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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反应蛋白水平与传统冠心病危险因素分析
郭志荣

陈冯梅

胡晓抒

【摘要】

目的

武鸣

了解江苏省人群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的水平与传统冠心病（ｃＨＤ）危险因素的关

系。方法通过“江苏省多代谢异常和代谢综合征综合防治研究”资料，比较高敏ｃ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ｈＳ—ＣＲＰ：ｌ，～２．９９ ｍｇ／Ｌ和≥３ ｍｇ／Ｌ）与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体重指数（ＢＭＩ）、吸烟、高血压、
高血糖、高胆固醇、高三酰甘油、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体力活动缺乏等的关系。结果

高ｈｓ—ＣＲＰ

罹患率均随血压、血糖、胆固醇、三酰甘油、ＢＭＩ、吸烟、体力活动（无、轻、中、重）增加而增高，但当
ｈｓ．ＣＲＰ（１～２．９９ ｍｇ／Ｌ）时，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中大部分未表现出显著联系；随着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心脏积
分（５个危险因素）合并数量增加，高ｈｓ—ｃＲＰ呈明显的等级性变化趋势；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ｈｓ—ＣＲＰ
（≥３ ｍｇ／Ｌ）时，ＢＭＩ、三酰甘油、高血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吸烟、血糖的０Ｒ值均有统计学意义，
但ｈｓ—ｃＲＰ（１～２．９９ ｍｇ／Ｌ）时，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ｏＲ估计值大部分无统计学意义；男性中６０．９８％
和女性中５９．０２％的高ＣＲＰ可以归因于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结论

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与ｈｓ—ＣＲＰ水

平关系密切，目前在临床上、人群研究中根据ＣＲＰ水平的高低判断ＣＨＤ风险的实际意义值得进一步
探讨。

【关键词】冠心病；ｃ反应蛋白；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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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反应蛋白（ＣＲＰ）作为机体慢性炎症的标志物

协会（ＡＨＡ）建议：冠心病（ＣＨＤ）１０年危险在１０％～

一直被认为与心血管病（ＣＶＤ）的发生、发展有关，

２０％之间者，应测量ＣＲＰ作为全面危险因素评估的

以至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和美国心脏病

辅助指标。１。，国内在临床上也广泛开展ＣＲＰ的检
测，作为ＣＶＤ诊断的参考。但是近期几项研究表

基金项目：卫生部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ｗＫＪ

２００４

２一叭４）

作者单位：２１５１２３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郭志荣、
陈冯梅）；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胡晓抒、武鸣）

明，ＣＲＰ对ＣＨＤ的危险仅稍有增加。２’３ｉ。Ｍｉｌｌｅｒ
等２＋利用ＮＨＡＮＥＳⅢ资料认为：ＣＲＰ与传统ＣＨＤ
危险因素密切相关，并非是ＣＨＤ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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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人群中ｃＨＤ的发生很大程度可归因于传统ＣＨＤ危

２．９９

ｍｇ／Ｌ）

险因素。Ｄａｎｅｓｈ等。３ ｏ在Ｒｅｙｋｊａｖｉｋ前瞻性研究中也

９．９９

高

度：

ｍｇ／Ｌ）三组，比较时低度ｈｓ—ＣＲＰ（＜１ ｍｇ／Ｌ）水

对ＣＲＰ测定预告ｃＨＤ危险的临床意义提出了质

平组与中度ｈｓ—ＣＲＰ（１～２．９９ ｍｇ／Ｌ）水平组相对照，

疑。为此Ｔａｌｌ等¨１提出了“重审ＣＲＰ”的呼吁，以进

高度ｈｓ—ＣＲＰ（≥３～９．９９ ｍｇ／Ｌ）与低度ｈｓ—ＣＲＰ

一步评价ＣＲＰ在临床上的价值。由此可见，ＣＲＰ

（＜１ ｍｇ／Ｌ）和中度ｈｓ—ＣＲＰ（１～２．９９ ｍｇ／Ｌ）的合计

已成为一重要的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我国至今未

进行比较。

ｈｓ—ｃＲＰ

（≥３～

见基于人群的ＣＲＰ与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关系的报

（２）ＣＨＤ危险因素：ＣＨＤ危险因素从两方面定

道，本研究的目的即评价江苏省人群ＣＲＰ的水平与

义。Ｍｉｌｌｅｒ等。２ ｏ对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定义为正常、

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关系。

临界值或异常的标准为：吸烟（不吸烟、以前吸或目
前吸）；血压（正常：＜１２０／８０ ｍｍ

ｒ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江苏省多代谢异常和代谢综合征
综合防治研究共包括城市点南京市建邺区、徐州市
九里区、苏州市沧浪区各一个社区和农村点常熟市、
金坛市、江阴市、太仓市、海门市、句容市、睢宁县、泗
洪县、赣榆县各一个自然村，这些社区人口按性别分
层，年龄为３５～７４岁，每１０岁一个年龄组，应答率
为９２％，有效调查人数为５８８８人。适合参加这次
分析的对象为基线调查中进行ＣＲＰ检测和各种脂
测量，并排除①１个月内服用过调脂药物；②１个月

内接受降压治疗；③接受胰岛素或口服降糖治疗；④
高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１０ ｍｇ／ｄｌ的对象，共
２３３０人。

２．测量方法：研究对象完成基线调查，填写饮食
和体力活动问卷，采血（用于检测和建立血清库）。
按统一设计调查表，对各调查点的预防和医疗单位
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并考核合格后进行调查。
（１）人体测量：包括身高（ＨＴ）、体重（ｗＴ）、腰

围（ｗＣ）、臀围，按照体重（ｋｇ）／身高（ｍ）２计算体重
指数（ＢＭＩ）。血压测量采用汞柱式标准袖带血压

Ｈｇ，ｌ ｍｍ Ｈｇ＝

ｋＰａ；高血压前期：１２０～１３９／８０～８９ ｍｍ

０．１３３

Ｈｇ；

及高血压：≥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或接受降压治疗）；ＦＢＧ
水平［正常：＜１００ ｍｇ／ｄｌ（＜５．５５ ｍｍｏｌ／Ｌ）；糖尿病
前期：１００～１２５ ｍｇ／ｄ１（５．５５～６．９４ ｍｍｏｌ／Ｌ）；糖尿
病：≥１２６ ｍｇ／ｄｌ（≥６．９９ ｍｍｏｌ／Ｌ）或接受胰岛素及
口服降糖治疗］；ＴＣ水平［正常：＜２００ ｍｇ／ｄ１
（＜５．１８ ｍｍｏｌ／Ｌ）；临界增高：２００～２３９ ｍｇ／ｄ１
（５．１８～６．１９ ｍｍｏｌ／Ｌ）；高水平：≥２４０ ｍｇ／ｄ１
（≥６．２２ ｍｍｏｌ／Ｌ）或接受降脂治疗］；ＴＧ水平［正
常：＜１５０ ｍｇ／ｄ１（＜１．７０ ｍｍ０１／Ｌ）；临界值：１５０～
１９９

ｍｇ／ｄ１（１．７０～２．２５ ｍｍｏｌ／Ｌ）；高值：≥２００ ｍｇ／ｄ１

（≥２．２６ ｍｍｏｌ／Ｌ）或在接受降脂治疗］；ＨＤＬ—Ｃ水平
［男性正常：≥４０ ｍｇ／ｄｌ（≥１．０４ ｍｍｏｌ／Ｌ），女性正
常：≥５０ ｍｇ／ｄｌ（≥１．３０ ｍｍ０１／Ｌ）；男性低度：
＜４０

ｍｇ／ｄｌ（＜１．０４ ｍｍ０１／Ｌ），女性低度：＜５０ ｍｇ／ｄｌ

（＜１．３０ ｍｍｏｌ／Ｌ）］；ＢＭＩ采用中国人标准。５１（正常：
１８．５～２３．９；超重：２４～２７．９；肥胖：≥２８）。将体力

活动分成４个等级：强体力活动、适度体力活动、轻
度体力活动及久坐。第二个定义以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心
脏积分的５个危险因素‘６ ｏ：年龄（男≥４５岁，女≥５５
岁）、血压（≥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吸烟、ＴＣ（≥

计，取坐位至少休息５ ｍｉｎ以上测量右上臂收缩压

５．１８

（ＳＢＰ）与舒张压（ＤＢＰ），取３次测定（间隔３０ ｓ）平

因素。

均值。
（２）实验室测定：①对象空腹８ ｈ以上采取静脉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Ｙ２检验探讨传统ＣＨＤ危
险因素与高ｈｓ—ＣＲＰ暴露率的关系。不同ＣＨＤ危险

双份血，测定空腹血糖（ＦＢＧ）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

因素（有或无）高ｈｓ—ｃＲＰ的ｏＲ值和９５％可信区问

总胆固醇（ＴＣ）采用ＣＨｏＤ—ＰＡＰ法、三酰甘油（ＴＧ）

（９５％ｃＪ）用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计算，增高ＣＲＰ的归

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１．０３ ｍｍｏｌ／Ｌ）作为危险

采用ＧＰｏ—ＰＡＰ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采

因危险度（ＡＲ％）用以下的公式：（Ｐ，一Ｐｎ）Ｐ。，式中

用磷钨酸沉淀法、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采

Ｐ。是指ＣＨＤ危险因子异常或在临界值时的高ＣＲＰ

用化学选择抑制法；②ｈｓ—ＣＲＰ的检测：用粒子增强

的暴露率，Ｐｎ是指没有ＣＨＤ危险因子的高ＣＲＰ水

免疫胶乳凝集的高敏测定法快速测定。

平的暴露率。

３．研究方法：
（１）ｈｓ—ＣＲＰ分类：参考ＣＤＣ和ＡＨＡ的标准。１。，
分为低度：ｈｓ—ＣＲＰ（＜１ ｍｇ／Ｌ）、中度：ｈｓ—ＣＲＰ（１～

结

果

共有１０３９名男性和１２９１女性的资料用于分

生堡煎堑遁堂苤查垫！！生！！旦箜；！鲞箜！！塑

·１０６６·

垦！也』墅ｉｉ！里ｌ！！！堕！！！坐！竺！！！！！Ｙ！！：！！！堕！：！！

析。表１为男女性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特征。表

（≥３ ｍｇ／Ｌ）暴露率都有所升高。体力活动的比较

２是男女性ｈｓ．ＣＲＰ不同水平分组的频数分布，男女

中，高ｈｓ—ＣＲＰ暴露率也随无、轻、中、重（体力活动）

性ｈｓ—ＣＲＰ（１～２．９９ ｍｇ／Ｌ）的对象分别占４７．３％和

的等级有所下降。但ｈｓ—ＣＲＰ（１～２．９９ ｍｇ／Ｌ）组，各

５５．９％，高ｈｓ—ＣＲＰ（≥３ ｍｇ／Ｌ）总暴露率分别为

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并没有表现出ｈｓ—ＣＲＰ

４３．７％和３７．９％。

（≥３ ｍｇ／Ｌ）组的特征（表３）。

、

表１

表２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

表３

各常规ＣＨＤ危险因素的ｈｓ—ＣＲＰ水平及暴露率（％）

男女性不同ｈｓ—ｃＲＰ水平分组频数分布

表３列出了每个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ｈｓ—ＣＲＰ
水平［ｈｓ—ＣＲＰ（１～２．９９ ｍｇ／Ｌ）和高ｈｓ—ＣＲＰ
（≥３ ｍｇ／Ｌ）］的暴露率，高ｈｓ—ＣＲＰ（≥３ ｍｇ／Ｌ）暴露

率均随血压、血糖、ＢＭＩ水平升高而明显升高；与不
吸烟人群相比，高ｈｓ—ＣＲＰ暴露率在吸烟人群中较
高，随着血压、血糖、ＴＣ、ＴＧ及ＢＭＩ水平从正常值
变到临界正常值或异常值，ｈｓ—ＣＲＰ水平和高ｈｓ—ＣＲＰ

表４列出了男女性按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心脏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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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年龄、ＴＣ、ＨＤＬ—Ｃ、血压和吸烟的合并组

合分类，发现随合并危险因素个数的增加，高

险度（ＡＲ％）分别为６０．９８％和５９．０２％。
表５

ｈｓ—ＣＲＰ暴露率均有所升高。
表４

男女性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风险评分ＣＨＤ危险因子数的

危险因子丽而岽曩鬻‰

ＣＨＤ危险因素在不同ｈｓ．ＣＲＰ水平组的调整ＯＲ值。

ｈｓ—ＣＲＰ和高ＣＲＰ（≥３ ｍｇ／Ｌ）暴露率（％）

２

４

２ ＯＯ

３

６

２ ２８

３

１

ｌ ９３

３

７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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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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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十二

２一

４— ６一

男女性至少有一个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暴露

率，分别为８１．２３％和７６．９９％，该人群高ｈｓ—ＣＲＰ
（≥３ ｍｇ／Ｌ）暴露率分别为４６．５６％和４１．６５％，与从
未吸烟以及血压正常、血脂正常、ＢＭＩ正常的对象
（佗＝１８３）相对照，前者是后者的３倍（４３．３６％粥．
１５．３０％，Ｐ＜０．００１），但ｈｓ—ＣＲＰ

１～２．９９

注：“调整性别、年龄；６调整年龄

ｍｇ／Ｌ时前
讨

者不足后者的三分之一（２０．１８％可ｓ．６９．４０％，Ｐ＜

论

０．００１）。男女性ｈｓ—ＣＲＰ≥３ ｍｇ／Ｌ时分别有１７．０７％

Ｍｉｌｌｅｎ等怛。等利用ＮＨＡＮＥＳⅢ资料中得出：

和１４．７９％没有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但有增高的

ＣＲＰ水平增高，通常是伴随着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

ｈｓ—ＣＲＰ。出现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临界值时，高

的增高或异常，在缺少ＣＨＤ危险因素时，ＣＲＰ很少

ｈｓ—ＣＲＰ水平已有增加，若有一项ＣＨＤ危险因素时，

增高。但是该研究未能分析中度ｈｓ—ＣＲＰ（１～

高ＣＲＰ的暴露率增加更为明显；但在ｈｓ—ＣＲＰ

１～

２．９９

ｍｇ／Ｌ）对象的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或者说缺

ｍｇ／Ｌ时则与≥３ ｍｇ／Ｌ组相反，男女性中无传

乏与ＣＲＰ正常的对照。本研究在ＣＲＰ检测上，采

统ＣＨＤ危险因素、≥１个临界异常和≥１个异常的

用了ｈｓ—ＣＲＰ，并且对ｈｓ—ＣＲＰ（１～２．９９ ｍｇ／Ｌ）的对象

暴露率均呈下降趋势。

专门列一亚组分析。结果表明，ｈｓ—ＣＲＰ水平增高与

２．９９

如果加入中等或强体力活动的因素，使得没有
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男女性从２３３０人中的１８３人

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有明显的联系，而ｈｓ—ＣＲＰ
２．９９

１～

ｍｇ／Ｌ时与常规ＣＨＤ危险因素未表现出联系。

减至２６人，仅占该人群的１．１１％，这些正常人中有

本文结果表明，ｈｓ—ＣＲＰ的平均水平高于国外的

６人的ｈｓ—ＣＲＰ≥３ ｍｇ／Ｌ，所以没有将体力活动列入

几项大样本资料心，３’７Ｉ，不具有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

以上的分析中。

者也有较高的ｈｓ—ＣＲＰ水平（ｈｓ—ＣＲＰ≥３ ｍｇ／Ｌ的暴露

在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调整了年龄、性别，确

率为１５．３０％），约为ＮＨＡＮＥＳⅢ资料的一倍ｕ１，没

定与ＣＲＰ增高联系紧密的因素：在ｈｓ—ＣＲＰ

有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者也有较高的高ｈｓ—ＣＲＰ暴露

≥３ ｍｇ／Ｌ时，ＢＭＩ、ＴＧ、高血压、ＨＤＬ—Ｃ、吸烟、血糖

率，这样会低估各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与ＣＲＰ的

的ｏＲ值均有统计学意义，ＬＤＬ—Ｃ接近显著性水平；

ｏＲ值。正因如此，我们的结果在ＢＭＩ、糖尿病、高

但在ｈｓ—ＣＲＰ

ｍｇ／Ｌ时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

血压、ＨＤＬ—Ｃ的０Ｒ估计值均低于ＮＨＡＮＥＳⅢ的

ｏＲ估计值大部分无统计学意义（表５）。此外，归

估计，但ＴＧ则相反。冯宁等。８。认为，中国人可能由

因危险度（ＡＲ％）的分析表明，男女性高ｈｓ—ＣＲＰ

于饮食结构不同，脂质谱中ＴＧ水平明显高于欧美

（≥３ ｍｇ／Ｌ）的对象中可归因于存在至少１个传统

人，而ＬＤＬ—Ｃ水平却较欧美人低，因此反映在与ＣＲＰ

ＣＨＤ危险因素或ＣＨＤ危险因素临界异常的归因危

的联系上，显示了一定差别。

１～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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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与ＣＨＤ危险因素之问存在的联系，已经在

为４２．３２％和３６．００％，ｈｓ—ＣＲＰ≥３ ｍｇ／Ｌ在具有１个

许多基础、人群研究中得到证实旧。。例如，肝细胞分

或者１个临界异常的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对象中，

泌的ＣＲＰ受到内脏脂肪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的调

甚至在没有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者中也常常出现。

节。１ ０Ｉ。巨噬细胞浸润的肥胖者脂肪组织参与细胞

由于存在上述现象，目前在临床上、人群研究中根据

因子释放，除了白细胞介素一６和肿瘤坏死因子以

ＣＲＰ水平的高低判断ＣＨＤ风险的实际意义值得进

外，特别是血管紧张素Ⅱ，有促使脂代谢紊乱、胰岛

一步探讨。

素抵抗和血压升高的作用【１１１；而且证实了增高的
ＣＲＰ水平与脂肪含量强烈相关¨２｛，而脂肪是可以由

参
１

ＢＭＩ或ｗＣ测量值来估计的。为此，ＣＲＰ水平与传
统ｃＨＤ危险因素之间必然存在联系，Ｄａｎｅｓｈ等。３。
的研究表明，控制了吸烟、血压、ＢＭＩ和ＴＣ水平后，

ＣＨＤ的相对危险度从１．９２降至１．４５；临床研究也表

２

明，通过控制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的治疗也能使

ＣＲＰ水平下降。１

３’１

４｜。因此，如果不控制传统ＣＨＤ

３

危险因素，要显现ＣＲＰ所发挥的独立作用十分
困难。

４

很多报道认为只有一部分的ＣＨＤ是由吸烟、糖
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引

５

起，因此必然存在其他的ＣＨＤ危险因素，ＣＲＰ是近

十余年研究得比较多的因子。我们发现，男女性中

６

高ＣＲＰ水平是由于存在一个及以上ＣＨＤ危险因素

或ＣＨＤ危险因素临界异常的归因危险度分别为

７

６０．９８％和５９．０２％，低于ＮＨＡＮＥＳⅢ资料７８％和
６７％。２

ｏ。也就是说大约有五分之三的高ＣＲＰ与传

统ＣＨＤ危险因素有关，仅有五分之二的高ＣＲＰ可
能独立于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中国人的ＣＲＰ水平

８

９

可能较高，在无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时也有高于
ＮＨＡＮＥＳⅢ的高ＣＲＰ暴露率（ｈｓ—ＣＲＰ≥３ ｍｇ／Ｌ）
（１５．３０％口ｓ．８．４９％），这部分独立于传统ＣＨＤ危

０

险因素的高ＣＲＰ是否构成ＣＨＤ的独立危险因子，
还未见报道。

１

本文的结果与Ｍｉｌｌｅｎ利用ＮＨＡＮＥＳⅢ的所获
得的结果基本相似，高ｈｓ—ＣＲＰ水平与常规ＣＨＤ危
险因素存在很强的联系，而ｈｓ—ＣＲＰ

１～２．９９

２

ｍｇ／Ｌ时

与常规ＣＨＤ危险因素却无联系，但是孰因孰果在横
断面研究中不能证实，对此需要进行专门设计的队

３

列研究予以证实。根据目前所得出的结果不能支持
高ＣＲＰ是ＣＨＤ的独立危险因素（如果在现有情况
下认为ＣＲＰ是ＣＨＤ的危险因素，只有两种可能：要
么ＣＲＰ与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协同作用于ＣＨＤ，要
么通过传统ＣＨＤ危险因素间接作用于ＣＨＤ）。本
文反映出男女性ｈｓ—ＣＲＰ≥３ ｍｇ／Ｌ时的暴露率分别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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