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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心病患者颈动脉超声特征与斑块稳定性指标、
同型半胱氨酸的相关性
李娜1，杜莉娟1，常亚伟2，王海燕1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颈动脉超声特征与斑块稳定性
指标、同型半胱氨酸（Hcy）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192例老年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冠状动脉
（冠脉）病变程度分为单支病变组（69例）、双支病变组（74例）及三支病变组（49例）。通过颈动
脉彩超检查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A-IMT）及Crouse斑块积分，检测血清组织蛋白酶K（Cat K）、Ⅰ
型前胶原羧基端前肽（ⅠCTP）、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MMP-9等斑块稳定性及同型半胱氨酸
（Hcy）指标。结果 三支病变组患者CA-IMT值、Crouse斑块积分及血清Cat K、ⅠCTP、MMP-1、MMP-9
和Hcy水平均高于单支病变组和双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患者上述指标均高于单支病变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根据CA-IMT值将研究对象分为内膜正常组（51例）、内膜增厚组（97例）和斑块
形成组（44例），斑块形成组患者血清Cat K、ⅠCTP、MMP-1、MMP-9和Hcy水平均高于内膜正常组
和内膜增厚组，内膜增厚组患者上述指标均高于内膜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对
象CA-IMT值与血清Cat K、ⅠCTP、MMP-1、MMP-9和Hcy指标呈明显正相关（r分别为0.516、0.499、
0.438、0.424和0.563），Crouse斑块积分与上述血清指标呈明显正相关（r分别为0.485、0.460、0.407、
0.398和0.5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随着老年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加重，颈
动脉超声特征以及斑块稳定性、Hcy指标均存在明显的恶化趋势，且颈动脉超声指标与血清Cat K、Ⅰ
CTP、MMP-1、MMP-9和Hcy水平存在相关性，共同参与老年冠心病的粥样硬化的病情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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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among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characteristics, plaque

stability indexes and homocysteine (Hc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Methods The
elderly CHD patients (n=192) were chosen and divided, according to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into 1-vessel

lesion group (n=69), 2-vessel lesion group (n=74) and 3-vessel lesion group (n=49). Color ultrasonography was
applied to detect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CA-IMT) and Crouse plaque integrals. The indexes of
plaque stability including serum cathepsin K (Cat K), carboxy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procollagen (ICTP),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 (MMP-1), MMP-9 and Hcy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CA-IMT, Crouse
plaque integrals, Cat K, ICTP, MMP-1, MMP-9 and Hcy were all higher in 3-vessel lesion group than those in
1-vessel lesion group and 2-vessel lesion group, and was higher in 2-vessel lesion group than those in 1-vessel
lesion group (P<0.05).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CA-IMT values, into normal intimal group (n=51),
thickened intimal group (n=97) and plaque group (n=44). The levels of serum Cat K, ICTP, MMP-1, MMP-9 and
Hcy were all higher in plaque group than those in normal intimal group and thickened intimal group, and was
higher in thickened intimal group than those in normal intimal group (P<0.05). CA-IM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levels of serum Cat K (r=0.516), ICTP (r=0.499), MMP-1 (r=0.438), MMP-9 (r=0.424) and Hcy
(r=0.563). Crouse plaque integral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levels of serum Cat K (r=0.485), ICTP
(r=0.460), MMP-1 (r=0.407), MMP-9 (r=0.398) and Hcy (r=0.530). Conclusion With the worsening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in elderly CHD patients,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characteristics, plaque stability and Hcy index have
a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trend. The indexes of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are correlated to levels of serum Cat K, I
CTP, MMP-1, MMP-9 and Hcy, and they are jointly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therosclerosis in elderly 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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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由
于冠状动脉（冠脉）粥样硬化、狭窄及闭塞引发
的心血管疾病，老龄是其重要的危险因素，老年
人群发生率较高，同时也是导致老年患者残疾及
死亡的常见疾病之一 [1]。动脉硬化斑块的稳定性
与冠心病的病情存在一定关系，不稳定斑块易发
生裂隙、破裂和血栓形成，进而引起急性心肌缺
血 [2]。颈动脉超声是评价动脉管腔的狭窄程度和
粥样硬化进展情况的重要指标，对于指导多种心
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具有指导意义 [3]。本研究通过
探讨老年冠心病患者颈动脉斑块超声特征与斑块
稳定性指标、同型半胱氨酸（Hcy）的相关性，
为其防治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8年7月至2020年12月于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192例老年冠心病患
者作为病例组，均符合冠心病合理用药指南（第
2版）中疾病的诊断标准 [4] ，所有患者均签署研
究知情同意书，排除患有恶性肿瘤、其他脏器系
统严重病变、其他类型心血管疾病、精神疾病以
及临床资料不全等患者。研究对象包括男性108
例，女性84例，年龄60~86岁，平均年龄（69.26
±4.97）岁，病程1~22年，平均病程（13.47±
2.86）年，根据冠脉CTA结果将患者分为单支病
变组（69例）、双支病变组（74例）及三支病变
组（49例）。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患
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
1.2 检测方法和观察指标 颈动脉超声检查。两
组研究对象取使用彩色多普勒超仪（Logiq E9型
号，美国GE公司）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做横
向扫查和纵向扫查，检测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CA-IMT），计算Crouse斑块积分。研究对象根
据CA-IMT值进行如下分组：内膜正常组（CAIMT＜1.0 mm）、内膜增厚组（1.0 mm≤CA-IMT
＜1.5 mm）和斑块形成组（CA-IMT≥1.5 mm）。
斑块稳定性指标检测。所有患者均空腹状态下
采集3 ml静脉血，取血清后，使用ELISA法检测
血清组织蛋白酶K（Cat K）、Ⅰ型前胶原羧基端
前肽（ⅠCTP）、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及
MMP-9等斑块稳定性指标，Hcy指标检测。使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所有患者血清Hcy指标水

•

883 •

平。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SPSS 24.0统计
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用（ x ±s）表
示，三组间指标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指标比
较采用LSD-t检验；两指标相关性比较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冠脉病变组患者颈动脉超声特征、血清
斑块稳定性指标和Hcy的比较 不同冠脉病变组
间颈动脉超声特征、血清斑块稳定性指标和Hcy
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三
支病变组患者CA-IMT值、Crouse斑块积分以及血
清Cat K、ⅠCTP、MMP-1、MMP-9和Hcy水平均
高于单支病变组和双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患者
上述指标均高于单支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1。
2.2 不同CA-IMT组患者血清斑块稳定性指标和
Hcy的比较 根据CA-IMT值将研究对象分为内
膜正常组（51例）、内膜增厚组（97例）和斑
块形成组（44例）。不同CA-IMT组间血清斑块
稳定性指标和Hcy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斑块形成组患者血清Cat K、Ⅰ
CTP、MMP-1、MMP-9和Hcy水平均高于内膜
正常组和内膜增厚组，内膜增厚组患者上述指
标均高于内膜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2.3 研究对象颈动脉超声特征与血清斑块稳定性
指标、Hcy的相关性 研究对象CA-IMT值与血清
Cat K、ⅠCTP、MMP-1、MMP-9和Hcy指标呈明
显正相关（r分别为0.516、0.499、0.438、0.424和
0.563），Crouse斑块积分与血清Cat K、ⅠCTP、
MMP-1、MMP-9和Hcy指标也呈明显正相关（r分
别为0.485、0.460、0.407、0.398和0.530），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3 讨论
老年人群由于血管原有功能逐渐丧失，表
现为血管僵硬度增加、管壁弹性变差以及血流
不畅等，且常合并高血压、高血脂及糖尿病等
慢性基础疾病，进一步造成动静脉血管粥样硬
化形成，其中冠脉易发生硬化、狭窄和阻塞，
导致血液灌注和心肌需求之间的平衡紊乱，进

表1 不同冠脉病变组患者颈动脉超声特征、血清斑块稳定性指标和Hcy的比较
组别
单支病变组
双支病变组
三支病变组
F值
P值

n
69
74
49

CA-IM（mm）
0.93±0.19
1.29±0.25a
1.70±0.32ab
27.873
＜0.001

Crouse积分（分）
1.15±0.24
1.62±0.30a
2.07±0.38ab
37.941
＜0.001

Cat K（pg/ml）
12.41±1.69
19.05±2.25a
26.86±3.04ab
20.568
＜0.001

ⅠCTP（ng/ml）
14.06±1.85
20.50±2.41a
28.14±3.18ab
20.568
＜0.001

MMP-1（ng/ml）
54.01±6.22
70.62±8.13a
94.58±10.65ab
20.568
＜0.001

MMP-9（ng/L）
150.01±18.38
197.68±23.50a
256.29±29.62ab
20.568
＜0.001

Hcy（μmol/L）
9.03±1.40
15.49±1.96a
20.56±2.47ab
104.134
＜0.001

注：Cat K：血清组织蛋白酶K；ⅠCTP：Ⅰ型前胶原羧基端前肽；MMP-1：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9；Hcy：同
型半胱氨酸；与单支病变组比较，aP＜0.05；与双支病变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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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CA-IMT组患者血清斑块稳定性指标和Hcy的比较
n
51
97
44

组别
内膜正常组
内膜增厚组
斑块形成组
F值
P值

Cat K（pg/ml）
11.05±1.46
20.45±2.30a
29.37±3.21ab
20.568
＜0.001

ⅠCTP（ng/ml）
12.57±1.59
22.19±2.54a
32.98±3.57ab
20.568
＜0.001

MMP-1（ng/ml）
51.67±5.94
71.62±7.56a
97.00±10.87ab
20.568
＜0.001

MMP-9（ng/L）
142.51±17.29
202.47±23.14a
269.19±30.89ab
20.568
＜0.001

Hcy（μmol/L）
8.75±1.29
15.96±1.88a
23.02±2.70ab
89.289
＜0.001

注：Cat K：血清组织蛋白酶K；ⅠCTP：Ⅰ型前胶原羧基端前肽；MMP-1：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9；Hcy：同
型半胱氨酸；与内膜正常组比较，cP＜0.05；与内膜增厚组比较，dP＜0.05
表3 研究对象颈动脉超声特征与血清斑块稳定性指标、Hcy的相关性（n=192）
指标
CA-IMT值
Crouse积分

r
0.516
0.485

Cat K
P
＜0.05
＜0.05

r
0.499
0.460

ⅠCTP
P
＜0.05
＜0.05

r
0.438
0.407

MMP-1
P
＜0.05
＜0.05

r
0.424
0.398

MMP-9
P
＜0.05
＜0.05

r
0.563
0.530

Hcy
P
＜0.05
＜0.05

注：Cat K：血清组织蛋白酶K；ⅠCTP：Ⅰ型前胶原羧基端前肽；MMP-1：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9；Hcy：同
型半胱氨酸

而引起冠心病的发生 [5,6] 。颈动脉超声作为检测
体表动脉粥样硬化最直接的检查方式，具有简
便易行、无创性以及可重复性等优势，因此老
年人对颈动脉超声检查的接受程度较高 [7] ，其
中CA-IMT和Crouse斑块积分是颈动脉超声检查
最为有代表性的指标，可有效判断动脉粥样硬
化的形成和病变程度，同时也是临床预测心脑
血管疾病的重要指标 [8] 。本研究发现，老年冠
心病患者三支病变组CA-IMT值和Crouse斑块积
分均显著性高于单支病变组和双支病变组，并
且双支病变组患者颈动脉超声指标也均显著性
高于单支病变组，与郭华涛、李睿等 [9,10]以往研
究结果相符，二者均发现冠脉病变支数与患者
CA-IMT值存在明显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颈动
脉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学
机制，因此颈动脉超声检查是预测老年冠心病
发生及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参数，CA-IMT值和
Crouse斑块积分等参数随冠脉病变程度的加重呈
现恶化趋势。
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壁的脂质、纤维蛋白以
及血小板等大量沉积和聚集，造成血管斑块形
成，促使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血管腔狭窄、堵塞，
其中不稳定斑块很容易发生血管破裂和血栓形
成，是导致急性缺血性心脑血管病事件的重要危
险因素[11,12]。Cat K、ⅠCTP、MMP-1和MMP-9均
为斑块稳定性指标，其中Cat K是一种半胱氨酸
蛋白酶，与血管内膜损伤有关，影响动脉粥样斑
块的稳定性[13]；ⅠCTP是动脉粥样硬化纤维斑块
中纤维帽的降解产物，是评价斑块稳定性的重要
指标 [14]；MMP-1和MMP-9均为MMP家族成员，
参与降解斑块纤维帽和细胞外基质，导致粥样硬
化斑块不稳定性增加 [15]。Hcy作为蛋氨酸和半胱
氨酸代谢过程中的中间产物，可诱导体内超氧化
物和过氧化物大量生成，导致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和血管内皮损伤，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

并可增加不稳定斑块和血栓形成的机会[16]。本研
究发现，三支病变组患者上述血清斑块稳定性指
标和Hcy水平均显著性高于单支病变组和双支病
变组，双支病变组患者上述指标也均显著性高
于单支病变组，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17,18]，说明
Cat K、ⅠCTP、MMP-1和MMP-9等斑块稳定性和
Hcy指标的异常增高，会加重机体脂质过氧化损
伤及动脉管壁血脂沉积增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展过程，在评价老年冠心病的发生及病情监
测等方面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斑块形成组患者血清Cat
K、ⅠCTP、MMP-1、MMP-9和Hcy水平均明显
高于内膜正常组和内膜增厚组，内膜增厚组患者
上述指标也均明显高于内膜正常组，并且老年冠
心病患者CA-IMT值和Crouse斑块积分分别与血清
Cat K、ⅠCTP、MMP-1、MMP-9、Hcy等指标呈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刘旭帮、南格利等[19,20]研
究结果相符，前者发现随着患者CA-IMT严重，
血清Hcy水平逐渐增高，后者发现冠心病患者
CA-IMT值与血清Cat K、ⅠCTP及MMP-9等斑块
稳定性指标存在明显相关性，说明了颈动脉超声
特征和斑块稳定性、Hcy指标存在密切关系，上
述所有指标相互作用，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过
程，共同影响易损斑块的不稳定性，导致老年冠
心病的病情发展。
综上所述，随着老年冠心病患者病变程度加
重，颈动脉超声特征及斑块稳定性、Hcy指标均
存在明显恶化趋势，且颈动脉超声指标与血清
Cat K、ⅠCTP、MMP-1、MMP-9和Hcy水平存在
相关性，共同参与老年冠心病的粥样硬化的病情
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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