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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冠心 病患者Ｐ一选择素水平及其
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问的关系
屈晓冰孙振球陈美娟

【摘要ｌ

陈珑珑

目的观察冠心病不同类型患者中Ｐ选择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
应用酶联免疫吸

窄程度的数量关系，探讨急性冠状动脉综台征临床识别和预测的炎症指标二方法

附法检测札浆可溶性Ｐ＿选择素水平，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按照病变支数、Ｇｅｍｉ一··汗分和
ＡｃＣ『ＡＨＡ冠状动脉病变Ａ、ｎ、（１分型进行数量评估。结果
组（１８０ ６ ｎｇ儿±６０

ｎ—Ｌ ｗ

５

１４５ ３

素水平高于稳定型心绞痛组（１９ｌ

４

ｎｇ／Ｌ±２ｌ
７

ｎｇ／Ｌ士６３

７

①冠心病组Ｐ一选择素水平高于正常对照

ｎｄＬ，Ｐ＜０ ０５）；②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组Ｐ一选择
３

ｎｇ／Ｉ，何１４Ｉ
１

动脉多支病变组Ｐ一选择素水平高于单支病变组（１９０

ｎｇ／Ｉ．±６４

ｎｇ／Ｌ±１７
２

０

２

ｎｇ／Ｌ州１５７

０５）。ｎ选择素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数量呈Ｓｐｅａｍａｎ正相关（＾＝０

尸＜０

ｃ型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ｓｐｅａｒｎｌａｎ正相关（，。＝【）３５８，』ｋ

ｒｌｄＬ，Ｐ＜ｏ ０１）；③冠状

９

ｎ刮Ｌ±４３

４

ｎ酬Ｌ，

３４９，Ｐ＝Ｏ Ｏ（】３）；与Ａ、Ｂ、

００２）；与Ｇ叫ｓｍ，法评分呈线性正相关

（，一（】３９１．Ｐ＝０ ００１）。结论①细胞黏附分子Ｐ一选择素水平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数量的影

响，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病变程度和数最呈正相关。②Ｐ选择索水平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
发生有关，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临床识别和预测的炎症指标。
【关键词】冠心病；Ｐ选择素；冠状动脉病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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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足冠心病（ｃＨＤ）的

冠状动脉造影正常，并排除其他动脉粥样硬化性疾

危急重症，现已明确主要是由不稳定性冠状动脉粥

病；性别、年龄与病例组均衡。⑤凡有下列情况者予

样斑块的破裂、继发血栓形成所致。鉴别易损斑块、

以剔除：合并瓣膜性心脏病、心肌病；合并急性或慢

血液和心肌，发现和挽救易损患者是心血管流行病

性感染者；合并自身免疫陛疾病或结缔组织性疾病

学努力的方向“。近１０年来，人们认识到炎症机制

者；合并急性或慢性肝、肾疾病者；合并糖尿病者；合

在介导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发展的各个时期巾发挥

并恶陛肿瘤患者。

了主要作用。Ｐ选择素是一种炎症反应的标志物，

３研究方法：

作为细胞黏附分子选择素成员之一，主要分布于静

（１）标本处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前，抽取受

息血小板的ａ颗粒和内皮细胞的ｗｅｉｂｅｌｐａｌａｄｅ小体

试者桡动脉血２ ｍｌ，注入加ＥＴ）ＴＡ抗凝剂的试管

中，在人体大多数组织如心、肝、结肠、肾的血管内皮

中，３０００

及血小板上表达，但含量低；当受到缺氧、自由基、凝

一２０℃冰箱待测ｓＰ选择素。受试者人院１周内清

血酶、ＡＤＰ等的刺激后，发生脱颗粒反应，颗粒膜与

晨、空腹采取静脉血检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酶

细胞膜融合，使Ｐ选择素表达到血小板或内皮细胞

法）；高密度脂蛋白胆吲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

的细胞膜上，介导白细胞和内皮细胞的起始黏附，在

胆固醇、载脂蛋白Ａｌ、载脂蛋白Ｂ（化学遮蔽法）；空

炎症反应和血栓形成中起着中心环节作用”’…。然

腹血糖（葡萄糖氧化酶法）；以及血常规、心肌酶学

ｒ肺ｉｎ离心１０

ｍ－ｎ分离血浆，分装保存于

而，有关Ｐ选择素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数

（包括肌酸激酶同工酶ＭＢ）、肌钙蛋白和肝肾功能

量的关系尚不明确，更未见两者之间的定量分析。

等生化指标。

本研究旨在观察ｃＨＤ不同类型患者中血浆可溶性

（２）Ｐ选择素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Ｐ一选择素（ｓＰ一选择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与冠状动脉

（ＥＬＩＳＡ）测定ｓＰ一选择素水平，人Ｐ一选择素ＥＬＩｓＡ

粥样硬化程度的数量关系，进一步探讨ＣＨＤ不稳定

试剂盒购于美国ＢＩｏＴＥｃ公司，试剂盒的检测灵敏

斑块识别与预测的有效指标。

度为１

对象与方法

３

ｎｇ／Ｌ，变异系数２ ４％。ｓＰ一选择素检测原

理是用抗人ｓＰ选择素包被于酶标板上，标准品和样
品中的ｓＰ一选择素与单抗结合，加人生物素化抗人

１．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３年５—１０月连续在湘雅二

ｓＰ选择素抗体，形成免疫复合物连接于板上，辣根

医院住院经临床诊断并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为

过氧化物酶标记的亲合素与生物素结合，加入酶底

Ｃ｝ｍ患者和冠状动脉造影正常者作为研究对象。

物显色剂，加人终止液，在４５０ ｎｍ处测Ａ值，ｓＰ选

根据ｃＨＤ的不同临床类型分为两个亚组：急性冠状

择素水平与Ａ值成正比，可通过绘制标准曲线求出

动脉综合征（Ａｃｓ）组和稳定型心绞痛（ｓＡ）组，前者

标本中的ｓＰ一选择素水平。

包括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和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Ａ）

（３）冠状动脉造影和病变程度评估：于湘雅二医

患者。根据冠状动脉造影及病变数量分为两个亚

院心导管室常规依次行右冠状动脉和左冠状动脉造

组：多支血管病变组和单支血管病变组。

影，多体位的投照。冠状动脉造影设备为美国ＧＥ

２诊断和剔除标准：冠状动脉造影凡左主干、左

公司Ｉ。ｃＮ＋双向数字血管摄影机。根据冠状动脉

前降支、左回旋支或右冠状动脉至少有一支管腔直

造影结果，采用以下方法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径狭窄≥５０％者诊断为ｃＨＤ。Ａｃｓ诊断按美国心

程度进行数量评估：①按累及冠状动脉管腔直径狭

脏病学会（ＡＣＣ）和心脏病协会（ＡＨＡ）制定的标

窄≥５０％的病变血管支数分为１、２和３支及以上病

准”。。①ＡＭＩ的诊断据ｗＨＯ标准，持续典型的胸

变三个等级。②按（ｋｎｓｉｎｉ法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ｍ岫典型心电图动态变化；心肌酶（肌酸激

的狭窄程度评分。。。③根据Ａｃｃ『ＡＨＡ专家组对箍

痛＞３０

酶同工酶ＭＢ和肌钙蛋白）动态变化。具有以上任
何两项者可以确诊。②ｕＡ的诊断标准为近４８ ｈ内
有静息或白发性心绞痛发作至少１次，但无心肌坏

状动脉病变进行Ａ、Ｂ、ｃ分型”１。
４统计学分析：应川ｓＰｓｓ

１０

Ｏ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主要统计指标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

死的心肌酶谱改变，同时伴有心电图上ｓＴ段压低

的各统计指标以均数（量）±标准差（ｓ）表示；两组均

或Ｔ波的改变”１。③ｓＡ的诊断标准为劳力性心绞

数的比较采用ｆ检验，组问率的比较用Ｙ ２检验，多

痛持续３个月以上或运动试验阳性。④正常对照者

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检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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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采用ｓｐｅａｍａｎ相关分析和直线相关分析，检
验水准ａ＝Ｏ．０５（双侧）。

平与（瓶ｉｎｉ评分进行线性相关分析，吁Ｄ患者（”＝
６９）的ｓＰ一选样素水平与Ｇ商血评分呈正相关（ｒ＝
３９１，Ｐ＝０（）０１）。以毋选择素水平为应变量（ｊ），

０

结

果

１一般资料：经临床检查和冠状动脉造影，通过

ＧｅｍⅫ评分为自变量（ｚ）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所得的回
归方程＝１４１

３＋０ ８３

ｒ，对Ｉ旦ｌ！Ｊ二｛系数检验，￡＝１０，７，

诊断和剔除标准，共８８名对象入选，其中男性６６

Ｐ＝Ｏ

名，女性２２名，平均年龄６２．４７岁＋９ ２８岁。ｃＨＤ

水平与（毛商血评分呈正相关（ｒ＝０．３６２，Ｐ＝０．００７）（图

组６９例，正常对照组１９名，ｃＨＤ组与对照组的年

２）。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ｎ＝４９）的血浆ｓＰ＿选择素

龄、忭别、吸烟、体重指数、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

水平与＆心血评分呈正相关（ｒ＝０ ３４２，Ｐ＝Ｏ．０１６）（图

糖、总胆固醇、ＨＤＬ—Ｃ、载脂蛋白Ａ１、载脂蛋白Ｂ等

３）。而趴组（ｎ＝１５）患者的血浆丑选择素水平与

指标及应用药物如阿司匹林、Ｂ阻滞剂和钙离子拮

ＧｅＩ】ｓｍ评分无相关（ｒ＝０．４１６，Ｐ＝Ｏ．１２３）；单支病变患

抗剂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在硝酸酯类、

者（”＝２０）血浆ｓＰ一选择素浓度与Ｇｅ商“评分无相关

凋脂药物应用方面ｃＨＤ组较对照组积极（Ｐ＜

（ｒ·Ｏ ２１２，Ｐ＝０ ３６９），，

０００（幽１）。Ａ（焉患者（ｎ＝５４）的血浆ｓＰ＿选择素

０叭）。在ｃＨＤ的分组中，Ａｃｓ组５４例，包括ＡＭＩ
患者１５例和ｕＡ患者３９例；ｓＡ组１５例。多支血
管病变组４９例，单支血管病变组２０例。ｃＨＤ各组
之问上述临床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各
对比组之间有较好的可比性。

２，ｃＨＤ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评估情况：Ａｃｓ
组与ｓＡ组之间ＡｃＣ／ＡＨＡ冠状动脉病变Ａ、Ｂ、ｃ分
型及Ｇｅｎｓ－ｎｉ｝平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多支血管病变组Ａｃｃ／ＡＨＡ冠状动脉病变Ａ、Ｂ、ｃ
分型及Ｇｅｎｓｉｎｉ记分均较单支血管病变组严重（Ｐ＜
Ｏ

ｃＨｒ）患者ｓＰ选择素水半与Ｇｅｎ目儿ｉ评分的相关性

图１

０１）。见表ｌ。

３各组ｓＰ一选择素水平：ｃＨＤ组患者血浆ｓＰ一选

■

ｂ
０
＊
＊
懈
蜒
蚓

择素水平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中ＡＣｓ组与
ｓＡ组之间的血浆ｓＰ一选择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ｓＡ组与对照组之间的血浆ｓＰ一选择素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５７２）；多支血管病变

击

组血浆ｓＰ一选择素水平高于剥照组（Ｐ＜Ｏ．０５），但单
支血管病变组与对照组血浆ｓＰ，选择素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２９１）。见表ｌ、２。

４（Ⅻ）患者血浆ｓＢ选择素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

ＡｃＳ患者ｓＰ选择索水平与Ｇｅｎ㈨，评分的相关性

图２

程度数量的关系：①累及管腔直径狭窄≥５０％的冠状

动脉病变血管数量按１、２和３支及以上的病变分为三
甓

组，将血浆ｓＰ＿选择素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数量进行

５

ｓｐ蛭ｍⅫ·相关分析，ｓＰ－选择素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数
量旱正相关（ｒｃ＝Ｏ

３４９，Ｐ＝Ｏ

｝
善
黼
赣
蝴

００３）。②根据Ａｃｄｍ认

专家组对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分为Ａ、Ｂ、Ｃ三型，将血浆

舄

ｓｐ选择素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进行ｓｐｅａｎｍｎ相
关分析，ｓＰ－选择素浓度与Ａ、Ｂ、ｃ型冠状动脉病变程度

呈止相关（－＝０

３５８，Ｐ＝０

００２）。③按（艳ｍ缸法对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狭窄程度评分，将血浆ｓＰ＿选择素水

图３

多支血管病变患者ｓＩ】＿选择素与（拒ｎ啪－评分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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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

表ｌ

＊Ｐ＜０

表２

ｃＨＴ）患者各组ＡＣｃ／ＡＨＡ冠状动脉病变分型、ＧｅｎｓｌＴｕ记分和ｍ浆ｓＰ＿选择素水平

０ｌ，与ｓＡ组比，与单支病变组比；＃Ｐ＜０ ０５，与单支病变组比

ｃＨＤ组与对照组血浆ｄＬ选择素水平

分组

型墼

对照组

１９

ＣＨＤ组

６９

＊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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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程度，而取决于斑块的结构是否稳定。在我们

！堡

３±２】７

１８０ ６＝６０ ５

的研究中，Ａｃｓ患者与ｓＡ患者之间ＡｃｄＡＨＡ冠
状动脉病变分型及Ｇｅｎｓ－ｎ－记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０ ０１：

义（Ｐ＞Ｏ ０５），亦证实这一观点。什么情况会引起

０５．与对照组比

斑块破裂呢？研究表明各种分子机制可以引起粥样
讨

论

本研究发现，ｃＨＤ患者血浆ｓＰ一选择素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提示ｓＰ一选择素参与
ｃＨＤ的病理过程，这一结果与最近的研究一致”１。

近年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被认为是冠状动脉
血管壁的慢性炎症病变，其发牛发展中的细胞黏附
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内皮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之
间以及血管内皮基质问相互黏附、相互作＿［｝；Ｊ而导致
炎症反应和促凝异常、血栓形成，从而促进筒状动
脉粥样斑块的形成和发展，Ｐ一选择素在其中起着重

斑块从慢性到急忡的变化；从白细胞的招募到斑块
的破裂，炎症递质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Ｐ一选择素则

足这一环节的关键黏附分了”’３。举研究发现Ａｃｓ
患者血浆ｓＰ选择素水平高于ｓＡ患者（Ｐ＜０ ０１），
ＳＡ组与对照组血浆ｓＰ一选择素水平之问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与有关文献报道的结果相似”ｏ…。本研
究结果还提示，似乎慢性或轻度的心肌缺血不引起
血浆ｓＰ选择素水平的明显改变，急性、严重的心肌
缺血甚至心肌梗死才会导致血小板和（或）内皮细胞
与白细胞相互黏附，从而引起ｓＰ一选择素明显升高。
有文献报道周围循环血巾ｓＰ一选择素浓度的变化可

要的作用“…。有证据提示Ｐ选择素在动脉粥样形

反映Ａｃｓ患者冠状动脉内血小板活化与凝血系统

成的早期即起作用，并发现动脉粥样斑块局部内皮

激活的严重程度及心肌缺血的严重程度，可成为动

细胞Ｐ一选择素表达明屉升高”；Ｐ选择素缺陷的老

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炎癍反应程度及其稳定性的指

鼠与对照组比较，血管内皮上几乎没有白细胞滚动

标‘１“。

及形成脂质条纹的动脉粥样化病变机率明显减少，

本研究还佩示ｃＨＤ的多支病变组血浆ｓＰ一选择

说明Ｐ选择素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

素水平高于单支病变组（Ｐ＜Ｏ ０５），血浆ｓＰ一选择素

系”１８１。最近的研究发现载脂蛋白Ｅ缺乏的老鼠颈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数量呈正相关（ｒ；＝Ｏ ３４９，

动脉剥蚀性损伤后，应用Ｐ一选择素或ＰｓＧＬ １单克隆

Ｐ＝Ｏ．００３）；与Ａ、Ｂ、ｃ型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正相

抗体可明显限制斑块内巨噬细胞的含量和新的血管

关（ｒ。＝Ｏ ３５８，Ｐ＝０．００２）；与（琵ｎｓｌｎｉ冠状动脉病

内膜形成，从而阻止颈动脉损伤的时间，且与抗体

变评分呈正相关（ｒ＝Ｏ．３９１，Ｐ＝０．０叭）。说明冠状

的剂量大小有关，说明抑制Ｐ一选择素或ＰｓＧＬ—ｌ的作

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程度越重、范围越大、数量越

用能保护动脉损伤，预防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Ｊ。

多，ｓＰ选择素表达越高；提示血浆ｓＰ一选择素水平受

目前已知ＨＤＬ—ｃ低下也是ｃＨＤ主要的致病性危险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影响，ｓＰ选择素可作为反

冈素，本研究发现ｓＰ一选择素水平与ＨＤＬ—ｃ旱负相

映籍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和数量的指标。也有学者

关，说明ＨＤＬ ｃ水平越低的患者ｓＰ选择素水平越

报道ＡＭＩ和ｕＡ患者Ｐ一选择素较陈旧性心肌梗死、

高，亦支持ｓＰ一选择素与动脉粥样硬化密剀相关的

ｓＡ患者明显增高““，ＡＭＩ再发ＡＣｓ者Ｐ一选择素较

观点。

术发者明显升高，ＡＭＩ溶栓成功患者的Ｐ一选择素升

ＡＣｓ包括ｕＡ、ＡＭＩ和心性猝死，现已明确其

高３ ｈ后下降至基线水平，溶栓失败者Ｐ一选择素水平

主要是由不稳定性动脉粥样斑块破裂、继发血栓形

持续２４ ｈ维持高水平…，说明Ｐ选择素的升高与冠

成所致…；即ｃＨＤ临床起病的急缓并非依赖管腔的

状动脉病变的严蕈程度和不良预后有关。Ｒｉｄ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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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ｌｄｃＩｉｎｅｓ（㈣眦ｅｅ【。ｒｅｖｌｓｃ

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对２８ ２６３名健康

。ｆ

衅㈨删ｕｓ ｔ㈣ｈ蜘ｎ越㈣ｎａ。ｙ

女以后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前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的

８｜ｌｇ”ｐＩ蛳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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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且对照组、ＳＡ组和单支血管病变组的样本

１０３７，１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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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Ｍ，Ｂ…ｎＡＡ，Ｗａ凹ｅｒＤＤ

Ｄ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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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狭窄和病变程度的确切临床意义还有待前瞻
性、大样本量观察研究评价，其影响因素还需体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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