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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
与GRACE危险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崔修岭1，洪书新1，王宁1，柯雪莲1
【摘要】目的 检测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水平与
GRACE危险评分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于辽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收治的AMI患者
94例为AMI组，根据GRACE危险评分将AMI患者分为高危组28例、中危组36例、低危组30例；同时选
取同期体检健康者96例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血清中Adropin蛋白水平。结果
AMI组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GRACE危险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高危组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明显低于中危组与低危组，GRACE危险评分明显高于中危组
与低危组；中危组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明显低于低危组，GRACE危险评分明显高于低危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法分析，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与GRACE危险评分呈负相
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Adropin蛋白高表达与低表达AMI患者
3个月存活率分别为96.08%、83.72%。结论 Adropin蛋白在AMI患者血清中呈低水平表达，与GRACE危险
评分密切相关，对评估AMI患者危险分层及预后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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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erum Adropin protein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dropin protein level and risk scores of global registry of acute coronary events (GRAC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Methods AMI patients (n=94, AMI group) were chosen from the Second
Hospital of Chaoyang City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Mar. 2017 to Mar. 2018, and AMI group was divided further,
according to GRACE risk scores, into high-risk group (n=28), medium-risk group (n=36) and low-risk group
(n=30). At the same time 96 healthy controls were chosen into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serum Adropin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The level of serum Adropin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GRACE risk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MI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 of serum Adropin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GRACE risk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igh-risk group than those in medium-risk group and low-risk group, and level of serum Adropin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GRACE risk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edium-risk group than those in lowrisk group (P<0.05). The results of Pears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serum Adropin protei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GRACE risk scores in AMI patients (P<0.05). The results of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3-month survival rate was 96.08% in AMI patients with higher expression of Adropin protein and 83.72%
in AMI patients with lower expression of Adropin protein.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erum Adropin
protein is lower in AMI patients and is closely correlated to GRACE risk scores, which is valued to reviewing of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prognosis in AMI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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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AMI）在心血管内科较为常
见，属于急性冠脉综合征中最严重的类型，通
常由血脂异常、高血压等因素引起而出现急性、
持续性的心肌缺血缺氧坏死，是心源性猝死的
作者单位：1 122000 朝阳,辽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柯雪莲,E-mail:KeXuelian850121@163.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0.11.24

重要原因[1,2]。近年来AMI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
上升，常有胸闷、胸痛、休克、心律失常、心力
衰竭等症状对患者的健康和生活有很大的不良影
响，导致AMI患者预后较差[3]。Adropin是一种分
泌性蛋白，与血管内皮保护 [4]、能量代谢 [5]、脂
肪代谢及胰岛素敏感性 [6]等密切相关。有研究显
示，Adropin蛋白在心血管系统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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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发生
发展有重要作用 [7]。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
（GRACE）危险评分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
急性冠状综合征危险分层方法，能准确的综合评
估AMI患者临床预后 [8]。近年来，Adropin蛋白与
GRACE危险评分关系在AMI中研究较少，因此，
本研究通过检测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的表达水
平，分析了其水平与GRACE危险评分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3月~2018年3月于辽
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收治的AMI患者94例为AMI
组，根据GRACE危险评分将AMI患者分为高危组
28例（≥141分）、中危组36例（110~140分）、
低危组30例（≤109分）。同时选取同期体检健
康者96例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符合美国心脏
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诊断指南；②经本院确诊为AMI；③年龄
为30~72岁；④患者均自愿进入本研究，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⑤病例及随访资料完整。排除标
准：①合并心脏瓣膜病、心肌病等心脏疾病者；
②合并感染性疾病者；③合并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等肺部疾病者；④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
⑤合并恶性肿瘤者。本研究经本院道德伦理委员
会批准。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人Adropin（AD）ELISA试
剂盒（货号：ml038622），购自上海酶联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MODEL550型酶标仪，购自美国
Bio-Rad公司。
1.3 研究方法
1.3.1 样品采集及保存 采集所有研究对象入院第2 d
晨间空腹外周静脉血5 ml，4000 r/min离心10 min，
取上层血清于EP管中，置于-20 ℃冰箱中备用。
1.3.2 ELISA法检测血清中Adropin蛋白水平 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各组研究对象血
清中Adropin蛋白水平，检测步骤严格按试剂盒操
作说明书进行操作。
1.3.3 GRACE危险评分方法 在患者入院24 h内观
察患者年龄、心率、心电图 ST段变化、动脉收缩
压、血肌酐、心肌酶、心功能Killip分级及是否出
现心脏骤停等8项情况，对研究对象进行GRACE
危险评分。GRACE危险评分理论分值为2~383
分，分值越大，AMI患者危险性越高，预后越
差。根据患者入院时GRACE评分分值，可将AMI
患者分为三组，高危组≥141分、中危组110~140
分、低危组≤109分。
1.4 随访 对所有出院患者电话随访或复查，时
间为3个月，末次随访时间截止2018年6月30日，
死亡患者以死亡时间作为随访截止期，无失访。

观察记录患者随访期间生存情况。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对各组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用χ2检验
进行差异性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用t检验行差异性分析；采用Pearson
法分析Adropin蛋白与GRACE危险评分相关性；
采用Kaplan-Meier法描绘Adropin蛋白高表达和低
表达患者的生存曲线，用Log-Rank法比较组间差
异。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AMI组一般资料比较 与对照组相
比，AMI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身高、体质指
数及有无吸烟史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2.2 对照组与AMI组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及
GRACE危险评分比较 AMI组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GRACE危险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1 对照组与AMI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男性（%）
年龄（岁）
身高（cm）
BMI（kg/m2）
抽烟（%）

对照组（n=96）
50（52.08）
53.95±10.64
167.86±27.45
21.37±5.74
49（51.04）

AMI组（n=94）
53（56.38）
55.61±9.83
164.51±25.18
22.41±5.68
51（54.26）

χ2/t值
0.354
1.116
0.876
1.255
0.197

P值
0.552
0.266
0.382
0.211
0.657

注：AMI：急性心肌梗死；BMI：体质指数
表2 对照组与AMI组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及GRACE危险评分比较
组别
对照组（n=96） AMI组（n=94） t值
P值
Adropin（ng/ml） 8.28±2.73
3.95±1.32
13.871 ＜0.001
GRACE危险评分 31.19±10.57
111.28±41.63 18.259 ＜0.001
注：AMI：急性心肌梗死；GRACE：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
危险评分

2.3 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AMI患者血清
Adropin蛋白水平及GRACE危险评分比较 高危
组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明显低于中危组
与低危组，GRACE危险评分明显高于中危组与低
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危组
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明显低于低危组，
GRACE危险评分明显高于低危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表3）。
2.4 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与GRACE危险评
分相关性分析 经Pearson法分析，AMI患者血清
Adropin蛋白水平与GRACE危险评分呈负相关
（r=-0.520，P＜0. 05）（图1）。
2.5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与AMI患者3个月存活
率的关系 AMI患者血清中Adropin蛋白高表达51
例，低表达43例，Adropin蛋白高表达与低表达患
者3个月存活率分别为96.08%（49/51）、83.72%
（36/43），存活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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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及GRACE危险评分比较
组别
Adropin（ng/ml）
GRACE危险评分

低危组（n=30）
5.73±2.04
99.24±34.57

中危组（n=36）
4.01±1.36a
125.38±39.68a

高危组（n=28）
2.87±0.95ab
159.31±46.29ab

F值
26.247
16.164

P值
＜0.001
＜0.001

注：GRACE：全球急性冠脉事件注册危险评分；与低危组相比，aP＜0.05；与中危组相比，bP＜0.05

图1 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与GRACE危险评分相关性分析
注：AMI：急性心肌梗死；GRACE：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
危险评分

图2 Adropin蛋白高表达和低表达AMI患者Kaplan-Meier曲线
注：AMI：急性心肌梗死

3 讨论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是目前治疗
AMI的主要方法，PCI术后虽明显改善预后，但
部分患者会发生心脏不良事件（MACE）。研究
显示，在AMI患者进行PCI手术时置放的支架会
引起血管内皮及血管平滑肌损伤，加重炎性反
应，导致支架内再生狭窄 [9]。目前临床用于评估
AMI患者预后有多种评分系统，其中GRACE危险
评分主要是依据从临床病例中总结的年龄、心
率、血肌酐、动脉收缩压及心电图ST段变化等危
险因素进行评分，能够准确预测AMI患者病情危
险程度及其预后，从而为患者个体化治疗提供指
导[10,11]。有研究表明，GRACE危险评分越高，则
患者危险程度越高，术后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
件的概率越大[12]。
Adropin蛋白是参与能量动态平衡的调节多
肽，分布于心、脑、肝、肾、冠状动脉及脐静脉
等多种组织中，对维持能量代谢平衡、胰岛素敏
感性具有重要性，还可反映内皮细胞功能[13,14]。
徐迅[15]的研究发现，AMI组及不稳定心绞痛组患
者血浆Adropin蛋白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漆

瑞等 [16] 研究发现，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
平显著低于对照组、TNF-α水平高于对照组，
二者与AMI患者病情密切相关。Yu等 [17] 发现，
AMI患者血清Adropin蛋白水平较正常人明显降
低，Adropin蛋白水平变化可能预测患者是否发生
AMI。本研究结果显示，AMI组患者血清Adropin
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Adropin蛋白可能
参与了AMI的发生、发展，与Yu、漆瑞等研究结
果一致，可能因Adropin缺乏导致内皮细胞一氧化
氮合成降低，进而引起内皮细胞功能障碍，促进
AMI发生。
Zhao等[18]研究结果显示，稳定型冠脉疾病患
者的血清Adropin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并且其水
平与SYNTAX评分及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呈
负相关。蓝晓玲等[19]的研究也证实了，患者血清
Adropin水平与冠脉Gensini总积分呈负相关，血清
Adropin水平越低，冠心病患者病情越严重。本研
究结果显示Adropin蛋白水平在低危组、中危组、
高危组AMI患者血清中逐渐降低，与GRACE危险
评分呈负相关，提示Adropin蛋白水平与AMI患者
病情危险程度密切相关，对此应及时检测Adropin
蛋白水平采取针对性措施，阻断病情进展。另
外，刘俊霞等 [20]研究发现低Adropin蛋白表达水
平与AMI患者术后MACE事件发生有关，预后较
差。本研究结果显示Adropin蛋白高表达与低表达
AMI患者3个月存活率分别为96.08%、83.72%，
提示低Adropin蛋白表达水平患者的存活率明显低
于高Adropin蛋白表达水平患者，Adropin蛋白水
平可作为预测AMI患者预后的生物指标，但关于
其具体作用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证实Adropin蛋
白水平预测AMI潜在意义。
综上所述，Adropin蛋白在AMI患者血清中呈
低表达水平，与GRACE危险评分及患者病情严重
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预测AMI患者预后的生物
指标。但是由于样本数量不多，尚有不足之处，
今后将重视扩大样本数量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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