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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机器学习为基础的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技术在预测患者病情及辅助临床决策方面显示出巨大

潜力，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开发临床决策支持系统。脓毒症是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

功能障碍，其早期识别与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患者预后。目前评估脓毒症的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床旁快速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EWS）等评分系统，以及炎症指标和新型生物标志物在临床

应用中均存在诸多不足，人工智能因能快速处理分析海量重症患者数据而促进了重症医学的发展。本文对人工 

智能在脓毒症早期诊断及预测中的最新应用进展进行综述，旨在强调人工智能在脓毒症诊断及预测方面的价

值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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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chine learning ba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or big data processing has shown great 
potential in predicting patients' conditions and aiding clinical decision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in recent years. Sepsis is a life-threatening organ dysfunction caused by host response 
disorder caused by infection, and its early recognition and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bedside 
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qSOFA), national early warning score (NEWS),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and 
novel biomarkers for evaluating seps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rapidly process and analyze massive data of severe patien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of sepsis,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and limit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of se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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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的第 3 个国际共识（Sepsis-3）将脓

毒症定义为由于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而导致的危及生命的

器官功能障碍 ；同时，该国际共识建议使用序贯器官衰竭评

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增加≥2 分定

义器官功能障碍，而在院外、急诊科或普通医院病房等环境

中，则建议对疑似感染的成人患者使用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

分（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qSOFA）作为床

旁脓毒症筛查工具，qSOFA 评分≥2 分则为疑似脓毒症［1］。

然而，有研究表明，使用 qSOFA 评分≥2 分来筛查疑似感染

患者是否存在脓毒症容易引起漏诊［2］。与 qSOFA 评分相比，

2020 年发布的《中国“脓毒症早期预防与阻断”急诊专家共

识》更推荐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ational early warning score，

NEWS）用于脓毒症的早期诊断［3］。有研究显示，NEWS 评

分在脓毒症筛查方面明显优于 qSOFA 评分［4］。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新型生物标志物被发现可用于诊断脓毒症，主要包 

括：① 蛋白肽类：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肝素结合蛋

白（heparin-binding protein，HBP）、可溶性 CD14 亚型（soluble 

CD14 subtype，sCD14-ST 或 Presepsin）；② 受体类 ：可溶性

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oluble urokinas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eptor，suPAR）、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1，sTREM-1）；③ 遗 

传类生物类标志物：血浆游离 DNA（cell-free DNA，cf-DNA）、 

微小 RNA（microRNA，miRNA）［5］。目前已经有超过 170 种

不同的生物标志物被提出在脓毒症诊断中具有潜在价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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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缺乏理想的特异度或敏感度而尚未能普遍应用于临

床［6］。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快速获得、分析、利用海量数据进行临床决策，促进了重症

医学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对重症医学大数据的分析利 

用促进了危重症的实时预警，提供了健康保障［7］，其中基于

脓毒症早期诊断及预测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一直是近年

来的研究热点。

1 人工智能技术在脓毒症早期诊断及预测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是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模仿人类的认知

功能，通过分析各种类型的医疗数据（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结果预测和预后评估等多个医学

领域［8］。人工智能技术还可利用机器学习方法，通过数据驱

动学习指导临床急诊抗菌药物的应用、实时提供个体化剂

量建议、预测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等［9-11］。另外，人

工智能技术在麻醉学的麻醉深度监测等方面［12］、放射学的

医学图像分析［13-14］及数字病理学［15］等领域也有应用。有

研究者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预测具有抗菌活性的分子，进而

发现新的抗菌药物［16］。还有研究者发现，基于深度学习的

人工智能技术在胸部 CT 分析总体特征及异常征象方面与专

业人工阅片并无明显差异，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可自动检

出、可视化分析及标记异常征象等优点［17］。重症监护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监测系统持续产生丰富且复杂的

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因能快速处理海量数据并进行复杂分析

而在 ICU 应用中具有巨大的潜力，未来有望发展人机协同的 

智能化诊疗模式。

 脓毒症的预后与早期干预高度相关。有研究显示，抗菌

药物每延迟给药 1 h，绝对病死率增加 0.3%［18］，由此可见早

期识别脓毒症的重要性及临床迫切性。越来越多的研究人

员开发了与脓毒症相关的临床智能决策支持工具，用于脓毒

症的早期识别。

 Kamaleswaran 等［19］在 2018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使用

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s， 

RF）和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算法推导出用于预测危重症儿童

严重脓毒症发病情况的模型，通过对启动算法前 2～8 h 和

9～24 h 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算法推导出的模型

在不同时间段的特异度和敏感度均不同。Nemati 等［20］在同

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通过人工智能脓毒症专家（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psis expert，AISE）算法对脓毒症进行早期预测，

结果显示，AISE 算法在脓毒症发生前 4、6、8、12 h 预测脓

毒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AUC）为 0.83～0.85。Wang 等［21］ 

通过 RF 机器学习算法建立了一种模型以早期预测脓毒症，

并采用五次交叉验证对模型的预测效能进行了评估，结果表

明，该预测模型的 AUC 高达 0.91，敏感度为 87%，特异度为

89%。Yuan 等［22］在 2018 年 8 月至 12 月进行了一项前瞻

性研究，通过选择 106 个与脓毒症诊断相关的临床特征，建

立了一种电子病历，能每天自动记录选定的特征。研究人员

利用基于决策树的极致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算法和预选的特征建立了一种可用于脓毒症早期

诊断的算法，并使用五次交叉验证对几种机器学习算法的效

能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上述算法模型的 AUC 约为 0.890，

准确度为 82%，敏感度为 65%，特异度为 88%，而 SOFA 评分

的 AUC 仅为 0.596。

 2020 年，Gupta 等［23］使用树形增强型朴素贝叶斯网络

技术开发了一种可以通过识别最佳生物标志物集合来预测

脓毒症发生风险的模型，结果表明，该预测模型的 AUC 可达

0.84，明显优于其他竞争性诊断标准〔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评分的 AUC

为 0.59，qSOFA 评分的 AUC 为 0.65，NEWS 评分的 AUC 为

0.75，SOFA 评分的 AUC 为 0.80〕。

 2021 年，Mollura 等［24］利用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 

库Ⅲ（Medical Information Mart for Intensive Care-Ⅲ，MIMIC-Ⅲ） 

中的数据，结合闭合循环心血管模型估计的特征，利用生理

波形在入院 1 h 内识别脓毒症的 AUC 高达 0.92。Kwon 等［25］ 

使用心电图开发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模型（deep learning- 

based model，DLM），并分别通过内部和外部验证评估了该模

型的跨中心适用性，结果表明，12 导联心电图 DLM 筛查脓毒

症的 AUC 分别为 0.901 和 0.863，而 DLM 6 导联和单导联的 

AUC 为 0.845～0.882。同年，Tang 等 ［26］ 通过对 2 453 例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的实验室数据进行了回顾

性调查，采用 XGBoost 算法建立了 69 个指标不同特征子集的

4 个模型，用于新冠肺炎患者脓毒症发生风险早期预测，预

测结果采用沙普利加和解释法（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 

SHAP）解释。结果表明，用 7 项凝血功能指标诊断新冠肺炎

患者发生脓毒症的 AUC 为 0.921，敏感度为 97.17%，特异度

为 82.05%。Goh 等［27］开发了一种基于主题的、启用自然语

言处理的人工智能算法，使用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临床笔

记来预测和诊断脓毒症，诊断算法的 AUC 为 0.94，敏感度为 

89%，特异度为 85%，阳性预测值为 0.85；而预测算法在脓毒

症发病前 12、24、48 h 预测脓毒症的 AUC 分别为 0.94、0.90、 

0.87，与医生的预测及以往研究报道的基于人类评分方法的

预测效果相比，该算法占据了绝对优势。另外，Shashikumar 

等［28］ 也在 2021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一种用于早期预 

测脓毒症的递归神经生存模型，即深度人工智能脓毒症专家 

（dee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psis expert，DeepAISE）算法模型， 

结果表明，该模型虚警率为 0.20～0.25，AUC 为 0.87～0.90。

Bunn 等［29］分别使用 LR、RF 决策树、XGBoost 和支持向量

机（support rector machines，SVM）建立了阑尾切除术后脓毒

症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前三者的 AUC 均为 0.70，而 SVM 的

AUC 仅为 0.51。Lin 等［30］开发了一种 XGBoost 算法，以期对

急诊科脓毒症患者进行识别，在内部和外部验证中，XGBoost 

算法模型的 AUC 分别为 0.86、0.75，超过了 SIRS 评分（0.68、

0.57）和 qSOFA 评分（0.56、0.66）。

 总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的模型在脓毒症早期诊断

及预测方面的表现较传统评分系统和临床医生的判断均具

有明显的优势，但目前进行的大多为回顾性研究，且各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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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间差异较大，没有统一的效能评估方法及验证队列，临

床普适性仍相对较差。

2 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含脓毒症）应用中的局限性与挑战 

 与传统的临床医生根据经验判断或者应用现存的临床

评分系统对脓毒症进行早期预测及诊断相比，人工智能系统

具有快速、高效、节约医疗成本等优点。然而，在医学相关

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若干不可避免的局限

性与挑战。

2.1 伦理学方面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

医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只能处理特定任务或

预定义，在医学应用中面临着安全性风险问题、隐私保护问

题、公平性问题、医务人员的职业地位弱化问题、医务人员

被过度监视问题、技术依赖与成瘾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应

用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及责任划分等挑战［31-32］。目前的观

点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中具有工具属

性，不能独立承担事故责任，也不能代替医生在医疗行为中

的角色。为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应用中伦理学方面的

问题，政府部门需承担监管责任，使用大规模个人数据的机

构需承担相应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规范使用等责任，明

确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属性，伦理及研究应该始终走在技术

的前端［33］。2021 年 6 月 28 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首次发布的《医疗卫生中人工智能的伦

理治理》指南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伦理使用的 6 项原则［34］：

① 保护人类自主权；② 促进人类福祉和安全以及公共利益；

③ 确保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可理解性 ；④ 发展责任和问责

制 ；⑤ 确保包容性和公平性 ；⑥ 促进具有响应性和可持续

性。总之，为了解决相关的伦理学问题，仍需多方面的努力

及改进，始终坚持以人类为主体、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

属性、完善法律法规监管体系、严格遵守伦理规范等。

2.2 技术方面 ：虽然有越来越多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脓毒

症诊断及预测算法的开发研究证实其效能较临床医生根据

经验判断和应用传统相关评分系统的预测效能更高，但目前

仍有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导致其临床适用性较差。由于各

项研究的患者群体、临床变量、脓毒症标准、预测任务、评估

指标等不同，导致各项研究之间不能进行公平比较，且大多

数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当使用不停变化的真实世界数据时，

算法的效能可能会变差［35］。2019 年心脏病学物理网络 / 计

算挑战［36］和 Sun 等［37］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在跨医院评估中

算法效能严重下降。另外，大多数算法都是以 AUC 作为评

价算法效能的指标，但是有研究表明在面对不平衡的数据集

时，AUC 并不是代表临床适用性的最佳指标［38］。在“人工

智能+脓毒症”领域，大多数研究涉及预测模型的建立，人工

智能模型构建的核心是数据、算法及代码。复杂的临床环

境、缺乏标准数据库、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数据共享、数据质

量差、数据的异质性、数据存储和格式不规范等问题［39］，导

致建模困难、机器学习结果差及临床适用性不佳。人工智能

模型普适性差的一大原因是其可解释性差，具有“黑盒”性

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模后的解释方法，并且由于缺

乏统一的评估标准，无法确定最佳解释方法［40］。深度学习

是“人工智能+医疗”领域中的热门算法，近年开展的与脓毒

性早期预测相关的多项研究均表明，以深度学习算法建模的 

AUC 高达 0.840～0.993［41-43］，然而深度学习仍存在训练平台 

要求高、模型复杂度高和因高质量数据获取困难而导致的

表达能力受限等问题［44］。

2.3 医工交叉 ：人类健康需要医学支持，人类进步需要工程

科技，生命科学的创新与发展需要医工结合［45］。生命科学、 

临床医学、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即医工交

叉，前沿技术热点主要涵盖人工智能健康医疗、生物材料与

3D 打印、精准微创手术机器人、智能康养技术和医院自动化

服务 5 个领域。医工交叉型人才应同时具备医学和工学的专 

业知识（医学知识、信息技术知识、机械知识等）及较强的实

践能力，在医疗机器人、中医针灸、医疗装备研发等域的贡

献逐年增加［46-48］。医工协同创新及医学和技术的深度结合

有利于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49］，然而医工之间存在因

知识背景不同而沟通障碍、因立场不同而发展创新目标不

同等问题，使医工结合受限。由于医学及理工科都是独立且

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使“人工智能+脓毒症”这样的热点领域

因医工结合困难而存在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目前医工结 

合仍面临基础研究阶段医工结合学科融合不充分、应用研

究阶段临床应用需求互动少、科研成果转化难、产学研用全

链条不贯通、缺乏相应政府支持及人才培养等问题［50］。

3 总 结 

 目前脓毒症仍然是 ICU 患者死亡的主要病因之一，在

脓毒症的诊疗过程当中，早期诊断及预测占据十分重要的地

位。然而，即使相关指南持续更新，脓毒症的早期诊断及预

测仍面临极大的困难与挑战。目前临床使用率最高的相关

评分系统和生物标志物预测方法存在检测时间过长导致延

误治疗及敏感度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浪费等缺点。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研究热潮的到来，医疗及科研人员

应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发了许多用于脓毒症早期诊断及预测

的模型。由于各种模型的设计没有统一标准，模型之间不具

有公平可比性，安全性不能保证，相关政策法规未完善等，目 

前仍没有医院将相关模型实际应用于预测和诊断脓毒症。因 

此，目前仍处于脓毒症早期诊断及预测相关算法初级开发阶

段，真正应用于临床还需要制定相关标准、完善法律法规、

改变人工智能技术的“黑箱”性质、提高模型的普适性、加强 

医工融合、开展更多更深入的研究等。即便存在诸多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临床医生提高脓毒症的早期诊断及预测

也仍将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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