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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外周血PCT、CRP、Neu%、W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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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外周血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

和白细胞(WBC)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17年8月至2020年5月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70例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患儿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的健康新生儿70例作为对照组。入院后第3天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以及观察组不同严重程度新生儿的PCT、CRP、Neu%、WBC水平，并分析四项指标单独与联合检

测诊断早发型败血症的价值。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的 PCT、CRP、Neu%、WBC 水平分别为(11.07±1.35) ng/mL、

(15.13±1.24) mg/L、(0.75±0.08)%、(23.95±1.42)×109/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0.41±0.08) ng/mL、(7.36±1.22) mg/L、

(0.41±0.06)%、(7.69±1.40)×10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症期败血症患儿的PCT、CRP、Neu%、WBC水平

分别为(11.22±1.05) ng/mL、(29.77±2.46) mg/L、(0.96±0.13)%、(25.92±1.39)×109/L，明显高于轻症期败血症患儿的

(3.20±0.41) ng/mL、(9.56±2.43) mg/L、(0.59±0.11)%、(11.26±1.38)×10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CT、CRP、

Neu%、WBC联合检测诊断早发型败血症的敏感度、特异性、准确度明显高于单独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早发型败血症新生儿的外周血PCT、CRP、Neu%、WBC水平均升高，联合检测可提高临床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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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peripheral blood procalcitonin (PCT), C-reactive protein

(CRP), neutrophil percentage (Neu%), white blood cell (WBC) level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neonatal early-onset

sepsis. Methods Seventy newborns with early-onset sepsis admitted to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Longgang Dis-

trict of Shenzhen from August 2017 to Ma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seventy healthy newborns

who received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third day after admission, the levels of PCT, CRP, neu%, and WBC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also among newborns of different sever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value of four indicators

alone and combined detec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onset sepsi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PCT, CRP, Neu%, and

WBC levels of the newbo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1.07±1.35) ng/mL, (15.13±1.24) mg/L, (0.75±0.08)%,

(23.95±1.42)×109/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0.41±0.08) ng/mL, (7.36±1.22) mg/L, (0.41±0.06)%, (7.69±

1.40)×109/L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PCT, CRP, Neu%, and WBC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sepsis were

(11.22±1.05) ng/mL, (29.77±2.46) mg/L, (0.96±0.13)%, (25.92±1.39)×109/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20±

0.41) ng/mL, (9.56±2.43) mg/L, (0.59±0.11)%, (11.26±1.38)×109/L in children with mild sepsis (P<0.05); and the sensi-

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PCT, CRP, Neu%, and WBC levels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on-

set sep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detec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PCT, CRP, Neu%, and WBC in peripheral blood of neonates with early-onset sepsis

were increased, and combined detection can improve the rate of clinic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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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败血症是新生儿时期一种严重的感染性

疾病，是细菌通过血液进入全身的血液循环后开始繁

殖，并产生毒素，进而出现全身性的一种炎症反应。

此病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并发症，同时也会导致新生儿

发生多血管功能的损伤[1]。新生儿败血症常累及多系

统，临床症状不典型，但发展较为迅速，病情险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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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生儿的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免疫功能低下，易发

生感染且难以控制，加速患儿的病情进展。以细菌为

常见病原体，其中原虫、病毒或霉菌也可成为引发感

染的潜在病原体[2]。新生儿败血症可分为早发和晚发

两类，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通常在出生后7 d内起病，

出生前已发生感染，以大肠杆菌为主要病原菌，多伴

有肺炎、暴发性起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而晚发型

新生儿败血症的病死率相对较低，多在出生 7 d后起

病[3-4]。因此，及时有效的诊断对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

患儿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新生儿早

发型败血症患儿外周血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

(CRP)、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白细胞(WBC)水平

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年 8月至 2020年 5月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70例新生儿早发

型败血症患儿作为观察组，并按照败血症严重程度分

为轻症期41例和重症期29例。所有患儿均符合新生

儿败血症诊疗[5]方案中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①存

在自身免疫疾病者；②恶性肿瘤疾病者；③有其他合

并症者。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的健康新生儿 70 例

作为对照组。观察组中男性 28 例，女性 42 例；胎龄

31~32周，平均(31.49±0.15)周；体质量 2 650~3 610 g，

平均(3 130±158) g。对照组中男性29例，女性41例；胎

龄31~33周，平均(31.56±0.17)周；体质量2 650~3 660 g，

平均(3 155±160) g。两组受检儿童的基线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检儿童家属均知情

并签署同意书。

1.2 检测方法 入院后第3天，入组新生儿抽取

5 mL清晨空腹静脉血，以 2 000 r/min离心 15 min，分

离血清后封口放置于-50℃冰箱待检。采用罗氏

cobasE411 检测仪以免疫发光法对 PCT 水平进行检

测；采用全自动生化仪 BS-800 型以免疫散射比浊法

对 CRP 水平进行检测；采用全自动血球分析仪

HF-3800对Neu%、WBC水平进行检测。以上检测步

骤均按照说明书进行。

1.3 观察指标 入院后第3天，比较观察组和对

照组，以及观察组中不同严重程度新生儿的 PCT、

CRP、Neu%、WBC水平，并分析四项指标单独与联合

检测的诊断价值。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符合

正态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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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受检者的 PCT、CRP、Neu%、WBC 水平

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的 PCT、CRP、

Neu%、WBC水平明显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不同严重程度败血症患儿的 PCT、CRP、

Neu%、WBC水平比较 与轻症期比较，重症期败血症

患儿的PCT、CRP、Neu%、WBC水平明显较高，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四项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诊断早发型败血

症的价值 患儿 PCT、CRP、Neu%、WBC水平联合检

测诊断早发型败血症的敏感度、特异性、准确度明显

高于单独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新生儿败血症是威胁新生儿生命的重要疾病之

一。此病临床表现多样，以进奶量减少、拒乳、烦躁不

安、出血倾向为主要症状，且患儿胎龄越小，出生体质

量越轻，其发病率、病死率就越高[6]。据有关调查显示，

败血症在存活新生儿中的发病率为4.5‰~9.6‰ [7]。新

生儿败血症是新生儿感染病原体所致，以葡萄球菌、

肺炎克雷伯菌及大肠埃希菌感染较为多见，由于新生

儿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皮肤黏膜屏障功能差，

IgG等免疫物质含量较低，增加了感染发生率，而感染

性疾病也是导致新生儿致残和死亡的重要因素[8]。随

着孕产妇早期预防与筛查的加强，早发型新生儿败血

症的发生率已明显降低，低出生体质量儿存活率明显

提高。但由于气管插管和广谱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促

使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成为院内感染的常见菌[9]。

表1 两组受检者的PCT、CRP、Neu%、WBC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70

70

PCT (ng/mL)

11.07±1.35

0.41±0.08

65.949

0.001

CRP (mg/L)

15.13±1.24

7.36±1.22

37.371

0.001

Neu% (%)

0.75±0.08

0.41±0.06

28.446

0.001

WBC (×109/L)

23.95±1.42

7.69±1.40

68.222

0.001

表2 不同严重程度败血症患儿的PCT、CRP、Neu%、WBC水平比较(x-±s)

组别

轻症期

重症期

t值
P值

例数

41

29

PCT (ng/mL)

3.20±0.41

11.22±1.05

44.454

0.001

CRP (mg/L)

9.56±2.43

29.77±2.46

34.102

0.001

Neu% (%)

0.59±0.11

0.96±0.13

12.852

0.001

WBC (×109/L)

11.26±1.38

25.92±1.39

43.651

0.001

表3 四项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诊断早发型败血症的价值(%)

指标

PCT

CRP

Neu%

WBC

联合检测

χ2值

P值

敏感度

73.17 (30/41)a

70.73 (29/41)a

68.29 (28/41)a

65.85 (27/41)a

92.68 (38/41)

9.822

0.043

特异性

68.97 (20/29)a

58.62 (17/29)a

65.52 (19/29)a

62.07 (18/29)a

93.10 (27/29)

10.245

0.037

准确度

71.43 (50/70)a

65.71 (46/70)a

67.14 (47/70)a

64.29 (45/70)a

92.86 (65/70)

19.482

0.000

注：PCT、CRP、Neu%、WBC分别与联合检测组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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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多采取血培养来诊断败血症，但此方法出

结果的时间长，且对新生儿的敏感度较低。因此，需

要寻找一种及时有效的诊断方法，来控制患儿的病

情，改善其预后。

近年来，随着分子免疫学、生物学等相关技术的

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抗原检测及病原体核酸检测方

法开始用于临床。有学者指出，及时检测或联合检测

多项生物标志对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意义重大 [10]。

PCT是一种能反映全身炎症反应活跃程度的蛋白质，

当发生严重细菌及真菌感染时血浆中的 PCT水平会

明显升高，而发生过敏和病毒感染时血浆中的PCT水

平不会升高；CRP是组织损伤或机体受到感染时血浆

中急剧上升的蛋白质，能在机体的天然免疫过程中发

挥保护作用，多用于诊断新生儿败血症；中性粒细胞

在血液的非特异性细胞免疫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WBC具有防卫作用，不同种类的白细胞以不同的方式

参与机体的防御反应，可用于诊断新生儿败血症。但

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患儿胎龄等因素均会影响 WBC

的检测结果，在感染发生较久后WBC水平才会明显

升高，故准确度及敏感性相对较低[11-14]。张波等[15]研究

发现，新生儿败血症患儿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细菌

感染时，血浆中的 PCT 水平会明显上升，且 Neu%、

CRP水平与细菌感染联系紧密。

本研究根据败血症患儿的临床表现，将其分为了

轻症期和重症期。结果显示，与健康新生儿相比较，

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患儿的 PCT、CRP、Neu%、WBC

水平均明显较高；与轻症期患儿相比较，重症期败血

症患儿的 PCT、CRP、Neu%、WBC 水平均明显较高。

究其原因：一般情况下，新生儿血液中的PCT含量较

少，只有机体在受到炎性细胞因子的刺激或细菌感染

时，甲状腺组织内的 C 细胞才会产生大量的 PCT，且患

者体内的Neu%水平也会迅速升高。CRP是肝脏在炎

症因子的刺激下产生的急性蛋白，无法通过正常的胎

盘，故健康新生儿的CRP水平较低[16-17]。在新生儿败血

症诊断过程中，任何一项指标的单独检测都存在局限

性，而指标的联合检测有利于提高检测的敏感度、特异

性、准确度。本研究中，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患儿PCT、

CRP、Neu%、WBC水平联合检测的敏感度、特异性、准

确度明显高于单独检测，由此可见，PCT、CRP、Neu%、

WBC等指标可用于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且以上指标

的联合检测可以获得较高的敏感度及准确度。

综上所述，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患儿的外周

血 PCT、CRP、Neu%、WBC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新生

儿，且以上各项指标联合检测的诊断率最高，有助

于提高诊断符合率，改善患儿的预后，建议临床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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