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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假性囊肿致左侧门静脉高压伴脾功能亢
进的处理策略探讨
卢山，陆慧敏，张凌，杨都江，胡伟明，张肇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胰腺外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讨胰腺假性囊肿致左侧门静脉高压伴脾脏功能亢进（简称脾亢）的治疗策略。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胰腺外科收治的 49 例因胰腺假性囊肿致左侧门静脉高
压伴脾亢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特征，并对其中 36 例未合并上消化道出血仅有脾亢患者
根据是否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分为未切脾组和切脾组，比较 2 组患者的术中及术后情况。结果

49 例患者中男

38 例，女 11 例；年龄 22～67 岁。对于 13 例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胰腺假性囊肿致左侧门静脉高压伴脾亢患者中
1 例患者未行脾脏切除术，术后发生复发性消化道出血及脾亢未缓解，其余 12 例患者均行脾脏切除术且术后脾亢
均缓解。对于 36 例未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胰腺假性囊肿致左侧门静脉高压伴脾亢患者中未行切脾者 23 例（未切
脾组），行切脾者 13 例（切脾组）。切脾组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中输血比例及术中输红细胞悬液量方面均
明显多于或长于或高于未切脾组（P<0.05）。2 组在术后住院时间及出院时实验室指标的比较中，除血小板外，其
余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切脾组的术后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明显低于未切脾组（P<0.05）且脾
亢缓解率明显高于未切脾组（P<0.05）。结论 对于胰腺假性囊肿致左侧门静脉高压合并脾亢患者，应提高警惕，
及早干预。一般情况下仅处理原发病灶即可，若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或术中发现胰尾炎性病灶与脾脏粘连紧
密并压迫脾门可考虑术中同时行脾脏切除，可有效控制及预防消化道再出血及缓解脾亢。
【关键词】 左侧门静脉高压；胰腺假性囊肿；脾脏功能亢进；脾脏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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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reatment strategy of pancreatic pseudocyst induced left-sided portal

hypertension (LSPH) complicated with hypersplenism.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49 cases of pancreatic pseudocyst
induced LSPH complicated with hypersplenism from January 2010 to June 2015 in this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mong them, 36 patients who were not complicated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ere designed to
splenectomy group and non-splenectomy group based on splenectomy or not. The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results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38 males and 11

females with age ranging from 22 to 67 years old. As for 13 patients suffering LSPH complicated with hypersplenism
caused by pancreatic pseudocyst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one patient didn’t accept splenectomy, then th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recurred and the hypersplenism was not alleviated after operation; Whereas, the
hypersplenisms were relieved in the others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In the 36 patients without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ho were complicated with hypersplenism, 23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splenectomy (splenectomy group) and
13 patients were not (non-splenectomy group). In the splenectomy group, the blood loss, operation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ose of the non-splenectomy group (P<0.05). The
hospital stay and the discharge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plenectom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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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non-splenectomy group (P>0.05) except for the platelet count. Furthermore, the incidence of the postoperativ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as lower (P<0.05) and the relief rate of hypersplenism was higher (P<0.05) in the
splenectomy group as compared with the non-splenectomy group. Conclusions

For pancreatic pseudocyst induced

LSPH with hypersplenism, we should be vigilant and early intervent. Usually, primary focus can be treated only. However,
splenectomy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hypersplenism and prevent recurrent bleeding for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or patients with close adhesion of pancreas tail and spleen inflammatory lesions and constricting splenic hilus.
【Keywords】 left-sided portal hypertension; pancreatic pseudocyst; hypersplenism; splenectomy

左侧门静脉高压是因脾静脉回流障碍压力增

急性胰腺炎至诊断左侧门静脉高压的间隔时间、术

高导致胃底、食管、脾脏和左侧结肠局部静脉压力

前发生急性胰腺炎的次数、术前血常规、血生化、

升高而形成的一种病症，通常因急慢性胰腺炎或胰

术前 CT 提示假性囊肿部位及其最大径以及术前美

腺肿瘤引起

[1-2]

。胰腺假性囊肿所致的左侧门静脉

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② 术中资料，包括

高压病例临床上较少见，但随着胰腺疾病发病率的

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原发病灶处理术式及术中

增高和诊断技术的进步，其报道在逐步增多，临床

输血量。③ 术后及预后资料，包括术后腹腔内出

上对其处理通常采用仅处理原发病灶的方式解

血、脾脏切除后凶险感染、术后住院时间、出院时

决

[3-5]

。然而对于胰腺假性囊肿所致的左侧门静脉

高压合并有脾脏功能亢进（简称脾亢）患者的处理

血常规及血生化、术后上消化道再出血及脾亢缓解
情况。

策略少有文献报道。本研究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通过对患者门诊及电话随访，确定患者术后上

近 6 年因胰腺假性囊肿所致的左侧门静脉高压合

消化道再出血情况、脾亢缓解情况或脾脏切除后相

并有脾亢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其临床特点

应并发症情况。脾亢缓解指征为截至随访最近

并初步探讨对该疾病的处理策略。

1 次血小板计数>100×10 /L。随访时间 2～7 年，随

9

访中位时间为 4 年。

1 资料与方法

1.4 统计学方法

1.1 临床资料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四

数资料使用 χ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分析。计

川大学华西医院胰腺外科收治的 49 例因胰腺假性

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者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

囊肿所致的左侧门静脉高压并合并有脾亢患者的

示，使用 t 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的用中位数表

临床资料。纳入标准：① 术后病理确诊为胰腺假

示，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检验水准

性囊肿；② CT 或胃镜提示胃底食管静脉曲张
9

[6-7]

；

2

α=0.05。

[8]

③ 血小板计数<100×10 /L ；④ 查体及 CT 提示脾
脏长大。上消化道出血的诊断标准为黑便、呕血或
[9]

2 结果
胰腺假性囊肿致左侧门静脉高压伴脾亢患者

胃镜可见出血源 。

2.1

1.2 处理方式

的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特征

所有病例均处理原发病灶，术式包括：胰腺假

49 例胰腺假性囊肿致左侧门静脉高压伴脾亢

性囊肿内引流术、胰腺假性囊肿外引流术及胰体尾

患者中男 38 例，女 11 例；年龄 22～67 岁。首次发

切除术。脾脏切除指征为：① 合并上消化道出

生急性胰腺炎至诊断左侧门静脉高压症的时间

血；② 术中发现胰尾炎性病灶与脾脏粘连紧密并

0.6～108 个月，平均 24 个月。术前发生急性胰腺

压迫脾门。本研究中对于仅合并有脾亢但无上消

炎 1～8 次，中位次数为 3 次。术前未合并上消化

化道出血的病例根据手术中是否切除脾脏分为未

道出血仅脾亢患者 36 例，术前合并上消化道出血

切脾组和切脾组，未切脾组为仅处理原发病灶的病

且伴脾亢者有 13 例。胰腺假性囊肿位于胰头部 2

例，切脾组为处理原发病灶的同时并行脾脏切除术

例、胰体部 19 例及胰尾部 28 例。假性囊肿最大径

的病例，其中有 1 例为脾脏部分切除术患者也纳入

为 4～20 cm。术后住院时间为 4～70 d，中位时间

了切脾组。

为 9 d。术后均无腹腔内出血、脾脏切除后凶险感

1.3 观察指标及随访

染及死亡病例。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胰腺假性囊

① 术前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首次发生

肿所致的左侧门静脉高压伴脾亢 13 例中有 1 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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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切脾组与未切脾组术中情况比较

未行脾脏切除术，术后发生复发性消化道出血及脾

由于切脾组和未切脾组的假性囊肿部位分布

亢未缓解；其余 12 例行脾脏切除术患者术后脾亢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应地其在原发病灶

均缓解，仅 1 例患者术后出现上消化道再出血。

处理术式方面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2.2 切脾组与未切脾组术前资料比较

（P<0.05）；切脾组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

未切脾组 23 例，切脾组 13 例，2 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首次发生急性胰腺炎至诊断左侧门静脉
高压的间隔时间及术前急性胰腺炎的发生次数方
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实验
室检查结果发现，切脾组的术前白细胞计数低于未
切脾组（P<0.05），虽然未切脾组的术前白蛋白低于
切脾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均处于正

输血患者比例及术中输红细胞悬液量方面均明显
长于或多于或高于未切脾组（P<0.05）。见表 2。

2.4 切脾组与未切脾组术后情况比较
2 组患者术后出院时的实验室指标除了血小板
计数切脾组明显高于未切脾组（P<0.05）外，2 组患
者的其余血常规和生化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常范围，2 组其余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

意义（P>0.05）； 2 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

计学意义（P>0.05）。2 组患者的胰腺假性囊肿部位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未切脾组的胰

2.5 切脾组与未切脾组预后情况比较

腺假性囊肿最大径明显大于切脾组（P<0.05），但 2

切脾组患者的术后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明显低

组术前麻醉 ASA 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于未切脾组（P<0.05）且脾亢缓解率明显高于未切

（P>0.05）。见表 1。

脾组（P<0.05），见表 4。
表 1 未切脾组与切脾组的术前资料比较

项目

未切脾组（n=23）

切脾组（n=13）

P值

性别（例，男/女）

17/6

9/4

1.000

年龄（岁，x ±s）

45.8±12.7

47.1±4.9

0.678

首发急性胰腺炎至诊断左侧门静脉高压的时间间隔 ［月，中位数（范围）］

9（0.6～108）

24（4～60）

0.133

术前急性胰腺炎发生的次数 ［次，中位数（范围）］

2（1～7）

3（1～8）

0.658

6.4±3.3

4.4±1.4

0.014

98.9±18.6

107.9±24.2

0.216

术前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计数（×109/L，x ±s）
血红蛋白（g/L，x ±s）
9

血小板计数（×10 /L，x ±s）

87.8±12.2

82.7±20.2

0.359

谷丙转氨酶 ［U/L，中位数（范围）］

24（6～87）

17（3～29）

0.087

总胆红素 ［μmol/L，中位数（范围）］

10.6（4.9～130）

9.4（5.0～25.2）

0.908

白蛋白（g/L，x ±s）

34.2±6.6

40.8±4.4

0.003

肌酐（μmol/L，x ±s）

66.6±13.4

56.9±14.7

0.054

血钠（mmol/L，x ±s）

140.0±3.7

140.5±3.6

0.745

血钾（mmol/L，x ±s）

4.1±0.5

4.0±0.5

0.420

假性囊肿部位 ［例（%）］
胰头部

2（8.7）

0（0）

胰体部

16（69.6）

0（0）

5（21.7）

13（100）

胰尾部
假性囊肿最大径（cm，x ±s）

10.2±4.9

5.3±1.8

1P

2（8.7）

0（0）

2P

17（73.9）

9（69.2）

3P

3（13.1）

4（30.8）

4P

1（4.3）

0（0）

<0.001

0.001

术前麻醉 ASA 分级 ［例（%）］

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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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未切脾组与切脾组的术中情况比较
未切脾组
（n=23）

项目

[12]

脉曲张及正常的肝功能 ；在解剖学上，肠系膜上

切脾组
（n=13）

P值

静脉和脾静脉通常在胰腺颈部后方汇合成门静脉，
而脾静脉大部分位于胰体部背面，故胰腺相关疾病
可能因酶学紊乱及炎症反应造成脾静脉的机械性

处理原发病灶术式
［例（%）］
胰腺假性囊肿外引流术 13（56.5）

4（30.8）

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 10（43.5）

1（7.7）

胰体尾切除术

8（61.5）

0（0）

压迫或血栓形成，从而引起脾静脉回流受阻，脾胃
<0.001

120.5±57.0

术中出血量 ［mL，
中位数（范围）］

50（5～1 000） 300（100～2 500）<0.001
4（17.4）

术中输红细胞悬液量
［U，中位数（范围）］

0（0～7.5）

术中输血浆量 ［mL，
中位数（范围）］

0（0～800）

[13-14]

。近年

来，随着胰腺相关疾病的增多，左侧门静脉高压逐
[15]

手术时间（min，x ±s）

术中输血 ［例（%）］

区静脉压力升高，形成左侧门静脉高压

214.6±81.3

<0.001

渐被临床重视 ，手术是其主要的治疗手段，需要
尽可能做到既消除病因又治疗并发症，术后大部分
患者能够得到缓解，但最终预后结果则取决于对原
[1]

<0.001

发疾病的处理 。对于胰腺假性囊肿所致的左侧门

2（0～10.0）

0.001

静脉高压合并脾亢的病例临床上较少见，对于该情

0（0～650）

0.312

10（76.9）

况常采用消除原发病灶的方式（胰腺假性囊肿外引
流术、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或胰体尾切除术）处
理左侧门静脉高压以期缓解脾亢，但相关研究仍较
少，其治疗效果缺乏更多的文献支持。本研究回顾

表 3 未切脾组与切脾组的术后情况比较
未切脾组
（n=23）

项目

性探究我院对该疾病的处理方式及预后，进而对该

切脾组
（n=13）

P值

术后出院时实验室指标
9

白细胞计数（×10 /L，
x ±s）

6.9±2.6

8.4±2.2

0.084

血红蛋白（g/L，x ±s）

96.8±15.7

101.1±21.5

0.500

血小板计数（×10 /L， 156.1±79.5
x ±s）

448.1±267.5

<0.001

谷丙转氨酶 ［U/L，
中位数（范围）］

15（7～95）

12（4～33）

0.355

总胆红素 ［μmol/L，
中位数（范围）］

13.3（4.5～39.7） 8.8（3.1～23.1）

0.052

白蛋白（g/L，x ±s）

34.8±3.8

35.5±3.5

0.563

肌酐 ［μmol/L，
中位数（范围）］

55（39～126）

47（35～391）

0.217

血钠（mmol/L，x ±s）

139.1±2.3

138.0±3.1

0.234

血钾（mmol/L，x ±s）

4.1±0.4

4.3±0.5

0.106

9（1～70）

9（6～37）

0.678

9

术后住院时间 ［d，
中位数（范围）］

表 4 未切脾组与切脾组的预后情况比较［例（%）］
项目

未切脾组（n=23）

术后消化道出血

11（47.8）

术后脾亢缓解

14（60.9）

切脾组（n=13）
0（0）

P值
0.009

12（92.3）

0.043

3 讨论
[10]

左侧门静脉高压最早由 Greenwald 等 提出，
其病因多源于胰腺相关疾病（慢性胰腺炎、胰腺肿
[11]

瘤及急性胰腺炎） ，主要的临床特征为：常有明
确的胰腺相关疾病病史，脾脏长大，孤立性胃底静

疾病的处理策略做浅要探讨。

3.1 胰腺假性囊肿所致的左侧门静脉高压合并脾
亢且有上消化道出血的处理
由于胰腺假性囊肿所导致的左侧门静脉高
压合并脾亢的病例中常常伴有上消化道出血的表
[16]
现 ，本研究中该类患者有 13 例，占 26.5%。相关
[17-18]
文献
报道，左侧门静脉高压伴上消化道出血有
来势凶猛及病死率高的特点，病死率可达 1.2%～
14.5%，故一旦发生上消化道出血，需及早手术干
[19]
预。有文献 指出，对于左侧门静脉高压伴上消化
道出血的患者可行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但由于胰
腺病变造成血管解剖困难，加之离断术后脾功能亢
进并无缓解，故治疗效果有限。本研究中的 13 例
这类患者均建议处理胰腺假性囊肿的同时并行脾
脏切除术，从术后随访情况看，所有患者术后均未
出现腹腔内出血、脾脏切除后凶险感染及死亡病
例，12 例脾脏切除患者术后脾亢均缓解，仅 1 例患
者术后出现上消化道再出血；有 1 例因患者保脾
意愿强烈故仅行胰腺假性囊肿内引流术而未行脾
脏切除，然而术后再次出现消化道出血及脾亢持续
存在。本研究结果提示，对于左侧门静脉高压伴上
消化道出血的患者采用脾脏切除术预后较好，但因
样本量过少且缺乏对照研究，该处理方式仍需更大
样本量的研究支持。
3.2 胰腺假性囊肿所致的左侧门静脉高压合并脾
亢但无上消化道出血的处理
虽然对于左侧门静脉高压伴上消化道出血的
[20]
患者采用脾脏切除术预后较好，但是也有研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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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脾脏切除后存在术后早期和远期并发症，包括

综上，胰腺假性囊肿所致左侧门静脉高压合并

腹腔内出血、体液失衡、门静脉血栓形成、脾脏切

脾亢发生率虽低，但临床需提高警惕。多数情况下

除后凶险感染等。因此，对于胰腺假性囊肿所致的

以处理原发病灶为主要治疗方式，可有效缓解左侧

左侧门静脉高压合并脾亢但无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门静脉高压及脾亢，但若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或

是否需要切除脾脏仍需要探究。

术中发现胰尾炎性病灶与脾脏粘连紧密并压迫脾

处理原发病灶的术式选择主要与假性囊肿部

门可谨慎考虑术中行脾脏切除术，可有效控制及预

位有关，但由于胰腺假性囊肿多由胰腺炎所

防消化道出血或再出血以及缓解脾亢，同时应密切

[21]

致 ，此类患者胰尾部多与脾脏粘连紧密，常侵犯

关注及干预切脾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本研究仅为

脾门组织，致使脾静脉解剖困难，加大手术难度，

回顾性研究，对于临床推广仍具有一定局限性，需

术中脾静脉易出现难以控制的破裂性出血，故若术

扩大样本行前瞻性研究。

中探查发现胰尾炎性病灶与脾脏粘连紧密并压迫
脾门，则可一并行脾脏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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