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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的研究现状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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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搏骤停是心脏性猝死的第 4 个时期，特征是心电活动停止，循环呼吸迅速衰竭，往往预后不佳。

如何有效预测心搏骤停是诊疗环节中的重点和难点。近些年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在心搏骤停中应用的研究不断

突破，从最初根据一定数量的样本制定出仅包含基本生命体征指标的传统评分系统，发展到不断增减变换参考

指标、增加样本量制定出敏感度和特异度更高的改良评分系统。如今，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评分系统的制

定过程中引入了机器学习技术，突破了既往评分系统的局限性，在临床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本文分析并比较

了国内外不同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的相关研究和前沿进展，总结了研究成果、空白点及存在的不足 ；同时结合我

国分级诊疗政策，论述了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未来在我国的发展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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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diac arrest is the fourth stage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essation 
of electrical activity in the heart, rapid circulatory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the prognosis is often poor. How to 
effectively predict cardiac arrest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warning scoring system in cardiac arrest has made continuous breakthroughs, 
from initially formulating a traditional scoring system containing only basic vital signs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number of samples to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and changing indicators, increasing the sample size, and formulating an 
improved scoring system with bett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Nowaday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into the formulation of scoring system,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scoring system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clinic.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cutting-edge progress of different early warning scoring system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gaps and shortcoming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grad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direction of cardiac arrest early 
warning scoring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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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搏骤停是心脏丧失有效泵血功能，血流突然中止，临

床表现有胸痛、气促、呼吸异常或消失、意识丧失。美国每

年约 35 万人发生院外心搏骤停［1］，约 30 万人发生院内心搏

骤停［2］，全因死亡约 1.8 万人，相关死亡约 38 万人［1］。我国

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每年大约有 54 万人发生心搏骤停，全

因病死率为 7.4%［3］。最新指南显示，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可

以预测心搏骤停的发生，降低病死率［4-5］，但是早期预警评

分系统种类繁多，不同的早期预警系统相比较而言能给患者

带来多少益处难以定论。现针对这一问题搜集不同心搏骤

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相关文献，并比较优劣，论述心搏骤停

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在我国的发展可能。

1 常用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 

 目前常用的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包括心脏风险

指数修订版（the revised cardiac risk index，RCRI）、早期预警

评分（early warning score，EWS）、改良早期预警评分（modified  

early warning score，MEWS）、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ational early  

warning score，NEWS）、心搏骤停危险分级（the cardiac arrest 

risk triage，CART）、电子心搏骤停危险分级（electronic cardiac 

arrest risk triage， eCART）和机器学习技术。

1.1 基本特征和临床效果（表 1～2）：自 1997 年 Morgan 制

定出第一个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用于心搏骤停以来，心搏骤停

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发展演变出诸多分支，但大体上趋于三大

类。第一类，如 EWS、MEWS、NEWS 和 CART。此类评分简洁、

操作性强，主要包括基本生命体征等指标。第二类，如 RCRI

和 eCART。此类评分在第一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评分较

为复杂，增加了生化指标。第三类，如机器学习。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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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 RCRI 的临床应用效果。国外学者对 RCRI 的适用人

群进行研究，制定出不同适用人群的改良版 RCRI［19-20］，但

改良版 RCRI 未被广泛接受和使用。近 5 年国内对 RCRI 的

关注度不高，尚未在中文数据库中检索到国内有关 RCRI 临

床应用效果的报道。

 EWS 在英国不同医院有不同的版本，评分指标和过程

存在差异。大多数版本的评分指标包括生命体征等，只有少

数版本的评分指标包含血生化参数［7］。总体而言，EWS 的

评分指标和过程简洁可行，操作性强，这是它的优点之一 ；

EWS 的另一个优点是适用范围较广。EWS 在设计之初没有

对适用人群进行严格的限制，它的预测结局包括死亡、脑梗

死、心搏骤停、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

等不良事件。EWS 的缺点是临床应用效果一般，敏感度和

特异度不高 ；不能持续监测，只能由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根据

患者情况计算分析得出预测结果 ；某些评分指标较为模糊，

没有严格的参照标准，导致评估结果容易受操作人员的主观

影响［21］。目前，EWS 的研究热度一般，发表的文献大多为

对既往文献进行总结的综述、系统回顾和 Meta 分析。国外

学者研发了不少 EWS 改良版本，其中最为出名的是 MEWS

和 NEWS。MEWS 和 NEWS 在 EWS 的基础上增加了评分指

标，提升了临床应用效果，在欧洲诸多医院被广泛使用。国

内部分医院逐渐开展 MEWS 和 NEWS 的临床应用工作，某

些医院也将 EWS 的其他改良版本应用于临床，如儿童早期

预警评分（pediatric early warning score，PEWS）。目前，探索

不同适用人群和预测结局的临床效果是研究的热点。国外

文献大多为针对特定疾病患者的报道，如肝病和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22-23］；近几年发表的文献大多将心搏骤停、心源性

死亡和死亡等不良事件合并为 1 个预测结局，很少有研究者

将心搏骤停作为预测结局进行单独分析［18，24］。另外，由于

MEWS 和 NEWS 的应用广泛，不少文献都将二者作为对照

组来比较，从而探讨改良或新制定的预警评分系统的临床疗

效。目前国内针对 EWS、MEWS 和 NEWS 的文献大多为单

中心小样本报道，且大多应用于护理、急救领域，以结局为

心搏骤停的研究较少。

 CART 的优点是评分指标少，操作简单易行 ；缺点是敏

感度和特异度一般。eCART 是 CART 的改良版本，评分指

表 2　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的临床应用效果

早期预警

评分系统
AUC

早期预警

评分系统
AUC

RCRI 0.750［17］ eCART 0.801［18］

MEWS 0.698［18］ 机器学习算法 0.850［15］

NEWS 0.718［18］

注：RCRI 为心脏风险指数修订版，EWS 为早期预警评分，MEWS 

为改良早期预警评分，NEWS 为国家早期预警评分，CART 为心搏骤

停危险分级，eCART 为电子心搏骤停危险分级，AUC 为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下面积

表 1　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的基本特征

早期预警

评分系统

制定年份

（年）
评分指标 适用场景

RCRI［6］ 1999 冠状动脉疾病、心力衰竭、脑血管疾病、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肾功能不全、高危的非心脏外科手术

非心脏外科手术患者术前评估术后并发
　心血管事件

EWS［7］ 1997 生命体征和意识状态等 急诊或入院前患者病情评估和危险分层
MEWS［8］ 2001 收缩压、心率、呼吸频率、体温和意识 急诊或入院前患者病情评估和危险分层
NEWS［9］ 2012 脉搏、体温、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收缩压及意识水平 急诊或入院前患者病情评估和危险分层
CART［10］ 2012 呼吸频率、心率、舒张压和年龄 住院患者
eCART［11］ 2014 呼吸频率、心率、舒张压、年龄和化验指标 住院患者
机器学习技术［12］ 2015 腺苷心肌灌注显像［13］，生命体征、生化指标、心电图等临床数据［14-15］ 住院患者，救护车［16］

注 ：RCRI 为心脏风险指数修订版，EWS 为早期预警评分，MEWS 为改良早期预警评分，NEWS 为国家早期预警评分，CART 为心搏骤停

危险分级，eCART 为电子心搏骤停危险分级

技术是传统评分与新时代电子信息算法的结合，与前两类差

异巨大。它的评分过程复杂，指标繁多、不统一，无法人为评

分，只能通过电子机器自动评估。在临床应用效果方面，机

器学习技术最出色，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AUC）达 0.85，其他评 

分的 AUC 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二类的 eCART 和 RCRI、第一类 

的 NEWS 和 MEWS。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心搏骤停早

期预警评分系统正在朝着操作过程更复杂、临床应用效果

更优秀的方向不断发展。由于改良版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

分系统的临床应用效果优于最初版，近期有关最初版早期预

警评分系统的研究较少，本文只讨论改良版心搏骤停早期预

警评分系统的临床应用效果。

1.2 优点、不足和前沿进展 ：RCRI 的优点是评分指标较简

洁，仅包括患者的术前病史和手术种类，评分过程易于操作。

RCRI 的缺点 ：一是 RCRI 的某些评分指标定义较为模糊，使

用的是狭义上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RCRI 的准确性；

二是 RCRI 的适用人群范围较窄，只能用于非心脏外科手术

患者术前评估术后住院期间或术后 30 d 内出现死亡或心血

管事件（包括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和心搏骤停）的风险，极

大地限制了 RCRI 的应用空间，并且 RCRI 的临床应用效果

一般。国外已开展了诸多有关 RCRI 的研究，结果较为全面

和成熟。RCRI 能在中等程度上区分非心脏术后患者发生心

搏骤停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可能，但对大血管手术（如腹主动

脉人工血管置换术）患者的预测能力较差。目前，有关 RCRI 

的研究仍保持较高热度，研究热点主要是通过加入新的评分

指标、探索特殊适用人群或更改部分评分指标的定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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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加入了血生化指标，在适用人群方面没有调整，仍然适

用于住院患者。eCART 的优点是临床应用效果尚优，缺点

是操作比较复杂。近年来，国外的文献报道大多为回顾性分

析，也没有将心搏骤停作为预测结局单独分析［18］。

 目前，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中常用的机器学习技

术包括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深度学

习（deep learning，DL）和随机森林算法（random forest，RF）。

机器学习技术的优点是敏感度和特异度较其他评分系统有

了很大提升 ；应用范围广泛，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患者 ；具有

自我学习和完善的能力，随着数据输入次数的增多能够不断

自我进步，校正预测结局与临床最终结局的误差［15］。机器

学习技术的缺点是评分指标繁多，评分计算过程复杂，临床

医生无法通过计算与经验分析得出预测结局，只能通过机器

计算才能预测结局 ；目前训练样本不足，需要大量的训练样

本才能逐渐成熟并在临床使用，临床使用时还要根据临床病

例不断校对误差，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25］；评估患者的类型

会影响预测结果，如年龄、地域、合并症等，在患者类型发生

改变时，预测结果的误差就会增加，机器又要重新开始校对、 

学习。近期发表的国外文献大多为大样本多中心回顾性分

析或系统回顾等，研究种类覆盖全面，而国内目前尚缺乏这

方面的研究报道。

2 近些年诞生的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 

 近年来诞生了不少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发表在

权威期刊上的包括病房风险分级工具［26］、5 个常见指标的

评分［27］、心电图风险评分［28］和使用临床指标的预测模型［29］

等。病房风险分级工具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联合 

5 家医院开展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从约 27 万例住院患者

中筛选出预后不良（心搏骤停、转入 ICU 和死亡）的患者，

采用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建立预测模型，最后将预测结局与

MEWS 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26］。5 个常见指标的评分是法

国巴黎猝死专家中心从巴黎地区 4 年内接受急救医疗服务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EMS）的 8 112 例 ST 段抬高心肌

梗死患者中筛选出 452 例院外心搏骤停患者，采用多变量回

归模型确定与心搏骤停相关的因素，再基于这个多变量回

归模型制定出的评分系统［27］。这项研究最大的特色为最终

结局是预测院外心搏骤停这一不良事件。在此类研究中，

预测结局设计为院外心搏骤停是很困难的。心电图风险评

分是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基于心电图异常信号制定的评分

标准［28］。该中心通过分析心电图异常信号出现次数≥4 次

与心搏骤停不良结局之间的关系制定出评分系统，并计算

AUC，证实评分系统可靠。使用临床指标的预测模型是从北

美和欧洲 5 个注册试验中筛选出室性心律失常和心搏骤停

的 528 例右室发育不良 / 心肌病患者，采用比例风险回归模

型从 8 个潜在的影响因素中选择 7 个制定评分系统，最后将

预测效果与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ICD）放置算法进行比较［29］。上述文献存在一些 

局限，例如：论证了临床指标与结果的关联强度，但没有与其

他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横向比较［28-29］； 

研究对象限定于合并特殊疾病的患者［27，29］；没有将心搏骤

停作为预测结局单独分析［26，29］；病例样本年份较久［26］。突

破这些局限尚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这些早期预警评分系统

尚未被广泛认可和使用。没有检索到国内学者制定的早期

预警评分系统的文献。

3 讨 论 

 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最初

以基本生命体征为评分指标，后续不断改良、完善，加入生

化等新的指标，临床应用效果不断进步。近 5 年心搏骤停早

期预警评分系统向信息化方向发展，引入机器学习技术，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呈现

出 3 个主要热点和发展方向。

 一是信息化，向机器学习技术发展。机器学习算法具有

自我学习、完善的能力，能在不断评估样本预测结局的过程

中自动校正预测结局与实际临床结果之间的误差，这种过程

与临床医生积累临床经验类似。理论上，机器学习算法评估

样本越多，自我完善的程度就越高，临床预测结局的准确度

也越高，突破了以往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的局限性，

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但是，目前只有少数中心有小样本的

报道，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随之暴露出来的难点和问题还

需进一步完善，距离全面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继续完善、增减评分指标。目前，有一些中心或医

院牵头，采用临床医师手工填报或电子信息化技术建立了多

中心大型数据库，经过 10 余年的积累使得这些数据库拥有

超过 10 余万例庞大的病历资料，并借助不断建立、更新的

大型数据库，在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的制定过程中扩

充样本量。在巨大的样本量基础上，完善、增减评分指标，

制定出新的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巨大的样本量在

一定程度上缩减了预测结局与临床最终结果之间的误差，保

证了较为可靠的临床应用效果。但是，这种方式只能通过人

为改变或增加评分指标来提高敏感度和特异度，在一次次改

动中不断接近真实的临床结局，对数据库的样本量有较高的

要求，耗费的人力物力也较大，难以突破自身的局限，发展潜

力有限。

 三是基于现有的早期预警评分系统，探索新的适用人群

和新的预测结局。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

预测死亡、心搏骤停、进入 ICU 等不良结局，可以预测的临

床结局是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应用于特殊人群

（老年、术后、合并特殊疾病等），预测结局设计成脑梗死、心

肌梗死等新的临床结果，测试敏感度和特异度，从而论证早

期预警评分系统用于新的人群和预测结局的可行性。目前，

国内此类文献报道多集中在护理［30］、急救［31］等方面的单中

心小样本研究，还有很大的上升发展空间。

 在临床实际应用方面，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在我

国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执行的是分级诊疗政策，

包含 3 个级别，即基础保健 / 首诊、二级医疗和三级医疗，分

别对应的是：为社区提供预防、医疗、保健、康复服务的基层 

医院和卫生院 ；向多个社区提供综合医疗卫生服务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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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教学、科研任务的地区性医院 ；向几个地区提供高水平

专科性医疗卫生服务和执行高等教育、科研任务的区域性

医院。三类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则可以分别应用于

三级诊疗。第一类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简单实用，仅

需简单的生命体征就可以实现预警，没有场地和设备的限

制 ；大多数医务工作者经过培训和学习后，就能熟练使用预

警评分系统，且临床效果和准确性尚可。第一类心搏骤停早

期预警评分系统适合基层全科医生开展（基础保健 / 首诊），

如 MEWS 和 NEWS。第二类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评

分指标包括血常规、血生化、心电图等，其准确性较第一类

有所提高，要求具有一定的设备和场地，比较适合县市级医

院开展（二级医疗），如 RCRI 和 eCART。第三类心搏骤停早

期预警评分系统对场地和设备要求最高，具备学习和进化能

力［15］，比较适合省级医院及医学中心开展（三级医疗），如机

器学习技术。心搏骤停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可以与分级诊疗

政策契合，更好地分配医疗资源，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将危重

患者及时分级分类，更快转诊，使优良的医疗资源向危重患

者倾斜，从而降低病死率。这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方向，

但尚需文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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