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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秦胜梅葛均波

在西方国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细胞，包括Ｂ细胞、巨噬细胞和Ｔ细胞。活化的Ｔ

一直雄居榜首，如何防治成为近年来面临的重大问

细胞能够激活斑块内的巨噬细胞，使之释放基质金

题，根据既往认为的危险因素进行防治并未取得应

属蛋白酶和其他酶类降解胶原和纤维帽。另外活化

有的效果。自从１９８３年Ｗａｒｒｅｎ和Ｍａｒｓｈａｌｌ从胃粘

的Ｔ细胞能分泌ＩＦＮ一了，它能抑制胶原的产生。这

膜中分离出幽门螺杆菌（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Ｈｐ），

些均可导致纤维帽的变薄和破裂产生心绞痛和心肌

并发现Ｈｐ慢性感染是消化性溃疡的主要致病因素
后，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是否既往认为是非感

梗死忆。。其中Ｔ细胞的活化是引起这一过程的起

染性疾病的动脉粥样硬化也与慢性感染有关？由此

ｄｉｚｅｄ—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大部分结果令人欢欣鼓舞。

活化Ｔ细胞旧ｏ。

１

Ｃ反应蛋白与炎症、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始因素。许多致炎因素如氧化一低密度脂蛋白（ｏｘｉ—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ＯＸ—ＬＩ）Ｌ）、感染均可以

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是最理想
的一种反映体内炎症反应的标志物。与胞因子不

从目前已有的知识来看，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

同，它具有较长的半衰期，２４ｈ的血浓度稳定¨ｊ，体

的炎症反应与斑块的产生、破裂和心肌梗死有关。

外易于检测的特点。尤其是标准的高敏检ｉ贝０手段应

基础研究发现在某些因素作用下，如高脂饮食以后，

用以后，在新鲜、储存和冰冻血浆中的检测结果近

内皮细胞表面表达选择性的粘附分子增加，能够结

似，适于临床应用。另外，ＣＲＰ本身能结合、活化补

合血液中的多种白细胞，尤其是血管细胞粘附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１，Ｖ洲一１），能

体，使细胞粘附分子和组织因子的表达增加，介导内

子一１（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皮巨噬细胞吞噬Ｕ）Ｌ，增加单核细胞趋化蛋白一１

与存在于早期动脉粥样斑块内的巨噬细胞、Ｔ细胞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 ｃｈｅｍｏ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一１，ＭＣＰ一１）的生成，促

结合。基因工程使实验老鼠的ＶＣＡＭ一１表达缺陷

使单核细胞聚集于血管壁【５ｊ，参与炎症反应。

ｃｅｌ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能阻断粥样病损的发展【１１。一旦粘附到内皮细胞，

有研究者№ｏ对健康的临床医师随访５年，发现

白细胞便进入到血管壁中层。在促炎因素的刺激下

ＣＲＰ的水平对于未来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具有较高

白细胞、血管内皮细胞（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ＥＣ）和平滑

的预测价值。血栓形成和劳动能力丧失欧洲一致行

肌细胞（ｓｍｏｏｔｈ

动研究（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ＭＣ）可以合成和分泌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趋化因子，而它们又都能表达趋化因子受体，在炎症

ａｎｄ

状态其表达可增加并与炎症程度成正相关，在白细

稳定型心绞痛病史的患者随访２年，其中１／５的患

胞向炎症部位趋化和随后的活化过程中起重要的作

者ＣＲＰ水平较高，其心肌梗死或心血管死亡的发生

用。有些趋化因子还能够调节ＥＣ和ＳＭＣ的增生

率较其他４／５患者高出２倍余，说明ＣＲＰ的水平也

和转移，这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中起了重要

能在早期冠状动脉疾病患者中预言未来心肌缺血事

作用。同时巨噬细胞表达脂蛋白受体，可以摄取脂

件的发生率。多元ＣＯＸ回归分析提示，ＣＲＰ是一

质变成泡沫细胞。随着炎症过程的继续，活化的白

个独立的估计死亡危险性的因素，由此可见，作为炎

细胞及血管壁细胞释放纤维化介质，包括一些肽类

症标志物的ＣＲＰ在冠脉疾病的产生和发展中具有

生长因子，促使ＳＭＣ复制及产生致密的细胞外基

预报价值，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说明炎症与冠脉

质。不稳定的斑块多有一薄层纤维帽和较多的炎症

疾病有关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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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认为一些非感染因素例如ＯＸ—ＬＤＬ是动
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对心脏缺血事件有独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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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预测价值的血浆ＣＲＰ水平与血浆脂类物质水平
不相关【８ ｏ，这一缺乏相关性说明ＯＸ—ＬＤＬ不是引起

Ｋｏｃｈ原理，必须符合３个条件：①此病原存在于大

动脉粥样硬化的唯一因素，而ＣＲＰ与已知心血管疾

组织时会产生同样的疾病。③在患病组织中一定
会发现此病原。

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如吸烟、糖尿病也缺乏相关性阳Ｊ，

部分或全部的患病组织中。②当此病原侵犯另一

因此可能是存在外源性的、与目前认为的危险因素

Ｆｏｎｇ等。１纠将１１只正常饮食的家兔鼻内接种

不相关的其他因素引起慢性炎症，导致动脉粥样硬

ＣＰ后４周内，２只在主动脉处有新发的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的产生和发展，其中之一就是慢性感染。目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

化斑块。由于形成的斑块较小，Ｊｕｈａｎ—Ｖａｇｕｅ等阳１将
３０只家兔给予０．２５％胆固醇饮食，１０只鼻内滴注

ａｅ，ＣＰ）、巨细胞病毒（Ｃｙｔｏｍｅｇａｌｏｖｉｒｕｓ，ＣＭＶ）和Ｈｐ。

钠盐作对照，其余２０只鼻内接种ＣＰ，其中１０只予

前研究较多的是肺炎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

３慢性感染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阿奇霉素（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结果表明，存在感染而未
治疗一组家兔的主动脉粥样硬化较其他两组明显加

要证明某一感染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需要有

速。另外细胞学研究发现ＣＰ感染的单核细胞与受

血清学证据、组织学证据、动物模型和治疗试验证

损部位的血管内皮细胞的粘附能力增强，使血管壁

据。目前研究最多、结果最确实的是ＣＰ。
３．１

ＣＰ与动脉粥样硬化Ｄａｈｌｅｎ等Ｈ刚研究结果提

示男性冠心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㈣）患者ＣＰ

ＩｇＧ抗体效价＞１：２５６的检出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局部的单核细胞大量聚集，而且含有ＣＰ的斑块内
Ｃ耽＋的Ｔ细胞明显增多¨６’１７ Ｊ，均支持ＣＰ在动脉粥
样硬化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一定的作用。
关于ＣＰ的治疗试验大部分都在进行中，已有

１９８８年Ｓａｉｋｋｕ等¨¨通过血清学检测发现急性心肌

的结果较为乐观。如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ｕ ８。将３０２例患冠

梗死（ａｃｕｔｅ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ＭＩ）和ＣＨＤ患者

状动脉疾病且ＣＰ血清学阳性的患者随机给予阿奇

血清肺炎衣原体ＩｇＧ阳性率分别较对照组高５１％

霉素或安慰剂，并随访６个月，分别在治疗结束时、

ｍｙｃａｒｄｉａｌ

和３３％，提示ＣＰ不但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而且与

随访３个月和６个月时抽血检查ＣＲＰ，ＩＬ一６，ＩＬ一１及

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之后Ｓａｉｋｋｕ

ＴＮＦ—ａ等炎症因子，发现治疗结束时以及≥３个月

等Ｈ纠又长期随访了患高脂血症而无心脏疾病证据

对照组和治疗组的血炎症因子水平的差异无显著性

的患者，发现血清肺炎衣原体ＩｇＧ阳性的患者心血

意义，６个月时治疗组ＣＲＰ，ＩＬ一６水平有显著的下

管疾病的发生率较对照组高２．６倍，表明ＣＰ与动

降，但是否这一下降将进一步导致缺血事件的下降

脉粥样硬化及ＣＨＤ有关，但ＩｇＧ仅提示曾经感染

有待进一步研究。Ｇｕｒｆｉｎｋｅｌ等ｕ ９’将２０２例不稳定

ＣＰ，而不能说明存在慢性感染，于是另外一些技术

型心绞痛患者随机给予３０ｄ阿奇霉素及安慰剂治

应用到试验中。

疗，３０ｄ内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Ｊａｃｋｓｏｎ等［１３ ｏ采用ＰＣＲ和免疫细胞化学方法，

率有显著的下降（９％比２％，Ｐ＝０．０３），随访６个月

尸检３８例的心血管组织、非心血管组织和３３例肉

后这一差异减小且无统计学意义。由于药物治疗的

芽肿活检标本，提示冠状动脉中肺炎衣原体的检出

时机和药物的其他作用机制可以影响最终结果，所

率远高于其他组织（Ｐ＜０．０１），３３例肉芽肿活检标

以在评价药物治疗的效果时必须予以考虑。

本仅３例检测阳性，提示肺炎衣原体易于侵犯心血

３．２①小，与动脉粥样硬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

管系统。Ｍｕｈｌｅｓｔｅｉｎ等采用免疫荧光法观察了９０

研究者发现一种疱疹病毒可以引起鸡的Ｍａｒｅｋ淋

例有ＣＨＤ症状患者的冠状动脉切出标本并与意外

巴瘤，患有淋巴瘤的鸡均有显著的动脉粥样硬化，于

死亡者相比较，前者肺炎衣原体明确阳性者６６例

是人们开始研究疱疹病毒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

（７３％），可疑阳性者５例（６％），后者只有ｌ例（Ｐ＜

性。其中，关于心们，的研究最为广泛。①爪，复制

０．０１）¨４Ｉ。Ｈｉｇｕｃｈｉ等应用组化、免疫组化和原位杂

相当缓慢，感染后多数情况下为隐性感染状态，长期

交的方法研究致命性的破裂斑块组织及稳定的斑

潜伏于体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接触平滑肌细胞后

块，半定量ＣＰ阳性的细胞及定量大量表达ＣＰ的淋

可以被激活。

巴细胞，发现前者含有较多的ＣＰ阳性的细胞和更

Ｂｌｕｍ等㈤１发现ＣＭＶ。ＩｇＧ滴度在动脉粥样硬

多的炎症反应。表明ＣＰ较易侵犯心血管系统且与

化患者中明显高于对照组。Ｅｓｐｉｎｏｌａ—Ｋｌｅｉｎ等旧刈应

ＡＳ的发生和发展相关。

用颈动脉内膜中层的厚度来代表早期动脉粥样硬

要证明某一病原是一疾病的致病因素，根据

万方数据

化，颈动脉的狭窄水平来代表进展期的动脉粥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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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现ＣＭＶ ＩｇＧ水平与早期和进展期动脉粥样

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更加显著［３川。因为当病原负荷

硬化水平显著相关。Ａｄａｍ等【２２１发现＞９０％的动脉

增加时血ＣＲＰ水平增加，由于ＣＲＰ是一种炎症标

粥样硬化斑块中可以找到ＣＭＶ，且ＣＭＶ血清学阳

志物，故至少病原负荷与ＣＨＤ的关系部分与感染诱

性者较对照组具有较高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

导的炎症有关。另一研究［３２ ３在９００例ＣＨＤ患者中

近年来动物实验发现ＣＭＶ可以导致ＡＳ病变，Ｂｅ—

测定了ＣＭＶ，ＣＰ，ＨＡＶ，ＨＳＶｌ，ＨＳＶ２的抗体，随访

ｒｅｎｅｓｉ等幢列以小鼠ＣＭＶ接种ＢＡＬＢ／ｃ小鼠，发现动

发现个体感染的病原总量增加时，心肌梗死或心脏

脉壁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表达ＣＭＶ抗原，动脉

性死亡的危险性增加。Ｚｈｏｕ等ｂ引认为可能与感染

管壁炎症细胞堆积，与人类ＡＳ早期病变类似。

诱导的循环细胞因子或者对病原的免疫反应有关。

但也有研究结果提示ＣＭＶ与动脉粥样硬化无

综上所述，大量的研究已证实感染与动脉粥样

相关性。Ｓａｅｔｔａ等‘２４ｊ选择４０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硬化有一定的关系，但目前的研究尚是初步的，其因

的颈动脉切除术标本，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果关系及详细的发病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

ＣＭＶ微粒或ＣＭＶ—ＤＮＡ，结果均为阴性。Ａｄ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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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ｄａｌｌ等在１９９４年首先提出，目前血清学的研究
较多，也找到了一些病理学依据。研究结果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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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

ｐｙｌｏｒｊ

ＰＷ，Ｍｅｒｋｅｌｂａｃｈ—ｂｒｕｓｅ Ｓ，Ｍｅｓｓｍｅｒ ＢＪ，ｅｔ ａ１．Ｉｎｆ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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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３８：４４０８—４４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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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ｉｃｏ！ｍ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ａｎｔｉｇｅ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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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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