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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急性肺损伤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生存率
的因素分析
侯磊

周洪顺

山东省胸科医院呼吸科，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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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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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影响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患者生存率的因素。方法 ：回顾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科 ALI/ARDS 患者资
料，剔除入院后 24 h 内病死者及合并急性左心衰竭、心源性肺水肿患者，39 例 AL、98 例 ARDS 患者入组。按
照患者入院 30 d 预后转归，将生存患者纳入生存组，死亡患者纳入病死组，将两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存在统计
学差异的因素纳入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总结影响 ALI 合并 ARDS 患者生存率的相关危险因素，探讨防治
对策。结果 ：137 例患者中，52 例病死，生存率为 62.04%，其中 39 例 ALI 患者生存率为 89.74%（35/39），98
例 ARDS 患者生存率为 51.02%（50/98），ARDS 患者生存率低于 ALI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APACHE Ⅱ评分≥ 20 分、机械通气治疗时间≥ 7 d、氧合指数＜ 200 mmHg、尿素氮≥ 7.1 mmol/L、肺内源性
病因及发生脓毒血症均为影响 ALI/ARDS 患者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结论 ：ALI/ARDS 患者生存
率较低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及时评估患者预后质量并给予综合干预，有望控制病情进展、提高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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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rvival rate of acute lung injury an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patients

HOU Lei，ZHOU Hongshun. Department of respiration, Shandong thoracic

hospital, Jinan 250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rvival rate of acute lung

injury (ALI )an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9 ALI and 98
ARDS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3 to May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fter
excluding patients who died within 24 h following hospitalized and had the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and cardiogenic
pulmonary edema. Based on the prognosis and outcome, the surviving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survival group and
died patients were the death group. The baseline data that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risk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ALI and ARDS patient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52 out of 137 patients died, with the survival rate of 62.04%, among which the survival rate of
39 ALI patients was 89.74% (35/39) and 51.02% (50/98) in the 98 ARDS patients. The survival rate of ARDS patients
was lower than ALI patie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core of APACHE Ⅱ(over
20 score),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ore than 7 days), oxygenation index (less than 200 mmHg), blood
urea nitrogen (greater than 7.1 mmol/L), pulmonary endogenous disease and sepsi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influencing survival rate of ALI and ARDS patients (P＜0.05). Conclusion: Survival rate of ALI and ARDS patients
is comparatively lower and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Timely prognosis assessment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 the view to managing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improving their survi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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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 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由
心源性以外各类肺内、外致病因素引发的严重急性进行性缺

氧性呼吸衰竭，临床救治中死亡率高达 45.8% ～ 52.0% [1-2]。
肺直接损伤、肺外间接损伤、脓毒症 、吸入毒性气体 、急
性胰腺炎、胸部以外的多发性创伤、烧伤等均可导致，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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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烧伤等可能发生脏器功能不全患者中，ALI/ARDS 的发
病率最高且发生最早，严重威胁着患者生存 [3]。因此，近
年来临床一直致力于 ALI/ARDS 患者病情及预后评估参考
指标的探索，但至今尚无统一结论 [4]。此次研究就其生存
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1
1.1

1.3

年龄

研究对象

APACHE Ⅱ评分

52（61.18） 22（42.31） ＜ 0.05
33（38.82） 30（57.69）
39（45.88） 24（46.15）

＜7d

氧合指数

＜ 200 mmHg

≥7d
≥ 200 mmHg

表2

26（30.59） 20（38.46）

≥ 7.35

71（83.53） 32（61.54）
74（87.06） 37（71.15） ＜ 0.05

≥ 7.1 mmol/L

11（12.94） 15（28.85）

病因

肺外源性
肺内源性
＜4个

肺外衰竭脏器数量

76（89.41） 34（65.38） ＜ 0.05
9（10.59）

18（34.62）

77（90.59） 31（59.62） ＜ 0.05

≥4个

8（9.41）

21（40.38）

使用糖皮质激素

是

7（8.24）

4（7.69）

胃内容物误吸

有

否
无

2.3

生存组、病死组基线资料见表 1，组间性别、激素治

44（51.76） 39（75.00）
59（69.41） 32（61.54） ＜ 0.05
14（16.47） 20（38.46） ＜ 0.05

有

结果

单因素分析

25（29.41） 29（55.77）
41（48.24） 13（25.00） ＜ 0.05

＜ 7.35

无

生存率分析

60（70.59） 23（44.23） ＜ 0.05

＜ 7.1 mmol/L

统计学方法

137 例患者中，52 例病死，生存率为 62.04%，其中 39
例 ALI 患者生存率为 89.74%（35/39），98 例 ARDS 患者生
存率为 51.02%（50/98），ARDS 患者生存率低于 ALI 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46（54.12） 28（53.85） ＞ 0.05

女

机械通气治疗时间

发生脓毒血症

2.1

男

≥ 20 分

尿素氮

P值

≥ 60 岁

＜ 20 分

血液 pH 值

病死组
（n=52）

＜ 60 岁

性别

研究方法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2.0 进行分析，
性别、年龄等单因素分析计数资料均以（n/%）表示，并采
用 χ2 检验，影响 ALI/ARDS 患者生存率的相关因素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生存组
（n=85）

基线临床资料

以入院后 30 d 为终点事件记录时点，计算患者生存率
并按照预后转归，将生存患者纳入生存组，将病死患者纳
入病死组，比较两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将存在统计学差
异的因素纳入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据此总结影响 ALI
合并 ARDS 患者生存率的相关危险因素。其中，基线临床
资料包括年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 Ⅱ）评分、
机械通气治疗时间、氧合指数、血液 pH 值、尿素氮、病因、
肺外衰竭脏器数量、糖皮质激素使用情况、胃内容物误吸
情况、脓毒血症发生情况等。

著

疗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年龄、APACHE Ⅱ评分、接受
通气治疗时间、氧合指数、血液 pH 值、病因、肺外衰竭脏
器数量以及胃内容物误吸、脓毒血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生存组与病死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比较（x±s）

对象与方法

回顾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 ALI/ARDS 患者资料，
排除入院后 24 h 内病死者，ALI（氧合指数≥ 200 mmHg）
39 例，ARDS（氧合指数＜ 200 mmHg）98 例。137 例研究
对象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 ALI/ARDS 诊
断标准 [5]，年龄≥ 18 岁，机械通气治疗时长≥ 48 h，未合
并急性左心衰竭、心源性肺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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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78（91.76） 48（92.31）
7（8.24）

10（19.23） ＜ 0.05

78（91.76） 42（80.77）
1（1.18）

6（11.54） ＜ 0.05

84（98.82） 46（88.46）

多因素分析

将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进行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2，APACHE Ⅱ评分≥ 20 分、机械通气治疗时间
≥ 7 d、氧合指数＜ 200 mmHg、尿素氮≥ 7.1 mmol/L、肺
内源性病因及发生脓毒血症均为影响 ALI/ARDS 患者生存
率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其中发生脓毒血症患者的
危险因素是未发生脓毒血症者的 3.3 倍。

影响 ALI/ARDS 患者生存率的相关因素分析（x±s）

影响因素

β

SE（β）

Wald χ2 值

P值

OR

95% CI

年龄≥ 60 岁

0.516

0.480

1.156

0.098

1.675

0.654 ～ 4.292

APACHE Ⅱ评分≥ 20 分

0.529

0.173

9.350

0.000

1.697

1.209 ～ 2.382

机械通气治疗时间≥ 7 d

0.721

0.199

13.127

0.000

2.056

1.392 ～ 3.038

氧合指数＜ 200 mmHg

0.655

0.183

12.811

0.000

1.925

1.345 ～ 2.756

血液 pH 值＜ 7.35

0.195

0.184

1.123

0.125

1.215

0.847 ～ 1.743

尿素氮≥ 7.1 mmol/L

0.559

0.238

5.517

0.003

1.749

1.097 ～ 2.788

肺内源性病因

1.059

0.342

9.588

0.000

2.883

1.475 ～ 5.637

胃内容物误吸

0.127

0.115

1.220

0.133

1.135

0.906 ～ 1.422

发生脓毒血症

1.208

0.371

10.602

0.000

3.347

1.617 ～ 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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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 ALI/ARDS 病死率的报道存在较
大差异，有报道的患者病死率仅为 22.20%，也有报道 ALI/
ARDS 患者病死率可达 72.30% [6-7]。本组病死率为 37.96%，
略低于临床平均水平，考虑与 ALI 患者占比较高、近年来
ALI/ARDS 的救治备受重视有关。
由于 ALI/ARDS 致病因素复杂，当前临床尚无单一指
标能够满足 ALI/ARDS 病情及预后评估的要求 [8-9]。此次研
究借助 Logistic 回归分析，尽量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全面
认识影响 ALI/ARDS 患者生存率危险因素的强度及相互关
系。分析结果中 APACHE Ⅱ评分、机械通气治疗时间、氧
合指数、尿素氮等指标变化均可对患者生存率产生明显影
响，OR 值在 1.135 ～ 3.347。APACHE Ⅱ评分包括生理参
数、年龄、慢性健康状况等多方面内容，可基本反映患者
全身各系统急慢性生理变化，患者评分不低于 20 分意味着
其年龄较高、慢性健康状况较差或生理参数明显异常，故
病死风险较高 [10]。有学者在临床病死率推断公式中，赋
予 APACHE Ⅱ评分的权重达到 0.146[11]，亦有研究指出，
APACHE Ⅱ评分与 ALI/ARDS 患者病死率呈正相关，即
APACHE Ⅱ评分的进行性升高伴随着患者病死率的显著上
升 [12]，这些都说明 APACHE Ⅱ评分在 ALI/ARDS 患者预后
评估中的重要参考意义。
机械通气治疗时间≥ 7 d、氧合指数＜ 200 mmHg 意味
着患者肺损伤严重、机械通气纠正困难，这一过程多由效应
细胞所致肺泡 - 毛细血管炎症导致，而严重肺损伤可进一步
诱发炎症介质、代谢产物大量释放，进而加剧肺泡毛细血管、
肺泡上皮细胞损伤，形成恶性循环并增加多脏器功能障碍综
合征（MODS）发生风险，最终导致患者生存率下降 [13-14]。
ALI/ARDS 所致肾脏长期低灌注、失控性炎症反应对肾小球
滤过率功能的影响以及继发性感染持续释放毒素均可导致肾
功能受损 [15]，尿素氮≥ 7.1 mmol/L 提示患者已发生肾功能损
伤，若肾功能损伤未得到及时控制，患者可在短期内发生内
环境调节机制紊乱、肾衰竭甚至 MODS，死亡率增加。
ALI/ARDS 的发生原因包括肺内源性、肺外源性两种，
前者早期病理生理改变以肺泡损伤为主，患者肺组织弹性
阻力增加程度较肺外源性更为明显，而肺外源性病因所致
ALI/ARDS 以肺间质水肿为主，经肺复张、俯卧位通气等保
护性通气治疗后，其通气力学、肺泡复张、气体交换指标
往往可得到更为明显的改善，生存率也得以相应提高 [16-17]。
ALI/ARDS 的发病基础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一
旦启动，即便原发性因素得到控制，SIRS 也可循自身规律
不断进展，并缩短 MODS 形成时间 [18]，而发生脓毒血症意
味着患者继发感染或感染未得到有效控制，此时 SIRS 效应
更强，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也更为严重，因此脓毒血症
患者死亡率明显上升。
临床救治中综合上述因素评估患者病死风险并及时调
整治疗策略，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质量、提高 ALI/ARDS
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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