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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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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脓毒性休克患者 1 周内血小板动态变化，并探讨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

分析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193 例脓毒性休克患者

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性别、年龄、基础疾病〕、临床指标〔感染部位、病原微生物类型、急性生理

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实验室检查指标及入 ICU 1、3、5、7 d 血

小板计数（PLT）的变化趋势和院内预后。采用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的

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估各指标对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价值。

结果  最终纳入 193 例患者，其中院内死亡 73 例，院内存活 120 例。单因素分析显示，死亡组患者的年龄、高

血压比例、呼吸系统感染比例、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及血乳酸（Lac）水平均明显高于存活组；而泌尿系

统感染比例、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计数（NEU）均明显低于存活组。入 ICU 7 d 内，存活组 PLT 水平

呈先下降后升高趋势，而死亡组 PLT 水平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且存活组入 ICU 5 d 和 7 d 的 PLT 水平均明显高于

死亡组〔×109/L：94.5（54.0，182.0）比 50.0（30.5，87.5），135.0（86.8，205.8）比 46.0（23.5，71.5），均 P＜0.05〕。多

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优势比（OR）＝1.059，95% 可信区间（95%CI）为 1.002～1.118〕、高血压 

（OR＝6.108，95%CI 为 1.340～27.851）、呼吸系统感染（OR＝5.300，95%CI 为 1.116～25.118）、APACHE Ⅱ评分

（OR＝1.158，95%CI 为 1.054～1.273）、SOFA 评分（OR＝1.494，95%CI 为 1.060～2.107）、入 ICU 7 d PLT 水平 

（OR＝0.926，95%CI 为 0.894～0.958）为影响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入 ICU 7 d PLT 水平对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预后均具有较好

的预测价值，且入 ICU 7 d PLT 水平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99（95%CI 为 0.857～0.941），显著高于

APACHE Ⅱ评分（AUC 为 0.748，95%CI 为 0.680～0.816）和 SOFA 评分（AUC 为 0.767，95%CI 为 0.702～0.833）。

结论  临床医师应密切关注脓毒性休克患者 PLT 水平的动态变化，尤其是入 ICU 7 d 时 PLT 水平，必要时应积

极干预以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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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platelet  counts  in  septic  shock  patients  within 
first  week,  and  to  explore  their  predictive  value  for  prognosi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as conducted. The baseline data 
on gender,  age and primary diseases,  clinical  indicators on  infection  site, pathogenic microbial  type,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 and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laboratory  indicators 
and  the  trend  of  platelet  count  (PLT)  on  day  1,  3,  5  and  7  admitting  ICU  and  patients  prognosis  of  in-hospital  were 
collecte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ssess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in-hospital death in septic shock 
patients.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ach index for  
in-hospital  mortality.  Results  A  total  of  193  patients  with  sepsis  were  enrolled.  Among  them,  73  patients  died 
and 120 patients  survived.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ge, proportion of hypertension and  respiratory  system 
infection, APACHE Ⅱ score, SOFA score and blood lactic acid (Lac) in the deat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urvival  group,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urinary  system  infection,  white  blood  cell  (WBC)  and  neutrophil 
(NEU)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death group. Within 7 days after admitting ICU, the platelet (PLT) firstly decreased 
and  then  rebounded  in  the  survival  group,  whereas  it's  showed  a  continuous  downward  trend  in  the  death  group. 
And the PLT count  in both day 5 and 7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urviva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dea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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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 

的常见病，其中脓毒症相关的血小板减少尤为常见，

既往研究显示，其发生率高达 20%～58%［1-2］，同

时血小板减少还与脓毒性休克患者出血风险增加、

ICU 住院时间延长相关［3-4］。有研究表明，血小板

减少是影响脓毒性休克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

独立危险因素［3-5］，然而在具体预测指标上还存在

一些争议。许晓兰等［6］和陆元兰等［7］的研究显示，

入 ICU 早期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PLT）降低对

患者预后有一定的预测价值，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却

并未发现该现象。有学者提出持续观察血小板的动

态变化或许更能准确地预测脓毒性休克患者的预 

后［4，8-9］。本研究拟验证脓毒性休克患者 1 周内血

小板减少与院内死亡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评估具体

指标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旨在为脓毒性休克的

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2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

症医学科收治的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

1.1.1  纳入标准：符合脓毒性休克 3.0 诊断标准［10］， 

即确诊脓毒症并伴有持续性低血压，即使接受充分

的容量复苏治疗，仍需要升压药维持平均动脉压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65 mmHg（1 mmHg≈ 

0.133 kPa），且血乳酸（lactic acid，Lac）＞2 mmol/L。

1.1.2  排除标准：活动性出血；既往血小板减少；

年龄＜18 周岁；合并血液系统疾病；合并骨髓移植

史、脾脏切除者；有血栓病史、活动性血栓史；正处

于放、化疗期者；资料收集不完善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审批号：2022-RE-257）。

1.2  研究方法：从电子病历系统中收集患者性别、

年龄、基础疾病、感染部位、病原微生物类型、急性

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序贯器官

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

院内预后等资料；诊断脓毒性休克时的实验室检查

指标，包括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 

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rophil count，NEU）、Lac、降钙

素原（procalcitonin，PCT）、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收集患者入 ICU 1、3、5、7 d 的 PLT

水平的动态数据。若同一天内有多个临床数据符合

收集条件，则选用当日最差的临床数据指标。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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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

（四分位数）〔M（QL，QU）〕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2 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变量纳入多因素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脓毒

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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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各临床指标对脓毒性休克患者院

内死亡的预测价值。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线资料：共筛选脓毒性休克患者 287 例，排

除不符合条件者 94 例，最终纳入 193 例进行研究 

（图1）。男性128例（66.32%），女性 65例（33.68%）；

平均年龄为（68.07±15.79）岁；呼吸系统感染 54 例， 

[×109/L: 94.5 (54.0, 182.0) vs. 50.0 (30.5, 87.5), 135.0 (86.8, 205.8) vs. 46.0 (23.5, 71.5), all P < 0.05]. Multivariat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odds  ratio  (OR)  =  1.05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1.002-1.118], hypertension (OR = 6.108, 95%CI was 1.340-27.851), respiratory system infection (OR = 5.300, 95%CI 
was 1.116-25.118), APACHE Ⅱ score (OR = 1.158, 95%CI was 1.054-1.273), SOFA score (OR = 1.494, 95%CI was 
1.060-2.107)  and  PLT  on  day  7  after  admitting  ICU  (OR  =  0.926,  95%CI  was  0.894-0.958)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in-hospital prognosis  in septic shock patients  (all P < 0.05).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APACHE Ⅱ score, 
SOFA  score  and  PLT  on  day  7  after  admitting  ICU  all  had  good  predictive  value  for  in-hospital  prognosis  in  septic 
shock patients,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PLT on day 7 (AUC = 0.899, 95%CI was 0.857-0.94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PACHE Ⅱ score (AUC = 0.748, 95%CI was 0.680-0.816), SOFA score (AUC = 0.767, 
95%CI  was  0.702-0.833).  Conclusions  Clinicians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changes  of  platelet 
counts  in  septic  shock  patients,  especially  the  platelet  counts  on  day  7  after  admitting  ICU.  And  active  intervention 
should be provided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Key words】  Septic shock;  Platelet dynamics;  Platelet;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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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感染 35 例，血流感染 76 例，泌尿系统感染 

16 例，胆道感染 23 例，≥2 个部位的复合部位感染

37 例，其他部位包括纵膈感染 2 例、肠道感染 4 例、

皮肤软组织感染7例、胸腔感染3例、子宫感染1例、

阴囊感染 1 例、口腔颌面部感染 2 例；APACHEⅡ

评分（22.11±8.08）分，SOFA 评分（9.12±2.53）分；

院内存活 120 例（62.18%），死亡 73 例（37.82%）。死

亡组患者的年龄、高血压比例、呼吸系统感染比例、

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Lac 水平均明显高于

存活组，泌尿系统感染比例、WBC 和 NEU 水平明显

低于存活组（均 P＜0.05；表 1）。

表 1　不同院内预后两组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指标
死亡组

（n＝73）

存活组

（n＝120）

统计

值
P 值

年龄〔岁，
77（66，83） 67（55，76）   3.909 ＜0.001

　M（QL，QU）〕
性别〔例（%）〕   1.268 0.260
　男性 52（71.23） 76（63.33）
　女性 21（28.77） 44（36.67）
基础疾病〔例（%）〕
　高血压 43（58.90） 43（35.83）   9.770 0.002
　糖尿病 16（21.92） 28（23.33）   0.052 0.820
　慢性阻塞性肺病   6（  8.22）   4（  3.33）   2.210 0.138
　肾功能不全   3（  4.11）   5（  4.17）   0.000 0.985
感染部位〔例（%）〕
　呼吸系统 34（46.58） 20（16.67） 20.100 ＜0.001
　腹腔 12（16.44） 23（19.17）   0.228 0.633
　血流 31（42.47） 45（37.50）   0.469 0.494
　泌尿系统   1（  1.37） 15（12.50）   7.400 0.007
　胆道   6（  8.22） 17（14.17）   1.530 0.216
　≥2 个部位 18（24.66） 19（15.83）   2.280 0.131
细菌类型〔例（%）〕
　G+ 球菌 23（31.51） 33（27.50）   0.354 0.552
　G- 杆菌 57（78.08） 93（77.50）   0.009 0.925
　真菌 11（15.07）   8（  6.67）   3.610 0.057

APACHE Ⅱ评分
　〔分，M（QL，QU）〕

26.0（20.5，30.0） 19.0（15.0，24.0）   5.782 ＜0.001

SOFA 评分
　〔分，M（QL，QU）〕

  10.0（9.0，12.0） 8.0（6.0，10.0）   6.260 ＜0.001

实验室指标〔M（QL，QU）〕
　Lac（mmol/L）   3.8（2.1，6.3）  2.7（1.7，4.4）   2.798 0.005
　PCT （μg/L）   4.4（1.4，22.7） 11.6（2.1，66.6）   1.891 0.059
　CRP （mg/L） 141.4（97.6，214.2） 144.5（77.4，229.9）   0.391 0.696
　WBC（×109/L） 11.9（6.3，17.3） 14.7（9.6，20.0）   2.300 0.021
　NEU（×109/L）   10.0（6.0，16.1） 13.1（8.6，18.3）   2.270 0.023
PLT〔×109/L，M（QL，QU）〕
　入 ICU 1 d 107.0（59.0，193.5） 129.5（70.5，225.25） 1.381 0.167
　入 ICU 3 d 75.0（40.0，123.5） 89.5（50.25，173.75） 1.715 0.086
　入 ICU 5 d 50.0（30.5，87.5） 94.5（54.0，182.0） 5.359 ＜0.001
　入 ICU 7 d 46.0（23.5，71.5） 135.0（86.75，205.75） 9.290 ＜0.001

注：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G+ 为革兰阳性菌，G- 为革兰阴性菌，Lac 为

血乳酸，PCT为降钙素原，CRP为 C- 反应蛋白，WBC为白细胞计数，

NEU 为中性粒细胞计数，PLT 为血小板计数，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

图 1  脓毒性休克患者 1 周内血小板动态变化及其对预后预测 
价值研究的患者筛选流程图

2.2  脓毒性休克患者入 ICU 7 d 内 PLT 水平变化

趋势（图 2）：存活组 PLT 水平整体呈先下降后回升

趋势，入 ICU 3 d PLT 水平最低，5 d 开始逐渐恢复；

而死亡组 PLT 水平则呈持续下降趋势。存活组入

ICU 1、3、5、7 d PLT 水平均高于死亡组，且两组间

入 ICU 5 d 和 7 d 的 PLT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Z 值分别为 5.359、9.290，均 P＜0.001）。

2.3  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的多因素分析（表 2）： 

将单因素分析中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即

年龄、高血压、呼吸系统感染、泌尿系统感染、 

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WBC、NEU、Lac、PCT、 

入 ICU 5 和 7 d PLT 水平）纳入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年龄、高血压、APACHEⅡ

评分、SOFA 评分、入 ICU 7 d PLT 水平、呼吸系统感

染为影响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均 P＜0.05）。

2.4  预测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预后的 ROC 曲线分

析（图 3；表 3）

注：ICU为重症监护病房，PLT为血小板计数；与存活组比较，aP＜0.01

图 2  不同院内预后两组脓毒性休克患者入 ICU 7 d 内 
PLT 水平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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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根据 ROC 曲线导出的散点图得出入 ICU  

7 d PLT 临界水平为 72.5×109/L，对评估院内预后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最高。根据入 ICU 7 d PLT 临界

水平将患者分为低 PLT 组和高 PLT 组，高 PLT 组

院内病死率明显低于低 PLT 组〔13.22%（16/121） 

比 79.17%（57/72），χ2＝83.47，P＜0.001〕。

3 讨 论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的免疫反应失调引起的危

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血小板在脓毒症中参与止

血、炎症反应、白细胞和内皮细胞活化等多种功能。

脓毒症患者血小板减少继发于各种机制。脓毒症发

生时血小板被激活并与内皮细胞结合，导致螯合和

破坏［11-12］。非特异性血小板相关抗体和细胞因子

驱动的血小板吞噬作用也可能导致脓毒症诱导的血

小板减少［13-14］。严重脓毒症通常与机体促凝状态

有关，继发性的血小板持续消耗，如弥散性血管内凝

血，导致脓毒症患者持续的凝血功能异常［15］。此外，

脓毒症诱导的血小板减少还可能与宿主免疫防御反

应较差有关［16-17］，间接提示血小板可能在脓毒症的

发病机制中发挥作用。因此，血小板的减少预示着

较差的预后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纳入了脓毒性休克患者入 ICU 1、3、5、

7 d PLT，从趋势上看，时间越长存活组与死亡组的

PLT 分离趋势越明显。随着脓毒性休克患者病情发

展，死亡组患者入 ICU 1 周内 PLT 水平持续降低，而

存活组患者入 ICU 5 d 和 7 d 的 PLT 水平则呈明显

恢复趋势。两组患者 PLT 变化的不同可能与脓毒

症的病理生理进展相关。当严重感染发生后，大量

炎症因子释放，继而凝血系统激活，凝血系统的激活

又可促进炎症的进一步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凝血系统的全身激

活导致（微）血栓在各个器官的

血管中广泛形成，从而消耗大量

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进展为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导致多器官功

能障碍和死亡［18］。因此，可以理

解死亡组患者表现为 PLT 水平

持续降低。

  有关血小板减少预测脓毒

性休克患者预后的最大争议在

于发病早期或入 ICU 时的 PLT

是否具有预测价值。单因素分

析显示，两组间入 ICU 1 d 和 3 d

表 3　入 ICU 7 d PLT、APACHE Ⅱ评分及 SOFA 评分 
对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预后的预测价值

指标
约登

指数
AUC 95%CI P 值

最佳

临界值

敏感度

（%）

 特异度

 （%）

入 ICU 7 d PLT 0.660 0.899 0.857～0.941＜0.001  72.5×109/L 87.5  78.1
APACHEⅡ评分 0.415 0.748 a 0.680～0.816＜0.001 21.5 74.0  67.5
SOFA 评分 0.402 0.767 a 0.702～0.833＜0.001   9.5 68.5  71.7

注：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PLT 为血小板计数，APACHE Ⅱ为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与

入 ICU 7 d PLT 比较，aP＜0.05

表 2　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指标 OR 值 95%CI β 值 P 值

年龄 1.059 1.002～　1.118 0.057 0.041
高血压 6.108 1.340～27.851 1.810 0.019
呼吸系统感染 5.300 1.116～25.118 1.668 0.036
泌尿系统感染 0.027 0.000～45.063 -3.613 0.454
APACHE Ⅱ评分 1.158 1.054～　1.273 0.147 0.002
SOFA 评分 1.494 1.060～　2.107 0.402 0.022
WBC 1.056 0.447～　2.494 0.054 0.902
NEU 0.914 0.368～　2.271 -0.090 0.846
PCT 0.985 0.964～　1.007 -0.015 0.180
Lac 0.939 0.782～　1.128 -0.063 0.502
入 ICU 5 d PLT 1.026 1.000～　1.053 0.025 0.054
入 ICU 7 d PLT 0.926 0.894～　0.958 -0.077 ＜0.001

注：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WBC 为白细胞计数，NEU 为中性粒细胞计

数，PCT 为降钙素原，Lac 为血乳酸，PLT 为血小板计数，OR 为优势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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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PLT 为血小板计数，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C 为 ROC 曲线下面积

图 3  入 ICU 后相关指标预测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的 ROC 曲线（A）及入 ICU  
7 d PLT 预测预后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关系（B）

－ 

－
 

2.4.1  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入 ICU 7 d PLT

水平对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预后均具有较好的预测

价值，AUC 分别为 0.748、0.767 和 0.899。入 ICU 7 d 

PLT水平的AUC显著高于APACHEⅡ评分和 SOFA 

评分（χ2 值分别为 17.15、13.53，均 P＜0.001），而

APACHE Ⅱ评分和 SOFA 评分的 AUC 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2＝0.17， P＝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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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LT 水平无明显差异，而入 ICU 5 d 和 3 d 的 PLT

水平有明显差异，该结果并不支持许晓兰等［6］和陆

元兰等［7］的研究结论。事实上，亦有研究指出，脓

毒性休克患者入院 72 h 内的 PLT 不能有效预测患

者预后［19-20］。而周志刚等［21］和潘朝勇等［22］的研

究显示入 ICU 7 d 的血小板减少对预后预测价值更

高。本研究进一步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入 ICU 5 d 的 PLT 也并非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独

立危险因素。除年龄、高血压、APACHE Ⅱ评分、

SOFA 评分、呼吸系统感染外，入 ICU 7 d 的 PLT 才

是影响患者院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表明入 ICU 

7 d 时 PLT 水平越低，患者院内病死率越高。ROC

曲线显示，脓毒性休克患者入 ICU 7 d 时 PLT 对其

院内预后有较好的预测价值（AUC 为 0.899）。由于

APACHE Ⅱ和 SOFA 评分已被认为对脓毒症预后具

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因此将其作为参考用于入 ICU 

7 d PLT 的比较评价，结果显示，入 ICU 7 d PLT 具有

更高的预测价值。此外，有研究表明，联合使用维生

素 C、维生素 B1 及氢化可的松可改善脓毒症患者

血小板减少状态［23］，而促进脓毒性休克患者血小板

恢复可有效改善其临床预后［24］。然而，在何时进行

干预尚不明确。既往相关研究以 PLT＜70×109/L

分界，结果显示，随着 PLT 的升高，脓毒性休克患者

的病死率呈下降趋势，这与本研究得出入 ICU 7 d 

PLT 对预后的预测阈值为 72.5×109/L 相符［25］。当

然，该数值能否作为促进血小板恢复治疗的参考依

据还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临床试验的证实。

  综上所述，本研究回顾分析 193 例脓毒性休克

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显示，存活组和死亡组患者入

ICU 1 d 和 3 d PLT 水平并无显著差异，而入 ICU 7 d 

PLT 水平是影响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其预测价值高于 APACHE Ⅱ评分和 SOFA

评分。因此，临床医师应密切关注脓毒性休克患者

PLT水平动态变化，尤其是入ICU 7 d时的PLT水平，

必要时应积极干预以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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