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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间隔室综合征动物模型的构建特点★
畅庚云1，梅铭惠2

Establishment of an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animal model
Chang Geng-yun1, Mei Ming-hui2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mechanism of organ functional lesion cause by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 is unclear. The
appropriate animal model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pathogenesis and pathophysiolog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issues you might encounter during the process, including the model preparation standard,
method, animal selection and monitoring of abdominal pressure.
METHODS: The PubMed database and CNKI database from 1990 to 2011 were used to search the articles on ACS, abdominal
high pressure and related animal model.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 successful animal model of ACS should have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intra-abdominal
pressure, and can persist for some time. Meanwhile it should impact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s little as possible. Therefore,
the key i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intra-abdominal pressure in intraperitoneal infusion of liquid of gas model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a stable pressure. Dynamic monitor of the abdominal pressure can not be preformed on the intraperitoneal
infusion of liquid model, and the pressure fluctuations is significant; To compare with intraperitoneal infusion of liquid model, it is
convenient to measure the intra-abdominal pressure on intraperitoneal infusion of gas model, and the utilization of electronic
supply system to dynamic monitor the intra-abdominal pressure is desirable. The establishment of physical model is
forward-looking experiment, but the existing physical models are needed to be improved.
Chang GY, Mei MH. Establishment of an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animal model.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2;16(5): 931-934.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腹腔间隔室综合征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的具体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为深入研究其发病机制及病理生理过程，需要合
适的动物模型。
目的：就腹腔间隔室综合征动物模型的制备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制备模型的标准、方法、动物的选
择及监测腹压的方式。
方法：由第一作者检索 PubMed 数据及 CNKI 数据库 1990/2011 有关腹腔间隔室综合征及腹腔高压及相关动物模型方面的
文献。
结果与结论：一个成功的腹腔间隔室综合征动物模型最好能保持腹腔压力的稳定，并能持续一定的时间，同时尽可能少的
影响实验结果。所以无论选择腹腔灌注气体还是灌注液体模型的测量腹腔内压并维持压力的稳定是关键。腹腔灌注液体模
型无法动态监测腹压，且压力波动较大，与之相比腹腔灌注气体模型测压较为方便，若使用电子供气系统动态监测则更为
理想。生理模型是前瞻性的实验，但现有的生理模型有待改进。
关键词：腹腔间隔室综合征；腹内高压；动物模型；腹腔间隙综合征；腹腔筋膜室综合征；腹腔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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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6.0%[3]。ACS 可以引起器官功能衰竭直
0 引言

至死亡。有报道称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患者
病死率高达 70%[4]。但 ACS 导致多器官的功能

腹 腔 间 隔 室 综 合 征 (abdominal

损害的具体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为深入的研究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是各种原因造

ACS 的发病机制及其病理生理过程，需要合适

成的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影响腹腔内、外组

的动物模型，本文就动物模型的制备做一综述。

织器官的血液循环，进而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
改变的综合征[1]。ACS 由 Kron1986 年首次提

1 资料和方法

出，
在 2006 年国际专家会议讨论有关腹腔内高
压 IAH(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和 ACS，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检索 1990/2011 年

ACS 是腹腔压力出现稳定升高并且>2.66 kPa

PubMed 数据及 CNKI 数据库有关 ACS 与腹腔

(伴或不伴有腹腔灌注压≤7.98 kPa)，同时合并

高压及相关动物模型方面的文献。

[2]

有新的器官功能障碍和衰竭 。ACS 在外科危
重患者中并非少见，严重创伤后 ACS 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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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文章所述内容需与腹腔间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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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模型研究密切相关。②同一领域选择近期

生理盐水模型，只是灌注液体改用乳酸林格

发表或在权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液。O’Mara 等[10]在制作猪的 ACS 模型时使用

计算机初检得到 54 篇文献，

型同腹腔高压生理盐水模型一样，存在压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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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标题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因研究目的与

稳定及测压较为困难的缺点，但目前尚无证据

本文无关及内容重复的研究 33 篇，共保留其中

表明乳酸林格液较生理盐水更适合制作 ACS

的 21 篇归纳总结。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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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林格液注入腹腔来升高腹腔内压力。该模

排除标准：重复性研究。

1.3 数据提取

1.4 质量评价 符合纳入标准的 21 篇文献中，
文献[1-5]探讨了 ACS 的研究现状，文献[5-21]

珀酰明胶来升高腹腔内压力。近期，Meier 等[11]

介绍了目前最新的制作 ACS 动物模型的方法。

在研究 ACS 同股静脉氧饱和度的关系时，使用
琥珀酰明胶注入大鼠腹腔，并维持腹腔内压

2

2.66 kPa 持续 3 h。该模型腹腔灌注液选择了

结果

代血浆，很好模拟了临床腹水增加致腹腔压力
ACS 动物模型的标准

2.1

目前由于不同动物

增高的情况，但其缺点同腹腔灌注生理盐水模

在 ACS 中的差异性研究尚不明确，所以很难有

型。

统一的动物模型标准，但根据 ACS 的定义，动

2.2.2

物模型要求腹腔压力持续大于 2.66 kPa(伴或

均匀充满一个密闭的空间，而且容易被压缩，

不伴或腹腔灌注压小于 7.98 kPa)，在 15 min~

不参与体液循环，电解质交换及淋巴回流等优

18 h 内实验动物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而且不

点。根据灌注气体的不同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5]

经治疗实验动物最终将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 。
2.2 动物模型的制备方法

目前用于 ACS 动物

腹腔灌注气体模型

气体具有能够在

腹腔灌注空气模型：使用空气升高实验动物

的腹内压。Rezende-Neto 等[12]在做 SD 大鼠

模型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ACS 模型的时候，用套管针刺入腹腔，且套管

2.2.1 腹腔灌注液体模型 腹腔灌注液体模型

针连接三通管，一端接压力计，另一端用过滤

是最早使用制备 ACS 模型的方法，该方法以增

过 CO2 的空气注入大鼠腹腔成功做出 ACS 模

加腹水的量来升高腹腔内压。但由于液体很难

型。该模型可以注入空气的同时就检测腹腔内

被压缩，且随着液体的增加，腹腔内压力达到

空气的压力，而且腹腔内空气的压力等于腹腔

一定水平后会呈指数升高，所以其压力很容易

内压，所以测压时不用调节压力的基点。由于

受到影响。

空气的弥散作用，实验中需要通过向腹腔补充

腹腔内灌注生理盐水模型：即向腹腔内灌注生
[6]

气体的方法维持腹腔内压力，实际操作中稳定

理盐水来升高腹内压力的模型。Hsu 等 在研究

腹压较为繁琐。而且，空气没有稳定的高压气

ACS 对失血性休克的影响时使用套管针刺入腹

源，所以不能使用电子供气系统进行充气，导

腔，并向腹腔灌注生理盐水的方法来制作 ACS

致该方法主要应用于小动物 ACS 模型的制

模型。随后 Moore-Olufemi 等[7]在相关研究中

作。

也使用生理盐水灌注腹腔的方法升高腹内压
力。

腹腔灌注 CO2 模型：CO2 是腹腔镜气腹时使

用的首选气体，由于腹腔镜供气系统较成熟，

以上动物模型均需要不定时测量腹腔内压

可以动态监测并维持腹内压力，所以国内外很

力，并随时补充盐水维持腹压，不仅在实际操

多模型都采这种方法。但是 CO2 的可溶性和腹

作中较为繁琐，而且腹内压受腹壁压力及呼吸

腔可导致 CO2 吸收迅速增加，可引起高碳酸血

作用的影响较大，同时由于腹腔液体增加时腹

症和酸中毒。气腹时压力升高至 2.00 kPa 以上

腔内容物是悬浮在腹腔内的，所以直接法测量

时膈肌上抬，肺功能减退，呼吸顺应性降低，

腹压容易受到肠管或网膜组织的干扰，生理盐

CO2 的排出受阻进而影响机体的酸碱平衡[13]。

水可能参与组织液及淋巴回流进而对机体产生

近期 Otto 等[14]在构建猪的 ACS 模型中使用了

血流动力学影响。虽然腹腔内灌注无菌生理盐

CO2 气腹，利用腹腔镜的电子注气系统保持腹

水存在压力不稳定等缺点，但由于其模拟了临

内压 3.99 kPa 的情况下并观察实验动物 6~

床腹水增加的情况，所以国内外还是有很多动

12 h，在此期间使用呼吸机辅助通气保证血

物模型采用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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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呼吸机控制呼吸[15]。可见使用 CO2 制作 ACS 模型

ACS 认识的深入，腹腔高压生理模型会越来越成熟。

可以使用电子充气系统，压力稳定且比较容易控制，但

2.3

实验动物的选择

一个成功的模型需要选择合适的

是有相关研究表明应用 CO2 气腹可导致高碳酸血症，所

动物。目前被用于 ACS 模型的动物包括大鼠、兔、狗、

以在使用 CO2 气腹的同时需要使用呼吸机来维持机体

猪等。

的酸碱平衡。国外也有少数在制作鼠等小型动物 ACS

大鼠：由于身体较小，许多设备及器械难于应用。在

模型时使用 CO2 气腹的，但是由于失去了呼吸机及电子

制作动物模型的过程中最好选择尽可能简单的方式。目前

供气系统的支持，压力难以稳定，而且存在高碳酸血症

涉及大鼠 ACS 模型制作方式，多为腹腔刺入套管针外接

的干扰

[16]

，所以 CO2 作为供气源制作模型时最好使用呼

三通管，一端接压力计，另一端灌注液器或气体，其测压
及稳压方式简单易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及时测压和稳定

吸机增加通气量。
腹腔灌注氮气模型：方法同上，但灌注的气体为氮气。

腹腔压力却成为实验的难点，由于大鼠隶属小型动物，难

氮气同 CO2 一样是惰性气体，不溶于水(常温常压下 1

以使用间接测压法，同时腹腔相对较小，腹腔灌注物体在

体积水溶解 0.02 体积氮气)，且不参与气体的交换，对

测压时的少量流失也会造成腹压波动明显。同时由于呼吸

内环境的影响较小，理论上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升高腹腔

机等设备难以应用，所以无法长时间观察动物，再加上大

灌注压的气体。最近 Gong 等

[17]

用 SD 大鼠，在全麻下

用 14 号套管针在腹正中线刺入腹腔并行荷包缝合固定，

鼠对各项手术操作的耐受性较差，所以使用大鼠作为实验
动物最终得出的实验结果可靠性稍差。

通过三通管联通压力计及氮气储气袋，并维持腹腔内压

兔、狗：两种动物皆为中型动物，由于狗和人的食

力(2.660±0.133) kPa。该模型未使用了电子注气系统，

谱较接近，消化器官功能同人类似，所以狗比兔更适合

取而代之是氮气储气袋，同时氮气对机体无害且不易吸

用于 ACS 的研究。中型动物可以使用实验的一般设备，

收，消除了气体本身的干扰因素，与 CO2 气腹模型相比

如呼吸机，尿管，深静脉导管等。所以具备进行 ACS

能更准确反映腹内高压情况下血气的变化。但有由于氮

的一般研究的条件。同时由于有足够大的腹腔和足够厚

气不参与气体交换所以很难通过呼吸排出体外，而且有

的腹壁，可以使用电子注气设备控制腹腔内压力，就可

报道称氮气可能增加气体栓塞的风险[18]。

以构成较为理想的动物模型。但上述动物由于体型、血

2.2.3 腹腔置入盐水袋模型

[19]

2009 年 Benninger 等

在研究猪在腹腔高压情况下不同关腹方式对动物的影

容量等的限制，难以耐受较大手术，所以完成生理 ACS
模型较为困难。

响时，通过腹腔置入盐水袋的模型来制作腹腔高压。该

猪：实验动物中较大的种类，和人体较为接近，对

模型实际操作较为繁琐，且容易导致腹腔内压力不均

各项手术操作的耐受性较强，为较理想的实验动物。目

匀，腹压的测量较为困难。虽然有上述缺点，但是该模

前国外很多较复杂的实验，比如生理腹腔高压模型多选

型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可以在开腹完成腹腔内操作后再

择猪来做实验动物。与之前的实验动物相比，它惟一的

造腹腔高压，使得实验题材及内容明显增加。

缺点也许是的实验成本较高，限制了实验数据的统计学

2.2.4 生理模型

的处理。

2007 年 Schachtrupp 等在总结 ACS

腹腔压力的测定

的动物模型之后发现当时的模型多是通过气体、液体及

2.4

其他物质占据腹腔空间的方式来升高腹腔内压，并提出

量腹压及维持腹压的方式，目前可以选择的测压方式主

下个阶段是使用生理方法制作动物模型，即通过失血性

要分为直接测压法和间接测压法：直接测压法是通过腹

休克后液体复苏导致腹腔漏出液增加的方式来升高腹

腔引流管或穿刺针连接压力计或传感器直接测定腹腔

腔内压力。

灌注压，或通过腹腔镜检查术中的气腹机对腹腔压力进

之后在 2010 年 Shah 等

[20]

在制作猪 ACS 模型时模

成功的 ACS 模型需要合理的测

行自动连续监测；间接测压法包括测量：胃内压，下腔

拟失血性休克后发生腹腔高压的情况，先通过放血使其

静脉压力，膀胱内压力，腹腔植入气袋或盐水袋测压法。

平均动脉压保持 6.65 kPa 并维持 1 h，再用 2 倍失血量

间接测量法由于创伤较小，临床使用较多。但是作为

的平衡盐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同时给实验动物的肠系膜

ACS 动物模型建立研究的测压方式主要是直接测压法，

上静脉加压至 3.99 kPa，测压方式为腹腔植入盐水袋，

因为大多数腹腔高压模型选择向腹腔内灌注气体或液

袋内接压力计，当腹内压力达到 2.66 kPa 后，表示模

体的方式来制作腹腔高压模型，实验中只需套管针的尾

型制作成功。该模型的关键是肠系膜高压，如果失去肠

端链接三通管即可将测压及稳压连为一体，如果在实验

系膜高压，腹压则很难升高至 2.66 kPa。失血性休克后

中使用电子注气系统则测压及稳压的方式更为简便。如

过量的平衡盐复苏一直被认为是 ACS 形成的原因之

果要建立生理 ACS 模型则较为困难，需要在开腹的情

[21]

，Shah 是首个使用生理方式成功复制 ACS 模型，

况下完成相关的手术操作，这样就需要使用间接测压法

而且很好模拟了失血性休克后过度复苏导致的腹腔高

或使用腹腔置入水袋或气袋的方式来间接测量腹腔内

压，该实验加深了人类对 ACS 的认识，相信随着人类对

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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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 讨论
[13]

一个成功的 ACS 动物模型最好能保持腹腔压力的
稳定并能持续一定的时间，同时尽可能少的影响实验结
果。所以无论选择腹腔灌注气体还是灌注液体模型的测
量腹腔内压并维持压力的稳定是关键。腹腔灌注液体模

[14]
[15]
[16]

型无法动态监测腹压，且压力波动较大，与之相比腹腔

[17]

灌注气体模型测压较为方便，若使用电子供气系统动态

[18]

监测则更为理想。生理模型是前瞻性的实验，但现有的
生理模型有待改进。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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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课题未涉及任何厂家及相关雇主或其他经
济组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利益的赞助。

伦理批准：无涉及伦理冲突的内容。
此问题的已知信息：ACS 可以引起腹腔内脏器的缺血
缺氧改变，同时也影响腹腔外脏器的功能，其中对肺的影
响及对血液循环的影响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
研究 ACS 所使用的动物模型的方法包括液体、气体致腹腔
高压模型及生理腹腔高压模型。

本综述增加的新信息：不仅总结了现有腹腔高压模型
的制作，同时提出不同动物对腹腔高压的耐受力也不尽相
同。

临床应用的意义：对积极早期腹腔减压，有效减少腹
腔高压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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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修饰的医学英语句型：“对照组光镜下 HE 染色大脑皮质微血管周间隙正常”
中文

修饰前的英文

修饰后的英文

对照组光镜下 HE 染色大脑皮质

In control group,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微血管周间隙正常，管壁结构完

exhibited normal pericapillary spaces of cerebral

revealed normal pericapillary spaces, intact

整，内皮细胞光滑。

cortex, intact structure of vessel walls, and

vessel walls and smooth vascular endothelial

smooth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cells within the cerebral cortex.

管腔内无血液成分；神经细胞大小

There was no erythrocyte in vascular lumina.

No erythrocytes were observed within the

正常，胞核居中，核浆比无异常，

Neurons presented with normal morphology, with

vascular lumina. Neurons exhibited normal

胞内结构清晰可见。

clear round nuclei and proper nucleus to

morphology, with clear round nuclei and a

cytoplasm ratio.

constant nucleus-cytoplasm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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