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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中发热和感染的诊治进展
冯东侠
【摘要】 作者针对神经外科重症监护(NICU)中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发热的致病原因、临床表
现、以及治疗方法做了系统的回顾和分析，对神经外科重症监护患者的发热治疗有很强的临床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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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ed and analyzed in the caus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reatment
methods of infectious and non infectious fever of the patients in the neurosurgery ICU (NICU), which
have a strong clin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treatment of fever in the NICU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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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是机体对各种感染、炎症以及其他外界刺激的一种

热的外周机制[3]，从而导致体温升高。与感染性发热不同，高

适应性反应。发热反应是宿主对侵入的病原微生物(细菌、

体温状态除了体温比正常高外，没有发汗、呼吸急促和心动

真菌、病毒等)的一种免疫优势。一般认为，发热起因于细胞

过速等临床表现[4]。另外，高体温状态还表现为体温异常高

因子介导反应，并导致急性时相反应物的产生和核心体温可

(大于 41℃)并持续数日至数周、没有昼夜变化规律从而呈现

控性升高。下丘脑前部通过调整发热反应对内热原的释放

平台样升高，这几方面也与感染性发热不同[4]。有趣的是，对

和随后的前列腺素合成上调作出反应。下丘脑体温调定点

诊断明确的高体温状态用体外降温的方法要比用退热药物

随后的变化，整个机体在微观和宏观水平上，从中枢神经系

更为有效。尽管只是猜测，但在颅脑损伤、脑出血、蛛网膜下

统到外周器官系统进展为一个同步的生理反应。高体温与

腔出血和颅脑手术后患者中，神经损伤被认为是导致发热的

发热不同，高体温是指体温调节机制的功能障碍所导致的体

重要原因。因为在这些情况下，高体温在神经损伤的急性期

内热量滞留。临床上，不管是发热还是高体温导致的核心体

常伴随局部细胞因子的活性增高、颅内压增高、血管痉挛、缺

温升高，都是机体内部协调自主调节、免疫、神经、血液、内分

血性脑损伤以及预后不良等情况。

泌和行为反应激活的复杂机理的最明显症状。

一、
感染性发热还是非感染性发热？

发热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始期，皮肤血管

发热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neurosurgical intensive

收缩使血液从体表分流到人体内部脏器；同时，大范围的肌

care unit，NICU)中通常被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发热[5]。临

肉同时开始脉冲样收缩(寒颤)，从而使机体产生更多的热

床医生根据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发现等病因学

量；血液从体表向内部器官的分流以及机体代谢的增高使得

检查，进一步将发热分为“病因明确”和“病因不明确”两种情

体温上升。第二阶段：平台期，机体通过寒颤与发汗反应使

况[6]。例如，肺炎导致的发热因存在白细胞增高、脓痰、痰培

热量的产生与消耗达到平衡，使体温维持于一个高水平。第

养阳性和胸部影像学阳性发现等证据，常被称为“可解释原

三阶段：退热期，体表血管扩张和出汗使多产生的热量被消

因的”或感染性发热；另外超过 2 种或 2 种个以上肺叶的肺不

耗，从而使体温降至正常。

张伴发热，而且没有白细胞增高和痰培养阳性结果时，常被

[1]

当中枢体温调节功能出现异常、热消耗机制被抑制时会

称为“不可解释原因的”和非感染性发热；而中枢神经源性发

出现高体温。尽管具体机制仍不明确，但普遍认为体温调节

热或外伤后高体温在没有确定的检查结果和充分的影像学

中枢的直接损伤致使体温调定点上移是出现高热所致脑损

证据的情况下被称为不能解释原因的和非感染性发热。人

伤的原因[2]。有学者认为，脑损伤导致中脑和间脑正常的抑

们推测，中枢性发热是因为下丘脑、中脑或脑桥损伤所致，如

制产热的机制被破坏，同时，由于交感神经的作用，抑制了散

果同时存在交感神经活性增加、脑室开放、额叶损伤、脑组织
移位变形、弥漫性轴索损伤以及血液代谢毒物积聚等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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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会明显加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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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对急性神经系统损伤有好的一面也存在有害的一面。好

以及用合法措施挽救生命的可能性。要求应该经过仔细的

的一面在于发热能提高机体对感染的抵抗能力、活化凝血系

临床评估，在发现感染可能存在的合理依据后，再进行针对

统、激活细胞因子介导的Ｔ细胞免疫，使中性粒细胞和巨噬

感染的实验室检查，而不是仅仅依据发热这一症状就认为是

细胞在受伤组织内聚集。在重症患者中，发热的保护作用能

感染而进行实验室检查[14]。

基本上抵消感染的不良影响，但遗憾的是对急性重度中枢神

NICU 患者中感染性发热的原因和其他重症患者通常是

经系统损伤的患者来说，这种保护机制并不能发挥作用。急

一样的(表 1)。无论如何，一定要特别重视发生昏迷患者和

性颅脑创伤后线粒体功能障碍、炎症反应、自由基作用以及

开颅术后患者的院内感染。Commichau 等 [6] 在 2003 年报导

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释放等一系列反应被认为是造成神经系

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 NICU 收治的 387 名患者中，发热合

统继发性损伤的重要原因。通常认为低血压、间断的低氧血

并感染者占 50%。在欧洲 Stochetti 等[9]从 2002 年开始的一项

症、缺血、发热和高体温以及颅内高压是引起这一系列的病

研究中证实了相近的发病率，并得出结论，肺炎是颅脑损伤

[8]

理生理过程的原因 。

患者最为主要的感染形式。

在颅脑损伤患者中，体温升高会使继发性脑损伤变得更

收治在 ICU 中的患者和收治于 NICU 中的患者一样有

为严重，增加谷氨酸盐的合成、促进氧自由基的生成、加快细

较高的院内感染发病率。在神经科和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

胞骨架蛋白的降解，并能明显地增加血脑屏障的通透性 [9]。

院内感染的发病率与病情的轻重相关(如蛛网膜下腔出血的

血脑屏障通透性的增加能使活化的炎性细胞进入细胞间隙

分级)，同时也与导管置入相关，如，呼吸机的使用、深静脉置

的能力增强，同时，血管源性脑水肿使细胞外液体增加，而细

管、导尿管以及神经科专用装置(脑室外引流管等)的置入。

胞内液体积聚会导致细胞毒性脑水肿。尽管目前没有证据

在 美 国 ICU 中 的 院 内 感 染 由 国 家 院 内 感 染 监 视 系 统

表明高体温影响局部组织的氧分压 ，也没有直接证据证实

(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NNIS) 追

脑部温度的升高会导致颅高压[11]，但目前在治疗上仍建议控

踪 ，由 CDC 使 用 并 发 布 年 报 。 但 可 惜 的 是 NNIS 并 没 对

制高体温。发热会加重缺血性神经损伤、颅脑创伤、蛛网膜

NICU 进行专门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因此，无法获得准确的神

下腔出血以及神经外科手术后患者的生理功能障碍 [12]。除

经科和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的院内感染数据。

[10]

以上提到的影响外，在发热时，机体为了满足高代谢的需要

Dettenkofer 等 [15] 从 1997 年开始在一个有 10 个床位的

还会使循环中儿茶酚胺增加，继而增加心血管输出量，这样，

NICU 中，进行了一项为期 30 个月的前瞻性研究，对院内感

就使得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负担进一步加重。总之，虽然

染的发病率进行跟踪。他们在对总共 505 名患者、共 4873 个

发热有可能对感染有一定的抵抗作用，但中枢神经系统在发

住院日的研究数据分析后显示，共有 96 名患者发生了 122 例

热状态下出现的病理反应还是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

院内感染事件，其中 74 名患者发生一次院内感染、18 名患者

三、神经外科患者的发热情况

发生了两次院内感染、4 名患者发生了三次院内感染。总的

在 ICU 中，至少一半的发热为非感染性发热[5]，而在神经

院内感染率为 24%，平均每 100 人次中 24.2 人次发生感染，

科重症患者和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非感染性发热发病率则

发病频率为 25/1000 住院日。院内感染中最常见的分别为肺

更高。NICU 中发热发生率约为 50%，神经科重症患者的发

部感染(占 11.7%)和尿路感染(占 8.7%)。意料之外的是，在

病率约为 23％ ，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达到约 47% 。

59 例肺部院内感染患者中只有 22 例(37%)与呼吸机使用相

[6]

[13]

在神经科和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伴有血管损伤的患者

关，而 37 例(63%)未进行机械通气，这与在 ICU 得到的数据

(如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占发热患者的大多数，其中蛛

不同。有超过半数的肺部感染发生在非机械通气患者中，这

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中发热的发病率最高(65%)，其次为颅脑

是因为在 NICU 中患者使用呼吸机的比例要比 ICU 低。肺

创伤患者(40%)，脑出血患者发热的发病率为 31%。28%的

部感染的发生率与昏迷患者容易发生误吸相关。对于尿路

[6]

发热无法确定病因，可考虑诊断为中枢性发热 。

感染患者，导尿管的使用与院内感染的发生率明显相关，44

患者出现发热的机会与患者的住院时间呈正比，而且也

例尿路感染患者中有 42 例与导尿管的置入相关。血流感染

与以后的发热事件相关。多项研究已经证实非感染性发热

和其他导管置入相关感染(局部感染)发生率与肺部感染和

在 NICU 内的患者中普遍存在，而且颅内病变患者和颅脑创

尿路感染相比相对较低(分别为 1.4%和 1.2%)。与其他院内

伤患者中非感染性发热的发生率要明显高于脊柱疾病患者。

感染相比，脑室炎与脑膜炎的发生率则更低(分别为 0.8%和

四、NICU 中的感染性发热

0.4%)。

ICU 患者出现新发的发热往往是多原因的，包括了感染

在 NICU 中各种感染性发热出现的时间不尽相同，如院

性和非感染性发热。由重症监护医学执行委员会(society of

内获得性肺炎(nosocomical pneumonia，NP)、机械通气相关

critical care medicine，SCCM) 和 美 国 感 染 疾 病 协 会 (infec-

性肺炎(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VAP)往往发生于住

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IDSA)联合制定的实践指南

院 1 周后；导管相关性感染通常在导管置入 1 周以后发生，可

要求用“仔细的临床评估”和“注重成本节约的方式”的标准，

能会导致院内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这种情况下发热常高于

通过实验室或影像学检查来明确诊断 。SSCM 和 IDSA 建

38.8℃[16]；切口感染多发生在手术或有创操作后 1~2 周，体温

议在诊治过程中要经常反思我们的诊断试验和放射影像检

一般不超过 38.8℃；移植手术后感染多发生于手术 2 周以后；

查是否会对病人造成伤害、是否会增加院内感染的可能性，

输血后发热多发生于输血或血液制品后 72 h 内，很少会超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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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ICU 患者发热常见的感染原因及其处理
感染原因
肺炎
ICU 中约 25％的机械通气患者，
发生过机械通气相关性肺炎；呼
吸道感染(支气管炎和肺炎)占各
种感染的 82%,它是卒中患者发热

临床征象
(1)白细胞增高

(2)气管内脓性分泌物、咳脓痰、呼
吸音降低、干湿罗音

(3)胸片出现新的渗出灶，
或原渗

诊断检查
(1)胸部 X 检查，
必要时 CT

(2)在使用抗菌素前，
进行下呼吸道分泌 物

如没有静脉置管，
病原微生物主
要来自胃肠道和泌尿生殖道。

对于 ICU 重症患者来说可靠的深

静脉置管是十分必要的。感染往
往来自被病原体污染并被植入组
织和血管内的装置，
它可导致局
部和全身感染。

鼻窦炎
在 ICU 中的发病率约为 5%, 但在
长期气管插管，
以及使用鼻胃管
的神经外科病人中，
发病率更高

院内腹泻

支气管-肺泡灌洗物的培养

腔穿刺，
胸水作
涂片、培养、细胞
学检

(1)任何有发热的新病人

(2)没有非感染性发热的足够证
据。阳性血培养结果，
对诊断

(1)发热后 24 h 内送不多于三份血样(每份

(2)先前多次血培养的血液中出现

(2)两份样本必须从不同穿刺部位采集，
而且间

(3)严重体克发生后的急性感染

(3)操作严格遵守无菌原则。

部位有炎性反应
细菌生长

(4)多次血培养阳性

(1)咳嗽、白细胞增高、流脓涕
(2)颌面部压痛、眶周水肿

(3)头痛、牙痛、耳部疼痛、咽痛
(4)喘息、口臭

每天两次以上大便

菌感染。另外，
克林霉素、头孢类
抗生素、喹诺酮类等抗生素的使
用，可能致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膀胱内导管，尿道、膀胱、输尿管
的梗阻是导致感染的重要原因。
白细胞酯酶试纸测试。

10~15 ml)进行培养，
一般送二份培养就可以
隔至少 10 min

(4)深静脉管皮肤穿刺处炎性反应/流脓，
培养
结果阳性，
可作为穿刺点感染的直接证据

(1)拔除经鼻气管插管、鼻饲管、鼻腔填充物
(2)冠状位 CT 扫描或 MRI
(3)严格消毒下行鼻窦穿刺引流(标本行涂片
格兰染色、培养检查)

导致感染的危险
因素：颅面部骨
折、使用激素、经
鼻气管插管、鼻
饲管放置、神经
外科手术

(1)停用相关的抗生素

鉴别诊断：
胃肠

(3)Elisa 免疫毒素测定

的过量使用和其

(5)标本涂片格兰染色以及微生物培养

起的腹泻

(2)粪培养是诊断的“金标准”

内营养、抗生素

(4)艰难梭菌快速检测

他感染原因所引

(1)脓尿，
白细胞增高，
尿道口流脓

(1)清洁尿培养

(3)耻骨上压痛，
脊肋角压痛

(3)格兰染色检查，
尿道沉积物检查、微生物

(2)尿路梗阻，
尿潴留

(4)体液潴留、头痛、水肿、神志改
变

手术部位感染

(1)发热后 24 h 内送检不多于三份血样(每
份 10~15 ml)进行培养，一般送二份培养就
可以
(2)两份样本必须从不同穿刺部位采集，
而
且间隔至少 10 min
(3)操作严格遵守无菌原则。

(1)从导管回抽或注射困难，
置管

ICU 内伴发热的腹泻多为艰难梭

尿路感染

一定量或合并肺
不张，须行胸膜

出灶加重

和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静脉置管后感染

若胸腔积液达到

培养检查，
包括：咳出痰，气管内分泌物，

的最主要原因。
血流感染

说明

切口压痛、红肿、开裂、流脓

(2)跟换新的导尿管
培养

(4)白细胞酯酶试纸检测
(1)检查手术创口

(2)拔除引流管或填塞物，
敞开伤口
(3)无菌条件下冲洗、引流

(4)取脓液或创口深部组织行涂片格 兰染色
和微生物培养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1)白细胞增高伴神经功能减退；
神
志恶化、局灶体征

(2)影像学示脑组织中线结构移位，
视交叉池或基底池消失，第四脑
室闭塞

(1)CT/MRI

神经外科病人发

(2)腰穿行脑脊液检查(糖、蛋白、乳酸脱氢酶、

热，
首先需要高

(3)脑脊液涂片格兰染色和微生物培养

系统感染

白细胞变化)

度怀疑中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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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如果输血 7 d 后出现发热，则不能归咎于简单的输血后
发热，而要考虑输血后肝炎或巨细胞病毒感染可能[17-18]。

能致药物性发热外，
其他抗生素很少导致药物热[29]。
在神经科和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病程的急性期与慢性期，

感染性发热与非感染性发热不同，患者体温普遍会超过

发热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多中心实验性研究表明，在脑缺

38.8℃。NICU 中的患者发生 NP 与 VAP 有关，体温也常超过

血性疾病、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出血、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和恢

38.8℃ [19-22]。要明确 NP/VAP 的诊断必须要有胸部影像学资

复期以及颅脑创伤等情况下，发热常伴随有神经元的损伤。

料，若存在细菌性肺炎，胸片可见明显的渗出灶。当 NICU

然而，对非感染性发热能改善患者预后的说法目前仍缺乏有

中的患者胸片出现渗出灶时，还需与肺出血、肺栓塞以及充

力的证据，因为要明确中枢性神经源性发热和外伤后高体温

血性心力衰竭等疾病相鉴别。如果患者在住院 1 周内出现

的诊断，需要先进行全面的检查以排除感染的可能性。在制

包括呼吸道分泌物在内的体液积聚，那么从气管插管内取得

定针对 NICU 中发热的处置方案时，有经验的临床医师有时

的样本所进行的微生物培养结果往往并不是院内肺炎的致

仍然不能完全胜任，这是因为传统的体温控制方法对出现在

病菌

。所以对 NP/VAP 诊断更多的时候是依靠临床表

[23- 25]

现，而不是呼吸道分泌物培养。

NICU 的发热无明显效果。
六、
两难选择：
治疗与不治疗？

大多数 NICU 患者会留置导尿管，所以导管相关性菌尿

NICU 中的发热患者，如果存在肺炎、菌血症、鼻窦炎、尿

症普遍存在，但很少会出现发热或脓尿。所以，很多临床医

路感染、脑膜炎、脑室炎的各种临床症状，那么它对感染的治

生认为这种菌尿症无需治疗。院内脓尿症主要与尿路侵入

疗和抗生素的合理选择，应该马上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应

性操作以及随后出现的发热或菌尿症相关 ，且多发于先前

该完成各种微生物培养，留置超过 48 h 深静脉导管和鼻胃

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如：泌尿系疾病、免疫功能异常(糖尿病，

管，均应予拔除，并将导管用半定量或定量法进行微生物培

系统性红斑狼疮、免疫抑制治疗、
多发性骨髓瘤等)。

养检查。抗生素使用后，如发热不退并持续超过 48~96 h，感

[26]

五、NICU 中的非感染性发热(病因明确与病因不明)

染原因仍不明确或者正在逐步明确，此时应该对患者患真菌

对 NICU 中长期发热的患者需制定一个系统的处置方

感染的风险因素进行重点评估，并可以开始应用抗真菌药

案，重症患者一旦出现新发感染，都应对病因进行分析并进

物，同时进行包括静脉造影、白细胞分类检查、嗜伊红细胞计

行病原学检查。同时，
也不能忽略非感染性的发病原因。

数以及腹部影像等各项检查。

对收治在 NICU 中的患者，治疗的最主要目标是如何避

近年来，为了将感染性原因与非感染性反应或隐匿性的

免患者出现发热或高体温。然而，对于没有确定病因学证据

炎症性疾病区分开来，多个生物标记物被引入到对发热的诊

(感染性或非感染性)的发热患者，并不容易达到这样的治疗

断评价中。这些生物标记物有血清降钙素原、内毒素检测系

目标。在制定这样的治疗方案时必须遵守的原则是对不明

统 、髓 样 细 胞 表 达 的 触 发 受 体 - S(TREM- 1)、C 反 应 蛋 白

原因发热的患者在明确其发病原因前，尽可能暂停相应的治

(CRP)，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等。目前，只有血清

疗[27]。从病因学出发，可将非感染性发热分为四个亚型：(1)

原降钙素的测定，已被批准用来进行细菌性感染和败血症的

非感染性炎症性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性疾病等；

早期诊断，
而其余的标记物则仍有待验证。

(2)增生性疾病：如中枢神经系统原发肿瘤以及恶性肿瘤、白

对伴有中枢性神经源性高热的 NICU 患者的治疗，取决

血症和淋巴瘤，转移瘤，肿瘤性疾病等；(3)药物源性疾病：如

于其发热原因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假如一个患者

药源性发热，药物戒断综合征，恶性抗精神病药综合征，化学

存在感染，医生一般都给予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尽管知道这

性脑膜炎，药物毒性反应等；(4)创伤后或围手术期发热：如

种治疗对患者会产生危害。ICU 的设置本身就存在导致院

中枢性发热，神经源性发热，无菌性脑膜炎，无肺炎的肺不张

内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经验使用抗生素会将患者不必要

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深静脉血栓形成，
后颅窝综合征等。

地暴露于抗生素固有的毒性作用中，药物的相互作用和副作

从发热程度来看，在 NICU 大部分非感染性发热病人体

用对患者康复或阐明发热的原因都会有不利影响。此外，对

温常不超过 38.8℃，这些发热的原因可能为深静脉血栓形成

抗生素的阳性反应并不能作为细菌性或病毒性神经系统感

或深静脉炎、肺栓塞、急性心肌梗死、肺不张、脱水、急性风湿

染的证据，特别是在神经科重症患者和神经外科患者中，毕

病发作，恶性肿瘤、急性胰腺炎、输血相关性肝炎以及出血等

竟这些患者还存在非感染性发热的可能。

[28-37]

。NICU 感染性发热除艰难梭菌感染所致的腹泻和气性

综上所述，发热是 NICU 患者常见的临床症状，有些医

坏疽外，很少低于 38.8℃ 。在 NICU 中的患者有时会出现

生常常在没有获得感染证据的情况下即开始使用抗生素。

高于 41℃的超高发热，这种情况往往是非感染性发热，原因

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发热患者的临床特征的确存在着明显的

可能为中枢神经性发热、恶性高体温、恶性抗精神病药物综

重叠。传统的感染指标也很难把神经外科手术后的炎性反

合征、相对性肾上腺素功能减退或药物性发热[19]。

应和感染进行可靠的鉴别诊断。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出

[16]

在美国，NICU 中药物性发热的发生率约为 10%，药物性

现的发热常常很难找到具体的原因，这种情况被定义为中枢

发热可能合并感染和并发其他多种疾病，通常药物性发热的

性神经源性发热或者外伤后高体温。临床医生在作出非感

体温升高程度低，基本不影响对其他并发疾病的处置。认为

染性发热(中枢性神经源性发热，或外伤后高体温)的诊断时

抗生素是导致药物性发热最常见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除了

应本着高度怀疑的态度。对于 NICU 内发生的感染，医生们

少数抗生素(如：增效磺胺甲基异戊唑和β-内酰胺类药物)可

常常苦于体格检查和神经系统检查的局限性，
很多时候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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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冗长的微生物培养潜伏期，以及机体内感染微生物指数

evaluating new fever in critically ill adult patients. Task Force

增长曲线这两大问题。但是，如果不对感染和中枢性神经源

of the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nd the

性高体温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又将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后

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J]. Clin Infect Dis, 1998, 26
(5): 1042-1059.

果，这也使得医生在处理 NICU 发热和感染过程中面临着进
退两难的局面。不管如何，体温升高对神经功能恢复的负面

[15]

物理降温手段(如血管内全身性冷却技术和鼻腔内选择性脑

Neurol, 2001, 248(11): 959-96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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