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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区获得性肺炎渊Community scquired pneumonia袁CAP冤临床较为常见袁对 CAP 患者进行疾病严重程度分级

评估是合理治疗的基础袁尽早识别尧全面评价 CAP 严重程度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遥 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率更高尧住
院费用更多袁如何降低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重症转化率尧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是临床治疗常常要面对的难题遥 使用临
床评分量表和渊或冤生物标志物对需要住院治疗或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渊Intensive care unit袁ICU冤的高危患者进行早

期评估并积极干预有利于改善其生存率并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遥 本文针对近些年来不同评分量表及生物标
志物在 CAP 患者病情中的评估作用进行了综述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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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 is clinically common. Grading and evaluating the severity of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AP is the basis for reasonable treatment.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severity of CAP has positive clinical significance.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have a higher mortality rate and more
hospitalization costs. How to reduce the severe conversion rate of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and the economic

burden of patient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clinical treatment often faces. The use of clinical scoring scales and/or
biomarkers for early assessment and active intervention of high-risk patients who need to be hospitalized or admitted to

an intensive care unit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will help improve their survival rate and achieve effective use of social

resourc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ole of different scoring scales and biomarkers in evaluating the condition of CAP pa鄄
tients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Score scale; Biomarker; Prognosis; Intensive care unit

社区获得性肺炎渊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袁

气维持呼吸功能保证氧供袁而 2豫的患者最终会因呼

如肺炎链球菌尧支原体尧衣原体尧病毒尧真菌尧金黄色葡

病房中袁如果临床医生对其病情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袁

CAP冤临床较为常见袁多种病原体可以引起该疾病袁比
萄球菌和其他一些革兰阴性细菌

遥 据统计袁CAP 的

[1-2]

发病率为 0.2%耀3%袁住院率为 20%耀60% 遥 由于某些
[3]

病原体感染的 CAP 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袁可能造成疾
病传播袁故重症 CAP 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死亡病
因之一袁已经给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带来了繁重的经济

负担 遥大量基于人口统计学的研究数据显示袁有 21豫
[4]

的肺炎患者必须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渊Intensive care u鄄

nit袁ICU冤医治袁其中 6豫的患者需要进行有创机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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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衰竭而死亡[5-7]遥 对于 CAP 患者来说袁特别是在普通
有可能会导致治疗方法不当从而造成严重后果遥 CAP
的严重程度评估可以为临床医生确定治疗方向袁包括
经验性抗生素的选择及辅助性治疗提供重要的指引遥
随着我国人口老年化趋势加重袁CAP 患者病情加
重的危险正在逐步加大袁找到合适方法降低社区获得
性肺炎患者的经济负担是一个常见但难以的社会难
题袁有效的评估患者病情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遥 现

在对于 CAP 患者的评估与治疗袁有部分临床评分量表
和生物标志物已被证明对预测患者的严重程度及死

亡风险有较好的效果袁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临床

医师早期识别重症 CAP 患者袁 能够及时采取相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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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措施降低死亡率遥 故本综述通过搜索知网尧万方尧

件袁则患者会有较差的临床预后遥 从具体评分来看袁

查在临床中预测 CAP 病情严重程度及患者的病死率

严重程度袁但其指标多显得有些复杂袁不适合门急诊

Pubmed 等引擎对各种评分量表以及生物标志物的检
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遥

PSI 量表较为全面袁可较好地反映出 CAP 患者的病情
这类场所袁可能用于住院患者效果会更好遥
1.2 CURB-65 量表

1 各类评分量表在评估 CAP 病情中的价值

CURB-65 量表由英国胸科协会制定袁该量表包括

目前袁针对 CAP 存在依据不同参考指标制定的

了患者以下评价内容院意识功能障碍尧尿素氮>7 mmol/L尧

的评分量表已经被临床医生用于评估 CAP 患者病情

压<60 mmHg]及年龄逸65 岁遥 以上项目中每一项计算

评分量表袁大部分都被证明是有效的袁其中部分简便
的严重性尧预测疾病加重情况及为决定患者是否需住

院或入住 ICU 治疗提供参考遥常见评分量表包括以下

几种院CURB-65 量表尧肺炎计分指数渊Pneumonia scor鄄
ing index袁PSI冤尧序贯器官衰竭评分渊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袁SOFA冤 和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渊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袁qSOFA冤及
国家早期预警评分渊National early warning score袁NEWS冤
等遥

1.1 肺炎计分指数渊PSI冤

PSI 量表由美国胸科协会制定袁其内容包括了人

口统计学特征尧体格检查尧患者合并症尧实验室指标和

是否存在胸腔积液袁其能够较好预估 CAP 患者的短期
渊臆30 d冤病死率遥 在 PSI 评分系统中袁CAP 患者的严
重性一共可以分为 5 级袁其中玉级患者渊PSI臆50 分冤

呼吸频率逸30 次/min尧低血压[收缩压<90 mmHg 舒张

得 1 分袁根据结果将患者分为 3 个危险分层院0耀1 分
被归为低危风险组曰2 分被划为中危风险组曰3耀5 分
的为高危风险组遥 叶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

治疗指南渊2016 年版冤曳 [8]建议 CURB-65 量表评分 中

0耀1 分患者在门诊治疗即可袁CURB-65 量表2 分患
者住院或者在具有严格随访条件下进行院外治疗袁

CURB-65 量表评分 3耀5 分患者应该根据病情住院或

入住 ICU 治疗遥 CURB-65 非常简便尧省时袁适用于对
患者的快速评估袁但有些病情较重的患者可能早期并

不会出现意识改变尧血压下降等症状袁所以临床上只
适合参考袁不应用于指导治疗方案遥
1.3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渊SOFA冤和快速序贯器官衰竭
评分渊qSOFA冤

SOFA 与 qSOFA 常用于快速诊断患者是否存在

病死率约为 0.4%袁域级患者渊PSI 51耀70 分冤病死率约

脓毒症以及其是否存在多器官功能损伤遥 严重肺部感

郁级患者渊PSI 91耀130 分冤病死率约为 8.5%袁吁级患

损伤等远隔器官功能受损的脓毒症症状袁有临床研究

为 0.7%袁芋级患者渊PSI 71耀90 分冤病死率约为 2.8%袁

者渊PSI>130 分冤病死率约为 31.1% 遥 一般将玉耀芋级
[8]

划为低危风险组袁低危风险组中的玉耀域级患者只需
要在门诊治疗即可袁芋级患者则需要临床医生进行更
全面的评估后决定其是否需要住院治疗曰郁级为中危

风险组袁 该评分建议患者短时间的入院接受治疗曰吁
级为高危风险组袁提倡患者长时间住院系统医治遥 根
据临床研究袁按照 PSI 评分标准对患者进行疾病严重

程度分级并制定相应的诊疗方案袁 可明显减少 CAP
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并降低其抗生素的使用时间袁这
有助于减少耐药菌产生的风险袁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遥
[9]

染可能导致患者出现低血压休克尧 胃肠功能障碍尧肾
显示袁qSOFA 评分逸2 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相比评

分更低患者而言会有更高的病死率[12-13]遥 日本呼吸协
提出临床工作医生在处置 CAP 患者的流程图中应该

考虑使用 SOFA 和 qSOFA 评分评估患者病情的严重
程度袁这可以表示该评分指标在肺炎预后评估中具有

一定的指导价值遥qSOFA 评分具有快速及简便易行的
特点袁临床上肺部感染的患者也有可能出现脓毒症袁
今后可进行进一步的临床大数据研究验证其可行性袁
但在临床使用中袁需要关注患者的疾病鉴别诊断袁以
免因依赖评分量表而错误估计患者病情遥

一项临床荟萃与系统回顾性研究显示袁PSI 评分对入

1.4 国家早期预警评分渊NEWS冤

92.4%袁特异度为 56.2%袁这显示了该评分预测 CAP 病

于英国各级医院的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判断标

究认为袁CAP 患者入院治疗是有多种方面原因的袁即

呼吸次数尧 体温变化及意识状态水平遥 有研究表明袁

对不同患者需具体分析袁存在检验结果的异常和病情

些可能存在病情加剧风险的患者袁还有助于评估患者

住 ICU 的重症 CAP 患者袁预估其病死率的敏感度为

情严重程度的有效性[10]遥 此外袁另一项前瞻性临床研

使某些患者 PSI 评分是低的袁但其仍需要入院治疗袁针
恶化的某些潜在因素是作者认为患者需要住院治疗

的两个关键条件 袁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存在此两类条
[11]

NEWS 是英国皇家医学院在 2012 年提出并应用

准之一袁其主要评价指标包括患者收缩压水平尧心率尧
NEWS 评分系统不止可以协助医护人员早期鉴别那

的住院率及其在院前的死亡率[14]遥 Sbiti-Rohrd 等[15]对

在瑞士某些急诊科就诊的 925 例 CAP 患者进行了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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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临床研究袁 结果表明袁NEWS 评分可有效预测

2.2 C 反应蛋白渊C-reactive protein袁CRP冤

随 NEWS 评分等级的加重袁CAP 患者住院死亡率或

以与肺炎链球菌的荚膜 C 多糖相结合遥 CRP 是临床

速评估患者病情变化的优点袁但在我国临床上较少用

手术尧急性胰腺炎尧急性心肌梗死及免疫性疾病中均

CAP 患者 1 个月尧6 个月及 6 年时间的病死率袁且伴
入住 ICU 概率也会有相应的上升遥 NEWS 评分具备快
到袁相关的临床研究不多袁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进一
步评估其应用价值遥
1.5 SMART-COP 量表

其内容包括患者收缩压水平尧胸部 X 线片/CT 实

变情况尧血清 ALB尧呼吸频率尧心率尧意识水平尧指脉氧

C 反应蛋白结构呈对称的盘状五聚体袁因而其可

血清检验应用最为广泛的非特异性炎症指标袁在感染尧
可出现升高袁但其特异性并不高遥 CRP 存在细胞释放

慢尧维持时间较长等特点袁其通常在感染后 4耀6 h开

始升高袁24耀48 h 达高峰袁 峰值甚至可达正常参考值的

1000 倍以上袁在感染得到控制后会出现下降袁7耀10 d
可下降至基础正常状态遥Fariba 等[20]研究显示袁CRP 可

及动脉血气 pH 值遥 现有的评分量表如 PSI尧CURB-65

以作为 CAP 患者预后评价的首选炎症指标遥 董双霞

哪些 CAP 患者需要人工辅助呼吸或血管活性药物支

区获得性肺炎的发生相关遥CRP 在诊断细菌感染方面

澳大利亚 CAP 研究小组的 一项前瞻 性研 究表明 袁

其变化水平不同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CRP 在病毒感染时

等虽然能预测患者 30 d 病死率袁但不能较好地预测

等[21]研究结果表明袁CRP 处于较高水平与患者重症社

持渊Intensive respiratory or vasopressor support袁IRVS冤遥

灵敏度较高袁但其特异度较差[22]袁且不同部位的感染袁

SMART-COP 量表评分为 3 分的患者中袁92%需接受

并不会出现明显上升袁这常常在临床 CAP 的诊断上

度分别为 74%和 39%[16]袁所以 SMART-COP 量表评分

床上应有更多研究探讨其他部位感染与 CAP 的对比

IRVS 治疗袁而使用 PSI 和 CURB-65 量表评分的灵敏

可以更为准确地预测 CAP 患者是否需要进行 IRVS遥
有人认为袁SMART-COP 量表应该取代 PSI 在澳大利
亚炎热地区的使用袁特别是需要紧急评估病情的急诊

科[17]遥 SMART-COP 量表可以对病情较重的患者进行进
一步评估呼吸与循环情况袁便于尽早干预患者病情袁未

可用于鉴别细菌与病毒感染遥 鉴于 CRP 特异性差袁临
以及重症 CAP 患者 CRP 的波动区间遥
2.3 降钙素原渊Procalcitonin袁PCT冤

降钙素原由 116 个氨基酸组成袁是由甲状腺 C 细

胞分泌产生的降钙素前体袁可被酶切成活性激素降钙

素遥 生理情况下降钙素原在人体外周血清中浓度非常

来可以进行更大样本及多中心的研究验证其效果遥

低袁如果存在细菌感染袁那么 CALC-1 基因就会被上

2 生物标志物在 CAP 患者预后评价中的作用

PCT袁而如果患者被病毒感染时袁其外周血清 PCT 不

2.1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值渊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袁NLR冤
淋巴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袁有研究表

明袁其数值的减少会导致 CAP 患者的死亡风险的增

加[18]遥 对患者免疫功能进行评估可能有助于病情严重
度分级遥 NLR 指标拥有简单快捷等优点袁临床检查非

常方便袁可用于研究炎症反应袁其在预测患者 30 d 病
死率和是否在 3 个月再次住院治疗等方面具有一定

的临 床应 用价值 遥 依据 一 项 前 瞻 性 研 究 结 果 袁 当

NLR<11.12 时袁提倡 CAP 患者可以门诊或随访治疗袁

NLR 在 11.12耀13.40 时袁建议其短期的住院治疗袁NLR
在 13.41耀28.30 时袁建议患者需要较长时间的住院袁当
NLR>28.30袁患者应当收住 ICU 治疗 袁不过袁目前还
[19]

没有更多的研究支持这一结论遥 对于 CAP 患者依据

其 NLR 数值来评估是否需要住院治疗较为简单袁易
忽略患者疾病加重的潜在风险袁且重症患者与普通患

者 NLR 有何不同及具体截断值目前尚无定论袁未来需
要更多的临床对照研究进行探索遥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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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袁非甲状腺组织尤其是肝脏尧肺脏和肠道大量产生
会出现明显的升高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降钙素原拥有

区分患者存在细菌感染或是病毒感染的能力袁并且它

可以区别患者是否为非感染性炎症[23]遥 冯兴华等[24]研
究 SCAP 住院期间外周血清第 1尧2尧7 天的 PCT 值袁结
果显示在所有入组患者中死亡组的 PCT 值明显高于

存货组袁且血清 PCT 值与 CAP 临床计分指数渊PSI 评
分冤 之间具有相关性袁PSI 越高的患者相应 PCT 也会

更高袁该研究还表明动态监测 PCT 有助于评估重症CAP
患者病情变化并且具有评价患者预后的能力袁这和国

外 Ito.A 等[25]的研究是具有相似的结果遥 由于 PCT 在
肺部感染中不会出现显著变化袁且考虑其检测费用较

高袁其在 CAP 中的诊断作用价值有限袁其与 CRP 进行
联合监测可能效果更佳遥

2.4 血浆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转载蛋白渊Neu鄄
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袁NGAL冤

NGAL 最初是在激活中性粒细胞中被发现的一

种小分子量分泌性蛋白袁该指标在 CAP 患者外周血
清的水平随疾病的严重度上升而升高袁有相关研究证

实袁NGAL 与 CRP尧PCT尧CURB-65 量表评分和 PS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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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性[26]袁可以成为 CAP 患者住院病死率的独立

子释放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也会造成 DD 升高袁其影响

实验室的进一步细致研究遥

效果更佳袁这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证实遥

预测因素袁但目前其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明确袁这有待

因素较多袁与其他指标联合评估 CAP 患者病情可能

2.5 肌钙蛋白渊Troponin袁Tn冤

Tn 作为在临床中被广泛用于评估心肌细胞损

3 总结

CAP 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袁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

伤遥CAP 病死率高的患者常常会与心血管疾病的并发
相关遥 在肺炎急性发作期袁炎症因子的大量释放及血
小板激活后会导致心肌细胞受损袁从而将肺部感染与
心血管疾病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袁Tn 水平升高可能是
[27]

由于短暂的氧供不足导致的心肌损伤袁但患者如果因
此死亡尚无法明确与其基础心脏病还是与严重肺部
感染引发的心肌受损有关袁这需要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的临床表现袁如果临床医生没有很好的辨识患者的病

情变化则会造成严重后果袁所以对 CAP 进行早期疾

病严重程度分级并及时识别危重症患者异常重要遥 本
综述通过对评分量表及生物标志物的搜索研究表明袁

它们在临床上均有助于医务人员对 CAP 患者进行整
体评价袁但是单一的某种指标其评价效果常常具有局

明确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遥

限性袁未来的临床研究中应该扩大样本量袁使用更具

2.6 血清甲壳质酶蛋白-40渊YKL-40冤

有敏感性及特异性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估遥

血清甲壳质酶蛋白-40 是近些年发现的属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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