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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种评分方法对急诊室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患者２８ ｄ死亡预测能力的比较
陈云霞李春盛
【摘要】

比较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Ｉ（ＡＰＡＣＨＥ Ｉ）、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Ｉ

目的

Ｉ）、急诊脓毒症死亡风险评分（ＭＥＤＳ）对急诊抢救室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患者２８ ｄ死亡的预

（ＳＡＰｓ

测能力。方法选取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一２００７年９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抢救室救治的６２１例
ＳＩＲＳ患者，分别进行ＡＰＡＣＨＥ

１和ＭＥＤＳ评分，记录２８ ｄ转归情况。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评价各

Ｉ、ＳＡＰＳ

评分系统分值与预后的关系，确定ＳＩＲＳ患者２８ ｄ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ＯＣ曲
线）对各独立预测因素的预后能力进行比较。结果６２１例患者２８ ｄ死亡２２２例。死亡组患者年龄及３种评
分系统的分值均显著高于存活组（年龄：７３岁比７０岁，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１８分比１４分，ＳＡＰＳ Ｉ评分：３６分比
２４分，ＭＥＤＳ评分：１４分比７分，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２８ ｄ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有ＡＰＡＣＨＥ

Ｉ、ＳＡＰＳ

Ｉ、

ＭＥＤＳ评分，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分别为０．７１５、０．７７４、０．９６５。与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比较，ＭＥＤＳ评分的预
后能力更佳（Ｚ＝３５．４３５，Ｐ＜ｏ．０１）。结论对于急诊抢救室ＳＩＲＳ患者，ＭＥＤＳ具有较好的预后价值。
【关键词】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理学评分Ｉ，

预后，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Ｉ评分Ｉ

简化急性生

脓毒症死亡风险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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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Ｉ（ＳＡＰＳ Ｉ）、急性生理学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０６０３．２００９．１２．０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９７２８６３），首都医学发
展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５—１００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陈
云霞现在北京博爱医院急诊科工作）
通信作者Ｉ李春盛，Ｅｍａｉｌ：ｌｃｓｃｙｙｙ＠ｓｏｈｕ．ｃｏｍ

万方数据

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Ｉ（ＡＰＡＣＨＥ Ｉ）、急诊脓
毒症死亡风险评分（ＭＥＤＳ）是目前常用的预后评分
系统。其中，ＭＥＤＳ评分多用于急诊室脓毒症患者
的死亡危险评估ｈｉ，而ＳＡＰＳ

Ｉ、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则

多用于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住院患者的预后评
价［ｚ－ｓ］。本研究中比较了３种评分系统在急诊抢救室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患者预后评估中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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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报告如下。

有显著差异的变量（年龄及ＡＰＡＣＨＥ

ｌ资料与方法

ＭＥＤＳ评分）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

１．Ｉ研究对象：对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一２００７年９月在

龄的回归系数（一０．０３１）无统计学意义（Ｐ一０．０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抢救室救治的

而ＡＰＡＣＨＥ Ｉ、ＳＡＰＳ Ｉ、ＭＥＤＳ评分的回归系数

６２１例ＳＩＲＳ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患者入选标准：

（分别为０．２３３、１．０９３、０．２８８）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Ｉ、ＳＡＰＳ Ｉ、

年龄≥１８岁，在急诊抢救室存活时间≥２４ ｈ，符合

（Ｐ均＜Ｏ．０１），说明３种评分是入选ＳＩＲＳ患者

２００１年华盛顿国际脓毒症定义会议制定的ＳＩＲＳ诊

２８

断标准［４］。患者排除标准：在急诊抢救室存活时间＜

２．３

２４

ｈ，以心跳、呼吸停止就诊，入院２４ ｈ内数据不全

ｄ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紊。
ＡＰＡＣＨＥ Ｉ、ＳＡＰＳ

Ｉ、ＭＥＤＳ评分的ＲＯＣ曲

线及ＡＵＣ比较：各评分系统预测入选病例２８ ｄ死

无法评分，不符合ＳＩＲＳ诊断标准。在入选时间段内

亡的ＲＯＣ曲线见图１。表２结果显示，ＡＰＡＣＨＥ

重复就诊的患者取最后一次入院的数据。

评分ＡＵＣ为０．７１５，ＳＡＰＳ Ｉ评分为０．７７４，ＭＥＤＳ

１．２数据收集：收集所有入选病例的年龄、性别、既

评分为０．９６５。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和ＭＥＤＳ评分间

往病史、生命体征、血常规、血气、生化结果、尿量，并

ＡＵ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３５．４３５，Ｐ＜ｏ．０１），说

根据２４ ｈ内最差的数据进行ＡＰＡＣＨＥ

Ｉ、ＳＡＰＳ Ｉ

Ｉ

明ＭＥＤＳ评分预测预后的价值优于ＡＰＡＣＨＥⅡ评

和ＭＥＤＳ评分。

分。ＭＥＤＳ评分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９４．６％和

１．３研究终点：对所有患者进行２８ ｄ随访，以患者

９０．２％）最佳。通过ＲｏＣ曲线及ＡＵＣ的对比发现，

２８

ｄ转归情况为终点，记录存活和死亡例数。

ＭＥＤＳ评分对本研究中人选的ＳＩＲＳ病例具有最佳

１．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分析数

的预后价值，其判断预后的界值为１１分。ＭＥＤｓ≥

据。年龄、ＡＰＡＣＨＥ

１１分的ＳＩＲＳ患者２８ ｄ病死率为８４．３％。

Ｉ、ＳＡＰＳ

Ｉ、ＭＥＤＳ评分均为非

正态数据，以中位数（Ｍ，２５％～７５％分位数）表示，
用秩和检验；率的比较用ｘ２检验；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确定预测死亡的独立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曲线（ＲＯＣ曲线）ｉＳ价评分系统对预后的判定能力
并确定预测死亡的界值，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
比较用ｚ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

果

２．１人选病例的基本情况（表１）：６２１例ＳＩＲＳ患
者２８ ｄ病死率为３５．７％。死亡组与存活组间性别比
例、主要既往病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死亡
组的年龄、ＡＰＡＣＨＥ

Ｉ、ＳＡＰＳ

Ｉ、ＭＥＤＳ评分均显

著高于存活组（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
２．２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对死亡与存活病例间
表１

田１

３种评分系统预测６２１例ＳＩＲＳ患者２８ ｄ死亡的ＲＯＣ曲线

存活与死亡两组ＳＩＲＳ患者的基本情况比较

注：与存活组比较，ａＰ＜０．０５，“尸＜ｏ．０１；ＣＯＰＤ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表２

６２１例ＳＩＲＳ患者３种评分系统的ＡＵＣ及预测２８ ｄ死亡的界值

注：８；为标准误。９５％Ｃｌ为９５％可信区间；与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ＡＵＣ比较。８Ｚ一０．２９３（Ｐ＞－０．０５），６ｚ＝３５．４３５（Ｐ＜０．０１）｝与ＳＡＰＳ Ｉ评分
ＡＵＣ比较，‘ｚ＝０．９５５（Ｐ＞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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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ＳＩＲＳ患者，评价三者对ＳＩＲＳ患者２８ ｄ预后的

ＳＩＲＳ是急诊科常见病，导致ＳＩＲＳ的疾病谱非

预测能力。结果发现，死亡组３种评分系统的均值均

常宽，且多数疾病在病程的某一阶段会符合ＳＩＲＳ

高于存活组，而且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也发现，

的诊断标准。ＳＩＲＳ概念的提出旨在提醒临床医师警

３种评分系统都是人选ＳＩＲＳ患者２８ ｄ死亡的独立

惕其中隐藏的危重病患者。但是目前的ＳＩＲＳ诊断

预测因素。在比较了三者的ＲｏＣ曲线及其ＡＵＣ后

标准过宽，根据是否符合ＳＩＲＳ诊断来判断患者病

发现，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与ＳＡＰＳ Ｉ评分具有相似的

情严重程度和预后非常困难，而判断疾病的严重程

ＡＵＣ（分别是０．７１５、０．７７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

度和预后是急诊临床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研究

与以往多数临床研究的结果［Ｉｓ－１７］一致；而ＭＥＤＳ的

中通过对比ＩＣＵ常用的评分系统对急诊室ＳＩＲＳ患

ＡＵＣ高达０．９６５，显著高于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说明

者预后预测的能力，寻找适用于急诊室ＳＩＲＳ患者

ＭＥＤＳ评分的预后能力优于常用的ＡＰＡＣＨＥ １评

预后评价的评分系统。

分。得到这样的结论可能与本研究中大部分人选的

预测院内病死率的评分系统在ＩＣＵ中应用非
常普遍，其中比较成熟且应用最广的是ＡＰＡＣＨＥ

ＳＩＲＳ患者由感染导致，因此包含较多感染参数的

Ｉ

ＭＥＤＳ预测预后的能力更强有关。这与以往在可疑

评分和ＳＡＰＳ Ｉ评分［２］。众多临床研究均证实，

感染、脓毒症患者中进行的ＭＥＤＳ预后价值研究的

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ＳＡＰＳ Ｉ评分与ＩＣＵ患者病情严

重程度密切相关，可判断预后［５１ ０。。用ＡＰＡＣＨＥ

结果胁］一致。

Ｉ

本研究中人选人群的３种评分分值均较以往研

评分的变化趋势还能动态观察疾病演变及临床干预

究报道的数值低。如Ｎｇｕｙｅｎ等［２钉对符合早期目标

的效果，从而指导制定和修正医疗护理计划。目前，

治疗的急诊严重脓毒症患者进行评分，ＡＰＡＣＨＥ

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也逐渐被其他临床科室用于各系

统疾病的预后评价［１１－１２３。
大部分临床研究证实，ＡＰＡＣＨＥ

评分为２９分，ＳＡＰＳ Ｉ评分为５４分，而ＭＥＤＳ为
１３分。本研究中得出的界值水平较低，ＡＰＡＣＨＥ

Ｉ、ＳＡＰＳ

Ｉ评

Ｉ

Ｉ

评分为１７分，ＳＡＰＳ Ｉ评分为２７分，ＭＥＤＳ则为

分系统对ＩＣＵ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评估能

１１分，考虑与入选病例总体病情较轻有关。但本研

力相似［１３‘１７３；而某些研究则发现ＳＡＰＳ Ｉ评分优于

究中发现ＭＥＤＳ＞少１１分的患者病死率高达８４．３％，

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１ｐ制；也有研究证实ＡＰＡＣＨＥ

Ｉ

考虑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评分对预后的判断能力优于ＳＡＰＳ Ｉ评分［２卜２引。可

多数急诊抢救室留观的患者处于某种疾病的终

见两者的预后能力并无明确的优劣之分，这是因为

末期，例如ＣＯＰＤ、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肾功

各临床研究的结论基于不同的人选人群。

能衰竭、肝硬化等，这些患者器官功能障碍虽然已经

ＭＥＤＳ是Ｓｈａｐｉｒｏ等口１通过大样本临床研究确

非常严重，经常急性发作，但是经过急诊抢救治疗、

定的一个用于急诊室有感染风险患者的预后评价系

症状缓解后往往可以返家或住院，因此很难断定患

统。ＭＥＤＳ最终确定了９项对入选患者２８ ｄ病死率

者是否会在１个月内死亡。而终末期疾病患者的评

有独立预测能力的参数，包括终末期疾病（所有转移

分值多高达６分，在ＭＥＤＳ中占很大比重，此分值

癌和主诊疾病１个月内预计死亡的风险＞５０％，

的缺失导致本研究中人群总体ＭＥＤＳ偏低。

６分），呼吸急促或缺氧（３分），脓毒性休克（３分），

某些基础疾病导致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如恶性

血小板计数＜１５０Ｘ１０９／Ｌ（３分），杆状核中性粒细

肿瘤（非转移癌）、糖尿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免

胞比例＞Ｏ．０５（３分），年龄＞６５岁（３分），下呼吸道

疫抑制剂、放疗、化疗、各种疾病导致的长期卧床等，

感染（２分），患者来自护理中心（２分），意识改变

这些患者非常容易合并各种感染，并且使原有的慢

（２分）。ＭＥＤＳ的特点是参数少、分值固定、应用方

性疾病急性加重而在急诊抢救室留观。此类患者同

便，而且对于急诊室有感染风险的患者２８ ｄ病死

样缺乏６分的主诊疾病评分。

率评估也非常准确［１’２引。陆续有研究证实，ＭＥＤＳ对

急诊抢救室还有部分患者是年轻、突发急性危

于急诊室中可疑感染、脓毒症、严重脓毒症患者

重病或有潜在死亡危险的疾病而需要监护治疗者，

ｄ死亡的预测能力都很好ｎ４吨朝，并且证实ＭＥＤＳ

如大量脑出血、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急性肺栓塞、中

对于急诊室可疑感染患者１年死亡也有相当好的评

枢神经系统急性感染、严重中毒等。此类患者能够得

估能力口引。

到终末期疾病的分值，但是其他参数如年龄、缺氧、

２８

本研究中将３种预后评分系统应用于急诊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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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的分值得不到，因此也造成本研究中人群的

［１１３谭伟丽，蒋丽红．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Ｉ评分在外科危
重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５，１７（５）ｔ３１０．

ＭＥＤＳ低，但是病死率高。

［１２］黄湖辉，宛霞，李劲高．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系统引入并发症评分

我国的习俗以居家养老为主，来自养老院或者

对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中国危重病急救医
学。２０００。１２（４）：２２６—２２７．

护理中心的患者非常少，这也是ＭＥＤＳ总体评分较

Ｅ１３］Ｃａｐｕｚｚｏ Ｍ。Ｖａｌｐｏｎｄｉ

低的一个原因。
以往急诊室大多采用ＩＣＵ常用的评分系统，尤
其是用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对所有患者进行病情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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