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抑郁症患者C反应蛋白及纤维蛋白原的检验分析

成守金 1 、 刘鸿宾 2

【摘要】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血液 C 反应蛋白及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变化及研究价值。方法　研

究选择 201� 年 7 月 ~201� 年 7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资料，行血液 C 反应

蛋白、纤维蛋白原及其他血液流变学指标检测，行血脂及皮质醇检测，选择同时间段本院接受健康

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资料，行相同指标检测，并进行两组比较。结果　观察组 C 反应蛋白、纤维

蛋白原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明显更高（P< 0.0�）；观察组与对照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均差异显著，其

中 10.1/s 切变速率血液表观粘度偏高，�07.2/s 切变速率血浆粘度、红细胞沉降率、红细胞压积、红

细胞变性指数 Tk 值、血沉方程 K 值等则偏低（P< 0.0�）；观察组总胆固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皮质

醇则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结论　抑郁症患者血液 C 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血液表观粘度、

红细胞压积等血流流变指标与正常人相比均偏高，而且血脂及皮质醇指标也存在异常，提示该群体

易患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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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and fibrinoge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HENG Shoujin，LIU Hongbin. Central Hospital of Jiaozuo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 Jiaozuo 45415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and fibrinoge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their research value. Methods　Fifty-fiv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6 to July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55 healthy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same period. Blood C-reactive protein，blood lipid，cortisolfibrinogen and other hemorheological indexes 

were tes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s of C-reactive protein and fibrinogen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hemorheological index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ncluding 10.1/s shear rate，high apparent blood 

viscosity，307.2/s shear rate，plasma viscosity，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hematocrit，Tk value of erythrocyte 

degeneration index and K value of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equation. The total cholestero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cortiso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Blood C-reactive protein，fibrinogen，blood apparent viscosity and hematocrit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people，and blood lipid and cortisol are abnormal，suggesting that this 

group is susceptible to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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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状能抑制患者的免疫功能，它也是冠心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需重视对抑郁症患者的躯

体情况和生理指标的筛查［1］。血液 C 反应蛋白和纤

维蛋白原作为反应心血管疾病的可靠指标，可以明

确患者危险程度，再配合其他血液流变指标及血脂

指标检测，能够提高筛查价值［2］。为此，本次研究

对抑郁症患者血液 C 反应蛋白及纤维蛋白原的水平

变化及研究价值进行了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1.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医院（焦作，4�41�0）；2.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成守金（1�74.11-），男，河南济源人，硕士，副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临床生物化学。

［通讯作者］成守金（Email：zyyycsj@1��.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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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检测方法

取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6ml 作为检测标本，离心

处理，离心时间 3min，离心速度 3000r/min，选择

AU64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 C 反应蛋白（CRP）测

定，采用散射比浊法测定，正常范围 0~8mg/L；选择

日本 Sysmex CA-1500 血凝仪测定纤维蛋白原（FIB），

试剂由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正常范围

2~4g/L。选择 NXE-I 型锥板式粘度计测定 10.1/s 切

变速率血液表观粘度（nb）、307.2/s 切变速率血液表

观粘度及血浆粘度（np），选择 SO-2 型离心沉淀机

进行红细胞沉降率（ESR）检测，选择 Wintrobe 氏压

机管进行红细胞压积（HCT）检测。计算红细胞变性

指数 Tk 值、血沉方程 K 值。采用拉网式检验方法进

行血脂检测，包含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C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皮质醇（Cor）采用化学荧光法检测。

1.�　观察指标

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 C 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

指标水平；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血液表观粘度、血浆

粘度、红细胞沉降率、红细胞压积、红细胞变性指

数 Tk 值、血沉方程 K 值等指标水平；比较两组三酰

甘油、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皮质醇等指标水平。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7.0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与计数

资料的差异比较分别采用 t 检验与 χ2 检验，分别以

（平均数 ± 标准差）与（率）表示，P<0.05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C 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

分析表 2 可知，观察组 C 反应蛋白、纤维蛋

白原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明显更高，且差异显著，

P<0.05。
表2　两组C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 C反应蛋白（mg/L） 纤维蛋白原（g/L）

观察组 55 8.58±1.43 4.89±1.03

对照组 55 3.47±0.84 2.59±0.31

t -- 22.85 15.85

P -- 0.00 0.00

2.2　两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分析表 3 可知，观察组与对照组血液流变学指

标比较均差异显著，其中 10.1/s 切变速率血液表观

粘度偏高，307.2/s 切变速率血浆粘度、红细胞沉降

率、红细胞压积、红细胞变性指数 Tk 值、血沉方程

K 值等则偏低，P<0.05。

2.�　两组血脂及皮质醇水平比较

分析表 4 可知，两组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总胆固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皮质

醇则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抑郁症是常见精神障碍［4-8］。本次研究发现：观

察组 C 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明

显更高；观察组与对照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均差

研究选择 2016 年 7 月 ~2018 年 7 月期间本院收

治的抑郁症患者 55 例作为观察组资料，均经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筛选为抑郁症患者，评分＞ 17
分，满足 CCMD-2-R 抑郁发作诊断标准，且躯体情

况正常，无吸烟、酗酒及滥用药物情况［3］。观察组

男患者 27 例，女患者 28 例，年龄在 18 岁 ~50 岁之

间，病程 1 个月 ~25 个月，平均病程（7.22±3.23）

个月，HAMD 评分 24 分 ~49 分，平均（35.43±4.96）
分；选择同时间段本院接受健康体检者 55 例作为对

照组资料，其中男性 29 例，女性 26 例，年龄在 20
岁 ~49 岁之间。两组均排除高血压、糖尿病、器质

性精神病、癫痫及出血性疾病患者等。两组基本资

料详见表 1，性别、年龄、婚姻史、病程等数据比较

无明显差异，P>0.05。

表1　两组基本资料比较分析（％，x±s）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 婚姻史
教育程度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中专 大专及以上

观察组 55 27（49.09） 28（50.91） 34.85±3.68 32（58.18） 12（21.82） 28（50.91） 15（27.27）

对照组 55 29（52.73） 26（47.27） 34.47±3.91 35（63.64） 10（56.36） 31（18.18） 14（25.45）

T/χ2 -- 0.14 0.57 0.34 0.36

P -- 0.70 0.56 0.55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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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其中 10.1/s 切变速率血液表观粘度偏高，

307.2/s 切变速率血浆粘度、红细胞沉降率、红细胞

压积、红细胞变性指数 Tk 值、血沉方程 K 值等则偏

低；观察组总胆固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皮质醇则显

著高于对照组，说明抑郁症患者 C 反应蛋白、纤维

蛋白原水平及其他血液流变学指标均呈现较高水平。

当前临床对抑郁症患者血液流变学异常原因尚未明

确，部分学者认为与应激因素有密切关系，即患者

会因为慢性或急性情绪出现应激状态，从而引起血

液粘滞，干扰有效的组织灌注，长此以往则会造成

局部循环缺血改变［9-11］。而且抑郁症患者还会受到神

经内分泌因素、遗传因素及免疫功能等影响，导致

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尤其增强红细胞的血小板

聚集。

抑郁症患者 C 反应蛋白偏高，而该指标升高是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要重视对抑郁症患者

炎性标志物检测［12-14］。加强对血液流变学指标及血

脂检测，因为机体 C 反应蛋白水平升高，促进脂质

代谢紊乱，继而导致血清总胆固醇下降，红细胞胆

固醇升高，可能引起相关血液流变改变［15］。

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

来源较为单一，而且影响患者血液 C 反应蛋白和纤

维蛋白原、血液表观粘度、红细胞压积等血流流变

指标的因素很多，本研究无法全部控制，所以还需

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但本研究还是初

步说明抑郁症患者血液 C 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

血液表观粘度、红细胞压积等血流流变指标与正常

人相比均偏高，而且血脂及皮质醇指标也存在异常，

提示该群体患心血管疾病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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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血液表观粘度 

（10.1/s，mPa·s）
血液表观粘度 

（307.2/s，mPa·s）
血浆粘度 
（mPa·s）

红细胞 
沉降率（mm/h）

红细胞压积（％）
红细胞变性 
指数Tk值

血沉方程K值

观察组 55 16.95±5.43 6.02±0.45 1.95±0.12 11.23±3.26 48.53±3.14 1.12±0.14 35.24±12.36

对照组 55 21.43±4.95 5.11±0.38 1.79±0.07 8.91±2.16 42.13±3.08 1.01±0.04 24.25±8.74

t -- 4.52 11.45 8.54 4.39 10.79 5.60 5.38

P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4　两组血脂及皮质醇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 三酰甘油（mmol/L） 总胆固醇（mmol/L）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mol/L）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mol/L） 皮质醇（pg/ml）

观察组 55 1.02±0.68 3.74±0.85 1.45±0.32 2.15±0.47 211.14±45.23

对照组 55 1.12±0.71 4.72±1.01 1.47±0.33 2.12±0.48 159.52±34.71

t -- 0.75 5.50 0.32 0.38 6.71

P -- 0.45 0.00 0.74 0.6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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