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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反应蛋白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远期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樊志明，黄超红，贺红桂，郑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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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C反应蛋白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NSCLC）远期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 126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设为NSCLC组，同期健康体检者126例设为对照组，测定两组受试者的血清C反应蛋白水

平，随访NSCLC组1~5年，观察C反应蛋白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远期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NSCLC组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NSCLC组术后CRP水平显著下降，上述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CRP

的升高，肿瘤分期上升，而两组高低组间1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CRP水平组3年、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

高CRP水平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反应蛋白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远期预后有密切

的相关性，对推测术后NSCLC 患者的远期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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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and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FAN Zhi-ming, HUANG Chao-hong, HE Hong-gui, ZHENG Hong-ying. Department of Oncology, the 422nd

Hospital of PLA, Zhanjiang 524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reactive protein (CRP) levels and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six patient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ere enrolled as the NSCLC group, and 126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CRP were measured.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5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RP

levels and the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CRP in the NSCL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RP lev-

els of the NSCLC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surgery (P<0.05). As the increase of CRP levels, the tumor stage

progressed. The one-year survival rate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 CRP level

group and the low CRP level group (P>0.05). The 3-year survival rate and 5-year survival rate in the low CRP lev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igh CRP leve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reactive protein lev-

els a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hich is of great im-

portance for evaluating the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SCLC aft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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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在肝细胞

中合成，含量受循环中的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

crosis facto-α ，TNF-α)、白 介 素 6 (Interleukin-6，

IL-6)和白介素 1 (Interleukin-1，IL-1)等调节 [1-3]。本

研究对我院近年来收治的 126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的 C 反应蛋白水平进行回顾分析，并选取同期

健康体检者的 C 反应蛋白水平进行对比研究，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分析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03年6月至2007年

6 月 126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设为非小细胞肺癌

（NSCLC）组，测定血清 C 反应蛋白水平，其中男 72

例，女 54例；年龄 36~72岁，平均 56.5岁；并与同期健

康体检者126例C反应蛋白水平进行对比研究，其中

男70例，女56例；年龄35~70岁，平均55.5岁；两组患

者年龄、性别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P＞0.05)。

1.2 纳入标准 NSCLC组126例患者均经病理

组织学检查确诊，同时排除手术前接受中药治疗及放、

化疗患者。对照组健康体检都排除心脑血管疾病、恶

性肿瘤、肝肾等重大疾病，同时排除感染性疾病。

1.3 研究方法 对 NSCLC 组患者和对照组受

试者分别按照下述方法测定CPR浓度。随访1~5年，

观察C反应蛋白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远期预后

的相关性。

1.3.1 检测仪器 美国 BECKMAN ARRAY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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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1.3.2 取材方法 NSCLC组 126例患者均于手

术前1 d抽取空腹静脉血，术后前３个月每周采集血

样本两次，后３个月每２周１次，然后每３个月检测

１次 CRP；健康体检者于体检日抽取样本。

1.3.3 检测方法 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

CRP 水平，严格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检测操作。

CRP 水平<3 mg/L为正常范围。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术前两组患者CRP检测结果比较 术前检

测结果显示，NSCLC组CRP为（13.9±4.1）mg/L，对照

组CRP为（3.2±1.3）mg/L，两组CRP水平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t=6.125，P<0.05）。

2.2 NSCLC组术后CRP检测结果比较 NSCLC

组 126 例患者手术后 CRP 水平有了明显下降，平均

CRP从术前的（13.9±4.1）mg/L下降至（7.1±2.8）mg/L，

NSCLC组治疗前后平均CRP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t=5.817，P<0.05）。

2.3 NSCLC 组 CRP 水平与远期预后的相关性

将NSCLC组 126例患者分为低CRP水平组(CRP≤

7.1 mg/L)51 例与高 CRP 水平组 (CRP＞7.1 mg/L)75

例，从表 1可以看出，CRP水平与肿瘤分期具有密切

联系，低CRP水平组中70.59%的患者为肿瘤Ⅰ期，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低CRP水平组

1年生存率与高CRP水平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低CRP水平组3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96.08%、

88.24%，明显高于高CRP水平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χ2=4.690，P<0.05），见表2。

3 讨 论

非 小 细 胞 肺 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4-5]，随着恶性肿瘤

的发症率越来越高，医学界对恶性肿瘤的研究也愈加

深入，肺癌从发生到进展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生

物学过程。血清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RP作为敏感的炎症与组

织损伤的“非特异性指示剂”，一直在临床用于诊断感染

及判断抗生素疗效的一项有效的辅助指标[6]。随着研

究的深入，对CRP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CRP水平会随

着损伤、炎症及肿瘤等各类疾病的变化而迅速增加或

减少，而且CRP具有变化幅度大、反应速度快的特点，

而且受药物、免疫状况、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较小[7]，能关

联疾病的活动性。最新研究表明，血清CRP与NSCLC

的发病密切相关，CPR水平对NSCLC的发展及预后有

较为密切的关系[8-9]。本文通过了解NSCLC患者不同

时期的CPR水平，与患者的临床情况相对应，分析CPR

在NSCLC患者远期预后的预示作用。

本组 126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前 C 反应蛋白

水平水平显示，NSCLC组CRP为（13.9±4.1）mg/L，对

照组CRP为（3.2±1.3）mg/L，两组CRP水平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提示炎症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手术切除后，患者血清CRP浓度较

手术前有了明显降低，且通过检测结果显示，CRP水

平高低与患者肿瘤分期有明显关系，低CRP水平组

中肿瘤Ⅰ期占 70.59%，Ⅲ期仅占 1.96%；而高CRP水

平组中肿瘤Ⅰ期占42.67%，Ⅲ期仅占22.66%；结果提

示CRP水平与肿瘤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126例患者CRP水平检测结果显示，低CRP水平

组与高CRP水平组1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随访3、5年生存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RP水平

低于平均值的患者3年生存率与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

CRP水平高于平均值的患者，结果提示C反应蛋白水平

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远期预后具有密切的相关性，C反

应蛋白水平越高，患者远期预后越差。

综上所述，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生、发展、转移、复

发均与患者血液的高凝状态有密切关系。而CRP是

由肝细胞产生的一种急性时相蛋白，不仅在感染、创

伤等疾病中升高[10-11]。在非小细胞肺癌及其他一些恶

性肿瘤中也会升高，对患者血清C反应蛋白的检测与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远期预后有密切的相关性，对推测

术后NSCLC 患者的远期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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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RP水平与肿瘤分期的关系[例（%）]
组别

低CRP水平组

高CRP水平组

χ2值

例数

51

75

Ⅰ期

36(70.59)a

32(42.67)

1.655

Ⅱ期

14(27.45)

26(34.67)

2.315

Ⅲ期

1(1.96)a

17(22.66)

7.269

注：a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CRP水平与患者生存率的关系[例（%）]

组别

低CRP水平组

高CRP水平组

χ2值

例数

51

75

1年

51（100.0）

71（94.67）

2.132

3年

49（96.08）a

57（76.0）

2.003

5年

45（88.24）a

49（65.33）

1.986

注：a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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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血浆ApoA1/ApoB值及其他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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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浆载脂蛋白A1（ApoA1）/载脂蛋白B（ApoB）值及其他血脂指标在冠心病发生和发展

的作用。 方法 选取2010-2011年于天津市胸科医院行冠脉造影（CAG）的患者550例，根据CAG结果分为冠心

病组和正常组，其中冠心病组包括单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三支病变组。分别测定患者血浆载脂蛋白 A1

（ApoA1），载脂蛋白B（ApoB），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及载脂蛋白A1/B（ApoA1/ApoB）值。结果 ApoA1/ApoB值与冠脉病变呈负相关（P＜0.01）；多因

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证实 ApoA1/ApoB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保护因子（P＜0.01）。结论 ApoA1/ApoB值与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相对于其他血脂因素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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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lasma ApoA1/ApoB value and other relevant risk factor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LIU Yi 1, LIU
Yin 2, SUN Gen-yi 2. 1.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CHINA; 2. 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Tianjin Chest Hospital, Tianjin 30005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lasma apolipoprotein A1 (ApoA1)/apolipoprotein (ApoB) and

other lipid parameters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Five hundred and fif-

ty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CAG) from 2010 to 2011were divided int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p and norm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CA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p included single-vessel disease

group, double vessel disease group, and three vessel disease group. Plasma apolipoprotein A1 (ApoA1), apolipopro-

tein B (ApoB),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 (TG),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low density li-

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and apolipoprotein ApoA1/ApoB (ApoA1/ApoB)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respec-

tively in all groups. Results The value of ApoA1/ApoB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the ApoA1 /ApoB was protective factors for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0.01). Conclusion The value of ApoA1/ApoB has meaningful relation in the diag-

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fferent degree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relative lipid factors.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Lipid profile; ApoA1/ApoB value; Coronary artery ang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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