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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外周血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因子表达量
与斑块特征相关性分析
郇雷1，亓维东1，张增堂1，亓华新1，陈丹飞2
【摘要】目的 分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外周血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
导因子（EMMPRIN）表达量与斑块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于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附属济南人民医院心内科就诊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ACS组）82例和稳定型心绞痛患者（SAP
组）57例作为研究对象，另选取同期于体检的健康体检者60例作为对照组（CON组）。比较3组外周
血EMMPRIN表达水平的差异，使用冠状动脉（冠脉）CT成像和光学相关断层扫描（OCT）评估斑块特
性，分析EMMPRIN水平与斑块特征的相关性。结果 ACS组和SAP组患者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明
显高于CON组，且ACS组明显高于SAP组（P均＜0.05）。冠脉CT成像显示，ACS组患者病变血管处软
斑块最多（56.10%），纤维斑块（25.61%）和硬化斑块（18.29%）较少；SAP组患者病变血管处钙化
斑块最多（52.63%），软斑块（17.54%）和纤维斑块（29.82%）较少。OCT结果显示，ACS组斑块破
裂、血栓及脂质弧明显高于SAP组，而斑块纤维帽厚度明显低于SAP组（P均＜0.05）。软斑块患者外
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纤维斑块和钙化斑块患者，且纤维斑块患者高于钙化斑块患者（P均
＜0.05）。相关性分析显示，患者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与斑块稳定程度及斑块纤维帽厚度呈明显的
负相关，与斑块脂质弧呈明显的正相关（P均＜0.05）。结论 冠心病患者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明显
升高，且与斑块稳定性下降密切相关，其可对冠心病的早期诊断及预防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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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duce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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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ducer (EMMPRIN)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plaque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group, n=82) and patients with stable angina
pectoris (SAP group, n=57)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in Jinan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une 2017 to June 2019. Meanwhile the healthy controls (CON group,
n=60) were chosen from the same hospital.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EMMPRIN was compared among 3 groups.
The plaque characteristics were reviewed by using coronary artery CT imaging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MPRIN expression level and plaque char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EMMPRI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CS group and SAP group than that in CON group,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CS group than that in SAP group (all P<0.05). The results of coronary artery CT
imaging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ore soft plaques (56.10%) and less fibrous plaques (25.61%) and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18.29%) in lesion vessels in ACS group, and there were more calcified plaques (52.63%) and less soft
plaques (17.54%) and fibrous plaques (29.82%) in SAP group. The results of OCT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plaque rupture, thrombosis and plaque lipid ar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ickness of plaque fibrous ca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CS group than those in SAP group (all P<0.05).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EMMPRI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soft plaques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fibrous plaques and calcified plaques,
and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fibrous plaques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calcified plaques (all P<0.05).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MMPRIN expression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plaque stability
and thickness of plaque fibrous cap,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plaque lipid arc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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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level of EMMPRIN in peripheral blood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and is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e decrease of
plaque stability in CHD patients, which can provide help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CHD.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tracellular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ducer; Plaque characteristics;
Correlation; Plaque stability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临
床中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其主要病理基础是
血管内膜细胞外基质遭到破坏、重构，导致血管
粥样斑块形成、管腔狭窄，甚至闭塞引起心肌细
胞缺血、缺氧[1]。稳定型心绞痛（SAP）和急性冠
脉综合征（ACS）是最常见的冠心病类型。SAP
的病变处血管斑块较稳定，临床症状较轻 [2]，而
ACS的血管斑块稳定性差，斑块易破裂、血栓易
形成 [3]，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早期
识别不稳定斑块对于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目
前，影响冠状动脉（冠脉）粥样斑块稳定性的机
制尚不清楚，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因子
（EMMPRIN）是近年来研究热点，它是免疫球蛋
白超家族成员之一，有研究显示 [4]，其不仅可以
诱导单核细胞、内皮细胞等产生大量的细胞外基
质促进粥样斑块的形成，还可与糖蛋白Ⅳ结合促
进血小板迁移及黏附，进而诱导血栓、新生血管
形成，影响粥样斑块的稳定性，提示EMMPRIN在
冠脉粥样斑块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
EMMPRIN表达水平与冠脉粥样斑块具体量化关系
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冠心病患者外
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与斑块特征的相关性，以
期为早期识别不稳定粥样斑块及有效干预提供充
分的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于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济南人民医院心内科就诊的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ACS组）82例和稳定型心
绞痛患者（SAP组）57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ACS和SAP的诊断符合相关指南标准（典
型的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查，冠脉造影提示≥1
支主要冠脉直径狭窄率超过50%）[5,6]；②同意行
冠脉CT及光学相关断层扫描（OCT）检查。排除
标准：①肥厚性及扩张性心肌病；②病毒性心肌
炎、风湿性心肌炎；③既往行冠脉支架植入手
术；④严重的心肺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⑤恶
性肿瘤。另选取同期体检的健康体检者60例作为
对照组（CON组）。所有入组对象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
1.2 研究方法 ①记录入组对象的基本临床资料，
包括年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糖
尿病及冠心病病史等；②于次日清晨抽取空腹
静脉血5 ml（2份），1份血样以3000转/min离心

20 min（离心半径15 cm），取上清置于-80 ℃冰
箱中备用。由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济南人民医
院检验科医师使用JY-870全自动生化检测仪（青
岛骏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检测生化指标：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低密度脂蛋白（LDL）
等。另1份血样加入枸橼酸钠抗凝，再加入淋巴
细胞分离液，后经密度梯度离心分离出外周血单
核细胞，使用流式细胞检测液重悬细胞，后给
予PE标记的CD14荧光抗体（碧迪公司，美国）
和FITC标记的EMMPRIN抗体（昂飞公司，美
国），经洗涤、离心后在流式细胞仪（贝克曼库
尔特公司，美国）上测定EMMPRIN的平均荧光
强度（MFI）。③使用64层螺旋扫描CT机（三英
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对患者进行冠状
动脉成像检查并进行病变血管三维图像重建，后
测量主要病变处冠脉粥样硬化斑块的CT值并进行
斑块稳定程度分级，结果判读：CT值小于60 HU
为软斑块（不稳定），CT值介于60~129 HU之间
为纤维斑块（居中），CT值等于及超过130 HU为
钙化斑块（稳定）。④采用C7-XR DragonflyTM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仪（美国，圣犹达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对患者主要病变冠脉进行斑块参数检
测，检测内容包括斑块纤维帽厚度、脂质弧度、
狭窄率、斑块破裂、血栓形成、血管钙化、及斑
块侵蚀等。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使用均数±标准
差（ x ±s）表示，二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t检
验，多组间的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比
较采用LSD-t）；计数资料使用例数（构成比）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χ 2检验。使用使用Pearson
或Spearman相关分析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
与斑块特征的相关性。所有P值均为双侧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对象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及一般
资料的比较 三组对象在年龄、性别、吸烟史、
饮酒史及糖尿病史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ACS组和SAP组患者外周血
EMMPRIN表达水平明显高于CON组，且ACS组明
显高于SAP组（P均＜0.05）；ACS组和SAP组患
者血清LDL、hs-CRP水平及高血压、冠心病家族
史比例明显高于CON组，且ACS组患者血清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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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水平明显高于SAP组组（P均＜0.05），表1。
2.2 ACS组和SAP组斑块特征的比较 冠脉CT成
像检查显示：ACS组患者病变血管处软斑块最多
（56.10%），纤维斑块（25.61%）和硬化斑块
（18.29%）较少，SAP组患者病变血管处钙化斑
块最多（52.63%），软斑块（17.54%）和纤维
斑块（29.82%）较少，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OCT结果显示：ACS组斑块破
裂（P=0.008）、血栓（P=0.007）及脂质弧（P
＜0.001）明显高于SAP组，而斑块纤维帽厚度
（P＜0.001）明显低于SAP组，表2。
2.3 不同斑块类型患者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
平的比较 软斑块患者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
明显高于纤维斑块和钙化斑块患者，且纤维斑块
患者高于钙化斑块患者（P均＜0.05），表3。

2.4 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与斑块特征的
相关性 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与斑块稳定
性（r s =-0.898，P＜0.001）及斑块纤维帽厚度
（r=-0.546，P＜0.001）呈明显的负相关，与斑
块脂质弧（r=0.689，P＜0.001）呈明显的正相关
（图1）。
3 讨论
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冠脉粥样
斑块稳定性下降，易损斑块的纤维帽破裂、血栓
形成。据不完全统计，超过70%的急性心肌梗死
并发于管腔狭窄＜50%的冠脉病变处斑块破裂，
约20%的急性心肌梗死并发于管腔狭窄＞70%的
冠脉病变处斑块破裂 [4]，提示粥样斑块的不稳定
性相较于冠脉狭窄程度及波及范围，对患者的危
害更大，因此，临床中的重中之重是对不稳定斑

表1 三组对象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及一般资料的比较
参数
年龄（岁）
男（n，%）
吸烟史（n，%）
饮酒史（n，%）
高血压（n，%）
糖尿病（n，%）
冠心病家族史（n，%）
LDL（mmol/L）
hs-CRP（mg/L）
EMMPRIN（MFI）

CON（n=60）
59.13±12.47
38（63.33）
22（36.67）
17（28.33）
16（26.67）
21（35.00）
12（20.00）
2.53±0.69
1.93±0.54
1.32±0.21

SAP（n=57）
60.37±10.22
37（64.91）
20（35.09）
15（26.32）
26（45.61）
17（29.82）
24（42.16）
3.07±0.74a
4.14±1.31a
3.53±0.57a

ACS（n=82）
61.34±13.25
51（62.20）
32（39.02）
23（28.05）
39（47.56）
23（28.05）
37（45.12）
3.15±0.87a
5.32±1.02ab
5.87±0.75ab

F/χ2值
0.091
0.107
0.233
0.071
7.065
0.813
10.425
15.257
151.229
839.547

P值
0.913
0.948
0.890
0.965
0.029
0.666
0.005
＜0.001
＜0.001
＜0.001

注：LDL：低密度脂蛋白；hs-CRP：超敏C-反应蛋白；EMMPRIN：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因子；与CON组相比，aP＜0.05；与SAP组相
比，bP＜0.05
表2 ACS组和SAP组斑块特征的比较
参数
OTC检查
斑块破裂（n，%）
血栓（n，%）
血管钙化（n，%）
斑块侵蚀（n，%）
纤维帽厚度（μm）
脂质弧（°）
狭窄率（%）
冠脉CT（n，%）
软斑块
纤维斑块
钙化斑块

ACS（n=82）
43（52.44）
45（54.88）
41（50.00）
27（32.93）
73.46±25.57
213.55±61.59
79.49±14.37
46（56.10）
21（25.61）
15（18.29）

SAP（n=57）
17（29.82）
18（31.58）
29（50.88）
16（28.07）
132.49±48.32
86.57±17.46
76.54±19.97
10（17.54）
17（29.82）
30（52.63）

2

χ /t值
7.010
7.366
0.010
0.371
9.348
15.133
1.013
24.872
-

P值
0.008
0.007
0.919
0.542
＜0.001
＜0.001
0.313
＜0.001
-

表3 不同斑块类型患者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的比较
参数
软斑块
纤维斑块
钙化斑块
F值
P值

例数
56
38
45
-

EMMPRIN（MFI）
7.14±1.15
3.84±0.69
3.04±0.46
288.097
＜0.001

图1 外周血EMMPRIN表达水平与斑块特征的相关性

块的及早识别及有效干预。冠脉CT三维成像可有
效评估粥样斑块的性质，其评定的钙化斑块为稳
定斑块，软斑块为不稳定斑块，纤维斑块介于二
者之间 [7]。光学相关断层扫描（OCT）是一种高
分辨率的腔内影像学技术，测量的斑块纤维帽厚
度越小、脂质弧越高，斑块愈不稳定，是目前判
断活体斑块稳定性的“金标准” [8]。本研究通过
对患者进行冠脉CT三维成像及OTC检查，结果显
示，ACS患者斑块多为不稳定的软斑块，SAP患
者多为稳定的钙化斑块，且ACS患者斑块的脂质
弧、斑块破裂及血栓明显高于SAP组，斑块纤维
帽厚度明显低于SAP组。结果提示，ACS患者相
较于SAP，病变血管处粥样斑块极不稳定，斑块
纤维帽较薄易破裂形成血栓，这也与既往的文献
报道是一致的。
粥样斑块稳定性的下降是冠心病发生发展的
重要因素，因此寻找影响斑块稳定性的因素迫在
眉睫。有研究 [9]显示，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
导因子（EMMPRIN）可促进一系列基质金属蛋
白酶（MMP）的活化，而活化的MMP可降解斑块
基质成分，引起斑块纤维帽变薄、易破损。赵玉
军等[10]研究也显示，冠心病患者外周血EMMP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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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的上升与粥样斑块性质不稳定密切相
关，这些结果都提示，EMMPRIN是影响粥样斑
块稳定性的重要因素。EMMPRIN是一种广泛分
布于细胞膜表面的糖蛋白，其基因定位于人19号
染色体19p13.3，其广泛表达于机体造血及非造血
细胞中，参与胚胎发育、伤口愈合、炎症和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11]。近年来，很多研究显
示，EMMPRIN与粥样斑块的稳定性下降密切相
关。杨丽霞等 [4]研究显示，ACS患者血小板表面
的EMMPRIN、GPIV水平明显升高，且二者与斑
块的稳定性下降显著相关；曾文珺[12]研究显示，
EMMPRIN在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血小板中高表
达，其可促进机体单核细胞分泌MMP-9、肿瘤坏
死因子等，通过炎症机制及MMP促进斑块的形成
及破裂。还有研究显示[13]，EMMPRIN在动脉粥样
硬化患者的血管平滑肌细胞中也高表达，其可促
进平滑肌细胞分泌MMP-2，MMP-2，不仅分解斑
块基质成分导致其稳定性下降，还可以促进平滑
肌细胞的增生和迁移。巨噬细胞也是冠脉粥样斑
块发生发展的重要炎性细胞，有多项研究[14,15]显
示，EMMPRIN在巨噬细胞中高表达，其主要通过
促进巨噬细胞分泌MMP-2、MMP-9、MMP-14等增
加，进而促进斑块的发生发展、不稳定及破裂。
本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的外周血
EMMPRIN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且ACS患者的外
周血EMMPRIN水平明显高于SAP患者；软斑块患
者的外周血EMMPRIN水平明显高于纤维斑块和
钙化斑块患者，且纤维斑块患者高于钙化斑块患
者。相关性分析显示，外周血EMMPRIN水平与
斑块稳定性及斑块纤维帽厚度呈明显的负相关，
与斑块脂质弧呈明显的正相关。提示冠心病患
者外周血EMMPRIN水平明显升高，患者病情越
重；斑块性质越不稳定，其表达水平亦愈高，且
外周血EMMPRIN水平与斑块不稳定性呈现了较
好的量化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冠心病患者外周血
EMMPRIN水平升高，通过刺激机体血小板、血
管平滑肌细胞及巨噬细胞分泌大量的MMP，通过
MMP降解斑块基质成分、引起斑块稳定性下降、
易破损及血栓形成[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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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外周血EMMPRIN表达
水平明显升高，且与斑块稳定性下降显著相关，
临床中积极监测EMMPRIN表达水平有助于冠心
病的早期诊断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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