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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休克后期血管加压素分泌调节异常的预后价值

周庆明 杨秀芬 孙静娜 王春玲 李栋梁

【摘要】 目的 探讨感染性休克后期患者血管加压素（VP）分泌调节异常的预后价值。方法 采用前瞻

性研究方法，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入住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感染性休克患

者 55 例，测定其输注 3%氯化钠溶液（高渗盐水）前后血钠及血清 VP 水平，以 驻VP/驻Na≤0.5 pg/mmoL 为无反

应组，＞0.5 pg/mmoL 为有反应组，比较两组患者血乳酸、C- 反应蛋白（CRP）水平、多巴胺（DA）和去甲肾上腺

素（NE）等血管活性药物应用情况，以及 28 d 病死率、死亡患者的生存时间和存活患者 ICU 住院时间的差异。

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 VP 的预后价值。结果 无反应组 30 例（占 54.5%），有反应组 25 例

（占 45.5%）。两组患者年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中心静脉压（CVP）、血

压、血清白蛋白水平以及输注高渗盐水前后血钠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无反应组基础 VP 水平显著低于有

反应组（ng/L：10.66±1.57 比 17.13±5.12，t＝6.091，P＜0.001），输注高渗盐水后 VP 水平仍显著低于有反应组

（ng/L：11.65±1.74 比 22.50±5.31，t＝9.758，P＜0.001）。与有反应组比较，无反应组血乳酸（mmol/L：3.04±0.55

比 2.28±0.38，t＝-5.881，P＜0.001）、CRP（mg/L：117.9±23.0 比 94.9±17.0，t＝-4.143，P＜0.001）、应用血管活

性药物剂量〔DA（滋g·kg-1·min-1）：14.8±3.9 比 8.9±1.6，t＝-5.725，P＜0.001；NE（滋g·kg-1·min-1）：0.96±0.42 比

0.40±0.09，t＝-5.625，P＜0.001〕均明显升高；28 d 病死率明显升高（66.7%比 40.0%，χ2＝3.911，P＝0.048）；

死亡患者的生存时间无差异（d：5.8±1.9 比 6.1±2.3，t＝0.384，P＝0.704）；存活患者 ICU 住院时间明显延长

（d：9.9±2.3 比 6.7±1.7，t＝-4.044，P＝0.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以 驻VP/驻Na 为 0.5 pg/mmol 作为判定预后

的标准，敏感度为 66.7%，特异度为 64.0%，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28，95%可信区间（95%CI）为 0.722～

0.934。结论 感染性休克后期患者基于渗透压调节的 VP 分泌障碍有较高的发生率，以其评价患者预后有一定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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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decreased vasopressin （VP）modulation in the
late-phase of septic shock. Methods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Fifty-five septic shock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2 to February 2014 were
enrolled. All patients received 3% hypertonic saline solution infusion.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sodium and VP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hypertonic saline solution infusion. Patients with ratio of difference in sodium and VP before
and after infusion of 3% hypertonic saline （驻VP/驻Na）≤0.5 pg/mmol were defined as non-responders，and who ＞
0.5 pg/mmol were defined as responders. The levels of lactic acid，C-reactive protein （CRP），and vasoactive drug
〔dopamine（DA）and norepinephrine（NE）〕usa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28-day mortality，live
time in the dead，and ICU day in survivors were analyz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was drawn to assess prognostic value of VP. Results There were 30 cases （54.5%） in
non-responsive group，and 25 （45.5%）in responsive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ge，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Ⅱ）score，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blood pressure，
plasma albumin level，sodium level before and after hypertonic saline solution infu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baseline level of VP in the non-responsive group was marked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sponsive group （ng/L：10.66±
1.57 vs. 17.13 ±5.12，t ＝6.091，P ＜0.001）. After hypertonic saline solution infusion，the VP level was 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responsive group（ng/L：11.65±1.74 vs. 22.50±5.31，t＝9.758，P＜
0.001）. The non-responders showed higher lactic acid （mmol/L：3.04±0.55 vs. 2.28±0.38，t＝-5.881，P＜0.001）
and CRP （mg/L：117.9±23.0 vs. 94.9±17.0，t＝-4.143，P＜0.001），and received larger dosage of vasoactive drugs
〔DA（滋g·kg-1·min-1）：14.8±3.9 vs. 8.9±1.6，t＝-5.725，P＜0.001；NE（滋g·kg-1·min-1）：0.96±0.42 vs. 0.40±

DOI：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4.10.005

基金项目：河北省医学科学研究重点课题计划（20110319）

作者单位：050031 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ICU（周庆明、杨秀芬、李栋梁），检验科（孙静娜、王春玲）

通信作者：王春玲，Email：mrdrzqm@sina.com

706·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4 年 10 月第 26 卷第 10 期 Chin Crit Care Med，October 2014，Vol.26，No.10

感染性休克（脓毒性休克）是重症监护病房

（ICU）中的常见并发症，其病因及发生发展的病理

生理机制复杂，尽管已经有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依然有很高的病死率。研究发现，血管加压素（VP）

是体内重要的应激激素，在感染性休克时对稳定循

环、调节免疫、影响代谢等均发挥重要作用［1-4］。在感

染性休克的不同阶段，体内 VP 水平差异极大［4-6］，特

别是感染性休克后期，VP 合成、分泌调节机制存在

严重异常［5-6］，可能对预后产生影响［7-8］。目前涉及此

方面的研究资料较少，本研究从血清 VP 的渗透压

调节机制异常角度，探讨 VP 在感染性休克后期患

者中的预后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入住本院 ICU 的感染性休克患

者。① 入选标准：年龄≥18 岁；有明确的感染性休克

表现（符合 2008 国际脓毒症指南标准），且休克持续

时间≥24 h。② 排除标准：年龄＜18 岁；非感染性

休克；感染性休克持续时间＜24 h；血清 Na＋≥

150 mmol/L；应用 VP 治疗。③ 剔除标准：研究期间

放弃治疗者。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并得到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病例一般情况：55 例患者入选本研究，其中男

性 31 例，女性 24 例；年龄 43～86 岁，平均（66.6±

6.9）岁。感染原因：肺部感染 30 例，腹腔感染 14 例，

其他部位或多部位感染 11 例；所有患者均存在 2 个

或以上器官功能衰竭。

1.3 研究方法

1.3.1 分组：所有入选患者入 ICU 后测定其基础状

态的血清 VP 和血钠水平，之后通过中心静脉滴注

3%氯化钠溶液 600 mL，以提高血浆渗透压，再次测

定血清 VP 和血钠水平；根据渗透压改变前后 VP 及

血钠水平的差值，计算出 驻VP/驻Na 比值，以数值≤

0.5 pg/mmoL 者作为无反应组，数值＞0.5 pg/mmoL

者作为有反应组。

1.3.2 观察指标及方法：分析两组患者年龄、急性生

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

分、中心静脉压（CVP）、收缩压（SBP）以及血清白蛋

白（ALB）、血乳酸、C- 反应蛋白（CRP）水平，同时记

录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的种类和剂量。VP 检测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使用奥地利 TECAN 公司

的 SUNRISE 酶标仪，试剂盒由上海逸峰生物工程公

司提供。

1.3.3 预后指标：计算并分析两组患者的 28 d 病死

率；死亡患者的生存时间；以及存活患者的 ICU 住

院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应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字

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成组设计

的 t 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

分析 VP 的预后价值，并计算其 ROC 曲线下面积

（AUC）和 95%可信区间（95%CI）。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表 1）：有反应组 25 例

（占 45.5%），无反应组 30 例（占 54.5%）。两组间年

龄、APACHEⅡ评分、CVP、SBP、血清 ALB 水平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无反应组血

乳酸和 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有反应组（均 P＜

0.001）。两组患者均应用了多巴胺（DA）或去甲肾上

腺素（NE），有反应组应用 DA 或 NE 的剂量均明显

低于无反应组（均 P＜0.001）；其中无反应组有 5 例

联合应用血管活性药（DA + NE），而有反应组无联

合用药者。

2.2 两组患者血钠及 VP 水平变化比较（表 2）：两

组间基础血钠水平、输注高渗盐水后血钠水平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无反应组在输注高

渗盐水前后 VP 水平均显著低于有反应组（均 P＜

0.001），说明该组患者 VP 不能随血浆渗透压升高而

分泌增加，提示该组患者基于渗透压刺激的 VP 分

泌调节机制发生了异常。

0.09，t＝-5.625，P＜0.001〕for maintaining blood pressur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responders. The non-responsive
group showed higher 28-day mortality（66.7% vs. 40.0%，χ2＝3.911，P＝0.048）and longer ICU day（days：9.9±2.3
vs. 6.7±1.7，t＝-4.044，P＜0.001），but the live time in the dead showed no difference between non-responsive group
and responsive group（days：5.8±1.9 vs. 6.1±2.3，t＝0.384，P＝0.704）. ROC curve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AUC）for ΔVP/ΔNa predicting the outcome was 0.828，and the ΔVP/ΔNa threshold value of 0.5 pg/mmol had
the sensitivity of 66.7% and specificity of 64.0% for prediction of the outcome（95% confidence interval：0.722-0.934）.
Conclusion Osmotic pressure-regulated VP secretion was impaired and decreased in the late-phase of septic shock，
and made the sense in progno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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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预后指标比较（表 3）：无反应组患者

28 d 病死率明显高于有反应组（P＜0.05）；两组死亡

患者的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反

应组存活患者的 ICU 住院时间较有反应组明显延

长（P＝0.001）。

2.4 ROC 曲线分析（图 1）：以 驻VP/驻Na 比值与转

归绘制 ROC 曲线显示，以 驻VP/驻Na 为 0.5 pg/mmoL

作为判定预后（死亡）的标准，其敏感度为 66.7%，特

异度为64.0%，AUC为 0.828，95%CI为 0.722～0.934。

3 讨 论

VP 是由下丘脑的视上核和室旁核的神经元细

胞体中合成的一种短肽类激素，是人体参与应激反

应的一种重要激素，受血浆渗透压升高、血容量减

少、血压降低、疼痛、低氧、高碳酸血症等刺激而释放

进入血液循环，主要通过血管平滑肌的 V1 受体和

肾集合小管的 V2 受体发挥血管收缩、促进水的重

吸收等作用［9-10］。近期 Katan 等［1，8］研究发现，VP 与

肽素（copeptin）等摩尔释放，可反映机体的应激水

平。除上述作用外，VP1 受体激动还可促进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ACTH）和皮质醇释放；同时 VP 对细胞因

子、中性粒细胞、前列腺素、体液和细胞免疫均产生

影响，VP 可减轻肺、肾的炎症反应，降低前列腺素水

平［2，11］，甚至免疫细胞也存在 VP 受体［2］。

感染性休克的病理生理机制十分复杂，涉及炎

症反应、抗炎症因子、免疫、内分泌异常等 ［12-14］，而

VP 对上述机制均产生影响［1-4］。近年来有学者研究

了感染性休克与细胞因子的关系后发现，感染性休

克时常常存在炎症因子与抗炎症因子的过度激活、

免疫抑制与过度激活、基因突变、VP 或肽素分泌异

常［15-16］，但如何解读这些细胞因子的变化尚不清楚，

将其作为预后指标也尚不成熟。而另外一些研究却

发现，与 VP 等摩尔释放的肽素具有较好的预后价

值［1，8］。本研究结果显示，以渗透压刺激下的 VP 反应

性作为评估指标，与感染性休克患者的 28 d 病死率

及 ICU 住院时间等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VP 对渗透压的反应性（或 VP 水平）与预后相

关的可能机制有：① 稳定循环：很多研究已经证实，

补充 VP 可以使患者外周血 VP 水平明显升高、血流

动力学明显改善，明显减轻儿茶酚胺类药物的副作

用［17-19］。本研究中有反应组 VP 水平更高、DA 或 NE

用量更少，更有利于循环的稳定和减少不良心血管

表
2 感染性休克患者输注高渗盐水后有无反应两组

血钠及 VP 水平变化比较（x±s）

注：VP 为血管加压素

有反应组 25 140.3±4.6 143.6±4.2 17.13±5.12 22.50±5.31
无反应组 30 140.0±4.6 143.4±4.4 10.66±1.57 11.65±1.74
t 值 0.257 0.233 6.091 9.758
P 值 0.798 0.817 ＜0.001 ＜0.001

组别
例数

（例） 基础水平 输液后

VP（ng/L）

基础水平 输液后

血钠（mmol/L）

表
3 感染性休克患者输注高渗盐水后有无反应两组

预后指标比较

注：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

有反应组 25 40.0（10） 6.1±2.3 6.7±1.7
无反应组 30 66.7（20） 5.8±1.9 9.9±2.3
字

2 / t 值 3.911 0.384 -4.044
P 值 0.048 0.704 0.001

组别
例数

（例）

28 d 病死率

〔%（例）〕

死亡患者生存

时间（d，x±s）

存活患者 ICU

住院时间（d，x±s）

表
1 感染性休克患者输注高渗盐水后有无反应两组一般资料比较（x±s）

注：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CVP 为中心静脉压，SBP 为收缩压，ALB 为白蛋白，CRP 为 C- 反应蛋白，DA 为

多巴胺，NE 为去甲肾上腺素；1 cmH2O＝0.098 kPa，1 mmHg＝0.133 kPa；括号内为 DA 或 NE 的实际应用例数

组别
例数

（例）

年龄

（岁）

APACHEⅡ

评分（分）

CVP

（cmH2O）

SBP

（mmHg）

ALB

（g/L）

乳酸

（mmol/L）

CRP

（mg/L）

DA

（滋g·kg-1·min-1）

NE

（滋g·kg-1·min-1）

有反应组 25 66.0±8.4 36.6±5.8 10.1±1.7 104.4±6.5 26.3±3.7 2.28±0.38 94.9±17.0 8.9±1.6（15） 0.40±0.09（10）
无反应组 30 67.1±5.5 37.6±5.7 10.4±1.6 103.1±5.6 25.1±3.3 3.04±0.55 117.9±23.0 14.8±3.9（16） 0.96±0.42（19）
t 值 -0.563 -0.596 -0.712 0.779 1.306 -5.881 -4.143 -5.725 -5.625
P 值 0.576 0.554 0.480 0.439 0.197 ＜0.001 ＜0.001 ＜0.001 ＜0.001

注：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驻VP/驻Na 为渗透压

改变前后血管加压素和血钠水平差值的比值

图 1 感染性休克后期患者血管加压素预后价值的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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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② 改善代谢：有资料证实，感染性休克时血乳

酸水平较低者病死率低，低水平乳酸可能受益于补

充 VP［3，20］。本研究结果显示，有反应组血乳酸水平较

低，反映本组患者代谢紊乱程度较轻，提示可能受益

于相对较高的 VP 水平。③ 调节免疫：许多研究发

现，感染性休克时存在复杂的细胞因子和免疫机制

异常［2，11-12］；与应用 NE 者比较，补充 VP 可以明显降

低粒 -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且多种细胞因子水

平亦明显下降，病死率降低［11］。本研究显示，有反应

组 CRP 水平明显低于无反应组，反映出机体炎症反

应程度相对较轻，不排除与该组患者 VP 水平相对

较高有关。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补充 VP 可以改善感染性

休克患者的预后［2，11］，而以内源性 VP 水平评估预后

的资料较少。肽素作为一种较新出现的标志物，与

VP 等摩尔同步释放，已经被认为可以代表患者的

VP 水平［1，21-22］。肽素可以较好地评估多种疾病的预

后，包括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脓毒症、社区获得性肺

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心力衰竭等［1，8，21］，可

能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些相关研究也佐证了

本研究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在感染性休克后期这一

特定阶段，基于渗透压调节的 VP 分泌障碍的发生

率为 54.5%，与文献［5，23］报道的 40%～60%相近，

且以其评价患者预后有一定价值。但本研究的局限

性在于样本量较小，且对细胞、分子水平机制未阐

述，期待今后进行更大样本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临床

科研工作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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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论文中实验动物描述的有关要求

在医学论文的描述中，凡涉及到实验动物应符合以下要求：① 品种、品系描述清楚；② 强调来源；③ 遗传背景；④ 微生物

学质量；⑤ 明确体质量；⑥ 明确等级；⑦ 明确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⑧ 明确性别；⑨ 有无质量合格证明；輥輮訛 有对饲养的描述

（如饲料类型、营养水平、照明方式、温度、湿度要求）；輥輯訛 所有动物数量准确；輥輰訛 详细描述动物的状况；輥輱訛 对动物实验的处理方

式有单独清楚的交代；輥輲訛 全部有对照，部分可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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