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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CD64指数与血清降钙素原对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肺部细菌
感染的诊疗价值

李辉

【摘要】 目的观察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肺部细菌感染时中性粒细胞CD64

(nCD64)指数与血清降钙素原(PCT)浓度的变化，评价nCD64指数与血清PCT浓度在诊疗过程中

的价值。方法选择2012年11月至2016年11月收治的53例合并肺部细菌感染的慢性肾衰竭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感染组)，另选择56例同期维持性血液透析非感染者(未感染组)、50例健

康体检者(正常对照组)。分析感染组致病菌分布情况，比较感染组、未感染组及正常对照组

nCD64指数和血清PCT浓度的差别，对比感染组治疗前后nCD64指数和血清PCT浓度的变化。

结果感染组痰培养出致病菌53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17株(32．08％)，革兰阳性球菌36株

(67．92％)。治疗前感染组、未感染组、正常对照组nCD64指数分别为4．13±0．43、0．82±0．08、

0．78±0．08，PCT浓度分别为(3．64±0．29)、(0．45±0．04)、(0．45±0．04)¨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尸<0．01)。感染组治疗后nCD64指数与血清PCT浓度显著降低[0．86±0．09比4．13±0．43，

(O．74±0．07)Hg／L比(3．64±0．29)斗g／L]，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nCD64指数、血清PCT浓度是判断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发生肺部细菌性感染的敏感指标，为慢性

。肾衰竭维挣陛血液透析合并肺部细菌感染的治疗评估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肺炎，细菌性；血液透析滤过； 中性粒细胞CD64；降钙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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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umonia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from November 2012 to November 2016

(infection group)．At the same time，56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without bacterial infection(non‘

infection group)and fifty volunteers(control group)were also enrolled．The infection pathogen

distribution，changes of nCD64 index and serum PCT in three groups were analyzed．And the changes of

nCD64 index and seYilnx PC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infection group were analyzed too．

Results Totally 53 strains of pathogens in the infection group were isolated，including 36 strains of

gram-positive bacteria(accounting for 67．92％)and 17 strains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accounting for

32．08％)．The nCD64 index of infection group，non-infec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as following：

4．1 3,4-0．43。0．82±0．08 and 0．78±0．08，and the serum PCT levels of infection group。non．infee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as following：(3．64±O．29)，(O．45±0．04)and(0．45±0．04)斗g几．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P<0．01)．The nCD64 index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infection group

were 4．13±0．43 and 0．86±0．09．And serum PCT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infection group were

(3．64±0．29)and(0．74-4-0．07)卜g／L．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1)．Conclusions The

nCD64 index and serum PCT are sensitive indicators to determine the happening of bacterial pneumonia

in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and it provides critical evid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reatment in

patients。

【Key words】Pneumonia，bacterial；Hemodiafiltration；Neutrophil CD64；Proealcitonin

维持性血液透析是延长慢性肾衰竭患者生命、

改善患者生命质量的主要方法，随着各种肾脏疾

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的逐渐增高，慢性肾

衰竭患者也逐渐增多。肺部感染是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慢性肾衰竭患者由于免疫功

能低下以及长期使用各种免疫抑制剂等原因，肺部

感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由此造成患者心

肺功能的损害也明显重于普通人群。临床常用的

诊断感染性疾病的标记物包括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WBC)、红细胞沉降率(ESR)、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N％)和血清c一反应蛋白(CRP)等。中性粒细胞

CD64(neutrophil CD64，nCD64)指数和降钙素原

(procalcitonin，PCT)在细菌性感染疾病中的诊断价
值逐渐被发现[1‘5，。为探讨nCD64指数、PCT浓度在

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肺部细菌感染患

者诊疗过程中的价值，我们分析了53例慢性肾衰

竭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肺部细菌感染患者的临床

资料，现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收集2012年11月至2016年11

月我院收治53例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

肺部细菌感染患者(感染组)的临床资料。肺部感

染诊断标准包括在慢性肾衰竭基础上出现发热、咳

嗽、咳黄脓痰，发热、大汗、呼吸困难等症状；听诊双

肺可闻及湿哕音或干、湿性哆音并存，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及成中性粒细胞升高；肺部影像学检查片状
高密度影，排除肺结核、肿瘤、血管炎等疾病；以痰

标本培养结果为诊断标准。53例患者中男28例，

女25例，年龄(52．46±11．25)岁；原发疾病：高血压

肾病15例(28．30％)，糖尿病肾病11例(20．75％)，

慢性肾小球肾炎22例(42．51％)，痛风肾病2例

(3．77％)，狼疮肾炎2例(3．77％)，多囊肾1例

(1．89％)。选择同期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非

感染患者56例(未感染组)，其中男29例，女27

例，年龄(54．02±12．06)岁；原发疾病：高血压肾病

15例(26．78％)，糖尿病肾病12例(21．43％)，慢性肾

小球肾炎24例(42．86％)，痛风肾病3例(5．36％)，

狼疮‘肾炎2例(3．57％)。未感染组排除肺部及其他

部位感染、肝硬化及恶性肿瘤患者。另选择同期健

康体检者5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男26例，女24

例，年龄(55．22-4-10．87)岁。三组年龄、性别构成等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入选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2。方法：感染组采用多次痰细菌定量培养检

查。痰液标本的采集前用无菌0．9％氯化钠漱口，清

洁口腔，深咳出黏液脓性或者黏液性痰，置于无菌

痰培养容器内，部分患者采用超声雾化吸入高渗氯

化钠进行诱导痰液，留痰后，取脓性部分痰液做细

菌培养。感染组在抗感染治疗前采血检测nCD64

指数和血清PCT浓度；经治疗患者症状消失2周

后，WBC、ESR和CRP等指标恢复正常，再次检测

nCD64指数和血清PCT浓度。未感染组、正常对照

组患者入院后常规检查nCD64指数和血清PCT浓

度。(1)nCD64指数测定：采用美国BECKMAN

COULTER流式细胞仪，严格无菌操作，抽周围静脉

血液2 ml注入EDTA抗凝管，取2支流式检测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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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鼠抗人单克隆抗体CD64(美国BD pha瑚ingen公

司)及同型对照20斗l，再注入全血100“l混匀，混
合后置于20℃暗处约25 min，溶血10 min后放人

流式细胞仪测试。以淋巴细胞为内部阴性对照，进

行nCD64指数的计算。(2)血清PCT检测：血清

PCT浓度检测采用美国睿捷PCT检测仪(NANO．

CHECKER 710)，应用免疫荧光双抗体夹心法；应用

PCT检测试剂盒(上海基免实业有限公司)，抽取外

周静脉血3 ml，分离血清。测定血清PCT浓度。

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孑±s表示，三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感染组治疗前后比较采

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r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感染组致病菌分布情况：感染组痰培养出致

病菌53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17株(32．08％)，革

兰阳性球菌36株(67．92％)，见表1。

表1感染组致病菌分布情况(％)

2．三组nCD64指数和血清PCT浓度比较：感

染组治疗前ncD64指数与血清PCT浓度高于未感

染组、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

见表2。

表2三组ncD64指数与血清PCT浓度比较(孑±s)

注：ncD64：中性粒细胞CD64；PCT：降钙素原

3．感染组治疗前后nCD64指数和血清PCT浓

度比较：感染组治疗后nCD64指数与血清PCT浓

度显著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3。

表3感染组治疗前后ncD64指数和血清PCT浓度比较

注：ncD64：中性粒细胞CD64；PCT：降钙素原

讨 论

慢性肾衰竭患者由于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各

种感染，其中又以肺部感染最为常见，同时，慢性肾

衰竭患者往往并发尿毒症性肺炎。肺部细菌感染

和尿毒症性肺炎可引起患者肺功能持续恶化，严重

者可加重病情，患者可发生败血症，加重并诱发心

力衰竭，加速或导致患者死亡。尿毒症并发肺部细

菌感染多为急性发病，呼吸道症状和发热等全身症

状不显著，血常规检查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也往往

不增高，肺部感染容易漏诊。胸部影像学检查如x

线摄片、CT扫描往往不能区分、不能鉴别细菌感染

和尿毒症性肺炎，对于肺部细菌感染等诊断的标准

是致病菌的病原学检测陋，。本研究中，痰培养结果

显示，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肺部细菌感染患者的致

病菌分布范围广泛，革兰阳性球菌占致病菌大多数

(67．92％)，其中，肺炎链球菌13．21％，金黄色葡萄球

菌15．09％，溶血葡萄球菌20．75％，表皮葡萄球菌

18．87％；革兰阴性杆菌占32．08％，流感嗜血杆菌

5．66％，肺炎克雷伯杆菌22．64％，铜绿假单胞菌

3．77％。对于慢性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肺部

细菌感染或者尿毒症性肺炎患者，肾内科医生往往

经验性使用抗生素治疗一，，这种经验性抗感染疗效

往往不理想，还会增加耐药菌的产生，抗生素对患

者肾功能也会造成进一步损害，确诊细菌感染对于

维持性血液透析。肾衰竭患者的诊治具有重要的

价值。

nCD64与PCT是近年发现的细菌性感染标记

物，在细菌性感染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过程中具

有很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睁∞。CD64在正常情况下

表达于巨噬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表面，而

在中性粒细胞表面表达的量很少。机体在细菌感

染时，促炎性细胞因子可引起中性粒细胞CD64表

达迅速增加。CD64表达增加，通过吞噬作用、抗体

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以及细胞因子的释

放等机制，促进和扩大了免疫反应。研究发现，

nCD64指数作为细菌感染的炎性反应标记物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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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术后感染、重症肺炎、败血症的诊断和全身感染

都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0。12]。另外，nCD64

指数与细菌感染的严重程度和器官衰竭程度密切

相关，是预测细菌感染性疾病病情严重程度的指

标。作为降钙素的前提物质，在正常生理情况下血

清PCT水平很低，PCT增高与体内细菌内毒素及炎

性细胞因子密切相关，在细菌性感染的诊断中具有

高敏感性、特异性的优势，已在临床研究和诊断中

广泛应用，在病毒性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

瘤均难以刺激血清PCT浓度升高“3。14]。

本研究中，感染组nCD64指数、血清癣cT浓度

显著高于未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感染组给予有

效抗感染治疗后，nCD64指数与血清PCT浓度较

治疗前显著降低，表明nCD64指数与血清PCT浓

度与肺部细菌感染严重程度密切相关。nCD64指

数与血清PCT浓度可作为诊断细菌性感染的标记

物，联合检测nCD64与PCT可提高慢性肾衰竭患

者肺部细菌性感染的诊断准确率；同时，这两种指

标检测时间较传统细菌培养显著缩短，动态监测

nCD64指数与血清PCT水平可对治疗效果和病情

进行评价，如果患者两项指标持续降低，表明患者

肺部细菌感染治疗有效，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若两

项指标无明显变化，提示抗感染治疗效果较差，经

治医生需及时调整抗生素种类和剂量。

综上所述，血清PCT浓度和nCD64指数对于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肺部细菌感染有较好的诊断

价值，可为临床医生抗感染治疗提供有价值的依

据。同时，血清nCD64指数、PCT浓度还可作为评

判抗感染疗效的指标，指导肾内科医生采用合理的

治疗。由于本研究人选样本数量稍低，慢性肾衰竭

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肺部细菌感染患者的细菌感

染特点、临床症状体征与其他系统疾病患者还有所

差别，还需展开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进一步为临

床诊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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