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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基于深度学习方法开发创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以辅助预测创伤动物出血量。方法  基 

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构建的战创伤动物实验时效评估数据库中猪枪弹伤实验数据进行回顾性观察性研

究。提取研究总体的出血量数据，并按照出血量将其分为0～300 mL组、301～600 mL组、＞600 mL组。采用生

命体征指标作为预测变量、出血量分级作为结局变量，基于4种传统机器学习和10种深度学习方法开发创伤出

血量分级预测模型；采用实验室检验指标作为预测变量、出血量分级作为结局变量，基于上述 14 种算法开发创

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通过准确率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对上述两组模型进行效果评价，并将

两组中的最优模型混合得到混合模型 1；通过遗传算法进行特征选择，并根据最佳特征组合构建混合模型 2；最

后，将混合模型2部署于动物实验数据库系统中。结果  纳入数据库中创伤动物96只，其中0～300 mL组27只， 

301～600 mL 组 40 只，＞600 mL 组 29 只。在基于生命体征指标构建的 14 种模型中，全卷积网络（FCN）模型为

最优模型〔准确率为 60.0%，AUC 及 95% 可信区间（95%CI）为 0.699（0.671～0.727）〕；在基于实验室检验指标构 

建的14种模型中，循环神经网络（RNN）模型为最优模型〔准确率为68.9%，AUC（95%CI）为0.845（0.829～0.860）〕。 

FCN与RNN模型混合后得到混合模型1，即RNN-FCN模型，模型效果得到提升〔准确率为74.2%，AUC（95%CI）
为 0.847（0.833～0.862）〕；通过遗传算法进行特征选择，根据筛选后的特征组合构建混合模型 2，即 RNN-FCN*

模型，进一步提升了模型效果〔准确率为 80.5%，AUC（95%CI）为 0.880（0.868～0.893）〕，该模型包含 10 项指标，

分别为平均动脉压（MAP）、血细胞比容（HCT）、血小板计数（PLT）、血乳酸（Lac）、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二氧化碳总量、血 Na+、阴离子隙（AG）、纤维蛋白原（FIB）、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最后，将 RNN-FCN* 模型部 

署在数据库系统中，实现了对创伤动物出血量的自动、连续、高效、智能、分级预测。结论  基于深度学习开发

了一种创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并部署在信息系统中，实现了对创伤动物出血量的智能分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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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grading  prediction  model  of  traumatic  hemorrhage  volume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d  assist  in  predicting  traumatic  hemorrhage  volum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pig gunshot wounds in the time-effect assessment database for 
experiments on war-traumatized animals constructed by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hemorrhage  volume  data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were  extracted,  and  the  animals  were  divided  into  0-300 mL,  
301-600 mL,  and > 600 mL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hemorrhage  volume. Using  vital  signs  indexes  as  the predictive 
variables and hemorrhage volume grading as the outcome variable, trauma hemorrhage volume grading prediction model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four 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and ten deep learning methods. Using laboratory test indexes 
as  predictive  variables  and  hemorrhage  volume  grading  as  outcome  variables,  trauma  hemorrhage  volume  grading 
prediction model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bove  fourteen methods.  Th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models  was 
evaluated by accuracy and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and the optimal model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mixed to obtain hybrid model 1. Feature selection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genetic algorithm, and 
hybrid model 2 wa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best feature combination. Finally, hybrid model 2 was deployed in the 
animal experiment database system.  Results  Ninety-six traumatic animals in the database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27 pigs in the 0-300 mL group, 40 in the 301-600 mL group, and 29 in the > 600 mL group. Among the fourteen models 
based on vital  signs  indexes,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FCN) model was  the best  [accuracy: 60.0%, AUC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0.699  (0.671-0.727)]. Among  the  fourteen models  based  on  laboratory  test  indexes,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model was  the best  [accuracy: 68.9%, AUC (95%CI) was 0.845  (0.829-0.860)]. After 
mixing the FCN and RNN models, the hybrid model 1, namely RNN-FCN model was obtain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  747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7 月第 34 卷第 7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ly   2022，Vol.34，No.7

  创伤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每年约580万人 

死于创伤，约占死亡原因的10%，同时创伤也是全球

40岁以下人群的首要死因［1］。大出血是创伤后可预

防死亡的主要原因，约 40% 的创伤死亡归因于大出

血［2-4］。由于大出血导致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心脑

等重要器官供氧不足，如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失血性

休克、急性创伤性凝血病，发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 

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

极有可能导致伤员死亡［5-6］。与显性大出血相比，发 

生严重多发伤、胸腹部闭合性损伤和隐匿性内出血

的伤员伤情复杂多变，容易因隐性出血而导致漏诊、

误诊。如果能够通过预测模型对创伤出血量进行预

测，早期诊断及治疗大出血，则可以大大降低伤员的

病死率，改善严重创伤的转归［7-8］。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方

法对生命体征指标、实验室检验指标及 CT 或超声

等医学图像进行学习，进而实现对术中出血量、产

后出血量或脑出血量的预测［9-11］，但目前鲜有应用

深度学习进行创伤出血量预测的研究。本研究拟采

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构建的战创伤动物实验时

效评估数据库（简称创伤动物数据库）中的猪枪弹伤

实验数据进行模型开发，以实现对大动物创伤出血

量的分级预测，为探索构建创伤伤员出血量分级预

测模型奠定基础；通过将模型部署在数据库系统中， 

实现对单个或批量实验动物出血量的高效、连续、

自动、分级预测，有助于辅助判断实验过程中止血

材料、救护设备、复苏用药等救治措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本研究基于创伤动物数据库中的实

验数据进行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目前该数据库包含

2020 至 2021 年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科

的动物实验数据，包括 185 只动物（长白猪）枪弹伤、

爆震伤实验数据记录，如性别、月龄等基本信息，心

the model was improved [accuracy: 74.2%, AUC (95%CI) was 0.847 (0.833-0.862)]. Feature selection was carried out by 
genetic algorithm, and the hybrid model 2, namely RNN-FCN* model, wa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selected feature 
combination, which further improved the model performance [accuracy: 80.5%, AUC (95%CI) was 0.880 (0.868-0.893)].  
The hybrid model  2  contained  ten  indexes,  including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hematocrit  (HCT),  platelet  count 
(PLT),  lactic  acid,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2),  Total  CO2,  blood  sodium,  anion  gap  (AG), 
fibrinogen  (FIB),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Finally,  the  RNN-FCN*  model  was  deployed  in  the  database 
system,  which  realized  automatic,  continuous,  efficient,  intelligent,  and  grading  prediction  of  hemorrhage  volume  in 
traumatic animals.  Conclus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 grading prediction model of traumatic hemorrhage volume 
was developed and deployed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grading prediction of  traumatic animal 
hemorrhage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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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heart rate，HR）、血压等生命体征数据，血常规、

血气分析、凝血试验、肝功能、肾功能等实验室检验

数据，出血量、麻醉、解剖等操作记录信息。目前创

伤动物数据库暂未公开，需由研究者提出申请并通

过伦理审批后方可使用，本研究已通过北京实创世

纪小型猪养殖基地动物管理与使用计划委员会审批

（审批号：SC2020-08-011）。

1.2  数据提取与预处理：纳入数据库中的枪弹伤动

物，排除数据严重缺失动物。提取研究总体的 6 项

生命体征指标及 27 项实验室检验指标作为预测变

量。提取研究总体的出血量数据，并按出血量分为

0～300 mL、301～600 mL和＞600 mL 3组，以出血量

分级为结局变量。生命体征数据从伤前60 min到伤 

后180 min，每10 min提取1次，共24个时间采样点；

实验室检验数据在伤前 15 min 及伤后 10、30、60、

120、180 min 各提取 1 次，共 6 个时间采样点。

  对上述提取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填补

及标准化。对于生命体征数据，采用分段最近邻填

充进行数据填补；对于实验室检验数据，采用线性

回归进行数据填补。采用 Z 值标准化方法，将所有

数据按比例缩放至 -1～1 之间。

1.3  模型开发与统计方法：采用生命体征指标和实

验室检验指标作为预测变量，生命体征数据和实验

室检验数据均具有时序性，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

选取 10 种时间序列深度学习模型及 4 种传统机器

学习模型进行模型开发和对比实验。时间序列深

度学习模型包括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全卷积网络（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FCN）、 

时序卷积网络（temporal convolutional network，TCN）、

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门控 

循环单元（gated recurrent unit，GRU）及其变体模型

GRU-D、长短期记忆（long short term memory，LSTM）、 

时间感知 LSTM（time aware LSTM，T-LSTM）、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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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机制的 LSTM（attention LSTM，A-LSTM）、双向 

LSTM（bi-directional LSTM，Bi-LSTM）；传统机器学习 

模型包括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支持向 

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s，RF）、自适应提升（adaptive boosting，AdaBoost）。

  将研究总体按照 4∶1 的比例随机划分，其中

80% 作为训练集，20% 作为测试集。使用准确率、

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F1 值、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AUC）7 项指标对各种模 

型的效能进行评价，优先比较准确率，当准确率相同

时再比较 AUC。

  由于生命体征数据和实验室检验数据的采样粒

度、时序特性不同，因此首先基于上述 14 种算法，

分别采用生命体征指标和实验室检验指标各开发

14 种预测模型，通过对比实验分别为两类数据寻找

最优模型，并将两个最优模型进行混合，得到混合模

型1。为避免特征数目过多而导致分类模型过拟合，

进一步采用遗传算法进行特征选择，摒弃无关特征

和冗余特征，保留重要特征，以达到降维、降低机器

学习难度的目的。最后，基于遗传算法选择的关键

特征组合构建混合模型 2，并将其部署在数据库信

息系统中。

  用Python 3.8.5软件进行模型开发。用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以

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组间差异分

析采用 Kruskal-Wallis H 秩和检验；分类变量以例数 

（%）表示，组间差异分析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创伤动物基线特征比较：最初提取创伤动物

数据库中枪弹伤动物 157 只，排除数据严重缺失动

物后，研究总体为 96 只，其中 0～300 mL 组 27 只，

301～600 mL 组 40 只，＞600 mL 组 29 只（图 1）。对

3 组动物的基本信息、生命体征和实验室检验指标、

出血量等相关数据进行基线特征比较，由统计分析

可知（表 1～2），3 组动物在性别、月龄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然而在 HR、呼吸频率

（respiratory rate，RR）、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平均动 

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脉搏血氧饱和度

（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这 6 项生命体征指标，

pH 值、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PaCO2）、碱剩余（base excess，BE）、

阴离子隙（anion gap，AG）、二氧化碳总量、血乳酸

（lactic acid，Lac）、HCO3
-、血 Ca2+、血 Na+、血 Cl-、

红细胞计数（red blood cell couont，RBC）、血小板计

数（platelet count，PLT）、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mean corpuscular hemoglobin content，MCHC）、血细胞 

比容（hematocrit，HCT）、血红蛋白（hemoglobin，Hb）、 

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等实验室检验指标，以及出血量方面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 1　战创伤动物实验时效评估数据库中不同出血量各组枪弹伤动物一般资料及生命体征比较

特征指标
全体

（n＝96）

0～300 mL 组

（n＝27）

301～600 mL 组

（n＝40）

＞600 mL 组

（n＝29）
  P 值

雄性〔只（%）〕 47（48.96） 13（48.15） 15（37.50） 19（65.52）     0.071
月龄〔月，M（QL，QU）〕     3.00（3.00，4.00）     3.00（3.00，4.00）     3.00（3.00，4.00）   4.00（3.00，4.00）     0.178
生命体征指标〔M（QL，QU）〕
　HR（次 /min）     85.00（63.00，119.00）     73.00（56.00，102.00）     80.00（62.00，115.00） 108.00（80.00，134.00） ＜0.001
　RR（次 /min）   28.00（19.00，42.00）   29.00（20.00，43.00）   27.00（17.00，39.00） 29.00（20.00，45.00） ＜0.001
　SBP（mmHg） 125.00（107.00，147.00） 128.00（114.00，146.00） 133.00（114.00，155.00） 109.00（90.00，130.00） ＜0.001
　DBP（mmHg）   79.00（65.00，99.00）   82.00（69.00，95.00）     87.00（70.00，106.00） 66.00（53.00，89.00） ＜0.001
　MAP（mmHg）     97.00（80.00，117.00）     98.00（86.00，113.00）   105.00（86.00，124.00）   82.00（68.00，105.00） ＜0.001
　SpO2     0.90（0.82，0.96）     0.90（0.82，0.95）     0.92（0.82，0.97）   0.90（0.83，0.95） ＜0.001
出血量〔mL，M（QL，QU）〕 388.91（275.45，676.50） 212.00（167.43，262.14） 384.09（338.30，468.26）  798.50（687.92，1 010.12）＜0.001

注：HR 为心率，RR 为呼吸频率，SBP 为收缩压，DBP 为舒张压，MAP 为平均动脉压，SpO2 为脉搏血氧饱和度；1 mmHg≈0.133 kPa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的创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研究 
动物筛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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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开发及模型效果评

估（表 3）：通过对基于生命体征指标构建的 14 种模

型的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显示，FCN 模型在测试

集上获得最高的准确率及较高的 AUC，提示该模型

表 2　战创伤动物实验时效评估数据库中不同出血量各组枪弹伤动物实验室检验指标比较〔M（QL，QU）〕

特征指标
全体

（n＝96）

0～300 mL 组

（n＝27）

301～600 mL 组

（n＝40）

＞600 mL 组

（n＝29）
  P 值

pH 值     7.42（7.38，7.45）     7.41（7.38，7.44）     7.43（7.39，7.46）     7.41（7.34，7.45）     0.002
PaO2（mmHg）   69.00（57.00，82.00）   66.00（55.00，83.00）   70.00（57.00，82.00）   70.00（58.00，81.00）     0.445
PaCO2（mmHg）   45.00（39.00，50.00）   48.00（40.00，52.00）   46.00（39.00，51.00）   44.00（36.00，48.00） ＜0.001
BE（mmol/L）     4.50（0.30，6.90）     5.00（1.65，6.90）     5.00（1.55，7.75）   2.50（-5.50，6.25） ＜0.001
AG（mmol/L）     11.00（7.00，15.00）     10.00（7.75，14.00）     10.00（6.00，14.00）     13.50（9.00，21.00） ＜0.001
二氧化碳总量（mmol/L）   31.20（25.80，34.10）   32.10（27.45，34.40）   31.25（27.90，35.05）   29.10（21.00，32.70） ＜0.001
SaO2     0.94（0.86，0.97）     0.92（0.84，0.97）     0.94（0.86，0.97）     0.94（0.88，0.97）     0.330
Lac（mmol/L）     2.90（1.60，6.68）     2.00（1.10，3.80）     2.60（1.70，5.05）       4.50（2.80，11.08） ＜0.001
标准 HCO3

-（mmol/L）   28.20（25.00，30.10）   28.40（25.95，29.93）   28.70（26.03，30.80）   26.60（20.55，29.70） ＜0.001
实际 HCO3

-（mmol/L）   29.80（24.60，32.70）   30.60（26.38，32.70）   29.90（26.70，33.48）   27.80（19.75，31.30） ＜0.001
血 Ca2+（mmol/L）     1.40（1.33，1.47）     1.41（1.32，1.49）     1.42（1.33，1.49）     1.37（1.33，1.44）     0.002
血 K+（mmol/L）     4.00（3.70，4.40）     4.00（3.70，4.30）     4.10（3.70，4.40）     4.10（3.70，4.40）     0.516
血 Na+（mmol/L） 139.00（137.00，141.00） 138.00（137.00，141.00） 139.00（137.00，140.00） 139.00（137.00，142.00）     0.030
血 Cl-（mmol/L） 102.00（101.00，104.00） 102.00（100.00，103.00） 103.00（101.00，104.00） 102.00（100.00，103.50）     0.007
血糖（mmol/L）     7.00（4.90，9.60）     6.80（4.50，9.00）     7.40（5.20，9.80）       6.90（4.65，10.35）     0.061
RBC（×1012/L）     3.34（3.04，3.63）     3.48（3.19，3.79）     3.28（3.02，3.59）     3.26（3.00，3.51） ＜0.001
PLT（×109/L） 379.50（304.25，466.00） 402.00（345.00，477.00） 387.00（289.00，467.50） 344.00（257.00，440.75）     0.001
MCHC（g/L）   32.50（32.00，33.00）   33.00（32.00，33.00）   32.10（32.00，33.00）   32.40（32.00，33.00） ＜0.001
HCT     0.33（0.30，0.35）     0.34（0.32，0.37）     0.32（0.30，0.35）     0.32（0.29，0.34） ＜0.001
Hb（g/L）     10.70（9.70，11.60）   11.20（10.30，12.20）     10.50（9.70，11.50）     10.30（9.40，10.90） ＜0.001
PT（s）   14.40（13.40，15.60）   14.50（13.60，15.80）   14.30（13.20，15.50）   14.40（13.30，15.70）     0.334
TT（s）   90.00（33.38，90.00）   90.00（32.33，90.00）   90.00（33.60，90.00）   90.00（35.10，90.00）     0.554
APTT（s）   26.10（23.70，28.50）   26.25（23.05，28.68）   26.10（24.30，28.80）   25.70（23.20，27.50）     0.105
INR     1.27（1.17，1.39）     1.28（1.19，1.40）     1.26（1.16，1.38）     1.27（1.16，1.39）     0.458
FIB（g/L）     4.28（3.37，5.18）     4.50（3.75，5.38）     3.80（3.02，5.15）     4.29（3.66，4.96）     0.001
BUN（mmol/L）     3.00（1.80，4.40）     3.10（1.80，5.60）     3.00（1.90，4.20）     2.20（1.70，4.40）     0.043
SCr（μmol/L）     99.00（29.00，120.00）     98.00（20.00，126.00）   103.00（38.00，119.00）     52.00（25.50，120.00）     0.136

注：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PaCO2 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BE 为剩余碱，AG 为阴离子隙，S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Lac 为血乳酸，RBC 为红

细胞计数，PLT为血小板计数，MCHC为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HCT为血细胞比容，Hb为血红蛋白，PT为凝血酶原时间，TT为凝血酶时间， 

APTT 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INR 为国际标准化比值，FIB 为纤维蛋白原，BUN 为血尿素氮，SCr 为血肌酐；1 mmHg≈0.133 kPa

表 3　基于战创伤动物实验时效评估数据库中枪弹伤动物生命体征或实验室检验指标构建的 
14 种创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效果比较

模型

基于生命体征指标 基于实验室检验指标

模型

基于生命体征指标 基于实验室检验指标

准确率

（%）

AUC

（95%CI）
准确率

（%）

AUC

（95%CI）
准确率

（%）

AUC

（95%CI）
准确率

（%）

AUC

（95%CI）
传统机器学习 　FCN a 60.0 0.699（0.671～0.727） 57.9 0.804（0.778～0.830）
　LR 57.9 0.725（0.725～0.725） 42.1 0.686（0.686～0.686） 　RNN b 52.1 0.742（0.733～0.752） 68.9 0.845（0.829～0.860）
　SVM 57.9 0.721（0.688～0.753） 63.2 0.819（0.795～0.842） 　GRU 57.9 0.713（0.709～0.717） 65.8 0.816（0.805～0.826）
　RF 57.9 0.757（0.740～0.774） 61.1 0.779（0.756～0.803） 　GRU-D 46.3 0.653（0.641～0.664） 60.5 0.817（0.811～0.823）
　AdaBoost 47.4 0.692（0.689～0.695） 54.2 0.722（0.718～0.726） 　LSTM 47.4 0.671（0.657～0.685） 62.1 0.817（0.808～0.827）

时间序列
　深度学习

　T-LSTM 58.9 0.736（0.720～0.753） 58.9 0.807（0.786～0.828）
　A-LSTM 42.1 0.681（0.667～0.696） 63.2 0.809（0.793～0.825）

　MLP 52.6 0.720（0.699～0.741） 66.3 0.807（0.787～0.827） 　Bi-LSTM 48.4 0.659（0.651～0.666） 62.6 0.829（0.820～0.838）
　TCN 42.1 0.725（0.691～0.758） 48.9 0.733（0.691～0.776）

注：LR 为逻辑回归，SVM 为支持向量机，RF 为随机森林，AdaBoost 为自适应提升，MLP 为多层感知机，TCN 为时序卷积网络，FCN 为全卷

积网络，RNN 为循环神经网络，GRU 为门控循环单元，GRU-D 为 GRU 变体模型，LSTM 为长短期记忆，T-LSTM 为时间感知 LSTM，A-LSTM

为含注意力机制的 LSTM，Bi-LSTM 为双向 LSTM，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a 代表基于生命体征指标构

建的最优模型，b 代表基于实验室检验指标构建的最优模型

效果最优；通过对基于实验室检验指标构建的 14 种 

模型的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显示，RNN 模型在测

试集上获得最高的准确率及较高的 AUC，提示该模

型为效果最优模型。



·  750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7 月第 34 卷第 7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ly   2022，Vol.34，No.7

  进一步将两个最优模型混合，构建混合模型 1，

即 RNN-FCN 模型，通过对比分析显示（图 2；表 4），

RNN-FCN 模型的准确率和 AUC 等评价指标均高于

单独的 FCN 或 RNN 模型，达到了更好的模型效果。

表 4　基于战创伤动物实验时效评估数据库中枪弹伤动物 
生命体征或实验室检验指标构建的创伤出血量 

分级预测模型的预测价值

模型
准确率

（%）

敏感度

（%）

特异度

（%）

阳性

预测值

阴性

预测值

FCN 60.0 56.2 78.8 0.588 0.798
RNN 68.9 68.8 83.9 0.710 0.838
RNN-FCN 74.2 72.6 86.5 0.726 0.873
RNN-FCN* 80.5 80.0 90.0 0.818 0.908

模型 F1 值 AUC 95%CI
FCN 0.562 0.699 0.671～0.727
RNN 0.694 0.845 0.829～0.860
RNN-FCN 0.719 0.847 0.833～0.862
RNN-FCN* 0.793 0.880 0.868～0.893

注：FCN为全卷积网络，RNN为循环神经网络，RNN-FCN为FCN 

与 RNN 的混合模型，RNN-FCN* 为在 RNN-FCN 的基础上基于遗传

算法构建的混合模型，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2.3  基于遗传算法的特征选择：迭代图显示（图 3），

特征指标从 4 个到 10 个的增长过程中，由筛选出的

指标集构建的模型准确率不断增长，指标达到 10 个

时出现第 1 个峰值，继续增加指标集的容量，准确率

未见明显提升，之后出现的峰值亦无明显提升。说 

明通过遗传算法找到的 10 个特征指标适用于创伤

出血量分级预测，加入其他指标对出血量分级的判

断影响不大；这 10 项指标分别为 MAP、HCT、PLT、

Lac、PaCO2、二氧化碳总量、血 Na+、AG、FIB、国际

标准化比值（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

图 3  基于深度学习的创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研究中 
遗传算法的迭代图

  基于遗传算法筛选出的 10 项指标构建混合模

型 2，即 RNN-FCN* 模型，并与 RNN-FCN 模型进行

效果比较显示（图 2；表 4），RNN-FCN* 模型准确率

为 80.5%，AUC 为 0.880，效果优于 RNN-FCN 模型。

为了促进模型的实际应用，将 RNN-FCN* 模型部署

在创伤动物数据库系统中，实现了对预测变量的自

动提取及对创伤动物出血量的连续、高效、批量、智

能、分级预测。

3 讨 论 

  本研究基于创伤动物数据库中的生命体征和实

验室检验数据，开发了一种深度学习模型，用于对创

伤后出血量进行分级预测，并将模型部署在该数据

库系统中，实现了对创伤动物出血量的自动、连续、

高效、智能预测，从而辅助判断动物实验过程中各

项救治措施的效果，并为探索构建创伤伤员出血量

预测模型奠定了基础。

  创伤出血量预测模型开发需要获取创伤伤员出

血量进行模型训练，然而临床实践中往往难以准确

获得创伤伤员出血量。长期以来，猪一直被认为是创 

伤医学领域非常有价值的动物模型，其具有与人类

几乎相同的心血管、血液学和电解质特征，通气功

能和免疫系统与人类也有显著的相似之处［12-14］。另 

外，在实验条件下，通过控制混杂因素，可获得较准

确的创伤后出血量［15-17］。因此，本研究基于动物实

验数据实现了对创伤出血量的分级预测，模型输出

结果不再局限于是否存在出血，而是出血量分级。

  本研究通过遗传算法筛选出的最优特征组合包

含 10 项指标，分别为 MAP、HCT、PLT、Lac、PaCO2、

二氧化碳总量、血Na+、AG、FIB、INR。严重创伤时，

机体迅速失血，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可出现 MAP、

HCT、PLT 下降［18］。此时，微循环障碍及组织缺氧，

使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受到抑制，葡萄糖无氧酵解增

注：FCN 为全卷积网络，RNN 为循环神经网络，RNN-FCN 为 
FCN 与 RNN 的混合模型，RNN-FCN* 为在 RNN-FCN 的 

基础上基于遗传算法构建的混合模型，ROC 曲线为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C 为 ROC 曲线下面积

图 2  基于战创伤动物实验时效评估数据库中枪弹伤动物生命体征
或实验室检验指标构建的创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的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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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肝脏不能充分摄取乳酸转化为葡萄糖，加上肾功

能受损，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清除，因此发生代谢性酸

中毒，可导致 Lac 升高；Lac、酮酸等有机酸累积，同

时肾前性肾衰竭导致肾脏清除有机酸功能下降，可

导致 AG 增高［19］。大出血早期，由于呼吸中枢兴奋，

通气增加，可引起低碳酸血症和呼吸性碱中毒，导致 

PaCO2 和二氧化碳总量降低；由于存在肾前性肾衰

竭和高钾血症，可导致高钠血症［20］。严重创伤后酸 

中毒、体温过低、复苏液体会直接损害血液中的 FIB 

代谢及稀释 FIB；血浆蛋白水解增加会降解 FIB，导

致 FIB 降低［21-22］。因此，上述指标对于创伤后出血

严重程度的判断有很好的提示作用，由其构建的创

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也达到了很好的模型效果。

  本研究构建了深度学习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实

现了对大动物创伤出血量的分级预测。模型采用多

模态融合架构，将不同维度、不同粒度的时间序列

分别采用不同网络架构进行特征提取，并在深层网

络中进行综合分析，取得了优于单一网络结构的预

测效果。此外，采用遗传算法进行特征选择，筛选对

出血量预测影响程度最大且最关键的指标，并将其

他影响程度较低的指标及干扰指标排除，大大缩减

了出血量预测的指标数，降低了指标采集难度，同时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预测准确率，使模型的泛化

能力更强。最后，本研究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

基于多维度时间序列指标的创伤动物出血量分级预

测，预测效果较传统机器学习方法有较大提升。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猪

枪弹伤实验数据进行模型开发，虽然猪的血流动力

学、代谢免疫反应和胃肠道系统近似于人体，但生

理指标、检验指标的正常参考范围和变化趋势仍存

在种属差异，因此未来需要继续收集创伤伤员数据

集对模型进行持续调整和优化，进而构建适用于创

伤伤员的出血量预测模型。其次，受限于数据库目

前的规模，本研究纳入的样本量较少，可能导致模型

训练不充分，在新数据集中准确率下降。随着数据

库的扩充，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对模型进行

外部验证。最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为了验证模

型的有效性，可进一步开展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深度学习方法开发出了

一种创伤出血量分级预测模型，并部署在战创伤动

物实验时效评估数据库系统中，实现了自动、连续、

高效、批量、智能的创伤动物出血量分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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