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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对不同年龄脓毒症患者早期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采 

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2017年9月至2020年3月在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抢救室就诊的1 529例疑似感染

患者的临床资料，计算所有患者的 qSOFA 评分，回顾其诊治经过，以 Sepsis-3 诊断标准判断患者是否为脓毒症，

并将患者按不同年龄分为青年组（＜45 岁）、中年组（45～59 岁）、老年前期组（60～74 岁）、老年组（75～89 岁） 

和长寿组（≥90 岁）。收集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及诊疗情况。统计患者 qSOFA 评分的分布，计算不同 qSOFA

评分在不同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诊断脓毒症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绘制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 qSOFA 评分在不同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对脓毒症的诊断价值。结果  1 529 例

疑似感染患者中，青年组 67 例，中年组 129 例，老年前期组 465 例，老年组 778 例，长寿组 90 例。不同年龄段

疑似感染患者血乳酸（Lac）、总胆红素（TBil）、肌酐（Cr）、qSOFA 评分和 SOFA 评分较基础值的增加值（ΔSOFA）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以 qSOFA 评分为 1 分的患者最多，且脓毒症患者比例较大；

进一步分析显示，qSOFA 评分≥1 分在各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诊断脓毒症均有较高的敏感度，在青年组患者

中敏感度为 84.4%，特异度最高（为 74.3%）；qSOFA 评分≥2 分时诊断脓毒症的特异度均较高（均＞97%），但

其敏感度均较低（均＜44%）；qSOFA 评分为 3 分者全部为脓毒症患者，在各年龄段的阳性预测值均为 100%。

ROC 曲线分析显示，qSOFA 评分在所有疑似感染患者中诊断脓毒症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71〔95%

可信区间（95%CI）为 0.747～0.794〕；当最佳截断值为 0.5 分时，敏感度为 93.4%，特异度为 45.6%。在各年龄

段疑似感染患者中，qSOFA 评分在青年组及长寿组诊断脓毒症的准确性相对较高，AUC（95%CI）分别为 0.825

（0.724～0.927）和 0.837（0.756～0.917）；当最佳截断值为 0.5 分时，敏感度分别为 84.4%、92.2%，特异度分别为

74.3%、56.4%。结论  qSOFA 评分对脓毒症的早期诊断有一定价值，在年龄＜45 岁及≥90 岁疑似感染患者中

诊断脓毒症的准确性相对较高；用 qSOFA 评分≥2 分来筛查疑似感染患者是否存在脓毒症易引起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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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qSOFA)  score 
in  early  identification  for  sepsis  patients  of  different  ag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clinical data of 1 529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fection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Changshu No.2 People's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7  to March  2020 were  col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assessed  for  qSOFA  score,  an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recorded. Sepsis-3 was defined as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sepsis.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ccording  to age, youth group  (< 45 years old), middle-aged group  (45-59 years old), presenile group  
(60-74  years  old),  elderly  group  (75-89  years  old),  and  longevity  group  ( ≥ 90  years  old).  The patients'  examination 
result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atus  were  collected.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cores  of  qSOFA was  analyzed  to 
calculat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different qSOFA scores for 
the diagnosis of sepsis in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fection of different ages.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was drawn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qSOFA score for sepsis in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fection at 
different ages.  Results  Of 1 529 suspected infection patients, there were 67 patients in youth group, 129 patients in  
middle-aged group, 465 patients in presenile group, 778 patients in elderly group and 90 patients in longevity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actic acid  (Lac),  total bilirubin  (TBil),  creatinine  (Cr), qSOFA score and  the  increased 
value  of  SOFA  score  compared  with  the  basic  value  (ΔSOFA)  among  the  suspected  infection  patients  at  different 
ages. Among suspected infection patients at different ages, the patients with qSOFA score ≥ 1 were the most, and the 
proportion of sepsis patients was larger.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qSOFA score ≥ 1 had a high diagnostic sensitivity 
in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fection at different ages. In the youth group, the sensitivity was 84.4%, and the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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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发病率高、进展快，早识别、早开始有效

治疗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由于脓毒症病因的差异

及临床表现的多样性，目前没有一个准确固定的标

准可以用来诊断脓毒症。研究表明，序贯器官衰竭评 

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评估患

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准确性较高，且与预后有良好的

相关性［1］；然而，SOFA 评分包括 6 项参考指标，且

需一定时间等待检验结果，无法快速评估病情严重

程度。Sepsis-3 对脓毒症临床诊断标准进行了更新，

剔除了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标准，并提出了快速序贯器 

官衰竭评分（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qSOFA）作为脓毒症初筛的快速识别工具［2］，该诊断

标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3-4］，而 qSOFA 作为脓

毒症筛查指标的准确性仍有待验证。本研究通过计

算急诊疑似感染患者的 qSOFA 评分、回顾其诊治经

过，以 Sepsis-3 为诊断标准，对不同年龄患者分别进

行研究，评估 qSOFA 评分对不同年龄段患者的诊断

价值是否相同，以期更好地指导脓毒症患者的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 2017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本院急诊抢救室就诊的疑似

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

1.1.1  纳入标准：① 符合疑似感染诊断标准［5-8］：抗 

菌药物使用早于病原学检查、24 h 内完善病原学检

查，或先完善病原学检查、72 h内使用抗菌药物；② 符 

合 Sepsis-3 诊断标准［2］：脓毒症为宿主对感染反应

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患者存在感

染且 SOFA 评分较基础值的增加值（ΔSOFA）≥2 分 

即可诊断为脓毒症。

1.1.2  排除标准：① 妊娠期妇女；② 年龄＜16 岁；

③ 就诊时处于不可复苏的临终状态；④ 恶性肿瘤

晚期；⑤ 数据资料不全。

1.2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通过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0-KYW-005），

所有的治疗和检查均取得过患者本人或其家属的知

情同意。

1.3  数据采集：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入抢救室后

首次生命体征及意识情况，同时记录血常规、血生

化、血气分析及影像学检查结果，计算 qSOFA 评分

及 SOFA 评分，回顾患者诊治经过。qSOFA 评分：意

识改变、收缩压≤100 mmHg（1 mmHg＝0.133 kPa）、 

呼吸频率≥22 次 /min，符合 1 项记 1 分。

1.4  分组方法：根据1991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

年龄段划分标准，将患者分为青年组（＜45 岁）、中

年组（45～59 岁）、老年前期组（60～74 岁）、老年组 

（75～89 岁）和长寿组（≥90 岁）。

1.5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19.0 软件分析数据。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各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方差不齐时采用 Welch 检验，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 

LSD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QU）〕表示，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样本量＜5 时采用 Fisher 精 

确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评估qSOFA在不同年

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对脓毒症的诊断价值。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病例收集：2017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本院共

24 478 例患者入抢救室救治，排除非疑似感染患者，

最终入选 1 529 例疑似感染患者，其中符合 Sepsis-3

诊断标准的脓毒症患者共 866 例。

2.2  临床特征：在最终入选的 1 529 例疑似感染患

was  the  highest  (74.3%).  Although  qSOFA  score ≥  2  had  a  high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sepsis  (all  >  97%),  
its sensitivity was very low (all < 44%).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with a qSOFA score of 3 were sepsis, and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diagnosis of sepsis in each group was 100%.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of qSOFA score for the diagnosis of sepsis in all suspected infection patients was 0.77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0.747-0.794], when the best cut-off value was 0.5, the sensitivity was 93.4%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45.6%. Among suspected infection patients of all ages, the accuracy of qSOFA score in the diagnosis of sepsis in the youth 
group and the longevity group was relatively high, with AUC (95%CI) of 0.825 (0.724-0.927) and 0.837 (0.756-0.917),  
respectively; when the best cut-off value was 0.5, the sensitivity was 84.4% or 92.2%,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74.3% or 
56.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qSOFA  score  has  an  early  diagnosis  value  for  sepsis,  especially  in  the  patients 
aged < 45 years old or ≥ 90 years old. Using qSOFA score ≥ 2 to screen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fection is likely to 
cause missed diagnosis.

【Key words】  Sepsis;  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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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男性 958 例（占 62.7%），年龄 16～97 岁，平

均（72.66±13.32）岁；女性 571 例（占 37.3%），年龄

21～100 岁，平均（75.20±13.56）岁。根据年龄划分

标准，1 529 例患者中，青年组 67 例，中年组 129 例，

老年前期组 465 例，老年组 778 例，长寿组 90 例，最

终有 56 例疑似感染患者被证实不存在感染。不同

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间血乳酸（lactic acid，Lac）、总

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肌酐（creatinine，Cr）、

ΔSOFA 和 qSOFA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表 1）。

2.3  不同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 qSOFA 评分分布及

qSOFA评分在不同年龄段患者中诊断脓毒症的敏感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在各年龄段

疑似感染患者中，qSOFA 评分为 1 分的患者人数均

最多，且脓毒症患者比例较高（表 2）。进一步分析

显示（表 3），qSOFA 评分≥1 分对诊断脓毒症有较高

的敏感度，在青年组中特异度最高。qSOFA 评分为

3 分者均为脓毒症患者，由于青年组无 qSOFA 评分

为 3 分者，故未予统计。qSOFA 评分≥2 分及≥3 分 

在各年龄段均有较高的特异度，且分值越高，特异度

越高，但敏感度越低；若以qSOFA评分2分作为脓毒 

症的筛查值，可能造成较多漏诊。

组别
例数

（例）

WBC〔×109/L，

M（QL，QU）〕

Lac〔mmol/L，

M（QL，QU）〕

TBil〔μmol/L，

M（QL，QU）〕

Cr〔μmol/L，

M（QL，QU）〕

ICU 住院时间＞3 d

〔例（%）〕

48 h 病死率

〔%（例）〕

总住院时间

（d，x±s）
青年组   67 11.38（6.68，16.05） 1.87（1.39，3.39）13.3（  9.3，19.2） 61.5（48.2，  81.2）     9（13.4） 0    （  0） 10.58±9.01
中年组 129 10.28（7.15，13.30） 1.58（1.23，2.31）12.6（  8.9，20.0） 77.0（53.0，113.0）   22（17.1） 0.8（  1） 10.93±5.72
老年前期组 465   9.48（6.73，13.79） 2.03（1.31，3.37）14.4（10.4，22.8） 74.0（57.0，100.5）   92（19.8） 1.7（  8） 10.40±4.73
老年组 778   9.59（6.75，13.53） 2.08（1.44，3.44）15.6（10.8，23.1） 80.0（61.0，109.0） 129（16.6） 3.3（26） 10.60±4.83
长寿组   90   9.26（6.39，13.32） 1.92（1.48，2.76）17.0（11.6，23.2） 85.0（65.0，129.0）   10（11.1） 2.2（  2） 11.85±5.48
U /χ2/ F 值 　 3.678 17.321 10.793 26.371  5.415 6.919 1.118
P 值 　 0.451   0.002   0.029   0.000  0.247 0.140 0.347

注：青年组年龄＜45岁，中年组45～59岁，老年前期组60～74岁，老年组75～89岁，长寿组≥90岁；qSOFA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Δ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较基础值的增加值，WBC 为白细胞计数，Lac 为血乳酸，TBil 为总胆红素，Cr 为肌酐，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

表 1　不同年龄段各组疑似感染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感染部位（例） qSOFA

（分，x±s）
ΔSOFA

（分，x±s）男性 女性 呼吸道 胃肠道 肝胆 泌尿系统 血液 中枢神经系统 其他

青年组   67   41   26 35.40±7.90   30 16 14   0 3 2 1 0.66±0.67 2.06±1.85
中年组 129   94   35 51.91±3.86   84 13 19   0 4 2 2 0.77±0.67 2.16±1.99
老年前期组 465 298 167 68.49±4.04 356 29 34   8 6 3 6 0.97±0.69 2.64±2.06
老年组 778 493 285 81.34±4.02 683 26 33 10 4 0 0 1.04±0.70 2.67±2.08
长寿组   90   32   58 92.72±2.55   71   4   9   1 0 0 0 0.97±0.76 2.82±2.25
χ2/ F 值 　 34.635 3 560.723 103.027 53.861 41.373 3.355 15.219 17.120 12.027 7.822 3.140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500   0.004   0.002   0.017 0.000 0.014

表 3　不同 qSOFA 评分在不同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诊断脓毒症的敏感度、特异度、PPV 和 NPV

组别
qSOFA 评分≥1 分 qSOFA 评分≥2 分 qSOFA 评分≥3 分

敏感度（%）特异度（%）PPV（%）NPV（%） 敏感度（%）特异度（%）PPV（%）NPV（%） 敏感度（%）特异度（%）PPV（%）NPV（%）

总体 93.4 45.6 69.1 84.1 30.1   98.5   96.3 51.9 5.0 100.0 100.0 44.6
青年组 84.4 74.3 75.0 83.9 25.0 100.0 100.0 59.3
中年组 91.5 58.6 65.1 89.1 23.7   98.6   93.3 60.5 1.7 100.0 100.0 54.7
老年前期组 93.3 44.7 69.6 83.0 27.6   99.0   97.4 50.1 5.2 100.0 100.0 43.7
老年组 94.5 38.8 68.6 83.3 31.6   97.8   95.4 50.2 3.5   96.5 100.0 42.9
长寿组 92.2 56.4 73.4 84.6 43.1 100.0 100.0 57.4 2.0 100.0 100.0 43.8

注：青年组年龄＜45岁，中年组45～59岁，老年前期组60～74岁，老年组75～89岁，长寿组≥90岁；qSOFA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PPV 

为阳性预测值，NPV 为阴性预测值；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2　不同年龄段各组疑似感染患者 qSOFA 评分分布

组别
例数

（例）

脓毒症

〔例（%）〕

qSOFA 评分 0 分 qSOFA 评分 1 分 qSOFA 评分 2 分 qSOFA 评分 3 分

例数（例）脓毒症〔例（%）〕 例数（例）脓毒症〔例（%）〕 例数（例）脓毒症〔例（%）〕 例数（例）脓毒症〔例（%）〕

青年组   67   32（47.8）   31   5（16.1）   28   19（67.9）     8     8（100.0）   0   0（100.0）
中年组 129   59（45.7）   46   5（10.9）   68   40（58.8）   14   13（  92.9）   1   1（100.0）
老年前期组 465 268（57.6） 106 18（17.0） 283 176（62.2）   62   60（  96.8） 14 14（100.0）
老年组 778 456（58.6） 150 25（16.7） 477 287（60.2） 124 117（  94.4） 27 27（100.0）
长寿组   90   51（56.7）   26   4（15.4）   42   25（59.5）   21   21（100.0）   1   1（100.0）

注：青年组年龄＜45 岁，中年组 45～59 岁，老年前期组 60～74 岁，老年组 75～89 岁，长寿组≥90 岁；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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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qSOFA 评分在不同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诊 

断脓毒症的 ROC 曲线（图 1；表 4）：ROC 曲线分析显 

示，qSOFA 评分在所有疑似感染患者中诊断脓毒症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AUC）为 

0.771 〔95%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 
为 0.747～0.794〕；当最佳截断值为 0.5 分时，敏感

度为 93.4%，特异度为 45.6%。在不同年龄段疑似感

染的患者中，qSOFA 评分在青年组及长寿组诊断脓

毒症的准确性相对较高，AUC 分别为 0.825（95%CI
为 0.724～0.927）及 0.837（95%CI 为 0.756～0.917）；

当最佳截断值为0.5分时，敏感度在各年龄段组均较 

高，特异度在青年组最高。

等 ［5］ 对来自165家医院、148 907例疑似感染患者的

研究结果表明，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内的疑似感染患者中，SIRS 及 qSOFA 评分对

住院病死率的预测价值均较低；而在 ICU 外的疑似

感染患者中，qSOFA评分出现2项或以上异常时，可

诊断为脓毒症。国内研究表明，qSOFA 对于在非重

症科室筛选脓毒症患者有很好的预测价值 , 但不能

用于预测患者的病死率［9］。Donnelly等 ［10］ 针对美国 

30 239 例 45 岁以上患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结

果支持使用 SOFA 和 qSOFA 评分来识别有不良预

后高风险的感染患者。qSOFA 评分涉及的指标简单

易用，为可能存在器官功能障碍的感染或疑似感染

患者提供了快速的诊断标准，但国内外也有研究者

认为其准确性不足［11-16］。Askim 等［17］认为，qSOFA 

评分诊断脓毒症的敏感度较低。

  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均为入抢救室诊治的疑似

感染患者，此类患者病情较重，对于临床资料的记录

较完整，相关的检验及检查完善程度较高。急诊是

大多数危重患者到达的第一站，如果能将简单的生

命体征用于急诊疑似感染患者的早期筛查，则有助

于医务人员早期识别脓毒症，从而尽早干预。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间

Lac、TBil、Cr、ΔSOFA 和 qSOFA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而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ICU 住院时间＞3 d 患者比例和 48 h 病死率

等指标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同时，ΔSOFA

及 qSOFA 评分均在年龄相对较大的患者中更高，考

虑原因可能为患者年龄越大，感染后各器官的代偿

功能越差所致。

  本研究中通过观察各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的

qSOFA 评分分布发现，随着 qSOFA 评分的增高，脓

毒症患者的数量逐渐增多。通过计算 qSOFA 评分

在各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诊断脓毒症的敏感度、

特异度、阴性预测值及阳性预测值发现，qSOFA 评 

分≥2 分时虽然诊断脓毒症的特异度较高（98.5%），

但敏感度较低（30.1%）；qSOFA 评分≥1 分时有较高

的诊断敏感度（93.4%），尤其在青年组疑似感染患者

中，敏感度为 84.4%，特异度为 74.3%，二者均较高，

其次为中年组（敏感度为 91.5%、特异度为 58.6%） 

及长寿组（敏感度为 92.2%、特异度为 56.4%）。国外

研究者也有类似发现，Park 等［18］研究发现，qSOFA 

评分≥1 分时预测器官功能衰竭的敏感度及特异度

分别为 75% 和 82%。Williams 等［19］研究结果显示，

表 4　qSOFA 评分在不同年龄段疑似感染患者中 
对脓毒症的诊断价值

组别 AUC 95%CI P 值
最佳

截断值

敏感度

（%）

特异度

（%）

总体 0.771 0.747～0.794 0.000 0.5 93.4 45.6
青年组 0.825 0.724～0.927 0.000 0.5 84.4 74.3
中年组 0.793 0.716～0.870 0.000 0.5 91.5 58.6
老年前期组 0.762 0.719～0.805 0.000 0.5 93.3 44.7
老年组 0.754 0.720～0.787 0.000 0.5 94.5 38.8
长寿组 0.837 0.756～0.917 0.000 0.5 92.2 56.4

注：青年组年龄＜45岁，中年组45～59岁，老年前期组60～74岁， 

老年组75～89岁，长寿组≥90岁；qSOFA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3 讨 论 

  SOFA 评分适用于急危重症患者的病情评估，

分值越高表明病情越严重。而 SOFA 评分中多项指

标均需进行血液检验才能获得，不适用于急诊疑似

感染患者中脓毒症的早期识别，故 Sepsis-3 提出了

采用 qSOFA 评分来早期识别脓毒症患者。Seymour 

注：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ROC 曲线为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图 1  qSOFA 评分在疑似感染患者中 
诊断脓毒症的 ROC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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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qSOFA 评分≥2 分为脓毒症筛选值的特异度较

高，但敏感度较低，不适用于床旁筛查。

  本研究中应用 ROC 曲线分析了 qSOFA 评分在

疑似感染患者中对脓毒症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

qSOFA 评分在所有疑似感染患者中诊断脓毒症的

AUC 为 0.771（95%CI 为 0.747～0.794）；在不同年龄

段疑似感染患者中，qSOFA 评分在青年组（AUC＝ 

0.825，95%CI为0.724～0.927）、长寿组（AUC＝0.837， 

95%CI为0.756～0.917）诊断脓毒症的准确性相对较

高。因此我们认为，qSOFA 评分对脓毒症的早期诊 

断具有一定价值，而且在青年组及长寿组中的诊断

价值更高。

  本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本研究为一项单

中心研究，在特定医院的急诊抢救室进行，由于没有

将在急诊普通诊室就诊的患者纳入研究，因此病种

可能不够全面，且数据样本量不大，结果是否适用于

其他医疗机构的急诊科还有待更大样本的多中心研

究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qSOFA 评分对脓毒症的早期诊断具

有一定价值，尤其在年龄＜45 岁及≥90 岁的疑似感

染患者中诊断价值更高。qSOFA 评分≥1 分有较高

的诊断敏感度，尤其是对年龄＜45 岁的疑似感染患

者，故在qSOFA评分为1分时即应引起高度重视，筛

查脓毒症，从而降低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qSOFA 

评分≥2 分时诊断脓毒症的特异度较高而敏感度不

高，用 qSOFA 评分≥2 分作为脓毒症的早期筛查指

标可能造成较多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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