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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方式对重症监护病房 
感染患者预后评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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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方式对重症监护病房（ICU）感染患者预后评估的意
义。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综合 ICU 收住的 330 例感染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计算快速 SOFA 评分（qSOFA）、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最大 SOFA 和第 1 天 SOFA 的差值（ΔSOFA）。
按临床诊断将患者分为脓毒症组（56 例）和非脓毒症组（274 例）。比较是否发生脓毒症两组患者 qSOFA、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ΔSOFA 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分析不同 SOFA 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ROC）；评价不同 SOFA 对感染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通过计算三分位数将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ΔSOFA 分为 3 组（qSOFA 仅能分为两组），比较不同亚组间病死率的差异。结果  脓毒症组总住院费
用、qSOFA、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 评分均明显高于非脓毒症组〔总住院费用（万元）：11.53（5.47，13.72）比 
9.52（3.80，11.98），qSOFA（分）：1.00（1.00，2.00）比 1.00（0.00，1.25），第 1 天 SOFA（分）：6.50（5.00，9.75）比 5.00（3.00，
7.00），最大 SOFA（分）：8.00（6.00，13.75）比 6.00（4.00，9.00），均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qSOFA 与第 1 天
SOFA呈明显正相关（rs值分别为0.302、0.287，均P＜0.05），第1天SOFA与最大SOFA亦呈明显正相关（rs＝0.802， 
P＜0.05），但 ΔSOFA 与 qSOFA、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 均无明显相关性（均 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 
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ΔSOFA 对预测患者预后有中等价值〔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29，0.715，
0.680，均 P＜0.05〕，qSOFA 不能预测患者预后（AUC＝0.505，P＜0.05）。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 及 ΔSOFA
随着分值的增加，病死率呈升高趋势〔第 1 天 SOFA＜4 分、4～6 分、＞6 分病死率分别为 15.3%（19/124）、19.0% 

（20/105）、30.6%（31/101），最大 SOFA＜5 分、5～8 分、＞8 分的病死率分别为 11.5%（14/121）、14.6%（16/109）、
40.0%（40/100），ΔSOFA＜0 分、0～2 分、＞2 分的病死率分别为 12.5%（18/143）、21.9%（23/105）、35.3%（29/82），
均 P＜0.05〕。结论  qSOFA 对于在非重症科室筛选脓毒症患者有很好的预测价值，但不能用于预测患者病死
率；最大SOFA、第1天 SOFA、ΔSOFA对患者结局有预测价值，应重视对 ICU感染患者SOFA评分的动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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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  modes  of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scores on the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Methods  The 330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admitted to the ICU of Tianjin Fourth Cent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to July 1, 2018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quick SOFA score (qSOFA), the first day SOFA score, maximum SOFA scor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maximum  SOFA  and  the  first  day  SOFA  (ΔSOFA)  we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clinical 
diagnosi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sepsis group  (56 cases) and a non sepsis group  (274 cases). The differences 
of qSOFA, first day SOFA, maximum SOFA and ΔSOF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OFA  scor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drawn;  the predictive  values  of different SOFA scores  on  the prognosis  of  infected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The first day SOFA, maximum SOFA and ΔSOFA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qSOFA can only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calculating  the  three quantiles,  and  the mortality  of  different  sub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scores of qSOFA,  first day SOFA and maximum SOFA in seps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 sepsis group and the total expenditure in the hospital in sepsi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 sepsis group [total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ten thousand Yuan): 11.53 (5.47, 13.72) vs. 9.52 (3.80, 11.98), qSOFA: 
1.00  (1.00,  2.00)  vs.  1.00  (0.00,  1.25),  first  day  SOFA:  6.50  (5.00,  9.75)  vs.  5.00  (3.00,  7.00), maximum  SOFA:  8.00  
(6.00, 13.75) vs. 6.00 (4.00, 9.00), all P < 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qSOFA and first day SOFA (rs value was 0.302, 0.287, both P < 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rst  day  SOFA  and maximum  SOFA  (rs  =  0.802, P  <  0.05).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ΔSOFA and qSOFA,  first  day SOFA and maximum SOFA  (all P > 0.05). The  results  of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irst day SOFA, maximum SOFA and ΔSOFA had medium value in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reas under ROC curve (AUC) were 0.629, 0.715, 0.680, all P < 0.05], qSOFA could not predict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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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 = 0.505, P < 0.05). With the increase of scores on the first day SOFA, elevation of maximum SOFA and ΔSOFA, 
the mortality had a trend of increasing [mortality of first day SOFA < 4, 4-6, > 6 was 15.3% (19/124), 19.0% (20/105) and 
30.6% (31/101), mortality of maximum SOFA < 5, 5-8 and > 8 was 11.5% (14/121), 14.6% (16/109) and 40.0% (40/100), 
mortality of ΔSOFA < 0, 0-2 and > 2 was 12.5% (18/143), 21.9% (23/105) and 35.3% (29/82),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Conclusions  The qSOFA score has a good predictive value for screening sepsis patients in non-critical care departments, 
but  it  cannot  be  used  to  predict  patients' mortality.  The maximum SOFA,  first  day  SOFA and ΔSOFA have  predictive 
values for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and dynamic evaluation of SOFA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should be 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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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是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预后不佳的主

要原因之一。脓毒症是由感染诱发的急危重症，表

现为对感染的反应失调，并与急性器官功能障碍和

高死亡风险相关，而感染性休克则被定义为脓毒症

的一个死亡风险更高的亚型，可引起威胁生命的器

官功能障碍，进一步增加感染患者的死亡风险［1］。

全球每年有数百万人发生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2］，

美国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其致死率达 25%［3-4］，与

急性心肌梗死（AMI）相同。故早期识别和评估 ICU

感染患者发展为脓毒症的风险及预后可降低死亡风

险。目前国际上有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急性

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早期

预警评分（MEWS）［5］等多种评分方式，可以用于对

ICU 感染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

  SOFA是2016年脓毒症3.0定义中明确推荐的、

用于评估感染或疑似感染患者器官衰竭的工具［6］。

而由 SOFA 评分衍生的快速 SOFA 评分（qSOFA）可

不依赖于实验室检查，早期预警患者可能出现的器

官功能障碍［7］，且因 qSOFA 评分有快速获取的优

势，可望成为评估 ICU 感染患者预后快捷而简便的

工具［8］。随着病情的变化和诊疗活动的介入，不同

时间点 SOFA 及 SOFA 的动态变化是否对 ICU 感染

患者的预后也有预测价值，以及上述 SOFA 指标用

于评估预后价值的高低目前尚无相关文献报道。本

研究收集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综合 ICU 的感染患

者的临床资料，计算 SOFA，探讨不同 SOFA 评分方

式对 ICU 感染患者预后评估的意义，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及一般资料：选择本院综合

ICU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收治的有明确病

原学证据的感染患者 381 例，经筛选后共纳入研究 

330例，其中男性192例，女性138例；年龄16～97岁，

平均（65.89±17.79）岁。原发疾病以呼吸系统感染

最多（295 例），神经系统感染最少（12 例），66 例患

者同时存在 2 个系统及以上感染。临床诊断为脓毒

症和（或）感染性休克 56 例，均符合 2016 年“拯救

脓毒症运动”（SSC）指南中提出的脓毒症和感染性

休克的定义［9］。所有患者根据 SSC 国际指南采用

抗感染、液体复苏、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有并发

症的患者给予相应的对症处理。排除无感染、入住

ICU 后 2 d 内死亡、本研究所涉及的临床数据（呼吸

频率、总胆红素、血肌酐等）不完整的患者。

1.2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SZXLL-2019-

KY0701），对患者采取的治疗和检测均得到过患者

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3  研究分组：所有患者根据临床诊断分为脓毒症

组（56 例）和非脓毒症组（274 例） 。

1.4  临床标准和指标收集：参照 SSC 国际指南定 

义［7］，收集患者入院后首次记录的呼吸频率、格拉

斯哥昏迷评分（GCS）及收缩压等指标，计算 qSOFA。 

参照 1996 年欧洲共识会议确定的 SOFA 定义［10］，按

SOFA 评分表收集患者入住 ICU 前 3 d 每日呼吸系

统、神经系统、凝血功能、肝功能、循环系统、肾功能

评分，缺少 1 项指标该项视为 0 分，缺少 2 项或以上

认为资料不完整不予评分，所有指标均选取最初 24 h 

内的最差值，分别计算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最

大 SOFA 和第 1 天 SOFA 分值的差值（ΔSOFA）。比

较是否发生脓毒症两组患者 qSOFA、第 1 天 SOFA、

最大 SOFA、ΔSOFA 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相关

分析法分析不同 SOFA 评分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不同 SOFA 评分对感染

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通过计算三分位数将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ΔSOFA 分为 3 组（qSOFA 仅能

分为两组），比较不同亚组间病死率的差异。

1.5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采

用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各评分系统分值间的

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计数资料以例

（率）表示，采用χ2 或趋势χ2 检验。各评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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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是否发生脓毒症两组感染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总住院时间
〔d，M（QL，QU）〕男性 女性

脓毒症组   56   35   21 66.01±18.16 19.83（9.00，20.50）
非脓毒症组 274 157 117 65.87±17.74 17.39（8.00，23.00）

组别
例数
（例）

抗菌药物使用时间
〔d，M（QL，QU）〕

总住院费用
〔万元，M（QL，QU）〕

病死率
〔%（例）〕

脓毒症组   56 18.48（9.00，20.00） 11.53（5.47，13.72） 28.57（16）
非脓毒症组 274 14.55（6.00，18.00）   9.52（3.80，11.98） a 19.71（54）

注：与脓毒症组比较，aP＜0.05

表 2 是否发生脓毒症两组感染患者 qSOFA、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 及 ΔSOFA 的比较〔M（QL，QU）〕

组别
例数
（例）

qSOFA
（分）

第 1 天 SOFA
（分）

最大 SOFA
（分）

ΔSOFA
（分）

脓毒症组   56
1.00

（1.00，2.00）
6.50

（5.00，9.75）
8.00

（6.00，13.75）
1.00

（0.00，3.00）

非脓毒症组 274
1.00

（0.00，1.25） a
5.00

（3.00，7.00） a
6.00

（4.00，9.00） a
1.00

（0.00，2.00）

注：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
分，ΔSOFA 为最大 SOFA 与第 1 天 SOFA 的差值；与脓毒症组比较，
aP＜0.05

表 3 4 种评分系统对感染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比较

评分系统 AUC 95%CI 最佳
截断值

敏感度
（%）

特异度
（%）

qSOFA 0.505 0.449～0.560 1 32.86 74.23
第 1 天 SOFA 0.629 0.574～0.681 7 41.43 80.00
最大 SOFA 0.715 0.663～0.763 8 57.14 76.92
ΔSOFA 0.680 0.626～0.730 1 60.00 73.80

评分系统
阳性预测值

（%）
阴性预测值

（%）
阳性

似然比
阴性

似然比

qSOFA 25.6 80.4 1.28 0.90
第 1 天 SOFA 35.8 83.5 2.07 0.73
最大 SOFA 40.0 87.0 2.48 0.56
ΔSOFA 37.5 87.2 2.23 0.55

注：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
分，ΔSOFA 为最大 SOFA 与第 1 天 SOFA 的差值，AUC 为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注：RO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 
衰竭评分，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ΔSOFA 为 

最大 SOFA 与第 1 天 SOFA 的差值

图 1 4 种评分系统对感染患者预后评估价值的 ROC 曲线

－ 

表 4 4 种评分系统不同分值亚组间预后情况的比较

指标
例数
（例）

病死率
〔%（例）〕

指标
例数
（例）

病死率
〔%（例）〕

指标
例数
（例）

病死率
〔%（例）〕

指标
例数
（例）

病死率
〔%（例）〕

qSOFA（分） 第 1 天 SOFA（分） 最大 SOFA（分） ΔSOFA（分）
  ≤1 240 19.6（47）   ＜4 124 15.3（19）   ＜5 121 11.6（14）   ＜0 143 12.6（18）
  ＞1   90 25.6（23）   4～6 105 19.0（20）   5～8 109 14.7（16）   0～2 105 21.9（23）

  ＞6 101 30.7（31）   ＞8 100 40.0（40）   ＞2   82 35.4（29）
χ2 值 1.397 χ2 值 7.608 χ2 值 25.187 χ2 值 15.996
P 值 0.237 P 值 0.006 P 值   0.001 P 值   0.001

注：qSOFA 为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ΔSOFA 为最大 SOFA 与第 1 天 SOFA 的差值

对患者预后的判断能力采用 MEDCALC 生成 ROC，

并计算 ROC 曲线下面积（AUC），同时根据约登指数

计算各评分系统预测患者预后的最佳截断值、敏感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

阴性似然比。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是否发生脓毒症两组感染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表 1）：两组性别、年龄、总住院时间、抗菌药物使用

时间、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有可比性。脓毒症组总住院费用明显高于非脓毒症

组（P＜0.05）。

第1天SOFA与最大SOFA亦呈显著正相关（rs＝0.802， 

P＜0.05），但 ΔSOFA 与 qSOFA、第 1 天 SOFA 和最

大 SOFA 均无明显相关性（均 P＞0.05）。

2.4  各评分系统对患者生存情况的评估价值（表 3， 

图 1）：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ΔSOFA 对感染患

者预后有中等预测价值，AUC 分别为 0.629、0.715、

0.680；qSOFA 不能预测患者预后，AUC＝0.505。

2.5  4 种评分系统不同分组亚组间预后情况比较

（表 4）： qSOFA 评分随分值增加病死率无明显变化；

2.2  是否发生脓毒症两组患者各评分比较（表 2）：

脓毒症组 qSOFA、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 均明显

高于非脓毒症组（均 P＜0.01）；两组 ΔSOFA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相关性分析：qSOFA与第1天SOFA、最大SOFA

均呈显著正相关（rs 分别为 0.302、0.287，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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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 和 ΔSOFA 随着分值的增

加病死率均明显升高（均 P＜0.05）。

3 讨 论 

  SOFA是ICU中最常用的器官衰竭评分之一［11］， 

于 1996 年由欧洲重症监护医学协会（ESICM）共识

会议制定，主要由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凝血功能、

肝功能、循环系统、肾功能 6 个部分组成，以确定

ICU 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生情况［10］。2016 年

最新国际脓毒症共识会议提出的脓毒症 3.0 将脓

毒症定义为“感染 + SOFA 评分≥2”，且建议使用

以 qSOFA 为代表的床旁快速识别方法，该观点在

2016 年国际脓毒症指南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9］。

qSOFA≥2 分高度提示可疑感染患者进展为脓毒症，

也可促使临床医生进一步检查器官功能障碍并酌

情升级治疗措施。但 qSOFA 评分的升高是否与患

者临床结局有关，研究结果并不一致［12］。一项全球

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显示，qSOFA 评分升高与患者

病死率有关［13］。但 Raith 等［14］在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的研究和 Prabhakar 等［15］在新加坡和日本的研究

均显示，单独使用 qSOFA 评分对于患者结局的预测

价值较低。Ho 和 Lan［16］的研究表明，虽然 qSOFA

单独使用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低于 SOFA 评分，

但 qSOFA 结合血乳酸水平对患者预测价值与 SOFA

评分相当。朱梦莉等［17］研究显示，对急诊疑似感

染患者而言，SOFA 评分和 qSOFA 评分对预后的预

测价值相同，但高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评

分。王子琪等［18］研究则显示，对急诊感染患者而

言，SOFA 评分、qSOFA 评分和 SIRS 评分对预后有

相同的预测价值。李颖利和熊辉［19］研究显示，对

急诊感染患者而言，qSOFA 评分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和 MEWS 评分大致相当。本研究表明，qSOFA 评

分与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 评分呈正相关，但

qSOFA对患者死亡的预测价值较低。由此得出结论，

qSOFA 评分的及时应用对于筛选脓毒症患者有很好

的预测价值，但不应单独用于预测患者预后。

  SOFA 评分可用于评估患者预后已毋庸置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SOFA 评分的动态变化是否能

相对准确地预测患者预后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Karakike 等［20］的研究表明，ΔSOFA 评分是预测患

者死亡的有效指标。de Grooth 等［21］的研究进一步

显示，ΔSOFA 可用于预测患者预后，其准确性高于

某一固定日期的 SOFA，与患者死亡高度相关。严

姝瑛等［22］的研究显示，ΔSOFA 评分是对 ICU 脓毒

症患者进行预后评估的有效指标。叶宁和骆雪萍［23］ 

的研究也显示，动态监测 SOFA 评分可有效评估

ICU 危重症患者的器官损伤程度和治疗效果。本研

究选取入住 ICU 后第 1 天与入住 ICU 后 SOFA 最大

值的差值定义为 ΔSOFA，以表明经积极干预后患

者 SOFA 的变化。本研究显示，最大 SOFA、第 1 天 

SOFA、ΔSOFA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无明显差异，

造成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有 3 个：① 有的患者在

病历中记载为“自动出院”，实际是因为病情过重患

者家属放弃治疗的结果，这些患者未能计入死亡病

例；② 不同研究对ΔSOFA的定义也不尽相同［24-25］，

本研究由于条件限制，将 ΔSOFA 定义为入住 ICU

的最大值和第 1 天 SOFA 评分差值，部分患者在入

住 ICU 前已在急诊经过积极治疗，导致入住 ICU 后

SOFA 评分变化并不明显；③ 本研究因样本量小，

需要增加样本量和医疗中心重复验证结论。

  本研究通过计算不同评分的三分位数将所有

纳入患者分为 3 组（qSOFA 仅能分为两组），通过趋

势χ2 检验比较组间的差异，以及随着各 SOFA 分

值的增加病死率是否发生变化，结果表明，第 1 天

SOFA、最大 SOFA 和 ΔSOFA 不同评分间病死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呈线性升高趋势，即随着分

值的增加病死率呈增高趋势。此结果进一步验证

了 SOFA 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结合上述

结果，最大 SOFA、第 1 天 SOFA、ΔSOFA 对患者预

后的预测价值无明显差异，表明随着治疗的进展，不

同时间点 SOFA、SOFA 的动态变化（ΔSOFA）对脓

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可能无显著差异。而不同

qSOFA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因本研究 qSOFA 仅

能分为两组，无法评估其是否呈线性趋势，故之后需

进一步增加样本量评估其变化趋势。

  qSOFA 具有便捷性，床旁即可迅速评估，而又

不依赖于实验室检查结果，对资源有限的医疗部门

尤其适用，因此 qSOFA 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而

在脓毒症患者被筛选进入 ICU 后，SOFA 评分与其

他重症评分（如 APACHE Ⅱ等［26］）或与降钙素原

（PCT）、C- 反应蛋白（CRP）等［27］生化指标的联合

使用、动态评估能进一步提高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

值，以促进医疗资源更合理地分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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