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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底多间隙感染 - 蜂窝组织炎

颌面部最严重、治疗最困难炎症

呼吸道梗阻及全身中毒甚至休克

脓肿形成后尽快切开引流， 防止扩散



 脓毒症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严重脓毒症

 脓毒症性休克

 多脏器功能障碍

 菌血症 血液中存在活菌，血培养阳性

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伴有器官功能障碍、灌注不良

感染或非感染因素作用于机体而引起的一种
难以控制全身性瀑布式炎症反应综合征

严重脓毒症患者给予足量液体复苏仍
无法纠正持续性低血压

在遭受严重创伤、感染等急性危重病时或复苏后，同时或
序贯出现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脏器功能障碍或衰竭临床综合征

败血症、感染综合征、脓毒败血症 – 建议废除

同
一
病
理
过
程
不
同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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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SIRS与脓毒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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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sis的流行病学

1.4万/天

3‰

＄2.2万/例

1800万/年

王正国 当前脓毒症研究的思考  Med J Chin PLA, Vol. 37(11),  2012 

脓毒症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重要病症之一

致死率与心肌梗死相当，超过了前列腺癌、乳腺癌和艾滋病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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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纳宣言 (2002年10月)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拯救脓毒症运动）

目标： 5年内使Sepsis死亡率降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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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脓毒症日（WSD）

2012年9月13日是首个世界脓毒症日(WSD)

《世界脓毒症宣言》
力争到2020年达成5项关键目标

脓毒症发生率下降20%1
实施并完善早期诊断和标准化急救处2
理策略，进一步提升公众及专业人员
对脓毒症的了解和认识
力争将儿童和成人脓毒症患者的存活3
率较2012年提升10
脓毒症患者都能得到最适当的康复训4
练
建立起全球及地区性的脓毒症注册管5
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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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感染

局部感染致局部炎症反应1.

感染中心血管扩张，周围2.

微血管内的血液凝固，阻

止致病菌侵入循环系统

典型体征：感染中心周围3.

体温升高、局部皮肤发

红、疼痛、肿胀

脓毒症

局部防御机制失败，致病菌1.

侵入循环系统，炎症反应蔓

延，损害致病菌未直接入侵

的器官组织

免疫系统受损的患者更容易2.

发展为脓毒症。因为防御机

制减弱，免疫反应太弱而不

能阻止致病菌进一步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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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与否及轻重程度取决于机体的反应性

失控的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免疫失调
脓毒症主要的病理生理机制

脓毒症

失控的全身炎症反应---SIRS

本质认识：SIRS-SEPSIS-MODS-MOF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一旦启动，与引发原发疾病无关



I

II

III

局部感染打破机体局部防御机制，致病菌及由此
产生的毒素离开原始感染部位而进入血液循环

机体单个器官功能开始恶化，甚至可能完全衰竭

几个器官相继或同时发生功能障碍，心血管循环
系统衰竭可导致血压突然下降

脓毒症

SIRS

     SEVERE SEPSIS 

SEPTIC SHOCK

Sepsis  has three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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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发生和发展机理

血液高凝

局部炎症

全身炎症

适度反应 免疫反应紊乱

MODS、MSOF

痊愈

感染

脓毒症、DIC、脓毒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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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脓毒症诊断标准

2003年  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

   
         符合2个或2个以上条件

T >38ºC or  <36 ºC •

HR >90 beats/min•

RR>20 breaths/min or •

PaCO2<32mmHg

WBC>12×109/L •

或<4×109/L, 或 >10%

       未成熟细胞

1992年  SIRS+ 感染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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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复苏(initial resuscitation)•
诊断(diagnosis)•
抗生素治疗(antibiotic therapy)•
感染源控制(source control)•
液体治疗(fluid therapy)•
升压药物(vasopressors)•
强心药物(inotropic therapy)•
激素(steroids)•
活化蛋白C (recombinant •
human activated protein C)
血液制品(blood product •
administration)

ARDS机械通气(mechanical •
ventilation of sepsis-induced 
ALI/ARDS)
镇静(sedation, analgesia, and •
NMB in sepsis)
血糖控制(glucose control)•
肾脏替代(renal replacement)•
碳酸氢钠(bicarbonate therapy)•
DVT预防(DVT prophylaxis)•
应激性溃疡预防(stress ulcer •
prophylaxis)
考虑限制支持治疗水•
平(consideration for limitation 
of support)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Guideline

管 理 支持疗法



14

6h EGDT
(hypotension or Lac>4mmol/L)

CVP 8-12mmHg(MV12-15mmHg)

MAP≥65mmHg

尿量≥0.5ml/kg.h

ScvO2≥70%或SvO2≥65%

Septic shock bundle(6h)

Sepsis resucitation bundle(3h)

测定血乳酸1.
应用抗生素前获得培养标本2.
1h内广谱抗生素使用3.
低血压和/或Lac>4mmol/L时，1h4.
内启动液体复苏，补液量30ml/kg晶
体液

初始液体复苏后仍存在低血压者应用1.
缩血管药物维持MAP>65mmHg
仍持续动脉低血压者，和/2.
或Lac>4mmol/L者，达到CVP 
≥8mmHg和ScvO2 ≥70%

 初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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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治疗：

首选晶体液进行液体复苏•

可加用白蛋白进行液体复苏•

建议不用MW>200和/或取代基>0.4的羟乙基淀粉•

初始液体复苏量≥1000ml晶体液，至少在第4-6个小•

时内补充30ml/kg液体量

液体复苏中可进行容量负荷试验，监测指标包括：脉•

压、SVV、CO、动脉压及心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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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活性药物

首选去甲肾上腺素（中心静脉导管给药）•

以肾上腺素为优先替代选择（加用或代替）•

可使用血管加压素(0.03u/min)•

多巴胺，仅限于心律失常风险极低、心输出量低下或心率•

慢的患者

正性肌力药：心功能不全或补液后依然存在低灌注时可加•

用多巴酚丁胺（最大值20ug/k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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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醇激素：

提议对感染性休克成人患者，若充分液体复苏和缩血管治疗可恢•

复血流动力学稳定，不用皮质醇激素

     若不能恢复稳定，则建议给予氢化可的松200mg/日静脉持

续输注

2. 不建议使用ACTH刺激试验来判断感染性休克患者的皮质功

能，以决定是否需使用氢化可的松

建议使用氢化可的松的感染性休克病人不加用氟氢可的松•

建议当血管活性药物撤离时，停用激素•

建议激素不使用于严重脓毒症无休克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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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制品的输注：

一旦消除组织低灌注，且没有削弱组织灌注的情况，如心肌缺血(•

或其他相关心脏病)、严重低氧血症、急性出血或乳酸性酸中毒，

建议有必要输注红细胞使Hb≥70g/L

建议新鲜冰冻血浆仅用于出血或计划进行侵入性操作时，不仅仅•

为纠正实验室凝血指标紊乱而使用

反对对感染性休克、严重脓毒症患者进行抗凝治疗•

不建议对严重脓毒症、感染性休克患者静脉应用丙种球蛋白•

不建议使用EPO作为严重脓毒症贫血患者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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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严重全身性感染患者，建议当血小板计数≤ 10,000/mm3 1.

(10 x 109/L)时，即使没有明显出血，应预防性输注血小板

如果患者有明显的出血风险，当血小板计数≤ 20,000/mm3 2.

(20 x 109/L)时，应预防性输注血小板

活动性出血、手术或有创操作时建议维持更高的血小板水平(≥ 3.

50000/mm3 [50 x 10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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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引起ARDS的机械通气

建议对 ARDS 患者的潮气量目标是 6ml/kg，而根据患者的呼吸驱动1.

和需求、兼顾平台压前提下可有例外

ARDS患者机械通气时的平台压≤30cmH2O2.

建议ARDS患者可有允许性高碳酸血症3.

建议使用最低PEEP来避免肺泡在呼气末塌陷4.

建议患者低氧血症时，应根据FiO2调整PEEP水平5.

对于顽固性低氧血症患者，推荐肺复张6.

建议床头抬高30-45°7.

建议无创通气用于少数轻度低氧血症的ARDS患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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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静、镇痛和肌松

建议脓毒症机械通气患者应最低剂量进行持续或间断镇1.

静，并逐渐调整剂量至镇静目标

无ARDS的脓毒症患者应避免肌松剂的使用，如果患者2.

必须要使用肌松剂，应间断静脉推注，持续输注时应监

测镇静、肌松程度

对于严重脓毒症导致ARDS的患者，可早期短程使用肌3.

松剂，疗程不超过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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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控制

根据本地特点制定可行的程序化血糖控制策略•

当连续两次血糖测定>180mg/dL时，使用胰岛素进行血糖控•

制，目标血糖控制于110-180mg/dL之间

接受胰岛素血糖控制的患者应每1-2h监测血糖，直至血糖值和胰•

岛素量相对稳定后可每4h监测一次血糖

由于毛细血管血糖值可能高于动脉或血浆血糖，当毛细血管血糖•

监测显示低血糖时应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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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替代治疗

建议持续肾脏替代或间断血滤均可用于严重脓毒症AKI•

患者

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无尿或少尿的AKI患者，建议•

使用持续肾脏替代治疗，而不是间断血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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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静脉血栓的预防

推荐脓毒症患者首选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预防下肢DVT，当没有•

低分子肝素时，建议每日3次使用低剂量肝素预防，当肌酐清除

率<30ml/min时，推荐使用低分子肝素

建议在药物治疗同时联合使用充气性机械装置进行预防•

建议对于有肝素禁忌的患者，如血小板减少症、凝血功能障碍、•

活动性出血、近期脑出血，使用充气性机械装置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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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盐治疗

对于低灌注诱发的乳酸酸中毒患者若pH ≥ 7.15，

反对出于改善血流动力学或降低升压药物需求的目的

应用碳酸氢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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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治疗目标

推荐与患者及其家属讨论治疗目标及预后1.

推荐将治疗目标作为治疗及临终治疗计划的一部分，适当时应考虑和2.

缓治疗原则

建议尽早明确治疗目标，不应迟于入ICU后72小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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