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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N 端脑钠肽前体及超敏 C 反应蛋白

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王摇 敏,汪春华,刘摇 群,徐摇 转

[摘要]目的: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N 端脑钠肽前体(N鄄terminal prohormone of brainnatriuretic,NT鄄proBNP)及
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hs鄄CRP)与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IS)初发和复发的相关性,为临床

诊断、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以 216 例 IS 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初发 134 例,复发 82 例,并选取 100 名健

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分别检测 3 组受试者的 Hcy、NT鄄proBNP、hs鄄CRP 的变化水平,同时对 IS 初发和复发的因素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初发和复发 IS 患者的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且复发组的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初发 IS 组(P < 0. 01);复发 IS 组 Hcy、NT鄄proBNP、hs鄄CRP 高于正常范围值患者分

别占 56. 10% 、38. 06%和 74. 39% ,均显著高于初发 IS 组的 38. 06% 、26. 87% 和 36. 57% (P < 0. 01);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的升高均是 IS 初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罹患糖尿病和机体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的

升高均是 IS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IS 患者的 Hcy、NT鄄proBNP、hs鄄CRP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且复发 IS 的检测指标水

平亦高于初发患者,高水平的 Hcy、NT鄄proBNP、hs鄄CRP 均是 IS 初、复发的独立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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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value on plasma homocysteine,N鄄terminal prohormone of brainnatriuretic
and 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WANG Min,WANG Chun鄄hua,LIU Qun,XU Zhu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levels of plasma homocysteine(Hcy),N鄄terminal prohormone of
brainnatriuretic(NT鄄proBNP),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hs鄄CRP) and ischemic stroke(IS) onset and recurrence,an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condition assessment and prognosis. Methods:Total 216 patients with IS from Dec. 2011 to
Aug. 2013 were recruited,134 cases with IS initial onset,and 82 cases with recurrence,meanwhile 100 healthy person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Plasma Hcy,NT鄄proBNP and hs鄄CRP level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measured. The factors in IS initial onset and
recurrence were carried out in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The plasma Hcy,NT鄄proBNP and hs鄄CRP levels in primary
and recurrent IS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Hcy,NT鄄proBNP and hs鄄CRP levels in the
recurrenc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initial onset group(P < 0. 01);Hcy,NT鄄proBNP and hs鄄CRP levels in
recurrent group accounted for 56. 10% ,38. 06% and 74. 39% above the normal range,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8. 06% ,
26. 87% and 36. 57% in primary group(P < 0. 01);th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displayed the rise of Hcy,NT鄄
proBNP and hs鄄CRP levels were I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inifial onset(P < 0. 01);diabetes and the rise of Hcy,NT鄄proBNP
and hs鄄CRP level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recurrence of IS(P < 0. 01). Conclusions:Plasma Hcy,NT鄄proBNP,hs鄄
CRP levels in IS pati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healthy people,and Hcy,NT鄄proBNP,hs鄄CRP levels in the recurrence IS are
also higher than in the initial onset. High levels of Hcy,NT鄄proBNP and hs鄄CRP are all I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recurrence.
[Key words] ischemic stroke;homocysteine;N鄄terminal prohormone of brainnatriuretic;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摇 摇 脑卒中是一种突发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

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和高复发率的“四高冶特征。
近来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脑卒中的发病率逐

年攀升,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

问题。 缺血性脑卒中( ischemic stroke,IS)约占所有

脑卒中的 80% ,是其主要的疾病类型[1]。 目前研究

证实,炎症反应及其所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是 IS 发

病的重要机制[2]。 作为急性炎症时相反应的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hs鄄CRP)
对于 IS 的发生具有潜在的预示价值[3]。 而且,含硫

基的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和 N 端脑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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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前体 ( N鄄terminal prohormone of brainnatriuretic,
NT鄄proBNP)同样被认为均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

独立危险因素,且都具有早期诊断 IS 及预后判断的

潜在指导价值[4 - 5]。 但是,目前 Hcy、NT鄄proBNP 及

hs鄄CRP 的变化水平与 IS 的发生、发展是否具有显

著的相关关系报道较少。 据此,本研究以我院 2011
年 12 月至 2013 年 8 月诊治的 216 例 IS 患者为研究

对象,探讨 Hcy、NT鄄proBNP 及 hs鄄CRP 水平变化与

IS 的相关性,以期为诊断、评估 IS 患者病情及预后

判断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 摇 一般资料 摇 216 例 IS 患者中男 126 例,女
90 例;年龄 45 ~ 79 岁。 入院时均给予临床病史、体
格、生化指标检查,诊断均符合第 4 届脑血管病会议

修订的诊断标准,并均经头颅 CT 和 /或 MRI 检查确

诊。 入选标准:(1)无急性感染性、自身免疫性、急
性心肌梗死、周围血管栓塞性等疾病;(2)无严重营

养不良、恶性肿瘤、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3)肝肾

功能、甲状腺功能均正常;(4)1 个月内未服用左旋

多巴、茶碱、考来烯胺、维生素 B 族、甲氨蝶呤等影

响检测指标的药物。
1. 2摇 病例分组摇 将入选 IS 患者依据其既往是否有

IS 病史分为初发 IS 组和复发 IS 组,其中初发 IS 组

患者 134 例,男 78 例,女 56 例,年龄 45 ~ 76 岁,其
中有高血压史 96 例,糖尿病 54 例,冠心病 44 例,高
脂血症 12 例;复发 IS 组 82 例,男 48 例,女 34 例,年
龄 46 ~ 75 岁,其中有高血压史患者 68 例,糖尿病

21 例,冠心病 13 例,高脂血症 9 例。 同时,选择同

期健康体检者 100 名为对照组,均经体格检查、病史

询问及 CT 或 MRI 排除 IS 和感染性疾病。 其中男

50 名,女 50 名,年龄 44 ~ 80 岁。 对照组与初发和

复发 IS 组的年龄及性别构成比均具有可比性。
1. 3 摇 血浆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检测 摇
采集入院 IS 患者及健康体检者清晨空腹 8 ~ 12 h 外

周静脉血 3 ~ 5 ml 于肝素抗凝真空管中,3 000 r /
min 离心 3 min 取上清液,禁用脂浊、溶血标本。 循

环酶法测定 Hcy 水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 hs鄄CRP
水平,试剂盒均购自上海德赛试剂公司,仪器均为美

国 Beckman 公司 DXC8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胶
体金法测定 BNP 水平,试剂为南京基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仪器为 FIA8000 型免疫定量分析仪。
1. 4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q 检验、 字2 检验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比较摇 初发 IS
组和复发 IS 组的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01);复发 IS 组的 Hcy、
NT鄄proBNP和 hs鄄CRP 水平亦均明显高于初发 IS 组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3 组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比较(x 依 s)

分组 n
Hcy /

(滋mol / L)
NT鄄proBNP /
(pg / ml)

hs鄄CRP /
(mg / L)

对照组 100 9. 32 依 1. 28摇 191. 35 依 8. 11摇 摇 2. 19 依 0. 78摇 摇

初发 IS 组 134 16. 71 依 4. 90** 238. 26 依 10. 48** 7. 32 依 1. 65**

复发 IS 组 82 20. 54 依 5. 66**
驻驻 284. 56 依 11. 02**

驻驻 11. 04 依 2. 51**
驻驻

F — 160. 24 1 988. 41 609. 06

P —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 19. 011 98. 900 2. 980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 <0. 01;与初发 IS 组比较 驻驻P <0. 01

2. 2摇 初发 IS 组和复发 IS 组高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比较 摇 复发 IS 组 Hcy 值增高 46 例

(56. 10% ),初发 IS 组增高 51 例(38. 06% ),2 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6. 69,P < 0. 05);复发 IS 组

NT鄄proBNP 值增高 38 例(46. 34% ),显著高于初发

IS 组的 26. 87% (36 / 134) ( 字2 = 8. 57,P < 0. 01);而
且,复发 IS 组 hs鄄CRP 值增高 61 例(74. 39% ),明显

高于初发 IS 组的 36. 57% (49 / 134) ( 字2 = 29. 12,
P < 0. 01)。
2. 3摇 IS 初发的危险因素分析摇 将年龄、性别、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等高危因素带入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结果发现,IS 初发均与高水平

的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有关(P < 0. 01),提示

机体高水平的 Hcy、NT鄄proBNP 及 hs鄄CRP 均是 IS 初

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2)。

表 2摇 IS 初发高危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相对危险度(OR)

年龄 0. 816 0. 154 > 0. 05 1. 010

性别 0. 624 0. 075 > 0. 05 1. 054

高血压 0. 178 0. 644 > 0. 05 1. 004

糖尿病 2. 104 0. 172 > 0. 05 1. 309

冠心病 0. 682 0. 786 > 0. 05 1. 046

高脂血症 0. 263 0. 210 > 0. 05 0. 926

高水平 Hcy 18. 300 0. 502 < 0. 01 2. 418

摇 高水平 NT鄄proBNP 12. 469 0. 092 < 0. 01 2. 050

高水平 hs鄄CRP 10. 312 0. 086 < 0. 01 1.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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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摇 IS 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摇 将年龄、性别、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等高危因素带入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结果发现 IS 复发均与糖尿病、
高水平的 Hcy、 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有关 ( P <
0. 01),提示罹患糖尿病和机体高水平的 Hcy、NT鄄
proBNP 及 HS鄄CRP 水平的升高均是 IS 复发的独立

危险因素(见表 3)。

表 3摇 IS 复发高危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OR

年龄 1. 238 0. 291 > 0. 05 1. 115

性别 0. 237 0. 016 > 0. 05 1. 006

高血压 0. 051 0. 376 > 0. 05 1. 108

糖尿病 5. 239 0. 322 < 0. 05 2. 429

冠心病 0. 682 0. 230 > 0. 05 1. 089

高脂血症 0. 263 0. 210 > 0. 05 0. 926

高水平 Hcy 33. 210 0. 418 < 0. 01 2. 518

高水平 NT鄄proBNP 16. 509 0. 063 < 0. 01 2. 391

高水平 hs鄄CRP 8. 329 0. 046 < 0. 01 1. 219

3摇 讨论

摇 摇 虽然 IS 的治疗方式正逐步发展完善,但目前 IS
仍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复发率,临床疗效并不理想,
因此,如何有效地筛查和识别 IS 高危因素,尽早评

估和诊断 IS,展开针对性的预防性治疗,降低 IS 的

复发率、致残率和病死率,是诸多临床一线工作者亟

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炎症所致的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是导致 IS 的

重要发病机制,因而有效地降低炎性反应阈值或延

缓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是提高 IS 临床疗效的重

要策略之一[6]。 Hcy 是蛋氨酸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

种含硫基氨基酸,主要包括 3 种存在形式,分别为游

离的、二硫键结合的 Hcy 和 Hcy 的二硫化物[7]。 既

往研究[8]报道,IS 患者中约 60% 易出现高 Hcy 血

症,同时其检测水平可显著高于健康人群,且血浆中

Hcy 水平高出 4. 7 滋mol / L,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便

会提高 20% ~40% 。 本研究结果亦发现,在初发 IS
组中 38. 06% 患者出现 Hcy 水平明显升高,而在复

发 IS 组中这一比例显著增高,达到 56. 10% ,而且高

水平的 Hcy 同时是初发和复发 IS 患者的高危因素。
这些结果充分表明,Hcy 水平的升高可明显增加 IS
的发生,并且对 IS 的预后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Hcy 升高诱发 IS 的具体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有研究[5]认为,炎症反应是促进动脉狭窄、粥样化

改变的重要方式,而且炎症反应也被发现贯穿 IS 的

整个病理过程。 hs鄄CRP 是体内炎症反应的重要标

志物,也与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

切相关[9]。 有观点揭示,hs鄄CRP 参与了 IS 的疾病

过程,且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 IS 的预后情况,即持

续升高的 hs鄄CRP 水平可反映 IS 患者预后的不

良[10]。 本研究结果亦提示,hs鄄CRP 在初发 IS 患者

中尽管高于正常人群,但却仍低于复发组的 IS 患

者,该发现亦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 hs鄄CRP 居高不

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 hs鄄CRP 等炎性细胞因

子水平的持续增加常伴随着体内强烈的炎症应激反

应,若炎性反应长时间存在,可导致缺血区域的脑梗

死范围进一步增大或加重损伤[11]。 同时,另一方

面,hs鄄CRP 亦可作为 IS 初发或复发的独立危险因

素,对诊断和防治 IS 复发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BNP 是一种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

的天然拮抗剂,也是一种重要神经激素,广泛分布于

脑、脊髓、心脏等组织,在诸多心脑血管疾病病理生

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2]。 NT鄄proBNP 水平的高

低可直接影响 IS 的发病、严重程度、梗死性质,因
此,在预测 IS 的发病及预后判断时,NT鄄proBNP 的

水平对诊断和评估 IS 有良好的指导价值[13]。 本研

究结果发现,IS 患者 NT鄄proBNP 的水平明显高于正

常人群,这与既往研究[14] 报道基本一致,但重要的

是,本研究还揭示复发 IS 患者的 NT鄄proBNP 水平显

著高于初发患者,提示 BNP 与 IS 的预后有密切相

关性。
迄今为止,IS 复发的危险因素是否与初发的高

危因素一致尚无明确定论。 有研究[15 - 16] 认为,IS
的复发因素包括脑卒中类型、高血压、糖尿病、初次

发病的血压、CT 异常、高血糖等。 而另有研究[17 - 18]

则发现,高血压和心房颤动等是 IS 复发的独立危险

因素。 本研究结果则发现, 高水平的 Hcy、 NT鄄
proBNP、hs鄄CRP 也是 IS 发病的高危因素,且复发高

危因素除罹患糖尿病之外其余基本相一致,这可能

是由于研究方法和选择的临床资料不同,进而导致

报道的高危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揭示 Hcy、NT鄄proBNP 和

hs鄄CRP 水平和 IS 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其水平检

测对临床诊断、评估和防治 IS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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