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 J, Oct. 2018, Vol. 29, No. 19 海南医学2018年10月第29卷第19期

参考文献
[1] 黎励文, 李明敏. 慢性心力衰竭的治疗进展[J].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

病杂志, 2016, 18(7): 673-675.

[2] 郑刚. 心力衰竭临床特征分型研究的现状[J].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

杂志, 2016, 18(11): 1224-1226.

[3]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

慢性充血性心衰诊断和治疗指南(2014版)[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4, 42(2): 98-100.

[4] 郑筱萸.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02: 8-9.

[5] Glezeva N, Gallagher J, Ledwidge M, et al. Heart failure in sub-Saha-

ran Africa: review of the aetiology of heart failure and the role of

point-of-care biomarker diagnostics [J]. Trop Med Int Health, 2015,

20(5): 581-588.

[6] 仇卫锋, 刘佳, 向宗兴. 温阳活血方联合西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55

例[J]. 陕西中医, 2016, 37(2): 185-187.

[7] 赵汉清, 贾评, 蒋欢欢, 等. 利水活血温阳方对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

观察[J]. 陕西中医, 2016, 37(12): 1578-1579.

[8] 张茂, 刘四荣. 温阳健脾法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BNP、

MMP 2及肝细胞生长因子水平的影响[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

杂志, 2016, 14(16): 1848-1851.

[9] 王建忠. 中医温阳利水法治疗心力衰竭效果初步评定[J]. 中医临床

研究, 2017, 9(2): 32-34.

[10] 鲍秋苗. 加味温阳利水方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疗效及对心功能的影

响[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17, 38(4): 23-24.

[11] 江建军, 吴延昊. 温阳利水益气活血法治疗心肾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观察[J]. 中医临床研究, 2017, 9(28): 65-66.

[12] 牛会颖, 安洪泽, 肖俊青. 38例气虚血瘀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护

理体会[J]. 河北中医, 2016, 38(4): 631-632.

[13] 任印新, 戴小华, 花继平. 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法对慢性心力衰竭患

者心功能及N端前脑钠肽、超敏C反应蛋白的影响[J]. 现代中西医

结合杂志, 2016, 25(17): 1831-1833.

[14] Jumean MF, Konstam MA. 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

tion what is in a name? [J]. Cardiology in Review, 2015, 23(4):

161-167.

[15] 郑立强, 周相娟. 温阳利水法治疗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疗效观察

[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7, 26(8): 874-876.

(收稿日期：2018-04-24)



血清TNF-α、IL-6检测
对婴幼儿细菌性肺炎病情和预后判断的价值

李健雄 1，陆映昭 2，曾丽韫 2

(东莞市企石医院检验科 1、儿科 2，广东 东莞 523500)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和白细胞介素-6 (IL-6)检测对婴幼儿细菌性肺炎病情和预

后判断的指导价值，以期为临床上婴幼儿细菌性肺炎的诊治提供指导。方法 回顾性分析东莞市企石医院儿科于

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期间收治的48例细菌性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CIS)将患儿分成

危重病例(观察组，n=18)和非危重病例(对照组，n=30)，根据临床疗效将其分成预后良好组(n=34)及预后不佳组(n=

14)。比较不同组别患儿血清的TNF-α和 IL-6水平。结果 观察组患儿血清TNF-α、IL-6水平分别为(37.81±6.37)

pg/mL、(26.19±5.02) pg/m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2.27±7.42) pg/mL、(20.34±6.14) 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预后不佳组患儿的血清TNF-α、IL-6水平分别为(40.25±6.43) pg/mL、(28.29±5.67) pg/mL，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

的(33.49±6.94) pg/mL、(22.16±5.72)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血清TNF-α和 IL-6水平在婴幼儿细

菌性肺炎的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二者联合检测有助于患儿的病情评估及预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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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guiding value of 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interleu-

kin-6 (IL-6) detection in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prediction of infants with bacterial pneumonia,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fantile bacterial pneumoni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clinical data of 48 children with bacterial pneumonia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in

Dongguan Qishi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February 2018. According to the pediatrics critical illness score (PCIS),

these children were classified into critical cases (observation group, n=18) and non-critical cases (control group, n=30),

and they were also divided into a good prognosis group (n=34) and a poor prognosis group (n=14) according to their c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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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是指各种病原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支原

体、真菌或其他病原体感染所引起的终末气道、肺间

质和肺泡的炎症，其中细菌性肺炎是小儿时期的常见

病、多发病[1-2]。婴幼儿支气管和肺发育不完善且处于

生长发育的薄弱时期，有10%左右的肺炎可进展为重

症肺炎，病情较成人更严重，是导致婴幼儿死亡的主

要原因[3-4]。细菌感染的发生可释放大量的毒素，进而

刺激肺泡免疫细胞释放多种炎症介质，增加了气道组

织细胞水肿、黏液分泌，引起气道阻塞；此外，炎症细

胞和炎症因子吸收入血则可造成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加重患儿的病情[5]。随着我国二孩时代的到来，如

何预防、早期识别和合理治疗婴幼儿肺炎已成为临床

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清肿瘤

坏死因-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

素-6 (interleukin-6，IL-6)检测对婴幼儿细菌性肺炎病

情和预后判断的指导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东莞市企石医院儿

科于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期间收治的48例细菌性

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男性25例，女性23例；年龄1个

月~3 岁，平均(1.39±0.42)岁；病程 1~6 d，平均(3.84±

1.52) d。纳入标准：①年龄1个月~3岁；②血常规、临床

症状、胸部X线片表现均符合支气管肺炎诊断标准[6]；③

痰培养示细菌阳性。排除标准：①临床资料不完整

者；②伴有支气管哮喘、肺结核等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③伴有免疫系统疾病，遗传代谢性疾病、先天性畸形、

先天性心脏病等疾病的患儿；④严重营养不良的患

儿。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所有患儿家

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患儿入院后均常规给予抗生素

抗感染(待病原学结果明确后根据药敏结果调整)、止

咳化痰、支气管扩张及维持酸碱、水电解质平衡等综

合支持治疗，其中抗生素的应用参照2013版儿童社区

获得性肺炎管理指南[6]，主要选择应用阿莫西林/克拉

维酸钾、氨苄西林/舒巴坦或阿莫西林/舒巴坦，备选2、

3代头孢菌素或新一代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总疗

程为7 d。

1.3 研究方法

1.3.1 按病情程度分组 患儿入院后即进行小

儿危重病例评分(PCIS)[7]，该评分包括呼吸、收缩压、氧

分压(PaO2)、pH、血红蛋白、心率、血钠、肌酐(或尿素

氮)、血钾、胃肠系统等10项评价参数。根据PCIS评分

进行分组，将≤80分者 18例判断为危重病例，并且将

患儿纳入观察组，>80分者30例判为非危重病例，并且

将患儿纳入对照组。

1.3.2 按预后分组 治疗 7 d 后进行疗效判断，

预后良好的标准[8]：患儿咳嗽、气促等临床症状消失；

感染得到有效控制，无发热，白细胞计数及血清C反应

蛋白基本正常，痰培养阴性；X线显示肺阴影明显减小

或消失。根据临床疗效是否达到良好标准，将其分成

预后良好组(n=34)及预后不佳组(n=14)。

1.4 血清TNF-α、IL-6水平的测定 患儿入院次

日抽取空腹静脉血 3 mL，以 3 000 r/min 离心 15 min，

分离血清，将血清放置在-70℃条件下保存待测。采

用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血清TNF-α、IL-6水平，操

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病情程度患儿血清TNF-α、IL-6水平比

较 观察组患儿的血清TNF-α、IL-6水平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不同预后患儿血清TNF-α、IL-6水平比较 预

后不佳组患儿的血清TNF-α、IL-6水平明显高于预后

良好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不同病情程度患儿血清TNF-α、IL-6水平比较(x-±s，pg/mL)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18

30

TNF-α
37.81±6.37

32.27±7.42

3.474

<0.05

IL-6

26.19±5.02

20.34±6.14

4.826

<0.05

表2 不同预后患儿血清TNF-α、IL-6水平比较(x-±s，pg/mL)

组别

预后不佳组

预后良好组

t值
P值

例数

14

34

TNF-α
40.25±6.43

33.49±6.94

4.025

<0.05

IL-6

28.29±5.67

22.16±5.72

4.226

<0.05

ical efficacy. The levels of serum TNF-α and IL-6 were compared in different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TNF-α and IL-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7.81±6.37) pg/mL and (26.19±5.02) pg/mL,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2.27±7.42) pg/mL and (20.34±6.14) pg/mL, respectively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differenc-

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TNF-α and IL-6 in the children of poor prognosis group

were (40.25 ± 6.43) pg/mL and (28.29 ± 5.67) pg/mL,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3.49 ± 6.94) pg/mL and

(22.16±5.72) pg/mL, respectively in the good prognosis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serum TNF-α and

IL-6 play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 during the course of infantile bacterial pneumonia.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ests is helpful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disease and prognosis prediction of the child.

【Key words】 Pneumonia; Inflammatory response;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Interleukin-6;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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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近年来，小儿肺炎在我国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呈明

显上升趋势，目前肺炎患儿占儿科住院总人数的
24.5%~56.2%[9]。婴幼儿因其呼吸系统及免疫系统尚未
发育完善，细菌性肺炎更容易高发，研究表明婴幼儿肺
炎住院人数为学龄儿童的39.5倍[10]。细菌性肺炎是常
见的婴幼儿肺炎类型，如不能及时得到诊治或病情较
重，除呼吸系统的改变外，患儿尚可发生循环、神经及
消化系统等脏器的并发症；病程可迅速进展，严重时可
威胁患儿的生命安全，小儿肺炎是严重影响婴幼儿健
康及导致患儿死亡的重要疾病之一[11-12]。因而临床上
需要对细菌性患儿的病情进行有效判断，识别出重症
病例以及时采取合理的救治措施，同时加强监护是降
低患儿病死率的关键；但由于婴幼儿多不能言语、无法
表述自己症状的特点，临床监护中也迫切需要一种简
便有效的指标以反映患儿病情程度和预后判断。细菌
病原检测虽然是诊断细菌性肺炎的金标准，并且药敏
实验可以指导有效抗生素的应用。但对于婴幼儿来
说，不配合、操作性差等原因致使高质量痰液标本难以
留取，且检验等待时间长、取标本前使用药物可干扰培
养结果，使其在疾病早期不能起到指导诊断、治疗的作
用。小儿危重病例评分是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评估
危重疾病患儿病情和预后常用评分方法，是由中华医
学会儿科学分会急诊学组和中华医学会急诊学分会儿
科学组在1995年借鉴国际先进方法、总结临床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制定的[13]。临床研究均表明PCIS可以有效
的对危重病患儿病情程度进行判断，有利于危重病例
的筛选，从而合理整合医院医疗资源进行积极救治[14]。
但是 PCIS评分包括 10项生理参数如血红蛋白、收缩
压、呼吸、心率、PaO2、pH、血钠、胃肠系统、血钾、肌酐(或
尿素氮)等，因而评分所需参数较多，评分过程较为繁
琐，不利于快速判断患儿的病情及预后。

婴幼儿因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健全，细菌感染发生
后易突破机体防御屏障侵入下呼吸道，导致各种炎症
细胞被激活，多种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及相互作用可
导致多系统的损伤，使患儿疾病进一步加重。研究认
为细菌感染性炎症机体应对细菌入侵和损伤所产生
的防御反应的一部分，炎症反应的发生需要通过一系
列细胞因子即炎症介质的介导而实现[15]。炎症介质在
细菌性炎症的启动和持续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过量的炎性介质则可造成肺组织及其他脏器组
织的损伤。TNF-α是一种主要由巨噬细胞和单核细
胞产生的多功能炎性细胞因子，研究表明其与感染及
炎症反应关系密切。细菌侵入机体后可诱导巨噬细
胞释放更多的TNF-α，进而激活中性粒细胞及内皮细
胞表面黏附受体，增强中性粒细胞的活性及微血管壁
的通透性[16]；并且还可以通过诱导中性粒细胞趋化和
局部浸润、参与损伤内皮细胞和微血栓形成等途径引
起组织损伤，甚至导致感染性休克的发生[17]。IL-6则
是由T细胞、单噬细胞及纤维细胞等产生的细胞因子，
也可促进急性期蛋白如CRP等的合成，陈晖等[18]研究

指出血清 IL-6 水平与成人肺炎病情程度关系密切。
本研究探讨了血清TNF-α、IL-6检测对婴幼儿细菌性
肺炎病情和预后判断的指导价值，根据小儿危重病例
评分将患儿分成危重病例(观察组)和非危重病例(对
照组)，结果发现观察组患儿血清TNF-α、IL-6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了病
情危重患儿的血清TNF-α、IL-6水平较高，检测血清
TNF-α、IL-6水平可以有助于患儿病情严重程度的判
断。此外，本研究还表明预后不佳组细菌性肺炎患儿
的血清TNF-α、IL-6水平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也进一步说明了炎症反应越
严重的患儿其预后越差，检测血清TNF-α、IL-6水平
有助于判断细菌性肺炎患儿的预后。

综上所述，血清TNF-α、IL-6在婴幼儿细菌性肺炎
的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二者联合检测有
助于患儿的病情评估及预后判断，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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