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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冠心病中 酝悦孕鄄员 变化的 酝藻贼葬 分析
洁鄢袁浦丹华

宁魏青袁吴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保科袁江苏

咱摘

南京 圆员园园猿远冤

要暂 目的院探讨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原员渊皂燥灶燥糟赠贼藻 糟澡藻皂燥葬贼贼则葬糟贼葬灶贼 责则燥贼藻蚤灶鄄员袁酝悦孕鄄员冤水平与冠心病的关系遥方法院检索并

筛检 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 猿员 日前发表的 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冠心病关系的相关文献袁 利用 砸藻增 酝葬灶 源援圆 对各项研究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袁
选择适当的分析模型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遥 结果院共纳入 员猿 篇文献袁稳定型心绞痛渊泽贼葬遭造藻 葬灶早蚤灶葬袁杂粤冤猿怨远 例尧不稳定型心绞痛渊怎灶鄄

泽贼葬遭造藻 葬灶早蚤灶葬袁哉粤冤猿远远 例尧急性心肌梗死渊葬糟怎贼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袁粤酝陨冤 圆远愿 例及正常对照 源源远 例遥 酝藻贼葬 分析结果显示袁杂粤尧
哉粤 及 粤酝陨 组患者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渊孕 均 约 园援园员冤遥 杂粤 组标准化均数差渊泽贼葬灶凿葬则凿蚤扎藻凿 皂藻葬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袁杂酝阅冤越
园援苑员袁怨缘豫可信区间 渊糟燥灶枣蚤凿藻灶贼蚤葬造 蚤灶贼藻则增葬造袁悦陨冤院园援猿园耀员援员圆曰哉粤 组 杂酝阅越员援怨愿袁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员缘耀圆援愿员曰粤酝陨 组 杂酝阅越圆援远怨袁怨缘豫悦陨院员援远苑耀
猿援苑园曰哉粤 组患者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较 杂粤 组患者高 园援苑苑耀圆援圆园 倍标准差袁粤酝陨 组较 哉粤 组患者高 园援猿圆耀园援远苑 倍标准差遥 结论院冠心
病患者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明显升高袁且 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冠心病的严重程度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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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藻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泽藻则怎皂 皂燥灶燥糟赠贼藻 糟澡藻皂燥葬贼贼则葬糟贼葬灶贼 责则燥贼藻蚤灶鄄员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贼赠责藻泽 燥枣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澡藻葬则贼 凿蚤泽藻葬泽藻院葬 皂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晕陨晕郧 宰藻蚤鄄择蚤灶早袁宰哉 允蚤藻鄢袁孕哉 阅葬灶鄄澡怎葬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宰燥皂藻灶爷泽 匀藻葬造贼澡 悦葬则藻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猿远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 栽燥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贼澡藻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澡藻葬则贼 凿蚤泽藻葬泽藻 渊悦匀阅冤 葬灶凿 泽藻则怎皂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皂燥灶燥糟赠贼藻

糟澡藻皂燥葬贼贼则葬糟贼葬灶贼 责则燥贼藻蚤灶鄄员渊酝悦孕鄄员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悦晕运陨袁宰葬灶云葬灶早袁灾陨孕 葬灶凿 孕怎遭酝藻凿 凿葬贼葬遭葬泽藻泽 憎藻则藻 泽藻葬则糟澡藻凿袁葬灶凿 贼澡藻 藻灶凿 贼蚤皂藻 憎葬泽 阅藻鄄

糟藻皂遭藻则 猿员袁圆园员园援 杂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憎葬泽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泽燥枣贼憎葬则藻 责则燥早则葬皂 则藻增蚤藻憎 皂葬灶葬早藻袁增藻则泽蚤燥灶 源援圆援 云蚤曾藻凿鄄藻枣枣藻糟贼泽 皂燥凿藻造 葬灶凿
则葬灶凿燥皂鄄藻枣枣藻糟贼泽 皂燥凿藻造 憎藻则藻 葬责责造蚤藻凿 贼燥 责则燥糟藻泽泽 贼澡藻泽藻 凿葬贼葬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员猿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贼则蚤葬造泽 择怎葬造蚤枣蚤藻凿 怎灶凿藻则 燥怎则 泽藻造藻糟贼蚤燥灶 糟则蚤贼藻则蚤葬援
栽澡藻 泽贼怎凿赠 蚤灶糟造怎凿藻凿 猿怨远 泽贼葬遭造藻 葬灶早蚤灶葬渊杂粤冤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袁猿远远 怎灶泽贼葬遭造藻 葬灶早蚤灶葬渊哉粤冤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袁圆远愿 葬糟怎贼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渊粤酝陨冤 责葬鄄

贼蚤藻灶贼泽 葬灶凿 源源远 澡藻葬造贼澡赠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援 酝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泽贼葬灶凿葬则凿蚤扎藻凿 皂藻葬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渊杂酝阅冤燥枣 酝悦孕鄄员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粤 憎葬泽 园援苑员 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猿园耀员援员圆冤袁杂酝阅 燥枣 哉粤 早则燥怎责 憎葬泽 员援怨愿 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员缘耀圆援愿员冤袁杂酝阅 燥枣 粤酝陨 早则燥怎责 憎葬泽 圆援远怨

渊怨缘豫悦陨院员援远苑耀猿援苑园冤援 耘葬糟澡 杂酝阅 燥枣 贼澡燥泽藻 贼澡则藻藻 早则燥怎责泽 憎葬泽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燥枣 贼澡藻 澡藻葬造贼澡赠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援 酝燥则藻燥增藻则袁泽藻则怎皂
酝悦孕鄄员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哉粤 憎藻则藻 园援苑苑 贼燥 圆援圆园 贼蚤皂藻泽 燥枣 泽贼葬灶凿葬则凿 凿藻增蚤葬贼蚤燥灶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燥泽藻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粤袁葬灶凿 贼澡藻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 泽藻则怎皂 酝悦孕鄄员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粤酝陨 憎藻则藻 园援猿圆 贼燥 园援远苑 贼蚤皂藻泽 燥枣 泽贼葬灶凿葬则凿 凿藻增蚤葬贼蚤燥灶 澡蚤早澡藻则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贼燥
贼澡燥泽藻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哉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匀蚤早澡 泽藻则怎皂 酝悦孕鄄员 造藻增藻造 蚤泽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泽藻增藻则蚤贼赠 燥枣 悦匀阅袁憎澡蚤造藻 贼澡藻 责则藻糟蚤泽藻 则藻造葬鄄
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泽藻则怎皂 酝悦孕鄄员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悦匀阅 蚤灶 悦澡蚤灶藻泽藻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 则藻择怎蚤则藻泽 责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 泽贼怎凿赠援
咱Key words暂

酝悦孕鄄员曰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澡藻葬则贼 凿蚤泽藻葬泽藻曰皂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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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冠心病发病率随年龄增长呈先低后高的

生物代谢系统袁尤其是脂质代谢遥 脂肪组织功能紊

趋势袁绝经期妇女冠心病的发病风险较绝经前显著

乱时袁可分泌多种炎症因子促进炎性反应遥 目前研

升高遥 绝经后女性体内性激素的改变袁影响到许多

究认为袁动脉粥样硬化不仅是脂质的沉积袁更是一

咱基金项目暂

糟赠贼藻 糟澡藻皂燥葬贼贼则葬糟贼葬灶贼 责则燥贼藻蚤灶鄄员袁酝悦孕鄄员冤是其中关键的

鄢

科技部野十一五冶课题渊圆园园愿月粤陨缘苑月园源冤

通讯作者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躁蚤藻援憎怎赠葬造藻岳早皂葬蚤造援糟燥皂

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咱员暂遥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原员渊皂燥灶燥鄄

炎症因子袁 对单核 辕 巨噬细胞具有特异性趋化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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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魏青等院不同类型冠心病中 酝悦孕鄄员 变化的 酝藻贼葬 分析

作用袁促进炎性反应袁可能参与了冠心病的发生发

展遥 目前国内多项研究咱圆原员源暂表明 酝悦孕鄄员 与冠脉病变
程度及管腔进行性狭窄有关袁但研究结果尚存在争

遥 本研究拟

咱员缘原员苑暂

议袁且与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有差异

对 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 猿员 日前发表的有关中国人群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冠心病关系的研究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袁综
合评价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冠心病发病及严重程度

行的多次研究选择质量较高的最近发表的文献作
为研究对象曰虞剔除重复报告尧质量差尧信息不全而
又无法获取相关数据等无法利用的文献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砸藻增酝葬灶 系统评价软件 源援圆 版本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袁将资料进行定量综合袁各研究间异质性检验

的相关性袁为临床预测和渊或冤评估冠心病严重程度

采用卡方检验袁检验水准 琢越园援园缘袁若异质性无统计
学差异袁酝藻贼葬 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式袁 否则选择随

提供循证医学证据遥

机效应模式遥 计算合并效应量标准化均数差渊泽贼葬灶鄄

员

凿葬则凿蚤扎藻凿 皂藻葬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袁杂酝阅冤 及其 怨缘豫可信区间

材料和方法

员援员

渊糟燥灶枣蚤凿藻灶贼蚤葬造 蚤灶贼藻则增葬造袁悦陨冤袁孕 约 园援园缘 时差异有统计学

检索策略
以野酝悦孕鄄员冶尧野冠心病冶尧野急性冠脉综合征冶等为

意义遥 采用 杂贼葬贼葬员员援园 软件的线性回归模型渊耘早早藻则
法冤检验倒漏斗图的对称性袁评估发表偏倚遥

主题词袁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尧万方数据

圆

葬则贼藻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冶尧 野葬糟怎贼藻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冶尧 野悦澡蚤灶葬 辕

圆援员

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 猿员 日之 前发表 的关 于我国 人群 的

分析的有 员猿 篇袁 被剔除的 缘 篇文献中袁圆 篇为重复

员援圆

断未采用冠脉造影袁圆 篇 酝悦孕鄄员 浓度偏移过大遥 在纳

库 尧 维普数 据库 曰 利用 关 键 词 野酝悦孕鄄员冶尧 野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悦澡蚤灶藻泽藻冶 等检索 孕怎遭酝藻凿 数据库袁 辅以手工收集
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冠心病关系的研究遥
文献纳入标准

淤已公开发表的文献曰于文献研究类型为病例

对照研究或队列研究袁 且病例组为稳定型心绞痛

渊泽贼葬遭造藻 葬灶早蚤灶葬袁杂粤冤和渊或冤不稳定型心绞痛渊怎灶泽贼葬遭造藻

葬灶早蚤灶葬袁哉粤冤和渊或冤急性心肌梗死渊葬糟怎贼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袁粤酝陨冤患者袁均采用冠脉造影确诊曰盂比较
研究对象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曰榆对同一人群或亚群进
表员

员

研究地点
北京

陕西医学杂志

圆

郭金胜咱猿暂

天津

陕西医学杂志

咱源暂

甘肃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

源

贾兴旺咱缘暂

北京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咱远暂

河南

中国实用医刊

远

李

婷咱苑暂

湖南

社区医学杂志

刘

咱愿暂

山东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愿

刘志东咱怨暂

广东

黑龙江医学

陈

莹

哈华兰

缘

李丹娜

苑

淼

怨

徐荣丰

咱员园暂

安徽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

杨

俊

咱员员暂

河南

山东医药

员员

李

静咱员圆暂

山东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咱员猿暂

江苏

现代医学

员猿

陈

勤咱员源暂

浙江

临床检验杂志

员园
员圆

张录站

研究或同一群体的相关研究袁员 篇病例组冠心病诊

入的 员猿 篇文献中袁 有 猿 项研究缺乏样本年龄资料袁
有 猿 项研究采用正常健康人群设置对照袁 其余均为

冠脉造影阴性者设置对照遥 本研究累计例数 员 源苑远
例袁其中病例组 员 园猿园 例渊稳定性心绞痛 猿怨远 例袁不
稳定性心绞痛 猿远远 例袁急性心肌梗死 圆远愿 例冤袁对照
组 源源远 例渊表 员冤遥

栽澡藻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贼澡藻 糟葬泽藻鄄糟燥灶贼则燥造造藻凿 贼则蚤葬造泽

发表刊物

咱圆暂

猿

圆援圆

作者

入选文献基本情况

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员愿 篇袁 最后符合标准进入

纳入本研究的 员猿 篇病例对照研究文献基本情况

栽葬遭造藻 员
编号

结 果

发表年份

同质性检验

比较 杂粤 组与对照组尧哉粤 组与对照组尧粤酝陨 组

与对照组袁杂粤 组与 哉粤 组及 杂粤 组与 粤酝陨 组各组间

圆园园缘
圆园员园
圆园园缘
圆园园远
圆园园怨
圆园园苑
圆园员园
圆园员园
圆园园苑
圆园园愿
圆园园缘
圆园园愿
圆园园远

杂粤 组渊灶冤

哉粤 组渊灶冤

粤酝陨 组渊灶冤

正常对照组渊灶冤

源园

源园

源园

源园

圆缘
猿园
员远
圆远
员愿
猿怨
猿缘
圆猿
员苑
圆愿
源员
缘愿

圆园
员愿
猿愿
源源
圆源
源猿
猿圆
圆员
圆远
远园
原
原

员缘

圆源

员圆

圆怨

圆圆
猿园
圆源
源苑
猿员
圆猿
圆源
原
原
原

圆远
圆缘
圆园
源员
猿园
圆园
圆园
圆园
愿苑
远源

酝悦孕鄄员 水平的差异袁对文献进行异质性检验显示各

研究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故均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遥 分析 哉粤 组与 粤酝陨 组之

原 员猿愿 原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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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酝悦孕鄄员 水平差异时袁不存在异质性渊孕 越 园援缘猿冤袁故

哉粤 组院杂酝阅越员援怨愿袁怨缘豫 悦陨院员援员缘耀圆援愿员曰粤酝陨 组院杂酝阅越

圆援猿

圆援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遥

冠心病组与正常对照组患者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

的比较

杂粤尧哉粤尧粤酝陨 组患者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均明显高

于正常对照组渊杂粤 组院杂酝阅越园援苑员袁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猿园耀员援员圆曰

圆援缘

圆援远

云蚤早怎则藻 员

哉粤 组 血 清 酝悦孕鄄员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杂粤 组

渊杂酝阅越原员援源愿袁怨缘豫悦陨院原圆援圆园耀原园援苑苑冤袁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图 员冤遥

杂藻则怎皂 酝悦孕鄄员 糟燥灶糟藻则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粤 葬灶凿 哉粤

粤酝陨 组 血 清 酝悦孕鄄员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杂粤 组

渊杂酝阅越原圆援园怨袁怨缘豫悦陨院原圆援怨苑耀原员援圆圆冤袁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图 圆冤遥

图 圆 杂粤 组与 粤酝陨 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比较

杂藻则怎皂 酝悦孕鄄员 糟燥灶糟藻则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杂粤 葬灶凿 粤酝陨

哉粤 与 粤酝陨 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比较

粤酝陨 组 血 清 酝悦孕鄄员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哉粤 组

渊杂酝阅越原园援源愿袁怨缘豫悦陨院原园援远缘耀原园援猿员冤袁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图 猿冤遥
圆援苑

杂粤 与 哉粤 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比较

图 员 杂粤 组与 哉粤 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比较

杂粤 与 粤酝陨 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比较

云蚤早怎则藻 圆

圆援远怨袁怨缘豫悦陨院员援远苑耀猿援苑园冤袁孕 均 约 园援园员遥

发表偏倚评估

漏斗图显示袁除 哉粤 和 粤酝陨 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

比较研究的文献分布较为对称外袁其余各组之间比
较研究的文献分布均不对称袁 可能存在发表偏倚遥

渊遭蚤葬泽 糟燥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冤 分别为 怨援苑怨 渊贼 越 缘援苑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尧
远援愿员 渊贼 越 源援猿缘袁孕 越 园援园园员冤尧员园援远缘渊贼 越 远援猿源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尧
员园援园员渊贼 越 猿援远员袁孕 越 园援园园苑冤尧员园援苑源渊贼 越 猿援愿猿袁孕 越 园援园园源冤
和 员援远圆渊贼 越 园援愿源袁孕 越 园援源圆猿冤袁前 缘 组均存在显著发表
偏倚袁而最后 员 组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遥
猿

讨 论
酝藻贼葬 分析结果表明袁各种类型冠心病患者血清

按 耘早早藻则 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袁粤酝陨 和正常对照

酝悦孕鄄员 水平均比正常对照组高遥 其次袁在对不同类

组尧哉粤 与 杂粤 组尧粤酝陨 与 哉粤 组的 耘早早藻则爷泽 偏倚系数

发现院哉粤 组 酝悦孕鄄员 水平比 杂粤 组高 园援苑苑耀圆援圆园 倍标

组尧杂粤 和正常对照组尧哉粤 和正常对照组尧粤酝陨 与 杂粤

型的冠心病患者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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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魏青等院不同类型冠心病中 酝悦孕鄄员 变化的 酝藻贼葬 分析

原 员猿怨 原

图 猿 哉粤 组与 粤酝陨 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比较

云蚤早怎则藻 猿 杂藻则怎皂 酝悦孕鄄员 糟燥灶糟藻则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哉粤 葬灶凿 粤酝陨

准差袁 而 粤酝陨 组 酝悦孕鄄员 水 平 又 比 哉粤 组 患 者 高

机对照试验范畴袁在证明因果联系上缺乏足够的说

病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呈升高趋势袁 即 粤酝陨 组跃哉粤

一步探讨 酝悦孕鄄员 与冠心病的关系曰于部分研究的数

园援猿员耀园援远缘 倍标准差袁 提示 酝悦孕鄄员 水平变化随冠心

组跃杂粤 组跃正常对照组袁 表明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可能
与冠心病的发病与严重程度有一定关系遥

目前国外有一些研究发现袁酝悦孕鄄员 在动脉粥样
硬化发生发展的多个阶段起重要作用袁血清中高水
平的 酝悦孕鄄造 可增加心肌梗死尧猝死及支架内再狭窄
的风险袁测定 酝悦孕鄄员 水平有望成为评估冠状动脉和
其他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炎症活动的直接指标

遥

咱员愿原圆园暂

但是国外另有一些研究显示袁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冠心病

服力袁故需要前瞻性随机干预试验尧队列研究等进
据未进行正态性检验袁酝悦孕鄄员 的均数变异较大曰盂
存在发表偏倚袁因此不能排除因发表偏倚而过高估

计 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冠心病发病及其严重程度相关性

的可能遥 榆多数研究没有特别注明 酝悦孕鄄员 的血样采

集时间袁不同研究间 酝悦孕鄄员 水平相差较大袁而研究
显示袁血样采集时间点与冠心病体征开始出现的时
间点距离越长袁酝悦孕鄄员 水平越低咱员缘暂遥

本研究通过对目前发表的 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冠心

遥 运葬贼葬则扎赠灶葬 等 对

病关系的研究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袁 提示血清高 酝悦孕鄄员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袁杂栽耘酝陨冤患者尧源园 例稳定型冠心

系袁但这一结果尚需要进行严格设计尧大样本的病

风险的增加并无明显相关性

咱员缘原员苑暂

咱员缘暂

员园圆 例 杂栽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渊杂栽鄄泽藻早皂藻灶贼 藻造藻增葬贼蚤燥灶
病患者和 缘园 例健康对照者入院时的 酝悦孕鄄员 水平进

行了检测袁发现 杂栽耘酝陨尧稳定型冠心病和健康对照者

之间的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遥 酝燥贼蚤 等咱员远暂
在一项 酝悦孕鄄员 水平与稳定型冠心病人再发心血管

事件相关性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袁稳定型冠
心患者血清 酝悦孕鄄员 水平升高与将来发生的冠状动

水平与冠心病的发病及其严重程度可能有一定关
例对照或前瞻性研究予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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