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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GDF-15和Lp-PLA2在慢性心衰不同NYHA分级中的变化
及与心室重构的关系探讨
郭磊1，李立鹏1，陈素芹1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和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在慢性
心衰（CHF）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不同分级中的变化，并分析其与心室重构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于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收治的80例CHF患者（心衰组）和40例
健康体检者（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GDF-15和Lp-PLA2
水平，采用超声心动图检测心脏相关指标，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舒张末内径（LVEDD）、右
心室内径（RVD）、室间隔厚度（IVST）、左心室后壁舒张末期厚度（LVPWTd）和左心室射血分数
（LVEF），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左心室质量（LVM）以及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随
访截止日期为2019年6月。结果 心衰组血清GDF-15和Lp-PLA2分别为（179.56±28.46）ng/L和（205.33
±24.42）mg/L，对照组血清GDF-15和Lp-PLA2分别为（84.77±12.59）ng/L和（35.58±6.74）mg/L，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绘制ROC曲线分析发现，血清GDF-15和Lp-PLA2对CHF均有一
定诊断价值（P＜0.05），两者联合诊断效能最高（P＜0.05）；血清GDF-15和Lp-PLA2对CHF-MACE
均有一定预测价值（P＜0.05），两者联合预测效能最高（P＜0.05）。血清GDF-15和Lp-PLA2在NYHA
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中依次升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分析，血清
GDF-15和Lp-PLA2与LAD、LVEDD、RVD、LVPWD、IVST和LVMI呈正相关（P＜0.05），与LVEF呈负
相关（P＜0.05）。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血清GDF-15和Lp-PLA2均是影响CHF-MACE的独立因素
（P＜0.05）。结论 血清GDF-15和Lp-PLA2有望成为CHF诊断和CHF-MACE预测的有效指标，与NYHA
心功能分级和心室重构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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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serum 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15 (GDF-15) and

lipoprotein 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p-PLA2) in different NYHA classes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and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hange and ventricular remodeling. Methods CHF patients (n=80,
CHF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s (n=40, control group)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in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Luoyang City from Jan. 2015 to Jan. 2018. The levels of serum GDF-15 and Lp-PLA2 were
detected by using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heart-related indexes were detected by using
echocardiogram, including left atrial diameter (LAD),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inner diameter (LVEDD), right
ventricular diameter (RVD), interventricular septal thickness (IVST), left ventricular posterior wall thickness at end
diastole (LVPWT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left ventricular mass index (LVMI) and left ventricular
mass (LVM). The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was followed up and deadline was
June 2019. Results The level of serum GDF-15 was (179.56±28.46) ng/L and level of Lp-PLA2 was (205.33
±24.42) mg/L in CHF group, and level of GDF-15 was (84.77±12.59) ng/L and level of Lp-PLA2 was (35.58±
6.74) mg/L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OC curve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serum GDF-15 and Lp-PLA2 all
had diagnostic value to CHF (P<0.05), and combination of them had higher diagnostic efficacy (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GDF-15 and Lp-PLA2 all had diagnostic value to CHF-MACE (P<0.05), and combination of them had
higher diagnostic efficacy (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GDF-15 and Lp-PLA2 increased successively in NYHA
classes Ⅰ, Ⅱ, Ⅲ and Ⅳ (P<0.05). The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serum
GDF-15 and Lp-PLA2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LAD, LVEDD, RVD, LVPWD, IVST and LVMI (P<0.0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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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LVEF (P<0.05).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serum GDF-15 and Lp-PLA2 all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influencing CHF-MACE (P<0.05).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serum GDF-15 and Lp-PLA2 are expected to be effective indexes for CHF diagnosis and CHF-MACE
prediction, and they are closely correlated to NYHA classification and ventricular remodeling.
[Key words] Chronic heart failure; Heart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15; Lipoprotein
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Ventricular remodeling

慢性心力衰竭（CHF）是心肌病、心脏瓣膜
病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等各
种慢性心脏疾病的严重和终末阶段，主要表现为
心肌收缩力减弱、心脏舒缩功能障碍、动脉系统
搏出量减少、静脉系统淤血，不能满足组织代
谢，最终产生系列症状和体征 [1]。近年有数据统
计，全球CHF患病人数已超过2250万，每年有200
万以上新增病例，且具有年轻化趋势，严重威胁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2]。 研究表明，心室
重构在CHF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涉及
心肌细胞肥大、坏死、凋亡、自噬等、细胞外基
质纤维化、炎症和血管减少等病理过程，但目前
对于心室重构评价主要依赖于超声心动图，缺乏
特异性指标 [3,4] 。近年国内外研究发现生长分化
因子-15（GDF-15）和脂蛋白相关磷脂酶（LpPLA2）等与心肌纤维化相关，但在心衰进程中
的价值尚不十分清楚[5,6]。为此，本研究选取80例
CHF患者和4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
血清GDF-15和Lp-PLA2在慢性心衰不同NYHA分
级中的变化，并分析其与心室重构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于洛阳
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收治的80例CHF作为心衰
组。纳入标准：临床症状、体征和心脏超声等均
符合《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014》 [7]中
CHF诊断标准者。排除标准：①急性心力衰竭、
急性心肌梗死、缩窄性心包炎等心脏疾病；②近
半年合并急慢性感染性疾病者；③合并内分泌
疾病者；④合并肝肾功能损伤者；⑤合并甲状
腺疾病者；⑥合并恶性肿瘤者。同期选取40例健
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本研究所有研究对象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L201511）。
1.2 血清GDF-15和Lp-PLA2检测 分别于体检当日
和入组当天抽取对照组和心衰组空腹静脉血5 ml，
4000 r/min（离心半径13.5 cm）离心10 min，取
上清，于-80℃冰箱保存，待标本集齐后进行检
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
GDF-15和Lp-PLA2水平，试剂盒购自上海酶联
生物有限公司，仪器为MK3型酶标仪（购自美国
Thermo Fisher公司），具体操作由专业人员参考
试剂盒说明书完成。

1.3 心脏结构检查 于采血当天进行心脏结构
检查，仪器为IE33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购
自荷兰Philips公司），探讨频率为3~5 Hz。嘱
患者平卧，取横位四腔心切面，M型超声心
动图于左心室腱索水平为标准测量区，分别
检测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舒张末内
径（LVEDD）、右心室内径（RVD）、室间
隔厚度（IVST）、左心室后壁舒张末期厚度
（LVPWTd）和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并
计算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根据Devereux
公式计算左心室质量（LVM），LVM=1.04×
[（IVST+LVPWTd+LVEDD） 3-LVEDD 3]-13.6；
体表面积（BSA）（男）=0.0057×身高
（m）+0.0121×体质量（kg）+0.0882，BSA
（女）=0.0073×身高（m）+0.0127×体质量
（kg）-0.2106[8]。
1.4 心功能分级 参考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
（NYHA）心功能分级标准对80例CHF患者进行
心功能分级，其中Ⅰ级10例，Ⅱ级24例，Ⅲ级28
例，Ⅳ级18例。
1.5 随访 出院后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记录主要
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括死亡、非致命
心肌梗死和非致命脑血管事件，截止日期为2019
年6月。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分析
本研究数据。计量资料用（ x ±s）描述，2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3组及以上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例数（百分比）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绘制受试工作者曲
线（ROC）分析血清GDF-15和Lp-PLA2在CHF
和CHF中MACE发生的诊断价值（约登指数最
大时所对应的数值）。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血
清GDF-15和Lp-PLA2与心室重构相关指标的关
系。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血清GDF-15
和Lp-PLA2对CHF-MACE的影响。以P＜0.05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线资料比较 心衰组和对照组在性别和年
龄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2.2 各组血清GDF-15和Lp-PLA2比较 心衰组血
清GDF-15和Lp-PLA2分别为（179.56±28.46）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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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心衰组（n=80）
男性
46（57.5%）
年龄（岁） 60.48±11.35

对照组（n=40）
22（55.0%）
60.54±11.71

χ2/t值 P值
0.068
0.794
0.027
0.979

和（205.33±24.42）mg/L，对照组血清GDF-15
和Lp-PLA2分别为（84.77±12.59）ng/L和（35.58
±6.74）mg/L，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3 血清GDF-15和Lp-PLA2对CHF的诊断价值
绘制ROC曲线分析发现，血清GDF-15和Lp-PLA2
对CHF均有一定诊断价值（P＜0.05），两者联合
诊断效能最高（P＜0.05），见图1和表2。
2.4 血清GDF-15和Lp-PLA2与CHF心功能分级
的关系 血清GDF-15和Lp-PLA2在NYHA Ⅰ级、
Ⅱ级、Ⅲ级和Ⅳ级中依次升高，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3。
2.5血清GDF-15和Lp-PLA2与心室重构相关
指标的关系 经Pearson相关分析，血清GDF-15
和Lp-PLA2与LAD、LVEDD、RVD、LVPWD、
IVST和LVMI呈正相关（P＜0.05），与LVEF呈负
相关（P＜0.05），表4。

图1 血清GDF-15和Lp-PLA2诊断CHF的ROC曲线图
注：GDF-15：生长分化因子-15；Lp-PLA2：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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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血清GDF-15和Lp-PLA2在CHF中MACE
发生的诊断价值 绘制ROC曲线分析发现，血清
GDF-15和Lp-PLA2对CHF中MACE发生均有一定
诊断价值（P＜0.05），两者联合诊断效能最高
（P＜0.05），图2及表5。
2.7 血清GDF-15和Lp-PLA2对CHF-MACE的
影响 经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在校正年
龄和性别对患者影响的基础上发现血清GDF-15
和Lp-PLA2均是影响CHF-MACE的独立因素（P
＜0.05），表6。
3 讨论
近年，随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结构的
改变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以高血压和冠心病
为代表的各种心血管疾病已十分常见，但因医
疗技术也相对提高，死亡率有所降低，多进展
为CHF，诊断后接近60％的男性和45％的女性
在5年内死亡[9,10]。CHF发生常是隐匿的，多伴进
行性心室重塑，主要表现为心肌间质和心室重
构[11]。在心室重构所致的CHF过程中，炎症反应
始终贯穿其中，主要表现为炎症细胞因子的合
成和释放 [12]。GDF-15隶属于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超家族，于1997年被Booteov MR首
次发现，位于人染色体19p12-13上，包含2个外
显子和1个内含子 [13] 。GDF-15是一种分泌型蛋
白，其前体蛋白经酶切成一种同源二聚体蛋白，
后经TGF-β激酶（TAKs）激活后，与细胞表面
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受体形成异聚体，激活Smad
蛋白，通过 SMAD蛋白依赖性和非依赖性信号转
导通路发挥作用 [14]。在生理条件下，GDF-15表
达存在器官组织特异性，在胎盘和前列腺等组织
中高表达，但在包括心脏在内的大部分其他器官
组织中低表达或不表达[15]。研究发现，在病理或

表2 血清GDF-15和Lp-PLA2对CHF的诊断价值
指标
GDF-15
Lp-PLA2
两者联合

曲线下面积
0.619
0.585
0.832

95%CI
0.547-0.772
0.519-0.739
0.788-0.882

P
0.029
0.035
0.017

最佳截断值
153.99
184.73
177.25

灵敏度（%）
63.8
62.4
83.5

特异度（%）
60.6
60.1
81.2

注：GDF-15：生长分化因子-15；Lp-PLA2：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表3 血清GDF-15和Lp-PLA2与CHF心功能分级的关系（ x ±s）
心功能分级
NYHA Ⅰ级
NYHA Ⅱ级
NYHA Ⅲ级
NYHA Ⅳ级
F值
P值

例数
10
24
28
18

GDF-15（ng/L）
151.88±10.25
163.71±14.65a
177.09±17.44b
185.28±22.56c
46.851
＜0.001

Lp-PLA2（mg/L）
168.24±10.78
181.15±14.35a
196.73±19.41b
211.52±21.28c
62.394
＜0.001

注：NYHA：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GDF-15：生长分化因子-15；
Lp-PLA2：脂蛋白相关磷脂酶；与NYHA Ⅰ级比较，aP＜0.05；与
NYHA Ⅱ级比较，bP＜0.05；与NYHA Ⅲ级比较，cP＜0.05

表4 血清GDF-15和Lp-PLA2与心室重构相关指标的关系
指标
LAD
LVEDD
RVD
LVPWTd
IVST
LVEF
LVMI

r
0.563
0.577
0.541
0.621
0.584
-0.667
0.618

GDF-15
P
0.024
0.022
0.028
0.013
0.021
0.008
0.017

r
0.634
0.529
0.601
0.519
0.611
0.642
0.592

Lp-PLA2
P
0.010
0.032
0.019
0.042
0.018
0.011
0.021

注：LAD：左心房内径；LVEDD：左心室舒张末内径；RVD：右
心室内径；LVPWTd：左心室后壁舒张末期厚度；IVST：室间隔厚
度；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LVMI：左心室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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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血清GDF-15和Lp-PLA2预测CHF-MACE的ROC曲线图
注：GDF-15：生长分化因子-15；Lp-PLA2：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表5 血清GDF-15和Lp-PLA2在CHF-MACE的预测价值
指标

曲线下
面积
GDF-15 0.618
Lp-PLA2 0.605
两者联合 0.877

P

95%CI
0.546~0.671
0.578~0.669
0.814~0.937

最佳
截断值
0.028 206.89
0.024 231.34
0.005 217.67

灵敏度
（%）
64.6
63.4
85.2

特异度
（%）
68.2
65.9
88.7

注：GDF-15：生长分化因子-15；Lp-PLA2：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表6 血清GDF-15和Lp-PLA2对CHF-MACE的影响
指标
常数项
GDF-15 1.032
Lp-PLA2 1.263

标准误
0.258
0.261

Waldχ2 P
6.138
0.008
6.524
0.004

95%CI
OR
1.424 1.271~1.669
1.466 1.231~1.688

注：GDF-15：生长分化因子-15；Lp-PLA2：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应激状态下，可检测到血清GDF-15，且水平较
高[16]。在本研究中，心衰组血清GDF-15明显高于
对照组，且随NYHA心功能分级不断升高，其水
平也不断升高，提示GDF-15可能参与CHF发生发
展有关，与Frank等[17]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是因
为GDF-15作为心脏保护因子可对抗血管紧张素
Ⅱ依赖性信号转导通路介导的心肌肥大。本研究
通过绘制ROC曲线分析发现，血清GDF-15对CHF
诊断和CHF-MACE预测均有一定价值，为CHF诊
疗提高了新的方向，是本文重要创新点之一。此
外，本研究还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了其与心
脏结构指标的关系发现，血清GDF-15与LAD、
LVEDD、RVD、LVPWD、IVST和LVMI呈正相
关，与LVEF呈负相关，提示血清GDF-15水平可
作为反映心室重构程度的重要生物标记物。
Lp-PLA2是一种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水解
酶，隶属于磷脂酶A2超家族成员，主要由成熟淋
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合及分泌[18-20]。作为近年新进
心血管特异性炎性标志物之一，Lp-PLA2可使氧
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分解为氧化脂肪酸和溶血卵磷
脂，刺激细胞因子释放，并促进单核细胞在血管
内膜下转变成巨噬细胞，吞噬氧化型低密度脂蛋
白后变为泡沫细胞，参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
成；同时也可刺激机体产生更多的Lp-PLA2，形
成正反馈调节通路，斑块自身稳定性下降，最终
导致了血栓形成和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是心

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21,22]。但关于其与心衰
的研究较少。在本研究中，心衰组血清Lp-PLA2
明显高于对照组，且随NYHA心功能分级减弱而
升高，提示同GDF-15一样，Lp-PLA2也有可能
参与CHF发生发展。此外，本研究后续发现了血
清Lp-PLA2对CHF诊断和CHF-MACE预测均有一
定价值，且若将GDF-15和Lp-PLA2两者联合，
其诊断效能和预测效能最高，可供临床参考使
用。本研究还发现血清Lp-PLA2与心脏结构性指
标均呈正相关，提示Lp-PLA2可能是通过影响心
脏结构性指标参与心室重构。最后，本研究还通
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了血清GDF-15和LpPLA2对CHF-MACE的影响，发现两者均是CHFMACE独立影响因素，再次凸显了其在CHF中的
价值，提示临床工作者在诊疗过程中应重视血清
GDF-15和Lp-PLA2的动态变化，以实施相应干
预措施。
综上认为，血清GDF-15和Lp-PLA2有望成
为CHF诊断和CHF-MACE预测的有效指标，与
NYHA心功能分级和心室重构密切相关。本研究
尚存在以下不足：①观察对象较少；②观察对
象分布不均，以中老年人为主；③未涉及血清
GDF-15和Lp-PLA2与临床疗效的研究，将在下
一步研究中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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