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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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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重症医学事业的快速发展，单体超大规模的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不断涌现，如何科
学管理、使其高效运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科学构建亚专科体系是必由之路，但如何构建，历来见仁见

智。欧美等国家的重症医学亚专科建设尚未开始，无经验可循，因此我们必须走自己的创新之路，构建中国特

色的重症医学亚专科。病理生理学是重症医学的核心知识，而器官功能支持则是其核心技术，故应基于核心知

识和技术构建重症医学亚专科，可设以下 7个亚专科：① 急性肺损伤及机械通气；② 休克、血流动力学监测与

治疗；③ 急性肾损伤及血液净化；④ 脓毒症及抗感染治疗；⑤ 应激、镇静及镇痛；⑥ 营养及代谢支持；⑦ 凝血、 

免疫及炎症。随着重症医学核心知识和技术的不断丰富与更新，亚专科设置也应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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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CCM) in China, there are 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intensive care units (ICUs), the scale of one center ICU and the team. Subspecialty construction of CCM is 
of great concerns for personnel training as well a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urgent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Experience of CCM subspecialty construction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lacking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some opinions on innovation to construct CCM subspecial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believe that CCM sub-specialties constru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re knowledge (pathophysiology) and skill 
(organ monitoring and support). The following 7 sub-specialties can be set up: ① acute lung injury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② shock, hemodynamic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③ acute kidney injury and blood purification; ④ sepsis 
and anti-infective therapy; ⑤ stress, sedation and analgesia; ⑥ nutrition and metabolic support; ⑦ coagulation, immune 
and inflammation. The c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will constantly be updated and enriched. 
Therefore, sub-specialty settings should be constantly updat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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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5 年前，我所在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位年轻医师

在从事重症医学专业几年后，突然提出要转回原专业，理由

是重症医学领域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都已亲身诊治过，专业

技术水平已达到一个平台，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极小，更重要

的是很少涉及自己的专业，觉得自己就是一名“全科医生”，

充其量是一名“重症全科医生”，对未来的职业前景堪忧。

而当时我竟一时语塞，只含混地说：“善于处理一切危及生

命的病情就是我们的专业。”我相信，还有很多从事重症医

学的年轻医师此刻正面临同样的困惑和彷徨。

 我国的重症医学经近 10 年的快速发展，重症加强治疗

病房（ICU）的数量不断增加，单体规模不断扩大，医疗队伍

也在不断壮大。亚专科建设事关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是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2013 年第七次全国重症医学大会

的主题就是“重症医学亚专科建设”，但如何构建亚专科历

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无共识。重症医学虽起源于

欧美，但在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医院，重症医学仍为从属于

其他专科的亚专科，自身的亚专科建设更无从谈起［1-3］，无

经验可循。因此，我们必须走自己的创新之路，构建中国特

色的重症医学亚专科。现结合亲身体会和思考，就重症医学

亚专科构建问题发表一管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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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重症医学亚专科的必要性
 自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暴发和汶川大地震后，

我国的重症医学事业迅猛发展，ICU 床位数和从业人员数量

激增。此外，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逐步落实，三级综合医院

和大型教学医院的主要任务是对疑难、危重患者的诊治，可

以预见 ICU床位数将进一步扩大。若按医院总床位数的 8%

来计算 ICU 床位数，区域性诊疗中心或大学附属医院 ICU

的床位数将至少在 100～200 张以上。如此大规模的 ICU

如何进行科学管理使其高效运行，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若根据重症患者的主要疾病进行分区管理，如心脏重症、呼

吸重症、肾脏重症、神经重症等，每区各有一组人马，相对独

立运行，则又势必分化出数个专科 ICU，从而不可避免地陷

入另一个轮回，不利于人力、设备的统一调配，导致资源浪

费，也不利于人才培养，最终导致重症医学学科发展的停滞。 

“专科重症”抑或是“综合重症”孰优孰劣的争论由来已久，

争论的双方均带有“领地”意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此

争论已毫无意义。我们认为，目前总体趋势是相互借鉴、融

合，“专科重症”综合化，“综合重症”亚专科化。

1.1 专科重症综合化：以冠心病加强治疗病房（CCU）为
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入住 CCU 的疾

病谱已发生显著变化。通过对美国杜克大学医院 1989 年

至 2006 年入住 CCU 近 3 万例患者的调查发现，心脏以外的

共患疾病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病情也越来越重，包括脓

毒症 / 脓毒性休克、急性或慢性肾衰竭、急性呼吸衰竭、急

性肝衰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心脏疾病以外的操

作包括纤维支气管镜（纤支镜）、中心静脉置管、肾脏替代

治疗、机械通气等亦显著增加［4］；此外，还要经常面对亚低

温治疗及其所引起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抗耐药菌治疗策略

等，这些与重症医学密切相关的内容还将继续增加［5］。CCU

已悄然从专注于急性心肌梗死（AMI）的处理，向心脏 ICU

（CICU）的方向发展，以适应疾病谱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

要求 CICU 医师同时具备心血管和重症医学的专业知识及

经验。针对这种转变，美国心脏协会（AHA）、欧洲心脏病学

会（ESC）和加拿大的有关机构相继发布了指导性文件［6-8］，

指出 CICU 应借鉴重症医学的理念、方法，从业医师应接受

重症医学的培训。新近，Na 等［9］对韩国成均馆大学三星医

学中心 CCU 两种监护强度的管理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该

中心于 2012 年 12 月以前采用开放式、低监护强度管理模

式，日常由 3名高年资内科住院医师负责，上级医师为心脏

专科医师；自 2013 年 1 月改为封闭式、高监护强度管理模

式，由具备心脏及重症医学双重执业资格的专科医师负责，

团队成员中除心脏专科医师和内科住院医师外，还增加了重

症医学专科医师，组成了混合性团队。结果显示，2013 年起

该 CCU 病死率下降了 57%，经倾向得分匹配后病死率下降

了 47%。提示专科重症与综合重症进行借鉴、融合，实现综

合化可大大改善患者预后。根据 Vincent［10］的观点，过度专

科化的 ICU可能有害，由于医务人员所接受的培训局限在本

专科，而其他专科的培训不完善，临床经验不足，患者一旦入

住“错误”的专科 ICU，病死率可能增加。他建议应组建一

个多学科密切合作的大科室，将所有危重患者集中起来，由

经过严格培训的重症医师、重症护士统一管理。Vincent 的

观点在欧洲的重症医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

1.2 综合重症亚专科化：重症医学是现代医学理论与高科
技相结合而催生的一门将多学科融为一体的新兴学科，其知

识、技术、技能繁多，学科的特性对重症医师所掌握知识的

宽度和深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由于新理论、新知识、新技

术不断涌现，作为重症医师，无论何人都无法跟踪、更新重

症医学所有领域的知识和进展。因此，重症医学必须走亚专

科化的道路。应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将重症医师分为若干

个专业组，分别专注于不同的领域，集中精力、刻苦钻研，在

本亚专科领域的临床、教学、科研有所作为，这就是亚专科

建设。在重症医学科内，数个亚专科向着更高水平齐头并进，

不同亚专科间密切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这种极其高效的

科内协作，可大大提高重症医学的整体实力和水平，为重症

患者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2 重症医学亚专科建设的可行性
2.1 我国重症医学组织形式的优越性：从全球来看，重症医
学呈多源性，主要源头有麻醉科、外科、内科和急诊科。西

班牙较早地把重症医学列为独立的临床专科，而在美国将其

单列的医院寥寥无几，大多仍为从属于某一专科的亚专科。

对此，美国危重病医学系创始人 Fink［3］撰文进行了激烈抨

击，认为该国的一些机构抱住过时的、碎片化的理念不放，

严重阻碍了重症医学的发展，他提出最佳管理模式是设置专

门机构（重症医学科或重症医学中心），将众多 ICU 进行深

度整合，实行垂直管理。

 与此截然不同，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于 2006 年颁

布了《中国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建设与管理指南》［11］，

原国家卫生部于 2009 年颁布了《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

南（试行）》，要求全国具备条件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置独

立建制的 ICU，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重症医学事业的发展。

对 2015 年我国华东地区 ICU 进行的第 3次普查结果显示，

三级医院设置 ICU 者占 87.04%，二级医院设置 ICU 者占

58.69%，其中 2/3 的 ICU 纳入重症医学科管理［12］；新近完

成的一项调查表明，贵州省三级医院于 2008 年至 2013 年新

增 ICU 30 家，是以往 14 年所建 ICU 的 3 倍［13］。这是欧美

许多国家无法比拟的，显示出我国重症医学组织形式的优越

性，为亚专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2 ICU 的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人口大国，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及整体医学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往因经济或技术条

件限制而放弃治疗的重症患者会选择积极救治，从而使重症

患者显著增加，所以单体超大规模的 ICU 将不断涌现，重症

医师人数众多，且设备齐全，为亚专科建设创造了客观条件。

2.3 技术水平显著提高：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我国重症医
学无论在临床、科研、教学，还是人才培养、学科管理等方面

都有了极大提升，社会各界广泛认可，为亚专科建设创造了

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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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进行重症医学亚专科建设
 传统学科是根据年龄（如老年医学、儿科学）、技术（如

麻醉科）、器官 / 系统（如心脏病学）或疾病（如癌症）划分的，

而重症医学已打破了上述所有学科的分界，被称为“超级学

科”［14］。众所周知，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之间存在交互应

答（cross-talk），无法将其割裂。有学者提出以“器官 / 系统”

为基础（organ-based）构建亚专科，如重症呼吸、重症肾脏、

重症神经、重症循环，后续还可能有重症血液、重症消化、重

症风湿等。这种亚专科设置正如垂直切割的条块，与各兄弟

科室的专业范围重叠，只不过患者病情更危重罢了，成为事

实上的“重症全科医学”。设想，当面对一位由急诊科收住

ICU 的脓毒性休克患者，发病 48 h 内出现多器官功能不全

〔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急性肾损伤（AKI）、DIC〕、

上消化道出血并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后续又出现脓毒性心肌

病和脓毒性脑病，若按上述亚专科分类该归属哪一个亚专科

管理？显然，此构建方法将使重症医师顾此失彼，难以胜任

对重症患者的监护与救治［15］。

 当疾病发展乃至危及生命时，尽管原发病形形色色、繁

纷复杂，但所需解决的问题极其相似，不外乎感染、内环境

紊乱、心律失常、器官功能不全及谵妄等［10］，上述均属于病

理生理学范畴。因此，重症医学是基于生理和病理生理学的

学科［16］。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分析、解决问题、从整体掌控

疾病进程所依靠的主要是病理生理学，如果对重症患者复杂

的生理和病理生理没有充分的理解与认识，就难以做出正

确的治疗决策［17］。例如，当面对一位产后重度子痫前期合

并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危象、急性左心衰竭、肺水肿的患

者，体温 39 ℃，血压 180/110 mmHg（1 mmHg＝0.133 kPa）， 

心率 180 次 /min。由于我们对其病理生理机制有了充分认

识，所以在进行常规救治（主要为呼吸支持、物理降温、抗 

甲亢治疗等）的同时，选择静脉应用β-受体阻滞剂艾司洛

尔，使心率减慢，舒张期延长，左心室充盈改善，同时血压下

降，左心衰竭迅速缓解。因此我们认为，病理生理学是重症医

学的核心知识，而器官功能支持包括呼吸支持、循环支持、 

血液净化及血流动力学监测、呼吸监测等则是重症医学的

核心技术。根据重症医学的核心知识和技术构建亚专科是必

由之路。我们认为可以设置以下 7个亚专科： ① 急性肺损

伤及机械通气； ② 休克、血流动力学监测与治疗； ③ 急性 

肾损伤及血液净化； ④ 脓毒症及抗感染治疗； ⑤ 应激、 

镇静及镇痛； ⑥ 营养及代谢支持； ⑦ 凝血、免疫及炎症。

每个亚专科的团队成员应形成学科梯队，除重症医师外，还

应包括呼吸治疗师、临床药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等，各

成员间协调一致，相互取长补短，可以更加有效地处理复杂

的临床问题。在此基础上，除形成自己的亚专科特色外，还

可在体外膜肺氧合（ECMO）、重症超声等领域突出优势，亦

可就某一类疾病组建特色团队，如脓毒症团队、创伤团队、

危重孕产妇救治团队、腹部外科重症团队等，以形成在本地

区乃至全国的优势。

 与以器官为中心的纵向设置方法不同，以病理生理为基

础设置亚专科的方法是横跨现有的所有专科，其突出优势在

于： ① 有助于构建更加科学的重症医学学科体系。若团队

成员来自内科、外科、麻醉科等不同的专科，则更有利于实

现学科的交叉与融合。② 有利于年轻医师的成长。当年轻

医师在重症医学理论、技能达到一定水平后，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特长，专注于其中 1～2 个领域。 ③ 使重症医学的培

训框架更明确。④ 亚专科团队每日进行多学科联合查房，

当危重患者面临复杂问题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亚专

科的特长。

4 前景与展望
 在全球范围内，重症医学主导的重症医院将不断涌现，

各种亚专科建设的理念、方法也将不断出现；知识的总量呈

几何级数增加，更新速度加快，重症医学的核心知识和技术

也将不断更新、不断丰富，如“冷静”治疗的开展已大大超

越了传统意义的镇静、镇痛［18］，因此，亚专科设置也应不断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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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危重病医学研究论坛（CCCRF）会议通知
 历经 20 多年潜心培育，中国重症医学研究已初步显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较高水平科研项目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科研成

果被国内外高水平专业期刊发表。然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重症医学研究仍差距巨大，不仅科研工作

开展缺乏普遍性，高质量重症医学相关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面对新挑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讨论决定，

以创办“论坛”的形式搭建科研交流平台，为推动中国危重病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点滴贡献。由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危重病医学研究论坛（CCCRF）拟定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 

（自2017年开始每2年一届）。首届论坛已成功邀请到重症医学国际知名期刊4名主编（包括 Intensive Care Med主编Anzuley E，
Crit Care Med主编 Buchman TG，Crit Care主编 Vincent JL 和 J Crit Care主编 Lumb P）以及由国内知名危重病医学专家 30 余
名共同组成论坛专家委员会，在论坛上，专家团将对每一项入选报告的研究设计、质量控制、结果分析以及论文撰写等内容发

表评论并进行充分讨论。欢迎所有医务以及基础研究人员参会！

 论坛主要内容：① 研究报告：论坛组委会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危重病医学以及相关领域基础与临床研究的“课题设计方

案”“在研项目”或“待发表论文”。由论坛专家委员会遴选优秀项目，以英文（英文专场）或中文（中文专场）发言或中英文壁

报进行交流。口头报告 30～40 min/ 项（发言 15～20 min，讨论 15～20 min）；壁报 10～15 min/ 项。② 专题报告：由国际 / 国

内重症医学专家做关于重症医学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热点问题的专题报告。此外，论坛还将邀请国内已取得杰出成绩的重症医

学团队领军人物作突出成果报告。

 发言 /壁报申请及要求：① 研究报告申请发言与壁报交流范围：重症医学以及相关领域基础与临床研究“课题设计方

案”“在研项目”或 “待发表论文”。② 中英文研究报告简介要求：中文不少于 3 000 字，英文不少于 2 000 字，较全面表达研

究项目的优异之处。③ 提交形式：采用 PDF 格式，以附件形式 Email 至：cccrf2017@sina.com。截稿日期：2017 年 8 月 30 日。

 参会注册：手机扫描识别右侧二维码在线注册。正式代表预注册（10 月 31 日前）1 000 元 / 人，现场注册（10 月 31 日后）

1 200 元 / 人；CSCCM全国委员或青委预注册（10 月 31 日前）800 元 / 人，现场注册（10 月 31 日后）1 000 元 / 人。注册费包含

会议费、资料费、餐费。2017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未向会务组提交注册表和汇款凭证，或只提交注册表但未缴纳会议费的代表

请直接到现场报到注册。

 汇款信息：户名：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

         账号：11001028500056010421 “重症年会”微信号CCCRF 2017微信注册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