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87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6 年 5 月第 28 卷第 5 期  Chin Crit Care Med，May 2016，Vol.28，No.5

·论著·

国家早期预警评分系统评估急诊 
老年危重症患者死亡风险的有效性研究
于云鹏  司君利  刘冠群  綦素霞  咸会波
266071  山东青岛，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急诊科
通讯作者：咸会波，Email：xhb1326@163.com
DOI：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6.05.002

【摘要】 目的  验证国家早期预警评分系统（NEWS）预测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死亡风险的有效性及可

行性，探讨更适合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的评分方法。方法  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连续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青岛市市立医院急诊抢救室收治的年龄≥60 岁、住院时间＞24 h 的危重症患

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和急诊数据，以入急诊抢救室第一次生命体征监测值进行 NEWS 评分及危险度分级，追

踪患者 30 d 转归和预后并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NEWS 危险度分级与患者死

亡风险的关系。结果  共纳入 1 950 例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30 d 内死亡 78 例（4.0%），存活 1 872 例（96.0%）。

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年龄更大（岁：79.8±10.8 比 75.3±8.9，t＝4.335，P＜0.001）、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

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更高（分：22.9±4.6比 18.2±4.8，t＝8.487，P＜0.001），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

更低（分：12.2±4.5 比 13.4±5.2，t＝-2.007，P＝0.045），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比例较高（29.5% 比 17.9%，χ2＝

12.742，P＝0.013），NEWS 评分明显升高（分：11.2±5.5 比 3.9±2.7，t＝22.063，P＜0.001），NEWS 分级高危和

极高危患者比例明显升高（65.4% 比 15.8%，χ2＝263.125，P＜0.001）。随着 NEWS 危险度分级的升高，患者病

死率也随之增高，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患者病死率分别为 0.81%（9/1 108）、3.63%（18/496）、5.83%（13/223）、

30.89%（38/1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741，P＜0.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NEWS 中危、高危和极

高危的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与 30 d 内死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预后死亡的高危人群；中危、高危和极高

危患者 30 d 内死亡风险分别是低危患者的 4.600、9.052 和 54.598 倍。结论  NEWS 评分可以较好地评估急诊

老年危重症患者死亡风险，NEWS 危险度分级可以量化、分类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的死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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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verify  the  validity  and  feasibility  of  national  early  warning  score  (NEWS)  in 

evaluation of death risk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in order to find out which scoring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elderly  critical  illness  patients.  Methods  A  p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critical  illness 

patients aged over 60 years old with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over 24 hours, and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of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5 were enrolled. The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in emergency 

and  the  actual  outcome of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eath  group and  survival  group 

according to 30-day outcom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by using NEWS and risk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rst  results of vital signs monitor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S  classification  and  the  risk  of  death  in  elderly  critical  ill  patients.  Results  1 950  emergency 

elderly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were enrolled, with 78 cases (4.0%) dead within 30 days and 1 872 survived (96.0%). 

Compared with the survival group, patients in death group were older (years: 79.8±10.8 vs. 75.3±8.9, t = 4.335, P < 
0.001), and had higher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 score (22.9±4.6 vs. 18.2±4.8, 

t = 8.487, P < 0.001), lower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 (12.2±4.5 vs. 13.4±5.2, t = -2.007, P = 0.045), higher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system diseases (29.5% vs. 17.9%, χ2 = 12.742, P = 0.013), higher NEWS score (11.2±5.5 vs. 

3.9±2.7, t = 22.063, P < 0.001), as well as higher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NEWS classification of high risk and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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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诊科收治的年龄在 60～79 岁的危重症患者

占相当比例，这部分患者具有病情隐匿变化快、病

种复杂、治疗难度大、病死率高等特点［1-2］，以往通

过辅助检查和临床经验来判断病情缺乏客观、统一

的标准，导致误诊率和漏诊率较高，甚至出现延误

病情的现象［3-4］。因此，快速、准确评估病情并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对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的临床救治

尤为重要。在早期预警评分系统（EWS）和改良早

期预警评分系统（MEWS）基础上，英国皇家医师学

会于 2012 年制定了统一的国家早期预警评分系统

（NEWS），并在英联邦国家广泛用于监测疾病的严重

程度，以识别危重患者［5-6］。但在国内用 NEWS 预

测患者死亡风险的相关研究鲜见报道，故本研究以

急诊抢救室老年危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验证

NEWS 预测此类患者死亡风险的有效性及可行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连

续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本院急诊抢救室收治的

老年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1.1  纳入标准：年龄≥60 岁；符合 2001 年美国

胸科医师协会 / 危重病医学会（ACCP/SCCM）推荐

的重症患者诊断标准；住院时间＞24 h；临床资料

完整。

1.1.2  排除标准：急诊滞留时间＜6 h（死亡病例除

外）；主动放弃治疗或转院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获得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在患者急诊入院时采集性别、年

龄、主诉、诊断、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

统Ⅱ（APACHE Ⅱ）评分、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

及基础疾病等。根据患者收入急诊抢救室时第一

次生命体征监测值（包括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

及是否吸氧、体温、收缩压、心率、意识情况）进行 

NEWS 评分（表 1）。最低 0 分，最高 20 分，分值越

高表明患者病情越严重。进一步将 NEWS 划分为

低 危（0～3 分）、中 危（4～6 分）、高 危（7～9 分）、

极高危（≥10 分）4 个等级［3，7］。由专人负责追踪

记录患者的转归及预后，包括治愈或好转出院、转

门诊治疗、收入普通病房、收入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ICU）、急诊停留期间死亡、30 d 内死亡或存活。按

转归和预后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

表 1 国家早期预警评分系统（NEWS）评分标准

变量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呼吸频率（次 /min） 12～20   9～11 21～24 ≤8 或≥25

血氧饱和度 ≥0.96 0.94～0.95 0.92～0.93 ≤0.91

测氧饱和度时吸氧 否 是

体温（℃） 36.1～38.0 35.1～36.0 或

38.1～39.0

≥39.1 ≤35.0

收缩压（mmHg） 111～219 101～110   91～100 ≤90 或≥220

心率（次 /min） 51～90 41～50 或

91～110

111～130 ≤40 或≥131

意识 AVPU 评分 A V 或 P 或 U

注：A 为清醒，V 为对声音有反应，P 为对疼痛有反应，U 为无

反应；1 mmHg＝0.133 kPa；空白代表无此项

high risk (65.4% vs. 15.8%,χ2 = 263.125, P < 0.001). With the increase of NEWS risk classification, mortality rate was 

also increased, and the mortality rate  in the patients with low, medium, high and very high risk were 0.81% (9/1 108), 

3.63% (18/496), 5.83% (13/223), 30.89% (38/123),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 = 179.741, 

P < 0.001). It was show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at the NEWS scor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30-day death. The 30-day death risk of patients with middle risk, high risk and very high risk 

was 4.600, 9.052 and 54.598 folds of the patients with low risk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NEWS score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risk of death in emergency elderly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NEWS risk classification can quantify and 

classify the risk of death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llness.
【Key words】  National early warning score;  Aged;  Death risk;  Emergency critical illness

Fund progra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301623)

1.3  统计学方法：数据资料通过 Epidata 3.10 进行

管理，采用 SPSS 16.0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正态分布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

验。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NEWS 危险度分级

与患者死亡风险的关系，并计算相对危险度（RR）及

95% 可信区间（95%CI）。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共纳入 1 950 例急诊老年危重症患

者，其中男性 1 110 例，女性 840 例；年龄 60～98 岁，

平均（75.4±9.2）岁；入院诊断：心血管疾病 49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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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呼吸系统疾病 359 例（18.4%），消化系统疾

病 277 例（14.2%），神经系统疾病 179 例（9.2%），其

他（含无明确诊断者）640 例（32.8%）；30 d 内死亡

78 例（4.0%），存活 1 872 例（96.0%）。

2.2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表 2）：与存活组比较，死

亡组患者年龄、APACHE Ⅱ评分均显著升高，GCS

评分显著降低，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比例较高（均 P＜
0.05），而两组患者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3  两组 NEWS 评分及危险度分级比较（表 3）：死

亡组 NEWS 评分明显高于存活组（P＜0.01）。死亡

组极高危患者比例最高、其次为中危患者，存活组

低危患者比例最高、其次为中危患者；两组患者危

险度分级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讨 论

  急诊老年患者往往病情复杂，合并全身症状较

多，症状不典型，易转变为危重症。由于不同病种的

老年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差异较大，临床上缺乏特

异性诊断标准，单凭医师个人经验缺乏量化及标准。

同时由于全国各大三甲医院急诊科工作量大，急诊

医师医疗水平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使得急诊科老

年潜在危重症患者处于被忽视状态，也是导致急诊

老年危重症患者误诊率、漏诊率高的主要原因［7-8］。

如何快速、准确评估老年危重症患者的急诊病情，

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从而降低病死率、减少医

疗费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是当前国内急诊医学

面临的重要课题［9］。

  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疾病危重程度评分工具

为 APACHE Ⅱ［10］，但完全获取各项指标完成评分

一般需要 2～24 h，不能及时对患者进行快速准确的

病情评估［11］；而 NEWS 评分系统则可以在几分钟

内完成对患者病情的有效评估，及时识别潜在危重

症患者［12］。本研究采用 NEWS 评分预测急诊老年

表 2 不同预后两组急诊科老年危重症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APACHE Ⅱ评分

（分，x±s）
GCS 评分

（分，x±s）

疾病种类〔例（%）〕

男性 女性 心血管 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  其他

死亡组      78      45   33 79.8±10.8 22.9±4.6 12.2±4.5   10（12.8）   23（29.5）     8（10.3）     6（7.7）   31（39.7）

存活组 1 872 1 065 807 75.3±  8.9 18.2±4.8 13.4±5.2 485（25.9） 336（17.9） 269（14.4） 173（9.2） 609（32.5）

χ2/ t 值 0.020     4.335     8.487 -2.007 12.742

P 值 0.889 ＜0.001 ＜0.001   0.045   0.013

注：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表 4 基于国家早期预警评分系统（NEWS）危险度分级
与急诊科老年危重症患者死亡风险关系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NEWS 分级 RR 值（95%CI） β 值 χ2 值 P 值

低危 1

中危   4.600（  2.049～  10.282） 1.526   13.719 ＜0.001

高危   9.052（  3.195～  17.857） 2.203   21.123 ＜0.001

极高危 54.598（25.641～111.111） 4.000 106.587 ＜0.001

注：RR 为相对危险度，95%CI 为 95% 可信区间；空白代表无

此项

表 3 不同预后两组急诊科老年危重症患者国家早期预警
评分系统（NEWS）评分及危险度分级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NEWS 评分

（分，x±s）

危险度分级〔例（%）〕

低危 中危 高危 极高危

死亡组      78 11.2±5.5        9（11.5）   18（23.1）   13（16.7）38（48.7）

存活组 1 872   3.9±2.7 1 099（58.7）478（25.5） 210（11.2）85（  4.5）

t /χ2 值   22.063 263.125

P 值 ＜0.001 ＜0.001

2.4  不同 NEWS 危险度分级患者病死率分析：患

者病死率随危险度分级升高而增高，低危、中危、

高危、极高危患者病死率分别为 0.81%（9/1 108）、

3.63%（18/496）、5.83%（13/223）、30.89%（38/12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741，P＜0.001）。

2.5  基于 NEWS 危险度分级与患者死亡风险关系

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4）：以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

预后作为因变量（30 d 内死亡：Y＝1，存活：Y＝0），

以 NEWS 危险度分级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NEWS 中危、高危和极高危患者

是 30 d 内死亡的高危人群；随着危险度分级升高，

患者死亡风险也明显增高，NEWS 中危、高危和极

高危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 30 d 内死亡风险分别是

低危患者的 4.600、9.052 和 54.59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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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症患者 30 d 内死亡风险的有效性及可行性，结

果显示，死亡组 NEWS 评分明显高于存活组，NEWS

评分判定为高危和极高危的患者比例占 65.4%，明

显高于存活组的 15.8%；随着 NEWS 危险度分级升

高，患者病死率呈明显增长趋势，与国内外研究结

果一致［13-14］，说明 NEWS 评分与患者病情及预后

密切相关。进一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NEWS 评

分判定为中危、高危和极高危的急诊老年危重症患

者 30 d 内死亡风险分别为低危患者的 4.600、9.052

和 54.598 倍，说明随着 NEWS 危险度分级的升高，

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死亡风险也明显增高。证实

NEWS 评分系统在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中具有很好

的有效性，对患者死亡风险具有很好的预测性。

  综上所述，NEWS 评分系统可以较好地评估急

诊老年危重症患者的死亡风险，根据 NEWS 评分划

分的风险等级可以量化、分类急诊老年危重症患者

的死亡风险。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只是单中心数据，

样本量较少，且在临床资料收集过程中可能存在各

种偏倚。因此，有待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队列研

究来佐证本次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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