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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国内

外学会先后发布了若干版本

的腹腔感染诊治指南。由于

各版指南依据的循证医学证

据不同，指南实际制定采取

的方法亦不同，造成了各版

指南中推荐意见的差异。本

文仅选取2010年由美国感染

病学会（IDSA）与北美外科感

染学会（SIS）联合发布的《复

杂腹腔感染诊治指南》、由

SIS牵头更新形成的 2017版《腹腔感染诊治指南》和 2017年

由世界急诊外科学会发布的《基于全球视野的 IAI 诊治指

南》这三部国际影响力较大的指南，以及2020年初我国发表

的首部《中国腹腔感染诊治指南（2019 版）》，旨在就各版

指南在疾病严重度分级、感染源控制以及抗感染治疗等方面

的推荐意见进行解读，希望能够为临床上更好地应用指南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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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ocieties have published several guidelines on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evidence and the different methods adopted in the
actual formulation of the guidelines, the recommendations of
each version of the guidelines are different. Thre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with great impacts were reviewed, including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omplicated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 guidelines by the Surgical Infection Society and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published in 2010, The
Surgical Infection Society revised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 published in 2017, and The

management of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by the World Society of Emergent Surgery. The above
guidelines were used to compare with the Chinese guidelines o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

(2019) which was published in early 2020.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isease severity classification, source control, and
antimicrobial therapy are further explained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elines for cli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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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感染（intra⁃abdominal infection，IAI）作为

常见的外科感染之一，危害严重，受到了世界范围

内的广泛关注。欧美国家适用本国国情的 IAI诊治

指南版本较多，中国首部 IAI诊治指南在 2020年初

正式发表。本文仅以影响力较大的几版相关指南

文件为参考依据，重点就各版指南在疾病分级、感

染源控制、抗感染治疗等方面的推荐意见进行讨论

和解读。

一、各学会发布的指南

美国感染病学会（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IDSA）是面向专门从事感染性疾病的医护

人员的学会，其对 IAI 的关注体现在 1992 年［1］和

2003年［2］先后发布更新了两版指导 IAI抗生素合理

应用的指南。2010年，IDSA还与北美外科感染学会

（Surgical Infection Society，SIS）联合发布了复杂腹腔

感染（complicate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cIAI）诊

治指南（以下简称 IDSA指南）［3］。虽然 IDSA指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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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已经10年，但其对 cIAI诊疗提出的核心理念和措

施目前仍深得全球临床医师和研究者们的认同，影

响力仍然深远。

SIS 的前身为美国外科医师学院于 1968 年设

立的“外科感染委员会”，自创立起便始终致力于

外科感染诊断与防治策略的研究。在 2010 年与

IDSA 联合发布指南之前，SIS 分别在 1992 年［4］和

2002年［5］曾以单个学会的名义发布过 IAI的抗感染治

疗指南。在2010年指南问世5年后、面临更新的时

间节点，SIS牵头组建了指南制定专家组更新了循证

医学证据，形成了 2017版的《腹腔感染诊治指南》

（以下简称SIS指南）［6］。

除了美国本土的一些学会，成立于2007年的世界

急诊外科学会（World Society of Emergency Surgery，
WSES）对 IAI 的诊疗也非常关心，在 2011 年［7］、

2013 年［8］和 2017 年［9］频繁更新 IAI 相关的指南文

件。2017年10月发表的《基于全球视野的腹腔感染

诊治指南》（以下简称WSES指南），是最新的国际学

会发布的指南文件［9］。

随着相关研究的日益深入，我国在 IAI的诊断和

治疗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和研究成果。由中国专家

严格依据循证医学证据，同时结合我国的社会经济

生态、细菌耐药形势、医疗资源供给和患者个体特征

制定出来的《中国腹腔感染诊治指南（2019版）》（以

下简称中国指南），在2020年初发表［10］。

从 2010到 2017年，再到 2020年，国内外的 IAI
指南均试图覆盖 IAI诊断和治疗的方方面面，为临

床提供诊治依据。国内外指南依据的循证医学证

据不同，指南实际制定采取的方法亦不同，造成了

各版指南推荐意见的差异，本文将一一解读。

二、IAI的分类分级

对 IAI患者正确的分类分级有助于精准地制定

治疗方案，不同指南关注的 IAI人群、区分疾病严重

度的标准各不相同。IDSA指南与其他指南不同，只

关注 cIAI，cIAI特指感染灶穿透腹腔内的空腔脏器

进入腹膜腔，形成腹腔脓肿或腹膜炎。相比 IDSA指

南，其他版指南均囊括了cIAI与非复杂 IAI。
无论是所有的 IAI还是cIAI，各版指南均秉持同

一种分类方式，即根据疾病来源将 IAI分为社区获

得性腹腔感染（community⁃acquire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CA⁃IAI）和医院或卫生保健相关性腹腔感

染（healthcare or hospital ⁃ associated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HA⁃IAI）。这种分类方式主要是由于不同

的来源导致病原微生物类型和药物敏感性有较大

差异，对抗菌治疗影响较大。但在诊疗的实际过程

中，IAI的微生物学特征只是临床医生需要考虑的

一个方面，不能涵盖疾病的主要临床特点，因而，各

版指南还提出了疾病分级。

IDSA指南依据患者的感染程度、污染程度、生

理状态三大类共9项指标，将CA⁃cIAI分为轻、中、重

度三级，HA⁃cIAI不进行严重程度分级。SIS指南依

然延续三大类指标，但细化为高龄（≥70岁）、合并恶

性肿瘤、严重心血管疾病、严重肝病或肝硬化、严重

肾脏疾病、低白蛋白血症、弥漫性腹膜炎、曼海姆评

分高、感染源控制延迟或不充分以及耐药菌感染等

11项指标。CA⁃IAI不再分为轻、中、重度，而是表述

为较高风险CA⁃IAI与较低风险CA⁃IAI，HA⁃IAI不分

高低风险类型。

中国指南的严重程度分级方法也延续了分类方

法的思路，将CA⁃IAI分为轻、中度和重度两个等级，

HA⁃IAI不再进行分级。在原始循证医学证据的提取

过程中，中国指南将死亡列为主要观察指标，最终

选择APACHE Ⅱ评分、合并脓毒症和急性胃肠损伤

（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AGI）作为区分疾病严重

度的参考指标。汇总文献发现，APACHEⅡ评分为

10分时，预测 IAI患者死亡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优于

评分为15分和20分时；IAI合并脓毒症的病死率显

著高于未合并脓毒症的患者。AGI的分级由欧洲危

重病学会在2012年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胃肠

道功能障碍缺乏客观评价指标的空白［11］。中国指

南制定的专家组吸纳AGI分级，在汇总文献后发现，

AGI分级为Ⅲ、Ⅳ级的 IAI患者的病死率显著高于

AGI分级为Ⅰ、Ⅱ级的患者［10］。因而，APACHE Ⅱ评分

为10分及以上、合并脓毒症、AGI分级为Ⅲ~Ⅳ级，成

为中国指南区分轻中度和重度 IAI的依据。

三、感染源控制

感染源控制是 IAI治疗的关键环节，国内外指

南对感染源控制话题的讨论均置于诊断和液体复

苏之后、抗感染治疗之前，可见其重要性。感染源

控制的时机方面，目前已达成的共识是应尽早控

制感染源。但具体精确到哪个时间段，还缺乏循

证医学证据。SIS 指南推荐在诊断明确后的 24 h
之内，中国指南则推荐应早期实施感染源控制。

虽然确切控制感染源的时间窗未定，但是延迟采

取措施与不良预后的相关性已经得到诸多研究的

验证。来自欧洲的调查研究发现，初次感染源控制

若延迟在诊断明确的 24 h 后才进行，腹腔脓毒症

的病死率显著升高［12］。同样，对于胃肠道穿孔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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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脓毒症休克，每延迟 1 h 干预，生存率即会明显

下降［13］。

对于感染源控制的措施，应根据病情选择经皮

穿刺引流、手术、腹腔开放疗法等多种外科手段。

WSES指南关于感染源控制共生成 35条推荐意见，

其中27条与感染源控制的具体措施有关，对感染源

控制的关注度高居各版指南首位。该版指南与其

他指南在感染源控制的方面有较大不同，体现在其

每一条推荐意见均具体到特定的 IAI，覆盖了急性

阑尾炎、阑尾周围脓肿、憩室炎、憩室脓肿、结肠肿

瘤穿孔、消化性溃疡穿孔、弥漫性腹膜炎、急性胆囊

炎、胆囊穿孔及急性胆管炎等腹腔内多种感染灶导

致的 IAI。相关措施的推荐也结合了原发病灶的特

点，给予了引流、腔镜手术、开腹手术等不同措施的

推荐。

中国指南和美国SIS指南对感染源控制的推荐

意见均是针对所有的 IAI，中国指南还设立了特定

IAI的诊治这一单独的版块，讨论胆道感染与胆囊

炎、肝脓肿、胰腺炎与胰腺术后感染及急性阑尾炎

等 IAI的感染源控制的特殊之处。由于缺乏循证医

学的证据，在中国指南的最终版中，并未出现胆道

感染与胆囊炎以及肝脓肿的相关推荐意见。针对

特定 IAI，最终呈现的推荐意见是，中度重症急性胰

腺炎的手术治疗可遵循延迟原则，重症急性胰腺炎

的感染源控制措施按照保守治疗→微创治疗→手

术治疗的升阶梯原则依次递进。

详细阐述腹腔开放疗法治疗严重 IAI，是中国

指南的一大亮点。对腹腔开放疗法疗效的肯定已

经体现在 2017年更新的 SIS指南和WSES指南，但

是未涉及腹腔开放的指征以及开放后如何关腹。

中国指南首先阐述了腹腔开放的指征，综合文献

和专家意见明确了腹腔开放的时机选择应由临

床医师综合讨论决定，严重 IAI 或腹腔脓毒症、腹

腔压力升高或腹腔间隙综合征以及腹腔无法关闭

或腹腔内大量活动性出血，可作为参考指征。一旦

打开腹腔，如何尽早恢复腹腔生理环境、避免相关

并发症，成为医生关注的重点。负压辅助的临时关

腹措施相比其他临时关腹措施，可降低病死率并提

高关腹率。

中美两国指南在感染源控制方面有一项共同

点，即强调动态评估，以便及早发现感染源控制失

败。建议术后通过炎性指标变化和脏器功能障碍

是否改善，来评估感染源控制效果。监测全身炎性

反应的指标除了白细胞计数和C反应蛋白外，还可

参考白介素（IL）⁃6和降钙素原等敏感性、特异性更

强的指标。脏器功能障碍的评估方面，可通过多脏

器功能障碍评分和血胆红素等评估脏器功能改善

情况。一旦明确治疗失败，建议考虑再次尽早实施

感染源控制措施。再次介入前，应行B超或CT检查

以获得感染灶的准确信息。此外，再次控制感染源

时，应同步获取脓液标本行细菌培养，以便指导术

后抗菌药物的使用。

四、抗感染方案

国内外指南从时机、药物选择以及疗程等方面

展开 IAI的抗感染策略。3个版本的国际指南还涉

猎了用药剂量，但是中国指南在制定框架时，考虑

到基于不同特殊人群用药剂量的证据不足，因而并

未涵盖剂量。时机方面，普遍的共识是初始经验性

抗感染治疗越快开展越好，可能也是囿于伦理学，

无法开展不同经验性治疗时机的对照研究。因而，

抗感染治疗的时机与感染源控制的时机一样，目前

只能形成“尽早进行”的推荐意见。

初始经验性治疗的药物选择是与 IAI的分类分

级直接对应的。在 IDSA指南中，轻中度CA⁃cIAI的
单药治疗推荐头孢西丁、厄他培南、莫西沙星、替加

环素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联合治疗推荐头孢菌素、

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加甲硝唑；重度CA⁃cIAI的用

药方案同HA⁃IAI，单药以碳青霉烯类药物为主，联

合用药方案为头孢吡肟等加甲硝唑。中国指南关

于经验性治疗的推荐用药划分层次接近 IDSA指南，

也分为单药用药和联合用药两大层次。将抗厌氧

菌药物从甲硝唑拓展到包括甲硝唑在内的硝基咪

唑类药物是中国指南的一个特点，当然，新型硝基

咪唑类药物用于 IAI的联合治疗还需更多、更高质

量的临床试验予以验证。

SIS指南的推荐层次除了根据疾病本身的分类

分级，还制定了优选推荐、考虑推荐、产超广谱β⁃内
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ESBL）肠

杆菌高发区域、对β⁃内酰胺药过敏/反应严重等多个

层次。产ESBL肠杆菌高发区域推荐用药是该版指

南的一大亮点，这一推荐意见主要得益于美国关于

耐药菌的流行病学数据。在针对 IAI的经验性治疗

的临床决策过程中，掌握当地抗菌药物耐药情况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目前已公布的耐药

菌数据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可指导全国临床用药的

耐药菌流行病学数据仍然缺乏。更为缺乏的是在

耐药菌发生率不同的环境下，应采用何种用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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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最佳的临床试验，而这种临床试验是生成指南

推荐意见的素材。

在疗程方面，感染源控制疗效确切前提下的短

疗程是趋势。SIS 指南在疗程方面的推荐尤为详

细，对特定的 IAI以及对有并发症发生的特定 IAI，
均有疗程长短的具体推荐意见。中国指南则依据

IAI的分类分级，结合循证医学证据，形成两条关于

抗感染疗程的推荐意见：感染源控制后的轻中度

CA⁃IAI抗感染疗程不应超过 4 d，建议重度CA⁃IAI
及HA⁃IAI的抗感染疗程为 7~10 d。虽然支持上述

推荐意见的文献只有12篇，指南制定专家从减少抗

生素滥用及可能的细菌耐药角度出发，仍然支持短

疗程。近年来，有多篇文献报道使用降钙素原指导

抗生素疗程，汇总文献可见的趋势是，使用降钙素

原指导抗生素使用可明显缩短疗程，并且不会增加

不良预后，因而中国指南认为，动态监测降钙素原

指导抗生素停药是可行的。

五、其他治疗

各版指南对感染源控制、抗感染治疗之外的治

疗手段的覆盖差别很大。SIS指南和WSES指南均

以感染源控制、抗感染治疗为核心，不再覆盖其他

主题。IDSA指南讨论了液体复苏，强调对 IAI患者

补液，对合并脓毒症的严重 IAI更应尽早开始液体

治疗。中国指南在确定指南框架时，拟定了若干项

IAI液体复苏相关的关键问题，比如复苏液体的种

类、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但最终由于循证医学证

据有限，并未得出推荐意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

严重 IAI患者的脏器功能支持方面，关于 IAI合并呼

吸功能障碍行机械通气的时机、肝功能障碍的监测

与防治、急性胃肠道损伤的干预等，也未生成推荐

意见。

营养治疗是现代综合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指南将营养支持治疗列在抗

感染治疗之后，力图明确不同疾病严重度的 IAI患
者施行营养治疗的时机、方式、途径、总量和成分。

该部分工作的研究对象是以 IAI为原发病的危重患

者，问题的设立参照了美国和欧洲的重症营养指

南，但强调了 IAI人群的特点，是在各版 IAI诊治指

南中首次引入营养治疗这一基本治疗手段的。

六、结语

纵观国内外多版的 IAI诊治指南，原始资料不

同、制定方法不同，结论亦不尽相同。对临床指南

的正确认识，不应是盲从其推荐意见，而应详读其

解释性文件，溯源帮助得出推荐意见的原始证据。

在参与中国指南制定的过程中，在对循证医学证

据的检索分析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空白”地带，IAI
诊治的争议亟需高质量临床研究来“平息”，吾辈当

努力。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1］ Solomkin JS，Hemsell DL，Sweet R，et al. Evaluation of new anti⁃
infective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s.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J］. Clin Infect Dis，1992，15 Suppl 1：S33⁃S42.
DOI：10.1093/clind/15.supplement_1.s33.

［2］ Solomkin JS，Mazuski JE，Baron EJ，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selection of anti⁃infective agents for complicate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s［J］. Clin Infect Dis，2003，37（8）：997⁃1005. DOI：10.
1086/378702.

［3］ Solomkin JS，Mazuski JE，Bradley JS，et a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omplicated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 in adults
and children：guidelines by the Surgical Infection Society and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J］. Surg Infect
（Larchmt），2010，11（1）：79⁃109. DOI：10.1089/sur.2009.9930.

［4］ Bohnen JM，Solomkin JS，Dellinger EP，et al. Guidelines for
clinical care：anti⁃infective agents for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A Surgical Infection Society policy statement［J］. Arch Surg，
1992，127（1）：83⁃89. DOI：10.1001/archsurg.1992.014200100
97015.

［5］ Mazuski JE，Sawyer RG，Nathens AB，et al. The Surgical
Infection Society guidelines on antimicrobial therapy for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s：an executive summary［J］. Surg Infect
（Larchmt），2002，3（3）：161⁃173. DOI：10.1089/10962960276
1624171.

［6］ Mazuski JE，Tessier JM，May AK，et al. The surgical infection
society revised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J］. Surg Infect（Larchmt），2017，18（1）：1⁃76. DOI：
10.1089/sur.2016.261.

［7］ Sartelli M， Viale P， Koike K， et al. WSES consensus
conference： guidelines for first ⁃ line management of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s［J］. World J Emerg Surg，2011，6：2. DOI：
10.1186/1749⁃7922⁃6⁃2.

［8］ Sartelli M，Viale P，Catena F，et al. 2013 WSES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s［J］. World J Emerg
Surg，2013，8（1）：3. DOI：10.1186/1749⁃7922⁃8⁃3.

［9］ Sartelli M，Chichom ⁃ Mefire A，Labricciosa FM，et al. The
management of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2017 WSES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s［J］. World J Emerg Surg，2017，12：29. DOI：
10.1186/s13017⁃017⁃0141⁃6.

［10］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外科感染与重症医学学组，中国医师

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肠瘘外科医师专业委员会 . 中国腹腔感

染诊治指南（2019版）［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20，40（1）：

1⁃16. DOI：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0.01.01.

1026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0年 11月第 23卷第 11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November 2020，Vol.23，No.11

［11］ Reintam BA，Malbrain ML，Starkopf J，et al.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in intensive care patients：terminology，definitions and
managemen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ESICM Working Group on
Abdominal Problems［J］. Intensive Care Med，2012，38（3）：384⁃
394. DOI：10.1007/s00134⁃011⁃2459⁃y.

［12］ Sartelli M，Catena F，Ansaloni L，et al. Complicated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s in Europe：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IAO study［J］. World J Emerg Surg，2012，7（1）：36. DOI：10.
1186/1749⁃7922⁃7⁃36.

［13］ Azuhata T，Kinoshita K，Kawano D，et al. Time from admission

to initiation of surgery for source control is a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perforation with
associated septic shock［J］. Crit Care，2014，18（3）：R87. DOI：
10.1186/cc13854.

（收稿日期：2020⁃08⁃10）
（本文编辑：王静）

本文引用格式

吴秀文，任建安 .国内外腹腔感染诊治指南解读［J］. 中华胃肠外科

杂志，2020，23（11）：1023⁃1027. DOI：10.3760/cma.j.cn.441530⁃2020
0810⁃00466.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第六届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

顾 问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蔡三军 黎介寿 李 宁 刘玉村 王国斌 汪建平 郑 树 周总光 朱正纲

总 编 辑 兰 平

副总编辑 （按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顾 晋 何裕隆 季加孚 李国新 秦新裕 任建安 王 杉 吴小剑 张忠涛 郑民华

编辑委员 （按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蔡建春 曹 晖 曹 杰 陈俊强 陈 凛 陈龙奇 陈路川 程向东 池 畔 崔书中

戴冬秋 邓艳红 丁克峰 董剑宏 杜建军 杜晓辉 方文涛 房学东 冯 波 傅传刚

傅剑华 郜永顺 龚建平 顾 晋 韩方海 何裕隆 胡建昆 胡文庆 胡志前 黄昌明

黄 华 黄美近 黄忠诚 季加孚 姜可伟 江志伟 揭志刚 康 亮 兰 平 李国新

李乐平 李心翔 李 勇 李幼生 李子禹 梁 寒 林国乐 刘炳亚 刘 骞 刘颖斌

马晋平 潘 凯 潘志忠 彭俊生 钱 群 秦新裕 任东林 任建安 沈 琳 苏向前

孙益红 所 剑 陶凯雄 童卫东 汪 欣 王存川 王海江 王 宽 王昆华 王 烈

王 群 王 杉 王锡山 王 屹 王振军 王自强 卫 勃 卫洪波 魏 东 吴国豪

吴小剑 武爱文 肖 毅 徐惠绵 徐瑞华 徐泽宽 许剑民 薛英威 燕 速 杨 桦

姚宏亮 姚宏伟 姚琪远 叶颖江 于颖彦 余 江 余佩武 袁维堂 臧 潞 张 卫

张忠涛 章 真 赵青川 赵 任 郑民华 钟 鸣 周平红 周岩冰 周志伟 朱维铭

通讯编委 （按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陈 功 陈心足 邓靖宇 高志冬 韩加刚 何国栋 何显力 何晓生 胡彦锋 黄 俊

季 刚 江从庆 姜 军 靖昌庆 柯重伟 李 明 李太原 李晓华 李永翔 练 磊

林宏城 刘凤林 卢 云 马君俊 戎 龙 申占龙 沈坤堂 宋 武 孙 锋 孙凌宇

孙跃明 唐 磊 汪学非 王 颢 王 林 王 黔 王 权 王 伟 王旭东 魏 波

吴 涛 谢忠士 严 超 严 俊 杨 力 杨盈赤 俞金龙 袁 勇 曾长青 张 宏

张 俊 张连海 张文斌 赵 刚 赵永亮 郑朝辉 钟芸诗 周 烨 朱 骥 朱甲明

特约审稿专家（按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柴宁莉 陈瑛罡 戴 勇 刁德昌 董 平 黄 颖 柯 嘉 刘 浩 刘 屹 刘忠臣

楼 征 钱 锋 王海屹 王晰程 王振宁 吴秀文 吴舟桥 赵 刚 叶再生 张 鹏

张信华

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