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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钠尿肽对脓毒症的早期诊断作用

刘玥 李青 李津津 耿斌

【摘要】 目的 探讨心房钠尿肽（ANP）对脓毒症早期诊断的特异性价值。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

连续采集 2007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月入住天津市人民医院内科重症监护病房（ICU）及干部保健病房的 114 例

患者，按照国际脓毒症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组（37 例）、脓毒症组（41 例）、重症脓

毒症组（包括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36例）。 所有患者于入院即刻取静脉血，检测血浆 ANP（放射免疫荧光

法）、降钙素原（PCT，双抗夹心免疫荧光发光法）、血乳酸（电极法）及 C- 反应蛋白（CRP，免疫散射比浊法），并

计算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 比较各组 APACHEⅡ评分及生物标志物的差

异；采用逐步回归确定影响病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各指标对早

期诊断脓毒症的价值。 结果 随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其 ANP 逐渐升高，重症脓毒症组 ANP 水平较 SIRS

组、脓毒症组升高更明显〔滋g/L：0.26（0.22）比 0.19（0.05）、0.21（0.08），P＜0.01 和 P＜0.05〕。 以分组为因变量，以

APACHEⅡ评分、ANP、PCT、CRP、乳酸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回归方程为：y＝0.69�+�0.66APACHEⅡ评分 +�

1.285ANP，说明 APACHEⅡ评分及 ANP 与脓毒症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均 P＜0.05），可作为判断脓毒症严重

程度的独立因素。 脓毒症患者 ROC 曲线分析发现，ANP 的曲线下面积（AUC）与 APACHEⅡ评分相似，分别为

0.805〔P＝0.000，95%可信区间（95%CI）为 0.726～0.883，敏感度 75.8%，特异度 78.4%〕与 0.820（P＝0.000，

95%CI 为 0.742～0.897，敏感度 68.4%，特异度 78.4%），PCT、CRP 及乳酸的 AUC 分别为 0.716（P＝0.000，95%CI

为 0.622～0.810，敏感度 67.1%，特异度 62.2%）、 0.569（P＝0.236，95%CI 为 0.463～0.675，敏感度 76.3%，特异

度 41.5%）及 0.566（P＝0.254，95%CI 为 0.453～0.679，敏感度 75.0%，特异度 48.6%）。 结论 血浆 ANP 浓度对

脓毒症的早期诊断和病情严重程度评估有很好的临床价值，且具有比 PCT 和 CRP等更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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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evaluate�the�clinical�value�and�specificity�of�atrial�natriuretic�peptide�（ANP） in�early�

diagnosis� of� sepsis.�Methods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Data� of� patients� with� sepsis� were� consecutively�

collected�from�September�2007�to�December�2012�according�to�the�international�criteria�for�the�diagnosis�of�sepsis， and�

that�of�114�patients�admitted�to�intensive�care�unit�（ICU） and�the�cadre�health�care�ward�were�divided�into�three�groups：

systemic�inflammatory�response�syndrome�（SIRS） group�（n＝37）， sepsis�group�（n＝41） and�severe�sepsis�group�

（including�severe�sepsis�and�septic�shock， n＝36）.�Venous�blood�of�each�patient�was�drawn�instantly�when�admitted�to�

ICU.� The� concentration� of� plasma�ANP� in� each� group� was� determined� on� the� 1st� day� using� a� new� type� of� sandwich�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and� other� biomarkers， such� as� procalcitonin� （PCT， detected� with� double� antibody�

immunochemiluminometry）， blood�lactic�acid�（detected�with�electrode�meter）， and�C-reactive�protein�（CRP， detected�

with�immunonephelometric�analysis）， and�the�acute�physiology�and�chronic�health�evaluation�Ⅱ （APACHEⅡ） score�

was� recorded.�APACHEⅡ score� and�biomarkers�were� compared� among� three� groups.� The� risk� factor� for� severity�was�

confirmed�with�stepwise�regression， and�the�value�of�each�index�in�early�diagnosis�of�sepsis�was�analyzed�with�receiver�

operating�characteristic�（ROC） curve.�Results The�plasma�concentration�of�ANP�exhibited�a�gradual�increase�with�the�

aggravation�of�the�disease， and�the�median�ANP�value�was�found�to�be�highest�in�the�severe�sepsis�group�compared�with�

SIRS�group�and�sepsis�group�〔滋g/L： 0.26�（0.22） vs.�0.19�（0.05）， 0.21�（0.08）， P＜0.01�and�P＜0.05〕.�The�regression�

equation�was�established�at�y＝0.69�+�0.66APACHEⅡscore�+�1.285�ANP�value， with�group�as�independent�variable，

and�APACHEⅡ score， ANP， PCT， CRP�and�blood�lactic�acid�value�as�dependent�variables.�It�could�be�concluded�that�

APACHEⅡ score� and�ANP�value�were� correlated�with� severity� of� sepsis， and�accordingly� they�were� regarded� as� the�

independent�predictors�of�severity�of�sepsis.�It�was�found�through�the�ROC�curve�analysis�of�ANP�in�the�sepsis�patients，

that� the�area�under� the�ROC�curve� for�ANP�〔0.805， P＝0.000， 95%�confidence� interval�（95%CI） 0.726-0.883，

sensitivity�75.8%， specificity�78.4%〕was�similar�with�the�area�under�the�APACHEⅡ score�（0.820， P＝0.000， 95%CI�

0.742-0.897， sensitivity�68.4%， specificity�78.4%）， and� it�was�apparently�higher� than�AUCs�of�PCT�（0.716， P＝

0.000， 95%CI�0.622-0.810， sensitivity�67.1%， specificity�62.2%）， CRP�（0.569， P＝0.236， 95%CI�0.463-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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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是临床危重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也

是导致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

［

1

］

。

对于脓毒症的诊断， 临床缺乏特异性高的早期诊断

方法和特效的治疗手段，医疗费用相对较高，是社保

支出的沉重负担。因此，目前亟需脓毒症的早期诊断

预警指标，从而成为临床实施早期干预措施的依据。

心房钠尿肽（ANP）是临床上已经公认的诊断心力衰

竭的标志物， 并且有研究显示其长期预后价值优于

脑钠肽（BNP）

［

2

］

。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 ANP

能否成为脓毒症诊断的标志物

［

3-5

］

。为验证 ANP与脓

毒症的相关性，并为脓毒症诊断提供依据，提高诊断

的准确性和临床可行性，本研究比较了 ANP 与其他

目前用于临床的生物标志物，如降钙素原（PCT）和

C- 反应蛋白（CRP）等对脓毒症诊断的意义，旨在探

讨 ANP对脓毒症的早期诊断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 连续采集

2007 年 9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天津市人民医院内

科 ICU 及干部保健病房住院并符合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SIRS）或脓毒症诊断标准，且资料完整的患

者共 114 例， 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58

例，肺炎 38 例，腹腔感染 6 例，大手术后 6 例，泌尿

系统感染 3例， 药物中毒 3例。 患者均根据临床症

状、X 线、超声、病原学、血清免疫学等检查确诊。

排除标准：年龄＜18 岁；入院＜3�d；有器质性心

脏疾病史如心功能不全、瓣膜性心脏病、急性或慢性

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冠状动脉性疾病及癌症患者。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 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并获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病例分组及一般情况：参照 2001 年 12 月美国

危重病医学会（SCCM）等 11 家学会制定的诊断标

准

［

6

］

，将 114例患者分为

SIRS、脓毒症、重症脓

毒症 3组。其中 SIRS组

37 例， 男性 20 例，女

性 17 例； 年龄 51～80

岁，平均（71.67±7.23）

岁。 脓毒症组 41 例，

男性 22例，女性 19例；

年龄 49～82 岁， 平均

（72.16±7.56）岁。 重症脓毒症组（包括严重脓毒症

32 例，脓毒性休克 4 例）36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6

例；年龄 42～85岁，平均（74.44±11.50）岁。

1.2 检测指标及方法： 所有入组患者于入住内科

ICU 即刻，分别检测 ANP、PCT、CRP、乳酸、血电解质

等指标， 并计算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

统Ⅱ（APACHEⅡ）评分

［

7

］

。 动脉血乳酸水平检测采

用用丹麦雷度公司 ABL�7000 型血气生化分析仪

（电极法）；CRP 检测应用意大利西门子 BN�Ⅱ公司

生产的特种蛋白分析仪，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血清

电解质测定应用美国雅培 C16000 分析仪， 采用离

子选择性电极法；血浆 PCT 测定采用双抗夹心免疫

荧光发光法， 试剂盒由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提供。

ANP 采用放射免疫荧光法测量，试剂盒购自北京北

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批号 S10950156。

1.3 统计学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PSS�13.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处理。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

R

）〕表示，采用非参数检

验 Wilcoxon�Rank�Sum 检验（2 组比较）或 Wilcoxon�

Kruskall-Wallis 检验（3 组以上）进行分析，采用逐步

回归确定影响病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 以 P＜

0.05认为分析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APACHEⅡ评分及血生物标志物（表 1）：随病

情严重程度的增加， 各组 APACHEⅡ评分、ANP、

PCT�逐渐升高， 其中重症脓毒症组 APACHEⅡ评分、

ANP、PCT 较 SIRS 组、脓毒症组显著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或 P＜0.01）。

2.2 危险因素分析： 以病情严重程度为因变量，

sensitivity�76.3%， specificity�41.5%）， or�blood�lactic�acid�（0.566， P＝0.254， 95%CI 0.453-0.679， sensitivity�75.0%，

specificity� 48.6%） .�Conclusion Plasma� ANP� concentration� is� clinically� valuable� in� early� diagnosis� and� severity�

assessment�of�sepsis， and�it�is�more�specific�and�sensitive�than�biomarkers�PCT�and�C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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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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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患者 APACHEⅡ评分及各种生物标志物的比较

注：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SIRS 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ANP 为心房钠尿

肽，PCT为降钙素原，CRP为 C-反应蛋白；与 SIRS组比较，

a

P＜0.01；与脓毒症组比较，

b

P＜0.05，

c

P＜0.01

组别 例数

APACHEⅡ评分

（分，

x±s）

ANP

〔滋g/L，M（Q

R

）〕

PCT

〔滋g/L，M（Q

R

）〕

乳酸

〔mmol/L，M（Q

R

）〕

CRP

〔mg/L，M（Q

R

）〕

SIRS组 37 16.84±4.16��� 0.19（0.05） 0.65（3.57） 1.88（1.54） 67.6（142.6）

脓毒症组 41

20.54±4.13

a��

0.21（0.08） 0.69（3.39） 1.56（1.76） 54.5（150.1）

重症脓毒症组 36

22.83±4.10

ab

0.26（0.22）

ab

3.67（5.45）

ac

1.96（1.98） 70.8（121.0）

检验值 t＝19.62 F＝15.728 F＝6.858 F＝0.384 F＝1.266

P值 0.000 0.001 0.032 0.805 0.523

670·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3年 11月第 25卷第 11期 Chin�Crit�Care�Med，November��2013，Vol.25，No.11

以 APACHEⅡ评分、ANP、PCT、CRP、乳酸为自变量，

建立回归模型，y＝0.69�+�0.66�APACHEⅡ评分 +�

1.285�ANP， 说明 APACHEⅡ评分及 ANP 与脓毒症

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均 P＜0.05），可作为判断脓

毒症严重程度的独立因素。

2.3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图 1 结果

显示， 脓毒症患者 ANP 的曲线下面积（AUC）与

APACHEⅡ评分相似，分别为 0.805 与 0.820，说明

二者有显著的诊断价值（均 P＝0.000）；PCT、CRP 及

乳酸的 AUC 分别为 0.714、 0.531、 0.491。 所有指标

的 AUC 的 95%可信区间、阈值、敏感度、特异度、阳

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约登指数见表 2。

注：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

ROC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NP为心房钠尿肽，

PCT为降钙素原，CRP为 C-反应蛋白

图 1

脓毒症患者 APACHEⅡ评分及各种生物标志物的 ROC曲线

3 讨 论

脓毒症总体病死率仍居高不下，2005 年我国的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10 家外科 ICU重症脓毒症发生

率为 8.68%，病死率达到 48.7%

［

8

］

。 近年来，由于对严

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发病机制的理解， 人们开始

认识到早期诊断脓毒症的重要性。 Rivers 等

［

9

］

证实，

在疾病表现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若能使血流动力学保

持稳定则能降低病死率。创伤早期复苏时使用的“金

小时”（golden�hour）和“银天数”（silver�day）的观点可

用于描述脓毒症早期诊治的必要性。 但脓毒症诊断

的金标准目前为止并不明确，尽管按照指南的标准，

危重病患者的临床分级及诊治并不完全正确， 故寻

找诊断脓毒症诊断的新方法及新指标成为研究热

点。 目前已有相关报道，循环内皮细胞（CEC）、内皮

细胞微粒（EMP）、血浆总脂联素（APN）、高分子脂联

素（HAP）及前肾上腺髓质素（pro-ADM）等都可作为

脓毒症预测和危险分层的新标志物

［

10-12

］

。本研究主要

探讨 ANP对脓毒症的诊断价值。

APACHE�Ⅱ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危重症评分

系统，能够全面地反映机体的全身状况，并被证实其

对病情危重程度的评估十分准确和可靠

［

7

］

。 PCT 在

区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性感染方面具有特异性， 不仅

可以提高脓毒症的诊断水平， 还可以指导治疗中抗

菌药物的使用

［

13

］

。 刘慧琳等

［

14

］

对 90例脓毒症患者进

行研究显示，血清 PCT 对脓毒症患者早期诊断具有

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必要时可作为危重病患者

的常规监测指标， 且有助于临床医师对脓毒症严重

程度的评估。杜斌等

［

15

］

研究认为，与传统的炎症指标

相比，PCT 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促炎症因子如白细胞

介素 -6（IL-6）的升高情况，而其他传统的炎症指标

（白细胞计数和 CRP）与 IL-6 的相关性较差，提示血

清 PCT 水平可以替代 IL-6 作为反映全身性感染患

者炎症反应程度的指标。Castelli 等

［

16

］

观察到，PCT 在

确诊脓毒症后的第 1天即出现最大浓度， 这种动力

学特性使得它可以作为评价疾病严重程度的指标。

但 Tang 等

［

17

］

就 PCT 对脓毒症诊断价值进行的荟萃

分析都显示，PCT 的诊断价值不高，不建议广泛应用

PCT 作为危重患者感染的诊断标准。本研究显示，随

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APACHEⅡ评分及 PCT 均

升高，对疾病的早期诊断有一定意义。

乳酸是反映组织灌注和氧代谢的指标， 有人认

为它能反映脓毒症严重程度， 但对脓毒症诊断的特

异性并不强

［

18

］

。 CRP在判定脓毒症严重程度方面仍

存在争议

［

19

］

。孙谋等

［

20

］

研究显示，烧伤并发脓毒症患

者血浆 CRP 与非脓毒

症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本研究显示， 脓毒症组

乳酸及 CRP 水平均低

于 SIRS 组，但在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乳酸及 CRP 可能

不能作为判断脓毒症严

重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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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脓毒症患者 APACHEⅡ评分及各种生物标志物的 ROC曲线分析

注：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ROC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NP为

心房钠尿肽，PCT为降钙素原，CRP为 C-反应蛋白，AUC为曲线下面积，95%CI为 95%可信区间

项目 AUC P值 95%CI 阈值

敏感

度（%）

特异

度（%）

阳性似

然比

阴性似

然比

约登

指数

APACHEⅡ评分 0.820 0.000 0.742～0.897 18.50�分 68.4 78.4 3.177 0.403 0.468

ANP 0.805 0.000 0.726～0.883 0.21�滋g/L 75.8 78.4 3.509 0.333 0.542

PCT 0.716 0.000 0.622～0.810 1.76�滋g/L 67.1 62.2 1.775 0.529 0.293

乳酸 0.566 0.254 0.453～0.679 1.24�mmol/L 75.0 48.6 1.459 0.309 0.236

CRP 0.569 0.236 0.463～0.675 10.90�mg/L 76.3 41.5 1.304 0.571 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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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P 对脓毒症诊断的机制和预测的重要意义

还没有被阐明。 ANP 初产生于心房，激素和神经递

质如内皮素、 抗利尿激素和儿茶酚胺都可以直接刺

激 ANP 的分泌。 ANP 的 mRNA 约 1�kb， 编码一个

126 个氨基酸的蛋白前体，具有利钠、利尿、扩张血

管、 拮抗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等作用。

有研究显示， 脓毒症严重程度评分与血清肿瘤坏死

因子 -琢（TNF-琢）、IL-�6�水平均呈正相关

［

21

］

。ANP作

为体内血管内皮屏障保护剂，能减轻炎症反应，降低

血清 IL-1茁、IL-6、IL-10 和 TNF-琢 水平

［

4

，

22-26

］

。 给脂

多糖诱导内毒素血症大鼠连续灌注 ANP 能抵消内

毒素血症的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紊乱

［

24

］

。脓毒症早期，

患者血液和组织中去甲肾上腺素、血管紧张素Ⅱ、内

皮素 -1 和 IL-6 等细胞因子的升高都可以刺激心肌

细胞合成和释放 ANP

［

27

］

。 Berendes 等

［

28

］

检测了 178

例危重患者的 ANP、醛固酮等参数，发现与健康对

照组相比，血浆 ANP平均浓度升高。

本研究发现：脓毒症患者的血浆 ANP 浓度随疾

病严重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升高，APACHEⅡ评分及

PCT 也有相似的结果。 ROC 曲线分析发现，ANP 的

AUC（0.805）与 APACHEⅡ评分的 AUC（0.820）相

近，均高于 PCT 的 AUC（0.716），且明显高于 CRP

及乳酸的 AUC（0.569、0.566）； 当 ANP 的阈值为

0.21�滋g/L 时，对脓毒症诊断的敏感度为 75.8%，特异

度 78.4%，说明 ANP的预测价值与 APACHE�Ⅱ评分

相似， 比其他生物学标志物如 PCT 等判断价值更

优，与 APACHE�Ⅱ评分同样可以作为评价脓毒症病

情严重程度的独立诊断指标，提示 ANP 可以作为判

断脓毒症的生物学标志物。

综上，本研究证实 ANP 对脓毒症有很好的预警

和早期诊断价值，比 PCT 和 CRP有更高的特异性和

敏感性，可作为判断脓毒症的生物学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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