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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内高压在重症患者中并不鲜见，文献报道在 

ICU 中其发生率可达 30％ ~ 40％[1] 。腹内高压可引 

起器官组织低灌注，甚至发展至腹腔间隔室综合征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ACS)，导致出现 

多器 官 和 系 统 功 能 障 碍，给 救 治 带 来 很 大 挑 战。 

2007 年世界腹腔间隔室协会( WSACS) 发布关于腹 

内高压和 ACS 的诊断与治疗指南，并于 2013 年及 

2017 年分别更新了指南内容，受到广泛关注 。然而 

该指南对 ICU 重症患者的管理，没有充分和确切的 

推荐意见 。为此，中国腹腔重症协作组结合大量循 

证医学证据和病理生理研究，针对重症患者腹内高压 

监测与管理中受到关注的 18 个问题给出相关建议。 

通 过 电 子 问 卷 形 式 将 建 议 的 基 本 条 目 发 给 

25 位专家，根据共识建议条目的理论依据、科学性、 

创新性、可行性等特征进行综合评分 。综合评分以 

1 ~ 10 计分，其中 1 ~ 4 分为不推荐，5 ~ 7 分为弱推 

 

荐，8 ~ 10 分为推荐 。最后将 25 位专家的评分统计 

分析，确定各条目的推荐强度。 

1  重症患者正常腹内压是多少？ 

腹腔是由肋弓、脊柱、骨盆、腹壁、膈肌等构成的 

腔隙；腹内压是腹腔密闭腔隙内稳定状态的压力，主 

要由腹腔内脏器的静水压产生 。健康成年人腹内压 

范围为 0 ~ 5 mmHg(1 mmHg＝0. 133 kPa)；儿童低于 

成年人；肥胖症患者、孕妇腹内压慢性升高可达 10 ~ 

15 mmHg 而不导致器官生理功能障碍；ICU 内重症患 

者由于液体潴留、腹部手术、使用呼吸机等原因，通常 

导致腹内压高于正常值，一般维持在 5 ~7 mmHg[2] 。 

推荐意见 1：ICU 重症患者腹内压一般为 5 ~ 

7 mmHg。[ 推荐强度：( 8．75±1．19 ) 分] 

2  哪些疾病和( 或) 情形会导致腹内压升高？ 

临床上多种情况可以导致腹内压升高，见表 1。 

表 1  导致腹内压增高的原因  
腹腔内容量增加 

胃瘫 

胃扩张 

肠梗阻 

假性结肠梗阻 

腹腔肿瘤 

腹膜后肿瘤 

损伤控制性开腹手术后 

腹腔内容物积聚 

腹腔积液(肝硬化、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 ) 

腹腔积血 

气腹 

腹部闭合伤 

腹膜透析 

胰腺炎 

炎症性腹膜炎 

腹腔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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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腹壁顺应性下降 

肥胖 

腹部术后 

俯卧位通气 

腹壁出血和( 或) 腹直肌血肿
 

腹部皮肤烧伤 

高呼气末正压水平正压通气
 

机械通气( 人机不同步) 

毛细血管渗漏和液体复苏 

酸中毒
 

低血压 

凝血障碍 

大量输血 

创伤 

脓毒症 

大量液体复苏
 

大面积烧伤 

 

推荐意见 2：腹腔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腹腔容积 

增加和腹壁顺应性减退均可导致腹内压增高，临床 

常见 的 原 因 为 出 血、感 染、肿 瘤 和 液 体 过 负 荷 

等[ 3－5] 。[ 推荐强度：( 8. 92±0. 83 ) 分] 

3  腹内高压如何分级？ 

正常仰卧位腹内压通常＜10 mmHg，WSACS 定 

义正常腹内压为 5 ~ 7 mmHg。腹内压持续增高＞ 

12 mmHg 时称为腹内高压[6] 。根据腹 内 压 高 低， 

腹内高压严重程度分为 4 级： Ⅰ 级腹内压为 12 ~ 

15 mmHg；Ⅱ级腹内压为 16 ~ 20 mmHg；Ⅲ级为腹内 

压 21 ~ 25 mmHg；Ⅳ级腹内压为＞25 mmHg[7] 。 

推荐意见 3：根据腹内压高低，目前腹内高压严 

重程度分为 4 级： Ⅰ级腹内压 12 ~ 15mmHg；Ⅱ级腹 

内压 16 ~ 20mmHg；Ⅲ 级腹 内压 21 ~ 25 mmHg； 

Ⅳ级腹内压＞25 mmHg。[推荐强度：(8. 96±1. 23)分] 

4  临床如何测量腹内压？ 

根据帕斯卡定律，由于腹部及其内容物具有相 

对非压缩性、可流动性特点，因而可以在腹部的各个 

部位测量腹内压 。测量方法有经膀胱测压、经胃测 

压、经直肠测压、经下腔静脉测压等 。测量膀胱内压 

可以客观反应腹内压，该方法简单易行、费用低廉， 

目前仍被大多数学者推荐为标准的腹内压测量方  

法[8] 。因此，笔者建议：通过膀胱压监测腹内压。 

目前经膀胱压测量方法包括：( 1) 原始的开放系统 

单一测量技术。( 2) 密闭系统重复测量技术。 ( 3) 

 

改良密闭系统重复测量技术，此方法可重复测量，耗 

时短，监测时间更长。 

推荐意见 4：测量腹内压的方法有经膀胱测压、 

经胃测压、经直肠测压、经下腔静脉测压等，建议采 

用经膀胱测压反映腹 内压。 [ 推荐 强度：( 8. 83 ± 

1. 01 ) 分] 

5  0. 9％氯化钠溶液注射量＞25 mL 对膀胱压测量 

的影响 

目前膀胱压测量技术没有统一标准 。有研究者 

建议注射 25 mL、50 mL，也有推荐 0、100 mL、200 mL， 

甚至有研究者建议注射 250 mL 0. 9％氯化钠溶液缓 

慢充盈膀胱以消除引流管中空气对测量的影响[9] 。 

但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注射 0．9％氯化钠溶液过多导 

致高容量可能会增加膀胱内压力，尤其在腹内压较 

高的情况下，此时膀胱压测量值不能反映腹内压的 

真实值[10] 。 

为了标准化并提高腹内压测量准确性和可重复 

性，对于间歇性腹内压测量，有研究者推荐经膀胱注 

射 0. 9％氯化钠溶液的最大剂量为 25 mL[8] 。因此， 

笔者建议：在规范化的测量流程基础上，间歇性腹内 

压测量时注射 0. 9％氯化钠溶液的剂量≤25 mL。 

推荐意见 5：测量膀胱内压力时，建议注入 ≤ 

25 mL 的 0. 9％氯化钠溶液。 [ 推荐 强度：( 8. 38 ± 

0. 82 ) 分] 

 

6  测膀胱压时对体位的要求 

膀胱压测量时体位非常重要 。不同的体位对腹 

内压会产生较大影响，器官的本身质量、腹腔积液及 

肠腔内气体也会影响膀胱压[11] 。因此，笔者建议： 

在测量膀胱压时传感器在腋中线水平归零，使患者 

处于完全仰卧位于呼吸末测量，且不需要双下肢屈 

曲，确保腹部肌肉没有收缩[8] 。 

推荐意见 6：在测量膀胱压时建议患者处于完 

全仰卧位且不需要双下肢屈曲。[ 推荐强度：( 8. 54± 

1. 35 ) 分] 

7  床头抬高 30° 时( 相对平卧位) 对腹内压的影响 

ICU 患者为了降低反流误吸、呼吸机相关肺炎、 

压疮的发生率，常需床头抬高＞30°。有临床研究 

结果表明：当床头抬高 30° 时腹内压将增加 1. 5 ~ 

5. 2 mmHg，腹内压的增加与即将发生的 ACS 可能 

相关[11－13] 。床头抬高对腹内压的影响取决于患者 

基础腹内压的级别 。腹内压轻度升高患者，床头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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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影响甚微，对于存在 ACS 高风险的危重患者， 

应重视因床头抬高引起腹内压升高所带来的潜在影 

响，尤其是重要器官灌注的减少 [14－16] 。因此，笔者 

建议：Ⅰ ~ Ⅱ级腹内高压患者可常规抬高床头 30°； 

对于Ⅲ级腹内高压患者，应根据膈肌位置、呼吸功能 

及腹腔灌注压( abdominal perfusion pressure，APP) 综 

合评估是否抬高床头；Ⅳ级腹内高压患者尽量避免 

床头抬高。 

推荐意见 7：当床头抬高 30° 时腹内压将增加 

1. 5~ 5. 2 mmHg，临床应重视床头抬高引起腹内压 

升高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建议 Ⅳ 级腹内高压患者 

尽量避 免 床 头 抬 高[ 11－12] 。 [ 推 荐 强 度：( 8．00 ± 

1．38 ) 分] 

 

8  ＜12 mmHg 的腹内压对重症患者预后的影响 

腹内压＜12 mmHg 通常被认为腹内高压已缓 

解，可终止腹压监测或减少监测频率[11] 。但即使＜ 

12 mmHg，腹内压仍可能对腹腔脏器有影响 。有研 

究结果表明：腹内压为 10 ~ 15 mmHg 可引起内脏器 

官灌注减少[12] 。腹内压为 10 mmHg 时，肝脏血流 

灌注明显恶化，肝动脉血流、门静脉血流、肝微循环 

血流分别减少 39％、27％、19％ ( P＜0. 05 ) [13，15] 。当 

腹内压为 12 mmHg 时，肝肠血流减少并发生缺血性 

肠道菌群移位[13，16] 。有研究结果表明：腹内压与急 

性肾损伤发生的最佳 cut ⁃off 值为 7. 68 mmHg[14] 。 

因此，即使腹内压“正常”(＜12 mmHg) ，也存在肾损 

伤的可能 。不能仅以腹内压＜12 mmHg 作为腹压监 

测与管理的终点，仍应对病情进行全面综合评估。 

推荐意见 8：腹内压是一项多变值，受诸多因素 

影响，即使腹内压“ 正常”( ＜12 mmHg) ，仍可能影 

响腹腔脏器[ 12，14－15] 。[ 推荐强度：( 8．15±0．88 ) 分] 

 

9  腹内高压对颅脑静脉回流的影响 

腹内高压和 ACS 会导致颅脑静脉回流减少。 

腹腔压力增高导致膈肌向头侧移位，减少胸腔容积 

并对右心房造成压迫，导致胸腔压力升高[17] 。20％ ~ 

80％的腹腔压力会传导至胸腔[18] 。胸腔压力升高 

进一步导致中心静脉压和颈静脉压力升高，脑静脉 

回流压力梯度受损，颅脑静脉回流减少[17，19－21] 。有 

研究结果表明：肺损伤可能会加重腹内高压对中心 

静脉压的影响，进一步恶化颅脑静脉回流[22－23] 。 

推荐意见 9：腹内高压通过对胸腔压力的影响 

导致颅脑静脉回流减少[ 17，19－20，23] ，尤其是存在肺损 

伤时[ 21 ] 。[ 推荐强度：( 8．33±0．87 ) 分] 

 

10  腹内高压对循环系统的影响 

临床上腹内高压的产生通常为渐进性，其对循 

环系统的影响也是渐进性的 。同时腹内高压的产生 

都是非生理或为病理性的，因此，其对循环系统的影 

响也是负面的[24] 。对心率、血压而言：腹内高压时 

交感神经兴奋会增加心率，但由于心输出量下降，血 

压也会下降[25] 。对人体循环的本质指标前负荷、后 

负荷及心肌收缩力而言：由于下腔静脉及心腔受压， 

前负荷会降低；由于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激活以 

及血管床的直接受压，后负荷增加；由于心脏受压， 

心肌收缩力也会降低，因而导致心输出量下降[26] 。 

见图 1。 

推荐意见 10：腹内高压会降低心脏前负荷、抑 

制心肌收缩力、增加心脏后负荷，从而降低心输出 

量。[ 推荐强度：( 8．63±1．01 ) 分] 

 

CVP：中心静脉压；EDV：舒张末容积；PAOP：肺动脉楔压；MAP：平均 

动脉压；RAS：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图 1  腹内高压对循环指标的影响 

11  最优 APP 应维持多少？ 

腹内压可通过  2 种途径引起器官功能障碍： 

 (1) 增高的腹内压可以直接传导至机体其他腔室。 

 (2)增高的腹内压可影响全身血流动力学[27] 。APP＝ 

MAP 腹内压，与  MAP 或腹内压比较，APP 是更好  

的内脏灌注指标 [2 8 ] 。APP 在预测患者结局方面优 

于动脉 pH 值、碱缺乏、动脉乳酸和每小时尿量 。系 

列研究结果表明：APP ≥60 mmHg 是合适的复苏目  

标  [29] 。腹内高压持续存在和到第 3 天仍未能维持 

APP≥ 60 mmHg 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  。 目标  APP 

值可通过合理的引流、复苏和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实  

现  。为达到特定的  APP 治疗阈值，单纯提高  MAP 

是徒劳无功甚至有害的  。维持  APP 的关键在于控  

制腹内压  。不加区别地给药会使患者面临继发性  

ACS 的风险 。对部分特定患者，APP 的最佳临界值 

尚不清楚，有研究结果表明：急性肾损伤患者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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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更高[30] 。 

推荐意见 11：腹内高压持续存在和到第 3 天时 

未能维持 APP ≥ 60 mmHg 直接影 响预后，维持 

APP≥60 mmHg 是合适的复苏目标。维持 APP 的 

关键在于控制腹内压。[推荐强度：( 8. 29±1. 20)分] 

12  腹内高压时容量复苏或液体管理的注意事项 

容量复苏或液体管理的目标是维持机体所需前 

负荷 。因此，准确评估前负荷是液体管理的关键。 

腹内高压状态下，传统的静态压力指标会被高估，如 

中心静脉压、肺动脉楔压，这些指标并不能准确反应 

容量状态[31] 。同时，腹内高压会放大心肺的交互作 

用，因此，基于心肺交互作用的指标阈值会提高[32] 。 

腹内高压时，10％~ 15％的每搏变异或脉压变异并不 

能反应患者的容量反应性 。有研究结果表明：Ⅱ级 

腹内高压时，脉压变异用于反应容量反应性的阈值 

为 20％[32] 。由此可见，基于心肺交互作用的指标用 

于判断容量反应性的阈值与腹内高压的程度有关。 

由于热稀释并不受压力的影响，因此，该技术是腹内 

高压时评估容量状态的可靠指标[33] 。此外，超声检 

查评估的左室舒张末容积也是腹内高压时容量评估 

的可靠指标，但超声检查对操作者依赖性较高。 

关于容量复苏的液体种类，理论而言胶体有助 

于减少腹内高压发生的风险，但缺乏有力的循证医 

学证据[34] 。由于人工胶体的副作用明显，临床可考 

虑的胶体仅有 Alb[35] 。 

推荐意见 12：腹内高压时，容量相关的压力及 

心肺交互作用指标会受影响，但热稀释及超声检查 

评估的左室舒张末容积指标相对可靠。 [ 推荐强 

度：( 8. 00±0. 88 ) 分] 

13  腹内高压对呼吸生理的影响 

腹内高压会显著影响整个呼吸系统，而其核心 

病理生理过程就是腹内压增高导致膈肌上抬及继发 

胸腔内压力升高 。首要表现为肺容积显著下降， 

Regli 等[36] 在动物模型中证实：腹内高压时肺容积 

下降的程度和腹内压水平成正比 。但对于能够引起 

显著肺不张的压力水平，还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 

除此之外，胸腔内压力升高还会继发死腔通气增加、 

肺内分流、呼吸系统顺应性下降、肺动脉后负荷增加 

等一系列问题[37] 。 

推荐意见 13：腹内高压对呼吸生理的核心影响 

就是膈肌上抬导致胸腔内压力升高。 [ 推荐强度： 

( 8. 58±1. 34 ) 分] 

 

14  腹内高压时无创或有创呼吸机参数设置的注意 

事项 

腹内高压患者合并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时常需要 

呼吸机辅助呼吸 [38] 。总体而言，肺保护通气策略依 

旧适用于这部分患者，但与非腹内高压患者亦有不  

同之处 [39] 。同样出于肺保护的角度考虑，无创通气 

一般不适用于持续腹内高压合并  ARDS 的患者。 

传统的肺保护通气策略中，并未考虑腹内高 

压 时 的 病 理 生 理 改 变 。如 果 一 味 限 制 平 台 压 ＜ 

30 cmH2 O (1 cmH2 O＝0. 098 kPa) ，在腹内高压患 

者中容易导致呼气末肺泡塌陷 。理想的解决方案是 

采用食道压测量以精确和连续地评估胸腔内压 。在 

测量食道压的前提下，可以简单地采用吸气末跨肺 

平台压＜25 cmH20( 平台压－胸腔内压) ，该指标可避 

免因平台压过高导致肺泡过度扩张等损伤[39－40] 。 

因考虑食管压测量的困难性和普适性，也可以 

采用下述方法在腹内高压下实施肺保护通气策略。 

通常认为：腹腔内压和胸腔内压的传导率为 0. 5 左 

右，即腹内压上升的程度／2＝胸腔内压上升程度。 

综合多项 ICU 中的调查性研究，危重患者的平均腹 

内压约为 10 mmHg( 数据基于国外患者，可能略高 

于我国患者 ) [41] 。根据( 腹内压－10 mmHg)／2 即胸 

腔内压上升的程度，据此可推算出腹内高压状况下 

的平台压目标 。如希望平台压维持在 30 cmH2 O，而 

患者的腹内压为 20 mmHg，实际需要维持的平台压 

为 30＋1. 36∗( 20－10)／2＝36. 8 cmH2 O。该简易公 

式法可以很大程度上代替食管压的测量。 

同样呼气末正压 ( 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 ⁃ 

sure，PEEP) 的设定时，也必须考虑腹内高压导致的 

胸腔内压上升问题 。遗憾的是，目前尚无可靠的临 

床证据证实食管压引导的 PEEP 设定或公式换算的 

PEEP 设定能够改善患者预后。Regli 等[42] 的一项 

小型临床研究结果表明：PEEP 等于腹内压水平时， 

可以最大限度改善氧合，但是多达 41％的患者因低 

血压或气囊漏气等无法耐受该 PEEP 水平，而 PEEP 

设定在 50％腹内压水平时，虽然患者氧合指数稍 

低，但耐受情况良好 。综上，PEEP 的设定应更多依 

赖床旁连续观察，不能仅考虑氧合指数，需综合考虑 

患者的耐受度，肺顺应性等。 

推荐意见 14：腹内高压患者的呼吸机参数设定 

中，不可一味强调肺保护通气策略对 PEEP 和平台压 

的限制，而应根据患者的腹内压水平，通过食管压监测 

或公式算法等进行调整。[推荐强度：(8. 63±1. 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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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怎么评价腹内高压时腹内脏器( 肾脏、肠道、肝 

脏) 的功能？ 

肾脏是腹内高压时最易受影响的脏器 。腹内压 

升高导致肾静脉压升高，灌注压降低，使肾小球滤过 

率降低，导致少尿和肾小管功能障碍，另外醛固酮和 

肾素活性的升高也会加重少尿[43] 。除尿量、血清肌 

酐、尿素氮、胱抑素 C、肾小球滤过率外，还可以通过 

超声或超声造影检查观察肾血流间接评价肾脏功  

能[44] 。 

腹内高压时一方面因肠道静脉和淋巴液回流受 

阻，另一方面因腹内压对肠管的直接作用，可导致肠 

道淤血、肿胀，另外随着 APP 降低，肠道出现缺血缺 

氧，进而导致线粒体膨胀、肠黏膜坏死，细胞间紧密 

连接功能下降，通透性增加，从而影响肠道运动、消 

化、吸收功能，也增加菌群移位风险[45] 。腹内高压 

影响肠道功能时多表现为腹胀、呕吐、胃潴留、肠鸣 

音减弱或消失以及喂养不耐受等 [46] 。肠道功能目 

前仍主要通过急性胃肠损伤分级进行评估，瓜氨酸、 

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等血清标志物有一定参考价  

值，CT 等影像学检查也可间接评估肠道功能[47] 。 

肝功能出现明显异常时提示病情危重，腹内高 

压时肝动脉和门静脉血流灌注减少，影响肝细胞和 

肝血窦内皮细胞的功能 [48] 。常规的肝功能及凝血 

指标如 ALT、AST、胆红素、乳酸清除率、PT、纤维蛋 

白原、凝血酶原活动度等可用来直接或间接评估肝 

功能，也可通过超声观察肝动脉及门静脉血流情况 

间接评价肝功能[49] 。腹内高压时动态评估脏器功 

能，一方面可据此给予相应的脏器功能支持手段，更 

重要的是可为实施重大临床决策如腹腔开放提供关 

键依据。 

推荐意见 15：腹内高压时因腹腔内血流动力学 

异常及物理空间压力变化，导致腹腔内脏器( 肾脏、 

肠道及肝脏为主) 功能异常，多指标联合可实现早 

期识别。[ 推荐强度：( 8. 42±1. 02 ) 分] 

 

16  腹内高压时胃肠营养的耐受情况 

有研究结果表明：Ⅰ ~ Ⅱ级腹内高压患者施行 

肠内营养并不增加患者的腹内压，谨慎施行肠内营 

养相对安全[49] 。但当腹内压≥15 mmHg 时，喂养不 

耐受情况明显增加，需要密切监测[50] 。施行胃肠内 

营养的过程中，监测腹内压，可提高危重症患者肠内 

营养效果，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51] 。对于腹腔开放 

患者，与肠外营养相比，早期肠内营养不增加病死率 

和感染风险[52] 。 

 

欧洲危重病医学会以及美国肠外与肠内营养协 

会针对腹内高压胃肠营养的推荐意见一致：对于腹 

内高压不伴有 ACS 的患者推荐早期胃肠内营养，如 

腹内压进一步升高则考虑减量或暂停；对于 ACS 患 

者，建议延迟给予胃肠营养 。对于腹腔开放患者，建 

议早期肠内营养[53－54] 。美国重症医学会、肠外与肠 

内营养协会联合发表的指南，建议对于腹腔开放不 

伴有肠道损伤的患者，早期( 损伤后 24 ~ 48 h) 给予 

肠内营养[55] 。 

推荐意见 16：对于腹内高压患者，当腹内压 ≤ 

20 mmHg 时，可早期给予胃肠内营养，同时需谨慎监 

测喂养不耐受和腹内压变化，如积极采取措施仍不能 

改善喂养不耐受或腹内压进一步增加，应予以减量或 

暂停喂养；对于腹内压Ⅲ级以上和 ACS 患者，延迟 

给予胃肠内营养。[ 推荐强度：( 8. 50±0. 98 ) 分] 

17  什么程度的腹内高压需要肌松剂治疗？ 怎么用？ 

肌松剂有助于降低腹部肌肉张力，提高腹壁顺 

应性，从而降低腹内压 。 比利时的一项研究纳入 

10 例重症腹内高压患者( 腹内压≥12 mmHg 并持续 

增高，均接受了机械通气、镇静镇痛治疗，且存在新 

发或恶化的器官功能障碍) ，给予一次性静脉注射 

顺式阿曲库铵 0. 15 mg／kg，在 15 ~ 60 min 内能够显 

著降低腹内压[56] 。亦有病案报道，静脉注射顺式阿 

曲库铵 10 mg 或持续泵注 5 μg／( kg ·min) 顺式阿 

曲库铵，能够降低气道峰压，改善低氧血症和肾功 

能[57－58] 。 

临床实践应仔细权衡应用肌松剂的益处与发生 

不良反应的风险 。当前 WSACS 指南推荐将肌松剂 

作为尝试性的治疗手段，用于短期内降低腹内压，改 

善器官功能，以尽可能延迟进行开腹减压。 

推荐意见 17：目前尚无肌松剂治疗腹内高压时 

机与用法的相关研究。推荐对采取一系列措施后腹 

内压仍处于Ⅳ级、腹内压进行性升高或存在 ACS 的患 

者，应考虑使用肌松剂。[推荐强度：(7. 71±1. 06)分] 

18  什么程度的腹内高压需要腹腔开放？ 

来自芬兰一项研究回顾了 26 例重症急性胰腺 

炎合并 ACS 的患者，均进行开腹减压治疗，其中 

17 例患者手术干预发生在发病后 4 d 内；其结果表 

明：进行早期开腹减压治疗的患者病死率为 18％， 

整体病死率为 46％；54％的患者在开腹减压后，肾功 

能和呼吸功能得到改善[59] 。因此，该团队主张对腹 

内压 ≥25 mmHg 的患者，在发病后 4 d 内进行开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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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59]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猪急性重症胰腺炎模 

型中，在腹内压至 25 mmHg 时及时减压，能够改善 

血液动力学和脏器功能，减轻组织学损伤和炎症强 

度，从而降低病死率[60] 。 

但临床实践中，开腹减压与多种并发症有关，如 

额外的液体丢失、腹腔感染、肠空气瘘、疝等，通常需 

要再次甚至多次手术治疗 [61－62] 。在进行开腹减压 

后，患者的总体病死率可高达 50％[61] 。笔者推荐： 

仅当患者存在 ACS，且非手术处理无效时( 非手术 

处理包括清空腹腔脏器内容物、祛除腹腔占位性病 

变、提高腹壁顺应性、优化液体管理和局部灌注等综 

合措施) ，才考虑开腹减压，内科治疗或微创引流一 

定优先于开腹手术 。 目前尚无随机对照试验证据支 

持手术干预时机，由于试验设计的复杂性和伦理审 
查的困境，这样的随机对照试验能否实施尚不确定。 

推荐意见 18：目前对于腹内高压和( 或) ACS 

患者进行开腹减压治疗的最佳时机尚无一致意见。 

推荐仅当患者持续存在 ACS，且采取一系列内科和 

微创治疗后，腹内压仍无法改善时，才考虑腹腔开 

放。[ 推荐强度：( 8. 21±1. 14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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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外科云学院———菁英在线通知 
 

尊敬的各位同道： 

大家好！ 

由《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主办，辉瑞投资有限公司承办的消化外科云学院———菁英在线项目将于 2020 年 8 月 

隆重举行。 

该项目汇聚《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菁英荟青年专家力量，发挥《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引领作用，推动我国消化外 

科手术操作规范化和标准化，提高临床中青年医师围术期管理质量，全面深入贯彻加速康复外科理念 。该项目通过线上网络 

直播覆盖、精彩病例视频展示、知名专家互动探讨等形式，旨在为全国消化外科同道搭建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互动平台。 

该项目以“知行合一，融汇创新”为主题，将围绕肝、胆、胰、胃、肠、移植外科 

前沿技术发展、理念创新、外科医师培训、多学科团队协作等领域，融合全媒体， 

开启互联网＋医疗学术风暴，助推我国消化外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普惠全国消 

化外科同道。 

诚挚邀请您参与消化外科云学院———菁英在线，我们携手共促远程医学， 

共享优质资源，共建健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