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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反应蛋白在感染性肺炎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梁结柱
【摘要】

目的探讨ｃ反应蛋白在感染性肺炎的临床应用。方法将１８０例感染性肺炎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记录

其血清ＣＲＰ水平、白细胞计数及分类、体温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观察组ＣＲ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血清ＣＲＰ与体温、自细胞计数及分类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ＪＰ＞０．０５）；单纯感染性肺炎平均ＣＲＰ水平明显低于有合并其它疾病
的感染性肺炎的患者（Ｐ＜０．０５）；在ＣＲＰ正常ＷＢＣ增高的患者中，儿童患者比例明显高于成人；ＷＢＣ正常ＣＲＰ增高患者中，老
年人所占比例比较多。结论ＣＲＰ可作为感染性肺炎诊断及判断其严重程度的一项指标，与白细胞计数、体温同时检测，可减
少误漏诊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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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是一种急性时相反

结

应蛋白，主要由肝脏产生，是炎性淋巴因子、白介素６、自介素
１、肿瘤坏死因子等刺激肝脏上皮细胞合成。ＣＲＰ在感染后６
～８

ｈ开始增高，２４～４８ ｈ达到高峰，ＣｌＩＰ＞２０ ｍｓ／Ｌ时可考虑

为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性肺炎时ＣＲＰ无明显增高。在感染性

果

一、观察组和对照组ＣＲＰ水平比较观察组感染性肺炎
患者ＣＲ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肺炎控制者（Ｐ＜
０．０５）。

肺炎中，ＣＲＰ被认为是很好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指标，一般认为
表ｌ观察组和对照组ＣｌＩＰ水平比较

细菌感染性肺炎时血中ＣＲＰ增高，并且与感染程度成正相
关。本文分析了１８０例感染性肺炎患者血清ＣＲＰ水平，探讨
ＣＲＰ测定在感染性肺炎诊断中的应用。
临床资料
一、本组感染性肺炎患者１８０例，均为２００９年６月一
２０１０年６月入住我科，经症状、体征、胸片及实验室检查确

两组比较：Ｐ＜０．０５。

二、ＣＲＰ与体温、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比较

观察组ＣＲＰ

与体温、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比较，１８０例观察组患者血清ＣＲＰ

诊，其中男１０８例、女７２例，年龄７—７８岁，平均５１．３岁。采

阳性率较体温、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用自身对照方式，对照组为观察组经治疗后肺部感染控制的

如表２。

患者，在感染控制后３—４ ｄ，平均４ ｄ进行检测。
二、方法标本均采自外周血２ ｍｌ，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

表２血清ＣｌＩＰ与体温、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比较

特公司生产的ＩＭＭＡＧＥ ＣＲＰ试剂进行测定，记录ＣＲＰ值、体
温、白细胞计数及分类。
三、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ＣＲＰ值用均数±标准差表示，ＣＲＰ＞２０ ｍｇ／Ｌ，体温（腋温）＞
３７℃，白细胞计数＞１０×１０９／Ｌ和（或）中性粒细胞分类＞

注：ＣＲＰ与体温、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比较，Ｐ＞ｏ．０５。

７０％为阳性。组间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阳性率比较采用ｘ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单纯感染性肺炎与合并其它疾病的感染性肺炎ＣＲＰ
水平比较单纯感染性肺炎平均ＣＲＰ水平明显低于有合并
其它疾病的感染性肺炎的患者，其中糖尿病合并感染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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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的ＣＲＰ水平最高，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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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年龄将观察组标本分为４组：ＣＲＰ与ＷＢＣ都

血清ＣＲＰ测定结果

正常；ＣＲＰ增高ＷＢＣ正常；ＣＲＰ与ＷＢＣ都增高；ＣＲＰ正常
ＷＢＣ增高。在ＣＲＰ正常ＷＢＣ增高的患者中，儿童患者比例
明显高于成人；ＷＢＣ正常ＣＲＰ增高患者中，老年人所占比例
比较多，见表４。
讨

论

感染性肺炎的预后取决于早期诊断和治疗，ＣＲＰ是炎症

注：‘与单纯感染性肺炎ＣＲＰ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ＷＢＣ与ＣｌｉＰ分组统计

急性期蛋白的一种，由于它出现比其他急性的反应物质早，生

数某些病毒感染时ＣＲＰ也有增高可能¨１。严重的病毒感染

物半衰期相对长，临床测定容易，不易受放、化疗及皮质激素

容易引起机体的一系列反应如体温的升高、机体的损伤、继发

治疗的影响，所以对疾病的早期诊断较有帮助，广泛用于临床

性细菌感染及各种并发症等，也可引起ＣＲＰ不同程度的升

炎症性疾病的诊断以及对治疗效果的评估。
ＣＲＰ用于肺炎的诊断和致病菌的判断方面国内外有较
多的研究¨。２ ｏ，对于临床表现为肺炎的病人，ＣＲＰ测值是一项

高。经试验表明旧。１：革兰阴性细菌感染时ＣＲＰ增高最为明
显，革兰阳性细菌感染时次之，支原体肺炎不增高，衣原体感
染明显增高。

意义较大的鉴别指标。本研究结果提示ＣＲＰ对肺部感染诊

结

总

断与体温、白细胞计数及分类阳性率无明显差异。当常规检
查白细胞及体温不能反映患者病情时，ＣＲＰ测定也能真实反

综上所述，ＣＲＰ对感染性肺炎的早期诊断有帮助，并可作

应病情，能呈阳性反应。ＣＲＰ测定可与体温、白细胞计数及分

为诊断感染性肺炎及判断其严重程度的一项指标。ＣＲＰ增高

类一样作为诊断的参考指标之一。

与白细胞计数及分类、体温等指标具有同等的参考价值，且其

在以往的研究中旧。４ｏ观察到疾病严重程度和ＣＲＰ测值

水平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患者基础疾病、年龄、感染的微生物

升高程度之间有关联，ＣＲＰ增高可作为诊断感染性肺炎时判

种类等，故在感染性肺炎的诊断中，ＣＲＰ应与白细胞计数、体

断其严重程度的指标。本研究提示ＣＲＰ可以用来监测疾病

温等同时检测，并与患者年龄相结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漏

的活动情况，当治疗有效，病情好转或缓解时，ＣＲＰ降低或正

诊。

常，治疗无效时，ＣＰＲ仍较高，对观察治疗效果有很好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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