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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SOFA）、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评分 4 种评分系统在预测脓毒症患者

死亡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加

强治疗病房（ICU）收治的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 28 d 预后将患者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24 h 内临床指标最差值，首日是否行机械通气，ICU 住院时间，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qSOFA

评分和 SIRS 评分，并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ROC）分析 4 种评分系统预测脓毒症预后的效能。结果  最终纳入 311 例脓毒症患者，存活 221 例， 

28 d 死亡 90 例，病死率为 28.9%。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年龄、首日行机械通气比例、每日尿量、ICU 住院时

间和诊断脓毒症后 24 h 内心率（HR）、收缩压（SBP）、平均动脉压（MAP）、HCO3
-、动脉血氧分压（PaO2）、氧合指

数（PaO2/FiO2）、吸入氧浓度（FiO2）、Na+、尿素氮（BUN）、血肌酐（SCr）、血浆白蛋白（Alb）最差值及格拉斯哥昏

迷评分（GSC）、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qSOFA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高龄〔优势比（OR）＝1.388，95% 可信区间（95%CI）＝1.074～1.794，P＝0.012〕、低 PaO2/FiO2 

（OR＝0.459，95%CI＝0.259～0.812，P＝0.007）、低 Alb（OR＝0.523，95%CI＝0.303～0.903，P＝0.020）、低 GCS

评分（OR＝0.541，95%CI＝0.303～0.967，P＝0.038）、高SOFA评分（OR＝3.189，95%CI＝1.813～5.610，P＝0.000）

是脓毒症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ROC 曲线分析显示，APACHE Ⅱ、SOFA、qSOFA 评分均能预测脓毒症预后，其

中 SOFA 评分的预测效能最强，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00，截断值为 7.5 分时敏感度为 73.3%，特异度为

58.8%。结论  APACHE Ⅱ、SOFA 和 qSOFA 评分均可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其中 SOFA 评分是脓毒症患者死

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而 qSOFA 评分具有快速获取的优势，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关键词】 脓毒症；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系统Ⅱ；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评分；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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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dicting  value  of  four  different  scoring  systems  such  as  the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score,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score, quick 
SOFA  (qSOFA)  score  and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score  for  the prognosis  of  septic pati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Septic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zhou  form July 1st, 2012  to June 30th, 2016 wer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urvival group 
and  death  group  according  to  28-day  outcome.  The  difference  of  clinic  data,  the  worst  clinical  index  value  within  
24 hours, whethe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erformed on first day, length of stay in ICU, APACHE Ⅱ score, SOFA score, 
qSOFA score and SIRS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t factors of sepsis outcome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analyzed by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the ability of  four  scoring  systems was  tes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Results  311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221  survivals,  
90  deaths,  28-day mortality  rate  28.9%).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ag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ratio,  urine  output, 
length  of  stay  in  ICU  and  the  fastest  heart  beat  rate  (HR),  the  lowest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the  lowest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HCO3

-, minimum  arterial  blood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PaO2), minimum  oxygenation  index 
(PaO2/FiO2), the maximum fraction of inspired oxygen (FiO2), Na

+,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serum creatinine (SCr), minimum concentration of plasma albumin (Alb), Glasgow coma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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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 score, APACHE Ⅱ score, SOFA score, qSOFA score, within 24 hours after diagnosi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  (all P < 0.05).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age  [odds  ratio  (OR) = 1.38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 1.074-1.794, P = 0.012], PaO2/FiO2 (OR = 0.459, 95%CI = 0.259-0.812, P = 0.007), concentration 
of plasma Alb (OR = 0.523, 95%CI = 0.303-0.903, P = 0.020), GCS score (OR = 0.541, 95%CI = 0.303-0.967, P = 0.038) 
and SOFA scores (OR = 3.189, 95%CI = 1.813-5.610, P = 0.000)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epsis outcome. ROC 
curve test showed the APACHE Ⅱ score, SOFA score and qSOFA score had the ability to predict the outcome in critical 
ill patients with sepsis, the SOFA score of the most powerful,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0.700, when the 
cut-off value was 7.5 points, the sensitivity was 73.3% and specificity was 58.8%.  Conclusions  APACHE Ⅱ score,  
SOFA score and qSOFA score have the predictive properties for septic patients. SOFA score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risk factor of sepsis, while qSOFA score can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s the advantage of quick evaluating.

【Key words】  Sepsis;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core;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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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的常见

病症及主要死因之一。早期判定脓毒症病情严重

程度有利于及时有效的对患者进行救治，改善其预

后。目前 ICU 常用的量化评估脓毒症严重程度的

方法有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评分、急性生理

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

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等。基于每一种评估

方法均有其自身的优缺点，为找到更合适的量化方

法，最近脓毒症领域专家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了

Sepsis-3 的概念和诊断思路，认为 SOFA 最适合用

来诊断脓毒症，并总结出了快速识别脓毒症的 3 个

指标，即呼吸频率（RR）、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

收缩压（SBP），且将其命名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

分（qSOFA），因操作简单、评估迅速等特点，已广泛

应用于临床［1］。Sepsis-3 虽得到国内专家认可，但

是 qSOFA 是否适用于对国内 ICU 脓毒症患者预后

的判定，目前尚未得到证实。为此，本研究通过回顾

性分析的方法，比较上述 4 种评分系统对 ICU 脓毒

症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为临床应用提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入选及排除标准：采用回顾性分析

方法，收集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

院综合 ICU 收治的所有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1.1.1  纳入标准：符合 2001 年华盛顿会议脓毒症

诊断标准［2］，即 SIRS + 感染证据。

1.1.2  排除标准：年龄＜18 岁；ICU 住院时间＜1 d； 

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近 6 个月内有放疗、化疗史；

近 3 个月内有糖皮质激素或者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

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阳性；急性脑卒

中或者脑外伤并意识改变；临床资料不完整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临床医学研究伦理学标

准，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所有检测均

获得过患者的知情同意。

1.2  观察指标：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

重、慢性基础疾病、首日是否行机械通气（MV）、ICU

住院时间、感染证据确定的感染部位；入 ICU 24 h

内急性生理指标最差值，包括体温（T）、心率（HR）、

RR、SBP、平均动脉压（MAP）、白细胞计数（WBC）、

血小板计数（PLT）、动脉血气分析〔pH 值、HCO3
-、

氧分压（PaO2）、二氧化碳分压（PaCO2）〕、氧合指数

（PaO2/FiO2）、吸入氧浓度（FiO2）、血糖（BS）、血乳

酸（Lac）、电解质（血浆 Na+、K+）、血肌酐（SCr）、尿

素氮（BUN）、每日尿量、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

（Alb）、GCS 等指标，计算体重指数（BMI）、SIRS 评

分、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qSOFA 评分。

1.3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19.0 软件统计数据，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根据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使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

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向前回归分析，并对回归模型进行适度

检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AUC）

用以评估 4 种评分方法预测脓毒症预后的能力。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最终纳入 311 例脓毒症患者，男性

216 例，女性 95 例；年龄（63.0±17.3）岁；存活 221

例，死亡 90 例，28 d 病死率为 28.9%。

2.2  与预后相关的单因素分析（表 1）：两组间年

龄、首日行 MV、ICU 住院时间、每日尿量和 24 h 内

HR、SBP、MAP、HCO3
-、PaO2、PaO2/FiO2、FiO2、Na+、

BUN、SCr、Alb 最差值及 GCS、APACHE Ⅱ、SOFA、

qSOFA 评分均有差异（均 P＜0.05），而性别、感染部

位和 24 h 内 T、RR、WBC、PLT、pH 值、PaCO2、K+、

BS、Lac、TBil 最差值及 BMI、SIRS 评分均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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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预后相关的 logistic 回归分

析：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的临床指标进行分层赋值

（表 2），逐步向前引入回归方程，进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0.1 为

剔除变量的显著性水准，表 3 显示， 

高龄、低 PaO2/FiO2、低 Alb、低 GCS 

评分、高 SOFA 评分是脓毒症预

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脓毒症死亡危险因素预测方程： 

Y＝-1.432 + 0.328×年龄－0.780× 

PaO2/FiO2 －0.649×Alb－ 0.614× 

GCS + 1.160×SOFA。

2.3  4 种评分对脓毒症预后的预

测（图 1；表 4）：SIRS 评分 AUC 为

0.519，表明其不能有效预测脓毒症

患者预后（P＝0.590）；APACHE Ⅱ、

SOFA、qSOFA评分AUC均大于0.6，

表明三者均能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

（均 P＜0.05），其中 SOFA 评分效能

最强，AUC 为 0.700。

表 1 与脓毒症患者预后相关的单因素分析

指标 存活组（n＝221） 死亡组（n＝90） χ2/ t /Z 值 P 值 指标 存活组（n＝221） 死亡组（n＝90） Z 值 P 值

性别〔例（%）〕   3.106 0.078 实验室指标〔M（QL，QU）〕
  男性 147（66.5） 69（76.7）   WBC（×109/L） 12.4（9.0，18.0） 13.0（7.2，19.0） -0.200 0.842
  女性   74（33.5） 21（23.3）   PLT（×109/L） 139（90，203） 123（63，193） -1.558 0.119
年龄（岁，x±s） 60.6 ± 17.1 68.8 ± 16.5   3.869 0.000   pH 值 7.42（7.33，7.47） 7.38（7.32，7.46） -1.130 0.258
感染部位〔例（%）〕   8.249 0.083   HCO3

-（mmol/L） 21.4（18.2，25.6） 19.6（15.1，24.8） -2.823 0.005
  肺部 135（61.1） 61（67.8）   PaO2（mmHg） 81（65，115） 71（61，90） -2.959 0.003
  腹腔胃肠   27（12.2）   5（  5.6）   PaCO2（mmHg） 35（29，42） 34（27，40） -1.303 0.193
  血源性     0（  0   ）   2（  2.2）   PaO2/FiO2（mmHg） 195（135，268） 146（88，243） -3.951 0.000
  其他     8（  3.6）   3（  3.3）   FiO2  41（40，53） 50（40，80） -3.369 0.001
  混合感染   51（23.1） 19（21.1）   Na+（mmol/L） 140（136，143） 141（137，146） -2.255 0.024
首日 MV 〔例（%）〕 128（57.9） 68（75.6）   8.537 0.003   K+（mmol/L） 4.1（3.7，4.6） 4.3（3.7，4.8） -1.628 0.104
生命体征〔M（QL，QU）〕   BS（mmol/L） 9.8（7.2，13.6） 10.0（7.4，14.2） -0.386 0.700
  T （℃） 38.0（37.1，38.8） 38.0（37.3，38.8） -0.456 0.648   Lac（mmol/L） 1.0（0.8，1.3） 1.1（0.8，1.5） -1.128 0.259
  HR （次 /min） 120（107，140） 129（113，150） -2.341 0.019   BUN（mmol/L） 7.9（5.3，14.0） 11.5（8.1，20.5） -4.159 0.000
  RR （次 /min） 29（24，35） 31（24，35） -0.554 0.580   SCr（μmol/L） 88（63，149） 123（76，230） -2.809 0.005
  SBP （mmHg） 102（88，117） 89（74，110） -3.746 0.001   TBil（mmol/L） 15.7（10.4，25.7） 15.7（9.2，29.8） -0.058 0.953
  MAP （mmHg） 72（63，84） 64（54，77） -3.173 0.002   Alb（g/L） 27.0（22.8，32.7） 24.0（21.5，29.3） -2.777 0.005
每日尿量〔mL，

1 900（1 200，2 650）1 365（718，2 182） -3.596 0.000
评分〔分，M（QL，QU）〕

  M（QL，QU）〕   GCS 评分 14.0（9.0，15.0） 10.0（6.0，15.0） -3.225 0.001
ICU 住院时间

16.0（8.0，27.5） 8.0（3.0，14.2） -5.539 0.000
  APACHE Ⅱ评分 18.0（14.0，23.0） 23.0（17.0，31.0） -4.765 0.000

  〔d，M（QL，QU）〕   SOFA 评分 7.0（5.0，9.0） 9.0（7.0，12.0） -5.544 0.000
BMI 〔kg/m2，

22.5（20.8，24.5） 22.2（20.0，24.7） -0.652 0.515
  qSOFA 评分 2.0（2.0，2.0） 2.0（2.0，3.0） -3.149 0.002

 M（QL，QU）〕   SIRS 评分 3.0（2.0，4.0） 3.0（3.0，4.0） -0.577 0.564

注：MV 为机械通气，T 为体温，HR 为心率，RR 为呼吸频率，SBP 为收缩压，MAP 为平均动脉压，WBC 为白细胞计数，PLT 为血小板计数，
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PaCO2 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O2/FiO2 为氧合指数，FiO2 为吸入氧浓度，BS 为血糖，Lac 为血乳酸，BUN 为尿素氮，
SCr 为血肌酐，TBil 为总胆红素，Alb 为白蛋白，ICU 为重症加强治疗病房，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BMI 为体重指数，SIRS 为全身炎症反
应综合征，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1 mmHg＝ 
0.133 kPa

表 3 与脓毒症患者预后相关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指标 β 值 sx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年龄   0.328 0.131 6.272 0.012 1.388 1.074～1.794
PaO2/FiO2 -0.780 0.291 7.157 0.007 0.459 0.259～0.812
Alb  -0.649 0.279 5.416 0.020 0.523 0.303～0.903
GSC  -0.614 0.296 4.295 0.038 0.541 0.303～0.967
SOFA    1.160 0.288 16.197 0.000 3.189 1.813～5.610
常数 -1.432 0.437 10.721 0.001 0.239

注：PaO2/FiO2 为氧合指数，Alb 为白蛋白，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SOFA 为序贯器
官衰竭评分，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2 临床指标分层赋值

指标 赋值

年龄 ＜45 岁＝0，45～54 岁＝1，55～64 岁＝2，  65～74 岁＝3，≥75 岁＝4
SBP ≤100 mmHg＝0，＞100 mmHg＝1
PaO2/FiO2 ＜200 mmHg＝0，≥200 mmHg＝1
FiO2 ＜0.60＝0，≥0.60＝1
HCO3

- ≤18 mmol/L＝0，＞18 mmol/L＝1
BUN ＜11.1 mmol/L＝0，≥11.1 mmol/L＝1
SCr ＜3 倍基线值＝0，≥3 倍基线值＝1
Alb ＜25 g/L＝0，≥25 g/L＝1
GSC 3～13 分＝0，14～15 分＝1
APACHE Ⅱ ＜21 分＝0，≥21 分＝1
SOFA ＜8 分＝0，≥8 分＝1
qSOFA ＜2 分＝0，≥2 分＝1

注：SBP 为收缩压，PaO2/FiO2 为氧合指数，FiO2 为吸入氧浓度，BUN 为尿素氮，SCr
为血肌酐，Alb 为白蛋白，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
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1 mmHg＝0.133 kPa



·  136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7 年 2 月第 29 卷第 2 期  Chin Crit Care Med，February   2017，Vol.29，No.2

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同样提示年龄是脓毒症患

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GSC 评分主要用于原发神经系统病变意识状态

的评估，但是全身性疾病亦可影响患者意识，目前却

无更加特异的指标对此类患者脑功能进行评估。研

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衰竭是 ICU 患者死亡的独立

危险因素之一［11］，但是该研究并未区分是原发神经

功能衰竭还是继发神经功能衰竭。有学者针对脓毒

症患者的研究表明，并发脓毒症脑病（SE）的脓毒症

患者病死率更高［12-13］。为更好地评估脓毒症患者

继发脑功能障碍对预后的影响，本研究剔除了因急

性脑血管疾病或脑外伤等意识障碍的患者，因此当

患者出现 GCS 评分下降即意识恶化，除部分为中枢

神经系统感染脓毒症外，更可能并发 SE 或者脓毒

症后肺性脑病等，且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低 GSC

亦是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低蛋白血症是危重病患者潜在、独立不良的预

后因素，脓毒症时因炎症反应可导致不同程度毛细

血管渗漏，白蛋白渗漏到第三间隙［14］以及大量液体

复苏使血液稀释可导致脓毒症患者 Alb 下降。本研

究证实低蛋白血症同样是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提示需警惕脓毒症患者血浆 Alb 水平。且

有研究显示，输注外源性白蛋白可以减轻毛细血管

渗漏，从而改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

的预后［15］。在 2012 年脓毒症治疗指南中也推荐联

合使用白蛋白进行液体复苏（2C）［16］，佐证了合适的

Alb 水平是可以影响脓毒症患者预后的。

  脓毒症由于其炎症失控、免疫紊乱、凝血异常

及组织损害等与机体多系统、多器官病理生理改变

密切相关，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最常见病因［17-18］，而肺脏往往是最先受累的器官，

临床表现为 ARDS，严重者可显著影响预后［19］。根

据柏林诊断标准，ARDS 严重程度依据 PaO2/FiO2 及

呼气末正压（PEEP）进行分度［20］，由于本研究部分

病例并未进行 MV，因此未将 PEEP 纳入统计，但是

PaO2/FiO2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脓毒症患者肺损

伤严重程度，PaO2/FiO2 越低，表示肺损伤越严重。

乔良和刘志［21］在关于急诊脓毒症患者发生 ARDS

危险因素的研究中表明，PaO2/FiO2 与 ARDS 的发生

是存在相关性的，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未进一步探

讨确定 PaO2/FiO2 在急诊脓毒症患者中发生 ARDS

的预测价值。另一项包含 206 例 ALI/ARDS 患者的

多中心研究表明，在阳明腑实证合并 ARDS 患者中，

表 4 4 种评分方法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评分
系统

AUC
截断
值

敏感度
（%）

特异度
（%）

P 值 95%CI

APACHE Ⅱ 0.672 22.5 55.6 72.4 0.000 0.604～0.740
SOFA 0.700   7.5 73.3 58.8 0.000 0.638～0.761
qSOFA 0.604   2.5 40.0 78.0 0.004 0.534～0.674
SIRS 0.519   2.5 76.7 27.6 0.590 0.445～0.590

注：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
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SIRS 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注：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 
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SIRS 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图 1  4 种评分方法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的 ROC 曲线

－

3 讨 论

   自美国胸科医师协会 / 危重病医学会（ACCP/

SCCM）1991 年首次提出脓毒症概念［3］以及危重病

医学会 / 欧洲危重病医学会 / 美国胸科医师协会 / 

美国胸科学会 / 外科感染学会（SCCM/ESICM/ACCP/

ATS/SIS）2001 年更新脓毒症概念［2］以来，脓毒症的

诊断防治技术快速发展，经过近年的基础和临床研

究以及全球“拯救脓毒症运动”促进脓毒症指南的

普及应用，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呈下降趋势［4］。本

研究纳入 311 例脓毒症患者，28 d 病死率为 28.9%，

与近年来的研究结果相似［5-6］。但最近研究表明脓

毒症发病率仍无明显下降［7］，可能与既往脓毒症诊

断标准过于敏感有关，经典的脓毒症诊断标准敏感

度高、特异度不足的缺陷获得重视［8-9］。

   在 APACHE Ⅰ～Ⅳ版评分系统中，年龄、慢性

健康状况及急性生理状态是并列的三大项评分指

标，确定了年龄在评估重症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重

要地位。戴新贵等［10］对 256 例脓毒症患者进行死

亡危险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60 岁的患者病死

率高，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高龄为脓毒症患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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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2/FiO2 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22］。而该研

究中阳明腑实证患者的原发病主要为重症胰腺炎、

重症胆管炎、弥漫性腹膜炎等，其实质依然是脓毒

症。因此可以认为 PaO2/FiO2 是脓毒症并发 ARDS

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

示，死亡组 PaO2/FiO2 明显低于存活组，表明死亡患

者病情更严重；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低

PaO2/FiO2 是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与上

述研究结论［22-23］相一致。

  最近 ESICM/SCCM 基于大数据的可疑感染患

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筛选出预测脓毒症最有效

的 3 个指标，并其命名为 qSOFA 评分，通过回顾性

分析确定了 qSOFA 评分预测非 ICU 患者预后的效

能与 SOFA 评分相似［1］，由于研究采用的数据均来

自欧美发达国家及地区，缺少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

家及地区的数据，而这些国家及地区，包括我国的

边远山区由于医疗技术的落后，在进行脓毒症诊断

方面更需要快捷、方便、准确的评分系统。本研究

通过回顾性分析 ICU 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评

价 qSOFA 评分是否存在类似价值，并与 SIRS 评分、

APACHE Ⅱ评分及 SOFA 评分进行比较。结果显

示，死亡组 SOFA 评分、qSOFA 评分和 APACHE Ⅱ

评分均明显高于存活组，而 SIRS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排除混杂因素后，

4 种评分系统仅 SOFA 评分最终纳入了脓毒症死

亡预测方程。虽然获取 SOFA 评分较 qSOFA 评分

困难，但在反映脓毒症病情严重程度可能更优。同

时 ROC 曲线分析显示，SOFA 评分、qSOFA 评分和

APACHE Ⅱ评分对脓毒症患者预后有一定的预测

效能，但预测效能低于 Sepsis-3 的研究结果［1］，可能

与本研究样本量不大有关，还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的

临床研究加以验证。

  综上，本研究显示高龄、低 PaO2/FiO2、低 Alb、

高 SOFA 评分、低 GCS 评分是脓毒症患者预后的独

立危险因素；SOFA评分、qSOFA评分和APACHEⅡ 

评分对脓毒症预后均具有一定的预测效能；其中，

qSOFA 评分具有快速获取的优势，值得临床推广用

于脓毒症患者的初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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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HIV-1 感染的抗反转录病毒疗法

  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预防试验网络 052 试验数据的中期分析（HPTN）表明，在血清 HIV 单阳夫妻中，抗反转录病

毒疗法（ART）可防止超过 96% HIV-1 引起的基因相关感染。故 ART 治疗被提供给所有的 HIV-1 感染患者。有学者通过 

5 年随访研究评估了 ART 预防 HIV-1 感染的持久性。研究随机分配 1 763 例参与者接受早期或延迟 ART。早期 ART 组 886

例参与者入组时就开始治疗（CD4+ 细胞计数 350～550 个 /mm3）；延迟治疗组 877 例参与者在连续 2 次 CD4+ 细胞计数降至

250 个 /mm3 以下，或进展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后开始治疗。研究主要终点是意向治疗分析在 HIV-1 阴性伴侣

中诊断出 HIV-1 感染的概率。结果显示，所有参与者随访了 10 031 人年，伴侣随访期为 8 509 人年。伴侣中有 78 例在试验期

间发生了 HIV-1 感染〔年发病率 0.9%，95% 可信区间（95%CI）＝0.7～1.1〕。伴侣感染者中有 72 例（92%）进行了病毒连锁

状态测定，其中 46 例确定为病毒连锁状态（早期 ART 组 3 例，延迟 ART 组 43 例；发病率 0.5%，95%CI＝0.4～0.7），26 例为非

连锁状态（早期 ART 组 14 例，延迟 ART 组 12 例；发病率 0.3%，95%CI＝0.2～0.4）。早期 ART 相关伴侣感染的风险比（HR）
延迟 ART 降低了 93%（HR＝0.07，95%CI＝0.02～0.22）。在 ART 稳定抑制 HIV-1 感染的参与者中未观察到连锁 HIV-1 感染。

该研究证实 ART 的早期治疗可以使性伴侣 HIV-1 基因连锁感染持续下降。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N Engl J Med》，2016， 375（9）：83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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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VRC01 对 HIV 中断治疗后病毒反弹的影响

  针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广泛而强有效的中和抗体（bNAbs）的出现对 HIV 感染的预防和治疗具有潜在价值。有研

究者进行了两个非盲法临床试验（A5340 和 NIH），试图确定 VRC01（针对 HIV 的 CD4 结合位点的一种 HIV 中和抗体）是否可

以防止或延迟停止抗反转录病毒疗法（ART）时血浆病毒的反弹。A5340 和 NIH 两个临床试验为证实 VRC01 的安全性、副作

用、药代动力学特性，以及对 HIV 感染者抗病毒中断后病毒活性的影响。结果 24 例参与者中有 1 例发生严重的酒精相关不

良事件。尽管 VRC01 浓度＞50 mg/L，仍会发生病毒反弹。A5340 试验中发生病毒反弹的中位时间为 4 周，NIH 试验为 5.6 周。

两个研究的参与者在 4 周时均较各自的历史对照组有更强的抑制病毒效应（A5340 试验：38% 比 13%，P＝0.04，NIH 试验： 

80% 比 3%，P＜0.001），但在 8 周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通过分析 ART 之前和中断之后的病毒种群显示，VRC01 可抑制病

毒反弹，导致原有的和新出现的抗体中和病毒耐药选择。据此研究者得出结论，与历史对照相比，VRC01 可稍微延迟血浆病

毒反弹，但并不能维持病毒抑制到 8 周。采用单一中和抗体 VRC01 在小数量参与者中未显示出明显的安全问题。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N Engl J Med》，2016，375（21）：2037-2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