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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探讨血清心肌肌钙蛋白 I ( cTnI)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HIE)时对心肌损伤的诊断价值。方法:测定 19 例

HIE患儿的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和 cTnI水平。结果:在 HIE 时血清 cTnI水平高于正常, 且轻度 、中度与重度 HIE

间的血清 cTnI 水平差异均有显著性( P<0.01) ,但轻度与中度 、轻度与重度 、中度与重度 HIE 间的 CK-MB水平差异均无显著

性( P>0.05) 。结论:HIE 患儿病情愈重,其心肌损伤程度愈重, 血清 cTnI水平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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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role of cardiac troponin I( cTnI) in determining the injury of cardiac muscle of the neonates

w ith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 HIE) .Methods:The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 CK-MB) and cTnI in the serum of 19

neonates with HIE w ere detected.Results:The levels of cTnI in the serum of the neonates with HIE w ere higher than no rmal

neonates and there was marked different among the neonates w ith light, modera te and severe HIE ( P <0.01) .The levels of CK-MB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rum of the neonates with light, moderate and severe HIE( P>0.05).Conclusions:The level of

cTnI in serum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the myocardial injury of neonates w ith 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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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肌钙蛋白 I( cardiac troponin I, cTnI)是一

项新的心肌损伤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指标, 同其它检

测指标相比, cTnI 在血液中出现早 、持续时间长 、特

异性强,可作为心肌轻度受损的指标[ 1] 。缺氧缺血

性脑病( HIE)是儿科常见病, 主要见于新生儿, 本病

易合并包括心肌在内等多个器官的损伤 。2004年6

～ 8月, 我科共检测了 19例 HIE 住院患儿的血清心

肌酶谱中的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和心肌肌钙

蛋白 I( cTnI) 。本文探讨血清 cTnI 在 HIE 时的心

肌损伤的诊断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9例 HIE 患儿均符合新生儿缺氧

缺血性脑病治疗协作组制定的标准[ 2] 。男 15例, 女

4例;年龄 5小时～ 6 天。其中, ～ 1天 2例, ～ 2 天

4例, ～ 3 天 7例, ～ 4 天 3例, ～ 5 天 1 例, ～ 6 天

2例 。临床表现轻度HIE 6例,中度 8例, 重度5例 。

19例患儿均测 cTnI, 18例患儿检测心肌酶谱水平,

2例标本严重溶血, 心肌酶谱数值仅供参考, 分析时

除外;分别分析 cTnI和 CK-MB水平 。

1.2 　方法 　 cTnI 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

( ELISA) 。试剂盒:USA Biocheck Inc, 检测 cTnI

的灵敏度为 0.01 ng/ml, 检测时间 150 min内完成,

正常参考范围上限为 1.00 ng/ml。CK-MB 采用速

率法。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2　结果

2.1　各组 HIE 患儿血清 cTnI 比较　轻度与中度

HIE 患儿, 血清 cTnI 水平差异无显著性 ( P >

0.05) ;轻度和中度 HIE患儿, 血清 cTnI 水平均低

于重度 HIE( P<0.01) (见表 1) 。

表 1　各组 HIE 患儿血清 cTnI含量变化( x±s;ng/ ml)

分组 n cTnI F P MS组内

轻度 6 0.99±0.04＊＊

中度 8 1.19±0.16＊＊ 8.84 <0.01 0.121

重度 5 1.84±0.66　

　　q检验:与重度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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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组 HIE 患儿 CK-MB比较　各组 HIE 患儿

CK-MB水平差异无显著性( P>0.05) (见表 2) 。

表 2　各组 HIE 患儿 CK-MB 水平变化( x±s;u/ L)

分组 n CK-MB F P MS组内

轻度 5 57.60±15.73

中度 7 54.00±32.41 1.95 >0.05 723.484

重度 4 67.25±26.54

3　讨论

　　HIE患儿由于窒息缺氧缺血,细胞代谢紊乱,无

氧酵解增加, 酸性代谢产物堆积, 造成细胞内酸中

毒,抑制 ATP 产生, 参与 Ca2+竞争结合肌钙蛋白,

破坏兴奋收缩偶联机制。这些改变早期以功能变化

为主,临床症状不典型,而心肌坏死标志物可以反应

早期心肌缺氧损伤。由于缺氧使体内氧自由基和脂

质过氧化物增加,直接损伤心肌细胞膜,导致细胞结

构破坏,细胞通透性改变,酶释放增多或从受累细胞

逸出, 使血清酶活性增高 。以往,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一直是判断心肌损伤的指标, 但其增高也

见于脑外伤 、脑血管意外 、脑手术后 、肌肉损伤及肌

肉注射后,也是提示骨骼肌损伤的指标,故将其作为

心肌损伤的标志时特异性不高和敏感性不强 。本组

资料显示,在 HIE 时 CK-MB是增高的,但轻度 、中

度和重度各组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近年来, 常用

判断心肌损伤时特异性 、敏感性较佳的确定标志物

如肌钙蛋白,故血清心肌肌钙蛋白有逐渐取代 CK-

MB的趋势。

　　目前在临床上常检测以下几种心肌结构蛋白:

轻链或重链心肌肌凝蛋白 、肌红蛋白 、心脏型肌钙蛋

白 T( cTnT)及 cTnI。在心脏结构蛋白中,特异性最

高者当属 cTnT 及 cTnI。肌钙蛋白系心肌和横纹肌

的收缩调节蛋白, 由三个亚基即 TnC (分子量 18

kD) 、TnI (分子量 27 kD) 、TnT(分子量 39 kD) 组

成[ 3] ,其中 cTnI仅存在于心肌,是心肌特异性抗原,

其释放入血液循环是心肌细胞损伤的高度敏感性和

特异性标志[ 4] 。研究还表明, 在各年龄发育阶段

cTnI浓度都相同, 且新生儿和儿童骨骼肌损伤再生

时骨骼肌均不表达 cTnI
[ 5]
。在心肌细胞膜完整的

情况下, cTnI 不能透出细胞膜进入血循环, 只有在

心肌损害后,使游离于心肌细胞浆内的 cTnI 快速释

放入血,血清 cTnI才有增高[ 6, 7] ,因此, 证明了其在

临床心血管损害中具有高度敏感性和高度特异性,

动物实验亦证实了这点[ 8] 。本组检测 19例 HIE患

儿中, 中 、重度 13 例, 与轻度 HIE 比较, 血清 cTnI

增高较为明显, 这说明中 、重度 HIE 患儿存在着心

肌损伤的改变。

　　另外,本组资料还提示, 轻度 、中度与重度 HIE

间的血清 cTnI水平差异均有显著性,说明缺氧缺血

程度愈重, HIE的病情愈重, 心肌损伤程度愈重, 血

清 cTnI 水平愈高, 与文献报道相一致[ 9, 10] 。由于

cTnI 仅存在于心脏且只有一种, 其在心脏细胞内大

部分与 TnT 、TnC结合成肌钙蛋白复合体固定于肌

原纤维,小部分游离于肌浆,当心肌缺氧缺血或发生

变性坏死时, 就从受损的心肌细胞透出释放入

血[ 11] 。

HIE 患儿缺氧缺血程度愈重, HIE 的病情愈

重,心肌损伤程度愈重, 血清 cTnI 水平高, 血清

cTnI 能较好的反映心肌损害程度。因此, HIE患儿

除常规治疗外,还应注意心脏功能,必要时加用营养

心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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