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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降阶梯策略就

是将危重患者各种复杂、昂

贵、高风险但又有效的治疗

方法逐渐过渡到简单安全、

符合生理但仍然有效的治疗

方法。而慢性危重症（慢重

症）是指外科危重患者在疾

病或手术打击后，进入迁延

状态，病情不断反复，甚至加

重而长期停留在重症监护病

房。导致外科慢重症的因素包括高龄、营养不良、多脏器功

能障碍和多重打击。在危重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应始终贯彻

降阶梯治疗策略，包括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液体治疗的降

阶梯策略（即去复苏）、呼吸机适时撤机、连续性肾脏替代措

施的快上快下、肠外+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和适时地停止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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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里，有

这样一类外科危重患者、在疾病或手术打击后，进

入迁延状态，病情不断反复、甚至加重，最后长期停

留在 ICU里，成为所谓的慢性危重症（慢重症）。慢

重症患者住院时间长，病死率高，回归家庭和社会的

比例极低，长期占有医疗资源。慢重症，是 ICU里

的流行病［1］。

降阶梯治疗策略最初始于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强调针对严重感染患者，在使用超广谱抗生素后，据

药物敏感试验，适时将抗生素调整为窄谱的抗生素，

此即抗生素的降阶梯策略。近年来，又将降阶梯策

略应用于危重患者的液体治疗上，强调在经过抢救

阶段的大量液体输注、患者病情稳定后，应适时进行

去复苏过程［2］。降阶梯策略是指将危重患者从各种

复杂、昂贵、高风险但又有效的治疗方法逐渐过渡到

简单安全、符合生理但仍然有效的治疗方法。笔者认

为，在危重患者的各种治疗中，都应贯彻降阶梯治疗

策略。危重患者的各种治疗手段，一旦达到稳定病

情的目的，就应考虑停止，从而减少各种治疗手段

所带来的附加损害，有效防治慢重症。

一、慢重症的定义

所谓恢复，即患者纠正消除因疾病或手术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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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病理生理状态并返回至正常生理状态的一个

过程。疾病越重、恢复越慢，打击越大、恢复越慢；

如果打击越多，恢复就更难，甚至会每况愈下。

外科患者在经过感染、创伤等疾病因素和手术

的打击后，其恢复的方式大致分为以下 3类。（1）快

速恢复类：这类患者能迅速恢复的主要原因，第一

是疾病本身对机体的病理生理过程影响小；第二是

创伤轻微；第三是患者营养状况较好；第四是没有

继发的二重或多重打击［3］。这是临床上最多的一

类。（2）极重类：少部分患者因疾病打击过重，现代

医学手段无法抗衡，在住院之后迅速死亡。（3）慢重

症类：最难的一类，迟迟不能恢复。

慢重症概念在 1985 年提出之后，其定义多达

十几种。随着研究深入，其定义逐渐准确。目前对

慢重症最为权威的诊断标准为佛罗里达标准［4］：

患者在 ICU 内停留>14 d，合并有持续脏器功能障

碍（心血管功能障碍评分≥1分或其他脏器功能障

碍评分≥2分）。当然，也有主张将 ICU停留时间缩

短至 7 d。无论是 7 d还是 14 d，在 ICU内长期滞留

并伴有脏器功能障碍的患者属于慢重症，这是不争

的事实。

慢重症患者往往是具有高龄、糖尿病和慢性脏

器功能障碍的基础，在受到多种病理因素的多次打

击后，最终出现机体免疫功能彻底抑制，完全失去

代偿能力［5］。其临床特点是，在原发疾病的基础上，

多次出现各种并发症。每次并发症的发生都导致

新的脏器功能损害或原有脏器功能障碍的进一步

加重。

从病理生理角度分析，这种多重的打击又分成

两 大 途 径 ，即 病 原 相 关 分 子 模 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和损伤相关分子模

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6］。

这些损伤分子在结构上类似细菌产物，可激活细胞

膜或细胞内的炎性反应的上游通路，与细菌一样，

导致炎性分子“瀑布样”产生与释放，导致多脏器功

能的损害。危重患者所受到的多重打击，后期往往

是由各种生命支持手段的并发症所带来的。

因此，在高度重视病因治疗的同时，连续监控

脏器功能状态与炎性改变状态的变化，适时地去

脏器功能支持是消除对机体打击的重要策略。“去

脏器功能支持”是笔者早年在临床上喜欢用的一

个词，即适时撤除各种生命支持手段。结合国际

文献，现用“降阶梯策略”一词，以更全面、简洁地

表达及时去除危重患者各种抢救和支持手段的观

念。使用这一策略，可避免患者受到多重打击，有

效防治慢重症。

二、复苏与脏器功能支持的降阶梯治疗

（一）合理使用液体治疗

合理使用液体治疗是继合理使用抗生素之后

又一在临床医学引起高度重视的理念［7］。这一理论

主张，患者输注的液体也是药物，使用它们时，要有

剂量、疗程和降阶梯的理念，必须合理使用。因为

药物（Drug）、剂量（Dosing）、疗程（Duration）和降阶

梯（De⁃escalation）4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均为D，故也

称液体治疗的4D概念［2］。

4D概念的提出，自然就引出了液体治疗的降阶

梯治疗策略。在创伤和脓毒症休克的抢救阶段，要

早期、大量和快速输注液体，此后要尽快根据监测

指标实现优化，在患者进入稳定阶段后，要尽快实

现液体的负平衡，即去复苏。去复苏阶段也称降阶

梯阶段。这一理论取自复苏（Resuscitation）、优化

（Optimization）、稳 定（Stabilization）和 降 阶 梯

（Evacuation）的英文首字母，简称为ROSE方案，即

玫瑰方案［2］。

液体治疗降阶梯策略的提出，将危重患者液体

治疗具体化，有效地避免了液体输注过度，减少了

心功能不全、肺水肿、腹腔间隙综合征和肾功能损

害等并发症的发生，避免了危重患者的多重打击，

可有效防止慢重症的发生。

（二）呼吸机适时脱机

严重的创伤、感染等因素均可导致急性的肺损

伤，及时的机械通气可对抗全身炎性反应引起的肺

的弥散功能和通气功能障碍。机械通气的应用，显

著地提高了呼吸功能障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改善

了创伤、感染患者的预后。肠瘘和重症胰腺炎等危

重患者得以在早期获得成功救治，就是得益于 ICU
医生的有效复苏与呼吸机支持［8］。

但长期使用呼吸机，可合并通气相关性肺炎、

肺损伤和呼吸机依赖等并发症。前者也属医院获

得性肺炎，其致病菌则多为医院常居菌，且多为多

重耐药菌，如铜绿假单孢菌、鲍曼氏不动杆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一旦发生，处理极为棘手。

因此，在帮助患者渡过了急性肺损伤和肺水肿

等的急性打击后，就应考虑适时撤除呼吸机支持，

实现生命支持手段的“快上快下”，贯彻危重患者的

降阶梯治疗策略［9］。需要注意，长期使用镇静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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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对呼吸机撤机的判断。大量使用呋塞米可

导致代谢性碱中毒，呼吸代偿后，会发生二氧化碳

在体内潴留，导致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的升高，也

会影响对撤机的判断。

可通过一些非侵入性的通气支持方法来作为

呼吸机撤机的降阶梯措施，如无创呼吸机辅助通

气、经鼻高流量吸氧和面罩给氧等方法。研究表

明，无创通气策略有助于呼吸功能障碍患者成功撤

机，可明显减少通气相关性肺炎等并发症发生率和

病死率，缩短 ICU入住时间［10］。

（三）连续肾脏替代疗法快上快下

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的目的是在肾功能障碍时替代肾脏，

调整水电解质平衡。此外，CRRT还可清除循环中的

炎性介质。虽然学术界对CRRT能否去除炎性介质

仍有争议，但对其替代肾脏的作用均无异议［11］。多个

脓毒症等危重患者治疗指南均强调，患者一旦出现肾

脏功能障碍，就应及时使用CRRT［12］。CRRT在缓解水

过多、治疗急性左心衰和急性肺水肺方面的效果，往

往是立杆见影的。

但是不能因为CRRT疗效良好而不肯撤除。长

期使用CRRT的主要风险在于凝血机制障碍、低体

温和导管相关感染。CRRT是真正的双刃剑。导管

感染一旦发生，细菌入血，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如

果致病菌又是泛耐药菌，则更加难以应对。所谓的

无肝素CRRT，即不使用肝素，替之以枸椽酸钠和葡

萄酸钙，但这两者输注速度与剂量的不平衡，就可

能导致悲剧性的出血。

经过综合治疗，当患者肾脏功能已经恢复或全

身炎性反应已经明显消退时，就应考虑停止CRRT。
肾脏功能恢复的标志是排尿量>17.5 ml/h，血尿素

氮、肌酐正常［11］。需要指出的是，降钙素原是临床

上判断全身细菌感染的良好指标，但在肾功能障碍

时，其会假性升高。使用CRRT后，降钙素原浓度会

相应下降，不能理解为感染缓解，应该是降钙素原

经CRRT排出增多所致。

（四）适时停止抗生素使用

抗生素是治疗全身细菌感染的有效药物。在

实施外科感染源控制措施后，也有助于消除局部残

余感染。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可筛选出耐药菌和

泛耐药菌，可引起肠道菌群失调和二重感染，其中

最常见的是继发真菌感染。有些抗生素还可引起

肝脏功能损害和血小板的减少。

抗生素的降阶梯治疗策略不仅要求及时地改

用窄谱敏感的抗生素，也要求在实施成功的感染源

控制措施后，尽可能短程使用抗生素。Guidry 和

Sawyer［13］通过前瞻性研究证实，腹腔感染患者在成

功实施感染源性控制措施后，术后抗生素使用 4 d
即可。这一结果也获得此后的多项研究证实［14］。

炎性指标下降、脏器功能改善即可认为感染源控制

措施实施成功［15］。再结合降钙素原的变化，多可合

理决定抗生素是否可安全停用。

（五）合理选择营养治疗方式

临床营养支持是20世纪医学的重要进展之一，

是危重患者的重要支持手段。全肠外营养特别适

用于Ⅲ级和Ⅳ级急性胃肠道功能损伤，也是治疗肠

外瘘（自行愈合疗法）、严重腹腔感染和腹部间隙综

合征时，特别是肠道运动功能完全障碍时的首

选［16］。但长期使用全肠外营养可导致肝功能的损

害以及导管相关感染和肠源性感染。临床上可以

观察到，完全禁食仅使用全肠外营养、同时使用广

谱抗生素的患者，很容易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综

合分析，可能就是肠道菌群或毒素易位。

肠内营养完全符合生理，可改善肠道屏障功能，

适用于Ⅰ级和Ⅱ级急性胃肠道功能障碍。肠内营养

的持续滴注，可有效解决胃肠道轻中度的运动功能

障碍。鼻肠管的使用，又可解决胃与十二指肠的疾

病与运动功能障碍［17］。预消化的肠内营养液则可有

效解决消化功能障碍的难题。可是，肠内营养再好，

肠道运动功能完全障碍时，也无法使用肠内营养。

因此，面对合并肠功能障碍的危重患者，笔者

主张实行肠康复，即胃肠功能障碍时，先全肠外营

养，肠功能部份恢复后再实行部分肠外营养+部分

肠内营养，并逐渐过渡至全肠内营养。肠内营养液

的选择则根据“预消化到整蛋白”的顺序逐渐恢复。

这一临床营养治方式的选择策略就是典型的降阶

梯治疗策略。

（六）适时地去镇静

适度的镇静，可减少患者的焦虑，控制烦躁和

谵妄等症状，也有助于患者在早期抢救阶段对各种

治疗手段的耐受，如减轻呼吸机对抗；但在病情稳

定后，深镇静或持续镇静，不利于患者的主动咳痰

与活动，故有“动与静”的争论［18］。虽说很多药物正

常时可即停即醒，但这些镇静药物均需由肝脏或肾

脏代谢。正常半衰期的药物，对于肝肾功能障碍患

者而言，需要较长时间的代谢与排泄，从而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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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长期深度镇静状态。深度镇静，也不利于患者

和家人与医生间的相互交流，更谈不上心灵交流与

心理治疗。

面对一个如木乃伊一样的危重患者，外科医生

的信心几乎全无。患者在镇静后出现的时空颠倒

与好坏不分、依从性下降，往往易使经治医生手足

无措。所以，如果没什么特殊的精神症状和特别操

作，就“去镇静”吧。

三、结语

通过对近年国际文献的追踪，根据我们处理慢

重症的临床经验，结合国内的外科临床实际情况，

我们发现，在危重患者的救治过程中，贯彻降阶梯

治疗策略，简化治疗手段，尽早去复苏，撤除脏器功

能支持手段，可有效阻止病程迁延，防治慢重症。

大道至简，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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