环衰竭、 

呼吸衰竭、肝损害和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情况无明显

差异；但 AH 组急性肾损伤、胃肠功能障碍和凝血

功能异常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 AH 组（均 P＜0.05）。

2.3  并发症和干预措施（表 2）：AH 组患者感染性

坏死、假性囊肿和消化道瘘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

AH 组（均 P＜0.05）。AH 组患者需要机械通气和外

科干预的比例均明显高于非 AH 组（均 P＜0.01）；

然而两组需要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4  预后指标（表 2）：AH 组患者 ICU 住院时间和总

住院时间均较非 AH 组明显延长（均 P＜0.01），住院 

病死率较非 AH 组显著升高（P＜0.01）。

2.5  AH 危险因素分析（表 3）：对单因素分析中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PACHEⅡ评分、感染性坏死、

假性囊肿和需要机械通气是 SAP 患者发生 AH 的独 

立危险因素（均 P＜0.05）。

表 1　是否发生 AH 两组 SAP 患者一般资料、病因、病情严重程度及器官功能受累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男性

〔例（%）〕

年龄

（岁，x±s）
病因〔例（%）〕 APACHEⅡ评分

〔分，M（QL，QU）〕

SOFA 评分

〔分，M（QL，QU）〕胆源性 高脂血症性 特发性 酒精性

非 AH 组 198 119（60.1） 49.3±13.7 84（42.4） 69（34.8） 35（17.7） 10（  5.1） 13（  9，19） 5（4，11）
AH 组   33   23（69.7） 48.0±  8.0 12（36.4） 13（39.4）   4（12.1）   4（12.1） 18（12，24） 9（5，15）

χ2/ t / Z 值 1.100 1.082 0.797 0.255 0.622 2.484     6.968     4.852
P 值 0.294 0.493 0.372 0.613 0.430 0.115 ＜0.001 ＜0.001

组别
例数

（例）

器官功能衰竭〔例（%）〕 器官功能衰竭累及 

器官数（个，x±s）循环衰竭 呼吸衰竭 急性肾损伤 肝损害 胃肠功能障碍 凝血功能异常 中枢神经系统

非 AH 组 198 56（28.3） 119（60.1） 93（47.0） 61（30.8） 14（  7.1） 13（  6.6） 6（3.0） 1.57±0.14
AH 组   33 11（33.3）   25（75.8） 22（66.7） 22（66.7） 12（36.4）   6（18.2） 3（9.1） 2.82±0.25

χ2/ t 值 0.350 2.953 4.390   15.800   24.300 5.056 2.775     4.687

P 值 0.554 0.086 0.036 ＜0.001 ＜0.001 0.025 0.096 ＜0.001

注：AH 为腹腔出血，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表 2　是否发生 AH 两组 SAP 患者并发症、干预措施及预后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并发症〔例（%）〕 干预措施〔例（%）〕 ICU 住院时间

〔d，M（QL，QU）〕

总住院时间

〔d，M（QL，QU）〕

住院病死率

〔%（例）〕无菌性坏死 感染性坏死 假性囊肿 消化道瘘 机械通气 CRRT 外科干预

非 AH 组 198 59（29.8） 18（  9.1） 68（34.3） 3（1.5） 86（43.4）151（76.3）29（14.6）   7（3，16） 17（12，24）   9.6（19）
AH 组   33   8（24.2） 22（66.7） 22（66.7） 3（9.1） 23（69.7）  26（78.8）16（48.5） 13（8，19） 24（13，40） 60.6（20）

χ2/ Z 值 　 0.424   65.490   12.430 6.417 7.829 0.101   20.650     5.373     3.773   52.450
P 值 　 0.515 ＜0.001 ＜0.001 0.011 0.005 0.75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AH 为腹腔出血，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CRRT 为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

表 3　SAP 患者发生 AH 危险因素的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β值 sx OR 值 95%CI P 值 危险因素 β值 sx OR 值 95%CI P 值

APACHEⅡ评分   0.140 0.059 1.157 1.030～1.299 0.014 胃肠功能障碍   0.228 0.826   1.256 0.249～  6.346     0.783
SOFA 评分   0.010 0.093 1.010 0.842～1.211 0.917 凝血系统 -0.063 0.963   0.939 0.142～  6.202     0.948

器官功能衰竭
　累及器官数

  0.157 0.518 1.170 0.424～3.228 0.761
感染性坏死   2.502 0.561 12.211 4.063～36.697 ＜0.001
假性囊肿   1.272 0.540   3.568 1.238～10.283     0.019

肝损害 -0.677 0.750 0.508 0.117～2.212 0.367 需要机械通气   1.097 0.405   0.089 1.354～  6.625     0.007

注：SAP为重症急性胰腺炎，AH为腹腔出血，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OR 为优势比，

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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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H 患者出血时间和出血部位对住院病死率的

影响：图 1 显示，在 33 例 AH 患者中，根据出血时间

分组时，早期出血组与晚期出血组患者住院病死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出血部位

分组时，出血部位未明确组 4 例患者住院期间全部

死亡；假性囊肿 / 脓肿出血组（14 例）、肠系膜 / 肠道

内出血组（13 例）和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组（2 例）

均有半数或以上患者死亡；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进一步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表 4），出血时间和出血部位并不是 AH

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前期一项回顾性研究也显示，AH 增加了 SAP 患者

的病死率［10］。

  目前AP引起AH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AP时，

显著的炎症反应和蛋白水解酶释放到腹膜腔内破

坏胰腺附近的血管结构，导致血管壁糜烂和破裂，并

可能形成假性动脉瘤。出血可继发于血管壁糜烂、

假性动脉瘤形成或微血管缺血并发症、脾-门-肠系

膜静脉血栓形成、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和外科清创术

后［11］。炎症反应还可导致邻近静脉（如脾静脉）血

栓形成，脾静脉阻塞可能导致门静脉高压，从而促

进出血。不管何种原因导致的出血，病死率都高达

30%～52% ［12］。本研究SAP患者AH以假性囊肿/脓

肿出血和肠系膜/肠道内出血多见，死亡患者均达半

数或以上。有2例患者发生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其中 1 例成功救治；4 例患者出血部位未明确，其中

2 例患者院内死亡，2 例患者家属放弃治疗后死亡。

近期一项研究报道，有 30% 的 SAP 患者 AH 不能精

确定位［13］，其原因可能为缓慢的弥漫性静脉或毛细

血管渗出，难以定位。由此可见，无论何时出血，何

种原因导致的出血，AP患者一旦发生AH，死亡风险 

显著增加。

  研究表明，出血与AP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

关［14-15］。本研究显示，AH 组 SAP 患者 APACHEⅡ 

评分和SOFA评分均明显高于非AH组，表明发生AH

的 S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较非 AH 者更高。Gupta 

等［13］研究发现，出血组 SAP 患者 APACHEⅡ评分

明显高于非出血组。Tang 等［14］也证实 APACHEⅡ

评分高的 AP 患者 AH 发生率显著增加。一项回顾

性报告显示，严重缺血与 Ranson 评分升高相关［16］。 

表 4　SAP 合并 AH 患者死亡危险因素的
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β值 sx OR 值 95%CI P 值

出血时间 -0.110 0.020 0.989 0.951～1.028 0.574
出血部位   0.698 0.456 2.009 0.822～4.907 0.126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AH 为腹腔出血，OR 为优势比，

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3 讨 论 

  AH 在 AP 并发症中并不常见［5］，本研究中 SAP

患者AH的发生率为14.3%。有文献报道，AH在AP 

患者中的发生率为 1.2%～14.5%［6］，在 SAP 或坏死

性胰腺炎患者中发生率更高［7］。国内一项研究报告

显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患者 AH 发生率为 15%［8］，

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旦发生 AH，约 1/3～1/2

患者的病死率显著增加［8］。本研究结果显示，AH

组 SAP 患者住院病死率显著高于非 AH 组，且 ICU

住院时间和总住院时间均较非 AH 组显著延长。一

项大规模研究也表明，胃肠道出血增加了 AP 患者

的病死率，并延长了患者的住院时间［9］。本课题组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AH 为腹腔出血；早期出血为发病 2 周内发生的 AH， 
晚期出血为发病 2 周后发生的 AH；不同出血部位组间比较，P＜0.05

图 1  不同出血时间（A）和不同出血部位（B）SAP 合并 AH 患者住院期间死亡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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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arca等 ［11］ 发现，休克或呼吸衰竭可能是胰腺炎患 

者发生AH的早期重要预测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

AH 组患者呼吸衰竭和循环衰竭发生率并未明显高

于非 AH 组患者，但 AH 组患者需要机械通气比例

明显高于非AH组，且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需要机械通气的呼吸衰竭是 SAP 患者发生 AH 的 

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中 AH 与非 AH 患者年龄、

性别和病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近期一项研究也

显示，出血组与非出血组 SAP 患者年龄、性别和病

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本研究中 AH 组患者胃

肠功能障碍和凝血功能异常发生率显著高于非 AH

组，尤其是胃肠功能障碍，且累及器官功能衰竭的平

均数亦高于非 AH 组，与 Tang 等［14］的研究结果相

同。器官功能衰竭累及器官越多，说明患者的病情

越严重，这也与 APACHEⅡ评分和 SOFA 评分升高

趋势一致。本研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APACHEⅡ评分和需要机械通气都是 SAP 患者发

生 AH 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显示，AH 组 SAP 患者感染性坏死、假

性囊肿和消化道瘘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 AH 组。 

Shen 等［6］观察到，胰腺坏死时出血发生率较高。另

一项研究显示，SAP患者感染性坏死发生率为29.8% 

（14/47）；多因素分析显示，感染性坏死和脓毒症是

SAP 患者发生出血的危险因素［13］。本研究结果显

示，SAP 患者感染性坏死发生率为 17.3%（40/231），

AH 组高达 66.7%。一项研究报道，出血在感染性坏

死患者中比无菌性坏死患者更常见［17］。本研究也

显示，AH 组与非 AH 组患者无菌性坏死发生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但感染性坏死在 AH 组更常见；进一

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感染性坏死是 SAP 患者

发生AH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本研究中AH组需

要外科干预的患者比例较非 AH 组更高。一项研究

显示，与无干预史患者相比，有干预史 AP 患者胃肠

道出血更常见［18］。目前尚不清楚干预本身是否增

加了 AP 患者出血风险，或者干预代表疾病更严重，

伴随着局部并发症和周围血管侵蚀的风险更高。目 

前对于 SAP 合并 AH 的治疗多建议首选血管介入治 

疗，对于动脉出血，血管内栓塞术被认为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方法［19］。

  综上所述，早期出血和晚期出血均可显著增加

SAP 患者住院时间和病死率。APACHEⅡ评分、感

染性坏死和假性囊肿是 SAP 患者发生 AH 的独立

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未显示 AH 患者出血时间和

出血部位是死亡的危险因素，仍需开展大样本临床

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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