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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以持续进展的气流受限为

特征，主要累及肺脏，也可引起全身（或称肺外）的不良反

应。心血管疾病（CVD）是 COPD 主要的合并疾病，严重影

响着 COPD 的病程和病情严重程度［1］。国内住院 COPD

患者 CVD 总发生率为 48.8%，其中前四位分别是高血压

（23.6%）、肺源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15.8%）、心力衰竭 

（心衰，13.6%）和缺血性心脏病（10.6%）［2］。Cazzola 等［3］研

究显示，COPD 患者心律失常的患病率为 15.9%，缺血性心

脏病为 13.6%，心衰为 7.9%，肺循环疾病为 2.1%，其他类型

心脏病为 23.1%。COPD 合并 CVD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已引

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且常用评价指标亟需深入研究。本研究

从生物学指标、超声心动图指标、影像学指标和心电图指标

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为完善 COPD 合并 CVD 的结局评价

提供依据。

1 生物学指标

1.1 钠尿肽（NP）：NP 系统是结构和功能上的同源相关肽

家族，由心钠肽（ANP）、B 型钠尿肽（BNP）、C 型钠尿肽（CNP）

和 D 型钠尿肽（DNP）等 4 种 NP 组成。ANP 主要来源于心房，

BNP 则主要来源于心室［4］。

1.1.1 BNP ：COPD 和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HF）常合并存

在，由于 CHF 缺乏特异性症状或体征，故难与 COPD 鉴别，

增加了 COPD 患者的死亡风险。BNP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

生物标志物，有研究认为 BNP＜100 ng/L 或 N 末端 BNP 前

体（NT-proBNP）＜300 ng/L 有助于排除 COPD 患者中由于

心衰引起的呼吸困难，可用来筛查潜在的肺动脉高压和左

心功能不全，同时也可作为 COPD 急性加重期（AECOPD）

的预测指标［5-6］。史东升等［7］发现，血浆 BNP 水平升高至

500～2000 ng/L 的 12 例 COPD 合并 CVD 患者出现了大量

的胸腔积液，经治疗后症状好转，血浆 BNP 水平也明显下

降。还有研究者发现，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伴呼吸衰竭 

（呼衰）患者经无创机械通气治疗后 BNP 水平较治疗前明显

降低［8］。因此，BNP 可以作为评估 COPD 患者合并 CVD 的

常规检测手段［9-10］。

1.1.2 NT-proBNP ：NT-proBNP 与 BNP 来 源 于 同 一 前 体，

无生物活性，半衰期长，受生理影响小，浓度高，更适用于临

床检测，作为早期心功能损害的血清标志物，评估心功能的

价值更高［11］。COPD 患者血清中 NT-proBNP 较正常人明

显升高［12］，NT-proBNP 水平能较好地判断 COPD 患者右

心室功能及肺动脉高压情况，是判断右心室功能损伤严重

程度及患者预后较为理想的指标［13-14］。此外，有研究者发

现，AECOPD 合并肺心病患者血清中 NT-proBNP 水平明显

高于不合并肺心病者，且合并肺心病的患者治疗后血清中

NT-proBNP 明显降低，故认为血清 NT-proBNP 有助于判断

AECOPD 患者是否合并肺心病及评估其疗效［15］。

1.1.3 CNP ：有研究者发现 COPD 合并高血压（HD）患者较

HD 或 COPD 患者血清中水平明显升高，故认为 CNP 是评价

COPD 合并 HD 患者病情和预后的一个敏感指标［16］

1.2 C- 反应蛋白（CRP）：血清 CRP 水平与气道、肺实质及

肺血管的慢性炎症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COPD 继

发肺动脉高压的严重程度，可为 COPD 相关并发症的预防、

疗效评价及预后评估提供依据。超敏 CRP（hs-CRP）作为

CRP 的替代检测指标，能更敏感地反映机体的炎症水平和

CRP 水平的微量变化，hs-CRP 在 COPD 合并 CVD 患者的

评估中有重要价值［17-18］。合并肺心病和心衰的 COPD 患者

hs-CRP 水平明显升高，且伴随感染及心衰程度的加重升高

更明显［19］。

1.3 糖类抗原 125（CA125）：研究表明，CHF 患者 CA125

水平较正常人明显升高，其升高程度与心衰的严重程度相

关，但与射血分数、左室直径无相关性［20-21］。Yilmaz 等［22］

发现，COPD 患者 CA125 水平升高与右心功能有关，CA125

可作为监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CCP）心功能的常用指标。

1.4 内皮素（ET）：ET 及其抗体在肺中含量丰富，对肺通气

和肺循环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其合成、分泌及代谢异常与

许多肺部疾病密切相关，其中对 ET-1 的研究较多。研究发

现，ET-1 参与了 CCP 的发生发展过程，AECOPD 及缓解期

ET-1 水平均明显增高，且 ET-1 与 COPD 患者的肺动脉高

压密切相关［23］；AECOPD 合并肺心病患者经葛根素或红景

天治疗后 ET-1 水平明显降低，其水平变化可以作为肺心病

病情观察和预后评价的参考指标［24］。因此，ET-1 在 COPD

合并 CVD 的评估中具有重要价值［25-26］。

1.5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MMPs 是一类含锌的可降解

细胞外基质（ECM）中多种蛋白成分的内肽酶家族，参与多

种病理生理过程，目前研究较多的是 MMP-2/9。

 研究显示，MMP-9 在多种心血管疾病患者血中水平较

正常人明显增高，MMP-9 也是调节 ECM 合成和降解的主要

酶类，在气道重塑中起着重要作用［27-30］。王瑒等［31］研究发

现，AECOPD 患者血清 MMP-9 水平明显高于稳定期患者。

 有研究显示，MMP-2 可能参与了 CHF 的左心室重塑，

在心衰患者体内水平明显升高，且随着心衰程度的加重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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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 ；检测 MMP-2 含量可作为心衰诊断、疗效评价和预

后评估的指标［32-33］。

 故此，MMPs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 COPD 和 CVD 的发

病和进展，其可能为 COPD 合并 CVD 患者的评估和预后评

价提供重要依据，可作为评估 COPD 合并 CVD 的重要指标，

以判断患者的病情及预后。

1.6 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是由免疫细胞和某些基质细胞分

泌的小分子多肽，具有传递信号和介导免疫细胞间相互作用

等多种生物学效应，在炎症反应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其中对

白细胞介素（IL-8、IL-10）研究较多。研究发现，AECOPD

合并 CCP 患者治疗后 IL-8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IL-10 较

治疗前明显升高，说明 IL-8、IL-10 参与了 AECOPD 合并

CCP 患者的气道炎症过程［34-35］。陈金亮等［36］认为，COPD

患者呼出气冷凝液中白细胞三烯 B4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浓度的改变可作为评价 AECOPD、判断病情严重

程度和观察疗效的指标之一。陈宝文等［37］认为，TNF-α、

IL-13 与 COPD 的 发 生 发 展 有 显 著 的 相 关 性，且 与 导 致

AECOPD 的感染有关。Damia 等［38］发现，COPD 患者痰中

IL-8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吸烟者，IL-8 水平与气道阻塞和

呼吸困难程度呈正相关，IL-8 与 COPD 病情严重程度密切

相关。

2 超声心动图指标

2.1 Tei 指数 ：COPD 患者常伴有右心扩大、右心收缩及舒

张功能降低，检测右心室功能对 AECOPD 患者的病情评估、

疗效评价和预后判断有重要的意义。超声心动图可定量评

估右心结构，并能较准确地评估右心功能［39-42］；Tei 指数是

利用超声心动图综合评价心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不受心

率、心脏负荷和心室几何形状等的影响，近年来逐渐受到临

床的重视［43］。许红等［44］研究发现，对诊断 CCP 的 COPD 患

者，超声心动图右心室 Tei 指数明显增加，说明右心室 Tei 指

数能迅速、有效地评价右心功能，对指导 COPD 合并 CVD 的

临床治疗有一定价值。此外，Tei 指数与 BNP 联合又能提高

对 COPD 患者右心功能评估的准确度，对临床疗效评价和预

后判断有重要指导意义［45-46］。

2.2 超声心动图其他指标：右心室舒张期末内径（RVEDD）、

肺动脉收缩压（PASP）、右室内径（RDVD）、右室流出道内径

（RVOT）等也常用于 COPD 合并 CVD 的评价。

 其中 RVEDD 对 COPD 患者生存率具有预测价值［47］。

有学者研究发现，与 COPD 稳定期患者相比，AECOPD 合并

肺心病患者的 PASP、RDVD、RVOT 均降低［48］。COPD 合并

CVD 患者较未合并症患者的左室射血分数（LVEF）明显降

低［49］。炎症和缺氧等可引起 COPD 患者肺动脉血管壁改变、

血管痉挛和血管重塑，导致气流受限，气流阻塞可以引起左

心舒张功能下降，右房室瓣舒张早期 E 波峰值（TVE）与右

房室瓣舒张晚期 A 波峰值（TVA）的比值 TVE/TVA（E/A）随

着气流受限程度加重和肺动脉压升高而显著降低［50］。此外，

E/A、三尖瓣环位移（TAD）也可成为评价 COPD 患者右心舒

张功能的较好指标［44-51］。

 有研究者认为心排血指数（CI）、心排血量（CO）、每搏

指数（SI）、每搏量（SV）、左心做功指数（LCWI）、左心做功量

（LCW）等可以作为评价 COPD 合并肺心病患者左心功能的

指标［52］。

3 常规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检查

 研究发现 COPD 及 CVD 均能对心率产生负面影响［53］，

心率变异性（HRV）降低可作为 COPD 合并 CVD 的早期诊

断和疗效评价指标之一［54］；CHF 患者的 HRV 下降与心室

重塑及心功能改变有关［55］。有学者认为室性早搏后出现的

窦性心率先加速以及随后减速的窦性心率震荡（HRT）现象，

可以动态反映和评估心衰的进展程度［56-57］。此外，田琼［58］

认为，QRS 波时限延长（≥0.12 s）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

CHF 患者的病情。

4 影像学检查

 胸部 X 线检查能够提供心肺、纵隔等结构的重要信息，

有助于肺部疾病和 CVD 的诊断与鉴别诊断［59-60］；同时在判

断患者心脏增大及心功能不全方面，与 BNP 检测和心脏超

声检查相比，胸部 X 线检查具有简、便、廉等特点。曹好凤

等［61］认为，心脏超声与 X 线胸片联合对 AECOPD 患者合并

左心衰竭的诊断和疗效评价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5 肺功能

 肺功能检查对 COPD 的诊断、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有重

要意义［62］。研究发现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占预计

值的百分比（FEV1%）和 FEV1/FVC 与评价 COPD 患者右心

室功能的指标有相关性［63］。国外有研究发现，COPD 和低

FEV1 是整体疾病和 CVD 病死率的重要预测因子，FEV1 低

的 COPD 合并 CVD 患者较 FEV1 高的患者 CVD 死亡风险

显著增加，FEV1 降低是 COPD 患者 CVD 病死率增加的重

要独立危险因素［64］。还有学者认为，FEV1/FVC 和冠状动

脉疾病呈负相关性［65］。

 综上所述，COPD 合并 CVD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是临床

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单一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

此，应联合多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此外，COPD 合并 CVD

的发病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以此为常用指标的筛选

提供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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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运用统计学方法的有关要求

1 统计学符号 ：按 GB 3358.1-2009《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的有关规定，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

2 研究设计 ：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例如 ：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 ；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

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受试对象的纳入和剔除标准等，并提供临床试验注册机构的名称和注册号。主要做法应围绕重复、随机、

对照、均衡 4 个基本原则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3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 ：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或四分位数）

〔M（QR）或 M（QL，QU）〕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

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20，要注

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4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 ：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

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

条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χ2 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

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 ；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 ；对于多因素、多指

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

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5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 ：当 P＜0.05（或 P＜0.01）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 ；应写明所用统计学方法的具体名称（如 ：成组设计资料的 t 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 q 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 ：t＝3.45，χ2＝4.68，F＝6.79 等）；在用不等式表示 P 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 P＞0.05、P＜0.05 和 P＜0.01 共 3 种表达方式，无须再细分为 P＜0.001 或 P＜0.000 1。当涉及总体参

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应再给出 95% 可信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