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54  ·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5 年 9 月第 22 卷第 5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September 2015，Vol.22，No.5

·综述·

乳酸清除率在脓毒性休克中的临床价值研究进展

马国营 李敬 王维展
（河北医科大学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急救医学部，河北  衡水  053000）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15.05.030
基金项目 ：河北省衡水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10019A）
通讯作者 ：王维展，Email ：wangweiz888@163.com

 脓毒性休克是全身严重感染所致组织灌注不足引起的

组织器官缺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严重脓毒症患者在足量

液体复苏后血压仍然较低，同时伴有灌注不足或器官功能受

损，在应用药物治疗后，其低血压虽然能够缓解，但组织低灌

注或器官功能损伤仍存在［1］。脓毒性休克一直是危重病医

学的热点和难点，发病率和病死率高。研究资料显示，脓毒

症的发病率达 50～300/10 万，脓毒症的病死率约为 30%［2］，

而脓毒性休克患者病死率更高达 70%［3］，严重脓毒症的高

发病率和病死率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健康。近期的研究

表明，乳酸清除率（LCR）在脓毒性休克早期治疗目标中的指

导作用与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相当［4］。亦有研究

发现，早期 LCR 既能反映感染早期组织代谢紊乱和患者对

治疗的反应状态，而且与预后有直接相关性［5］，现综述如下。

1 概 述

 脓毒症是感染因素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易发展为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6］。

革兰阴性（G-）菌感染数小时后就可以发生脓毒性休克，临

床表现为血压迅速下降、伴发热、腹泻，甚至会出现弥散性血

管内凝血（DIC）。目前，脓毒症性休克是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ICU）患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

 脓毒性休克是炎性因子或炎性因子介导的产物导致的

血流动力学异常，是一种病死率较高的临床综合征，具有以

下 1 项或 2 项者即可诊断为脓毒性休克 ： ① 充分扩容后难

以纠正的低血压〔收缩压＜90 mmHg（1 mmHg＝0.133 kPa）

或收缩压下降＞40 mmHg〕； ② 虽然给予血管活性药物或正

性肌力药物能维持正常血压，但仍伴有组织灌注的异常，包

括病理性血管舒张、相对或绝对容量不足、心功能障碍、感染

导致的血流动力学异常等病理生理过程，甚至还可引起多器

官功能衰竭（MOF）［7-8］。

2 病理生理过程

 脓毒性休克主要是组织的有效循环血量减少所致的细

胞缺血、缺氧，出现其代谢紊乱，而缺氧、能量衰竭是发生损

伤反应的首要条件［9］。脓毒性休克可能因血流分布异常或

组织有效血容量不足，导致全身组织、器官的灌注不良，微循

环的缺血、缺氧，使血乳酸明显增多［2］。脓毒症诱发的低血

压因血流与血容量的再分布和弥漫性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使血管内容量漏出 ；其他导致血管内有效容量减少的原因

为脱水或不显性液体丢失。补液后心排血量（CO）增加、全

身血管阻力下降是脓毒性休克的特点［10］。

 20 世纪 50 年代前，脓毒性休克液体复苏治疗是以纠正

血压为目的，但许多患者在血压恢复后仍然出现急性肾衰竭

（ARF）和上消化道出血。从病理生理角度理解，脓毒性休克

患者 6 h 液体复苏后，炎症介质会启动微血栓形成，组织细

胞缺血、缺氧，乳酸产生增多、酸中毒，加重了组织器官缺氧，

最终发生 MODS［11］。现在的观点认为脓毒性休克的复苏应

以纠正组织器官的缺氧为标准，而乳酸则是无氧情况下糖酵

解的代谢产物，反映的是低灌注情况下机体无氧代谢的产物

增加，是监测和评估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敏感指标。

有研究报道，乳酸与危重病的病情程度和预后有相关性，乳

酸水平越高，其病情程度越重，预后也就越差［12-13］。故有学

者将血乳酸浓度超过 2 mmol/L 作为为评估患者组织器官功

能恢复和预后的指标［14］。

 乳酸源于葡萄糖和糖原的无氧酵解，细胞内糖的分解

在生理状态下速度较慢，产生较少的丙酮酸和还原型辅酶Ⅰ

（NADH），且多数丙酮酸进入线粒体被彻底氧化分解，只留有

少量丙酮酸和 NADH 在细胞基质中，因乳酸脱氢酶（LDH）

的作用而生成乳酸。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血液中的乳酸能

被心肌、骨骼肌及其他组织细胞摄取，并转换成丙酮酸，后进

入线粒体氧化分解 ；血液中乳酸水平的升高还可以激活肝

脏和骨骼肌中糖原的异生途径，大量的乳酸被转变成葡萄

糖。在肝细胞中，乳酸可转变成脂肪酸、乙酸和胆固醇等物

质，也可生成丙氨酸，参与蛋白质代谢。另外，乳酸也可经尿

液和汗液排出，但量很少［15］。

 当组织细胞灌注减少，缺氧时，糖的有氧分解过程发生

障碍，三羧酸循环受阻，而无氧酵解途径却被激活，产生大量

乳酸，随着机体缺氧加重，乳酸持续产生［16］，使糖原变成丙

酮酸和乳酸，出现乳酸血症。当体内乳酸的生成超过清除能

力时，血乳酸水平的增加幅度就能反映组织缺氧的程度［17］。

有研究报道，SIRS 时机体会在应激状态下产生炎性介质和

细胞因子，引发“瀑布样”反应，这些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还

影响机体的凝血功能［18］，使得微循环内血栓的形成，造成微

循环障碍，引起组织细胞缺血、缺氧，线粒体的氧输送减少，

丙酮酸生成增加，乳酸合成亦增多，当血乳酸得不到有效的

清除时，说明组织细胞灌注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病情迅速恶

化，极易发展为 MODS 和 MOF，病死率升高。

 有研究显示，血乳酸水平升高是组织细胞氧利用障碍，

机体不能摄取氧来减少无氧酵解［19］。但是，也有人认为乳

酸水平升高是机体消除障碍所致的［20］。具体机制 ： ① 全身

组织器官低灌注，组织细胞灌注不良，氧供失衡后，组织细胞

氧利用则受限，线粒体活性减低，ATP 产生减少，随着组织

细胞缺氧的加重，乳酸水平持续产生 ； ② 机体应激状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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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高儿茶酚胺血症使得周围血循环急剧减少以保证心脑

等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但却加重了周围组织细胞的缺氧，

导致无氧酵解，其水平明显升高是器官功能障碍和死亡的前

奏［21］。因此，高乳酸血症是患者持续存在组织器官灌注不

足或缺氧的表现［22］。

 但血乳酸不能完全代表组织细胞的缺氧，在某些基础

疾病或药物的影响下也会导致乳酸水平的升高，比如合并肝

功能不全，组织的灌注不良影响了乳酸的转运，故对危重病

患者单纯监测某一特定时刻的乳酸浓度是不能反映机体组

织的状态即疾病的严重性，因此，某一特定时刻的乳酸水平

作为组织细胞灌注指标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受到了质疑。近

年来临床上提出了 LCR 的概念［23］，为更加准确地评估机体

灌注和氧代谢情况以及早期治疗情况，近年国外研究表明，

LCR 可以预测脓毒性休克的病情严重程度，评价液体复苏

的临床效果以及患者的预后［24］。因此，检测 LCR 可以更

加准确地评估机体的灌注和氧代谢情况以及早期治疗的效

果。LCR＝〔（初始血乳酸值－治疗后血乳酸值）/ 初始血乳

酸值〕×100%［25］。LCR 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评估预后的 

指标［26］。

3 脓毒性休克的早期治疗

 脓毒性休克是急诊科一个时效性很强、很敏感的危重

病，Rivers 等［27］研究显示，6 h 内完成液体复苏的目标导向

治疗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病死率，早期确诊后的 6 h 被称为

是黄金 6 h。Rhodes 等［28］使用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

作为脓毒症休克初期抢救治疗的终点，即在开始治疗第一

个 6 h 内完成将中心静脉压（CVP）保持在 8～12 mmHg、平

均动脉压（MAP）保持在＞65 mmHg、每小时尿量保持在＞ 

0.5 mL/kg，ScvO2 或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vO2）保持在＞
0.70，防止进一步的组织器官功能不全和衰竭。因此，从理

论上来说，LCR 可作为脓毒性休克复苏的指标。研究证实

了 LCR 与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促炎、抗炎、凝

血、凋亡等生物标志物密切相关，从而与多器官功能不全、预

后密切相关［29］。

 Nguyen 等［26］的研究发现，LCR＜10% 是评估患者住院

病死率很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指标，10% 是高 LCR 组和低

LCR 组的分界值 ；低 LCR 组脓毒性休克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较高 LCR 组更高，乳酸在机体得不到有效地清除，说明机体

组织细胞的灌注和氧合没有得到改善，病情进展恶化，形成

了脓毒性休克，使其病死率再次升高 ；如果临床抢救治疗得

当，组织器官的灌注和氧合得到很快的恢复，组织细胞内乳

酸水平下降，LCR 升高，则提示病情明显好转［30］。乳酸在越

短时间内被快速的清除，其预后就越好［31］。选择 LCR 作为

脓毒性休克液体复苏的目标用于反馈指导治疗，以 LCR 至

少为 10% 作为组织氧输送充足的指标。早期 LCR 能敏感

地反映组织氧供 / 氧耗的平衡状态，提示治疗是否有效，但

组织内乳酸水平进入机体的血液循环尚需要一定的时间，会

出现乳酸水平改变的延迟性和组织器官灌注不良的局部乳

酸蓄积，使乳酸水平受到肝肾功能的影响，不能反映原发疾

病的状况［32］。

4 评估预后

 脓毒性休克患者全身组织器官处于缺氧状态。在脓毒

性休克患者的治疗中除积极进行 EGDT 外，还应该重视改善

组织氧供，增加 LCR，有助于评估病情轻重，对判断预后及指

导治疗也很有价值。多中心研究显示，早期血 LCR 下降是

严重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29］。有报道显示，

LCR≥10% 成为感染性休克患者存活的独立预测因素，治疗

前后 2 h 血乳酸水平恢复正常作为组织器官氧合充分的指

标［33］。拯救脓毒症运动（SSC）国际指南是在 Rivers 等的研

究基础上提出，使得 6 h EGDT、1 h 内有效抗菌药物应用和

器官功能支持等集束化治疗对脓毒性休克的预后有所改善，

但其病死率仍高达 30%。严岭等［34］研究了脓毒性休克最

初 6 h LCR 与预后的关系发现，LCR 越高，其病死率越低，高

LCR 患者的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机械通气比率及急性生理

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均较低 ；

脓毒性休克患者的预后与早期血 LCR 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高 LCR 患者的病死率明显低于低 LCR 组，有更好的预后，

积极复苏后仍有较高 LCR 者表示预后不良 ；同时存活组的

早期 LCR 明显高于死亡组。

 虽然未将 LCR 作为脓毒性休克的治疗目标，但我们仍

然认为，LCR 仍可较为精确反映组织器官的灌注，作为液体

复苏是否达标的重要指标，有助于判断预后［11］，特别是预测

脓毒性休克的结局意义重大。

5 小 结

 通过对 LCR 的监测，可以及时发现组织低灌注和细胞

缺氧，对于评价组织细胞氧合，及早判断器官功能损害程度，

及时捕捉抢救时机，并从组织细胞水平遏制休克和 MODS

的进展，制订正确抢救方案，指导临床用药，对于从而改善患

者预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患者存在不同的基础状

态（如肝、肾基础，既往用药史等），因此，机体受到的应激程

度亦不相同。因此，某一时刻的血乳酸水平只代表此时组织

的氧供与氧耗是否平衡，通过乳酸计算的 LCR 是非动态的。

临床为了评估组织细胞灌注、氧代谢状况以及患者对治疗的

反应，需要动态监测血乳酸浓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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