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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心肌病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
变化对其心功能及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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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扩张型心肌病(DCM)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变化对其心功能改变及预后的影响。方法:选

取2007年7月至2015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145例DCM患者,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患者血

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同时用超声心动图测定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及左室缩短速

率(FS)。所有患者随访1~48个月,根据是否发生心原性死亡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比较两组患者血清TNF-α水平及心功

能指标,并分析TNF-α与LVEF的相关性。结果:心功能Ⅳ级的患者TNF-α水平明显高于心功能Ⅱ级和Ⅲ级的患者(P <

0.05或P<0.01),心功能Ⅲ级的患者TNF-α水平高于心功能Ⅱ级的患者(P<0.05)。死亡组血清TNF-α水平及LVEDD
明显高于生存组,而LVEF、FS明显低于生存组(P<0.05或P<0.01)。两组血清TNF-α水平与LVEF均呈负相关关系(r

=-0.597、-0.527,均P<0.05)。结论:血清TNF-α水平变化可作为反映DCM患者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的敏感指标之一,随

着TNF-α水平升高,心原性死亡风险增加;且血清TNF-α水平对DCM患者预后有一定的临床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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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张型心肌病(DCM)病因未明,病死率较高,
确诊后5年生存率约50%[1],是心脏移植的主要病

因之一。左心室重构是心力衰竭的主要发病机制,
其程度对心力衰竭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2]。肿瘤坏

死因子-α(TNF-α)是一种重要的促炎症细胞因子,
有资料表明TNF-α参与左心室重构,并参与多种心

脏疾病如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肌炎、缺血性心脏病、
扩张性心肌病等的病理生理过程[2]。本研究通过观

察145例DCM 患者血清TNF-α水平的变化,探究

其对患者心功能改变及预后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7年7月至2015年12月在广西医科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145例DCM 患者,
所有患者均符合2007年中国心肌病诊断和治疗建

议工作组提出的关于心肌病的诊断标准:(1)左室舒

张末期内径(LVEDD)>5.0cm(女性)或>5.5cm
(男性);(2)左室射血分数(LVEF)<45%和(或)左
室缩短速率(FS)<25%[3]。其中男81例,女64例;
年龄31~75岁,平均(59.5±12.7)岁;心功能分级

按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分级标准:Ⅱ级23例,

Ⅲ级70例,Ⅳ级52例。I级:日常活动无心衰症状;

Ⅱ级:日常活动出现心衰症状(呼吸困难、乏力);Ⅲ
级:低于日常活动出现心衰症状。排除高血压、糖尿

病、冠心病及其他类型心肌病患者、明显营养不良的

患者以及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患者。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 患者于入院后次日清晨采集空

腹肘静脉血3mL,常温下静置1h,4℃离心10min
(2000r/min),取上层血清,分装后置于-80℃冰

箱内保存待测。

1.2.2 血清TNF-α水平及相关实验室指标的测定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北方

生物技术研究所)测定患者入院时血清中TNF-α的

水平。比较不同心功能分级的患者血清TNF-α水

平的差异。同时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患者空腹血

糖(FBS)、肝功能[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甲状腺功能[游离三碘甲

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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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FSH)]、肾功能[尿素氮(BUN)、肌酐(Cr)、尿酸

(UA)]及肌钙蛋白I(TnI)水平。

1.2.3 心功能指标测定 所有患者于入院次日采

用HP5500型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仪(探头频率

2.5MHz)行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由经验丰

富高年资医师固定1人操作,测定 LVEDD、FS、

LVEF等指标。

1.2.4 观察时间终点和分组 所有患者随访1~
48个月,记录死亡原因。事件终点:心原性死亡。
根据是否发生心原性死亡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生存

组,随访期间按照心衰标准治疗方案给予血管紧张

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β-受体阻滞剂、洋地黄、利
尿剂等。入选的145例DCM 患者在随访过程中,
死亡19例,其中死于心力衰竭16例,死于恶性心律

失常3例。比较两组患者入院时血清TNF-α水平

及心功能指标(LVEF、LVEDD及FS),并分析血清

TNF-α水平与LVEF之间的相关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多组间

比较用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LSD-t检验;两
变量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的

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血压、FBS、肝肾功能、甲
状腺功能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血清TNF-α水平及心功能指标的比

较

  死亡组TNF-α水平及LVEDD明显高于生存

组(P<0.01),而LVEF、FS明显低于生存组(P
<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的比较 (췍x±s)

 项目 生存组 死亡组 t/χ2 P
性别(男/女),n 70/56 11/8 0.35 >0.05
年龄/岁 58.30±10.40 61.40±13.30 1.67 >0.05
收缩压/kPa 14.50±1.99 16.09±2.93 1.70 >0.05
舒张压/kPa 9.31±2.13 10.37±2.26 1.69 >0.05
FBG/(mmol/L) 4.51±1.80 4.79±1.67 1.53 >0.05
AST/(U/L) 41.50±8.07 36.45±7.67 1.81 >0.05
ALT/(U/L) 48.34±8.44 39.66±9.07 1.77 >0.05
FF3/(pmol/L) 3.78±1.56 4.09±1.89 1.69 >0.05
FF4/(pmol/L) 13.80±3.97 15.43±4.11 1.68 >0.05
TSH/(μIU/L) 4.74±1.32 3.63±1.44 1.71 >0.05
BUN/(mmol/L) 7.45±1.90 6.71±1.21 1.66 >0.05
Cr/(mmol/L) 101.05±12.76 97.54±13.77 1.73 >0.05
UA/(μmol/L) 384.22±45.77 376.43±43.57 1.83 >0.05
TnI/(μg/L) 0.05±0.02 0.04±0.01 1.76 >0.05

表2 两组患者血清TNF-α水平、心功能指标的比较(췍x±s)

 项目 生存组
(n=126)

死亡组
(n=19) t P

TNF-α/(μg/L) 3.74±1.13 6.87±1.21 2.62 <0.01
LVEDD/mm 66.74±6.56 73.93±5.46 2.13 <0.05
FS/% 15.67±4.13 12.34±4.06 2.38 <0.05
LVEF/% 0.43±0.24 0.27±0.15 2.41 <0.01

2.3 两组患者血清TNF-α水平与LVEF的相关性

  死亡组和生存组血清TNF-α水平均与LVEF
呈负 相 关 关 系(r =-0.597、-0.527,均 P <
0.05)。
2.4 不同心功能分级的患者血清中TNF-α水平的

比较

  心功能Ⅱ级、Ⅲ级、IV级的患者血清中TNF-α
水平分别为(2.88±1.24)μg/L、(4.33±1.47)μg/
L、(6.01±2.07)μg/L,DCM 患者血清TNF-α水平

随心力衰竭程度的加重而升高,不同心功能分级的

患者血清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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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TNF-α是一种多功能的炎性细胞因子,参与广

泛的生理和病理调控,是慢性心力衰竭(CHF)发生、
发展的重要介导物质之一。TNF-α主要由单核巨

噬细胞 分 泌,心 力 衰 竭 时 心 肌 细 胞 可 高 度 表 达

TNF-α。有研究表明,TNF-α可引起心肌细胞外基

质重 构、心 肌 细 胞 肥 大、心 室 扩 张,最 终 发 展 为

CHF。TNF-α主要通过下列途径发挥作用:(1)
TNF-α通过影响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基质金

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TIMP)等的表达间接影响细

胞外基质的代谢,引起心肌胶原纤维沉积,促进心室

的重构[4];(2)TNF-α可抑制心肌的收缩功能,早期

通过减少胞质内钙离子流动从而抑制心肌的收缩功

能,晚期引起肌丝对钙离子的脱敏从而导致持续的

心肌收缩障碍[5];(3)TNF-α可促进内皮素-1的产

生,导致细胞增生、分化、炎症、坏死和新血管的形

成,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及斑块的破裂,造成心

肌细胞缺血、坏死[6]。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功能Ⅳ级的患者TNF-α水

平明显高于心功能Ⅱ级和Ⅲ级的患者(P<0.01或

P<0.05),心功能Ⅲ级的患者TNF-α水平高于心

功能Ⅱ级的患者(P<0.05);死亡组TNF-α水平及

LVEDD明显高于生存组,LVEF、FS明显低于生存

组(P<0.01),死亡组和生存组血清TNF-α水平均

与LVEF 呈 负 相 关 关 系(分 别 为r =-0.597、
-0.527,均P<0.05),说明血清TNF-α水平随心

力衰竭程度加重而升高,TNF-α水平变化可作为反

映DCM 患者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的敏感指标之一;
TNF-α水平越高,发生心原性死亡的可能性越大,
提示过高的TNF-α水平对DCM患者发生心原性死

亡有一定的临床预测价值。龚玮琦等[7]的研究显示

血清TNF-α水平与心功能分级有明显的相关性,
TNF-α水平对于LVEF正常的CHF患者的早期诊

断有重要意义。李代桃等[8]在对风湿性心脏病引起

CHF的研究中,表明随着心功能的恶化,血清TNF-
α水平升高,TNF-α是评价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

治疗及预后的指标。目前针对心脏疾病的抗TNF-
α治疗及TNF-α相关药物的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

点。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可通过抗细胞凋亡

机制减轻心肌细胞的损伤,抑制心肌肥厚及其向心

力衰竭的转变。GDF-15在生理情况下表达量很低

或几乎不表达,但在病理和应激情况下,心肌细胞

GDF-15的表达显著上调[9]。Ohtsuki等[10]证实,在
非心肌梗死后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肌中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Ⅱ(ACEⅡ)基因表达升高,并与左心室

舒张末容积和LVEF恶化程度呈明显相关关系,提
示ACEⅡ可能作为一种代偿适应机制来延缓心力

衰竭患者的心室重构。
  综上,DCM 患者血清TNF-α水平改变与心力

衰竭的严重程度有关,随着TNF-α水平升高,发生

心原性死亡的可能性增加,这为临床医生判断DCM
患者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评估预后及进一步指导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而针对心脏疾病的抗 TNF-α
治疗及TNF-α相关药物的研究,给心力衰竭患者的

心室重构改善带来希望,但在临床上应用尚有待于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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