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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的相关
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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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研究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浓度变化情况及其与心肌梗死后心功能的相关

性。方法：连续入选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90 例，测定患者入院即刻（T0）、入院次日（T1）、入院第 3 天（T2）和入院第 7 天（T3）血浆
Lp⁃PLA2 及心梗后 1 个月（T4）N 端前体脑钠肽（NT⁃proBNP）水平，并采用二维心脏超声测定 T1 和 T4 患者左室射血分数

（LVEF），Pearson 相关分析 Lp⁃PLA2 与 LVEF 及 NT⁃proBNP 的相关性。以 43 例同期入院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和 48 例健康体检者

作为对照。结果：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 Lp⁃PLA2 水平呈动态改变，心梗发作时显著增高，而入院第 7 天后基本降至对照组水

平［（61.42±36.99）mg/L vs.（49.83±27.17）mg/L，P > 0.05］。相关性分析显示入院即刻（T0）血浆 Lp⁃PLA2 水平与 C 反应蛋白水平

（r=0.06，P > 0.05）及血浆肌钙蛋白 T 水平（r=-0.07，P > 0.05）均无显著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入院时（T0）血浆 Lp⁃PLA2 水平
与 T4 血浆 NT⁃proBNP 水平（P=0.16，P > 0.05）、左室射血分数（LVEF）
（r=-0.09，P > 0.05）及 T4 与 T1 LVEF 差值（ΔLVEF）
（r=

0.04，P > 0.05）均无显著相关性。结论：血浆 Lp⁃PLA2 水平反映了急性心肌梗死动脉斑块不稳定状态，但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梗死后心功能恢复情况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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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change of plasma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concentr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ardiac function after AMI. Methods：Ninety consecutive AMI patients

who met the study criteria were enrolled. The plasma Lp⁃PLA2 levels were measured immediately after admission（T0），the next day

（T1），the third day（T2），and the seventh day（T3），N⁃terminal pro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was measured one month

after AMI（T4），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was measured by two⁃dimensional echocardiography at T1 and T4.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p⁃PLA2 and LVEF or NT⁃proBNP. In addition，48 healthy volunteers
and 43 stable angina pectoris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s the controls. Results：The level of plasma Lp⁃PLA2 showed dynamic changes

after AMI，it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onset of the disease，but decreased to normal level after 7th days of admission

［（61.42 ± 36.99）mg/L vs.（49.83 ± 27.17）mg/L，P > 0.05］.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n⁃admission plasma Lp⁃PLA2 and C⁃reactive protein level（r=0.06，P > 0.05）or between Lp⁃PLA2 and cardiac troponin T

level（r=-0.07，P > 0.05）. Further studie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Lp⁃PLA2 level at T0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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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NT⁃proBNP level at T4（r=0.16，P > 0.05）or LVEF at T4（r=-0.09，P > 0.05）or the difference of LVEF between T1 and T4（r=
0.04，P > 0.05）. Conclusion：The plasma level of Lp⁃PLA2 showed dynamic changes after AMI，which reflected the unstable state of
artery plaques，but it was not related to the recovery of cardiac function after 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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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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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 蛋 白 相 关 磷 脂 酶 A2（lipoprotein ⁃ 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亦称血小板活化因子
乙酰水解酶，它经成熟的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合成
和分泌，并受炎性介质的调节，具有促炎症和促动
脉粥样硬化的作用［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它是反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程度的一种新
的炎性反应标志物［2-4］。它在血液中的活性可动态
反映动脉粥样斑块的炎症程度，浓度越高风险越
大［5-6］。而在急性心肌梗死中Lp⁃PLA2与心梗发生的
关系及其在心梗后心肌修复中的作用仍不明确［7-9］。
He 等［10］发现，Lp⁃PLA2 可以通过减少修复型巨噬
细胞的产生来影响心梗后心肌细胞的修复过程，从
而影响心梗后心脏功能及心血管事件的发生，而
Stankovic 等［11］研究则进一步提示，高水平的血浆
Lp⁃PLA2 可以预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经皮冠状动
脉 介 入 治 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后 30 d 临床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但也有研究
发现，采用药物降低 Lp⁃PLA2 活性并不能减少冠心
病患者终点事件的发生［7］。因此，本研究拟对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血浆 Lp⁃PLA2 的蛋白水平及其动态
变化情况以及与心功能相关性进行研究，以期探讨
Lp⁃PLA2 水平与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及心脏功能的
相关性。
1

1.1

对象和方法

对象
2016 年 9 月—2017 年 4 月期间在苏北人民医院
连续招募了 90 例符合研究标准的急性 ST 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患者。研究方案按照 1964 年《赫尔辛基宣
言》及其后修正案中规定的伦理标准执行，经患者
或其家属知情同意，并由苏北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2016KY⁃186）。入组标准：根据 20015 美国心
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ACC/AHA）STEMI 诊断标
准［12］：心肌坏死生物标志物的典型动态升高，典型
的胸痛症状和心电图（ECG）上表现为持续性 ST 段
抬高，则诊断为 STEMI。所有入选患者均接受急诊

PCI 治疗，
患者术前未接受过抗血小板治疗者则术前
接受 300 mg 阿司匹林和 180 mg 替格瑞洛或 300 mg
硫酸氢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疗。排除标准：年龄<
18 岁，既往心肌梗死（MI）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CABG）病史、心源性休克、胸痛时间超过 24 h、房
颤 、Killip 分 级 >Ⅲ 、终 末 期 肾 病（肾 小 球 滤 过 率 <
30 mL/min）或已知的恶性肿瘤。此外，可能影响炎
症状态的因素，如传染病、炎症性疾病或接受包括
类固醇和非类固醇抗炎药治疗的患者也被排除。
同时连续入选 43 例同期入院稳定性冠心病患者，所
有患者均符合 2018 稳定性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指
南标准［13］，所有患者均经冠脉造影证实。同期从健
康体检中心选入 48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采集清晨
空腹血用于测定血浆 Lp⁃PLA2。
1.2 方法
所有实验室生化数据包括血脂、血糖和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等除非特别说明均取自患者入
院次日凌晨空腹静脉血。患者入院即刻（T0）、入院
次日（T1）、入院第 3 天（T2）和入院第 7 天（T3）静脉
血留取分离血浆测定 Lp⁃PLA2 和肌钙蛋白 T（cTnT）
水平。所有患者心梗后 1 个月（T4）复查时均留取空
腹血，分离血浆用于测定 N 端脑利钠肽前体（NT⁃
proBNP）水 平 。 心 脏 二 维 超 声（GE Vivid Q）采 用
Simpson 法 测 定 患 者 T1 和 T4 的 左 室 射 血 分 数
（LVEF）。cTnT 及 NT⁃proBNP 采用罗氏电化学发光
Elecsys2010 仪 器 及 配 套 原 装 试 剂 进 行 检 测 。 hs ⁃
CRP 采用胶乳凝集反应法测定。Lp⁃PLA2 测定试剂
盒来自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研究
患者均按照现行指南接受标准药物治疗。
1.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
频数和百分率表示，采用卡方检验；经正态性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各不同时间
点 Lp⁃PLA2 浓度水平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Lp⁃PLA2 与 TC、LDL⁃C、hs⁃CRP，cTnT、NT⁃proBNP 及
LVEF 间 的 相 关 性 采 用 Pearson 相 关 分 析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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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高浓度和低浓度 Lp⁃PLA2 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比较

Table 1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STEMI patient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high and low Lp⁃PLA2
groups

临床资料

高浓度组

低浓度组

（n=45）

（n=45）

t/χ2 值 P 值

临床基本情况
年龄（岁）
男［n（%）］

67.36 ± 12.10 60.51 ± 9.820 2.95 <0.01
32（71.11）0

40（88.89）0

4.44

0.04

09（20.00） 13（28.89）0

0.96

0.32

高血压［n（%）
］ 28（62.22）0
糖尿病［n（%）
］
BMI（kg/m2）

胸痛时间（h）
实验室指标
血糖（mmol/L）
TC（mmol/L）

TG（mmol/L）

30（66.67）0

0.19

24.26 ± 2.690 24.22 ± 2.540 0.07

2.89 <0.01

6.55 ± 2.44

8.49 ± 4.87

2.39

1.25 ± 0.56

1.77 ± 1.06

2.91 <0.01

LDL⁃C（mmol/L） 2.73 ± 0.91

0.21

肌酐（mmol/L） 83.80 ± 31.94 74.62 ± 30.21 1.40

0.17

1.06 ± 0.32

1.53

hs⁃CRP（mg/L） 16.12 ± 29.28 12.65 ± 14.27 0.71
WBC（×109 个/L）10.18 ± 3.350 9.64 ± 3.14
cTnT（ng/L）

临床用药情况

8.21 ± 9.78

6.63 ± 8.79

0.79
0.81

他汀类

45（100.00） 45（100.00） 0.00
45（100.00） 45（100.00） 0.00

β受体阻滞剂类 38（84.44）0

39（86.67）0

0.09

high（>median）and low（<median）Lp ⁃ PLA2
groups

梗死后患者不同时间点血浆 Lp⁃PLA2 水平存在显著
性差异（P < 0.01），其中急性心肌梗死后入院次日
（T1）水平与入院即刻（T0）水平相比有降低，但两者
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而入院即刻 LP⁃PLA2 水平
则显著高于入院第 3 天（T2）及入院第 7 天（T3）水平
（P 均 <0.01，图 2）。 入 院 第 7 天 LP ⁃ PLA2 水 平
［（61.42 ± 36.9）mg/L］与稳定性冠心病患者［（58.65 ±
25.72）mg/L，P > 0.05］及健康对照组水平则均无显
著性差异［（49.83±27.17）mg/L，P > 0.05］。
200

1.00
0.76

BMI：体重指数；TC：总胆固醇；TG：甘油三酯；LDL⁃C：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WBC：
白细胞。

2.2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Lp⁃PLA2动态变化情况
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急性心肌

P＜0.01
P＜0.01

150
100
50
0

T0
T1
T2
T3
T0、T1、T2 和 T3 分别表示入院即刻，入院次日，入院第 3 天及入

Figure 2

1.00

Comparison the LVEF of STEMI patients at 1
month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between the

0.48

［n（%）］
阿司匹林

Figure 1

院第 7 天。

0.42

低浓度组

高浓度组（>中位数）和低浓度组（<中位数）急性心肌

0.12
0.43

高浓度组

梗死 1 个月后左室射血分数值比较

0.82
0.67

HDL⁃C（mmol/L） 1.16 ± 0.30

图1

0.02

0.42

2.65 ± 0.90

0

0.98

6.16 ± 5.01
4.57 ± 1.15

20

0.66

8.56 ± 2.44
4.52 ± 1.13

40

Lp⁃PLA2（mg/L）

表1

LVEF（%）

2.1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基本情况
以入院即刻（T0）血浆 Lp⁃PLA2 的中位数值作
为分组依据，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分为高浓度（>中
位数值）组和低浓度（<中位数值）组，两组患者基本
情况见表 1。低浓度组患者年龄低于高浓度组（P <
0.01），而高浓度组患者胸痛至入院时间显著高于低
浓度组（P < 0.01）。两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发
病情况，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总胆
固醇（TC）等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两组患者他汀
类药物及抗血小板药物应用均无显著性差异。此
外，两组患心梗后 1 个月心超测定 LVEF 值也无显著
性差异（图 1）。

P=0.283

60

图 2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入院不同时间点 Lp⁃PLA2 浓度
Levels of Lp⁃PLA2 in different time after on ad⁃
mission in STEMI patients

2.3

血浆 Lp⁃PLA2 与其他指标及心功能相关性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浆 Lp⁃PLA2 水平与
hs⁃CRP（r=0.06，P > 0.05）及 cTnT（r=-0.07，P > 0.05）
均无显著相关性（图 3）。进一步分析显示，入院
（T0）血浆 Lp⁃PLA2 水平与血清 TC（r=0.32，P < 0.01）
和 LDL⁃C（r=0.38，P < 0.01）存在显著相关性，但与
1 个月后血浆 NT⁃proBNP 水平则无明显相关性（r=
0.16，P > 0.05）。 此 外 ，患 者 心 梗 后 1 个 月 LVEF
（r=- 0.09，P > 0.05）及 心 梗 后 1 个 月 与 入 院 次 日

南

京 医

（T1）LVEF 差值（Δ LVEF）
（r=0.04，
P > 0.05）均与入院
即刻（T0）血浆 Lp⁃PLA2 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图
4）。
3

栓事件是急性心肌梗死发生的主要病理机制，炎症
反应作为重要的因素参与了这一过程。炎性因子
既可以作为促发因子启动心梗的发生，也可以作为
催化因子加重心梗后炎症反应，从而影响心肌的修
复过程。Lp⁃PLA2 是一种新型的炎症因子，有文献
证实其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

讨 论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以及随后的继发性血
B

6

r=0.38，
P＜0.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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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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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PLA2（mg/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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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PLA2（mg/L）

A：Lp⁃PLA2 与 TC 的相关性；
B：Lp⁃PLA2 与 LDL⁃C 的相关性；
C：
Lp⁃PLA2 与 hs⁃CRP 相关性；
D：Lp⁃PLA2 与心脏肌钙蛋白浓度相关性。

图 3 入院即刻（T0）Lp⁃PLA2 浓度与血脂水平、
炎症和心肌损伤相关性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on admission Lp⁃PLA2 with hs⁃CRP，
TC，LDL⁃C and cardiac troponin T
80

r=-0.09，
P＞0.05

LVEF（%）

40
20
0

30
20
10
0
-10 0
-20
-30

ΔLVEF（%）

60

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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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PLA2（mg/L）

r=-0.04，
P＞0.05

C

8

NT⁃proBNP（mg/L）

Figure 3

r=0.16，
P＞0.05

6

50 100 150 200 250
Lp⁃PLA2（mg/L）

4
2
0

0

50 100 150 200 250
Lp⁃PLA2（mg/L）

A：
Lp⁃PLA2与心梗后1个月LVEF 的相关性；
B：
Lp⁃PLA2与T4和T1 LVEF 差值（Δ LVEF）的相关性；
C：
Lp⁃PLA2与心梗后1个月血浆 NT⁃proB⁃

NP 浓度相关性。

Figure 4

图 4 入院即刻（T0）Lp⁃PLA2 浓度与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功能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on admission Lp⁃PLA2 with cardiac function afte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作用［4，8，14］，并且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参与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不稳定过程［14-15］。
本研究发现血浆 Lp⁃PLA2 水平与总胆固醇及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显著相关，这一结果反映了
研究所采用血浆 Lp⁃PLA2 检测试剂盒的可靠性。在
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后其水平出现显著性升高，介入
术后 12~24 h，患者血浆 Lp⁃PLA2 较术前稍有下降，
但两者无显著性差异。随着病情逐渐恢复，患者血
浆 Lp⁃PLA2 逐渐下降，入院治疗后第 7 天血浆 Lp⁃

PLA2 水平与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及正常健康对照组
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因此，本研究结果提示血浆
Lp⁃PLA2 与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有关。大量研究结
果显示，Lp⁃PLA2 作为一个重要的炎症因子参与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的过程［1，8］。结合前期研究结
果，我们推测 Lp⁃PLA2 可能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生
物标志物来指导临床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
定性。有研究发现，Lp⁃PLA2 的活性不仅反映斑块

稳定性，
它还可能参与了巨噬细胞表型的漂移及动脉
粥样硬化的进展，并且与心血管终点事件相关［10，15］。
而我们的相关性分析则显示血浆 Lp⁃PLA2 与 hs⁃
CRP 水平及心肌 cTnT 水平无相关性，这也提示血浆
Lp⁃PLA2 可能仅与冠脉斑块破裂有关，而与急性心
肌梗死患者体内炎症水平及心肌损伤程度无关。
随后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入院时高水平血浆 Lp⁃PLA2
与心梗后 1 个月患者血浆 NT⁃proBNP 水平无显著相
关性，而 LVEF 以及心梗后 1 个月与入院后第 1 天患
者 LVEF 之间差值与入院时血浆 Lp⁃PLA2 水平之间
也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也意味着血浆 Lp⁃PLA2
与患者心梗后心功能的变化不存在相关性，提示血
浆 Lp⁃PLA2 可能并不参与心梗后心肌修复的过程。
当然，由于本研究入组患者数有限，单中心研究结
论尚待进一步更大样本量的研究来证实。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血浆 Lp⁃PLA2 是与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相关的一个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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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参与了心梗的发生过程，但它可能并不参与急性
心肌梗死后心肌修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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