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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 C 反应蛋白和心房颤动的关系

程仁力，黄 涛，张 澍，黄利军，孙 彤，谢后田

［摘要］目的:观察心房颤动患者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 水平变化，探讨炎症与心房颤动的关系。方法:将 84 例心房颤动患

者分为持续性心房颤动组( ＞ 30 d) 43 例和阵发性心房颤动组( ＜ 48 h) 41 例，并选择 40 例水平窦性心律者作为对照组。采用

酶联免疫双抗体夹心法测定 hs-CRP。结果:持续性心房颤动组患者血清 hs-CRP 水平高于阵发性心房颤动组和对照组( P ＜
0． 01) ，阵发性心房颤动组患者血清 hs-CRP 水平高于对照组( P ＜ 0． 01) 。结论:心房颤动与炎症有关，炎症参与了心房颤动的

发生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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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and atrial fibrillation
CHENG Ren-li，HUANG Tao，ZHANG Shu，HUANG Li-jun，SUN Tong，XIE Hou-Tian
(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so a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flammation and atrial fibrillation． Methods: Eighty-four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 ＞ 30 days) group ( 43 cases) and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 ＜ 48 hours) group ( 41
cases) ，and 40 patients with sinus rhythm acted as control． The serum hs-CRP content of each group was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The serum level of hs-CRP in the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 P ＜ 0． 01 ) ; the serum level of hs-CRP content in the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 01) ． Conclusion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nflammation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enesis and sustaining of atrial fibrillation．
［Key words］atrial fibrillation; inflammation; 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心房颤动( atrial fibrillation，AF) 是临床上最常

见而复杂的心律失常，正日益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

主要心血管疾病之一
［1］; 同时也是临床医生最感困

惑的一种心律失常，被称作心律失常的迷宫
［2］。尽

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心房颤动确切的发病机制

仍不清楚，炎症因素作为发病机制之一已引起人们

的重视
［3］。C 反应蛋白( CRP) 是目前最有价值的急

性时相反应蛋白，它的升高可提示许多炎症事件的

发生，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监

测。本研究以超敏 CRP( hs-CRP) 作为观察指标，探

讨炎症与心房颤动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8 月

在我科住院的心房颤动患者 84 例，其中持续性心房

颤动组( ＞ 30 d) 43 例，阵发性心房颤动组( ＜ 48 h)

41 例，对照组( 窦性心律组) 40 例。排除以下情况:

恶性肿瘤; 各种感染性疾病; 甲状腺疾病; 风湿活动;

近期有外伤及手术史; 严重肝肾系统疾病; 自身免疫

性疾病;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房颤动组患者和

对照组的性别、年龄等具有可比性( 见表 1) 。

表 1 2 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分组 n 年龄( 岁) 男 女 冠心病 高血压
风湿性

心脏病
糖尿病 心肌病

对照组 40 60． 01 ± 12． 75 18 22 8 8 10 8 6

心房颤动组 84 61． 24 ± 12． 4 37 47 16 18 21 17 12

合计 124 — 55 69 24 26 31 25 18

χ2 — 0． 51* 0． 01 0． 02 0． 03 0． 00 0． 00 0． 01

P —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示 t 值

1． 2 方法 研究对象均采集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

4 ml，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双抗体夹心法测定

hs-CRP 水平。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2 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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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持续性心房颤动组患者血清 hs-CRP 水平高于

阵发性心房颤动组和对照组( P ＜ 0． 01 ) 患者，阵发

性心房颤动组患者血清 hs-CRP 水平高于对照组

( P ＜ 0． 01) ( 见表 2) 。

表 2 3 组患者 hs-CRP 水平的比较(x ± s)

分组 n hs-CRP( mg /L) F P MS组内

对照组 40 1． 11 ± 0． 91

阵发性心房颤动组 41 2． 91 ± 0． 77＊＊ 574． 70 ＜ 0． 01 0． 592

持续性心房颤动组 43 6． 70 ± 0． 61＊＊##

q 检验: 与对照组比较＊＊P ＜ 0． 01; 与阵发性心房颤动组比较

##P ＜ 0． 01

3 讨论

心房颤动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易产生血栓

栓塞并发症，是心房颤动患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
我国心房颤动的流行病学资料尚不完备，估计全国

心房颤动患者在 1 000 万以上
［4］。周自强等

［5］
研究

表明，中国心房颤动患病率为 0． 77%，且患病率有

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加的趋势。现代心房颤动机制

的基础研究始于 1914 年，但直至今日，有关心房颤

动的确切机制仍不完全清楚。近年来，炎症因素作

为心房颤动发病机制之一，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国内外已有多项研究

［6 － 7］
显示炎症因素在心房颤动

的发生和维持中发挥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持续性心房颤动组患者血清

hs-CRP 水 平 高 于 阵 发 性 心 房 颤 动 组 患 者 ( P ＜
0． 01) ，阵发性心房颤动组患者血清 hs-CRP 水平高

于对照组( P ＜ 0． 01) ，表明 hs-CRP 水平的增高与心

房颤动有关，并且与心房颤动的持续时间有关，说明

心房颤动患者本身存在着基础炎性反应状态，推断

心房颤动形成中有炎性因素参与，炎性反应的变化

又促进心房颤动的发作及持续。
近年发现，他汀类调脂药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

Siu 等
［8］

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治疗能显著降低孤

立性心房颤动患者复律后复发率，该研究有 62 例孤

立性心房颤动患者入组，治疗组患者在复律前服用

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通过平均( 44 ± 1 ) 个月的

随访，发现治疗组复律后复发率相对于对照组明显

降低( 40% VS 84%，P = 0． 007) ，故 Siu 等推测他汀

类药物可能通过调整炎症反应起到降低心房颤动复

发率的作用。他汀类调脂药、阿司匹林等药物可降

低血浆 CRP 的水平，心房颤动患者应用这些药物是

否可以降低心房颤动的发作及复律后复发率，尚需

通过大规模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或许可能给当前

捉襟见肘的心房颤动药物治疗带来新的曙光。
国内外研究已经揭示了炎症和心房颤动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关系究竟如何，二者孰因孰

果，目前尚不完全清楚。Sata 等
［9］

对心房颤动与炎

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心房颤动

不能导致炎症反应，炎症可能是心房颤动的致病因

素。Chung 等
［6］

研究发现，阵发性心房颤动与持续

性心房颤动的 CRP 水平有显著差异，提示炎症可能

与心房颤动的维持有关，而不支持炎症的始动因素。
尽管国内外许多试验均证实炎症参与了心房颤

动的发生，但其中的具体机制尚不十分明确。Klein
等

［10］
认为，心房细胞及间质的炎性过程可直接引起

膜电位的波动，形成触发活动。在 Ca2 +
存在的条件

下，特别是在有溶血磷脂酰胆碱 － 溶血卵磷脂存在

时，CRP 可特异性地与缩醛磷脂酰胆碱结合。缩醛

磷脂酰胆碱可形成长链酰基卡尼丁和溶血磷脂酰胆

碱，两者均可抑制肌浆网 Na + -Ca2 +
交换，影响膜的

功能，导致心律失常
［11］。

此外，炎症改变还能引起心房结构重构，使心房

颤动易于维持。心房颤动时，心房肌的快速激活使

心房肌细胞发生钙超载，引起凋亡，并由纤维细胞增

生替代。而 CRP 作为炎症因子参与凋亡细胞的清

除，因此低水平炎症反 应 参 与 了 心 房 的 重 构
［12］。

Korantzopoulos 等
［13］

认为炎症是通过增加心房肌氧

负荷参与结构重构。所以，炎症反应可能不仅参与

了心房颤动的诱发，还引起了心房的结构重构及电

重构，使心房颤动易于诱发及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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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这些病变可能在数十年之内也不会发生变化) ，

早期外科治疗是否是一种过度治疗，尚无循证医学

证据。Al-Sobhi 等
［5］

报道，美国每年约有 50 万例临

床 NPBLs 被检出，其中仅约 15%为恶性。如何利用

当前影像技术合理地评估 NPBLs 是否需要进行定

位活检，笔者的体会是: ( 1 ) 需要放射科、乳腺科医

生密切配合，保证摄片质量，提高对微小病变的判读

能力，提高对乳腺癌恶性征象的认识，如有细小密集

泥沙样钙化、局部腺体结构扭曲和紊乱、短毛刺或分

叶状小结节伴有或不伴有钙化等高度怀疑恶性征象

时应进行活检。( 2) 对高危人群如有乳腺癌病史或

癌症家族史者、月经初潮较早或绝经较晚者、未婚

者、未育或高龄初产者、乳腺增生症药物治疗半年无

效者等，应积极进行定位活检。( 3 ) BI-RADS Ⅳ级

及以上者应积极进行 X 线术前定位活检。欧美文

献
［6 － 7］

报道，BI-RADS Ⅳ级和Ⅴ级病灶的阳性预测

值分别达 25． 0% ～ 34． 0% 和 77． 4% ～ 100． 0%。
Tan 等

［8］
报道，亚洲人 BI-RADS Ⅳ级和Ⅴ级的恶性

预测 值 与 欧 美 国 家 结 果 相 似，分 别 为 27． 0% 和

84． 0%。本研究分别为 27． 5% 和 84． 6%，可见 BI-
RADS 分级报告同样适合于我国患者。
3． 3 钼靶 X 线术前定位活检时的注意事项 乳腺

X 线定位引导下行外科活检术，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趋于成熟，现在应用较广，国内近年来

开展逐渐增多。本组 91 个病变，穿刺定位下切除活

检均获得成功，无一发生穿刺针折断、遗留、脱落，我

们的体会是准确的术前定位，外科完整的切除病灶，

病理正确的诊断，3 个环节密不可分。我们的体会

是: ( 1) 操作者术前需认真阅读乳腺 X 线片，以手术

切除路径最短为原则，确定穿刺点，选择压迫区域。
( 2) 穿刺过程中患者需保持固定姿势，以免病灶移

位。( 3) 进针方向应与胸壁平行，不要垂直进针，以

免刺破胸膜造成气胸，视病变的位置可由上、下、内、
外方向进针。( 4) 穿刺成功后需妥善固定定位针并

尽快 手 术 活 检，以 免 定 位 针 移 位 而 影 响 准 确 性。
( 5) 定位时要求定位针达到病灶内或在病灶周围

0． 5 ～ 1． 0 cm 为宜，手术切除过程始终在金属定位

针引导下进行，在定位针前端即倒钩处应切除周围

1． 0 ～ 1． 5 cm 腺体，防止病灶残留。( 6) 标本切除后

要先行 X 线摄影，观察病灶及金属定位针是否完整

取出，然后送冷冻检查。( 7 ) 穿刺定位、手术活检过

程中，操作切忌粗暴，以免定位针折断、撕脱或残留

在乳腺组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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