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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浆 S一1 00B蛋白测定的临床意义 

胡殿雷 柳宪华 于效 良 郭红梅 郭兵 石岩 庄会林 施鹏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浆 s一100B蛋白作为一种生物学指标在重型颅脑损伤诊断及预后判断 中的应用 

价值。方法 重型颅啮损伤患者 66例，伤后早期(2～6 h)抽取血浆标本 ，并从伤后 24 h起连续 3～7 d检测血 

浆 S一100B蛋 白含量 ，将其结果与患者伤后 6个月格拉斯哥预后评分 (GOS)进行比较。结果 66例患者中死 

亡 25例，致残 22例 ，良好 19例 。死亡组 s—l00B平均 2．60 ptg／I ，明显高于存活组 (0．55 ptg／I ，P<O．001)； 

死亡组中有 14例 S一100B峰值超过 2．00 g／L，而存活组中只有 4例峰值超过 2．00 g／L(P<0．005)。 

结论 血浆 S一100B蛋白在重型颅脑损伤的诊断及预后判断中具有可靠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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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S一1 00B protein as a biology marker in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after severe cerebral injury．Methods Sixty—six patients with severe head injury(Glasgow coma 

scale score(GCS)≤ 83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venous blood samples for S一1O0B protein were obtained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dmission and every 24 hours thereafter for a maximum of 3～ 7 consecutive days． 

Serum levels of S 一1OOB protein were compared with outcome(Glasgow outcome scale score，GOS)after 

6 months． Results Of 66 patients，25 patients died，mutilation in 22 patients， 1 9 patients had a good 

outcome．Patients who died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erum S一1OOB values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survived 

(median 2．60 g／L vs．0．55 g／L，P< 0．001)，14 of 25 patients who died had peak S一100B values of 

2．O0 g／L or higher，compared with 4 of 41 surviving patients(P<O．005)．Conclusion S一100B protein 

has a reliable value in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after severe hea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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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颅脑损伤分型采用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由于颅脑损伤伤情不同，病情的演变是动态 

的，GCS评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血浆 S—IOOB蛋 

白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学指标，在颅脑损伤的诊断及 

预后判断中具有可靠、准确、及时的作用。 。我院 

2001年 3月一2O02年 9月对 66例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血浆 S一100B蛋白进行测定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66例重型颅脑损伤 (GCS≤8分 ) 

患者中，男 52例 ，女 l4例；年龄 l6～75岁，平均为 

37．5岁；GCS 3分者 l6例，4分者 l3例，5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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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例 ，6分者 5例 ，7分者 4例，8分者 7例。入院时 

CT检查显示弥漫性脑损伤 32例，l4例有硬膜外血 

肿，2O例有硬膜下血肿 。 

1．2 研究方法 ： 

1．2．1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收入神经外科 ICU监测 

生命体征，包括血压、颅内压(ICP)、心电监护、血气 

分析等，记录 GCS评分 、年龄、性别、神经外科治疗 

手段等，并动态检查 CT，伤后 6个月以格拉斯哥预 

后评分(GOS)判断预后 ，结局以生存和死亡分类。 

1．2．2 抽取患者伤后早期(2～6 h)血浆标本送检， 

以后每 24 h送检 1次，连续 3～7 d。血浆标本置入 

冰箱保存，采 用美 国 I IFEKEY 公 司的 Biokey丁M 

S一1 00B酶联免疫吸附(enzyme—linked immunoad— 

sorbent assay，ELISA)Test Kit试剂盒 ，以酶联免 

疫法 (enzyme immunoassay)检测 ，血浆S一100B蛋 

白含量在0．50 g／L以下为正常 ，超过0．50 g／L为 

异常 。 

1．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AS统计软件分析， 

X。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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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伤后 6个月以 GOS判断结果 ，66例患者中死 

亡 25例，致残 22例，良好 19例。 

2．2 死亡组 S一100B(平均 2．60 t~g／L)明显高于 

存活组 (0．55 g／L，P<O．001)。死亡组 中有 14例 

(占56．0 )S一100B峰值超过 2．O0 ug／L，而存活 

组中只有 4例(占 9．7 )峰值超过 2．O0 ug／I ，两组 

比较，P<O．005。S一100B蛋白在伤后2 d降至正常 

水平者 15例，5 d内恢复正常者 13例，8 d内恢复正 

常者 4例。 

3 讨 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伤情重、预后差，目前仍是神 

经外科治疗上的一个难题，对其伤后病情的诊断、进 

展情况及预后情况的判断，目前仅局限于GCS评分 

及 GOS评分 ，而伤后神经系统细胞学损伤的程度是 

决定病情演变及预后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的研究 

结果表明，血浆 S—IOOB蛋白对脑损伤有高度敏感 

性和特异性，其含量变化与临床症状、体征及影像学 

改变密切相关，是一种敏感、特异、有效、可靠的脑损 

伤生化标志物 。 

颅脑损伤、中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常有血 

浆 S一100B蛋 白的升高 ，对于诊 断、治疗和预后判 

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们对 66例重型颅脑损伤 

患者血浆 S一100B蛋白进行测定，并结合患者的结 

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早期血浆 S一100B蛋白峰 

值超过 2．O0 ug／L或继发性升高超过 2．O0 ug／L常 

提示患者为严重颅脑损伤，常伴有较高的病死率和 

致残率；而血浆 S一100B蛋白峰值超过 3．80 ug／L 

的患者生存者极少。因此 ，S一100B蛋白可作为判 

断颅脑损伤程度的指标，而且对于诊断、治疗和预后 

判断均有积极意义。 

Ingebrigtsen等 测定轻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浆 

S一100B蛋白的变化发现，S一100B蛋白的半衰期 

为2 h，通常在伤后12～24 h内恢复正常。Woertgen 

等 认为，虽然 S一100B蛋白的半衰期仅为 2 h，但 

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不仅是原发伤时 S一100B蛋 

白升高，在伤后几日内也是升高的，主要是由于继发 

性颅脑损伤所致。S—lOOB蛋白分子质量大，正常情 

况下不能通过血一脑脊液屏障(BBB)，颅脑损伤后脑 

组织的损伤直接导致脑细胞和血一脑脊液屏障的广 

泛破坏，从而使血 S一100B蛋 白迅速升高，由于它 

的半衰期短，血 S—IOOB蛋白水平在伤后短时间内 

迅速下降。但由于脑损伤后胶质细胞迟发性功能障 

碍或持续死亡可引起 S一100B蛋白外溢，继发性脑 

损伤使 BBB进一步破坏 ，可使血 S一100B出现继发 

性升高或持续高值。本组资料表明，S一100B蛋白 

在伤后 8 d恢复正常水平者多为严重残疾，5 d恢复 

正常者多为中度残疾，而能在 2 d内恢复正常水平 

者预后常较满意。在治疗期间如果 S一100B蛋白水 

平再次升高或持续在高水平，常提示继发性损伤，而 

治疗 后 S一100B蛋 白水平较快 降低 或持续 低于 

0．50 ug／I ，可以说 明治疗效果可靠，因此 ，对重型 

颅脑损伤患者治疗期间动态监测 S一100B蛋 白水 

平，对于评定治疗效果和判断继发性颅脑损伤情况 

也是有益的。 

血浆 S一100B蛋白的变化常与颅脑损伤的类 

型有相关关系 ，不同类型的颅内血肿 S一100B蛋 

白水平不同，硬膜下血肿时 S一100B蛋白水平最 

高；硬膜外血肿时最低 ；CT显示有脑挫 伤、弥漫性 

轴索损伤或颅内压增高时 S一100B蛋 白明显升高。 

明确这些关系将有利于判断患者的整体病情进展和 

结局，并可能为严重颅脑损伤患者的预后提供客观 

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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