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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血细胞比容（Hct）与白蛋白（Alb）的差值（Hct－Alb）在失血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

中的差异，为临床提供一种快捷简便的鉴别诊断失血性休克与感染性休克的方法。方法  选取 2012 年 8 月

至 2018 年 8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270 例休克患者，其中失血性休克 122 例，感

染性休克 148 例；选择同期 148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记录各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体重指

数（BMI）等一般资料，以及体检或发病当天未输注血液制品时的 Hct 和血清 Alb 水平，并计算 Hct－Alb 差

值。比较各组 Hct－Alb 差值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Hct－Alb 差值对不同类型休克

的鉴别诊断价值。结果  所有研究对象均纳入最终分析。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失血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患者

年龄较大（岁：50.0±19.8、59.9±16.9 比 42.5±13.6，均 P＜0.01），感染性休克患者年龄大于失血性休克（岁：

59.9±16.9 比 50.0±19.8，P＜0.01）；3 个组间性别和 BMI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失

血性休克组和感染性休克组 Hct 和 Alb 值均显著降低〔Hct：（27.9±8.4）%、（35.5±7.1）% 比（47.0±4.4）%，

Alb（g/L）：28.9±7.1、23.3±5.8 比 45.4±4.3，均 P＜0.01〕；感染性休克组患者 Hct－Alb 差值较健康对照组显

著升高（12.1±7.5 比 1.6±5.9，P＜0.01），但失血性休克组 Hct-Alb 差值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9±5.3 比 1.6±5.9，P＞0.05）。与失血性休克组比较，感染性休克组患者 Alb 水平显著降低（g/L：23.3±5.8

比 28.9±7.1，P＜0.01），Hct 和 Hct－Alb 差值均显著升高〔Hct：（35.5±7.1）% 比（27.9±8.4）%，Hct－Alb 差

值：12.1±7.5 比 -0.9±5.3，均 P＜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Hct-Alb 差值诊断失血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366、0.867，提示 Hct-Alb 差值仅对感染性休克有诊断价值；当 Hct－Alb 差值

的最佳截断值为 6.8 时，诊断感染性休克的敏感度为 79.5%，特异度为 79.7%，阳性预测值为 0.80，阴性预测值

为0.80，阳性似然比为3.916，阴性似然比为0.257。结论  感染性休克患者Hct－Alb差值比失血性休克患者高； 

Hct－Alb 差值诊断感染性休克的准确性较好，当 Hct－Alb 差值大于 6.8 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可用于临

床上鉴别诊断失血性休克与感染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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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matocrit (Hct) and albumin (Alb) levels (Hct－Alb) 
in hemorrhagic shock and septic shock, and to provide a quick and simple method for differentiating hemorrhagic shock 
from septic shock.  Methods  270 shock patients admitted to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August 2012 to August 2018, including 124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hock and  
148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were enrolled. 148 patients underwent routine physical examination served as a control 
healthy group. General  information such as gender, age,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of  the patient were collected. Hct 
and serum Alb levels on the day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or onset before blood products transfusion were recorded, and 
the Hct－Alb difference was calculated. The Hct－Alb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plott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value of Hct－Alb difference  for 
shock  type.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and septic shock were older (years: 50.0±19.8, 59.9±16.9 vs. 42.5±13.6, both P < 0.01), 
and  those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was significantly older  than  those with hemorrhagic  shock  (years: 59.9±16.9 vs. 
50.0±19.8, P < 0.0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or BMI among the three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Hct and Alb values in hemorrhagic shock group and septic shock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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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t: (27.9±8.4)%, (35.5±7.1)% vs. (47.0±4.4)%, Alb (g/L): 28.9±7.1, 23.3±5.8 vs. 45.4±4.3, all P < 0.01]. The  
Hct－Alb difference in the septic shoc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12.1±7.5 
vs. 1.6±5.9, P < 0.01),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hemorrhagic shock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0.9±5.3 vs. 1.6±5.9, P > 0.05). Compared with hemorrhagic shock group, the Alb level in septic shoc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g/L: 23.3±5.8 vs. 28.9±7.1, P < 0.01), and Hct and Hct－Alb differenc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ct:  (35.5±7.1)% vs.  (27.9±8.4)%, Hct－Alb difference: 12.1±7.5 vs. -0.9±5.3, both P < 0.01]. It was 
shown by ROC curve analysis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for diagnosing hemorrhagic shock and septic 
shock  was  0.366  and  0.867,  indicating  that  Hct－Alb  difference  had  diagnostic  value  only  for  septic  shock.  When 
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Hct－Alb difference was 6.8,  the  sensitivity was 79.5%  for diagnosing  septic  shock,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79.7%, the positive predict value was 0.80, the negative predict value was 0.80, the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was 3.916, the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was 0.257.  Conclusions  The Hct－Alb difference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is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hock. The Hct－Alb difference is highly accurate in diagnosing 
septic shock. When the Hct－Alb difference is greater than 6.8, it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hemorrhagic 
shock and septic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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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克是细胞氧利用障碍造成循环衰竭为表现的

临床综合征，约 1/3 的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

者存在休克［1］。休克可分为分布性休克和非分布

性休克，针对休克的病因进行治疗能防止休克进展

到不可逆阶段。目前对于休克的鉴别诊断，尤其是

病史不清、体征相对缺乏的患者，难以及时正确诊

断，从而影响患者预后。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

个简便快捷的鉴别诊断方法。全身炎症反应可导致

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而系统性毛细血管渗漏综合

征（SCLS）患者因血液浓缩可造成血细胞比容（Hct）

增高、血清白蛋白（Alb）降低［2-3］。本课题组前期

用系统评价方法，从 PubMed 数据库中收集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发表的有关人类血管

渗透的病案报道 281 篇，最后筛选出 173 篇全文文

献，84 例系统性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患者，得到这

些患者发病时 Hct 与 Alb 的差值（Hct－Alb 差值）为

32.06±17.41［4］。理论上，失血性休克是各种原因使

血管壁连续性中断，导致血液丢失，此时血细胞与血

浆等比例丢失，红细胞、白蛋白同时减少，Hct、Alb

同时下降，Hct－Alb 差值增大相对不明显。本课题

组前期临床研究证实了 Hct－Alb 差值在子痫前期

患者中显著增高，与子痫前期患者存在血管通透性

增加有关，当 Hct－Alb 差值为 14.65±6.97 时，可用

于鉴别诊断子痫前期子痫综合征和妊娠高血压［5］。

正常情况下，毛细血管壁孔道的孔径为 6～7 nm， 

红细胞不能通过毛细血管壁。在感染性休克时，毛

细血管壁孔道的孔径在各种因素（炎性介质）刺激

下扩大，发生毛细血管渗漏，以 SCLS 为主。Hct 指

一定容积全血中红细胞所占的百分比，正常参考值

为 40%～45%［6］；Alb 正常参考值为 35～45 g/L［7］。

红细胞体积远远大于白蛋白，在这种情况下，白蛋白

漏出增多，而 Hct 基本不变，甚至增高（因为血液胶

体渗透压下降，水分进入第三间隙，红细胞浓缩），导

致 Hct－Alb 差值增大。本研究通过收集已经确诊

休克类型的患者入院时血常规、血生化数值，计算

Hct－Alb 差值，通过分析该值分布情况及其对应的

休克类型，找出其潜在关系，为临床提供一种快捷而

简便的诊断方法，从而及时鉴别诊断失血性休克与

感染性休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 2012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ICU

收治的休克患者，包括失血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

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

1.1.1  纳入标准：出院诊断为感染性休克或失血性

休克患者。

1.1.2  排除标准：存在肝硬化、肾病综合征、营养不

良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通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2018-L-30），所有

治疗及检测均获得过患者或其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观察指标：记录入选对象的性别、年龄、体重

指数（BMI）等一般资料，以及体检或休克发病当天

未输注血液制品时的 Hct 和血清 Alb 水平，并计算

Hct－Alb 差值，判断 Hct－Alb 差值对不同类型休克

的诊断价值。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分析 Hct－Alb 差值对不同类型休克的鉴别

诊断价值。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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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性休克、心源性休克、血管源性休克。临床工作

中分布性休克以感染性休克最为常见，而非分布性

休克以失血性休克常见［8］。

  目前诊断休克主要依靠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

血流动力学和血生化检测结果，可以粗略归纳为：

① 通常发生全身性低血压，典型表现是成人收缩压

（SBP）低于 90 mmHg（1 mmHg＝0.133 kPa）或平均

动脉压（MAP）低于 70 mmHg，同时伴有心动过速，

但在慢性高血压患者中可能只发生轻微低血压； 

② 组织灌注不足，表现为面色苍白、皮肤冰冷，少尿

或无尿，意识改变；③ 细胞氧合功能障碍导致的高

乳酸血症［9］。诊断休克综合征不难，但在所有诊断

依据中并没有针对病因进行鉴别诊断的，而针对休

克病因进行治疗才能防止休克进展到不可逆阶段。

例如在分布性休克时，需要在给予充分液体复苏的

同时针对病因治疗（抗过敏、抗感染），减轻毛细血管

渗漏；在失血性休克时，给予限制性液体复苏的同

时需要积极寻找出血部位、外科止血；在心源性休

克时，需及时减轻循环前负荷，必要时增强心功能；

在急性心包填塞致梗阻性休克时，需及时解除梗 

阻［10］。由此可见，倘若对休克类型判断错误，造成

治疗不当，后果则不堪设想。由于始动病因和机制

不完全一样，个体反应性也有差异，所以有的休克发

展十分迅速，尚未来得及系统处理，患者已进入不可

表 1 不同类型休克患者一般资料 
及其与健康对照组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BMI

（kg/m2，x±s）男性 女性

健康对照组 148 93 55 42.5±13.6 23.2±3.6
失血性休克组 122 83 39 50.0±19.8 a 22.7±3.0
感染性休克组 148 94 54 59.9±16.9 ab 22.7±3.5

注：BMI 为体重指数；与健康对照组比较，aP＜0.01；与失血性

休克组比较，bP＜0.01

表 2 不同类型休克患者发病当天未输注血液制品时 
Hct、Alb 及其差值与健康对照组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例） Hct（%） Alb（g/L） Hct－Alb 差值

健康对照组   148 47.0±4.4 45.4±4.3   1.6±5.9
失血性休克组 122 27.9±8.4 a 28.9±7.1 a -0.9±5.3 
感染性休克组 148 35.5±7.1 ab 23.3±5.8 ab 12.1±7.5 ab

注：Hct 为血细胞比容，Alb 为白蛋白；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aP＜0.01；与失血性休克组比较，bP＜0.01

注：Hct－Alb 差值为血细胞比容与白蛋白的差值， 
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图 1  Hct－Alb 差值诊断失血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的 ROC 曲线

－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表 1）：最终共 270 例休克

患者和 148 例健康人群纳入分析，其中男性 270 例，

女性 148 例；年龄 18～97 岁，平均（50.4±16.3）岁。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休克患者年龄较大，以感染性休

克患者年龄更大（均 P＜0.01）；各组性别和 BMI 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 3 Hct－Alb 差值鉴别诊断失血性休克与感染性休克的效能

指标 AUC 95%CI P 值
最佳

截断值

敏感度

（%）

特异度

（%）

阳性

预测值

阴性

预测值

阳性

似然比

阴性

似然比

鉴别失血性休克 0.366 0.300～0.432     0.0001 13.10   8.2 100.0 1.00 0.55 0.992
鉴别感染性休克 0.867 0.823～0.911 ＜0.0001   6.75 79.5   79.7 0.80 0.80 3.916 0.257

注：Hct－Alb 差值为血细胞比容与白蛋白的差值，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空白代表无此项

2.2  各组 Hct－Alb 差值比较（表 2）：与健康对照

组相比，两组休克患者 Hct 和 Alb 均显著降低，感染

性休克组 Hct－Alb 差值显著增加（均 P＜0.01）。与

失血性休克组相比，感染性休克组 Hct 和 Hct－Alb

差值均显著增加，Alb 显著降低（均 P＜0.01）。

2.3  Hct－Alb 差值鉴别诊断失血性休克与感染性

休克的效能检验（图 1；表 3）：通过建立 ROC 曲线，

获得 Hct－Alb 差值诊断失血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366、0.867，说

明 Hct－Alb 差值仅对感染性休克有诊断价值；当

最佳截断值为 6.8 时，诊断感染性休克的敏感度为

79.5%，特异度为 79.7%。

3 讨 论 

  休克可分为分布性休克和非分布性休克。分布

性休克包括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神经源性休

克；非分布性休克包括失血性休克、创伤性休克、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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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性休克而死亡。目前对于休克类型的鉴别主要依

靠询问病史，观察患者的心率、血压、体温、呼吸频

率、皮肤情况等生命体征，以及血常规、血气分析、

心脏超声、心排血量监测等技术手段。然而在相对

紧急或者缺乏相应诊疗硬件的情况下，针对分布性

休克和非分布性休克的快速诊断仍缺乏简便、明了

的评估手段，尤其是病史病程不清、体征相对缺乏

的患者，更加难以及时正确诊断，影响患者预后。

  研究表明，正常生理情况下，毛细血管内皮细

胞与其表面的内皮细胞多糖包被共同组成了毛细血

管的屏障［11-12］，允许水和电解质进出的同时，可阻

止血管内白蛋白等相对分子质量稍大的物质进入

组织间隙。但在某些病理情况下，诸如各种因素导

致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坏死或者内皮细胞间隙

增大，甚至多糖包被结构受损时，均可使毛细血管

对大分子的过滤屏障作用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高。在感染性休克时，单核 / 巨噬细胞系统被激活，

释放促炎细胞因子。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

内皮细胞收缩，细胞连接分离，使得毛细血管内皮细

胞间出现裂隙，与此同时，内皮细胞多糖包被也遭到

破坏，血管渗透性随之增加［13-14］。另外，内毒素、氧

自由基和血小板在血管壁聚集，可直接损伤内皮细 

胞［15-16］。发生毛细血管渗漏时，大量白蛋白漏出至

组织间隙，使得血管内白蛋白含量急剧下降；而由

于血管内白蛋白等大分子物质渗漏至组织间隙，组

织间隙胶体渗透压升高，造成血管内水分渗透至组

织间隙，血管内红细胞浓缩，势必使得 Hct 上升，导

致 Hct－Alb 差值增大。在失血性休克时，血管连续

性中断，血液中血浆、血细胞等比例丢失，即使存在

毛细血管渗漏，由于红细胞丢失多，Hct 下降，造成

Hct－Alb 差值增大不明显甚至减小，使 Hct－Alb 差

值明显低于感染性休克组。

  本研究结果显示，感染性休克患者的 Hct－Alb

差值明显高于失血性休克患者；ROC 曲线分析显

示，Hct－Alb 差值诊断失血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的

AUC 分别为 0.366、0.867，说明 Hct－Alb 差值仅对

感染性休克有诊断价值；当最佳截断值为 6.8 时，诊

断感染性休克的敏感度为 79.5%，特异度为 79.7%。

  综上所述，基于感染性休克的病理生理过程

中血管通透性增加导致 Hct－Alb 差值增大来鉴别

感染性休克与失血性休克的可行性，是否可以把

Hct－Alb 差值拓展到鉴别感染性休克、血管麻痹综

合征以及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危象等不同原因引起

的循环衰竭的临床观察研究中，还尚待进一步研究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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