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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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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乘积(NMP)联合血肌酐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能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120例维吾尔
族急性胰腺炎患者临床资料，分非重症急性胰腺炎和重症急性胰腺炎两组。比较两组一般资料，评估 NMP 联合血肌酐与住
ICU、
住院死亡的相关性，
通过 ROC 曲线下面积比较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评分Ⅱ、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NMP 联合血肌
酐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能力。结果 入院 24 h 内 NMP、血肌酐水平重症急性胰腺炎组均高于非重症急性胰腺炎组（P<
0.001）；
NMP 联合血肌酐与住 ICU、
住院死亡均呈正相关（r=0.489, P<0.001；
r=0.383, P<0.001）；
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评分Ⅱ
与 NMP 联合血肌酐的 ROC 曲线下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38, P=0.704），
且均优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Z=3.10，
P=
0.002；
Z=2.43，
P=0.016）。结论 NMP联合血肌酐可作为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一种简单而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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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neutrophil-monocyte product (NMP) combined with serum creatinine (Scr)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sever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 (AP).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20 Uighur patients with AP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cluding 104 with non-severe AP (non-SAP group) and 16 with severe AP (SAP group). The
correlation of NMP combined with Scr with ICU admission and in-hospital death were analyze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plotted to compare the efficiency of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APACHE-II),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NMP combined with Scr in determining the severity of AP. Results The
levels of NMP and Sc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AP group than in non-SAP group within 24 h after admission (P=0.012; P<
0.001). NMP combined with Sc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CU admission (r=0.489, P<0.001) and in-hospital death (r=0.383,
P<0.001).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between APACHE-II and NMP combined with
Scr for determining AP severity (Z=0.38, P=0.704), but they both were superior to NLR (Z=3.10, P=0.002; Z=2.43, P=0.016).
Conclusion NMP combined with Scr can be a simple and effective indicator for determining the severity of AP.
Keywords: Uighur; acute pancreatitis; neutrophil-monocyte product; serum creatinine

急性胰腺炎是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其重症类型
（SAP）因出现持续器官功能衰竭［1-3］，
死亡率可达30%左
［4-5］
右 。因此，
对于入院的AP患者，
首要是早期评估，
识
别潜在的SAP，
进而予以密切监测和积极干预以提高生
存率。基于此，急性胰腺炎严重度评分系统及判断指
标的制定和探究意义重大。目前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
康评分 II 量表（APACHE-II）预测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
的有效性受到较多认可［6-7］，
但由于评价内容繁多，
临床
操作复杂。SAP 早期阶段的器官衰竭往往始于全身炎
症反应综合征（SIRS），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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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NLR）被证明是反映全身炎症反应水平的一项快
速、
简便的指标，
国内外研究发现其在判断急性胰腺炎
严重程度上具有一定价值［8-10］。单核细胞作为另一重要
的炎细胞，
以巨噬细胞的形式在组织中发挥作用，
其介
导产生及释放的多种细胞因子与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发
［11-13］
展密切相关 ，
而对于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的变化与
急性胰腺炎严重度的关系却甚少关注。在SAP胰外器
官损伤中肾损伤往往发生在早期，且多提示预后不
良［14-15］。血肌酐作为指南中改良Marshall评分系统用于
诊断有无肾衰竭的唯一指标，
有研究表明是急性胰腺炎
不良结局的一个很好预测指标［16-17］。所以，
本研究将中
性粒细胞单核细胞绝对计数乘积（NMP）与血肌酐联
合，
探讨其能否在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能力上媲美
APACHE-Ⅱ，
成为一种有效且不失简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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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新疆喀什地
区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380 名急性胰腺炎患者的病历
资料。纳入标准：
（1）维吾尔族急性胰腺炎患者；
（2）发病
至入院时间≤3 d；
（3）年龄≥18周岁。排除标准：
（1）病例
资料不全者；
（2）复发性胰腺炎；
（3）妊娠合并胰腺炎；
（4）恶
性肿瘤患者；
（5）既往肝病患者。急性胰腺炎诊断标准
依据《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4）
》，
最终纳入120名。
1.2 研究方法
结合 2012 年亚特兰大急性胰腺炎分类标准［1］和本
研究目的，
将120名急性胰腺炎患者分为非重症急性胰
腺炎组（Non-SAP），即包括轻症急性胰腺炎（MAP）和
中重症急性胰腺炎（MSAP）患者，
共 104 人，
SAP，
共 16
人。其中，
MAP指无器官功能衰竭，
且无局部或全身并
发症；
MSAP 指器官功能衰竭在 48 h 内恢复和/或合并
有局部或全身并发症；
SAP 指伴持续性（>48 h）器官功
能衰竭。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包括：
年龄、
性别、
病因、
症
状发生至住院时间、
入院 24 h 内 NLR、
NMP、
谷丙转氨
酶、
谷草转氨酶、
血肌酐、
APACHE-Ⅱ评分、
住ICU及住
院死亡情况；
分析 NMP 联合血肌酐分别与住 ICU 和住
院死亡的相关性；
比较NLR、
APACHE-Ⅱ、
NMP联合血
肌酐3种方法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能力。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
所有计量资料均进行正态
性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者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否则以中

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
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率）表
示；
计量资料使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使用χ2 检验；
指标联
合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以预测概率为新的分析
指标；
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
不同方法
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判断能力的评价采用ROC曲线
分析，
并通过 Z 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双侧 P 值<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on-SAP 组与 SAP 组一般资料详见表 1。两组在
年龄、
性别、
主要病因及症状发生至住院时间上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维吾尔族急性胰腺炎患者无论 Non-SAP
还是 SAP 均以中青年（50 岁左右）多见，
且以胆源性为
最主要病因。两组入院 24 h 内检测的反映肝脏损伤的
酶学指标谷丙转氨酶及谷草转氨酶均高于正常值上限，
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入院24 h内NLR、
NMP、
血肌酐及APACHE-Ⅱ评分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小于0.05），
随着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增加，
上
述指标水平随之增高。此外，
SAP 组较 Non-SAP 组有
更高的住ICU和住院死亡率（P值均小于0.001）。
2.2 NMP联合血肌酐与住ICU、
住院死亡的相关性
入院24 h内NMP与血肌酐通过Logistic回归建立
模型为logit（P）=-5.837+0.078（NMP）+0.026（血肌酐），
由此获取的预测概率作为两者联合指标参与相关性分
析。结果显示 NMP 联合血肌酐与住 ICU、
住院期间死

表1 非重症急性胰腺炎与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patients in non-SAP group and SAP group
Non-SAP (n=104)

SAP (n=16)

Statistic

P

54.72±16.46

57.75±13.81

-0.698

0.486

Male

37 (37.00)

8 (50.00)

1.231

0.267

Female

67 (67.00)

8 (50.00)

Biliary

87 (83.65)

11 (68.75)

1.182

0.277

Non biliary

17 (16.35)

5(31.25)

Time from onset to hospital/h

32.45±23.48

39.44±22.04

-1.116

0.267

NLR

12.34±9.61

18.05±12.81

-2.109

0.037

NMP

5.70 (3.21, 11.53)

15.93(8.93, 33.64)

-2.821

0.012

ALT (U/L)

156.20 (61.90, 351.35)

207.15 (77.75, 523.45)

-1.348

0.197

AST (U/L)

158.50 (49.50, 391.83)

336.85 (68.43, 602.40)

-1.549

0.142

63.70 (53.00, 74.00)

259.00 (81.50, 401.50)

-4.559

<0.001

5.50 (3.00, 7.00)

14.00 (11.00, 23.00)

-5.165

<0.001

5 (4.81)

14 (87.50)

65.083

<0.001

0

8 (50.00)

47.968

<0.00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Age (year)
Gender [n/(%)]

Pathogeny [n/(%)]

Scr (μmol/L)
APACHE-II score
Transfer to ICU [n/(%)]
Death during hospitalization [n/(%)]

Non-SAP: N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NLR: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MP: Neutrophil-monocyte
product;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ST: Aspertate aminotransferase; Scr: Serum creati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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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均呈正相关（r=0.489，
P<0.001；
r=0.383，
P<0.001）。
2.3 APACHE-Ⅱ评分、
NLR及NMP联合血肌酐判断急
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能力比较
应用 ROC 曲线比较 APACHE-Ⅱ评分、NLR 及
NMP 联合血肌酐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判断的能力
（表 2，图 1）。3 种方法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13、
0.653、
0.884，
与参考线下的面积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值均小于 0.05）。其中 APACHE-Ⅱ评分分值达
10.5分时，
灵敏度81.3%，
特异度95.2%，
此时的You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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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最大；NLR 达 11.93 时。灵敏度 75.0%，特异度
54.8%，
此时的Youden指数最大；
NMP与血肌酐的联合
指标达 0.43 时，灵敏度 75%，特异度 100%，此时的
Youden 指数最大。APACHE-Ⅱ评分与 NLR 预测能力
ROC曲线下面积比较，
Z=3.10，
P=0.002，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APACHE-Ⅱ评分与 NMP 联合血肌酐预测能力
ROC曲线下面积比较，
Z=0.38，
P=0.704，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NLR与NMP联合血肌酐预测能力ROC曲线下面
积比较Z=2.43，
P=0.01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2 三种方法预测重症急性胰腺炎能力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s for predicting the sererity of SAP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Method

AUC

SE

95% CI

Cutoff

APACHE-II

0.913

0.042

0.830-0.997

10.5

81.3%

95.2%

NLR

0.653

0.068

0.519-0.787

11.93

75%

54.8%

NMPcombined Scra

0.884

0.061

0.764-1.000

0.43

75%

100%

AUC: Area under ROC curve; SE: Standard error; CI: Confidential interval; a: Neutrophil-monocyte product and serum
creatinine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obtain the prediction probability, which as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dicators to participate in ROC cur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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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种方法预测重症急性胰腺炎发生的ROC曲线
Fig.1 ROC curves of three methods for predicting the
occurrence of SAP.

3 讨论
急性胰腺炎是临床常见病，虽然以非重症为主，
但一旦发生 SAP，
多病情凶险、
预后不良［18-19］。因此，
早
期有效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将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20］。其中APACHE-Ⅱ评分量表以其可靠性为多数所
认可，
将其评分≥8 分作为预测 SAP 发生风险高的一种
方法。然而该量表一方面评价内容繁多临床可操作性
差，
尤其是对于基层医院而言，
另一方面≥8分的急性胰
腺炎患者并非都发展为 SAP，
而<8 分的却存在发展为
SAP的情况。所以，
不断有研究探索新的判断急性胰腺
炎严重程度的指标，
以求发现更为有效且简单易行的方
法。国内相关研究一般以汉族患者为对象，
对于少数民

族的急性胰腺炎患者了解较少。在新疆喀什地区，
这里
聚居着国内最多的维吾尔族人群，占当地总人口的
92.16%。本研究从该地区最大一所三甲综合医院喀什地
区第一人民医院选取维吾尔族急性胰腺炎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
探讨判断其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合适方法。
在 SAP 与 Non-SAP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中，
本研究发现不同严重程度的急性胰腺炎均以50岁左右
多见，
且最主要的病因与汉族人一致，
即以胆源性为主。
此外，
还发现入院24内的NLR随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
增加而增大，
这一点与汉族急性胰腺炎患者的研究结果
也相符［9-10］。急性胰腺炎发生发展离不开大量中性粒细胞
的参与，
诱发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数目上升，
而急性胰腺
炎可以导致淋巴细胞凋亡增多，
引起外周血淋巴细胞数
目减少，
故 NLR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急性胰腺炎的炎
症水平，
预测急性胰腺炎的严重度。单核细胞作为另一
种极其重要的炎症细胞，
通过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及上调
特殊物质的表达积极参与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发展［11, 21］。
本研究发现入院 24 h 内 SAP 患者 NMP 显著高于 NonSAP组（P=0.012），
前者的中位数超过后者的3倍。
尽管SAP最常合并肺脏［22］和肾脏［23］的损伤，
但由于
肝脏和胰腺特殊的解剖关系，且我国急性胰腺炎的病
因以胆源性为主，
所以反映肝功能损害的谷丙转氨酶和
谷草转氨酶水平的升高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亦十分常
见，
有研究表明其水平与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相关［24］。
本研究中Non-SAP组与SAP组患者虽然上述两种酶的
水平都高于正常值上限，
但组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P=0.197，
P=0.142）。而评估肾脏有无功能障碍的指标
血肌酐，在研究的两组中显现出明显差异（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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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组的血肌酐水平是Non-SAP组的4倍。
单一指标虽然对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具有一
定价值且简便易操作，
但由于欠全面，
其判断能力多弱
［16, 25］
于包含多个指标的评价量表
。因此，
联合指标对构
建一个有效的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方法十分必
要。而为了保证其实用性，
还需以最优化为原则精简所
要联合的指标。本研究中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将NMP
与血肌酐联合起来构建新的指标，
在同住ICU和住院死
亡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该新的指标与上述两种反映
预后的指标都呈正相关（r=0.489，
P<0.001；
r=0.383，
P<
0.001）。进一步使用 ROC 曲线比较 APACHE-Ⅱ评分、
NLR、
及 NMP 联合血肌酐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判断
的能力，发现三者 ROC 曲线下的面积分别为 0.913、
0.653、
0.884，
均>0.5（P 值均小于 0.05）。且三者两两比
较示NMP联合血肌酐与APACHE-Ⅱ评分ROC曲线下
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04），且均大于 NLR 的
（P=0.016，P=0.002）。 说 明 NMP 联 合 血 肌 酐 与
APACHE-Ⅱ评分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判断能力相
仿，
且明显优于 NLR。由于血常规和肾功能检查是绝
大数医院都能进行并是临床上检查频率较高的，
所以利
用NMP联合血肌酐对入院的急性胰腺炎患者进行严重
程度的预测，
远较使用APACHE-Ⅱ推广性更强。NMP
与血肌酐的联合指标在达到0.43 时，
灵敏度 75%，
特异
度100%，
此时的Youden指数最大。由此看出该方法具
有很强的排除非重症患者的作用，从而可避免过度治
疗，
节约更多医疗资源而用于真正需要的患者身上。
综上，NMP联合血肌酐可作为一种有效且不失简单
的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新方法。本研究也存在一
定缺陷，
其中最主要就是SAP患者数较少，
可能对结果分
析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有待于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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