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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医院危重症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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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危重症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描述性研
究方法，连续选择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4 月青岛市 3 所三级综合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300 例患者，其中下
肢 DVT 患者 35 例（DVT 组），非 DVT 患者 265 例（非 DVT 组）。观察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及维持生
命体征稳定的检查和治疗措施。根据下肢 DVT 发生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寻找危重症患者下肢 DVT 发生的
影响因素；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纳入二元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从而确定下肢 DV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 D- 二聚体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APACHEⅡ）对危重症患者下肢DVT发生的预测价值。结果  危重症患者下肢DVT发生率为11.67%（35/300）。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 APACHE Ⅱ评分、血小板计数（PLT）、纤维蛋白原（FIB）、D- 二聚体水平及使用脱水
药物、血管升压素、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机械通气（MV）、糖尿病（DM）患者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升高〔优势比（OR）＝1.13，95%可信区间（95%CI）为1.02～1.25，
P＝0.019〕、DM（OR＝3.95，95%CI 为1.15～13.57，P＝0.029）、MV（OR＝19.04，95%CI 为3.96～91.63，P＝0.000）、
使用血管升压素（OR＝9.85，95%CI为3.00～32.31，P＝0.001）和D-二聚体升高（OR＝1.08，95%CI为1.02～1.13，
P＝0.005）是危重症患者发生下肢 DVT 的独立危险因素。ROC 曲线分析显示，D- 二聚体和 APACHE Ⅱ评分对
危重症患者下肢 DVT 的发生均有预测能力，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4±0.05 和 0.70±0.04。D- 二 
聚体最佳截断值为3.62 mg/L时，敏感度为80.00%，特异度为46.42%；APACHEⅡ评分最佳截断值为16.00分时，
敏感度为 80.00%，特异度为 61.89%。结论  对于有 DM 史、APACHE Ⅱ评分＞16 分、D- 二聚体＞3.62 mg/L 以
及使用血管升压素和 MV 治疗的危重症患者，要警惕下肢 DVT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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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descrip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From  June 2019  to April  2020,  
300 patients admitted into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three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were sequentially selected in Qingdao 
City, including 35 patients with DVT in lower extremity (DVT group) and 265 non DVT patients (non DVT group). The 
patients' general data,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the measures of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applied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vital  signs  of  these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situation of lower extremity DVT,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used to look for the factors that might impact the occurrence of 
lower extremity DVT in these patients. The factor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ual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ve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occurrence of lower 
extremity DVT.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D-dimer 
and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score on the occurrence of  lower extremity DVT 
in these patient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lower extremity DVT was 11.67% (35/300).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patients' APACHE Ⅱ score, platelet count (PLT), fibrinogen (FIB), D-dimer levels and the uses 
of dehydrating drugs, vasopressin,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V) and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DM)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PACHE Ⅱ  score  increased  [odds  ratio  (OR)  =  1.1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1.02-1.25, P = 0.019], DM (OR = 3.95, 95%CI was 1.15-13.57, P = 0.029), MV (OR = 19.04, 95%CI was 3.96-91.63,  
P = 0.000), use of vasopressin (OR = 9.85, 95%CI was 3.00-32.31, P = 0.001) and D-dimer increasing (OR = 1.08, 95%CI 
was 1.02-1.13, P = 0.005)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of lower extremity DVT of these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PACHE Ⅱ score and D-dimer  level had  the ability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lower extremity DVT,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APACHE Ⅱ score was 0.64±0.05 and the AUC of D-dimer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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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继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和脑卒中之后排名第三的常见血管性疾病，其

病死率仅次于肿瘤和心肌梗死。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属于 VTE，是一种由于血液回流障碍导致血

液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的疾病，栓子脱落可以导

致肺栓塞（PE），危及患者生命。DVT 的主要致病因

素包括基因、环境和疾病。患者在病情危重的情况

下机体可激活凝血级联反应，增加 DVT 的发生风 

险［1-2］，故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CCP）指南推荐，入

住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若无抗凝禁忌，均需常

规应用药物抗凝，但在此情况下重症医学科 DVT

发生率仍居所有科室之首，80% 以上 DVT 发生在

下肢［3］。有研究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引起的 PE

和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高于上肢深静脉血 

栓［4-5］。目前针对下肢 DVT 危险因素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凝血相关指标，危重症患者治疗和护理的特殊

性对下肢 DVT 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通过前

瞻性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结合二元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寻找危重症患者下肢 DVT 的危险因素，有

利于重症医学科工作人员准确识别高危患者，并采

取相应预防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横断面描述性研究方法，选择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4 月青岛市 3 所三级综合医

院 ICU 收治的 330 例患者。

1.1.1  纳入标准：① 年龄≥18 岁；② ICU 住院时

间≥7 d；③ 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1.1.2  排除标准：① 入住 ICU 前或 48 h 内发生

DVT；② 患有浅静脉血栓。

1.1.3  下肢 DVT 诊断标准：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

（彩超）探测小腿深静脉的分叉处、近端和远端腘静

脉、远端和中段股静脉等。① 在加压时静脉管腔

不能被压瘪且可见实性回声，血流信号充盈缺损； 

② 静脉管腔完全堵塞时，脉冲和彩色多普勒血流成

像（CDFI）不能探及血流信号，挤压远端肢体时血流

不增加（DVT 慢性期 CDFI 无法检测）。

1.1.4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青岛市市立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

2020 临审字第 002 号（快）〕，所有治疗和检测均获

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① 一般资料调查表：主要分为人

口学资料、疾病相关资料、生活及自理程度资料3个 

部分。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疾

病相关资料包括既往史、过敏史、药物史等；生活及

自理程度资料包括吸烟史、饮酒史等。② 急性生理

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评估患者

疾病严重程度，理论最高分为 71 分，APACHE Ⅱ评

分≥15 分提示病情危重。

1.2.2  纳入危险因素的判定：① 患者一般资料：性

别、年龄、体重指数（BMI）、APACHE Ⅱ评分、糖尿

病（DM）史；② 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WBC）、

血小板计数（PLT）、血红蛋白（Hb）、血细胞比容

（HCT）、红细胞分布宽度（RDW）、纤维蛋白原（FIB）、

D- 二聚体、C- 反应蛋白（CRP），均取患者入 ICU 7 d 

内平均值；③ 维持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的检查和治

疗：有创动脉血压监测、机械通气（MV）、肠内营养

（EN）、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输血及使用脱

水药物、镇静药物、镇痛药物、血管升压素。

1.2.3  数据收集：患者入住 ICU 48 h 内进行首次

DVT彩超检查，并且每7 d进行 1次，直至转出 ICU。 

彩超结果由超声科专职人员进行诊断。符合纳入和

排除标准的患者资料由对研究目的不知情的人员采

用双人核对式进行录入和统计。

1.2.4  质量控制：将 3 所三级综合医院 ICU 的收治

标准统一如下。① 急性、可逆、已经危及生命的器

官功能不全，经过 ICU 的严密监护和加强治疗，短

期内可能得到恢复的患者；② 存在各种高危因素，

具有潜在生命危险，经过 ICU 的严密监护和及时有

效治疗，死亡风险可能减少的患者；③ 在慢性器官

功能不全的基础上出现急性加重且危及生命，经过

ICU 的严密监护和治疗，可能恢复到原来状态的患

者。对 3 所综合医院参与研究人员进行本研究相关

危险因素特殊护理和记录规范的统一培训。

1.3  统计学处理：使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双人

0.70±0.04. When 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D-dimer was 3.62 mg/L, the sensitivity was 80.00%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46.42%; when 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APACHEⅡ score was 16 points, the sensitivity was 80.00%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61.89%.  Conclus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DM, APACHEⅡ score > 16 points, D-dimer > 3.62 mg/L  
and with treatment of vasopressin and MV, it is necessary to be alert to the occurrence of lower extremity DVT.

【Key words】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tensive care unit;  Risk facto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Fund program: A Type Key Discipline of Medicine and Health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2017-9)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21.02.014



·  191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1 年 4 月第 28 卷第 2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April   2021，Vol.28，No.2

录入建立数据库，保证数据准确性。采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

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

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QU）〕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

影响因素独立性分析使用二元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采用逐步后退法纳入变量。绘制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评价 D- 二聚体和 APACHE Ⅱ评

分对危重症患者发生下肢 DVT 的预测能力。检验

水准为α＝0.05。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表 1）：共收集 3 所三级综合医院

ICU 收治的 330 例患者资料，剔除资料不符合者 

30 例，最终纳入 300 例患者。其中下肢 DVT 患者

35 例（DVT 组），非 DVT 患 者 265 例（非 DVT 组），

下肢 DVT 总发生率为 11.67%。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BMI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DVT 组的 APACHE Ⅱ评分和 DM 患者比例均明显

高于非 DVT 组（均 P＜0.05）。ICU 患者的主要疾病

类型为呼吸、循环和消化系统疾病，下肢 DVT 发生

率分别为 12.70%、11.10% 和 8.57%；另外神经系统、

多发伤、颅脑损伤和肿瘤患者的下肢 DVT 发生率

分别为 20.00%、40.00%、15.00% 和 25.00%。其中

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包括Ⅱ型呼吸衰竭、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COPD）、重症肺炎和坠积性肺炎等；循环系

统疾病主要包括急性和慢性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心搏骤停、心律失常等；消化系统

疾病主要包括消化道出血、肝功能异常和重症胰腺

炎；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包括脑出血和脑梗死。35 例

患者 DVT 均分布在下肢，其中 23 例为左侧下肢血

栓，6 例为右侧下肢血栓，6 例为双侧下肢血栓。应

用 CRRT 患者的置管位置主要为左侧、右侧和双侧

股静脉，而发生下肢 DVT 的位置与 CRRT 置管位置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38，P＝0.868）。

2.2  危重症患者下肢 DVT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 2）：共 24 项影响因素纳入单因素分析，两组间

APACHEⅡ评分、PLT、FIB和D-二聚体水平、ICU住

院时间及使用脱水药物、血管升压素、CRRT、DM、 

MV患者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2.3  可疑影响因素二元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3）：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纳入

二元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osmer

检验 P＞0.05，模型拟合度良好，其中 APACHE Ⅱ

评分升高、DM、MV、使用血管升压素和 D- 二聚体

升高是危重症患者发生下肢 DVT 的独立危险因素 

（均 P＜0.05）。

表 1 有无 DVT 两组危重症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分布〔例（%）〕 APACHE Ⅱ评分
（分，x±s）

BMI 分布〔例（%）〕 DM
〔例（%）〕男性 女性 ＜50 岁 ≥50 岁 ＜25 kg/m2 ≥25 kg/m2

非 DVT 组 265 145 120 30（11.32） 235（88.68） 16.68±5.18 165（62.26） 100（37.74） 49（18.49）
DVT 组   35   15   20   5（14.29）   30（85.71） 20.14±3.99 a   17（48.57）   18（51.43） 18（51.43） a

注：DVT 为深静脉血栓形成，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BMI 为体重指数，DM 为糖尿病；与非 DVT 组比较，aP＜0.05

表 2 危重症患者发生下肢 DVT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例数
（例）

有创动脉血压
监测〔例（%）〕

MV
〔例（%）〕

EN
〔例（%）〕

脱水药
〔例（%）〕

血管升压素
〔例（%）〕

镇痛药
〔例（%）〕

镇静药
〔例（%）〕

CRRT
〔例（%）〕

输血
〔例（%）〕

WBC
（×109/L，x±s）

非 DVT 组 265 240（90.57） 100（37.74） 180（67.92） 95（35.85） 80（30.19） 196（73.96） 195（73.58） 42（15.85） 125（47.17） 11.24±6.43
DVT 组   35   34（97.14）     30（85.71） a   23（65.71）  21（60.00） a   19（54.29） a   23（65.71）   21（60.00）  11（31.43） a   15（42.86） 12.91±6.86

组别
例数
（例）

PLT
（×109/L，x±s）

Hb
（g/L，x±s）

HCT
（x±s）

RDW-SD
（fL，x±s）

RDW-CV
（%，x±s）

CRP
（mg/L，x±s）

FIB
（g/L，x±s）

D- 二聚体
（mg/L，x±s）

ICU 住院时间
〔d，M（QL，QU）〕

非 DVT 组 265 175.55±  88.43 55.43±33.83 0.325±0.119 48.62±7.95 14.39±1.99 107.11±93.91 4.44±2.31 5.86±8.03 7（7，   8）
DVT 组   35   233.08±122.12 a 45.01±28.59 0.311±0.096 49.29±7.56 14.55±2.15   95.52±84.94   5.59±5.55 a   8.73±8.50 a 12（8，15） a

注：DVT 为深静脉血栓形成，MV 为机械通气，EN 为肠内营养，CRRT 为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WBC 为白细胞计数，PLT 为血小板计数，Hb
为血红蛋白，HCT 为血细胞比容，RDW-SD 为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RDW-CV 为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CRP 为 C- 反应蛋白，FIB 为纤
维蛋白原，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与非 DVT 组比较，aP＜0.05

表 3 危重症患者发生下肢 DVT 影响因素的 
二元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项目 β 值 χ2 值 OR 值 95%CI P 值

常量 -10.185 27.052 0.000
D- 二聚体 0.070 7.767 1.08 1.02～  1.13 0.005
MV 2.946 13.509 19.04 3.96～91.63 0.000
APACHE Ⅱ评分升高 0.121 5.515 1.13 1.02～  1.25 0.019
血管升压素 2.287 17.118 9.85 3.00～32.31 0.001
DM 1.373 4.747 3.95 1.15～13.57 0.029

注：DVT 为深静脉血栓形成，MV 为机械通气，APACHE Ⅱ为急
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DM 为糖尿病，OR 为优势比，
95%CI 为 95% 可信区间；空白代表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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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 二聚体和 APACHE Ⅱ评分对危重症患者下

肢DVT的预测价值（图1；表4）：ROC曲线分析显示，

D- 二聚体和 APACHE Ⅱ评分对危重症患者下肢

DVT 的发生均有一定预测价值〔ROC 曲线下面积

（AUC）分别为 0.64±0.05、0.70±0.04，均 P＜0.05〕，

但两者对危重症患者发生下肢 DVT 的预测价值无

明显差异（P＞0.05）。

3 讨 论 

3.1  患者一般情况

3.1.1  本研究危重症患者 DVT 发生率低于欧美国

家：一项纳入 7 篇文献的针对国外危重症患者的荟

萃分析显示 DVT 发生率为 12.7%［6］，本研究 DVT 发

生率为 11.67%，稍低于以上研究结果，可能因欧美

人群生理特征和饮食习惯与亚洲人群存在差异，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为遗传多态性。研究表明，凝血因

子ⅤLeiden 突变、凝血酶原 G20210A 突变是欧美地

区白种人发生 DVT 的重要危险因素，而该基因突变

很少见于亚洲地区的黄种人［7-8］，本研究未发现凝 

血因子ⅤLeiden突变、凝血酶原G20210A突变患者。

3.1.2  危重症患者基础疾病情况：本研究显示，以

多发伤和脑出血等外科疾病、呼吸衰竭和急性冠

脉综合征等内科疾病以及肿瘤为主要疾病的患者 

发生下肢 DVT 的风险较高。DVT 组 APACHE Ⅱ评

分明显高于非 DVT 组，APACHE Ⅱ评分越高表明

患者器官、循环功能受影响越严重，疾病严重程度

越高，所需治疗及护理措施越复杂，故更易发生下肢

DVT。患者左下肢 DVT 的发生率高于右下肢，考虑

与 CRRT 相关置管因素有一定关系，本研究中应用

CRRT 患者的置管位置主要为左侧、右侧和双侧股

静脉，发生下肢 DVT 的位置和 CRRT 置管位置的选

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从解剖学角度，左髂总

静脉位于右髂总动脉和骶骨岬之间，易受到右髂总

动脉的压迫，造成远端血液回流障碍，导致左侧下肢

DVT 发生率远高于右侧［9］。

3.1.3  彩超检查更适用于危重症患者：虽然静脉造

影是目前诊断 DVT 的金标准，但静脉造影属于有创

检查且费用较高，不是常规评估 DVT 的有效方法。

此外，由于静脉造影需要运转、定位和染色暴露，故

不适用于大多数 ICU 患者。超声检查无创、准确且

廉价，对于危重症患者是方便可行的检查方法［10］。

3.2  危重症患者下肢 DV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3.2.1  MV：本研究结果显示，MV 是危重症患者发

生下肢 DVT 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原因可解释为自然

呼吸时均为负压，而 MV 时胸膜腔内压、呼吸道内压

及肺泡内压力均为正压，不利于静脉回流，影响回心

血量，进而导致心排血量减少，有效循环血量减少，

静脉血流淤滞，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11-12］。

3.2.2  DM：DM 患者微血管壁基底膜增厚，内皮细

胞功能障碍，血液黏滞度增高，血小板功能异常，易

引起管腔变窄，血流阻力增加。以往研究显示，DM

患者 FIB 含量较高，血浆 CRP 水平降低［13-14］。FIB

高浓度状态诱发血小板聚集，导致血液淤滞，影响内

皮细胞的代谢致其空泡变性，引起内源性和外源性

凝血。CRP 能有效保护细胞特性，包括抑制炎症、

细胞凋亡以及维持内皮和上皮屏障。本研究单因素

分析显示，DVT组的FIB平均值明显高于非DVT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RP 平均值低于非 DVT 组，

但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考虑与标准差过大有关，

在后续研究中应扩大样本量，降低该误差。

3.2.3  血管升压素：血管升压素又称抗利尿激素

（ADH），正常情况下由下丘脑的视上核和室旁核的

神经细胞分泌，经下丘脑 - 垂体束到达神经垂体后

叶后释放出来，其主要作用为调节血浆渗透压，维

持血容量和体循环动脉压。危重症患者机体通常无

法正常分泌血管升压素或分泌量不足以维持正常循

环，需外源性应用血管升压素。临床使用率较高的

血管升压素包括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多巴胺、

表 4 D- 二聚体和 APACHE Ⅱ评分对危重症患者
发生下肢 DVT 的预测价值

项目
AUC

（x±s）
最佳

截断值
敏感度
（%）

特异度
（%）

约登
指数

D- 二聚体 0.64±0.05   3.62 80.00 46.42 0.264
APACHE Ⅱ评分 0.70±0.04 16.00 80.00 61.89 0.419

注：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DVT 为深
静脉血栓形成，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注：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DVT 为深静脉血栓形成，RO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图 2 D- 二聚体和 APACHE Ⅱ评分预测 
危重症患者发生下肢 DVT 的 ROC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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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酚丁胺等，可使血管和器官的平滑肌收缩，产生

加压作用使血压升高，从而导致血管内腔变小，血栓

堵塞的危险增加，该机制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本研究显示，使用血管升压素治疗的患者下肢 DVT

发生率明显高于未使用血管升压素患者。

3.2.4  D- 二聚体：D- 二聚体是最小的交联纤维蛋

白经纤溶酶水解后产生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是反映

机体凝血 - 纤溶系统功能的常用指标［15］。本研究

显示，DVT 组患者 D- 二聚体水平普遍高于非 DVT

组，D- 二聚体水平升高是下肢 DVT 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其预测 DVT 发生的敏感性较高，但特异性

较低，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6］，因此 D- 二聚体可以

作为一项筛查性的检查。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

研究所（NICE）2020 年指南指出，D- 二聚体阴性可

证实无发生 DVT 危险，D- 二聚体阳性则需要进一

步结合影像学及其他临床检查进行诊断［17］。

  以往研究表明，卧床休息＞72 h 为下肢 DVT 发

生的危险因素［18］，Caprini 教授将其纳入静脉血栓

风险评估模型中，但由于诊疗需要，ICU 患者均需绝

对卧床，即 ICU 患者均具备该项危险因素，故可以

认为两组间 ICU 住院时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是否

发生下肢 DVT。危重症患者合并下肢 DVT 使病情 

加重，治疗难度增加，进而导致 ICU 住院时间延长。

4 总 结 

  本研究表明，危重症患者下肢 DVT 发生率为

11.67%，APACHE Ⅱ评分升高、DM、MV、使用血管

升压素和 D- 二聚体升高是 DV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素。使用脱水药物、CRRT 及 PLT 和 FIB 水平可能

对下肢 DVT 的发生也有一定影响，此前关于应用脱

水药物、CRRT 与危重症患者发生下肢 DVT 之间关

系的报道较为罕见，故本研究进行相关空缺的补充。

但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 考虑危重症患者特殊

治疗护理因素对血栓形成的时间效应，将预期生存

时间＞7 d 的危重症患者纳入研究，因此可能对结果

分析产生一定偏倚；② 本研究需要 CRRT 辅助治疗

的患者数量较少，CRRT 置管位置对下肢 DVT 发生

位置的影响有待大样本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帮助重

症医学相关医务人员准确识别患者发生下肢 DVT

的危险因素，采取一级预防，同时也为专家研制适 

合危重症患者的下肢 DVT 风险评估量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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