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352 •

论著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11月第12卷第11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November,2020,Vol.12,No.11
•

血清黄嘌呤氧化酶与MCP-1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
表达意义及对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
董志华1，周长宇1，张刚1，唐敏1，王高频2，于晓玲2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黄嘌呤氧化酶（XO）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在慢性心力衰竭
（CHF）患者中的表达意义及对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前瞻性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辽阳
市中心医院心内科确诊并接受治疗的CHF患者104例作为CHF组，另选择104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
组，检测血清XO和MCP-1水平，以及与CHF患者血浆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含量和心功能的
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XO和MCP-1水平对CHF患者1年内主要心血管不良事
件（MACE）的预测价值。结果 CHF组血清XO、MCP-1基线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经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各项混杂因素后，XO和MCP-1是CHF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与
NYHA Ⅱ级CHF患者相比，NYHA Ⅲ~Ⅳ级CHF患者血清XO和MCP-1水平升高（P＜0.05）。经Pearson相
关性分析，CHF组血清XO和MCP-1水平与NT-proBNP呈正相关性，且与左室射血分数（LVEF）都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P＜0.05）。随访1年，21例患者发生MACE，经ROC曲线分析，血清XO、MCP-1以及联合
指标预测CHF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50（95%CI：0.516~0.784）、0.633（95%CI：
0.507~0.759）、0.839（95%CI：0.745~0.933）。结论 CHF患者血清XO和MCP-1水平较健康对照人群升
高，且与心功能分级有关，对CHF患者短期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关键词】黄嘌呤氧化酶；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慢性心力衰竭；NYHA心功能分级；主要不良心
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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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significance of serum xanthine oxidase (XO) and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 (MCP-1) and their predictive value to short-term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Methods CHF patients (n=104) were prospectively chosen into CHF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s (n=104) were
chosen into healthy control group from Departments of Cardiology in Central Hospital of Liaoyang City from Jan. 2016
to Dec. 2018. The levels of serum XO and MCP-1 were detected,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among them and content of
plasma NT-proBNP and heart function was observed in CHF patient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serum XO and MCP-1
levels to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within 1 y was analyzed by applying ROC curve in
CHF patients. Results The baseline levels of serum XO and MCP-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HF group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serum XO and
MCP-1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of CHF after correcting different confounding factors (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XO and MCP-1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NYHA grade II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NYHA grades III-IV (P<0.05).
The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serum XO and MCP-1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NT-proBNP, and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to LVEF (P<0.05). There were 21 patients had MACE after followed up for
1 y. The results of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of serum XO level was 0.650 (95%CI:
0.516~0.784), that of serum MCP-1 was 0.633 (95%CI: 0.507~0.759) and that of XO combined with MCP-1 was 0.839
(95%CI: 0.745~0.933) in predicting poor shot-term prognosis in CHF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levels of serum XO
and MCP-1 are higher in CHF patients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population, which are correlated to heart function.
The levels of serum XO and MCP-1 have some predictive value to risk of MACE incidence in CHF patients.
[Key words] Xanthine oxidase;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 Chronic heart failure; NYHA classification of
heart function;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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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是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因此氧化还
原稳态是维持心肌正常结构和功能的关键 [1]。心
肌细胞内若蓄积大量的活性氧（ROS），则可导
致心肌细胞氧化损伤、蛋白降解增加、肌纤维
组织受损、诱导炎症反应等，与慢性心力衰竭
（CHF）患者血管内皮障碍、结构性血管异常
等病变基础有关 [2] 。黄嘌呤氧化酶（XO）是心
肌细胞中ROS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催化嘌呤代
谢为尿酸过程中的关键酶，可被还原为过氧化
氢（H 2O 2）和超氧自由基（O 2-） [3]。Huang等 [4]
曾对427 917例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证实高
尿酸血症大大增加CHF的发生风险（HR=1.65，
95%CI：1.41~1.94），而41 935例CHF患者合并
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超过25%，同时死亡率增加
了2.25倍。因此XO活性与尿酸代谢程度密切相
关，进而反映了心肌细胞的氧化应激状态。此
外，CHF属于全身系统性慢性炎症反应性疾病，
而氧化应激也是导致炎症反应激活的主要原因之
一。邱杰山等 [5]发现，尿酸水平升高，血清ROS
含量明显增加，可通过激活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参与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损伤过程。
Chen等[6]证实MCP-1可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促
使心肌细胞高表达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进一步
加重心肌损伤。基于上述分子机制分析，XO和
MCP-1都参与了CHF的病理生理过程，但是否对
疾病进展有一定诊断价值尚缺乏循证依据。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指南开始重视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在
CHF诊治、预后评估及危险分层中的重要价值。
本研究通过分析血清XO和MCP-1水平与超声心
动图主要指标的相关性，以证实其对CHF患者心
功能分级的评估价值及对短期预后的预测潜力，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前瞻性选择2016年1月~2018
年12月于辽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确诊并接受治疗
的CHF患者104例作为CHF组，其中男性74例，女
性30例，年龄39~87（68.72±9.82）岁。纳入标
准：符合2016年欧洲心脏病学会修订的关于CHF
的诊断标准[7]；左室射血分数（LVEF）＜50%；
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 [8] Ⅱ~Ⅳ级
者；有基础心脏病史的病例资料。排除3个月内
出现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不稳定型
心绞痛等心脏疾病者；近6个月内接受过手术治
疗者；急慢性感染、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恶性
肿瘤、免疫系统疾病者。同时收集在我院健康
体检中心的健康志愿者104例作为健康对照组，
其中男性62例，女性42例，年龄28~86（66.68±
13.04）岁。排除长期大量吸烟、饮酒和滥用药物

•

1353 •

者。入组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项研究通过
市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
1.2 方法
1.2.1 血生化检查 收集入组对象空腹肘静脉血
3 ml，检测项目包括：乳酸脱氢酶（LDH）、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总胆红素、总胆
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
（HDL）、低密度脂蛋白（LDL）、糖化血红蛋
白（HbA1C）、血清肌酐（Scr）等。DXC800全
自动血液生化分析仪购自美国Beckman公司。采
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末梢空腹血糖（FPG）。
卓越型血糖仪及配套采血针、血糖试纸购自上海
罗氏诊断产品有限公司。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
定血浆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
Cobas e411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以及配
套的试剂盒购自上海罗氏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1.2.2 血清XO、MCP-1含量测定 采用双抗体夹心
法检测血清XO和MCP-1水平，ELX-800型酶标仪
购自上海实验仪器公司；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试剂
盒购自武汉Elabscience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 超声心动图检查 CHF患者检查时取左侧卧
位，测量患者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
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利用心尖双平
面Simpson法计算LVEF。探头频率设置为2.0~2.5
MHz，扫描速度50 mm/s，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购自日本东芝。
1.2.4 随访 CHF患者视自身病情给予抗心力衰竭
常规治疗，包括（单用或合用）β受体阻断剂、
钙离子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洋地黄类药物、利尿
剂等治疗。随访12个月，观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
件（MACE）的发生情况，包括全因死亡、急性
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
1.3 统计学处理 将资料由Epidata数据库导出，所
有数据均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分析。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
均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者t检验；非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值（P25，P75）
表示，均数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
连续变量采用Pearson法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多
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血清XO和MCP-1
水平与CHF病理过程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ROC）曲线分析血清XO、MCP-1水平预测
MACE的效能。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HF组和健康对照组基线资料比较 CHF组
FPG、LDH、CK-MB、总胆红素、TG、L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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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roBNP、XO、MCP-1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受试对象其他基线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表1）。
2.2 血清XO、MCP-1水平与CHF发生的关系 建
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将CHF作为因变量，赋
值为1，分别将XO值、MCP-1值以连续变量纳入
方程，校正各项混杂因素后，血清XO、MCP-1
是CHF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2）
2.3 血清XO、MCP-1水平与CHF患者NYHA心功
能分级的关系 随着NYHA心功能分级的升高，患
者血清XO、MCP-1水平和NT-proBNP水平逐渐升
高，心脏彩超显示，Ⅲ~Ⅳ级组患者LVEF值低于Ⅱ
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LVESd
和LVEDd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3）
2.4 血清XO、MCP-1水平与NT-proBNP、心功能的

相关性 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CHF患者血清XO、
MCP-1水平与NT-proBNP呈正相关性（P＜0.05），
与LVEF则呈负相关性（P＜0.05，表4）。
2.5 血清XO、MCP-1水平与CHF患者短期预后
的关系 随访12个月，共21例患者发生MACE，
MACE发生率为20.19%。包括2例全因死亡，10
例发生急性心力衰竭，6例发生急性心肌梗死，3
例发生不稳定型心绞痛。MACE组患者血清XO、
MCP-1水平明显高于非MACE组患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5）。
2.6 血清XO、MCP-1水平对CHF患者发生
MACE的预测价值 经ROC曲线分析，血清XO、
MCP-1以及联合指标预测CHF患者短期预后不
良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50（95%CI：
0.516~0.784）、0.633（95%CI：0.507~0.759）、
0.839（95%CI：0.745~0.933），（图1）。

表1 CHF组和健康对照组受试者基线临床资料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体质指数（kg/m2）
吸烟史（n，%）
饮酒史（n，%）
FPG（mmol/L）
HbAlc（%）
LDH（U/L）
CK-MB（ng/L）
总胆红素（μmol/L）
TC（mmol/L）
TG（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NT-proBNP（pg/ml）
XO（pg/ml）
MCP-1（ng/ml）

CHF组 （n=104）
68.72±9.82
74（71.15）
23.43±2.57
28（26.92）
30（28.85）
6.92±1.35
6.12±0.94
269.24±73.59
1.35（0.23，6.45）
12.10±4.17
4.59±1.08
1.62±0.43
1.49±0.48
3.15±0.62
635.39（203.75，1281.26）
4826.28（1735.46，8234.62）
104.93±48.56

健康对照组 （n=104）
66.68±13.04
62（59.62）
23.06±2.35
19（18.27）
19（18.27）
5.58±0.97
5.91±0.64
157.85±31.24
0.58（0.07，1.15）
8.89±3.75
4.35±0.79
1.28±0.30
1.41±0.36
2.57±0.54
33.58（6.52，685.74）
2445.16（782.54，5947.13）
27.65±12.50

P值
0.204
0.080
0.280
0.136
0.072
＜0.001
0.061
＜0.001
＜0.001
＜0.001
0.069
＜0.001
0.175
＜0.001
＜0.001
＜0.001
＜0.001

注：CHF：慢性心力衰竭；FPG：空腹血糖；HbAlc：糖化血红蛋白；LDH：乳酸脱氢酶；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MB；TC：总胆固
醇；TG：三酰甘油；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XO：黄嘌呤氧化
酶；MCP-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表2 血清XO、MCP-1水平与CHF发生关系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XO变化
MCP-1

β
SE
Waldχ2值
10.069 2.143 29.383
2.137 0.864 5.362

P值
＜0.001
0.025

OR值 95%CI
2.38 1.74~3.75
1.26 1.05~2.18

注：XO：黄嘌呤氧化酶；MCP-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校
正模型校正了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吸烟史、饮酒史、FPG、
HbAlc、LDH、CK-MB、总胆红素、TC、TG、LDL-C、HDL-C、
NT-proBNP

3 讨论
近几十年，CHF已成为全球重大的公共卫
生问题之一，每年约有50~60万新发心力衰竭病
例，且该数字一直呈上升趋势。上世纪中期，就
有学者提出氧化应激是心力衰竭重要的病变机
制。心肌组织氧化应激抵御系统包括由抗氧化剂

表3 不同CHF心功能分级患者血清XO、MCP-1水平比较
项目
NT-proBNP（pg/ml）
LVESd（mm）
LVEDd（mm）
LVEF（%）
XO（pg/ml）
MCP-1（ng/ml）

Ⅱ级组 （n=40）
398.22（184.50，876.53）
49.56±8.30
61.76±5.78
48.51±1.26
2076.20±754.58
89.55±29.62

Ⅲ级组 （n=36）
543.85（387.62，1236.78）a
51.29±5.17
63.85±8.52a
43.65±4.02a
4726.84±1126.23a
105.37±38.59a

Ⅳ级组 （n=28）
894.13（495.26，1538.92）ab
53.54±6.32
65.76±9.52
39.57±5.34ab
6830.92±2718.65ab
118.43±40.52ab

P值
＜0.001
0.065
0.122
＜0.001
＜0.001
＜0.001

注：CHF：慢性心力衰竭；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LVESd：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F：左
室射血分数；XO：黄嘌呤氧化酶；MCP-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与Ⅱ级组比较，aP＜0.05；与Ⅲ级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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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血清XO、MCP-1水平与NT-proBNP、心功能的相关性
项目

NT-proBNP
r值
P值
XO
0.315 ＜0.001
MCP-1 0.324 ＜0.001

LVESd
r值
P值
0.185 0.173
0.207 0.068

LVEDd
r值
P值
0.167 0.285
0.203 0.080

LVEF
r值
P值
-0.249 0.015
-0.228 0.032

注：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LVESd：左心室收缩末期内
径；LVED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F：左室射血分数；XO：
黄嘌呤氧化酶；MCP-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表5 MACE组和非MACE组受试者血清XO、MCP-1水平比较
项目
XO（pg/ml）

MACE组 （n=21）
8826.28
（3589.24，10284.57）
MCP-1（ng/ml） 126.78±41.16

非MACE组 （n=83） P值
5068.45
<0.001
（1650.23，6983.20）
94.23±35.79
<0.001

注：XO：黄嘌呤氧化酶；MCP-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图1 血清XO、MCP-1水平预测CHF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ROC曲线图

组成的非酶系统，及依赖于超氧化物歧化酶、过
氧化物酶、硫氧还蛋白等催化作用的酶系统 [9]。
正常生理状态下，ROS属于局部信号分子，在稳
定细胞内环境、维持细胞正常功能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氧化应激抵御系统则是维持ROS在生理
阈值范围内，防止超过阈值导致氧化应激反应的
发生。ROS产生过多或降解受损都到导致氧化应
激状态。XO是心肌细胞中ROS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催化嘌呤降解的过程中，XO被还原为H 2O 2和
O 2-。在本研究中，我们证实CHF患者血清XO水
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人群，且随NYHA心功能分
级的增加，血清XO水平逐渐增加，说明CHF患者
心肌组织处于氧化应激状态，与XO的大量分泌
有关，XO被还原为ROS，导致心肌细胞线粒体功
能障碍，并且诱导大量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进
一步加重心肌的炎症损伤[10]。Van der Pol A等[11]也
证实H2O2和O2-等ROS分子通过影响心肌兴奋收缩
偶联蛋白质的活性，导致心肌细胞电生理损伤和
舒张/收缩功能障碍。此外，有学者证实血尿酸
可激活XO活性，这也解释了高尿酸血症是CHF发
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同时CHF也可导致高尿酸
血症的发生风险大大增加[12]。因此在本研究中，
我们也发现CHF患者血清XO水平升高是CHF发生
的独立危险因素。血尿酸是机体嘌呤代谢的终产
物，很多学者均证实慢性心衰患者血尿酸水平明
显高于健康对照人群，且是CHF预后的一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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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因子。韩震等[13]发现血尿酸水平与CHF患者
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并推测其最主要的一个
原因是，血尿酸水平过高，可导致氧自由基生成
过度，进而激活内皮细胞和白细胞，最终加快慢
性心力衰竭的进展。血尿酸水平增加可激活XO活
性，增加ROS的生成，则进一步加重心肌损伤。
此外，氧化应激是导致心肌组织炎症反应加
重的重要原因。张秀娟等[14]发现氧化应激能够促
进MCP-1的表达，进而介导脂肪细胞功能障碍。
贺海波等 [15]通过体外培养Wistar乳大鼠的心肌细
胞，证实H 2 O 2 可诱导心肌细胞氧化损伤，而珠
子参总皂苷通过抑制心肌细胞内ROS的产生与聚
集，进而抑制MCP-1的表达，从而发挥心肌细胞
抗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因而推断血清XO水平
与MCP-1分子的分泌存在一定关联。在本研究
中，我们同样发现CHF患者血清MCP-1水平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人群，且随NYHA心功能分级的增
加，血清MCP-1水平也逐渐增加，这也和血清
XO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目前NYHA心功能分级标准是各项指南和临
床实践中最常使用的诊断依据，但存在一定局限
性，一方面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多，另一方面心脏
超声检查成本较高，且很多医院需提前预约。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Ⅲ~Ⅳ级组患者LVESd和
LVEDd值与Ⅱ级组患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虽然
Ⅲ~Ⅳ级组患者LVEF值低于Ⅱ级组患者，但存在
个体差异性，对于判断心功能损伤程度的灵敏度
较差。说明单纯依靠超声心动图，并不能够完全
反映CHF心功能下降程度。而随着心功能分级的
增加，血清XO、MCP-1水平逐渐升高，并且与
LVEF和NT-proBNP水平具有密切相关性，说明血
清XO、MCP-1有望成为重度心力衰竭筛查的参
考指标，对于临床CHF的诊断和危险分层有一定
的指导价值。此外，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两者与
CHF患者1年短期随访结局的关系。结果显示，
发生MACE的患者血清XO和MCP-1水平高于未
发生MACE的患者，经ROC曲线分析，血清XO、
MCP-1对1年内MACE地发生有一定预测效能。
CHF本身病因复杂、病程较长，不同病理阶
段可能涉及不同的分子机制，但是氧化应激和
炎症反应一直伴随CHF病理进程的始终，因而寻
找高灵敏度的作用分子对于CHF的诊治、预后评
估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研究结论虽然为XO、
MCP-1与CHF心功能损伤程度的关系提供了一定
的循证依据，但由于两者都属于心力衰竭复杂调
控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在不同阶段、不同途径上
可能发挥着不同作用，因此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机
制研究及多中心、大样本、长时间分层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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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本结论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CHF患者血清XO和MCP-1水平均
高于健康对照人群，且与NYHA心功能分级呈显
著的正相关性。通过为期1年的随访，我们发现
血清XO和MCP-1对于CHF的近期主要不良心血管
事件有一定预测效能，可为临床分层治疗提供一
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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