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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在肾移植术后感染中的
诊断价值
马锡慧 高钰 韩永 孙玉洁 杜若 刘培霞 张文慧 肖漓

【摘要】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术在肾移植术后感染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根据术后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结

果，将 51 例首次肾移植受体分为细菌组 33 例、真菌组 9 例、BK 病毒组 9 例；另选择肾移植术后稳定的受体
28 例作为稳定组。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各组受体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和绝对计数。比较各组肾移植受体的肾
功能、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比例及绝对计数；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和绝对
计数在肾移植术后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结果

与稳定组相比，细菌组、真菌组和 BK 病毒组血清肌酐（Scr）

水平和血尿素氮（BUN）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5、0.007、0.024；0.037、0.006、
0.032）。与稳定组比较，细菌组和真菌组 CD16+ CD56+ 自然杀伤（NK）细胞比例均下降（P=0.036、0.015）；
真菌组 CD4+/CD8+T 细胞比例明显下降（P=0.004）。与细菌组相比，真菌组和 BK 病毒组的 CD3+ CD8+ T 细胞比
例均升高（P=0.013、0.008），CD3+ CD4+ T 细胞比例均降低（P=0.003、0.010），CD4+/CD8+T 细胞比例均明显
下降（P=0.003、0.005）。与稳定组比较，细菌组、真菌组、BK 病毒组 CD3+T 细胞数量、CD3+CD8+T 细胞数量、
CD16+ CD56+ NK 细胞数量均明显降低（P=0.025、0.002、0.003；0.015、0.005、0.006；0.001、0.001、0.031）；
（P=0.001、
0.003）；BK 病毒组 CD19+B 细胞数量明显降低
（P=0.019）
。
真菌组和 BK 病毒组 CD3+ CD4+ T 细胞数量降低
与细菌组比较，真菌组 CD3+ CD4+ T 细胞数量明显降低（P=0.023）。ROC 曲线分析显示，CD3+ CD4+ T 细胞和
CD16+ CD56+ NK 细胞数量诊断真菌感染的准确度较高，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92 和 0.8889；CD3+ T 细胞、
CD3+ CD4+ T 细胞和 CD19+ B 细胞数量诊断 BK 病毒感染的准确度较高，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72、0.8452
和 0.8115。结论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可以评估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绝对计数能够直观

地判断免疫程度，两者结合对于肾移植受者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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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ﬂow cytometry in the diagnosi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following
rena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postoperative imaging findings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outcomes,
51 recipients undergoing the first renal transplantation were divided into the bacteria (n=33), fungus (n=9) and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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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le group. Flow cytometry was adopted to detect the percentage and absolute counting of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recipients in each group. Renal function, percentage and absolute counting of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among different group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percentage and absolute counting of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 in infectious disease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table group,
the serum creatinine (Scr) and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levels in the bacteria, fungus and BK virus groups were
signiﬁcantly up-regulated, respectively (P=0.035, 0.007, 0.024; 0.037, 0.006, 0.032). Compared with the stable group,
the percentage of CD16+ CD56+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was signiﬁcantly declined in the bacterial (P=0.036) and fungus
groups (P=0.015), and the proportion of CD4+ /CD8+T cells was dramatically decreased in the fungus group (P=0.004).
Compared with the bacterial group, the percentage of CD3+ CD8+T cells was signiﬁcantly elevated (P=0.013 and 0.008),
the proportion of CD3+ CD4+T cells was considerably declined (P=0.003 and 0.010), and the percentage of CD4+/CD8+T
cells was signiﬁcantly declined (P=0.003 and 0.005) in the fungus and BK virus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stable group,
the quantity of CD3+ T cells, CD3+ CD8+T cells and CD16+ CD56+ NK cells was signiﬁcantly declined in the bacterial,
fungus and BK virus groups, respectively (P=0.025, 0.002, 0.003; 0.015, 0.005, 0.006; 0.001, 0.001, 0.031). In addition,
the quantity of CD3+ CD4+T cells was considerably decreased in the fungus and BK virus groups (P=0.001, 0.003). The
quantity of CD19+ B cells was signiﬁcantly reduced in the BK virus group (P=0.019). Compared with the bacterial group,
the quantity of CD3+ CD4+T cells was considerably lower in the fungus group (P=0.023). ROC curv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quantity of CD3+ CD4+T cells [area under curve(AUC)=0.8492] and CD16+ CD56+ NK cells (AUC=0.8889)
yielded relatively high accuracy in the diagnosis of fungal infection. The quantity of CD3+ T cells (AUC=0.8472), CD3+
CD4+T cells (AUC=0.8452) and CD19+ B cells (AUC=0.8115) yielded relatively high accuracy in the diagnosis of
BK virus infection. Conclusions Flow cytometry detection of the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 in peripheral blood can
evaluate the immune function of patients. Absolute counting of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 can directly assess the degree
of immunity. These two combined parameters provide guiding signiﬁca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recipient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Key words】 Renal transplantation; Bacterial infection; Fungal infection; BK virus infection; Flow cytometry;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 T cell; Natural killer (NK) cell;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感染是肾
移植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和死亡原因

[1]

，肾移植术后

309 医院移植外科住院的首次肾移植受体 51 例（术
后时间均超过 6 个月）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影像

1 年内感染发生率为 50%～70%，病死率为 3%～10%。

学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将 51 例受体分为细菌组 33 例

肾移植术后感染病原谱广泛，包括细菌、真菌、病毒、

（经 CT 检查和细菌培养确诊，包括肺部感染 20 例，

寄生虫等，以细菌感染为主，病毒的机会性感染也越

泌尿系感染 13 例）、真菌组 9 例 [ 经 CT 检查、临床

发普遍，如巨细胞病毒（CMV）、BK 病毒等 [2-4]。

表现及真菌（1,3）-β-D- 葡聚糖试验确诊 ]、BK 病

肾移植术后感染的发生与机体免疫功能下调有关，因

毒组 9 例 [ 经聚合酶链反应（PCR）- 荧光探针法检

此术后免疫监测极为重要。目前研究者已建立了多种

测 BK 病 毒 DNA 载 量 确 诊 ][7]。 细 菌 组， 男 20 例，

免疫监测方法，其中流式细胞术因具有高速、灵敏、

女 13 例，年龄（38±11）岁；真菌组，男 5 例，女

可定性和定量分析等优势，成为免疫监测的重要手

4 例，年龄（40±12）岁；BK 病毒组，男 6 例，女

段 [5-6]。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肾移植受体淋巴

3 例，年龄（38±15）岁。另选择与上述感染组性别、

细胞亚群比例和绝对计数的变化，为临床肾移植术后

年龄、术后时间相匹配的肾移植术后稳定的随访受体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28 例作为稳定组，男 18 例，女 10 例，年龄（39±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 择 2016 年 10 月 至 2017 年 6 月 在 解 放 军 第

12）岁。所有患者均采用他克莫司 + 吗替麦考酚酯 +
肾上腺皮质激素（激素）三联抗排斥治疗方案。本研
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

马锡慧等．流式细胞术在肾移植术后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第２期

1.2 实验仪器与实验材料
实验仪器为流式细胞仪（美国 BD 公司，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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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0.032）。
2.2 各组受体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例的比较

TM

FACSCantoII ）。 主 要 实 验 材 料 包 括 绝 对 计 数 管

各组肾移植受体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例的比

（美国 BD 公司，型号 Trucount）、淋巴细胞亚群检

较见图 1。与稳定组比较，细菌组和真菌组 CD16+

测试剂 6-color TBNK Reagent（美国 BD 公司，型号

CD56+ 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比例均明

MultitestTM REF 644611）、10×FACS 溶 血 素（ 美 国

显 下 降（P=0.036、0.015）； 与 稳 定 组 比 较， 细 菌

BD 公司）、FACS 7 色设置微球（美国 BD 公司）。

组、真菌组和 BK 病毒组的 CD3+CD8+T 细胞、CD3+

1.3 实验方法

CD4+T 细胞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将 20 μL 淋 巴 细 胞 亚 群 检 测 试 剂 (CD3/CD8/

与细菌组相比，真菌组和 BK 病毒组的 CD3+ CD8+T

CD45/CD4/CD16+56/CD19) 移到绝对计数管的底部。

细 胞 比 例 均 明 显 升 高（P=0.013、0.008）； 真 菌 组

采用反向移液法吸取 50 μL 充分混匀的乙二胺四乙酸

和 BK 病 毒 组 的 CD3+ CD4+T 细 胞 比 例 均 明 显 降 低

（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EDTA）抗凝外周

（P=0.003、0.010）。4 组 的 CD3+T 细 胞 比 例 和

全血，加入到绝对计数管底部，震荡混匀后室温避

CD19+B 细胞比例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光孵育 15 min。每管加入 450 μL 溶血素（10×FACS

为 P>0.05）。稳定组、细菌组、真菌组、BK 病毒组

溶血素︰蒸馏水 =1︰10)，充分混匀后，室温避光孵育

受体外周血 CD4+/CD8+T 细胞比例分别为 1.3±0.6、

15 min。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样本中的淋巴细胞亚群，

1.5±0.4、1.0±0.3、1.0±0.4；与稳定组比较，真菌

采用 Canto 软件（美国 BD 公司）获取和分析淋巴细

组 CD4+/CD8+T 细 胞 比 例 明 显 下 降（P=0.004）； 与

胞亚群比例和绝对计数。

细菌组比较，真菌组和 BK 病毒组的 CD4+/CD8+T 细

1.4 研究方法

胞比例均明显下降（P=0.003、0.005）。

比较各组肾移植受体的肾功能、外周血淋巴细胞
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淋巴细胞亚群比例
和绝对计数在肾移植术后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计量资
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正态分布资
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差异性分析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SNK-q 检验。采用

100

淋巴细胞亚群比例（％）

亚群的比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绝对计数；采用

稳定组
细菌组
真菌组

80
60

b

40

BK 病毒组

b
b

b

a
a

20
0

CD3+T 细胞

CD3+CD8+T 细胞 CD3+CD4+T 细胞 CD16+CD56+NK 细胞 CD19+B 细胞

ROC 曲线分析各指标的诊断价值，ROC 曲线下面积

与稳定组比较，aP<0.05；与细菌组比较，bP<0.05

在 0.5～0.7，表示诊断价值较低，ROC 曲线下面积在

图 1 各组肾移植受体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例的比较

0.8 以上，表示诊断价值较高。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受体肾功能的比较
稳定组、细菌组、真菌组、BK 病毒组受体的血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s of

lymphocyte subset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mong each group
2.3 各组受体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的比较
各组受体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的比较
见图 2。与稳定组比较，细菌组、真菌组、BK 病毒

清肌酐（Scr）水平分别为（81±11）、（143±91）、

组 CD3+ T 细胞数量、CD3+ CD8+T 细胞数量、CD16+

(178±122）、（156±55）μmol/L，血尿素氮（BUN）

CD56+ NK 细 胞 数 量 均 明 显 降 低（P=0.025、0.002、

水平分别为（5.8±1.6）、（9.2±1.0）、（11.7±3.6）、

0.003；0.015、0.005、0.006；0.001、0.001、0.031）；

（9.5±1.9）mmol/L；与稳定组比较，细菌组、真菌

真菌组和 BK 病毒组 CD3+ CD4+T 细胞数量明显降低

组和 BK 病毒组的 Scr、BUN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

（P=0.001、0.003）；BK 病 毒 组 CD19+ B 细 胞 数 量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5、0.007、0.024；0.037、

明显降低（P=0.019）。与细菌组比较，真菌组 C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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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109/L）

2.5

研究报道淋巴细胞亚群在肾移植术后感染状态的表达

a
a

达变化鲜有报道。

BK 病毒组

a

本研究中淋巴细胞亚群比例结果显示，4 组的

a

a

b

a
a

1.0

+

CD3 T 细胞比例和 CD19+ B 细胞比例组间比较，差
a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与高钰等 [9]、

a
a

0.5
0

变化 [9-13]，但不同病原体感染时淋巴细胞各亚群的表

稳定组
细菌组
真菌组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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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刘鹏等 [10]、王旭珍等 [11] 研究肾移植术后 CMV 感染
患者和许足三等 [12] 研究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的

+

CD3 T 细胞

+

+

+

+

+

+

+

CD3 CD8 T 细胞 CD3 CD4 T 细胞 CD16 CD56 NK 细胞 CD19 B 细胞

T 细胞亚群分析结果一致。本研究中，与稳定组比较，

与稳定组比较，aP<0.05；与细菌组比较，bP<0.05

图2

细菌组和真菌组 CD16+ CD56+ NK 细胞比例均下降；

各组肾移植受体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

真菌组 CD4+/CD8+T 细胞比例下降；细菌组、真菌组

绝对计数的比较
Figure 2

和 BK 病毒组的 CD3+ CD8+T 细胞、CD3+ CD4+T 细胞，

Comparison of the absolute counts of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曾有研究报道，革兰阳性菌与

lymphocyte subset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renal

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比较，差异无统

transplant recipients among each group

计学意义 [14]。本研究中，与细菌组比较，真菌组和

+

CD4 T 细胞数量明显降低（P=0.023）。

BK 病毒组 CD3+ CD8+ T 细胞比例均升高，而 CD3+

2.4 淋巴细胞亚群各指标在肾移植术后感染性疾病中

CD4+ T 细胞比例均降低，CD4+/CD8+ T 细胞比例均明

的诊断价值

显下降。这与朱云松等 [15] 研究肾移植术后病毒感染

CD3+ T 细胞和 CD19+ B 细胞数量在诊断肾移植
9

术后 BK 病毒感染中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1.523×10 /L
9

的变化趋势一致。
由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肾移植受体免疫系统受

和 0.082×10 /L，灵敏度分别为 100% 和 66.77%，特

到抑制，其免疫细胞数量可能发生变化而比例正常，

异度分别为 64.29% 和 89.29%，ROC 曲线下面积分

因此监测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十分必要，可为临床

+

+

别为 0.8472 和 0.8115。CD16 CD56 NK 细胞数量在诊
9

制定合理化用药方案和诊疗措施提供依据。且笔者查

断肾移植术后真菌感染中的最佳临界值为0.056×10 /L，

阅文献，未见关于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在肾移植术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7.78% 和 92.86%，ROC 曲

后感染中表达变化的国内报道。

+

+

线下面积为 0.8889。CD3 CD4 T 细胞数量在诊断肾

本研究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结果显示，与稳

移植术后真菌感染和 BK 病毒感染中的临界值分别为

定组比较，细菌组、真菌组、BK 病毒组 CD3+ T 细

0.300×109/L 和 0.735×109/L，灵敏度分别为 66.67%

胞数量、CD3+ CD8+T 细胞数量、CD16+ CD56+ NK 细

和 88.89%，特异度分别为 100% 和 71.43%，ROC 曲

胞数量均降低；真菌组和 BK 病毒组 CD3+ CD4+ T 细

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92 和 0.8452。

胞数量降低；BK 病毒组 CD19+ B 细胞数量降低。与
细菌组相比，真菌组 CD3+ CD4+ T 细胞数量降低。由

3 讨 论

此可见，真菌、BK 病毒等机会性感染时，反映机体

免疫抑制剂在降低肾移植受体免疫功能保护移

细胞免疫功能的 CD3+ T 细胞、尤其是 CD3+ CD4+T

植肾存活的同时，也增加了受体感染的风险。一旦发

细胞数量及 CD4+/CD8+T 细胞比例下降显著，而细菌

生感染，必须改变用药方案甚至停用免疫抑制剂，一

感染时下降并不显著，这与朱云松等 [15] 的研究结果

方面可能会影响免疫功能，导致急、慢性排斥反应的

一致。

发生率升高，另一方面某些病原体可能进入肾脏（如
BK 病毒），引起病毒相关性肾病

[3-4,7-8]

，造成肾损伤，

有研究报道，由于免疫抑制剂的联合应用对 NK
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他克莫司对免疫系统的

最终导致移植肾功能丧失。因此，肾移植术后监测受

作用主要是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和增殖 [16]。本研究结

体免疫功能变化与诊断术后感染风险，尤为重要。目

果显示，肾移植受体发生感染时 T 细胞和 NK 细胞数

前，临床常用流式细胞术监测免疫功能，特别是对淋

量均下降，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呈现正常，但淋巴细胞

巴细胞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行性。虽然有

亚群绝对计数出现变化，说明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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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准确地反映机体的免疫程度，这与 Calarota 等 [17]

monitoring of T-lymphocyte subsets and HLA-Dr-

的报道结果一致。

positive monocytes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J]. Medicine

本研究中 ROC 曲线分析显示淋巴细胞亚群比例

(Baltimore), 2015, 94(44): e1902. DOI: 10.1097/

和绝对计数在肾移植术后感染的诊断价值上有差异，
CD3+ CD4+ T 细 胞 和 CD16+ CD56+ NK 细 胞 数 量 诊
断真菌感染的准确度较高，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MD.0000000000001902.
[7]

肾移植受者 BK 病毒性肾病诊断中的应用 [J]．中华

0.8492 和 0.8889；CD3+ T 细胞、CD3+ CD4+ T 细胞和

器官移植杂志，2013, 34(10): 595-599. DOI: 10.3760/

CD19+ B 细胞数量诊断 BK 病毒感染的准确度较高，

cma.j.issn.0254-1785.2013.10.005.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72、0.8452 和 0.8115。

FAN Y, SHI BY, QIAN YY, et al. The cut-off value of
BK virus DNA load in urine or plasma for diagnosis

综上所述，肾移植术后感染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功

of BKVN in renal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J]. Chin J

能异常，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可

Organ Transplant, 2013, 34(10): 595-599. DOI: 10.3760/

以评估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绝对计数能够直观地
判断免疫程度，而比例反映细胞亚群之间的数量比较

cma.j.issn.0254-1785.2013.10.005.
[8]

与发展趋势，两者结合可为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制定

9916-9920. DOI: 10.3969/j.issn.2095-4344.2012.53.007.
HAN Y, CAI M, QIAN YY, et al. Early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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