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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IS 与 SAPSⅡ评分对 ICU 脓毒症患者 
院内死亡的预测价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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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重症监护病房（ICU）脓毒症患者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OASIS）和简化急性生

理学评分Ⅱ（SAPSⅡ）对院内死亡的预测价值。方法  使用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0.4（MIMIC-Ⅳ0.4）

中的数据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以脓毒症 3.0 诊断标准为筛选条件，提取数据库中有感染且入 ICU 24 h 内序贯

器官衰竭评分（SOFA）≥2 分的首次入院的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使用血管活

性药物、镇静药物、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ICU 住院时间，以及 OASIS、SAPSⅡ评分等。以院内死亡为主要

结局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并计算 ROC 曲线下面积（AUC），比较 OASIS 与 SAPSⅡ评分

对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  共有 11 098 例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被纳入最终分析，其中院内死亡 2 320 例，存活

8 778 例，院内病死率为 20.90%。与存活患者相比，院内死亡患者年龄更大〔岁：71（60，81）比 67（56，78）〕，ICU

住院时间更长〔d：6.95（3.39，13.07）比 4.23（2.19，9.73）〕，使用血管活性药物、镇静药物、机械通气、肾脏替代

治疗的比例更高〔血管活性药物：50.65%（1 175/2 320）比 33.05%（2 901/8 778），镇静药物：58.53%（1 358/2 320） 

比 48.41%（4 249/8 778），机械通气：89.57%（2 078/2 320）比 81.66%（7 168/8 778），肾脏替代治疗：11.98%（278/2 320） 

比 6.57%（577/8 778），均 P＜0.01〕，且院内死亡患者有更高的OASIS评分〔分：43（36，49）比35（29，41），P＜0.01〕 

和 SAPSⅡ评分〔分：49（40，60）比 38（31，47），P＜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OASIS 与 SAPSⅡ评分预测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的 AUC 分别为 0.713〔95% 可信区间（95%CI）为 0.701～0.725〕和 0.716（95%CI 为
0.704～0.728），Delong 检验显示二者的 AU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OASIS 评分对脓毒症患

者院内死亡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且与 SAPSⅡ评分的预测能力相仿，说明比 SAPSⅡ评分更加简便的 OASIS 评

分有更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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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Oxford  acute  severity  of  illness  score  (OASIS) 
and  simplified  acute physiology  score Ⅱ  (SAPSⅡ)  for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patients with 
sepsi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data  in  the  Medical  Information  Mart  for 
Intensive Care-Ⅳ0.4 (MIMIC-Ⅳ 0.4). Based on Sepsis-3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ICU adult sepsis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and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score ≥ 2 within  24  hours  of  ICU  admission 
admit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database  was  extracted,  including  gender,  age,  vasopressor  drugs,  sedative  drugs, 
mechanical ventilation,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length of ICU stay, OASIS, SAPSⅡ scores, etc.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in-hospital mortality. A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was drawn,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calculated to compar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OASIS score and SAPSⅡ score.  Results  A total of  
11 098 adult ICU sepsis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of which 2 320 died and 8 778 survived in hospital, 
with  a  mortality  of  20.90%.  Compared  with  the  survivors,  the  non-survivors  were  older  [years  old:  71  (60,  81)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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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并导致危及

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最新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脓毒症全球病死率达到 22.5%，占全球总死亡人数

的 19.7%［2-4］。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与病情严重程

度密切相关，早期评估病情严重程度能有效降低脓

毒症患者的病死率［5-6］。在重症监护医学领域，通

过评估早期患者情况进而预测预后的评分系统早已

被研究开发，其中一些已广泛应用于重症监护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ICU） ［7］。1993年，Le Gall等 ［8］ 构建 

了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implified acute physiology  

scoreⅡ，SAPSⅡ），并应用于 ICU患者病死率的预测， 

它由 17 项变量组成，包括氧合指数和胆红素等实验

室指标。但临床医生通常更喜欢简单易用的评分工 

具。2013年，Johnson等 ［9］ 使用机器学习方法精简了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Ⅳ（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Ⅳ，APACHEⅣ），并开发

了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Oxford acute severity  

of illness score，OASIS），它包含 10 个参数，没有任何

实验室指标，但是其对预后的预测能力等效于现有

的更复杂的评分系统。然而，目前直接比较 OASIS

与 SAPSⅡ评分对 ICU 脓毒症患者预后预测价值的

研究较少，而且结论并不一致［10-11］。本研究旨在评

估 OASIS 评分对 ICU 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

价值，并与 SAPSⅡ评分的预测价值进行比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授权：本研究使用来自美国重症监

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0.4（Medical Information Mart for  

Intensive Care-Ⅳ0.4，MIMIC-Ⅳ0.4）中的数据进行回

顾性队列研究，研究设计符合《诊断准确性研究报 

告规范 2015》的要求［12］。MIMIC-Ⅳ是一个公开的

重症监护数据库，该项目由麻省理工学院和贝斯以

67 (56, 78)], had longer length of ICU stay [days: 6.95 (3.39, 13.07) vs. 4.23 (2.19, 9.73)] and higher proportions of using 
vasopressor  drugs,  sedative  drugs,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vasopressor  drugs:  50.65% 
(1 175/2 320)  vs.  33.05%  (2 901/8 778),  sedative  drugs:  58.53%  (1 358/2 320)  vs.  48.41%  (4 249/8 778), mechanical 
ventilation: 89.57% (2 078/2 320) vs. 81.66% (7 168/8 778),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11.98% (278/2 320) vs. 6.57% 
(577/8 778), all P < 0.01]. Moreover, the non-survivors had higher OASIS score [43 (36, 49) vs. 35 (29, 41), P < 0.01] 
and SAPSⅡ score [49 (40, 60) vs. 38 (31, 47), P <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survivors.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UC of OASIS score and SAPSⅡ score for predicting in-hospital death of ICU patients with sepsis was 0.71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0.701-0.725] and 0.716 (95%CI was 0.704-0.728), respectively, and the Delong 
tes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UC between the two scoring systems (P > 0.05).  Conclusions  OASIS score 
has a good predictive value for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sepsis patients, which is similar to SAPSⅡ score. OASIS score is 
simpler and has a broader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 than SAPSⅡ score.

【Key words】  Sepsis;  Oxford acute severity of illness score;  Simplified acute physiological score Ⅱ;  In-hospital  
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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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迪康医疗中心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并获得

了知情同意的豁免。数据库中包含 2008 至 2019 年 

入住贝斯以色列迪康医学中心急诊科或 ICU患者的

医疗信息，其中包含ICU成人患者数据69 619例次。 

本课题组的研究人员通过了“数据或标本研究”课

程及测试（collaborative institutional training initiative，

CITI），获取了数据库使用权限（编号：36586285）；本 

研究获得了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的审批（审批号：KY2021PJ140）。

1.2  研究人群：本研究的纳入标准是 MIMIC-Ⅳ0.4

数据库中感染且入 ICU 24 h 内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2 分的

首次入院的成人患者，根据微生物培养结果或者抗

菌药物使用情况来确定患者是否存在感染，默认所

有患者的基线 SOFA 评分为 0 分；排除 ICU 住院时

间＜24 h 者。对于同一次住院有多次 ICU 住院记

录的患者，仅纳入首次 ICU 住院记录。

1.3  数据提取：使用 SQL 语言从 MIMIC-Ⅳ数据库

中提取患者数据，代码来自 MIMIC 代码储存库。提

取的变量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lasgow coma score，GCS）、OASIS评分、SAPSⅡ评分、 

SOFA评分、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评分、是否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是否使用镇静

药物、是否使用机械通气、是否使用肾脏替代治疗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RRT）和 ICU 住院时间。 

除 ICU 住院时间外，以上数据均提取患者入 ICU 后

24 h 内产生的数据，未出现缺失值。

1.4  研究结局：以院内死亡为主要结局指标。ICU

住院时间仅用于统计描述。对于同一次住院有多次

ICU住院记录的患者，ICU住院时间以首次ICU住院 

记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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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用 R 4.0.3 软件制图。连续性变量不符合正态

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分类

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分别采用Mannn-Whitney 

U 检验和χ2 检验。以院内死亡为结局变量，绘制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ICU 住院时间仅用于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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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采用Delong检验；同时计算约登指数，确定评分

系统的最佳阈值，并计算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 

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和阴性似然

比。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人群纳入流程（图 1）：MIMIC-Ⅳ 0.4 数据

库中共有ICU成人患者69 619例次，根据脓毒症3.0

诊断标准，排除非脓毒症患者57 090例次；根据同一

次住院有多次 ICU 住院记录者仅纳入首次记录，排 

除 471 例次；另有 960 例因 ICU 住院时间＜24 h 被

排除，最终共纳入 11 098 例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

2.2  研究人群基本特征（表 1）：纳入的 11 098 例成

人脓毒症患者中，院内死亡 2 320 例，存活 8 778 例， 

院内病死率为 20.90%。在 11 098 例患者中，男性

5 809 例（占 52.34%），女性 5 289 例（占 47.66%）。患

者总体年龄中位数为 68（57，79）岁；与存活患者相

比，院内死亡患者年龄更大（P＜0.01）。总体 ICU 住

院时间中位数为 4.79（2.33，10.64）d；与存活患者相 

比，院内死亡患者 ICU 住院时间更长（P＜0.01）。在

评分方面，与存活患者相比，院内死亡患者具有更低

的 GCS 评分及更高的 OASIS、SAPSⅡ、SOFA 和 CCI

评分（均 P＜0.01）。在治疗方面，与存活患者相比，

院内死亡患者具有更高的血管活性药物、镇静药

物、机械通气及 RRT 使用比例（均 P＜0.01）。

2.3  OASIS 和 SAPSⅡ评分与脓毒症患者院内病死

率的关系（图 2）：根据入选患者 OASIS 和 SAPSⅡ评 

分的分布与相应院内病死率的关系发现，随着分数

的增加，院内病死率也相应增加。

2.4  OASIS 与 SAPSⅡ评分预测 ICU 成人脓毒症患

者院内死亡的 ROC 曲线分析（图 3；表 2）：OASIS 与 

SAPSⅡ评分预测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的

AUC 分别为 0.713〔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0.701～0.725〕 和 0.716（95%CI 为 

0.704～0.728），Delong 检验显示二者的 AUC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与 SAPSⅡ评分相比，OASIS 

表 1　不同院内预后两组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基本特征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男性

〔例（%）〕

年龄

〔岁，M（QL，QU）〕

GCS 评分

〔分，M（QL，QU）〕

OASIS 评分

〔分，M（QL，QU）〕

SAPSⅡ评分

〔分，M（QL，QU）〕

SOFA 评分

〔分，M（QL，QU）〕

全部 11 098 5 809（52.34） 68（57，79） 13（8，14） 36（30，43） 40（32，50） 3（2，5）
存活组   8 778 4 582（52.20） 67（56，78） 13（9，14） 35（29，41） 38（31，47） 3（2，5）
死亡组   2 320 1 227（52.89） 71（60，81）   9（4，14） 43（36，49） 49（40，60） 4（3，6）

χ2/ Z 值 　 0.322   -9.267 -23.439 -31.612 -32.024 -19.647
P 值 　 0.57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组别
 例数

 （例）

CCI 评分

〔分，M（QL，QU）〕

使用血管活性药物

〔例（%）〕

使用镇静药物

〔例（%）〕

使用机械通气

〔例（%）〕

使用肾脏替代治疗

〔例（%）〕

ICU 住院时间

〔d，M（QL，QU）〕

全部 11 098 6（4，8） 4 076（36.73） 5 607（50.52） 9 246（83.31） 855（  7.70） 4.79（2.33，10.64）
存活组   8 778 6（4，8） 2 901（33.05） 4 249（48.41） 7 168（81.66） 577（  6.57） 4.23（2.19，  9.73）
死亡组   2 320 7（5，9） 1 175（50.65） 1 358（58.53） 2 078（89.57） 278（11.98） 6.95（3.39，13.07）

Z /χ2 值 　 -14.759 243.790   74.916   82.020   74.759 -14.658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OASIS 为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SAPSⅡ为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OFA 为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CCI 为查尔森合并症指数

注：OASIS 为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SAPSⅡ为 
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 

MIMIC-Ⅳ 0.4 为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0.4

图 1  OASIS 与 SAPSⅡ评分对 ICU 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的 
预测价值比较研究人群纳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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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预测院内死亡的敏感度上升，特异度有所下降。

SOFA 评分预测院内死亡的 AUC 仅为 0.629，显著低

于 OASIS 和 SAPSⅡ评分（均 P＜0.01），故本研究仅

呈现了 SOFA 评分的 ROC 曲线，对 SOFA 评分与院

内病死率的关系未做进一步描述和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利用公共数据库较大的样本量评价了

OASIS 评分对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

效能，同时与SAPSⅡ评分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入 

ICU 24 h内OASIS和SAPSⅡ评分与脓毒症患者的院

内病死率均显著相关，两者对院内死亡的预测能力 

没有显著差异，但OASIS评分的敏感度相对较高，说 

明 OASIS 评分更容易识别存在院内死亡风险的脓

毒症患者。

  针对 ICU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及结局的

预测有助于个体化管理和临床研究，因此许多通过

评估病情以预测患者预后的评分系统被逐步开发出

来，并且部分已经广泛用于临床［7］。在脓毒症方面，

最常用的评分系统是 SOFA 评分，也是脓毒症 3.0 诊

断标准的一部分［1］。已经有研究报道，SOFA 评分在

ICU 感染患者［13］和脓毒症患者［10，14-18］中都具有良

好的预后预测价值。但本研究 ROC 曲线分析结果

显示，SOFA 评分对 ICU 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的预

测能力与 OASIS 和 SAPS Ⅱ评分的预测能力相比相 

对较弱。虽然SOFA评分已经被纳入脓毒症3.0诊断 

标准，但是本研究仍显示其并非预测脓毒症患者预

后的最佳选择。

  SAPSⅡ也是一种应用广泛的评估疾病严重程

度的评分系统。有研究表明，SAPSⅡ评分对 ICU 患

者院内死亡和 90 d 死亡的预测价值均优于 SOFA 评

分［19］，且 SAPSⅡ评分对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具有

良好的预测价值［10］。本研究结果也表明，SAPSⅡ

评分对脓毒症患者住院期间的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

价值。但 SAPSⅡ评分由 17 项变量组成，并且包括

血清胆红素等实验室指标［8］，其复杂性增加了临床

应用的难度，因此本研究评估了更为简便的 OASIS 

表 2　OASIS 与 SAPSⅡ评分对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 
院内死亡的预测价值

指标 AUC 95%CI
敏感度

（%）

特异度

（%）

约登指数

（%）

OASIS 评分 0.713 0.701～0.725 73.23 58.28 31.51
SAPSⅡ评分 0.716 0.704～0.728 63.32 69.20 32.52

指标
最佳

阈值

准确度

（%）

阳性预

测值（%）

阴性预

测值（%）

阳性

似然比

阴性

似然比

OASIS 评分 36.5 61.41 31.69 89.18 1.76 0.46
SAPSⅡ评分 44.5 67.97 35.20 87.71 2.06 0.53

注：OASIS 为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SAPSⅡ为简化急性

生理学评分Ⅱ，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注：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OASIS 为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SAPSⅡ为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

图 2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入院时 OASIS 和 SAPSⅡ评分与院内病死率的关系

注：OASIS 为牛津急性疾病严重程度评分，SAPSⅡ为 
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AUC 为 ROC 曲线下面积

图 3  OASIS、SAPSⅡ和 SOFA 评分预测 ICU 
成人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的 ROC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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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对 ICU 脓毒症患者院内预后的预测价值，并与

SAPSⅡ评分进行比较。

  OASIS 评分系统仅由 10 个容易获得的参数组

成，包括入 ICU 前的住院时间、年龄、GCS 评分、心

率、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呼吸

频率（respiratory、rate，RR）、体温、尿量、是否使用

机械通气及手术类型［9］。目前仅有少量研究者直接

比较了 OASIS 评分与 SAPSⅡ评分对 ICU 脓毒症患

者预后的预测价值，而且结论并不一致［10-11］。Chen 

等［10］对 10 305 例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

顾分析，结果显示 OASIS 评分对脓毒症患者院内死

亡的预测效能显著低于 SAPSⅡ评分；而胡畅等［11］

对 2 470 例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的研究结

果提示，OASIS 评分和 SAPSⅡ评分对 ICU 患者死

亡都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并且二者的预测效能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对 11 098 例 ICU 成人

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发现 OASIS

评分对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且与 SAPSⅡ评分的预测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由于OASIS评分的参数较少，且不依赖实验室检查，

更容易在临床应用中得到推广，因此我们认为，与

SAPSⅡ评分相比，OASIS 评分是更好的预测 ICU 脓

毒症患者预后的工具。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回顾性研究设

计不可避免地存在选择偏倚；其次，数据来源于公

共数据库，可能存在记录错误；再次，由于数据库包

括 2008 至 2019 年的患者，时间跨度长，脓毒症诊断

与治疗水平在这段时期不断进步，可能会影响患者

预后；最后，本研究数据来自国外数据库，由于种族

及国内外医疗水平存在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

于我国的临床实践，仍需要以我国人群为研究对象

进一步明确。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脓毒症患者在入 ICU 

24 h 内的 OASIS 评分与院内病死率显著相关，并且

OASIS 评分对脓毒症患者院内死亡具有良好的预测

价值，且与 SAPSⅡ评分的预测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鉴于 OASIS 评分的应用更简便，因此我们认为， 

与 SAPSⅡ评分相比，OASIS 评分更适合对 ICU 脓

毒症患者预后进行预测，但仍需要更多相关研究对

其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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