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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临床生化科学院检验医学实践指南：心血管疾病和卒中一级预防中

新的生物标志物

鄢盛恺１，２（１．北京豪迈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１３１８；２．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检验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编者按：经美国临床化学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ＡＣＣ）下设的美国临床生化科学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ＮＡＣＢ）授权，由鄢盛恺研究
员组织学者、专家翻译审定了２００９年 ＮＡＣＢ检验医学实践
指南：心血管疾病和卒中一级预防中的新生物标志物单行本

（ＧａｒｇＬ．Ｍｙｅｒｓ编辑）。该指南包含第１～１０章共１０部分内
容。参加指南制订的专家阵容强大，分别从临床及医学检验

角度对心血管疾病和卒中一级预防中新生物标志物的检测

与临床应用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与说明，是目前国内

外心血管疾病实验诊断应用方面的纲领性文件。不仅适合

广大检验人员、临床医护人员学习使用，也非常适合相关仪

器试剂生产厂商研发应用。本指南由程歆琦、夏良裕、李江、

王永志、林文涛、姜晓峰、郑芳、徐国宾等翻译，郑芳、周新、鄢

盛恺审校，最后由鄢盛恺统稿审定。本指南的翻译出版，将

有助于我国检验人员和医护人员合理地检测和应用心血管

疾病和卒中一级预防中的新生物标志物，对我国检验医学指

南的编写与应用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刊特在本期全文

刊发，以飨读者。

　　本指南中文翻译版在本刊刊登已获华盛顿特区美国临
床生化科学院授权许可，但该院不对译文的准确性负责。版

权所有 ２００９美国临床生化科学院、北京豪迈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和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第１章　前言
ＧａｒｙＬ．Ｍｙｅｒｓ，ＲｏｂｅｒｔＨ．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本文件编写的目的是提供美国临床生化科学院（ＮＡＣＢ）
关于心血管疾病（ＣＶＤ）和卒中一级预防中新生物标志物的
检验医学实践指南。ＮＡＣＢ是美国临床化学协会（ＡＡＣＣ）的
学术委员会，一项重要职能是制定检验医学实践指南以帮助

临床和实验室对患者特定疾病危险增高时进行实际判定。

背景

过去２０多年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心脏疾病和卒中
已分别成为导致死亡的首要和第３位病因，同时也是致残的
主要原因［１］。目前，心脏疾病和卒中估计是全世界引起死亡

的首要和次要的疾病，此状况可能将持续到２０２０年［２］。尽

管过去２０年ＣＶＤ的标化死亡率明显下降，但在美国ＣＶＤ仍
然是引起死亡的首要原因，超过所有肿瘤死亡人数的

６０％［３］。有７．０１千万以上的美国人患有某种ＣＶＤ［３］。健康
人类２０１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２０１０）所制定的预防心血管事件和
卒中的主要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危险预防，危险因素的检测

和治疗，心脏病发作和卒中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再发心血管

事件的预防［４５］。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以较早识别冠脉疾病

患者，使其能从有针对性的一级预防中受益至关重要。

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６］和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

（ＮＣＥＰ）成人治疗指南第３版（ＡＴＰⅢ［７］）发表了用于鉴别、

判断无症状和无冠心病（ＣＨＤ）临床表现，但未来有冠脉事件
高危险人群的建议，以便采取更多降低危险的措施。建议中

的特定危险因素，包括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作为用于危险评
估（例如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分）的代表指标［８］，以估计 ＣＶＤ
的整体危险。然而，这些预测模型未得到充分使用，且准确

性低于预期，促使人们寻找新工具来改进 ＣＨＤ的危险预
测［９］。近年来，预测 ＣＶＤ的候选危险因素的数量和复杂性
有了很大的增加（表１）。这些生物标志物与 ＣＶＤ危险增加
相关，被称作新危险因素，但它们引起ＣＶＤ的原因及对ＣＶＤ
发生的定量贡献还没有像主要的、长期已确定的危险因素

（如血脂紊乱、高血压、吸烟）那样被完全阐明［１０］。新标志物

可能不是指它是一个新被发现的标志物，而可能是一个现存

标志物，但有证据显示它可以有效地独立用于危险鉴别或疗

效监测。

ＮＣＥＰＡＴＰⅢ中的传统危险因素，有强大的证据支持其
在ＣＶＤ发病中的作用，而新危险因素在一级预防中的作用
还远不清楚。争论主要是：一个生物标志物是否必须与病因

相关；临床有效性支持一个标志物而这个标志物可能与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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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但能够指导不同阶段的治疗和选用处理策略。还需要

其他指南帮助澄清和定义这些新危险因素对鉴别 ＣＶＤ危险
个体的贡献，需要能够评估新的生物标志物的基准。在评估

一个新生物标志物的临床潜能时，我们会问：这个生物标志

物能否被检测，能否为现有检测指标增加信息或进一步改

善，是否有助于对患者的诊治［１１］？总的期望是能加强临床

医生正确地诊治患者疾病的能力。

ＮＡＣＢ召集了各学科的专家，选择用于ＣＶＤ和卒中一级
预防的新危险因素，起草其在临床应用和实验室检测方面的

建议。指南中所纳入和评估的危险因素的选择是以 ＮＡＣＢ
专家组通过回顾可获得的证据、临床有效性的评估标准、流

行病学数据的发掘、改良的预测值、与其他因素的独立性及

可行的分析方法并取得系统性的专家共识为基础的。ＮＡＣＢ
专家组在本指南中定义了下述危险因素：脂蛋白亚型和颗粒

浓度，脂蛋白（ａ）［Ｌｐ（ａ）］，载脂蛋白 ＡⅠ与 Ｂ（ａｐｏＡⅠ与
ａｐｏＢ），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纤维蛋白原（Ｆｉｂ），白细胞计数
（ＷＢＣ），高半胱氨酸（Ｈｃｙ），Ｂ型钠尿肽（ＢＮＰ）和 Ｎ末端 Ｂ
型钠尿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以及肾功能指标。

本指南以已发表的证据为基础起草，依据其在非疾病人

群中ＣＶＤ和卒中的一级预防中的应用，而 ＡＴＰⅢ是以 ＴＣ、
ＬＤＬＣ、ＨＤＬＣ的测定为基础的。这些指南的适用范围是一
级预防的危险预测。因此，首先必需是根据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
险评分［８］或其他综合了血脂谱［ＴＣ、ＨＤＬＣ、三酰甘油（ＴＧ）、
计算的ＬＤＬＣ和非ＨＤＬＣ］的分级方法计算１０年危险预测。

本指南所特别推荐的生物标志物都尽可能以相关的已

发表的资料为基础。为彻底评估选择的每一生物标志物，我

们使用了所有能提供的自２００５年２月以来发表的健康人群
的前瞻性研究文献。除评估生物标志物在发生心血管事件

后的直接二级预防中的应用外（因为一级预防的数据极少），

我们不考虑回顾性研究或对已患ＣＶＤ的人群的研究。这些
支持每一建议的科学证据的强度来源于ＡＨＡ／美国心脏病学
会（ＡＣＣ）所用的评分标准定义并总结于表２。对于每一个建
议，Ⅰ、Ⅱａ、Ⅱｂ和Ⅲ描述的是指征的分类，大写字母 Ａ到 Ｃ
描述的证据权重。

本指南草稿已于２００６年９月在 ＮＡＣＢ网站上公开，接
受个人、机构和有关各方的评论。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在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举办的第２７届 ＡｒｎｏｌｄＯ．Ｂｅｃｋｍａｎ会议上也进行
了介绍。通过这些途径获得的公众评论也已由委员会仔细

审查并反馈。

表１　ＣＶＤ的新危险因素

ＣＲＰ 白细胞介素（如ＩＬ６）
血清淀粉样蛋白Ａ 血管细胞间黏附分子

可溶性ＣＤ４０配体 ＷＢＣ
Ｆｉｂ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１
Ｄ二聚体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凝血因子Ⅴ、Ⅶ、Ⅷ ｓｄＬＤＬ
Ｌｐ（ａ） ａｐｏＡⅠ、ａｐｏＢ
ＬＤＬ和ＨＤＬ亚类 氧化ＬＤＬ
Ｈｃｙ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Ａ２
尿微量清蛋白 肌酐（肾小球滤过率）

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Ｃ 感染性病原体

载脂蛋白Ｅ基因型 纤维蛋白肽Ａ
脂蛋白残粒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

表２　ＡＨＡ／ＡＣＣ的建议分类

Ⅰ　有证据证实和／或得到一致公认，某特定处理程序或治疗是有用的和有效的
Ⅱ　关于处理程序或治疗的有用性／有效性存在相互矛盾的证据和／或持不同意见
　　Ⅱａ证据／观点赞成有用性／有效性
　　Ⅱｂ有用性／有效性不能很好地建立在证据／观点的基础上
Ⅲ　有证据证实和／或得到一致公认，某特定处理程序或治疗是无用的和无效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有害的
证据权重

　Ａ　数据来源于大规模随机临床实验
　Ｂ　数据来源于样本量较小的有限数量的随机临床试验或来自对于非随机研究或观察记录的仔细分析
　Ｃ　建议的主要基础是专家们的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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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ＷｉｅｒｚｂｉｃｋｉＡＳ，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ＴＭ，ＧｉｌｌＫ，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ｐｉｄ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
ｅａｓｅ［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Ｒｉｓｋ，２０００，７（１）：６３７１．

［１０］ＨａｃｋｍａｎＤＧ，ＡｎａｎｄＳ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ＪＡＭＡ，２００３，２９０（７）：
９３２９４０．

［１１］ＭｏｒｒｏｗＤＡ，ｄｅＬｅｍｏｓＪＡ．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ｖｅｌ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１５（８）：９４９９５２．

（翻译：程歆琦，审校：郑芳、鄢盛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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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新生物标志物实验室检测和临床应用的一般原则

ＰｅｔｅｒＷ．Ｆ．Ｗｉｌｓｏｎ

　　评估生物标志物测定对推动科学发展、指导危险筛查策
略、影响临床护理的作用时，应牢记几条一般原则。

评估生物标志物的第１步是判断其浓度在患者与非患
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研究最初会使用病例对照设计，报告

结果集中于与标志物相关的特定危险，其次要考虑统计学校

正。在此阶段公开发表的报道会相对高估新标志物浓度（与

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的相对危险。

第２步是通过病例对照和前瞻性研究得到大量证据。
前瞻性研究包括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和完全队列研究。如果

有留存的冰冻标本，复融检测得到精密、准确的数据将有助

于评价。在－７０℃或更低温度保存的标本对这类研究有非
常大的帮助。应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来说明问题符合成本

效益策略。此阶段另一个辅助工作是严格地检验新标志物

的功效在多变量统计分析和校正年龄、性别、种族、基础疾

病、ＣＶＤ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后是否还能体现。
第３步是评估新标志物测定改进危险评估的能力是否

超过了目前的方法。换句话说，即新指标能否改进鉴别病例

和非病例的能力。当然，只有在校正干扰因素后才能准确评

估新标志物的价值。如果它能为现在的危险评价方法，例如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分［１］提供额外的信息，则也能证明它的用

途。可惜许多研究缺乏这类信息而使其难以充分评估新标

志物的价值。

最后，要有可靠的检测目的标志物的分析方法。

对于一个已有准确评估 ＣＶＤ危险成熟策略的领域，要
认识到不必快速转化为筛查程序和临床应用的重要性。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ＴＣ测定被认为足以评估血脂和 ＣＶＤ危险；但
是到了８０年代，ＬＤＬＣ和 ＨＤＬＣ也加入了评价体系。每个
标志物的评估非常一致地在世界范围内显示了它们用于

ＣＶＤ危险评估和临床医疗的重要性。由于原来的经验，引入
新标志物必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参考文献

［１］ＷｉｌｓｏｎＰＷ，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ＲＢ，ＬｅｖｙＤ，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
ｅａｓｅｕｓｉｎｇ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９７（１８）：１８３７１８４７．

（翻译：夏良裕，审校：郑芳、鄢盛恺）

第３章　炎症生物标志物和心血管疾病危险

ＭａｒｙＣｕｓｈｍ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Ｍ．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ｖｙ，ＮａｄｅｒＲｉｆａｉ，ＧｅｒａｌｄＲ．Ｃｏｏｐｅｒ，ＧａｒｙＬ．Ｍｙｅｒｓ

对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建议

炎症参与许多疾病过程，近１０年来，炎症参与 ＣＶＤ的
病理生理过程这一理论受到广泛赞同［１］。目前发现多种炎

症标志物，表３中２４种炎症标志物已被许多观察研究数据

所证实。根据炎症标志物的临床应用实际，如是否可有标准

化的商品化检测试剂及观察数据是否充分等进行归类。

ＣＲＰ、Ｆｉｂ和ＷＢＣ被挑选作进一步评估。

表３　炎症生物标志物

细胞因子／炎症 白细胞／血小板／内皮 凝血／纤溶
血清淀粉样蛋白Ａ 细胞间黏附分子１（ＩＣＡＭ１） 凝血因子Ⅷ
血沉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１（ＶＣＡＭ１）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白细胞介素６ Ｐ选择素 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１
白细胞介素８ Ｅ选择素 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

白细胞介素１８ 髓过氧化物酶（ＭＰＯ） Ｄ二聚体
肿瘤坏死因子α受体１和２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Ａ２（ＬｐＰＬＡ２） Ｆｉｂ
肿瘤坏死因子α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１
血黏度 ＣＤ４０配体
ＣＲＰ ＷＢＣ

　　通过全面复习已发表的文献，提出 ＣＲＰ、Ｆｉｂ和 ＷＢＣ在
ＣＨＤ和卒中危险评估中的临床应用和检测的建议。

临床科学

建议１
　　ａ．整体危险评估标准化后，如果１０年预测危险＜５％，则不必检
测ＣＲＰ。
建议分类：Ⅰ
证据权重：Ａ
　　ｂ．如果１０年预测危险为５％～１０％，利用 ＣＲＰ检测，１０％患者
将被重新归类到高危组。临床应用需要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关于长期

生存危险预测和干预方式（生活方式／医疗手段）选择方面的信息。

建议分类：Ⅱ
证据权重：Ｂ
　　ｃ．如果１０年预测危险是中等的（１０％～２０％），并且不能确定是
否用他汀类药物或阿司匹林进行预防性治疗，那么可以检测 ＣＲＰ来
进一步进行危险分层。

建议分类：Ⅰ
证据权重：Ａ
建议２
　　由于根据ＣＲＰ浓度进行治疗的收益尚未确定，因此应该结合临
床医生的判断进行治疗。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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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３
　　无充足证据显示过多检测ＣＲＰ对评估一级预防阶段治疗有影响。
建议分类：Ⅲ（反对使用）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４
　　通过检测ＣＲＰ浓度促使患者改善生活方式尚未被证实。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５
　　无足够证据证实除 ＣＲＰ外的其他炎症标志物可用来评估冠脉
疾病危险。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Ｃ

人口科学

多数证据证明，在调整其他已知危险因素后，高 ＣＲＰ、
Ｆｉｂ和ＷＢＣ与心血管事件危险增高相关联。

临床科学／实验室检测

建议１
ＣＲＰ应该在患者无感染或急性疾病、代谢稳定状态下，空腹或非

空腹测定。如果ＣＲＰ浓度＜３ｍｇ／Ｌ，不需要复检。如果＞３ｍｇ／Ｌ，至
少２周之后在无感染或急性疾病、代谢稳定状态下复检。两次检测
结果中较低的作为患者检测值。如果 ＣＲＰ浓度≥１０ｍｇ／Ｌ，可能与
ＣＶＤ危险率相关，也可能是急性感染或炎症紊乱所致。不建议利用
影像学或其他检查进行危险评估，除非患者有相关病史或体格检查，

或者进行正常相关年龄段人口筛查有所发现。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Ａ

实验室检测

建议１
在用于ＣＶＤ危险评估的炎症标志物中，ＣＲＰ的分析和测量特性

是最适合临床应用的。

建议分类：Ⅰ
证据权重：Ａ

建议２
已有充足的证据显示，Ｆｉｂ是 ＣＶＤ危险的独立标志物；然而，由

于分析方法问题、分析没有完全标准化，以及用于鉴别治疗策略的不

确定性，故此指标不被推荐。

建议分类：Ⅲ
证据权重：Ａ

建议３
已有充足的证据显示ＷＢＣ是ＣＶＤ危险的独立标志物；然而，由

于在危险水平重新分级和确定治疗策略中的应用是未知的，故此指

标不被推荐。

建议分类：Ⅲ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４
不管使用什么检测方法，ＣＲＰ的结果应以ｍｇ／Ｌ的方式表达。

建议分类：Ⅰ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５
根据标准化方法检测ＣＲＰ浓度对患者进行如下分层：

　　ａ．低危：＜１．０ｍｇ／Ｌ
　　ｂ．中危：１．０～３．０ｍｇ／Ｌ

　　ｃ．高危：＞３．０ｍｇ／Ｌ
　　ｄ．极高危：≥１０．０ｍｇ／Ｌ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Ａ

建议６
ＣＲＰ诊断试剂生产商应该遵循认可值转换协议，以确保标准化

的分析方法用于ＣＶＤ评估。
建议分类：Ⅰ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７
应用ＣＲＰ对特定人群（如非白种人和老年人）进行建议５中提

到的危险预测时应谨慎，因为在这些人群中的临床应用尚未确立。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Ｃ

支持的证据

引言

炎症工作组首先回顾了一系列可用于更深层研究而且

在临床医疗实践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炎症敏感的生物标

志物。这里涉及的问题包括：这些来自健康人群的前瞻性研

究结果是否提示与冠状动脉事件和／或卒中有关？是广泛商
品化的、准确精密的临床检测方法吗？是否存在高个体间差

异、低个体内差异、低的分析变异？通过观察研究，选择２４
个被数据支持的标志。工作组根据其临床应用的实用性，商

品化分析是否能被标准化，及观察数据的充分性进行评估。

经过这些评估过程，我们确定 ＣＲＰ、Ｆｉｂ和 ＷＢＣ有充分
依据评价其临床实用性。表３中的其他标志物没有充分依
据说明其临床实用性，或分析方法不实用。

在未入选的标志物中，细胞黏附分子１（ＩＣＡＭ１）、Ｄ二
聚体（ＤＤ）、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Ａ２（ＬｐＰＬＡ２）、髓过氧化物
酶（ＭＰＯ）和ＣＤ４０配体被认为是有希望的，因为有流行病学
数据显示它们与健康人群冠脉疾病或卒中的发生有关，它们

具有可接受的分析性能，并且有实现分析标准化的可能性。

ＩＣＡＭ１是免疫球蛋白基因超家族的成员之一，在炎症
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可溶性 ＩＣＡＭ１（ｓＩＣＡＭ１）水平随炎
症进展而增高，但 ｓＩＣＡＭ１的调节机制尚未阐明。ｓＩＣＡＭ１
水平升高与心血管事件增加相关［２３］。然而，大型荟萃分析发

现，调整传统危险因素和社会经济状态后，ｓＩＣＡＭ１相对危险
度（ＲＲ）明显减小［４］。ｓＩＣＡＭ１的检测试剂尚未应用于临床。

ＤＤ检测在临床上用于评估弥散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及
排除静脉血栓形成。一些研究认为 ＤＤ处于参考值上限与
将来的ＣＶＤ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总是独立于其他危险
因素［５９］。尚未进行针对 ＤＤ的干预治疗以降低 ＣＶＤ危险
的研究。

ＬｐＰＬＡ２是丝氨酸依赖性酯酶，＞９５％磷脂酶活性与
ＬＤＬ有关［１０］，大部分与 ｓｄＬＤＬ和带负电的 ＬＤＬ有关［１１］；

１５％～２０％血浆总 ＬｐＰＬＡ２活性与 ＨＤＬ有关［１０］。ＬｐＰＬＡ２
含量或活性升高一直与心血管事件危险率升高相关。虽然

多数研究显示ＬｐＰＬＡ２含量或活性与心血管事件危险增加
相关，但也有研究结果例外。ＬｐＰＬＡ２含量测定已经被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批准用于ＣＶＤ和卒中的危险评估的
临床应用，而活性测定仅可用于科研。为了准备这个指南，

在查阅文献同时，对大量快要完成但尚未发表的数据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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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分析。尽管这一生物标志物看起来很有希望，但由于目

前来自大量实验和荟萃分析的数据正在处理中，对其进行完

全评估尚不可能。

总之，以上讨论的标志物考虑应用于临床的状况各异，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以进行全面评估，寻求自动化分析平台

（ＤＤ已经实现）也许更合适。个体水平数据的协同分析，如
正在进行的Ｆｉｂ，也许会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有用的理论。

Ｆｉｂ、ＷＢＣ和ＣＲＰ（用高灵敏检测分析法）是临床广泛应
用的生物标志物，并在临床实践中将进一步评估。为了更深

入评估这３种标志物，我们查阅了２００５年２月以来发表的
所有针对健康人群前瞻性研究的文献。除了心血管事件之

后作为二级预防生物标志物的有用性评估（因一级预防可用

数据很少），我们没有选择回顾性研究或已经存在 ＣＶＤ的人
群。对于Ｆｉｂ，我们基于２００５年 Ｆｉｂ合作研究的个体水平数
据分析，包括了所有关于Ｆｉｂ的观察研究［２６］。对于 ＷＢＣ，由
于最新的荟萃分析发表于１９９８年［２７］，我们评估的前瞻性研

究很少。对于ＣＲＰ，我们评估了２００５年２月以来所有可用
的已发表研究。为了报道临床实用性，每一标志物我们都特

别注明：

１．研究数据的一致性；
２．分析性能状态；
３．与其他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相对独立预测能力；
４．生物标志物向整体危险评估体系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

分增加临床信息的能力；

５．更多的炎症生物标志物提供补偿信息的能力；
６．是否有改变危险因素以降低危险的可预测的、安全

的、有效的干预手段。

以下章节综述了这３种生物标志物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资
料，讨论了使用２种以上标志物的作用及分析性能方面的问题。

Ｆｉｂ

原理

　　Ｆｉｂ通过凝血酶生成纤维蛋白而被消耗，被认为是血栓
形成的基础。考虑到 Ｆｉｂ在凝血和血小板聚集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很多研究将其作为 ＣＶＤ的危险因素及预防指标。
像ＣＲＰ一样，Ｆｉｂ也是急性期反应物，炎症时大量增加，是动
脉粥样硬化（Ａｓ）形成的主要因素。Ｆｉｂ因具有促凝作用，被
认为是Ａｓ的促进剂；由于其具有急性期反应性，常被当作疾
病加重或活动的标志物。Ｆｉｂ还与其他 ＣＶＤ危险因素如肥
胖、运动、脂质水平和吸烟密切相关。研究 Ｆｉｂ作为 ＣＶＤ危
险因素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况。

流行病学数据解读

在过去的２０年，一些中小规模的研究已经证实 Ｆｉｂ与
ＣＶＤ危险的相关性。最近，前瞻性研究协作组基于３１项前
瞻性研究的个体数据库对 Ｆｉｂ水平与 ＣＶＤ危险关系进行了
荟萃分析［２６］。对１３８万人进行随访，其中发生６９４４例冠脉
或卒中事件，Ｆｉｂ与ＣＶＤ危险之间呈现一明确、连续、等级的
相关性。调整已知的危险因素后，ＣＶＤ和卒中危险比（Ｆｉｂ
每升高１ｇ／Ｌ）分别为１．９３（９５％ＣＩ为１．７９～２．０８）和１．７５
（９５％ＣＩ为１．５５～１．９８）。一个亚研究组分析了 ＣＲＰ与 Ｆｉｂ
的相关性（ｒ＝０．４７），调整ＣＲＰ之后，Ｆｉｂ与ＣＶＤ危险的关系
基本没有改变。

女性健康研究（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ＷＨＳ）探讨了 Ｆｉｂ
和ＣＲＰ对于心血管事件的联合作用，研究对象超过２７０００位
女性［２８］。再一次证实Ｆｉｂ、ＣＲＰ与 ＣＶＤ多种危险因素相关。
随着Ｆｉｂ和ＣＲＰ水平升高，ＣＶＤ危险增高，两者都是ＣＶＤ的
危险预测因子。与女性Ｆｉｂ和ＣＲＰ三分位低值水平相比，调
整年龄后两个标志物的危险比三分位高值均为３．４５（９５％ＣＩ
为２．６０～４．５７）。
干预

Ａ．用Ｆｉｂ判断患者对治疗的反应
已发表的研究结果尚未对基线水平的 Ｆｉｂ作为预防性

治疗反应的预测因子的潜在作用进行评估。

Ｂ．降Ｆｉｂ治疗的应用
在苯扎贝特ＭＩ预防（ＢＩＰ）研究［２９］和苯扎贝特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干预试验（ＢＥＣＡＩＴ）［３０］中发现，苯扎贝特能降低
Ｆｉｂ水平，而吉非罗齐能提高Ｆｉｂ的水平［３１］。大多数研究，包

括大样本的西苏格兰ＣＨＤ预防研究（ＷＯＳＣＯＰＳ）［３２］在内，未
发现他汀类药物有降低Ｆｉｂ水平的作用［３３］。阿司匹林对Ｆｉｂ
水平没有影响［３４］。有报道称罗格列酮单一疗法能降低非糖

尿病人群中 ＣＶＤ患者的 Ｆｉｂ水平［３５］，对于已接受磺脲类药

物的糖尿病患者，罗格列酮降低 Ｆｉｂ水平的研究结果不一
致［３６３７］。吡格列酮没有降低纤维蛋白水平的作用［３７３８］。

Ｃ．Ｆｉｂ水平或治疗后Ｆｉｂ水平的改变与ＣＶＤ危险之间的
关系

在ＢＩＰ研究中，Ｆｉｂ水平的改变与心血管事件［３９］或卒

中［４０］的危险没有相关性。而且，目前尚无研究证实药物诱

发的Ｆｉｂ改变与ＣＶＤ的预后有关。
新的思考

对Ｆｉｂ来说，新的思考主要来源于检测的标准化和检测
方法是否便于临床应用。这些问题将在分析方面的章节中

讨论。正在进行的和已结束的降低ＣＶＤ危险干预的临床试
验应该着重考虑Ｆｉｂ测定（质量测定）来拓宽研究基础。

ＷＢＣ

原理

ＷＢＣ在临床应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技术的
进步为白细胞总数及其亚组分的检测提供了自动、准确又价

廉的方法。ＷＢＣ是一种炎症指标，局部或全身性感染时常
明显增高。ＷＢＣ除了作为一种炎症标志物之外，亦有研究
提出其与ＣＨＤ危险相关的几种潜在的机制［４１］。由于白细

胞的蛋白质水解作用和氧化能力，可能在促进粥样斑块的形

成、发展或者破裂中发挥作用。白细胞释放蛋白质水解酶和

趋化因子进而激活黏附分子，从而促进血小板聚集、单核细

胞聚集、内皮损伤以及斑块破裂。白细胞体积比红细胞大而

可塑形性又比红细胞差，因此在冠脉循环中它能起到止血的

作用。ＷＢＣ与其他冠脉疾病危险因素相关，最明显的是吸
烟，但同时也与体质指数、胆固醇水平、ＨＤＬＣ（负相关）、ＴＧ、
糖尿病和血糖水平、体育锻炼（负相关）以及血压相关。因

此，对ＷＢＣ与ＣＶＤ预后关系的研究必须对这些危险因素进
行调整。

流行病学数据解读

大量来自前瞻性研究的数据已经证实了ＷＢＣ与心血管
事件危险的相关性。一项对１９９８年以前发表的前瞻性研究
的荟萃分析［２７］，显示ＷＢＣ和ＣＶＤ危险之间存在相关性。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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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合格的研究中（总共有７２２９次冠脉事件），ＷＢＣ的三分位
高值（平均８．４×１０９／Ｌ）与三分位低值（平均５．６×１０９／Ｌ）的
危险比是１．５（９５％ＣＩ，１．４～１．６）。在调整包括吸烟在内的
与ＷＢＣ和ＣＶＤ危险均相关的冠脉事件其他危险因素后，这
些研究结果仍有意义。

这项荟萃分析后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得出相似的结论，

即ＷＢＣ与ＣＶＤ危险相关。在 Ａｓ危险的社区研究中发现，
ＷＢＣ与冠脉事件、卒中和 ＣＶＤ死亡率的危险增高相关。调
整多项危险因素后，ＷＢＣ的四分位高值（≥７．０×１０９／Ｌ）与
低值（＜４．８×１０９／Ｌ）相比，冠脉事件的相对危险度（ＲＲ）为
１．８，卒中的 ＲＲ为 ２．０，ＣＶＤ死亡率的 ＲＲ为 ２．３（Ｐ均 ＜
０．００１）［４２］。在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Ⅱ研究也得出与之类似
的结果［４３］。在女性健康行动中，用超过７００００绝经后女性
的样本，对基线水平的 ＷＢＣ与 ＣＶＤ预后的关系做了调
查［４４］。在多变量调整模型中，ＷＢＣ在四分位高值 （≥６．７×
１０９／Ｌ）的女性与在四分位低值（＜４．７×１０９／Ｌ）的女性相
比，其冠脉事件死亡率、非致命性ＭＩ及卒中的危险都增高了
（危险比分别为２．３６、１．４１和１．４６）。冠脉疾病的危险等级
与ＷＢＣ四分位值的交叉部分与 ＣＲＰ相似，而且对一组参与
者的研究发现，调整ＣＲＰ浓度后这一结论仍有意义。此外，
ＷＢＣ和ＣＲＰ同为最高四分位值的女性，其冠脉疾病的危险
增高将近７倍。
干预

Ａ．用ＷＢＣ确定患者对治疗的反应
普伐他汀对缺血性疾病长期干预治疗研究 （ＬＩＰＩＤ）二

级预防发现，治疗前 ＷＢＣ高的患者应用普伐他汀治疗的效
果较ＷＢＣ低的患者好［４５］。一系列回顾性研究报道了相似

的结果［４６］。

Ｂ．降低ＷＢＣ治疗的应用
目前尚无降低 ＷＢＣ治疗应用的前瞻性实验资料。

ＷＯＳＣＯＰＳ（一项关于基线水平ＷＢＣ作为冠脉事件预测标志
物的一级预防实验）研究表明，普伐他汀不降低ＷＢＣ［３２］。
Ｃ．ＷＢＣ的改变或针对ＷＢＣ治疗与ＣＶＤ危险的关系
目前尚无关于ＷＢＣ的改变或针对 ＷＢＣ的治疗与 ＣＶＤ

关系的前瞻性研究资料。

新的思考

ＷＢＣ是一项为大家接受、应用广泛、精确、价格低廉的
检验指标。ＷＢＣ反映全身性炎症，并且可能通过一些潜在
的机制提高ＣＶＤ危险。一些早期和当代观察性研究为ＷＢＣ
与多种疾病状态和致死性ＣＶＤ预后的关系提供了令人信服
的证据。多个亚组研究均发现了这种相关性，并且调整多种

已确认的ＣＶＤ危险因素之后，这种相关性仍然很肯定。在
利用ＷＢＣ资料对ＣＶＤ进行预防干预的临床试验中，应该对
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为临床应用提供更多的信息。

ＣＲＰ

原理

ＣＲＰ是ＣＶＤ危险预测中研究最广泛的炎症标志物。它
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急性期反应蛋白，在感染和急性炎症时能

增高数千倍。ＣＲＰ在肝脏和内皮细胞合成，由 ５个分子量
２３０００的相同亚基构成。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早期建立了检测
ＣＲＰ的高灵敏的方法，使对 ＣＲＰ与 ＣＶＤ危险因素及将来发
生冠脉事件的相关性的研究成为可能。ＣＲＰ浓度增高与大

多数主要的ＣＶＤ危险因素具有相关性，而与健康人群 Ａｓ出
现的关系甚微或无关。结合这些流行病学研究，人们对ＣＲＰ
与ＣＶＤ的相关性的原因进行讨论。正如最近的几篇文献所
述，根据体外和动物实验，提出了 ＣＲＰ可能具有的生物学活
性，并对其进行探讨［４７４８］。很多研究已经证实，ＣＲＰ在内皮
细胞的调控，血管平滑肌、单核／巨噬细胞功能、细胞间质生
物学以及凝血中起作用。所有这些效应都可能促进 Ａｓ形
成。研究也表明：某些因素，例如使用叠氮化物制备 ＣＲＰ时
的污染以及在实验中应用了超过生理浓度的 ＣＲＰ可以解释
这其中的一些关联。无论ＣＲＰ与Ａｓ的形成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与胆固醇相似，如果所测 ＣＲＰ水平较高，提示需要进行
特殊的干预，反之不需要进行干预治疗。

ＡＨＡ和 ＣＤＣ２００３年发表了一项关于炎症标志物与
ＣＶＤ危险的指南，建议临床医生如果不能确定 ＣＨＤ中危人
群（基于标准化危险预测评分）中是否应该应用预防性治疗，

应该考虑检测ＣＲＰ［４９］。指南建议 ＣＲＰ＜１．０ｍｇ／Ｌ为低危，
１．０～３．０ｍｇ／Ｌ为中危，＞３．０ｍｇ／Ｌ为高危。这些数值基于
当时检测有效的白种（健康）人群，将健康人群的（ＣＲＰ）水平
分为３类。
流行病学数据解读

回顾３１个关于基线水平 ＣＲＰ和第一次心血管事件（包
括原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卒中终点）关系的前瞻性观察性

研究的文献，研究包含了一系列不同年龄组及有充分代表性

的男性和女性人群，但非白种人群相对较少。几乎所有的研

究都报告了高水平 ＣＲＰ与将来发生心血管事件具有相关
性，调整后的ＲＲ在１．４５～４．０之间。在报告ＣＲＰ临界值或
协同变量作为潜在混杂因素分析方面没有标准化。自２００３
年开始，根据ＡＨＡ／ＣＤＣ指南建议，大多数研究把数值 ＞３．０
ｍｇ／Ｌ定义为ＣＲＰ增高［４９］。相对于数据的不同分类（例如三

分位、四分位或五分位，有些研究仅仅报告伴随偏移增加的

ＲＲ），对ＣＲＰ增高的定义也存在很多。在女性研究中，ＣＲＰ
增高的临界值定义总是相对较高（例如在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研究
和ＷＨＳ中最高四分位值为７．３ｍｇ／Ｌ）［５０５１］。这可能与ＣＲＰ
水平在应用激素替代治疗女性中较高有关［５２］。然而，大样

本的ＷＨＳ报告表明，应用或不应用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患
者，ＣＲＰ＞３．０ｍｇ／Ｌ与将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相
似［５３］。在ＡＨＡ／ＣＤＣ２００３指南发表的同时，少数对更高浓
度的ＣＲＰ研究发现，ＣＲＰ浓度的升高（例如 ＞１０ｍｇ／Ｌ或 ＞
２０ｍｇ／Ｌ）明显与急、慢性疾病有关，而且与将来发生冠脉事
件有关。其ＲＲ比那些ＣＲＰ＞３．０ｍｇ／Ｌ者更高［５４５５］。

总之，目前研究数据一致证明，高水平的 ＣＲＰ与将来发
生心血管事件（原发 ＣＨＤ和卒中）相关，并独立于其他传统
的ＣＨＤ危险因素。由于研究结果的不同以及一些案例中缺
少可用数据，因此建议在将来的研究中应包括确定不同的人

群 （女性）的临床应用临界值以及ＣＲＰ在非白种人中的临床
应用。我们建议在将来的研究中，以临界值的方式来定义

ＣＲＰ增高（比如＞３．０ｍｇ／Ｌ或＞１０．０ｍｇ／Ｌ），在多因素分析
中利用协同变量（例如年龄、性别、种族、血压／高血压状态、
ＴＣ和ＨＤＬＣ水平、糖尿病、吸烟）作为潜在混杂因素的分
析，可能有助于不同研究结果的标准化，从而便于更直接地

比较分析。

在多变量模型中的独立危险预测不是确定新的生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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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物临床应用的唯一标准。我们进一步评估了现有 ＣＲＰ临
床应用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结合 ＣＨＤ１０年危险预测
（基于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分）或者是基于存在或不存在个体
危险因素的低危和高危人群来评价 ＣＲＰ作用的研究。为了
适于临床应用，对ＣＲＰ的测定应该能比标准危险评估（例如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分）提供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对那些中危
人群（１０年预期 ＣＨＤ危险为１０％ ～２０％，而有些作者建议
范围为６％ ～２０％）提供进一步的临床有价值的危险分层。

现存研究已经对此进行了报道，即通过 ＲＯＣ曲线和 Ｃ统计
学来评价是否改进了危险预测［５６５７］。大多数研究表明，加入

ＣＲＰ后曲线下面积和 Ｃ统计学没有改进。这表明利用统计
方法很难通过一些标准危险因素来揭示危险预测的改进，因

此人们开始思考利用其他方法来评价新型危险标志物的作

用。还有少量的队列研究报道将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分结合
ＣＲＰ应用于危险预测，基于这两项危险因素将参与者进行交
叉分组（图１）。

图１　联合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分和ＣＲＰ进行ＣＶＤ１０年危险预测的３个研究

　　在中老年男性或女性人群中，ＣＲＰ测定为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
险评分增加了更多的信息［５４５７］。对美国中年妇女来说，ＣＲＰ
为所有水平的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分提供了更好的危险预

测［５４，５６］。对德国中年男性来说，ＣＲＰ对于１０年 ＣＨＤ预测危
险＞１５％的临床应用价值是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危险水平越
低，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评分对将来事件的发生的辨别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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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５７］。对美国老年男性来说，ＣＲＰ可能在 ＣＨＤ中危（１０％
～２０％）或高危（＞２０％）人群危险预测中最有用。对美国老
年女性，ＣＲＰ在高危人群的危险预测中是最有用的，但是由
于归为高危组的女性很少，其综合应用受到质疑。近来的一

份来自ＷＨＳ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 ＣＲＰ检测的临床应用价
值，他们用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变量结合和ＣＲＰ优化危险预测，并根
据危险分类的基线对女性进行交叉分组［６８］。然后在没有

ＣＲＰ信息的情况下，对比了预期和观察到的１０年心血管事
件的发病率。虽然加入ＣＲＰ之后，总的危险分级标准得到了
显著改进，但基于观察事件的概率，在利用 ＣＲＰ评估不同的
危险类别后，仅有４％的女性患者被重新分类（２．５％的女性
被重新分类到低危组，１．３％的被重新分类到高危组）。在由
传统的危险因子分类的中危组（１０年预测 ＣＨＤ危险１０％ ～
２０％，占队列总数的３％），１４％的女性被重新归类到低危组，
５％女性被重新归类到高危组。１０年预测ＣＨＤ危险在５％～
１０％的女性（占队列总数的８％），１２％被重新归类到低危组，
而１０％被重新归类到高危组。低预测危险的女性（＜６％，占
队列总数８８％），ＣＲＰ仅仅让２％的女性被重新归类到高危
组中。因此，总体看来，ＣＲＰ评估可能对中年女性重新归类
到低危组更有作用；对低危组女性检测 ＣＲＰ意义不大。而
且，如果ＣＲＰ的测定仅限于疗效不确定的中危组女性，预测
的危险对某些人可能增高，而对另一些人可能降低。对１０
年预测事件发生率低的女性，终生危险预测也是有一定意义

的。对进一步评价ＣＲＰ检测的临床作用的其他队列研究也
要进行类似的分析。

炎症标志物在危险预测中的联合应用

干预

Ａ．应用ＣＲＰ鉴别患者对治疗的反映
基线水平的ＣＲＰ可能有助于确定哪类患者将会对治疗

有反应。内科医师健康研究（ＰＨＳ）发现，ＣＲＰ升高的男性经
阿司匹林治疗后，危险度降低最大（ＣＲＰ在四分位高值浓度
人群的ＲＲ降低５６％，ＣＲＰ在四分位低值人群的 ＲＲ仅降低
１４％）［６４］。在对一项空军／德克萨斯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预
防研究（ＡＦＣＡＰＳ／ＴｅｘＣＡＰＳ）的分析发现，在未确诊ＣＨＤ的患
者中，那些 ＬＤＬＣ在中位数以下而 ＣＲＰ高于中位数的患者
以及 ＬＤＬＣ高于中位数而 ＣＲＰ低于中位数患者，应用洛伐
他汀治疗后其急性冠脉事件的发生率有显著地降低（分别为

４２％和６２％）。而ＬＤＬＣ和 ＣＲＰ均高于或低于中位数的患
者，应用洛伐他汀治疗后没有明显改变［６５］。而对胆固醇与

复发事件研究（ＣＡＲＥ）二级预防的分析发现，应用安慰剂治
疗的炎症患者（ＣＲＰ与血清淀粉样蛋白 Ａ≥９５％分位值）冠
脉事件的危险最高，但普伐他汀治疗组相对服用安慰剂的无

炎症患者组危险降低（ＣＲＰ与血清淀粉样蛋白 Ａ＜９０％分位
值）［６６］。然而，对高危老年人普伐他汀的前瞻性研究（ＰＲＯＳ
ＰＥＲ实验）的报告结果显示，对总 ＣＶＤ和冠脉事件来说，基
线水平的ＣＲＰ与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反应相关性不大［６９］。目

前没有专门设计的前瞻性研究来确定是否可以根据 ＣＲＰ水
平的高低来确定患者在一级预防中接受不同的治疗。

Ｂ．降低ＣＲＰ的治疗
多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常规用于 ＣＨＤ高危险患者的治

疗方法能够降低 ＣＲＰ，这些治疗方法包括饮食控制和运
动［６７，７０］、减重［７１］及应用他汀类药物［７２］和贝特类［７３７４］药物降

脂。应用较大剂量的高效他汀类药物与 ＣＲＰ浓度大幅度降
低有关，而且联合应用依折麦布和他汀类药物能进一步降低

ＣＲＰ，但单用依折麦布不能降低ＣＲＰ［７５］。在缬沙坦强化降压
和降低ＣＲＰ疗效评估（ｖａｌＭＡＲＣ）临床研究中证实，血管紧
张素Ⅱ受体阻滞剂也可以降低ＣＲＰ浓度，而且这一作用独立
于其降压作用［７６］。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ＰＰＡＲγ）
激动剂吡格列酮［７７］和罗格列酮［７８］已被证实可以降低 ＣＲＰ
水平，而且吡格列酮降低 ＣＲＰ的作用独立于其对糖代谢作
用［７７］。在利莫那班对减肥和降脂（ＲＩＯＬｉｐｉｄｓ）作用的研究
中发现，２０ｍｇ利莫那班可以起到显著降低 ＣＲＰ水平和减肥
的作用［７９］。一项研究认为通过吸脂方法去除皮下脂肪不能

降低ＣＲＰ水平［８０］，而另一项研究却认为可以［８１］。

Ｃ．ＣＲＰ浓度改变或治疗后ＣＲＰ的水平与ＣＶＤ的关系
近一次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实验，即普伐他汀

或阿托伐他汀疗效评估及抗炎治疗心肌梗死（ＭＩ）溶栓研究
（ＰＲＯＶＥＩＴＴＩＭＩ２２）发现，在应用他汀类药物治疗 ３０ｄ后，
ＣＲＰ浓度＜２ｍｇ／Ｌ的患者与≥２ｍｇ／Ｌ的患者相比，其冠脉
事件发生率显著降低；ＬＤＬＣ≥７０ｍｇ／ｄＬ且ＣＲＰ≥２ｍｇ／Ｌ的
患者冠脉事件的发生率最高，而ＬＤＬＣ＜７０ｍｇ／ｄＬ且ＣＲＰ＜
２ｍｇ／Ｌ的患者冠脉事件发生率最低［８２］。在替罗非班辛伐
他汀的实验中发表了相似的研究结果［８３］。为了证明药物的

作用而非基线水平ＣＲＰ是危险降低的相关因素，在这些研究
中基线水平ＣＲＰ未被列入可能的干扰因素之内。一级预防
实验中尚未发表类似的资料。

新的思考

为了阐明ＣＲＰ检测在一级预防临床应用问题，瑞舒伐他
汀疗效评估干预研究（ＪＵＰＩＴＥＲ）评估了他汀类药物与安慰
剂在对血脂正常而ＣＲＰ＞２ｍｇ／Ｌ的男性及女性的一级预防
中作用［８４］。ＣＲＰ致 Ａｓ中可能病因作用的基础研究正在进
行。将炎症作为一级和二级预防新策略靶标的研究也在进

行中。对ＣＲＰ检测分析方面的内容将在后面讨论（见 ＣＲＰ
检测中变异的来源部分）。２００３年 ＡＨＤ／ＣＤＣ指南建议，应
该评估患者对ＣＲＰ增高的认知程度是否将改变其原有生活
方式中的危险因素，如肥胖或缺乏锻炼［４９］。这一研究尚未

公开发表，我们将持续予以关注。

多种炎症标志物在危险评估中的联合应用

我们对炎症标志物与 ＣＶＤ终点相关性的研究进行了回
顾。这些研究包括一种炎症标志物对另一种标志物（或其他

多种）干扰，以及对多种生物标志物同时升高的联合作用评

价。ＡＲＩＣ研究发现［８５］，在预测将来ＣＨＤ发生的多变量模型
中，同时加入 Ｆｉｂ、细胞间黏附分子１和 ＷＢＣ会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 ＣＲＰ与冠脉事件的相关性。而 ＷＯＳＣＯＰＳ实验也发
现［８６］，单个调整白细胞介素６或Ｄ二聚体后，ＣＲＰ与冠脉事
件的相关性也有中度降低。同时包括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６和
Ｆｉｂ的ＰＲＩＭＥ研究发现，只有白细胞介素６仍与５年以上冠
脉事件危险有着显著的相关性［８７］。类似的结果也见于魁北

克ＣＶＤ研究（Ｑｕｅｂｅ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ｔｕｄｙ）［６１］，这一研究认为
ＣＲＰ与将来ＣＨＤ发生的相关性不能独立于其他传统的危险
因素，而白细胞介素６例外。在对 Ｆｉｂ协同研究的荟萃分析
中，在所选择的同时测定已确证的危险因素和 ＣＲＰ的亚组
中，分别调整两者后，Ｆｉｂ与冠脉事件发生率的相关性没有降
低，而这一研究未报道与ＣＲＰ相关的危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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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研究评估生物标志物增高与后续危险的联系（如互

补关系）。ＷＨＳ发现［２８］，高水平Ｆｉｂ（质量测定）与ＣＲＰ与将
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相关，且分别独立于对方及其他传统的危

险因素。此外，当两个生物标志物同时升高时危险最高，提

示这些标志物可能存在互补作用。对反映不同的生物学意义

的生物标志物联合作用进行评价证实是很有用的。在对干酪

和草本植物的研究中发现，ＣＲＰ和Ｄ二聚体为ＣＨＤ危险预测
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这表明来自不同领域的生物标志物存在

联合应用的可能性［８８］。针对 ＬＤＬＣ＜１３０ｍｇ／ｄＬ（不包括
ＬＤＬＣ更高者）患者的ＡＲＩＣ研究发现，三分位高值的ＣＲＰ和
ＬｐＰＬＡ２为将来发生ＣＨＤ的危险预测提供了更多的信息［８９］。

在ＭＯＮＩＣＡ奥格斯堡队列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９０］。

在以卒中为观察终点的ＡＲＩＣ试验中，无论ＬＤＬＣ浓度如何，
应用ＣＲＰ与ＬｐＰＬＡ２对卒中进行危险预测的互补性是很惊人
的，如果两者均升高，其危险度将增高１１倍［９１］。有鉴于此，对

生物标志物在危险预测中的联合应用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尤

其是当这些生物标志物反映了不同的生物学意义。

炎症标志物分析方面的考虑

如前所述，前瞻性研究已经显示了主要的炎症介质，如

细胞因子和黏附分子与ＣＶＤ的相关性［９２９５］。然而这些生物

标志物的实验室检测还存在问题：由于这些生物标志物存在

血液循环中的浓度较低，而通常所用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劳动强度大、尚未进行标准化，敏感度无法达到要
求，ＦＤＡ尚未批准将其应用于临床实验室，常规临床实验室
尚未开展以上检测。另外，这些标志物大部分很不稳定，因

此需要在收集到血样后立即进行检测或者在分析之前于

－７０℃冷冻保存。由于这些原因，目前对细胞因子和黏附分
子的检测仅用于科研。相比之下，ＷＢＣ的测量既精确又准
确，而且易于在各临床实验室进行。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其

他非分析性原因，ＷＢＣ不推荐应用于ＣＶＤ的危险预测。
炎症标志物如Ｆｉｂ、血清淀粉样蛋白Ａ及ＣＲＰ等与ＣＶＤ

的相关性已确立［９５９７］。目前对这３种标志物的临床检测是
可行的。然而，在临床实验室中大约有４０种检测 Ｆｉｂ的方
法。虽然这些测量方法相对精确（大约１０％ ＣＶ），但是它们
没有进行标准化，而且对同一个样本的检测，不同实验室其

结果的变异性很大。例如，根据美国病理学家学会（ＣＡＰ）的
一项调查显示，不同的实验室对同一样本 Ｆｉｂ的测量结果由
１２１ｍｇ／ｄＬ到４３７ｍｇ／ｄＬ不等。由于患者的检查结果根据国
内制定的临界值进行解释，因此心脏疾病的危险评估应该强

制性采用标准化检测方法。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免疫定量测

定方法对ＣＶＤ危险进行评估，这种方法已经标准化且已经
商业化。目前血清淀粉样蛋白 Ａ检测方法只有一种是可用
的，但没有得到ＦＤＡ的批准或者没有得到美国大多数临床实
验室的认可［９８］。与之相反，有３０多种高敏感的测量方法可
以准确地检测表观健康者的 ＣＲＰ进而确定他们将来发生
ＣＶＤ的危险［９９］。通过共价偶联胶乳颗粒放大抗原抗体复
合物对光散射的性能，已成功检测低浓度 ＣＲＰ水平（≤０．３
ｍｇ／Ｌ）的方法能够适用于自动生化分析仪器检测［９８］。

正是因为在这一部分中提到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的结

论是：在所有炎症标志物中只有 ＣＲＰ应用于临床 ＣＨＤ危险
预测。因此，下面我们将介绍与其检测和（结果）解释相关的

问题。

ＣＲＰ检测变异的来源

为了保证 ＣＲＰ可靠地用于 ＣＶＤ危险预测，应鉴别和控
制分析前和分析变异的各种来源。

分析前变异

生理的和临床的变异

Ａ．年龄
虽然大多数研究认为年龄和 ＣＲＰ浓度没有关联［９８，１００］，

但是一些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ＣＲＰ浓度有轻微的增
高［１０１１０２］。这可能是由于随年龄增长，肥胖发生率增高［１０１］。

在女性健康研究（ＷＨＳ，包含１５７７０位志愿者）的亚组研究
中发现，ＣＲＰ与年龄仅有轻微的相关性：对４５～５４岁、５５～
６４岁、６５～７４岁以及≥７４岁的女性，其 ＣＲＰ浓度的中位数
分别是１．３１、１．８９、１．９９以及１．５２ｍｇ／Ｌ［１０３］。
Ｂ．人群分布
许多研究表明，当应用偏度和峰度进行评估时，男性和

女性ＣＲＰ浓度呈非高斯分布［９８，１００］。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研究

结果显示，男性和没有接受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３５９３０例
患者）的ＣＲＰ浓度分布具有可比性（见表４）［１０３１０４］。源于Ａｓ
的多种族研究的其他数据报道激素治疗后，女性的ＣＲＰ水平
高于男性，而且危险因素水平也有差异［１０５］。美国第三次全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ＮＨＡＮＥＳⅢ）也发现女性的 ＣＲＰ浓度略
高于男性，但是这种差异不影响个体在 ＣＤＣ／ＡＨＡ危险分
组［１０６］。种族间ＣＲＰ分布差异也有报道。在 ＮＨＡＮＥＳⅢ中，
ＣＲＰ浓度在白种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男性中分布
没有显著差异［１０７］。相比而言，日本男性而非女性 ＣＲＰ浓度
稍低一些［１０８］。而夏威夷的日裔美国人并非如此，他们 ＣＲＰ
浓度的第７５百分位数为１．００ｍｇ／Ｌ［１０９］。经过多年的随访发
现，高于这个最低阈值对将来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预测性。

另一新近的研究数据表明，中国人的 ＣＲＰ浓度相对较
低［１０５］。现有资料显示，不同性别或种族的特定 ＣＲＰ临界值
在ＣＨＤ危险预测中是不需要的［４９］，但如 ＣＤＣ／ＡＨＡ指南所
言，这一问题仍需采用不同种族的男性和女性的队列研究和

临床终点研究数据进行进一步研究。

表４　ＣＲＰ的人群分布（ｍｇ／Ｌ；ｎ＝３５９３０）

百分位数

５ｔｈ １０ｔｈ ２５ｔｈ ５０ｔｈ ７５ｔｈ ９０ｔｈ ９５ｔｈ
美国女性 ０．２ ０．３ ０．６ １．５ ３．５ ６．６ ９．１
美国男性 ０．３ ０．４ ０．８ １．５ ３．２ ６．１ ８．６
欧洲女性 ０．３ ０．４ ０．９ １．７ ３．４ ６．２ ８．８
欧洲男性 ０．３ ０．６ ０．８ １．６ ３．３ ６．５ ８．６

　注：数据来源于Ｒｉｆａｉ［１０３］和Ｉｍｈｏｆ［１０４］；，为未采用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

　　Ｃ．生物学变异
众所周知，ＣＲＰ具有相当大的生物学变异。因此，生物

学变异对其在ＣＶＤ危险评估应用中的影响已广受关注。两
项研究表明，ＣＲＰ在个体内变异系数（ＣＶ）介于４２％至６３％
之间，个体间的变异系数介于７６％至９２％之间［１１０１１１］，这使

得研究人员怀疑这一标志物在 ＣＶＤ危险评估中的可信度。
然而，另一项研究显示，当被评估群体的复合变异系数为

１２％时，个体内稍大的变异系数（平均 ３０％）是可以接受
的［１１２］。但是，通过多次采血建立个体 ＣＲＰ基线水平是有必
要的；建议进行３次独立的测定［１１１］。但是，ＳＥＡＳＯＮ实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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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间隔３个月对ＣＲＰ或ＴＣ进行两次单独的检测，能将
大约９０％的个体分类到正确或者紧邻的四分位数［１１３］。对这

些数据的额外分析显示，在应用新推荐的临界值时，超过

９５％个体会被分类到正确的三分位危险中或有一个三分位
变异［１１４］（图２）。此外，胆固醇与复发事件的研究（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
ｏｌ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ｌ）发现，经年龄校正后，间隔５年
抽取的两个血液样本的 ＣＲＰ相关性为０．６———一个与胆固
醇和其他脂类参数相似的数值［６６］。最近，从雷基亚比克心

脏研究（ＲｅｙｋｊａｖｉｋＨｅａｒｔＳｔｕｄｙ）获得的数据进一步证实这一
发现，并表明了ＣＲＰ浓度１０年间变异性（ｒ＝０．５９，９５％ＣＩ为
０．５２～０．６６）与 ＴＣ一致（ｒ＝０．６０，９５％ＣＩ为 ０．５４～
０．６６）［６０］。已确诊的冠脉疾病患者的变异可能会更高一
些［１１５］。虽然对 ＣＲＰ个体内生物学变异的怀疑仍然存
在［１１６］，在此我们提出与 ＣＤＣ／ＡＨＡ专家组制定的类似建
议［４９］：进行两次独立的ＣＲＰ测定（空腹或非空腹），间隔至少
两周，用最低的数值来评估ＣＶＤ的危险。虽然ＣＤＣ／ＡＨＡ专
家组建议在ＣＲＰ浓度超过１０ｍｇ／Ｌ时需要重复检测［４９］，但

近来证据建议，超过这个浓度范围，ＣＲＰ水平与危险评估也
有很好的相关性［５４５５］。

图２　个体内部变异：ＣＲＰ与ＴＣ［１１３］

　　Ｄ．生活方式
运动、肥胖、吸烟以及酗酒均会影响 ＣＲＰ的浓度。也有

报道，积极的运动可以降低 ＣＲＰ的浓度，心肺适应能力水平
与ＣＲＰ浓度呈负相关［１１７］。此外，高频率的锻炼能使原已增

高的ＣＲＰ明显降低［１１８］。ＣＲＰ与体质指数（ＢＭＩ）呈明显正相
关已被明确证实［１１９１２０］；有报道认为，ＣＲＰ浓度与肥胖的关系
跟体内脂肪组织释放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有关。显著的体重
减轻与ＣＲＰ、多种细胞因子以及黏附分子浓度的降低相关，
这表明个体的整个炎症状态正在消退［１２１１２２］。

大量研究证明吸烟能使 ＣＲＰ浓度增加［１２３１２４］。这一相

关性与戒烟无关，表明吸烟相关的损伤可能是不可逆的。内

科医生健康研究（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６４］、女性健康研
究（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１２４］、心血管健康研究（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５５］均显示，在吸烟和不吸烟人群中，ＣＲＰ
均是预测将来ＭＩ的良好预测指标。

与不饮酒或偶尔饮酒者相比，适量中度饮酒与低ＣＲＰ浓
度相关联，提示酒精可能通过其抗炎机制部分降低 ＣＶＤ危
险。而且来自一些前瞻性研究的数据表明，适度饮酒的人体

内ＩＬ６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受体１和２的浓度较不
饮酒的人低，进一步证明了酒精的抗炎效应［１２５］。

Ｅ．药物
许多药物和疗法会影响 ＣＲＰ浓度。一些随机临床试验

和交叉对照试验已经证实激素替代治疗能使 ＣＲＰ浓度增高
２～３倍［５２，１２６］。但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如雷洛昔芬及他

莫昔芬却不引起ＣＲＰ浓度增高［１２７１２９］。在男性患者中，外源

性雄激素治疗对包括 ＣＲＰ在内的血清炎症标志物没有影
响［１３０］。以上提及的激素对 ＣＲＰ影响的临床结局尚未可知。
虽然已知阿司匹林能降低ＣＲＰ增高的男性患者的ＭＩ发生率
（大约６０％），但是其对ＣＲＰ浓度的影响仍不确定［１３１１３４］。如

前所述，洛伐他汀和普伐他汀都能降低伴有ＣＲＰ增高的患者
冠脉事件的发生率［６５６６］，提示他汀类药物可能具有抗炎作

用。其他所有的他汀类药物可以在无 ＬＤＬＣ浓度降低时仍
能使ＣＲＰ浓度降低１５％～２０％［６５，１３３，１３５］。

Ｆ．样本的收集和处理
虽然在检测ＣＲＰ时并不要求空腹采集样本［１３６］，但血清

或血浆的透明度会影响某些检测方法，因此重度高 ＴＧ血症
患者采集样本前需要空腹。而且 ＣＲＰ的浓度不存在昼夜节
律的变化，因此在评估 ＣＨＤ危险时没有必要对 ＣＲＰ标本采
集的时间标准化［１３７］。

血清或血浆都适用于 ＣＲＰ的检测。但由于抗凝物质对
红细胞渗透性的影响，应用 ＥＤＴＡ或枸橼酸盐抗凝血浆样本
与血清样本相比，其 ＣＲＰ检测结果有显著的偏移（＞
１０％）［１３８］，而肝素抗凝血浆与血清样本对 ＣＲＰ检测结果没
有影响［１３９］。然而，另一个对２５名患者的研究报告却认为，
同时采集的血清、肝素及 ＥＤＴＡ抗凝样本，它们的 ＣＲＰ检测
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１４０］。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这一重要

问题。ＣＲＰ在４℃下可以稳定６０ｄ［１４１］，在－７０℃下冷冻保
存超过２０年［１３６］或在液氮中保存达６个月［１０３］，其浓度也不

会有明显的变化。

Ｇ．分析变异
个体将会根据不同的临界值被归为不同的危险范围，故

检测方法要求必需［至少在最低的临界值（１ｍｇ／Ｌ）］能准确
测定ＣＲＰ。但是基于人群和临床的研究显示，低于 ０．１５
ｍｇ／Ｌ（正常人群的第２．５百分位数）的ＣＲＰ浓度应该也能够
被检测出。对９种第二代ＣＲＰ测定方法的评价显示，这些方
法的检测下限都≤０．３ｍｇ／Ｌ［１４３］。某一特定测定方法的可信
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可重复性。有建议认为，ＣＲＰ实验
室内总的不精密度在检测线性范围内应该低于１０％［１４４］。然

而根据前面所提到的评价研究，９种测定方法中仅有５种可
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需要更精确的ＣＲＰ检测方法［１４３］。

如前所述，目前已有超过３０种性能不同的 ＣＲＰ检测方
法可供使用［９９］。一些研究发现，这些方法所得的结果具有

显著的偏差，因此强调了测定标准化的必要性［１４３１４４］。在前

面提到的研究中，有４种ＣＲＰ的检测方法在将个体分类到危
险的四分位时，与对照方法具有很好的一致性［１９２］。事实上，

利用以上的这４种方法将９２％ ～９５％的个体划分到正确的
危险四分位中，而剩下５％～８％的个体几乎平分到相邻的２
个四分位中。然而，应用另外的４种方法，仅有６５％ ～７５％
的个体能被划分到正确的四分位中，而剩下的２５％～３５％的
个体都被划分上一个四分位中，提示存在标准化问题。当应

用全国统一的临界值来解释患者结果时，必须考虑各种 ＣＲＰ
检测方法的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ＣＤＣ启动了一项
ＣＲＰ测定的标准化工作，并邀请全世界所有的ＣＲＰ试剂制造
商参与［９９］。这一项目的目的就是确定一个合适的参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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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然后将这个校准品应用于各种检测方法，从而使患者结

果一致。目前尚无ＣＲＰ检测的参考方法。
在本文中，我们进一步支持 ＣＤＣ／ＡＨＡ指南［４９］和

ＦＤＡ［１４５］对在应用ＣＲＰ预测ＣＶＤ危险时选择ｍｇ／Ｌ作为ＣＲＰ
结果报告单位的强烈建议。报告ＣＲＰ结果使用单一单位是必
要的。如果有的实验室报告ＣＲＰ浓度用ｍｇ／Ｌ作为单位，而有
的实验室以ｍｇ／ｄＬ作为单位，医疗单位应用这一标志物时就
会出现混乱，进而导致患者被错误的分类和错误的诊治。

ＣＲＰ结果的解释
在本文中，我们同意 ＣＤＣ／ＡＨＡ指南中建议的应用特定

的临界值进行结果判读，临界值与ＣＲＰ人群分布的三分位数
相似［４９］：ＣＲＰ浓度＜１．０ｍｇ／Ｌ为低危，１．０～３．０ｍｇ／Ｌ为中
危，＞３．０ｍｇ／Ｌ为高危，而≥１０ｍｇ／Ｌ为极高危。

小结

在将来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中，研究者应该考虑采用下述

几点进行标准化的报告：

１．利用ＣＤＣ／ＡＨＡ制定的ＣＲＰ临界值（包括＞３．０ｍｇ／Ｌ
和＞１０．０ｍｇ／Ｌ值的评估）。
２．利用同一套协变量（传统的 ＣＶＤ危险因素：年龄、性

别、种族、血压／高血压、ＴＣ和ＨＤＬＣ、糖尿病、吸烟状况）。
３．根据不同性别和种族报道结果。
４．根据联合应用ＣＲＰ测定结果和在研究对象中制定的危

险预测法，评估那些将被重新归类到不同危险组的人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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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ｔ２［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２００１，４７（３）：４１８４２５．

［１４４］ＲｏｂｅｒｔｓＷＬ，ＳｅｄｒｉｃｋＲ，ＭｏｕｌｔｏｎＬ，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ｐｉ
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２０００，４６（４）：４６１４６８．

［１４５］Ｒｅｖｉｅｗ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Ａ］．Ｉｎ：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ＣＲＰ）
ａｓｓａｙｓ［Ｍ］．Ｖｏｌ．：ＵＳ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翻译：梁红艳、王腾姣，审校：姜晓峰、郑芳、鄢盛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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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脂蛋白亚型及颗粒浓度与心血管疾病危险
ＰｅｔｅｒＷ．Ｆ．Ｗｉｌｓｏｎ，ＧａｒｙＬ．Ｍｙｅｒｓ，ＧｅｒａｌｄＲ．Ｃｏｏｐｅｒ，ＳｃｏｔｔＭ．Ｇｒｕｎｄｙ，ＤａｒｗｉｎＲ．Ｌａｂａｒｔｈｅ

对ＬＤＬ亚型及颗粒大小的建议

根据对已发表文献全面综述，提出以下ＬＤＬ亚型及颗粒
浓度在ＣＨＤ和卒中评估一级预防危险的临床应用和建议。

建议１
脂蛋白亚型，特别是ｓｄＬＤＬ颗粒的数量或浓度与ＣＨＤ事件的发

生发展相关。现有的研究数据结果还不足以体现ｓｄＬＤＬ检测在一级
预防中对标准危险评估有获益。

建议分类：Ⅲ（不推荐脂蛋白亚型的检测）
证据权重：Ａ

建议２
没有充分数据显示脂蛋白亚型检测对评估疗效有用。

建议分类：Ⅲ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３
已有不少方法可用于脂蛋白亚型鉴定，但这些技术需要标准化。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Ｃ

支持的证据

引言

人们积极探讨脂蛋白亚型功能的时间可追溯到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中期，当时科学家们描述了超速离心法是如何分离极
低密度脂蛋白（ＶＬＤＬ）、ＬＤＬ、中间密度脂蛋白（ＩＤＬ）和
ＨＤＬ［１］。这种仅分离这些主要脂蛋白亚型的方法相对来说
比较主观。目前已知很多其他的亚型可被鉴别。其可根据

脂蛋白的密度、电荷以及所含磷脂、胆固醇、ＴＧ和特异蛋白
质的浓度进行分离鉴定。本章主要关注根据密度、电荷和其

他颗粒理化方面特性比如核磁共振特性等分类的脂蛋白亚

型在ＣＨＤ预测中的应用。

方法学

脂蛋白亚型的最初检测方法是基于 ＬＤＬ本身及其亚型
Ａ或Ｂ。这一技术是随着评价 ＶＬＤＬ、ＩＤＬ、ＬＤＬ和 ＨＤＬ范围
内脂蛋白颗粒的检测方法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２］。现已有

一些商品化的试剂盒用于 ＬＤＬ亚组分及其颗粒浓度检测。
最先建立的方法之一是梯度凝胶电泳［３］。这项技术是Ｂｅｒｋ
ｌｅｙＨｅａｒｔｌａｂ分离ＬＤＬ方法的基础［４５］。垂直式全自动谱型

分析（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ＶＡＰ）分离技术是由 Ａｔｈｅｒｏ
ｔｅｃｈ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公司［６７］根据密度梯度超速离心法发展而来

的。管式凝胶电泳方法应用于 Ｑｕａｎｔｉｍｅｔｒｉｘ公司的 Ｌｉｐｏｐｒｉｎｔ
ＬＤＬ系统中［８］。Ｌｉｐ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则运用核磁共振（ＮＭＲ）技
术检测脂蛋白颗粒浓度［９］。然而，测定脂蛋白亚型的标准或

基准方法依然是分析型超速离心法［１０］。

临床论据／证据

横断面与病例对照研究

早期应用脂蛋白亚型分析技术的临床研究显示，ｓｄＬＤＬ
颗粒与ＣＨＤ的发生存在极高的相关性［２，１１］。这一报道来自

波士顿健康调查研究（ＢｏｓｔｏｎＡｒｅａ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结果显示

ｓｄＬＤＬ颗粒在病例组中很容易被检出。科学家们所用的实
验方法通常可将人群所携带的 ＬＤＬ分为两型：Ａ型（含有大
而轻ＬＤＬ颗粒）或者 Ｂ型（含有 ｓｄＬＤＬ颗粒）。作者得出的
结论是“新陈代谢的特性决定着 ＬＤＬ亚型的分类，使脂蛋白
成分发生了一系列相关的变化，最终导致 ＣＨＤ的发生危险
增高”［２］。这一结论具有预见性，从那以后报道了很多类似

的结论，即Ａｓ性血管疾病与ｓｄＬＤＬ颗粒有极大的相关性，而
这种颗粒在ＴＧ增高和ＨＤＬＣ降低的时候更容易被检出。

在Ｃａｍｐｏｓ和Ｓｈｅｒｒａｒｄ进行的横断面与病例对照研究中
也报道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同样发现小 ＬＤＬ颗粒与 ＣＨＤ的
相关性［１１１２］；同时指出ＴＧ增高时 ｓｄＬＤＬ颗粒浓度也随之升
高，饮食可能会影响颗粒的组成，而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

者并不一定合成ｓｄＬＤＬ颗粒［１２］。

亚临床疾病

亚临床 Ａｓ性疾病的评价已经启动了十多年，并且应用
了诸如颈动脉中层内膜厚度分析、冠脉造影术以及各种动脉

血管钙化程度分析等一系列技术。许多病例对照研究比较

了冠脉造影术确诊的 ＣＨＤ患者和非 ＣＨＤ患者之间 ＬＤＬ颗
粒大小。Ｃａｍｐｏｓ报道冠脉造影结果阳性的 ＣＨＤ男性患者
中，血脂正常者多含有大 ＬＤＬ颗粒。Ｒａｊｍａｎ在冠脉造影结
果阳性的英国男性 ＣＨＤ患者血中检测到较小的 ＬＤＬ颗粒。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指出小 ＬＤＬ颗粒更容易在冠脉造影阳性的患者中
检测到，但这一差别在包括经传统 ＣＨＤ危险因素一起进行
的多元分析后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Ｂｏｇａｌｕｓａ研究表明，颈
动脉内膜增加的厚度与小ＬＤＬ颗粒浓度具有相关性［１６］。妇

女健康启动计划表明，ＬＤＬ体积的减小与冠状动脉钙化的增
多有相关性［１７］。

纵向研究

来自魁北克心脏研究（ＱｕｅｂｅｃＨｅａｒｔＳｔｕｄｙ）［１８］，美国退
伍军人管理局 ＨＤＬ干预研究（ＶｅｔｅｒａｎｓＡｃｌｍｉｎ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Ｄ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ｒｉａｌ，ＶＡＨＩＴ）［１９］，心血管健康研究（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ＨｅａｔｈＳｔｕｄｙ，ＣＨＳ）［２０］，妇女健康研究（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２１］，社区Ａｓ危险（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Ｒｉｓｋ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ＲＩＣ）［２２］以及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研究［２３］的诸多纵向研究表明，

ｓｄＬＤＬ颗粒浓度的增高与冠脉疾病发病率的升高相关。然
而另一些纵向研究，如强心研究 （ＳｔｒｏｎｇＨｅａｒｔＳｔｕｄｙ，
ＳＨＳ）［２４］以及胆固醇与复发事件研究（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ａｎｄ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ｓ，ＣＡＲＥ），并没有显示出 ｓｄＬＤＬ颗粒浓度与 ＣＨＤ
发病率的正相关性［２５］。研究数据更倾向于支持ＬＤＬ的颗粒
数目与ＬＤＬ颗粒的大小相比，其与 ＣＨＤ的相关性更强。在
包括传统ＣＨＤ的危险评估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中，ＬＤＬ检
测经多变量校准后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关于 ＩＤＬ和 ＨＤＬ浓
度与ＣＨＤ发病率关系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但是多认为这
些脂蛋白成分中较小体积的颗粒通常和冠脉事件发生危险

增高相关联［１９，２２，２５２６］。

讨论

脂蛋白的纯化与分析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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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也帮助我们了解Ａｓ的形成过程。但人们还没有很好地理
解这些检测作为辅助指标用于冠脉疾病高危人群筛查或者

调脂药物疗效监测的综合应用。特别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

脂蛋白亚型检测的信息是否会帮助卫生主管部门，更加精细

和准确地识别那些将发展成为临床型或亚临床型冠脉疾病

的患者。许多脂蛋白亚型测定的纵向研究必定有助于我们

提高认识。但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脂蛋白亚型测定的参考标

准，也缺乏电泳法和核磁共振法不同脂蛋白亚型检测方法比

对研究的相关信息［２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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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脂蛋白（ａ）与心血管疾病危险
ＧｅｒａｌｄＲ．Ｃｏｏｐｅｒ，ＰｅｔｅｒＷ．Ｆ．Ｗｉｌｓｏｎ，ＧａｒｙＬ．Ｍｙｅｒｓ，ＳｃｏｔｔＭ．Ｇｒｕｎｄｙ，ＤａｒｗｉｎＲ．Ｌａｂａｒｔｈｅ

对脂蛋白（ａ）的建议

根据对已发表文献的全面综述，提出以下ＣＨＤ和卒中一
级预防危险评估时Ｌｐ（ａ）临床应用和检测建议。

建议１
在ＣＨＤ一级预防和心血管危险评估时，进行 Ｌｐ（ａ）筛查是没有

依据的。

建议分类：Ⅲ（反对测定）
证据权重：Ａ

建议２
如果中度危险（１０％ ～２０％），并且使用预防性治疗措施（如他

汀类或阿司匹林）具有不确定性，则可遵医嘱测定Ｌｐ（ａ）。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３
在整体危险评估后，对有早发 ＣＶＤ家族史的患者测定 Ｌｐ（ａ），

可有助于识别具有ＣＶＤ遗传倾向的个体。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４
根据Ｌｐ（ａ）浓度治疗的有效性还不确定。如果Ｌｐ（ａ）和 ＬＤＬＣ

都显著升高，可遵医嘱通过降低ＬＤＬＣ水平以降低Ｌｐ（ａ）水平。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５
尚无充分证据支持治疗过程中监测Ｌｐ（ａ）水平以评估疗效。

建议分类：Ⅲ（反对测定）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６
常规检测Ｌｐ（ａ）是没有依据的。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Ｃ

引言

Ｌｐ（ａ）由独特的糖蛋白（ａ）通过二硫键与 ａｐｏＢ１００连
接而成，其与ＬＤＬ相比，密度更大，唾液酸含量更高。人类血
浆中Ｌｐ（ａ）的浓度非常低，介于０．１～１８０ｍｍｏｌ／Ｌ。研究发
现Ｌｐ（ａ）是ＣＨＤ的危险因素。Ｌｐ（ａ）与人类纤溶酶原结构
上具有高度同源性，提示 Ｌｐ（ａ）在血栓形成中起作用。当
ＬＤＬＣ与Ｌｐ（ａ）浓度同时升高时，Ｌｐ（ａ）会强烈增加 ＣＨＤ的
危险。ａｐｏ（ａ）与预测 ＣＨＤ具有更强相关性，且较之 Ｌｐ（ａ）
浓度更具独立性。由于识别 Ｋｒｉｎｇｌｅ４（Ｋ４）的２型重复表位
的抗体根据ａｐｏ（ａ）分子大小不同具有不同的免疫反应活性，
将导致实验室测定的不准确性增加。即使 Ｌｐ（ａ）对于 ＣＨＤ
显示出高危险性，高半胱氨酸（Ｈｃｙ）筛查用于一级预防和
ＣＨＤ危险评估也是没有依据的。

临床论据／证据

通过Ｏｖｉｄ数据库获得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５年间有关 Ｌｐ（ａ）在
一级预防方面的候选文献７５９篇。经过 Ｌｐ（ａ）工作组随后

的审核，筛出３２篇符合要求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用于制成
电子表格小结。小结列出了下列信息：作者、出版年限、研究

名称、题目、引用、研究类型、随访、年龄范围、终点、病例数、

对照数、危险指数或危险比（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Ｒ）、多变量校准、校
正因子、测定方法、临界值（ｃｕｔｐｏｉｎｔｓ）、正常均值、种族构成、
性别、与队列分析中的血脂比较的结果及注释。

Ｌｐ（ａ）与ＣＨＤ危险

文献综述的证据显示，Ｌｐ（ａ）与 ＣＨＤ具有独立的相关
性，对于小于５０岁的人群，Ｌｐ（ａ）是早发 ＣＨＤ的危险因素，
对于大于７０岁的老年人群，升高的 Ｌｐ（ａ）结合其他 ＣＨＤ危
险因素共同增加了 ＣＨＤ的危险。一项关于２０００年之前的
前瞻性研究的荟萃分析，总结得出的证据显示Ｌｐ（ａ）与ＣＨＤ
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关联性，其作用独立于标准的血管危险

因素［１］。高浓度Ｌｐ（ａ）已经显示出预测心绞痛危险的能力，
并且当伴随高浓度ＬＤＬＣ时，该危险会大幅增加［２］。小分子

的ａｐｏ（ａ）比Ｌｐ（ａ）浓度预测心绞痛能力更强、更独立［２３］。

瑞典北方健康与疾病调查（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ｗｅｄ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ｈｏｒｔ）中的一项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发现，血浆高
Ｌｐ（ａ）浓度与男性首次 ＭＩ后的进展独立相关［４］。一项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针对高至５５岁男性的前瞻性研究发现，血浆 Ｌｐ
（ａ）升高是男性早发 ＣＨＤ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ＲＲ＝１．９，
９５％ＣＩ为１．２～２．９），这与 ＴＣ水平大于６．２ｍｍｏｌ／Ｌ（２４０
ｍｇ／ｄＬ）或 ＨＤＬＣ水平小于 ０．９ｍｍｏｌ／Ｌ（３５ｍｇ／ｄＬ）作用
相似［５］。

针对７０～８２岁老年人群的ＰＲＯＳＰＥＲ研究中，经过基线
特征参数的校正后发现，Ｌｐ（ａ）的基线值与ＣＨＤ死亡危险及
血管疾病危险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但Ｌｐ（ａ）与认
知功能间无显著相关性［６］。在 ２００２年澳大利亚一项针对
１００名可能患有 ＣＨＤ的患者的研究中，血浆 Ｌｐ（ａ）浓度与
ＣＨＤ存在与否之间缺乏相关性［７］。血浆 Ｌｐ（ａ）浓度的第五
个五分位数与第一个五分位数比较的ＲＲ为０．８７（９５％ＣＩ为
０．６６～１．３４），校正后，ＲＲ为１．０６（９５％ＣＩ为０．８１～１．３９）。
在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的为期５年的赫尔辛基心脏研究（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ＨｅａｒｔＳｔｕｄｙ）中，研究对象为实验开始前无ＣＨＤ的４０～５５岁
的男性，高浓度Ｌｐ（ａ）人群与低浓度人群相比的ＯＲ为１．０６
（９５％ＣＩ为０．６４～１．７６），但是当应用 Ｌｐ（ａ）最高浓度三分
位区间的下限为临界值时，ＯＲ变为１．３２（９５％ＣＩ为０．７７～
２．００）［８］。该研究总结得出，血清 Ｌｐ（ａ）水平不是未来冠状
动脉事件的预测因素［８］。

女性Ｌｐ（ａ）与ＣＨＤ危险

在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女性前瞻性研究发现，经过多变量校正
ＲＲ估算后，存在 Ｌｐ（ａ）带的人群与不存在 Ｌｐ（ａ）带的人群
的总ＣＶＤ的ＲＲ值为１．４４（９５％ＣＩ为１．０９～１．９１），这证实
Ｌｐ（ａ）是女性ＣＶＤ的一个有效预测指标［９］。在加利福尼亚

州５个城市中开展的针对普通人群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力
的证据显示Ｌｐ（ａ）水平是男性ＣＨＤ发展的一个独立的预测
危险因素，但是对于女性这种关系无统计学意义［１０］。在一

项针对中年女性护士的健康研究（Ｎｕｒｓ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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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３００ｍｇ／Ｌ的Ｌｐ（ａ）水平与ＣＨＤ事件危险双倍相关，并
且独立于脂类和非脂类危险因素［１１］。２００２年的一项追踪西
部瑞典人群１２年的性别特异性的分析揭示，女性人群中高
四分位Ｌｐ（ａ）人群死亡率显著增加（ＲＲ＝１．２１，９５％ＣＩ为
１．０～１．５），而男性人群中无此现象［１２］。

Ｌｐ（ａ）与其他ＣＨＤ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

当Ｌｐ（ａ）升高伴随有其他显著的 ＣＶＤ危险因素或代谢
状况时，Ｌｐ（ａ）与ＣＶＤ危险的联系会比预期更高。当高浓度
Ｌｐ（ａ）伴随有高浓度ＬＤＬＣ时，ＣＶＤ危险会大大增加［２］。内

科医师健康研究（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发现，当有 ＬＤＬＣ
伴随升高时，Ｌｐ（ａ）浓度将显著增加 ＣＨＤ危险，此结果与
ＰＲＯＣＡＭ，Ｐｒｉｍｅ和 Ｂｒｕｎｅｃｋ等研究一致［２］。Ｌｐ（ａ）浓度可用
来区分具有高浓度 ＬＤＬＣ特别是高 ＣＨＤ危险的小部分人
群，他们也许可以从加强的危险管理中获益。

１９９７年的斯堪地纳维亚辛伐他汀生存研究（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
ａｎＳｉｍｖａｓｔａｔｉ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Ｓｔｕｄｙ，４Ｓ）对 ＴＣ水平介于 ５．５～８．０
ｍｍｏｌ／Ｌ的个体进行了为期 ４８个月的追踪观察，研究显示
ＣＨＤ人群的Ｌｐ（ａ）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对照组，不同四分位
Ｌｐ（ａ）水平高低的死亡数显著不同［１３］。Ｌｐ（ａ）升高与吸烟同
时存在使 ＣＶＤ危险显著增加［５］。仅在吸烟者中观察到

Ｌｐ（ａ）亚型与ＣＨＤ死亡间存在正相关［１４］。在加拿大魁北克

市，研究发现高Ｌｐ（ａ）水平与高Ｆｉｂ水平共同导致ＣＶＤ危险
显著增加［１５］。在ＡＲＩＣ研究中，以来自４个不同社区年龄为
４５～６４岁无ＣＨＤ证据的居民样本作为基线，即使 Ｌｐ（ａ）对
于预测 ＣＨＤ具有独立的显著性意义，ＲＲ为 １．１７，但将
Ｌｐ（ａ）与其他脂类一同进行分析时，也只能起到非常小的预
测ＣＨＤ作用［１６］。２００４年报道的印度Ｍｏｒａｄａｂａｄ生活方式与
心脏研究（ＩｎｄｉａｎＭｏｒａｄａｂａｄ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Ｓｔｕｄｙ）显示，
针对４５～６０岁的健康男性，ＣＨＤ组 Ｌｐ（ａ）升高的发生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３０ｍｇ／ｄＬ，４２．６％ ｖｓ２４．７％；Ｐ＝
０．０５）［１７］。在急性冠脉事件过程中，Ｌｐ（ａ）显著升高，急性冠
脉事件第４周后，Ｌｐ（ａ）显著降低。由于大量饮食与代谢反
应（如营养缺乏）或肥胖、高糖血症、高胰岛素血症相关的高

水平的炎症前细胞因子水平显著相关，因此可以观察到丰盛

的早餐和晚餐分别与一天中（凌晨０：３０与１：００）两个时间段
冠脉事件的发生率升高显著相关［１７］。这可能是高脂早餐和

晚餐增加了儿茶酚胺、糖、胰岛素及 ＴＧ的释放，这些可能对
于冠状动脉功能具有不利影响［１７］。在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大学关于血
管动脉瘤的研究中，血浆Ｌｐ（ａ）浓度显著升高并明显有助于
可选择性外科干预需求的评估［１８］。一项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发现，高水平Ｌｐ（ａ）与外周血管腹主动脉瘤有显著相
关性 （ＯＲ＝２．６；９５％ＣＩ为１．７～３．９；Ｐ＜０．０００１）。另外，
高水平Ｌｐ（ａ）同时伴Ｈｃｙ水平升高导致外周血管腹主动脉瘤
的危险显著增加（ＯＲ＝２２．７；９５％ＣＩ为５．０～１０２．５）［１８］。

表５列出了２０００年以来，应用多因素分析 ＣＨＤ危险与
Ｌｐ（ａ）水平关系的１４个典型研究报道给出的ＯＲ或ＲＲ值。

尽管Ｌｐ（ａ）浓度升高与 ＣＨＤ危险呈正相关，但人群中
Ｌｐ（ａ）浓度升高并不常见［１４］，而且实验室测定方法通常具有

不确定性，这导致不建议在人群中常规进行Ｌｐ（ａ）测定以评
价初发ＣＨＤ事件的危险［２５２６］。

表５　Ｌｐ（ａ）与ＣＨＤ的相对危险关系

作者（参考文献） 相对危险（９５％ＣＩ）
Ｄａｎｅｓｈ［１］ １．７（１．４～１．９）
Ａｕｅｒ［７］ １．０６（０．８７～１．３９）
Ｃａｎｔｉｎ［１５］ １．０９（０．６９～１．７３）
Ｌｕｎｄｓｔａｍ［１２］ １．２１（０～１．５）
Ｒｉｆａｉ［２］ ２．５７（１．０９～６．０７）
Ｊａｎｓｅｎ［１９］ １．５０（１．２０～１．７９）女性

２．８２（２．３７～３．３６）男性
Ｒａｊａｓｅｋｈａｒ［２０］ １．９８（０．００７～１．１８）
Ｆｒｏｌｉｃｈ［２２］ １．００２（１．００１～１．００３）男性
Ｈｏｎｇ［２１］ ４．３６（１．７６～１０．８５）
Ｇａｗ［６］ １．０６（１．００５～１．１２）
Ｔｈｏｇｅｒｓｅｎ［４］ ７．２１（１．３１～３９．８）
Ｌｏｎｇｅｎｅｃｋｅｒ［２３］ １．３８（１．０６～１．７９）
Ｈｏｌｍｅｓ［２４］ ３．１９（１．７９～５．６９）
Ｓｈａｉ［１１］ ２．０９（１．１６～３．７７）

分析方面的考虑

Ｌｐ（ａ）的参考系统
一级参考方法：无可用的同位素稀释质谱法（ＩＤＭＳ）。
二级参考方法：为一种特定的双抗体夹心ＥＬＩＳＡ法用于

测定Ｌｐ（ａ）浓度，捕获单抗针对 Ｌｐ（ａ）Ｋ４的２型表位，检测
单抗针对Ｌｐ（ａ）唯一的Ｋ４的９型表位［２６］。

一级参考物质：通过氨基酸分析方法测定新鲜纯化的

Ｌｐ（ａ）的蛋白质量浓度。
二级参考物质：ＩＦＣＣ推荐的Ｌｐ（ａ）血清参考物质［ＩＦＣＣ

一级参考物质Ｌｐ（ａ）］［２５］。
稳定性：研究发现，Ｌｐ（ａ）在 －２０℃长期保存浓度无显

著性变化，可保存至８．５年［８］。

临床实验室检测

在美国病理学家协会（ＣＡＰ）２００５ＣＣ（２００６ＣＣ）临床化
学调查中，室间比对样本测定结果显示，免疫透射比浊法平

均ＣＶ是 ２０．０％（１９．２４％），免疫散射比浊法平均 ＣＶ是
２５．３％（２５．１％）［２７］。２００５年实验室应用来自３家主要厂商
的试剂（２００６年来自两家厂商），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的ＣＶ为５．９％ ～１３．５％（４．７％ ～１１．２％）。２００６年，两个实
验室应用两家不同厂商的不同散射比浊法的试剂测定的平均

ＣＶ为９．１％（５．８％～１３．３％）。此时，临床实验室的实际室内
ＣＶ和偏移目标应＜１０％，对于研究和专供ＣＶＤ研究实验室理
想的目标与可接受的分析性能，其检测偏移和ＣＶ应＜５％。
Ｌｐ（ａ）测定问题

临床实验室Ｌｐ（ａ）分析性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存在各
种各样的亚型，可以与碳水化合物结合形成复合物，与一个

载脂蛋白Ｂ分子形成 Ｌｐ（ａ）［２６］。抗体表位识别 Ｋ４的２型
重复表位的免疫学反应性依 ａｐｏ（ａ）的分子大小不同而
异［２６］。人群中ａｐｏ（ａ）异质性是准确测定Ｌｐ（ａ）浓度的唯一
挑战［２］。应该使用直接针对ａｐｏ（ａ）抗原位点而不是针对Ｋ４
的２型表位的单克隆抗体试剂，因为 Ｋ４２型表位易受
ａｐｏ（ａ）分子大小的影响。存在于ａｐｏ（ａ）上的Ｋ４的９型表位
就不易受ａｐｏ（ａ）分子大小的影响［２６］。目前，商品化的胶乳

试剂应用多克隆抗体识别Ｋ４的２型表位，这样对于 ａｐｏ（ａ）
分子较小的个体，容易低估 Ｌｐ（ａ）水平，而对于 ａｐｏ（ａ）分子
较大的个体时，又会高估 Ｌｐ（ａ）水平。事实上，几乎所有的
Ｌｐ（ａ）商品试剂都会受Ｋ４２型可变重复表位的影响，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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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了Ｌｐ（ａ）预测危险的能力，也就更肯定改进现有的用于
临床实验室的Ｌｐ（ａ）检测方法的必要性［２］。在ＰＨＳ中，近来
使用的测定Ｌｐ（ａ）的ＥＬＩＳＡ方法采用的是针对 Ｋ４９型表位
的单克隆抗体［２］。在使用针对 Ｋ４９型表位的抗体试剂之
前，ＰＨＳ使用以前的测定Ｌｐ（ａ）方法看上去好像低估或掩盖
了Ｌｐ（ａ）与ＣＨＤ之间的真实关系［２］。

讨论

反对在人群中常规测定 Ｌｐ（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其不
确定性大于可靠性［２５２６］。在 ＰＨＳ中，主要由白人中年男性
参与者的一项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Ｌｐ（ａ）
与将来ＭＩ危险相关［２７］。该研究认为这些数据并不支持在

人群中将 Ｌｐ（ａ）水平作为常规检测项目来确定 ＣＶＤ危
险［２７］。在卒中的一级干预中，也不推荐常规测定Ｌｐ（ａ），因
为没有证据表明血浆中 Ｌｐ（ａ）浓度的基线水平与将来总的
或血栓性卒中的危险相关［２８］。在一项针对２０００年以前１８
个人群队列结果的荟萃分析中，其联合的ＲＲ为１．７（９５％ＣＩ
为１．４～１．９），也不推荐常规测定Ｌｐ（ａ）［１］。

在下列情况下可考虑常规测定Ｌｐ（ａ）：（ａ）早发Ａｓ性心
脏病患者或有家族史者；（ｂ）有高脂血症家族史者；（ｃ）常规
血脂检查正常但确诊为Ａｓ性心脏病者；（ｄ）难治性高脂血症
者；（ｅ）有反复发作的动脉狭窄病史者［２９］。６岁儿童，显示具
有与其祖父母 ＣＶＤ及卒中家族史相关，并与高水平 ＬＤＬＣ
和ａｐｏＢ相关［３０］。在印度，有证据示 Ｌｐ（ａ）与 ＣＨＤ相关
（ＯＲ＝１．９８；９５％ＣＩ为０．００７～１．１８），并提示其具有遗传易
感性［２０］。在檀香山心脏研究（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ｅａｒｔＳｔｕｄｙ）中，４０３
例对照组的Ｌｐ（ａ）均值为１３．７ｍｇ／ｄＬ，陈旧性 ＭＩ的男性的
ＯＲ值是新发ＭＩ患者Ｌｐ（ａ）在下四分位的２．５倍；年轻男性
人群贡献危险是６０岁男性组的２５％［３１］。斯堪地纳维亚辛

伐他汀生存研究（４Ｓ）的结论得出，在流行病学研究中测定
Ｌｐ（ａ）浓度是可取的，此外在 ＣＨＤ病例集中的家庭中，在没
有传统危险因素的早发ＣＨＤ个体中及与这些患者的亲属中
测定Ｌｐ（ａ）一样是可取的［１３］。

建议以６个月时间间隔随访，以评估血清Ｌｐ（ａ）是否作
为急性血管事件的预测指标，特别是在合并感染的情况下，

因为Ｌｐ（ａ）不像其他炎症标志物（如ＣＲＰ），其对各种感染存
在延迟反应［２１］。医生在医嘱中可以连续监测 Ｌｐ（ａ），特别
是具有高浓度ＣＲＰ和高浓度血浆胆固醇的个体［２１］，或伴随

高浓度Ｌｐ（ａ）和高浓度Ｆｉｂ的个体［１５］。

可以应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３６１页上的表格和３６２页上的范例，
利用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危险积分测定中度危险［３２］。

由于Ｌｐ（ａ）具有不同的 Ｋｒｉｎｇｌｅｓ数量和类型，这使得
ＣＨＤ危险与Ｌｐ（ａ）水平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２３］。多个

不同回顾性文献中报道的临界值从１３到５６．８ｍｇ／ｄＬ不等，
表明目前根据Ｌｐ（ａ）水平选择治疗方法的可靠性存在不确
定性。

Ｌｐ（ａ）的Ｋｒｉｎｇｌｅｓ数量和类型的不同，个体血清 Ｌｐ（ａ）
水平也不同［２６］。因此，目前无法得到准确标定的标准物及

能进行准确分析的Ｌｐ（ａ）试剂。
尽管小分子ａｐｏ（ａ）比 Ｌｐ（ａ）浓度在预示心绞痛上能力

更强和独立性更好［２３］，但是还是不推荐进行 Ｌｐ（ａ）的常规
分析，因为无论是小分子载脂蛋白测定还是Ｌｐ（ａ）浓度分析

都还没有可靠的标准化商业试剂可以独立于 ａｐｏ（ａ）的大小
准确测定Ｌｐ（ａ）的大小或Ｌｐ（ａ）浓度［２，２６］。尽管随后的文献

显示低分子量Ｌｐ（ａ）浓度与 ＣＨＤ发展相关，但因为小分子
Ｌｐ（ａ）浓度升高很罕见，所以通常不推荐在人群中常规测定
Ｌｐ（ａ）。在４个针对白人的德国ＭＯＮＩＣＡ前瞻性巢式病例对
照队列研究和１个针对６０岁以下白人的德国 Ｇｌｏｓｔｒｕｐ人口
队列研究中，低分子 ａｐｏ（ａ）亚型与 ＣＨＤ的发展具有显著相
关性，其ＯＲ值为３．８３（９５％ＣＩ为１．１８～１２．４）［３］。高血浆
水平的低分子Ｌｐ（ａ）亚型与ＣＨＤ患者死亡危险有关，ＲＲ值
为２．２（９５％ＣＩ为１．３～３．７）［１２］。在科威特海湾国家阿拉
伯人群研究（ＧｕｌｆＡｒａｂＫｕｗａｉ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中，与其他特
定人群不同，没有观察到Ｌｐ（ａ）亚型与血清 Ｌｐ（ａ）浓度之间
存在简单的相关性或一致性倾向［３０］。在 ＣＨＤ患者和健康
对照人群中都曾经发现类似的Ｌｐ（ａ）亚型谱［３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五
城市项目（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ＦｉｖｅＣ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不推荐测定Ｌｐ（ａ）大小，
因为他们发现 ａｐｏ（ａ）大小不能增加 Ｌｐ（ａ）浓度的预测能
力［１０］。ＰＲＯＳＰＥＲ的研究结果质疑血浆Ｌｐ（ａ）测定在评估老
年人的血管危险中的临床应用价值［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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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李江，审校：郑芳、鄢盛恺）

第６章　载脂蛋白ＡⅠ和载脂蛋白Ｂ与心血管疾病危险
ＧａｒｙＬ．Ｍｙｅｒｓ，ＰｅｔｅｒＷ．Ｆ．Ｗｉｌｓｏｎ，ＧｅｒａｌｄＲ．Ｃｏｏｐｅｒ，ＳｃｏｔｔＭ．Ｇｒｕｎｄｙ，ＤａｒｗｉｎＲ．Ｌａｂａｒｔｈｅ

对载脂蛋白ＡⅠ与载脂蛋白Ｂ的建议

根据对文献的综述，提出以下载脂蛋白ＡⅠ（ａｐｏＡⅠ）和载
脂蛋白Ｂ（ａｐｏＢ）在ＣＨＤ和卒中一级预防危险评估中的临床
应用及测定建议。

建议１
监测调脂治疗疗效的第１步是测定 ＬＤＬＣ的含量［以及 ＴＧ高

的患者血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ｎｏｎＨＤＬＣ）的含量］
建议分类：Ⅰ
证据权重：Ａ

建议２
虽然ａｐｏＢ反映的是致Ａｓ的脂蛋白，且对ＣＶＤ危险预测是一个

很好的指标（至少等同于 ＬＤＬＣ和 ｎｏｎＨＤＬＣ），但其预测能力仅仅
略优于当前的血脂谱，不应该在此时被用做整体危险评估的常规

检测。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Ｂ

建议３

　　ａｐｏＢ能够替代ｎｏｎＨＤＬＣ用于监测调脂治疗有效性。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Ｂ

建议４
ａｐｏＢ与ａｐｏＡⅠ的比值（ａｐｏＢ／ａｐｏＡⅠ）可以代替 ＴＣ与 ＨＤＬＣ的

比值（ＴＣ／ＨＤＬＣ）用于脂蛋白相关ＣＶＤ危险性的检测。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Ａ

建议５
生产ａｐｏＢ与ａｐｏＡⅠ测定试剂的厂商应该建立与可接受的标准

物质的溯源，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及可重复性。

建议分类：Ⅱｂ
证据权重：Ｃ

支持的证据

引言

ａｐｏＡⅠ和ａｐｏＢ是脂蛋白颗粒结构功能的组成成分，是
胆固醇的转运载体。ａｐｏＢ可以将胆固醇和 ＴＧ从其生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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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运送至用于能量的生成、贮存、膜的形成及合成激素的组

织中。另外，ａｐｏＡⅠ还可以将周围组织中的胆固醇运送到肝
脏，在胆固醇逆转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流行病学调查和临

床实验研究已经证实，ａｐｏＡⅠ和ａｐｏＢ在 ＣＨＤ和脑卒中初期
诊断及进行期监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临床论据／证据

ａｐｏＡⅠ

ａｐｏＡⅠ是ＨＤＬＣ主要载脂蛋白。Ａ类脂蛋白的名称是先
前ＨＤＬ在电泳中对应为α脂蛋白所致。人类血浆主要有两
类载脂蛋白Ａ（ａｐｏＡⅠ和ａｐｏＡⅡ），ａｐｏＡⅠ的含量约为 ａｐｏＡⅡ
的３倍多。ＨＤＬ预示ＣＨＤ危险的能力已经被大量实验研究
所证实，较低水平的 ＨＤＬＣ与增加的 ＣＶＤ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相关［１７］，反之较高水平的ＨＤＬＣ则可提供一个保护效应
并减小ＣＨＤ危险。ａｐｏＡⅠ是与ＨＤＬＣ相关的主要载脂蛋白，
因此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假设即认为 ａｐｏＡⅠ具有与 ＨＤＬＣ
相同的抗Ａｓ的特性。然而，也有一些是例外的，如大规模的
ＡＭＯＲＩＳ研究指出，应用包含ＨＤＬ在内的多变量分析方法评
价时，ａｐｏＡⅠ与ＣＨＤ危险无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性［８１１］。这些

研究普遍显示，对于ＣＨＤ危险评估，ａｐｏＡⅠ的检测意义很少
能优于ＨＤＬＣ，也不能证实ａｐｏＡⅠ的检测能够比ＨＤＬＣ水平
提供更多的信息。

ａｐｏＢ

ａｐｏＢ是运输所有在肝脏和小肠合成的含胆固醇的脂蛋
白必不可少的物质，包括富含 ＴＧ脂蛋白、ＶＬＤＬ和 ＩＤＬ。
ａｐｏＢ在脂蛋白运输系统中起主要作用，将来自肝脏和小肠
的ＴＧ及胆固醇运送至分解或储存的组织，同时这些脂蛋白
的脂质含量不断改变使得ａｐｏＢ的含量维持稳定。ａｐｏＢ得
名源于其以往在电泳中称作β迁移脂蛋白。ａｐｏＢ以单一分
子形式分别存在于 ＬＤＬ、ＩＤＬ和 ＶＬＤＬ中，众多专家认为
ａｐｏＢ在所有致Ａｓ颗粒中有可能是生物学和分析方面最好
的标志物［１１１６］。但 ａｐｏＢ是否可以提供比 ＬＤＬＣ和
ｎｏｎＨＤＬＣ等常规脂类参数更多的信息用以提高危险预测也
存在一些争议。

一些早期的病例对照和队列研究指出，ａｐｏＢ较 ＴＣ和
ＬＤＬＣ具有更好的预测特性 ［１０，１７１９］，但其他研究却没有证实

这些发现［２０］。例如，在内科医师健康研究（ＰＨＳ）中，对传统
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元变量分析后，未发现 ａｐｏＢ水平可以显
著增加其危险性［９］。雷基亚比克研究（ＲｅｙｋｊａｖｉｋＳｔｕｄｙ）发
现，在单变量分析时，ａｐｏＢ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危险因素，但
在含有血清胆固醇的多变量分析时，却不具有显著性［２１］。

因此，相比传统危险因素和血清 ＴＣ测定，ａｐｏＢ并不能更多
地预测ＣＨＤ的危险性。同样，在ＡＲＩＣ的研究中，ａｐｏＢ在单
变量分析时可显著预测 ＣＨＤ危险性，而经多因素分析时没
有此特性［８］。Ｇｏｅｔｔｉｇｅｎ危险、发病率和流行研究（Ｇｅｏｔｔｉｇｅｎ
Ｒｉｓｋ，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ＩＰＳ）１０年随访结果
已经认定ＬＤＬＣ是预测ＭＩ最强的指标［２２］。ａｐｏＢ预测危险
性的作用弱于 ＬＤＬＣ，并且不能单独作为 ＭＩ危险性的判定
指标［２２］。在护士健康研究（ＮＨＳ）中，共有３２８２６名中年女
性参与了一项前瞻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对预测将来 ＣＨＤ
的多个脂类参数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在此，ａｐｏＢ与 ＣＨＤ

的相关性明显强于 ＬＤＬＣ，但是在多元校准模型的评估中，
ａｐｏＢ与ＣＨＤ的相关性与 ＬＤＬＣ相比更容易被脂质和非脂
质危险因素减弱，同时也没有带来比 ＬＤＬＣ更多的有效
信息［２３］。

大量的研究支持 ａｐｏＢ作为危险预测因子的重要性。
Ｑｕｅｂｅｃ研究结果表明，ａｐｏＢ水平增高与缺血性心脏病 ＲＲ
（ＲＲ）的增高密切相关，甚至当校正 ＴＧ和 ＨＤＬＣ后亦
然［１０］。Ｔａｌｍｕｄ等在另一项英国中年男子 ＣＨＤ危险预测研
究中，将ＴＣ、ＴＧ、ａｐｏＢ、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和 ａｐｏＡⅠ配对组合进
行比较，发现ａｐｏＢ与 ＴＣ和 ＬＤＬＣ相比是更好的预测危险
性的指标［１１］。在起初有１５６３２名健康女性入选的女性健康
研究（ＷＨＳ）这一前瞻性队列研究中，ａｐｏＡⅠ和 ａｐｏＢ、
ｎｏｎＨＤＬＣ、标准的脂质检测、脂质比值及 ＣＲＰ被直接进行
比较，以期评价他们作为将来ＣＶＤ预测指标的临床价值［２４］。

与心血管危险相关强弱的结果显示，ａｐｏＢ危险比（ＨＲ）为
２．５０，９５％ＣＩ为１．６８～３．７２），高于 ＴＣ（ＨＲ为２．３２，９５％ＣＩ
为１．６４～３．３３）以及ＬＤＬＣ（ＨＲ为１．６２，９５％ＣＩ为１．１７～
２．２５）［２４］。研究结果还指出 ａｐｏＢ与 ｎｏｎＨＤＬＣ具有较高
的相关性（ｒ＝０．８７）。ａｐｏＢ的相关性与 ｎｏｎＨＤＬＣ（ＨＲ为
２．５１，９５％ＣＩ为１．６９～３．７２）为临床等效［２４］。在载脂蛋白相

关死亡危险（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ｉｓｋ，ＡＭＯＲＩＳ）
这一大型瑞典男性和女性前瞻性研究发现，ａｐｏＢ和 ＬＤＬＣ
浓度同时增加与致死性ＭＩ的高患病危险相关［２５］。对 ａｐｏＢ
多变量分析后，证明了ａｐｏＢ较ＬＤＬＣ而言是更强的预测ＭＩ
危险的指标。在ＡＭＯＲＩＳ随后的卒中研究中，ａｐｏＢ同样显示
出与卒中危险具有显著的相关性［２６］。最近ＭＯＮＩＣＡ／ＫＯＲＡ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人群队列研究指出，ａｐｏＢ与男性和女性易发冠脉
事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甚至在校正传统危险因素以后亦

如此［２７］。

近期的基于前瞻性研究文献的荟萃分析评价了 ａｐｏＡⅠ、
ａｐｏＢ和ａｐｏＢ／ａｐｏＡⅠ比值与 ＣＨＤ发生危险之间的关联性。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和Ｄａｎｅｓｈ报道指出，将个体ａｐｏＢ浓度的最高三分
位数与最低三分位数进行比较，得出 ａｐｏＢＲＲ为 １．９９
（９５％ＣＩ为１．６５～２．３９）［２８］。这是通过对１９项 ６３２０例
ＣＨＤ病例进行研究回顾综合分析为基础得出的结论。总之，
到目前为止的前瞻性研究报道均指出 ａｐｏＢ与 ＣＨＤ和卒中
的危险性具有很强的独立关联性。

ａｐｏＢ／ａｐｏＡⅠ比值

ＣＨＤ危险性与ＴＣ和ＬＤＬＣ水平成比例增加，与ＨＤＬＣ
水平呈负相关。基于这些关系，胆固醇比值，例如ＴＣ／ＨＤＬＣ
比值以及ＬＤＬＣ／ＨＤＬＣ比值被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一种简
单的脂类危险评估的方法［２９３２］。该比值反应了两个较大的

危险因素，同时提供一种方法表达致Ａｓ脂蛋白和抗Ａｓ脂蛋
白之间的平衡。最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
是更有效的ＣＨＤ危险预测指标。已发表大量研究报道并支
持ａｐｏＢ／ａｐｏＡⅠ比值可作为一个较全面的血管疾病危险预测
指标［１１，３３３５］。最近ＡＭＯＲＩＳ和 ＩＮＴＥＲＨＥＡＲＴ两研究均报道
发现，ａｐｏＢ／ａｐｏＡⅠ比值比任何常规的胆固醇指数都能更好
的预测ＣＨＤ和卒中的危险性［１５，３６］。因此，更多的研究人员

建议ａｐｏＢ／ａｐｏＡⅠ比值可以替代ＴＣ／ＨＤＬＣ比值作为危险评
估的指标［３７］。

·３８３·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１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ＣｌｉｎＬａｂＳｃｉ，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１，Ｎｏ．５



ａｐｏＢ和ａｐｏＡⅠ测定分析方面考虑

２００６年大多数常规实验室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或免疫
透射比浊法测定载脂蛋白。在此之前所用的放射性免疫扩

散法（ＲＩＤ）和电泳免疫分析法（ＥＩＤ），由于受到其自身分析
问题的影响，现多已不被实验室采用。由于实验室间载脂蛋

白的检测方法缺乏标准化，导致载脂蛋白还不被接受［３８］。

１９８１年起，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和国际免疫学会联
合会共同合作，着手改善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的检测方法并力争
使其标准化。一项针对国际实验室的调查发现，实验室之间

ａｐｏＡⅠ的ＣＶ值为１５％、ａｐｏＢ为２４％。从本次调查结果分
析，主要的变异原因是采用了不同的标准物质，缺乏线性及

平行性检测，基质效应以及稀释的不准确性［３９］。接下来的

工作是进行 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的标准化研究，国际临床化学家
联合会（ＩＦＣＣ）组织，由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美国西北脂质研究室（ＮＷＬＲＬ）牵头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
是使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测定方法标准化，为厂家赋值的评价准
确度的校准物选择出合适的参考物质。此项工作的参考物

质ａｐｏＢ（ＳＰ３０７）和 ａｐｏＡⅠ（ＳＰ１０１）已经制备、评估完毕，
随之被ＷＨＯ接受为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测定的 ＷＨＯ／ＩＦＣＣ国际
参考物质［４０４１］。ＳＰ１０１的定值为１．５０ｇ／Ｌ，定值方法为ＣＤＣ

的放射免疫分析法（ＲＩＡ），定值所用校准物（一级参考物质）
为欧共体标准局（ＢＣＲ）认证参考物质ＣＲＭ３９３［４２］。ａｐｏＢ的
参考物质ＳＰ３０７定值为１．２２ｇ／Ｌ，定值所用校准物（一级参
考物质）为超速离心纯化ＬＤＬ，定值方法为ＮＷＬＲＬ的免疫散
射比浊分析法［４２］。

近来一项关于载脂蛋白的ＣＡＰ调查指出，测定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的 ＣＶ值分别为 ８．０％、９．４％［４３］。荷兰“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项目框架内的研究中，载脂蛋白的检测方法用具有互换
性的人冰冻血清作为二级参考物质［４４］。关于ａｐｏＢ和ａｐｏＡⅠ
参考物质靶值的确定，其定值方法为 Ｈｉｔａｃｈｉ９１１（Ｒｏｃｈｅ诊
断）仪器上采用的免疫透射比浊法，其校准可溯源到 ａｐｏＢ
和ａｐｏＡⅠＷＨＯ／ＩＦＣＣ国际参考物质。参加这项研究的实验
室中，５３％使用了免疫散射比浊法，而４７％使用的是免疫比
浊法。ａｐｏＢ的实验室室间变异约为７％，ａｐｏＡⅠ约为９％。
从这项研究中可以看出其精确度与ＣＡＰ调查结果相似。

与其他脂蛋白测定相比，载脂蛋白的测定结果受到很多

分析前因素的影响，这些都要在解释结果之前考虑到［４５４７］。

ａｐｏＡⅠ的生物学变异均值为７％ ～８％，ａｐｏＢ的日内生物学
变异值为６．５％，日间变异值为８％ ～１０％［４８］。潜在的影响

载脂蛋白测定的因素见表６。

表６　影响载脂蛋白检测的分析前因素［４５］

分析前因素 ａｐｏＢ ａｐｏＡⅠ
日间差异 约５％，峰值在中午和午夜 约４％，峰值在傍晚
季节变化［４７］ 秋冬增高 春夏增高

性别 男性 ＞女性 女性 ＞男性
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增高 一些报道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降低

月经周期 略低或无变化 略低或无变化

妊娠 ６０％增高 ３０％增高持续至分娩
饮食 急性改变：无影响；慢性变化：降低 急性改变：无影响；慢性变化：升高

运动 未知 未知

饮酒 未知 增高

吸烟 未知 降低

咖啡 可能增高１５％ 无变化

钙剂 ５％ 降低 ９％ 降低
静脉栓塞 ５％增高 ５％增高
－７０℃冻存 ７％减少 无影响

４℃保存 ５％增高 无影响或增高

　　　　　　　　　　　　注：取决于方法。

表７　ＬＤＬＣ、ｎｏｎＨＤＬＣ和总ａｐｏＢ的决定性临界值（５５）

危险状态
决定性临界值

首要靶标：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次要靶标：ｎｏｎ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次要靶标：总 ａｐｏＢ（ｇ／Ｌ）
高危：ＣＨＤ或ＣＨＤ危症 ＜１．００ ＜１．３０ ＜０．９０
中危：≥２危险因素 ＜１．３０ ＜１．６０ ＜１．１０
低危：０～１危险因素 ＜１．６０ ＜１．９０ ＜１．３０

　　ＮＣＥＰ实验室标准化小组建议，尽量减少分析前因素对
脂质及脂蛋白检测的影响，但没有特殊提及关于载脂蛋白检

测的建议。但是，那些与脂质及脂蛋白描述相似的、并可有

效减少载脂蛋白检测分析前变异的操作也应该被考虑。

参考值和临界值

许多地区都发表了 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的参考值，包括芬
兰［４８］，瑞典［５０］，法裔加拿大人群［５１］，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后裔研究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５２５３］以及美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研究（ＮＨＡＮＥＳ）中的美国人群［５４］。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后裔研究参
考区间数据的测量方法和 ＮＨＡＮＥＳ全国性的概率评估均采

用标准化的商品试剂测定并可溯源到 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的
ＷＨＯＩＦＣＣ国际参考物质。在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研究中，Ｃｏｎｔｏｉｓ
等所选择的 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Ⅰ的临界值分别与已被接受的
ＬＤＬＣ和 ＨＤＬＣ临界值存在相关性［５２５３］。建议 ａｐｏＢ的临
界值为１．００ｇ／Ｌ和１．２０ｇ／Ｌ，近似于第５０和第７５百分位
数，相当于公认的ＬＤＬＣ临界值 １．３０ｇ／Ｌ和 １．６０ｇ／Ｌ［５３］。
对于ａｐｏＡⅠ，１．２０ｇ／Ｌ浓度的大致分布在男性第２５百分位
数、女性第 ５百分位数，相当于 ＨＤＬＣ临界值在 ０．３５
ｍｍｏｌ／Ｌ的百分位数分布［５２］。同样０．６０ｍｍｏｌ／Ｌ的ＨＤＬＣ被
认为具有 ＣＨＤ保护性，相对应 ａｐｏＡⅠ的 １．６０ｇ／Ｌ的临界
值［５２］。表７概述了 ＬＤＬＣ和 ｎｏｎＨＤＬＣ的 ＡＴＰⅢ临界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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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５５］以及Ｇｒｕｎｄｙ在２００１年提出的 ａｐｏＢ的临界值建议［５２］

及ｎｏｎＨＤＬＣ与ａｐｏＢ治疗目标的关系［５５］。

讨论

长期以来，关于ａｐｏＡⅠ和Ｂ（特别是ａｐｏＢ）在 ＣＨＤ和卒
中一级预防的危险评估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５５５９］。由于

几乎所有支持其有用的证据均来自于横断面研究结果，因此

赞同载脂蛋白检测的临床应用显得勉强。对于 ａｐｏＡⅠ，普遍
认为其单独并没有增加任何多于 ＨＤＬＣ的独立的预测信
息，因此将其列入整体危险管理及单独进行测定均无获益之

处。然而，对ａｐｏＢ的支持在稳固地增长，许多前瞻性研究的
结果累积表明，ａｐｏＢ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 ＣＨＤ危险的指
标［２８］，这篇文献中所提的观点与ＡＴＰⅢ相一致［６０］，但其只是

略优于标准的血脂检测谱，因此尚不能在此刻被常规应用于

ＣＨＤ和卒中一级预防整体危险评估。在一级预防中知晓
ａｐｏＢ水平为增加危险预测额外获益，并非为增加ａｐｏＢ检测
的额外费用辩护。ＡＴＰⅢ还认为ａｐｏＢ的测定方法标准化和
有效性还不够牢靠。ＡＴＰⅢ考虑是否应该将 ａｐｏＢ纳入整体
危险评估策略，但于２００１年决定不将ａｐｏＢ作为治疗的首选
靶标，因此ａｐｏＢ的应用不被ＡＴＰⅢ推荐［６０］。然而为了获得

除ＬＤＬＣ以外与其他ａｐｏＢ脂蛋白的相关危险，他们引入了
ｎｏｎＨＤＬＣ的概念。

但是尽管ａｐｏＢ的检测没有被推荐作为一级预防的主要
危险预测指标，而大量的研究表明，ａｐｏＢ是一个潜在可作为
监测临床疗效的靶标［３３３５，６１６３］。降低ＬＤＬＣ始终是ＡＴＰⅢ降
低胆固醇治疗的首要靶标［６０］。也有许多关于 ｎｏｎＨＤＬＣ
（ＬＤＬＣ＋ＩＤＬＣ＋ＶＬＤＬＣ）可以预测多数冠脉事件的证
据［６４６６］。因此，ＡＴＰⅢ指定当患者血清 ＴＧ水平≥２００ｍｇ／ｄＬ
时，选择ｎｏｎＨＤＬＣ作为治疗的第二靶标，而对于那些ＴＧ水
平比较低的患者，ＬＤＬＣ仍然被认为是唯一的理想靶标［６０］。

ＡＴＰＩＩＩ早期总结认为，选择ｎｏｎＨＤＬＣ替代所含有ａｐｏＢ脂
蛋白测定，在常规的临床实践中更容易操作，ＴＣ或ＨＤＬＣ费
用低，也可以用于非空腹患者。研究表明，ｎｏｎＨＤＬＣ的水平
与ａｐｏＢ的水平密切相关，ａｐｏＢ是所有致Ａｓ脂蛋白中主要的
载脂蛋白［２４，５４］。因此，本指南推荐ａｐｏＢ作为一个可能的替代
ｎｏｎＨＤＬＣ用于监测高ＴＧ患者调脂疗效的指标。

其他脂蛋白是否可以取代 ＬＤＬＣ作为危险评估和治疗
的首选靶标，还有赖于对于血脂管理主要模式改变的明确的

论证需求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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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肾功能标志物与心血管疾病危险
ＧａｒｙＬ．Ｍｙｅｒｓ

对肾脏标志物的建议

根据对文献的综述，提出以下肾功能标志物在 ＣＨＤ和

卒中一级预防危险评估时的临床应用和检测建议。

建议１
如果１０年预测危险 ＜５％，且无明确的慢性肾血管病（ＣＫＤ）或

ＣＶＤ危险因素，则不建议常规 ＣＫＤ检测项目用于 ＣＫＤ检出或 ＣＶＤ
危险评估。

建议分类Ⅲ（反对常规检测）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２
为达到一级预防的目的，应对所有高血压、糖尿病、ＣＫＤ家族史

及ＣＶＤ中危 （１０％～２０％）个体进行ＣＫＤ项目的检测，包括估算肾
小球滤过率（ＧＦＲ）的血清肌酐测定及尿微量清蛋白的测定。此外，
所有的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应该检测血清肌酐浓度以评估 ＧＦＲ水
平。对有其他ＣＫＤ危险因素的患者建议进行个体化决策。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Ｂ

建议３
肌酐检测试剂制造商应该遵循肌酐测定标准化的最新建议以及

美国国家肾脏疾病教育计划（ＮＫＤＥＰ）推荐的其他性能特征。根据
肌酐测定值估算ＧＦＲ应该与ＮＫＤＥＰ最新推荐一致。
建议分类Ⅰ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４
与根据肌酐估算的 ＧＦＲ比，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Ｃ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可能是更有效的心血管事件预测因子。研究的重点应该
是评估用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检测能否降低ＧＦＲ估算值对患者的危险分层以
增加临床获益。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Ｃ

建议５
针对肾脏疾病标志物（微量清蛋白、肌酐、估算的 ＧＦＲ、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合理设计的实验研究，应重点通过 ＣＶＤ一级预防过程的
ＣＶＤ危险评估来确定这些标志物的有用性。
建议分类Ⅰ
证据权重Ｃ

支持的证据

引言

最近发表的文献研究结果显示，肾功能可以独立预测高

危人群（比如 ＣＫＤ或 ＣＶＤ患者、有 ＣＶＤ危险因素、糖尿病、
高血压患者）的ＣＶＤ死亡率和发病率［１５］。但是在无症状普

通人群中的轻度肾功能损害与ＣＶＤ并发症危险关系尚不明
了。有轻度肾功能损害的患者是否存在类似的相关性这一

问题很重要，因为肾功能不全的发病率越来越高［６］。

本指南将重点阐述在普通人群中肾功能损害作为 ＣＶＤ
及卒中危险因素的潜在作用。

临床论据／证据

ＧＦＲ降低的肾功能不全
在普通人群中研究肾功能与ＣＶＤ及卒中发病危险关系

的报道很少。有些研究发现肾功能不全与 ＣＶＤ及卒中有相
关性，然而另一些研究显示在调整ＣＶＤ危险因素后，肾功能
不全没有独立的危险预测能力。

血清肌酐

临床实践中，血清肌酐浓度常被用作肾功能指标，广泛

地用于 ＧＦＲ的计算［７］。在１９２６年，Ｒｅｈｂｅｒｇ对肾脏清除外
源性肌酐进行研究，进而首次应用血清肌酐作为 ＧＦＲ的标
志物［８］。Ｒｅｈｂｅｒｇ通过超过９６个月的随访发现，当血清肌酐
浓度增高至 １．２～２．５ｍｇ／ｄＬ时，累积死亡率会进行性增
高［８］。Ｓｈｕｌｍａｎ在高血压监测和随访项目（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ｒｏｇｒａｍ）首次明确报道了血清肌酐水平
与疾病并发症的关系［９］。后续评价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与血

清肌酐浓度关系的研究报道结果不一。高血压优化治疗试

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ｐ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ｒａｉｌ）发现，调整心血管事
件危险后，血清肌酐浓度在１．５ｍｇ／ｄＬ的基线水平或更高的
患者与血清肌酐低于１．５ｍｇ／ｄＬ的患者相比，其与心血管事
件发生率的相关性增高２倍［１０］。Ｗａｎｎａｍｅｔｈｅｅ在一项针对
英国中年男性人群的前瞻性研究中探讨了血清肌酐与随后

发生缺血性心脏病、卒中及总死亡率的关系［１１］。这项研究

中，基线血清肌酐水平在肌酐分布高位３％ （≥１．３ｍｇ／ｄＬ）
时，其与高血压或血压正常患者主要卒中危险的增高显著相

关［１１］，但血清肌酐水平与卒中危险的相关性与当前血压无

关，也没有发现与主要缺血性心脏病有独立的相关性［１１］。

这项研究的发现与高血压监测及随访项目的结果相似［９］。

在其他研究中，未发现轻度的血清肌酐水平增高与心血

·７８３·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１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ＣｌｉｎＬａｂＳｃｉ，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１，Ｎｏ．５



管事件有明显的相关性。比如，在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心脏研究中
发现，在校正诸如高龄及糖尿病等不健康状态后，血清肌酐

浓度为１．５～３．０ｍｇ／ｄＬ（男性）及１．４～３．０ｍｇ／ｄＬ（女性）
时，与后来发生心血管事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１２］。

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个体，肌酐代谢不是恒定不变的，

这些限制了血清肌酐浓度作为 ＧＦＲ标志物的应用。不应该
单独应用血清肌酐进行 ＧＦＲ或肾功能损害的评价，因为血
清肌酐会受ＧＦＲ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年
龄、性别、种族、体型、饮食、某些药物及实验室分析方

法等［１３１４］。

ＧＦＲ估算公式
由于混杂因素的影响，血清肌酐浓度与 ＧＦＲ不呈线性

相关性而且并不能敏感地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１３１４］。经验

性的将那些影响血清肌酐而非 ＧＦＲ因素的平均影响相结
合，使用这样基于血清肌酐的估算公式，可以获得更精确、更

准确的ＧＦＲ估算结果［１５］。常规用于估算 ＧＦＲ的计算方法，
如ＣｏｃｋｒｏｆｔＧａｕｌｔ方程［１６］或肾脏疾病的饮食调整（ＭＤＲＤ）公
式［１７］，与单独应用血清肌酐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并在临床

应用指南中受到广泛推崇［１８１９］。ＭＤＲＤ公式是目前推荐使
用的ｅＧＦＲ估算公式［１９］。在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Ｋｉｄｎｅ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发表的临床实践指南中，将 ＣＫＤ定
义为：≥３个月的估算 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或者有诸
如蛋白尿标志物证实的肾脏结构损伤［１９］。

北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永皇研究中心（ＫａｉｓｅｒＰｅｒｍａ
ｎｅｎｔｅ）根据ＭＤＲＤ估算ＧＦＲ公式对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１１２０２９５
名参加保险的中年人肾脏功能的纵向改变进行了随访［２０］。

研究显示，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的患者心力衰竭、卒
中、ＣＨＤ及周围动脉疾病发病危险增高［２０］。在 ｅＧＦＲ＜４５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时，经年龄校正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会有实
质性增高［２０］。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等在社区Ａｓ危险研究（ＡＲＩＣ）中评
价了肾功能水平与Ａｓ性 ＣＶＤ之间的关系［２１］。ＧＦＲ是根据
ＭＤＲＤ 公 式 进 行 估 算 的。与 ｅＧＦＲ 在 ９０ ～１５０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的患者（即对照组）相比，ｅＧＦＲ为 １５～５９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ＨＲ＝１．３８）及 ６０～８９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ＨＲ＝１．１６）的患者，其校正后的Ａｓ性ＣＶＤ的ＨＲ有显著的
增高［２１］。当把ＧＦＲ作为连续性变量表达时，ＧＦＲ每降低１０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导致校正后的ＨＲ增高１．０５［２１］。来自一个
对全美人群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分析即第二次美国全国营养

健康调查报告（ＮＳＡＮＥＳⅡ）的结果显示，肾功能不全与 ＣＶＤ
相关性疾病总死亡率增高具有独立性［２２］。ＮＳＡＮＥＳⅡ中
６４５３名参与者基于校正年龄、种族、性别后的血清肌酐基
线，采用 ＭＤＲＤ公式估算 ＧＦＲ。研究发现，ｅＧＦＲ低于 ７０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ＨＲ ＝１．６８）的 患 者 比 ｅＧＦＲ≥ ９０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的患者其校正后 ＣＶＤ死亡率高 ５１％［２２］。

在Ｈｉｓａｙａｍａ研究中，研究者们报道了一项旨在研究日本人
群中ＣＫＤ与ＣＨＤ及卒中发病率关系的前瞻性研究结果［２３］。

２６３４名患者，ＧＦＲ根据ＭＤＲＤ公式进行估算，同时定义ｅＧＦＲ
＜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为ＣＫＤ。在多变量分析中，即校正传统
或非传统的ＣＶＤ危险因素后，ＣＫＤ是男性 ＣＨＤ及女性缺血
性脑卒中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ＨＲ分别为２．２６及１．９１）［２３］。

随着老年人口逐渐增加，肾功能减退的发生率不断增

高，从公众健康考虑，评价老年人肾功能不全与 ＣＶＤ的关系
显得相当重要。在心血管健康研究（ＣＨＳ）中，涉及４８９３名
平均 年 龄 为 ７３．４岁 且 基 线 水 平 ｅＧＦＲ在 １５～５９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的队列，当与ｅＧＦＲ≥９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的
个体相比时，校正后的心血管事件危险度增高３８％［２４］。在

对４４８４名表面健康的患者（平均年龄６９．６岁）进行的 Ｒｏｔ
ｔｅｒｄａｍ研究发现，肾功能受损很常见且与增高的 ＭＩ危险相
关联［２５］。利用ＣｏｃｋｒｏｆｔＧａｕｌｔ方程及ＭＤＲＤ公式估算ｅＧＦＲ。
经过８．６年的随访发现，ｅＧＦＲ每降低１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伴随有３２％的ＭＩ危险的增高［２５］。根据 ＣｏｃｋｒｏｆｔＧａｕｌｔ方程
估算的ｅＧＦＲ，最低四分位 ｅＧＦＲ患者经多变量校正后的 ＭＩ
ＨＲ为３．０６［２５］，而应用 ＭＤＲＤ公式估算的 ｅＧＦＲ，最低四分
位ｅＧＦＲ的危险评估的ＨＲ为１．９０［２５］。

正如在本章节开头所述，并非所有研究都发现心血管事

件与肾功能存在相关性。ＮＨＡＮＥＳⅠ流行病学随访研究结
果并不支持中度肾功能不全是ＣＶＤ独立的危险因素［２６］。校

正传统的ＣＶＤ危险因素后，中度肾功能不全（以女性血清肌
酐浓度１．２～１．６ｍｇ／ｄＬ及男性血清肌酐浓度 １．４～２．０
ｍｇ／ｄＬ定义，大约相当于ｅＧＦＲ在３０～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之
间）与 ＣＶＤ死亡率之间没有发现独立的相关性（ＨＲ＝
１．２）［２６］。ＮＨＡＮＥＳⅠ与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研究（之前讨论过的）中
的不同发现，可能是由于这两个研究都以血清肌酐作为肾功

能的首选指标，而实际上血清肌酐在发现微小的肾功能水平

差异上的敏感度比ｅＧＦＲ差，导致在单独使用血清肌酐时，低
危人群的相关性就难以检出。

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虽然已经完善了一些公式来改进根据血清肌酐水平计

算ＧＦＲ值的准确度，但由于在肾功能指标较高时准确度会
降低，而且受不同实验室之间血清肌酐测量变异的影响，这

些公式的应用一直存在困难［２７］。

与使用基于肌酐合成公式估算 ＧＦＲ相关的困难促使我
们寻找其他的肾功能实验室标志物。作为改良的肾功能标

志物和基于血清肌酐的 ｅＧＦＲ的替代物，半胱氨酸蛋白酶抑
制剂Ｃ（亦称“胱抑素 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已被建议及研究［２８３０］。

一项荟萃分析的结果认为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是在检测早期肾功能损
伤中有应用前景、容易检测的标志物［３１］。１９８５年 Ｓｉｍｏｎｓｅｎ
和他的同事最早建议应用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作为 ＧＦＲ标志物［３２］。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是一个１３０００的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产生于
几乎所有的体细胞，然后分泌到血液中。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可以自由
经肾小球滤过、重吸收，然后在近端小管代谢［３３３４］。近来的

研究显示，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与所有原因及 ＣＶＤ死亡，如 ＭＩ、脑卒
中、周围动脉疾病有更强的相关性［３５３８］。

在心血管健康研究（ＣＨＳ，中位随访年限７．４年）中，对
４６３７名老年参与者（平均年龄７５岁）的血清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及肌
酐水平在预测 ＣＶＤ死亡及所有原因死亡的能力进行了对
比［３５］。根据所有原因死亡及ＣＶＤ死亡，将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水平＜
１．００ｍｇ／Ｌ，１．００～１．２８ｍｇ／Ｌ，≥１．２９ｍｇ／Ｌ分别定义为低
危、中危、高危水平［３５］。经多变量校正后，高危组患者 ＣＶＤ、
ＭＩ、脑卒中的死亡危险有显著的增高，其 ＨＲ分别为２．２７、
１．４８、１．４７［３５］。相反，血清肌酐及 ｅＧＦＲ亚组却与 ＣＶＤ、ＭＩ、
卒中死亡危险没有显著的相关性［３５］。因此，这项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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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与血清肌酐或 ｅＧＦＲ相比，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能为老年患者心
血管事件及死亡提供更强的危险评估。

周围动脉疾病（ＰＡＤ）在老年人中很普遍，而且越来越多
的研究显示肾功能不全与 ＰＡＤ患病率及发病率相关［３９４０］。

在心血管健康研究（ＣＨＳ）中，对４０２５名没有患ＰＡＤ的参与
者进行评估发现，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浓度增高是老年人 ＰＡＤ发病率
独立的预测因素［３６］。在对已知ＰＡＤ危险因素进行多变量校
正后，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在五分位最高值（＞１．２７ｍｇ／Ｌ）时ＰＡＤ事件
的危险是ＨＲ为２．５［３６］。血清肌酐五分位水平和 ｅＧＦＲ与
ＰＡＤ事件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

在ＣＨＳ中，Ｓａｒｎａｋ及其同事对血清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与肌酐浓
度作为既往无心力衰竭的４３８４名患者（平均年龄７５岁）心
力衰竭发病率预测因子进行了比较［３７］。用血清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与
肌酐浓度及根据ＭＤＲＤ公式估算的ＧＦＲ对肾功能与心力衰
竭危险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在校正人口统计学因素、传统

的及新型因素、ＣＶＤ状态及药物应用后，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１．２６
ｍｇ／Ｌ）与心力衰竭发病率的增高相关（ＨＲ为２．１６），而血清
肌酐及ＭＤＲＤ方程估算 ｅＧＦＲ与心力衰竭危险却没有相关
性［３７］。当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被作为连续性变量进行检测时，在预测
心力衰竭方面它展现出显著的种族干扰，这促使Ｓａｒｎａｋ等基
于种族因素做了进一步分层分析［３７］。这项附加的研究结果

发现血清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浓度与心力衰竭的相关性在非洲裔美国

人中较白人要强一些［五分位的ＨＲ，非洲裔美国人，１．０（作
为参考区间），１．３２（９５％ＣＩ为０．７～２．４８），２．１６（９５％ＣＩ为
１．１４～４．１２），１．９５（９５％ＣＩ为０．９６～３．９５），２．０８（９５％ＣＩ
为１．０５～４．１２）；白人，１．０（作为参考区间），１．２６（９５％ＣＩ
为０．８８～１．８０），１．２８（９５％ＣＩ为０．９０～１．８２），１．３７（９５％
ＣＩ为０．９７～１．９３），１．７５（９５％ＣＩ为１．２３～２．４９）］［３７］。

在ＭＩ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ＰＲＩＭＥ）中检验了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水平与ＣＨＤ（定义为非致死性 ＭＩ或冠脉疾病及心绞痛）发
病率之间关系［３８］。校正传统危险因素之后，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与首
发缺血性冠脉事件发病率有显著的相关性［３８］。然而，当模

型中包括ＣＲＰ时，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与将来心血管事件不再有显著
相关性（Ｐ＝１．５）［３８］，ＣＲＰ仍然有高的相关性（Ｐ＝０．００３），
并且在模型中更换ＩＬ６，得出相似的结果［３８］。

微量清蛋白尿

蛋白尿是尿中蛋白质如清蛋白异常升高。当肾单位受

到损害，不同大小的蛋白质通过受损的肾单位分泌到尿液中

就形成蛋白尿。被分泌到尿液中的清蛋白差异很大，少到微

量多到克。微量清蛋白尿是指尿中清蛋白分泌量高于正常

范围而又低于提示明显肾脏损伤的高清蛋白尿或蛋白尿。

对微量清蛋白尿的定义比较混乱，因为其反映的不是小的清

蛋白分子，而是指较正常清蛋白分子数量略多。为了澄清这

些混乱，表８描述了根据实验对微量清蛋白尿进行的定义。

表８　微量清蛋白尿的定义［４１］

尿清蛋白排泄率

尿清蛋白排泄量 尿清蛋白排泄率

尿清蛋白肌酐比
尿清蛋白浓度 尿清蛋白／肌酐比

样本定义 收集２４ｈ尿 收集定时尿 收集随机尿 收集随机尿

３０～３００ｍｇ／２４ｈ ２０～２００μｇ／ｍｉｎ ２０～２００ｍｇ／Ｌ ２．５～２５ｍｇ／ｍｍｏｌ（男性）
３．５～２５ｍｇ／ｍｍｏｌ（女性）

　　微量清蛋白尿存在于多种疾病状态。来自大规模的人
群研究［４２４７］和调查［４８］的数据显示，微量清蛋白尿在糖尿病

患者中的发生率为２０％ ～３０％，在高血压患者中为１１％ ～
１７％，在无糖尿病或高血压患者中为３％ ～８％，而在普通人
群中的发生率为５％ ～１５％。现在我们知道，微量清蛋白尿
增加糖尿病［４９５０］和高血压［５１５２］患者罹患心血管事件、心血管

病死亡及卒中危险。

虽然微量清蛋白尿在普通人群中所起的作用尚不完全

明了，但是过去的几年，微量清蛋白尿与普通人群所有原因

及ＣＶＤ死亡率和卒中相关的证据显著增多。在基于大规模
人群的肾脏疾病及血管疾病终末期的预防研究（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Ｒｅｎａｌ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Ｓｔａｇ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Ｄ）中，Ｈｉｌｌｅｇｅ
等对荷兰格罗宁根（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市超过４００００位居民的尿蛋
白排泄与所有原因及 ＣＶＤ死亡率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５３］。

以晨尿中尿蛋白浓度（ＵＡＣ）定义尿蛋白排泄率。该研究中，
将ＵＡＣ在２０～２００ｍｇ／Ｌ时定义为微量清蛋白尿。由此得出
的与微量清蛋白尿相关的 ＣＶＤ粗略的死亡率为 ４．７％
（９５％ＣＩ为３．２～６．６）［５３］。当与其他ＣＶＤ危险因素相互校正
后，ＵＡＣ水平提高两倍（即由２０ｍｇ／Ｌ提高到４０ｍｇ／Ｌ，或由
４０ｍｇ／Ｌ提高到８０ｍｇ／Ｌ），相关联的对ＣＶＤ死亡率的ＲＲ值
为１．２９（９５％ＣＩ为１．１８～１．４０）［５３］。在包括２７６２名男性和
女性的第３次哥本哈根心脏研究中，对与增加ＣＨＤ及死亡危
险相关的微量清蛋白尿的临界点低值进行了评价［５４］。该研

究发现ＣＨＤ危险（ＲＲ为２．０，９５％ＣＩ为１．４～３．０）及死亡危
险（ＲＲ为１．９，９５％ＣＩ为１．５～２．４）增高与尿清蛋白排泄量
高于四分位高值（即４．８μｇ／ｍｉｍ）相关［５４］。这种相关性总体

上不受年龄、肌酐清除率、高血压、糖尿病及脂类校正的影

响［５４］。Ｋｌａｕｗｅｎ等建议对微量清蛋白尿的定义应依据能提
高人群ＣＨＤ及死亡危险的水平进行修订，而不是以传统的依
据预测临床糖尿病肾病形成的糖尿病患者尿清蛋白排泄量

来定义［５４］。一项基于人群的 ＮｏｒｄＴｒｎｄｅｌａｇ健康研究，对２
０８９名表观无糖尿病及接受治疗的高血压的男性和女性进行
为期４．４年的死亡率随访发现，微量清蛋白尿与所有原因死
亡率具有相关性［５５］。与死亡危险增高相关最低的尿清蛋白／
肌酐比 （ＵＡＣＲ）为第 ６０百分位 （≥６．７μｇ／ｍｇ，０．６７
ｍｇ／ｍｍｏｌ；ＲＲ为２．４，９５％ＣＩ为１．１～５．２）［５５］。一篇来自ＥＰ
ＩＣＮｏｒｆｏｌｋ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文章，对２２３６８名一般基线无
ＣＨＤ的男性及女性微量清蛋白尿与发生 ＣＨＤ进行了研
究［５６］。研究将ＵＡＣＲ为２．５～２５ｍｇ／ｍｍｏｌ时定义为微量清
蛋白尿，总的研究人群中微量清蛋白尿的发生率为

１１．５％［５６］。微量清蛋白尿患者首次 ＣＨＤ发生的 ＲＲ值大约
增高４０％（ＨＲ为１．３６，９５％ＣＩ为１．１２～１．６４）［５６］。

以往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微量清蛋白尿与脑血管疾病之

间存在相关性［５７５８］。仅近来的一项大规模人群的前瞻性研

究对微量清蛋白尿与脑血管疾病相关性的证据进行了检验。

Ｙｕｙｕｎ及其同事通过对ＥＰＩＣＮｏｒｆｏｌｋ研究的入选自２３６３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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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４０～７９岁（平均随访时间为７．２年）的个体检验了微
量清蛋白尿与卒中发生之间的关系［５９］。ＵＡＣＲ为２．５～２５
ｍｇ／ｍｍｏｌ时定义为微量清蛋白尿。卒中研究终点被进一步
分成缺血性、出血性和未分类的脑卒中等５类。研究发现，微
量清蛋白尿大约与卒中危险增高 ５０％具有独立的相关
性［５９］。在所有的男性及女性患者中，与微量清蛋白尿相关的

多变量校正的脑卒中ＨＲ为１．４９（９５％ＣＩ为１．１３～２．１４）［５９］。
对卒中进行亚类分层，微量清蛋白尿是缺血性卒中唯一的独立

预测因子（ＨＲ为２．０１，９５％ＣＩ为１．２９～３．３１）［５９］。

肾脏标志物检测分析方面的考虑

血清肌酐

血清肌酐检测是评估肾功能损伤的关键要素。ＮＫＤＥＰ
实验室工作组与国际专业组织合作共同发起了一项建议计

划，其中就包含有血清肌酐测定标准化和改良的建议［２７］。读

者还可以到ＮＫＤＥＰ网站上获取面向实验室专业人员和临床
医师的不断更新的信息（ｗｗｗ．ｎｋｄｅｐ．ｎｉｈ．ｇｏｖ）。
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第一代测定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的免疫学方法是酶扩增单向免疫
扩散法，是由 Ｌｏｆｂｅｇ和 Ｇｒｕｂｂｅｒ于１９７９年首次描述［６０］。现

在，应用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特异性抗体包被的胶乳或聚苯乙烯微粒进
行自动化的均相免疫检测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颗粒增强透射免疫比
浊法（ＰＥＴＩＡ）［６１］和颗粒增强散射免疫比浊法（ＰＥＮＩＡ）［６２］是
两种可用的全自动化的检测方法。总体而言，与早期方法比

较，这些方法更准确、快速、方便于常规应用。ＰＥＴＩＡ法的变
异系数（ＣＶ）为２％～８％，而ＰＥＮＩＡ法的ＣＶ为３％～６％［６３］。

德灵（ＤａｄｅＢｅｈｒｉｎｇ，现西门子公司，译者注）散射比浊法Ⅱ系
统是目前ＦＤＡ唯一认可的常规应用于临床的方法。美国病
理学家协会（ＣＡＰ）在２００６年发起了一项针对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的时
间比对调查，发现其ＣＶ在６％ ～９％范围不等［６４］。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在血清中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在室温冷藏或－２０℃冷冻至
少可以保存７ｄ，而在－８０℃时至少可以保存６个月［６５］。关

于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生物学变异的可用的数据尚不多。Ｋｅｅｖｉｌ等发
现个体内变异为１３．３％，而个体间的变异为８．１％［６６］。Ｕｈｌ
ｍａｎｎ等［６７］和Ｆｉｎｎｅｙ等［６８］都应用 ＤａｄｅＢｅｈｒｉｎｇＢＮⅡ系统进
行了研究，两项研究报道的具有可比性的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的参考值
分别为０．５１～０．９２ｍｇ／Ｌ和０．５１～０．９８ｍｇ／Ｌ。
微量清蛋白尿

尿中清蛋白排泄量通常用免疫化学法进行测定，如免疫

散射比浊法、免疫透射比浊法、放射免疫测定法。遗憾的是，

进行比较评价研究时发现，这些检测方法表现出相当大的变

异［６９］。这些免疫化学方法的另一个局限是它们只能检测具

有免疫活性的清蛋白。研究者最近发现，清蛋白也有可能以

无免疫化学活性的完整清蛋白的方式被排泄到尿液中［７０］。

因此，没有检测出尿液中所有的清蛋白，微量清蛋白尿检测

可能存在假阴性报告。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可检测有免
疫活性及无免疫活性的尿完整清蛋白，从而降低对微量清蛋

白尿的误检和误测的可能［６９］。应用 ＨＰＬＣ进行的研究发现，
这项技术用于提示ＣＶＤ危险的能力可能更敏感，因为它可以
在疾病早期发现微量清蛋白尿的存在［７１７２］。

进行床旁即时检测时，各种各样的尿液半定量试纸测试

常用于微量清蛋白尿的检测。微量清蛋白尿的阳性结果可

以得到证实，并通过前面讲述的方法进行定量。

标本的保存可能对清蛋白的检测的可信度产生影响。

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冷冻对尿清蛋白浓度没有影响［７３］，而另一

些研究认为当尿液标本在－２０℃以上冷冻时，尿清蛋白浓度
会错误地降低［７４］。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Ｂｒｉｎｋｍａｎ等报道了
尿液标本在融化后被充分混匀，即使在 －２０℃下保存长达５
个月，其平均清蛋白浓度不会有大的变化［７５］。

讨论

一般而言，肾功能不全与发生ＣＶＤ事件及卒中危险的关
系研究结果支持在普通人群中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但

是，这些相关性是否反映为因果关系或者肾功能受损是否为

潜在的ＣＶＤ的标志物尚不清楚。因此，随之的疑问是为什么
肾功能不全会导致 ＣＶＤ患病率和死亡率危险增加。虽然确
切的原因尚未完全阐明，但是已经提出多种可能的机制［７６］。

虽然目前推荐基于血清肌酐的ｅＧＦＲ作为评价肾功能受损的
方法，但是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作为潜在的替代标志物表现出良好的应
用前景。但是，目前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在作为 ＧＦＲ的指标以及其与
ＣＶＤ危险的相关性尚未被全面评估。

对微量清蛋白尿而言，基于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其为普

通人群心血管事件及全因死亡独立且有意义的预测因子。

虽然微量清蛋白尿与 ＣＶＤ及卒中之间相关性的病理生理机
制尚不清楚，只是有一些假说［７７７８］。也有证据显示，基于糖

尿病患者发生肾病的危险而定义的微量清蛋白尿的常规临

界值需要进行修定，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论是糖尿

病、高血压，还是非糖尿病、非高血压患者，还是普通人群，低

于微量清蛋白尿的临界值的尿清蛋白水平即预示心血管事

件发生的可能［５４］。然而，在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对微量清蛋

白尿的定义应该保持不变。将来微量清蛋白尿有可能像胆

固醇那样成为可修正的 ＣＶＤ／肾脏疾病的危险因素，这将支
持这一检测在人群中的应用。但是，这又需要有更多的来自

旨在研究微量清蛋白尿在ＣＶＤ保护中的作用的前瞻性、随机
干预试验的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１］ＫｅｅｌｅｙＥＣ，ＫａｄａｋｉａＲ，ＳｏｍａｎＳ，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ｆｔｅｒｒ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ｍ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ｏｒ

ｏｎ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Ｊ］．Ａｍ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３，９２（５）：５０９５１４．

［２］ＲｅｄｄａｎＤＮ，ＳｚｃｚｅｃｈＬＡ，ＴｕｔｔｌｅＲＨ，ｅｔ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ＡｍＳｏｃ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３，１４（９）：２３７３２３８０．

［３］ＤｒｉｅｓＤＬ，ＥｘｎｅｒＤＶ，ＤｏｍａｎｓｋｉＭ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ｎａｌ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ａｓ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ｙｓ

ｔｏｌｉｃ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０，３５（３）：６８１６８９．

［４］ＲｕｉｌｏｐｅＬＭ，ＳａｌｖｅｔｔｉＡ，ＪａｍｅｒｓｏｎＫ，ｅｔａｌ．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ｏｗｅｒ

ｉｎｇｏｆ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ＯＴ）ｓｔｕｄｙ［Ｊ］．ＪＡＭＳｏｃ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１，１２（２）：２１８２２５．

［５］ＭａｎｎＪＦ，ＧｅｒｓｔｅｉｎＨＣ，ＰｏｇｕｅＪ，ｅｔａｌ．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ａｍｉｐｒｉｌ：ＴｈｅＨＯＰ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ａｉｌ

［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１，１３４（８）：６２９６３６．

［６］ＬｅｖｅｙＡＳ，ＢｅｔｏＪＡ，ＣｏｒｏｎａｄｏＢＥ，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ｎ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ｈａｔｄｏｗｅｄｏ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ｄｏｗｅｎｅｅｄ

ｔｏｌｅａｒｎ？Ｗｈｅｒｅｄｏｗｅｇｏｆｒｏｍｈｅ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ｉｄｎｅ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

·０９３· 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１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ＣｌｉｎＬａｂＳｃｉ，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１，Ｎｏ．５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１９９８，３２（５）：８５３９０６．

［７］Ｌｅｖｅｙ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ｎ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ｔ，１９９０，３８（１）：１６７１８４．

［８］ＲｅｈｂｅｒｇＰＢ．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Ｔｈｅｒｅａｔｅｏｆ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ｂ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ｋｉｄｎｅｙ［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Ｊ，１９２６，２０（３）：４４７４６０．

［９］ＳｈｕｌｍａｎＮＢ，ＦｏｒｄＣＥ，ＨａｌｌＷＤ，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

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ｎ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１９８９，１３（５Ｓｕｐｐｌ）：

１８０１９３．

［１０］ＲｕｉｌｏｐｅＬＭ，ＳａｌｖｅｔｔｉＡ，ＪａｍｅｒｓｏｎＫ，ｅｔａｌ．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ｏｗ

ｅｒｉｎｇｏｆ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ＯＴ）ｓｔｕｄｙ［Ｊ］．ＪＡｍＳｏｃ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１，１２（２）：２１８２２５．

［１１］ＷａｎｎａｎｅｔｈｅｅＳＧ，ＳｈａｐｅｒＡＧ，ＰｅｒｒｙＩＪ．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ｉｓｋ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ｓｔｒｏｋｅ

［Ｊ］．Ｓｔｒｏｋｅ，１９９７，２８（３）：５５７５６３．

［１２］ＣｕｌｌｅｔｏｎＢＦ，ＬａｒｓｏｎＭＧ，ＷｉｌｓｏｎＰＷ，ｅｔａｌ．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ｍｏｒ

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ｏｈｏｒｔ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ｔ，１９９９，５６（６）：２２１４２２１９．

［１３］ＰｅｒｒｏｎｅＲＤ，ＭａｄｉａｓＮＥ，ＬｅｖｅｙＡＳ．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ａｓａ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ｒｅ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ｏｌ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１９９２，３８（１０）：１９３３

１９５３．

［１４］ＳｈｅｍｅｓｈＯ，ＧｏｌｂｅｔｙＨ，ＫｒｉｓｓＪＰ，ｅｔａｌ．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ａｓ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ｉｎ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１９８５，２８（５）：８３０８３８．

［１５］ＳｔｅｖｅｎｓＬＡ，ＬｅｖｅｙＡ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ＦＲ

［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４，１４１（１２）：９５９９６１．

［１６］ＣｏｃｋｃｒｏｆｔＤＷ，ＧａｕｌｔＭＨ．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

ｉｎｉｎｅ［Ｊ］．Ｎｅｐｈｒｏｎ，１９７６，１６（１）：３１４１．

［１７］ＬｅｖｅｙＡＳ，ＢｏｓｃｈＪＰ，ＬｅｗｉｓＪＢ，ｅｔａｌ．Ａ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Ａｎｅｗ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ｅｔｉｎＲｅｎ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１９９９，

１３０（６）：４６１４７０．

［１８］ＳａｒｎａｋＭＪ，ＬｅｖｅｙＡＳ，ＳｃｈｏｏｌｗｅｒｔｈＡＣ，ｅｔａｌ．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ｓ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ｏｎ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ｉｇｈ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０８（１７）：２１５４２１６９．

［１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ｉｄｎｅ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Ｋ／ＤＯＱＩ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

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０２，３９（２Ｓｕｐｐｌ１）：

Ｓ１Ｓ２６６．

［２０］ＧｏＡＳ，ＣｈｅｒｔｏｗＧＭ，ＦａｎＤ，ｅｔ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

ｄｅａｔｈ，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４，

３５１（１３）：１２９６１３０５．

［２１］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Ｇ，ＴｉｇｈｉｏｕａｒｔＨ，ＩｂｒａｈｉｍＨ，ｅｔａ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ａ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Ｊ］．Ｊ

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３，４１（１）：４７５５．

［２２］ＭｕｎｔｎｅｒＰ，ＨｅＪ，ＨａｍｍＬ，ｅｔａｌ．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ｄｅａｔｈ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ＪＡｍＳｏｃＮｅｐｈ

ｒｏｌ，２００２，１３（３）：７４５７５３．

［２３］ＮｉｎｏｍｉｙａＴ，ＫｉｙｏｈａｒａＹ，ＫｕｂｏＭ，ｅｔ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ａｙａｍａＳｔｕｄｙ［Ｊ］．

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５，６８（１）：２２８２３６．

［２４］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Ｇ，ＴｉｇｈｉｏｕａｒｔＨ，ＣｏｒｅｓｈＪ，ｅｔａ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ａｒｉａｋ

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３，６３

（３）：１１２１１１２９．

［２５］ＢｒｕｇｔｓＪＪ，ＫｎｅｔｓｃｈＡＭ，ＭａｔｔａｃｅＲａｓｏＦＵＳ，ｅｔａｌ．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Ｓｔｕｄｙ［Ｊ］．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５，１６５（２２）：２６５９２６６５．

［２６］ＧａｒｇＡＸ，ＣｌａｒｋＷＦ，ＨａｙｎｅｓＲＢ，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

ｒｉｓｋ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ＨＡＮＥＳＩ［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

２００２，６１（４）：１４８６１４９４．

［２７］ＭｙｅｒｓＧＭ，ＭｉｌｌｅｒＷＧ，ＣｏｒｅｓｈＪ，ｅｔａｌ．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ｅｒ

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２００６，５２

（１）：５１８．

［２８］ＧｒｕｂｂＡＯ．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ｕｓｅａ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ｒ［Ｊ］．ＡｄｖＣｌｉｎ

Ｃｈｅｍ，２０００，３５（１）：６３６９．

［２９］Ｌｅｖ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５，１４２（７）：５８６５８８．

［３０］ＬａｔｅｒｚａＯＦ，ＰｒｉｃｅＣＰ，ＳｃｏｔｔＭＧ．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ｏｆｇｌｏｍｅｒ

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２００２，４８（５）：６９９７０７．

［３１］ＤｈａｒｎｉｄｈａｒｋａＶＲ，ＫｗｏｎＣ，ＳｔｅｖｅｎｓＧ．Ｓｅｒｕｍ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ｓｅｒｕｍ

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ａｓａ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

Ｄｉｓ，２００２，４０（２）：２２１２２６．

［３２］ＳｉｍｏｎｓｅｎＯ，ＧｒｕｂｂＡ，ＴｈｙｓｅｌｌＨ．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ｓｅｒ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ｓｔａｔｉｎ

Ｃ（γｔｒａｃｅ）ａｓ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Ｊ］．ＳｃａｎｄＪＣｌｉｎ

ＬａｂＩｎｖｅｓｔ，１９８５，４５（２）：９７１０１．

［３３］ＣｏｌｌＥ，ＢｏｔｅｙＡ，ＡｌｖａｒｅｚＬ，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ａｓａｎｅｗ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ｎｏ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ｓａ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ｒｅｎａｌ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００，３６（１）：２９３４．

［３４］ＦｌｉｓｅｒＤ，ＲｉｔｚＥ．Ｓｅｒｕｍ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ｒｅｎ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０１，３７（１）：７９８３．

［３５］ＳｈｌｉｐａｋＭＧ，ＳａｒｎａｋＭＪ，ＫａｔｚＲ，ｅｔａｌ．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ｄｅａｔｈ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ＮＥＪＭ，２００５，３５２：２０４９２０６０．

［３６］Ｏ′ＨａｒｅＡＭ，ＮｅｗｍａｎＡＢ，ＫａｔｚＲ，ｅｔａｌ．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Ｊ］．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５，１６５（２２）：２６６６２６７０．

［３７］ＳａｒｎａｋＭＪ，ＫａｔｚＲ，ＳｔｅｈｍａｎＢｒｅｅｎＣＯ，ｅｔａｌ．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ａ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５，１４２（７）：

４９７５０５．

［３８］ＬｕｃＧ，ＢａｒｄＪＭ，ＬｅｓｕｅｕｒＣ，ｅｔ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ｒ

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Ｓｔｕｄｙ［Ｊ］．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２００６，１８５（２）：

３７５３８０．

［３９］ＣｒｉｑｕｉＭＨ，ＬａｎｇｅｒＲＤ，ＦｒｏｎｅｋＡ，ｅｔａｌ．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ｖｅｒ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０ｙｅａｒｓ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１９９２，３２６（６）：

３８１３８６．

［４０］Ｏ′ＨａｒｅＡＭ，ＧｌｉｄｄｅｎＤＶ，ＦｏｘＣＳ，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ｉ

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１０９（３）：

３２０３２３．

［４１］ＹｕｙｕｎＭＦ，ＡｄｌｅｒＡＩ，ＷａｒｅｈａｍＮＪ．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

ｕｒｉａｉ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Ｎｅｐｈｒｏ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５，１４（３）：２７１２７６．

［４２］ＧｅｒｓｔｅｉｎＨＣ，ＭａｎｎＪＦ，Ｐｏｇｕｅ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ｍｉ

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ＨＯＰ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Ｊ］．Ｄｉａｂｅ

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００，２３（Ｓｕｐｐｌ２）：Ｂ３５Ｂ３９．

［４３］ＪｏｎｅｓＣ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ＭＥ，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ＭＡ，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ｉｎｔｈｅ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Ｊ］．ＡｍＪ

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０２，３９（３）：４４５４５９．

［４４］ＨｉｌｌｅｇｅＨＬ，ＪａｎｓｓｅｎＷＭ，ＢａｋＡＡ，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ｓｏ

ｉｎａ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ｏ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Ｊ］．Ｊ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

２００１，２４９（６）：５１９５２６．

［４５］ＹｕｙｕｎＭＦ，ＫｈａｗＫＴ，ＬｕｂｅｎＲ，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ｍｏｂｉｄｉｔｙｉｎａＢｒｉｓｔ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ＰＩＣＮｏｒｆｏｌ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Ｊ］．Ｅｕｒ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ＰｒｅｖＲｅｈａｂｉｌ，２００４，１１（３）：２０７

２１３．

［４６］ＡｔｋｉｎｓＲＣ，ＰｏｌｋｉｎｇｈｏｒｍｅＫＲ，ＢｒｉｇａｎｔｅＥ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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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ｈｅＡｕｓＤｉａｂＫｉｄｎｅｙＳｔｕｄｙ［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４，９２（Ｓｕｐｐｌ）：

Ｓ２２Ｓ２４．

［４７］ＢａｒｚｉｌａｙＪＬ，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Ｄ，Ｃｕｓｈｍａｎ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ｉｎ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ｏｒｈｙ

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０４，４４

（１）：２５３４．

［４８］ＰａｒｖｉｎｇＨＨ，ＬｅｗｉｓＪＢ，Ｒａｖｉｄ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ｍｉ

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ｉｎａ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６，６９（１１）：２０５７２０６３．

［４９］ＤｅｃｋｅｒｔＴ，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Ｈ，ＭａｔｈｉｅｓｅｎＥ，ｅｔ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ａｌｂｕｍｉｎ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ＢＭＪ，１９９６，３１２（７０３５）：８７１８７４．

［５０］ＤｉｎｅｅｎＳＦ，ＧｅｒｓｔｅｉｎＨＣ．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

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Ａｒｃ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１９９７，１５７（１３）：１４１３１４１８．

［５１］ＢｉｇａｚｚｉＲ，ＢｉａｎｃｈｉＳ，ＢａｌｄａｒｉＤ，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Ｊ］．

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１９９８，１６（９）：１３２５１３３３．

［５２］ＪｅｎｓｅｎＪＳ，Ｆｅｌｄｔ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Ｂ，Ｓｔｒａｎｄｇａ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００，

３５（４）：８９８９０３．

［５３］ＨｉｌｌｅｇｅＨＬ，ＦｉｄｌｅｒＶ，ＤｉｅｒｃｋｓＧＦ，ｅｔ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ａｌｂｕｍｉｎ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ｎｏｎ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１０６（１４）：１７７７１７８２．

［５４］ＫｌａｕｓｅｎＫ，ＢｏｒｃｈＪｏｈｎｓｏｎＫ，Ｆｅｌｄｔ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Ｂ，ｅｔａｌ．Ｖｅｒｙ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ｏｆ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１１０（１）：３２３５．

［５５］ＲｏｍｕｎｄｓｔａｄＳ，ＨｏｌｍｅｎＪ，ＫｖｅｎｌｉｄＫ，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ａｎｄａｌｌｃａｕｓ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２０８９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４．４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ＮｏｒｄＴｒｎｄｅｌａｇ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ＨＵＮＴ），Ｎｏｒｗａｙ［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

２００３，４２（３）：４６６４７３．

［５６］ＹｕｙｕｎＭＦ，ＫｈａｗＫＴ，ＬｕｂｅｎＲ，ｅｔａｌ．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

ｕｒｉａ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ＰＩＣＮｏｒｆｏｌｋＳｔｕｄｙ［Ｊ］．Ａｍ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４，１５９

（３）：２８４２９３．

［５７］ＭｙｋｋａｎｅｎＬ，ＺａｃｃａｒｏＤＪ，Ｏ′ＬｅａｒｙＤＨ，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ａｎｄ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ｉｎｔｉｍａｍｅｄｉａ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ｎ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ａｎｄＮＩＤＤＭ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ＲＡＳ）［Ｊ］．Ｓｔｒｏｋｅ，１９９７，２８（９）：

１７１０１７１６．

［５８］ＭｉｅｔｔｉｎｅｎＨ，ＨａｆｆｎｅｒＳＭ，Ｌｅｈｔｏ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ｕｒｉ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ｄ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Ｊ］．Ｓｔｒｏｋｅ，１９９６，２７（１１）：２０３３２０３９．

［５９］ＹｕｙｕｎＭＦ，ＫｈａｗＫＴ，ＬｕｂｅｎＲ，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ａｎｄｓｔｒｏｋｅｉｎ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Ｎｏｒ

ｆｏｌｋ（ＥＰＩＣＮｏｒｆｏｌｋ）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Ｊ］．Ｊ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４，２５５（２）：

２４７２５６．

［６０］ＬｏｆｂｅｒｇＨ，ＧｒｕｂｂＡＯ．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ｍｍａｔｒａｃｅｉｎｈｕｍａ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ｌｕ

ｉｄ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Ｊ］．ＳｃａｎｄＪＣｌｉｎ

ＬａｂＩｎｖｅｓｔ，１９７９，３９（７）：６１９６２６．

［６１］Ｋｙｈｓｅ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Ｊ，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Ｎｏｒ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ｄｂｙａｒａｐｉ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ｕｒｂｉｄｉ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ａｂｅｔ

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ｒｔｈａｎ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ｆｏｒ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

１９９４，４０（１０）：１９２１１９２６．

［６２］ＦｉｎｎｅｙＨ，ＮｅｗｍａｎＤＪ，ＧｒｕｂｅｒＷ，ｅｔ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ｙ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ｎｅｐｈｅｌ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ｔｈｅＢｅｈｒｉｎｇｎｅｐｈｅ

ｌｏｍｅ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ＮＡ，ＢＮＩＩ）［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１９９７，４３（６Ｐｔ１）：

１０１６１０２２．

［６３］ＬａｔｅｒｚａＯＦ，ＰｒｉｃｅＣＰ，ＳｃｏｔｔＭＧ．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ｏｆｇｌｏｍｅｒ

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２００２，４８（５）：６９９７０７．

［６４］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ＣＹＳＡ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ｕｍｍａｒｙ２００６，Ｎｏｒｔｈ

ｆｉｅｌｄ，ＩＬ６００９３．

［６５］ＥｒｌａｎｄｓｅｎＥＪ，ＲａｎｄｅｒｓＥ，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Ｊ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ｌａｔｅｘ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ａ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ａｄｅＢｅｈｒｉｎｇＮｅｐｈｅｌｏｍｅｔｅｒＩＩｓｙｓｔｅｍ［Ｊ］．ＳｃａｎｄＪＣｌｉｎＬａｂＩｎ

ｖｅｓｔ，１９９９，５９（１）：１８．

［６６］ＫｅｅｖｉｌＢＧ，ＫｉｌｐｔｒｉｃｋＥＳ，ＮｉｃｈｏｌｓＳＰ，ｅ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Ｊ］．ＣｌｉｎＣｈｅｍ，

１９９８，４４（７）：１５３５１５３９．

［６７］ＵｈｌｍａｎｎＥＪ，ＨｏｃｋＫＧ，ＩｓｓｉｔｔＣ，ｅｔ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ｆｏｒｐｌａｓｍａｃｙｓｔａｔｉｎ

Ｃ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ｎ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ａｄｅＢｅｈ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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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章　高半胱氨酸与心血管疾病危险
ＧｅｒａｌｄＲ．Ｃｏｏｐ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Ｍ．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高半胱氨酸的建议

高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检测在 ＣＶＤ一级预防危
险评估中的临床应用还不确定，源于我们文献综述报道一些

研究时发现Ｂ族维生素研究试验结果表明无益于或无法降低
ＣＶＤ危险。根据对已发表的文献全面综述，提出以下ＣＨＤ和
卒中的危险评估时的临床应用和Ｈｃｙ检测的建议。

建议１
根据已标准化的检测，不同类型患者Ｈｃｙ浓度（μｍｏｌ／Ｌ）如下：
理想值：≤１０
中间值（由低到高）：１０～１５
高值：１５～３０
极高值：≥３０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Ｃ级

建议２
临床检测Ｈｃｙ的分析性能目标是：偏移＜１０％，不精密度＜５％，

总误差＜１８％。Ｈｃｙ诊断试剂盒的制造商应该量值溯源到标准化测
定方法，才能用于ＣＶＤ危险评估。
建议分类：Ⅱａ
证据权重：Ｃ级

支持证据

引言

Ｈｃｙ是一种含硫氨基酸，它是在必需氨基酸蛋氨酸的去
甲基化过程中形成，血液中浓度一般很低。在健康个体，血

液中平均浓度为含有１％的游离半胱氨酸硫醇、５％ ～１０％
Ｈｃｙ二硫化物、５％ ～１０％Ｈｃｙ半胱氨酸化合物，８０％ ～９０％
Ｈｃｙ蛋白。在分析测定前，所有Ｈｃｙ混合成分必须水解和降
解成Ｈｃｙ。Ｈｃｙ参与蛋白质代谢中的转甲基化机制并随Ｂ族
维生素、叶酸、维生素 Ｂ１２、核黄素和维生素 Ｂ６浓度而改变。
尿中Ｈｃｙ浓度升高是高胱氨酸尿的一项指标。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主要因在早期观察性研究报道中提出

Ｈｃｙ浓度与ＣＶＤ危险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Ｈｃｙ被认为是
ＣＨＤ和卒中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而受到关注。然而，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的前瞻性人群研究和 Ｂ族维生素干预试验表明，他
们之间存在较弱的甚至是微弱的关联性。目前 Ｈｃｙ被看作
是ＣＶＤ的一项适度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 Ｈｃｙ对健康个体
进行ＣＶＤ危险评估和一级预防是没有依据的。

临床论据／证据

１９９５年，Ｂｏｕｓｈｅｙ等对早期横断面和回顾性病例对照研
究进行了荟萃分析，以确定 ＣＨＤ和卒中危险因素与总 Ｈｃｙ
浓度升高的关系［１］。作者发现Ｈｃｙ升高５μｍｏｌ／Ｌ，男性的危
险比（ＯＲ）为１．６（９５％ＣＩ为１．４～１．７），女性 ＯＲ值为１．８
（９５％ＣＩ为１．３～１．９），提示约１０％的人群ＣＨＤ危险归因于
Ｈｃｙ的升高。这刺激了将Ｈｃｙ作为一种 ＣＨＤ危险因素的临
床研究并将其用于临床患者诊治。在随后的１０年，一些荟
萃分析及大多数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结果证明，Ｈｃｙ最多是
ＣＨＤ的一个微弱的危险因素，结果可能被一些生活方式中的

危险因素所混淆。Ｈｃｙ没有像早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报道的对
ＣＨＤ和卒中有那样强的相关性。

Ｈｃｙ作为ＣＨＤ危险因素的荟萃分析和综述文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发表的荟萃分析主要认为，不同研究结果
明显不一致，在健康人群 Ｈｃｙ升高至多是 ＣＨＤ和卒中的独
立适度危险因素。Ｈｃｙ可作为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
指标［２４］。

Ｃｌｅｏｐｈａｓ等通过２２个已公布病例对照研究和１１个队列
研究，对 ＣＶＤ与血浆 Ｈｃｙ浓度升高的关系进行了荟萃分
析［２］。１１个队列研究中的 ５个无法证明 Ｈｃｙ浓度升高与
ＣＡＤ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作者们总结说，Ｈｃｙ可能确实不像
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对心脏有害。然而，与此同时Ｈｃｙ可能是
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指标。因此，当对患者进行 ＣＶＤ评
估时，心脏病学家将其作为重要变量进行考虑。

Ｈｃｙ研究协作组对１２个前瞻性研究通过多变量分析后
进行荟萃分析，结果表明Ｈｃｙ比平常水平低２５％估算的Ｈｃｙ
对缺血性心脏病的 ＯＲ值是０．８９（９５％ＣＩ为０．８３～０．９６），
对卒中的ＯＲ值是０．８１（９５％ＣＩ为０．６９～０．９５）［３］。这个荟
萃分析同时也表明，Ｈｃｙ浓度升高至多是健康人群缺血性心
脏病和卒中的一个适度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等对１４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对 ＣＶＤ危险评估与
Ｈｃｙ的关系进行了荟萃分析［４］。通过一个确定与随机效应

模型，他们计算出Ｈｃｙ对心脏事件的平均 ＲＲ是１．４９（９５％
ＣＩ为１．３１～１．７０），对缺血性卒中平均 ＲＲ值是１．３７（９５％
ＣＩ为０．９９～１．９９）。他们推断不管年龄和随访时间，高 Ｈｃｙ
血症都会适度增加首次心血管事件的危险。

对ＭＴＨＦＲ基因６７７Ｃ／Ｔ多态性与 ＣＨＤ及缺血性卒中
危险评估的荟萃分析所得结果混杂，可能跟 ＭＴＨＦＲ基因
６７７Ｃ／Ｔ多态性与叶酸的相互作用有关［５１０］。Ｗａｌｄ等对７２
个病例组和对照组 ＭＴＨＦＲ基因突变发生率的研究和２０个
血清 Ｈｃｙ浓度和 ＣＶＤ危险的前瞻性研究进行了荟萃分
析［５］。作者认为遗传学和前瞻性研究中得到了类似的证据

即Ｈｃｙ和 ＣＶＤ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Ｋｌｅｒｋ等对来自欧
洲、北美及其他地区的有关 ＭＴＨＦＲ６７７Ｃ／Ｔ多态性和 ＣＶＤ
的危险的４０个病例对照研究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６］，发现

携带ＭＴＨＦＲＴ／Ｔ基因型的人比 Ｃ／Ｔ基因型的人患 ＣＨＤ的
危险高出１６％ （ＯＲ为１．１６；９５％ＣＩ为１．０５～１．２８），尤其是
低叶酸人群。Ｌｅｗｉｓ等在对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与ＭＩ或冠状
动脉闭塞关系（Ｔ／Ｔ基因型与Ｃ／Ｃ基因型比，ＯＲ值为１．１４，
９５％ＣＩ为１．０５～１．２４）的病例对照研究与前瞻性研究进行
荟萃分析时发现，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存在地域差异［７］。ｄｅｎ
Ｈｅｉｊｅｒ等在对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研究中也发现此地域性差
异［８］。在北美，ＭＴＨＦＲ６７７Ｔ／Ｔ基因型对静脉血栓形成的危
险没有什么影响，很可能因为高叶酸和维生素 Ｂ２的摄入，
但在欧洲这一基因型导致危险性增加 １５％（ＯＲ为 １．１５；
９５％ＣＩ为１．０２～１．３０），在其他国家的危险性增加６０％ （ＯＲ
为１．６０；９５％ＣＩ为１．２７～２．０２）［８］。也有通过荟萃分析对
ＭＴＨＦＲＴ／Ｔ基因型对缺血性卒中影响进行了研究。Ｋｅｌｌｙ等
认为该基因型对确定缺血性卒中易感性影响很小［９］。Ｃｒｏ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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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现随着ＭＴＨＦＲ６７７Ｔ的增加，缺血性卒中危险等级相应
上升，与下述观点一致，即多态性是一种遗传性危险因素，支

持Ｈｃｙ浓度升高与卒中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１０］。

大多数综述文章同意把Ｈｃｙ作为ＣＶＤ危险因素；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高 Ｈｃｙ血症是否是引起 ＣＶＤ的一种直接原
因［１１２１］。他们指出应该进行叶酸随机干预试验来验证这一

问题。Ｍｏａｔ等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进行有用性的综述，包
括病例对照和前瞻性研究以及各种各样的临床实验［１７］。

利用随机对照试验评估降低 Ｈｃｙ疗法治疗心血管事件的有
效性

大量研究显示在膳食中补充 Ｂ族维生素可以降低血浆
Ｈｃｙ浓度。在对２５个随机对照实验的荟萃分析中，降低Ｈｃｙ
疗法协作组（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以
约２５００人为研究对象，评估利用不同剂量叶酸对降低血浆
总Ｈｃｙ浓度的影响，发现每日食入２００μｇ剂量的叶酸，Ｈｃｙ
减少量是服用８００μｇ或更多叶酸达到最大 Ｈｃｙ减少量的
６０％［２２］。一些大规模研究中设计对既往 ＣＨＤ、卒中或肾脏
病患者补充Ｂ族维生素，用来研究降低Ｈｃｙ是否也会降低患
ＣＶＤ危险［２３］。其中一些实验已完成，结果已发表并包含在

我们的文献综述中：如剑桥心脏抗氧化研究（ＣＨＡＯＳ２）［２４］，
维生素预防卒中的干预试验（ＶＩＳＰ）［２５，２６］，心脏预后预防评
估研究（ＨＯＰＥ２）［２７］、挪威维生素试验（ＮＯＲＶＩＴ）［２８］。尽管
很多实验表明Ｈｃｙ浓度有适当的降低，但是一般来说，血管
疾病预后和临床终点事件没有减少。短期实验存在一些局

限性，一些实验证据不足，并且有些由于起始 Ｈｃｙ浓度太低
而无法开展试验。

我们完成本文综述后，一些重要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

分析结果也发表了［２９３１］。为了在已患 ＣＶＤ和肾病人群中评
估补充叶酸对ＣＶＤ和全因死亡率的影响，Ｂａｚｚａｎｏ等对１２个
随机对照试验进行荟萃分析［２９］，结果显示，补充叶酸治疗的

患者与对照组终点相比总 ＲＲ值 ＣＶＤ为 ０．９５（９５％ＣＩ为
０．８８～１．０３）、ＣＨＤ为１．０４（９５％ＣＩ为０．９２～１．１７）、卒中为
０．８６（９５％ＣＩ为０．７１～１．０４），其他原因引起死亡率的ＲＲ值
为０．９６（９５％ＣＩ为０．８８～１．０４）。结论是，以前有ＣＶＤ史的
患者，补充叶酸并未显示降低 ＣＶＤ危险及其他任何原因引
起的死亡率。

在一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荟萃分析中，Ｂｌｅｙｓ等研究了
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对 Ａｓ进展的影响［３０］。他们并没有找到

任何证据说明抗氧化或Ｂ族维生素补充剂在Ａｓ过程中起保
护作用，可能要为其对临床心血管事件缺乏影响提供机制方

面的解释。

Ｗａｎｇ等对８个以卒中作为终点事件之一的叶酸随机试
验进行荟萃分析［３１］。那些定期服用叶酸补充剂的人降低了

他们卒中的ＲＲ（平均降低１８％）。当持续３６个月以上治疗
后，ＲＲ值甚至降低３０％。如果没有卒中病史，服用叶酸补充
剂能够使ＲＲ值降低２５％。

这些荟萃分析可能导致产生 Ｂ族维生素是卒中保护因
素的谨慎乐观的观点。然而，近来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似乎

不支持这个观点［３２３４］。在女性抗氧化和叶酸治疗 ＣＶＤ研究
（ＷＡＦＡＣＳ）中，Ａｌｂｅｒｔ等发现，在女性高危险人群不管有无
ＣＶＤ，即使随访时间延长７．３年，也没有发现补充维生素 Ｂ
能降低ＣＨＤ或卒中的发生［３２］。Ｅｂｂｉｎｇ等进行的西挪威 Ｂ

族维生素的干预试验（ＷＥＮＢＩＴ），这个试验结束很早并且随
访时间是仅为３８个月，但作者发现，经过一年的Ｂ族维生素
治疗Ｈｃｙ浓度降低３０％，补充维生素 Ｂ不能降低总死亡率
或ＣＶＤ事件发生率［３３］。最后，在２００８年美国心脏病协会
（ＡＨＡ）科学会议上，额外降低胆固醇和Ｈｃｙ的作用研究小组
报道了第一结果：以降低Ｈｃｙ浓度为目标的治疗是无效的。

叶酸强化治疗对Ｈｃｙ浓度和ＣＶＤ的影响

１９９８年介绍叶酸强化治疗之后，通过美国国家健康与营
养调查（ＮＨＡＮＥＳ）监测显示 Ｈｃｙ浓度在美国人口中大约降
低了１０％［３４］。降低Ｈｃｙ浓度是否影响美国人群 ＣＶＤ的一
级或二级预防措施仍值得关注。Ｙａｎｇ等最近对强化治疗对
卒中死亡率的首要影响作了报道，在美国所有阶层人口中，

与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相比，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卒中死亡率急剧下
降［３５］。类似的情况在加拿大也发生，但是英格兰和威尔士

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卒中死亡率的下降并没有显著的变化［３５］。

Ｈｃｙ浓度升高与ＣＶＤ其他危险因素的关系

来自美国护士健康研究（Ｎｕｒｓｅ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ｙ）发现，在
女性中，脂类生物标志物与 Ｈｃｙ浓度没有显著相关性，但在
合并脂类和ＣＲＰ影响因素的模型中，Ｈｃｙ四分位数极高值显
示Ｈｃｙ与 ＣＨＤ呈正相关［３６］。在一德国和一叙利亚人群，

Ｈｃｙ与ＣＲＰ浓度都升高或者 Ｈｃｙ与 ＬＤＬＣ浓度都升高者患
ＣＨＤ的危险显著升高［３７］。库奥皮奥缺血性心脏病危险因素

研究（Ｋｕｏｐｉｏ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ｕｄｙ）显示，
高Ｈｃｙ浓度可增加中年男性 ＣＶＤ的死亡率，特别是在伴随
其他ＣＶＤ危险因素时增加更明显［３８３９］。电子计算机断层摄

影术研究发现，Ｈｃｙ升高可强烈并独立地预测冠状动脉斑块
的进展［４０］。ＡＴＴＩＣＡ研究评估了 Ｈｃｙ浓度与生活方式相关
的ＣＨＤ危险因素的相关性［４１］。作者报道，男性 Ｈｃｙ浓度高
于女性，吸烟者、久坐不动缺乏体育活动的人 Ｈｃｙ浓度相对
也高，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Ｈｃｙ浓度与大多数食物之间的关
系［４１］。德国的两个独立研究资料显示，多组合摄入全麦面

包、新鲜水果、橄榄油、蘑菇、绿色蔬菜、坚果、酒，少摄入油炸

薯片，与之相关的是 Ｈｃｙ代谢生物标志物谱的和 ＣＨＤ的危
险降低［４２］。最近挪威霍达兰 Ｈｃｙ（Ｈｏｒｄａｌａｎｄ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Ｓｔｕｄｙ）探讨了脂肪摄入与血浆Ｈｃｙ浓度关系，结果表明，Ｈｃｙ
似乎是“坚持饮食指南”一个好的标志物；饱和脂肪酸大量摄

入与高血浆Ｈｃｙ浓度有关；只有在摄入大量Ｂ族维生素情况
下，摄入ｎ３长链脂肪酸和血浆 Ｈｃｙ浓度呈负相关［４３］。最

后，来自１０年随访的女性健康研究（ＷＨＳ）数据显示，在校
正已知ＣＶＤ的危险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后，ＣＶＤ与
Ｈｃｙ浓度原有的关联性几乎完全消失［４４］。

与ＣＨＤ相关的血管疾病（周围动脉病、高血压、视网膜闭塞
疾病）

一些心血管相关疾病的研究主要观察到 Ｈｃｙ浓度升高
与许多其他血管疾病存在显著相关。ＰＨＳ发现，周围动脉病
（ＰＡＤ）患者的 Ｈｃｙ四分位数的 ＲＲ值没有明显的危险梯
度［４５］。没有证据表明利用Ｈｃｙ筛查人群ＰＡＤ是恰当的［４５］。

ＡＴＴＩＣＡ研究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与血清 Ｈｃｙ浓度呈正相
关，高血压前期状态和高胆固醇血症也存在正相关［４６］。澳

大利亚和新加坡眼科研究中心发现，在普通人群，Ｈｃｙ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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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与视网膜静脉闭塞疾病存在正相关，Ｈｃｙ浓度升高是视
网膜静脉闭塞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４７］。这些发现与早

期疾病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进行的荟萃分析结果一致［４８］。

分析方面的思考

２００４年，欧洲临床实验室和研究 Ｈｃｙ、叶酸和 Ｂ族维生
素的专家组发表了关于总 Ｈｃｙ测定实际情况和建议的专家
共识［４９］。文中提到，Ｈｃｙ检测的标准化很有必要，主要是由
于当时缺乏有证参考物质，同时也因为不同的校准物常常导

致不同的检测值，水溶性校准物的不精密度常常高于血浆基

质校准物，即使含有内标也不能改善其性能。文中涵盖了许

多方面主题，例如方法及其性能、样本收集与处理、生物学因

素、参考区间、个体变异、蛋氨酸负荷试验。文中还讨论了

Ｈｃｙ在诊断和危险评估的实际情况与建议。针对每一主题，
作者们分别对常规应用和研究应用提出了建议。相对 Ｈｃｙ
检测的一些重要的常规应用的重要建议如下：

不准确度（偏移）最好 ＜１０％，不精密度（ＣＶ）最好
＜５％。
分析范围应包含普通人群的第０．５～９９．５百分位数范

围（约为３～４０μｍｏｌ／Ｌ）。
由于不同方法、不同实验室检测 Ｈｃｙ的准确度不同，在

不同实验室进行比对时要谨慎。

强烈推荐参加室间质控活动。

推荐使用一种采血管。ＥＤＴＡ抗凝管应用最广泛，但是
使用血清或枸橼酸或肝素抗凝对结果影响更小。

血液样本应在１ｈ内分离血浆或冷藏保存（离心＜８ｈ）。
每一实验室应建立当地的参考值。

对于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孕妇应分别使用各自的参

考值。

单一的Ｈｃｙ检测通常反映Ｈｃｙ浓度的平均水平，在很多
情况下是足够的。

两次收集的两个标本的Ｈｃｙ值变化在２５％～３０％之间，
可能更有临床意义。

不推荐蛋氨酸负荷试验，因为它的方法繁琐，临床应用

价值不明确。

在临床和科研实验室中 Ｈｃｙ的检测方法是多种多样
的［５０］。高效液相色谱法荧光检测是最常用的色谱方法，并

且具有很低的变异（大约１％的批内变异，３％的批间变异）。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临床高效益刺激自动化免疫测定方法的
迅猛发展。荧光偏振免疫分析（ＦＰＩＡ）由于分析变异低（ＣＶ
＜５％），也是临床实验室常选用的方法。
法国临床生物 Ｈｃｙ工作组（ＳＦＢＣ）推荐下述 Ｈｃｙ参考

系统［５０］：

候选的决定性方法：同位素稀释的液相色谱／质谱法，
使用氘化的Ｈｃｙ作为内标。

参考方法：同位素稀释的气相色谱／质谱法。
其他方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毛细管电泳，免疫测定（包

括荧光偏振免疫法，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和酶联免疫分析法）。

在２００５年秋天，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ＮＩＳＴ）颁
发第一个以人血清为基质的具有赋值的冰冻 Ｈｃｙ参考物质
（标准参考物质ＳＲＭ１９５５）证书，包含３个水平参考物质（均
值和不确定度），Ｈｃｙ值分别为（３．８９±０．１８）、（８．８５±

０．６０）、（１７．７±１．１）μｍｏｌ／Ｌ。在有限的浓度范围内（从正常
到边缘升高），这种物质在选择性 Ｈｃｙ免疫测定和酶法分析
中具有互通性［５２］。

讨论

早期病例对照研究发现的Ｈｃｙ浓度与ＣＨＤ和卒中呈强
的正相关性，与近期的一些令人印象不深的巢式病例对照研

究结果不符［１４］。选择偏移、发表偏移、颠倒因果关系的偏移

可能是病例对照研究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中产生矛盾结果

众多原因中的３个［１４］。队列研究和基因多态性研究显示，

Ｈｃｙ浓度降低与心脏病和卒中之间存在很多联系，不同的研
究间存在不同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不同人群个体内叶酸和 Ｂ
族维生素基础含量不同［２１］。在基因多态性研究中，ＭＴＨＦＲ
Ｔ／Ｔ和ＭＴＨＦＲＣ／Ｃ纯合子的Ｈｃｙ浓度的显著差异预示了患
ＣＶＤ的危险不同［２１］。大量随机对照试验研究Ｈｃｙ浓度降低
对ＣＨＤ和卒中的影响仍在进行中，但那些已完成的实验显
示没有或仅有微弱的影响。由于Ｈｃｙ浓度减小适度，并且相
反的事件也相对较少。许多实验研究缺乏统计学证据，因此

建议对所有实验进行荟萃分析以得出一个结论［２３］。考虑到

试验持续时间短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延长治疗时间会使与

Ｈｃｙ浓度的持续性变异有关的影响因素出现［２３］。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心脏病协
会达成共识：Ｈｃｙ浓度升高作为常规筛选的证据还不够充
分［５３５７］。尽管在最近的１０年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仍然没有
足够的证据来推荐 Ｈｃｙ检测用于一级预防筛查。２００４年欧
洲的专家意见推荐将 Ｈｃｙ的检测应用于 ＣＶＤ危险评估，从
而回应了这朦胧不清的问题，但是建议将Ｈｃｙ浓度作为一种
预测因子，来预测ＣＶＤ患者或有 ＣＶＤ高危人群的心血管事
件发生率和死亡率［４９］。２００６年一系列Ａｓ社区研究（ＡＲＩＣ）
报道，Ｆｏｌｓｏｍ等对近１６０００成人自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进行随访，
以评估１９个新的危险标志物与 ＣＨＤ的关系［５８］。许多新的

危险标志物，包括Ｈｃｙ，没有增加传统危险因素的 ＲＯＣ曲线
下面积。因此，我们认为 Ｈｃｙ测定在 ＣＶＤ的一级预防危险
评估中的临床应用目前尚不能确定。

随时间推移血浆Ｈｃｙ浓度的分类稍有改变。传统上，血
浆Ｈｃｙ浓度＞１５μｍｏｌ／Ｌ被认为是升高，１５～３０μｍｏｌ／Ｌ为
轻度升高，３１～１００μｍｏｌ／Ｌ中度升高，＞１００μｍｏｌ／Ｌ被认为
是严重的高Ｈｃｙ血症［５９］。最近，Ｈｃｙ浓度１２～３０μｍｏｌ／Ｌ就
被认为是适度的高Ｈｃｙ血症，１０～１２μｍｏｌ／Ｌ是警告值，＜１０
μｍｏｌ／Ｌ被认为是安全的［１５］。但是上限一般是 １５～２０
μｍｏｌ／Ｌ，不吃富含叶酸食物的成人上限更高，吃富含维生素
食物或一个具有健康生活方式的成人，上限通常约是 １２
μｍｏｌ／Ｌ［５０］。利用数学模型来计算每日补充维生素人群的
Ｈｃｙ分布情况，Ｕｂｂｉｎｋ预测 Ｈｃｙ呈正态分布，其９５％参考区
间为４．９～１１μｍｏｌ／Ｌ［６０］。他的研究表明，在 Ｈｃｙ浓度低于
第２５百分位数（相当于９μｍｏｌ／Ｌ）的人具有最低的 ＣＶＤ危
险。因此，Ｕｂｂｉｎｋ推荐 ＜９μｍｏｌ／Ｌ作为 Ｈｃｙ的一个理想
值。综上考虑，我们推荐Ｈｃｙ的实际值＜１０μｍｏｌ／Ｌ作为一
个理想值。

正如欧盟专家意见中指出，Ｈｃｙ检测需要标准化［５０］。这

对Ｈｃｙ成为新的临床检测项目尤为重要。现已有一个以多
水平血清基质的有证参考物质被使用，这个参考物质在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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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酶分析中具有互通性。厂商应该用这个参考物质将

他们的分析方法溯源到更高一级别的参考方法。此外，基于

生物学变异的分析性能目标应该是确保 Ｈｃｙ分析的临床应
用。除了要求偏移＜１０％ ，精密度＜５％，总误差越来越广泛
应用于临床实验室、科研和临床试验中，利用它对分析结果

进行解释。Ｗｅｓｔｇａｒｄ推荐的总误差应该 ＜１８％［６１６２］。这除

了要保持连续的质量控制和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还要参加

室间质评计划，这将有助于产生更准确的 Ｈｃｙ数据，以满足
临床和科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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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　钠尿肽（Ｂ型钠尿肽和Ｎ末端Ｂ型钠尿肽前体）与心血管疾病危险
ＲｏｂｅｒｔＨ．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ＧａｒｙＬ．Ｍｙｅｒｓ，ＧｅｒａｌｄＲ．Ｃｏｏｐｅｒ

对Ｂ型钠尿肽（ＢＮＰ）和Ｎ末端Ｂ型钠尿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的建议

根据对文献综述，提出 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在 ＣＶＤ和卒
中一级预防危险评估时的临床应用和检测建议。

建议１
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浓度升高与未来２～７年基于社区人群的死

亡率升高有关。但是基于这种检测结果进行治疗的益处还不确定，

用于ＣＶＤ一级预防危险评估的检测是没有依据的。
建议分类：Ⅲ（反对检测）
证据级别：Ｂ

建议２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检测是否能用于对

具有心力衰竭高危险个体的鉴别，可能还对心力衰竭和ＣＶＤ预防治
疗有益处。

建议分类：Ⅰ
证据级别：Ｃ

建议３
生产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检测试剂的厂商应该严格遵循政府和

行业组织（如ＩＦＣＣ）制定的现行技术规范。
建议分类：Ⅰ
证据级别：Ｃ

建议４
所有应用和／或生产钠尿肽检测试剂的检验人员、临床医生和厂

商必须共同工作以确保检测相关人员都接受适当的分析前（例如生

物学变异、样本稳定性）、分析中（各种ｐｒｏＢＮＰ衍生肽对检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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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同所致结果不同）和分析后（适当的参考值、决定限和临床混

杂因素）的教育。

建议分类：Ⅰ
证据级别：Ｃ

背景

心脏被看作是一种每天循环大约１０万次的生物泵，同时
又是一个重要的产生激素的器官，产生拮抗交感神经系统和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生物学信号［１３］。生理上，人心

肌细胞产生许多在结构和功能上相关的心脏激素，包括心房

钠尿肽（ＡＮＰ）、脑型或Ｂ型钠尿肽（ＢＮＰ）及其各自的Ｎ末端
（ＮＴ）代谢肽，即 Ｎ末端 Ａ型钠尿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Ａ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流动力学压力刺激钠尿肽释放，这些激素有
强大的利尿、利钠和松弛血管平滑肌作用［１３］。由于其在心

血管系统的主要病理生理作用，钠尿肽在体液潴留导致的血

管扩张、心室扩张和／或血压升高的情况下升高［２］。激活尿

钠排泄系统的正常功能，从而减少血容量和降低血压。

ＢＮＰ及其相关的代谢物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已经被作为急性患
者血流动力学压力的生物学标志物。与 ＡＮＰ相比，ＢＮＰ在
分子水平上利钠和降压的作用高出２～３倍［４］。在生理条件

下，ＢＮＰ浓度低于ＡＮＰ；然而随着一系列血流动力学压力的
升高，血浆 ＢＮＰ水平升高远远超过相应 ＡＮＰ值［５］。血浆

ＢＮＰ浓度和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成正相关，和左心室功能成
负相关［６］。Ｃｏｗｉｅ等的研究显示，与 ＡＮＰ或 ＮＴｐｒｏＡＮＰ相
比，ＢＮＰ为最强有力的心力衰竭预测指标。进一步研究显
示，在评估心室功能紊乱和预测严重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率

时，ＢＮＰ被推荐为一个比ＮＴｐｒｏＡＮＰ或ＡＮＰ更好的生物标志

物。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已成为评估心脏相关压力的首选的
生物学标志。

ＢＮＰ的合成和分泌主要在基因水平调节。在生理条件
下，ＢＮＰ主要在心室产生和分泌，但并不储存［９１０］。在病理

情况下，心房和心室都能合成 ＡＮＰ和 ＢＮＰ。慢性体液潴留
可能导致ＢＮＰ在心脏各腔均快速产生，在心房产生的 ＢＮＰ
的量超过ＡＮＰ［１１１２］。根据传统模式，人类 ＢＮＰ在心肌细胞
由细胞内１３４个氨基酸的钠尿肽前体（ｐｒｏＢＮＰ）产生的。在
刺激释放后，２６个氨基酸的信号肽序列被从 Ｎ末端裂解，形
成ｐｒｏＢＮＰ１１０８。在释放进入血液的过程中，ｐｒｏＢＮＰ１１０８
被丝氨酸蛋白酶（一个膜结合的丝氨酸蛋白酶）进一步裂解

为一个Ｎ末端ｐｒｏＢＮＰ１７６（称为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一个有活性
的３２肽Ｃ末端ｐｒｏＢＮＰ７７１０８（称为 ＢＮＰ）。虽然这一 ＢＮＰ
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释放模式已广为接受，但是依然有很多证据
表示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产物释放至血循环过程没有以往
想象的那么好理解。近来一项利用新的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技术的研究结果证明，严重心力衰竭患者的 ＢＮＰ检测中存
在交叉反应［１３］。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未减少用

免疫学方法检测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用于临床诊断及预后分
析的研究试验［１３］。

表９所示是在紧急情况下 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在诊断失
代偿性心力衰竭方面的性能［１４］。这些生物标志物好的性能

和基础生理学也激发了这些标志物作为左室收缩功能不全

检测工具的兴趣［１４］。尽管 ＢＮＰ已经研究得很深入，但临床
依然没有证据说明ＢＮＰ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在失代偿性心力衰竭
诊断或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的评估横断面研究中的临床准

确性存在不同［１４］。

表９　在ＤＨＦ诊断和ＬＶＳＤ检测中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性能［１４］

敏感性（９５％ＣＩ） 特异性（９５％ＣＩ） ＤＯＲ（９５％ＣＩ）
ＤＨＦ诊断
　ＢＮＰ ０．９１（０．９０～０．９３） ０．７３（０．７１～０．７５） ３５．６６（１７．１１～７４．３０）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０．９１（０．８８～０．９３） ０．７６（０．７５～０．７７） ３９．８６（１８．１３～８７．６４）
ＬＶＳＤ检测
　ＢＮＰ ０．８８（０．８４～０．９１） ０．６２（０．６０～０．６３） １０．７４（６．５１～１７．７２）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０．８４（０．８０～０．８８） ０．６５（０．６４～０．６７） １４．９６（１０．６９～２０．９４）

　　　　　　　　　　　　注：ＤＨＦ，失代偿期心力衰竭；ＬＶＳＤ，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ＤＯＲ，诊断的优势比。

　　由于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清除比ＢＮＰ更依赖于肾脏功能，肾功
能不全情况下，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等同性已被重视［１５］。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因为３３％～５７％的心力衰竭患者
伴有肾功能损害［１６１８］。数据显示在很宽的肾功能范围内，肾

脏排泄ＢＮＰ与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相当［１９２０］。在一组大样本观

察性患者队列研究中直接比较 ＢＮＰ与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显示，
这一生物标志物检测在心力衰竭并发肾功能不全且 ＧＦＲ＞
６０ｍＬ／ｍｉｎ的患者的诊断具有等效性［２１］。

诊断为ＤＨＦ和／或ＬＶＳＤ的患者有明显的高的短期和长
期不良的预后危险。同样，这些患者很有可能患缺血性心脏

病，因为这是导致心力衰竭最常见的原因。因此，委员会研

究证据的分析是否 ＢＮＰ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检测能为一级预防评
估的传统危险因素的增加信息。

委员会鉴定了几个纵向研究［２２２５］，这些研究校正了适当

的危险因素，如年龄、总胆固醇水平、抽烟习惯。表１０是对形
成ＢＮＰ与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建议的这些研究的总结。有证据表明，
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检测在提供首次心血管事件和预后信

息时优于传统危险因素［２２２３］。同样，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在５０～８９岁
非住院个体中预测ＣＶＤ及其死亡率是优于ＣＲＰ的一个强有
力危险标志物［２２］。当这低于诊断 ＤＨＦ的阀值水平时，会出
现极大的危险性［２２２３］。同时，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与高龄老年
人ＣＶ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有关［２４］。在包括国家卫生服务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评估报告［１４］在内的横断面研究

表明，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在诊断左心室功能不全时是等
效的［２５］。

证据讨论

有数据显示 ＢＮＰ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可能对预测将来事件有
潜在用处，并且这些检测可能揭示不同ＣＶＤ对象继发性潜在
的心脏重构［２５］。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根据生物标志物

提示的危险增高进行治疗或干预会改善患者的预后。因此，

委员会反对将其用于一级预防人群中进行常规检测。对治

疗监测的潜在价值可能是真正重要的，应该作为未来研究中

的重点。

·８９３· 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１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ＣｌｉｎＬａｂＳｃｉ，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１，Ｎｏ．５



考虑作为鉴别高危患者可能的临界值，必须注意ＢＮＰ和
特别是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参考区间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有趣的
是，一项大样本队列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对象为３５～５９岁
的男性（超过１０００人），平均随访２．６６年。结果显示，病例
组（中位数为４８．５ｐｇ／ｍＬ，四分位数为２６．４～１１６．６ｐｇ／ｍＬ）
和对照组（中位数为 ３０．０ｐｇ／ｍＬ，四分位数为 ９．５～４７．６
ｐｇ／ｍＬ）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００１）［２６］。
因此，此研究的主要发现是校正传统的危险因素后，ＮＴｐｒｏＢ
ＮＰ是男性工作者 ＣＨＤ的强有力的预测因子［２６］。另一项对

５０～８９岁的社区老人开展的研究发现，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超过第８０
百分位数６５５ｎｇ／Ｌ，相应的校正后的死亡危险比（ＨＲ）是１．９６
（９５％ＣＩ为１．２１～３．１９）［２３］。根据这一信息，该委员会建议
此参考人群第８０百分位点作为临界值，但仍需进一步验证。

如同其他生物学标志物一样，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分析
规范制定必须考虑生理学和临床应用的平衡。最近的一份

旨在改善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免疫化学检测质量的报道，由
ＩＦＣＣ心肌损伤标志物标准化委员会发表［２６］。此建议被商品

分析试剂的厂商，应用这些分析的临床实验室、临床试验小

组和研究者，以及管理机构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ＦＤＡ）

使用［２７］。这一文件是由对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检测中分析性
能要求的科学文献进行综述和摘录的专家起草编制的。这

些基于循证的建议鼓励 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诊断试剂生产厂
商在他们的包装说明书上插入实验设计、分析前性能、分析

性能和临床性能。此外，监管机构鼓励采用最低的统一的标

准来帮助引导厂商寻求新和／或改进的检测方法。
尿钠排泄的知识在不断快速发展。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检测因分析前因素而变得复杂。室温下稳定性便于常规实

验室在分析前处理样本，体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比 ＢＮＰ更稳定［２８］。

在室温条件下，血清或者血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可稳定７天，４℃稳
定１０天，在－２０℃或更低的温度下稳定至少几个月［２９３０］。

反复冻融５次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浓度无显著性减少［２９，３１］。ＢＮＰ的
稳定性依具体的检测试剂而异［２８，３２］。在室温下 ＢＮＰ浓度下
降很快，在４℃大约稳定４小时，－２０℃或更低的温度下能
稳定最多一个星期［２８］。其他分析前的问题，如生物学变异、

年龄和性别差异，分析中的问题如分析方法性能，分析后的问

题如结果报告，鉴别不同的疾病和患者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

沟通、合作、教育（无论初学或再教育）都是合理使用 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检测对患者进行诊治至关重要的因素。

表１０　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研究与远期效果

参考文献 研究设计 随访 终点
校正后的ＨＲ或
ＯＲ（９５％ＣＩ） 测定方法

与之比较的

生物标志物

２２ 基于社区队列 平均５．２年 死亡 １．６２（１．０８～２．４２） Ｓｈｉｏｎｏ公司ＲＩＡ法 ＮＴＡＮＰ
（Ｗａｎｇ等） ＢＮＰ测定

第一主要心血 １．７６（１．０６～２．９２）
管事件

心力衰竭 ３．０７（１．５１～６．２６）
心房纤颤 １．９１（１．１３～３．２５）
卒中或短暂性 １．９９（１．０９～３．６２）
脑缺血发作

ＣＨＤ １．３０（０．７９～２．１５）
２４ 老年患者队列 ２年 死亡 每增加５０ｐｇ／ｍＬ死亡率增加１．４倍 Ｓｈｉｏｎｏ公司ＲＩＡ法 无

（Ｕｅｄｅ等） （平均８５岁） （１．２～１．６） ＢＮＰ测定
因心脏病住院 每增加５０ｐｇ／ｍＬ心脏事件发生率

增加１．６倍（１．２～２．１）
２３ 基于人群队列 平均５年 全因导致的 １．９６（１．２１～３．１９） Ｒｏｃｈｅ公司的 ＣＲＰ：１．１７（０．９５～１．４３），
（Ｋｉｓｔｏｒｐ等） 死亡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测定 １．４６（０．８９～２．２４）；

Ａｌｂ／Ｃｒ：１．３８（１．１６～
１．６５），１．８８（１．１８～２．９８）

无ＣＶＤ基线的 ３．２４（１．８０～５．７９）（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上四 ＣＲＰ：１．１５（０．８８～１．５１），
第一主要心脏 分位） １．０２（０．５６～１．８５）；
事件 Ａｌｂ／Ｃｒ：１．５７（１．２６～

１．９５），２．３２（１．３３～４．０５）
２５ 基于社区队列 平均５．６年 全因导致的 校正后的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１．６３（１．２５～２．１３） Ｂｉｏｓｉｔｅ公司的ＢＮＰ ２个ＢＮＰ和１个
（Ｍｃｋｌｅ等） 死亡 和Ｒｏｃｈｅ公司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测定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测定 Ｓｈｉｏｎｏｇ公司和罗氏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测定

参考文献

［１］ＣｌｅｒｉｃｏＡ，ＩｅｒｖａｓｉＧ，Ｍａｒｉａｎｉ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ｒ

ｄｉａｃ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Ｊ］．ＨｏｒｍＭｅｔａｂＲｅｓ，１９９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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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徐国宾、李江，审校：郑芳、鄢盛恺）

第１０章　指南的实施
ＧａｒｙＬ．Ｍｙｅｒｓ

　　这些指南的采用是自愿的。文献会随着新信息的发表
和其他新的心脏病和卒中的生物标志物的出现而继续增多。

随着这些候选生物标志物的出现，适当评估它们的临床应用

价值显得越来越重要。由于研究范围不断地延伸，现行的

ＮＡＣＢ指南要求不断回顾和更新对 ＣＶＤ及卒中一级预防的
现存及新的生物标志物的相关知识。

（翻译：徐国宾，审校：郑芳、鄢盛恺）

·００４· 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１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ＪＣｌｉｎＬａｂＳｃｉ，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１，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