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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PCSK9）及血脂指标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择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年龄≥18 岁且符合脓毒症 3.0 诊断

标准的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

及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于确诊 1、3、5 d 取静脉血，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血清 PCSK9 水平，同时检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脂蛋白 a 水平。比较脓毒症组与健康对照组各指标的差

异；同时比较脓毒症组中不同病情严重程度及不同 28 d 预后患者各指标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 曲线），评估 PCSK9、血脂指标对脓毒症患者 28 d 预后的预测价值，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预后

的因素，并绘制 28 d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结果  脓毒症组共 50 例（其中脓毒症 19 例、脓毒性休克 31 例），

健康对照组 27 例；脓毒症组中 28 d 死亡 19 例，存活 31 例。脓毒症组血清 PCSK9 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 

〔μg/L：223.09（198.47，250.82）比 188.00（165.27，214.90），P＜0.01〕，HDL-C、LDL-C、TC、脂蛋白 a 较健康对照

组明显降低〔HDL-C（mmol/L）：0.82±0.35 比 1.45±0.24，LDL-C（mmol/L）：1.53（1.14，2.47）比 2.89（2.55，3.19），

TC（mmol/L）：2.03（1.39，2.84）比 4.24（3.90，4.71），脂蛋白 a（g/L）：8.80（5.66，17.56）比 27.03（14.79，27.03），均

P＜0.01〕；脓毒症死亡组 PCSK9 较存活组明显升高〔μg/L：249.58（214.90，315.77）比 207.01（181.50，244.95），

P＜0.01〕，HDL-C、LDL-C、TC 较存活组明显降低〔HDL-C（mmol/L）：0.64±0.35 比 0.93±0.30，LDL-C（mmol/L）： 

1.32±0.64 比 2.08±0.94，TC（mmol/L）：1.39（1.01，2.23）比 2.69（1.72，3.81），均 P＜0.01〕。随疾病进展，脓毒症

死亡组与存活组 PCSK9 均较确诊 1 d 时明显下降（均 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PCSK9 对患者 28 d 死亡

的预测价值高于 HDL-C、LDL-C 和 TC〔ROC 曲线下面积（AUC）和 95% 可信区间（95%CI）：0.748（0.611～0.885） 

比 0.710（0.552～0.868）、0.721（0.575～0.867）、0.702（0.550～0.85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PCSK9

是影响脓毒症患者 28 d 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β 值为 1.014，P＝0.020）。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显示，当

PCSK9≥208.97 μg/L 时，随着 PCSK9 升高，脓毒症患者 28 d 生存率明显下降。结论  PCSK9、HDL-C、LDL-C、

TC 均可预测脓毒症患者 28 d 预后，PCSK9 预测预后价值高于 HDL-C、LDL-C 和 TC；PCSK9 是影响脓毒症患

者预后独立危险因素，在疾病早期，PCSK9 可能对脓毒症预后有较好预测价值，当 PCSK9≥208.97 μg/L 时，28 d

生存率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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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  and  blood  lipid  indexes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Methods  Patients  with  sepsis  or  septic  shock who were  
≥ 18 years old and met the Sepsis-3.0 diagnostic criteria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2021  were  enrolled.  Healthy  adults  at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healthy control group.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and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score  were  recorded.  Venou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within  
24 hours after diagnosis, and serum PCSK9 was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t 1, 3 days 
and 5 days. Meanwhile,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 (TG) and lipoprotein A were detected.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index between sepsis group 
(28-day death group and survival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Meanwhile,  the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everity and 28-day prognosis in sepsis group were compared.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CSK9  and  blood  lipid  for  the  prognosis  of  sepsis. Multivariate 



·  615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6 月第 34 卷第 6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ne   2022，Vol.34，No.6

  脓毒症是一种由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引起

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在脓毒症发生初期

如采取适当的处理可以改善预后。研究表明，脂质

和脂蛋白在脓毒症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前蛋白

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

kexin type 9，PCSK9）是维持胆固醇稳态的主要调节

因子［2］，其主要作用是促进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LDLR）表达下调，动物

实验表明，缺乏 LDLR 的小鼠死亡率升高［3］，提示

PCSK9 在脓毒症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

PCSK9 及血脂水平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及排除标准：以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

医学科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收治的脓毒症及脓毒性

休克患者为研究对象，以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

对照组。 

1.1.1  纳入标准：① 年龄≥18岁；② 符合脓毒症3.0

诊断标准［1］。 

1.1.2  排除标准：① 院外长期应用降脂药物；② 各

种疾病的终末期，不可复苏的临终状态；③ 已入选

其他研究项目；④ 孕妇、哺乳期妇女、智力或精神

严重障碍；⑤ 致死性的原发疾病无法去除者，如脑

干损伤并发脓毒症、严重的复合外伤并发脓毒症有

手术禁忌；⑥ 其他原因不适合临床试验者。

1.1.3  剔除标准：自动出院或患者家属已放弃治疗

者；病历信息不完整者。 

1.2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已获

得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

2020-030-01），所有治疗及检测均获得过患者家属

的知情同意，患者或其近亲提供参与研究的书面知

情同意书。本研究已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

（注册号：ChiCTR 2200056594）。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入院时记录患者的性别、

年龄、感染部位等基本信息。根据指南在患者入

科后 24 h 内完成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 

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 

APACHEⅡ）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于确诊 1、3、5 d 收集

患者静脉血，离心收集上清液并于 -80 ℃保存，严

格按照试剂盒使用说明书操作，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测定 PCSK9 水平，同时检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脂蛋白 a、

三酰甘油（triacylglycerol，TG）水平。随访患者 28 d

预后。 

1.4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prognosis of sepsis, and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at  28th  day  was  drawn.  Results  There  were  50  patients  in  sepsis  group  (including  19  patients  with  sepsis,  
31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nd  27  patients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In  the  sepsis  group,  19  patients  died  and  
31  patients  survived within  28  days.  The  serum PCSK9  in  the  sepsi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μg/L: 223.09 (198.47, 250.82) vs. 188.00 (165.27, 214.90), P < 0.01], and HDL-C, LDL-C, TC and 
lipoprotein 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HDL-C (mmol/L): 0.82±0.35 vs. 1.45±0.24, 
LDL-C (mmol/L): 1.53 (1.14, 2.47) vs. 2.89 (2.55, 3.19), TC (mmol/L): 2.03 (1.39, 2.84) vs. 4.24 (3.90, 4.71), lipoprotein A  
(g/L): 8.80 (5.66, 17.56) vs. 27.03 (14.79, 27.03), all P < 0.01]. PCSK9 in the sepsis death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urvival  group  [μg/L: 249.58  (214.90, 315.77) vs. 207.01  (181.50, 244.95), P < 0.01],  and  the HDL-C, LDL-C 
and TC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urvival  group  [HDL-C  (mmol/L):  0.64±0.35  vs.  0.93±0.30, LDL-C  (mmol/L): 
1.32±0.64 vs. 2.08±0.94, TC (mmol/L): 1.39 (1.01, 2.23) vs. 2.69 (1.72, 3.81), all P < 0.01].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ease, the PCSK9 in the sepsis death group and the surviv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within 1 day 
of  diagnosis  (all P  <  0.05).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PCSK9  had  higher  predictive  value  of  28-day  death 
than HDL-C, LDL-C, TC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0.748  (0.611-0.885) 
vs.  0.710  (0.552-0.868),  0.721  (0.575-0.867),  0.702  (0.550-0.85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CSK9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affecting  the 28-day prognosis of  sepsis  (β  value was 1.014, P = 0.020).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when PCSK9 ≥ 208.97 μg/L, with the increase of PCSK9, the 28-day 
survival rate of sepsis patient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s  PCSK9, HDL-C, LDL-C and TC can all predict 
the 28-day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epsis.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PCSK9 is the highest. PCSK9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gnosis of sepsi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isease, PCSK9 may have a good predictive value for the 
prognosis of sepsis. When PCSK9 ≥ 208.97 μg/L, the 28-day survival rat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Sepsis;  Septic shock;  Blood  lipid;  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rognosis 
of 2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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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

资料以例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

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 28 d 预后的

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及 28 d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基本情况（表 1～2）：脓毒症组 50 例患者

中男性 32 例、女性 18 例，死亡 19 例、存活 31 例；

同期健康体检者 27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性 

16例、女性11例。脓毒症组转氨酶水平均较健康对

照组明显升高（均 P＜0.05）。死亡组与存活组性别、

年龄、基础疾病、感染部位、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丙

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

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总胆红

素（total bilirubin，TBil）、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ore，GC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死亡组 APACHEⅡ评分、SOFA 评分、血乳酸 

（blood lactic acid，Lac）、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 

均较存活组明显升高，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时间较存活组明显缩短（均P＜0.05）。 

表 2 不同 28 d 预后两组脓毒症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指标
存活组

（n＝31）

死亡组

（n＝19）

t /χ2/  

Z 值
P 值

年龄（岁，x±s） 64.48±11.65 69.31±12.36 -1.391 0.171

男性〔例（%）〕 19（61.3） 13（68.4）   0.260 0.610

基础疾病〔例（%）〕   4.841 0.304

　冠心病 2（  6.5） 4（21.1）

　高血压 14（45.2） 10（52.6）

　糖尿病 7（22.6） 2（10.5）

　脑梗死 3（  9.7） 6（31.6）

　其他 9（29.0） 7（36.8）

感染部位〔例（%）〕   1.467 0.690

　肺部 8（25.8） 7（36.8）

　腹腔 10（32.3） 7（36.8）

　肝胆 4（12.9） 2（10.5）

　其他 9（29.0） 3（15.8）

APACHE Ⅱ评分
　 〔分，M（QL，QU）〕

16.00
（11.00，21.00）

22.00
（15.00，25.00）

-2.332 0.020

SOFA 评分（分，x±s） 7.12±2.88 10.15±4.58 -2.583 0.016

Lac〔mmol/L，
　M（QL，QU）〕

3.30
（2.00，5.60）

    5.30 
（4.10，6.80）

-2.919 0.004

PCT〔μg/L，
　M（QL，QU）〕

8.00
（1.40，38.00）

    6.50 
  （1.40，25.00）

-0.180 0.857

WBC〔×109/L，
　M（QL，QU）〕

12.90
（8.80，19.60）

  13.80 
  （4.60，21.50）

  0.000 1.000

ALT〔U/L，
　M（QL，QU）〕

34.70
（22.48，76.70）

  30.17 
（17.68，63.67）

-0.933 0.351

AST〔U/L，
　M（QL，QU）〕

52.80
（26.90，130.10）

  55.05 
  （27.37，102.57）

-0.031 0.975

TBil〔μmol/L，
　M（QL，QU）〕

19.50
（13.30，34.69）

  34.28 
（14.06，79.72）

-1.659 0.970

SCr〔μmol/L，
　M（QL，QU）〕

81.70
（66.00，107.80）

137.30 
（100.60，215.50）

-2.768 0.006

GCS 评分〔分，
　M（QL，QU）〕

15.00
（9.00，15.00）

  14.00 
  （5.00，15.00）

-1.311 0.190

ICU 住院时间
　〔d，M（QL，QU）〕

13.00
（5.00，22.00）

    4.00 
  （2.00，13.00）

-2.896 0.004

注：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Lac 为血乳酸，PCT 为降钙素原，WBC 为白

细胞计数，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TBil 为

总胆红素，SCr 为血肌酐，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ICU 为重症监

护病房

表 1 各组研究对象基线资料比较〔M（QL，QU）〕

组别
例数

（例）

年龄

（岁）

ALT

（U/L）

AST

（U/L）

健康对照组 27 68.0（59.0，73.0）17.4（13.6，20.8）21.10（18.6，  24.8）
脓毒症组 50 67.5（57.0，73.0）26.7（18.4，60.6）46.00（23.8，106.1）

Z 值 -0.160 -3.317   -3.989
P 值   0.873   0.001 ＜0.001

注：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

2.2  各组 PCSK9 及血脂水平（表 3～5）：脓毒症组

PCSK9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HDL-C、LDL-C、TC、

脂蛋白 a 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而两

组 TG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脓毒症

亚组相比，脓毒性休克亚组患者 PCSK9 明显升高，

LDL-C、TC、脂蛋白 a 明显降低（均 P＜0.05），两组

HDL-C、TG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与存活组相比，死亡组PCSK9进一步升高，而HDL-C、 

LDL-C、TC 进一步降低（均 P＜0.05），两组 TG、脂蛋

白 a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不同预后脓毒症组PCSK9及血脂水平随病程变

化情况（表 6）：在脓毒症发生早期，PCSK9 明显升高，

且死亡组较存活组升高明显（P＜0.05），确诊 3 d 后 

呈逐渐下降趋势，确诊3 d及 5 d与确诊1 d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两组间确诊3 d和5 d  

PCSK9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死亡组

和存活组HDL-C随时间延长逐渐降低，LDL-C和 TC

则呈逐渐升高趋势；死亡组确诊后 HDL-C、LDL-C、 

TC均持续低于存活组（均P＜0.05），而脂蛋白a在确

诊1 d及3 d与存活组比较无明显差异（均P＞0.05）， 

确诊 5 d 时则明显低于存活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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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 28 d 预后脓毒症患者 PCSK9 及血脂代谢水平比较〔M（QL，QU）或（x±s）〕

组别 例数（例） PCSK9（μg/L） HDL-C（mmol/L） LDL-C（mmol/L） TG（mmol/L） TC（mmol/L） 脂蛋白 a（g/L）

存活组 31 207.01（181.50，244.95） 0.93±0.30 2.08±0.94 0.98（0.78，1.35） 2.69（1.72，3.81） 12.02（6.20，19.16）
死亡组 19 249.58（214.90，315.77） 0.64±0.35 1.32±0.64 0.93（0.67，1.88） 1.39（1.01，2.23）   7.49（2.59，   9.96）
Z / t 值 -2.729 -3.088 -3.071 -0.190 -2.868 -1.629
P 值   0.006   0.003   0.004   0.849   0.004   0.103

注：PCSK9 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HDL-C 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TC 为总胆固醇

表 6 不同 28 d 预后脓毒症患者确诊各时间点 PCSK9 及血脂代谢水平变化情况比较〔（x±s）或M（QL，QU）〕

组别
例数

（例）
时间

PCSK9

（μg/L）
HDL-C

（mmol/L）

LDL-C

（mmol/L）

TG

（mmol/L）

TC

（mmol/L）

脂蛋白 a

（g/L）

存活组 31 确诊 1 d 212.53±60.64 0.94±0.30 2.07±0.92 0.98（0.78，1.35） 2.76±1.23 12.02（6.20，19.16）
31 确诊 3 d 176.02±64.75 a 0.80±0.18 2.09±0.81 1.41（1.22，1.94）a 3.04±1.13 12.08（5.68，18.37）
31 确诊 5 d 132.67±29.40 a 0.67±0.15 2.19±0.75 1.59（1.17，1.79）a 3.07±1.01 16.08（9.56，16.77）

死亡组 19 确诊 1 d 261.47±56.03 b 0.68±0.35 b 1.41±0.66 b 0.93（0.67，1.88） 1.86±1.22 b 7.49（2.59，  9.96）
19 确诊 3 d 147.87±59.96 a 0.61±0.26 b 1.54±0.59 b 1.06（0.92，1.38）b 1.96±0.80 b 8.23（6.25，15.25）
19 确诊 5 d 142.16±26.52 a 0.57±0.09 b 1.49±0.25 b 1.18（1.18，1.34）b 1.83±0.45 b 7.18（7.18，  7.72）b

整体分析（HF 系数） 1.000 0.761 0.742 0.887 0.730 0.587
组间比较（F 值 / P 值） 0.167/    0.685 10.535/0.002 11.803/0.001 0.109/0.743 17.702/＜0.001 0.532/0.469
时间比较（F 值 / P 值） 49.23/＜0.001 14.827/0.001   0.663/0.469 0.176/0.813 0.961/    0.961 1.266/0.273
交互效应（F 值 / P 值） 7.397/    0.001   2.524/0.103   0.260/0.626 3.297/0.047 0.744/    0.434 4.962/0.025

注：PCSK9 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HDL-C 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TC 为总胆固

醇；与本组确诊 1 d 比较，aP＜0.05；与存活组同期比较，bP＜0.05

表 7 PCSK9 及血脂水平对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 
28 d 死亡的预测价值

变量 AUC sx P 值 95%CI
敏感度

（%）

特异度

（%）
截断值

PCSK9 0.748 0.070 0.004 0.611～0.885 84.2 54.8 208.97

HDL-C 0.710 0.081 0.014 0.552～0.868 90.3 57.9     0.66

LDL-C 0.721 0.075 0.009 0.575～0.867 74.2 68.4     1.50

TC 0.702 0.078 0.017 0.550～0.854 93.5 42.1     1.39

注：PCSK9 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HDL-C 为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C 为总胆固醇，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表 4 不同严重程度脓毒症患者 PCSK9 及血脂代谢水平比较〔M（QL，QU）或（x±s）〕

组别 例数（例） PCSK9（μg/L） HDL-C（mmol/L） LDL-C（mmol/L） TG（mmol/L） TC（mmol/L） 脂蛋白 a（g/L）

脓毒症亚组 19 200.88（192.05，227.30） 0.95±0.36 2.17（1.60，2.79） 1.26±0.65 2.91（2.20，4.03） 12.16（7.94，19.16）
脓毒性休克亚组 31 240.41（207.01，264.02） 0.78±0.32 1.48（0.97，1.99） 1.44±1.61 1.83（1.32，2.70）   7.42（4.81，17.44）
Z / t 值 -2.689 -1.658 -2.699 0.473 -3.128 -2.029
P 值   0.007   0.104   0.007 0.638   0.002   0.042

注：PCSK9 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HDL-C 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TC 为总胆固醇

表 3 脓毒症组与健康对照组 PCSK9 及血脂代谢水平比较〔M（QL，QU）或（x±s）〕

组别 例数（例） PCSK9（μg/L） HDL-C（mmol/L） LDL-C（mmol/L） TG（mmol/L） TC（mmol/L） 脂蛋白 a（g/L）

健康对照组 27 188.00（165.27，214.90） 1.45±0.24 2.89（2.55，3.19） 1.13±0.43 4.24（3.90，4.71） 27.03（14.79，27.03）
脓毒症组 50 223.09（198.47，250.82） 0.82±0.35 1.53（1.14，2.47） 1.37±1.32 2.03（1.39，2.84）   8.80（  5.66，17.56）
Z / t 值   -3.626     8.268   -4.890 -0.911   -5.706   -4.037
P 值 ＜0.001 ＜0.001 ＜0.001   0.365 ＜0.001 ＜0.001

注：PCSK9 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HDL-C 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TC 为总胆固醇

2.4  PCSK9及血脂指标对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价值

（表 7；图 1）：ROC 曲线显示，PCSK9 预测脓毒症和

脓毒性休克患者 28 d 死亡的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均大于 HDL-C、LDL-C 及 TC，

提示 PCSK9 预测价值高于 HDL-C、LDL-C 及 TC。

2.5  脓毒症组患者 28 d 死亡危险因素（表 8）：将

PCSK9、HDL-C、LDL-C、TC 作为自变量，28 d 死亡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PCSK9 是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 28 d 死亡的独

立危险因素（均 P＜0.05）。

2.6  PCSK9对患者28 d生存率的影响（图2）：Kaplan- 

Meier 生存曲线显示，当 PCSK9≥208.97 μg/L 时，患

者 28 d 生存率降低，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og-Rank 检验：χ2＝6.327，P＝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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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脓毒症组患者 28 d 死亡危险因素的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sx 95%CI P 值

PCSK9 1.014 0.007 1.000～1.028 0.046
HDL-C 0.121 1.526 0.006～2.400 0.166
LDL-C 0.208 0.852 0.039～1.103 0.065
TC 1.607 0.631 0.467～5.533 0.452

注：PCSK9 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HDL-C 为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C 为总胆固醇，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 

注：PCSK9 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HDL-C 为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C 为总胆固醇，

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C 为 ROC 曲线下面积

图 1  PCSK9 及血脂水平预测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 
患者 28 d 死亡的 ROC 曲线

注：PCSK9 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9

图 2  PCSK9 水平对脓毒症患者 28 d 生存率影响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更好地了解各种脂类的产生和代谢及其生物活性，

有可能作为早期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5］。

  HDL 是血清中的主要保护性蛋白，其血清水平

与脓毒症严重程度密切相关。HDL 可以结合脂多

糖（lipopolysaccharide，LPS），也可以与革兰阳性菌细

胞壁的脂磷壁酸（lipoteichoic acid，LPA）结合，HDL

与 LPS 或 LPA 的结合干扰了其与巨噬细胞中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结合的能力［6］，在

调节感染和炎症以及脓毒症患者的先天性免疫反应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有研究表明，脓毒症死亡组

HDL-C较存活组明显偏低，血浆HDL-C水平可作为 

反映炎症发生和疾病严重程度的指标［8］；另外，脓毒 

症患者 LDL-C、TC、TG 和载脂蛋白（apolipoprotein，

apo）含量与脓毒症患者预后相关［9-12］，脓毒症死亡

患者的 LDL-C、TC、apoA1 和 apoB 显著降低，apoA1

能预测脓毒症患者 30 d 病死率［13］；而 TC 可作为脓

毒症患者预后的保护性因素及预测指标［14］。本研

究结果显示，脓毒症患者HDL-C、LDL-C、TC水平较

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死亡组患者 HDL-C、LDL-C、 

TC 水平较存活组降低，同时随着疾病的进展，死亡

组确诊 3 d 和 5 d 的 HDL-C、LDL-C、TC 水平均较存

活组低，表明HDL-C、LDL-C、TC对脓毒症患者28 d

预后有一定预测价值。血浆 TG 作为预后标志物存

在争议，有研究表明 TG 水平降低与脓毒症患者死

亡相关［15］，在 SOFA 评分中加入 TG 水平可提高对

28 d 病死率的预测准确性［16］；而 Sharma 等［17］发现，

TG浓度在脓毒症存活组、非脓毒症存活组和健康对

照组之间没有差异。本研究提示，脓毒症死亡组 TG

水平在确诊1 d时较存活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

确诊 3 d 及 5 d 时两组间 TG 存在统计学差异，提示 

TG 在判断脓毒症患者预后方面可能有一定的意义。

  PCSK9 为原蛋白转化酶基因家族成员［18］，大部 

分由肝脏分泌，小部分由脑、肾、肠、胰腺等组织分 

泌［19］，在转录水平，PCSK9 的合成受肝细胞核因

子 -1α（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1α，HNF-1α）和甾 

醇元件结合蛋白 -2（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2，SREBP-2）的调节［20］。PCSK9 通过细胞内

和细胞外途径促进 LDLR 的降解，在细胞内途径中，

PCSK9 结合内吞的 LDLR 并将其导向溶酶体进行降

解［21］；在细胞外途径中，PCSK9 与膜表面 LDLR 的

第一个表皮生长因子样重复序列（epithelial growth 

factor-like repeat A，EGF-A）结合，抑制 LDLR 的内

吞循环，阻止受体回到细胞表面，并促进溶酶体中受

3 讨 论 

  脓毒症发病率和病死率高，是机体对感染反应

失调引起的一种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据统计，

在全球范围内，脓毒症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

数的 20%［4］。脂质代谢的改变和脂质信号通路的

激活是脓毒症病理生理背后复杂环境的组成部分，

脂质在脓毒症微血管的促炎和抗炎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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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降解［22-23］。脓毒症发生后，循环内的各种转运

蛋白首先结合 LPS、LPA 以及真菌细胞壁的磷脂甘

露聚糖等病原菌脂质（pathogenic lipid，PL）物质［24］。 

HDL、LDL等脂蛋白结合转运蛋白和PL复合物后 ［25］， 

经肝细胞表面 LDLR 和 B 型清道夫受体（class  B 

scavenger receptor，SRBI）入肝，经胆管、肠道排出体 

外［26］，因此，抑制PCSK9可使细胞表面LDLR表达增

加，从而增加 LPS 清除率，显著降低 LPS 水平。研究

表明，血浆胆固醇下降，肝脏 PCSK9 代偿性增加［27］， 

全身炎症也可直接导致肝脏PCSK9的产生［28］。Walley 

等［29］发现，脓毒性休克患者中 PCSK9 功能缺失者的

存活率较 PCSK9 功能正常者高，并有相对较少的炎

症细胞因子产生。本研究显示，脓毒症患者 PCSK9 

水平明显升高，同时脓毒症死亡组 PCSK9 水平较存

活组升高，随着疾病进展，PCSK9 水平逐渐下降，表

明 PCSK9 水平可能在疾病早期对脓毒症及脓毒性

休克患者预后有较好的预测价值，与 HDL-C 等血脂

水平相比，PCSK9 水平对 28 d 预后有更好的预测价

值，当 PCSK9≥208.97 μg/L 时，患者生存率明显下

降，提示 PCSK9 可较好地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作

为脓毒症预后的标志物。

  综上，PCSK9、HDL-C、LDL-C、TC均可预测脓毒

症患者的预后，PCSK9 还是影响患者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当 PCSK9≥208.97 μg/L 时，脓毒症患者 28 d 

生存率明显下降。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PCSK9最

佳截断值仅供参考，还有待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 

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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