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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L-40 对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术前预后营养指数联合血清 CXC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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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术前预后营养指数（PNI）联合血清 C-X-C 基序趋化因子配体 5（CXCL5）、壳多糖酶 3 样蛋白 1（YKL-40）对非肌
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患者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UR-BT）后复发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新疆
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 109 例接受 TUR-BT 治疗的 NMIBC 患者，
根据是否 TUR-BT 后复发分为复发组（n＝32）和未复发
CXCL5 及 YKL-40 水平。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NMIBC 患者
组（n ＝77），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术前 PNI、
TUR-BT 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术前 PNI 和血清 CXCL5、
YKL-40 水平对 NMIBC 患者 TUR-BT 后

复发的预测价值。结果：随访 3 年，109 例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 32 例，复发率为 29.36％。
复发组多发肿瘤、
肿瘤 T1 期、
低
分化比例和血清 CXCL5、YKL-40 水平高于未复发组，白蛋白、淋巴细胞计数、术前 PNI 水平低于未复发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多发肿瘤、肿瘤 T1 期、低分化肿瘤、血清 CXCL5 升高、
YKL-40 升高为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独
YKL-40 水平单独与联合预
立危险因素，
术前 PNI 升高为独立保护因素（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
术前 PNI 和血清 CXCL5、
0.792、
0.780、
0.955，灵敏度分别为 78.12％、53.13％、
84.37％、
测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81、
96.87％，特异度分别为 74.03％、
97.40％、
59.74％、
79.22％。术前 PNI 联合血清 CXCL5、
YKL-40 水平预测 NMIBC 患者 TUR-BT
YKL-40 水平升高是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独立危险
后复发的 AUC 大于三者单独预测（P＜0.05）。结论：血清 CXCL5、

因素，
术前 PNI 升高为独立保护因素，
三者联合检测对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预测价值较高。
YKL-40；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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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Value of Preoperative 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Combined with
Serum CXCL5 and YKL-40 for Recurrence after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 of Non-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To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reoperative 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PNI) combined with serum
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5 (CXCL5) and chitinase-3-like protein 1 (YKL-40) in patients with non-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for recurrence after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 (TUR-BT).

A total of 109 patients with NMIBC

who were treated with TUR-BT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in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recurrence group (n=32) and non-recurrence group (n=77)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re was recurrence
after TUR-BT. The clinical data, preoperative PNI, CXCL5 and YKL-40 level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reoperative PNI and serum CXCL5 and
YKL-40 levels for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After 3 years of follow-up, 32 of 109 patients with NMIBC

had recurrence after TUR-BT,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29.36%. Multiple tumors, tumors T1 stage, low differentiation ratio and serum
CXCL5 and YKL-40 levels in the recurrenc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recurrence group, while albumin, lymphocyte count
and preoperative PNI level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non-recurrence group (P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ultiple tumors, tumors T1 stage, low differentiation tumors, increased serum CXCL5 and increased YKL-40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while increased preoperative PNI was independent
protective factor (P＜0.05).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preoperative PNI and serum CXCL5 and YKL-40 levels were 0.781, 0.792,
0.780 and 0.955 respectively for predicting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The sensitivity was 78.12% , 5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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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7% , 96.87% ,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74.03% , 97.40% , 59.74% , 79.22% , respectively. Preoperative PNI combined with serum
CXCL5 and YKL-40 levels predicted the AUC of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was greater than that predicted by
the three alone (P＜0.05).

The increased serum CXCL5 and YKL-40 levels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and increased preoperative PNI is an independent protective factor.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e three
has a high predictive value for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Non-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 Recurrence; 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CXCL5; YKL-40; Predictive value

伦理委员会批准。

前言

1.2 方法

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是泌尿系统最常见恶性肿瘤，

3000
收集 NMIBC 患者 TUR-BT 前 1 d 空腹静脉血 3 mL，

2020 年我国 BC 发病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为 57.3 万例、
21.3

r/min 离心 10 min（半径 10 cm）分离血清，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

万例，
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3.0％和 2.1％ 。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AU680）和全自动血细
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型号：

（non-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为 BC 最常见的

LH750）检测白
胞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型号：

病理类型，目前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ransurethral resection

蛋白和淋巴细胞计数，根据 PNI 公式 [5]计算 PNI[PNI= 白蛋白

of bladder tumor，
TUR-BT）仍然是 NMIBC 首选治疗方案，但术

（mg/L）+5伊淋巴细胞计数（伊109/L）]。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1]

。早期预测 TUR-BT 后复发对改善 NMIBC 患

[2，
3]

后复发率较高

者预后意义重大。有研究显示，
免疫炎症在癌细胞增殖、血管生
[6]

成、
迁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营养不良是一种微炎症状态，
PNI）是一种通过营
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
[5]

YKL-40 水平，试剂盒均购自上海臻科生物科技
血清 CXCL5、

有限公司。
1.3 随访和分组
NMIBC 患者入院后均参考 《欧洲泌尿外科学会非肌层浸

养状况评估手术并发症风险的指标 ，能准确评估手术患者营

润性膀胱癌指南（2016）
》[12]接受 TUR-BT 治疗，术后通过电话

养状态。C-X-C 基序趋化因子配体 5 （C-X-C motif chemokine

或门诊复查方式随访 3 年，患者出院后随访开始，满三年停止

ligand 5，
CXCL5）是一种新型免疫系统分子，不仅参与炎症反

随访。统计 TUR-BT 后复发情况，TUR-BT 后复发定义为膀胱

应调节，还能通过结合其受体介导膀胱癌、宫颈癌等多种肿瘤

镜发现新发病灶。根据是否 TUR-BT 后复发将 NMIBC 患者分

细胞增殖、生长、转移等行为 [7，8]。壳多糖酶 3 样蛋白 1（chiti-

为复发组（n=32）和未复发组（n=77）。

nase-3-like protein 1，
YKL-40）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糖蛋白，在促

1.4 统计学分析

炎环境中大量分泌，可能参与了膀胱癌以及多种肿瘤的发生、
YKL-40 与 NMIBC
发展[9，10]。目前，
关于术前 PNI、
血清 CXCL5、

患 者 TUR-BT 后 复 发 的 关 系 尚 不 明 确 ， 本 研 究 通 过 检 测

选用 SPSS28.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以 n（豫）表示并采
用 掊 检验；计量资料以 或 M（P25, P75）表示，分别采用 t 或 U检
2

验；单 因 素 和多 因 素 Logistic 回 归分 析 NMIBC 患 者 TUR-

NMIBC 患者术前 PNI 和血清 CXCL5、YKL-40 水平，探讨三者

BT 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 （receiver operating

与 TUR-BT 后 复 发 的 关 系 及 预 测 价 值 ， 旨 在 为 临 床 防 治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术前 PNI 和血清 CXCL5、
YKL-40

TUR-BT 后复发提供参考依据。

水平对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预测价值，P＜0.05 为

1 资料与方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收治的 109 例接受 TUR-BT 治疗的 NMIBC 患者，其中男

2.1 单因素分析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影响因素

随访 3 年，109 例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 32 例，复

69 例，女 40 例；年龄 41～84 （60.32依6.47） 岁；体质量指数

发率为 29.36％（32/109）。复发组多发肿瘤、
肿瘤 T1 期、
低分化

5 cm；肿瘤数量：39 例单发、
70 例多发；肿瘤 T 分期 ：33 例 Ta

细胞计数、术前 PNI 低于未复发组（P＜0.05），而两组在性别、

32 例 Tis 期、44 例 T1 期；分化程度：32 例低分化、77 例中
期、

年龄、体质指数、肿瘤直径、肿瘤 Ta 期、肿瘤 Tis 期方面比较差

高分化。纳入标准：① 经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 NMIBC；② 初次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确诊，肿瘤 T 分期 Ta～T1 期；③ 接受术后即刻 + 常规灌注；④

2.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

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 入组前接受其他

影响因素

18.2～28.4（23.36依1.17）kg/m2；肿瘤直径：36 例 ≥ 5 cm、
73 例＜
[11]

抗肿瘤治疗者；②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③ 不具备 TUR-BT 治

YKL-40 水平高于未复发组，白蛋白、淋巴
比例和血清 CXCL5、

以肿瘤数量（多发为 "1"；单发为 "0"）、肿瘤 T 分期 T1 期

疗指征 者；④ 合并心脑血管疾病者；⑤ 合并严重感染或免疫、 （是为 "1"；否为 "0"）、分化 程度（低分 化 为 "1"；中 高分 化 为
[12]

造血系统损害者；⑥ 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⑦ 不能接受

"0"）、白蛋白、淋巴细胞计数、术前 PNI、血清 CXCL5、
YKL-40

随访或中途失访者。本研究经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

为自变量，均为原值输入，TUR-BT 后复发（是为 "1"；否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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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多发肿瘤、肿瘤 T1

2.3 术 前 PNI 和 血 清 CXCL5、
YKL-40 水 平 对 NMIBC 患 者

YKL-40 升高为 NMIBC 患
期、低分化肿瘤、血清 CXCL5 升高、

TUR-BT 后复发的预测价值

者 TUR-BT 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术前 PNI 升高为独立保护
因素（P＜0.05）。见表 2。

ROC 曲线分析显示，术前 PNI 和血清 CXCL5、YKL-40 水

平单独与联合预测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 AUC 分别
表 1 单因素分析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影响因素

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Factors

Recurrence group（n=32）

Non-recurrence group（n=77）

掊2/t/U

P

Gender(male/female)

18/14

51/26

0.970

0.325

≥ 60 years

21(65.63)

41(53.25)

1.412

0.235

＜60 years

11(34.38)

36(46.75)

≥ 24 kg/m2

21(65.63)

49(63.64)

0.039

0.844

＜24 kg/m

11(34.37)

28(36.36)

≥ 5 cm

12(37.50)

24(31.17)

0.410

0.522

＜5 cm

20(62.50)

53(68.83)

Single shot

6(18.75)

33(42.86)

5.717

0.017

Multiple

26(81.25)

44(57.14)

Ta stage

6(18.75)

27(35.06)

4.747

0.029

Tis stage

8(25.00)

24(31.17)

T1 stage

18(56.25)

26(33.77)

Low differentiation

15(46.87)

17(22.08)

6.702

0.010

Medium and high differentiation

17(53.13)

60(77.92)

Albumin（mg/L, x依s）

35.87依1.88

37.10依1.57

-3.511

0.001

-3.607

＜0.001

Age[n（％）]

Body mass index[n（％）]

2

Tumor diameter[n（％）]

Number of tumors[n（％）]

Tumors T stage[n（％）]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n（％）]

1.00依0.17

Lymphocyte count（伊10 /L, x依s）
9

1.21依0.31

43.14依2.16

-5.039

＜0.001

CXCL5[pg/mL, M（P25,P75）]

40.89依2.03
1183.12(858.24,1244.31)

866.98(662.83,1003.79)

4.794

＜0.001

YKL-40（ng/mL, x依s）

103.72依20.79

79.79依21.44

5.353

＜0.001

Preoperative PNI(x依s )

表 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影响因素
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Factors

茁

SE

W ald掊2

P

OR

95豫CI

Multiple tumors

0.304

0.080

4.807

0.028

1.355

1.159~1.585

Tumors T1 stage

1.068

0.388

4.359

0.037

2.909

1.360~6.220

Low differentiation tumors

0.099

0.041

4.423

0.035

1.104

1.019~1.197

Albumin

-0.172

0.099

2.445

0.118

0.842

0.693~1.023

Lymphocyte count

-0.130

0.072

3.087

0.079

0.878

0.763~1.010

Preoperative PNI

-0.510

0.123

6.534

0.011

0.600

0.472~0.764

Serum CXCL5

0.009

0.003

9.605

0.002

1.010

1.004~1.015

Serum YKL-40

0.067

0.021

10.722

0.001

1.070

1.02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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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L-40 水平单独与联合对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预测价值
表 3 术前 PNI 和血清 CXCL5、
Table 3 Predictive value of preoperative PNI and serum CXCL5 and YKL-40 levels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for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Indexes

AUC

95％CI

Cut-off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Youden index

Preoperative PNI

0.781

0.691～0.854

41.93

78.12

74.03

0.522

CXCL5

0.792

0.704～0.864

1164.32 pg/mL

53.13

97.40

0.505

YKL-40

0.780

0.690～0.853

84.11 ng/mL

84.37

59.74

0.441

Three items combine

0.955

0.897～0.985

-

96.87

79.22

0.761

营养支持能增加 BC 患者化疗效果，
改善患者预后[16]。白蛋白是
肝脏合成和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占血浆总蛋白的 40％～60％，
具有维持机体营养、
抗炎、增强免疫等多种功能，同时白蛋白还
是一种负时相反应蛋白，感染、炎症均能影响肝脏白蛋白合成，
因此白蛋白常被作为反映营养不良和炎症的指标[17，18]。淋巴细
胞是体积最小的白细胞，作为机体免疫应答功能的重要组成部
分，
淋巴细胞也具备蛋白质回收、营养物质运输等功能，因此淋
巴细胞计数不仅能反映机体免疫功能，还能反映营养状况[19]。
PNI 是根据白蛋白和淋巴细胞计数计算得出的一种反映营养

状况和炎症状况的客观指标，最早用于胃癌患者术后手术并发
PNI 还可作为结肠癌、非小细胞
症风险预测[5]。近年研究发现，
YKL-40 水平单独与联合预测 NMIBC
图 1 术前 PNI 和血清 CXCL5、

肺癌等恶性肿瘤预后评估指标[20，21]。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 PNI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 ROC 曲线

升高是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独立保护因素，分析是

Fig. 1 ROC curve of preoperative PNI and serum CXCL5 and YKL-40

白蛋白和淋巴细胞计数均能反映营养不良和炎症状况，PNI 若

levels for predicting recurrence after TUR-BT in patients with NMIBC

降低反映白蛋白和淋巴细胞计数降低，存在营养不良和炎症反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应，
营养不良导致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和自身免疫对抗肿瘤的

0.792、
0.780、0.955，灵敏度分别为 78.12％、
53.13％、
为 0.781、

作用降低，炎症也可通过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分化、迁移等促进

84.37％ 、
96.87％ ， 特 异度 分 别为 74.03％ 、
97.40％ 、
59.74％ 、

NMIBC 发展，
因此 TUR-BT 后复发风险更高。

79.22％ 。 术 前 PNI 联 合 血 清 CXCL5、
YKL-40 水 平 预 测

趋化因子是协调免疫细胞向组织运动的小多肽，研究表明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 AUC 大于三者单独预测 （均

趋化因子在免疫细胞迁移至肿瘤微环境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P＜0.001）。见表 3 和图 1。

用，
目前趋化因子网络已成为潜在的恶性肿瘤免疫治疗靶点之
一[22]。CXCL5 是 CXC 趋化家族一种膜结合趋化因子，可由多

3 讨论

种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分泌，作为炎症中介因子，CXCL5 能
，根据侵袭程度可分为

通过趋化中性粒细胞参与炎症反应，
并通过结合 C-X-C 基序趋

NMIBC 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NMIBC 约占所有初发 BC 的

CXCR2）介导
化因子受体 2（C-X-C motif chemokine receptor 2，

75％ 。 TUR-BT 因其创伤小、出血少和恢复快等优点成为

细胞增殖、黏附、迁移等行为[23]。一项基于在线工具探索 CXC

NMIBC 首选治疗方案，虽然 NMIBC 侵袭程度低，预后相对肌

趋化因子与 BC 预后和治疗靶点的研究发现，CXCL5 mRNA

层浸润性膀胱癌较好，但 BC 具有多中心性、多发性和易复发

在 BC 组织中表达上调，并通过影响细胞周期参与 BC 发展[24]。

的特点，导致 10％～67％的 NMIBC 患者可在 TUR-BT 后 1 年

在 BC 免疫治疗中，研究发现 CXCL5 在 BC 细胞中低表达与

内复发，24％～84％的 NMIBC 患者可在 TUR-BT 后 5 年内复

BC 免疫治疗的有效性相关[25]。上述研究说明 CXCL5 参与 BC

发，且再次复发肿瘤可能转移至其他机体组织，增加治疗难

发生发展。本研究结果显示，
术前血清 CXCL5 升高是 NMIBC

度 。早期预测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风险，有助于及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与 CXCL5 能结合

时给予辅助治疗，
改善患者预后，
延长患者生存期。癌症患者通

CXCR2 促进 NMIBC 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有关。研究表明，

常会营养不良，癌细胞在生长和分化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

敲低 CXCL5 能抑制 CXCL5 与 CXCR2 结合，下调 CD44 表

能量，如果身体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问

达，
抑制 BC 细胞上皮 - 间充质转化能力，进而抑制 BC 细胞增

题，
临床常使用 PNI 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血清学指标因其检

殖、
侵袭和转移行为[26]。

BC 是男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1]

[12]

[13]

测方法具有高效省时、
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特点，已在临床肿
[14]

YKL-40 是一种由 CHI3L1 基因编码的分泌型糖蛋白，不
YKL-40 无甲壳素酶活性，
同于甲壳素酶样蛋白家族其他成员，

瘤检测、
鉴定中广泛应用 。
近年研究表明，营养不良、免疫、炎症贯穿恶性肿瘤始终，
[15]

营养不良又能通过促进炎症参与肿瘤发生、
发展 。研究显示，

主要由嗜中性粒细胞、软骨细胞、巨噬细胞等细胞在炎症状态
下产生，同时 YKL-40 能特异性识别外周 T 淋巴细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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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L-40 被认为是炎症和免疫反应的生物标志物[27]。近年研究

发现，YKL-40 还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YKL-40 能通过细胞外

医科大学学报, 2020, 41(7): 784-787, 823
[8] 鹿士振, 刘效伊, 张伟丽, 等. 趋化因子 CXCL5 对宫颈癌 HeLa 细胞

信号调节激酶途径参与肿瘤血管生成和 细胞 增 殖、 迁 移、

恶性表型的影响及机制 [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 2021, 33(8): 882-

侵 袭 。研究显示，YKL-40 高表达与 BC 血管浸润、
高组织学

885

[10]

分级、T 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等有关，且 YKL-40 高表达的 BC 患
者 生存 期 更 短

[28]

。在吉西他滨与表柔比星序贯辅助治疗

TUR-BT 后 NMIBC 研究中，
YKL-40 低表达与 NMIBC 患者疗

效改善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血清 YKL-40 升高是

[29]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分析与 YKL-40

能通过促进 BC 细胞上皮 - 间充质转化有关。上皮 - 间充质转
化是恶性肿瘤获得更强迁移性和侵袭性，是肿瘤细胞发生侵
袭、转移的重要原因，YKL-40 能通过上调 N- 钙粘蛋白、波形
蛋白和下调 E- 钙粘蛋白促进 BC 上皮 - 间充质转化[30]。本研
究结果还显示，多发肿瘤、肿瘤 T1 期、低分化肿瘤为 NMIBC
患者 TUR-BT 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考虑是多发肿瘤因肿
瘤数目较多，不仅分布范围较大，且可 能 存在 微 小病 灶 ，

[9] 晋学飞,张涛,崔蕊,等. 膀胱癌患者尿 YKL-40 蛋白与细胞角蛋白片

段 19 抗原 21-1 水平变化及意义[J]. 中华实验外科杂志, 2016, 33(9):
2227-2229
[10] Chen HY, Zhou ZY, Luo YL, et al. Knockdown of YKL-40 inhibits
angiogenesis through regulation of VEGF/VEGFR2 and ERK1/2
signaling in endometrial cancer[J]. Cell Biol Int, 2021, 45(12): 25572566
[11] Amin MB, Edge SB, Greene FL, et al. AJCC cancer staging manual
[M]. 8th ed. New York: Springer, 2017: 303
[12] Babjuk M, B觟hle A, Burger M, et al. EAU Guidelin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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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殖系肿瘤手术后随访方案专家共识 [J]. 现代泌尿外科杂志 ,

分化 NMIBC 因癌细胞分化程度差 且 恶性 程 度 更高 ， 因此

2021, 26(5): 369-375

TUR-BT 后复发风险更高。本研究 ROC 曲线分析显示，术前
PNI 和血清 CXCL5、
YKL-40 水平单独与联合预测 NMIBC 患

者 TUR-BT 后复发的 AUC 分别为 0.781、0.792、0.78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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