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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因子与进展性卒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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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炎性因子与进展性卒中之间的关系，为进展性卒中的预测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 连续收集 140 例急性新发脑梗死患者，依据病

情是否进展分为进展组( n = 38) 与非进展组( n = 102) 。检测两组患者各项生化指标，同时调查年龄、性别、吸烟、酗酒、糖尿病史等其他危险因素并进行单
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PT、LDL、WBC、N%、CＲP、PLT是进展性脑梗死的显著相关因素( P ＜ 0． 05) ; Lo-
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LDL、N%、CＲP与卒中进展显著相关。结论 炎性反应可能为脑梗死进展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炎性因子;危险因素;进展性脑梗死; Logistic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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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stroke in progression，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diction of stroke in
progression．Methods collected 140 cases of acute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disease progressed into progressive group( n = 38 ) and non
－ progression group( n = 102 ) ．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biochemical detection，at the same time，age，gender，smoking，drinking，history of diabetes and other risk
factors for single and multiple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Ｒesults 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history of hypertension，history of diabetes，PT，LDL，WBC，
N% ，CＲP，PLT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progressive cerebral infarction( P ＜ 0． 05) ;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DL，N% ，CＲP and stroke in progres-
sion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onclusion The risk factors of inflammatory reaction may progress for cerebral infarction．
【Key words】Inflammatory factor; Ｒisk factors; Cerebral infarc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进展性脑卒中在住院脑卒中患者中的发生率较高，是脑卒中致死和致
残的主要原因，其发病机制复杂，研究难度较大，本研究旨在对炎性因子进
行深入研究，为进展性卒中的预测提供科学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连续选择潍坊市中医院脑病四科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1 月 140 例住院的急性脑卒中病人年龄在 35 － 85 岁之间发病 72 小时内，

分为进展型脑梗死和完全型脑梗死两组，进展组为发病 6 小时后病情仍进
展，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脑卒中量表( NIHSS) 评分增加 2 分或以上。完全
型脑梗死组为起病突然，病情在 6 小时内即达到高峰的患者。进展型组 38
例; 完全型组 102 例，发生率 27． 14% ，2 组年龄、性别匹配，具有可比性( P ＞
0． 05) 。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梗死诊断标准和
评分标准，并经头颅 CT 或 MＲI 证实; 排除脑水肿、出血、占位和房颤、严重感
染、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病人。
1． 2 检测指标 所有患者均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脑卒中评分，并详细询
问患者的性别、年龄、既往史、烟酒嗜好，均于次日清晨空腹采取静脉血，由
本院化验室测定 PT、CＲP 等 20 项指标。
1． 3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均经过 SPSS17． 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 = 0． 05，P ＜ 0． 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2 结 果
2． 1 单因素分析结果 高血压史、糖尿病病史、凝血酶原时间( PT) 、低密度
脂蛋白( LDL) 、白细胞 ( WBC )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 N% ) 、C － 反应蛋白
( CＲP) 、血小板计数( PLT) 与进展性脑梗死显著相关( P ＜ 0． 05 ) ，而性别、年
龄、饮酒史、吸烟史、外感史、情绪波动、腹泻、便秘、劳累史、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 APTT) 、血浆凝血酶时间( TT) 、纤维蛋白原( FIB) 、胆固醇( TC) 、高
密度脂蛋白 ( HDL ) 、甘油三酯 ( TG ) 、国 际 标 准 比 率 ( INＲ ) 、谷 草 转 氨 酶
( AS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尿素氮( BUN) 、肌酐( Cr) 、血淋巴细胞分
类( L) 、红细胞( ＲBC) 、空腹血糖( FBG) 与之无显著相关性( P ＞ 0． 05) 。
2． 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进展与否( 否 = 0、是 = 1 ) 为因变量，上述
差异有显著性的指标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逐步回归( 前进法) 分析，结果
显示 LDL、N%、CＲP 与卒中进展显著相关( P ＜ 0． 05) ，结果见表 1。

表 1 进展性卒中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n =140)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s P 值 OＲ 值

高血压病史 4． 781 2． 571 3． 458 0． 063 1． 331
糖尿病史 3． 770 2． 056 3． 362 0． 067 1． 223
WBC109L 4． 137 1． 931 4． 590 0． 062 1． 416

LDL( mmolL) 1． 365 1． 271 6． 812 0． 012 2． 158
N 1． 763 0． 481 7． 312 0． 006 2． 013

PT 秒 0． 104 0． 059 3． 091 0． 079 1． 209
PLT109L 0． 153 0． 299 5． 475 0． 609 1． 166

CＲP( mgL) 2． 058 0． 732 4． 608 0． 017 7． 365
常量 1． 719 1． 027 3． 470 0． 042 5． 963E13

3 讨 论
炎症机制在动脉硬化及心脑血管病病理损害的作用和地位日异受到人

们的重视和认可。近年研究结果显示，不稳定性动脉粥样斑块破裂是发生
脑血管事件及致死的更重要原因［1］。有研究认为，IL － 6、TNF － α、细胞间
黏附分子等炎症因子升高为进展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2］。但这些指标目
前尚不能广泛应用于日常的临床工作中。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分析的办法对
临床常用的炎症指标与进展性卒中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中性粒细胞
及 C － 反应蛋白可能是与进展性卒中独立相关的因素，故具有较为重要的意
义和实用价值。
3． 1 中性粒细胞升高与进展性卒中 资料表明，比较高的白细胞数是未来
发生缺血性中风和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3］。外周血白细胞增高、特
别是中性粒细胞升高可以作为脑梗死病情轻重的评估指标［4］。本研究进展
组入院次日血中性粒细胞水平显著升高，与完全梗死组比较有意义( P ＜ 0．
05) 表明血浆中性粒细胞升高可能在 PCI 的发病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中性
粒细胞是一种重要的炎症细胞，可通过多种途径和机制影响脑循环及导致
脑细胞的病理损害，从而促进卒中的进展［5］: 第一，它可影响微循环的通畅
及侧枝循环的建立; 第二，使组织中血灌注阻力增加，减少局部血液供应量;
第三，影响全血流变性，加重局部缺血; 第四，释放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如自
由基、过氧化物及酶类等，直接参与组织损伤。
3． 2 CＲP 与进展性卒中 C 反应蛋白( CＲP) 是一种是由肝脏合成的敏感
的炎症标志物，正常情况下血中含量甚微，当急性炎症或创伤、坏死时，CＲP
水平明显升高。本研究进展组入院次日血 CＲP 水平显著升高，与完全梗死
组比较有意义( P ＜ 0． 05) 表明血浆 CＲP 浓度的增高可能在 PCI 的发病中具
有一定的作用。CＲP 影响 PCI 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机制可能与以下情况有
关: 主要机制为①CＲP 促进内皮细胞表达多种炎症因子，包括细胞间黏附分
子 － 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E 选择素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 1，启动凝血途
径、抑制血管舒张功能及促使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一步破裂，促进血栓扩
大;②CＲP 是一种细胞膜糖蛋白，可刺激诱导单核细胞表达组织因子( TF) ，
而 TF 是启动机体凝血瀑布反应产生血栓的关键性因子，从而促进血栓形
成;③CＲP 还激活补体系统，使血管内膜损伤，导致内皮细胞的生理抗凝血
剂，血小板聚集抑制剂和血管舒张性能的损失，从而促进血栓形成［6］。

进展性卒中危险因素众多，且各危险因素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相关性，
这就使得目前对本病的研究难度较大。本研究通过对进展性卒中各个危险
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炎性机制与进展性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这些危险因素的研究对防治进展性卒中有重要临床意义，但各因素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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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及其对进展性卒中的预测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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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体液培养使用血瓶增菌和直接接种法探讨

梅凌英

湖北省应城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湖北 应城 432400
【摘要】 目的 探讨无菌体液细菌培养提高阳性率的方法。方法 对本院近两年来 256 份无菌体液标本用血液培养瓶法和直接接种法培养分离细

菌。结果 血液培养瓶检测 256 份标本，37 份培养出细菌，阳性率为 14． 4%，直接接种法培养 22 份标本培养出细菌，阳性率为 8． 6%，经 SPSS11． 5 软件处
理，χ2 检验，P ＜ 0． 01，差异有非常显著性。血瓶增菌法因需阳性报警后转种血平板比直接接种法检出时间多 24h。结论 用血液培养瓶法和直接接种同时
培养无菌体液标本，可明显提高细菌检出率，是较好的方法。
【关键词】 无菌体液; 细菌培养; 血液培养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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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Study sterile body fluids bacterial culture method to increase the positive rate．Methods In the past two years to the 256 copies of aseptic fluid
specimen with blood culture flask method and the direct inoculation training separation bacteria． Ｒesults Blood culture flask test of 256 specimens，37 cultivate bacteria，
positive rate was 14． 4%，the direct inoculation training and specimens cultivate bacteria，positive rate was 8． 6%，the SPSS 11． 5 software processing，chi － square test，
P ＜ 0． 01，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lood bottle increase bacteria method should be positive for the alarm instead been growing blood AGAＲ than direct inoculation
method detection time 24 h． Conclusion Blood culture flask method and the direct inoculation and cultivation sterile body fluid specimens，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de-
tection rate of bacteria，is a good method．

无菌体液( 胸腹水、关节液、脑脊液等) 标本细菌培养是诊断各种细菌感
染的一种临床常用方法。过去我院采用直接接种法，细菌培养阳性率低，给
医生临床诊疗造成不便。为了提高无菌体液细菌培养阳性率，提供给临床
有效的检验信息，我院对这两年临床采集的无菌体液标本采用血瓶增菌和
直接接种同时进行的培养方法，现将结果比较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1． 1． 1 标本来源 256 份标本为我院住院患者标本，其中胸腔积液 56 份，
腹水 66 份，脑脊液 61 份，腹透液 73 份。
1． 1． 2 培养基 血液培养瓶( 北京伯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提供) 。
1． 2 方法
1． 2． 1 标本采集
1． 2． 1． 1 血液培养瓶接种法 临床医生床边采样( 立即接种) ，无菌操作采
集无菌体液标本 5 － 10ml，注入血液培养瓶内，充分混匀，立即送实验室，置
bact /alert 血液培养箱培养。
1． 2． 1． 2 直接接种法 用接种环直接接种血平板，置 35℃孵育箱培养。
1． 2． 2 结果判断 血瓶接种法当血液培养箱报警时将培养瓶取出，直接涂
片并转种血平板 35℃孵育箱培养，于 18 － 24h 后对菌落进行涂片染色，上机
鉴定，如 5 天未报警视为阴性。直接接种血平板如 18 － 24h 有菌生长，立即
涂片染色镜检、鉴定和药敏实验，48h 无菌生长，报告未见细菌生长。
1． 2． 3 鉴定 涂片、染色分属后，采用合肥恒星公司 HX － 21A 细菌鉴定药
敏分析板和细菌分析仪进行鉴定、药敏［1 － 3］。
2 结 果
2． 1 两种方法检测分离出的细菌标本数 用血液培养瓶检测 256 份标本，
37 份培养出细菌，阳性率为 14． 4%。胸腔积液标本阳性 9 份，阳性率 16．
7%，腹水标本阳性 11 份，阳性率 16． 7%，脑脊液标本阳性 6 份，阳性率 9．
8%，腹透液标本阳性 11 份，阳性率 14． 7%，而用直接法培养，仅有 22 份标
本培养出细菌，阳性率为 8． 6%。各标本培养出的阳性标本数分别是: 胸腔
积液 5 份，腹水 7 份，脑脊液 3 份，腹透液 7 份; 阳性率分别是: 8． 9%、10．
6%、4． 9%、9． 6%。经统计学软件 SPSS11． 5 处理，χ2 检验，P ＜ 0． 01，结果差
异有非常显著性。
2． 2 两种方法检出时间及阳性率 用血液培养瓶培养检出 37 株细菌，24h
内报警，48h 内检出 36 株( 97% ) ，24h － 48h 报警，48 － 72 检出 1 株( 3% ) ; 直

接法培养检出 22 株细菌，18h － 24h 检出 21 株( 95% ) ，24h － 48h 检出 1 株
( 5% ) 。
2． 3 血液培养瓶内检出细菌种类 256 份标本在血液培养瓶内检出 37 株
细菌，肠杆菌属 14 株( 37． 8% ) ，葡萄球菌属 9 株( 24． 3% ) ，肠、链球菌属 7
株( 18． 9% ) ，非发酵菌 7 株( 18． 9% ) 。
3 讨 论

血液培养瓶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如多种生长因子、大豆酪蛋白消化肉
汤、维生素 B 等，除常见菌生长良好外，苛养菌也生长较好。

本研究从 256 份体液标本中分离出 37 株细菌，其阳性率为 14． 4%，而
直接接种法 256 份标本只分离出 22 株细菌，阳性率为 8． 6%，经 χ2 检验( P
＜ 0． 01)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血液培养瓶阳性率比直接接种法高。该培养
基阳性检出率高的主要原因有: 做到标本及时接种( 床边接种) ，而直接接种
( 传统方法) 从采样到接种耗时较长，尤其不能及时接种时，易造成某些细菌
死亡，影响培养结果。标本接种量大，约 5 － 10ml，而直接接种法标本量少，
约 10μl。血液培养瓶具有增菌作用，其营养成分丰富，适宜大部分细菌快速
生长，提高检出率。从检出细菌构成比的情况看，前三位是肠杆菌科细菌
( 37． 8% ) 、葡萄球菌属( 24． 3% ) 、非发酵菌( 18． 9% ) ，与文献报道一致［4］。

直接接种法 95%细菌可在 18 － 24h 内检出并做鉴定，而血瓶培养 97%
可在 18 － 24h 阳性报警，还需转种血平板在 18 － 24h 菌落形成后方可上机鉴
定，从检出时间比较直接接种法快于血瓶接种法。

综上所述，对无菌体液同时进行血液培养瓶接种和直接接种能做到体
液标本及时接种，操作简单，能提高阳性检出率，增加结果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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