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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准医疗是个集研究性、预防性和治疗性于一体的系统化工程。髓过氧化物酶、

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及脂蛋白磷脂酶 A2 等几种心血管早期预警标记物有助于控制心血管危险

因素，实现心血管疾病的早期预警、诊断，从而进行健康管理，这是精准医疗的一部分。

Luminex 流式芯片平台是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心血管标记物检测平台。

关键词：精准医疗；髓过氧化物酶；氧化低密度脂蛋白；脂蛋白磷脂酶 A2；心血管疾

病

Abstract: Precision Medicine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 including with

research,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yeloperoxidase, 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and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therogenesis. As cardiovascular events occur in individuals without common risk

factors, these three biomarkers may help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hich is part of

Precision Medicine in some extent. Luminex® bead multiplex technology can perform

a wide variety of protein assays quickly, and accurately that is potentially suitable

for use in clinical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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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科技部和国家卫计委，成立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委

员会。2015 年 3 月，科技部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并决定在 2030 年前政府

将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 600 亿元，精准医疗拟被列为“十三五”健康保障发展问题研究的重

大专项之一。至此，精准医疗开始走入人们视野。

精准医疗是个集研究性、预防性和治疗性于一体的系统化工程。它既包括各种现代科

技手段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影像学、云端大数据等，同时又结合传统医

学方法，全面深入认知人体机能和疾病本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以最有效、最安全、最经济的医疗服务获取个体和社会健康效益最大化的新型医学范畴。

精准医疗的长远目标是健康管理，而健康管理又是以控制危险因素为核心的预防医学。

作为人类头号杀手的心血管疾病我国患病人数高达 2.9 亿，大量的临床数据表明，心血管疾

病可控可防。心血管疾病可以通过健康管理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而不是等到发病甚至

急性心梗等严重事件发生后，才去干预和补救。

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早期预警中，心脏标记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临床常见

的心血管疾病标记物有 CK-MB、cTnI、MYO、IMA、NT-proBNP 等[1]，其中 CK-MB 升高是公认

的诊断急性心肌梗死和确认有无心肌坏死的重要指标，急性心梗发病 3~6 小时开始升高，

12~24 小时达峰值，如果没有并发症，酶活性会在 3天后回复正常水平。而 cTnI 是心肌损

伤的特异指标，其在心梗后 4~8 小时开始升高，12~14 小时达到峰值，升高持续时间约 6~10

天，可用于评价不稳定型心绞痛，连续检测则有助于判断血栓溶解和心肌再灌注。NT-proBNP

是诊断心力衰竭的最有效指标，连续监测可以判断治疗效果，目前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广泛

认可。

以上蛋白标记物是心脏发生器质性病变后才释放到血液中，因此在诊断和预后判断方

面有很高的准确性和特异性，但是在早期预警及对健康人发生疾病的预测方面有所不足。利

用蛋白质学和代谢谱学寻找新的生物标记物，并进一步从基因水平研究其相关性，正是目前

研究的热点。

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炎症，贯穿冠心病的发生发展[2]，其过程可简述为内

皮功能损伤，巨噬细胞吞噬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Ox-LDL）

形成泡沫细胞,泡沫细胞聚集形成脂纹；动脉中膜的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迁移至内膜，吞噬脂质成泡沫细胞，伴有纤维组织增生，形成纤维斑



块；泡沫细胞坏死崩解，导致粥样斑块，并进一步导致斑块内出血、斑块破裂、血栓形成、

血管腔狭窄等后续病变。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 MPO）、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及脂

蛋白磷脂酶 A2（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p-PLA2）这几种参与动脉

粥样硬化形成、发展的蛋白近年来被证实与心血管疾病有关，并且有独立性预测心血管事件

的功能。

MPO 即髓过氧化物酶，主要由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某些组织的巨噬细胞分泌，是血

红素过氧化物酶超家族的成员之一。MPO 能引起内皮功能障碍，并氧化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及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促进

泡沫细胞形成。MPO 氧化既可激活基质外金属酶原，促进斑块的纤维帽变薄、破裂，从而导

致了斑块的不稳定；也能损伤血管内膜，促进血栓形成。而 MPO 还能损害一氧化氮的血管舒

张功能，导致冠状动脉痉挛，引起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发生。研究发现，MPO

水平的升高不仅与患冠状动脉疾病易感性相关，还可以预测早期患心肌梗死的危险性，是预

测冠心病患者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一个新的预测因子[3]，特别是在肌钙蛋白 T(cTnT)水

平较低的患者，MPO 能够识别那些将来发生心血管事件危险性较高的患者。此外，MPO 水平

不仅可以作为短期心血管病的预测及诊断指标，还可以预测长时期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可以

作为慢性心衰、急性冠脉综合症、和冠心病的标记物。

Ox-LDL 即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经 LDL 氧化修饰形成。最近研究表明，Ox-LDL 沉积是属

于动脉粥样硬化病灶的特有成分。Ox-LDL 能诱导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诱导单核细胞与内皮

细胞的黏附和向内皮下的趋化，其被单核细胞形成的巨噬细胞吞噬导致泡沫细胞的形成，而

泡沫细胞的死亡将导致脂类在动脉壁的沉积，这正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病因之一。同时，

Ox-LDL 能促进 VSMC 和成纤维细胞合成胶原，使得脂纹纤维化形成斑块。此外，高浓度的

Ox-LDL 能诱导病灶中 VSMC 的凋亡，从而导致斑块的不稳定。大量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与

非冠心病患者的 Ox-LDL 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急性心梗的患者 Ox-LDL 水平显著高于不稳定

型心绞痛和稳定型心绞痛的患者，而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Ox-LDL 水平显著高于稳定型心绞

痛患者。此外，Ox-LDL 可以作为非冠心病患者发生心脏不良事件可能性的独立预测指标，

还与急性冠脉综合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4]。慢性心衰患者中，Ox-LDL 水平与心衰的严重程

度有关，同时，Ox-LDL 水平能预测充血性心衰患者的未来发病率及死亡率。

Lp-PLA2 即脂蛋白磷脂酶 A2 ，主要由成熟的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合成和分泌，以与脂

蛋白颗粒结合的形式存在，并在动脉粥样硬化部位大量存在, 可被炎症介质调节，参与粥样

斑块形成的开始、过程和最终破裂。具有活性的 Lp-PLA2 水解 Ox-LDL 中的氧化磷脂, 使其



产生促炎症物质溶血卵磷脂和氧化型游离脂肪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同时，还是一种与脑血管病有关的炎性标志物，促进颈动脉粥样硬化，从而增加缺血性

脑卒中风险。Lp-PLA2 能够反映动脉粥样硬化炎症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呈线性相关，可预

测缺血性疾病和心力衰竭患者的未来心血管事件，且独立于传统心血管风险因子[5]，临床

检测意义十分重要。

MPO、Ox-LDL 和 Lp-PLA2 可预测心脏病不良事件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既可以和传统的

心血管指标联合诊断，又具有独立性预警作用，目前在国内外临床有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应

用。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更准确更有效的心血管标记物还有待摸索发现。

目前的心血管检测技术平台有 ELISA，化学发光，SNPs 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

基因型检测芯片，以及蛋白芯片等。在疾病诊断上，生物芯片技术能大规模、高通量地进行

检测，有较高的灵敏性和准确性，并且快速简便，可同时检测多种疾病。生物芯片的问世为

疾病预警和干预、个性化诊断和预后等开辟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液态芯片技术是美国 Luminex 公司推出的结合流体学、光学和数字信号等手段来处理

专用微球的信号，从而实现高通路检测的分析平台，具有灵活的、开放式的结构设计。该技

术获得了 2005 年度国际临床诊断技术革新大奖，被认为是临床诊断的未来趋势。目前，液

态芯片技术已经可以同时检测 500 种基因和 50 多种蛋白质分子。在中国，用液态芯片技术

检测心脑血管标记物尚是空白，如果能在液态芯片平台上将心脑血管早期预警标记物联合检

测，可以在满足大通量筛查的需求的基础上提高检测的准确度，从而真正实现早期预警和早

期诊断，为健康管理提供坚实的基础。

精准医疗并非无源之水，而是随着基因组技术和知识的积累，以及各种新技术新观念

的发展出现的，其本质是深入研究人体机能和疾病，通过早期预警、健康管理、个体化治疗

等等方面维护生命与健康，并且提倡数据共享，以便更好地实现这个目的，在预防与治疗、

个体与社会效益之间尽可能达到最优化的平衡。

总所周知，生命机体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网络，基因、蛋白质等构成的信号传导系统

在分子层面维持着平衡的稳态，健康、亚健康、疾病是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新的心血管标记

物的筛选、发现与应用对心血管方面精准医疗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研究的准确

性、高通量、大数据方面，流式芯片技术是与精准医疗相适应的新型工具，值得我们密切关

注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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