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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IL-6、LBP 预测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
感染准确度比较
欧婉婷

雷克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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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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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 6（IL-6）、脂多糖结合蛋白（LBP）对胎膜

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诊断价值，为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诊断提供客观依据。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218 例诊胎膜早破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宫内感染
发生情况将所有新生儿分为感染组 113 例，未感染组 105 例，对所有新生儿出生 10 min 内的 PCT、
IL-6、LBP 水平进行检测，对比两组新生儿 PCT、IL-6、LBP 的水平，并对各指标对宫内感染的预
测价值进行判定。结果 ：两组新生儿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感染组新生
儿的 PCT、IL-6 及 LBP 的水平均显著高于未感染的新生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同时 LBP 单独检测时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远高于 PCT、IL-6 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且三重指
标联合检测能进一步提高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结论 ：胎膜早破早产儿发生宫内感染后，新生
儿的 PCT、IL-6、LBP 的水平均显著升高，PCT、IL-6、LBP 水平对胎膜早破早产儿发生宫内感染
均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其中 LBP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优于 PCT、IL-6，三重指标联合检测能提高
对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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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explored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rocalcitonin (PCT),

interleukin-6 (IL-6) and lipopolysaccharide binding protein (LBP) on intrauterine infection in infants
with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and to provide an objective basis for the diagnosis of intrauterine
infection in premature infants with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Methods: 218 cases preterm
infants addmited to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8 diagnosed with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all newborns were divided
into infected group (113 cases) and uninfected group (105 cases) according to the intrauterine infection
situation, PCT, IL-6, and LBP level of all birth within 10 min were tested, the levels of PCT, IL-6, LBP
neonatal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predictive values of various indicators for
determining intrauterine infection were judg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nd the levels of PCT, IL-6 and LBP in the infect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infected group (P<0.05). Meanwhil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LBP alone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PCT and IL-6,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indicators c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diagnosis. Conclusions: After
the newborn whose membranes were ruptured infected intrauterinely, their levels of PCT, IL-6, LBP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PCT, IL-6 and LBP levels had certain value in the prediction of intraut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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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after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LBP is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PCT and IL-6, the joint detection of the three indicators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intrauterine infection in preterm neonates for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Key words]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premature infants; intrauterine infection; procalcitonin;

interleukin 6; lipopolysaccharide binding protein; prediction
表1

胎膜早破是孕妇临产前出现的胎膜破裂，文献
[1]

报道其发生从 2.7% ～ 17% ，可发生于妊娠期和

感染组
（n=113）
性别（男 / 女）
59/54
体重（kg）
2.03±0.51
胎龄（周）
32.8±2.8
Apgar 评分（1min）
8.7±0.9
胎膜早破时间（h）
30.4±4.1
分娩方式（顺产 / 剖宫产）
64/51
临床资料

分娩期，胎膜早破的发生与早产密切相关，且极易
伴有宫内感染，不仅会引起产妇的子宫内膜炎、绒
毛膜羊膜炎、产程延长等并发症，还极易导致新生
儿出现宫内感染、败血症、呼吸窘迫、颅内出血等
严重并发症，是围产期产妇和新生儿发病率、死亡
率升高的重要原因 [2]。在临床上常常通过阴道液检
查、羊水病原学培养等方式预测评估胎膜早破早产
儿宫内感染的发生 [3]，但这些方法具有创伤性，也
存在假性结果，因此快速便捷、准确可靠的诊断方
法和特异性指标，提高胎膜早破早产儿围产期母婴
安全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本次研究针对胎膜早
破早产孕妇静脉血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
6（IL-6）、脂多糖结合蛋白（LBP）的水平进行分
析探究，分析其对宫内感染诊断的作用价值，现报
道如下。

1
1.1

1.2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9/96

＞ 0.05

14/99

P值

研究方法
所 有 新 生 儿 出 生 10 min 内 采 血 标 本， 对 新

生 儿 的 PCT、IL-6、LBP 水 平 进 行 检 测，PCT、
IL-6、LBP 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进行
检测，PCT、
IL-6 试剂盒均购自德国 BRAHMS 公司，
LBP 试剂盒购自美国 RD 公司，所有步骤均严格按
照说明书操作，对比两组新生儿 PCT、IL-6、LBP
的水平，并对各指标对宫内感染的预测价值进行判
例数）×100%，特异度 = 真阴性例数 /（真阴性例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

的 218 例诊胎膜早破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 ：1）根据《妇产科学（第８版）》中规定的胎膜
[4]

早破早产相关诊断标准 ，具有胎膜早破、羊水从
阴道自然流出等症状 ；2）孕龄小于 37 周，单胎
妊娠，且胎膜早破时间≥ 24 h。排除标准 ：1）合
并严重先天畸形、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者 ；2）
产妇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自身免疫疾病及其他
严重妊娠并发症者。本次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批备案，并获得所有产妇及家属同意自愿参与此
次研究。宫内感染相关诊断标准 ：1）产妇出现感
染相关表现，发热、脉搏加快、胎心率加快、外周
血白细胞水平升高，同时出现宫底压痛、阴道分泌
物出现异味等可诊断为绒毛膜羊膜炎 ；2）新生儿
败血症、局部感染等诊断标准均参照《实用新生儿
学》相关诊断标准 [5]。根据宫内感染发生情况将所
有新生儿分为感染组 113 例，未感染组 105 例，两
组新生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28

产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是 / 否）

未感染组
（n=105）
57/48
2.24±0.55
33.1±3.2
9.2±0.8
29.7±3.6
59/46

定。灵敏度 = 真阳性例数 /（真阳性例数 + 假阴性

资料与方法

＞ 0.05），见表 1。

两组新生儿一般资料对比

数 + 假阳性例数）×100%。
1.3

统计学分析
对本次临床研究中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1.0 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采用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诊断价值，通过
EXCEL 计算约登指数从而获得最佳截取面积，P
＜ 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新生儿 PCT、IL-6、LBP 水平对比分析
感染组新生儿的 PCT、IL-6 及 LBP 的水平均

显著高于未感染的新生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新生儿 PCT、IL-6、LBP 水平对比（x±s）

组别
感染组
（n=113）
未感染组
（n=105）

PCT（mg/L）

IL-6（ng/L）

LBP（mg/L）

9.51±1.52

185.24±21.04

36.43±6.42

4.93±1.04

69.31±6.55

27.25±5.78

t

26.119

55.737

11.066

P

＜ 0.05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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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 水平显著高于未感染的新生儿，本次研究发现，

染的预测价值分析

以 1.15 g/L 为临界值，PCT 诊断胎膜早破早产儿

PCT 的最佳截取面积为 1.15 mg/L，以此为临

宫内感染的灵敏度为 66.4%，特异性为 81.9%，但

界值时 PCT 诊断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灵敏

Oludag 等人的研究结果 [12] 提示 PCT 对于宫内感染

度为 66.4%，特异性为 81.9% ；IL-6 的最佳截取面

诊断的灵敏度为 92.3%、特异性为 68.4%，与此次

积为 63.57 ng/L，以此为临界值时 IL-6 诊断胎膜

结果与存在差异，考虑与标本的采集时间及研究对

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灵敏度为 62.8%，特异性为

象的生理高峰差异有关，同时围产期窒息、先兆子

69.5% ；LBP 的最佳截取面积为 26.84 ng/L，以此

痫等疾病中也能检测出 PCT 水平升高 [13]，也是影

为临界值时 LBP 诊断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

响 PCT 特异性的重要原因。总之，PCT 是反映细

灵敏度为 87.6%，特异性为 89.5% ；三种指标联合

菌感染的重要指标，对胎膜早破宫内感染的预测具

检测时诊断的灵敏度为 92.9%，特异性为 92.4%。

有一定的价值。

详见表 3。
表3

宫内感染发生后，胎儿免疫系统在感染的诱导
不同年龄段慢性咳嗽新生儿病因分布

其中 IL-6 作为前炎症细胞因子，具有促进急性期

及发病率（n/%）

3

下极易引起炎症反应综合征，释放大量炎性介质，

指标

最佳截断值

灵敏度

特异性

蛋白合成、刺激炎性细胞生长、抗感染等作用，参

PCT

1.15 mg/L

66.4%

81.9%

与了炎症损伤和免疫应答反应 [14]，IL-6 在炎症发

IL-6

63.57 ng/L

62.8%

69.5%

LBP

26.84mg/L

87.6%

89.5%

生后能迅速升高，数小时内达到峰值。王萍等人 [15]

联合检测

-

92.9%

92.4%

讨论
胎膜早破早产发生的原因机制尚未明确，但大

量研究表明胎膜早破由感染、创伤、羊膜腔压力
升高、胎膜发育不良、胎膜结构改变等多种因素
作用造成 [6]，其中感染是最常见的原因，相关研究
表明 [7]，胎膜早破和宫内感染两者往往互为因果关
系，胎膜破裂后胎儿缺少天然屏障使外界病原微生
物进入羊膜腔引发感染，感染类型、感染途径、感
染时间的等差异也导致产妇和新生儿的临床表现
不同，缺乏特异性 [8]，尤其是新生儿感染后进展迅
速，极易发展成为化脓性脑膜炎、败血症等重度感
染。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风险大，病死率高，
通过有效的生物标记物辅助宫内感染的早期诊断
是目前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PCT 是主要表达于甲状腺及肺神经内分泌细
胞的降钙素前体物质，是目前广泛使用的脓毒血
症生物标记物，正常情况下人体内 PCT 含量极少，
非细菌感染时水平升高也不明显，当出现细菌感染
时，机体可产生大量 PCT，6~12 h 即可达到峰值，
在感染控制后会迅速降低 [9]，PCT 的水平高低能够
反应机体炎症状态的活跃程度，也细菌性感染研究
中广泛应用的急性时相蛋白 [10]。但有研究表明 [11]，
PCT 对新生儿感染的严重程度和预后预测的作用
有限，常用于晚期感染的监测、抗生素的选择和治
疗效果的反馈。本次研究结果显宫内感染的新生儿

曾对 220 例发生感染的新生儿的部分血清学标志物
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仅 IL-6 水平升高，因此可作
为新生儿感染预测的有效指标。本次研究显示感染
组新生儿的 IL-6 的水平显著高于未感染组，但其
诊断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均达到 60%，而梅艳娟等人 [16] 的研究以更高的截
取值为临界点的研究中显示诊断胎膜早破早产儿
早期感染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为 75.4% 和 90.4%，因
此 IL-6 也能反应新生儿早期感染状态，为早期诊
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LBP 能够高度亲和类脂 A，通过介导脂多糖
与 CD 14 结合，刺激单核细胞、内皮细胞释放炎
症介质，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和急性肺损伤，
正常人群机体内 LBP 水平较低，在出现感染发生
急性炎症时 LBP 水平明显增加，有研究提示 LBP
水平不受分娩影响，且在新生儿中 LBP 水平与性
别、胎龄、产式等多因素均无关 [17]，还有国外研
究表明 [18]，血清 LBP 是个特异及敏感均较高的细
菌感染指标，在革兰阳性和革兰阴性细菌感染间也
无显著差异。但 LBP 水平与新生儿日龄相关，出
生 24 h 内迅速持续升高达到生理性高峰，后逐渐
降低。本次研究均于出生 10 min 内采集标本检测，
因此日龄对本次研究不产生影响。此次研究结果
提示感染组新生儿的 LBP 水平显著高于未感染组，
且 LBP 诊断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灵敏度为
87.6%，特异性为 89.5%，结果提示 LBP 是胎膜早
破早产儿宫内感染预测价值最高的指标，还有研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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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感染程度越严重，LBP 水平越高，提示 LBP
的水平高低与感染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

[19]

。因此

LBP 是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最理想的诊断标
记物。
综上所述，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发生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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