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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roBNP、ANCA在小儿川崎病中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黄冬梅，邓建荣，肖小兵

粤北人民医院儿科，广东 韶关 512025

【摘要】 目的 探讨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 )、抗中性粒细胞抗体(ANCA)在小儿川崎病中的变化情

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粤北人民医院儿科收治的30例不完全川崎病患儿作为不

完全川崎病组，典型川崎病患儿30例作为典型川崎病组，并选择同期伴有发热并排除心肌受损的呼吸道感染患儿

30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三组患儿的血清NT-proBNP水平、ANCA阳性率、球蛋白(GLO)、白蛋白(ALB)、C-反应蛋白

(CRP)的表达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NT-proBNP、ANCA水平与GLO、ALB、CRP的相关性。结果 不

完全川崎病组患儿的血清NT-proBNP水平、ANCA阳性率、GLO、ALB、CRP水平与典型川崎病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不完全川崎病组患儿的血清NT-proBNP、ANCA阳性率、GLO、ALB、CRP水平分别为(775.68±
15.20) ng/L、83.33%、(32.82±4.54)g/L、(34.30±5.35) g/L、(76.10±8.24) mg/L；典型川崎病组患儿的分别为(780.71±
12.87) ng/L、86.67%、(33.00±4.36) g/L、(33.75±5.08) g/L、(74.02±7.59) mg/L，NT-proBNP、ANCA阳性率、GLO、ALB、
CRP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00.02±4.25) ng/L、6.67%、(27.58±3.28) g/L、(30.07±2.60) mg/L，而ALB水平则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42.09±5.12)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NT-proBNP、
ANCA与血清GLO、CRP均呈正相关(r=0.424、0.715、0.691、0.803，P<0.05)，与ALB呈负相关(r=-0.563、-0.480，P<
0.05)。结论 不完全川崎病和典型川崎病患儿的血清NT-proBNP水平、ANCA阳性率均明显升高，可作为临床参

考指标，在临床中应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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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N-terminal brain natriuretic pep-
tide precursor (NT-probNP) and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ANCA)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Thirty children with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Yue Bei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group, and 30 children with typical Kawasaki disease were selected as typical Kawasaki disease group, and 30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ccompanied by fever and excluding myocardial damag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
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NT-proBNP level, ANCA positive rate, and the globulin (GLO), albumin (ALB),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expression level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T-proBNP, ANCA levels and GLO, ALB, CRP.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serum NT-probNP levels, ANCA positive rate, GLO, ALB, and CRP levels between incomplete Kawa-
saki disease group and typical Kawasaki disease group (P>0.05). The serum levels of NT-proBNP, ANCA positive rate,
GLO, and CRP were (775.68±15.20) ng/L, 83.33%, and (32.82±4.54) g/L, (76.10±8.24) mg/L in the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group, and the levels in the typical Kawasaki disease group were (780.71±12.87) ng/L, 86.67%, (33.00±4.36) g/L,
(74.02±7.59) m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00.02±4.25) ng/L, 6.67%, (27.58±3.28) g/L, (30.07±2.60) mg/L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ALB level were (34.30±5.35) g/L and (33.75±5.08) g /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42.09±5.12) 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serum NT-proB-
NP and ANCA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GLO and CRP (r=0.424, 0.715, 0.691, 0.803, P<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B (P=-0.563, -0.480, P<0.05). Conclusion The serum NT proBNP level and AN-
CA positive rate of children with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and typical Kawasaki disease were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clinic and can be used as clinical reference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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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是一种原因不明的

急性自限性血管炎，其病因为细菌或病毒的毒素以超

抗原机制与机体T细胞结合，从而激活多克隆B细胞

并产生炎症介质，同时与抗内皮细胞的自身抗体共同

作用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内皮细胞功能失调，引

起细胞凋亡坏死，从而导致血管损伤，最后损伤部位

的血管平滑肌和胶原组织过度增生造成血管狭窄。

其中不完全川崎病是相对于典型性川崎病而言，典型

性川崎相对比较容易诊断，不完全川崎的发病不是特

别典型，会引起误诊、漏诊[1]。临床研究显示，不完全

川崎病的冠状动脉损伤率高于完全川崎病。不完全

川崎病早期识别困难，且缺乏特异性检测指标，临床

上对于不完全川崎病的误诊和漏诊率均很高，而一旦

延误病情，严重的会形成冠状动脉瘤而危机生命，因

此，寻求不完全川崎病的早期诊断实验室指标，不断

提升患儿早期诊断手段，是该病诊治中的重点研究内

容[2]。现在普遍认为其发病机制为感染原进入机体后

引起的一系列免疫高度激发产生的血管炎，目前临床

上血清抗中性粒细胞抗体(ANCA)已被视为原发性小

血管炎特异的标志物,有研究显示ANCA可能参与了

KD的发生、发展、冠脉炎性损伤[3]。脑钠肽被国内外

研究学者一致认定为反映心肌缺血、损伤、衰竭的重

要指标，血浆脑钠肽与血清 N 末端脑钠肽前体

(NT-proBNP)以1∶1比例存在，同时有学者研究表示：

不同类型小儿川崎病患儿的血清Nt-proBNP水平相

当，而且典型川崎病组患儿急性期的血清Nt-proBNP
水平明显高于恢复期。通过检测ANCA与脑钠肽水

平，及早发现不完全川崎病患儿，给以及时的治疗，预

防并发症出现，提高患儿生命质量，给家庭及社会减

少经济负担 [4]。本研究旨在探讨NT-proBNP、ANCA
在小儿川崎病中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粤北人民医院儿科 2019年
1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30例不完全川崎病患儿作为

不完全川崎病组，典型川崎病患儿30例病例作为典型

川崎病组，并选择同期伴有发热并排除心肌受损的

呼吸道感染患儿 30例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年

龄 0 ~12 岁；②符合相关临床诊断标准；③病历资料完

整、有效；④患儿家属对本研究知情且同意。排除标

准：①病程>7 d；②药物过敏者；③伴有重要脏器疾病；

④伴有严重慢性疾病。排除标准：①合并恶性肿瘤

者；②白血病、血友病、血管性紫癜者；③伴有重要脏器

疾病者；④先天性心脏病者。三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批准。

1.2 观察指标 (1) NT-proBNP水平、ANCA阳

性率：三组患儿在入院时分别抽取 6 mL静脉血，加入

未放置抗凝剂的干燥管中，室温下静置 1 h，通过离心

机(转速：3 500 r/min)离心后提取上层清液，储存于零

下20℃的冰箱中保存备检；NT-proBNP采用电化学发

光法进行检测，ANCA阳性率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技术

进行检测。(2)球蛋白(GLO)、白蛋白(ALB)、C-反应蛋

白(CRP)：三组患儿的GLO和ALB采用蛋白分析仪进

行检测，CRP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Pearson相
关分析法分析NT-proBNP、ANCA水平与GLO、ALB、
CRP的相关性。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儿血清NT-proBNP水平、ANCA阳性

率比较 不完全川崎病组、典型川崎病组患儿的血清

NT-proBNP水平、ANCA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不完全川崎病组、典型川崎病组患儿的

血清 NT-proBNP水平、ANCA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三组患儿血清GLO、ALB、CRP比较 不完

全川崎病组、典型川崎病组患儿的血清GLO、ALB、
CRP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完全

川崎病组、典型川崎病组患儿的血清GLO、CRP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ALB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三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x-±s，例(%)]

组别

不完全川崎病组

典型川崎病组

对照组

χ2/F值

P值

例数

30

30

30

女

15

14

16

身高(cm)

124.56±1.98

124.60±2.05

124.42±2.02

0.066

0.936

体质量(kg)

22.08±2.62

22.10±2.58

22.05±2.37

0.003

0.997

年龄(岁)

7.55±1.48

7.60±1.52

7.49±1.50

0.040

0.960

男

15

16

14

0.267

0.875

性别(例)

表2 三组患儿血清NT-proBNP水平、ANCA阳性率比较(x-±s)

组别

不完全川崎病组

典型川崎病组

对照组

χ2/F值

P值

例数

30

30

30

NT-proBNP (ng/L)
775.68±15.20

780.71±12.87

100.02±4.25 ab

33 269.589

0.001

ANCA阳性率(%)
83.33

86.67

6.67 ab

50.760

0.001

注：与不完全川崎病组比较，aP<0.05；与典型川崎病组比较，bP<0.05。

表3 三组患儿血清GLO、ALB、CRP比较(x-±s)

组别

不完全川崎病组

典型川崎病组

对照组

χ2/F值

P值

例数

30

30

30

GLO (g/L)

32.82±4.54

33.00±4.36

27.58±3.28 ab

16.931

0.001

ALB (g/L)

34.30±5.35

33.75±5.08

42.09±5.12 ab

24.281

0.001

注：与不完全川崎病组比较，aP<0.05；与典型川崎病组比较，bP<0.05。

CRP (mg/L)

76.10±8.24

74.02±7.59

30.07±2.60 ab

459.83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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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血清 NT-proBNP、ANCA与血清GLO、ALB、

CRP的相关性 经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NT-proBNP、ANCA与血清GLO、CRP均呈正相关(P<
0.05)，与ALB呈负相关(P<0.05)，见表4。

3 讨论

KD是儿童期病因未明、以全身中小血管炎为主

要病理改变的急性疹热病，主要累及中小血管，尤其

是冠状动脉，易导致冠状动脉扩张和冠状动脉瘤，约

25%未经治疗的川崎病患儿可发生冠状动脉损害，表

现为部分川崎病的典型临床症状，称为不完全川崎病

(IKD) [6]。临床研究显示，不完全川崎病的冠状动脉损

伤率高于完全川崎病 [2]。不完全川崎病早期识别困

难，且缺乏特异性检测指标，临床上对于不完全川崎

病的误诊和漏诊率均很高，而一旦延误病情，严重的

会形成冠状动脉瘤而危机生命，因此，寻求不典型川

崎病的早期诊断方式，不断提升患儿早期诊断效果是

该病诊治中的重点研究内容[7-8]。

ANCA是指以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以及单核细

胞胞浆成分为靶抗原而发生反应的抗体。常出现在

炎症性肠病、自身免疫性肝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

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当中，ANCA是系统性

血管炎的诊断、分类、病情治疗及预后判断等常规的

检测方法[9]。NT-proBNP是心肌细胞受到压力牵拉刺

激以后，心室容积扩张，压力负荷增加时，心室肌产生

的 并 分 泌 入 血 的 物 质 ，主 要 在 心 室 肌 产 生 。

NT-proBNP经肾脏代谢，受到肾脏功能影响较大，具

有利钠、利尿、舒张血管的作用，可以促进血管扩张、

降低血压、调节水电解质平衡，并抑制肾素-血管紧张

素-醛固酮系统，以及抗心肌纤维化[10]。李蓉等[11]研究

发现，其在评估危新生儿重症肺炎、重症手足病的病

情占据重要价值。本研究结果中显示，不完全川崎病

组、典型川崎病组患儿的血清NT-proBNP水平、ANCA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完全川崎病组、典

型川崎病组患儿的血清NT-proBNP水平、ANCA阳性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通过分析是由于在不完全川崎病

患儿中，由于机体免疫功能遭受到抑制，也会对细胞免

疫产生破坏作用，导致T、B淋巴细胞比例出现紊乱，刺

激血清NT-proBNP水平的表达 [12-13]；不完全川崎病患

儿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导致血管，血管内皮的屏障功能

被破坏，血管发生炎症性病变，在炎症反应的诱导下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以及血小板向受损血管表面募

集，并通过内皮间隙向内皮下和血管壁组织中游走，引

起血管壁更深层次的免疫损伤反应，进而导致ANCA
阳性率升高 [14-15]。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NT-proBNP、ANCA与血清GLO、CRP均呈正相关，与

ALB呈负相关，NT-proBNP、ANCA均被机体炎症反应

所诱发而升高，通过激活巨噬细胞释放炎性因子CRP，
对淋巴细胞、蛋白酶产生刺激作用，不仅促进GLO的合

成与代谢，而且加速ALB的水解，导致ALB对GLO发

挥保护胶体的作用失去稳定，进而影响患儿疾病的进

程。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冠脉病变情况、心功能指

标水平的变化，因此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行展开。

综上所述，血清NT-proBNP水平、ANCA阳性率

在不完全川崎病和典型川崎病患儿中的表达水平明

显升高，在临床中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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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血清 NT-proBNP、ANCA与血清GLO、ALB、CRP的相关性

指标

GLO

ALB

CRP

r值
0.424

-0.563

0.691

P值

<0.05

<0.05

<0.05

r值
0.715

-0.480

0.803

P值

<0.05

<0.05

<0.05

NT-proBNP 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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