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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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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初次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外科疾病患者病死率与输血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回

顾性研究方法。选择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4 月在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治疗的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

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 90 d 预后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指标及输血情

况等指标，比较不同预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

病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价各危险因素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采

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法分析输血次数、输血种类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共纳入 192 例患者，107 例 

（55.73%）患者在初次入住 ICU 后 90 d 内死亡。与生存组比较，死亡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均明显升高〔APACHEⅡ评分（分）：16.02±4.28 比 10.84±2.01，

SOFA 评分（分）：8.25±1.03 比 4.16±1.05〕，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收缩压、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输

血比例均明显降低〔GCS（分）：8.03±2.88 比 11.05±3.21，收缩压（mmHg，1 mmHg≈0.133 kPa）：81.05±9.11

比 95.62±8.11，PDW：（9.57±2.21）% 比（13.03±2.33）%，输血比例：22.43%（24/107）比 43.53%（37/85），均

P＜0.05〕，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均明显增加〔PT（s）：

21.18±3.94比15.07±4.06，INR：1.81±0.39比1.25±0.32，APTT（s）：45.03±14.17比39.61±12.73，均 P＜0.0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SOFA 评分≥6 分、输血是影响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死亡的独立性危险

因素〔优势比（OR）和 95% 可信区间（95%CI）分别为 1.713（1.308～2.249）、0.122（0.044～0.340），均 P＜0.05〕。

ROC 分析显示，SOFA 评分≥6 分、输血对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预测均有一定的预测价值〔ROC 曲线下

面积（AUC）分别为 0.707 和 0.893，95%CI 分别为 0.595～0.819 和 0.823～0.962，均 P＜0.01〕。相关性分析显

示，输血次数、输血种类均与患者预后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621 和 0.703，P 值分别为 0.003 和 0.019）。随着

输血次数及输血种类的增加，患者的病死率均明显升高，输血 2 次以下、2～5 次、5 次以上患者的病死率分别

为 21.5%（23/107）、35.5%（38/107）、43.0%（46/107），P＜0.05；输注 1、2、3 种成分血患者的病死率分别为 29.0%

（31/107）、34.6%（37/107）、36.4%（39/107），P＜0.05。结论  初次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预后与 SOFA 评分

及输血呈正相关 ; 随着输血次数及种类的增加患者病死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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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rtality  and  blood  transfusion  of  surgica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for the first tim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he patients with  surgical disease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ICU  for  the  first  time and  received  treatment  in Dazhou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rom May 2019  to April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survival  group  and  a  death  group  according  to  90-day  prognosis. 
The general data, laboratory indexes and blood transfusion conditions of th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prognoses were compare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urgical disease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ICU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each  risk  factor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blood  transfusions,  the  types  of  blood  transfusion  components 
and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Results  A total of 192 patients were included, and 107 (55.73%) patients died within 
90 days  after  their  initial  ICU admission. Compared with  the  survival  group,  the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APACHEⅡ) score and the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in the deat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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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

外科疾病患者主要为严重创伤或大手术后需对生命

指标进行持续严密监测者，这类患者常伴有多种基

础疾病或病理过程而有较高的病死率。研究显示，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APACHEⅡ）、格拉斯

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ale，GCS）、序贯器官衰

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及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等指标均与

ICU 患者病死率有明显相关性［1-3］，可用于患者病

情严重程度的判断［4］。输血是急危重症患者救治

过程中常用的手段，尤其是对于入住 ICU 的外科疾

病患者，急性失血、静脉采血、红细胞生成减少等原

因均可导致患者出现血容量下降，及时充足的血液

供应在抢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约有 40% 的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需输注红细胞以迅速纠正贫血，

改善组织供氧。虽然输血有助于增加血容量，促进

患者生命体征的恢复，并可增强组织的氧供而降低

患者死亡风险，但有研究显示，外科疾病患者接受大

量输血治疗后病死率仍可高达 17%～70%［5-6］。目

前关于初次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病死率与输

血相关性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分

析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预后与输血的相关

性，以警示在大量输血时，如何找到输血治疗利与弊

的平衡点，从而为降低病死率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2019年 

5 月至 2020 年 4 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192 例初次

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1.1  纳入标准：① 因严重创伤或心脏外科、胸外

科、普外科、神经外科、肿瘤外科、泌尿外科大手术

后需入住 ICU 者；② 年龄≥18 岁者；③ 病例资料

完整者。

1.1.2  排除标准：① 简易创伤定级量表（abbreviated 

ingury scale，AIS）［7］≥3 分者；② 受伤至就诊时间

在 24 h 以上者；③ 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③ 合并

严重凝血功能障碍性疾病者；④ 入院前 15 d 内使

用抗凝药物治疗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本院科研部门批准（审批号：202017），对患者采取

的治疗和检测均获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分组：根据 90 d 生存状况将患者分为生

存组与死亡组。

1.3  资料收集：① 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指标：收集

患者性别、年龄、疾病类型、入院时 APACHEⅡ评

分、GCS 评分、SOFA 评分、体温、心率、收缩压、输

血情况等一般资料，以及血常规指标〔血小板计

数（platelet count，PLT）、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PDW）、中性粒细胞 / 淋巴

细胞比值（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

higher (APACHEⅡ score: 16.02±4.28 vs. 10.84±2.01, SOFA score: 8.25±1.03 vs. 4.16±1.05),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platelet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  (PDW) and blood transfusion ratio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GCS score: 8.03±2.88 vs. 11.05±3.21,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1 mmHg≈0.133 kPa): 81.05±9.11 
vs. 95.62±8.11, PDW: (9.57±2.21)% vs. (13.03±2.33)%, blood transfusion ratio: 22.43% (24/107) vs. 43.53% (37/85), 
all P <  0.05],  prothrombin  time  (PT),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an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T (s): 21.18±3.94 vs. 15.07±4.06, INR: 1.81±0.39 vs. 1.25±0.32, APTT (s): 
45.03±14.17 vs. 39.61±12.73,  all P <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FA≥6 points 
and blood transfusio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ath in patients with surgical diseases initially admitted to the 
ICU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ere 1.713 (1.308-2.249), 0.122 (0.044-0.340), both P < 
0.05]. The results of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SOFA≥6 points and blood transfusion had certain predictive value in 
predicting surgical diseases in patients initially admitted to the ICU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were 0.707 and 0.893, 
respectively, 95%CI were 0.595-0.819 and 0.823-0.962, both P < 0.01].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blood transfusions and types of blood transfus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r values were 
0.621 and 0.703, P values were 0.003 and 0.019, respectively).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lood transfusion and types of blood transfusion;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less  than  
2  times  of  blood  transfusion,  2-5  times,  and more  than  5  times    were  21.5%  (23/107),  35.5%  (38/107),  and  43.0% 
(46/107), respectively, P < 0.05;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receiving 1, 2, and 3 blood components were 29.0% (31/107), 
34.6% (37/107), and 36.4% (39/107), respectively, P < 0.05.  Conclusion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urgical 
disease staying in ICU the first tim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FA score and blood transfusion. The mortality of the 
patients is elev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umber of blood transfusion and type of blood transfusion.

【Key words】  Intensive care unit;  Surgical diseases;   Mortality;  Blood transfusion
Fund program: Sichu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entific Research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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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22.02.014



·  195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2 年 4 月第 29 卷第 2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April   2022，Vol.29，No.2

板 / 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PLR）〕、

炎症指标〔CRP、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amyloid 

A，SAA）、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凝血功

能〔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国际标

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活化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等实验室指标。输血的定义为患者在

ICU 住院期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623-2018《全血和成分血使用》［8］的相关规

定对患者进行输注全血或红细胞、血浆、血小板等

成分血治疗 ; ② 生存状况：患者均在入住 ICU 开始

追踪 90 d，记录生存状况。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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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和频数表示，

采用χ2 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

初次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

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评估各危险因素对

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法分析输血次数和输血种类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指标及输血情况比

较（表 1）：192 例患者中男性 106 例，女性 86 例； 

表 1 不同预后两组初次入住 ICU 的 外科疾病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指标及输血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疾病类型〔例（%）〕

严重 

创伤

心脏外科 

术后

胸外科 

术后

普外科 

术后

神经外科 

术后

肿瘤外科 

术后

泌尿外科 

术后
其他女性 男性

死亡组 107 45 62 50.26±7.04 21（19.63） 14（13.08） 14（13.08） 16（14.95） 15（14.02） 13（12.15） 11（10.28） 5（4.67）
生存组   85 41 44 51.13±7.11 15（17.65） 12（14.12） 10（11.76） 13（15.29） 11（12.94） 11（12.94）   9（10.59） 4（4.71）

χ2 / t 值 0.731 -0.847 0.259
P 值 0.392   0.398 0.999

组别
例数 

（例）

PLR 

（x±s）
CRP 

（mg/L，x±s）
SAA 

（mg/L，x±s）
PCT 

（μg/L，x±s）
PT 

（s，x±s）
INR 

（x±s）
APTT 

（s，x±s）
输血情况〔例（%）〕

未输血 输血

死亡组 107 224.06±35.80 84.09±19.24 293.18±57.61 1.03±0.29 21.18±3.94 1.81±0.39 45.03±14.17 83（77.57） 24（22.43）
生存组   85 217.93±41.02 79.63±20.15 299.82±60.08 1.07±0.31 15.07±4.06 1.25±0.32 39.61±12.73 48（56.47） 37（43.53）

t /χ2 值 1.105 1.562 -0.778 -0.921 10.53 10.685 2.753 9.729
P 值 0.271 0.120    0.437   0.368   0.000   0.000 0.006 0.002

注：1 mmHg≈0.133 kPa

组别
例数

（例）

APACHEⅡ评分

（分，x±s）
GCS 评分

（分，x±s）
SOFA 评分

（分，x±s）
体温 

（℃，x±s）
心率 

（次 /min，x±s）
收缩压

（mmHg，x±s）
PLT 

（×109/L，x±s）
PDW 

（%，x±s）
NLR 

（x±s）
死亡组 107 16.02±4.28 8.03±2.88 8.25±1.03 36.02±4.13 112.04±7.38 81.05±9.11 109.29±20.53 9.57±2.21 13.82±3.37
生存组   85 10.84±2.01 11.05±3.21 4.16±1.05 36.55±5.26 110.17±8.82 95.62±8.11 114.02±21.71 13.03±2.33 14.15±3.11

t 值 10.289 -6.895 27.096 -0.782 1.599 -14.219 -1.546 -10.519 -0.697
P 值   0.000   0.000   0.000   0.435 0.111     0.000   0.124     0.000   0.487

年 龄 23～72 岁，平 均（51.08±7.20）岁。 纳 入 的

192 例患者中 107 例（55.73%）在初次入住 ICU 后

90 d 内死亡。与生存组比较，死亡组 APACHEⅡ和

SOFA 评分均明显升高，GCS 评分、收缩压、PDW

和输血比例均明显降低，PT、INR、APTT 均明显增

加（均 P＜0.05）。两组性别、年龄、疾病类型、NLR、

PLR、CRP、SAA、PCT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2.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 ROC 曲线分析 

（表 2～4；图 1）：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的指标赋值后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SOFA 评分≥6 分、输血是影响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ROC 曲线分析显示，SOFA 评分≥6 分、输血对初次

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预后均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均 P＜0.01）。 

2.3  输血次数、输血种类与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

病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显示，输血次

数、输血种类均与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预

后均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621 和 0.703，P 值分

别为 0.003 和 0.019）。随着输血次数及输血种类

的增加，患者的病死率均明显升高，输血 2 次以下、

2～5 次、5 次以上的病死率分别为 21.5%（23/107）、

35.5%（38/107）、43.0%（46/107），P＜0.05；输注 1、2、

3 种成分血的病死率分别为 29.0%（31/107）、34.6%

（37/107）、36.4%（39/10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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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维持组织的血氧供应可保证组织细胞的正常

代谢，并维持器官的正常功能；但对于入住 ICU 的

外科疾病患者而言，因大量失血、隐性出血等原因

而常有纤维蛋白原不足、血小板降低、PT 缩短等病

理改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可诱发多器官衰竭

而增加死亡风险。因此，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

及时给予输血治疗对于改善缺血缺氧状态，促进出

血性休克症状恢复，提高患者救治效果方面均有重

要意义。输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输血指输

全血，广义的输血除输注全血外还包括输注红细胞、

血小板、血浆等由血液制备的各种有形或无形成

分，严格上来说，输注造血干细胞也属于输血的特殊

类型［9-10］。本研究所指的输血为广义的输血。初次

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主要包括严重创伤者、大

手术后需持续严密监测生命指标者，多伴有不同程

度的贫血、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异常等，因此常需

要通过输注血浆、红细胞、血小板等成分或全血以

改善贫血或凝血功能障碍，缓解病情［11］。本研究纳

入的 192 例患者中 107 例患者在初次入住 ICU 后

90 d 内死亡，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2］，可能与 ICU

患者常伴有多种基础疾病或病理过程使其病死率增

加有关。

  关于初次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病死率影

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就输血与患者病死率关

系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显示，SOFA评分≥6分、 

输血是影响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预后的独

立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SOFA 评分可有效反映

大手术后、严重创伤患者器官功能障碍或衰竭情

况，SOFA 评分所使用的均为持续变量，有操作简

便、容易获得、客观性强的特点；同时 SOFA 评分

所使用的变量与人种、病种及人口学特征均无关，

与治疗措施也无关；再者 SOFA 评分还可鉴别器官

功能障碍与衰竭程度，与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

者病死率有明显的相关性［13-15］。虽然 APACHEⅡ

评分也常用于判断 ICU 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但该

指标受治疗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 APACHEⅡ评分

仅在刚入院或入住 ICU 24 h 内进行评定，SOFA 评

分虽然未考虑到年龄及既往病史等情况，但该评分

可连续评估而减少了年龄、病史、病情等因素的影 

响［16］。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 8%，严重创伤或

大手术后患者的失血量可超过外周血量的 30%，因

此在初次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中低血容量休

表 4     各危险因素对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 
预后的预测价值

危险因素 AUC 95%CI P 值
敏感度

（%）

特异度

（%）

约登 

指数

SOFA 评分≥6 分 0.707 0.595～0.819 0.000 60.6 78.2 0.388
输血 0.893 0.823～0.962 0.000 78.8 91.9 0.707

注：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表 3  影响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预后的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sx 值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APACHEⅡ评分 
  ≥12 分

  1.121 0.124 1.723 0.146 1.106 0.893～1.319

GCS 评分≥9 分 -1.072 0.089 1.277 0.215 0.763 0.629～1.244
SOFA 评分≥6 分   1.825 0.316 4.054 0.019 1.713 1.308～2.249
收缩压≥90 mmHg -1.038 0.054 1.091 0.327 0.884 0.755～1.203
PDW≥10% -1.053 0.062 0.855 0.502 0.818 2.117～3.328
PT≥13 s   1.173 0.148 2.618 0.072 1.154 0.905～1.413
INR≥1.15   1.106 0.106 2.547 0.082 1.050 0.816～1.255
APTT≥37 s   1.213 0.159 1.928 0.108 1.254 0.718～1.411
输血 -2.103 0.523 7.692 0.001 0.122 0.044～0.340

注：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表 2 影响初次入住 ICU 外科疾病患者 
预后各因素的赋值情况

因素 赋值

X1：APACHEⅡ评分 ＜12 分＝ 0，≥12 分＝ 1
X2：GCS 评分 ＜9 分＝ 0，≥9 分＝ 1
X3：SOFA 评分 ＜6 分＝ 0，≥6 分＝ 1
X4：收缩压 ＜90 mmHg ＝ 0，≥90 mmHg ＝ 1
X5：PDW ＜10% ＝ 0，≥10% ＝ 1
X6：PT ＜13 s ＝ 0，≥13 s ＝ 1
X7：INR ＜1.15 ＝ 0，≥1.15 ＝ 1
X8：APTT ＜37 s ＝ 0，≥37 s ＝ 1
X9：输血比例 未输血＝ 0，输血＝ 1
Y：生存情况 0 ＝生存，1 ＝死亡

注：APACHEⅡ评分、GCS 评分、SOFA 评分均以中位数为界值

进行分组；收缩压以正常参考值 90 ～ 140 mmHg 为界值；PWD 以

正常参考值即 10%～18% 为界值，PT 以标准值 11～13 s 为界值，

INR 以标准值 0.90～1.15 为界值，APTT 以标准值 23～37 s 为界值

图 1  各危险因素对初次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预后的 
预测价值的 ROC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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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是常见表现［17］。失血性休克主要是因机体有效

循环血量下降，远心端微循环障碍而使组织灌流下

降，引起组织再灌注损伤所致［18］。组织再灌注损伤

后可使体内氧自由基水平迅速增加而在体内或细胞

内聚集，引起弥漫性组织灌流下降及组织氧化损伤，

及时补充血容量是此类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19］。

但本研究显示，虽然生存组输血率更高，但从输血种

类及输血次数来看；随着输血种类及次数的增加患

者病死率明显升高。过去对于失血性休克患者主要

采取输注全血的方法，但短期内补充大量全血可增

加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传统的输血不论患者需

要补充何种血液成分均统一输注全血，随着临床医

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对血液成分及

功能研究的深入，输注成分血已逐步代替输全血治

疗，不仅可提高血源的利用率，还可减少输血量而

减轻患者心血管的负担［20］。初次入住 ICU 的外科

疾病患者多伴有大量出血，除血容量下降外还容易

因大量失血而导致凝血因子消耗性减少，造成机体

出现凝功能障碍及血小板减少，因此，多采取血浆、

血小板、红细胞 2 种或 3 种成分血联合输注治疗；

但并非输血次数、输血种类越多对患者的预后就越

好，治疗过程中随着输血次数的增加还可能因扩容

而导致凝血因子稀释性下降，反而会加重患者凝血

功能障碍，增加死亡风险［21-22］。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因本研究为回顾

性分析，输血不具有随机性，对于病情较重者输血的

可能性更大；其次本研究涵盖病种较多，因而使其

对比性下降，但若限制病种，增加筛选条件则可能因

样本量不足而使结果出现偏倚。后续还需要加大

样本量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以证实结果的可 

靠性。

  综上所述，初次入住 ICU 的外科疾病患者病死

率主要与 SOFA 评分及输血相关，但随着输血次数

及输血种类的增加患者病死率反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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