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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硬化患者血清超敏 C反应蛋白及
胆红素检测的临床意义

刘　刚

[摘要 ]目的: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清中超敏 C反应蛋白 (h-CRP)及总胆红素 (TBil) 、直接胆红素 (DBil)含量与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患者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和速率法, 分别检测 48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和 50名健康

人血清的 h-CRP和 TBil、DBil。结果: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 h-CRP含量显著高于健康人 (P<0.001), 而 TBil、DBil均显著

低于健康人 (P<0.001)。结论:检测血清 h-CRP、TBil、DBil含量,有助于动态观察及评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风险, 防止

冠心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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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levelsofh-CRP, DBilandTBilinserumand

analysisofcorrelationbetweentheirlevelsandarterioscle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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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serumlevelsofhighsensitivityCreactiveprotein(h-CRP), totalbilirubin(TBil) anddirect

bilirubin(DBil) inpatientswithcoronaryarteriosclerosisandthecorrelationbetweentheirlevelsandarteriosclerosis.Methods:The

levelsofh-CRPwasdeterminedbylatex-enhancedimmunoturbidimetric, DBilandTBilweredeterminedbycontinuousmonitoringassay

in48 patientswithcoronaryarteriosclerosisand50 controls.Results:Comparedwiththecontrol, thelevelsofh-CRP, DBilandTBilin

thesepatientshadstatisticallysignificantdifferences.Thelevelsofh-CRPofthesepatientswerehigherthanthoseofthecontrol(P<

0.001) whilethelevelsofDBilandTBilwerelower(P<0.001).Conclusions:Thedeterminationofthelevelsofhs-CRP, DBiland

TBilinserumcanhelpinevaluatingtheseverityandtheriskofcoronaryarteriosclerosis, whichwillpreventcoronaryartery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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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硬化是导致冠心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

素, 而导致动脉硬化的因素之一是 C反应蛋白

(CRP)受体被单核细胞 、粒细胞的炎性剌激而激活,

破坏血管壁而形成斑块
[ 1]
。胆红素是肝脏分泌 、代

谢 、合成的诊断指标,增高常被认为有临床意义,降

低往往被医学界忽视, 有文献报道胆红素降低是冠

心病的新危害因子
[ 2]
。笔者通过对 48例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患者血清超敏 C反应蛋白 (h-CRP) 、总胆

红素 (TBil) 、直接胆红素 (DBil)的检测, 探讨其与冠

状动脉硬化患者间的关系 。现作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 根

据 WHO1979年动脉粥样硬化诊断分型标准, 确诊

为冠状动脉硬化患者 48例,男 35例, 女 13例;年龄

51 ～ 70岁。对照组为 50名健康体检者, 其中男 43

例,女 7例;年龄 50 ～ 72岁 。受试者均无发热 、外

伤 、肿瘤和肝胆 、血液系统疾病, 未服用影响胆红素

代谢的药物。

1.2　方法　采用日本协和株式会社生产的 h-CRP、

TBil、DBiL试剂盒 (批号分别为 NO432、TU70497、

TE70201) ,仪器为 HITACHI7600-020型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取空腹静脉血 5 ml, 2 h内分离血清,

-20 ℃保存, 3个月内检测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或 t′)检验和 χ
2
检验 。

2　结果

　　冠状动脉硬化患者组 h-CRP含量显著高于对

照组 (P<0.001 );若以大于对照组值 (x±3s)即

3.01 mg/L为阳性,则 48例中仅 1例 <3.01 mg/L,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
=94.08, P<0.005 )。

冠状动脉硬化组 TBiL、DBiL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01) (见表 1)。

3　讨论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所致的慢

性疾病,已得到医学界的认同 。近年研究表明, 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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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 h-CRP和胆红素测定结果比较 (x±s)

分组 n
h-CRP

(mg/L)

TBil

(μmol/L)

DBil

(μmol/L)

冠状动脉硬化组 48 4.78±0.85 9.4±6.1 2.2±0.6

对照组 50 2.32±0.27 16.9±6.2 3.9±1.7

t — 19.38■ 6.03 6.65

P — <0.001 <0.001 <0.001

　　■示 t′值

位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 具有调节单核细胞聚集

作用, CRP是补体激活剂, 与膜攻击复合物共同存

在于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内,可刺激组织因子生

成,并且聚集的 CRP可激活补体 。组织因子主要启

动血凝过程, 可以解释 CRP在冠心病中的重要作

用 。常规的 CRP检测是根据其生物学特征变化速

度快 、灵敏度高, 不受病毒感染 、年龄 、免疫状态 、药

物治疗及生理影响进行的
[ 3]
。临床常用来判定感

染状况及转归,但在亚临床状态下作为微量致炎性

因子而导致的心血管疾病, 检测 h-CRP具有一定临

床意义 。文献报道
[ 1]
约 99%的健康人群 CRP正常

值 <3.0 mg/L,有炎性因子存在时 CRP>3 mg/L,

本文结果与此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慢性微量炎性因

子激活补体而引发脂质沉积于血管壁,通过浸润 、聚

集,造成血管损伤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本文 48例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有 47例 h-CRP>3 mg/

L,另 1例经随访 6个月后也呈现增高,说明 h-CRP

可作为冠状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指标 。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冠心病的重要病理基础 。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与氧自由基参与的血管内皮损伤

脂质的氧化和代谢紊乱有密切关系, 血中低密度脂

蛋白的氧化修饰与冠状动脉硬化关系密切, 是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重要病理基础
[ 4]
。血清

TBiL作为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抗氧化物质,能有效地

清除氧自由基,减少氧自由基对血管内皮的损伤,防

止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修饰, 拮抗补体系统所致的

炎性损伤作用 。Schwertner等
[ 5]
报道低值胆红素与

冠心病有关,发现血清胆红素每下降一半,发生冠状

动脉硬化的危险性增加 47%。游离和结合的胆红

素在生理浓度状态下能够有效地抑制金属离子

(Fe
2+
、 Cu

2 +
)催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氧化修饰作

用
[ 6]

, 可见血清胆红素是机体内一种有效的生理性

抗氧化剂,是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和降低危险因子的

主要机制之一 。本文 48例动脉粥样硬化者不论

TBil还是 DBi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充分说明机体抗

氧化活性的降低是由于 TBil、DBil降低,要降低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性, 只有提高机体内的抗氧化

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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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中有关实验动物描述的要求

　　医学论文中,凡涉及到实验动物者, 在描述中应符合以下要求:( 1)品种 、品系描述清楚;

( 2)强调来源;( 3)遗传背景;( 4)微生物学质量;( 5)明确体重;( 6)明确等级;( 7)明确饲养环境

和实验环境;( 8)明确性别;( 9)有无质量合格证;( 10)有对饲养的描述 (如饮料类型 、营养水平 、

照明方式 、温度 、湿度要求 );( 11)所有动物数量准确;( 12)详细描述动物的健康状况;( 13)对动

物实验的处理方式有单独清楚的交代;( 14)全部有对照, 部分可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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