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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诊重症肺炎临床实践专家共识
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

［摘要］

重症肺炎（ＳｅＶｅｒ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ＳＰ）是由肺组织（细支气管、肺泡、间质）炎症发展到一

定疾病阶段，恶化加重形成，引起器官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ＡＰ）、医院获得性肺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ＨＡＰ）、健康护理（医

疗）相关性肺炎（ｈｅａｌｃｈ

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ＨｅＡＰ）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ＶＡＰ）均可引起重症肺炎，重症肺炎病死率高达３０％一５０％，可导致严重的

并发症，加重医疗经济负担。重症肺炎救治的首站多为急诊科，并需要呼吸、监护病房、感染、检验
等临床多科室协作才能完成。随着近年来重症肺炎在病原学、病情评估和临床预后等方面研究的
不断深入，为更好地指导重症肺炎的治疗，于学忠等制定了本共识，对重症肺炎的诊断、急诊及入
院后评估、治疗、治疗后评估及预后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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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同病因、不同病原菌、在不同场合所导致的

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应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制

肺组织（细支气管、肺泡、间质）炎症，有着相似或相

定了本共识，以期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临床实

同的病理生理过程，发展到一定疾病阶段，均可恶化

际的重症肺炎临床处理路径和抗菌药物治疗方案，

加重成为重症肺炎（ｓｅｖｅｒ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ＳＰ），引起器

对重症肺炎的诊断、急诊及人院后评估、治疗、治疗

官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

后评估及预后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

１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疾病严重程度评价及辅助

ｎｉａ，ＣＡＰ）、医院获得性肺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检查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ＨＡＰ）、健康护理（医疗）相关性肺炎

１．１重症肺炎的诊断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ＨＣＡＰ）和呼吸

机相关性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１．１．１肺炎（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具备下述前４项中任何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１项加上第５项，并除外肺结核、肺部肿瘤、非感染

ＶＡＰ）均可引起重症肺炎，重症肺炎的病死率高达

性肺问质性疾病、肺水肿、肺不张、肺栓塞、肺嗜酸性

３０％～５０％，可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加重医疗经济负

粒细胞浸润症、肺血管炎等即可诊断。包括：①新近

担¨。１。重症肺炎救治的首站多为急诊科，并需要

出现的咳嗽、咯痰或原有呼吸道症状加重，出现脓性

呼吸、监护病房、感染、检验等临床多科室协作才能

痰，伴或不伴胸痛；②发热；③肺实变体征和（或）湿

完成。随着近年来重症肺炎在病原学、病情评估和

性哕音；④外周血白细胞计数（ＷＢＣ）＞１０×１０９／Ｌ

临床预后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更好地指导重

或＜４×１０９／Ｌ，伴或不伴核左移；⑤胸部影像学检查

症肺炎的治疗，于学忠等参考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显示新出现片状、斑片状浸润性阴影或间质性改变，

分会２００２年《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

伴或不伴胸腔积液。

案）》、２００６年《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１．１．２

美国ＩＤＳＡ／Ａ，１１Ｓ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Ｍ Ｊ、２０１４

炎，包括具有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染而在入院后平

年中国严重脓毒症／感染性休克治疗指南及２０１ ５年

均潜伏期内发病的肺炎，其重症者称为重症社区获得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感染学组起草的《社区获得

性肺炎（ｓｅｖｅ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ＡＰ

ＣＡＰ是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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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Ｐ）。ＳＣＡＰ目前在国内外无统一的界定标准。英

ｆｅｃｔｉｏｎ

国胸科协会ＢＴＳＩ刊指南提出将ＣＵＲＢ一６５评分３分

ｄｅｘ）评分¨¨。英国胸科协会ＢＴＳ［７ ３指南采用的是

以上者视为重症。

ＣＵＲＢ评分系统，分值≥３分视为高危，需要入住

ｓｃｏｒｅ，ＣＰＩＳ）和ＰＳＩ（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ＨＡＰ是指患者入院时不存在，也不

监护病房治疗且患者死亡率明显增加。对于不方

处于感染潜伏期内，而于人院４８ ｈ后在医院发生

便进行生化检测的医疗机构，以及急诊的首诊医

的肺炎，其重症者称为重症医院获得性肺炎（ｓｅ—

生（包括急救人员）在实验室检查报告之前，可使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ＳＨＡＰ）。国内

用ＣＲＢ一６５评分对患者病情做出初步判断和处

２００２版《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

理。ＣＲＢ一６５评分中不包含ＢＵＮ项目，余标准同

案）》‘８１指出ＳＨＡＰ标准同ＳＣＡＰ标准，但是ＨＡＰ

ＣＵＲＢ一６５评分一致，分值≥２分视为高危。相比

中晚发性发病（入院＞５ ｄ、机械通气＞４ ｄ）和存在

ＣＵＲＢ系统，ＰＳＩ评分和ＣＰＩＳ评分较为细致复杂，

高危因素者，即使不完全符合重症肺炎诊断标准，

均包含血气等实验室检查及ｘ片等影像学检查，

亦视为重症。ＳＣＡＰ和ＳＨＡＰ在致病菌谱、潜在耐

对收入ＩＣＵ患者评估的敏感度更高¨２一引。美国

药菌和多重耐药菌感染风险、抗菌药物选择等方

ＩＤＳＡ／ＡＴＳ对上述评分均予推荐。其中，ＣＵＲＢ一６５

面存在明显差异。

评分更适用于ＣＡＰ的评估，适用于门急诊患者；

１．１．３

ｖｅｒｅ

ＨＡＰ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１．１．４重症肺炎

目前多采用美国ＩＤＳＡ／ＡＴＳ¨Ｊ

ＰＳＩ评分和ＣＰＩＳ评分系统更适于指导急诊留观／

制订的重症肺炎判定标准，包括２项主要标准和９

病房医生和ＩＣＵ医生对重症患者进行更为精细的

项次要标准。符合下列１项主要标准或≥３项次要

诊治。此外，ＣＰＩＳ评分≤６分可考虑停用抗菌药

标准者即可诊断。主要标准：①气管插管需要机械

物。见表１。

通气；②感染性休克积极液体复苏后仍需要血管活

１．２．２脏器功能评分系统美国ＩＤＳＡ／ＡＴＳ指南

性药物。次要标准：①呼吸频率≥３０次／ｍｉｎ；

推荐，对于重症肺炎患者，需要收入ＩＣＵ治疗，且重

莲）Ｐａ０２／Ｆｉ０２≤２５０

症肺炎患者多引起脏器功能不全，故亦须对重症患

ｍｍ

Ｈｇ；③多肺叶浸润；④意识
ｍｇ／ｄＬ；

者进行脏器功能评估以提供客观、量化的指标指导

⑥Ａ细胞减少症（ＷＢＣ＜４×１０９／Ｌ）；⑦血小板减少

Ｉ临床诊治及判断预后。临床使用最为广泛的是

障碍和（或）定向障碍；⑤血尿素氮≥２０

症（ＰＬＴ＜１００×１０９／Ｌ）；⑧体温降低（中心体温＜３６

ＭＯＤＳ评分、ＳＯＦＡ评分和ＡＰＡＣＨＥ Ｕ评分。

℃）；⑨低血压需要液体复苏。重症肺炎的诊断标

１．２．２．１

准较为繁琐复杂，近年来国外有学者推荐一。在美国

ＭＯＤＳ评分由６个脏器系统的评分组成，每个脏器

ＩＤＳＡ／ＡＴＳ标准上进行一定的简化，中国２０１５年成

系统的分值为０—４分，０分代表脏器功能基本正

人ＣＡＰ指南采用新的简化诊断标准：符合下列１项

常，总分为０～２４分。主要指标包括：①呼吸系统：

主要标准或≥３项次要标准者可诊断为重症肺炎，

氧合指数（ＰａＯ：／Ｆｉ０２）；②肾脏系统：血清肌酐浓

需密切观察、积极救治，并建议收住监护病房治疗。

度；③肝脏系统：血清胆红素浓度；④血液系统：

主要标准：①气管插管需要机械通气；②感染性休克

ＰＬＴ；⑤神经系统：格拉斯哥昏迷评分；⑥心血管系

积极体液复苏后仍需要血管活性药物。次要标准：

统：压力调整后心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①呼吸频率Ｉ＞３０次．／ｍｉｎ；②Ｐａ０２／Ｆｉ０２。＜２５０

ＰＡＨＲ），ＰＡＨＲ＝心率×右房压（或中心静脉压）／平

ｍｍ Ｈｇ；

③多肺叶浸润；④意识障碍和（或）定向障碍；⑤血

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评分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均动脉压。

尿素氮≥７ ｍｍｏｌ／Ｌ；⑥低血压需要积极的液体

１．２．２．２全身性感染相关性功能衰竭评分（ｓｅｐ—

复苏。

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１．２病情评估重症肺炎评估包括肺炎本身严重

ＭＯＤＳ评分相似，ＳＯＦＡ评分亦由６个脏器系统的

程度评估和脏器功能受损程度评估两大方面，临床

评分组成，每一个脏器的分值为０（正常）一４分

中多采用评分系统进行。

（最差），每天记录一次最差值。ＳＯＦＡ评分所采取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Ａ）

同

目前，用于评估肺炎病情

的变量均为持续性，其目的是描述ＭＯＤＳ的发生、

严重程度的评分标准有很多，最常使用的是ＣＵＲＢ

发展，并评价疗法对脏器功能失常或衰竭进程的

评分［１ ０‘、临床肺部感染评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影响。

１．２．１肺炎评分系统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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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常用评分系统

１．２．２．３急性生理功能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１．３．１．２尿常规重点关注尿ｐＨ、尿比重（ＳＧ）、

（ａｃｕｔ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ＢＣ、ＲＢＣ、亚硝酸盐和酮体。意义：①除外有无泌

ＡＰＡＣＨＥ评分系统是由急性生理学评

尿系感染；②了解酸碱度及尿液浓缩情况以辅助液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ＰＡＣＨ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分（ＡＰＳ）、年龄评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三部分组

体治疗。

成，理论最高分值为７１分，分值越高病情越重。

１．３．１．３便常规重点关注便潜血试验。意义：警

其中ＡＰＡＣＨＥ ＩＩ评分更为简便可靠，临床使用最

惕并发消化道出血和胃肠功能衰竭等情况。

为广泛。

１．３．２生化检查包括乳酸、肝功能（转氨酶、胆

１．３实验室检查

红素、白球比）、肾功能（肌酐、尿素氮）、血糖、电解

１．３．１血、尿、便常规

质、白蛋白等监测指标。其中乳酸≥４ ｍｍｏｌ／Ｌ多提

１．３．１．１血常规重点关注ＷＢＣ及其分类，红细

示预后不良，而乳酸持续增高较单次测定值更能反

胞（ＲＢＣ）、血红蛋白（Ｈｂ）及红细胞压积（ＨＣＴ）、血

映预后，建议连续监测。¨副

小板（ＰＬＴ）。意义：①了解感染严重程度；②指导液

１．３．３

体复苏。其中血小板进行性下降多提示预后不良。

查并连续多次监测动脉血气分析，同时记录标本采集

动脉血气分析重症肺炎患者应第一时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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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吸氧浓度。重点关注ｐＨ、ＰａＯ：、ＰａＣ０２、ＢＥ、

助其深咳嗽，留取脓性痰送检。无痰患者检查分枝

ＨＣＯ，一。意义：①维持机体酸碱平衡；②改善缺氧、纠

杆菌和肺孢子菌可用高渗盐水雾化吸人导痰。真菌

正ＣＯ：潴留；③协助机械通气患者呼吸机参数调整。

和分枝杆菌检查应收集３次清晨痰标本。②送检：

１．３．４凝血功能重症感染及其炎症反应可导致

尽快送检，不得超过２ ｈ。延迟送检或待处理标本应

凝血功能障碍、血栓形成及出血风险，严重者可引起

置于４℃保存，保存的标本应在２４ ｈ内处理。③实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的发生。故凝血四项及

验室处理：挑取脓性部分涂片作Ｇ染色，镜检筛选

Ｄ一二聚体等检查应作为重症肺炎患者的常规检测

合格标本（鳞状上皮细胞＜１０个／低倍视野，多核白

和监测指标。

细胞＞２５个／低倍视野，或二者比例＜１：２．５）。

１．３．５

Ｃ一反应蛋白（ＣＲＰ）‘ｔ６Ｊ可以较好地反映机

１．４．１．２血培养标本要求①采集：尽量在抗菌药

体的急性炎症状态，敏感性高。但对感染或非感染性

物治疗前采集，避免静滴抗菌药物的静脉处采血，不

疾病的鉴别缺乏足够的特异性，也不能用于细菌性感

应从留置静脉或动脉导管取血。以正在畏寒、寒颤

染和病毒性感染之间的鉴别。ＣＲＰ＞１０ ｍｇ／Ｌ提示急

前０．５ ｈ为佳或停用抗菌药物２４ ｈ后。每例患者采

性炎症反应，可以用于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

血２次／ｄ，间隔０．５～１．０ ｈ；必要时次日再做血培养

１．３．６降钙素原（ＰＣＴ）ＰＣＴ是细菌感染早期的

２次。采血量要足够，培养基与血液之比１０：ｌ为

一个诊断指标，并与感染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

宜。②送检：采血后应立即送检（最好２ ｈ之内），室

关。显著升高的ＰＣＴ（正常参考值＜０．０５斗ｇ／Ｌ）对

温下保存标本。血培养出现阳性结果即考虑有临床

全身重度感染性疾病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可作为重

意义（除外污染）。

度感染的早期预测指标‘１７］。ＰＣＴ对临床抗菌药物

１．４．１．３肺泡灌洗对于有条件的医院，还可以用

治疗指导意义如下¨引：＠ＰＣＴ＜０．２５斗ｇ／Ｌ时，可不

肺泡灌洗液（ＢＡＬＦ）进行涂片、培养及分子生物学

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②ｏ．２５

诊断。对于厌氧菌、肺孢子菌，采用支气管ＢＡＬＦ标

ｏ．ｇ／Ｌ≤ＰＣＴ＜０．５

¨ｇ／Ｌ时，考虑可能存在局部感染，建议查找感染源

本进行检查的阳性率可能更高。

并复查，可以使用抗菌药物治疗；③ＰＣＴＩ＞０．５彬Ｌ

１．４．１．４病毒分离从呼吸道样本中分离出流感

时，强烈考虑存在细菌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必须严

病毒为流感实验室检测的“金标准”。在流感流行

格遵循抗菌药物的使用方法及原则进行治疗；＠ＰＣＴ

季节，对于流感样病例快速抗原诊断和免疫荧光法

２一１０彬Ｌ提示脓毒症发生可能，需每日复查并评

检测阴性的患者建议也做病毒分离拉０‘２１｜。

估目前脓毒症治疗方案；⑤ＰＣＴ≥１０斗ｇ／Ｌ提示严

１．４．１．５肺炎支原体（ＭＰ）分离培养法ＭＰ细胞

重脓毒症发生可能，死亡风险高。建议将ＰＣＴ及

分离培养法一直被认为是ＭＰ感染诊断的“金标准”，

ＣＲＰ作为重症患者的常规检测项目并动态监测以

传统的细胞培养法临床已基本不用，多为科研及回顾

评估病情。

性诊断。快速培养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检测手段，

１．４病原学诊断重症肺炎患者推荐病原学检查

利用ＭＰ生长代谢的酸性产物使培养基液体中指示

方法包括：痰涂片及培养、血培养、胸腔积液培养、肺

剂颜色发生改变来判断ＭＰ生长。２４～４８ ｈ即可出

泡灌洗、非典型病原体筛查、呼吸道病毒筛查、嗜肺

结果，但对于真菌及耐药菌而言，易有假阳性出现。

军团菌１型尿抗原及肺炎链球菌尿抗原等。

１．４．１．６真菌的微生物标本及检测口引标本应为

１．４．１微生物标本检测应在抗菌药物使用前，同

新鲜、合格标本。其检测手段包括真菌涂片、培养技

时进行常规血培养和呼吸道标本的病原学检查（痰

术。气道分泌物（包括经口、气管插管、支气管肺泡

涂片及痰培养）。凡合并胸腔积液并能够进行穿刺

灌洗、保护性标本刷等手段获取的标本）直接镜检，

者，均应进行胸水病原检测¨９｜，插管患者可进行抽

细胞学检查有无菌丝、孢子并进行真菌培养。

吸物培养＂Ｊ。目前细菌学的标准为呼吸道分泌物

１．４．２尿检及血清学检测

细菌计数＞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肺泡灌洗液＞１０４

ＣＦＵ／ｍＬ

１．４．２．１尿检推荐ＣＵＲＢ一６５评分２分以上肺

及防污染毛刷＞１０３ ＣＦＵ／ｍＬ即可判定阳性结果。

炎均需进行肺炎链球菌尿抗原检测，３～５分患者均

１．４．１．１痰标本要求¨引

①采集：尽量在抗菌药

需进行军团菌尿抗原检测。推荐所有重症肺炎患者

物治疗前采集标本。嘱患者先行漱口，并指导或辅

需要检测军团菌尿抗原。国内临床上多应用血清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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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测法检测军团菌，由于军团菌抗体通常在发病

有胶体金试验，一般能在１０—３０ ｍｉｎ获得结果。对

２～３周才产生旧３｜，且２０％～３０％患者不产生抗

快速检测结果的解释应结合患者的流行病史和临床

体ⅢＪ，故尿抗原检测法是诊断军团菌肺炎的一线方

症状综合考虑：在非流行期，阳性筛查结果有可能是

法，有助于早期诊断。

假阳性；在流行期，阴性的筛选检测结果可能是假阴

１．４．２．２血清学抗体检测

性；这两种情况均应考虑使用ＲＴ—ＰＣＲ或病毒分离

采集间隔２～４周急性期及恢复期的双份血清

培养做进一步确认。

标本，特异性ＩｇＭ升高对诊断有参考价值，特异性抗

真菌检测［Ｉ≈＇６。８Ｉ：Ｇ试验对除隐球菌和接合菌

体水平恢复期比急性期有４倍或以上升高有回顾性

以外的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有参考价值，血液标

诊断意义。主要用于非典型病原体抗体（军团菌、

本Ｇ试验连续２次阳性具有参照意义。血液或支

肺炎支原体及肺炎衣原体）或呼吸道病毒特异性抗

气管ＢＡＬＦ隐球菌抗原阳性对于隐球菌感染具有诊

体滴度的测定‘２０。２１’２５。２ ７｜。

断学意义。半乳甘露聚糖抗原对侵袭性曲霉感染的

阳性标准如下。①军团菌抗体检测口８Ｉ：通常需

诊断有重要参考价值∞２。６Ｉ，血液标本ＧＭ实验

急性期及恢复期双份血清，抗体呈４倍或以上增长，

（ＥＬＩＳＡ）连续２次吸光度指数（ＧＭ Ｉ）值＞０．８或单

且效价≥１：１２８；或单份血清抗体效价≥１：２５６时，

次ＧＭ Ｉ值＞１．５具有参照意义。

考虑军团菌感染。＠ＭＰ检测：ＭＰ抗体检测方法主

１．４．３核酸检测等分子诊断学进展

要包括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颗粒凝集试验、

１．４．３．１病毒拉¨２１ ｏＰＣＲ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

补体结合试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等，目前多采用颗

是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偏肺

粒凝集法测定ＩｇＭ抗体，国内研究显示，颗粒凝集法

病毒、冠状病毒、腺病毒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呼吸道

的敏感度可达９０％以上，特异度８６％以上，显著高

病毒感染快速诊断的首选方法。以ＲＴ—ＰＣＲ（最好

于ＥＬＩＳＡ和冷凝集试验拉９。３０ Ｊ。采集间隔２—４周急

采用ｒｅａｌ

性期及恢复期的双份血清标本，抗体滴度呈４倍或

子、鼻拭子、鼻咽或气管抽取物、痰）中的病毒核酸。

４倍以上变化（增高或降低），同时ＭＰ抗体滴度（补

病毒核酸检测的特异度和敏感度最好，且能快速区

体结合试验）≥ｌ：１６０对ＭＰ感染早期有诊断意义。

分病毒类型和亚型，一般能在４～６ ｈ获得结果。有

ＭＰ感染还可检测ＭＰ—ＩｇＡ抗体，其出现较ＩｇＭ稍

关检测方法可从国家流感中心网站（、ｎｎｖ．ｃｎｉｃ．ｏｒｇ．

晚，持续时间长，特异度高‘３１Ｉ。另外，国内临床上仍

ｃｎ）下载相关技术指南，已获国家批准检测试剂的

有使用冷凝集素试验检测ＭＰ，其优点为简单、快

参考产品说明书可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ｔｉｍｅ

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呼吸道样本（咽拭

速，阳件标准为≥ｌ：３２。但其敏感度、特异度较差。

（ｗｗｗ．ｓｆｄａ．ｇｏｖ．ｅｎ）查询下载。

③肺炎支衣原体（ｃＰ）抗体检测和沙眼衣原体（ＣＴ）

１．４．３．２

抗体检测口１Ｉ：原理同ＭＰ，确诊ＣＰ急性感染应强调

床，可作为早期快速诊断的重要手段。

双份血清（间隔２周），恢复期抗体滴度上升４倍或

１．４．３．３军团菌Ⅲ１可用于早期诊断，但尚未在临

下降至原来的１／４有诊断价值；单份血清特异度

床推广。

ＩｇＭ抗体滴度持续升高也有诊断价值，这包括ＣＰ—

１．４．３．４

ＩｇＧ＞１：５１２、ＣＴ—ＩｇＭ＞１：６４。④病毒检测［２ ０Ｉ：检

ＷＨＯ推荐用于肺内及肺外结核的检测。

测流感病毒特异度ＩｇＭ和ｌｇＧ抗体水平。动态检测

１．５影像学检查肺炎患者应于人院时常规进行

的ＩｇＧ抗体水平恢复期比急性期有４倍或以上升高

正侧位ｘ片检查，对于体位受限及不方便移动的患

有回顾性诊断意义。

者可行床旁胸片检查。如条件许可应行胸部ｃＴ进

１．４．２．３血清学抗原检测

一步了解肺部情况。对于复查时机，目前国内外并

肺炎支原体及肺炎衣原体¨刊已用于临

结核分枝杆菌∽１商业诊断产品已被

病毒抗原检测Ｌ２０‘圳：可作为早期快速诊断的初

无权威的统一推荐，但对于重症患者，尤其初始治疗

筛方法，快速抗原检测方法可采用免疫荧光的方法，

无反应甚至加重时，需注意复查影像学并与之前结

检测呼吸道样本（咽拭子、鼻拭子、鼻咽或气管抽取

果进行比较。

物中的黏膜上皮细胞），使用单克隆抗体来区分甲、

重症肺炎的诊断及病情评估，需利用现有的病

乙型流感，一般可在数小时以内获得结果。其他还

情及脏器功能评分系统、实验室检查病原学检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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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等综合考虑，以指导临床治疗。

始治疗多推荐联合用药以覆盖可能的致病菌。综合

２重症肺炎的治疗
重症肺炎患者应立即给

以下国内外指南及综述，初始性可给予ｐ一内酰胺
类联合阿奇霉素或氟喹诺酮类治疗；对有铜绿假单

予恰当的经验性初始抗菌药物治疗，给予抗菌药物

胞菌危险因素的患者可予抗假单胞的Ｂ一内酰胺＋

治疗前留取病原学检测标本。根据临床和流行病学

阿奇霉素或ｐ一内酰胺＋氟喹诺酮治疗。见表２。

２．１抗菌药物使用原则

基础，抗菌药物方案应尽量覆盖可能的致病菌。在

推荐在初始洽疗后根据病原体培养结果和患者

重症肺炎致病菌未能明确时，推荐广谱抗菌药物治

对初始治疗的临床反应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进行

疗。

调整（如降阶梯治疗）。

２．１．ｔ抗菌药物种类选择的原则

２．１．２抗菌药物使用细则

２．１．１．１

２．１．２．１常用抗菌药物的使用方法

ＳＣＡＰ及ＳＨＡＰ病原学的特殊性

ＳＣＡＰ¨Ｊ：如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

时间依赖性抗菌药物Ｈ３。蚓：主要包括半衰期较

葡萄球菌、军团菌、Ｇ一杆菌。对于免疫缺陷患者及

短的Ｂ一内酰胺类药物、大环内酯类等。其临床疗

特殊流行病学史／旅行史的患者需注意病毒、真菌及

效与药物和细菌接触时间相关，ＰＫ／ＰＤ参数是游离

特殊致病菌感染。

型药物浓度高于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持续时间占给

ＨＣＡＰ、ＨＡＰ、迟发型ＶＡＰ【３９。蚓：多为多重耐药

药间隔百分比（ｆｒ＞ＭＩＣ）。尤其是半衰期较短的抗

菌株，如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肠杆菌属（肺炎

菌药物，可增加给药频次，延长静脉滴注时间，或采

克雷伯、大肠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

取持续静脉给药可以增加药物与致病菌接触时间。

我国流行病学的特征【４１｜：２０１５年国内ＣＡＰ指

浓度依赖性抗菌药物Ⅲｊ：浓度依赖性药物的杀

南指出，需要收住ＩＣＵ的ＳＣＡＰ患者中，肺炎链球菌

菌效果、临床疗效与药物峰浓度高低密切相关，主要

仍是最常见的病原体。

包括氨基糖苷类药物、氟喹诺酮类等药物。主要

——青壮年、无基础疾病患者：肺炎链球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流感病毒、腺病毒、军团菌

ＰＫ／ＰＤ参数Ｃｍａｘ／ＭＩＣ或血药浓度一时问曲线下
面积（ＡＵＣ）／ＭＩＣ，其特点具有首剂效应和较长的抗

——老年人（年龄＞６５岁）或有基础疾病患者：

菌药物后效应（ＰＡＥ）。推荐以最大的无副作用剂量

肺炎链球菌、军团菌、肺炎克雷伯菌等肠杆菌科菌、

每日单次给药，可获得理想治疗效果和ＰＫ／ＰＤ参

金黄色葡萄球菌、厌氧菌、流感病毒、ＲＳＶ病毒

数。

——有结构性肺病患者：铜绿假单胞菌、肺炎链

时间依赖性且抗菌作用持续较长的抗菌药

球菌、军团菌、肺炎克雷伯菌等肠杆菌科菌、金黄色

物：该类抗菌药物主要包括糖肽类药物、碳青霉烯

葡萄球菌、厌氧菌、流感病毒、ＲＳＶ病毒

类药物、利奈唑胺、四环素类等，具有较长ＰＡＥ。

２．１．１．２阶梯治疗策略

ＩＣＵ内连续静脉给药相比间隔给药，其ＰＫ／ＰＤ参

目前国内外指南指出，对于ＳＰ患者，经验性初
表２

数更为优化。

国内外对于重症肺炎的治疗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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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并危重症及脏器功能不全时，需要结合表

２．２．１

合并感染性休克的ＳＣＡＰ患者

荟萃分

观分布容积、蛋白结合率、药物清除率及ＰＫ／ＰＤ参

析ｌ铝瑚１表明，糖皮质激素能降低合并感染性休克

数以优化抗菌治疗。

ＣＡＰ患者的病死率。因此，建议合并感染性休克的

２．１．２．２治疗疗程

ＣＡＰ患者可遵循感染性休克的处理原则，适量短程

抗感染治疗¨９１一般可于热退和主要呼吸道症

使用小剂量糖皮质激素。

状明显改善后３～５ ｄ停药，但疗程视不同病原体、

２．２．２不合并感染性休克的ＳＣＡＰ患者虽然目

病情严重程度而异，不能把肺部阴影完全吸收作为

前临床实践中激素对重症肺炎的抗炎作用已被部分

停用抗菌药物的指征。对于普通细菌性感染，如肺

研究所证实＂卜５２１，但临床最终受益并不确定。对于

炎链球菌，用药至患者热退后７２ ｈ即可。对于金黄

不合并感染性休克的重症肺炎患者，不常规建议推

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克雷伯菌属或厌氧菌等

荐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容易导致肺组织坏死的致病菌所致的感染，建议抗

２．３丙种球蛋白（ＩＶＩＧ）

菌药物疗程Ｉ＞２周。对于非典型病原体治疗反应较

有研究表明，静脉注射ＩＶＩＧ可以辅助治疗重症

慢者疗程可延长至１０～１４ ｄ。军团菌属感染的疗程

肺炎患者［５ ３】，并且有研究‘沁５５１表明，其对肺炎或肺

建议为１０—２１

虽有研究表明７ ｄ及以上的疗程似乎并没有增

损伤动物模型改善预后的效果，以及体外实验中发
现抗病毒活性的作用ｂ ６｜。虽然国内外并无权威指

加临床疗效及改善临床结局，但这些研究多为门诊

南推荐，但其临床使用广泛并有一定临床效果，应肯

患者，或者住院患者中对初始治疗快速反应的患

定其对免疫缺陷患者及病毒感染的作用。

ｄ。

细菌感染尚有争论，对于细菌感染的重症肺炎

者¨’４ ７｜。对于重症肺炎，尤其初始反应不佳甚至失
败的患者，其治疗疗程会显著延长。

患者的临床疗效有待进一步的循证证据。

２．１．２．３抗菌药物

２．４对症支持治疗

疑有吸人因素时应优先选择氨苄西彬舒巴坦
钠、阿莫西彬克拉维酸等有抗厌氧菌活性的药物，
或联合应用甲硝唑、克林霉素等。
老年有基础疾病患者要考虑到肠杆菌科菌感染
可能，由于我国肠杆菌科菌对氟喹诺酮耐药率高、产

２．４．１

白蛋白

目前国内外并无权威指南推荐，但

在合并脓毒症尤其需要液体复苏时，可考虑应用白
蛋白作为液体复苏的治疗手段之一【ｌ
２．４．２

营养支持

５｜。

早期肠内营养可维持肠道黏膜

完整性，并防止细菌移位和器官功能障碍，但同时亦

ＥＳＢＬ比例高，经验性治疗可选择哌拉西彬他唑巴

需注意高分解代谢状态。有证据表明，血流动力学稳

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或厄他培南等碳青霉烯类。

定者早期肠内营养（２４－４８ ｈ）可缩短机械通气时间、

２．１．２．４血药浓度的监测及处理

ＩＣＵ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同时，也需避免过度喂

药物浓度的监测对优化治疗方案尤为重要，目

养，中国严重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治疗指南［１５］建议

前临床上主要监测治疗窗较窄的药物，如氨基糖苷

低热卡，渐进性喂养的非全量喂养（以２０—２５卡／ｋｇ

类药物和万古霉素，对无法进行血药浓度监测的药

为目标，蛋白摄人量建议为１．２一１．５ ｇ／（ｋｇ·ｄ），

物，临床医生首先要了解抗菌药物的理化性质及全

３—５

ｄ不低于５０％目标量，５—７ ｄ不低于８０％目标

面评估患者疾病状态下药物ＰＫ变化。如患者症状

量）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营养支持策略。接受肠内营

改善常伴ｖｄ降低，此时需降低剂量；而症状恶化可

养后３～５ ｄ仍不能达到５０％目标量时建议开始补

能需增高剂量。其次要明确感染细菌种类、细菌耐

充肠外营养，减少院内感染，且可以改善肠内营养不

药情况及相应ＭＩＣ，最后结合患者病情（如肝、肾功

足的ＩＣＵ患者的临床预后。

能）及抗菌药物ＰＫ／ＰＤ特点进行合理给药方案。

２．４．３非药物治疗

此外，雾化抗菌药物对重症肺炎的治疗价值尚

２．４．３．１监护如有条件，重症肺炎患者应尽量收

未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研究。能够雾化的抗菌药

入ＩＣＵ治疗。

物有多黏菌素类、氨基糖苷类、万古霉素类等。当静

２．４．３．２氧疗和辅助呼吸研究表明，血氧水平评

脉给予抗菌药物无效或需要严格控制液体摄人的危

估不及时将增加ＳＣＡＰ患者的病死率。重症肺炎患

重患者及多重耐药菌（ＭＤＲ）感染的ＶＡＰ患者，可

者应入院时常规检测血气分析、评估呼吸功能并积

以考虑联合雾化吸入抗菌药物的治疗。

极氧疗，给予鼻导管或面罩维持血氧饱和度９４％一

２．２糖皮质激素

９８％，但对于有ＣＯ：潴留风险的患者，血氧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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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９０％上下即可。并且根据血气分析和氧合监测

肺栓塞等疾病。②并发症或合并症因素（免疫状

情况，及时判断患者有无呼吸衰竭，掌握无创呼吸机

况、脏器功能不全、基础肺部疾病如ＣＯＰＤ、糖尿病、

和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的时机。ＳＣＡＰ患者如果合

脑血管疾病），并注意排痰障碍、体位及引流、反复

并ＡＲＤＳ且常规机械通气不能改善，可以使用体外

误吸等情况。③病原体的因素：需仔细追踪患者的

膜肺氧合（ＥＣＭＯ）。
２．４．３。３引流注意体位以促呼吸道分泌物的引

流行病史，采集合格标本寻找病原体证据，结合药敏
及药动学特性，调整抗菌药物方案。④初始治疗未

流，卧床患者应给予定时的翻身拍背，避免呛咳、误

能覆盖致病病原体。⑤出现二重感染。⑥耐药因

吸等情况。
３重症肺炎治疗后的评估及预后

素。⑦未能按药物最佳ＰＫ／ＰＤ等药代动力学使用院
内感染患者注意定植菌和致病菌的区分。⑧警惕特

３．１治疗评估的内容、时机和频率

殊病原体感染，如分枝杆菌、真菌、肺孢子菌、包括

３．１．１

临床表现包括全身症状、体征和呼吸道症

ＳＡＩＬＳ和人禽流感在内的病毒或地方性感染性疾病。

状。

３．３预后

３．１．２生命体征一般情况、意识、体温、呼吸、心

高，病情变化快，应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结合肺炎

率和血压等。

疾病评分、脏器功能评分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综合评

３．１．３血液生化指标对于重症患者，血气及电解

估预后。

质必须保持动态监测以评估呼吸功能及酸碱平衡。

３．３．１肺炎疾病病情评分系统

其他包括反映感染严重程度的生物标志物如ＷＢＣ、

３．３．１．１

ＣＲＰ、ＰＣＴ等指标。建议住院患者７２ ｈ后复查，ＩＣＵ

ＣＲＢ一６５评分）和ＰＳＩ评分系统直接评估死亡风险。

患者必要时每日复查。

ＣＵＲＢ评分越高，３０天死亡率越高（０分＝０．７％，

３．１．４微生物学评价

该评价可对能采集到的各

重症肺炎往往需要收住ＩＣＵ，死亡率

ＣＵＲＢ评分系统（包括ＣＵＲＢ一６５评分和

１分＝３．２％，２分＝１３％，３分＝１７％，４分＝４１．５％，

种样本进行重复常规微生物学检查，必要时采用分

５分＝５７％）。

子生物学和血清学方法，积极获取病原学证据。

３．３．１．２

３．１．５胸部影像学胸部影像学改变通常滞后，临

率方面相当，预测收入ＩＣＵ患者评估的敏感性则

床表现恢复好的患者不推荐行胸部影像学复查；症状

ＰＳＩ更佳０１４，ｓ８１。

或体征持续或恶化的患者，应复查胸片或胸部ＣＴ确

３．３．１．３常见ＩＣＵ及脏器功能评分系统ＡＰＡＣＨＥ

定肺部病灶变化。

评分系统、ＳＯＦＡ评分及ＭＯＤＳ评分等广泛应用于

３．２治疗疗效的评估及处理

危重患者尤其脓毒症患者的病情及预后评估。近年

３．２．１

ＣＵＲＢ一６５和ＰＳＩ评分系统在预测病死

来有研究表明，ＰＩＲＯ系统”引能较好预测监护病房

初始治疗有效的定义和处理

３．２．１．１定义经治疗后达到临床稳定，可以认定

中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病死率，而且对ＡＰＡＣＨＥ

为初始治疗有效，临床稳定标准即体温≤３７．２ ｏＣ，心

Ⅱ评分＞２５分的脓毒症患者可以提供额外的危险

率。＜１００ ７ｙ欠．／ｍｉｎ，呼吸频率≤２４次／ｍｉｎ，收缩压Ｉ＞９０

分层‘训。

ｍｍ

Ｈｇ，血氧饱和度Ｉ＞９０％（或ＰａＯ：ｔ＞６０

ｍｍ

Ｈｇ）。

３．３．１．４

ＰＩＲＯ评分在评估收住监护病房的ＣＡＰ

３．２．１．２处理经初始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者可

患者的２８天死亡率上优于其他肺炎评分和

继续原有抗菌药物治疗。

ＡＰＡＣＨＥ

３．２．１．３对达到临床稳定且能接受口服药物治疗

械通气和ＩＣＵ入住时间越长¨１。。

的患者，改用同类或抗菌谱相近、致病菌敏感的口服

３．３．２实验室检查

制剂进行序贯治疗¨’５

３．３．２．１

７Ｉ。

１１评分；该评分越高则风险级别越高，机

ＰＣＴ对于疾病严重程度尤其脓毒症的

３．２．２初始治疗失败的定义和处理

相关性较好，其动态监测可反映肺炎的病情变化及

３．２．２．１定义患者对初始治疗反应不良，症状持

预后。此外，ＰＣＴ对细菌性感染有诊断意义，可以指

续无改善，需要更换抗菌药物或一度改善又恶化，病

导抗菌药物的使用。

情进展，出现并发症，甚至死亡，认为治疗失败。包括

３．３．２．２

对治疗无反应、进展、出现局部或全身并发症等情况。

于感染及炎症性疾病的病情评估指标。国内外均有

３．２．２．２处理①注意与非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诊

研究表明，ＣＲＰ可与肺炎的预后及死亡率相关，并

断：如肺部肿瘤、间质性肺部疾病、结缔组织疾病和

且与肺炎评分方法似乎可以增加ＣＡＰ分级的准确

ＣＲＰ作为急性相蛋白，被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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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㈣。

２００９［Ｊ］．Ｔｈｏｒａｘ，２００９，６４（Ｓｕｐｐｌ ３）：ｉｉｉｌ一５５．

Ｄ一二聚体有研究表明，Ｄ一二聚体可

３．３．２．３

［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子，高水平的Ｄ一二聚体（＞２０００峭／Ｌ）的患者具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ａｄｕｌｔｓ［Ｊ］．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７，４４（Ｓｕｐｐｌ ２）：￥２７—７２．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９］

Ｓａｌｉｈ

（草案）［Ｊ］．现代实用医学，２００２，１４（３）：１６０—１６１．
Ｗ，Ｓｃｈｅｍｂｒｉ Ｓ，Ｃｈａｌｍｅｍ ＪＤ．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ＳＡ／

ＡＴ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Ｐ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有明显变化ｍ Ｊ。血管紧张

ｄａｔａ［Ｊ］．Ｅｕｒ

素Ⅱ的动态水平与重症肺炎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
相关，在预后方面优于ＣＲＰ和ＰａＯ：／Ｆｉ０２，持续高水

ｏｎ

ＲＧ，Ａｎｚｕｅｔｏ Ａ，ｅｔ ａ１．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８］

３．３．２．４血管紧张素Ⅱ近来有研究显示，肾素一
血管紧张素系统在某些病原体引起的重症肺炎及急

ｏｆ

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以作为３０天死亡率、机械通气及循环支持的预测因
有较高的死亡率［６３－６５］。

ＭａｎｄｅＵ ＬＡ，Ｗｕｎｄｅｒｉｎｋ

［１０］

Ｌｉｍ

Ｒｏｓｐｉｒ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２０１４，４３（３）：８４２—８５１．

ＷＳ，ｖａｎ ｄｅｒ Ｅｅｒｄｅｎ ＭＭ，Ｌａｉｎｇ Ｒ，ｅｔ ａ１．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ｉｎｕ—

ｎｉｔ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平的血管紧张素Ⅱ提示较差的预后Ｍ７｜。有条件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单位可进行检测并动态观察血管紧张素Ⅱ的变化以

５８（５）：３７７—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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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Ｋｒａｕｓｅ Ｉ，Ｗｕ

［６２］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ａｃ—

［６３］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ｆｕｓ Ｍｅｄ，２００２，１２（２）：

Ｇ，Ｄｉ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Ｇ，ｅｔ ａ１．Ｅａｒｌｙ ｓｗｉｔｃｈ

ｒ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

［６５］

ａｓ－

Ｃ，Ｐｏｖｏａ Ｐ，Ｉ＿ｏｂｏ Ｃ，ｅｔ

ａ

ａ１．‰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ＰＩ＿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１）：ｅ５３
［６０］Ｎｇｕｙｅｎ ＨＢ，Ｖａｎ

Ｃａ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Ｍｅｄ，２００９，３７（２）：４５６—４６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Ｅｍｅｒｇ

Ｍｅｄ，２００８，５２（１）：４８－５８．

Ｑｕｅｍｌ—Ｒｉｂｅｌｌｅｓ Ｊｍ。Ｔｅｎｉａｓ Ｊｉ，Ｇｒａｕ

Ｅ，ｅｔ

ａ１．Ｐｌａｓｍａ

ｄ—ｄｉ—

ｗｉ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ｌｍｅｍ

ＪＤ，Ｓｉｎｇａｎａｙａｇａｍ Ａ，Ｓｅａｌｌｙ

ｃａｎ

Ｃ，ｅｔ ａ１．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ｍｅｒ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Ｍｅｄ，２００９，５３（５）：６３３—６３８．

Ｚｏｎ Ｚ，Ｙａｎ Ｙ，Ｓｈｕ Ｙ，ｅｔ ａ１．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Ｎａｔ

Ｃｏｍｍａｎ，２０１４，５：３５９４．

［６７］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ｅｔｈａｌ 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 Ｈ５Ｎ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ｉｒｏ）ｓｅｐ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
ｓｕｉｔｓ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６６］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ｄ，２０１１，３７（９）：１４０９—１４２０．

［５９］ＧｒａＩｌｊａ

ｎｅｗ

ＤＴ，Ｗｅｉｓｓｆｅｌｄ ＬＡ，Ｋｅｌｌｕｍ ＪＡ，ｅｔ ａ１．Ｒｉｓ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Ａｎｎ

ｇｕｉｄｅ ＩＣＵ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ａｒｅ

Ｈｕａｎｇ

ｄｉｍｅ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Ｄｒｕｇｓ，２００８，６８

ＪＤ，Ｍａｎｄａｌ Ｐ，Ｓｉｎｇａｎａｙａｇｓｍ Ａ，ｅｔ ａ１．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ｔｏ

ａ

ｕｎｉ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０４，１２６（４）：１０８７—１０９２．

ｍ

ｔｏ

（１７）：２４６９—２４８１．

ｓｅｓｓｍｃ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Ｒ，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Ｒ，Ｒｅｙｅｓ Ｓ，ｅｔ ａ１．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ｍｐｒｕｖｅ

ｍ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５７］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ａ Ｚ，Ｍａｋｒｉｓ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Ｍｅｎｅｎｄｅｚ

［Ｊ］．Ａｎｎ
［６４］

１３３—１３９．

［５８］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ｒｅ

ｐｒｏｅ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ＤｑＩＪ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ｔｅ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Ｃａｒｅ，２０１２，２７（４）：３６２—３６９．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Ｔｈｏｒａｘ，２００９，６４（７）：５８７—５９１．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１，５５（５）：２２７６—２２８１．

ｔｉｏｎｓ—－—－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ｃａｌｅｓ ｉｎ

ｐｎｅｕｍｅｃｅｃｃ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Ａｎｔｉ·

Ｒ，Ｓｈｅｒｅｒ Ｙ，ｅｔ ａ１．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Ｃｒｉｔ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Ｃｒｉｔ

ａ

ｓｅｐｓｉｓ ｉｎ

Ｊ，Ｒｏｄｆｉｇｕｅｚ Ａ，Ｌｉｓｂｏａ Ｔ，ｅｔ ａ１．ＰＩＲＯ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Ｇ，ｅｔ ａ１．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ｉｍｍｕｎｅ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ａｎｄ ０４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ｑｕｉｒｅｄ

Ｒｅｕ０

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５ｌ一５５．

ＫＬ，心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Ｉ，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ｅｐｓｉｓ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Ｊ］．Ｊ

ｉｎｊｕｒｙ［Ｊ］．Ｉ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４，２１（１）：

［５５］Ｗｅｅｋｓ ＪＮ，Ｂｏｙｄ

ｃｕｅ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Ｈｕａｎｇ Ｆ，Ｇｕｏ
ｆ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Ｊ，Ｚｏｕ Ｚ，ｅｔ ａ１．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ｆ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ｍＮ９一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４，５：３５９５．

ｍ刮的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８８５．

Ｇｉｎｋｅｌ Ｃ，Ｂａｔｅｃｈ Ｍ，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ｐｒ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一０１—２０］［本文编辑：裴俏］

guide.medlive.cn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