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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险评估对 ICU 病人

深静脉血栓形成预防的效果分析

宣翠香1,陈世明2,谢路路2,杨摇 勇2,汪少卫2

[摘要]目的:探讨电子化简化 Caprini 风险评估对预防 ICU 病人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效果。 方法:基于中华医学会血栓

栓塞性疾病防治委员会建议和 ACCP鄄9 指南,分别设计出血风险评估、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险评估量表纳入医院电子病历信

息化系统,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对 50 例 ICU 病人(评估组)进行出血风险、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险评估,根据出血风险

因素、风险评估等级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 同时回顾性调查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 50 例 ICU 住院病人(未评估组)DVT
预防情况。 结果:采用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险评估后 ICU 危重病人 DVT 预防率为 100% ,其中物理预防从 20%提高到 76% ,
药物预防和联合预防基本持平,评估组和未评估组病人比较 DVT 预防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未评估前的 50 例病

人发生 2 例猝死,采用风险评估后的 50 例病人无一例猝死发生。 结论:采用基于循证的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险评估可提高

ICU 危重病人 DVT 预防率,但仍需要进行持续质量改进,以不断提高医疗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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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electronic simplified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in the prevention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ICU patients

XUAN Cui鄄xiang1,CHEN Shi鄄ming2,XIE Lu鄄lu2,YANG Yong2,WANG Shao鄄wei2

(1. Science and Education Division,2. ICU,Clinical College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Chuzhou,Chuzhou Anhui 23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lectronic simplified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in the prevention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 in ICU patients.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thromboembol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ittee suggestion and ACCP鄄9(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guideline,the electronic bleeding risk assessment
table and electronic simplified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table were designed and applied in the hospital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information system. Fifty patients in ICU from September 2014 to June 2015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electronic bleeding risk assessment
table and electronic simplified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table,and the DVT was prevented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results. The DVT
prevention data of 50 ICU patients without assessment from September 2013 to Septenber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prevention rate of DVT in ICU critical patients assessed by electronic simplified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was 100% ,the physical
prevention rate increased from 20% to 76% ,the prevention rate of drug was similar to the combination prevention,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prevention rate of DVT between assessment group and non鄄assessmen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Two cases in 50
cases before assessment died suddenly,and none in 50 cases after assessment died suddenly. Conclusions:The electronic simplified
Caprini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evidence can increase the prevention rate of DVT in ICU patients,the quality of which still need to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Key words] deep venous thrombosis;Caprini risk assessment;intensive care unit

摇 摇 静脉血栓栓塞(VTE)因发病率高、死亡率高、漏
诊率高,已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健康医疗保健问题。
院内死亡中肺栓塞(PE)导致的死亡率较高,但同

时,这一疾病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预防的一种致

死性疾病冶。 国内外的血栓诊治指南一致推荐对

VTE 高危病人使用药物和机械性预防方法,因此采

用有效、简单方便、经济实用的预测评估工具来筛选

VTE 高危人群,并根据危险级别采取针对性的预防

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VYAS 等[1] 采用石川鱼骨图

分析造成深静脉血栓形成(DVT)预防不当的原因

有未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缺乏计算机化的医嘱录

入系统及有效的风险评估表格。 随着临床信息化系

统的应用,国内对于压疮、跌倒、管道脱落早有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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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风险评估,却鲜有 DVT 的电子化的风险评估报

道。 ACCP鄄9 指南[2] 指出目前尚无针对重症病人的

VTE 风险评估模型。 而 Caprini 评分系统是临床研

究中使用较多的 VTE 风险评估方法[3],涵盖了多项

客观的疾病状态指标,因此能够满足 ICU 多病种临

床情况的需要。 为加强我院 ICU 病人 DVT 的预防

工作及新的预防指南在临床一线的推广应用,本研

究将 DVT 预防的最佳证据应用于临床实践,基于

ACCP鄄9 指南设计了简化 Caprini 电子化 DVT 风险

评估表,对 ICU 病人进行电子化风险评估,提高了

DVT 预防率,临床发生 DVT 可能性下降,降低了医

院的医疗风险,减轻了医院负担,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院急诊 ICU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入住的危重病人 50 例,作为评估组,包
括神经系统疾病 27 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 6 例,出
血性脑卒中 21 例;外伤 13 例,其中多发伤 6 例,特
重型颅脑外伤 5 例,脑外伤及骨盆骨折 1 例,股骨颈

骨折 1 例;其他 10 例,包括感染性疾病、呼吸系统疾

各 2 例,中毒性疾病 3 例,心血管系统疾病、休克、溺
水各 1 例。 同时回顾性调查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 50 例住院 ICU 病人 DVT 预防情况,作为未评

估组,包括神经系统疾病 27 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

4 例,出血性脑卒中 23 例;外伤 11 例,其中多发伤 8
例,特重型颅脑外伤 3 例;其他 12 例中包括呼吸系

统疾 5 例,中毒性疾病 2 例,破伤风、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电击伤、心源性休克、出血性休克各 1 例。 排

除年龄 < 18 岁、住院时间 < 24 h、入院时已诊断为

DVT 者。 2 组病人的年龄、性别、病种等一般资料均

具有可比性(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

分组 年龄 /岁 男 女
病种

神经系统疾病摇 外伤摇 其他 摇

评估组 66. 24 依 14. 93 31 19 27 13 10

未评估组 64. 10 依 15. 35 37 13 27 11 12

字2 0. 71* 1. 65 0. 35

P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1. 2摇 方法 摇 将出血风险评估、简化电子化 Caprini
评估分别纳入医院信息化系统,进行出血风险评估

和电子化简化 Caprini 风险评估,权衡病人血栓形成

和出血的风险并获取家属的知情同意,针对风险评

估等级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

1. 2. 1摇 出血风险评估摇 根据中华医学会血栓栓塞

性疾病防治委员会[4] 意见对 ICU 重症病人从病人

因素、基础疾病、合并用药及侵入性操作 4 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先进行出血风险评估,具有 1 个条目即表

示病人有出血风险。 再进行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
险评估,选择并及时调整 VTE 预防策略,出血风险

降低后启用药物预防。
1. 2. 2摇 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险评估摇 根据 ACCP鄄
9 指南[2]设计基于病史、实验室检查、手术 3 个维度

及每项 1 分、2 分、3 分、5 分 4 个不同分值共 33 个

条目的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险评估表格,其中参考

文献[5]去除我院不易获取的(因子 Vleiden 阳性、
凝血酶原 20210A 阳性、狼疮抗凝物阳性、抗心磷脂

抗体阳性、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升高)数据。 另外,添
加我院易获取的凝血酶原时间或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D鄄二聚体或纤维蛋白原数据。 入院 24 h 内采

用简化电子化 Caprini 风险评估表格评估,根据评估

累积分数将风险等级分为 4 级,累积分数 3 ~ 4 分为

VTE 高危因素。 针对风险评估等级分别采取基本

预防、物理预防、药物预防或联合预防,并注意物理

预防及药物预防的禁忌证。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字2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评估组与未评估组病人 DVT 预防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2)。 未评估组的 50 例病

人死亡 7 例,其中猝死 2 例;评估组的 50 例病人死

亡 4 例,无一例猝死发生。

摇 表 2摇 评估前后 ICU 重症病人 DVT 预防情况比较[n;百
分率(% )]

分组 n 物理预防 药物预防 联合预防 合计 字2 P

未评估组 50 10(20) 6(12) 6(12) 22(44)

评估组 50 38(76) 5(10) 7(14) 50(100) 38. 89 < 0. 01

合计 100摇 48(48) 11(11) 13(13) 77(77)

3摇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基于循证设计的电子化

简化 Caprini 风险评估表,在病人入院后即进行电子

化的风险评估,预防率从 44%提高到 100% ,其中物

理预防从 20%提高到 76% ,药物、联合预防基本持

平。 评估组 50 例病人中 1 名药物中毒和 1 名冠心

病病人为高危,其余 48 例均为极高危,与张惠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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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超过 90%重症病人是 VTE 的高危和极高危

人群一致 。
张慧等[5] 指出目前对重症病人尚缺乏出血风

险评估模型,不利于对重症病人合理地制定 VTE 预

防策略。 临床限制抗凝药物的使用一是因为 ICU
病人明确的活动性出血而导致医生对药物预防的顾

忌,二是对 ICU 病人出血风险的主观判断。 本研究

根据中华医学会血栓栓塞性疾病防治委员会[4] 意

见设计了出血风险评估表,在 Caprini 风险评估前先

进行客观的出血风险评估,避免了 ICU 医生对于抗

凝药物使用的主观判断和对病人出血的担忧。 而评

估后药物预防未见明显提高,主要原因可能与我院

急诊 ICU 多为出血性脑卒中和严重创伤活动性出

血病人有关。
本研究通过设计和实施电子化简化 Caprini 风

险评估表,评估电子化风险评估的可行性,病人入院

后即进行电子化的风险评估和宣教,采取电子化风

险评估后预防率提高到 100% ,执行力和依从性亦

明显提高,促进了 ICU 高危病人 DVT 的预防。
DVT 包涵一系列的风险因素,条目内容繁多,

由于医护人员工作繁杂,很难有时间去评估,且缺乏

预防、评估及早期判断的相关知识和意识,将采取如

国内临床跌倒、压疮、管道脱落等电子化风险评估

DVT 纳入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使医护人员更容易记

忆,不易遗忘,执行时只需简易电脑操作,而且每个

风险级别有针对性的措施,采用统一的客观的计算

机化的评估表并纳入日常工作可避免人为误差、 防

止医护人员单纯从主观方面认为自己提供的是最佳

预防。
简化电子化 Caprini 评估表作为教育工具,可提

高临床医护人员对 VTE 及其危险因素的认识,增强

其对病人发生 VTE 的警惕意识,促进了医护人员对

预防 DVT 的循证实践。 因为地市级医院医护人员

在 DVT 的防治方面很难做到紧跟国际最新的指南、
吸收消化 DVT 防治的最前沿成果。 通过电子化风

险评估,医护人员可了解所需预防观察的项目、重点

及如何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等,避免了盲目性、随
意性,保证病情观察的客观准确有效,促进了新的预

防指南在临床一线的推广应用。
李荞等[6] 指出 DVT 若未经治疗,约 25% 的病

人可能发生致死性 PE。 本研究采用电子化风险评

估后 ICU 病人未发生 PE 致死亡的恶性不良事件,

有效预防了医疗风险和纠纷,节约了医疗成本,使个

人卫生支出费用降低,提高了病人满意度,解决了群

众看病贵的问题,符合目前医改相关政策。
本研究的不足是由于 Caprini 风险评估因素繁

多,最常评估到的是年龄、严重的肺部疾病、卧床、置
管、脑卒中等因素,其他如病人体质量指数常无法计

算,有待于今后进一步验证简化。 此外,评估中发现

急诊 ICU 多发伤、手术病人较多,在今后的推广验

证评估中我们将优化增加相关条目。 本研究显示应

用简化电子化 Caprini 评估量表是有效的,可更早、
更频繁地实施循证预防性干预措施,也显示临床医

生对 DVT 诊断意识的提高,诊断后及时采取预防措

施,有效预防了非心源性猝死的发生。 但在后期转

出 ICU 后发现 2 例 DVT,需要持续改进的是转出

ICU 和转科后能够延续性预防并做好对家属宣教,
防止后续发生 DVT。

根据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要求三甲评审时各

家医院均配备了信息化系统,职能部门随时可监控

到高危病人动态评估情况及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为
医院实行 DVT 电子化风险评估,建立系统的防控

DVT 发生的体系提供了可能[7]。 虽然本研究观察

病例数较少,但急诊 ICU 面对的是多学科病人,通
过此评估验证,可在多学科大范围进一步验证推广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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