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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１．５ ｋＰａ。ＰｇＣ（）：或Ｐ（ｇ—ａ）Ｃ（）：值越大，表示缺血越严
重。ｐＨｉ复苏到＞７．３０作为终点．并且达到这一终点的时

早期复苏的病死率明显高于到达医院延迟复苏的患者。另一
项临床研究也发现，活动性出血早期复苏时将收缩压维持在

间＜２４ ｈ与超过正常Ｄ０。为终点的复苏效果类似，但是比

７０ ｎｌｍ

Ｄ（）。能更早、更精确地预测患者的死亡和Ｍ（）ＤＳ的发生。然

差异，这可能与患者病例数少、病种（钝挫伤占４９％，穿透伤
占５１％）、病情严重程度轻和研究中的方法学有关，其限制性

而，最近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发现，胃黏膜张力计指导下
的常规治疗和在胃黏膜张力计指导下的最大程度改善低灌

Ｈｇ或１００

ｍｍ

Ｈｇ并不影响患者的病死率，其结果无

复苏组的平均收缩压也达到了１００ ｍｍ Ｈｇ。另外，大量的晶

注和再灌注损伤的治疗，结果发现患者的病死率、Ｍ（）ＤＳ发
生率、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天数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可

体液复苏还增加继发性腹腔室间隔综合征的发病率。对于非

以认为，ｐＨｉ可以用于评估预后，而Ｐｇｃ（）。或Ｐ（ｇ—ａ）ｃｏｚ值

的失血性休克思者，早期输血组再出血率明显增加。但早期

对预后的评估作用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限制性液体复苏是否适合各类失血性休克，需维持多高的血

７．７其他：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血管床可用来更直接地测

压．可持续多长时间尚未有明确的结论。然而，无论何种原因

定局部细胞水平的灌注。经皮或皮下氧张力测定、近红外线

的失血性休克，处理首要原则必须是迅速止血，消除失血的
病因。

光谱分析及应用光导纤维测定氧张力测定等新技术已将复
苏终点推到细胞和亚细胞水平。但是，缺乏上述技术快速准

刨伤性未控制出血的失血性休克，有研究显示在消化道出血

对于颅脑损伤患者，合适的灌注压是保证中枢神经组织

确的评价结果及大规模的临床验证。

氧供的关键。颅脑损伤后颅内压增高，此时若机体血压降低，

８未控制出血的失血性休克复苏

则会因脑血流灌注不足而继发脑组织缺血性损害，进一步加

未控制出血的失血性休克是低血容量休克的一种特殊
类型，常见于严重创伤（贯通伤、血管伤、实质性脏器损伤、长
骨和骨盆骨折、胸部创伤、腹膜后血肿等）、消化道出血、妇产

重颅脑损伤。因此，一般认为对于合并颅脑损伤的严重失血
性休克患者，宜早期输液以维持血压，必要时合用血管活性
药物，将收缩压维持在正常水平，以保证脑灌注压，而不宜延

科出血等。未控制出血的失血性休克患者死亡的原因主要是
大量出血导致严重持续的低血容量休克甚至心搏骤停。

迟复苏。允许性低血压在老年患者应谨慎使用，在有高血压

大量基础研究证实，失血性休克未控制出血时早期积极

推荐意见２３：对出血未控制的失血性休克患者，早期采
用控制性复苏，收缩压维持在８０～９０ ｍｍ Ｈｇ，以保证重要脏

复苏可引起稀释性凝血功能障碍；血压升高后，血管内已形
成的栓塞凝血块脱落，造成再出血；血液过度稀释．Ｈｂ降低，
减少组织氧供；并发症和病死率增加。因此提出了控制性液
体复苏（延迟复苏），即在活动性出血控制前应给予小容量液

病史的患者也应视为禁忌。

器的基本灌注．并尽快止血；出血控制后再进行积极容量复
苏。（Ｄ级）
推荐意见２４：对合并颅脑损伤的多发伤患者、老年患者

体复苏，在短期允许的低血压范围内维持重要脏器的灌注和
氧供，避免早期积极复苏带来的不良反应。动物实验表明，限

及高血压患者应避免控制性复苏。（Ｅ级）

制性液体复苏可降低死亡率、减少再出血量及并发症。

波，何振扬，赵灵，黄青青，管向东

有研究比较了即刻复苏和延迟复苏对躯体贯通伤的创
伤低血压患者（收缩压＜９０

ｍｍ

编写工作小组（按姓氏笔画为序）：刘大为，严静，邱海
北京协和医院（刘大为）；浙江医院（严静）；东南大学附

Ｈｇ）病死率和并发症的影
响，即刻复苏组病死率显著增高，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

属中大医院（邱海波）；海南省人民医院（何振扬）；珠海市人

肾功能衰竭、凝血障碍、严重感染等的发生率也明显增高。回

学附属第一医院（管向东）

民医院（赵灵）；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黄青青）；中山大

顾性临床研究表明，未控制出血的失血性休克患者现场就地

·科研新闻速递·
胰岛素强化疗法和羟基淀粉复苏治疗严重脓毒症
胰岛素强化疗法治疗脓毒症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液体复苏能提高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存活率，但选择晶体液还是胶体液复
苏还存在争议。最近德国学者进行了多中心临床研究，他们把脓毒症患者随机分为３组：胰岛素强化治疗组、常规胰岛素治疗
联合１０％羟基淀粉，或者联合乳酸林格液复苏组。记录３组患者２８ ｄ病死率和器官损伤评分。结果显示：胰岛素强化治疗组
脓毒症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明显低于常规胰岛素治疗组，但两组之间２８ ｄ病死率和器官损伤评分无明显差异：胰岛素强化治
疗组发生严重低血糖的反应率高于常规胰岛素治疗组；胰岛素强化治疗组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需要肾脏替代疗法的发生率
均明显高于乳酸林格液复苏组。因此，德国学者认为，胰岛素强化治疗可能增加了脓毒症患者严重低血糖反应的发生率。
黄彬，编译自《Ｎ

Ｅｎ９１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８，３５８（２）：１２５—１３９；胡森，审校

氢化可的松治疗对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影响
尽管对氢化可的松治疗脓毒性休克存在争议，但仍被广泛用于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治疗。为了说明氢化可的松疗法对脓毒
症休克患者的作用，以色列学者进行了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实验分氢化可的松治疗组（２００ ｍｇ／ｄ，６
５

ｈ

１次，

ｄ后减量）和安慰剂组，观察两组患者２８ ｄ病死率和休克逆转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在４９９例患者中，２３３例对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无反应，其中氢化可的松组１２５例，安慰剂组１０８例。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病死率无明显差异。氢化可的松组患者休克复
苏虽然比对照组更快，但更容易发生二次感染和新的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因此他们认为，氢化可的松治疗能加快休克的逆
转，但不能改善脓毒性休克患者（包括那些对肾上腺皮质激素无反应患者）的存活率。
黄彬，编译自《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８，３５８（２）：１１１—１２４；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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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组织氧供。王黎等¨”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抑制血

从失血性休克大鼠模型的平均放血量、不同时

液脂质过氧化增强，提高红细胞变形能力和进一步

间存活率和ＭＡＰ随时间变化的结果来看，该模型

降低血黏度，可明显改善微循环。红细胞聚集指数的

为难逆性失血性休克‘“。失血性休克时乳酸生成增

变化与微循环淤滞期的变化不同。

加、清除减少，血乳酸值是反映组织灌注情况的重要

综上所述，鉴于难逆性失血性休克早期血液流

指标。与休克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３。从本研究的结

变学特性的变化与微循环淤滞期有所不同，即血液

果来看，休克后ｏ ｍｉｎ血乳酸值即明显升高，至休克

黏度和红细胞聚集性降低。所以，传统复苏方式在降

后１２０ ｍｉｎ，血乳酸值有所下降，但仍明显高于基础

低血液黏度情况下可能加重组织损伤。而高黏度的

值，提示失血性休克引起的组织低灌注和缺氧比较

复苏可能成为失血性休克早期有效救治策略之一。

明显。血乳酸值在休克后１２０ ｍｉｎ低于ｏ ｍｉ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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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聚集性紊乱是引起微循环障碍的重要因素¨“。从

［１１］王黎，陈洁，裴瑞，等．灵芝多糖对兔失血性休克再灌注血液流

本研究结果看，难逆性失血性休克早期红细胞变形

变学和脂质过氧化的影响［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２００４，１１（４）：２１ ５

２１ ７．

性和聚集指数明显降低，在观察期内无明显的改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一３１修回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２一１６）

红细胞变形性的降低将进一步引起微循环障碍，影

（本文编辑：李银平）

·科研新闻速递·
羟乙基淀粉液体复苏脓毒性休克的临床回顾性分析
最近国外学者对羟乙基淀粉液体治疗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了回顾性分析。通过检索大量文献。共分析
了１２个随机对照临床试验、１ ０６２例患者，其中１０项是针对５ ｄ或更短时间内急性脓毒性休克患者的研究，２项实验是针对
３４～９０ ｄ脓毒症中后期液体的研究，将心肺功能和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作为评价指标。结果显示，使用羟乙基淀粉液复苏的脓毒

症患者，急性肾功能损害发生率明显高于使用胶体液和类晶体液复苏者。几项近期试验还显示，使用羟乙基淀粉复苏增加了
脓毒性患者的总体病死率，其中每日使用羟乙基淀粉２２ ｍｌ／ｋｇ的患者病死率明显高于使用低剂量羟乙基淀粉者。研究者因此
得出结论：脓毒性休克时采用羟乙基淀粉液体复苏治疗可增加急性肾功能损害的风险，降低了患者的生存率；应避免将羟乙
基淀粉使用于脓毒症患者的液体复苏。
黄彬，编译自《ＢＭＣ Ｅｍｅｒｇ Ｍｅｄ》，２００８，８（１）：１；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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