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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病人的临床特点

及 C 反应蛋白对其严重程度的评估价值

郭摇 兰1,柯希权2,陈玲玲1

[摘要]目的:探讨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HLAP)的临床特点以及 C 反应蛋白(CRP)在 HLAP 严重程度和预后评估中的作

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 103 例急性胰腺炎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高脂血症病人 32 例(HLAP 组),非高脂血症病人 71 例(非
HLAP 组)。 比较 2 组病人的临床特征。 其中 HLAP 病人又根据病情轻、重,分为 HLAP1 组(轻症,22 例)和 HLAP2 组(重症,
10 例),比较 HLAP1 组与 HLAP2 组病人入院第 1、3、5、7 天血清 CRP 水平的变化;采用 ROC 曲线评估血清 CRP 在 HLAP 严重

程度中的价值。 结果:HLAP 组与非 HLAP 组比较,空腹血糖、三酰甘油(TG)水平均较高(P < 0. 01),CRP、年龄、血清 AMY、
Ranson 评分和 APACHE域评分均较低(P < 0. 05 ~ P < 0. 01)。 入院第 1、3、5、7 天 HLAP1 组的血清 CRP 水平均明显低于

HLAP2 组(P < 0. 05 ~ P < 0. 01);2 组在第 3 天血清 CRP 水平增加到最高水平(P < 0. 01),之后又逐渐降低(P < 0. 01)。 HLAP
组脂肪肝的发生率 28. 1%高于非 HLAP 组的 11. 3% (P < 0. 05)。 ROC 曲线分析表明,CRP 在 HLAP 严重程度评估中的 AUC
为 0. 905,P < 0. 01,95% CI 为 0. 782 ~ 1. 000。 结论:HLAP 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脂肪肝的发生率高;血清 CRP 可作为 HLAP
严重程度的评价指标,其对 HLAP 预后评估具有经济、方便、可行等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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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hyperlip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
and the value of c鄄reactive protein in assessing disease severity

GUO Lan1,KE Xi鄄quan2,CHEN Ling2 鄄lin2

(1.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Digestive Ward,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
2.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hyperlipemic acute pancreatitis(HLAP),and value of C reactive protein
(CRP) in the evaluation of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HLAP.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103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HLAP group(32 cases) and non鄄HLAP group(71 cases),and the clinical
feature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HLAP group was subdivided into the HLAP1 group(mild disease,22 cases) and
HLAP2 group(severe disease,10 cases)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disease. The serum levels of CRP in HLAP1 and HLAP2 groups on
the 1st,3rd,5th and 7th day of admission were detected. The value of CRP level in the evaluation of severity of HLAP was investigated
using ROC curve. 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non鄄HLAP group,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triglyceride ( TG) were higher (P <
0. 01),and the levels of CRP,mean age and serum AMY,Ranson score,and Apache 域 score were lower in HLAP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On the 1st,3rd,5th and 7th day of admission,the serum levels of CRP in HLAP1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HLAP2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serum CRP levels in two groups on the 3rd day of admission were the highest(P < 0. 01),and then
gradually decreased(P < 0. 01). The incidence rate of fatty liver in HLAP group(28. 1% )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鄄HLAP group
(11. 3% )(P < 0. 05). The ROC curve evalu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AUC area of CRP in the evaluation of HLAP severity was 0. 905
(P < 0. 01),and the 95% CI was 0. 782 ~ 1. 000. Conclusions:The onset age of HLAP tends to be younger,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fatty liver is high. CRP can be used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severity of HLAP,and has economy,convenience and feasibility in
evaluating the prognosis of H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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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临床上严

重的急腹症,主要以局部炎症反应为主,可伴或不伴

有其他器官功能改变的疾病,该病发病快速、进展

快,病死率高,尤其是在老年病人中,严重威胁病人

的生命安全[1 -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

结构的改变,高脂血症特别是高三酰甘油血症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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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除胆源性及酒精性因素外 AP 发病的重要病因,
高脂 血 症 性 急 性 胰 腺 炎 ( hyperlip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HLAP)的发病率明显升高[2]。 目前还

没有清楚地阐明 HLAP 的发病机制。 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 CRP) 是组织受损及炎症的标志

物[3],炎症好转时其浓度又可迅速下降且不易受到

其他因素影响[4],有资料显示血清 CRP 在 AP 的发

病进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血清 CRP 水平与 AP
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并发症均有关[5]。 本研究旨在

探讨 HLAP 的临床特点及血清 CRP 对其严重程度

的评估价值,为 HLAP 病人的治疗提供参考,现作

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我院收治的 103 例 AP 病人。 AP 的诊断标准符合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HLAP 的诊断标准:首
先必须符合 AP 的诊断标准,其次血清三酰甘油

(TG) > 11. 3 mmol / L,或 TG 为 5. 65 ~ 11. 3 mmol /
L,但血清呈乳糜状、重度脂浊;发病时间 < 4 d。 排

除合并严重心肝肾疾病者,感染者;其他原因引起的

AP 病人;患有急性心脑血管疾病者;不愿意配合治

疗者。 本研究病人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且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 2摇 分组摇 根据病人有无高血脂将其分为 HLAP
组和非 HLAP 组。 HLAP 组病人 32 例,男 24 例,女
8 例,合并脂肪肝 9 例;非 HLAP 组病人 71 例,男 48

例,女 23 例,合并脂肪肝 8 例。 其中 HLAP 组依据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中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诊断标准,根据病情轻重又分为轻症(HLAP1 组)24
例和重症(HLAP 2 组)8 例。
1. 3摇 方法摇 (1)所有病人入院后抽取空腹静脉血,
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株式会社日立高新技术,
日立 7600 型)检测血糖(Glu)、血脂(TC)、肝功能、
电解质、血淀粉酶(AMY)等生化指标,采用免疫散

射比浊法测定血清 CRP 水平。 试验操作严格按照

试剂盒(上海广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说明书进行,
并详细记录;并评估病人入院 24 h 内的临床急性生

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PACHE域评分)、48 h
内 Ranson 评分。 (2)HLAP 病人入院第 1、3、5、7 天

抽取外周静脉血,采用上述方法测定血清 CRP 水

平;(3)分析血清 CRP 与疾病的病因和严重程度的

相关性;(4)采用 ROC 曲线评估血清 CRP 在 HLAP
严重程度中的价值。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方差分析

和 q 检验、ROC 曲线。

2摇 结果

2. 1摇 HLAP 组和非 HLAP 组相关临床指标的比较

摇 HLAP 组与非 HLAP 组比较,Glu、TG 水平均较高

(P < 0. 01),年龄、血清 CRP、血清 AMY、Ranson 评分

和 APACHE域评分均较低(P < 0. 05 ~ P < 0. 01),2 组

间胆固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
表 1)。

表 1摇 HLAP 组与非 HLAP 组相关临床指标的比较(x 依 s)

分组 n 年龄 / 岁
CRP /

(mg / L)
Glu /

(mmol / L)
胆固醇 /

(mmol / L)
TG /

(mmol / L)
AMY /
(U / L)

Ranson
评分 / 分

APACHE域
评分 / 分

HLAP 组 32 42. 47 依 12. 45 34. 74 依 18. 88 11. 10 依 3. 68 5. 03 依 2. 03 9. 85 依 3. 12摇 377. 19 依 272. 90 摇 2. 03 依 0. 93 6. 13 依 1. 83

非 HLAP 组 71 51. 48 依 12. 78 56. 48 依 18. 80 6. 60 依 1. 61 4. 80 依 1. 89 2. 24 依 0. 21摇 1 137. 2 依 707. 08 摇 2. 49 依 0. 95 7. 07 依 1. 73

t — 3. 33 5. 42 8. 65 0. 57 20. 57 5. 87 摇 2. 31 2. 47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摇 < 0. 05 < 0. 05

2. 2摇 HLAP 组和非 HLAP 组病人合并脂肪肝情况

的比较 摇 HLAP 组病人脂肪肝的发生率 28. 1%
(9 / 32),高于非 HLAP 组的 11. 3% (8 / 71 ) ( 字2 =
4. 58,P < 0. 05)。
2. 3摇 不同分组 HLAP 病人入院 1 周内血清 CRP 变

化摇 入院第 1、3、5、7 天 HLAP1 组的血清 CRP 水平

均明显低于 HLAP2 组(P < 0. 05 ~ P < 0. 01);2 组

在第 3 天血清 CRP 水平增加到最高水平 ( P <
0. 01),之后又逐渐降低(P < 0. 01)(见表 2)。

2. 4摇 ROC 曲线评估血清 CRP 在 HLAP 严重程度中

的价值摇 ROC 曲线评估表明,CRP 在 HLAP 严重程

度评估中的 AUC 为 0. 905,P < 0. 01,95% CI 为

0. 782 ~ 1. 000。

3摇 讨论

摇 摇 近年来高脂血症引起的 AP 的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被越来越多的专科医师所关注,但高脂血症引起

AP 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可能与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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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入院 1周内 2组 HLAP病人血清 CRP的变化(x 依 s)

CRP /
(mg / L)

HLAP1 组

(n = 22)
HLAP2 组

(n = 10)
t P

第 1 天 45. 16 依 12. 19 摇 101. 64 依 18. 79 摇 10. 22 < 0. 01

第 3 天 203. 12 依 67. 83** 289. 38 依 82. 35** 3. 12 < 0. 01

第 5 天 121. 18 依 31. 46**吟吟148. 56 依 38. 74吟吟 2. 25 < 0. 05

第 7 天 101. 32 依 23. 45**吟吟121. 26 依 24. 32吟吟 2. 21 < 0. 05

F 59. 88 31. 19 摇 — —

P < 0. 01 < 0. 01 摇 — —
MS组内 1 572. 285 2 306. 709 摇 — —

摇 摇 q 检验:与第 1 天比较**P < 0. 01;与第 2 天比较吟吟P < 0. 01

有关:(1)高脂血症时,喻因子和纤溶酶原激活抑制

物活性升高,血清脂质颗粒聚集,有利于血栓的形

成,血栓栓塞胰腺的微血管,进而导致胰腺微循环障

碍;(2)高水平的 TG 使分解的游离脂肪酸(FFA)产
生过多,超过了血清白蛋白的结合能力,便对胰腺的

腺泡细胞和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细胞毒性作

用,引起胰腺微循环障碍;(3)高血脂时,FFA 增多

可加速胰蛋白酶原的激活[6 - 7]。
本研究发现,HLAP 组病人的平均年龄明显低

于非 HLAP 组,可能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代谢性疾

病趋于年轻化有关。 有研究[8 - 9] 认为,胆源性胰腺

炎病人比 HALP 病人血清 AMY 水平更高,本研究显

示非 HLAP 组病人的血清 AMY 明显高于 HLAP 组,
说明血清 AMY 正常或者升高不明显是 HLAP 的又

一临床特征,其原因目前尚不太清楚。 有人认为是

严重的高脂血症干扰了检测结果,具体病因尚需进

一步研究。 HLAP 组病人的空腹 Glu、TG 明显高于

非 HLAP 组,说明 HLAP 病人出现糖尿病、脂肪肝并

发症的概率大于非 HLAP 病人。 而 HLAP 组病人的

Ranson 评分和 APECHE域评分明显低于非 HLAP
组,说明 HLAP 组病人的病情相对非 HLAP 组病人

较轻。
CRP 是由肝细胞合成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

以糖蛋白形式存在于血中,在正常人血中含量较低,
而在机体受到各种急性炎症、组织损伤、手术创伤、
放射性损伤等刺激后,血清中 CRP 水平则可异常升

高。 病变好转时,又迅速降至正常水平,其升高的幅

度与感染的程度呈正相关。 因此,临床常将 CRP 作

为非特异性标志物,评估组织损伤和 /或炎症反应的

严重程度。 本研究显示,在 HLAP 病人中,重症组的

CRP 明显高于轻症组,由此我们认为 CRP 越高,其
病情严重程度越高,全身炎症反应越加严重[10 - 11]。
可见 CRP 的监测在 HLAP 病情严重程度评价方面

与 APECHE域评分和 Ranson 评分结果一致,且具有

简洁、廉价、准确可靠的特点[12 - 14]。 而且在入院

1 周内 HLAP1 组的血清 CRP 水平显著低于 HLAP2
组,2 组在入院第 3 天血清 CRP 水平增加到最高水

平,之后又逐渐降低,不同时间点存在显著差异。 说

明血清 CRP 水平与病人病情的炎症反应的严重程

度有关,随着机体组织损伤的好转,血清 CRP 水平

会急速下降,且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15]。 ROC 曲线

分析表明,CRP 在 HLAP 严重程度评估中的 AUC 为

0. 905,P < 0. 01,95% CI 为 0. 782 ~ 1. 000,表明 CRP
可用于 HL AP 严重程度的一个评价指标。

综上所述,HLAP 病人年龄趋于年轻化,血清

AMY 升高不显著,合并脂肪肝的比例高。 在临床

上,若有肥胖、高脂血症的中青年病人出现腹痛,血
清 AMY 正常或者升高不明显时,需警惕 HLAP 的可

能。 血清 CRP 水平可以作为 HLAP 严重程度的评

价指标,血清 CRP 水平的监测对 HLAP 的病情评

估、治疗及预后的判断有重要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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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阿替普酶在静脉溶栓治疗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贾摇 喆

[摘要]目的:探讨小剂量阿替普酶(rt鄄PA)在静脉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方法:将 82 例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病人按照 rt鄄PA 给药剂量随机分为对照组(39 例)与观察组(4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剂量(0. 9 mg / kg)rt鄄PA 进行治疗,观
察组给予小剂量(0. 6 mg / kg)rt鄄PA 进行治疗。 比较 2 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HISS 评分)、中国卒中量表(CSS)评
分、生活能力(BI 指数)评分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治疗后,2 组病人 NHISS 评分及 CSS 评分均明显小于治疗前(P <
0. 01),且观察组病人低于对照组(P < 0. 01 和 P < 0. 05);BI 指数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 < 0. 01),但 2 组间 BI 指数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对照组治疗后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10. 26% ,与观察组的 11. 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
小剂量与常规剂量 rt鄄PA 均可有效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且对神经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应在临床上进行推广,以提高药物

经济学水平。
[关键词] 脑卒中;阿替普酶;小剂量;静脉溶栓;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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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with a small dose alteplas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JIA Z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Jining Geriatric Vascular Disease Hospital,Jining Shandong 27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with a small dose alteplase(rt鄄PA)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Eighty鄄two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was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 =
39) and observation group(n = 45)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dosage of rt鄄PA.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ose(0. 9 mg / kg) of rt鄄PA,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mall dose(0. 6 mg / kg) of rt鄄PA.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NHISS score),CSS score and BI index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NHISS and CS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
0. 01),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and P < 0. 01).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BI index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s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10. 26% and 11. 63%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Both small鄄dose and conventional dose rt鄄PA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are effective,which has a good
protective effect on nerve. It should be clinically practic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harmacoeconomics.
[Key words] stroke;alteplase;small dose;intravenous thrombolysis;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摇 摇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主要是由于脑供血障碍而导

致的脑组织发生缺血及缺氧而出现坏死以及软化而

形成梗死的脑血管疾病,在脑血管疾病中十分常见,
其主要特点为临床发病率高、致残及致死率高、复发

率高等[1]。 当前,指南推荐临床对于缺血性脑血管

疾病的临床治疗主要是采用动 /静脉溶栓、抗凝、扩
容、扩血管及血管内干预等方面的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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