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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原、D鄄二聚体、C 反应蛋白

和血尿酸与急性脑梗死的相关性

孙摇 静,张摇 干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纤维蛋白原(Fib)、D鄄二聚体(D鄄D)、C 反应蛋白(CRP)和尿酸(UA)分别与急性脑梗死(ACI)的关系。
方法:选取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1 月经诊治明确的 55 例 ACI 病人作为 ACI 组,并按照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评分标准

分为轻型组(18 例)、中型组(26 例)和重型组(11 例)。 将同期 55 名健康体检人群作为对照组。 2 组分别检测 Fib、D鄄D、CRP
和 UA。 观察血清 Fib、D鄄D、CRP 和 UA 水平及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ACI 组病人血清 Fib、D鄄D、CRP 水平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血 UA 水平在 ACI 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在 ACI 病人组中随着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的加重,Fib、D鄄D、CRP 水平呈现出逐级增高的趋势(P < 0. 05 ~ P < 0. 01)。 血 UA 在 ACI 病人分组中测量值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ACI 病人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与 Fib、D鄄D、CRP 水平有相关性,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UA 水平与急性脑梗死未见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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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levels of fibrinogen,D鄄dimer,C鄄reactive protein
and uric acid,and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SUN Jing,ZHANG Ga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erum levels of fibrinogen(Fib),D鄄dimer(D鄄D),C鄄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uric acid(UA),and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ACI). Methods:Fifty鄄five ACI patients from February 2015 to November
2016 were divided into the ACI group,and subdivided into the mild group(18 cases),medium group(26 cases) and severe group(11
cases) according to the score of the clinical nerve function defect. Fifty鄄five healthy people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Fib,D鄄D,CRP and UA were detected,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serum levels of Fib,D鄄D,CRP and UA,and degree of nerve
function defect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serum levels of Fib,D鄄D and CRP in ACI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ifference of UA level between the ACI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 0. 05). With the aggravating of the degree of nerve function defect,the levels of the Fib,D鄄D and CRP gradually increased in ACI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serum UA level among the ACI patients ( P > 0. 05).
Conclusions:The degree of never function defect is related to the levels of Fib,D鄄D and CRP in ACI patients,whi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I. The UA level is not obviously related to 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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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急性脑梗死(ACI)是指多因素导致脑组织血供

障碍,致局部脑组织一过性或不可逆的损伤,出现神

经细胞坏死和凋亡,突然发病并迅速出现局限性或

弥散性脑损害的症状和体征,其致死致残率较高。
按照病理生理机制可分为脑血栓形成、脑栓塞及血

流动力学机制所致的脑梗死。 脑梗死病人体内多项

临床指标发生了异常改变,包括血脂指标、凝血指

标、炎症因子指标等[1]。 另外,高尿酸血症是脑血

管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2]。 研究 ACI 病人机体功

能、代谢及结构的变化和机制,做到准确定位、定性

诊断,对于阻断神经功能的进一步损害,降低致残、
致死率有很大帮助。 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清纤维蛋白

原(Fib)、D鄄二聚体(D鄄D)、C 反应蛋白(CRP)和尿

酸(UA)水平与 ACI 之间的联系。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1 月经诊

断治疗明确的 55 例 ACI 病人作为 ACI 组,均系 1 周

内急性发病的新发脑梗死病人,其中男 33 例,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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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39 ~ 87 岁,均符合中华神经科学会 2010 年

制定的脑梗死诊断标准[3],并经 CT、MRI 检查(平
扫及弥散加权像)证实。 同时,按照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标准将 ACI 组分为 3 个类别,其中轻型组

18 例,中型组 26 例,重型组 11 例。 选取同年龄段

55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35 名,女 20
名,均排除脑出血、凝血异常、肿瘤、近期急慢性感染

及严重肝肾功能异常、自身免疫性疾病,并且近 1 周

内未服用丙磺舒等影响尿酸代谢的药物。 各组之间

性别、年龄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血标本采集:对照组于空腹时采集肘静

脉血,ACI 组 55 例病人于入院后第二天清晨空腹时

采集肘静脉血。 采用罗氏 Cobas8000 型血凝分析仪

检测 Fib、D鄄D,日本 Sysmex CA鄄7000 型生化分析仪

检测 CRP 和 UA 水平。 比较 ACI 组和对照组之间

及 ACI 组中各亚组之间的 Fib、 D鄄D、 CRP 和 UA
水平。
1. 3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及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ACI 组病人和对照组 Fib、D鄄D、CRP 和 UA 水

平比较摇 ACI 组病人 Fib、D鄄D、CRP 的测量值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UA 的测量值和对照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摇 表 1摇 ACI 组病人和对照组 Fib、D鄄D、CRP 和 UA 水平的比

较(x 依 s)

分组 n Fib / (g / L) D鄄D / (mg / L) CRP / (mg / L) UA / (滋mol / L)

ACI 组 55 5. 29 依 0. 61 2. 07 依 0. 72 43. 47 依 14. 79 277. 73 依 32. 27

对照组 55 2. 25 依 1. 04 0. 39 依 0. 20 5. 20 依 1. 88 269. 80 依 28. 66

t — 18. 71 16. 81 9. 03 1. 36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2. 2摇 ACI 组不同病情病人 Fib、D鄄D、CRP 和 UA 水

平比较摇 重型组、中型组病人 Fib、D鄄D、CRP 的测量

值均高于轻型组(P < 0. 05 ~ P < 0. 01),重型组病人

Fib、D鄄D、CRP 的测量值均明显高于中型组 (P <
0. 01)。 各组病人 UA 的测量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ACI 是在各种原因共同作用下的病理生理改变

过程。 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高龄、高血糖、高
血压、高脂血症及血管炎等。 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

血管壁病变导致的血管管腔狭窄或血栓形成是脑梗

死的主要病因。
Fib 是由肝细胞合成,在血中循环,在凝血酶的

作用下转变为纤维蛋白单体,后在其他凝血因子的

参与下相互聚合,并参与血小板的聚集,从而最终形

表 2摇 ACI 组不同病情病人 Fib、D鄄D、CRP 和 UA 水平的比较(x 依 s)

分组 n Fib / (g / L) D鄄D / (mg / L) CRP / (mg / L) UA / (滋mol / L)

轻型组 18 4. 67 依 0. 44 1. 34 依 0. 39 25. 59 依 6. 53 280. 83 依 28. 20

中型组 26 5. 40 依 0. 31* 2. 20 依 0. 46* 47. 43 依 4. 46* 277. 23 依 29. 93

重型组 11 6. 03 依 0. 35**吟吟 2. 92 依 0. 34**吟吟 63. 35 依 2. 75**吟吟 273. 82 依 44. 67

F — 49. 95 51. 85 210. 34 0. 16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MS组内 — 6. 95 8. 98 1 298. 89 55 870. 75

摇 摇 q 检验:与轻型组比较*P < 0. 05,**P < 0. 01;与中型组比较吟吟P < 0. 01

成血凝块。 有研究[3 - 4]表明,血浆 Fib 水平高者,血
栓形成、斑块破裂的发生率也明显升高,Fib 含量的

增高是脑梗死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D鄄D 反映了体

内活化的血栓和纤溶系统激活。 研究[5] 表明,D鄄D
可反映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与缺血性心脏病

和外周血管疾病相关。
CRP 主要由肝细胞合成,单核吞噬细胞、成纤

维细胞等也可产生少量 CRP,在炎症、感染、发热时

明显增加,被称为急性期反应蛋白。 有研究[6 - 7] 表

明,当机体发生急性炎性反应时,CRP 含量急剧升

高,可作为炎性反应的一个重要指标。 并参与血栓

形成和动脉硬化的病理过程,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之一。 本次统计样本显示,ACI 组病人 Fib、D鄄D、
CRP 的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升高,且与临床症状表

现轻重呈正相关。 通过对 ACI 组和对照组测量值

比较,发现 Fib、D鄄D、CRP 可以作为反映脑卒中危险

因素的指标,而且水平越高,预示病情越严重,临床

可以对 Fib、D鄄D、CRP 三者联合检测,对判断病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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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程度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Fib、D鄄D、CRP 在

ACI 组较对照组显著升高的情况,指导我们防治脑

梗死要强调一级预防,临床上对于血检呈高凝状态

的,有脑缺血缺氧表现但影像学等检查未见明显颅

内异常的,可以适当采取抗凝、降纤等对症治疗及早

干预。
UA 是体内嘌呤经肝脏代谢的产物,其排泄途

径主要为泌尿系统。 UA 水平与自身代谢物的多少

及排泄增加或减少等因素有关。 高尿酸血症是心血

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但高尿酸血症在脑血管病

中的作用及与其危险因素之间关系尚无一致结

论[8]。 亦有研究提出,高尿酸血症是脑卒中的保护

因素,血清 UA 水平高的病人,预后较好[9]。 本次统

计样本显示,UA 水平在 ACI 组、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且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之间差异亦无统计

学意义。 我们也认为 UA 与脑梗死和动脉粥样硬化

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 以后,可以针对 UA 展开进

一步研究,期望对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ACI 病人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与 Fib、

D鄄D、CRP 水平有相关性,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具有指

导意义。 UA 水平与 ACI 未见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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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血运,进而增强了骨折愈合。 并且锁定钢板还可

以进行单边固定,大大减少了其对软组织剥离影响;
降低了在骨植入物界面产生的应力值,从而不易发

生内固物松动及骨块再移位。 相关研究[10] 表明,经
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疗法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

病人,其骨折愈合时间较短,固定、稳定效果较牢靠,
且术后病人可以进行早期功能锻炼。 本研究显示,
术后病人 Merchant 膝关节功能评分优良率为

81. 25% ,说明采用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治疗复杂胫

骨平台骨折的病人术后膝关节功能恢复良好,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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