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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慢性心力衰竭中医辨证分型与血清胱抑素 C 
及同型半胱氨酸的相关性研究
蔡宏文，李洋威，吕淑敏，戴金，黄兆铨，毛威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浙江  杭州  31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中医辨证分型与血清胱抑素 C（Cys-C）和同型半胱氨酸
（Hcy）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收治的 115 例 CHF 患者作为 CHF 组，以
同期本院 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再将 CHF 患者按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分为气阴两虚证 30 例，气虚
血瘀证 30 例，心肾阳虚证 30 例和阳虚水泛证 25 例。检测各组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采用 Spearman 等级
相关分析评价不同中医证型与血清 Cys-C 和 Hcy 的相关性。结果 CHF 组 Cys-C 和 Hcy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
对照组 〔Cys-C（mg/L）：1.24±0.34 比 0.77±0.22，Hcy（μmol/L）：18.66±4.57 比 11.65±3.21，均 P＜0.05〕。与
健康对照组比较，Cys-C 和 Hcy 水平按气阴两虚证、气虚血瘀证、心肾阳虚证和阳虚水泛证的顺序呈逐渐增高
趋势 〔Cys-C（mg/L）：1.02±0.27、1.09±0.31、1.32±0.22、1.59±0.25 ；Hcy（μmol/L）：14.94±2.20、17.66±3.04、
19.79±3.48、22.96±5.31〕，且以阳虚水泛证的升高程度最明显（P＜0.05）。相关分析显示，不同中医证型与血
清 Cys-C 和 Hcy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1＝0.73，r2＝0.79，均 P＜0.05）。结论 CHF 患者血清 Cys-C 和 Hcy 水
平的变化与其辨证分型规律的演变相一致，两者可作为 CHF 中医辨证分型的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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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serum cystatin C（Cys-C） and homocysteine（Hc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  
Methods 115 cases with CHF admitt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in the CHF group， and 30 cases who had taken health examination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chosen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CHF 
cases were sub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syndrome ： 30 cases of deficiency of both Qi and Yin 
syndrome， 30 cases of Qi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blood stagnation syndrome， 30 cases of heart and kidney 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25 cases of flooding due to 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The serum levels of Cys-C and Hcy in 
different groups were tested，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serum Cys-C and Hcy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Cys-C and Hcy in the 
patients with CH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Cys-C（mg/L）：1.24±0.34 vs. 
0.77±0.22， Hcy（μmol/L）：18.66±4.57 vs. 11.65±3.21，both P＜0.05〕.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Cys-C and Hcy in the above four groups of different syndromes had a tendency of gradual elevation 
in the sequence as follows ： deficiency of both Qi and Yin，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gnation， heart and kidney 
Yang deficiency and flooding due to Yang deficiency groups 〔Cys-C（mg/L）：1.02±0.27，1.09±0.31，1.32±0.22，
1.59±0.25 ； Hcy（μmol/L）： 14.94±2.20， 17.66±3.04， 19.79±3.48， 22.96±5.31〕， and the elevation in levels 
of flooding due to Yang deficiency group was the most prominent compared with that in other groups（P＜0.05）. The 
correlat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TCM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CHF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Cys-C and Hcy （r1＝0.73，r2＝0.79，both P＜0.05）. Conclusion The changes of serum Cys-C and 
Hcy leve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volution of regular pattern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F， 
and these two marker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objective indicators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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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CHF）是各种心血管疾病的终

末阶段，其发病率和病死率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危害

人类的生命安全［1］。近年来，尽管西医治疗 CHF 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许多问题，而中医药治

疗 CHF 的优势日趋明显，表现出良好的依从性及治

疗效果［2-3］。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思想，准确辨证

才能开展有效的治疗，但是关于 CHF 的中医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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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分型和疗效判定尚缺乏统一的标准，更无客观

的指标可循［4］。因此，研究 CHF 中医辨证分型的客

观化指标，对于进一步规范该疾病的辨证，提高疗

效具有重要的意义。近期研究发现，血清胱抑素 C
（Cys-C）和同型半胱氨酸（Hcy）与 CHF 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5-6］，但关于它们与 CHF 中医辨证分型

的内在关系目前国内外尚无研究涉及。本研究通过

检测 CHF 各中医证型中 Cys-C 和 Hcy 水平的变化，

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以期为 CHF 中医辨证分型

提供客观指标。

1 资料和方法

1.1 CHF 诊断标准：参照 2007 年“慢性心力衰竭

诊断治疗指南” ［7］，符合 CHF 诊断标准，纽约心脏学

会（NYHA）心功能分级Ⅱ～Ⅳ级，病程3个月以上，

病情相对稳定。CHF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参照 2002
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8］，分为气阴两

虚、气虚血瘀、心肾阳虚和阳虚水泛 4 个证型，辨证

分型的判定由 2 名主任中医师分别独立完成。所有

入选者均无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和感染，无血液病、甲

状腺疾病、恶性肿瘤等，近 3 个月未服用叶酸、维生

素 B12、维生素 B6 等。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取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一般资料：选择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在

本院住院和门诊就诊的 CHF 患者 115 例，其中男

性 76 例，女性 39 例；年龄 48～79 岁，平均（68.60± 
7.50）岁；按 NYHA 心功能分级标准，Ⅱ级 36 例， 
Ⅲ级 61 例，Ⅳ级 18 例；按 CHF 中医辨证分型标

准，气阴两虚证 30 例，气虚血瘀证 30 例，心肾阳

虚证 30 例和阳虚水泛证 25 例。选择同期本院

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均排除主要器

官器质性疾病，且中医辨证无明显阴阳偏盛偏衰，

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9～78 岁，平均

（65.87±6.67）岁。各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均衡，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有可比性。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按预先设计的观察表格，记

录各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心功能分级、中医四诊等，

并依据辨证标准确定中医辨证类型。留取患者清

晨空腹静脉血 6 mL，离心分离血清，采用散射免疫

比浊法测定 Cys-C 水平（试剂盒由美国德灵公司

提供），Cys-C 正常参考值为 0.6～1.2 mg/L，用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Hcy 水平，Hcy 正常参考值

为 0～15 μmol/L，并分析 CHF 不同中医证型与血清

Cys-C 和 Hcy 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经检验均符合正态分布，以均

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进

行比较；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CHF 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

比较（表 1）：CHF 组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均显

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

表 1 CHF 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例） Cys-C（mg/L） Hcy（μmol/L）

CHF 组 115 1.24±0.34 a 18.66±4.57 a

健康对照组   30 0.77±0.22 11.65±3.21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aP＜0.05

表 2 CHF 不同中医证型与健康对照组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例） Cys-C（mg/L） Hcy（μmol/L）

CHF 组

 气阴两虚证 30 1.02±0.27 a 14.94±2.20 a

 气虚血瘀证 30 1.09±0.31 a 17.66±3.04 a

 心肾阳虚证 30 1.32±0.22 abc 19.79±3.48 ab

 阳虚水泛证 25 1.59±0.25 abcd 22.96±5.31 abcd

健康对照组 30 0.77±0.22 11.65±3.21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aP＜0.05；与气阴两虚证比较，bP＜0.05；
与气虚血瘀证比较，cP＜0.05；与心肾阳虚证比较，dP＜0.05

2.2 CHF 组不同中医证型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比较（表 2）：CHF 4 个中医证型

的 Cys-C 和 Hcy 水平均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均

P＜0.05）。Cys-C 和 Hcy 水平按气阴两虚证、气虚

血瘀证、心肾阳虚证和阳虚水泛证的顺序呈逐渐增

高趋势。阳虚水泛证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较其

余各组均显著升高（P＜0.05）；心肾阳虚证 Cys-C
和 Hcy 水平较气阴两虚证显著升高（P＜0.05），心
肾阳虚证 Cys-C 水平较气虚血瘀证显著升高（P＜
0.05）。

2.3 CHF 不同中医证型与血清 Cys-C 和 Hcy 的相

关性分析：CHF 不同中医证型与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1＝0.73，r2＝0.79；均 P＜0.05），
提示血清 Cys-C 和 Hcy 可以作为 CHF 中医辨证分

型的客观指标。

3 讨 论

 近年来，Cys-C 作为反映早期肾损伤的敏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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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物越来越引起临床的重视［9-10］。最近研究发现，

Cys-C 也是评价 CHF 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敏感

指标之一［11］。Moran 等［12］在一项纳入 4 453 例受试

者的临床研究中发现，Cys-C 与 CHF 患者的收缩和

舒张功能障碍均相关，是 CHF 的独立危险预测因

子。Cys-C 参与 CHF 发生发展的具体机制尚不清

楚，可能与其影响心室重构及心力衰竭（心衰）时肾

功能恶化等因素有关［13］。Hcy 既往被认为与动脉

粥样硬化显著相关，是冠心病、脑梗死等的重要危

险因素［14-15］。Hcy 通过损伤内皮细胞、促进平滑肌

细胞增殖、增强脂质过氧化等机制导致动脉粥样硬 
化［16-17］。但新近研究发现，Hcy 在心衰形成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独立于冠心病的缺血机

制之外［18］。还有研究显示，Hcy 不仅与 CHF 的发

生有关，也与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Hcy 被认为是

CHF 新的危险因素［19］。Hcy 通过损伤内皮、促进氧

化和炎症反应等作用机制引起心肌间质纤维化、心

室重构，导致心衰［18］。Cys-C 和 Hcy 作为 CHF 的危

险分层指标正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本研究结果

也发现，CHF 组患者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组，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结果相似。

 中医学认为 CHF 的病机为本虚标实，本虚为气

虚、阳虚，标实为血瘀、水阻、痰饮，标实俱病、虚实

夹杂是其病理特点［20］。CHF 中医辨证分型与患者

的病情演变密切相关，不同证型的 Cys-C 和 Hcy 水

平变化不同，这可能是其病情演变的特征之一。本

研究结果发现，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按气阴两虚

证、气虚血瘀证、心肾阳虚证和阳虚水泛证的顺序

依次增加，其中以阳虚水泛证患者升高最为明显，这

与 CHF 证型轻重的演变规律基本一致。气阴两虚

多为 CHF 的初期病理变化，CHF 病情进一步发展

则出现气虚血瘀、心肾阳虚，由气虚到阳虚，病情逐

渐加重，而阳虚水泛是 CHF 的严重阶段。我们的研

究结果提示：血清 Cys-C 和 Hcy 水平可以直观地反

映 CHF 不同中医证型的轻重程度，可以对气虚、阳

虚进行一定的辨别。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项指

标和 CHF 不同中医证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提示

Cys-C 和 Hcy 可能是 CHF 中医辨证分型的物质基

础，亦有可能成为 CHF 中医辨证分型的新的客观指

标，这对揭示 CHF 中医证候的本质，指导中医药的

临床应用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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