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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源性休克是由心脏泵功能衰竭引起心输出量显著减

因素进行分期，以优化风险评估。

少，伴有血压下降、重要脏器灌注不足等表现的一组休克

1.3 有/无急性心肌梗死时的研究 Hanson等[8]分析了300例急

综合征。2019年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学会（SCAI）首次

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的患者，入院时和入院24 h的休

[1]

发布了成人心源性休克分类专家共识 。该标准将心源性休

克最高期与死亡率均呈递增性强关联。Thayer等[7]评估了不

克按严重程度分为A－E期，目前已获ACC、AHA、ACEP、

同病因患者住院休克最高期，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心衰患

ESC/ACVC、SCCM、ISHLT和STS等学术组织的认可，并被

者随休克升期，死亡率也逐渐增加。Schrage等[3]报道了1007

临床广泛应用。经过2年多的临床实践，更多有效性研究可

例混合病因的患者，证实死亡风险分层存在于整个休克期

提供新的有价值信息。为此，SCAI重新召集了一个由利益

间。将该研究与Mayo诊所研究的心源性休克患者汇总分析

相关者组成的临床专家小组，根据现有文献和真实世界获

时有相似结果[9]。研究证实，伴随休克期升级或持续维持高

得的医师反馈，重新评估和修订了SCAI休克分类标准[2]。

位，患者临床结局更差[4,8]。

1 休克分期的有效性研究回顾

1.4 CICU和OHCA患者的研究 Jentzer等[5]分析了10 004例连

1.1 现有研究的总结 自2019年起共有9项SCAI休克分期有效
性研究，观察人数为166~10 004例，均证实分期与特定人群
的死亡风险相关[3-11]。主要观察人群为心源性休克患者，部
分为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ICU）或院外心脏骤停（OHCA）
患者。休克每期的患病率因人群和定义有所不同，不同人群
的短期（住院期间或30 d）死亡率有明显差异，但较高休克
期始终与较高的短期、长期死亡率相关[4-6]。对急性冠脉综合
征/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衰）和那些有或无心脏骤
停的临床亚组，该分期能够提供阶梯式死亡风险分层[5-7]。尽
管研究的诊断标准、观察人群和治疗方法均存在不同，但这
种死亡风险分层始终稳定存在。多数研究是在单个时间点完
成休克分期，不能进行休克期随时间的系列分析；考虑到治
疗团队能够实时判定休克期，未来可开展此方面的评估。
1.2 研究中的分期变量 上述研究采用不同的标准定义休克
各期，主要是各种临床变量组合。5项研究选用特定的分期
标准，2项由医生判定分期[4,8]。除Baran等[4]研究是由医疗团
队实时前瞻性分期外，其他研究均属于回顾性分期。休克B
期定义主要根据异常生命体征，但升压药物使用归B期或C
期尚存有争议。多数研究将乳酸水平升高（≥2 mmol/L）定
为低灌注，归为C期；肾功能受损时也常定义为低灌注，但
较少有研究区分急性或慢性肾功能不全。D期通常定义为乳
酸水平升高和/或需要增加升压药物或机械循环支持（MCS）
治疗。E期定义主要根据乳酸水平升高（≥5~10 mmol/L）、
PH值下降（≤7.2）、需用多种升压药物/机械循环辅助装置
（MCS）装置或心肺复苏（CPR）。Jentzer等[12]评估了CICU
患者休克和休克前期的不同定义，证实低灌注与死亡率的

续CICU患者，首次证实休克期越高，患者住院死亡风险越
大，即使校正死亡预测因素后也如此。院内生存者入院时
的休克期越高，出院后死亡率也会升高[10]。休克各期中，心
脏骤停患者死亡风险更高；心脏骤停发生地点（院内与院
外）、心律均能影响死亡风险[13]。对1991例急性冠脉综合征
或心衰CICU患者的多中心研究显示，休克期与患者住院死
亡率相关，但限于C~E期[11]。Pareek等[6]评估过393例OHCA
患者，休克各期短期死亡率均高于其他研究，每期均有明
确的死亡风险分层。
1.5 风险修饰因素的研究 Mayo诊所研究中，年龄、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急性肾损伤和其他非心脏器官衰竭、严
重酸中毒和超声心动图结果用于死亡风险分层时，优于单
用SCAI休克分期 [2,14] 。年龄是重要的死亡风险因素，而使
用肺动脉导管、淤血程度和有创血流动力学参数（尤其右
房压升高）也是重要的风险修饰因素，作用与休克分期无
关 [7,15]。Jentzer等 [12]证实低血压、低灌注的异常指标越多，
CICU患者死亡风险越大；乳酸水平升高或休克指数增加
（心率与收缩压之比）与死亡率的关联更强。休克期间不
同生化表型的死亡率存在差异[16]。休克分期可评估某些治疗
与预后的关系。上述研究表明，休克每期都存在高风险和
低风险亚组，较低休克期的高风险亚组死亡风险可能高于
较高休克期的低风险亚组。评估休克严重程度应作为总死
亡风险分层最重要的环节，但其他变量也能影响死亡风险
预测。目前多项心源性休克死亡风险预测评分系统中，不
仅包括乳酸水平、肾功能等变量，甚至单纯依据生化指标
进行预测，提示未来风险评估时可更好整合这些指标。

关联大于低血压时。研究中休克每期的死亡率存在异质

2 有效性研究的经验教训

性，可能与研究人群、所用定义不同有关。未来应采用更

2.1 最初分类方法的缺点 休克A期包括大量稳定的急性心

客观的定义，根据休克病因、表型和其他不可逆风险修饰

脏病患者，有心源性休克风险，但不符合休克前或休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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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B期指全身灌注完好但有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证据，
如低血压或代偿性心动过速；有创性血流动力学明显异常
（如心输出量减少）但灌注未受损时，也属B期。C期见于
出现明显低灌注，尚未治疗或需用药物或MCS行血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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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支持时。D期见于充分初始治疗失败的患者，必须有时间

使用，且不会显著降低预后价值。得益于只需体格检查即

要素。E期特指顽固性休克，尽管支持治疗的水平很高且不

能简化完成院前休克分类，也使患者能够选择性送往“休

断升级，但患者实际或即将发生心血管衰竭。E期通常很短

克中心”。

暂，在回顾研究时难以认定。

3.8 新分类强调的关键 休克严重程度分级不等同于死亡风

2.2 回顾性分类与实时分类的缺点 最初休克分类设计很简

险预测。尽管休克严重程度是预测死亡风险最有效的指标

单，主要根据体格检查、实验室指标和血流动力学等最常用

之一，但其他许多风险修饰因素也能影响死亡风险，因此

的变量，以方便判定休克期并适用于所有医疗环境。该分类

休克期内存在风险较低和风险较高的患者。休克分期（尤

适合教学与前瞻性实时分期，但不适合根据数据集回顾性分

其整合风险修饰因素后）可进行死亡风险分层，但最大价

期（存在时间资料丢失或不准确的可能），由此导致现有研

值是将休克严重程度评估标准化、改善临床决策。休克期

究存在明显异质性，未来研究应统一休克分期标准。

的转换也有显著预后价值。建议定期重新评估休克期，评

2.3 区分休克B期与C期 休克B期指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但灌

估间隔可根据初始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性而定。休克期即

注未受损，即休克前期。C期指有低灌注，有或无明显的血

使降低一期，可视为强的正向预后标志；休克期维持不变

流动力学不稳定，即经典休克期。低灌注患者没有低血压

或出现升期时，则是强的负向预后标志 [8] 。心脏骤停出现

时，死亡风险要高于有低血压但灌注未受损的患者。乳酸

神经系统受损或外周器官功能受累，是影响死亡率和康复

等生物标志物常用于识别低灌注，但某些情况下可能与血

潜能的一个重点表现。多数医疗机构不具备医治心源性休

流动力学改变无关，如慢性心衰患者的乳酸水平可以正常

克的所有条件，部分患者需转院至休克中心（即hub）。因

而心脏指数明显下降。新共识认为乳酸水平＞2 mmol/L时，

此，需要建立一套转院分类体系，以识别病情最重、存活

至少为C期；但某些终末器官低灌注的患者可出现其他临床

概率最大的患者。不可逆的高风险患者转院时，属于无效

表现，而乳酸水平正常。此外，乳酸水平升高也可见于休

医疗，不会改变最终结局，但会剥夺那些原本可能获益患

克外的其他病因，如肠系膜缺血或筋膜室综合征。

者的权益。新共识建议对医疗机构按救治能力分类，构建

2.4 根据治疗区分休克C期和D期 根据达到血流动力学稳定
和全身灌注恢复所需的治疗强度，也能定义休克各期

[17]

“车轮式中心辐射”体系。具备MCS能力的外围中心可救治

。

C期患者，当病情进展至D期（E期之前）应考虑转院。在此

患者需用血管活性药物或MCS治疗低灌注或血流动力学受

期间，患者是否有高级支持治疗的候选资格，应始终是转

损时，归为C期。如初始治疗无效，需增加一种或多种血管

院的核心考虑。心源性休克患者是一类异质性人群，有不

活性药物或MCS时，归为D期。如多种血管活性药物和/或

同的表型，而表型本身可能与休克严重程度无关。临床决

MCS治疗都不能恢复灌注，或需用极高剂量的血管活性药

策时，不仅要考虑休克严重程度，还要考虑休克病因、器

物时，归为E期。上述方法的缺陷是血管活性药物剂量对预

官衰竭及其可逆性、淤血程度、混合型休克或血管舒张性

后影响有可变性。使用低剂量的两种血管活性药物如能稳

休克、心室受累情况，以及影响治疗候选资格的众多因素

定病情，可归为C期；使用高剂量的单种血管活性药物不能

如年龄、心脏骤停和重要合并症等。

稳定病情，可能为D期。单纯根据剂量递增而非追加新药或

3 更新后的休克分类金字塔和表格

MSC去区分休克期和预后，需进一步研究。

3.1 休克分期的框架与标准 新共识保留了原有的体格检

2.5 心脏骤停修饰因素 心脏骤停事件呈多样化。心源性休

查、生化指标和血流动力学标准框架，但更新了大量内

克因短暂室性心律失常而单次除颤、无CPR且神经功能正

容，修改后的标准更加简洁并有数据支持（表1）。新共识

常时，不影响预后。心脏骤停与预后最相关的是神经系统

修改了乳酸水平的阈值，建议将其作为心源性休克的常规

状况（清醒或昏迷）和心跳停止生理性影响。较长时间的

检测。定义休克各期时，将诊断特征细分为“通常包括”

心脏骤停如缺血再灌注导致多器官衰竭时，可彻底改变患

和“可能包括”两类，兼顾患者临床表现、医疗机构数据

者轨迹。目前对符合“A”修饰因素标准的CPR持续时间尚

的差异。休克D期定义为合适的初始治疗不能维持有效灌

无定论。新共识认为“A”修饰因素应特指潜在缺氧性脑损

注，需用一种以上的血管活性药物或MCS治疗；也包括根据

伤的心脏骤停，表现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9分（即典型昏

病情增加药物剂量或升级MCS时。患者就诊不久即需要一种

迷）或者对言语刺激无肌肉运动反应（即不遵循命令）。

以上血管活性药物时，归为C期，起始治疗一段时间（时间

2.6 年龄是否为修饰因素 年龄目前是公认的心源性休克患

要素）后才转为D期。D期是临床实践和研究最有挑战性的

[17]

者不良结局的持续风险因素 。随年龄增长，患者抗心源性

阶段，尚需甄别何为最合适治疗，如血管活性药物剂量、

休克的能力也会下降。老年患者更易发生死亡，这种风险

MSC选择及时机等。心脏骤停修饰因素限定为心脏骤停后对

增加可能影响医生选择特定治疗的资格

[9,14]

。但年龄作为一

口头命令无反应和/或格拉斯哥昏迷评分＜9的患者，不再包

种连续性变量，无法明确风险两端的阈值，更多是一种合

括短暂性心脏骤停而神经状态恢复正常的患者。

并症、虚弱和治疗候选资格（或无效）的标志。

3.2 休克分期的三轴模型

2.7 保留相似分类框架的原因 现有分类架构更利于多学科

3.2.1 急性与慢性基础上的急性发病 该休克分类专为急性期

前瞻性使用于医疗全过程。真实世界证实，不是所有患者

设计，但急性发病与慢性基础上的急性发病可能不同。慢

都能提供全面的医学信息，完成复杂的风险评分或临床研

性心衰失代偿期患者具有相应的适应能力，可耐受较低的

[4]

究。Baran等 研究显示，由医疗团队实时前瞻性判定休克

心输出量和低血压，常表现出不同的症状和血流动力学特

期，能达到与某些采用复杂标准的回顾性研究相似的预测

征。这种代偿机制和适应性，使得慢性心衰患者的休克期

价值。休克期分类简便直观，不仅方便重症医学、急诊科

会低于无适应能力者；或尽管有高风险血流动力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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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休克各期的特征：体格检查、生化指标和血流动力学
分期

描述

A
目前未出现心源性
（风险期） 休克体征或症状，
但存在发生风险
的患者。这些患者
可能包括大面积急
性心梗或陈旧性心
梗，和/或急性心
衰或慢性心衰急性
发作。
B
患者出现血流动力
（开始期） 学不稳定的临床证
据（如相对低血压
或心动过速），但
无低灌注。

体格检查/床旁体征
通常包括
可能包括
颈静脉压正常
肺音清晰
肢体温热且灌注
良好
·末梢脉搏有力
·精神状态正常

颈静脉压升高
肺野啰音
肢体温热且灌注
良好
·末梢脉搏有力
·精神状态正常

C
患者出现低灌注且 容量超负荷
（典型期） 在容量复苏之外还
需一项干预（药物
或MCS）。
这些患者通常出现
相对低血压（但真
正的低血压并非必
须）。

通常包括
乳酸正常

生化指标
可能包括
实验室检查正常
·肾功能正常
（或在基线水平）

乳酸正常

状态不佳；
乳酸≥
精 神 状 态 急 2 mmol/L
性改变；
将死感觉；
湿冷；
大范围啰音；
皮肤灰白、斑
驳、晦暗或四
肢冰冷；
毛细血管；
充盈延迟；
尿量＜30 ml/h
C 期 任 一
项，和乳酸
升高且持续
＞2 mmol/L

D
与C期相似但患者 C期的任一项，
（恶化期） 病情恶化。血流动 并且初始治疗后
力学恶化或乳酸升 低 灌 注 的 症 状
高证实初始支持策 / 体 征 仍 在 恶 化
略未能恢复灌注。 （或无改善）
E
实际或即将发生的 通常无意识状态 脉搏近似消失； 乳酸≥
（终末期） 循环衰竭
心脏衰竭；
8 mmol/L
多次除颤

轻微急性肾功能
损伤BNP升高

肌酐增至基线
的1.5倍（或26.5
μmoL/L）或GFR
下降＞50%；
肝功能指标升高
BNP升高

肾功能恶化；
肝功能恶化；
BNP升高

血流动力学
通常包括
可能包括
血 压 正 常 （ S B P ≥ 如行有创血流动力
100 mmHg或在基线 学评估：
水平）
心脏指数≥2.5 L/
min•m2（急性期）
CVP≤10 mmHg
PCWP≤15 mmHg
肺动脉血氧饱和度
≥65%
低血压
·SBP＜90 mmHg
·MAP＜60
·较基线血压下降
＞30 mmHg
心动过速
·心率≥100 次/min
如行有创血流动力学
评估（强烈推荐）
·心脏指数＜2.2 L
/min•m2
·PCWP＞15 mmHg

C期任一项，并且
需增加升压药物的
剂量或数量，或给
予MCS以维持灌注

心 肺 复 苏 （ A - 修 尽管给予最大的血 需要推注升压药物
饰因素）；
流动力学支持，仍
严重酸中毒
出现严重低血压
·PH＜7.2
·碱剩余＞10 mEq/L

注：SBP：收缩压；MAP：平均动脉压；PCWP：肺毛细血管楔压；CVP：中心静脉压；BNP：脑钠肽；GFR：肾小球滤过率

易误判为安全 [17]。这种差异在A、B期最明显，C-E期趋于

预测的三轴模型，整合了休克严重程度、临床表型和风险

消失。此外，休克病因也能影响临床表现与结局，如急性

修饰因素三大要素，用于患者的个体化决策管理（图1）。

心肌梗死所致心源性休克与失代偿性心衰时，虽休克期相

现有和新兴的生物标志物还能进一步完善风险分层，未来

同，但临床表现和血流动力学改变、预后和最佳治疗策略

可以整合到休克严重程度评估中。同属“高风险”患者，

明显不同。

有些因为严重休克合并血流动力学不良，有些由不可逆死

3.2.2 休克表型 血流动力学参数可用于诊断心源性休克，参

亡风险因素所致，区分两者很有必要。

数包括：低心输出量、高充盈压和摄氧量增加（静脉血氧饱

3.3 修改后的休克金字塔 图2是修订后的SCAI休克金字塔，

和度下降）等，提示尽管容量充足，患者仍出现全身灌注不

基础架构相同，更突出简便性和普遍适用性。每期休克通

足。其他参数如右房压/肺毛细血管楔压比值、肺动脉搏动

过渐变的颜色等级呈现休克严重程度和风险，提示应根据

指数等，可用于识别右室衰竭，提示可能需要右室或双室

表型、风险修饰因素和合并症对患者个性化治疗。新共识

支持治疗。上述血流动力学和超声心动图参数反映了心室功

为保持分类的简便性，未细分每期。更新后的心脏骤停修

[16]

能，都能用于休克期风险分层。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已能区

饰因素（A）也被纳入金字塔中。

分心源性休克的不同表型，完成进一步的死亡风险分层。

3.4 分类与患者轨迹 图3显示了休克最初分类与再分类时患

3.2.3 死亡预测因素的三轴模型 休克最终结局取决于很多因

者反应和轨迹。该分类只适用急性发病，不适用慢性心血

素，包括休克严重程度、风险修饰因素以及血流动力学表

管疾病分期。休克各期在临床中实际是一个连续、动态的

型和临床表现的某些特征。新共识提出心源性休克评估和

过程。当患者对治疗有反应、出现稳定和恢复时，休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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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缺氧缺血性神经损伤鉴别。目前尚不清楚如何才能
更好地利用有创血流动力学参数、低灌注实验室指标、生
物标志物或其组合，以区分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此外，
现有定义框架不足以直接用于临床试验招募，仍需更多数
据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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