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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SDF-1α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PCI后变化及其
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关系研究
刘磊1，贺慧娟1，张明明1，王皓1
【摘要】目的 分析血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SDF-1α）在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经皮冠
脉介入术（PCI）前后变化，并探讨其与术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7年
1月至2019年12月于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心内科收治的106例ACS且行PCI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
并对比所有患者PCI术前、术后血SDF-1α差异；以PCI当天为起点进行随访，随访至2020年12月，以
术后24个月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括血运重建、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和全因死
亡）为终点事件，将患者分为MACE组（n=24）和无MACE组（n=82）；对比两组术前SDF-1α和术前术后SDF-1α差值，并绘制ROC探讨术前SDF-1α和SDF-1α差值对ACS患者PCI后MACE的预测价值；
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术前SDF-1α和SDF-1α差值对ACS患者PCI后MACE的影响。结果 与术
前相比，ACS患者PCI后血浆SDF-1α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无MACE组比较，MACE
组术前SDF-1α、术后SDF-1α和SDF-1α差值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绘制受试者
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发现，术前SDF-1α和SDF-1α差值均可预测ACS患者PCI后MACE发生（P
＜0.05），两者联合预测效能更佳（P＜0.05）。以ROC曲线分析中术前SDF-1α和SDF-1α差值截断值
为界点分别将患者分为术前SDF-1α高值组（n=70）和术前SDF-1α低值组（n=36）、SDF-1α差值高
值组（n=72）和SDF-1α差值低值组（n=34）；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发现，术前SDF-1α低
值组MACE累积发生率高于术前SDF-1α高值组（P＜0.05），SDF-1α差值低值组MACE累积发生率高于
SDF-1α差值高值组（P＜0.05）。结论 ACS患者经PCI后血SDF-1α明显升高，术前SDF-1α和SDF-1α
差值均可预测术后MACE发生情况，术前SDF-1α和/或SDF-1α差值越低MACE发生率越高。
【关键词】急性冠脉综合征；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经皮冠脉介入术；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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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α (SDF-1α) and relationship

among their and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before
and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ACS patients undergone PCI (n=106)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in Luoyang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 from Jan. 2017 to Dec.
2019. The difference in SDF-1α were collected and compared in all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PCI.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rom PCI day to Dec. 2020, and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MACE group (n=24) and non-MACE
group (n=82) taken MACE as end-point events (including revascularization, non-fa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rdiac
death and all-cause mortality) after PCI for 24 months. The preoperative SDF-1α and difference value of SDF1α before and after PCI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drawn for discussing value of preoperative SDF-1α and difference value of SDF-1α in MACE prediction in ACS
patients after PCI.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was drawn for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preoperative SDF-1α and
difference value of SDF-1α on MACE in ACS patients after PCI. Results The level of plasma SDF-1α increased
in ACS patients after PCI (P<0.05). The preoperative SDF-1α and difference value of SDF-1α all decreased in
MACE group compared with non-MACE group (P<0.05). The analysis of ROC curve showed that preoperative SDF1α and difference value of SDF-1α all had predictive value to MACE incidence in ACS patients after PCI (P<0.05),
and combination of preoperative SDF-1α and difference value of SDF-1α had higher predictive efficacy (P<0.05).
Taken cutoff value of preoperative SDF-1α and SDF-1α difference value in ROC curve analysis as critica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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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igh preoperative SDF-1α group (n=70), low preoperative SDF-1α group (n=36),
high SDF-1α difference value group (n=72) and low SDF-1α difference value group (n=34). The results of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MACE cumulative incidence rate was higher in low preoperative SDF-1α
group than that in high preoperative SDF-1α group (P<0.05), and MACE cumulative incidence rate was higher in low
SDF-1α difference value group than that in high SDF-1α difference valu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lasma SDF-1α increases in ACS patients after PIC, and preoperative SDF-1α and SDF-1α difference value all
can predict postoperative MACE incidence in ACS patients after PCI and the lower the preoperative SDF-1α/SDF1α difference value, the higher the MACE incidence rate.
[Key words]Acute coronary syndrome;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α;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rognosis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富营养化的日益
严重，心血管疾病成为继恶性肿瘤之后威胁人类
健康的主要疾病 [1]。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是
以冠状动脉（冠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侵袭，
继发完全或不完全闭塞性血栓形成为病理基础的
一组临床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2]。
《急性冠脉综合征急诊快速诊治指南（2019）》
要求临床医生对ACS患者尽快再通阻塞血管，截
止目前，经皮冠脉介入术（PCI）是治疗ACS首选
治疗方式，再通率高，但仍有部分ACS患者尽管
及时予以PCI，其术后亦可发生主要不良心脏事件
（MACE）[3,4]。因此寻找准确度高且简易有效的指
标以早期辨别ACS高危患者对ACS防治十分重要。
2017年欧洲心脏病指南将心电图、影像学、血流
动力学及生物标记物等纳入ACS患者诊治策略，
但缺乏金标准，探寻之路任重而道远 [5]。研究发
现，除冠脉病变程度外，炎症反应也是影响ACS
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6]。研究发现，炎症因素贯
穿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整个过程，基质细胞衍
生因子-1α（SDF-1α）作为新近发现的重要细
胞趋化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占有重要
地位，但其在ACS的临床价值尚不完全清楚 [7]。
因此，本研究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
的106例ACS且行PCI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血
SDF-1α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PCI术前、后的变
化及其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关系。

1.2.1 治疗方法 入院确诊后确认行PCI：术前给
予阿司匹林肠溶片和氯吡格雷进行双联抗血小板
聚集治疗，静脉注射普通肝素；行冠脉造影术，
明确心肌梗死相关罪犯血管；征求患者及家属签
字同意后行PCI。
1.2.2 检测方法 PCI术前和术后第1 d抽取患者外
周静脉血3 ml于EDTA抗凝管中，4000 r/min离心
5 min分离血浆，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检测血浆SDF-1α水平，其中SDF-1α单克隆抗
体购自美国Sigma公司，VIDAS全自动酶联免疫分
析仪购自法国梅里埃公司。
1.3 随访 以PCI当天为起点进行随访，随访至
2020年12月，记录不良心血管疾病发生情况及
具体时间，以术后24个月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
件（MACE）（包括血运重建、非致死性心肌梗
死、心源性死亡和全因死亡）为终点事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组间和同组不同时间点两两比较为t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2检验；绘制受试工作者曲线（ROC）分析术
前SDF-1α和术后-术前SDF-1α差值（后续简称
SDF-1α差值）对ACS患者PCI预后的预测价值；
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进
行对比；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2.1 ACS患者PCI术前、后血浆SDF-1α比较 ACS
患者PCI前和术后血浆SDF-1α分别为（1816.55±
411.83）mg/L和（2218.35±479.22）mg/L，两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47，P＜0.05）。
2.2 MACE组和无MACE组临床资料比较 以PCI
当天为起点进行随访，随访至2020年12月，以术
后24个月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
括血运重建、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
和全因死亡）为终点事件将患者分为MACE组
（n=24）和无MACE组（n=82）。两组患者间性
别、年龄和体质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1。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郑
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收治并确诊为ACS且行
PCI的10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参
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制定的《急性冠脉综
合征诊疗指南》 [8]确认为ACS首诊患者；②符合
PCI指征且行PCI者；③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
①合并其它心脑血管疾病者；②合并恶性肿瘤
者；③合并肝肾等重要器官严重病变者；④中途
失访者。所有患者均知情且签署同意书，本研究
已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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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ACE组和无MACE组术前、术后SDF-1α和
SDF-1α差值比较 与无MACE组比较，MACE组
术前SDF-1α、术后SDF-1α和SDF-1α差值均降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4 ROC曲线分析 绘制ROC曲线（图1）分析发
现，术前SDF-1α和SDF-1α差值均可预测ACS
患者PCI后MACE发生（P＜0.05），两者联合预
测效能更佳（P＜0.05），表3。
表1 MACE组和无MACE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MACE组
无MACE组
t/χ2值
P值

例数
24
82
-

男性（n，%）
15（62.50）
48（58.54）
0.121
0.728

年龄（岁）
52.83±7.94
51.06±8.11
0.945
0.347

体质指数（kg/m2）
24.82±1.37
24.51±1.52
0.898
0.372

注：MACE：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表2 MACE组和无MACE组PCI前、后SDF-1α和术前-术后SDF-1α
差值比较（mg/L）
组别
MACE组
无MACE组
t值
P值

例数
24
82
-

术前SDF-1α
1762.47±408.15
2104.66±463.34
3.264
0.002

术后SDF-1α
2105.29±456.53
2344.38±489.39
2.136
0.035

SDF-1α差值
201.38±24.51
289.15±28.76
13.567
0.000

注：MACE：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SDF-1α：基质细胞衍生因

图1 ROC曲线图

2.5 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 以ROC曲线分
析中术前SDF-1α和SDF-1α差值截断值为界点
分别将患者分为术前SDF-1α高值组（≥2287.49
mg/L，n=70）和术前SDF-1α低值组（＜2287.49
mg/L，n=36）、SDF-1α差值高值组（≥238.28
mg/L，n=72）和SDF-1α差值低值组（＜238.28
mg/L，n=34）。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
析发现（图2），术前SDF-1α低值组MACE累
积发生率（41.07%）高于术前SDF-1α高值组
（12.86%）（χ2=12.814，P=0.000），SDF-1α
差值低值组MACE累积发生率（41.18%）高于
SDF-1α差值高值组（13.89%）（χ2=11.820，

•

图2 Kaplan-Meier生存曲线图

P=0.001）。
3 讨论
目前，我国冠心病人数约1100万，随人口老
龄化和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流行，预测近10年内
将会出现冠心病患病人数的快速增长 [9]。而ACS
作为冠心病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其发病机
制仍不完善，主流观点认为ACS 发生与血管痉
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溃脱落、血液凝集系统
激活及炎症反应等多种因素相关 [10,11]。SDF-1α
是一种高度保守的G蛋白偶联受体，主要表达于
骨髓基质细胞，其通过SDF-1α/CXCR4信号通
路参与成骨细胞增殖分化、肿瘤细胞增殖分化及
迁徙。近年研究发现，SDF-1α还与心血管疾病
发生发展相关 [12-14]。冠心病患者血SDF-1α水平
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其与冠脉病变程度呈明显负
相关[15]。还有学者发现，血SDF-1α在冠心病患
者冠脉侧支循环分级中呈明显正相关，SDF-1α
水平越高，侧支循环等级则越高，在一定程度上
SDF-1α可预测冠脉侧支循环形成[16]。但血SDF1α在ACS患者PCI后的临床价值尚不明确。
本研究中，ACS患者术后血SDF-1α明显高
于术前，提示血SDF-1α与PCI治疗相关，可能是
PCI治疗后，血管内皮细胞形成活跃，SDF-1α
表达明显升高，最终以微粒体形式释放入血，
但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分析[17]。本研究还发现，
MACE组血SDF-1α和SDF-1α变化差值均低于无
MACE组，提示SDF-1α为ACS的保护性因素。
这是因为SDF-1α可增加内皮修复能力、改善内
皮功能，SDF-1α高表达可促进缺血区域血管再
生和渗透性，提高细胞膜电传导和去极化速率，
改善患者预后 [18,19]。经ROC曲线分析发现，术前
SDF-1α和SDF-1α差值均可预测ACS患者PCI
后MACE发生，尤以两者联合效果最佳，挖掘出
SDF-1α在ACS预后预测中的临床价值，为ACS患
者诊疗提供更多理论依据及方向。同时，本研究

表3 术前SDF-1α和SDF-1α差值预测ACS患者PCI后MACE效能分析
指标
术前SDF-1α
SDF-1α差值
联合指标

AUC
0.784
0.908
0.962

95%CI
0.711~0.843
0.856~0.971
0.935-0.999

Z
5.482
15.521
39.387

截断值（mg/L）
2287.49
238.28
-

注：AUC：曲线下面积；SDF-1α：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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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
78.35
89.32
97.89

特异度（%）
70.14
80.27
88.51

P
0.007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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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绘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发现，
术前SDF-1α低值组MACE累积发生率高于术前
SDF-1α高值组（P＜0.05），SDF-1α差值低值
组MACE累积发生率高于SDF-1α差值高值组（P
＜0.05），提示术前SDF-1α和/或SDF-1α差值越
低MACE发生率越高，与前述结论吻合，再次强
调了SDF-1α在ACS患者PCI预后中的临床价值。
综上认为，ACS患者经PCI后血SDF-1α明显
升高，术前SDF-1α和SDF-1α差值均可预测术
后MACE发生情况，术前SDF-1α和/或SDF-1α
差值越低MACE发生率越高。由于本研究样本量
较少，且观察时间较短，结论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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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患者不用利尿剂，预后更好？！JACC子刊研究
当前指南强调，容量管理是心衰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有液体潴留证据的心衰患者均应使用利尿剂。

比，未用利尿剂者主要终点（因心衰住院或心血管死亡）
的风险降低了23%，全因死亡风险也明显降低。

然而，2022年4月6日JACC心衰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提

随访期间，基线未用利尿剂的患者中约40%开始启用

示，在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HFrEF）患者中，与已用或开

利尿剂。而与不用利尿剂者相比，这些患者的死亡风险增

始使用利尿剂者相比，不用利尿剂的患者预后更好。作者

加了1.05倍，心衰症状评分（KCCQ-CSS评分）和估算肾小

指出，在HFrEF研究中，高至20%的患者基线未用利尿剂。

球滤过率下降幅度更大。进一步分析显示，随访期间开始

该研究将ATMOSPHERE研究和PARADIGM-HF研究中

启用利尿剂的5个最强预测因素包括：N末端脑钠肽前体水

的数据合并，共纳入15 415例患者，其中20%基线未服用利

平较高、体质指数较高、年龄较大、有糖尿病病史、心衰

尿剂。这些未用利尿剂的患者心衰程度相对较轻，神经体

症状更严重。

液激活不如服用利尿剂者明显，肾功能也较好。
分析显示，约3.5年随访期间，与服用利尿剂的患者相

在PARADIGM-HF研究中，接受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的
患者随访期间开始启用利尿剂的可能性较低（OR=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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