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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过去也称为败血症，是临床上常见的具有严重危

失调而致的发热［３］，而内伤发热是与外感发热相对的一类热性

害的急危重症。其发病率不断上升，全球每年约新增数百万脓

疾病，它是由内伤而致，以机体气血阴阳亏损，各脏腑功能失

毒症患者，而其中超过 ２５％ 的人会因此而死亡 。本病属于中

调为主要病机的发热类型 ［４］。发热无非外感发热及内伤发热两

［１］

医的优势病种，中医药治疗手段疗效确切 ［２］。本病多以高热伴

大类，两者亦不难区别。其中内伤发热以起病较缓，病情较

外感症状为初始表现，因此许多医家均从“外感发热”论治本

长，一般不伴有恶寒，热势可高可低，或患者自觉发热而热势

病，事实上本病多外感发热与内伤发热并存，外感发热往往只

不高，同时伴有咳嗽、心悸、腹泻、头晕等脏腑虚损症状为主

是本病启动和初始阶段，内伤发热则往往是本病极期及演变阶

要表现，病因常为久病体虚、饮食失宜、劳累过度、情志失调

段。内伤发热是本病预后转归的关键，因此笔者从内伤发热论

等，病性可虚可实，虚性病机如气、血、阴、阳虚损，实性病

治脓毒症，往往能取得较好临床疗效，现简述如下，如有不当

机如气郁、瘀血、痰湿、寒凝、胃热等，是临床较为常见的一

之处望请同道雅正。

种发热类型。

１ 内伤发热的含义及表现

２ 脓毒症内伤发热与外感发热辨惑

外感发热是感受温热疫戾之气或六淫之邪等促使机体营卫

2.1

从内伤发热论治脓毒症

［收稿日期］ 2016-02-16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厅项目 （2015A020210093）
［作者简介］ 叶烨 （1978-），男，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医内科及急危重症研究。

发热是脓毒症最常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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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成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 ＩＲ Ｓ ）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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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火”产生之机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的是，“脾虚阴火”

断脓毒症的客观依据之一。由于脓毒症初起时多有明显的外感

确实是临床上常见的内伤发热证型。 《脾胃论》 载：“若饮食

表现，并且患者热势多呈现弛张热或稽留热的热势特点，因此

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

许多中医急症专家认为本病属于“外感高热”的病证范畴，从

心火独盛”，论述脾胃气虚可致阴火上冲而发热， 《素问·调经

外感发热论治脓毒症虽有广泛的医家支持，但从内伤发热论治

论》 亦云：“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胃气热，热气熏胸中，

脓毒症亦另有其科学依据，事实上，正如“脓毒症专家共识”

故内热。”因此，“气虚可致内热”，临床脓毒症气虚发热证常

所指出：不少内伤疾病也可表现为脓毒症（高热） ，而临床上

为低热或壮热，神倦乏力，四肢不用，反复感邪，纳呆、便

脓毒症发展到中后期也经常呈现内伤发热的特点，因此从内伤

溏，舌淡、苔薄或微腻，脉细弱为临床表现，治宜健脾益气，

发热辨治脓毒症有其科学性、现实性。

甘温除热，方选补中益气汤加减，方中黄芪补益肺脾元气，实

［２］

2.2

脓毒症外感发热与内伤发热的互为影响

２０ 余年前，姜

卫固表；甘草泻心火，兼补脾胃；人参补肺、脾、心三脏，又

良铎 提出了著名的“外感病的内伤基础”理论，在中医学界

益气生血；白术健脾、除湿、化浊；陈皮理中上焦气滞，畅达

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姜教授认为，外感病证与内伤病证互为影

元气通路；当归活血生血，补而不滞；升麻、柴胡升举脾胃清

响，内伤基础的存在会影响外感病证的病情演变及转归预后。

阳上行，使下陷脾胃阴分元气回归中焦本位，诸药共奏补中益

事实上，脓毒症本质上属于合并内伤基础的外感病证，本病起

气，升举清阳，甘温除热之功［９］，针对脾虚发热尤为适宜。

病急，常由外感而诱发，发作初期多有恶寒、高热、恶风、头

3.2

痛等外感表现，因此本病属于外感病证；但同时本病多见于高

阳，患者往往病情更重，预后不良。临床上阳虚发热的形成常

龄、烧伤、严重创伤、外科手术、ＩＣ Ｕ 患者等正气极度亏虚之

常是由于大量超高效能抗生素的应用或大剂量清热解毒药物的

人，患者常合并各脏器虚损表现，且急性虚证是本病的重要证

应用所致，促使脾阳虚陷，化为“阴火”上腾所致，或者寒邪

型之一 ，因此内伤发热亦是本病重要组成。而内伤基础与外

直接损及肾阳，肾阳虚衰，而致虚阳上浮或阴盛格阳，从而导

感病证常互为联系，互为影响。由于内伤基础的存在，机体正

致发热，如 《景岳全书》 所言：“阳虚者，亦能发热，此以元

虚抗邪无力，常使外邪停羁或逐步深入脏腑，变生他证，临床

阳败竭，火不归元也”。临床脓毒症阳虚发热证常以虽发热却

上脓毒症急性虚证患者常易感邪，且病情迁延，易产生脓毒性

反欲近衣，四末虽微热但胸腹厥寒，四肢及肢体颜面水肿，面

休克、脓毒性脑病、脓毒性胃肠功能障碍、脓毒性肾损害等变

色 白，小便清长或无尿，大便完谷不化或失禁，舌淡胖或齿

证、坏证；而外邪的存在也常常引动和加重内伤虚损，使证候

痕、苔白厚腻或水滑，脉沉微等症为主要临床表现，此时宜温

变化万端，预后更加不良，临床上脓毒症常由不慎外感导致病

中益气，回阳救逆，方选参附汤或参附注射液或人参四逆汤加

情复发，且每次再发后患者基础状况都较前一次相对恶化，最

减。现代药理学发现益气回阳治法能通脉活血，回阳救逆，抗

终导致患者死亡的结局。由此可知，脓毒症外感发热与内伤发

自由基氧化，减少 Ｓ ＩＲ Ｓ 发生率，保护肝肾功能，双向调节患

热互为联系，互为影响。

者免疫功能，恢复促炎 － 抗炎机制平衡，减轻全身炎症反应，

［５］

［６］

内伤发热是脓毒症病情演变与预后转归的关键

阳虚发热

阳虚发热是气虚发热的进一步发展，气损及

不同的

还能调控促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Ｈ Ｐ Ａ Ａ ）功能，改善肾上

内伤基础可对外感病造成不同的影响 ，而脓毒症内伤基础的

腺醛固酮系统，增强机体对血管活性药物敏感性，预防多器官

2.3

［５］

存在却往往会加重和恶化病情，内伤发热的存在是脓毒症病情

衰竭综合征（Ｍ Ｏ Ｄ Ｓ ）和脓毒性休克的发生，降低脓毒症死亡

演变与预后转归的关键。针对脓毒症证候与预后的临床研究发

率。故阳虚发热为内伤发热的重要证型［１０～１２］。

现：脓毒症合并的证型越多越复杂，则患者入院 Ａ Ｐ ＥＣ Ｈ Ｅ－Ⅱ

3.3

［７］

评分越高，病死率也相应增高 ；脓毒症虚证和虚实夹杂证较

谓“阳胜则阴病”也，当疾病早期仅仅阴分受损，此时益气养

实证占更大比例，各证型的临床表现虽无明显差异，但合并虚

阴之法往往能取效，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是也，类似

损证候的患者预后更差 。虚实夹杂证型比实证脓毒症病情更

于西医的早期大量补液措施。但当病变到了后期，往往阴损及

［８］

阴虚发热

脓毒症属于温热类疾病，极易耗气伤阴，所

重，死亡率更高。由此可知，合并内伤基础而致发热的脓毒症

阳，阴阳俱损，此时往往单纯补阴乏效，则宜阴阳同补，以补

患者的死亡率高，预后差，转归不良。

阴为主，兼以补阳。类似脓毒性休克阶段，单纯大量补液往往

３ 脓毒症内伤发热的常见证型及其证治

不能使患者血压回升，往往须配合血管活性药及正性肌力药物

脓毒症虽内伤基础复杂，各种内伤发热证型繁多而临床表

才能奏效。临床脓毒症阴虚发热证常表现为骨蒸潮热或午后、

现不一，但临床上内伤发热却以气虚发热、阳虚发热、阴虚发

夜间发热，五心烦热，神躁谵妄，口干咽燥，形体消瘦，尿少

热、血虚发热、血瘀发热等几种基本证型单独或夹杂最为常

或无尿，大便干硬，舌红、或有裂纹、苔少或无苔，脉细数等

见，早期辨识及诊治这些证型对减轻脓毒症病情，改善患者的

症。治宜养阴清热，方选增液汤、生脉注射液或参麦注射液

预后转归大有裨益。

等。临床研究证实养阴清热治法能有效地升高脓毒性休克患者

气虚发热

血压，改善其循环与灌注，降低 Ｍ Ｏ Ｄ Ｓ 发生率，还有助于调

3.1

李东垣所述的“脾虚阴火”是也，虽后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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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严重脓毒症患者免疫失衡，抑制炎症因子释放，降低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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