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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并低钠血症患者血浆中相关血液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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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较高 。低钠血症为神经系统疾病并发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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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是危及生命的常见病症，致残率及死
[1]

+

质代谢紊乱性疾病，可引发脑水肿，不及时进行处

对照组受试者于检验当天晨起空腹时采集静

理可加重原有神经系统疾病症状，甚至威胁患者生

脉血、尿样；颅脑外伤患者于入院后进行空腹静脉

命 。颅脑损伤后低钠血症可分为营养性低钠血

血样本及尿样采集，检测血浆中 AVP 水平；出现低

症 、抗 利 尿 激 素 分 泌 不 当 综 合 征（syndrome of

钠血症的患者于发病当天采集样本进行血浆中

inappropriate antidiuretic hormone，SIADH）及脑性

AVP、BUN、Cr 及 24 h 尿钠水平的测定，血液抗凝样

盐耗综合征（cerebral salt wasting syndrome，
CSWS），

本以 3 000 rpm/min 离心 10 min，分离血浆保存备

其中 SIADH、CSWS 临床表现相似，但治疗原则不

用。血 BUN、Cr 采用日本东芝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2]

同，临床需提前诊断并针对性治疗 。颅脑损伤后

（TBA-120FR）检测；AVP 含量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低钠血症发病原因较复杂，目前认为可能与血管加

进行测定，试剂盒由上海斯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

压素（arginine vasopressin，AVP）调节机体水电解质

应；24 h 尿钠采用铁选择性电极法进行测定，24 h

平衡作用相关，此过程涉及机体神经激素的释放及

尿钠=钠浓度×总尿量。

[3]

肾内因素的影响，但其在颅脑损伤后并发低钠血症
[4]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

中的具体作用尚不明确 。本研究对颅脑损伤并发

料以（x±s）表示，多组间比较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组

低钠血症患者血浆中 AVP、血尿素氮（blood urea

间比较行 SNK 检验，变量间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

nitrogen，BUN）、肌酐（creatinine，Cr）及 24 h 尿钠等

关性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指标水平进行研究，旨在探究低钠血症发病过程中
相关指标变化及不同低钠血症类型各指标的差异，
为临床诊断及预后评估提供理论基础。

对照组、轻型损伤亚组（n=46）、中型损伤亚组
（n=59）、重型损伤亚组（n=68）的血浆 AVP 含量分
别为（7.15±2.14）ng/L、
（10.23±2.84）ng/L、
（13.62±

选择我院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急

2.69）ng/L、
（16.53±3.26）ng/L。外伤组的 AVP 水平

性颅脑损伤患者 173 例为外伤组。纳入标准：年龄

高于对照组（P<0.05）；外伤组中，血浆 AVP 水平随

18~75 岁；伤后 12 h 内入院；经头颅 CT 等检测方法

病情严重程度升高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明确为颅脑损伤；患者及家属对本研究知情且签署

0.05）。外伤组中，出现低钠血症症状 82 例，营养性

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心、肝、肾、肺等重要器官

低钠 56 例，CSWS 17 例，SIADH 9 例，低钠血症各

疾病；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等；既往合并神经内分泌

亚组血浆 AVP、BUN、Cr 及 24 h 尿钠比较差异有统

系统疾病；接受皮质激素或影响肾功能相关药物。

计学意义（P<0.05），SIADH 亚组血浆 AVP 含量高于

男 104 例 ，女 69 例 ；年 龄 22~72 岁 ，平 均（38.58 ±

CSWS 亚 组 及 营 养 性 低 钠 亚 组（P<0.05）；血 浆

6.43）岁。另择同期于我院体检中心查体的 30 例健

BUN、Cr、24 h 尿钠均小于 CSWS 亚组及营养性低

康对照者为对照组，均无心、脑、肝、肾、肺等脏器器

钠亚组（P<0.05），见表 1。营养性低钠亚组患者血

质性病变及神经内分泌疾病，男 20 例，女 10 例；年

浆 AVP 与血 Na+无相关性（r=0.163，
P=0.230），
CSWS

龄 22~69 岁，平均（39.01±7.03）岁。2 组性别、年龄

亚组患者血浆 AVP 与血 Na + 呈负相关（r=－0.48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格拉斯哥昏迷

P=0.046），SIADH 组患者血浆 AVP 与血 Na + 呈正相

评分（Glasgow coma scale，GCS）[5] 将外伤组分为轻

关（r=0.718，
P=0.029）。

型损伤亚组（GCS 13~15 分）、中型损伤亚组（GCS

颅脑损伤并发低钠血症多见于中重型颅脑损

9~12 分）、重型损伤亚组（GCS 3~8 分）。所有后期

伤，其机制可能与维持机体水、电解质平衡的重要

出现低钠血症症状的患者及时给予补钠、限水等治

内分泌系统调节关系紊乱有关 [6-8]。AVP 又名抗利

疗，根据尿钠值及治疗效果将低钠血症组分为营养

尿激素，产生于下丘脑视上核神经细胞，其主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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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颅脑损伤并低钠血症不同亚组患者各临床指标比较（x±s）
例数

血浆 AVP/(ng/L)

BUN/(mmol/L)

Cr/(μmol/L)

24 h 尿钠/(mmol/24 h)

营养性低钠亚组

56

9.97±2.14②

7.46±3.01②

102.12±30.25②

348.56±43.98②

CSWS 亚组

17

6.35±2.25①

9.56±3.10①

108.45±35.26①

399.94±49.73①

SIADH 亚组

9

18.22±4.63①②

5.88±1.45①②

组别

用为提高远端肾小管及集合管上皮细胞对水的通透性，增加水

84.12±26.51①②

254.17±41.98①②

综上，颅脑损伤早期可伴有血浆 AVP 水平的升高，且随病

的重吸收，浓缩尿液，减少尿量 [9,10]。AVP 的含量变化可一定程

情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低钠血症发病当日血浆 AVP、BUN、

度反映机体脑损伤状态及机体水-电解质紊乱状态。本研究结

Cr、24 h 尿钠可作为鉴别 SIADH 及 CSWS 的指标。本研究结论

果显示，血浆 AVP、BUN、Cr、24 h 尿钠等指标均随损伤程度增加

可为病因学研究提供参考，对两种病症的诊断及治疗均有一定

而增加，推断颅脑损伤初期可伴有血浆 AVP 的分泌亢进及电解

参考价值。

质失衡症状，且这种现象随颅脑损伤严重程度增加。李钦涛
等[11]研究证实，颅脑损伤患者受伤后 AVP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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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激素水平显著高于单纯颅脑损伤患者，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进一步揭示颅脑损伤后血浆 AVP 的变化及其引发电解质
的变化。
低钠血症为中、重度颅脑损伤的并发症，常发生于伤后 5 d
至 2 周，除较常见的营养性低钠血症，SIADH 及 CSWS 等中枢性
低钠血症也是重要病因，这两种中枢性低钠血症临床表现相似，
但病因及治疗原则均不同。SIADH 的主要原因为中枢神经系
统损伤导致下丘脑渗透压感受器对血浆渗透压不敏感，导致下
丘脑过度释放 AVP，导致水潴留进而产生稀释性低钠血症。
SIADH 为稀释性低钠，而非真正缺钠，故其治疗方式为限水而
非补钠 [13]。CSWS 发病机制尚未阐述清楚，大致为中枢神经系
统通过内分泌作用及神经调节等机制影响肾脏对钠的重吸收，
故 CSWS 的根本治疗在于补充容量及纠正负钠平衡状态，根据
脱水程度补充生理盐水或高渗盐水[14]。本研究 3 亚组患者血浆
AVP 含 量 变 化 为 SIADH 组 > 营 养 性 血 钠 症 >CSWS，而 血 浆
BUN、Cr、24 h 尿钠则与血浆 AVP 呈相反的趋势，证实两种中枢
性低钠血症虽具有较为一致的临床表现，但其发病机制不同，
相
关指标也存在差异。南向珍等 [15] 研究比较了 SIADH 及 CSWS
患者血钠、抗利尿激素、尿酸等的差异，结果显示，SIADH 患者
抗利尿激素水平显著高于 CSWS，而尿酸水平显著低于 CSWS；
本研究与其研究结果类似，提示血浆 AVP 等指标可一定程度反
映低钠血症病因类型并为治疗提供一定依据，如低钠血症发病
当天较高的 AVP 水平可考虑为 SIADH，而 AVP 水平相对正常、
尿钠明显增加的患者则可考虑为 CS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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