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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部分或全部胰腺切除术后ꎬ 患者常有糖耐量异常甚至糖尿病的发生ꎮ 针对此类胰腺手术ꎬ 将切除组织中的

胰岛提取后自体移植以保护胰腺内分泌功能的方法逐渐受到重视ꎮ 本文总结自体胰岛移植自 １９７７ 年开展首例至今 ４０ 余
年的进展历程ꎬ 包括胰岛分离提纯及移植技术的进步、 术后效果特别是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的改善以及该术式适应证的
不断拓展ꎬ 并对当前自体胰岛移植现状和所面临的困难进行论述ꎬ 对其发展前景作出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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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作为兼具内分泌功能和外分泌功能的独特器
官ꎬ 在人体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中均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ꎮ 其中胰腺内分泌功能主要由胰岛来完成ꎮ 有
文献报道当胰腺切除超过 ９５％ 时ꎬ 所有术后患者均

需补充 外 源 性 胰 岛 素 [１] ꎮ 此 外 一 些 胰 腺 节 段 手 术ꎬ
例如胰体尾切除术或胰腺中段切除术等ꎬ 虽然保存了
一定比例的腺体ꎬ 仍有患者术后出现血糖调节异常表

现ꎬ ２０１０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将这类胰源型糖尿病单
独归类为 ３Ｃ 型糖尿病 [２] ꎮ

为预防此类胰源型糖尿病的发生ꎬ 早在 １９６８ 年ꎬ
Ｈｏｇｌｅ 等 [３] 就报道完成了胰腺次全切除 ＋ 胰尾自体移
植手术ꎬ 且取得了一定疗效ꎮ 此后ꎬ 许多学者也各自
报道了其在此方面的工作 [４] ꎮ 这种胰腺节段自体移
植的办法ꎬ 在术后糖尿病预防方面具有一定效果ꎬ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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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却带来了术后移植受区胰瘘、 感染、 脓肿的形成ꎬ
最终导致移植失败ꎮ 在 Ｌａｃｙ 等 [５] 创立的从胰腺中分
离胰岛细胞技术和 Ｂａｌｌｉｎｇｅｒ 等 [６] 报道的糖尿病大鼠
胰岛细胞移植实验的启发鼓舞下ꎬ 自体胰岛细胞移植
成为另一个研究方向ꎮ １９７７ 年ꎬ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报道了世界上首例慢性胰腺炎胰腺切除 ＋ 自体胰岛移
植手术ꎬ 患者术后疼痛明显缓解且保持胰岛素不依赖
长达 ６ 年ꎬ 直至因与胰腺无关的疾病逝世

[１]

ꎮ 此后

胰腺冷缺血时间大于 ８ ~ １６ ｈ 有关ꎮ ２００４ 年 Ｍｕｒｄｏｃｈ

等 [１５] 的研究指出ꎬ 在胰岛移植中胰腺的整体灌注效
果更佳ꎬ 不仅能减少热缺血时间、 保证胰腺组织功能
的良好性ꎬ 还可冲洗掉胰腺组织内血细胞ꎬ 使胰腺组
织更容易被消化ꎮ ２００９ 年 Ａｎａｚａｗａ 等 [１６] 采用更加高
效的组合消化酶来替代传统胶原酶ꎬ 增加分离提纯胰
岛产量ꎮ
目前胰岛细胞的获取流程在几个较大的开展中心

多家医疗中心陆续开展了自体胰岛移植术 [７￣ ９] ꎬ ２００１

已经基本成熟ꎬ 具体为: 离体胰腺组织迅速放置于低

２４０ 例自体胰岛移植ꎬ 但其中仅 ４ 个医疗中心实施超

液进行冲洗ꎬ 之后经主胰管注入胶原酶、 蛋白酶等组

年国际胰岛移植协会报道全球 １５ 个医疗中心实施了
过 １２ 例

[１０]

ꎮ 随着胰岛提纯技术的进步ꎬ ２００５ 年美国

外科医师协会在年会中提出将自体胰岛移植定义为首

选之法而非补救之法ꎬ 截至目前ꎬ 全球已有超过 ２０

温容器中ꎬ 对主胰管及主要动脉插管并使用静态保存
合消化酶ꎬ Ｒｉｃｏｒｄｉ 自动消化系统进行消化分离ꎬ 最
终与人血清蛋白及肝素混合以备用 [１７￣ １８] ꎮ

１ ２

个医疗中心报道近千例自体胰岛移植手术ꎮ

１
１ １

移植技术及部位

采取经门静脉或肠系膜静脉行胰岛悬液输注使之
定植于肝脏是最常用的移植方案ꎮ 虽然也有少数其他

自体胰岛移植进展

移植位点的案例报道如肾被膜、 脾脏、 大网膜ꎬ 腹腔

胰岛分离提纯技术

脉输注肝脏移植的备选部位ꎬ 尤其是在输注过程中出

等 [１９￣ ２２] ꎬ 但因其术后效果均不甚理想ꎬ 只作为门静

胰岛分离提纯技术是自体胰岛移植开展的前提
和基础ꎬ 对 于 术 后 胰 岛 素 不 依 赖 率 起 着 决 定 性 作

现严重门静脉高压被迫中止情况时应用 [２３] ꎮ

经门静脉或肠系膜静脉胰岛悬液输注具体方案

用ꎮ ２００１ 年国际胰岛移植机构报道ꎬ 自体胰岛移植

为: 经门静脉或肠系膜静脉的属支向门静脉内置入导

植注入胰岛细胞 > ３０ 万当量ꎬ 胰岛素不依赖率可高

５ｍｉｎ 前ꎬ 给 患 者 静 脉 注 射 肝 素 ( ７５ ~ １００ Ｕ / ｋｇ ) ꎬ

岛量较少时ꎬ 胰岛功能会明显下降ꎬ 如果移植的胰岛

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内缓慢注入门静脉ꎬ 术中如果门静脉压力
>４０ ｃｍ Ｈ２ Ｏ (１ ｃｍ Ｈ２ Ｏ ＝ ０ ００９８ ｋＰａ) 或患者血压降

术后 １ 年内胰岛素不依赖率为 ４７％ ꎬ 并指出如果移
达 ７１％

[１０]

ꎮ ２０１２ 年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等

[１１]

报道ꎬ 移植的胰

数目>５０ 万当量ꎬ 胰岛功能则可维持较长时间ꎮ 自体
胰岛移植开展的 ４０ 年中ꎬ 胰岛分离提纯技术的改进
始终贯穿其中ꎬ 通过对胰腺消化手段、 条件、 消化酶
及分离纯化技术的不断改进ꎬ 分离提纯的胰岛细胞数
量不断提高ꎬ 显著改善了自体胰岛移植术后疗效ꎬ 推
动了该术式的普及ꎮ

１９８０ 年明尼苏达大学报道的第一例自体胰岛移

管并用三通管连接压力计来测量门静脉压ꎮ 注射悬液
以预防输注的胰岛组织周围血栓形成ꎮ 胰岛悬液于

低ꎬ 必须中断胰岛注入ꎻ 若门静脉压力下降且低血压
通过静脉补液或注射升压药得以纠正ꎬ 也可在 １０ ~

２０ ｍｉｎ后继续注入ꎮ
等

为了应对输注过程中门静脉高压并发症ꎬ Ｃａｍｅｒｏｎ

[２４]

报道若门静脉压力持续升高达到 ３０ ｃｍ Ｈ２ Ｏꎬ 应

停止门静脉输注ꎬ 可将剩余的胰岛移植至肾被膜下、

植中应用的胰岛提纯技术将胰腺取下后采用冰盐水保

胃小网膜囊、 肠系膜等处ꎮ Ｃａｓｅｙ 等[２５]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２６]

然后切碎胰腺并在 ３７ ℃ 环境下采用胶原酶消化ꎬ 最

可减少注射量从而降低门静脉压力升高的风险ꎬ 但纯

存ꎬ 胰管内灌注冷 Ｈａｎｋｓ 液后去除坏死组织和脂肪ꎬ
后 经 离 心 后 获 得 分 离 提 纯 的 胰 岛 [１] ꎮ １９８８ 年ꎬ
Ｒｉｃｏｒｄｉ 等

[１２]

发明了胰岛自动分离系统ꎬ 使得胰岛在

恒温消化过程中逐渐释出ꎬ 避免了胶原酶对胰腺的过
度消化ꎬ 减少了人为干预问题ꎬ 使胰岛的获取量和纯
度进一步得到提高ꎮ １９９２ 年 Ｇｏｒｅｓ 等

[１３]

总结其所在

中心的开展经验ꎬ 提出相比于最初胰腺剪碎后浸泡胶
原酶消化ꎬ 经胰管灌注消化可以显著提高胰腺消化效
果ꎮ １９９５ 年ꎬ Ｌａｋｅｙ 等 [１４] 发现胰岛的分离率降低与
１８２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

提出如果胰岛粗提纯后超过 １５ ｍｌꎬ 通过进一步纯化
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造成提纯胰岛数量的丢失ꎮ 此
外ꎬ 输注 途 径 的 改 变 也 可 预 防 门 静 脉 高 压ꎬ Ｐｏｌｌａｒｄ

等 [２７] 报道ꎬ 应用闭锁脐静脉再通插管入门静脉的方
法输注胰岛细胞悬液ꎬ 避免了直接自门静脉输注产生
门脉高压的可能ꎮ
针对患者需一直处于麻醉状态等待胰岛细胞制

备ꎬ Ｍｏｒｇａｎ 等 [２８] 提 出 胰 腺 切 除 后 常 规 关 腹 结 束 手
术ꎬ 待胰岛细胞悬液制备完成后ꎬ 经皮肝穿刺门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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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伤、 胰腺良性肿瘤 ( 胰腺假性囊肿、 胰腺囊腺瘤、

输注胰岛细胞悬液的方法ꎮ

１ ３

术后效果: 胰岛素不依赖率

１９７７ 年至今ꎬ 自体胰岛移植已开展 ４０ 余年ꎬ 随

着胰岛分离、 消化提纯技术的进步ꎬ 术后效果特别是
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得到逐步提高ꎮ
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报道了首例自体胰岛移植手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等 [３４￣ ３９] ꎻ 恶性肿瘤胰腺癌的

自体胰 岛 移 植 案 例 亦 有 报 道ꎬ 例 如 ２００４ 年 Ｆｏｒｓｔｅｒ
等 [４０] 报道了一例胰腺癌患者行保留幽门的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ꎬ 术后因严重胰瘘而又实施残余胰腺切除 ＋
自体胰岛移植手术ꎮ

术ꎬ 同时也是目前开展最多的医疗机构ꎬ 截至目前已
成功实施 ４００ 例以上ꎬ 回顾来自明尼苏达大学不同时

总之ꎬ 自体胰岛移植在胰腺术后预防血糖调节异
常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ꎬ 此术

期的报道ꎬ 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逐步提高ꎮ 自体胰岛

式的开展也越来越广泛ꎬ 适应证不断拓展ꎮ

年ꎬ 该中心报道实施的 １０ 例胰岛自体移植中ꎬ 仅有

２

移植开展初期ꎬ 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并不乐观ꎬ １９８０
３ 例无须应用外源性胰岛素

[１]

ꎮ １９９１ 年ꎬ 该中心总

结报道了 ２４ 例慢性胰腺炎行胰腺全部或次全切除术

自体胰岛移植现状
经过 ４０ 余年的发展ꎬ 自体胰岛移植术式已逐渐

后自体胰岛移植情况ꎬ ５ 例术后完全脱离胰岛素 ( 随

完善ꎬ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ꎬ 但术后胰岛素不依

胰岛素ꎬ 但移植术后 １８ 个月重新接受胰岛素治疗 [８] ꎮ

素有很多ꎬ 主要包括分离纯化的胰岛量和胰岛定植存

访期为 ５ 个月 ~ ６ 年) ꎬ ３ 例术后早期无须应用外源性
随着胰岛分离提纯技术的改进ꎬ 自体胰岛移植的效果
逐渐得到改善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该中心报道了随访 ４ 年以
上的 ３９ 例自体胰岛移植病例ꎬ ５１％ 的患者术后短期
内能够达到胰岛素不依赖ꎬ ３４％ 的患者术后 ２ ~ １０ 年
间仍然无须应用外源性胰岛素

[２９]

ꎮ ２００７ 年ꎬ 该中心

再次总结了自体胰岛移植情况ꎬ １９７７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该
中心共完成 １９８ 例自体胰岛移植手术ꎬ 其中近半数患

者是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完成的ꎬ 统计这部分患者术后 １
年胰岛素不依赖率达 ５５％ꎮ 同时全球其他医疗中心

也分别就其自体胰岛移植病例术后效果进行了报道ꎬ
如 Ｗｉｌｓｏｎ 等

[３０]

总结其中心自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开展的

１６６ 例自体胰岛移植ꎬ 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为 ３８％ꎻ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等

[３１]

回顾研究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４ 年实施的 ３６ 例

自体胰岛移植术ꎬ 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为 ３３％ꎮ 目

赖率仍然不能令人满意ꎮ 影响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因
活情况ꎮ 其中胰岛获得量被认为是最关键的影响因
素ꎮ 胰岛获得量主要取决于胰岛分离纯化技术和胰腺
本身因素ꎮ 胰岛的分离纯化包括消化分离、 密度梯度
离心纯化等多个步骤ꎬ 这些步骤均破坏了胰岛原有生
存坏境ꎬ 影响着胰岛的存活及活性ꎮ 在消化过程中ꎬ
消化不足和过度消化均严重制约最终的胰岛提取量ꎬ
消化酶、 消化时间、 消化坏境是关键性因素ꎮ 最优化
的方案应该具备高效的消化酶、 恰当的消化时间和最
合适的消化坏境ꎮ 虽然经过不断探索ꎬ 已经形成了一
套相对成熟的胰岛消化提纯方案ꎬ 使得胰岛获得量较
前显著提高ꎮ 但突破当前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瓶颈的
基石仍然可使胰岛分离纯化技术进一步优化ꎮ 胰腺本
身因素 ( 包括胰腺纤维化和萎缩程度、 既往胰腺手

术史、 性别等) 也 是 影 响 胰 岛 获 得 量 的 重 要 因 素ꎮ

前全球范围内自体胰岛移植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为

胰腺纤维化和腺泡萎缩程度与胰岛获得量呈显著负相

１ ４

１００％ꎬ ２ 分患者降至 ４０％ꎬ ３ 分患者为 ３３％ꎬ ４ 分患

３０％ ~ ５５％ꎮ

适应证

自体胰岛移植最初应用于慢性胰腺炎胰腺全切或
次全切手术患者ꎮ 慢性胰腺炎会造成顽固性腹痛和胰
腺内、 外分泌功能永久损伤ꎬ 对于那些经过合理的内
科治疗及标准外科处理后症状仍不能缓解的患者ꎬ 全
胰切除成 为 清 除 病 灶、 解 决 顽 固 性 疼 痛 的 有 效 手
段

[３２]

ꎮ ２０１４ 年 Ｂｅｌｌｉｎ 等

[３３]

关ꎬ 纤维化评分 １ 分的患者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高达
者仅为 １１％ [４１] ꎮ 既往胰腺手术史包括部分切除和侧

胰管空肠吻合术等也影响胰岛获取量ꎮ 有研究报道ꎬ
女性术后胰岛素不依赖率显著高于男性ꎬ 可能与女性
患者胰腺病变范围小相关 [４２] ꎮ 术前严格监测胰腺的
病理变化、 评估胰腺纤维化程度ꎬ 将有助于判断进行

发表了全胰切除联合自体

自体胰岛移植的最佳时机ꎬ 提高术后效果ꎮ 另一个突

胰岛移植治疗慢性胰腺炎的临床治疗指南ꎬ 对其适应

出问题是胰岛素不依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低ꎮ

证、 禁忌证、 最佳时机及术前评估作了具体规范ꎮ
随着自体胰岛移植技术的成熟进步ꎬ 其适应证不
再局限于慢性胰腺炎ꎬ 针对胰腺的其他良性疾病实施
胰腺切除 ＋ 自体胰岛移植的报道也陆续出现ꎬ 如胰腺

根据 Ｂｅｌｌｉｎ 等[４３] 在 ２０１２ 年的报道ꎬ ４０９ 例自体胰岛移
植术后 ６ 个月不依赖率为 ２３％ꎬ １ 年不依赖率为 ２８％ꎬ

２ 年不依赖率为 ３２％ꎬ ３ 年不依赖率为 ３０％ꎬ 随着时
间的推移ꎬ 胰岛素不依赖率呈现逐渐下降趋势ꎮ 此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１８３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外ꎬ Ｗｉｌｓｏｎ 等 [４４] 于 ２０１４ 年随访总结 １６６ 例自体胰岛

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ｉｓｌｅｔ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ｏｔａｌ

５ 年不依赖率下降至 ２７％ꎮ 针对 这 一 现 象 的 产 生 机

ａｔｉｔｉｓ [Ｊ].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１９９１ꎬ １１０: ４２７￣ ４３７.

ｏｒ ｎｅａｒ￣ｔｏｔａｌ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ａｎｃｒｅ￣

移植案例并指出ꎬ 术后 １ 年胰岛素不依赖率为 ３８％ꎬ
制ꎬ 目前尚无相关研究论证ꎬ 推测其与移植胰岛的凋

[８]

亡失活相关ꎮ
另一方面ꎬ 自体胰岛移植的推广和普及程度远远
不足ꎬ 其原因在于这一术式的开展不仅需要精通胰腺

[９]

手术的医护工作团队ꎬ 同时从事胰岛分离纯化的专业

行ꎬ 这极大限制了该术式在各个医疗机构的普及开
展ꎮ 回顾我国自体胰岛移植现状ꎬ 其进展更加不理
想ꎬ 直至 ２０１３ 年才有首例胰腺次全切除联合自体胰
岛细胞移植治疗慢性胰腺炎的报道 [４５] ꎬ 截至目前并
无其他相关报道ꎬ 自体胰岛移植的开展普及仍然任重

体胰岛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ꎬ 会有越来越多的
患者通过该治疗获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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