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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ＩＣＵ严重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代静泓邱海波杨毅周韶霞许红阳
【摘要】

刘少华

黄英姿

郑瑞强

目的调查严重感染的病死率和病死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调查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的３８３例严重感

染患者，计算逐年病死率，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析严重感染患者病死危险因素。结果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间，严重感染总病死率４６％（１７６／３８３），１１年间逐年病死率无显著变化（Ｐ＝０．４５８）。１３个因素参与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严重感染病死危险因素有合并器官功能衰竭数目、免疫功能受累、低白蛋白（＜３５９／Ｌ）和接
受有创性检查和治疗。严重感染患者合并器官功能衰竭的数目增多，病死率明显增加，合并２个器官衰竭者病死
的相对危险度为３．７４８，３个器官衰竭者为９．６６３，而合并≥４个器官功能衰竭者病死的相对危险度高达２８．８１０。
从器官功能衰竭的分布来看，严重感染患者最常合并循环衰竭（６２．９％）和呼吸衰竭（５６．９％），而顽固的感染性休
克是严重感染患者最主要的直接病死原因（３９．８％）。结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严重感染的病死率依然很高，探
寻严重感染发病的危险因素，积极调控炎症反应，在炎症反应早期及时阻断炎症反应过程，防止发展为感染性休克
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降低严重感染病死率的关键。
【关键词】严重感染；病死率；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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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ＩＣＵ危重病患者进行回顾
性调查，旨在获得严重感染病死率逐年变化趋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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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女１６４例（４２．８％）。年龄（６７±１３）岁，住

供参考。

ＩＣＵ天数（１４±１８）ｄ，ＡＰＡＣＨＥ １１评分（１４±９）。患

１对象与方法

者来源为内科２３１例（６０．３％），急诊手术８５例

１．１对象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东南大学附

（２２．２％），择期手术６７例（１７．５％）。感染部位分布

属中大医院收住ＩＣＵ的危重病患者，以统一的设计

情况为肺部感染２６０例（６７．９％），腹腔感染１００例

和标准作回顾性调查，人ＩＣＵ时及人住ＩＣＵ期间诊

（２６．１％），其他部位感染６例（６．０％）。合并器官功

断严重感染的３８３例患者。

能衰竭的情况为，合并１个器官功能衰竭者１４０例

１．２方法

（３６．６％），２个器官功能衰竭者９９例（２５．８％），合并

１．２．１调查内容

①一般项目：性别、年龄、转入

３个、４个和５个器官功能衰竭者分别为５８例

ＩＣＵ的原因、日期和转出Ｅｔ期等。②既往史：有无肿

（１５．１％）、４０例（１０．４％）和４６例（１２．０％）。衰竭器

瘤病史，是否接受过化疗、放疗，有无免疫系统疾病

官的分布情况为合并循环功能衰竭２４１例

以及是否接受过大剂量免疫抑制剂和糖皮质激素等

（６２．９％），呼吸功能衰竭２１８例（５６．９％），中枢衰竭

导致免疫功能低下的因素，有无急性生理和既往健

１３２例（３４．５％），肾衰竭１２８例（３３．４％），胃肠道衰

康评分ＡＰＡＣＨＥⅡ涉及的几种常见慢性疾病史等。

竭１２０例（３１．３％），血液衰竭４７例（１２．３％），肝衰

③现病史：记录入ＩＣＵ的ＡＰＡＣＨＥ

ＩＩ评分。记录患

竭３６例（９．４％）。严重感染存活与病死患者基本特

者符合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征比较见表１，病死患者的ＡＰＡＣＨＥ １Ｉ评分（２０±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诊断指标的数目和日期，

９），显著高于存活患者（１２±７，Ｐ＜０．００１），此外，病

符合ＳＩＲＳ ２项、３项和４项诊断指标分别记为

死患者中合并免疫功能低下、低白蛋白血症和接受

ＳＩＲＳ２，ＳＩＲＳ３和ＳＩＲＳ４，是否发生全身性感染、严重

有创治疗的例数也显著高于存活患者（Ｐ＜０．０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感染和感染性休克及发生日期，记录感染部位（肺、
表１

腹腔和其他等），是否合并器官功能衰竭及发生日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严重感染病死率

期，对休克患者记录休克的血流动力学分型，记录患
者在ＩＣＵ接受有创检查和治疗（中心静脉导管、漂
浮导管、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机械通气和血液滤过
等）的起止日期，记录患者人ＩＣＵ ２４ｈ内主要生化指
标，包括血白蛋白、总蛋白、血肌酐和胆红素等。④
病死统计均为住院死亡，以不可逆器官功能衰竭作
为患者直接病死原因。
１．２．２诊断标准①感染：主要根据临床表现，其中
部分患者有感染部位分泌物和外周血病原微生物培
养结果证实。＠ＳＩＲＳ，全身性感染，严重感染和感染
性休克：采用１９９２年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和危重病医
学会（ＡＣＣＰ／Ｓ（℃Ｍ）联席会议的诊断标准∽１。③多
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ｇａ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ＯＤＳ）：参照１９９７年修正的Ｆｒｙ等ｂ。的
ＭＯＤＳ标准。④不可逆器官功能衰竭：根据Ｍｏｎｔ—
ｇｏｍｅｒｙ等Ｈ。的诊断标准。
１．２．３统计学处理①计算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逐年严重
感染患者的病死率，比较病死率的变化趋势。②对

２．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严重感染病死率的变化趋势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严重感染总病死率４６％（１７６／３８３），

严重感染患者病死危险因素作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

１１年间病死率无显著性变化（ｙ２＝９．７９７，Ｐ＝
０．４５８）。随着衰竭器官数目增多，严重感染患者病

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所有统计学处理均在ＳＰｓＳ

死率显著增加。合并１个器官衰竭的患者，病死率

１０．０软件上完成。

１６．４％（２３／１４０），合并２个器官衰竭者病死率

２结果

４２．４％（４２／９９），３个器官衰竭者６５．５％（３８／５８），当

２．１一般资料３８３例严重感染患者中，男２１９例

严重感染患者合并≥４个器官衰竭，病死率高达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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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４／４０）。同时，衰竭的器官不同，严重感染

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３），严重感染病死的独立

患者的病死率也不同。合并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衰竭

危险因素包括合并器官功能衰竭数目、免疫功能受

者病死率最高７８％（１０３／１３２），其次为合并血液系统
衰竭者７０．２％（３３／４７），肾功能衰竭者病死率６５．６％

累、低白蛋白（＜３５９／Ｌ）和接受有创性检查和治疗措
施。

（８４／１２８）。

２．４直接病死原因

２．３严重感染病死的影响因素

标准，以不可逆器官功能衰竭作为患者直接病死原

采用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等Ｈ。的诊断

２．３．１严重感染病死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１３个

因。顽固的感染性休克（３９．８％）是患者最主要的直

因素参与分析。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２０）、免疫功能

接病死原因，其次为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衰竭

受累、接受机械通气及深静脉置管等有创检查和治

（２６．７％）和循环衰竭（１７％）。

疗、合并衰竭器官数目以及低白蛋白（＜３５９／Ｌ）与严
重感染病死显著相关（Ｐ＜０．０５）。性别、年龄、肿

３讨论

瘤、外伤、手术、感染部位、慢性疾病史以及符合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严重感染总病死率４６％（１７６／

ＳＩＲＳ诊断标准的数目不影响患者预后（表２）。

３８３），１ １年间逐年病死率无显著变化（Ｐ＝０．４５８）。

２．３．２严重感染病死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将单

说明１１年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ＩＣＵ严重感染

因素分析与严重感染病死明显相关的因素作多因素

的病死率未明显降低。因此，深入探讨严重感染病
死危险因素，积极制定临床对策，是十分迫切的临床

表２严重感染存活和病死患者危险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及水平

存活组（起＝２０７）病死组（，ｚ＝１７６）

性别（男性／女性）

多因素分析可以全面认识各种危险因素及其相
互关系，为临床医师制定治疗策略提供参考。本研
究显示，合并器官功能衰竭、免疫功能受累、低白蛋

年龄（ｊ＿＝±Ｓ）
≤３９

课题。

３５．１４±１８．３９

３８．３６±１７．４２

白水平（＜３５９／Ｌ）以及接受有创检查及治疗措施作

４０—４９

４３．１４±１２．５７

４７．３３±１８．１７

为严重感染的独立病死危险因素，明显影响患者预

５０—５９

５６．７６±２３．１６

５５．１３±２４．４３

后。

６０—６９

６５．３４±１４．１８

６７．８３±３４．６４

７０—７９

７２．３６±２６．９ｌ

７８．７７±３２．５６

≥８０

８３．１８±３４．５６

８５．４９±３４．３７

严重感染患者合并器官功能衰竭的数目增多，
病死率明显增加，当发生≥４个器官功能衰竭，ＯＲ

免疫功能低下（有／无）

３１／１７６

６２／１１４

高达２８．８１０，说明在序贯性器官衰竭过程中，随着

慢性疾病史（有／无）

３４／１７３

４３｜１３３

ＭＯＤＳ累及的器官增多，病死率明显增加，与北京协

１２．４２±６．９９５

１９．５２±９．２４１

和医院ＩＣＵ的研究结果一致”Ｊ。应予以足够重视。

ＡＰＡＣＨＥ

ＩＩ（ｊ±ｓ）

感染部位

在积极控制感染的同时，注意加强各器官功能的保

肺部

护，对降低严重感染病死率是有益的。本研究显示，

腹腔

其他部位
有创检查治疗（有／无）

Ⅲ矾埒铘

严重感染患者最常合并循环功能衰竭（６２．９％），其

∽鲫８蝴

器官功能衰竭数目

次为呼吸功能衰竭（５６．９％）。但随着呼吸支持手段
的进步，并发呼吸衰竭不增加患者病死率，并发中

１

枢、肾脏或血液衰竭的患者，病死率往往明显增加，

２

与文献报道结果一致Ｌ６ Ｊ，提示不同器官衰竭对预后

３
４

ｍ卯加６

５

７

的影响不同，肾脏支持治疗措施并不能逆转ＭＯＤＳ
乃乾勰Ⅺ∞

符合ＳＩＲＳ数目

的过程，而对中枢和血液衰竭的患者需要寻求更积
极有效的支持手段，应注意研究不同器官的相互作

非ＳＩＲＳ

１１

１０

ＳＩＲＳ２

６１

４７

ＳＩＲＳ３

７３

５２

本研究将长期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免疫抑

ＳＩＲＳ４

６２

６７

肿瘤病史（有／无）

１２／１９５

制剂、接受放疗、化疗等治疗措施和患免疫系统疾病

１７／１５９

外伤史（有／无）

１３／１９４

７／１６９

用及其在ＭＯＤＳ发展中的地位。

导致免疫功能低下作为一个综合因素加以观察，结

手术史（有／无）８１／１２６

５８／１１８

果显示，免疫功能低下是影响严重感染病死率的一

低白蛋白（＜３５９／Ｌ，有／无）１１４／９３

１２０／５６

个主要因素。其原因可能是免疫功能低下削弱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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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严重感染病死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注：变鞋取值：免疫功能低下，低下取ｌ，不低下取０；器官功能衰竭数目，基础变量取值为ｌ；低白蛋白，不低下为０，低下为１；有创检查和治
疗，不接受为０，接受为ｌ

对各种损伤因素的反应能力，导致抗炎与致炎反应

研究显示，人ＩＣＵ时符合ＳＩＲＳ诊断指标的数目不

失衡，预后凶险。因此，适当刺激机体的免疫功能，

是反映严重感染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从一个侧

调动机体免疫系统可能会有益。糖皮质激素治疗严

面表明符合ＳＩＲＳ诊断指标的数目难以反映炎症反

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的疗效，目前争议很大，可能与

应的严重程度。

给药剂量、药品剂型以及用药的持续时间等因素有
关，在病程的不同阶段给药，结果也可能不同［７。。

顽固的感染性休克是严重感染患者最主要的直
接病死原因（３９．８％）。全身性感染、严重感染和感

低蛋白血症（＜３５９／Ｌ）是严重感染病死的另一

染性休克实际上是全身炎症反应程度逐渐加重的３

危险因素。低蛋白血症时，机体缺乏修复损伤组织

个阶段…，积极调控炎症反应，在炎症反应早期及时

的原料，全身组织水肿，感染易于扩散。感染导致机

阻断炎症反应过程，防止发展为感染性休克和

体分解代谢大于合成，引起或加重低蛋白血症，而低

ＭＯＤＳ，是降低严重感染病死率的关键所在。

蛋白血症导致感染难以控制，两者相互促进病情恶

总之，炎症反应失控是严重感染的根源，积极调

化。注意危重患者的代谢调理，适当补充生长因子，

控炎症反应，寻求有效的干预手段，防止ＭＯＤＳ，仍

促进合成代谢，可能有利于病情的控制。

是当前临床和基础研究的重要课题。

接受深静脉置管和机械通气等有创检查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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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ｓｉｓ．ＪＡＭＡ，

１９９５，２７４：３３８—３４５．
９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本文编辑：周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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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老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分析
赵继红
现将天津第三中心医院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０２年
６月收治的４５例急性肾功能衰竭（ａｃｕｔｅ

ｒｅｎａｌ ｆａｉｌ—

ｕｒｅ，ＡＲＦ）患者进行临床回顾分析。
１

接近正常或原水平，尿毒症症状缓解。老年ＡＲＦ治
愈、好转率分别为７．６％，１ ９．２％，明显减低。
６５．３％（１７／２６）需维持血液透析治疗，仅２例死于多
器官功能衰竭。

临床资料
病例选择符合ＡＲＦ诊断标准患者４５例，其中

老年组２６例，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６４～８２

３讨论
随着社会老龄化，老年ＡＲＦ发生率逐渐增高。

岁，平均７４．５岁。青年组１９例，男性１１例，女性８

由于老年人生理性渴感减退，肾小管浓缩功能下降，

例，年龄１７～５６岁，平均３２．４岁。

保钠能力减低，在摄入不足等情况下易发生有效血

２结

容量减少，肾脏灌注不足导致ＡＲＦ。

果

此外，老年人各器官功能减退，免疫功能差，故

２．１病因老年ＡＲＦ由肾小球疾病引起者减少，而

易造成感染，内毒素可导致肾血管收缩发生ＡＲＦ。

肾前性占多５３．８％（１４／２６），其中主要因严重腹泻、

由于老年人肾小球滤过功能降低，药物清除率下降，

呕吐、摄人不足（９／１４）；过量应用利尿剂及解热镇痛

且对肾毒性药物敏感性增高，即使常规剂量也会在

药（５／１４）。其次为肾毒性药物，占２３．１％（６／２６），感

体内蓄积，若用药不当易引发ＡＲＦ，所以对老年人

染致败血症引起ＡＲＦ占１５．４％（４／２６），肾后性梗阻

应慎重用药。另外，老年人易发生前列腺增生肥大

７．６％（２／２６）。

及肿瘤，肾后梗阻ＡＲＦ也占一定比例。

２．２病情特点

老年ＡＲＦ与青年组比较少尿型多

本资料结果显示，老年ＡＲＦ少尿型发生率高且

见，且少尿期时间长，７３％（１９／２６）合并有多器官功

持续时间长，需血液透析治疗比例高。这些说明肾

能衰竭，９２．３％（２４／２６）需做血液透析治疗。

脏损害严重。因老年人内环境稳定性差、组织再生

２．３预后Ｉ临床治愈：患者出院前肾功能恢复到正

和修复能力低下及免疫功能障碍，。肾功能恢复差而

常值或原水平，尿毒症症状消失；好转：肾功能好转，

多器官衰竭发生率高。近年来血液净化技术的应
用，使ＡＲＦ病死率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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