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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相关细胞因子研究进展

张桂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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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8yl'ldrome，ACS)是

由于冠状动脉内粥样斑块破裂导致不稳定型心绞痛(UA)、

急性心肌梗死(AMI)或心源性猝死的急性缺血综合征。研

究【1．21表明，ACS的发生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无关，而与斑

块的不稳定性和继发血栓形成密切相关口J。炎症反应的激

活可能是导致斑块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业已证实，C反应蛋

白(cap)、肿瘤坏死因子一Ot(TNF—Ot)、白细胞介素-6(IL-6)、

白细胞介素．8(IL-8)、核因子一KB(NF-KB)、黏附分子

(CAM)、CIMOL、金属蛋白酶、血清妊娠相关蛋白A(PAPP-

A)、脂联素等炎症标志物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从而参与

ACS的过程及调节作用。

I CRP

Cap是一种能与肺炎球菌荚膜C多糖物质反应的急性
期反应蛋白。当炎症、感染和组织损伤后由细胞因子介导肝

脏产生。CRP具有与Igc和补体相似的调理和凝集作用，促

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刺激单核细胞表面的组织因子表达

及其他免疫调节功能。Cap是炎症的一种敏感性急性反应
标志物¨“1。尸检发现，ACS中斑块破裂常发生于斑块的肩

部区，该区炎症最明显，CRP沉积较多，表明CRP与斑块稳

定性密切相关。国外研究发现，急性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时

血清CRP水平显著升高。BradfordeL51观察35例UA患者，

90％患者血清CRP明显升高，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只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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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因此，CRP是缺血性心脏病的一种独立危险因子，并具

有重要的预后价值。Veda【61发现，血清Cap水平可预测

AMI后心脏破裂的发生，当CRP>200 mg／L，其敏感性是

89％，特异性是96％；CRP持续升高且>200 mg／t者，AMI

后心脏破裂的可能性更大。De-winter等⋯研究显示．UA患

者无论肌钙蛋白C(cTnC)正常与否，CRP升高(>0．5 ms／

L)者较Cap正常者近6个月主要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
升高，且Cap升高较激酸肌酶(CK)和cTnl更早。若CRP

升高且eTnI也异常者(>0．4 mg／L)，预后最差。资料表

明⋯，Cap在ACS中有着直接的病理作用。Cap通过结合
C1q和因子H能介导经典的补体激活途径，在动脉粥样硬化

(AS)斑块内，CRP与终末补体复合物共存。如人类初期冠

状AS病灶中同时有Cap和补体终末反应蛋白(C5b-9)沉

积。在死于AMI患者的梗死心肌组织中进行免疫组化研究

发现有Cap的沉淀，并有激活的C3、c4片段沉积，梗死部位
的CRP和补体的沉积具有时间依赖性。提示在AMI阶段，

CRP促进局部补体激活，从而导致组织损伤L8J。Zwaka等【9
J

发现，早期冠状AS斑块中有大量CRP沉积，以新生内膜处

为显著，且泡沫细胞中也有Cap染色阳性，并可见大量CSb．
9的沉积，CRP在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冠状动脉疾病

(CHD)患者中血清含量是正常人的2倍，心肌梗死率是正

常人的4倍。陈润祥等¨叫研究亦表明，血清Cap水平明显
增高，从临床角度提示局部炎症反应是导致斑块破裂的原

因，亦是ACS发生心脏事件的原因。同样有研究表明Ll“，发

生ACS时CRP显著升高，表明ACS过程中存在有炎症反

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肌损伤及坏死的严重程度。

稳，神志清楚，神经系统不再变化，48—72 h就开始

进行训练，促进侧支循环式的轴突突触联系的建立，

对侧大脑半球的代偿及功能重组。早期康复针对半

暗区，通过增加脑血流量，改善短期内可存活的脑细

胞，本文结果表明，早期康复护理起到了与药物治疗

协同作用，可有效的改善患肢功能。

3．2转变康复观念过去康复护理往往从恢复期

开始，目前宜早期康复护理的观点已达成共识，它可

以预防各种并发症和功能缺陷的发生，包括良肢体

位摆放，防止瘫痪肢体肩关节脱位。被动运动对大

脑有一定刺激作用，促进感、知觉恢复，预防关节挛

缩、僵直、肌肉萎缩、足下垂或内翻，这一点是没有任

何药物可以替代的。我们在开展早期康复护理工作

中认识到，早期康复护理非常重要，康复过程需要患

者及家属积极配合，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更需要

做好心理护理，在住院期间的康复护理仅仅是康复

护理的开始，需要护士给予正确的出院指导，坚持不

懈地功能锻炼，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运动功能恢复，

提高生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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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NF—a．IL一6、IL-8

TNF是体内一类重要的细胞因子，现在认为，TNF不仅

仅作用于肿瘤细胞，还参与体内炎症反应、细胞生存、生长、

分化和细胞凋亡等许多重要的病理生理反应。多种心血管

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一再灌

注损伤、慢性心功能不全、病毒性心肌炎、心脏移植排斥反应

等都与TNF有关。TNF对血管内皮细胞可产生直接细胞毒

作用，破坏内皮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致内皮细胞大片

脱落，造成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导致内皮细胞分泌活性物质

平衡失调，ET合成和释放增多。TNF—Ot是引起多种细胞因

子和炎症介质的失控性释放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的关键细胞因子¨“，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并可以促

进原癌基因转录，产生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促进凝

血过程。TNF—Ot激活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和表达E一选择素、P一

选择素以及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加剧心肌的炎症反

应。其机制与TNF—Ot激活血管内皮细胞核NF·KB有关。心

肌缺血后再灌注的早期C5a和氧自由基可刺激肥大细胞脱

颗粒，释放的TNF．Ot可作为其他一些炎症因子的上游激活

物，诱导单核细胞产生IL-6和ILl，分别参与各自在炎症反

应中的作用¨“。

IL-6是局部炎症细胞产生和释放的细胞因子，其可以激

活内皮细胞，改变其天然的抗黏附和抗凝固性质。炎症细胞

因子能降低基质合成作用，并增加其退行性病变，有利于斑

块的破裂。此外，细胞因子能增加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合

成作用，导致平滑肌细胞对局部血管收缩因子的反应性增

强。参与ACS炎症过程中的细胞因子主要有IL--6和IL-8。

II,-6的产生不仅与炎症反应有关，还具有促凝血功能及刺激

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诱导肝细胞产生大量CRP⋯。IL-6水平

在UA患者中增加，并与CRP浓度密切相关。Kanda等¨41以

酶联免疫技术测量外周血IL-6，发现心绞痛患者血IL-6水平

明显比稳定型心绞痛患者高，而健康对照组仅为(0．4士0．7)

pg／ml(P=0．01)，提示血浆IL-6水平与AS斑块的稳定性有

关，UA患者血浆IL--6水平升高是不稳定斑块存在的一种炎

症标志物。

IL．．8是重要的前炎症细胞因子，在AS的发生、发展以及

粥样斑块破裂的过程中都有重要作用。血浆IL-8浓度作为

心血管患者死亡预测的独立指标，与冠脉事件有独它的相关

性。Blankenberg等¨钆检测10 600例50一59岁欧洲健康男

性的血浆IL-8，并随访5年，观察其冠脉事件的发生率，结果

显示，血浆IL-8水平是预测欧洲中年男性发生冠脉事件的独

立危险因子，证实给予外源IL-8可导致AS斑块面积扩大，

而内源性的IL-8缺乏则导致AS斑块面积减小。使用IL-8拮

抗剂则使AS斑块面积减小。IL-$具有促进炎症反应。激活

中性粒细胞、补体等作用。研究发现，AMI、UA患者血清IL-8

水平明显升高，动态观察发现血清IL--$水平约在症状发生2

h后出现，3 h达高峰，较肌球蛋白、中性粒细胞、CK、肌酸激

酶同工酶(CK-MB)变化更早。以血清IL-8浓度>10 Ps／ml为

诊断标准，诊断AS的敏感性为73％。特异性为74．2％；而对于

uA的诊断敏感性接近100％，对AMI的诊断敏感性为67％¨⋯。

3 NF—KB

NF．tall处于各种炎性细胞因子网络调节的中心环节，内

65l

皮细胞NF．KB的激活和多种相关因子的表达与释放，将促进

As的发生与发展。然而AS是主要由巨噬细胞参与的炎症

过程¨“，炎症及免疫反应的激活也是AS的发生、发展及斑

块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NF—KB是炎症过程的

主要调控因子，包括调节免疫应答和细胞的存活，当NF-KB

激活后可诱导参与调控与AS有关的基因，包括单核细胞趋

化因子(MCP)、PDGF、多种细胞黏附分子(1CAM-l、、，CAM一1、

E-选择素、P-选择素)及细胞因子等。NF·KB的激活在AS斑

块中的内皮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及巨噬细胞均可

检测到，并且NF·KB激活后许多基因表达上调，包括炎症介

质如1’NF和IL-6等。当NF—KB激活后，首先刺激内皮细胞

过度表达黏附分子、炎症递质等，炎症递质可进一步促进

VSMC的迁移和增殖，促进As斑块的发展【l⋯。Lawrence

等啪。在2001年报道了NF-KB的抗炎机制，NF．KB激活与炎

症细胞激活和炎症介质的增加密切相关。并且随着炎症的发

展．NF．KB激活又与炎症的消退和抗炎因子表达密切相关，

说明NF-KB在AS炎症消退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最近利

用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缺乏鼠的实验研究表明B1|，抑制低密

度脂蛋白受体缺乏鼠巨噬细胞NF—KB的激活，可加重As的

病变，表现为病损面积增大，损伤加重，坏死增加，病变早期

较多巨噬细胞聚集等，证实NF-KB可能通过影响炎症一抗炎

平衡而调控AS的发展。体内外试验研究证实，NF-KB的作

用位点存在于许多炎症因子基因中。NF—KB的激活将导致

其下游转导通路中许多炎性相关因子的表达增强，引起明显

的炎症反应，业已证实，NF-KB能促进炎症有关的多重基因

转录，从而诱导炎症因子基因的转录。

4 CAM

CAM是一类介导细胞以及细胞外基质黏附的糖蛋白。

正常情况下，内皮细胞并不连续表达，而是通过致ACS因素

及其他致炎因子诱导。由于这些分子的细胞外部分能被酶

催化裂解，并能在血清中检测出，故定义为可溶性(s)CAM。

近期的临床研究认为，激活的内皮细胞表面表达的CAM释

放入血液中，这些可溶性CAM的循环水平在判断AS病变活

动方面具有预测性¨皿j。与As密切相关的CAM主要有细

胞间CAM(ICAMI)、血管细胞CAM(VCAM一1)及L一选择素、

P-选择素、E．选择素等。ICAM主要分布于内皮细胞、淋巴细

胞和其他一些白细胞。炎性细胞因子(I卜1、INF-r、TNF-a)、

内毒索等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VEC)等多种细胞表达

ICAM。人类AS冠状动脉的免疫组化分析表明，斑块内皮细

胞(VEC)、巨噬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表达ICAM。ICAM调节被

激活的自细胞和血小板结合到内皮表面；参与T细胞一T细

胞、T细胞一基质细胞、杀伤细胞一靶细胞问的相互作用；增

加白细胞与血管内皮间的黏附作用；在免疫应答的诱导阶

段、自细胞组织渗透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炎症的发生、

发展。VCAM参与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噬酸粒细胞与内皮

细胞之间的黏附，这一过程由它对应受体白细胞膜整合素所

介导。

L．选择素、P．选择素、E．选择素均为高度糖基化的单链跨

膜糖蛋白，主要存在于白细胞、血小板和VEC，介导白细胞与

血管壁起始黏附，使白细胞流动性减慢，沿血管壁滚动，并逐

渐黏附于血管内皮和向血管壁内皮下间隙迁移，转化为巨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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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最终发展为泡沫细胞。其中L-选择素在白细胞被激活

后即迅速游离入血，有利于白细胞在VEC上滚动进入组织；

E．选择素在炎症时作为白细胞受体，使白细胞向内皮细胞黏

附；P．选择素一方面参与自细胞与内皮细胞的起始黏附，另

一方面，当内皮细胞受损伤刺激和血小板活化时，表面表达

的P．选择素与白细胞的P-选择素蛋白配体一1结合，促进白

细胞与血小板的黏附及在血栓部位的聚集BL⋯。

已有研究∞。表明，AS组sVCAM和slCAM浓度显著高

于稳定性冠心病组及对照组。As组中AMI与UA患者之间

sVCAM和slCAM·1水平无差异。在uA和非O波MI后第一

个72 h期间，sVCAM和slCAM．I及P．选择索浓度持续增加，

并发现UA和非Q波MI患者出现的sACAM—l浓度增加与预

后有关。sVCAM·I浓度增加提示的进行性炎症信息类似于

CRP。Mulvihill等⋯证实UA或无Q波MI后6个月的患者

sICAM—l、sVCAM—I、S-选择素和P．选择素仍增加。这种持续

的血小板激活作用可能是一种持续性炎症刺激的结果，而P-

选择素升高则是血小板激活的一种敏感测定。动物实验证

实干预P．选择素、ICAM·1、VCAM—l对阻止MI后的组织破坏

有益。应用VCAM-1单克隆抗体治疗动脉损伤的动物，可部

分减轻损伤，阻止血管平滑肌细胞迁移Ⅲ1。

5 CD40L

CD40L是一种跨膜蛋白，存在于T淋巴细胞及血小板表

面，可与B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内皮细胞、VSMC上的CD40

相作用，产生一系列炎症反应。目前认为，CD40L是各种免

疫与炎症调节的信号通路，参与AS斑块内主要细胞成分的

炎症反应调节。在AS斑块内，VEC、VSMC、巨噬细胞及循环

中血小板均可出现CD40L的表达。近年的研究发现，无论是

全身、局部还是外源性的CD40L，均可刺激粥样硬化斑块相

关细胞表达和产生一系列与斑块发生、斑块破裂和血栓形成

有关的活性物质，如淋巴细胞激活，CAM的产生，细胞因子

的表达，出凝血物质的产生。研究发现拉“，UA和AMI患者

的sCD40L水平较对照组和sA组患者显著升高，提示

sCD40L水平反映了As斑块的炎症程度，且可能参与了ACS

的发生。sCD40L可刺激VEC、巨噬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产

生与ACS有关的生物活性因子，包括E-选择素、CAM、细胞

因子如IL、组织因子等。CD40L还可通过调节粥样斑块内金

属蛋白酶的表达，降解细胞外基质，减弱粥样斑块的稳定

性【碍3。动物实验证实，给实验小鼠内注射抗CD40L抗体可

减少其AS斑块的形成，并可使进展期的斑块稳定陋j。

Aukrust等㈣o通过外周静脉采血，测定血浆sCD40L的浓度，

发现UA患者血浆sCD40L较稳定型及健康对照者显著升

高，UA患者CD4+及CD8+细胞表面表达的CD40L也较稳定

型及正常对照显著升高。彭道泉等旧¨研究结果与上述结果

一致，AS患者sCD40L水平显著高于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及正

常对照组，而在As两个亚组(MI和UA)之间无统计学意义。

CD40L促发AS可能与其增加血管性CAM表达有关。研究

报道ⅢJk引，血浆sCD40L水平升高与ICAM一1、VCAM．1有

关，可作为As临床预测的炎症指标之一。将sCD40L水平

与冠心病的传统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发现，sCD40L水平与

HDL-C呈负相关，认为HDL．C抗AS机制除与胆固醇的逆转

运有关外，还存在其他机制如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反

应。HDL·C可抑制细胞因子诱导血管内皮细胞表达CAM。

动物实验证实注射不同剂量的HDL．C可明显抑制IL-6诱导

的E2选择素的表达。CD40L水平受血清HDL-C及APOB

的影响。

6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

近来人们逐渐认识到MMP-9可降解细胞外基质的基质

金属蛋白酶(MMPS)，在心血管重塑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l(ai等∽o报道As患者外周血明胶酶(MMP-2、MMP-9)的浓

度明显增高。引起冠状动脉斑块局部MMPS表达的因素很

多，其中炎性细胞较为重要，如巨噬细胞是氧自由基的重要

来源，而氧自由基具有促进MMP09合成作用。有研究㈣’表

明，AS患者血清MMP-9浓度明显升高，其水平与AS斑块的

稳定性密切相关Ⅲj，提示其有助于冠心病的危险分级，对评价

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及预后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7 PAPP．A

PAPP-A是d-球蛋白，属于金属酶超家族成员，为结合金

属蛋白酶。最近发现PAPP—A在AS升高，且认为血清PAPP—

A水平超过10∥L时，患AS危险性明显增高Ⅲj。国内研
究¨纠亦表明，AS血清PAPP．A明显升高，可以作为诊断ACS

的新辅助标志物。Bayes等惮1发现，As患者中血清PAPP-A

与肌钙蛋白和CK、CK．MB无关，而与CRP显著相关，同样试

验亦发现血清PAPP．A与cTnT、、cTnl、CK、CK．MB无明显相

关，表明PAPP—A不是心肌坏死的标志物，可能是炎症反应的

标志物，可以较早出现，因而可以把PAPP—A作为一个独立的

危险预测因子，对可疑患者进行测定。

8脂联素

脂联素是一种重要的血浆激素蛋白。肥胖者、糖尿病、

冠心病患者血浆脂联素水平较正常人明显下降口7瑚】。研究

表明，脂联素除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外，还具有抗AS形

成、抗炎症和损伤后抗内膜增生的特性，从而可能抑制ACS

发展。脂联索的抗炎途径可能是，通过激活环磷酸腺苷．蛋

白激酶A信号通路抑制NF-KB的激活，抑制TNF—Ot诱导的

NF-·<B细胞质抑制因子的磷酸化和降解，凋控内皮细胞的炎

症反应"引。脂联素在转录水平明显增加IL-10 mRNA的表

达及IL．10的分泌。把脂联素和IL—10的单克隆抗体联合作-

用"lIMP．1 mRNA的表达完全消失，说明脂联素可以通过IL

lO调节TIMP．1[40j，从而对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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