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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对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
患者病死率的影响：系统文献回顾与 Meta 分析
蔡国龙 童洪杰 郝雪景 胡才宝 颜默磊 陈进 严静

【摘要】 目的 评价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能否改善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的病死率。方法  
检索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MEDLINE 数据库、荷兰医学文摘 EMBASE 数据库、Cochrane 临床试验数据库、万方

数据库及中国知网数据库 1993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的文献。检索词为：脓毒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液

体复苏、EGDT、sepsis、severe sepsis、septic shock。入选条件：随机对照试验，试验对象为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

休克患者，试验终点为人群短期病死率〔院内、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或 28 d〕、远期病死率（60 d 或 90 d）。
采用相对危险度（RR）和 95% 可信区间（95%CI）作为评价 EGDT 组和对照组之间病死率差异的指标。采用

RevMan 5.2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检索到 8篇文献满足入选条件，总计 4 853例患者。与常规治疗相比较，

采用 EGDT 方案治疗可以明显降低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短期病死率（RR＝0.74，95%CI＝0.66～0.82，
P＜0.000 01），但不能降低远期病死率（RR＝0.99，95%CI＝0.92～1.06，P＝0.81）。结论 EGDT 方案能降低严

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的短期病死率，但对于远期病死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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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为方案的规范化

液体复苏一直是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治疗

过程中常用的方案。2001 年 Rivers 等［1］通过随机

对照研究发现，EGDT 可以降低严重脓毒症 / 脓毒

性休克患者的病死率及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

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减少临床并发症

的发生。然而，近些年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常规治疗，

EGDT 方案并没有降低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

者的 28 d 及 60 d 病死率［2-3］。因此，EGDT 方案对

该类患者是否有较大的意义仍然存在争议。本研究

旨在评价 EGDT 方案对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

者的病死率是否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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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试验纳入标准：① 研究对象为严重脓毒症

或脓毒性休克患者。② 试验类型为随机对照试验。

③ 试验终点包含明确的病死率统计。

1.2 检索策略：检索日期为 1993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数据库包括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MEDLINE、
荷兰医学文摘 EMBASE、Cochrane 临床试验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及中国知网数据库；关键词为脓毒症、

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液体复苏、EGDT、sepsis、
severe sepsis、septic shock；检索语种为中文和英文。

1.3 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2 名独立的评选者选择

研究，应用导向性表格独立录入研究相关数据。主

要内容包括：① 一般资料：纳入研究的标题、第一作

者、刊物名称、研究发表出版时间、样本量等；② 研
究特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干预措施及质量控制；

③ 结果测量：短期病死率〔院内、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ICU）或 28 d〕以及远期病死率（60 d 或 90 d）。纳

入研究的方法学评估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包括随机

分配方法、随机方案隐藏、盲法以及报告退出病例。

1.4 资料分析方法：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的

RevMan 5.2 软件进行分析。纳入本研究的测量指标

均为计数资料，故使用相对危险度（RR）和 95% 可

信区间（95%CI）作为结果分析的统计量。使用 I 2 评 
价纳入文献之间的异质性，I 2＜30% 认为是不重要

的异质性，I 2 在 30%～75% 认为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I 2＞75% 则认为纳入文献不同质。若各研究结果同

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若不同质，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纳入研究的特点：共检索出 491 篇文献，经过

仔细阅读排除不符合标准的文献后，纳入符合标准

的研究共 8 项。研究的主要特征见表 1。
2.2 方法学的质量评估：纳入的 8 项研究均采用随

机分配的方法。纳入研究的 EGDT 组与对照组基线

情况均衡。所有研究均采用意向性分析原则。

2.3 结局分析

2.3.1 短期病死率（图 1）：6 项研究［1-2，4-7］比较了

EGDT 组与对照组之间短期病死率的情况，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RR＝0.74， 95%CI＝0.66～0.82，P＜0.000 01）。
2.3.2 远期病死率（图 2）：4 项研究［1-3，8］比较了

EGDT 组与对照组之间远期病死率的情况，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RR＝0.99， 95%CI＝0.92～1.06，P＝0.81）。
3 讨 论

 液体复苏是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治

疗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以 EGDT 方案〔中心静脉压

（CVP）8～12 mmHg（1 mmHg＝0.133 kPa）、平均动

脉压（MAP）≥ 65 mmHg、尿量≥ 0.5 mL-1·kg-1·h-1、

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或者混合静脉血氧

饱和度（SvO2）≥ 0.70 或 0.65〕为指导的液体复苏

一直是重症与急诊医学科常用的方法［9-10］。然而，

近年来研究表明该方法存在诸多的不足。著名的

ProCESS 研究发现，采用 EGDT 方案进行液体复苏

较常规治疗并没有改善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 
者 60 d 及 90 d 的病死率［3］；同样，发表在《新英格 

表 1 纳入 EGDT 治疗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病死率相关研究的基本特征

文献作者

及发表时间
研究对象

样本数

（例）
分组

平均年龄

（岁）

男性比例

（%）
结局

死亡数（例）

EGDT 组 对照组 常规治疗组

Lin 2006［4］ 脓毒性休克    224 EGDT 组 / 对照组 67.2/68.7 59.3/56.9 ICU 病死率   54   78
Rivers 2001［1］ 严重脓毒症

    和脓毒性休克

   263 EGDT 组 / 对照组 67.1/64.4 50.8/50.4 住院病死率、   38   59
28 d 病死率、   40   61
60 d 病死率   50   70

ARISE 2014［2］ 脓毒性休克 1 588 EGDT 组 / 对照组 62.7/63.1 60.2/59.3 28 d 病死率、 117 127
90 d 病死率 147 150

王晓芝 2006［7］ 脓毒性休克     33 EGDT 组 / 对照组 33/36 7 d 病死率、     3     5
14 d 病死率     4     7

严静 2010［6］ 严重脓毒症

    和脓毒性休克

   314 EGDT 组 / 对照组 68.9/67.7 75.2/67.8 28 d 病死率、   39   62
ICU 病死率   55   74

陈仲清 2007［5］ 严重脓毒症    190 EGDT 组 / 对照组 ICU 病死率   20   34
ProCESS 2014［3］ 严重脓毒症

    和脓毒性休克

1 341 EGDT 组 / 对照组 /
    常规治疗组

60/61/
62

52.8/56.5/
57.9

60 d 病死率、   92   81   86
90 d 病死率、 129 128 139
1 年病死率 294 304 317

ProMISe 2015［8］ 脓毒性休克 1 260 EGDT 组 / 对照组 61.6/60.2 59.2/58.3 90 d 病死率 184 181

注：EGDT 为早期目标导向治疗，ICU 为重症加强治疗病房；空白代表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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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医学杂志》上的 ARISE 研究也发现，EGDT 方案并 
没有降低该类患者的 28 d 及 90 d 病死率［2］。此外， 
Kelm 等［11］回顾分析了 405 例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

休克患者的治疗，通过 X 线检查发现采用 EGDT 
方案进行液体复苏的 372 例患者中有 76% 在复苏

第 1 天液体量超负荷，77% 出现持续性液体超负荷。

由于液体超负荷使得患者的胸腔穿刺、利尿等治疗

性干预增加，患者的住院病死率也明显增加。

 通过本项 Meta 分析我们发现，与常规治疗相比

较，EGDT 方案可以降低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

患者的短期病死率（院内、ICU 或 28 d），但对于远

期病死率（60 d 或 90 d）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

们认为，对于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EGDT
方案仍然有一定的意义。2001 年 Rivers 等的研究

发表之后，EGDT 开始被临床工作者们所熟知，在

接下的十几年时间内，年轻的临床工作者们不断

接受 EGDT 治疗方案的培训，逐渐去遵循［12-13］，并

且 2004、 2008、 2012 版脓毒症指南均将 EGDT 列

为推荐意见［14-16］，因此，EGDT 方案对临床工作者

们的临床思维、日常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

ProCESS 研究、ARISE 研究以及 ProMISe 研究中涉

及到的常规治疗的概念（Usual Care，由实施治疗的

临床医生自主决定复苏目标及监测方法），实质上

是 EGDT 方案影响下的治疗，本质上与 EGDT 并无

很大区别。而且，EGDT 并非仅仅是指那 4 项死板

的指标，其强调的是早期、目标、治疗，包括尽早开始

液体复苏，尽早开始使用抗菌药物等，这对于严重

脓毒症 / 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治疗尤为重要，不论是

ProCESS 研究、ARISE 研究以及 ProMISe 研究都体

现了这一点。对于年轻的临床工作者，临床思维的

培养尤为重要，EGDT 提供给人们早期的理念、以目

标为导向的思路对我们今后的临床功能将产生深远

的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①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数量

相对较少。② 部分文献样本量偏少。③ 本研究仅

纳入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综上所述，EGDT 能降低严重脓毒症 / 脓毒性

休克患者的短期病死率，但对远期病死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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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的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一）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
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
脓毒症心功能障碍
 （sepsis-induced myocardial dysfunction，SIMD）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
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entilator induced lung injury，VILI）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
医院获得性肺炎（hospital acquired pneumonia，HAP）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
急性肾衰竭（acute renal failure，ARF）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CDI）
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antibiotic-associated diarrhea，AAD）
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
 （Clostridium difficile associated diarrhea，CDAD）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
 （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CARS）
混合性抗炎反应综合征
 （mixed antagonistsresponse syndrome，MARS）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
多器官功能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ore，GCS）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ore，GOS）
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simplified acute physiology score，SAPS）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
感染可能性评分（infection probability score，IPS）
急性肾损伤协作网（Acute Kidney Injury Network，AKIN）
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
 （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
损伤严重程度评分（injury severity scale，ISS）
肺炎严重程度指数（pneumonia severity index，PSI）
急诊脓毒症死亡风险评分
 （the mortality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sepsis，MEDS）
修正创伤评分（revised trauma score，RTS）
CRAMS 评分〔循环（circulation）、呼吸（respiration）、
 腹部创伤（abdomen）、运动（motor）、语言（speech）〕
英国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
 （confusion， uremia， respiratory rate， BP， age 65 years，
 CURB-65 评分）
RIFLE 分级（危险、损伤、衰竭、肾功能丧失、终末期肾病）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arly goal-directed therapy，EGDT）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
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 sensitive Staphylococcus aureus，MSSA）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