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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的真实世界证据 —
支持降钙素原作为改善危
重症患者抗菌药管理及费
用的有效工具
Philipp Schuetz, MD, MPH; Peter M. Wahl, ScD

降钙素原 (PCT) 及其在脓毒症患者治疗过程中的
作用， 多数研究探讨其如何区分脓毒症与非感染性
的脓毒症样综合征。 根据研究结果设定的截断值，
PCT 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大约在 70% ～ 95%， 但因
缺乏参考标准而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解释仍存在争
议 [2]。 重要的是， 已经有几项随机试验对 PCT 检
测的价值进行了分析， 根据临床设置及主要感染诊
断的不同可减少 30% ～ 70% 的抗生素使用 [3，4]，
一项最近的试验发现危重症患者中接受 PCT 检测可

通常评价一项生物标记物实用性的研究重点在

有显著生存获益 [5]。

于其诊断价值如灵敏度和特异度。 但这种方法要
求存在一个公认的参考标准。 然而， 对于有助于

尽管如此， 随机试验中临床医生可能对典型

指导治疗全身感染及脓毒症患者的生物标记物却没

诊治场所的患者表现不同， 使部分患者认为自己不

有类似的参考标准， 血培养敏感性也仅有 10% ～

是观察对象 ( 通常称为“霍桑效应”)， 从而导致

[1]

30% 。 因此， 为了评估感染标记物的益处及局限

临床方案的合格率较低。 这对处理组与对照组均可

性， 需要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对接受标记物评估的患

能产生影响， 从而掩盖生物标记物对患者治疗的真

者与接受常规处理患者之间的结果进行比较。 关于

实效果。 因此， 调查所谓真实世界的数据是非常
重要的， 通过对公共管理数据库或病人注册管理机
构中的数据进行研究， 进一步从随机试验扩展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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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为解释两
组研究人群之间的差异， 作者使用了 1 : 3 的匹配
346

分析模型并且将分析限定于入住 ICU 第一天接受

Balk 等 [7] 通过将 PCT 检测后可能受影响的因

PCT 检测的患者。 本研究方法消除了许多混杂因素

素 ( 如入住 ICU 第一天使用抗生素种类数 ) 纳入倾

的影响， 如： 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医院特征

向得分匹配模型中， 从而对患者干预后特征 ( 即后

( 城市化程度、 教学状况及床位大小与区域 )， 患

PCT) 进行限定。 将患者干预后特征的分析纳入倾

者的临床特征 ( 入院类型、 入院来源、 入住 ICU

向得分匹配模型中， 可以有效地评估干预的直接效

第一天使用抗生素种类数、 入住 ICU 第一天或之前

应 [9]， 因而将边际处理效应估计消除到零， 具体

有无进行透析、 机械通气、 升压药或正性肌力药、

见 Balk 等研究

30 d 内是否接受过住院治疗、 是否存在 10 种最常

预后因素产生更麻烦的结果是建立选择偏倚或对撞

见的入院诊断 )。

偏倚， 对撞偏倚是一种通过限定某一因素具有相同

[7]

中的表 3 ( 与表 2 对比 )。 限定干

原因 ( 基本因素或干预 ) 及目标结果而产生效果评
倾向指数是指给定协变量在基线水平条件下，

价的系统误差 [10]。 尽管如此， 从医院管理数据库

患者被分配到 PCT 检测组或未检测组的条件概率。

中进行观察性研究并且评估其中的因果效应仍然具

在观察性研究中， 该方法旨在消除测量因素 ( 即基

有争议， 作者通过他们的方法在基线水平降低潜在

线混杂因素 ) 在效应估计上引起的系统误差， 而

的混杂影响， 这点是值得赞扬的。

这些测量因素与治疗方式的选择及结果相关。 理论
上， 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是通过保持两组间基线混

尽管如此， 结果还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

杂因素的平衡得以实现。 此方法通过一些假设促进

通过 PCT 指导治疗的患者总抗生素暴露时间明显缩

因果推断， 包括假设倾向指数与结果模型均被正确

短 ( 分别为 16.2 和 16.9 d)， 总住院时间及 ICU 住

指定， 所有基线混杂因素均可被测量， 所有混杂

院时间也明显缩短 ( 前者分别为 11.6 和 12.7 d， 后

因素的水平 ( 例男性和女性受试者 ) 均可由每个治

者分别为 5.1 和 5.3 d)， 住院费用减少约 10% ( 分

[8]

疗组成员代表 ( 即阳性 ) 。

别为 30 454 和 33 213 美元 )。 虽然患者死亡率没有
得到改善， 但经过 PCT 指导治疗的患者更有可能

倾向得分匹配确保后者是通过将暴露者与未暴

出院回家。 由于大多数干预性研究在欧洲及亚洲进

露患者在预先估计的倾向指数范围内匹配得出。 作

行， 缺少美国患者的资料， 因此该项研究是种补

者发现两组患者在倾向指数的分布上有明显的重叠，

充。

因此通过将 PCT 检测患者与其最邻近倾向指数的
非 PCT 检测患者进行匹配， 对 PCT 检测与目标结

新版《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对 PCT 的使用仅

果进行因果预测是合理的。 假定作者合理地测量了

作为弱推荐 (2C 级 )， 即 “建议当未发现感染证据

最强的混杂因素， 尽管读者不能决定匹配进行的程

时， 低 PCT 用于停止经验性抗菌药物使用 [11，12] ”。

度， 因文中未将原始分析 ( 即非倾向得分匹配分

结合近期发表关于 PCT 指导停用抗菌药研究 (Stop

析 ) 结果列出， 但根据倾向指数进行匹配可以提

Antibiotics on Procalcitonin Guidance Study， SAPS) [5]

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由于作者在一些引用上的局

与 Balk 等 [7] 的现实生活数据研究结果均是令人信服

限， 及入院前同时并存其他疾病的情况并未纳入非

的， 应当引导临床医生更广泛地使用 PCT 指导危

Premier 数据库或机构记录， 因此一些残余的混杂

重症患者的治疗。

因素仍可能存在。
( 张娜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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