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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炎症因子对细菌性血流感染所致

脓毒症患者的早期诊断价值

陈炜 赵磊 牛素平 王锁柱 盛博 甄洁 古旭云 吕超

【摘要】 目的 比较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内毒素等炎症因子在细菌性血流感染所致脓毒

症患者中的水平差异及其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2月至 2013年 5 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确诊为脓毒症且血培养阳性的 132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血培养结果

将脓毒症患者分为革兰阴性（G

－

）杆菌血流感染组（98 例）和革兰阳性（G

＋

）球菌血流感染组（34 例），比较两组

患者 6�h 内的炎症因子，如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比例（N）、CRP、PCT、内毒素水平等的差异及其之间

的相关性；绘制各炎症因子对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诊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根据曲线下面积

（AUC）来评价其对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的诊断价值，根据最佳诊断临界值评估各数值对血流感染诊断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 结果 ① G

－

菌组 PCT、CRP、内毒素水平明显高于 G

＋

菌组〔PCT（滋g/L）：5.11（0.99，18.00）比 1.00

（0.36，2.73），Z＝49.647，P＝0.000；CRP（mg/L）：111.5±57.4 比 75.9±56.6，t＝9.947，P＝0.000；内毒素（ng/L）：

18.00（8.75，28.00）比 5.00（5.00，6.25），Z＝52.333，P＝0.000〕，而 WBC、N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② 相关性分析显

示：G

－

菌组患者 PCT 与 CRP（r＝0.671，P＝0.000）、PCT 与内毒素（r＝0.916，P＝0.000）、CRP 与内毒素（r＝

0.687，P＝0.004）均呈正相关；G

＋

菌组患者 PCT 与 CRP（r＝0.620，P＝0.000）、PCT 与内毒素（r＝0.487，P＝

0.010）、PCT 与WBC（r＝0.537，P＝0.001）、PCT 与 N（r＝0.432，P＝0.011）、CRP 与内毒素（r＝0.674，P＝0.000）、

内毒素与 WBC（r＝0.197，P＝0.024）均呈正相关；而所有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 PCT 与 CRP（r＝0.538，P＝

0.000）、PCT 与内毒素（r＝0.740，P＝0.000）、 PCT 与 WBC（r＝0.259，P＝0.003）、CRP 与内毒素（r＝0.579，P＝

0.000）、 内毒素与WBC（r＝0.197，P＝0.024）均呈正相关。 ③ ROC 曲线分析显示：在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

患者，PCT 的 AUC 为 0.825， 最佳诊断临界值＞2.455�滋g/L 时敏感度 71.4%、 特异度 96.2%；CRP 的 AUC 为

0.761，最佳诊断临界值＞79.45�mg/L 时敏感度 64.3%、特异度 80.8%；内毒素的 AUC 为 0.797，最佳诊断临界

值＞15.5�ng/L 时敏感度 61.2%、特异度 94.2%。 在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PCT 的 AUC为 0.619，最佳诊

断临界值＞1.585�滋g/L 时敏感度 41.2%、特异度 82.7%；CRP 的 AUC 为 0.533，最佳诊断临界值＞95.25�mg/L 时

敏感度 32.4%、 特异度 82.7%。 结论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 PCT、CRP、内毒素水平高于 G

＋

菌血流感

染者，三者联合检测有望成为早期判断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及其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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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investigate�the�expression�of�different�inflammatory�variables， such�as�procalcitonin�

（PCT）， C-reactive�protein�（CRP）， and�endotoxin�in�septic�patients�with�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 in�order�to�

assess�the�value�of�these�variables�in�early�diagnosis.�Methods The�clinical�data�of�132�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

patients�with� clinical� diagnosis� of� sepsis� in� intensive� care�unit�（ICU） of�Beijing�Shijitan�Hospital� of�Capital�Medical�

University� from�February� 2012� to�May� 2013�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Gram-negative�

（G

－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group�（n＝98） and�Gram-positive�（G

＋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group�

（n＝34） according�to�the�result�of�blood�culture.�The�inflammatory�variables�including�white�blood�cell�（WBC） count，

percentage�of�neutrophils�（N）， CRP， PCT�and�level�of�endotoxin�in�blood�of�both�groups�within�6�hours�of�bloodstream�

infection �were� compared， and� their� correlation�was� analyze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of�

inflammatory�variables�for�the�diagnosis�of�bloodstream�infection�was�plotted， and�their�diagnostic�value�for�bloodstream�

infection �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and� finally�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inflammatory� variables� for� bloodstream� infection �were� assessed� based� on� the� best� diagnostic� cut-off� points.�Results

① The�levels�of� the�variables， including�PCT， CRP， and�endotoxin�content� in�the�G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

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G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group�〔PCT�（滋g/L）： 5.11�（0.99，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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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重症监护病房（ICU）的绝大部分患者都合

并来自肺部、腹腔、尿道及皮肤黏膜单一菌种或混合

菌种感染导致的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 尤其是血流

感染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对其早期诊断和预后判

断取决于临床及病原菌的识别以及辅助炎症因子的

快速检测。 目前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包括血常规、C- 反应蛋白（CRP）、D- 二聚体等，但

这些指标都存在敏感性及特异性不高的缺陷

［

1

］

。 对

于细菌性血流感染，血培养是诊断的“金指标”

［

2

］

，但

由于其采样复杂、等待时间过长、阳性率偏低等不利

因素，使得临床早期诊断非常困难，因而寻找更快速

而理想的细菌性血流感染的实验室早期诊断指标有

着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而近年来对血中炎症因子

的深入研究， 使得国内外的临床医生开始更多地关

注这些可能具有预测血流感染价值的炎症因子对临

床早期诊断或鉴别诊断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目的在

于对临床确诊为脓毒症的革兰阴性（G

－

）杆菌与革

兰阳性（G

＋

）球菌血流感染患者，早期检测血降钙素

原（PCT）、CRP、内毒素等炎症因子水平的差异程度

进行回顾性分析， 以评价其是否对细菌性血流感染

患者具有早期诊断价值。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 本研究采用临床回顾性研究方法，

选择 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5 月入住本院 ICU 同

时进行血培养和血中炎症因子检测，并在 48�h 后血

培养阳性的单种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 所有入选患

者在血流感染时的病情均符合 2008 年国际脓毒症

定义的脓毒症诊断标准

［

3

］

。 排除标准： ① 入住 ICU

时间＜24�h；② 患有急、慢性传染病者；③ 既往确诊

为恶性肿瘤者；④既往确诊为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 经本院伦理委员

会会议批准通过， 所有抽血检查均获得患者及家属

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所有入住 ICU 的患者出现发热伴寒

战、腋下温度≥38.5�℃、且根据临床表现怀疑为血流

感染者， 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标准操作规程至少连续

进行 3 次血培养， 在怀疑血流感染 6�h 内抽取空腹

静脉血，测定血常规、血浆 PCT、血清 CRP、血浆内毒

素水平。 使用美国 BD 公司 BACTECTM9120全自动

血培养仪进行血细菌培养， 病原菌菌种鉴定使用法

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 VITEK�Ⅱ微生物全自动

鉴定仪。PCT 测定采用电化学发光法，使用德国罗氏

Rochecohase411�全自动化学发光仪， 试剂盒由罗氏

公司提供。 CRP 测定采用免疫比浊法， 使用日立

HITACHI�7600-02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盒由罗

氏公司提供。 内毒素测定采用动态比浊法，用

MB-80 微生物快速动态检测系统，试剂由北京金山

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1.3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使用 SPSS�16.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非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

L

，Q

U

）〕

vs.�1.00�（0.36， 2.73）， Z＝49.647， P＝0.000； CRP�（mg/L）： 111.5±57.4�vs.�75.9±56.6， t＝9.947， P＝0.000；

endotoxin�（ng/L）： 18.00�（8.75， 28.00） vs.�5.00�（5.00， 6.25）， Z＝52.333， P＝0.000〕.�There�was�no�significant�

difference�in�WBC�and�N�between�two�groups.�② The�results�of�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of�the�inflammatory�variables�

showed： in�G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group�positive�correlation�was�found�between�PCT�and�CRP�（r＝0.671，

P＝0.000）， PCT�and�endotoxin�（r＝0.916， P＝0.000）， CRP�and�endotoxin�（r＝0.687， P＝0.004）.�On�the�other�

hand， in�G

＋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 group， correlation�was� shown�between�PCT�and�CRP� （r＝0.620， P＝

0.000）， PCT�and�endotoxin�（r＝0.487， P＝0.010）， PCT�and�WBC�（r＝0.537， P＝0.001）， PCT�and�N�（r＝0.432，

P＝0.011）， CRP� and� endotoxin� （r＝0.674， P＝0.000）， endotoxin� and�WBC� （r＝0.197， P＝0.024）.� In� all� of �

bloodstream�infection�patients�positive�correlation�was�found�between�PCT�and�CRP�（r＝0.538， P＝0.000）， PCT�and�

endotoxin�（r＝0.740， P＝0.000）， PCT�and�WBC�（r＝0.259， P＝0.003）， CRP�and�endotoxin�（r＝0.579， P＝0.000），

endotoxin� and� WBC� （r ＝0.197， P＝0.024）.� ③ The� ROC� curve� in� patients� with� the� diagnosis� of� sepsis� due� to�

bloodstream�infection�showed�that： in�the�G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group， AUC�for�PCT�was�0.825， sensitivity�

of�71.4%�and�specificity�of�96.2%�with� the�best� cut-off� value�＞2.455�滋g/L； AUC� for�CRP�was�0.761， sensitivity� of�

64.3%�and�specificity�of�80.8%�with�the�best�cut-off�value�＞79.45�mg/L； AUC�for�endotoxin�was�0.797， sensitivity�of�

61.2%�and�specificity�of�94.2%�with�the�best�cut-off�value�＞15.5�ng/L.�In�the�G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group，

AUC�for�PCT�was�0.619， sensitivity�of�41.2%�and�specificity�of�82.7%�with�the�best�cut-off�value�＞1.585�滋g/L； AUC�

for�CRP�was�0.533， sensitivity�of�32.4%�and�specificity�of�82.7%�with�the�best�cut-off�value�＞95.25�mg/L.�Conclusions

The�concentrations�of�PCT， CRP， and�endotoxin�in�patients�with�G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were�significantly�

higher�than�those�of�G

＋

bacterial�bloodstream�infection�group.�They�are�valuable�for� the�early�diagnosis�of�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judgment� of� its� severity， and� it� is� more� valuabl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PCT， CRP， and� endotoxin�

concentration�determin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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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字

2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相关性采用

双变量的 Bivariate 相关性分析。 建立各炎症因子对

血流感染诊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

并根据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各数值对血流感染的

诊断价值， 根据最佳诊断临界值评估各数值对血流

感染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符合入选条件的细菌性血流感染脓

毒症患者共 132 例，其中男性 102 例，女性 30 例；年

龄 27～83 岁，平均（72.6±16.8）岁；疾病严重程度：

脓毒症 34 例，严重脓毒症 63例，脓毒性休克 35 例；

细菌种类： 大肠埃希菌 23 例， 肺炎克雷伯杆菌 18

例，鲍曼不动杆菌 27 例，铜绿假单胞菌 19 例，洋葱

伯克霍尔德菌 11例，粪、屎肠球菌 8例，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 18例，表皮葡萄球菌 8例。

2.2 G

－

菌与 G

＋

菌组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炎症

因子水平比较（表 1）：根据血培养结果将 132 例脓

毒症患者分为 G

－

菌血流感染组（98 例）和 G

＋

菌血

流感染组（34例）。结果显示，G

－

菌组患者的血 PCT、

CRP、内毒素水平明显高于 G

＋

菌组（均 P＝0.000），

两组间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比例（N）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G

－

菌与 G

＋

菌组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炎症

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表 2）：G

－

菌组患者 PCT 与

CRP、PCT 与内毒素、CRP 与内毒素均呈明显正相关

（均 P＜0.01）；G

＋

菌组患者 PCT 与 CRP、PCT 与内毒

素、PCT 与 WBC、PCT 与 N、CRP 与内毒素、 内毒素

与 WBC 均呈明显正相关（P＜0.05 或 P＜0.01）；而

所有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 PCT 与 CRP、 内毒素、

WBC 以及 CRP 与内毒素、内毒素与 WBC 均呈明显

正相关（P＜0.05或 P＜0.01）。

2.4 各炎症因子对细菌性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

者早期诊断的效果评估

2.4.1 炎症因子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的

ROC 曲线分析（图 1）：血浆 PCT 诊断 G

＋

菌血流感

染所致脓毒症的 AUC 为 0.619， 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1.585�滋g/L；以血浆 PCT＞1.585�滋g/L来诊断 G

＋

菌血

流感染所致脓毒症， 其敏感度为 41.2%， 特异度为

82.7%。血清 CRP 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的

AUC 为 0.533，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95.25�mg/L；以血

清 CRP＞95.25�mg/L 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

症，其敏感度为 32.4%，特异度为 82.7%。

注：ROC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PCT为降钙素原，

CRP为 C-反应蛋白，WBC为白细胞计数，N为中性粒细胞比例

图 1 血中炎症因子诊断革兰阳性球菌血流感染所致

脓毒症患者的 ROC曲线

2.4.2 炎症因子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的

ROC 曲线分析（图 2）

2.4.2.1 血浆 PCT 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

的 AUC 为 0.825，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2.455�滋g/L；以

血浆 PCT＞2.455�滋g/L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

表
1 G

－

菌与 G

＋

菌组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注：G

－

菌为革兰阴性杆菌，G

＋

菌为革兰阳性球菌，PCT为降钙素原，CRP�为 C-反应蛋白，WBC为白细胞计数，N为中性粒细胞比例

组别 例数 PCT〔滋g/L，M（Q

L

，Q

U

）〕 WBC（×10

9

/L，x±s） N（lg，x±s）

G

－

菌组 98 5.11（0.99，18.00） 11.77±4.73 1.94±0.07

G

＋

菌组 34 1.00（0.36， 2.73） 12.33±4.79 1.91±0.04

检验值 Z＝49.647 t＝2.109 t＝3.147

P值 0.000 0.105 0.055

CRP（mg/L，x±s） 内毒素〔ng/L，M（Q

L

，Q

U

）〕

111.5±57.4 18.00（8.75，28.00）

75.9±56.6 5.00（5.00， 6.25）

t＝9.947 Z＝52.333

0.000 0.000

表
2 G

－

菌与 G

＋

菌组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炎症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注：G

－

菌为革兰阴性杆菌，G

＋

菌为革兰阳性球菌，PCT为降钙素原，CRP�为 C-反应蛋白，WBC为白细胞计数，N为中性粒细胞比例

组别

内毒素与WBC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全体组 0.538 0.000 0.259 0.003 0.084 0.340 0.579 0.000 0.197 0.024 0.044 0.619

G

＋

菌组 0.620 0.000 0.537 0.001 0.432 0.011 0.674 0.000 0.197 0.024 0.317 0.068

G

－

菌组 0.671 0.000 0.180 0.075 0.031 0.758 0.687 0.004 0.099 0.334 0.039 0.701

PCT与 CRP

r值 P值

PCT与内毒素 PCT与WBC

0.916 0.000

0.487 0.010

0.740 0.000

PCT与 N CRP与内毒素 内毒素与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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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其敏感度为 71.4%，特异度为 96.2%。

2.4.2.2 血清 CRP 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

的 AUC 为 0.761，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79.45�mg/L；若

以血清 CRP＞79.45�mg/L 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

脓毒症，其敏感度为 64.3%，特异度为 80.8%。

2.4.2.3 血浆内毒素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

症的 AUC 为 0.797，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15.5�ng/L；以

血浆内毒素＞15.5�ng/L 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

毒症，其敏感度为 61.2%，特异度为 94.2%。

注：ROC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PCT为降钙素原，

CRP为 C-反应蛋白，WBC为白细胞计数，N为中性粒细胞比例

图 2 血中炎症因子诊断革兰阴性杆菌血流感染所致

脓毒症患者的 ROC曲线

3 讨 论

血流感染是人体被各种病原菌侵袭致播散入血

后导致的最严重的感染， 当病原菌在血液中繁殖和

释放各种毒素引起全身性炎症反应时， 机体便呈现

出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由于 ICU 所收治的患

者大部分为院内有多种基础病变的老年患者以及急

诊的感染患者， 其免疫功能常常低下且伴有机械通

气或深静脉导管植入

［

4

］

，故极易发生血流感染，继而

出现脓毒性休克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据国外

有关文献报道， 血流感染的发生率在 1986 年仅为

1.6%，而在短短的 20 年之后便增加到 3.1%，病死率

达到 21%～48%

［

5

］

。 因此，对于血流感染的早期诊断

及评估患者的预后是临床医生需注意的关键所在。

血培养作为诊断血流感染的“金标准”目前已成为其

诊断和病情监测的常规而重要的手段之一

［

6

］

；但由

于获取“金标准”诊断耗时长，且 ICU 患者中多达

70%已接受过抗感染治疗， 影响了病原菌的阳性检

出率， 而且即使血培养病原菌检出阳性时患者可能

已处于严重感染阶段，从而延误病情，并可增加患者

的病死率。 目前有研究显示 G

－

菌血流感染较 G

＋

菌

血流感染的病理改变更为严重

［

7

］

，尤其是大肠埃希

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所致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中，

得到血培养阳性结果较早的患者病死率比得到血培

养结果较晚的患者明显增高

［

8-9

］

。故早期诊断血流感

染的病原菌类型和评估其疾病的严重程度是非常必

要的。

近年来研究发现，血中 PCT、CRP、内毒素及白

细胞介素 -6（IL-6）等在脓毒症的早期诊断中可作

为预警和预后判断的炎症指标， 有一定的临床指导

意义

［

1

，

10

］

。 在 Charles 等

［

11

］

对 97 例血流感染患者研

究的报告中以及吴志恒等

［

7

］

对 62 例血流感染患者

的研究报告中都指出，G

－

菌血流感染患者的血中

PCT、CRP、 内毒素水平高于 G

＋

菌血流感染患者。

Engel 等

［

12

］

在研究 103 例合并中性粒细胞减少的肿

瘤患者时发现， 血浆 PCT 在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时

的 AUC 为 0.76， 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1.1�滋g/L 时，其

敏感度为 57.0%， 特异度为 92.0%， 提示 PCT 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的价值较高。van�Nieuwkoop 等

［

13

］

的研

究报告也同样指出，PCT 在诊断血流感染时 AUC 为

0.73， 血浆 PCT 最佳临界值为 0.5�滋g/L 时对血流感

染最具诊断价值，其阳性预测值为 41.0%，阴性预测

值为 93.0%。 国内张有江等

［

14

］

报道血浆 PCT诊断血

流感染的 AUC 为 0.801， 最佳临界值为 0.7�滋g/L 时

的阳性预测值为 41.0%，阴性预测值为 95.4%。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本院确诊为细菌性血流感染

所致脓毒症患者的各项炎症因子在 6�h 内的测定结

果，得出 G

－

菌血流感染患者的血浆 PCT、内毒素及

血清 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 G

＋

菌血流感染患者；进

一步 ROC 曲线分析显示，血浆 PCT 诊断 G

－

菌血流

感染患者的 AUC 为 0.825， 当 PCT＞2.455�滋g/L 时

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的敏感度为 71.4%， 特异度为

96.2%；且在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时，血浆 PCT 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较血清 CRP、 血浆内毒素明显增高，

三者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尤其是 G

－

菌血流感染组

更为明显。 提示血浆 PCT水平与之对应的血浆内毒

素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周碧燕等

［

15

］

在对 G

－

菌血流感染患者检测血浆内毒素含量时发现， 其水

平较健康者明显升高。而在本研究中，血浆内毒素诊

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的 AUC 为0.797，

最佳临界值为 15.5�ng/L 时，敏感性不高（61.2%），但

具有较强的特异性（94.2%）。 故快速而敏感的血浆

内毒素检测，对于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的

早期诊断具有同等力度的参考价值。 有学者给内毒

素休克鼠体内输注 PCT，发现其存活率降低，死亡率

升高，提示 PCT是内毒素休克时的有害介质

［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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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 G

－

菌感染时，内毒素对人体的危害在于诱导体

内炎症介质的产生从而发挥其毒性作用

［

18

］

。 而本研

究结果同样证实， 内毒素水平增高的刺激是诱发患

者体内血浆 PCT 水平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评估诊断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时，血浆

PCT 的 AUC 为 0.619，最佳临界值为 1.585�滋g/L 时，

敏感度仅为 41.2%，特异度则为 82.7%，明显低于诊

断 G

－

菌血流感染患者的预测价值。 实际上， 血浆

PCT 这种选择性地对细菌、真菌、寄生虫感染表现出

不同反应的炎症因子， 对病毒感染及无菌性炎症可

能仅有轻度反应

［

19

］

。 健康者的血浆 PCT 水平非常低

（＜ 0.05�滋g/L）。 PCT 分泌不受体内激素水平高低及

肾功能的影响。正常情况下，PCT 主要局限于甲状腺

和肺的神经 - 内分泌细胞表达并裂解成降钙素；当

脓毒症时， 促炎细胞因子可诱导全身各种组织多种

类型的细胞表达和释放 PCT， 在机体注射内毒素后

3�h即可在血中测得，6～12�h后达到峰值，峰值最高

可达 1�000�ng/L

［

20

］

，半衰期接近 24�h；而且内毒素在

体内外稳定性都非常好， 不受温度和反复融解的影

响，也不容易被降解，因此是极适用于早期诊断细菌

感染的指标之一

［

21

］

。 最近有学者研究显示，血浆

PCT�阳性率明显高于微生物培养的阳性率， 分别是

77.52%�和 18.60%，且随着 PCT�水平升高，微生物培

养的阳性率也随之增高

［

22

］

。 还有学者发现，将 PCT

加入到脓毒症的临床诊断标准后， 其诊断正确率从

77%提高到 94%

［

23

］

。 而顾敏等

［

24

］

研究亦发现，G

－

菌

感染组血浆 PCT�水平明显高于 G

＋

菌感染组， 当最

佳临界值为 5.61�滋g/L�时，其敏感度为 73.70%，特异

度为 81.80%，故认为血中 PCT�水平的高低有助于区

分是 G

－

杆菌还是 G

＋

球菌感染。

目前临床多采用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结

果区别是否存在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

25

］

，

hs-CRP 是肝脏合成的急性炎症反应期的非特异性

标志物之一， 也是低水平炎症反应状态的灵敏指标

之一。当血清 CRP＞5�mg/L时即对炎症有提示作用

［

26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血清 CRP 对 G

＋

菌血流感染所致

脓毒症患者诊断的 AUC 为 0.533， 当以血清 CRP＞

95.25�mg/L 为最佳诊断临界值， 其敏感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 32.4%和 82.7%；而血清 CRP 对 G

－

菌血流感

染所致脓毒症患者诊断的 AUC 为 0.761， 当以血清

CRP＞79.45�mg/L 为最佳诊断临界值，其敏感度和特

异度分别为 64.3%和 80.8%； 两组特异度未显示有

明显的差异，且两组 PCT 与 CRP 的相关性亦无明显

差异（r 值分别为 0.620和 0.671）。 Tang 等

［

27

］

通过荟

萃分析（Meta 分析）发现，在诊断准确优势比（OR）方

面，PCT 亦明显优于 CRP（15.7 比 5.7）， 提示 PCT�用

于菌血症的早期诊断比 CRP 敏感，且对血流感染的

诊断具有更大的临床价值， 这与国内外其他研究报

道的结论

［

28-30

］

类似。

血中 PCT、CRP、内毒素等炎症因子在体外检测

方便快捷，可克服血培养检测结果滞后、易污染的缺

点， 然而它们的血中水平高低并不能确定血流感染

的病原菌，在如何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治疗时，血培

养检测及药敏试验的价值是不可完全替代的。 故将

血中不同炎症因子定量检测与多次血培养动态检测

相结合， 能够极大地提高对细菌性血流感染脓毒症

患者临床诊断的正确性，同时可以缩短其诊断时间，

提高早期诊断效率。

利用血生化技术早期检测诊断血流感染的上述

炎症因子等指标具有快速及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等特

点， 尤其是连续监测脓毒症患者体内血中 PCT、

CRP、 内毒素的变化还可帮助了解细菌感染的严重

程度， 为判断临床预后和指导抗菌药物的治疗提供

重要的实验依据

［

31

］

。因此，联合检测可能是最有价值

的检测方法， 有望应用于细菌性血流感染脓毒症患

者的临床早期诊断。 本研究初步的结论有助于我们

在今后的临床研究中， 对单种细菌菌属感染或混合

其他菌种菌属感染的脓毒症患者血中不同炎症因子

体内表达的差异在诊断方面的意义进行更深入而细

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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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脓毒症性肺脓肿并发难治性自发性低血糖的糖尿病患者：病例报告和文献回顾

低血糖具有很高的发生率， 但是感染性休克伴发低血糖时有更高的病死率， 无脓毒症感染伴有低血糖在文献中尚未见报

道。 据东京通信医院报道，1 名 72 岁日本女性应用高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以及强化胰岛素治疗 2 型糖

尿病，表现为严重的低血糖，影像学检查诊断为肺脓肿，静脉注射抗菌药物治疗。 尽管进行了适当的阶梯降糖治疗，但肺脓肿加

重期间自发出现低血糖。 肺脓肿被控制后，低血糖偶尔轻度发作；感染伴有营养不良和免疫抑制，虽然没有脓毒症，但可能引发

低血糖。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当糖尿病患者伴有营养不良和（或）免疫抑制时，应当注意是否有出现低血糖的可能并及时处理。

孟祥熙，胡森，编译自《 J�Med�Case�Rep�》，2014，8（1）：51

韩国孕妇的甲型肝炎病毒感染

虽然世界范围内有大量急性甲型肝炎病毒（HAV）感染的数据，但有关 HAV 在妊娠期间感染的数据是有限的。在韩国，妊娠

期间 HAV 感染的患者从 2002 年的 317 例增至 2009 年的 13�117 例。 人们普遍认为，在妊娠期间感染 HAV 不会导致严重后果

或并发症，但仍有 HAV 垂直传播及发生妊娠并发症的相关病例报告。韩国的研究人员对 2000 年 1 月至 2009 年 10 月在高丽大

学医学中心就诊且在妊娠期间感染 HAV 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队列研究。 共发现 12 例病例，其中 2 例患者发生早产，2 例患者

患有淤胆性肝炎，1 例患者发生腹水和腹内钙化，表明妊娠期间 HAV 感染与孕妇致命的并发症有关。 所以研究者认为，预防妊

娠期感染 HAV 是必要的。

童斌，胡森，编译自《Obstet�Gynecol�Sci�》，2013，56（6）：368-374

17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