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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I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患者血清爱帕琳肽
表达水平的临床研究
亓华新1，牛甲民1，王方明1，刘秀丽1，张增堂1，张志强1，王中素2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爱帕琳肽（apelin）水平与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梗死相关血
管自然再通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前瞻性选择2014年10月至2016年12月于莱芜市人民医院和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心内科收治的103例拟行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STEMI患者，根据冠状动脉（冠脉）造影TIMI
血流分级将患者分为自然再通组（21例，TIMI血流分级2~3级）和非自然再通组（82例，TIMI血流分级0~1
级）。所有患者入院即刻、PCI后检测血清apelin水平，术后随访6个月统计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
发生情况。结果 自然再通组患者血清apelin水平高于非自然再通组（P＜0.05），PCI后非自然再通组患者血
清apelin水平与术前对比显著升高（P＜0.05）。Apelin与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独立相关（OR=3.743，95%CI：
1.235~9.351，P＜0.001），预测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69（95%CI：0.765~0.973，P
＜0.001），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71%，91.46%。随访结果表明，apelin水平预测患者预后价值不大。结
论 血清apelin水平可预测STEMI梗死相关血管自然再通的发生，但对预后价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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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evel of serum apelin, natural recanalization of

infarction related artery (NR-IRA)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Methods STEMI patients (n=103) scheduled emergent PCI were prospectively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in People’s Hospital of Laiwu City and Qianfoshan Hos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Oct. 2014
to Dec. 2016.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IMI flow grading, into NR-IRA group (n=21, TIMI flow
grades=2-3) and non-NR-IRA group (n=82, TIMI flow grades=0-1). The level of serum apelin was detected
immediately after hospitalization and after PCI in all patients. The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were counted after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Results The level of serum apelin was higher in NR-IRA
group than that in non-NR-IRA group (P<0.05). The level of serum apeli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non-NR-IRA
group after PCI (P<0.05). The level of serum apelin was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to NR-IRA (OR=3.743, 95%CI:
1.235~9.351, P<0.001).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for predicting NR-IRA was 0.869 (95%CI: 0.765~0.973,
P<0.001), and the sensitivity was 85.71% and specificity was 91.46%. The results of follow-up showed that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apelin level to patients’ prognosis was lower.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serum apelin can
predict the incidence of NR-IRA but has lower value to prognosis in STEMI patients.
[Key words] Natural recanalization of infarction related artery;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pelin

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是临床
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
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再灌注治疗是
目前临床挽救缺血心肌、保护心功能的首选治
疗手段[1]。但是部分STEMI患者在PCI前可发生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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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血管自然再通，达到部分或完全血运重建，
相关研究显示STEMI患者梗死相关血管再通率为
7%~27% [2]，梗死血管自然再通可明显降低病死
率、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率，使
患者获得更好的预后[3]。爱帕琳肽（apelin）是血
管紧张素受体Ⅰ型受体蛋白（APJ）的内源性配
体，具有降低血压、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水盐
平衡、促进垂体激素释放及调节免疫等多种生物
学效应[4]，心血管系统是apelin/APJ受体系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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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之一，apelin参与急性心肌梗死病理生理过
程[5,6]。由此我们推测STEMI发生自然再通患者血
清apelin可能与非自然再通患者不同，STEMI发生
后血清apelin水平能否作为梗死血管自然再通以
及患者预后的检验指标尚待验证。因此本研究通
过对比STEMI梗死血管自然再通、非自然再通患
者血清apelin水平，探讨血清apelin水平与梗死血
管自然再通和疾病预后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前瞻性选择2014年10月~2016
年12月于莱芜市人民医院和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心
内科收治的103例拟行急诊PCI的STEMI患者为研究
对象，其中男性64例，女性39例，年龄52~72岁，
平均年龄（65.61±7.02）岁。所有患者均符合国
际心脏病学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急性心肌梗死诊断
标准[7]：持续缺血性胸痛＞30 min，含硝酸甘油不
缓解；发病时间＜12 h；心电图2个或2个以上相邻
导联ST段抬高＞0.2 mV，并经心电图定位为前壁
心肌梗死；肌钙蛋白I（cTnI）值超过正常值99百
分位。排除标准：既往心梗、合并严重心脏瓣膜
病变、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其它原因导
致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急性感染、出血性疾病患
者；不耐受抗血小板治疗；合并恶性肿瘤、免疫
系统疾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所有患者入院
24 h内行急诊PCI，术前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
检查明确TIMI血流分级，根据冠脉造影TIMI血流
分级将患者分为两组，TIMI血流分级2~3级为自然
再通组，共21例，TIMI血流分级0~1级为非自然再
通组，共82例。本研究涉及的患者均知情同意签
署相关同意书，符合临床试验伦理学标准。
1.2 方法
1.2.1 梗死血管诊断 根据常规12（胸导联V1~V6，
肢体导联Ⅰ、Ⅱ、Ⅲ、aVR、aVL、aVF）、18导
联（加做V3R、V4R、V5R 、V7~V9导联）体表心
电图检查，方法如下：心电压为10 mm/mV，纸速
为25 mm/s。ST段抬高以J点代表ST段，ST段压低
以J点后80 ms为测量点。ST段抬高诊断标准：新
发相邻两个导联ST段抬高≥0.1 mV，其中V2~V3导
联ST段抬高需满足：男性≥0.2 mV，女性≥0.15
mV。心肌梗死部位诊断标准：V1~V3导联ST段抬
高为前间壁心肌梗死，V 1~V 4导联ST段抬高为前
壁心肌梗死，V1~V5±Ⅰ、aVL导联ST段抬高为为
广泛前壁心肌梗死，V 7~V 9导联ST段抬高为正后
壁心肌梗死，Ⅱ、Ⅲ、aVF导联ST段抬高为下壁
心肌梗死，V3R~V5R导联ST段抬高为右室心肌梗
死，Ⅰ、aVL导联ST段抬高为高侧壁心肌梗死。
1.2.2 TMI分级标准 根据冠脉造影结果分为0-3
级，0级：闭塞及远端血管无前向血流，造影剂

充盈；1级：造影剂可通过闭塞部位，但闭塞及
远端血管无前向血流；2级：造影剂可通过闭塞
部位并到达远端血管，充盈速度减慢；3级：前
向血流快速完全充盈远端血管。
1.2.3 治疗方式 所有患者入院当日给予负荷剂量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各300 mg）、负荷剂量肝
素（根据体重计算）治疗，经桡动脉路径行冠脉
造影，确定梗死相关动脉，了解病变部位血栓负
荷和残余狭窄，由我科2名具有丰富介入操作经
验的主任医师，按照血管和支架1:1.1比例直径置
入支架。次日给为双联抗血小板治疗（阿司匹林
100 mg+氯吡格雷75 mg）并维持至术后1年。合并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给予降压、降糖对症治疗。
1.2.4 实验室检查 所有患者于入院后立刻采集静
脉血检测apelin及其它生化指标。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检测血清apelin；化学发光法检测N末
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自动化学检测仪
检测同型半胱氨酸（Hcy）、总胆固醇（TC）、
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空腹血糖（PFG）、尿酸（UA）、肌酐（Cre）
水平；电化学发光检测心肌肌钙蛋白（cTnI）水
平。PCI后复查血清apelin水平。所用仪器有：美
国雅培ARCHIITECT i2000SR电化学发光微粒子免
疫分析仪及仪器配套试剂，意大利BIOBASE2000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所有的室内质控
数据均在控，实验检测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1.2.5 相关资料收集 统计患者一般资料：性别、
年龄、体质指数（BMI）；基础体征；术前Killip
心功能分级；心源性休克发生率；心血管危险因
素（如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高脂血症、既往
心肌梗死病史、吸烟史、饮酒史、心血管病家族
史）；冠脉造影结果（Genesi评分、TIMI血流分
级、梗死相关动脉）；超声心动图：左心室射血
分数（LVEF）、二尖瓣舒张早期最大峰值速度
/舒张晚期最大峰值速度（E/A）；支架置入情况
（支架数目、直径、长度、扩张压力）。
1.2.6 随访 所有患者均随访至术后6个月，记录
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CE），包括心源性死
亡、再次急性心肌梗死及靶血管再次血运重建等
发生情况，末次随访时复查超声心动图，记录
LVEF变化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5.0统计学
软件分析。经K-S法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以（ x ±s）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
验；apelin、术前Gensini评分不符合正态分布，
经自然对数转换后采用MD（P25，P75）表示，
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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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
法。Pearson系数描述变量之间相关性。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STEMI患者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相
关因素。曲线下面积（AUC）分析血清apelin对
STEMI患者梗死血管自然再通和预后的预测价
值。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收缩
压、舒张压、心率、BMI、原发性高血压、高血
脂症、饮酒史、既往心肌梗死病史、心血管病家
族史、心源性休克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自然再通组中糖尿病、目前吸烟、
术前Killip心功能分级Ⅱ级以上患者比例明显低于
非自然再通组（P均＜0.05）（表1）。
表1 自然再通组和非自然再通组患者基线资料
项目

非自然再通组
（n=82）
男性（n，%）
51（62.20）
收缩压（mmHg）
110.35±15.26
舒张压（mmHg）
62.35±5.91
心率（次/min）
66.25±5.36
年龄（岁）
65.73±4.59
BMI（kg/m2）
25.62±3.09
原发性高血压（n，%）
43（52.44）
糖尿病（n，%）
31（37.80）
高血脂症（n，%）
26（31.71）
目前吸烟（n，%）
32（39.02）
饮酒史（n，%）
29（35.37）
既往心肌梗死病史（n，%） 13（15.85）
心血管病家族史（n，%）
10（12.20）
心源性休克（n，%）
2（2.44）
术前Killip心功能分级Ⅱ级以上 35（42.68）
（n，%）

自然再通组
（n=21）
13（61.90）
112.35±15.08
63.54±6.27
68.32±6.15
65.15±5.20
26.04±3.28
13（61.90）
6（28.57）
8（38.10）
3（14.29）
5（23.81）
3（14.29）
3（14.29）
0（0.00）
3（14.29）

P值
0.980
0.592
0.418
0.148
0.616
0.581
0.437
0.041
0.579
0.033
0.315
0.860
0.797
0.470
0.016

注：BMI：体质指数

2.2 实验室指标和超声心动图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
TC、TG、HDL-C、LDL-C、Cr水平、E/A值无统
计学差异（P均＞0.05）；自然再通组与非自然
再通组比较，血清NT-proBNP、cTnI 、LDL-C、
FPG、UA、Hcy较低，术前apelin、术前LVEF较
高（P均＜0.05）（表2）。
2.3 冠脉造影检查结果、支架置入情况、PCI成
功率对比 两组患者梗死相关动脉分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自然再通组患者术前
Gensini评分、PCI支架数目、支架长度小于非自
然再通组（P均＜0.05），支架直径、支架扩张
压力大于非自然再通组（P均＜0.05），PCI成功
率高于非自然再通组（P＜0.05）（表3）。
2.4 Apelin与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相关性及预
测其发生的价值分析 以梗死血管自然再通为
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项目纳入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apelin与梗死
血管自然再通独立相关（OR=3.743，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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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自然再通组和非自然再通组患者实验室指标和超声心动图指标
的差异
项目

非自然再通组
（n=82）
术前apelin（ng/ml） 0.35（0.12，0.46）
术后apelin（ng/ml） 0.67（0.29，1.13）
NT-proBNP（pg/ml） 2120.24±113.02
TC（mmol/L）
4.71±1.08
TG（mmol/L）
1.46±0.31
HDL-C（mmol/L） 2.15±0.47
LDL-C（mmol/L） 3.43±0.46
cTnI（μg/L）
32.08±9.27
FPG（mmol/L)
9.25±1.69
Cr（μmol/L）
91.23±15.24
UA（μmol/L）
422.32±12.06
Hcy（μmol/L）
16.53±3.95
E/A
1.42±0.52
术前LVEF（%）
43.11±5.23

自然再通组
（n=21）
0.89（0.51，1.36）
0.90（0.49，1.42）
715.36±62.35
4.42±1.25
1.50±0.43
2.19±0.49
2.03±0.20
18.22±4.46
8.02±1.35
92.02±15.01
326.34±9.25
6.85±4.25
1.36±0.35
51.07±7.63

P值
＜0.001
＜0.001
＜0.001
0.290
0.629
0.731
＜0.001
＜0.001
0.003
0.832
＜0.001
＜0.001
0.618
＜0.001

注： apelin：爱帕琳肽；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TC：
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cTnI：心肌肌钙蛋白；FPG：空腹
血糖；Cr：肌酐；UA: 尿酸；Hcy：半胱氨酸；E/A：二尖瓣舒张早
期最大峰值速度/舒张晚期最大峰值速度；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
表3 自然再通组和非自然再通组患者冠脉造影检查结果、PCI成功
率、预后的差异
项目
术前Gensini评分（分）
梗死相关动脉（n，%）
左前降支
左回旋支
右冠状动脉
支架置入情况
支架数目（枚）
支架长度（mm）
支架直径（mm）
支架扩张压力（atm）
PCI术成功率（n，%）

非自然再通组
（n=82）
94.05
（65.03，25.31）

自然再通组
P值
（n=21）
51.25
＜0.001
（30.62，69.52）

43（52.44）
21（25.61）
18（21.95）

13（61.90）
5（23.81）
3（14.29）

0.677

1.76±0.69
33.51±10.62
2.81±0.85
13.10±6.85
56（68.29）

1.21±0.32
26.62±9.15
3.23±0.72
18.15±6.52
19（90.48）

0.001
0.008
0.040
0.003
0.041

1.235~9.351，P＜0.001）（表4）。ROC分析
apelin预测价值最高，其AUC为0.869（95%CI：
0.765~0.973，P＜0.001）（图1），最佳截断值
（cut-off）为0.852 ng/ml，此界值下血清apelin水
平预测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
别为85.71%，91.46%，均高于NT-proBNP、cTnI
（表5）。
2.5 随访结果、终点事件预测 两组患者术后
6个月内不良事件的发生无统计学差异（P＞
0.05），但自然再通组患者术后6个月LVEF高于
非自然再通组（P＜0.05）（表6）。Pearson分析
术前apelin水平与术后LVEF呈正相关（r=0.621，
P＜0.05）。ROC分析apelin预测MACE发生的
AUC为0.556（95%CI：0.410~0701，P=0.469）
低于NT-proBNP（AUC=0.655，95%CI：
0.513~0.797，P=0.043）、Gensini积分（0.830，
95%CI：0.729~0.931，P=0.000）（图2）。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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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影响STEMI患者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apelin
NT-proBNP
cTnI
术前Killip
心功能＞Ⅱ
术前LVEF

B
1.320
0.626
0.405
0.725

SE
0.426
0.351
0.232
0.217

Waldχ2值
9.601
3.181
3.047
11.162

0.814 0.425 3.668

P值
＜0.001
0.025
0.031
＜0.001

OR值
3.743
1.870
1.499
2.065

0.016

2.257 1.698~8.265

95%CI
1.235~9.351
1.003~4.265
1.265~3.268
1.654~5.265

注：apelin：爱帕琳肽；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cTnI：
肌钙蛋白；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

图2 Apelin、NT-proBNP、Gensini积分预测STEMI患者MACE发生的
ROC图

图1 Apelin、NT-proBNP、cTnI预测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ROC图
表5 Apelin、NT-proBNP、cTnI预测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效能
指标

AUC

apelin

P值

Cut-off

灵敏度 特异度
（%） （%）
＜0.001 0.852 ng/ml 85.71 91.46

0.869
（0.765~0.973）
NT-proBNP 0.780
＜0.001 715.02 pg/ml 76.19
（0.664~0.897）
cTnI
0.808
＜0.001 20.35μg/L 80.95
（0.699~0.917）

84.15
85.37

注： apelin：爱帕琳肽；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cTnI：
肌钙蛋白
表6 自然再通组和非自然再通组患者预后的差异
项目

非自然再通组
（n=82）
心源性死亡（n，%）
10（12.20）
再次急性心肌梗死（n，%） 12（14.63）
靶血管再次血运重建（n，%） 5（6.10）
术后6个月LVEF（%）
49.57±6.09

自然再通组
（n=21）
2（9.52）
3（14.29）
1（4.76）
58.62±7.15

P值
0.734
0.968
0.816
＜0.001

注： LVEF：左室射血分数

梗死血管自然再通是挽救濒死心肌，预测PCI
能否成功、预后能否改善的关键 [8]。Cura等 [9]研
究显示PCI前梗死血管自然再通患者心力衰竭发
生率明显低于未发生自然再通患者，提示梗死血
管自然再通患者有更好的预后。本研究自然再通
组患者PCI成功率高于非自然再通组，术后6个月
内MACE发生率为28.57%，相比非自然再通组的
32.93%有降低趋势，且自然再通组LVEF高于非自
然再通组，提示梗死血管自然再通可改善预后。
Apelin是内源性调节肽，可通过旁分泌、自
分泌等多种形式而发挥作用[10]，apelin-APJ系统
主要表达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参与调
节心血管系统平衡 [6] 。多数研究证实apelin水平
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 [11-13]，低水平apelin预示着

冠脉严重病变，两者呈负相关[14]，故此本研推测
其在梗死血管自然再通患者中可能出现差异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然再通组患者血清apelin明显
高于非自然再通组，分析原因为：SUEMI发生后
梗死区域心肌扩张发生形态学改变，导致左心室
充盈压升高，压力负荷增大，下调apelin mRNA
表达，抑制apelin合成，而梗死血管自然再通可
达到部分或完全血运重建，因此受累心肌范围
更小，形态学改变不显著，apelin mRNA表达下
调不明显，由于外周血apelin主要来源于心肌组
织，与心肌组织内apelin水平呈正相关 [15]，因此
自然再通组血清apelin水平高于非自然再通组。
动物实验研究 [15] 同样显示大鼠心肌梗死模型中
心肌组织apelin mRNA合成明显下调。本研究非
自然再通组患者PCI后血清apelin水平有增高趋
势，说明在血运重建术后，随着心肌功能改善血
清apelin水平逐渐升高，提示其具有心脏保护功
能，Ashley等[16]建立大鼠心肌梗死模型，观察静
脉注射apelin后左室功能变化，结果显示apelin明
显提高了每搏输出量。王妮[17]同样研究发现低水
平LVEF患者外周血其水平低于正常水平LVEF患
者，STEMI患者外周血apelin水平与LVEF有关。
本研究显示STEMI患者梗死血管自然再通
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 apelin、NT-proBNP、
cTnI、术前Killip心功能分级、LVEF是预测梗死
血管自然再通的因子，apelin是独立预测因子，
相关系数β=1.320，说明 apelin水平越高预示着
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率越高，在其它因素不变的
情况下，每增加1个变量，梗死血管再通率增加
3.743倍。本研究ROC分析结果显示apelin预测梗
死血管自然再通的效能高于NT-proBNP、cTnI，
当血清apelin＞0.852 ng/ml时，STEMI患者发生梗
死血管自然再通率较高，提示高水平apelin预示
者梗死血管自然再通的可能性较大。
心梗后心肌重构影响患者预后，apelin可抑
制压力负荷诱导的APJ 受体活化，有潜在抑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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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重构作用 [18]。相关研究表明apelin可促进梗死
部位新生血管形成、限制梗死面积 [19] 。本研究
随访结果显示自然再通组患者术后LVEF水平高
于非自然再通组，术前apelin水平与术后LVEF呈
正相关，说明血清apelin水平与STEMI患者预后
有关。NT-proBNP是预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功
能、预后颇具价值的指标之一[20]，Gensini积分直
接反应冠脉病变程度 [21]，故此本研究将apelin、
NT-proBNP和Gensini积分纳入预测STEMI预后的
指标进行ROC分析，但结果显示apelin水平对患
者预后的预测价值并不理想，低于NT-proBNP和
Gensini积分。同时本研究自然再通组与非自然再
通组患者术后6月内MACE发生率无显著差异，说
明apelin水平与MACE发生关系不大。
综上，血清apelin水平可预测STEMI梗死相关
血管自然再通的发生，但其水平对STEMI患者预后
的预测价值不大。本研究局限之处在于仅分析了
apelin与梗死血管自然再通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推测了apelin水平变化的原因，未涉及apelin与梗死
血管再通的机制研究，且样本数量有限，可能影
响研究结果，以上问题待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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