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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噬血细胞综合征（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病原学特点及血清

白细胞介素－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降钙素原（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白细胞介素－１β（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β，ＩＬ－１β）的预测

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０１９年５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的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儿

８０例为感染组，选取该院同期 ＨＰＳ未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患儿８０例为非感染组。采集感染组患儿下呼吸道感

染标本并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菌种鉴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ｎｚｙｍ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

ＥＬＩＳＡ）检测两组血清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的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对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预测价

值。结果　８０例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儿共检测出病原菌９６株，其中革兰阴性菌占５８．３３％，革兰阳性菌占

３３．３３％，真菌占８．３３％；感染组患儿血清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水平均高于非感染组（Ｐ＜０．０５）；三指标联合作为诊断

指标时ＡＵＣ最高，为０．９３４，且同时有着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论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血清ＩＬ－
６、ＰＣＴ、ＩＬ－１β水平显著升高，感染病原菌主要为肺炎链球菌、鲍氏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早期临床诊断和

治疗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噬血细胞综合征；下呼吸道感染；白细胞介素－６；降钙素原；白细胞介素－１β；儿童

中图分类号：Ｒ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４５２９（２０２０）１６－２５４４－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５；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７
基金项目：江苏省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ＣＭ１６８）

通讯作者：范建荣，Ｅ－ｍａｉｌ：ｄｒ＿ｆａｎｔａｒｒｙｅ＠１６３．ｃｏｍ
作者简介：潘晨（１９８８－），男，硕士，住院医师，研究方向：危重症救治研究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Ｎ　Ｃｈｅｎ，ＣＨＥＮ　Ｚｈａｏ－ｆａｎｇ，ＳＯＮＧ　Ｙｕ－ｔｏｎｇ，ＨＡＯ　Ｊｉｎｇ，ＦＡＮ　Ｊｉａｎ－ｒ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６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８０ＨＰ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５８．３３％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３３．３３％ ｗｅｒｅ　ｇｒａ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　８．３３％ ｗｅｒｅ　ｆｕｎｇｉ．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ｉｇｈｔ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ＨＰ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ｏ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Ｍａｙ　２０１５ｔｏ　Ｍａｙ　２０１９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Ｅｉｇｈｔ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Ｐ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ｄｉ－

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８０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

ｍ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ＩＬ－６，ＰＣＴ　ａｎｄ　ＩＬ－１β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Ｐ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ｐｎｅｕ－

ｍｏｎｉａｅ（２３．９６％）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２３．５４％）ａｎｄ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１１．４６％）．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Ｌ－

·４４５２·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３０卷第１６期　Ｃｈｉｎ　Ｊ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　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６　２０２０



６，ＰＣＴ　ａｎｄ　ＩＬ－１β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ＲＯＣ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ａｎｄ　ＡＵＣ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ｗａｓ　０．９３４，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Ｌ－６，ＰＣＴ　ａｎｄ　ＩＬ－１βｉｎ

ＨＰ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Ａ．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　ａｎｄ　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Ｉｔ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ｕｉｄ－
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Ｐ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１β；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噬血细胞综合征（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ＨＰＳ）是一组主要表现为Ｔ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过
度活化和增殖的严重全身性炎症性反应综合征［１］。

ＨＰＳ虽然发病率较低，但早期症状不典型，起病快，

病情进展迅速，如不能在发病早期明确诊断，患儿无
法获得及时的治疗而导致死亡，病死率极高［２－３］。随
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 ＨＰＳ认识的不断加深，

近年来关于 ＨＰＳ的研究和报道逐渐增多［４－６］。但

ＨＰＳ的具体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较多学者认为
人体的免疫系统参与了 ＨＰＳ的发病过程［７］。而造
成 ＨＰＳ淋巴结肿大、全血细胞减少等症状也是由以
炎症为主的全身性综合性反应导致的，故对 ＨＰＳ患
儿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进行检测有助于 ＨＰＳ的早期
诊断并及时采取治疗措施。白细胞介素－６（Ｉｎｔｅｒ－
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是由活化的Ｔ细胞或成纤维细胞产
生的淋巴因子，具有促进Ｂ细胞前体产生抗体，促
进骨髓源细胞生长分化以及增强自然杀伤细胞裂解
功能等作用［８］。降钙素原（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作
为一种在细菌内毒素诱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蛋
白质，反映了全身炎症反应的活跃程度，是临床上最
常见的炎性标志物之一［９］。白细胞介素－１β（Ｉｎｔｅｒ－
ｌｅｕｋｉｎ－１β，ＩＬ－１β）是人体发生炎症反应时重要的血
清细胞因子，在人体免疫防御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１０］。本研究通过检测、观察患儿下呼吸道病原菌
分布、血清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水平，分析患儿的病原
菌分布特征、下呼吸道感染严重程度，以期为临床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早期诊断以及治疗提供
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０１９年５月于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的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
感染的患儿８０例为感染组，选取该医院同期 ＨＰＳ
未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患儿８０例为非感染组。全
部患儿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查（批号：２０１４０３５）。

　　纳入标准：（１）ＨＰＳ诊断符合国际组织细胞病
协会提出的 ＨＰＳ诊断标准［１１］。（２）下呼吸道感染

诊断符合《下呼吸道感染实验诊断规范》［１２］中关于
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３）临床资料完整。（４）

无其他呼吸道或感染性炎症性疾病。

　　排除标准：（１）伴有免疫系统性疾病者。（２）伴
有严重心、脑、肾等功能障碍者。（３）伴有恶性肿瘤
者。（４）伴有呼吸、泌尿、血液系统疾病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病原菌标本采集与鉴定　在所有患儿被纳
入研究后的第二天采取其晨痰标本，注意采样前反
复用清水漱口，留取标本置于无菌试管内送检，放置
时间不得＞２ｈ。采用获取标本后，将之接种于血平
板、麦康凯平板、巧克力平板以及念珠菌显色平板
中，然后置于 ＭＣＯ２０ＡＩＣ二氧化碳培养箱中３５℃
培养１８～２４ｈ，采用ＶＩＴＥ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全自动微
生物分析系统（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进行菌株鉴定。

１．２．２　血清样本采集与检测　所有患儿均于清晨
空腹采集外周静脉血５ｍｌ置于抗凝管内，室温下静
置１ｈ，３　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后取上层清液，置于

－８０℃冷冻保存待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ｎ－
ｚｙｍ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检测血
清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水平。所有实验操作均严格按
照试剂盒（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说明书进行。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软件对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２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珚ｘ±ｓ）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两随机样本ｔ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绘制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计
算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ＡＵＣ），初
步判断三种指标以及联合指标对于 ＨＰＳ合并下呼
吸道感染的诊断价值。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一般资料　两组在性别、年龄的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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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珚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珚ｘ±ｓ）

一般资料 感染组
（ｎ＝８０）

非感染组
（ｎ＝８０）

统计量 Ｐ 值

性别（例）　　男 ４３　 ４１　 ０．１００　 ０．７５２

　　　　　　女 ３７　 ３９
平均年龄（岁） ６．２４±１．６８　 ６．９８±１．６２　 ６．５４９　 ０．０９５

２．２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病原菌分布　
８０例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儿共检测出病原菌

９６株。其中革兰阴性菌占５８．３３％，以鲍氏不动杆
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革兰阳性菌占３３．３３％，以
肺炎链球菌为主；真菌占８．３３％，以白假丝酵母为
主。见表２。

表２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病原菌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ｈｅ－
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病原菌 株数（ｎ＝９６） 构成比（％）

革兰阴性菌 ５６　 ５８．３３

　鲍氏不动杆菌 ２３　 ２３．９６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９　 １９．７９

　大肠埃希菌 ８　 ８．３３

　阴沟肠杆菌 ４　 ４．１７

　其他 ２　 ２．０８
革兰阳性菌 ３２　 ３３．３３

　肺炎链球菌 １３　 １３．５４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０　 １０．４２

　表皮葡萄球菌 ４　 ４．１７

　溶血葡萄球菌 ３　 ３．１３

　其他 ２　 ２．０８
真菌 ８　 ８．３３

　白假丝酵母 ５　 ５．２１

　热带假丝酵母 ３　 ３．１３

２．３　两组血清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的水平　感染组患
儿血清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水平均高于非感染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儿血清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的水平（珚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Ｌ－６，ＰＣＴ　ａｎｄ　ＩＬ－
１Ｂｅｔａ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珚ｘ±ｓ）

指标 感染组
（ｎ＝８０）

非感染组
（ｎ＝８０） ｔ值 Ｐ 值

ＩＬ－６（ｐｇ／ｍｌ） ２２．８５±５．８２　 １７．５６±４．８９　 １５．０３６　 ０．００９
ＰＣＴ（ｎｇ／ｍｌ） ５．２６±０．３４　 １．５２±０．０４　 １２．０３１　 ０．０２１
ＩＬ－１β（ｐｇ／ｍｌ） ７．０１±１．１７　 ５．３９±１．３２　 １４．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２．４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三种指标及联合指

标的ＲＯＣ曲线分析　血清ＩＬ－６的特异度最高，为

８７．５％，但灵敏度较低。三指标联合作为诊断指标
时ＡＵＣ最高，为０．９３４，且同时有着较高的灵敏度和
特异度，在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中有着最高的诊
断价值。见表４。

表４　三种指标及联合指标诊断 ＨＰＳ合并

下呼吸道感染的ＲＯＣ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ｏ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Ｐ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指标 ＡＵＣ　 ９５％ＣＩ
最佳临
界值

灵敏度
（％）

特异度
（％）

约登
指数

ＩＬ－６　 ０．７６８　０．６９４～０．８４２　２２．２２　 ６１．３１　８７．５２　０．４８８
ＰＣＴ　 ０．７９８　０．７３０～０．８６６　 ４．６４　 ７３．８１　７５．０７　０．４８９
ＩＬ－１β ０．８２４　０．７６０～０．８８８　 ６．１２　 ７７．５５　７５．０３　０．５２６
三指标联合 ０．９３４　０．８７０～０．９５７　 ０．４５　 ８８．８４　８２．５２　０．７１４

３　讨　论

　　在临床上 ＨＰＳ较少见且极其容易被误诊或漏
诊，若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导致患儿多脏器功能损害
或死亡，病死率高，因而对 ＨＰＳ早期的明确诊断和
及时治疗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１３－１４］。ＨＰＳ不是一种
单一性的疾病，而是一组以Ｔ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
过度持续活化和增殖的高炎症反应性的临床综合
征，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并分泌大量的细
胞因子，介导多种炎症反应，临床表现多样化，病情
较为复杂且缺乏一定的特异性，容易误诊漏诊，且起
病快，病情进展迅速，有报道称病死率已高达５０％
以上［１５－１６］。下呼吸道感染是 ＨＰＳ患儿中常见的合
并感染疾病，也是导致 ＨＰＳ患儿病情急性加重的主
要原因［１７－１８］。

　　病原菌感染是导致 ＨＰＳ患儿并发下呼吸道感
染最主要的原因［１９］，本研究结果显示，鲍氏不动杆
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要致病菌，提示针对性地对

ＨＰＳ患儿使用相应的抗革兰阴性菌类抗生素可有
效地预防 ＨＰＳ患儿并发下呼吸道感染。

　　ＰＣＴ在人体发生免疫炎性反应时发挥重要的
作用，被临床医生广泛应用于诊断和监测细菌炎性
疾病［２０］。已有大量研究［２１－２２］表明血清ＰＣＴ水平在
各类感染性疾病患儿体内显著升高，且与疾病的严
重程度有着一定的相关性。ＩＬ－１β主要是由Ｔｈ１细
胞分泌的重要血清炎性因子，具有抗病毒、抗肿瘤及
免疫调节等作用，能特异性诱导吞噬小体发生酸化
并增强巨噬细胞的抗菌作用［２３－２４］。张玉荣等［２５］对
小儿下呼吸道感染的血清炎性因子的变化进行了探

·６４５２·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３０卷第１６期　Ｃｈｉｎ　Ｊ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　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６　２０２０



究，结果发现，感染组患儿的血清ＩＬ－６、ＰＣＴ水平均
显著高于未感染的儿童，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研
究［２６］发现治疗前的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血清ＩＬ－１β
的水平要显著高于治疗后，说明当患儿发生下呼吸
道感染时，其血清ＩＬ－１β水平显著升高，与本研究结
果基本相符。提示血清ＩＬ－６、ＰＣＴ、ＩＬ－１β水平均可
作为临床上诊断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炎症指
标，检测这三种指标有着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本
研究结果显示，血清ＩＬ－６作为单一指标进行诊断时
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异度较高，三指标联合作为诊断
指标时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且ＡＵＣ最大，在用
于早期诊断 ＨＰＳ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时有着最高的
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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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ｇｕｉ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
ｅｙｔｏｓｉｓ［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Ｂｌｏｏｄ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７，４８（２）：１２４－１３１．

［１２］　胡必杰．下呼吸道感染实验诊断规范［Ｍ］．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２００６，２７３－２７６．
［１３］　Ｇａｙ　Ｊ，Ｇｅｎｄｒｏｎ　Ｎ，Ｖｅｒｎｅｙ　Ｃ，ｅｔ　ａｌ．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ｏｘｏｐｌａｓｍｏ－

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ｋｉｄｎｅｙ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Ｊ］．Ｔｒａｎｓｐｌ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１９：ｅ１３１５４．
［１４］　Ｊｕｎ－Ｆａｎｇ　Ｌ，Ｚｈｉ－Ｙｏｎｇ　Ｚ，Ａ－Ｐｅ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

ｅｄ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ｈｏｄｇｋｉｎ＇ｓ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
ｔｏｒｓ［Ｊ］．Ｊ　Ｅｘｐ　Ｈ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２５（４）：１０４２－１０４６．

［１５］　Ｌｉｎ　Ｍ，Ｐａｒｋ　Ｓ，Ｈａｙｄｅｎ　Ａ，ｅｔ　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ｉｎ－
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ｎ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ｎｎ　Ｈ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９６（８）：１２４１－
１２５１．

［１６］　Ｔａｎｇ　Ｗ，Ｗｏ　Ｙ，Ｈａｎ　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　ｒｏｂｕｓｔ　ｖｉｄｅｏ　ｈａｓ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ＰＣＴ　ｆｏｒ　ｖｉｄｅｏ　ｃｏｐ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Ｍｕｌｔｉｍｅｄ

Ｔｏｏｌｓ　Ａｐｐｌ，２０１９，６（２５）：１－２４．
［１７］　罗丽娟，曹清，赵瑞珂，等．８２例流感后急性下呼吸道感染儿

童临床资料分析［Ｊ］．中国小儿急救医学，２０１９，２６（２）：１１８－
１２２．

［１８］　Ｓｈｉｇａ　Ｈ，Ｏｋｕｄａ　Ｋ，Ｔａｋｉ　Ｊ，ｅｔ　ａｌ．Ｎａｓａｌ　ｔｈａｌｌｉｕｍ－２０１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ｏｓｍｉａ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ｙｐｏｓｍ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ｕｐ－

ｐ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　Ｆｏｒｕｍ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Ｒｈｉｎｏｌ，

２０１９，９（１１）：１２５２－１２５６．
［１９］　康书慧，刘士甫，张鑫．结核性胸膜炎患者血清及胸腔积液中

ＩＮＦ－γ、ＩＬ－６和ＩＬ－１７水平及临床意义研究［Ｊ］．转化医学电子

杂志，２０１８，５（１）：３２－３４．
［２０］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ＧＤ，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ＧＤ．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ｔｅｗａｒｄ－

ｓｈｉ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ｇｕｉｄｅｄ　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Ｊ］．Ｏｐｅｎ　Ｆｏｒｕｍ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２０１７，４（Ｓｕｐｐｌ　１）：Ｓ２７－Ｓ２８．

［２１］　冯兴林，王舜尧，黎萍．住院重症患儿气管切开后下呼吸道感

染情况研究［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８（１）：２９－３１．
［２２］　Ｚｈｏｎｇ　Ｂ，Ｓｕｎ　ＳＬ，Ｄｕ　ＪＴ，ｅｔ　ａｌ．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

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ｄｙ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Ｊ］．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０１９，９８（１０）：

ｅ１１４６５５．
［２３］　Ｈｉｒｏｙｕｋｉ　Ｓｕｇｉｕｒａ，Ｋｅｎ－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ｏｋａ，Ｍａｓａｙｕｋｉ　Ｍａｔｓｕｄａ，ｅｔ

ａｌ．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　ｂｙ　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
ｓｏｎｅ　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ｎｇｒａｆ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Ｉｎｔ　Ｊ　Ｈｅｍａｔｏｌ，

２０１９，１１０（２）：２６０－２６２．
［２４］　Ｈｒｕｄｋａ　Ｊａｎ，Ｅｉｓ　Ｖａｃｌａｖ，Ｈｅｒｍａｎ　Ｊｏｓｅｆ，ｅｔ　ａｌ．Ｐａｎｎｉｃｕｌｉｔｉｓ－ｌｉｋｅ

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ｏｐｈ－
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ｕｔｏｐｓｙ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Ｊ］．Ｄｉａｇｎ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９，１４（１）：８０－８４．
［２５］　张玉荣，刘艳云，段慧敏，等．小儿下呼吸道细菌感染病原菌

分布及血清炎性因子诊断价值［Ｊ］．当代医学，２０１８，２４（３４）：

１０－１３．
［２６］　刘优靖．穿心莲内酯对病毒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及细胞

因子影响的研究［Ｄ］．大连医科大学，２０１４．

·７４５２·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３０卷第１６期　Ｃｈｉｎ　Ｊ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　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６　２０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