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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S的定义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是指机体在严重创伤、休克、感染等急性损伤因素打击下

24小时后同时或序贯出现2个或2个以上与原发病损有或无

直接关系的系统或器官的可逆性功能障碍。



MODS的病因

严重感染：MODS的最主要原因 (70%)，而MODS
则是未能控制的感染的最致命表现；

常见：肺部感染、腹腔感染、泌尿系感染、
败血症等-- 感染导致的脓毒症已成为诱发
MODS的重要原因

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手术、严重外
伤

休克：特别是创伤后出血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



MODS的病因 (续)

心跳呼吸骤停

中毒：急性中毒时毒物常可直接或间接
损伤机体组织器官

诊疗措施失当：长时间高浓度吸氧造成氧

中毒，抗休克时过多使用血管收缩药，输液输
血过多使心肺负荷过大

高危因素：高龄、慢性疾病、营养不良、大量
输血等因素



MODS的发病机理

全身炎症反应失控假说 （SIRS）

细菌和内毒素移位假说

组织缺血-再灌注损伤假说

“两次打击”或“双相预激”假说（瀑布样反应）

基因诱导假说

肠源性损伤假说



MODS的发病机理 炎症失控假说

正常炎症反应：机体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机体修复和
生存所必需

严重创伤、感染初期的炎症反应

细菌内毒素、外毒素、病毒等诱导细胞因子产
生

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瀑布效应 炎症反应扩大

甚至失控 以细胞自身破坏为特征的全身炎症反应（即
SIRS）



MODS的发病机理 炎症失控假说(续)

炎症反应过程(略）

刺激物：严重缺氧、内毒素、补体碎片等

炎症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
胞、血小板、内皮细胞等

炎症介质：氧自由基、花生四烯酸代谢物、溶酶
体酶、细胞因子、生长因子，胺类和肽类物质等

靶细胞：器官实质细胞、内皮细胞、炎症细胞等

效应：生理生化、代谢功能等



MODS的发病机理 炎症失控假说(续)
可能有关的介质（略）

细胞因子 (TNF, IL-1, IL-6, 

IL-8, PAF, IL-4, IL-10, IL-

11, TGF等)

补体碎片（C3a , C5a ）

中性粒细胞、蛋白质酵素酶

氧自由基 、脂质过氧化物

磷脂酶

内毒素、外毒素、烧伤毒素

环氧化物酶产物

脂氧化物酶产物

游离脂肪酶

组胺、5-羟色胺

一氧化氮/内皮素

粘附因子

激肽、内啡肽

生长因子



MODS的发病机理 炎症失控假说(续)

促炎介质过度表达和分泌



抗炎因子产生不足

IL-4,  IL-10

TGF-β (转化生长因子)

G-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PAF（血小板活化因子）
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 NO

（一氧化氮）

细胞损伤

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 

IL-1(白介素-1)、IL-6、IL-8 

MIP-1、2（巨噬细胞炎症
蛋白-1、2）

SIRS



MODS的发病机理 炎症失控假说(续)

+其他：补体、缓激肽-激肽、凝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内啡肽等系统调控失

常


促炎-抗炎反应失衡


全身炎症反应失控

低血压与氧利用障碍
心肌抑制
内皮细胞炎症和血管通透性增加
血液高凝及血栓形成
持续高代谢和蛋白营养不良

MODS



MODS的发病机理 炎症失控假说(续)

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症（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CARS）

抗炎因子释放过多免疫抑制

内源性抗炎物质：前列腺素E2(PGE2)、IL-4、
IL-10、NO

抗炎性内分泌激素：糖皮质激素和儿茶酚胺



MODS的发病机理 缺血再灌注损伤假说

组织氧代谢障碍

包括组织氧输送减少和组织氧利用障碍

高代谢+循环功能紊乱氧供和氧需不匹配组织
细胞缺氧

氧自由基损伤

持续缺血后的再灌注过程，对诱发器官损伤和MODS
较缺血本身更重要。

对多数器官而言，大部分组织和细胞损伤，不是发
生在缺血期，而是发生在微循环恢复灌流后。

证据



MODS的发病机理 缺血再灌注损伤假说(续)

组织恢复灌流氧自由基大量产生和释放与各种细胞成分反应细
胞结构和功能全面紊乱。
氧自由基反应具有连锁性，能使损伤不断扩大和加重。

• 白细胞和内皮细胞相互作用

缺血再灌注损伤、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引起的炎症失控血管内皮细
胞损伤、通透性增高

中性粒细胞与内皮细胞+多种粘附分子和炎症介质粘附反应细胞
损伤



MODS的发病机理

“两次打击”或“双相预激”假说

第一次打击

最初的致伤因子（创伤、休克）炎症细胞激活（预激发状态）

第二次打击

致伤因素 （感染）炎症细胞剧烈反应 超量释放细胞和体液
介质 靶细胞 二级、三级反应（瀑布样反应或级联反应）
细胞损伤

-- 两次打击所致的失控的炎症反应可能是MODS
最重要的病理学基础和根本成因



MODS的发病机理 SIRS和MODS
（定义）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是指任何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
所引起的全身性炎症反应。

是MODS发生的基础、器官灌注不足、再灌注损伤、细胞代谢
障碍和肠道细菌移位等多种因素作用，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障
碍综合征出现。

1991年美国ACCP/SCCM（美国胸内科医生学会和危重病医学会）会议以下4项
临床指标中出现2项或2项以上者称为SIRS：

①体温>38°C或<36°C

②心率>90次/分

③呼吸>20次/分或PaCO2<4.3kPa

④WBC>12.0×109/L或<4.0×109/L或未成熟的WBC>10% 



MODS的发病机理 SIRS和MODS
典型的SIRS分期 （5期）

第一期：局部反应期

―炎症因子的释放仅限于局部

第二期：全身炎症反应始动期

―少量炎症因子开始在血中出现

第三期：SIRS期（全身炎症反应失控期）

―大量促炎因子在血中出现，全身炎症反应达到高峰

第四期：CARS期（过度免疫抑制期）

―抗炎因子释放过多，免疫功能广泛抑制

第五期：免疫功能紊乱期

―MODS发展到晚期阶段



MODS的发病机理 SIRS和MODS

脓毒症（Sepsis) 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SIRS)，证实有细菌存在或有高度可疑感染灶
2001年由欧美五个学术组织共同发起的“国际脓毒
症定义会议” ，对相关指标进行了重新修订

(1)一般指标：体温升高、寒战、心率快、呼吸急促、白细
胞数改变

(2)炎症指标：血清C反应蛋白或前降钙素水平增高（PCT）
(3)血液动力学指标：高排、低阻、氧摄取率降低
(4)代谢指标：胰岛素需要量增加
(5)组织灌注变化：皮肤灌流改变、尿量减少
(6)器官功能障碍：如尿素氮和肌酐增高、血小板数降低或

其他凝血异常、高胆红素血症等



MODS的发病机理 SIRS和MODS

SIRS期： 促炎>抗炎

CARS期：抗炎>促炎

MARS (mixed antagonistic response 
syndrome )   -- balance between SIRS and 
CARS response

炎症反应失控 SIRS        MODS

SIRSMODS： 尚无明确的早期分界线

SIRS、MODS:  进行性、可逆性



MODS的发病机理 病理学

缺乏特异性，主要为广泛炎症反应

组织学

水肿

中性粒细胞侵润

微血管栓塞

凋亡调控异常

纤维化和组织修复



MODS的临床表现
诱因：严重创伤、感染和中毒等的应激状态

起病：大多较隐匿；有的在原发病后2-3天就出现，大部分在
1周左右发生，也有的到3周后才出现

进展：迅速

发病顺序：因病因不同而各异；多数从一个器官开始，再

累及其它器官；序贯性，肺和消化器官经常较早受累

病程：30天左右

器官功能障碍和病理损害是可逆的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国内外尚无一致公认诊断标准

1995年全国危重病急救医学学术会议
讨论通过的诊断和评分标准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脏器功能障碍评分

功能受损期：1分

衰竭早期： 2分

衰竭期： 3分

受累脏器

外周循环、心 、肺 、肾 、肝脏、胃肠道、
凝血机能 、脑 、代谢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外周循环 无血容量不足；
MAP≈7.98kPa(≈60mmHg);尿量≈40ml/h;

低血压时间持续4h以下。

1

无血容量不足；
MAP<7.98kPa(<60mmHg)，
>6.65kPa(>50mmHg);尿量<40ml/h，
>20ml/h;肢端冷或暖；无意识障碍。

2

无血容量不足；
MAP<6.65kPa(<50mmHg);尿量<20ml/h;

肢端湿冷或暖；多有意识恍惚。

3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心 心动过速；体温升高1°C；心率升高
15～20次/min;心肌酶正常。

1

心动过速；心肌酶（CPK,GOT,LDH）
异常。

2

室性心动过速；室颤；Ⅱ°～Ⅲ°A-

V传导阻滞；心跳骤停。

3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肺 呼吸频率20-25次/min；吸空气PaO2≤9.31kPa(≤70mmHg)，
>7.98kPa(>60mmHg)；PaO2/FiO2≥39.9kPa(≥300mmHg)；
P(A-a)DO2(FiO21.0)3.33～6.65kPa(25～50mmHg);X线胸片
正常。（具备5项中的3项既可确诊）

1

呼吸频率>28次/min；吸空气PaO2≤7.98kPa(≤60mmHg)，
>6.6kPa(>50mmHg)；PaCO2<4.65kPa(<35mmHg)；
PaO2/FiO2≤39.9kPa(≤300mmHg)，
>26.6kPa(>200mmHg)；P(A-a)DO2(FiO21.0) 

>13.3kPa(>100mmHg)，<26.6kPa(<200mmHg);X线胸片示
肺泡无实变或实变≤1/2肺野。（具备6项中的3项即可确诊）

2

呼吸窘迫，呼吸频率>28次/min；吸空气
PaO2≤6.6kPa(≤50mmHg)；PaCO2>5.98kPa(>45mmHg)；
PaO2/FiO2≤26.6kPa(≤200mmHg)；P(A-a)DO2(FiO21.0) 

>26.6kPa(>200mmHg);X线胸片示肺泡实变≥1/2肺野。
（具备6项中的3项即可确诊）

3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肾 无血容量不足；尿量≈40ml/h;尿Na+、血肌
酐正常。

1

无血容量不足；尿量<40ml/h，>20ml/h;利尿
剂冲击后尿量可增多；尿Na+20～
30mmol/L(20～30mEq/L)；血肌酐
≈176.8μ mol/L(2.0mg/dl)。

2

无血容量不足；无尿或少尿（<20ml/h持续6h

以上）;利尿剂冲击后尿量不增多；尿
Na+>40mmol/L(>40mEq/L)；血肌酐
>176.8μ mol/L(>2.0mg/dl)。非少尿肾衰者：
尿量>600ml/24h，但血肌酐
>176.8μ mol/L(>2.0mg/dl)，尿比重≤1.012 

3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肝脏 ALT>正常值2倍以上；血清总胆红素
>17.1μ mol/L(>1.0mg/dl)，
<34.2μ mol/L(<2.0mg/dl) 

1

ALT>正常值2倍以上；血清总胆红素
>34.2μ mol/L(>2.0mg/dl)。

2

肝性脑病 （精神症状、血氨！） 3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胃肠道 腹部胀气；肠鸣音减弱。 1

高度腹部胀气；肠鸣音近于消失。 2

麻痹性肠梗阻；应激性溃疡出血。
（具备2项中1项者即可确诊）

3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凝血机能 血小板计数<100×109/L；纤维蛋白
原正常；PT及TT正常。

1

血小板计数<100×109/L；纤维蛋白
原≥2.0～4.0g/L；PT及TT比正常值
延长≈3s；优球蛋白溶解试验>2h；
全身性出血不明显。

2

血小板计数<50×109/L；纤维蛋白原
<2.0g/L；PT及TT比正常值延长>3s；
优球蛋白溶解试验<2h；全身性出血
表现明显。

3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脑 （修改
Glasgow昏
迷评分）

兴奋及嗜睡；语言呼唤能睁眼；能交
谈；有定向障碍；能听从指令。

1

疼痛刺激能睁眼；不能交谈、语无伦
次；疼痛刺激有屈曲或伸展反应。

2

对语言无反应；对疼痛刺激无反应。 3



MODS的诊断 诊断标准

受累脏器 诊断依据 评分

代谢 (均需
持续12h以
上 )

血糖<3.9mmol/L或>5.6mmol/L；血
Na+<135mmol/L或>145mmol/L；
pH<7.35或>7.45。

1

血糖<3.5mmol/L或>6.5mmol/L；血
Na+<130mmol/L或>150mmol/L；
pH<7.20或>7.50。

2

血糖<2.5mmol/L或>7.5mmol/L；血
Na+<125mmol/L或>155mmol/L；
pH<7.10或>7.55。

3



MODS的诊断标准（简化、书）

器官或系统 诊断标准

循环系统 收缩压＜90mmHg，持续1小时以上，或循环需要药物支持
维持稳定

呼吸系统 急性起病，PaO2/FiO2≤200（已用或未用PEEP），X线胸片
见双肺浸润，PCWP≤18mmHg，或无左房压升高的证据

肾脏 血肌酐浓度＞177μmol/L伴有少尿或多尿，或需要血液透析

肝脏 血清总胆红素＞34.2μmol/L，血清转氨酶在正常值上限的2

倍以上，或有肝性脑病

胃肠道 上消化道出血，24小时出血量＞400ml，或不能耐受食物，
或消化道坏死或穿孔

血液系统 血小板计数＜50×109/L或减少25%，或出现DIC

代谢 不能为机体提供所需能量，糖耐量降低，需用胰岛素；或出
现骨骼肌萎缩、无力

中枢神经系
统

GCS＜7分动态变化过程，早期诊断，早期干预



MODS的诊断 分型

原发型MODS

由某些明确的损伤作用于机体，直接引起器
官功能障碍。MODS出现很快，但SIRS的表现
不如继发型MODS的显著，预后比较好。

继发型MODS

并非由原始损伤本身直接引起，而是机体异
常反应的结果。在原始损伤引起的
SIRS/CARS基础上，“二次打击”（如感染）
可以迅速造成远处多个脏器功能障碍，故继发
型MODS与原始损伤之间存在着一段间歇期。



MODS的防治原则

预防是最好的治疗

救治病人必须有整体观点

重视病因治疗

防止过度的免疫-炎症反应

改善氧供和氧耗的关系

临床监测

及早进行脏器功能支持



MODS的预后
发病率和死亡率仍较高

总死亡率50%

衰竭器官的数目越多，病死率越高

存在肺衰和肾衰、老年、原有慢性病基础者病
死率更高

衰竭器官数 病死率(%)

2 50-60

3 75-80

4或以上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