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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COPD患者
血清hs-CRP、IL-1β、TNF-α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张镜锋，谢剑斌，梁淦桐

(东莞市莞城医院内一科，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1β (IL-1β)、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2016年4月至2017年5月期间东莞市莞城医院内

一科收治的42例老年COPD患者为研究对象，将22例处于稳定期者纳入稳定期组，将20例处于急性加重期者纳入

加重期组，同时选择老年健康体检者20例纳入对照组，检测并比较三组受检者血清hs-CRP、IL-1β、TNF-α水平，并分

析COPD患者血清hs-CRP、IL-1β、TNF-α与肺功能指标(FEV1%、FEV1/FVC)的相关性。结果 加重期组患者血清

hs-CRP、TNF-α、IL-1β水平分别为(13.31±5.58) mg/L、(4.38±1.66) ng/L、(8.36±3.25) µg/L，明显高于稳定期组的(8.25±

3.47) mg/L、(2.25±1.14) ng/L、(4.97±1.69) µg/L和对照组的(2.34±1.42) mg/L、(0.91±0.34) ng/L、(1.73±1.05) µg/L，稳定

期组患者血清hs-CRP、TNF-α、IL-1β水平又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COPD组患者血清 hs-CRP、TNF-α、IL-1β水平与FEV1%、FEV1/FVC呈显著负相关(P<0.05)；COPD吸烟组患者血

清 hs-CRP、TNF-α、IL-1β水平分别为(12.54±4.18) mg/L、(3.25±0.86) ng/L、(7.39±2.27) µg/L，明显高于不吸烟组的

(9.32±3.58) mg/L、(2.42±0.73) ng/L、(5.27±1.31) µ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血清 hs-CRP、IL-1β、
TNF-α等炎症因子在老年COPD的发病及急性加重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与肺功能的下降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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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levels of serum 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 interleukin-1β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

monary disease (COPD)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A total of 42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PD treat-

ed in First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Dongguan Guancheng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from

April 2016 to May 2017.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table group (22 cases in stable period), and exacer-

bation group (20 cases in the acute exacerbation). At the same time, 20 healthy elderl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

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hs-CRP, IL-1β and TNF-α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Correla-

tion between serum hs-CRP, IL-1 β, TNF-α and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FEV1% , FEV1/FVC) in patients with

COPD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hs-CRP, TNF-α, IL-1β in exacerbation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13.31±5.58) mg/L, (4.38±1.66) ng/L, (8.36±3.25) µ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25±3.47) mg/L, (2.25±

1.14) ng/L, (4.97 ± 1.69) µg/L in stable group and (2.34 ± 1.42) mg/L, (0.91 ± 0.34) ng/L, (1.73 ± 1.05) µg/L in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hs-CRP, TNF-α, IL-1β in the stabl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serum hs-CRP,

IL-1β, TNF-α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EV1% , FEV1/FVC (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hs-CRP, TNF-α,

IL-1β in smoking group with COPD were respectively (12.54±4.18) mg/L, (3.25±0.86) ng/L and (7.39±2.27) µ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9.32±3.58) mg/L, (2.42±0.73) ng/L and (5.27±1.31) µg/L in non-smoking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flammatory factors such as serum hs-CRP, IL-1β, TNF-α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

genesis and exacerbation of patients with elderly COPD,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cline of pulmonar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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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临床上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之一，具有病程长、反复发作以及发病率及死亡
率高的临床特点。由于老龄人口的增多、吸烟人数的
增多、空气污染日趋加重等原因，COPD的发病率呈逐
年升高的趋势，对老年人群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

重影响[1]，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COPD的发
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目前认为COPD的发病与
吸烟、空气污染等因素引起的气道、肺实质和肺血管的
慢性炎症关系密切。炎症反应过程中，激活的炎症细
胞可以释放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1β (IL-1β)、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等多种介质，破坏气道和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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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结构[2]，促进COPD的发生与发展。老年COPD患
者常常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其他内科疾病，治
疗上更为困难，且预后较差。本研究对老年COPD患者
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IL-1β、TNF-α水平的变
化及其临床意义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东莞市莞城医院内一科

2016年4月至2017年5月期间收治的42例老年COPD

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诊治指南》修订版制定的 COPD 诊断标准[3]。排除
标准：①合并肺癌、间质性肺炎、支气管哮喘即扩张、
肺脓肿等其他肺部疾病者；②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
血液系统疾病、心力衰竭、肝肾功能衰竭及恶性肿瘤
的患者；③近期有全身糖皮质激素治疗史者。42例患
者中吸烟者 16例，非吸烟者 26例。将 22例处于稳定
期者纳入稳定期组，其中男性 13 例，女性 9 例；年龄
60~84岁，平均(68.2±12.3)岁；病程5~32年，平均(12.9±

6.3)年。将 20例处于急性加重期者纳入加重期组，其
中男性 11 例，女性 9 例；年龄 60~85 岁，平均 (67.9±

13.4)岁；病程7~33年，平均(13.1±6.9)年。此外随机选
择同期在我院体检中心参加健康体检的老年健康体
检者 20例(未合并COPD等肺部疾病)，并将其纳入对
照组，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8 例；年龄 60~76 岁，平均
(65.9±12.7)岁。三组受检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2.1 血清炎症因子 三组受检者均于入组次

日抽取静脉血 5 mL，静置 30 min 后以 3 000 r/min 的
速度离心 15 min，分离血清并将其置于-20℃条件下
待测。其中血清 hs-CRP 的测定采用免疫比浊法，
IL-1β的测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TNF-α的测定采
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操作步骤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

1.2.2 肺功能检查 三组受检者均于入组次日
检测肺功能，肺功能仪型号为德国耶格MS Diffusion，
记录肺功能指标，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与用
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FEV1占预计值百
分比(FEV1/预计值)。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
均数的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均数的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均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三组受检者的血清hs-CRP、TNF-α、IL-1β水

平比较 加重期组患者血清hs-CRP、TNF-α、IL-1β水
平明显高于稳定期组和对照组，稳定期组患者血清
hs-CRP、TNF-α、IL-1β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COPD组患者的 hs-CRP、TNF-α、IL-1β水平
与FEV1%、FEV1/FVC的相关性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显示，COPD组患者和血清hs-CRP、TNF-α、IL-1β水平与
FEV1%、FEV1/FVC呈显著负相关(P<0.05)，见表2。

2.3 COPD吸烟组与不吸烟组患者血清hs-CRP、
TNF-α、IL-1β水平比较 COPD 吸烟组患者血清
hs-CRP、TNF-α、IL-1β水平明显高于不吸烟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 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目前在我国已经成为了一种
最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健康
问题，居全球死亡原因第三位。COPD在我国的总患
病率可高达 9.4%[4-5]，与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疾病共同
成为导致居民死亡的三大病因。由于COPD 高发病
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以及高经济负担等特点，使其
备受临床关注和重视[6]。COPD主要临床表现包括不
同程度的咳嗽、呼吸困难、活动耐受力差等，且常常由
于气流不可逆受限、通气受阻，呼吸肌做功增加而引
起呼吸肌疲劳，降低患者的肺功能；而一旦合并感染
急性加重则可进一步增加气道阻力，损害患者的肺功
能，降低患者的运动耐力，因而极大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与生命健康 [7-8]。有研究对 COPD 患者进行支气
管黏膜活检，显示支气管黏膜水肿、纤维化程度较明
显，黏膜下可见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9]。临床上已发
现的COPD危险因素大致可分为内因(个体易患因素)

和外因(环境因素)，外因包括吸烟、吸入化学物质、空
气污染、呼吸道感染等，内因包括遗传、肺发育不良、
气道高反应等[10]。多数研究认为COPD发病的关键机
制在于各种致病因素作用在易患个体上，导致气道、

表1 三组受检者的血清hs-CRP、TNF-α、IL-1β水平比较(x-±s)

组别

加重期组

稳定期组

对照组

F值

P值

例数

20

22

20

hs-CRP (mg/L)

13.31±5.58

8.25±3.47a

2.34±1.42ab

40.216

<0.05

TNF-α (ng/L)

4.38±1.66

2.25±1.14a

0.91±0.34ab

31.438

<0.05

IL-1β (µg/L)

8.36±3.25

4.97±1.69a

1.73±1.05ab

27.226

<0.05

注：与加重期组比较，aP<0.05；与稳定期组比较，bP<0.05。

表2 COPD患者血清hs-CRP、TNF-α、IL-1β与肺功能的相关性

项目

hs-CRP

TNF-α
IL-1β

FEV1%

-0.574

-0.631

-0.427

FEV1/FVC

-0.517

-0.524

-0.601

表3 COPD吸烟组与不吸烟组患者血清hs-CRP、TNF-α、IL-1β水平

比较(x-±s)

组别

吸烟组

不吸烟组

t值
P值

例数

16

26

hs-CRP (mg/L)

12.54±4.18

9.32±3.58

2.656

<0.05

TNF-α (ng/L)

3.25±0.86

2.42±0.73

3.343

<0.05

IL-1β (µg/L)

7.39±2.27

5.27±1.31

3.84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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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实质、肺血管的慢性炎症以及炎性损伤和修复造成
气道和血管重塑改变，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参与了
COPD的发生及疾病进展[11]。COPD是一种可预防和
治疗的疾病，依据患者症状的评估及急性加重风险采
取不同措施，非药物治疗措施主要包括避免危险因
素、体育锻炼、康复治疗、长期家庭氧疗等。目前尚未
证实现有的药物可以显著改善 COPD 患者肺功能长
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对于COPD急性加重期的治疗目
标是尽可能减小急性加重带给患者的影响，并且预防
再次急性加重的发生，而抑制炎症反应是COPD治疗
中重要的一环[12]。

CRP是临床上最常用的炎症反应标志物，临床研究
证实CRP 可以反映 COPD 患者的体内炎症程度[13]。当
机体发生炎症反应、组织损伤、恶性肿瘤时，CRP浓度水
平升高，其血清浓度与炎症反应的范围及程度具有正
相关性，临床上使用高敏感的检测方法大大提高了
CRP 的检测能力即 hs-CRP。因此，血清 hs-CRP 是临
床上最敏感的炎症标志物之一。COPD急性加重期最
常见的诱发和致病因素是感染，Weis等[14]研究发现血
清CRP水平可以反应COPD患者气道炎症程度，而高
水平的CRP可进一步损伤气道上皮功能，导致COPD

患者肺功的降低。TNF-α是一种由单核-巨噬细胞产
生的促炎因子，可通过诱导气道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分
子，引起气道黏液分泌过多、组织纤维增生，进而导致
气道狭窄[15-16]；IL-1β能够增加多种细胞因子和黏附分
子-1、E-选择素、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的表达，促使中
性粒细胞和嗜酸粒细胞炎症募集并在支气管黏膜浸
润[17-18]。本研究对健康对照组、COPD稳定期组及急性
加重期组患者血清中hs-CRP、TNF-α、IL-1β水平进行
了比较，结果发现加重期组患者血清hs-CRP、TNF-α、
IL-1β水平明显高于稳定期组和对照组，稳定期组患者
则明显高于对照组；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COPD

组患者血清 hs-CRP、TNF-α、IL-1β水平与 FEV1%、
FEV1/FVC 呈显著负相关。一方面，说明 COPD 稳定
期患者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急性加重期炎症
反应程度加重，尤其是 IL-1β、TNF-α可能是参与
COPD 气道炎症的重要细胞因子，高水平的 IL-1β、
TNF-α可能是导致肺部及全身炎症的原因之一；另一
方面，炎症反应程度与肺功能损伤具有相关性，高水
平的炎症因子水平反映了肺功能更差。因此，本研究
提示临床上对于老年COPD患者在抗感染、止咳平喘
等治疗外，应加强对系统性炎症反应的重视，对于稳
定期的患者也应重视其炎症反应，以阻止COPD病程
的迁延加重。本项研究还发现 COPD 吸烟组血清
hs-CRP、TNF-α、IL-1β水平均明显高于COPD不吸烟
组。吸烟是公认的引起 COPD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
一，吸烟可促使气道壁上巨噬细胞和 T 淋巴细胞的
浸润，以及气道腔中性粒细胞的聚集，进而导致并加
重COPD 患者气道内的炎症细胞数量增加，加剧炎症

反应[19-20]。
综上所述，血清 hs-CRP、TNF-α、IL-1β等炎症因

子在老年COPD的发病及急性加重中具有重要作用，
并且与肺功能的下降关系密切，临床上对于老年
COPD应加强对炎症反应的干预。此外，吸烟是加剧
COPD患者炎症反应的重要因素，对于老年COPD的
吸烟患者，应加强健康宣教，指导患者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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