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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铁蛋白与脑出血后脑水肿的相关性研究

许娟娟,许摇 力,刘摇 杨,屈洪党

[摘要]目的:研究血清铁蛋白与脑出血后脑水肿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住院患者 36 例设为观察组,另选取 30 名健康志愿者

为对照组。 检测 2 组 24 h 血清铁蛋白,并在第 3 天对观察组进行头颅复查。 结果:观察组发病 24 h 血清铁蛋白(307. 91 依
48. 87)滋g / L,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16. 52 依 46. 81)滋g / L(P < 0. 01);血肿体积在入院第 3 天较入院 12 h 内有所提高,但绝对水

肿体积与相对水肿体积均较入院 12 h 内有所增加(P < 0. 05)。 血清铁蛋白与入院 12 h 内相对水肿体积无相关关系(P >
0. 05),而与入院第 3 天相对水肿体积呈正相关关系(P < 0. 01)。 结论:血清铁蛋白可作为诊断脑水肿变化的一个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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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ferritin with brain edema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age
XU Juan鄄juan,XU Li,LIU Yang,QU Hong鄄da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ferritin with brain edema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Methods:
Thirty鄄six patients with ICH and 30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24 hours serum ferritin in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and the head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examined in the third day. Results:
The level of serum ferritin in observation group[(307. 91 依 48. 87)滋g / L]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116. 52
依 46. 81)滋g / L]after 24 hours of onset(P < 0. 01). The level of hematoma volume declined in the third days than within 12 hours ,but
the relative edema volume and absolute edema volume were more than twelve hours of admisson(P < 0. 05). The level of serum ferritin
was not correlation with the relative edema volume within 12 hours of admission(P > 0. 05),but the level of serum ferriti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relative edema volume at the third day of admission(P < 0. 01). Conclusions:The level of serum ferritin can be used as
an evaluation item in the diagnosis of brain edema.
[Key words] brain edema;cerebral hemorrhage;serum ferritin

摇 摇 脑出血(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是最常

见的急性脑血管意外,其特点为高致死率和高致残

率,每年平均 10 万人口就有 80 人发生[1],约 3 成患

者会留下终生的神经功能障碍或器官性障碍,而临

床一直缺乏有效治疗途径。 造成实质性损伤的病因

往往是继发性脑水肿,同时血清铁蛋白降解成铁离

子,脑出血后在脑内逐渐积累,并在第 3 天达到顶峰

水平[2],铁离子可介导氧化损伤和凋亡造成脑水

肿。 本文就 ICH 后血清铁蛋白与 ICH 后脑水肿的

相关性作一探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科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住院 ICH 后脑水肿患者 36 例(观察组),男 20
例,女 16 例,年龄 32 ~ 56 岁。 另选取同时期 30 名

健康志愿者(对照组),男 16 名,女 14 名,年龄 33 ~
58 岁。 2 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实验经院伦理学

会批准,患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摇 纳入和排除标准摇 纳入标准:(1)诊断结果符

合自发性 ICH 诊断标准;(2)年龄逸18 岁;(3)非梗

死性出血;(4)无全身性严重并发症;(5)积极配合

治疗。 排除标准:(1)伴动脉瘤或血管畸形;(2)原
发或继发性幕下出血[3];(3)治疗过程中使用过抗

凝剂[4];(4)伴随严重心肺功能不全或肝炎;(5)痴
呆或狂躁;(6)妊娠期妇女。
1. 3摇 仪器与试剂 摇 离心机(上海手术机器厂),低
温冰箱,德国拜耳 ACS180SE 型全自动免疫仪,血清

铁蛋白检测试剂盒(德国 RECl 试剂公司)。
1. 4摇 方法摇
1. 4. 1摇 常规检查摇 包括体温、血压以及意识障碍程

度。 在入院 12 h 内均进行头颅 CT 检查,24 h 内测

量血清蛋白,操作需要在无进食 10 h 后进行。 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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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进行头颅 CT 复查,记录患者颅内出血及水

肿情况。
1. 4. 2摇 检测摇 患者入院 24 h 内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3 ~ 4 mL,2 500 r / min 离心,10 min,抽取血清后储存

于 - 27 益冰箱[5]。 从冰箱中取出待测血清后室温

平衡 30 min,待平衡结束后每个试管添加 200 滋L 蒸

馏水。 使用 ELISA 法检测,取出反应孔板,对照组

及观察组血清各 20 滋L,每孔加入 100 滋L 酶联物,
摇匀后静置 1 h,甩去反应板体液,并使用蒸馏水冲

洗 4 ~ 5 次;每孔加入 100 滋L 显色液体后摇匀,暗光

静置 20 min,再每孔加入 50 滋L 终止液,摇匀后使用

酶标仪读取吸光度(A)值[6 - 7]。
1. 4. 3摇 脑血肿与脑水肿体积测定摇 患者第 3 天复

查头颅 CT,由我院检验科非实验人员计算患者水肿

体积,为确保数据准确度,均进行 2 次以上测量,并
求取平均值。 相对水肿体积 = (绝对水肿体积 - 血

肿体积) /血肿体积。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直线相关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血清铁蛋白比较 摇 观察组患者入院 24 h
血清铁蛋白为(307. 91 依 48. 87)滋g / L,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116. 52 依46. 81)滋g / L(t =16. 15,P <0. 01)。
2. 2摇 患者血肿体积与水肿体积变化摇 患者血肿体

积在入院第 3 天水平较入院 12 h 内下降,但绝对水肿

体积与相对水肿面积均较入院12 h 内增加(P <0. 05 ~
P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患者入院 12 h 内及第 3 天的血肿、水肿体积变化(n
= 36;x 依 s)

入院时间
血肿

体积 / cm3

绝对水肿

体积 / cm3

相对水肿

体积 / cm3

入院 12 h 内 19. 37 依 11. 04 51. 38 依 30. 89 1. 72 依 0. 91
入院第 3 天 16. 72 依 9. 52 69. 52 依 45. 61 3. 17 依 1. 76

d 依 sd - 2. 65 依 10. 46 18. 14 依 42. 76 1. 45 依 1. 23
t 1. 09 1. 97 4. 39
P > 0. 05 < 0. 05 < 0. 01

2. 3摇 血清铁蛋白和脑出血发病后水肿相关性摇 血

清铁蛋白与入院 12 h 内相对水肿体积无直线相关关

系(r = 0. 305,P > 0. 05);而血清铁蛋白与入院第 3
天相对水肿体积呈正相关关系(r =0. 716,P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ICH 为原发性脑血管破裂而导致实质性 ICH,
近年来在脑卒中的比例越来越高[8],临床尚未有高

效治疗途径。 ICH 的危害性在于能引发多种继发

病,致残率极高。 铁离子浓度在 ICH 后脑水肿的发

生机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大脑中的铁主要蕴含在基底神经节,在运动区

的皮质也含有较高的铁[9]。 脑内细胞均含有铁,组
织内的铁离子均与蛋白结合或成为小分子复合物。
脑内铁有相当重要的生理功能,包括氧化作用、氧的

运输及三羧酸循环,对胆固醇及脂质含量影响极

大[10]。 铁在大脑中的运输转运主要包括血脑屏障、
铁与复合体的结合、细胞对铁的吸收及铁的转运。
借助转铁蛋白铁通过血脑屏障,在转铁结合蛋白和

非转铁结合蛋白两种转运方式下,铁离子与枸橼酸、
抗坏血酸等结合,继而被脑细胞摄取[11]。 脑水肿可

分为细胞毒性水肿和血管源性水肿,而 ICH 造成的

脑水肿为前者,发病机制为血脑屏障遭受破坏。 相

关研究[12] 表明,ICH 后血肿会对邻近组织造成压

迫,抑制血管功能,从而导致血肿周围水肿,进而转

变为坏死。 所以 ICH 中对脑组织的物理压迫并非

脑水肿造成,而是血肿导致。 而脑血肿中蕴含大量

由血红蛋白降低释放的铁,是造成迟发性脑水肿的

主要因素。 研究[13]发现,对大鼠基底核注射亚铁离

子,3 d 后大脑 DNA 破坏标志物显著升高,证实了铁

离子对 DNA 及脑部有较大破坏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ICH 入院 24 h 内血清铁蛋白

与 12 h 内相对脑水肿无明显关联,而与第 3 天相对

脑水肿体积呈正相关关系(P < 0. 01),同时水肿第 3
天周围区域铁沉积达到峰值,表明为血红蛋白自溶

的高峰期。 文献[14] 表明水肿前期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血凝块回收、补体激活、凝血酶和凝血瀑布机制,
故血红蛋白自溶为后期主要影响因素。 提示水肿并

非只因血肿扩散,而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15]。
然而临床对 ICH 后血清铁蛋白水平的上升机

制并不明确,或来源于铁储存反应,或来源于急性应

激反应[16],学术界对此尚未有统一结论。 现对 ICH
的治疗主要为防止血肿扩大,对水肿的体积和神经

功能的损伤并未引起重视,从降低脑水肿的治疗途径

可能对患者预后有一定作用。 但目前实验数据过少,
得出的数据并不权威,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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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分化程度及肿瘤在间质的生长方式作为分级

标准,对于前列腺癌患者的预后评价有重要作用。
而临床分期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及评价前列腺癌预

后亦有重要指导意义,临床分期为 T1、T2 且身体条

件好的患者多推荐行前列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因前

列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对控制肿瘤有肯定的长期效

果,可使前列腺癌患者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与更长

的生存时间,为早期、局限、年轻前列腺癌患者的首

选治疗方案[15]。 综上,中老年男性行前列腺癌健康

筛查,可达到早期诊断前列腺癌的目的,可为前列腺

癌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方案及最佳的治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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