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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合并早期肾损伤患者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和超敏C反应蛋白联合检测的临床价值

肖伟 1，罗艺 2，陈薇 2，胡汉宁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肾病内科，湖北 武汉 430014；

2.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和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在急性脑梗死合并早期肾损伤患者的表

达水平和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的急性脑梗死患者195例

作为急性脑梗死组，10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检测并比较两组受检者的血清Hcy、hs-CRP、血清肌酐(Cr)、尿

素氮(BUN)及尿微量白蛋白(UmALB)水平。结果 脑梗死患者急性发作期检测UmALB阳性81例，UmALB阴性114

例；急性脑梗死组和健康对照组Hcy [(18.76±3.11) vs (8.12±2.99) mol/L]和hs-CRP [(15.66±4.05) vs (2.98±0.52) mg/L]水

平比较，急性脑梗死组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UmALB阴性的脑梗死组相比，

UmALB阳性的脑梗死组患者Hcy [(20.98±2.55) vs (15.31±1.54) mol/L，P<0.05)]和 hs-CRP [(18.36±1.84) vs (12.97±

2.05) mg/L，P<0.05)]水平显著升高且呈正相关，阳性率也显著高于血清Cr或BU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检测血清Hcy及hs-CRP在诊断急性脑梗死患者是否合并早期肾损伤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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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s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serum homocysteine

(Hcy) and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i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early renal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195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ho admitted to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from Dec. 2015 to Dec.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infarction group, and 100 healthy individuals who took health exami-

nation were enroll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Hcy, hs-CRP, creatinine (Cr) and urea nitrogen (BUN), and the

urine microalbumin (UmALB) were measured. Results Among of 195 cases of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81

cases of UmALB positive and 114 cases of UmALB negative were detected. The serum Hcy and hs-CRP in the infarc-

tion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18.76±3.11) mol/L and (15.66±4.05) m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12±

2.99) mol/L and (2.98±0.52) m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Hcy and hs-CRP in the infarction group

with UmALB were respectively (20.98 ± 2.55) mol/L and (18.36 ± 1.84) m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t

(15.31±1.54) mol/L and (12.97±2.05) mg/L in the infarction group without UmALB (P<0.05), and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cy and hs-CRP (P<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Hcy and hs-CR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erum Cr or BUN (P<0.05).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of serum Hcy and hs-CRP may be significant in the diagno-

sis of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with early rena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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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具有高

发病、高致残及高致死性的特点，其发生机制是由于脑动

脉狭窄、梗塞等原因导致脑组织血液供应障碍、脑组织缺

血缺氧性坏死，表现为相应脑组织的丧失或缺陷[1]。最为

常见的急性脑梗死是在脑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发生

的，常形成血栓。研究发现，功能炎症反应与心脑血管疾

病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炎性标志物对急性脑梗死的诊断

及预测有着重要意义[2,3]。作为参与炎症反应的重要炎性

因子，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已被证实可能参与了动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4-5]。而高同型半胱氨酸(Hcy)血症

亦可能是造成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重要的独

立危险因素 [6-7]。目前，已有不少临床研究表明了

hs-CRP和Hcy的联合检测在急性脑梗死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然而有关其在脑梗死并发症中的应用价值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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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临床研究证明，很多脑梗死急性期的患

者合并早期肾损伤，其原因可能与炎症反应有关 [8]。

当血清肌酐或尿素氮尚未出现异常时，微量蛋白尿

的存在提示存在早期肾损伤 [9]。作为脑梗死患者的

常规生化检测项目，Hcy 和 hs-CRP 升高是否能预警

脑梗死患者早期发生的肾脏受损呢？在本研究中，

笔者对 UmALB 正常和异常升高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的Hcy、hs-CRP检测水平进行了统计分析，旨在探讨

Hcy和 hs-CRP在脑梗死并发早期肾脏损害中的临床

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急性脑

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急性脑梗死组患者 195例，

男性 118 例，女性 77 例；年龄 55~85 岁，平均(66.88±

12.95)岁，均符合 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

议修订的脑梗死诊断标准 [10]，经头颅 MRI 或 CT 证

实，均为临床首次发病，病程在 72 h内。根据肾功能

尿蛋白分析结果(以 UmALB 为观察指标)将脑梗死

组又分为 UmALB 阳性组 81 例，男性 49 例，女性 32

例，平均年龄 (68.13±10.87)岁；UmALB 阴性组 114

例，男性 69 例，女性 45 例，平均(62.49±14.35)岁。健

康对照组为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确定无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肝肾疾病、急慢性感染

以及其他代谢异常疾病的健康者 100例，男性 59例，

女性 41 例，年龄 51~82 岁，平均(63.72±10.23 岁)。两

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仪器与试剂 Hcy、hs-CRP、肌酐(Cr)和尿素

氮(BUN)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AU5400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进行检测。Hcy试剂由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试剂批号：0916091)；hs-CRP试剂盒由

日本积水医疗株式会社提供(试剂批号为 907RJN)；

BUN (试剂批号：AUZ3506)和 Cr (试剂批号：9968)均

为美国贝克曼库尔特AU5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原装

试剂；UmALB在德国西门子BNP特种蛋白分析仪上

进行分析，使用德国西门子BNP特种蛋白分析仪原装

试剂(试剂批号：153908D)。

1.3 方法

1.3.1 标本采集 患者空腹 12 h后抽取肘静脉

血3 mL，室温30 min后，3 500 r/min离心10 min，用于

血清Hcy、hs-CRP、Cr和BUN检测。嘱患者留取晨尿

10 mL 于清洁干燥的尿杯内立刻送检，用于 UmALB

检测。所有标本应在2 h内检测完毕。

1.3.2 检测方法 Hcy 检测采用循环酶法，严

格按照试剂说明书编制测试程序，正常参考范围 0~

20 mol/L，Hcy>20 mol/L 为阳性。hs-CRP 检测采用

胶乳免疫比浊法，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检

测，正常参考范围 0~3 mg/L，hs-CRP>3 mg/L 为阳

性。血清 Cr 和 BUN 均采用酶法测定，Cr 正常参考

范围 40~100 mol/L，>100 mol/L 为阳性，BUN 正常参

考范围1.7~7.2 mmol/L，>7.2 mmol/L为阳性。UmALB

检测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样本

处理和分析。正常参考范围 0~30 mg/24 h，UmALB>

30 mg/24 h为阳性。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各组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

组间均数比较采用两个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χ2检验，各检测指标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

关性分析，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受检者Hcy、hs-CRP水平比较 急性脑

梗死组Hcy和hs-CRP含量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不同尿蛋白水平的急性脑梗死组 Hcy、

hs-CRP水平比较 UmALB阳性组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较阴性组Hcy和hs-CRP水平更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2.3 UmALB阳性急性脑梗死组Hcy、hs-CRP的

检测阳性率 UmALB阳性急性脑梗死患者中检出血

清Hcy和 hs-CRP表达水平超出正常范围的患者分别

为 72.8% (59/81)和 59.3% (48/81)。血清肌酐(Cr)高于

正常的患者百分比为 28.4% (23/81)，尿素氮(BUN)为

24.7% (20/81)。经χ2检验，在UmALB阳性的急性脑梗

死患者中血清Hcy和 hs-CRP表达水平升高者所占百

分比明显高于血清 Cr 和 BUN，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4 急性脑梗死UmALB阳性组各指标的相关

性 经Pearson相关分析，急性脑梗死UmALB阳性组患

者的Hcy与hs-CRP表达水平呈正相关(P<0.05)，但与血

清BUN 和Cr水平不相关(P>0.05)，见表3。

表1 两组受检者血清Hcy、hs-CRP表达水平比较(x-±s)

组别

急性脑梗死组

健康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195

100

Hcy (mol/L)

18.76±3.11

8.12±2.99

1.997

0.017

hs-CRP (mg/L)

15.66±4.05

2.98±0.52

2.053

0.009

表2 不同UmALB水平的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Hcy、hs-CRP水平比较(x-±s)
亚组别

UmALB阳性组

UmALB阴性组

t值
P值

例数

81

114

Hcy (mol/L)

20.98±2.55

15.31±1.54

2.074

0.036

hs-CRP (mg/L)

18.36±1.84

12.97±2.05

1.987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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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近年来，急性脑梗死合并肾损伤的患者呈逐年增

多趋势，因此寻找早期诊断肾损伤的指标在临床工作

中显得尤为重要。大量研究已表明，血清Cr、BUN等

评价肾功能的传统指标在肾损伤早期尚未明显升高，

属中晚期指标。此外，这些指标易受多种因素影响，

当其出现异常时，往往提示肾损伤已很明显，甚至是

不可逆阶段[11]。UmALB是发现早期肾损伤的敏感指

标，然而其需要患者留取尿液标本同时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12]。因此，寻找血清指标来提高早期肾损伤的检

出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血清Hcy和 hs-CRP检测对于脑梗死的诊断具有

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肾脏在Hcy的代谢清除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与Hcy代谢有关的酶类均存在于肾脏，当

肾功能受损时，这些酶的缺乏或活性丧失可导致代谢

通路受阻，从而引起体内Hcy蓄积[13]。已有不少研究

提出了高Hcy血症可能是引起肾损伤的一个重要危险

因素，如在糖尿病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等[14]。CRP是

急性时相蛋白，用超敏的方法测出较低浓度的CRP即

为 hs-CRP。hs-CRP 属于机体的重要防御因子，当机

体受到损伤或严重刺激时，其被肝脏合成和分泌，是

血管炎症反应的敏感指标 [15]。新近研究表明，血清

hs-CRP是2型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敏感标志物，提示

了hs-CRP水平与肾功能状况密切相关[16]。此外，有研

究还发现代谢综合征患者肾功能损害与血清 hs-CRP

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关，动态监测血清hs-CRP水平变

化对评价代谢综合征的靶器官损害有实用价值[17]。基

于以上的理论基础，笔者推测作为脑梗死的诊断指

标，Hcy和hs-CRP对于脑梗死后肾脏并发症的诊断或

预测可能也具有一定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急性脑

梗死 UmALB 阳性组的患者 Hcy 和 hs-CRP 水平显著

高于UmALB阴性组，且阳性率也显著高于传统肾损

伤指标血清Cr和BUN。此外，在急性脑梗死UmALB

阳性组的Hcy和hs-CRP水平呈明显正相关，这些结果

均提示血清Hcy和 hs-CRP检测对于早期发现急性脑

梗死患者肾功能损伤及预测肾损伤的严重程度具有

一定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Hcy和hs-CRP水平不仅与脑梗死的疾

病进程密切相关，其对于脑梗死合并早期肾损伤亦有

一定的价值，对于Hcy和hs-CRP升高而Cr、BUN正常

的患者需要注意早期肾损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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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急性脑梗死UmALB阳性组各检测指标的相关性

检测项目

Hcy

r值
P值

hs-CRP

r值
P值

hs-CRP

0.307

0.007

-

-

BUN

0.016

0.881

0.131

0.476

Cr

0.022

0.675

0.087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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