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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反应蛋白与双相障碍相关性的Meta分析

郭　葳 1 、 赵星梅 2 、 王喜苹 2 、 周火祥 1 、 王秀丽 2 、 张红梅 1

【摘要】目的　应用 Meta 分析系统评价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与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之间的关系。方法　计算机检索 MEDLINE、Cochrane Library、Web of Knowledge、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资源系统（WanFang Data）和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VIP），

收集有关 BD 与 CRP 的横断面研究文献，检索时间截止至 2018 年 10 月。由两位研究者严格按照纳

入和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数据并评价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运用 Stata 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共纳入研究文献 18 篇，包括 2208 例 BD 患者和 1421 例健康对照。Meta 分析显示

BD 患者 CRP 浓度高于健康对照（SMD=0.52 mg/L，95％ CI：0.34~0.69 mg/L，Z=5.77，P< 0.001）。按

照 BD 患者不同心境状态进行 Meta 分析，躁狂期、抑郁期和缓解期分别纳入 9 篇、6 篇和 8 篇文献，

结果显示躁狂期和抑郁期的 BD 患者 CRP 浓度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SMD=0.87mg/L，95％ CI：
0.60~1.14 mg/L，Z=6.41，P< 0.001；SMD=0.95mg/L，95％ CI：0.48~1.42 mg/L，Z=3.94，P< 0.001），

缓解期的浓度也有所升高（SMD=0.63mg/L，95％ CI：0.16~1.11 mg/L，Z=2.60，P< 0.01）。敏感性分

析显示 Meta 分析结果稳定性较强。该 Meta 分析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但其对分析结果影响较小。 

结论　BD 患者各个心境状态 CRP 浓度均较健康对照增高，支持了炎症与 BD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假

说，提示可以将 CRP 作为 BD 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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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on association between C-reactive protein and bipolar disorder 
　　GUO Wei，ZHAO Xingmei，WANG Xiping，et al. Laboratory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Institute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s，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stimate the size of association between C-reactive protein and bipolar disorder using 

meta analysis. Methods　In this meta-analysis，we searched MEDLINE，the Cochrane Library，Scopus，CNKI，

WanFang Data and VIP from database inception to Oct，2018，for cross-sectional studies that measured serum and 

plasma CRP concentrations in adult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healthy controls. Two authors independently 

selected articles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qualities of the in-

cluded studies. The meta-analyses was performed by Stata 12.0 software. Results　Eighteen studies comprising 2208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1421 healthy controls.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CRP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eople with BD versus controls（SMD=0.52 mg/L，95％ CI：0.34~0.69 mg/L，Z=5.77，

P<0.001）. CRP levels were substantially elevated in people with bipolar disorder during mania（SMD=0.87mg/L，

95％ CI：0.60~1.14 mg/L，Z=6.41，P<0.001）and depression（SMD=0.95mg/L，95％ CI：0.48~1.42 mg/L，

Z=3.94，P<0.001）compared to controls，and moderately higher during euthymia（SMD=0.63mg/L，Z=2.60，95％ 

CI：0.16~1.11 mg/L，P<0.01）. Sensitivit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is Meta-analysis performed a good stability. This 

Meta-analysis had a high probability of publication bias which had a small impact on the results. Conclusion　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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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又称躁郁症，

是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之一，其病因至今未明。目前认

为 BD 的发病主要与基因遗传、神经生化、内分泌、

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1］。已有研究表明炎症过

程参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精神疾病的发生发

展［2，3］。患有炎症性临床病变的人未来患精神疾病（包

括 BD）的风险增加［4］。研究发现 BD 患者的脑和外

周血中 IL-6、 IL-1β、TNF-α等促炎因子浓度升高［5］，

提示炎症可能与 BD 的发病机制有关。C- 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CRP）是机体受到感染或组织损

伤时产生的一种急性期蛋白，主要由促炎因子 IL-6、 

IL-1β诱导产生，是一种最常用的炎症反应标志物。

关于横断面研究的 meta 分析显示精神分裂症和重度

抑郁症患者 CRP 浓度增加［6，7］。已有一些研究调查了

CRP 浓度与 BD 之间的关系，但各研究结果间存在差

异，尚无一致性结论。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小样本和

/ 或异质样本，并且无法控制相关的混杂因素，包括

年龄、病程、药物影响等。此外，它们对 CRP 水平

与 BD 不同心境状态之间关系的检验功效不足。尽管

大多数研究发现躁狂期 CRP 浓度增加，但有关抑郁和

缓解期的结果不一致，包括阳性和阴性结果［8，9］。因

此，本研究检索收集了国内外相关的横断面研究文献

对其进行 meta 分析，以求更客观全面的评价 CRP 浓

度和 BD 及各心境状态的相关性，为 BD 炎症假说以

及将 CRP 作为 BD 的生物标志物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策略

中文以 C 反应蛋白、双相障碍、精神病、抑

郁、焦虑、躁狂为检索词并结合不同的检索式分别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资源系

统（WanFang Data）、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VIP）进

行联合检索，英文以（CRP OR C-reactive protein OR 

hsCRP OR hs-CRP）AND（bipolar OR psychosis OR 

mania OR manic）为检索策略在 MEDLINE、Cochrane 

Library 和 Web of Knowledge 上进行联合检索。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 2018 年 10 月之前在国内、外发表

的独立的英文或中文原始文献；②横断面研究；③患

者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 Ⅳ》或《疾

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ICD-10》诊断标

准，年龄≥ 18 岁，性别不限；③文献中社会人口学

资料齐全，数据完整，有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的样

本量；④测量指标为血清（或血浆）中 CRP 和 / 或超

敏 CRP 的浓度，可获得均数、标准差等数据。排除

标准：①重复报道或针对同一研究人群的多个文献

（纳入样本量最大、质量最好的）；②不符合纳入标

准；③原始数据资料不全或不清楚且无法进一步获取

相关信息的文献。

1.3　数据提取与质量评价 

按照事先制定的文献纳入 / 排除标准，由两位

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数据及评价纳入研

究的方法学质量，如遇分歧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后确

定。数据提取的主要内容包括：①文献的基本信息：

作者、发表时间、国家；②研究数据：病例及对照样

本量、性别、年龄、BMI、临床特征（病程、用药等）、

CRP 浓度等。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美国卫生保

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gency for Health 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横断面研究评价标准，共 11 个

条目。分别用“是”、“否”及“不清楚”作答，答案

为“否”或“不清楚”记 0 分；答案为“是”记 1 分。

得分 0~3 的文献质量为低，得分 4~7 的为中，得分

8~11 的为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tata 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CRP 浓度

采用标准化均数差（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为合并效应量，用 z（u）检验合并效应量是

否有统计学意义。使用 χ2 检验进行异质性检验，

P ≤ 0.1 表明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使用 I2 值衡量各

研究间异质性大小，I2 值 25％、50％、75％分别表

示异质性低、中、高程度。纳入的各研究存在异质

性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统计量及其 95％

CI，并绘制森林图。敏感性分析探究本 Meta 分析结

果的稳定性。采用绘制漏斗图以及 Egger 和 Begg 法

评估发表偏倚。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数据库检索得到文献 435 篇，排除重复文献 105
篇，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排除文献 291 篇，再通过

levels increased in bipolar disorder regardless of mood state，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of an association between inflam-

mation and BD，suggested that CRP might be a useful biomarker in BD patients.

【Key words】Bipolar disorder；C-reactive protein；Correlation；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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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和评估文献全文最终纳入文献 18 篇，文献

纳入排除流程见图 1。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表 1。

文献质量评分均为 8 分以上，说明纳入的文献质量

较高。

2.2　Meta 分析结果

2.2.1　CRP 浓度分析　Meta 分析纳入的 18 项

研究，显示各研究结果间存在异质性（χ2=81.89，

P<0.001，I2=79.2％），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

分析。结果为合并效应量 SMD=0.52 mg/L（95％ CI：
0.34~0.69mg/L），表明 BD 患者组的 CRP 浓度高于健

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77，P<0.001），

见图 2。按照 BD 患者不同的心境状态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见图 3。从 9 篇纳入的研究中获得躁狂期 BD 患

者与健康对照的 CRP 浓度，各研究结果存在异质性

（χ2=20.03，P<0.1，I2=60.1％），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合并分析，结果显示躁狂期患者 CRP 浓度明显高

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MD=0.87mg/L，

95％ CI：0.60~1.14 mg/L，Z=6.41，P<0.001）。从 6
篇纳入的研究中获得抑郁期患者与健康对照的 CRP

浓度，各研究结果存在异质性（χ2=18.36，P<0.01，

I2=72.8％），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分析，结果显示

抑郁期患者 CRP 浓度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SMD=0.95mg/L，95％CI：0.48~1.42 mg/L，

Z=3.94，P<0.001）。从 8 篇纳入的研究中获得缓解期

患者与健康对照的 CRP 浓度，各研究结果存在异质

性（χ2=75.50，P<0.001，I2=90.7％），采用随机效应

模型合并分析，结果显示缓解期患者 CRP 浓度高于健

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MD=0.63mg/L，95％ 

CI：0.16~1.11 mg/L，Z=2.60，P<0.01）。

图2　双相障碍组与健康对照组CRP比较的Meta分析

注：BD为双相障碍；C为健康对照；BMI为身体质量指数；CRP
为C反应蛋白；hs-CRP为超敏C反应蛋白

图3　不同心境状态双相障碍组与健康对照组CRP比较的

Meta分析

2.2.2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纳入

与排除单个研究对合并效应量影响较小，说明 Meta

分析结果稳定性较强，见图 4。

图4　敏感性分析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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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发表偏倚　Meta 分析漏斗图见图 5，结

果显示漏斗图不对称，提示可能存在发表偏倚。采

用 Begg 和 Egger 法对该漏斗图进行检验，Begg 检验

结果 P r<0.05，Egger 检测结果 P<0.05，二者均提

示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应用剪

补法得到剪补后的合并效应量 SMD=0.27mg/L（95％ 

CI：0.08～ 0.46mg/L，Z=2.73，P<0.01），较剪补前略

有降低，但仍表明 BD 患者组的 CRP 浓度高于健康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发表偏倚对 Meta

分析结果影响较小，结果较稳健。 图5　Meta分析漏斗图

表1　所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及文献质量评价

作者，年份，国家
样本量（n） 年龄（x±s，岁） 女性比例％ BMI（kg/M2）

病程（年） 心境状态 是否用药 CRP检测方法 质量评分
BD/C BD/C BD/C BD/C

Aksoy，2010，土耳其 30/30 32.8±8.7/34.2±10.3 60/56.7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是 hsCRP，免疫比浊法 9

Bai，2014，中国台湾 130/130 44.6±11.5/41.8±9.7 68.5/64.6 26.5±5.3/23.0±3.7 15.1±11.7 躁狂或抑郁
或缓解

是
CRP，酶免疫法

（ELISA）
9

BE，2017，美国 53/78 40.2±11/32.3±10.4 70/64 30±8/27±6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hsCRP，免疫比浊法 8

Cunha，2008，巴西 80/32 40.3±11.5/40.7±12.1 57.5/65.6 未说明 16.2±11.9 躁狂或抑郁
或缓解

是 hsCRP，免疫比浊法 9

Dickerson，2007，美国 122/165 40.7±12.3/34.3±12 71.3/74 未说明 21.1±12.6 躁狂或缓解 是 CRP，酶免疫法 8

Dickerson，2013，美国 192/228 34.8±13/32.2±11.4 71/63 28.3±7.8/27.8±6.8 17.2±12.9 未说明 是
hsCRP，酶免疫法

（ELISA）
9

Fontoura，2012，巴西 28/12 38.7±7.2/37±10.4 78.5/50 未说明 未说明
躁狂或抑郁

或正常
是 未说明 8

Huang，2007， 
中国台湾

13/31 36.9±10.1/30.5±3.9 38.4/42 25.9±3/22.6±3.7 未说明 躁狂 否 hsCRP，免疫比浊法 10

L. Garcı´a-A′ lvarez，
2018，西班牙

102/80 48.4/35.8 62.7/61.2 29.0±5.0/未说明 20.6±11.9 未说明 未说明 CRP，免疫比浊法 9

Li，2018，中国 19/15 30.3±13.7/36.8±14.1 63/60 26.4±2.3/25.5±2.8 未说明 躁狂或抑郁 否
CRP，酶免疫法

（ELISA）
9

Monica，2017，挪威 123/212 32.2±11.7/30.9±7.5 59/41 25.8±4.3/24.0±3.4 未说明 未说明 是 hsCRP，酶免疫法 9

Tsai，2012，中国台湾 33/33 31.6±6/28.9±3.9 36.4/未说明 24.9±3.9/23.5±4.4 未说明 躁狂或缓解 是
hsCRP，酶免疫法

（ELISA）
10

Tsai，2014，中国台湾 32/32 31.8±8.3/31.5±5.2 46.9/未说明 23.4±4.4 /24.8±4.8 未说明 抑郁或缓解 是
hsCRP，酶免疫法

（ELISA）
10

Tzu-Yun，2016，中国
台湾

737/140 32.7±12.2/31.9±8.17 52.5/42.1 未说明 15.1±11.2 未说明 未说明
CRP，酶免疫法

（ELISA）
10

Vuksan-Cusa，2013， 
克罗地亚

60/59 44.4±15.8/42.2±8.7 未说明 27.3±5/24.9±3.3 10.9±9.5 缓解 是 CRP，免疫比浊法 9

Wadee，2002，南非 45/45 32.7/31.2 46.6/46.6 未说明 未说明 躁狂 未说明 CRP，免疫比浊法 8

Yuya，2016，日本 57/57 50.2±13.8/41.0±17.6 53.3/50 未说明 15.8±10.5 未说明 是 hs-CRP，未说明 8

潘淑娟，2017，中国 352/42 39±15/42±11 53.7/54.8 未说明 6.23±4.23 躁狂或抑郁
或缓解

否
hs-CRP，免疫比浊

法（L-EIT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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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次 Meta 分析纳入 2018 年 10 月之前国内外发

表的中英文文献共 18 篇，分析结果显示 BD 患者组

的 CRP 浓度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也进一步支持了 BD 的炎假说。但是本研究按 BD 患

者不同心境状态进行 Meta 分析时发现，躁狂期和

抑郁期 BD 患者的血液 CRP 浓度较健康对照增高显

著，而缓解期增高幅度较小，这与之前已发表的两

篇 CRP 与 BD 相关性的 Meta 分析结果不完全一致。

Dargel 等分析了 11 篇 2013 年 6 月前发表的横断面研

究的英文文献，指出 BD 患者的血液 CRP 浓度在躁

狂期较健康对照明显升高，在缓解期和抑郁期稍有

升高但抑郁期无统计学差异［10］。而 Fernande 等分析

了 2016 年 8 月前发表的研究类型和语言不限的 27 篇

文献，得出 BD 患者的血液 CRP 浓度在躁狂期较健

康对照增高显著，在缓解期和抑郁期均略有增高［11］。

以上 Meta 分析结果均表明 CRP 与 BD 的相关性，且

在躁狂期较健康对照有明显增高，提示可把 CRP 作

为 BD 尤其是躁狂期 BD 的生物标志物。CRP 在缓解

期仍略高于健康对照，说明 BD 缓解期仍持续有炎症

反应发生。但本次分析中抑郁期 CRP 浓度结果与其

他两篇 Meta 分析结果有出入，由于本次分析纳入了

最新发表的 7 篇文献，均为横断面研究，且包括一

篇中文文献，可能是文献纳入和排除差异导致的。

本次 Meta 分析发表偏倚较大，可能由于纳入的

文献均为已发表的期刊文献，缺乏未发表的资料，

可能漏掉阴性结果的研究而导致发表偏倚。虽然本

次 Meta 分析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和发表偏倚，但敏感

性分析和补剪法均显示本次分析结果稳健，可以说

明 BD 患者中 CRP 升高。

本次 Meta 分析共纳入 18 篇高质量的文献，包

括 2208 份 BD 患者样本和 1421 份健康对照样本，样

本量较大，并且新纳入自 2016 年后发表的 7 篇文献，

使本次分析与最新的研究结果紧密相连，并分析了

不同心境状态的 BD 患者 CRP 情况，得出了 BD 患者

血液 CRP 浓度在各个心境状态尤其是躁狂期明显高

于健康对照的结论，支持了炎症与 BD 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的假说，提示 CRP 可以作为 BD 的生物标志物，

以及施用抗炎症药物改善 BD 患者心境症状的可能

性。本研究结论为 BD 发病机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

的依据，为监测和治疗 BD 患者提供了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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