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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NYHA心功能分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脏标志物四项、
PCT、BNP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许鹏，陈敏

泾阳县医院心血管内一科，陕西 咸阳 713700

【摘要】 目的 分析不同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分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脏标志物四项、降钙素原

(PCT)、B型脑钠肽(BNP)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泾阳县医院心血管内一科收

治的124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研究(慢性心力衰竭组)，参照NYHA心功能分级标准分为心功能Ⅱ级35例、Ⅲ级

48例及Ⅳ级41例，同期入选106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1年随访，按照有无心血管

事件分组。比较各组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NT-proBNP)、肌酸磷酸激酶同工酶 (CK-MB)、超敏-C 反应蛋白

(hs-CRP)，肌钙蛋白Ⅰ (cTnⅠ)、PCT、BNP 水平。结果 慢性心力衰竭组患者的 NT-proBNP、cTnⅠ、CK-MB、

hs-CRP、PCT、BNP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NT-proBNP、cTnⅠ、CK-MB、hs-CRP、PCT、

BNP水平随着心功能分级的不断增加而逐渐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后心脏标

志物、PCT、BNP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组患者的四项心

脏标志物、PCT、BNP水平明显高于无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随着NYHA心功能分级的不断增加，四项心脏标志物和PCT、BNP水平相应上升，可作为心功能、病情程度

和预后的评估指标。

【关键词】 慢性心力衰竭；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分级；心脏标志物；降钙素原；B型脑钠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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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four cardiac markers, procalcitonin, and B-type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ith different NYHA cardiac function grades. XU Peng, CHEN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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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four cardiac markers, procalcitonin

(PCT), and B-type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of different cardiac function clas-

sification grades of 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NYHA). Methods A total of 124 patients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ronic heart failure group) admitted to Jingyang County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NYHA heart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35 cases, 48 cases, and 41 cases were classified in-

to heart function grade Ⅱ, grade Ⅲ, and grade Ⅳ,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106 health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

trol group during the same period.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ere followed up for one year and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re were cardiovascular events. The levels of amino-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 creatine phosphokinase isoenzyme (CK-MB),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troponi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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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为心脏疾病的严重阶段，尽管目前

其诊疗技术已得到显著改善，但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

预后仍不理想。既往研究指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

功能的评估对临床诊疗和预后观察有重要作用[1]。美

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心功能分级能够一定程度

地反映患者活动能力、病情程度和预后情况[2]。近年来

有研究表明，多种心脏标志物能够参与慢性心力衰竭的

发生、发展，可作为心力衰竭危险分层、诊断和治疗监测

的有效指标[3]。另有研究发现，降钙素原(PCT)和心力

衰竭患者的诊断、预后评估有一定关系[4]。但既往临床

有关PCT的报道多为其在炎症、感染中的机制分析。

B 型脑钠肽(BNP)是反映心功能紊乱的特异、灵敏指

标，心力衰竭时心脏压力负荷或容量增加，激活神经-

内分泌系统，引起BNP大量释放[5]。本研究旨在分析

不同NYHA心功能分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四项心脏

标志物、PCT、BNP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月

泾阳县医院心血管内一科收治的124例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纳入研究。纳入标准：经临床明确诊断为慢性心

力衰竭，病史超过6个月；NYHA心功能分级Ⅱ~Ⅳ级。

排除标准：重度水、电解质紊乱；急性心肌梗死、先天

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原发瓣膜病所致的心力衰

竭；急性心力衰竭；入院时已知明确感染灶、特殊原因

感染、腋下温度超过38℃、存在明确呼吸道感染诱因。

124例患者中男性 69例，女性 55例；年龄 50~77岁，平

均(63.19±4.16)岁；心力衰竭病程 1~4 年，平均(2.42±

0.37)年；饮酒史 38例，吸烟史 52例。124例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参照NYHA标准进行心功能分级，其中心功

能Ⅱ级35例、Ⅲ级48例、Ⅳ级41例。同期入选106例

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提示左心室射血分数大于50%，临床未见心力衰竭症

状，既往无心力衰竭病史。其中男性63例，女性43例；

年龄49~75岁，平均(62.96±3.86)岁；饮酒史30例，吸烟

史 47例。慢性心力衰竭组患者与对照组体检者的性

别、年龄、饮酒史和吸烟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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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试者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所有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均接受系统、正规的治疗，并保持充足睡眠，减少

钠盐摄入。采集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前1 d、治疗结

束时和对照组体检时的外周静脉血，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检测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酶速率法

肌酸磷酸激酶同工酶(CK-MB)、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用双抗夹心免疫荧光法测

定肌钙蛋白Ⅰ (cTnⅠ)、BNP 水平。比较对照组与慢

性心力衰竭组患者以及不同NYHA心功能分级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标志物、PCT、BNP水平，同时比

较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前后以及治疗后有无心血

管不良事件发生患者的心脏标志物、PCT、BNP水平。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慢性心力衰竭组患者的心脏标志

物、PCT、BNP水平比较 慢性心力衰竭组患者的心脏

标志物、PCT、BNP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对照组与慢性心力衰竭组患者的心脏标志物、PCT、BNP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慢性心力衰竭组

t值
P值

例数

106

124

NT-proBNP (ng/L)

230.85±28.16

1 513.77±201.95

64.8479

0.001

CK-MB (U/L)

8.43±1.15

17.58±2.41

35.7559

0.001

cTnⅠ (ng/mL)

0.91±0.13

3.55±0.44

59.5743

0.001

hs-CRP (mg/L)

2.07±0.26

11.93±1.38

72.4486

0.001

PCT (μg/mL)

0.08±0.01

0.35±0.05

54.653

0.001

BNP (ng/L)

34.19±3.26

348.37±37.93

84.9856

0.001

(cTnⅠ), PCT, and BNP in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NT-proBNP, cTnI, CK-MB, hs-CRP,

PCT, and BNP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NT-proBNP, cTnⅠ, CK-MB, hs-CRP, PCT, and BNP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cardiac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P<0.05); the levels of cardiac markers, PCT, and BNP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

ure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four cardi-

ac markers, PCT, and BNP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out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P<0.05). Conclus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NYHA cardiac function classifica-

tion, the levels of four cardiac markers, PCT, and BNP increase correspondingl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hich can be used as evaluation indexes of cardiac function, disease degree and prognosis.

【Key words】 Chronic heart failure; NYHA heart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Cardiac markers; Procalcitonin;

B type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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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前后的心脏标志物、PCT、BNP水平比较(x-±s)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例数

124

124

NT-proBNP (ng/L)

1 513.77±201.95

774.08±81.33

37.834

0.001

CK-MB (U/L)

17.58±2.41

13.87±1.37

14.903

0.001

cTnⅠ (ng/mL)

3.55±0.44

2.15±0.21

31.976

0.001

hs-CRP (mg/L)

11.93±1.38

8.94±1.27

17.753

0.001

PCT (μg/mL)

0.35±0.05

0.25±0.03

19.097

0.001

BNP (ng/L)

348.37±37.93

222.29±30.83

28.723

0.001

表4 治疗后有无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患者的心脏标志物、PCT、BNP水平比较(x-±s)

心血管不良事件

发生

无发生

t值
P值

例数

31

93

NT-proBNP (ng/L)

1 059.18±116.58

679.04±69.88

21.870

0.001

CK-MB (U/L)

21.33±2.85

11.38±0.88

29.862

0.001

cTnⅠ(ng/mL)

3.57±0.32

1.68±0.17

42.048

0.001

hs-CRP (mg/L)

12.77±1.46

7.66±1.24

18.989

0.001

PCT (μg/mL)

0.37±0.04

0.21±0.03

23.562

0.001

BNP (ng/L)

458.97±65.91

143.39±19.14

41.500

0.001

2.2 不同 NYHA 心功能分级组慢性心力衰竭患

者的心脏标志物、PCT、BNP 水平比较 心脏标志物、

PCT、BNP水平随着心功能分级的不断增加而逐渐升

高，其中心功能Ⅳ级组患者高于心功能Ⅲ级组及心功

能Ⅱ级组，心功能Ⅲ级组高于心功能Ⅱ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前后的心脏标志物、

PCT、BNP 水平比较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后的心

脏标志物、PCT、BNP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治疗后有无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患者的心脏标

志物、PCT、BNP水平比较 治疗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

组患者的心脏标志物、PCT、BNP水平明显高于无心血管

不良事件发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2 不同NYHA心功能分级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标志物、PCT、BNP水平比较(x-±s)

组别

心功能Ⅱ级组

心功能Ⅲ级组

心功能Ⅳ级组

F值

P值

例数

35

48

41

NT-proBNP (ng/L)

879.13±98.75

1 501.52±216.19a

2 069.88±273.38ac

293.675

0.001

CK-MB (U/L)

12.04±1.18

16.95±2.45a

23.05±3.41ac

176.647

0.001

cTnⅠ (ng/mL)

2.01±0.28

3.22±0.39a

5.25±0.64ac

477.388

0.001

hs-CRP (mg/L)

6.12±0.81

10.39±1.20a

18.69±2.08ac

728.848

0.001

PCT (μg/mL)

0.21±0.03

0.33±0.05a

0.49±0.06ac

312.480

0.001

BNP (ng/L)

154.81±20.77

346.04±38.69a

516.33±51.69ac

778.154

0.001

注：与心功能Ⅱ级组比较，aP<0.05；与心功能Ⅲ级组比较，cP<0.0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其发生

率不断增加，尽早诊断和危险分层，可延缓病情的进

展。心脏标准物在慢性心力衰竭诊疗、预后评估中有

重 要 作 用 ，其 可 随 着 病 情 发 展 呈 动 态 改 变 。

NT-proBNP 为肽类激素，具有扩张血管、利尿、利钠、

降低外周循环阻力等作用，室壁压力或心室压力增加

能 够 促 进 NT-proBNP 的 分 泌 。 临 床 研 究 指 出 ，

NT-proBNP 浓度和心力衰竭严重程度有一定关系 [6]。

cTnⅠ为心脏损伤时分泌的蛋白，是评价心肌损伤的

最敏感的血清标志物。机体正常状态下血液中 cTnⅠ

的浓度极低，心肌坏死或心肌细胞膜完整性受到破坏

时血液中 cTnⅠ浓度可快速上升。慢性心力衰竭可导

致心肌细胞发生缺血、缺氧，并可加重心脏负荷，引起

心室壁压力上升，刺激 cTnⅠ合成及释放，使 cTnⅠ水

平上升[7]。CK-MB为高特异性、高灵敏度的心肌损伤

标志物，目前已广泛开展于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中。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CK-MB 水平

有所上升[8]。

临床研究发现，炎症反应和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生

有一定相关性[9]。慢性心力衰竭时机体能够发生非特

异性的炎症反应，引起心肌细胞凋亡，导致心肌损

伤。王浩宇等[10]研究发现，心血管疾病患者hs-CRP水

平多伴程度不一的上升。hs-CRP是非特异性的炎症

反应指标，慢性心力衰竭口渴激活机体体液、神经调

节系统，促进 hs-CRP 的分泌。hs-CRP 水平增加又可

导致心肌细胞的供血障碍，引起心肌缺血、缺氧，导致

心脏功能下降。任凯等[11]研究表明，hs-CRP浓度上升

又可增加机体补体系统、组织因子作用，破坏凝血、纤

维溶解机制的平衡，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

PCT 近年来多用于炎症疾病、感染性疾病的诊

断。相关研究指出，缺血所致的心肌细胞受损能够刺

激PCT分泌，并表明PCT能够作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

有效预测因素[12]。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机体多存在一定

程度的炎症反应，从而刺激PCT表达[13]。BNP来自于

心室细胞，由室壁张力调节，其可直观反映心力衰竭

程度及预后。慢性心力衰竭能够导致室壁压力、心室

前后负荷增加，刺激BNP释放。据文献报道，BNP浓

度上升为慢性心力衰竭的代偿反应，其浓度上升越明

显，提示心力衰竭程度越重[14]。本研究观察显示，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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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患者 NT-proBNP、cTnⅠ、CK-MB、hs-CRP、

PCT和BNP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表明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心肌损伤及炎症反应。

NYHA 心功能分级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情

评价、临床诊疗、院外康复指导和预后判断有较高价

值。有研究认为，心脏标志物和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心功能有良好相关性[15]。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心功

能分级越高 NT-proBNP、cTn Ⅰ、CK-MB、hs-CRP、

PCT和BNP浓度上升越明显，提示NT-proBNP、cTnⅠ、

CK-MB、hs-CRP、PCT和BNP浓度和机体心功能分级

有一定相关性，其水平能够间接反映心力衰竭患者的

心功能情况。考虑与心力衰竭程度越重，患者左心室

内径增加越明显，左心室收缩能力越差，心功能越低，

导致心脏泵血能力下降，心肌细胞的损伤更明显，从

而引起 NT-proBNP、cTnⅠ、CK-MB、hs-CRP、PCT 和

BNP水平上升。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后 NT-proBNP、cTnⅠ、

CK-MB、hs-CRP、PCT 和 BNP 水平较治疗前降低，提

示此类指标能够反映患者病情程度。住院事件是心

血管患者预后评价中的重要指标，据研究报道，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后相关心脏标志物浓度仍较高的

患者预后相对较差[16]。本研究中，发生心血管不良事

件患者治疗后 NT-proBNP、cTnⅠ、CK-MB、hs-CRP、

PCT和BNP水平显著高于未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患

者，提示 NT-proBNP、cTn、CK-MB、hs-CRP、PCT 和

BNP水平可作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

的预测因子，能够反映患者转归情况。

综上所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标志物、PCT

和BNP浓度上升，且和NYHA心功能分级有关，可为

患者病情和预后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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