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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早期规范化治疗对脓毒症患者 
临床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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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基层医院早期进行积极和规范化治疗对脓毒症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入住独山子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
料。2015 年 1 月至 12 月纳入的脓毒症患者采取普通治疗方案，即未规范化治疗脓毒症，仅根据医生经验常规
性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液体复苏、检测乳酸等；从 2016 年开始对收治的脓毒症患者严格按照 Sepsis 3.0 的指
南要求，并且结合本院实际条件进行规范化诊断与治疗，再细分为 2016 年（即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2017 年 

（即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及 2018 年（即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3 个时间段。观察 4 个时间段患者主要临床结
局指标 28 d 病死率；次要临床结局指标 ICU 住院时间及 ICU 住院医疗费用。结果  最终纳入脓毒症患者 66
例，其中 2015 年 17 例，2016 年 18 例，2017 年 17 例，2018 年 14 例。与 2015 年比较，2016、2017、2018 年 3 个
时间段 ICU 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d：17.45±9.09、12.95±5.93、12.14±4.92 比 20.85±13.45），ICU 住院医疗费
用明显减少（万元：9.93±5.35、7.22±3.86、5.15±2.88 比 13.37±14.14，均 P＜0.05）；28 d 病死率均明显下降

〔16.67%（3/18）、11.76%（2/17）、14.29%（2/14）比 35.29%（6/17），均 P＜0.05〕。结论  对脓毒症进行患者早期、
规范化的治疗，可以明显降低患者的 ICU 住院时间及 ICU 住院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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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n  clinical  outcome  of  sepsis  patients  treated by  early  positive 
and standardized treatment in primary hospital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sepsis patients admitted to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Dushanzi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15 to December 31,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sepsis  patients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5)  who  received  non-
standardized  treatment  of  sepsis,  only  according  to  doctors'  experience,  using  routine  antibiotics,  fluid  resuscitation, 
detection of lactic acid, etc. and a study group; from 2016, the patients with sepsis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standardiz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of Sepsis 3.0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our hospitals, and  they 
wer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2016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6), 2017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and 2018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8)  periods. The main  clinical  outcome  indicator  of  these patients  in  
4 time periods, 28-day mortality, the secondary clinical outcome indicators such as the length of stay in ICU and medical 
expenses  in ICU were observed.  Results  Sixty-six patients with sepsis were  finally enrolled,  including 17 cases  in 
2015, 18 cases in 2016, 17 cases in 2017 and 14 cases in 2018. Compared with 2015, the length of ICU stay in 2016, 
2017  and  2018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days:  17.45±9.09,  12.95±5.93,  12.14±4.92  vs.  20.85±13.45,  all  P  < 
0.05), and the medical cost of ICU sta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en thousand yuan: 9.93±5.35, 7.22±3.86, 5.15±2.88 
vs. 13.37±14.14, all P < 0.05);  the 28-day mortality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16.67% (3/18), 11.76% (2/17), and 
14.29% (2/14) vs. 35.3% (6/17), all P < 0.05].  Conclusion  Early standardized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sepsi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ength of stay in ICU and medical expenses in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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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具有发病率高、住院病死率高（20.3%～ 

29.9%）、医疗费用高的“三高”特征，且其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的趋势，是重症医学领域亟待攻克的难题 

之一。近年来，随着脓毒症指南的不断更新，对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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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症病理生理学特点的剖析不断加深，临床医生逐

渐认识到：早期、规范化治疗对脓毒症患者预后尤

为重要。本院结合地区基层医院的特点，参照相关

指南，制定了规范化的脓毒症早期诊疗方案并积极

进行推广，取得了一定进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近 

4 年来本科收治的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早

期进行积极、规范化治疗对脓毒症患者临床结局的

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本院重症医学科2015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收治脓毒症患者的

临床资料。

1.1.1  纳入标准：① 2015 年患者纳入诊断参照脓

毒症 2.0 标准；2016 年至 2018 年患者纳入参照脓

毒症 3.0 标准［1］；② 明确诊断为脓毒性休克。

1.1.2  排除标准［2］：① 疑似感染但没有确诊者； 

② 非经 ICU 医生确诊者；③ 转入重症医学科（ICU）

不足 24 h 即死亡或家属放弃治疗者；④ 接受免疫

抑制治疗、有肿瘤等疾病终末期患者；⑤ 28 d 内失

访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15-12-27），

对患者采取的治疗和检测均得到过患者或其家属的

知情同意。

1.2  治疗方法：2015 年纳入的脓毒症患者采取普

通治疗方案，即未规范化的脓毒症治疗方案，仅根据

医生经验常规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液体复苏、检测

乳酸等；从 2016 年开始纳入的患者严格按照脓毒

症 3.0 指南的要求，并结合本院实际条件进行救治，

规范化诊断与治疗脓毒症，即 2016、2017、2018 年 

3 个时间段。

1.3  脓毒症早期诊断方案：首诊医生利用快速序贯

器官衰竭评分（qSOFA）系统，即意识状态改变、呼

吸频率≥22 次 /min、收缩压≤100 mmHg（1 mmHg＝ 

0.133 kPa），若满足其中任意 2 项，开始进行 SOFA

评分并启动 ICU 会诊方案，请 ICU 医师协助诊断。

若可疑诊断或明确诊断为脓毒症者，在给予基础治

疗的同时转入 ICU。

1.4  脓毒症早期规范化诊疗方案：① 按照脓毒症

3.0 指南要求，1 h 内使用广谱抗菌药物，在抗菌药

物使用前留取血培养；② 对脓毒症患者所致的低灌

注进行液体复苏，至少 30 mL/kg 的晶体液；③ 经过

充分液体复苏仍出现低血压者使用血管活性药，使

平均动脉压（MAP）维持在 65 mmHg，以去甲肾上腺

素为首选；如充分液体复苏后仍出现低血压者加用

氢化可的松治疗；④ 根据患者病情输注血制品、抗

凝、机械通气、控制血糖、镇痛镇静、肾脏替代治疗、

预防血栓和应激性溃疡发生、营养支持等；⑤ 常规

监测中心静脉压（CVP）；⑥ 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

括生命体征、意识、尿量、感染部位、急性生理学与

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等；⑦ 实验室

检查指标包括血常规、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

白（CRP）、乳酸、动脉血气分析、凝血功能、肝肾功、 

心肌损伤标志物、B 型钠尿肽（BNP）等；⑧ 根据实

验室相关结果反馈患者治疗情况，及时动态调整治

疗方案。

1.5  临床结局评价体系：评价 2015 年至 2018 年 

4 年间各临床指标的变化，主要临床结局评价指标

包括发病后 28 d 病死率；次要临床结局评价指标包

括 ICU 住院时间和 ICU 住院医疗费用。

1.6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两样本之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t 检验，组间比较独立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

例（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015 年至 2018 年不同时间段基层医院早期

规范化治疗脓毒症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表 1）：本

研究共纳入 66 例脓毒症患者，其中 2015 年 17 例，

2016 年 18 例，2017 年 17 例，2018 年 14 例。4 个时

间段患者性别、年龄、脓毒症感染部位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4 个时间段 APACHE Ⅱ

评分比较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明患者病情相对稳定，故 4 年患者资料均衡，有可

比性。

表 1 2015 至 2018 年不同时间段基层医院早期规范化
治疗脓毒症患者基本资料指标比较

时间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感染部位（例） APACHE Ⅱ
（分，x±s）男性 女性 肺部 胆道腹腔其他

2015 年 17 13 4 75.88±  6.39 10 1 3 3 22.94±9.18
2016 年 18 12 6 76.56±  9.95 11 2 1 4 25.17±7.49
2017 年 17 9 8 71.65±15.99   8 3 2 4 23.53±6.85
2018 年 14 8 6 77.57±  6.55   4 2 2 6 24.71±9.47

χ2/t 值 2.377 0.985 6.336 0.265
P 值 0.498 0.406 0.706 0.850

2.2  2015 年至 2018 年不同时间段基层医院早期

规范化治疗脓毒症患者 ICU 住院时间、住院医疗

费用、28 d 病死率比较（表 2）：与 2015 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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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脓毒症是急诊科或 ICU 最常见的危重病之一，

具有较高发病率及病死率，据统计每年全球新增数

百万例脓毒症患者，其中超过 1/4 的患者死亡。无

论是脓毒症还是更为严重的脓毒性休克，都会因患

者感染的发生相继或序贯出现炎症反应激活、毛细

血管扩张、微循环功能障碍、毛细血管渗漏等［3］，因

其病理生理学特点的独特性，若不能早期及时诊断

和规范化治疗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会导致更为严

重的器官功能障碍甚至死亡。

  自 2002 年发起“拯救脓毒症运动”（SSC）以来，

为提高脓毒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制定了早期脓毒

症识别的评价系统（如 qSOFA）、液体复苏时的早期

目标导向治疗（EGDT）、抗菌药物使用时间的规定

以及脓毒症 3 h 和 6 h 集束化治疗意见等。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有专家学者发表的 ProCESS 研究［4］

和 ARISE 研究［5］得出的结果并不支持 EGDT 能降

低脓毒症患者病死率。因此，2016 年脓毒症指南不

再提及 EGDT 和 3 h、6 h 治疗等。而 2018 年的脓毒

症指南再次提出 1 h 集束化治疗方案［6］，这又给临

床医生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年来，又提出脓

毒症的精准治疗方案，如利用聚合酶链反应（PCR）

尽快且精准筛选致病菌，并分析其耐药性［7］。尽管

精准治疗是临床医学的主流方向，但对于基层医院

来说实现较为困难。

  基层医院有其自身特点：医护人员对脓毒症早

期识别的认知程度较低，并非所有脓毒症患者均能

接受正确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其次，基层医院设备不

足，很少医院可以检测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vO2）

及乳酸，这就限制了脓毒症患者的规范化治疗。研

究表明，对基层医生进行脓毒症诊断与治疗的规

范化培训可以明显降低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8］。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适合本医院实际并切实可行

的脓毒诊疗方案，实现早期和规范治疗的目标并通

过培训和推广，最终降低基层医院脓毒症患者病死

率。本研究回顾性分析近 4 年独山子人民医院 ICU

收治脓毒症患者的相关诊疗数据，将脓毒症患者 

28 d 病死率、ICU 住院时间及 ICU 住院医疗费用作

为临床主要及次要观察终点，对适宜本院的脓毒症

规范化诊疗方案进行评价，为今后的推广做准备。

  本研究显示，通过规范本院脓毒症患者的早期

诊断与治疗方案，尽管 4 年间患者病死率、ICU 住

院时间及 ICU 住院医疗费用均明显下降。ICU 住

院时间从 2015 年（20.85±13.45） d 下降至 2018 年 

（12.14±4.92） d，ICU 住 院 医 疗 费 用 从 2015 年

（13.37±14.14）万元下降至 2018 年（5.15±2.88）万

元。可见该举措的实施，使本院医生整体认识、识

别脓毒症的能力大大增强，缓解了患者家属的精神

与经济压力，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早期诊断方面，本研究强调，在院内进行脓

毒症识别的培训，对于院内其他科室医生，要掌握

qSOFA 的判断技巧，对于 qSOFA 达标的患者应如何

进行下一步评估。尽管对于非 ICU 患者而言，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及 qSOFA 预测脓毒症的效

能相似，但因 SIRS 诊断脓毒症的假阳性率过高，而

qSOFA 评估方法简单，具有快速筛选等特点，推荐

适用于 ICU 外［9］。同期一项在 JAMA 上发表的前瞻

性研究显示，对于非 ICU 患者来说，qSOFA 预测能

力显著高于 SIRS。故强调 qSOFA 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其次，在评估的同时，强调 ICU 医生及时会诊的

重要性，应在 ICU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包括血流动力

学、动脉血气评估及血乳酸检测等相关临床及实验

室检查项目以尽快明确诊断；再次，强调 ICU 早期

介入的必要性和落实治疗的可靠性以及正确性，明

确 ICU 在治疗此类患者中的地位及作用［10］。

  在早期治疗方面，本研究强调，根据病因、病原

学及当地流行病学特点，1 h 内使用抗菌药物，但抗

菌药物使用前需留取样本微生物送检。抗菌药物治

疗方面要重锤猛击，针对复杂感染及细菌耐药性等

特点联合使用抗菌药物［11］；同时反复行感染指标

如白细胞计数、PCT、CRP 的评估。若病情允许及早

落实抗菌药物降阶梯治疗方案，避免耐药性的发生。

及早进行液体复苏，推荐使用晶体液，根据患者血流

动力学特点、液体反应性（推荐被动抬腿试验［12］）， 

评估液体复苏的终点。同时检测乳酸、计算乳酸

表 2 2015 至 2018 年不同时间段基层医院早期规范化治疗
脓毒症患者 ICU 住院时间、医疗费用及预后情况比较

时间
例数
（例）

ICU 住院时间
（d，x±s）

ICU 住院医疗费用
（万元，x±s）

28 d 病死率
〔%（例）〕

2015 年 17 20.85±13.45     13.37±14.14 35.29（6）
2016 年 18 17.45±  9.09 a 9.93±  5.35 a 16.67（3） a

2017 年 17 12.95±  5.93 a 7.22±  3.86 a 11.76（2） a

2018 年 14 12.14±  4.92 a 5.15±  2.88 a 14.29（2） a

t /χ2 值 3.214 0.290 3.655
P 值 0.029 0.034 0.301

注：与 2015 年比较，aP＜0.05

2016、2017、2018 年入住 ICU 时间、住院医疗费用

及 28 d 病死率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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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率，以判断全身微循环状态，明确液体复苏的 

效价。对于低血压患者，在液体复苏的同时，尽早使

用血管活性药物，根据患者病情随时联合使用多巴

酚丁胺、血管加压素等。尽早实施深静脉置管以保

证低血压患者早期充分液体复苏效率。

  在脓毒症器官功能支持方面，更要提倡早期发

现、早期干预。对于急性肾损伤（AKI）和心功能

障碍、水负荷过重的患者应及早进行连续性肾脏

替代治疗（CRRT）。对于合适的患者推荐尽早开始

CRRT［13］。对于脓毒症引起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ARDS），提倡尽早机械通气，采取保护性肺通气

策略，控制平台压和潮气量，给予合适的呼气末正压

（PEEP），防止容量伤、气压伤和生物伤等［14-15］。

  在脓毒症后期治疗中更要关注持续性炎症 - 免

疫抑制 - 分解代谢综合征，注重早期肠内营养支持，

年老体弱者恰当使用免疫调节剂和糖皮质激素［16］，

控制血糖在 8～10 mmol/L 等。

  通过学习培训、落实脓毒症管理方案，2016、

2017、2018 年这 3 年间，急诊科及相关科室早期发

现、诊断脓毒症及早期规范化治疗脓毒症的依从性

逐年在增加，而本科室对脓毒症病理生理的认识、

早期识别及治疗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今后需继续

在院内推广脓毒症相关知识，并推动医院脓毒症管

理中心的建立。建立 ICU 导向的脓毒症早期诊治

机制，高度重视脓毒症的规范化管理，真正降低脓毒

症的病死率与治疗费用。

  本研究显示，脓毒症患者经早期规范化治疗

（2016 年至 2018 年）28 d 总体病死率较 2015 年有

了大幅降低。而 2016 年至 2018 年 3 年脓毒症病死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出现该结果的原因

可能与以下几方面有关：① 本试验研究样本量太

小，主要因为本医院为二级医院又地处偏远，患者量

及重症患者数量较少，尽管该数据呈正态分布，但也

不排除出现偏倚的可能，导致数据结果不明显，故下

一步拟继续收集脓毒症病例，进行较为可靠的前瞻

性研究；② 尽管本院为二级医院，但临床医生认识

脓毒症的病理生理学特点及救治理念接近国内大型

三级医院甚至国际主流，故近 3 年患者病死率较低

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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