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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
联合检测早期预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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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术前血清肠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D-二聚体(D-D)、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降

钙素原(PCT)联合检测在小儿绞窄性肠梗阻早期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濮阳市人民医院小儿外科

和安阳地区医院小儿外科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且接受手术治疗的80例肠梗阻患儿的病历资料，将其按

照是否绞窄分为绞窄性肠梗阻组46例与非绞窄性肠梗阻组34例。此外，将绞窄性肠梗阻组患儿按照是否出现肠

坏死分为坏死组19例和非坏死组27例。检测并比较各组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水平。采用Pearson

相关性分析上述指标间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术前单独或联合检测上述指标早期预测小

儿绞窄性肠梗阻的效能。结果 绞窄性肠梗阻组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水平明显高于非绞窄性肠

梗阻组，且坏死组上述指标水平明显高于非坏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绞窄性肠梗阻患儿术前血清 IFABP 与D-D、PLR、PCT水平均呈正相关(r=0.523、0.567、0.610，P<0.05)，D-D 与

PLR、PCT水平均呈正相关(r=0.562、0.510，P<0.05)，PLR与PCT水平呈正相关(r=0.589，P<0.05)；经ROC曲线分析

发现，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联合检测早期预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的曲线下面积、灵敏度、特异度均高于

上述指标单独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肠梗阻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表达水平

异常升高提示可能发生绞窄性肠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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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preoperative serum 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IFABP), D-dimer (D-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and procalcitonin (PCT) in the

early prediction of 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 children.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medical records of 80 children with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Surgery, Puyang Peo-

ple's Hospital and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Surgery, Anyang District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9,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a 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group (n=46) and a non-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group (n=34)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were strangulated or not. In addition, the children in the 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necrotic group (n=19) and non-necrotic group (n=27)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intestinal necrosis. Preoperative serum levels of IFABP, D-D, PLR, and PCT in each group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ove indicator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

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of single or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in the early pre-

diction of 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 children before surgery. Results The preoperative serum levels of IF-

ABP, D-D, PLR, and PCT in the 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group, and the above indexes in the necros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necrosis group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reoperative serum IFABP wa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D-D, PLR, and PCT (r=0.523, 0.567, 0.610, all P<0.05) and D-D was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PLR and PCT (r=0.562, 0.510, all P<0.05). PL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CT (r=0.589, P<

0.05).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reoperative serum IFABP,

D-D, PLR, and PCT combined detection for early prediction of 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 children were high-

er than those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alone (P<0.05). Conclusion The abnormal increase of serum IFABP, D-D, PLR,

and PCT expression levels in children with intestinal obstruction before surgery suggests that strangulated intestinal ob-

struction may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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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急性肠梗阻属于儿科临床较为常见的一

种消化外科疾病，主要是指肠内容物在经过小儿肠

道的过程中出现障碍，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在小儿急

腹症中均较高 [1]。目前，临床上主要将小儿急性肠

梗阻分作绞窄性肠梗阻与非绞窄性肠梗阻，两者早

期临床表现高度相似，从而增加了临床诊治的难

度。对于小儿绞窄性肠梗阻而言，若未及时明确诊

断并把握手术时机，极易引起肠坏死、肠穿孔以及

感染性休克等一系列严重后果，严重威胁患儿的生

命健康安全 [2]。由于该病患儿普遍年龄较小，无法

准确表达病征，加之检查过程中的依从性较差，早

期准确诊断小儿绞窄性肠梗阻对临床广大医师具

有挑战性 [3]。随着近年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

影像学手段的日益发展，增强 CT、胃肠造影等多种

影像学检查手段开始被应用于绞窄性肠梗阻的诊

断中，且均有一定的效果 [4]；但上述检查均会对受检

者产生一定的放射损伤，从而在临床使用上存在局

限性[5-6]。另外，目前临床工作中对于绞窄性肠梗阻肠

坏死的判断仍停留在症状、体征等多因素结合分析的

阶段，尚未发现某种客观指标可准确反映肠道绞窄情

况。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术前血清肠脂肪酸结合

蛋白(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IFABP)、D-二

聚体 (D-dimer，D-D)、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 (ratio

of platelets to lymphocytes，PLR)、降钙素原 (procalci-

tonin，PCT)联合检测在小儿绞窄性肠梗阻早期预测

中的应用价值，旨在为临床小儿绞窄性肠梗阻早期

预测提供科学的监测指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濮阳市人民医院小

儿外科和安阳地区医院小儿外科 2013年 1月至 2019

年 12月期间接受手术治疗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除标

准的80例肠梗阻患儿的病历资料，其中男性43例，女

性37例；年龄10个月~12岁，平均(5.13±1.06)岁。纳入

标准：(1)所有受试者均已行手术治疗；(2)均经临床检

查确诊为肠梗阻；(3)年龄≤12 岁；(4)临床资料完

整。排除标准：(1)合并腹腔感染性疾病者；(2)伴有

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严重受损者；(3)近期出现

过外伤或(和)肌肉损伤者；(4)合并恶性肿瘤者。根

据手术探查证实是否绞窄分为绞窄性肠梗阻组 46例

与非绞窄性肠梗阻组 34例。绞窄性肠梗阻组术中均

见肠壁色泽变暗，蠕动减弱，包括肠扭转 20 例，腹内

疝 11 例，闭孔疝 3 例，股疝 12 例。非绞窄性肠梗阻

组术中均未见肠袢扩张，肠壁色泽无明显缺血变化，

包括肠黏连 22 例，粪石性梗阻 6 例，其他 6 例。将绞

窄性肠梗阻组患儿按照是否出现肠坏死分作坏死组

19 例，非坏死组 27 例。本研究获得两家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1.2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标本采集：所有受

试者入院后均采集术前静脉血 3 mL，以 8 cm为离心

半径，进行时长为 10 min 的 3 000 r/min 离心处理，获

取血清保存在-80℃冰箱中备用。 (2)血清 IFABP、

D-D、PLR、PCT 水平检测：IFABP 水平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检测，具体操作遵循试剂盒说明书完成。D-D

水平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收集患者入院时血常规

指标检查中的血小板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并根据血

小板与淋巴细胞计数完成 PLR的计算。PCT水平采

用免疫发光法(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CF10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具体操作

遵循仪器说明书完成。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各项血清学指标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

相关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术前单独或联合检

测血清 IFABP、D-D、PLR、PCT 早期预测小儿绞窄性

肠梗阻的效能。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绞窄性肠梗阻组和非绞窄性肠梗阻组患儿

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 水平比较 绞窄性

肠梗阻组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 水平

明显高于非绞窄性肠梗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绞窄性肠梗阻组和非绞窄性肠梗阻组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水平比较(x-±s)

组别

绞窄性肠梗阻组

非绞窄性肠梗阻组

t值
P值

例数

46

34

IFABP (μg/L)

382.96±46.24

235.24±31.96

16.004

0.001

D-D (μg/L)

515.00±124.38

112.94±29.55

18.439

0.001

PLR

212.22±30.73

155.17±15.93

9.878

0.001

PCT (μg/L)

1.60±0.38

0.58±0.22

13.999

0.001

2.2 坏死组与非坏死组患儿术前血清 IFABP、

D-D、PLR、PCT 水平比较 坏死组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水平明显高于非坏死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肠梗阻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

PCT间的相关性 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肠

梗阻患儿术前血清 IFABP与D-D、PLR、PCT水平均呈

正相关 (r=0.523、0.567、0.610，P=0.002、0.000、0.000)，

D-D 与 PLR、PCT 水平均呈正相关(r=0.562、0.510，P=

0.000、0.005)，PLR 与 PCT 水平之间均呈正相关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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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9，P=0.000)。

2.4 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 联合检测

早期预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的效能 经ROC曲线分

析发现：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联合检测早

期预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的曲线下面积、灵敏度、特

异度明显高于上述各项指标单独检测，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

单独检测早期预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的曲线下面积、

灵敏度、特异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3和图1。

表 2 坏死组与非坏死组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水平

比较(x-±s)

组别

坏死组

非坏死组

t值
P值

例数

19

27

IFABP (μg/L)

418.58±51.39

357.90±44.17

4.288

0.001

D-D (μg/L)

1 245.27±311.67

805.72±97.16

6.895

0.001

PCT (μg/L)

2.26±0.46

1.14±0.35

9.381

0.001

PLR

241.60±32.65

191.55±28.31

5.542

0.001

表3 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联合检测早期预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的效能

指标

IFABP

D-D

PLR

PCT

四项联合检测

曲线下面积(95%CI)

0.725 (0.610~0.861)

0.715 (0.614~0.833)

0.766 (0.662~0.886)

0.745 (0.634~0.875)

0.912 (0.874~0.952)

灵敏度(%)

73.92

73.15

79.06

76.33

92.51

特异度(%)

70.20

69.01

74.10

72.09

89.67

最佳截断值

330 μg/L

320 μg/L

180

1.2 μg/L

-

约登指数

0.441

0.421

0.531

0.484

0.821

3 讨论

绞窄性肠梗阻属于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急腹症，具

有发病急，病情进展迅速等特点，若不予以及时有效

的诊治极易引起肠坏死，进一步导致脓毒症的发生，

最终引发短肠综合征、多器官功能衰竭以及死亡等严

重不良后果[7-9]。迄今为止，如何早期有效诊断绞窄性

肠梗阻仍是临床广大医师面临的挑战。相关研究报道

指出，术前小儿绞窄性肠梗阻容易造成误诊，且绞窄性

肠梗阻的病死率可达4.50%~10%，处于较高水平[10]。由

此可知，小儿绞窄性肠梗阻若无法早期诊治，会增加

患儿的病死率。然而，单纯依靠病史以及体征不足以

早期准确诊断绞窄性肠梗阻，虽然近年来不少研究开

始关注相关血清生化标志物在协助临床诊断绞窄性

肠梗阻的作用。然而，关于术前血清 IFABP、D-D、

PLR以及 PCT联合检测早期预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

的临床研究鲜有报道。

IFABP 属于一组 15 kD 左右胞液蛋白，主要作用

于长链脂肪酸摄取、转运以及代谢调控等过程，广泛

存在于可摄取以及利用脂肪酸的组织中，可特异性结

合长链脂肪酸 [11-12]。IFABP 仅存在于肠道黏膜中，且

含量较多，占所有细胞蛋白总量的 2%~3%，器官特异

性较佳。由于黏膜层对缺血较为敏感，在肠缺血发生

早期或炎症局限黏膜下层时，黏膜层会发生改变。正

常情况下，IFABP于血清中的含量较少，肠缺血时 IF-

ABP可较早释放，而肠缺血是肠梗阻的病理生理改变

之一，故 IFABP水平的升高可有效反映肠梗阻情况[13]。

绞窄性肠梗阻存在肠缺血再灌注损伤病理生理改变，

从而可能引发全身炎症瀑布样反应，继而促使机体内

环境紊乱，导致淋巴细胞的凋亡，最终降低机体免疫

力[14]。因此，PLR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肠梗阻患儿的

炎症失控程度，且相较于非绞窄性肠梗阻患儿而言，

绞窄性肠梗阻高毒素透过肠壁时间更早、血循环浓度

更明显，因此PLR值升高程度越显著[15]。D-D属于纤

维蛋白降解产物之一，其表达水平可反映机体内的血

栓形成状况，亦可反映纤溶活性。目前，D-D的检测在

临床上的应用较为广泛，多用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肺栓塞、心肌梗死以及脑梗死等血栓形成相关疾病诊

断，亦可用作外科创伤、烧伤、感染等疾病的诊断。

D-D在肠系膜缺血30~120 min后开始升高，并随着缺

血时间的延长，血清D-D水平逐渐升高，可能作为间

接反映肠梗阻的有效指标之一，且绞窄性肠梗阻患儿

的病情相对严重，继而促使血清 D-D 水平升高更明

显。PCT属于降钙素前肽，于甲状腺C细胞中合成，在

正常生理状况下微表达，而在机体遭受损伤、感染时

急剧升高，且在疾病发生后数小时内即可检测到迅速

升高，并在 12~24 h 升高至峰值。罗燕等 [16]的研究表

明，PCT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肠梗阻患儿肠管缺血、

坏死的情况，且随着肠管缺血、坏死程度的增加，PCT

图 1 各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对小儿绞窄性肠梗阻早期预测效能的

R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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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越明显。本研究结果发现：绞窄性肠梗阻组患儿

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 水平明显高于非绞

窄性肠梗阻组。分析原因，可能是肠梗阻进展至绞窄

性肠梗阻时极易引起肠黏膜的缺血坏死，继而导致肠

道菌群失调并发细菌易位，增加了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以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风险，从而导致上述各项指

标水平急剧升高。此外，坏死组上述指标水平明显高

于非坏死组。究其原因，可能是坏死性肠梗阻的发生

会促进病变肠段血管内皮细胞以及吞噬细胞等分泌

大量的炎症介质，诱导炎症反应，同时会导致内源性

纤溶系统的异常激活，最终引起上述指标水平的明显

升高。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绞窄性肠梗阻

患儿术前血清 IFABP、D-D、PLR及PCT水平之间均呈

正相关，考虑原因可能是肠梗阻进展以及坏死可能是

炎症反应、纤溶系统激活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上述各

项指标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协同作用。本研究经ROC

曲线分析发现：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联合

检测早期预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的曲线下面积、灵敏

度、特异度均高于上述各项指标单独检测。究其原

因，可能是与非绞窄性肠梗阻患儿比较，绞窄性肠梗

阻患儿病情较重有关，继而促使上述各项血清学指标

水平升高更明显。其中当血清 IFABP值为 330 μg/L，

血清D-D值为 320 μg/L，PLR值为 180，血清PCT值为

1.2 μg/L时，均提示绞窄性肠梗阻发生风险较高，且这

四项指标的水平越高，发生绞窄性肠梗阻的风险也越

高。其中胡东来等 [17]的研究结果发现，术前血清 IF-

ABP、D-D联合诊断绞窄性成梗阻的敏感性、特异性分

别为 0.87、0.77，这明显低于本研究四项联合检测，充

分反映了术前血清 IFABP、D-D、PLR、PCT 水平联合

检测的诊断价值。然而，本研究尚且存在一定的不足

之处：如研究样本量不足，从而可能引起结果偏颇，有

待进一步研究增加样本量，以获取更为准确的数据。

此外，四项血清学指标检测步骤较为繁琐，检测时间

较长，可能不适合外科急症的鉴别诊断，亦受多种试

验条件限制，值得临床重点关注。

综上所述，小儿绞窄性肠梗患儿的术前血清 IF-

ABP、D-D、PLR、PCT 水平明显高于非绞窄性肠梗患

儿，联合检测上述各项血清学指标水平用以早期预测

小儿绞窄性肠梗阻的价值更高，值得临床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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