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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是诱发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障碍综合征（MODS）的重

要原因［1］。目前，尽管对脓毒症的预防和治疗已取得进展，

但临床脓毒症发病率及病死率仍未降低至可接受水平。据

统计，每年医院死亡患者中约有 1/4 或更多死于脓毒症，脓

毒症住院患者 28 d 病死率达 29.5%，脓毒症患者出院后 30 d

内有 46% 因感染而再次入院［2-4］。可见，脓毒症这一国际难

题亟待解决。而脓毒症从发生到结局，每个过程均需护理参

与。护士是脓毒症患者生理指标的监测者，检查标本的采集

者，疾病治疗的直接实施者，生活心理的照顾者［5-6］。有研

究表明，护理对脓毒症患者治疗结果具有重大影响，改进脓

毒症护理方法，建立行之有效的脓毒症护理模式，可改善脓

毒症患者预后情况，降低因脓毒症所致病死率［7］。2012 年

国际《严重脓毒症 / 脓毒症休克治疗指南》［8］修订版问世，

使脓毒症护理进入新局面。近年国内外对脓毒症不断深入

研究，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组织专家提出 2014《中国

严重脓毒症 / 脓毒症休克治疗指南》［9］更为我国脓毒症的护

理带来指导性意义。专家指出，脓毒症患者治疗需贯彻“四

早”方针即早发现，早预警，早抢救，早治疗［10-11］。鉴于小

儿脓毒症病理过程的特殊性［12］，本研究对 2012、2014 指南

及近年国内外成人脓毒症护理文献进行归纳，从脓毒症的预

防、预测、诊断、治疗、结局预测 5 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1 脓毒症预防中的护理

 脓毒症预防可从预防感染、控制感染源两方面进行。护

理操作中严格执行无菌技术［13］，对外科患者采用合适体位，

预防腹腔感染［14］。对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着重注

意空气消毒，使用呼吸机患者避免交叉感染，预防呼吸道感

染 ；在患者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使用肠内营养支持［15］。

注意控制由医疗器械、药物、医务工作者等引发的感染，如对

怀疑有感染的侵入性医疗装置应迅速撤除或更换 ；老年患

者应尽量减少静脉采血等侵入性治疗措施［16］。护士需要在

明确解剖学感染病灶后 12 h 内采取措施控制感染源［2］。

2 脓毒症预测中的护理

 脓毒症重在预防，正确认识脓毒症预警因子，可降低脓

毒症发病率。

2.1 临床常规指标 ：研究表明，呼吸功能障碍、中枢神经系

统功能障碍、尿路感染、实施血管加压管理、超体重患者更易

发生脓毒症［7，17］。护士应着重监测患者呼吸，体温，尿液，血

管加压部位，体质量变化等。

2.2 生理、生物学指标：乳酸清除率（LCR）、降钙素原（PCT）、

C- 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ILs）、Gc 球蛋白、单核细胞

人白细胞 DR 抗原（HLA-DR）、N 末端 C 型钠尿肽前体（CT-

proCNP）、犬尿素等生理、生物学指标，对脓毒症均有较好的

预测价值［18-26］。CRP 虽已广泛用于预测脓毒症，但有研究

表明其预测效果不佳［27-28］。24 h 尿中高水平微量白蛋白有

增加趋势、序贯性器官衰竭评分（SOFA 评分）、连续脑电图

监测等均对脓毒症有很好的预测价值［29-30］。护士应警惕患

者上述指标，若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

2.3 脓毒症预测电子技术 ：有研究提出，应用电脑识别系

统，将脓毒症的诊断及预测指标输入程序，以达到自动迅速

监测患者病情变化的目的［31］。护士可根据上述指标早期识

别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报告医生，从而降低脓毒症发生率。

3 脓毒症诊断中的护理

 明确脓毒症诊断标准［1］，根据标准早期评估患者感染的

严重程度 ；在开始抗菌药物治疗前获取血液、尿液、脑脊液、

伤口渗液、呼吸道分泌物等体液标本进行培养 ；应采集患者

至少两处血液标本，一处经皮穿刺抽取，另一处经血管内置

管处留取（置管时间需小于 48 h），也可从不同部位经皮穿刺

采集两处血液标本，每处标本应分装于一个需氧瓶和一个厌

氧瓶中备检。采集过程中注意无菌操作，勿在输液、感染、破

损等部位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后及时送检［5］。

4 脓毒症治疗中的护理

4.1 早期复苏 ：确诊脓毒症 3 h 内，护士应遵医嘱测定患

者乳酸水平，使用抗菌药物前留取血标本进行培养，使用广

谱抗菌药物应覆盖可能的感染细菌谱。低血压或乳酸≥ 

4 mmol/L 时给予晶体液扩容（30 mL/kg）［17］。确诊脓毒症 6 h 

内，护士遵医嘱使用血管收缩药物（对早期液体复苏无反应

的低血压）维持平均动脉压（MAP）≥65 mmHg（1 mmHg＝

0.133 kPa），容量复苏后仍出现持续低血压（脓毒性休克）或

初始乳酸≥4 mmol/L 时检测患者中心静脉压（CVP）、尿量、

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如初始乳酸升高，再次监测 

乳酸。

 复苏成功的指标 ：CVP 8～12 mmHg、MAP≥65 mmHg、

尿量≥0.5 mL·kg-1·h-1、ScvO2≥0.70、乳酸水平处于正常范

围［2，9，32-33］。

4.2 脓毒症的用药护理

4.2.1 抗菌药物 ：护士在确诊脓毒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

休克除外）后，若 45 min 内可获得体液培养结果，则在体液

培养结果指导下 1 h 内静脉给予有效抗菌药物并使抗菌药

物在可疑感染部位达到有效浓度 ；每日评估抗菌药物治疗

效果，以防遗漏可能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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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 PCT 或其他类似生物标志物并报告医生，以终止

开始有脓毒症症状但没有后续感染患者的抗菌药物经验 

治疗。

 监测白细胞计数（WBC），判断患者是否有铜绿假单胞

菌感染，从而帮助医生确定是否联合用药治疗。

 经验性联合用药疗程为 3～5 d，一般抗菌药物治疗周期

为 7～10 d ；对于临床反应缓慢、有不可排除的感染病灶、金

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感染、某些真菌和病毒感染、免疫缺

陷、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患者，可遵医嘱延长用药疗程［5，34］。

 以下抗菌药物可加重脓毒症症状，使用时注意监测脓毒

症患者病情变化。如细胞膜合成抑制剂：青霉素、氟氧西林、

苯唑西林、头孢羟唑、头孢他啶、头孢曲松 ；DNA 合成酶抑制

剂 ：环丙沙星、叶酸合成酶抑制剂 、甲氧苄啶 ；糖肽类 ：万古

霉素［35-36］。

4.2.2 血管升压药 ：脓毒症患者血管升压药首选去甲肾上

腺素，使 MAP 达到 65 mmHg。监测患者心率、心律，以帮助

医生判断是否需要使用多巴胺、去氧肾上腺素等作为血管升

压药。所有需要使用血管升压药治疗的患者，如条件允许，

应尽快置入动脉导管，并做好导管护理［9］。

4.2.3 正性肌力药 ：当脓毒症患者心脏充盈压升高、心排血

量降低时，或尽管已达到了充足的血容量和足够的 MAP 仍

有灌注不足征象时，以 20 μg·kg-1·min-1 的速度试验性输

注多巴酚丁胺或在已使用血管升压药的情况下加用多巴酚 

丁胺［2］。

4.2.4 皮质类固醇 ：当给予小剂量氢化可的松时，应采用连

续静脉输注的方式，不可重复推注［2］。

4.3 液体复苏和血制品输注

4.3.1 液体复苏 ：严重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患者早期复苏

时应选择晶体液，避免采用羟乙基淀粉（HES）进行液体复

苏。当需要大量晶体液进行复苏时，可应用白蛋白预防早期

高钠血症发生。脓毒症诱导的组织灌注不足且怀疑血容量

不足的患者，初始液体冲击疗法应以最小 30 mL/kg 的剂量

输注晶体液。对无自主呼吸、心律失常、非小潮气量通气的

患者，重点监测血压变异度（PPV）、每搏变异度（SVV），从而

判断患者液体反应性［2，9，37-38］。

4.3.2 血制品输注 ：当成人脓毒症患者的组织灌注不足难

以减轻、血红蛋白（Hb）水平下降至＜70 g/L 时，应输注红细

胞，使 Hb 水平维持在 70～90 g/L。当对患者凝血试验异常时，

不可用新鲜冰冻血浆进行纠正。对严重脓毒症患者，血小

板计数（PLT）≤10×109/L 且无明显出血时，或当患者有明

显出血风险且 PLT≤20×109/L 时，可遵医嘱预防性输注血 

小板［9］。

4.4 脓毒症诱导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机械通气：

对脓毒症诱导的 ARDS 机械通气患者，将潮气量按预测体

质量设定为 6 mL/kg ；床头抬高 30°～45°，口服葡萄糖氯

已定口咽部去污，预防呼吸机相关肺炎（VAP）发生。氧合

指数（PaO2/FiO2）≤100 mm Hg 时患者可采取俯卧位机械通

气。设置患者机械通气最初平台压≤30 cmH2O（1 cmH2O＝ 

0.098 kPa）并进行动态监测。中重度 ARDS 患者采用较高水

平呼气末正压（PEEP）通气，以免呼气末肺泡塌陷引起肺不

张从而损伤肺脏［2］。

4.4.1 脱机指标 ：当患者可唤醒、血流动力学稳定（未应用

血管升压药）、无新的潜在严重疾病、只需要低通气量和低

PEEP、通过面罩或鼻导管给氧即可满足吸氧浓度、自主呼吸

试验成功时可考虑拔管脱机［9］。

4.4.2 用药护理 ：接受机械通气的脓毒症患者，镇静剂的

用量应减到最小。早期脓毒症诱导 ARDS 患者 PaO2/FiO2＜
150 mmHg 时，可 短 疗 程（≤48 h）应 用 神 经 肌 肉 阻 滞 剂

（NMBA），并监测其阻滞深度［2］。

4.5 血糖控制：严重脓毒症患者连续 2 次血糖检测结果均＞
10.0 mmol/L 时，应开始胰岛素治疗，使血糖≤10 mmol/L ；每

1～2 h 监测一次血糖水平，直至血糖水平和胰岛素输注速率

稳定后改为每 4 h 监测一次［2，39］。

4.6 肾脏代替疗法 ：对于严重脓毒症合并急性肾功能衰竭

患者，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与间歇性血液透析等效。

当脓毒症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采用 CRRT 治疗有利于

液体平衡管理［40-41］。护士注意无菌操作，避免医源性感染，

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如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医生。

4.7 预防静脉血栓形成 ：严重脓毒症患者可每日皮下注射

低分子肝素（LMWH）以预防静脉血栓栓塞（VTE）；对于有

肝素禁忌证（如出现血小板减少、严重凝血病、活动性出血、

近期脑出血等）的脓毒症患者，可采取机械性预防措施［2］。

4.8 预防应激性溃疡 ：对有出血危险因素的严重脓毒症和

（或）感染性休克患者可使用质子泵抑制剂预防应激性溃疡，

按时给药，密切观察有无溃疡症状发生［2］。

4.9 营养支持护理 ：确诊严重脓毒症和（或）感染性休克后

第一个 48 h 内，若患者可耐受，应采取经口或肠道喂养而非

完全空腹或仅静脉给予葡萄糖 ；第 1 周内应采取静脉输注

葡萄糖和肠内营养支持给予低热量（2 092 kJ/d）饮食［8］。

4.10 治疗目标 ：确诊脓毒症后，护士应立即对患者及其家

属详细介绍脓毒症的治疗现状和预后，使其对治疗结果建立

合理期望，共同讨论制定治疗目标，争取 72 h 内予以实现。

同时，护士应将治疗目标融入生命终期护理规划（死亡教育、

临终关怀），适时采用姑息治疗原则［2，8］。

5 脓毒症结局预测中的护理

 脓毒症患者并发其他感染灶可致严重脓毒症、MODS，

甚至死亡。脓毒症结局预测可促使护理人员提前采取针对

性措施遏制不良结局发生，降低病死率。

5.1 正确应用脓毒症结局预测评分系统 ： ① 脓毒症结局预

测评分系统包括创伤评分系统，如损伤严重度评分（ISS）、新

损伤严重程度评分（NISS）、修订创伤评分（RTS）、创伤及损

伤严重度评分（TRISS）。② 生理学评分系统包括急性生理

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评分（APACHE Ⅱ评分）、急诊

脓毒症死亡风险评分（MEDS）、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与

SOFA 评分［42］。

5.2 脓毒症结局预测临床指标 ：护士应密切监测临床指标，

如性别、年龄、机体状态、SIRS、成分输血量、体温、体质量指

数（BMI）、外科手术等［43］，结合实验室指标如连续乳酸含量



·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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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尤其重视入 ICU 第一个 24 h 的 LCR）［44］、PLT、血管

性血友病因子裂解蛋白酶 13、可溶性 P- 选择素、血栓调节

蛋白、微量蛋白尿监测、GC 球蛋白、单乙基甘氨酰二甲苯胺、

胃黏膜 pH 值、血清 PCT、B 型尿钠肽（BNP）、心肌肌钙蛋白 -1

（cTn1）、热休克蛋白 70（HSP70）基因型等［21，45-50］，对脓毒症

患者结局进行预测并制定适当的护理规划。

6 展 望

 新指南的提出使脓毒症护理进入新局面，其可指导临

床护理工作者针对脓毒症患者制定适宜的护理计划，有效实

施各种护理措施，从而降低脓毒症所导致的死亡［51］。但目

前我国临床护理工作者对新指南的认知及有效实施状况不

容乐观，一味遵守指南的建议以规范脓毒症护理是远远不够 

的［52］。尽管国外有学者提出体温模式、故障模式、保护模式

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护理模式［53-55］，但适合我国国情的脓毒

症护理模式尚未规范。目前提出的脓毒症结局预测指标不

能准确地预测患者结局。因此，要重视强化临床护理工作者

对指南的认知，促使其有效实施脓毒症护理措施 ；开展循证

护理，继续研究更有效的脓毒症护理方法 ；规范适合我国国

情的脓毒症护理模式 ；建立结果准确的脓毒症结局预测公

式等方面的研究，从而提高我国脓毒症护理质量［40］，降低脓

毒症所致的高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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