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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血清脂联素、YKL4O水平的变化 

及其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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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冠心病患者血清脂联素、YKL40水平的变化及其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和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关系。方 

法：选取行冠状动脉造影者 94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结合临床病史分为正常对照组、稳定型心绞痛(SAP) 

组、不稳定型心绞痛(UAP)组和急性心肌梗死(AMI)组 ，根据冠状动脉病变血管数分为正常对照组、单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 

三支病变组，测定并比较各组血清脂联素、YKL-40水平。采用 Gensini积分系统评定冠状动脉血管病变狭窄程度与脂联素、 

YKL~0的相关性。结果：AMI组 、UAP组、SAP组血清脂联素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P<0．01)，AMI组 、UAP组低于 

SAP组(P<0．01)，UAP组与 AMI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MI组 、UAP组 、SAP组血清 YKL4O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0．05～P<0．01)，AMI组 、UAP组高于 SAP组(P<0．01)，UAP组与 AMI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单支 

病变组、双支病变组 、三支病变组血清脂联素水平依次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而血清 YKL~0水平 

依次升高，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脂联素与 Gensini积分呈负相关关系(P<0．01)，YKL40与 Gensini 

积分呈正相关关系(P<0．01)。结论：血清脂联素和 YKL40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和粥样硬化斑块的不稳定性有关，病变 

越重、斑块不稳定者脂联素越低，而YKL40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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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serum levels of adiponectin and YKL-40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oronary heart 

diseases(CHD)，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atherosclerotic plaque．Methods： 

Ninety—four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According to the opacification results and clinical 

history，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stable angina peetoris(SAP)group，unstable angina pectoris(UAP)group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group；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they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single vessel disease group，double vessels disease group and three vessels disease group．Serum levels of adiponectin and YKL-40 

were determined and compared among different groups．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as assessed by Gensini score，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levels of adiponeetin，YKL-40 and Gensini score was analyzed．Results Serum adiponectin concentration in all 

the groups with CHD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s(P<0．05 to P<0．01)．The serum adiponectin concentration in AMI group and UAP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AP group(P<0．01)．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UAP group and AMI group(P>0．05)． 

Serum YKL-40 concentration in all the groups with CH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s(P<0．05 to P<0．01)．Serum YKL-40 

concentration in AMI group and UAP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AP group(P<0．01)．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UAP group and AMI group(P>0．05)．The serum adiponectin concentration was decreased among normal control group，single vessel 

disease group。double vessels disease group and three vessels disease group(P<0．05 to P<0．01)．The serum YKL40 concentration Was 

increased among normal control group．single vessel disease group．double vessels disease group and three vessels disease group(P<0．05 

to P<0．01)．Serum adiponectin concentra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sini score(P<0．01)，and serum YKL-40 concentr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sini score(P<0．O1)．Conclusions：The serum levels of adiponectin and YKL-40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and instability of atherosclerotic plaque．Patients with serious coronary artery lesion and instable 

atherosclerotic plaque have a lower serum level of adiponectin and a higher selTlm level of YK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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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联素主要是 由脂肪组织分泌的一种细胞因 

子，脂联素通过作用于其受体，包括脂联素受体 1 

(Adipo R1)、脂联素受体 2(Adipo R2)和 T一钙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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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T—cadherin)影响机体的许多生理和代谢过程。 

大部分脂肪细胞因子具有促进炎症反应的作用，包 

括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形成等，而脂联素不同，它具 

有血管保护作用 J̈，可以减少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 

生、发展。YKL_40是一种糖蛋白，它参与了急、慢性 

炎症反应过程，促进小血管形成、细胞黏附和血管平 

滑肌细胞的迁移，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中发 

挥作用。近年有研究 发现冠心病患者血清 YKL一 

4O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者。本研究通过 ELISA 

法测定冠心病患者血清脂联素和 YKL40的水平， 

探讨脂联素和 YKL-40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 

关系及其对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预测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8年 11月至2009年 5月 

在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诊断为冠心病，且通过 

J Bengbu Med Coll，April 201Q ． ： 

冠状动脉造影证实有冠状动脉病变者 72例，男 

52例，女20例；年龄49～84岁。其中依据 1979年 

WHO冠心病分类标准以及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分会制定的《不稳定型心绞痛诊断和治疗建议》和 

《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标准诊断为稳定 

型心绞痛(SAP)21例，男 14例，女7例；不稳定型心 

绞痛(UAP)25例，男 18例，女 7例；急性心肌梗死 

(AMI)26例，男 20例，女6例。对照组选择同期因 

临床疑诊为冠心病而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显示无冠 

状动脉病变者22例，男 15例，女7例；年龄48～78 

岁。各组间年龄、体重指数(BMI)、血糖(FBG)、甘 

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排除肝肾疾病、 

急慢性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肿瘤患者。 

表 1 对照组和不同临床类型冠心病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 ) 

1．2 冠状动脉造影 所有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并 

由2名经验丰富的心导管医生对左主干、左前降支、 

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管腔内径狭窄情况进行评价。 

采用 Gensini评分系统 对每支血管病变的狭窄程 

度进行定量评定，即狭窄程度以最严重处为标准，狭 

窄直径 <25％计 1分，≥25％ ～<50％计 2分， 

I>50％～<75％计 4分，≥75％ ～<90％计 8分， 

i>90％～<99％计 16分，≥99％计 32分。根据不 

同冠状动脉分支将以上得分乘以相应系数，左主干 

病变：得分 X5；左前降支病变：近端 ×2．5，中段 X 

1．5；对角支病变 ：D1 X 1，D2 X 0．5；左 回旋支病变 ： 

近端 X 2．5，远端 X 1；后降支 ×1；后侧支X0．5；右冠 

状动脉病变：近、中、远和后降支均 ×1。各病变血管 

得分总和即为该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狭窄程度总积 

分。按有无冠状动脉病变以及病变血管数量分为对 

照组22例、单支病变组 2l例、双支病变组 21例、三 

支病变组 30例。 

1．3 脂联素、YKL_40测定 人选对象均在人院第 

2天清晨空腹采取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置于 

一 80℃冰箱保存备检。样本检测均同一批次完成， 

血清脂联素和 YKL_40水平测定均采用 ELISA法， 

试剂盒由上海蓝基生物有限公司提供。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及直线 

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临床类型冠心病患者血清脂联素、YKL一 

40水平比较 SAP组、UAP组和 AMI组血清脂联素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P<0．01)，UAP组和 

AMI组均低于 SAP组(P<0．01)，AMI组与 UAP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AP组、UAP组和 

AMI组血清YKL40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 

P<0．01)，UAP组和 AMI组均高于 SAP组(P< 

0．01)，AMI组与 UAP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2 冠状动脉病变数量与脂联素、YKL_40水平的 

比较 血清脂联素水平以无冠状动脉病变的对照组 

最高，单支病变组次之，双支病变组再次之，三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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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组最低，各组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血清 YKL40水平以三支病变组最高， 

双支病变组次之，单支病变组再次之，对照组最低 ， 

各组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见表 3)。 

表 2 4组血清脂联素、YKL40水平比较( ±s)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 P<0．05，${P<0．01；与 SAP组比较 

△ △P<0．01 

表 3 不同冠状动脉病变血管数组脂联素、YKL40水平 

比较( ±s)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与单支病变组 

比较AP<0．05，AAP<0．01；与双支病变组比较#．P<0．05 

2．3 冠心病患者血清脂联素、YKL_40与 Gensini积 

分相关性分析 血清脂联素与 Gensini积分呈负相 

关关系(r=一0．686，P<0．01)，血清 YKL40与 

Gensini积分呈正相关关系(r=0．679，P<0．01)。 

3 讨论 

脂联素可从多方面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发展。业已证实，血管内皮细胞、巨噬细胞和平滑肌 

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脂联 

素通过抑制黏附分子的产生及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 

黏附，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向泡沫细胞转化，通过抑制 

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 

用。脂联素还可改善脂代谢及 IR，降低血糖，减轻 

体重，间接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脂联素发挥心 

血管保护作用，故其水平降低与心血管疾病相关。 

Matsuda等 研究发现，血浆中缺少脂联素的小 鼠 

给予机械性血管损伤后，其新生血管内膜明显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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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更明显，补充脂联素后血管 

内膜增厚明显减轻，说明损伤所致的血管内膜过度 

增生与脂联素缺乏有关，给予脂联素对动脉粥样硬 

化有治疗作用。Kumada等 研究表明，冠心病患 

者较健康对照者血清脂联素水平显著降低，男性低 

脂联素血症患者冠心病的危险性较传统危险因素增 

加 2倍，提示低脂联素血症与冠心病有关。本研究 

数据显示 ，SAP组、UAP组及 AMI组脂联素均低于 

对照组，证明冠心病患者脂联素水平 降低。UAP 

组、AMI组脂联素低于对照组和 SAP组说明脂联素 

与斑块稳定性相关，脂联素水平降低使白细胞介素一 

10生成减少，巨噬细胞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产 

生减少，使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活性增强，促进了斑块 

纤维帽的降解，从而使斑块不稳定。本研究显示对照 

组、单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和三支病变组脂联素水 

平依次 降低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脂联 素与 

Gensini积分呈负相关关系，证明脂联素可反映冠状 

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血清脂联素水平降低冠状动脉 

病变程度加重，本研究结果与王忠等 研究相同。 

YKL_40是一种与急、慢性炎症均有关的炎症因 

子，肺炎链球菌菌血症、炎症性肠病、肺结节病及风 

湿性关节炎患者都存在血清 YKL-40水平增高，动 

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YKL-4O可促进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研究 发现，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的巨噬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内均有 YKL一 

40表达，且 YKL_40在单核细胞向载脂巨噬细胞分 

化过程中发挥作用。YKL40通过影响透明质酸的 

合成促进血管平滑肌的增生和迁移，从而促进动脉 

粥样硬化的形成，还通过刺激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 

和重组在血管生成中发挥作用  ̈。近年来研究⋯ 

表明，sT段抬高心肌梗死和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清 

YKL4O水平较冠状动脉造影正常的对照组显著升 

高，说明 YKL40与冠心病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比较，SAP组、UAP组及 AMI组血清 YKL- 

40水平升高，且 AMI组和UAP组高于SAP组，提示 

YKL40水平可以反映存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以及斑块的不稳定。血清增多的YKL40可能来源 

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激活的炎症细胞尤其是巨噬 

细胞，高 YKL40反映了斑块中较多的炎症细胞特 

别是巨噬细胞浸润，斑块局部炎症反应明显，故导致 

斑块不稳定。本研究中对照组、单支病变组、双支病 

变组和三支病变组血清 YKL40水平依次升高，同 

时血清 YKL-40水平与 Gensini积分呈正相关关系， 

提示 YKL4O可以反映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 

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越重血清 YKL4O水平越高。 

(下转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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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 

其他原因如海绵窦硬脑膜动静脉瘘亦可造成动 

眼神经麻痹的症状。Kiyosue等  ̈统计海绵窦区硬 

脑膜动静脉瘘患者出现眼部症状为 80％ ～97％，颅 

神经损伤为44％ ～77％。海绵窦内静脉压力升高 

后血管膨出，压迫颅神经或动脉血异常分流影响颅 

神经供血，导致眼睑下垂、复视、瞳孔大小不等、眼肌 

麻痹等颅神经症状。DSA是 目前确诊本病的可靠 

手段，可以了解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大小、位置，了解 

硬脑膜动静脉瘘供血动脉、引流静脉与瘘口的关系， 

以便手术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法和途径，并有助于解 

释临床症状和判断预后。 

动眼神经麻痹的病因较多，颅内动脉瘤是最常 

见的原因，特别对伴发 SAH和高血压的患者应及早 

行 DSA检查，以早期诊断和治疗，防止再次出血甚 

至死亡；对糖尿病和硬脑膜动静脉瘘及垂体瘤等其 

他原因引起的动眼神经麻痹者，在诊断的同时应排 

除颅内动脉瘤的可能，防止漏诊，可考虑行 CTA、 

MRA等无创性检查，必要时行 DSA检查。 

[ 参 考 文 献 ] 

[1] 王维治．神经病学[M]．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27． 

[2] 徐肖．单纯动眼神经麻痹原因分析[J]．』临床眼科杂志，2005， 

J Bengbu Med Coil，April 2010，Vo1． o．4 

13(2)：169—170． 

[3] 杜小鹏，汤亚男，卢丽萍．动眼神经麻痹病因及特点[J]．中国 

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8，11(3)：71—72． 

[4] 

[5] 

[6] 

[7] 

[8] 

[9] 

[10] 

[12] 

王红岩．中老年人眼肌麻痹 46例病因分析[J]．中国误诊学 

杂志，2007，7(9)：2096—2097． 

张淑香，刘萍，李芳，等．DSA在孤立性动眼神经麻痹的临床 

应用研究[J]．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4，20(3)：397—398． 

Leivo S，Hernesniemi J，Luukkonen M，et a1．Early surgery 

improves the cure of aneurysm—induced oculomotor palsy[J]． 

Surg Neurol，1996，45(5)：430—434． 

Wardlaw JM，White PM．The de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ruptred intractaninal aneurysms[J]．Brian，2000，123(2)： 

205 —221． 

张成琪，柳澄，李成利，等．动脉瘤模型及病人脑动脉瘤 的 

MRA与DSA对照研究[J]．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1，17(3)： 

210—212． 

夏群，关航，张伟，等．糖尿病性眼肌麻痹 32例分析[J]．中华 

眼科杂志，1997，33(3)：235． 

谢云，王家驰．糖尿病颅神经病变[J]．国外医学 ：内分泌学分 

册，2004，24(2)：93—95． 

张海琴，肖俊杰 ，范波胜．单侧动眼神经麻痹 18例临床分析 

[J]．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07，21(2)：147—148． 

Kiyosue H，Hori Y，Okahara M，et a1．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s：current strategies based on location 

and hemodynamics，and alternative techniques of transcatheter 

embolization[J]．Radiographics，2004，24(6)：1637—1653． 

(上接第363页)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脂联素水平降低，YKL一 

40升高。脂联素、YKL_40与斑块稳定性可能有关， 

并可能反映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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