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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中血清血管生成素的变化
与心肌再灌注程度的研究
李森杰1，梁云亮1，王智丹1，马逸超1，鲁燕1，魏瑞鹏1，贾永平1
【摘要】目的 探究接受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PCI）的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
（STEMI）患者血清血管生成素的变化以及与心肌再灌注程度的关系。方法 连续入选山西医科大学第
一医院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行PPCI的STEMI患者100例及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结果为阴性的
20例患者，根据心电图的单导联最大偏移幅度（MAXSTE）及心肌梗死溶栓治疗（TIMI）血流分级分
为再灌注程度良好组（60例）、再灌注程度较好组（24例）、再灌注程度不良组（16例），分析手术
前后血清血管生成素1（Ang1）、血管生成素2（Ang2）的变化和不同心肌再灌注程度之间的关系。结
果 PPCI前心肌再灌注程度良好组Ang1高于心肌再灌注程度不良组[23.88（15.06，24.09）ng/ml vs. 19.11
（16.69，21.74）ng/ml，P＜0.05]，术前、术后心肌再灌注程度良好组Ang2均低于心肌灌注程度不良组
[2.33（1.92，2.71）ng/ml vs. 3.11（2.89，3.55）ng/ml，P＜0.05；1.68（1.34，1.85）ng/ml vs. 2.55（2.03，
2.70）ng/ml，P＜0.05]。结论 对于行PPCI的STEMI患者，术前Ang1升高、Ang2降低和术后Ang2降低可作
为评估心肌再灌注程度的指标，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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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542.22
【文献标志码】A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of serum angiogenin and status of myocardial reperfus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Li Senjie*, Liang Yunliang, Wang Zhidan, Ma Yichao, Lu
Yan, Wei Ruipeng, Jia Yongping.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

Taiyuan 03000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Jia Yongping, E-mail: jyp1022@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of serum angiogenin (Ang) and status of

myocardial reperfus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undergone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PCI). Methods STEMI patients undergone PPCI (n=100) and
patients with negative results of coronary angiography (CAG, n=20) were chosen continuously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Dec. 2017 to Dec. 2018.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ECG max-ST-segment deviation (MAXSTE) and TIMI flow classification, into good reperfusion group (n=60),
better reperfusion group (n=24) and poor reperfusion group (n=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of serum
Ang1 and Ang2 and severities of myocardial reperfusion was analyzed before and after PPCI. Results Before
PPCI, the level of Ang1 was higher in good reperfusion group than that in good reperfusion group [23.88 (15.06,
24.09) ng/ml vs. 19.11 (16.69, 21.74) ng/ml, P<0.05]. Before and after PPCI, the level of Ang2 were all lower in
good reperfusion group than that in good reperfusion group [2.33 (1.92, 2.71) ng/ml vs. 3.11 (2.89, 3.55) ng/ml,
P<0.05; 1.68 (1.34, 1.85) ng/ml vs. 2.55 (2.03, 2.70) ng/ml, P<0.05]. Conclusion To STEMI patients undergone
PPCI, preoperative increase of Ang1 and decrease of Ang2 and postoperative decrease of Ang2 can be taken as an
indicator for reviewing the severity of myocardial reperfusion with some predictive value.
[Key words]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giogenin; Myocardial reperfusion

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是对人
类健康威胁巨大的疾病之一，早期预防，早期诊
断，早期有效的血运重建是治疗该类疾病最有效
的策略。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PCI）作
为STEMI患者首选的治疗方式已得到公认，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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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胸痛中心的建立更是为广大患者带来福音，
大大缩短从发病到开通梗死相关血管（IRA）的
时间。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发现开通IRA并不一
定代表心肌组织得到充分灌注。心肌梗死溶栓
治疗（TIMI）血流分级是临床上常用的评价心肌
再灌注程度的指标[1]；ST段回落情况可用于预测
心肌梗死后心功能不全、心源性休克及死亡的
发生[2]，研究表明，单导联的ST段最大偏移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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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STE）不仅可很好的对心肌组织再灌注水
平进行评价，而且是心脏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3]。
血管生成素（Ang）家族是一类能够促进血管生成
的相关因子，主要由Ang1、Ang2、Ang3（鼠）、
Ang4以及两种受体Tie1和Tie2组成 [4]。近几年，
Ang作为研究较热的内皮因子，已经发现在很多疾
病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心血管疾病的
诊断及治疗方面。当前的研究大多关注于Ang1、
Ang2与炎症、血管生成之间的关系[5,6]，对于心肌
再灌注的情况研究甚少，因此本文主要对Ang1、
Ang2和心肌再灌注水平进一步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选取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于2017年12月~2018年12月行PPCI的STEMI患者
100例，其中男性69例，女性31例。纳入标准：
STEMI患者诊断参照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
断及治疗指南 [7]；发病时间距就诊时间＜12 h；
年龄20~85岁；直接接受急诊PCI。排除标准：
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急慢性感染；恶性肿瘤；脑
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近期外伤或手术；
风湿性心脏病瓣膜病；原发性心肌病；既往心
肌梗死；冠状动脉（冠脉）支架植入病史；中重
度心衰。本研究得到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伦理
委员会的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根
据MAXSTE及TIMI血流分级分为3组，A组：术后
TIMI血流≤2级；B组；MAXSTE高危且术后TIMI
血流3级；C组：MAXSTE低中危且术后TIMI血流
3级。A组代表再灌注程度不良组，B组代表再灌
注程度较好组，C组代表再灌注程度良好组。选
取同期20例因心前区不适就诊患者作为对照。纳
入标准：年龄20~85岁；冠脉造影结果显示任意
血管狭窄程度＜10%；心电图、肌钙蛋白、心脏
彩超未见明显异常。
1.2 方法
1.2.1 治疗方式 所选STEMI患者行PPCI前无禁忌
者给予双联抗血小板（阿司匹林300 mg，氯吡
格雷300 mg或替格瑞洛180 mg）、术中给予盐酸
替罗非班注射液（12.5 mg/500 ml）冠脉推注及
静脉滴注、术后低分子肝素（5000~1000 IU）每
12 h皮下注射1次抗凝治疗。PPCI由至少两名经
验丰富的介入医师完成，行PPCI时原则上只干预
IRA，术中对罪犯血管靶病变进行充分球囊预扩
张，植入新一代药物洗脱支架，影像显示支架膨
展、贴壁良好。支架植入后无明显残余狭窄（血
管狭窄小于10％）及术中无严重心脏不良事件可
视为PPCI成功。记录IRA的TIMI血流分级、病变
血管部位、狭窄程度、门球时间等。
1.2.2 MAXSTE和TIMI血流分级 MAXSTE：取

PPCI前ST段偏移最显著的单个梗死相关导联作为
选定导联，以TP段为等电位线，测量该导联术前
及术后90 min时QRS波群J点后0.08 s的ST段高度。
前壁急性心肌梗死（AMI）：所选定的导联术前
MAXSTE≥4.5 mm为大面积梗死，大面积梗死者
术后90 min MAXSTE＞3 mm或者存在束支传导阻
滞为高危，2~3 mm为中危，＜2 mm为低危；术
前＜4.5 mm为小面积梗死，小面积梗死者术后90
min MAXSTE＞5 mm或者存在束支传导阻滞为高
危，1~5 mm为中危，＜1 mm为低危。下壁AMI：
术后90 min时，选定导联的MAXSTE＞2 mm（与
TP段等电位线相比无论抬高还是降低）为高危，
1~2 mm为中危，＜1 mm且不存在束支传导阻滞为
低危[8]。TIMI血流分级：0级：无再灌注或闭塞远
端无血流；1级：造影剂部分通过闭塞部位，不
能充盈冠脉远端；2级：部分再灌注或造影剂能
完全充盈冠脉远端，但造影剂进入和清除的速度
都较正常的冠脉慢；3级：完全再灌注，造影剂
在冠脉内能迅速充盈和清除。
1.2.3 病历信息及血清样本的收集 记录所选研
究对象的一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既往疾
病史、吸烟史等情况；实验室检查包括入院24 h
内首次化验的血常规、肝肾功、心肌标志物、
血糖、血脂等；术前及术后90 min的12或18导
联心电图；采集行PPCI前、后桡动脉血5 ml，
30 min内冷冻离心（4000 r/min）5 min后抽取血
清，-80℃低温冰箱冻存，使用ELISA试剂盒（上
海纪宁生物科技）检测Ang1、Ang2血清浓度。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1.0统计
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
s）表示；若正态分布两组间比较使用t检验，多
组间比较使用ANOVA分析，进一步比较使用SNK
检验；若非正态分布组间比较使用秩和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患者的基线情况比较，高
血压病、空腹血糖、同型半胱氨酸（HCY）、
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肌钙蛋白I
（cTnI）中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中高
血压比例、HCY计数，C组显著低于A组，具有
统计学意义（P均＜0.05）；NT-proBNP和cTnI水
平，B组和C组分别显著低于A组，具有统计学意
义（P均＜0.05）；空腹血糖水平，B组显著低于
A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指标各
组间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1）。
2.2 血清Ang1、Ang2介入前后浓度变化比较
STEMI组术前Ang1、Ang2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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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TEMI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项目
性别（n，%）
年龄（岁）
吸烟史（n，%）
糖尿病（n，%）
高血压（n，%）
白细胞计数（×109）
中性粒计数（×109）
中性粒比例（%）
空腹血糖（mmol/L）
HCY（μmol/L ）
HDL-C（mmol/L）
LDL-C（mmol/L）
TC（mmol/L）
肌酐（mmol/L）
NT-proBNP（Pg/ml）
CK-MB（U/L）
cTnI（μg/L）
门球时间（min）
罪犯血管支数（n，%）
LAD
LCX
RCA
左心室射血分数（%）

A组（n=16）
9（56.3%）
57.67±6.40
9（56.3%）
6（37.5%）
11（68.5%）
9.87±3.68
6.54±3.35
71±5.12
8.85±2.99
19.20±15.13
0.87±0.94
2.84±0.30
4.02±1.78
78.47±22.84
1012.67±54.68
128.33±86.59
9.27±1.43
124±33.23
8（50%）
3（18.8%）
5（31.3%）
57.32±4.32

B组（n=24例）
14（14%）
60.33±4.43
8（33.3%）
12（50%）
16（66.7%）
9.95±3.31
7.38±3.38
67.5±14.86
7.06±1.17a
16.45±1.06
1.30±0.74
2.90±0.71
4.61±0.74
72.83±12.91
233.50±67.8a
71.17±105.97
2.74±8.81a
103.32±43.01
12（50%）
6（25%）
6（25%）
50.18±7.07

C组（n=60例）
40（40%）
60.60±10.17
30（50%）
28（46.7%）
29（48.3%）ab
9.95±2.45
7.50±2.28
69.59±14.73
7.66±2.88
14.0±5.65a
1.00±0.22
2.93±0.87
4.63±0.01
78.17±8.77
101.27±98.24a
46.67±73.42
2.36±1.46a
90.12±19.21
20（33.3%）
16（26.7%）
24（56.7%）
58.20±5.15

P值
0.640
0.437
0.083
0.809
0.040
0.100
0.100
0.211
0.013
0.038
0.078
0.054
0.600
0.054
0.002
0.052
0.018
0.088
0.422
0.912
0.592
0.664

注：HCY：同型半胱氨酸；HDL-C：高密度脂蛋白；LDL-C：低密度脂蛋白；TC：总胆固醇；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cTnI：肌钙蛋白I；LAD：左前降支；LCX：左回旋支；RCA：右冠状动脉；与A组相比，aP＜0.05；与B组相比，bP
＜0.05

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PPCI后，患者
Ang1、Ang2浓度都较术前有显著下降，有统计学
意义（P均＜0.05）（表2） 。
2.3 不同程度心肌再灌注患者介入前后Ang1、
Ang2浓度比较 PPCI术前B组、C组的Ang1高于A
组，C组的Ang2低于A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术后B组、C组的Ang2低于A组，具有
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3）。
3 讨论
对于STEMI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尽早发
现，尽早诊断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PPCI作为
目前最有效的手段在心肌梗死的治疗中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而治疗后心肌是否获得有效的灌注更
是当今研究的热点。本实验通过对PPCI前后血清
Ang1、Ang2浓度进行比较，发现行PPCI后患者的

血清Ang1、Ang2浓度较术前有显著的下降，说明
早期介入治疗可以影响Ang1、Ang2的表达，这与
Chen等的研究AMI发生后Ang1、Ang2的表达均明
显增加一致[9]，可用于患者术后长期随访的指标。
对于不同程度的心肌再灌注的研究中，发现术前
再灌注程度良好组Ang1高于再灌注程度不良组，
而Ang2无论在术前术后再灌注程度良好组均低于
再灌注不良组。这可能是由于术前Ang1有一定促
血管炎症水平，促炎症水平越高，再灌注恢复能
力就越差，Ang2作为它的拮抗因子则相反；对于
术后再灌注程度好的患者，Ang2所发挥的促血管
能力弱，故抑制了它的形成。这与Tuo等研究的心
肌梗死模型中，随着Ang2浓度的升高，心肌梗死
的发生也越高结论一致[10]。
本研究还发现在高血压病、空腹血糖、

表2 Ang1、Ang2介入前后浓度变化比较
项目
Ang1浓度（ng/ml）
Ang2浓度（ng/ml）

介入前
20.04（17.05，22.39）a
3.06 (2.72，3.43）a

STEMI（n=100）
介入后
11.14（9.29，15.13）b
2.13（1.67，2.36）b

对照组
10.54（8.86，12.54）
2.25（1.85，2.33）

注：Ang1：血管生成素1、Ang2：血管生成素2；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bP＜0.05
表3 不同程度心肌再灌注介入前后Ang1、Ang2浓度变化比较
项目
Ang1浓度（ng/ml）
Ang2浓度（ng/ml）

A组（n=16）
介入前
介入后
19.11
12.21
（16.69，21.74） （9.29，14.91）
3.11
2.55
（2.89，3.55）
（2.03，2.70）

B组（n=24）
介入前
介入后
20.68
9.43
（17.31，22.53）a （7.64，17.84）
3.01
1.99
（2.81，3.22）
（1.28，2.45）b

C组（n=60）
介入前
介入后
23.88
19.72
（15.06，24.09）a （18.08，20.32）
2.33
1.68
（1.92，2.71）a
（1.34，1.85）b

注：Ang1：血管生成素1、Ang2：血管生成素2；与A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A组治疗后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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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Y、NT-proBNP、cTnI这些因素中，心肌灌注
程度较好者指标低于心肌灌注程度不佳者，这可
能也会成为判断心肌灌注程度的参考方向。但由
于本实验样本量较小，分组实验数据较不均匀，
仍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Ang-1和Ang-2已被证明涉及几种类型心血管
疾病，与动脉粥样硬化微血管出血、斑块破裂有
关。既往研究表明Ang1可促进血管炎症形成与表
达，而Ang2则拮抗Ang1抑制炎症细胞的活动[11]，
Ang1不会直接促进血管新生但有促进血管成熟的
作用，Ang2则可以稳定血管的形成并促进血管发
芽[12,13]。本实验在既往研究Ang1、Ang2关系的基础
上进一步探究了它与心肌梗死患者接受介入治疗
后心肌再灌注的关系，为评估再灌注程度提供新
的思路，有利于临床上患者的预后判断。但研究
未能对于Ang因子在术后的变化趋势及两种因子
间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研究，仍需后续临床试验加
以证明。
综上所述， Ang1、Ang2在行PPCI后显著下
降，提示其可用于术后病人的长期观察指标，监
测冠脉病变情况；对于Ang1、Ang2在不同程度心
肌再灌注患者中表达变化，提示该指标可能作为
预测再灌注程度的新方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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