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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K-1、Wnt-5a与急性冠脉综合征冠脉病变严重程度
及近期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李长平1，张明茹2，任庭谊2，陈忠3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血清中DKK-1、Wnt-5a含量冠状动脉（冠脉）病
变严重程度及近期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12月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心内
科接受治疗的ACS患者120例为ACS组；另随机纳入30例同时期于我院健康体检的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冠心病）人群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并检测血清DKK-1和Wnt-5a水平，根
据冠脉造影评估冠脉病变支数和病变程度，记录住院期间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发生率。采
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ACS患者近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 ACS组患者血清DKK-1和
Wnt-5a水平高于非冠心病组（P＜0.05），且随病变程度而加重，血清DKK-1和Wnt-5a水平逐渐升高（P
＜0.05）；多支病变亚组患者血清DKK-1、Wnt-5a水平高于单支病变亚组和双支病变亚组（P＜0.05）。
经Pearson法和Spearsman法分析，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呈正相关性（r=0.299，P=0.001），
两者分别与Gensini评分呈正相关性（r=0.685，0.684，P＜0.001）。住院期间共34例（28.33%）患者发
生MACE，作为MACE组，其余未发生MACE的患者视为非MACE组。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DKK-1
（OR=1.690，95%CI：1.231~2.364）和Wnt-5a（OR=4.774，95%CI：2.916~8.490）水平升高是ACS患者
住院期间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ACS患者血清DKK-1、Wnt-5a水平普遍高于非
冠心病人群，且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具有正相关性。血清DKK-1、Wnt-5a水平升高，预示着ACS患者近
期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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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KK-1, Wnt-5a and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and short-term prognosis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AC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19 were enrolled in the ACS group. Another 30 volunteers with non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were hospitalized for chest pain at the same time but were confirmed to be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negative by coronary angiography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gener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unted and the levels of serum DKK-1, Wnt-5a were detected by ELISA method. The
number and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coronary angiography.The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during hospitalization was recorde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or prognosis in ACS patients. Results The
serum DKK-1 and Wnt-5a levels in AC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serum
DKK-1 and Wnt-5a level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0.05). In addition,
the levels of serum DKK-1 and Wnt-5a in patients with multivessel diseas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single vessel disease or double vessel disease (P<0.05). Pearson and Spearsma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DKK-1
and Wnt-5a leve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0.299, P=0.001), while the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sini
score (r=0.685, 0.684, P<0.001), respectively. During hospitalization, there were 34 patients (28.33%) with MACE
as MACE group, while other ACS patients without MACE were as non-MACE group..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KK-1 (OR=1.690, 95%CI: 1.231~2.364) and Wnt-5a (OR=4.774, 95%CI: 2.916~8.490)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MACEs in ACS patient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P<0.05). Conclusions Th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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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KK-1 and Wnt-5a in ACS patients would b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coronary heart disease population, which
might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The increase of serum DKK-1 and Wnt5a levels indicates that the short-term prognosis of ACS patients is poor.
[Key words] DKK-1; Wnt-5a;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Short-term
prognosis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是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急性临床事件之一 [1]，
发病机制复杂，与内皮细胞结构和功能受损、内
皮下脂质堆积、局部炎症反应等密切相关 [2]。最
近的有证据表明，果蝇无翅基因（Wnt）信号通
路是心血管疾病炎症过程的重要调节因子 [3]，当
血管内皮功能受损时，大量炎症细胞聚集于内皮
下，导致Wnt信号通路被过度激活，包括Wnt配
体蛋白、胞浆中的信号传导分子、胞核中的转录
调控因子等表达量上调，诱导血管平滑肌增殖、
迁移以及血管钙化等过程[4]。基于上述理论，Wnt
信号通路过度激活是冠心病发生的早期事件且贯
穿于疾病进展始终，对于深入理解ACS的发生机
制以及寻找高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Dickkopf相关蛋白-1（DKK-1）作为天然
拮抗Wnt信号通路的内源性小分子物质，一方面
可竞争性结合Wnt蛋白膜受体，抑制经典型Wnt通
路；另一方面通过非Wnt途径参与内皮细胞代谢
过程[5]。目前关于Wnt信号通路与ACS发病相关性
的临床研究尚少，本研究拟通过分析ACS患者血
清中DKK-1、Wnt-5a含量变化及与冠脉病变严重
程度和患者近期预后关系，为深入阐述ACS的发
病机制以及为临床上冠心病病情评估寻找新的的
参考指标提供一定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1.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1至12月于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心内科接受治疗的ACS患
者120例为ACS组，其中男性75例，女性45例，年
龄38~84岁，平均年龄（64.18±12.77）岁。纳入
标准：①所有患者均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术确诊，
且符合国际心脏病协会及世界卫生组织（ISFC/
WHO）的诊断标准[6]；②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确保研究期间，自愿配合医护人员检查；③无其
他器质性心脏疾病者。排除标准：①心肌炎、慢
性心力衰竭、陈旧性心肌梗死者以及近1月内他
汀类药物服用史者；②合并其他严重感染、恶性
肿瘤、凝血功能障碍、免疫性疾病、肝肾功能严
重不全或其他严重的慢性疾病者或合并严重并发
症者。另外，纳入30例同期在我院行体格检查且
年龄和性别构成与ACS组患者相匹配的非冠心病
人群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5例，女性15例，年龄
35~85岁，平均年龄（66.73±13.04）岁；各项心

功能指标检查正常且冠脉造影检查阴性；排除标
准同ACS患者。
1.1.2 研究分组 ①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指
标、心电图检查，将患者分为不稳定性心绞痛
（UA）组（n=47例）、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
（NSTEMI）组（n=33例）和ST段抬高心肌梗死
（STEMI）组（n=40例）。②按照病变狭窄累积
左冠状动脉（冠脉）的左前降支（LAD）、左回
旋支（LCX）、右冠脉（RCA）、左主干（LM）
的支数分为单支病变亚组（n=43例）、双支病变
亚组（n=49例）、多支病变亚组（n=28例）。③
根据Gensini评分对冠脉病变狭窄程度进行评分，
分为轻度病变（0~30分）亚组（n=37例）、中
度病变（31~60分）亚组（n=48例）、重度病变
（＞60分）亚组（n=35例）。
1.2 研究方法
1.2.1 冠脉造影检查 采用Judkins法[7]，取患者右
侧桡动脉或股动脉（若右侧桡动脉穿刺失败则改
为右侧股动脉）进行导管穿刺，多角度体位对
右冠脉（2个体位）、左冠脉（4个体位）进行投
照，全数字化平板探测器血管造影机型号为飞利
浦Allura Xper FD20，采用DSA图像处理系统定量
分析冠脉病变支数和狭窄程度。
1.2.2 血清DKK-1和Wnt-2水平检测 进行冠脉
造影前采集空腹肘静脉血3 ml，3000 r/min离心
20 min，收集上清，保存在-20℃待测。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血清DKK-1和
Wnt-5a水平，试剂盒购自奥地利BIOMEDICA公
司，配套仪器 K6600-A全波长多功能酶标仪购自
北京凯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3 血液常规指标检测 采用Cobas 8000型全自
动血液生化分析仪（美国罗氏公司）直接测定患
者总胆固醇（TC）， 三酰甘油（TG），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同型半胱氨酸（Hcy）、尿素氮
（BUN）、血肌酐（SCr）。
1.3 治疗及近期预后 ACS组患者入院后进行规范
的ACS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均成功接受经皮
冠脉支架植入术，术后给予双联抗血小板药物，
继续使用β受体阻滞剂、降脂药等治疗，并记录
患者住院期间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CE） [8]的
发生情况。MACE包括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
失常、左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心源性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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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心源性死亡等。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连续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
比较ACS组和非冠心病组之间或者MACE亚组和
非MACE亚组之间各连续变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而比较不同ACS类型亚组间、不同病变支数
亚组间或者不同冠脉病变程度亚组间各连续变
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
验。计数资料以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Pearson 法和
Spearman法分析ACS患者 DKK-1、Wnt-5a水平与
Gensini评分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影响ACS患者近期预后的危险因素。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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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CS组患者和非冠心病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和血清DKK-1、
Wnt-5a水平比较
项目

ACS组
（n=120）
年龄（岁）
64.18±12.77
男性（n，%）
75（62.50）
体质指数（kg/m2） 23.18±2.45
吸烟（n，%）
15（12.50）
饮酒（n，%）
26（21.67）
空腹血糖（mmol/L） 5.31±1.30
TC（mmol/L）
4.33±1.02
TG（mmol/L）
1.26±0.47
HDL-C （mmol/L） 1.43±0.42
LDL-C（mmol/L）
2.40±0.89
DKK-1（pg/ml）
528.66±139.54
Wnt-5a（ng/ml）
136.53±40.85

非冠心病组
（n=30）
66.73±13.04
15（50.0）
22.85±3.14
3（10.0）
5（16.67）
5.15±0.70
3.89±0.85
1.08±0.22
1.65±0.39
2.03±0.75
340.78±64.29
96.30±28.47

χ2/t值 P值
0.974
1.563
0.622
0.004
0.366
0.650
2.180
2.039
2.601
2.097
7.173
5.088

0.332
0.211
0.535
0.950
0.545
0.517
0.031
0.043
0.010
0.038
＜0.001
0.001

2 结果

注：ACS：急性冠脉综合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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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K-1：Dickkopf 相关蛋白-1；Wnt-5a：果蝇无翅基因MMTV整合
蛋白5a

2.1 ACS组患者和非冠心病组人群基线临床资
料和血清DKK-1、Wnt-2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体质指数、吸烟、饮酒、糖尿病、空
腹血糖、血脂水平等比较，ACS组患者血清TC、
TG、LDL-C、DKK-1和Wnt-5a水平均高于非冠
心病组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其他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2.2 不同类型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
水平表达差异 与UA亚组相比，NSTEMI亚组和
STEMI亚组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NSTEMI亚组
和STEMI亚组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比较
差异则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2。
2.3 不同病变支数ACS患者血清DKK-1和
Wnt-5a水平表达差异 多支病变亚组患者血清
DKK-1、Wnt-5a水平高于单支病变亚组和双支病
变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双

支病变亚组血清Wnt-5a水平高于单支病变亚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4 不同冠脉病变程度ACS患者血清DKK-1和
Wnt-5a水平表达差异 随着冠脉病变程度越高，
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逐渐升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2.5 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与
Gensini评分相关性分析 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
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呈现正相关
性（r=0.299，P=0.001）。此外，血清DKK-1和
Wnt-5a与Gensini评分均呈正相关性（r=0.685，
0.684，P＜0.001），图1。
2.6 ACS患者住院期间MACE发生情况 住院期
间，120例ACS患者中34例（28.33%）发生MACE
（包括急性心肌梗死3例，恶性心律失常19例，
左心功能不全8例，心力衰竭3例，心源性猝死1
例），作为MACE组；其余未发生MACE的患者
视为非MACE组。比较MACE组和非MACE组患

表2 不同类型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比较
项目
DKK-1（pg/ml）
Wnt-5a（ng/ml）

UA亚组（n=47）
613.01±115.82
160.41±34.71

NSTEMI亚组（n=33）
477.74±116.39a
121.97±38.52a

STEMI亚组（n=40）
492.63±142.14a
128.11±39.74a

F值
14.827
12.753

P值
＜0.001
＜0.001

注：UA：不稳定心绞痛；NSTEMI：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ST段抬高心肌梗死；DKK-1：Dickkopf 相关蛋白-1；Wnt-5a：果蝇
无翅基因MMTV整合蛋白5a；与UA亚组比较，aP＜0.05
表3 不同病变支数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比较
项目
DKK-1 （pg/ml）
Wnt-5a（ng/ml）

单支病变亚组（n=43）
479.45±142.12
111.35±30.06

双支病变亚组（n=49）
522.32±135.40
131.61±30.97a

多支病变亚组（n=28）
615.33±100.46ab
186.64±25.43ab

F值
9.261
56.986

P值
＜0.001
＜0.001

注：DKK-1：Dickkopf 相关蛋白-1；Wnt-5a：果蝇无翅基因MMTV整合蛋白5a；与单支病变亚组比较，aP＜0.05；与双支病变亚组比较，

b

P＜0.05

表4 不同冠脉病变程度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比较
项目
DKK-1（pg/ml）
Wnt-5a（ng/ml）

轻度病变亚组（n=37）
407.51±105.35
108.90±32.99

中度病变亚组（n=48）
544.48±122.20a
129.75±31.08a

重度病变亚组（n=35）
637.70±85.53ab
178.70±26.80ab

F值
42.079
49.675

P值
＜0.001
＜0.001

注：DKK-1：Dickkopf 相关蛋白-1；Wnt-5a：果蝇无翅基因MMTV整合蛋白5a；与单支病变亚组比较，aP＜0.05；与双支病变亚组比较，

b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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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图1 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彼此间的关系及与Gensini评
分的相关性

者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吸烟、饮酒、糖尿
病、空腹血糖、TC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MACE组患者中饮酒、高血压或
糖尿病的比例、空腹血糖水平、血清TC、TG、
LDL-C、DKK-1、Wnt-5a、Gensini评分、多支病
变比例高于非MACE组患者，HDL-C水平低于非
MACE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5。
2.8 多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ACS患者近期预后
不良的危险因素 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高血
压病史、糖尿病史、DKK-1和Wnt水平升高、
Gensini评分增加及多支病变是ACS患者住院期间
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6。
表5 MACE亚组和非MACE亚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比较
项目

MACE亚组
（n=34）
年龄（岁）
65.65±13.58
男性（n，%）
18（52.94）
体质指数（kg/m2） 23.47±2.56
吸烟（n，%）
7（20.59）
饮酒（n，%）
12（35.29）
高血压病（n，%） 13（38.24）
糖尿病（n，%）
10（29.41）
高脂血症（n，%） 9（26.47）
空腹血糖（mmol/L） 5.65±1.38
TC（mmol/L）
4.59±1.08
TG（mmol/L）
1.53±0.46
HDL-C （mmol/L） 1.28±0.45
LDL-C（mmol/L）
2.82±0.76
DKK-1（pg/ml）
634.62±96.97
Wnt-5a（ng/ml）
159.91±43.22
Gensini评分
66.18±11.29
多支病变（n，%） 15（44.12）

非MACE亚组
（n=86）
63.60±13.49
57（66.28）
23.06±2.25
8（9.30）
14（16.28）
10（11.63）
6（6.98）
12（13.95）
5.18±0.97
4.22±0.79
1.29±0.42
1.50±0.36
2.23±0.64
486.77±131.70
128.20±36.63
39.86±16.17
13（15.12）

χ2/t值 P值
0.749
1.850
0.865
1.900
5.191
11.134
8.761
2.644
2.109
2.074
2.745
2.804
4.310
5.935
4.057
8.681
11.456

0.456
0.174
0.389
0.168
0.023
＜0.001
0.003
0.104
0.037
0.040
0.007
0.00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MACE：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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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K-1：Dickkopf 相关蛋白-1；Wnt-5a：果蝇无翅基因MMTV
整合蛋白5a
表6 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CS患者住院期间发生MACE的危险
因素
变量
高血压病史
糖尿病史
DKK-1
Wnt-5a
Gensini评分
多支病变

β
0.322
0.598
0.076
0.435
2.135
0.735

SE
0.114
0.075
0.021
0.138
0.679
0.346

Waldχ2
8.764
3.158
3.635
4.847
6.552
9.108

OR
15.378
9.426
1.690
4.774
34.207
22.761

95%CI
6.175~33.820
4.378~17.105
1.231~2.364
2.916~8.490
20.975~81.996
10.869~34.352

P值
0.001
0.014
0.009
0.005
0.001
＜0.001

注：DKK-1：Dickkopf 相关蛋白-1；Wnt-5a：果蝇无翅基因
MMTV整合蛋白5a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病情凶险，进展迅
速，预后差，致死率较高 [9]，如何及时做出准确
的危险分层以及病情评估是急诊科医师面临的重
要难题之一。除了依据主诉、病史、心电图等资
料外，寻找敏感的预后评估生物标志分子对于临
床精准医疗、延缓疾病进展、改善患者预后具有
重要的临床价值。
Wnt信号通路是真核生物进展过程中一条非
常保守的级联放大信号通路，与细胞增殖分化
过程密切相关，不仅参与人类胚胎发育和器官
形成，且在一些病理生理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如肿瘤的形成、肥胖、胰岛素抵抗、纤
维化和炎症反应等）[10]。包括经典Wnt途径（即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和非经典Wnt途径（即
平面细胞极性途径和Wnt/Ca 2+通路）。有学者发
现，冠心病患者在缺血缺氧的病理状态下，内
皮细胞受损，导致Wnt信号通路被过度激活[11]。
杨志家等[12]发现，心肌梗死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Wnt/β-catenin基因表达量显著上调，而抑制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活性则有利于改善患
者预后。Wnt-5a是非经典Wnt途径的启动因子，
也是众多炎性介质中的一员，通过激活Wnt/Ca 2+
通路诱导核因子-kappaB发生核移位，促使血管
内皮细胞炎性反应的发生[13]。在本研究中，我们
发现ACS患者血清Wnt-5a水平显著高于非冠心病
组人群，且随冠脉病变严重程度和病变支数增
加，血清Wnt-5a水平也显著升高，说明ACS患者
Wnt信号通路过度激活与Wnt-5a水平升高有关。
此外，DKK-1是Wnt信号通路下游重要的靶
向因子，同时对于经典Wnt途径具有一定的负向
反馈调节作用。程航等[14]证实，冠心病患者血清
DKK-1水平普遍升高，且与冠脉病变程度呈显著
正相关性。本研究中，我们同样证实ACS患者血
清AKK-1水平高于健康对照人群，并且随着冠脉
病变严重程度和病变支数增加，血清DKK-1水平
也显著升高，推测可能是由于DKK-1能够募集大
量炎性因子和炎症细胞发生血管内皮浸润，诱导
冠状动脉内皮细胞凋亡和纤维化损伤，并且影响
冠状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此外，通过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且通过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证实，DKK-1和Wnt-5a水平升
高均是导致ACS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说明DKK-1和Wnt-5a可能是通过诱导不同的生物
学途径参与ACS病情演变过程。虽然DKK-1对经
典Wnt途径有一定负反馈调节作用，但也可通过
诱导血管内皮活化增加内皮细胞和血小板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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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从而影响响粥样硬化斑块的发生、发
展与稳定性。而Wnt-5a则是通过激活非经典Wnt/
Ca2+途径活化下游核因子-kappaB，促使血管内皮
细胞炎性反应的发生[15]。
综上所述，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
DKK-1、Wnt-5a水平普遍高于非冠心病人群，且
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血清DKK-1、
Wnt-5a水平增加，预示着ACS患者近期预后不
良，住院期间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相应增
加。密切监测ACS患者血清DKK-1和Wnt-5a水平
有助于指导患者危险分层及二级预防治疗，进而
提高临床获益并改善近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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