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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总结影响多发伤患者病死率的因素。方法：分析住 ICU 113例多发伤患者的临床资料 ，并予统计学分析。结果： 

113例中存活80例，病死 33例，病死率29．2％，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43例，发生率 38．1％，其中病死25例，病死率 

58．1％；存活组与死亡组相 比较，住 ICU时间、SIRS评分、大量输血(复苏时)、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 Ⅱ(APACHE II)评 

分、MODS、休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多发伤病死率高，住 ICU时间、APACHE Ⅱ评分、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评分、 

MODS、休克、大量输血是其影响因素。积极干预可以减少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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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ultiple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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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ortality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multiple trauma patients．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all 

1 13 patients with muhiple trauma admitted to our ICU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Eighty of 1 13 multiple trauma patients 

survived，while 33 of them died．The mortality of all was 29．2％．The morbidity of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among 

all 1 13 patients was 38．1％ ，and the mortality was 58．1％ ．Compared with survived and died groups，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bout hospitalization days，SIRS score，amount of blood transfused during resuscitation，APACHE II score，MODS and shock． 

Conclusions：The mortality of muhiple trauma is very high，the prognostic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mortality are hospitalization days， 

APACHEⅡ score，MODS，shock，SIRS score and amount of blood transfusion．Protection against the prognostic factors can reduce the 

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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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伤患者受累器官多，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 

征(MODS)发生率高，救治较困难，病死率高。为总 

结影响多发伤患者病死率的因素，提高对多发伤病 

死率及其影响因素的认识，为减少病死率提供防治 

措施，本文就 2006年 1月至 2009年 1 月我科收治 

的多发伤 113例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3例中男 89例，女 24例；年龄 

15～72岁。住院天数为(13．2±12．2)天。急性生 

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 Ⅱ(APACHEⅡ)评分 11～59 

分，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评分 1～8分。排 

除年龄 <15周岁，单纯的颅脑外伤，入科时 GCS为 

3分，入科时间小于24 h的患者。 

1．2 调查内容 回顾性分析 113例多发伤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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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性别、年龄、ICU住院 日等；有无基础疾 

病，如心血管疾病、慢性肝病、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慢性 肾病、肿 瘤病等病史；人院时 即刻行 

APACHE II评分；SIRS评分(最大值)；创伤后是否 

发生休克；是否发生 MODS；是否行手术治疗；创伤 

后24 h内是否输注大量血液制品(超过 5 000 m1)； 

预后：存活组或死亡组。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t检验和 检验。 

2 结果 

2．1 病死率 113例中存活 80例，病死 33例，病 

死率 29．2％。其中MODS 43例，发生率 38．1％，病 

死率 25例，病死率 58．1％。 

2．2 预后因素 共 1O个因素，存活组与死亡组在 

住 ICU时间、APACHE Ⅱ评分、大量输血、SIRS评 

分、MODS、休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一 

P<0．01)(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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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发伤患者预后因素分析 

△示t值 

3 讨论 

多发性创伤系指在同一伤因打击下，人体同时 

或相继遭受2个以上解剖部位或脏器严重损伤。即 

使这些创伤单独存在，也可以危及生命。多发伤伤 

情变化快，死亡率高⋯。多发伤患者在遭受创伤 

后，破坏的组织激活血管活性介质及活性裂解产物， 

导致异常炎症反应，机体正常免疫功能被抑制。应 

激反应和缺血性损害引起肠道内细菌易位，侵入淋 

巴、血流并扩散至全身，同时引起内毒素血症。如感 

染未能控制，将发展为SIRS，并最终导致 MODS。多 

器官功能障碍／衰竭(MODS／MOF)是创伤后最严重 

的并发症之一，其救治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创伤的 

总体救治成功率。创伤后合并感染可加重原有创伤 

性全身炎症反应的失控，造成器官功能的进一步损 

伤 。多发伤由于机体多个器官同时受到严重创 

伤，病情复杂严重，除了直接致伤因素造成受累器官 

功能损害外，往往由于各种病理生理机制导致受损 

脏器以外的器官功能损害，因此，MODS／MOF的发 

生率较高。相关文献 报道，一旦由MODS发展到 

MOF，病死率可达 80％ ～100％。本研究多发伤病 

死率 29．2％。MODS发生率 38．1％，其中病死率 

58．1％，与文献 报道基本一致。因此，目前普遍 

重视在MODS过程中对器官功能状况进行早期认 

识和积极干预治疗，以逆转器官功能的衰竭情况，而 

多发伤后早期认识发生 MODS的危险因素 尽早去 

除 MODS的诱因则显得更为积极有效。 

APACHE II为当前国内外最为常用的创伤评分 

系统，与其他创伤评分系统相比较而言，APACHE 1I 

注重全身损伤应激反应，更准确地反映创伤严重程 

度 J。施小燕等 研究发现，WBC与APACHEⅡ有 

较好的相关性，WBC越高，APACHEⅡ也越高，炎症 

越严重。笔者研究发现，生存组的 APACHE lI评分 

明显较死亡组低。表明创伤对患者的生理影响(如 

体温、呼吸、心率等)越大，预后就越差。研究 发 

现，发生 SIRS的急诊患者人院和死亡率都增高， 

SIRS评分能独立预测钝性创伤患者死亡率和住院 

时间的长短。本研究 SIRS评分在两组病例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是其预后的影响因素之一。 

近年来研究 表明，严重多发伤病情的发展以 

及 SIRS、MODS等并发症的发生，不仅与机体的炎症 

反应关系密切，而且和凝血功能紊乱密不可分，凝血 

系统的激活亦是重要的发病机制 。多发伤患者 

凝血功能紊乱易致 SIRS、脓毒症甚至 MODS的发 

生。现在认为[9 凝血功能障碍时 SIRS整个过程的 
一 部分，炎症与凝血，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构成 

恶性循环。本研究中未将创伤后的凝血指标作为其 

危险因素来考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创伤后早期 

大量输注库存红细胞悬液是 MOF的独立危险因素， 

可通过激活中性粒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创伤后 

的高炎症反应，从而直接引起 MODs／MOF_l “J。 

本研究分析创伤后早期大量输血和休克对多发伤的 

预后有统计学意义，是其预后的影响因素。而基础 

疾病对两组预后影响无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多 

发伤患者大部分为交通事故、高空坠落伤，多为青壮 

年，而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患者多为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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