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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利用患者基本信息及临床检验结果构建能早期预测体外膜肺氧合（ECMO）术后患者死亡

的预测模型。方法  收集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金华医院接受ECMO治疗的139例 

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原发病、ECMO 模式等临床特征及 ECMO 术后 2 h 的实验室指标。按照 4∶1

的比例将患者分为训练集（111 例）和验证集（28 例）。采用 Lasso 回归法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ECMO 术

后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校准曲线和 

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校准度和区分度。结果  通过Lasso回归分析从训练集参与者的34个 

实验室指标中筛选出 4 个预测变量，包括 ECMO 后 2 h 的阴离子间隙（AG）、血乳酸（Lac）、动脉血氧分压（PaO2）

和血清淀粉酶（AMY）。联合上述变量和其他 3 个临床重要因素〔原发病、ECMO 模式和术后是否发生急性肾

损伤（AKI）〕，使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正向：LR 方法）筛选出 Lac-2 h、PaO2-2 h、AMY-2 h 和原发病 4 个独立

的强预测因子，并纳入列线图模型〔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5，95% 可信区间（95%CI）为 0.78～0.92〕，

ROC 曲线的最佳截断值为 0.398 时，准确度为 80.2%、敏感度为 89.1%、特异度为 68.1%。应用 ROC 曲线和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在院内病死率为 64.3% 的验证集中验证列线图模型的性能。根据 ROC 曲线的最佳截

断值 0.398，将验证集分为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低风险组的生存概率显著高于高风险组（P＝0.018），表明该

模型在验证队列中具有良好的判别能力。基于该模型，验证集的 AUC 为 0.76，95%CI 为 0.58～0.94，准确率为 

71.43%，表明观察到的结果与预测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结论  结合 Lac-2 h、PaO2-2 h、AMY-2 h 和原

发病的列线图模型可能对预测 ECMO 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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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early  predictive model  for  the  death  of  patients  after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based  on  the  baseline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and  laboratory  indicator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39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CMO in Affiliated Jinhua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21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age,  gender,  primary  disease, 
ECMO  model,  othe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indicators  2  hours  after  establishment  of  ECMO.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aining cohort (n = 111) and validation cohort (n = 28) according to a ratio of 4∶1. The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regression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select 
predictive  factors,  and  a  nomogram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predictive  model.  The  calibr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the model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the  calibration  curve  and 
Kaplan-Meier  analysis.  Results  Four  predictive  variables  including  anion  gap  (AG),  lactic  acid  (Lac),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2),  and  serum  amylase  (AMY)  2  hours  after ECMO were  selected  from 34  laboratory 
indicators by Lasso regression. These variables and  three other clinically  important  factors  [primary diseases, ECMO 
model,  and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were  analyzed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forward:  LR  method), 
Finally,  four  strong  predictive  factors  (Lac-2  h,  PaO2-2  h,  AMY-2  h,  and  primary  diseases)  for  mortality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  nomogram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was  0.85，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0.78-0.92].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the ROC  curve was  0.398  based  on  the maximum principle  of  the Youden 
index,  corresponding  to  80.2%  accuracy,  89.1%  sensitivity,  and  68.1%  specificity.  The  validation  cohort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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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CMO 术后患者随访期间因肿瘤、外伤、意外等

与原发病无关原因死亡的患者。本研究遵循赫尔辛

基宣言的原则，并得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金华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审批号：2022-3）。

1.2  AKI 诊断标准：参照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 

（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 48 h 

内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上升≥26.52 μmol/L； 

或 7 d 内 SCr 升至≥1.5 倍基础 SCr 值水平；或连续

6 h 尿量＜0.5 mL·kg-1·h-1［10］。

1.3  基础 SCr 值测定方法：① 假设患者既往肾功能

正常，以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为 75 mL·min-1·1.73 m-2 为依据，根据肾脏病饮食

改良（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MDRD）公

式反推出基础 SCr 值，这亦为急性透析质量倡议

（acute dialysis quality initiative，ADQI）推荐的确定基

础 SCr 值的方法；② 以入院时或进入 ICU 时的 SCr

作为基础 SCr 值；③ 以住院期间的最低 SCr 作为基

础 SCr 值；④ 以上 3 者中的最低值；⑤ 入院前 1 年

内至入院前 7 d 所记录 SCr 的平均值［11-15］。

1.4  行 ECMO 的 5 种主要原因：① 心肌病引起的

心源性休克，如暴发性心肌炎、扩张型心肌病、乳头

肌和腱索断裂；② 冠状动脉（冠脉）痉挛、急性冠脉

综合征、冠脉异常等冠脉疾病引起的心源性休克；

③ 其他疾病引起的心源性休克，如恶性心律失常、

脑出血、肺栓塞、颅内积气、药物中毒、不明原因心

搏骤停等；④ 重症肺炎，如重症病毒性肺炎、重症

细菌性肺炎、肺孢子菌肺炎等；⑤ 其他疾病引起的

呼吸衰竭，如胰腺炎、挤压伤相关的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肺外疾病等。

1.5  观察指标：从患者电子病历中提取参与者的

临床和实验室数据。临床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是

否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ECMO 模式〔静脉 - 动脉

ECMO（veno-arterial ECMO，VA-ECMO）或静脉 - 静

  目前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已普遍进入临床，主要用于严

重急性心肺功能衰竭经治疗无效、必须给予呼吸及

循环功能支持以保障生命安全的状态，如心脏术后、

重症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导致的心源性休克、急

性肺栓塞、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移植或心室

辅助过度治疗、肺移植术前后的呼吸支持、无心跳

的供体支持等［1］。目前随着 ECMO 技术在临床的普

及，ECMO 的相关研究也大范围开展，由于 ECMO 的

适应证多属于心肺功能衰竭，术后可能出现血栓形

成、溶血和出血、心律失常、严重感染、急性肾损伤

（acute kidney injury，AKI）、神经系统损伤等严重并

发症［2-6］，故 ECMO 术后患者病死率较高［7］。能够

发现引起 ECMO 患者死亡的因素及早期预测 ECMO 

术后患者死亡有很大意义。以往的研究已推荐特定

的 ECMO术前因素或基于ECMO前参数的死亡风险

评分来预测接受 ECMO 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3，7-9］。 

然而，ECMO 操作过程中的损伤和出现的并发症可

能会显著影响临床结果，并且在 ECMO 前它们是

不可预测的；此外，患者家属有权选择是否为患者

提供 ECMO 作为最终的抢救治疗。因此，仅使用 

ECMO 前参数来预测接受 ECMO 患者的院内死亡风

险是不够的。本研究旨在通过收集 ECMO 术后 2 h

的实验室参数和临床特征，以建立 ECMO 术后患者

院内死亡风险的预测模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研究对象

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金华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ICU）2015年 1月至2021年 12月 

因急性心肌梗死、暴发性心肌炎、严重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急性肺栓塞或其他需要 ECMO 支持疾病

的患者。患者信息在进行数据分析前进行匿名处理。

排除基本信息丢失过多、ECMO 术后 2 h 内死亡以

in-hospital  mortality  of  64.3%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by  ROC  curve  and  Kaplan-Meier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the ROC curve (0.398), the validation cohort was divided into low- and 
high-risk groups. Based on this model, the survival probability of the low-ris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igh-risk group (P = 0.018), indicating this model had good discriminative ability in the validation cohort. Based 
on this model, the AUC of the validation cohort was 0.76, 95%CI was 0.58-0.94, and the accuracy rate was 71.43%， 
which indicated this model showed good calibration consistency.  Conclusions  The predictive model incorporating  
Lac-2 h, PaO2-2 h, AMY-2 h, and primary diseases may be significant for predicting the in-hospital mortality of patients  
undergoing ECMO.

【Key word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In-hospital mortality;  Prediction model;  Nomogram
Fund program: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of  Zhejiang  Province  (2020C03019);  Key  Project  of 

Jinhua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2021-3-037)
DOI: 10.3760/cma.j.cn121430-20220211-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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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 ECMO（veno-venous ECMO，VV-ECMO）〕、ECMO

术后是否存在 AKI、原发病、ECMO 持续时间、ICU

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从 ECMO 开始到院内死

亡的时间以及幸存者的随访时间。收集 ECMO 术

后 2 h 的实验室参数，包括阴离子间隙（anion gap，

AG）、血乳酸（lactic acid，Lac）、血糖、氢离子（H+）浓

度、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PaCO2）、标准碳酸氢盐、实际碳酸

氢盐、钾离子（K+）、钙离子（Ca2+）、钠离子（Na+）、氯

离子（Cl-）、镁离子（Mg2+）、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 

总蛋白（total protein，TP）、白蛋白（albumin，ALB）、血

清淀粉酶（serum amylase，AMY）、SCr、尿酸（uric acid，

UA）、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白细胞

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中性粒细胞计数

（neutrophil count，NEU）、血红蛋白（hemoglobin，Hb）、

血细胞比容（hematocrit，HCT）、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PLT）、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肌酸激酶同工酶（MB 

isoenzyme of creatine kinase ，CK-MB）、肌钙蛋白 T 

（cardiac troponin T，cTnT）、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C- 反

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1.6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和 R 软

件（3.6.4 版）分析所有数据。多重插补方法用于解

释缺失数据。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均数 ± 标准

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或 Mann-Whitney U 检

验；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QU）〕表示。分类变量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使用 Lasso 回归方法从 34 个实验室参

数中筛选出潜在的预测因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正向：LR 法）建立院内死亡风险预测模型，

并基于该模型构建列线图模型，以利于其在临床实

践中的应用。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并计算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用于

评估该模型的判别能力。使用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

拟合优度。基于模型计算验证队列的预测概率，根

据预测概率的临界值将队列分为低风险组和高风险

组。采用 ROC 曲线和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评估

模型在验证队列中的判别能力。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线资料：最终共 139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

所有患者信息均匿名处理。按照 4∶1 的比例，

111 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到训练集，28 例患者被分

配到验证集。训练集中 111 例参与者的平均年

龄为（50.1±16.7）岁，男性比例（73.9%）高于女

性（26.1%）；接受 VA-ECMO 的人数较多（82.9%），

平均 ECMO 时间为（5.7±4.6）d；中位住院时间为 

13.0（3.0，21.5）d，院内病死率为 57.7%；37.8% 患有

高血压，21.6% 患有糖尿病，87 例（78.4%）在 ECMO

后出现 AKI。训练集根据住院生存状况分为存活组

和死亡组，比较两组 ECMO 期间 2 h 的实验室参数

和临床特征。

2.2  单因素结果（表 1）：两组患者的一般项目

中，ECMO 模式、是否合并 AKI、原发病、ICU 住院

时间、总住院时间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VA-ECMO 组患者病死率明显高于 VV-ECMO 组，

若术后患者出现 AKI，则病死率明显上升，根据患者

原发病的不同将病因分为 5 类，各个类别各组的病

死率也存在差异；而预后指标中，存活组 ICU 住院

时间及总住院时间明显高于死亡组，提示患者若术

后能够存活，仍需长时间 ICU 住院治疗及出 ICU 后

进一步康复治疗。而收集的 34 个实验室参数中，

包括 AG、Lac、PaO2、标准碳酸氢盐、实际碳酸氢盐、

Na+ 浓度、ALT、AST、AMY、 WBC、cTnT、LDH、CK、

CK-MB 等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来自于动脉血气分析的实验室指标 AG、Lac、PaO2、

标准碳酸氢盐、实际碳酸氢盐、Na+ 浓度等提示了

死亡组及存活组患者术后内环境、电解质、酸碱平

衡之间的差异，ALT、AST、AMY 等血生化指标则提

示了死亡组患者代谢、各种生物化学反应的差别，

WBC 的差异提示死亡组患者炎症反应高于存活组，

cTnT、LDH、CK、CK-MB 等心肌酶谱的差异则提示

死亡组患者心肌的损害高于存活组。

2.3  回归分析：通过 Lasso 回归分析训练队列中

的参与者，以筛选出院内死亡风险的潜在预测因素 

（图 1）。最后，基于非零系数从 34 个实验室参数中选

择 4 个变量（AG-2 h、Lac-2 h、PaO2-2 h 和 AMY-2 h） 

作为潜在预测因子。结合 4 个因子对单因素分析中

P＜0.05 的 3 个临床特征（ECMO 模式、AKI 和原发

病）进行分析，使用多因素 Logistic 建立 ECMO 患者

院内死亡风险的预测模型回归（前向：LR 方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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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训练集中不同预后两组 ECMO 术后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指标比较

指标
死亡组

 （n＝64）

存活组

（n＝47）

t / Z /
χ2 值

P 值 指标
死亡组

 （n＝64）

存活组

（n＝47）

t / Z /
χ2 值

P 值

年龄 （岁，x±s） 51.4±17.4 48.3±15.7 -0.989 0.332 　K+（mmol/L，x±s） 4.3±1.7 4.0±0.7 -1.036 0.251

男性〔例（%）〕 46（71.9） 36（76.6） 0.313 0.576 　Na+（mmol/L，x±s） 145.2±7.7 142.2±7.9 -2.010 0.046

高血压〔例（%）〕 26（40.6） 16（34.0） 0.499 0.480 　Cl-（mmol/L，x±s） 114.2±6.2 115.4±8.7 0.795 0.405

糖尿病〔例（%）〕 12（18.8） 12（25.5） 0.735 0.391 　Ca2+（mmol/L，x±s） 1.5±2.6 1.5±2.1 -0.132 0.899

VA-ECMO〔例（%）〕 57（89.1） 35（74.5） 4.068 0.044 　Mg2+（mmol/L，x±s） 1.8±2.8 2.1±3.1 0.547 0.580

AKI〔例（%）〕 57（89.1） 30（63.8） 10.181 0.001 　ALT〔U/L，M（QL，QU）〕 296.5（117.7，644.1） 141.6（41.1，420.0） -2.334 0.020

原发病分类〔例（%）〕 　AST〔U/L，M（QL，QU）〕 693.2（243.5，2 030.3） 296.6（116.6，908.6） -2.766 0.006

　心肌病变心源性休克 7（10.9）  12（25.5）  4.068 0.044 　TBil〔μmol/L，M（QL，QU）〕 16.2（10.1，25.6） 15.1（11.5，22.5） -0.585 0.559

　冠脉病变心源性休克 23（35.9）  12（25.5） 1.359 0.244 　ALB（g/L，x±s） 23.4±6.7 25.4±5.2 1.754 0.094

　其他病因心源性休克 26（40.6）  11（23.4） 3.616 0.057 　TP（g/L，x±s） 41.8±13.2 45.4±11.8 1.543 0.132

　重症肺炎 6（9.4）  11（23.4） 4.112 0.043 　AMY〔U/L，M（QL，QU）〕 246.5（110.0，634.0） 96.0（49.0，180.0） -3.763 ＜0.001

　其他原因呼吸衰竭 2（3.1） 1（2.1） 0.103 0.749 　SCr（μmol/L，x±s） 152.8±57.4 142.3±70.4 -0.838 0.389

ECMO 时间（d，x±s） 5.1±5.3 6.6±3.5 1.777 0.062 　BUN（mmol/L，x±s） 8.2±3.3 10.2±7.9 1.838 0.105

ICU 住院时间（d，x±s） 7.2±8.7 23.3±22.8 5.172 ＜0.001 　UA（μmol/L，x±s） 437.2±243.9 359.8±215.2 -1.770 0.085

总住院时间（d，x±s） 8.3±9.8 29.8±30.1 5.346 ＜0.001 　WBC（×109/L，x±s） 18.3±10.7 14.8±6.7 -1.941 0.040

ECMO 后 2 h 实验室指标 　NEU（×109/L，x±s） 14.9±9.3 12.8±5.8 -1.320 0.160

　Lac（mmol/L，x±s） 12.9±6.7 7.7±5.9 -4.322 ＜0.001 　Hb（g/L，x±s） 105.2±32.6 114.9±25.1 1.706 0.079

　AG（mmol/L，x±s） 16.7±8.5 10.3±7.9 -4.059 ＜0.001 　HCT（%，x±s） 32.6±12.3 33.9±6.9 0.645 0.486

　血糖（mmol/L，x±s） 10.8±5.4 12.1±6.2 1.110 0.259 　PLT（×109/L，x±s） 155.7±87.4 179.0±77.9 1.477 0.150

　pH 值（x±s） 7.5±1.3 7.5±0.9 -0.089 0.933 　cTnT〔μg/L，M（QL，QU）〕 87.8（8.3，244.7） 19.8（0.6，90.7） -3.119 0.002

　PaO2（mmHg，x±s） 335.9±169.4 209.0±142.3 -4.093 ＜0.001 　LDH〔U/L，M（QL，QU）〕 1 994.5（527.7，5 797.6） 880.5（531.0，2 151.8） -2.578 0.010

　PaCO2（mmHg，x±s） 28.6±10.4 29.4±9.5 0.445 0.662 　CK〔U/L，M（QL，QU）〕 2 714.4（442.4，6 753.6） 780.6（245.2，2 818.4） -2.844 0.004

　标准碳酸氢盐
13.4±6.2 16.0±3.8 2.519 0.008

　CK-MB〔U/L，M（QL，QU）〕 400.2（122.2，1 050.3） 119.5（39.3，357.6） -3.551 ＜0.001

　　（mmol/L，x±s） 　BNP〔ng/L，M（QL，QU）〕 854.5（136.0，5 083.8） 1 310.0（151.3，9 210.0） -1.107 0.268

　实际碳酸氢盐
15.1±6.0 18.0±4.2 2.769 0.004

　CRP〔mg/L，M（QL，QU）〕 12.5（1.2，47.4） 26.6（2.6，95.4） -1.713 0.087

　　（mmol/L，x±s） 　PCT〔μg/L，M（QL，QU）〕 2.0（0.2，11.2） 1.5（0.3，7.4） -0.370 0.711

注：ECMO 为体外膜肺氧合，VA-ECMO 为静脉 - 动脉 ECMO，AKI 为急性肾损伤，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Lac 为血乳酸，AG 为阴离子间隙，

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PaCO2 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K+ 为钾离子，Na+ 为钠离子，Cl- 为氯离子，Ca2+ 为钙离子，Mg2+ 为镁离子，ALT 为丙氨

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TBil 为总胆红素，ALB 为白蛋白，TP 为白蛋白，AMY 为血清淀粉酶，SCr 为血肌酐，BUN 为血尿素氮，UA

为血尿酸，WBC 为白细胞计数，NEU 为中性粒细胞计数，Hb 为血红蛋白，HCT 为血细胞比容，PLT 为血小板计数，cTnT 为肌钙蛋白 T，LDH

为乳酸脱氢酶，CK 为肌酸激酶，CK-MB 为肌酸激酶同工酶，BNP 为脑钠肽，CRP 为 C- 反应蛋白，PCT 为降钙素原；1 mmHg≈0.133 kPa

表 2 影响 ECMO 术后患者发生院内 
死亡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P 值 OR 值 95%CI
原发病分类 0.045
　心肌病变心源性
　　休克

1 1

　冠脉病变心源性
　　休克

2.360 0.007 10.588 1.903～  58.908

　其他病因心源性
　　休克

2.247 0.009   9.456 1.751～  51.064

　重症肺炎 3.477 0.003 32.365 3.172～330.221
　其他原因呼吸衰竭 2.509 0.089 12.287 0.681～221.632
Lac-2 h 0.134 0.006   1.144 1.040～    1.258
PaO2-2 h 0.006 0.002   1.006 1.002～    1.009
AMY-2 h 0.002 0.007   1.002 1.001～    1.004

注：ECMO 为体外膜肺氧合，Lac 为血乳酸，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AMY 为血清淀粉酶，OR 为优势比，

95%CI 为 95% 可信区间；空白代表无此项

后，只有原发病以及 Lac-2 h、PaO2-2 h 和 AMY-2 h

被确定为独立危险因素并纳入模型（表 2）。其中，原

发病是院内死亡风险的强预测因素之一（趋势 P＝ 

0.045）。冠脉疾病所致心源性休克、其他疾病所致

心源性休克或重症肺炎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显著高

于心肌病变所致心源性休克患者。

注：A 为 Lasso 回归通过 10 折交叉验证的方法筛选出最合适参数 λ 值； 
B 为 Lasso 回归系数的变化特征；ECMO 为体外膜肺氧合

图 1  运用 Lasso 回归方法筛选训练集 ECMO 患者 
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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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列线图预测模型分析：构建基于预测模型的

列线图预测模型，以提供量化工具来评估临床实践

中的住院死亡风险（图 2）。根据 AUC 在训练集中

评估该模型的判别能力，根据约登指数的最大值原

则，模型的最佳截断值为 0.398 时，预测院内死亡的 

AUC为0.85 〔95%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为 0.78～0.92〕，准确度为 80.2%，敏感度为

89.1% 和特异度为 68.1%（图 3A）。校准曲线表明，

在训练集中观察到的和预测的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

一致性（图 3B）。

2.5  验证集验证模型的预测效能：应用 ROC 曲

线和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在院内病死率为

64.3% 的验证集中验证模型的性能。在验证集中使

用预测模型来计算各患者的死亡风险，再用 ROC 曲

线分析验证模型的预测效能。基于该

模型，验证集的 AUC 为 0.76（95%CI 为
0.58～0.94），准确率为 71.4%（图 3D），

这表明观察到的结果与预测结果之间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图 3E）。根据训练

集 ROC 曲线的最佳截断值 0.398，将

验证集及训练集均分为低风险组和高

风险组。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显示 

（图 3C、图 3F），验证集低风险组的生存

概率显著高于高风险组（P＝0.018），训

练集低风险组的生存概率显著高于高

风险组（P＜0.000 1），表明该模型具有

良好的判别能力。

注：ECMO 为体外膜肺氧合，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 为训练集 ROC 曲线，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5 〔95% 可信区间 
（95%CI）为 0.78～0.92〕；B 为训练集构建预测模型的校准曲线图；C 为训练集的生存曲线；D 为验证集 ROC 曲线，AUC 为 0.76（95%CI 为

0.58～0.94）；E 为验证集构建预测模型的校准曲线图，F 为验证集的生存曲线；蓝色区域为可信区间，十字交叉点为临界值点

图 3  列线图模型预测 ECMO 术后患者院内死亡风险的 ROC 曲线和校准曲线及住院期间的 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

－ 

－ 

注：ECMO 为体外膜肺氧合，Lac 为血乳酸，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AMY 为 
血清淀粉酶；原发病 1 为心肌病变引起的心源性休克，原发病 2 为冠状动脉 

病变引起的心源性休克，原发病 3 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心源性休克， 
原发病 4 为重症肺炎，原发病 5 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

图 2  预测 ECMO 术后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的列线图模型



·  1029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10 月第 34 卷第 10 期  Chin Crit Care Med，October   2022，Vol.34，No.10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确定了 4 个预测因子，包括 Lac-2 h、PaO2-2 h 和

AMY-2 h 水平及原发病，之后基于上述预测因子建 

立并验证了 ECMO 患者院内死亡风险的预测模型，

同时构建了基于这 4 个预测因子的列线图预测模

型，以促进 ECMO 早期对院内死亡风险的个体化预

测，结果显示，该预测模型在训练集（AUC为0.85）和 

验证集（AUC 为 0.76）中均显示出良好的预测能力。

  尽管 ICU 整体管理和医疗器械的质量很高，但

接受 ECMO 患者的院内病死率仍然高达 58%［7］。

Appelt 等［2］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出院的存活率仅为 

40%～63%，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

139 例接受 ECMO 患者的院内病死率为 59.0%。在

本研究 ECMO 的 5 个主要病因中，冠脉疾病引起的

心源性休克、其他疾病引起的心源性休克和重症肺

炎的院内病死率要高于心肌病引起的心源性休克

和其他原因引起的呼吸衰竭，这可能与 ECMO 的

治疗机制有关。ECMO 提供短期支持，让心肺功能

恢复；然而，如果疾病不可逆或患者对治疗没有反

应，ECMO 则不能改善预后［16］。另一方面，心肌病

引起的心源性休克或其他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患

者，经积极治疗后心肺功能恢复的机会通常较高。

因此，这些患者的预后优于其他 3 种原发病因的患 

者［17-18］。近几十年来，Lac 作为危重患者预后和

复苏的标志物已达成共识［19］，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ECMO 期间 Lac-2 h 水平是院内死亡风险的重要预

测因素（OR＝1.144，P＝0.006）。这可能是由于心源

性休克患者发生乳酸性酸中毒、多器官功能衰竭，

最终因全身器官灌注不足而死亡［20］。

  此外，本研究表明，PaO2-2 h 水平升高提示接

受 ECMO 的患者预后不良，与 Sznycer-Taub 等［21］和 

Chang 等［22］的研究结果一致。一项动物实验的荟萃

分析报告指出，在自主循环恢复后1 h内用高浓度氧

气治疗与神经功能恶化有关［23］。Kuisma 等［24］研究

了吸入氧浓度对人类复苏后早期血液氧合和神经元

损伤血清标志物的影响，发现高氧血症可能在自主

循环恢复后 1 h 内引起脑损伤。一项多中心前瞻性

队列研究也表明，自主循环恢复后的早期高氧暴露

是神经功能恶化的独立危险因素［25］。缺氧组织中

高浓度的氧气产生活性氧，可能通过细胞因子进一

步激活炎症通路，增加氧化应激［26-27］。活性氧可引

起脂质过氧化和蛋白质变化，从而导致细胞损伤或

凋亡［28］。考虑到对危重患者早期高浓度氧疗会使

预后恶化，故建议在 ECMO 启动后根据PaO2 适当调 

整氧流量和氧浓度，采取保守氧疗策略［29-30］。

  关于 AMY 与 ECMO 术后患者预后之间存在相

关性的研究较少。但有报道称，失血性休克患者AMY 

水平升高可预测器官衰竭和死亡，无胰腺损伤但 

AMY 水平升高的创伤患者病死率较高［31］。作为体

外循环手术并发症的胰腺损伤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

很常见［32］，感染性休克患者的胰腺损伤通常表现为 

AMY 或脂肪酶水平升高。虽然影像学很少显示明

显的胰腺损伤，但其可能是由缺血、严重炎症、氧化

应激、细胞凋亡或代谢紊乱引起的［33］。ECMO 是一

种改进的体外循环技术，用于改善休克状况。总之，

AMY-2 h 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这项研究的结果是

从相对较小的人群中获得的，特别是验证集中的参

与者数量不足以评估模型的性能。其次，这是一项

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因此需要一个独立的外部队列

来确认该模型在临床实践中的实用性。第三，本研

究分析随后的实验室参数或其他临床特征，包括其

他 ECMO 并发症。因此，需要进行设计良好的大规

模研究以建立更有效的 ECMO 患者院内死亡风险

早期预测模型。近几年来，我国国内也有部分相关

研究聚焦于各个疾病应用 ECMO 后患者预后的早

期预测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根据疾病的种类或

者 ECMO 的模式对患者的预后有各种更加细化的

评分系统进行预测［34-37］。

  综上，139 例 ECMO 治疗患者的院内病死率为

58.99%。本研究开发了基于 4 个预测因子的住院死

亡风险列线图模型，其中包括 Lac-2 h、PaO2-2 h 和

AMY-2 h 的水平以及原发病，该预测模型显示出良

好的判别能力和校准能力，并展示了在临床实践中

的潜在应用。该模型可用于预测接受 ECMO 患者

的院内死亡风险。然而，在广泛使用之前，该模型应

在更大的外部队列中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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