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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患者血清 Apelin 水平与炎症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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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心房颤动（房颤）患者血清 Apelin 水平与炎症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 12 月

在我院心血管外科住院拟行心脏瓣膜手术的心脏瓣膜病患者 58 例，根据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及病史确定患者有无
持续性房颤，将患者分为房颤组和窦性心律组。房颤组 29 例，男 14 例、女 15 例，年龄（57±8）岁；窦性心律组 29 例，
男 20 例、女 9 例，年龄（54±10）岁。应用心脏彩色超声检测左心房内径和射血分数，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中
apelin、白细胞介素 -6（IL-6）水平，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结果

与窦性心律组

比较，房颤组血清 Apelin [（201.94±71.96）pg/ml vs.（286.72±129.33）pg/ml] 和射血分数（54.52%±3.94% vs. 56.41%±
2.85%）显著降低，hs-CRP [（5.58±12.90）mg/L vs.（1.89±3.55）mg/L]、IL-6 [（2.59±0.64）pg/ml vs.（2.26±0.55）pg/ml]
和左心房内径 [（57.10±11.69）mm vs.（43.07±5.31 mm）] 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显示：
血清 Apelin 水平与超敏 C 反应蛋白、左心房内径呈负相关（r=-0.308，P=0.019；r=-0.313，P=0.017），Apelin 与射血
分数呈正相关（r=0.265，P=0.044）。结论

房颤患者血清 Apelin 水平显著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显著上升，Apelin 可

能与房颤、炎症密切相关，Apelin 可能通过调节炎症反应从而参与房颤的发生与维持。
【关键词】 心房颤动；Apelin；炎症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Apelin Level and Inflamm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HOU Peng1, WANG Hui-shan2, HAN Jin-song2, CHEN Zhao-hui2, XU Shu2, LIU Yu2
1.Graduate School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P. R. China; 2.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Command, Shenyang 110016, P. R.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Hui-shan, Email: huishanwang@hotmail.com

【Abstract】 Objective
fibrillation (AF). Methods

To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erum apelin level with inflamm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We recruited 58 patients with valvular heart disease who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October 2014 and December 2014 and planned to undergo surgery, including 29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AF (an AF group)
and 29 patients with sinus rhythm (a SR group). There were 14 males and 15 females in the AF group at an average age of
57±8 years. There were 20 males and 9 females in the SR group at an average age of 54±10 years. The left atrial diameter
(LAD) and ejection fraction (EF) were detected by echocardiography. The levels of serum apelin and interleukin-6 (IL-6)
were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 sorbent assay, and the level of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were
determined by turbidimetric inhibition immuno assay. Results

Compare with the SR group, the serum apelin level

(201.94±71.96 pg/ml vs. 286.72±129.33 pg/ml) and EF (54.52%±3.94% vs. 56.41%±2.8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AF group, while the hs-CRP (5.58±12.90 mg/L vs. 1.89±3.55 mg/L), IL-6 (2.59±0.64 pg/ml vs. 2.26±0.55 pg/ml) and LAD
(57.10±11.69 mm vs. 43.07±5.31 m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F group (P<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pelin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s-CRP and LAD (r=-0.308，P=0.019；r=-0.313，P=0.017), and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F (r=0.265，P=0.044）. Conclusion

Serum apelin level i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AF and levels of inflammation maker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pelin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AF and inflammation, and
may take part in the occurrence and maintenance of AF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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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

并严重肝肾功能异常；
（7）合并严重肺功能异常。本

一 ，约占所有住院心律失常患者的 1/3 。近几十

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情

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增加，

同意。
1.2 方法

[1]

[2]

[2]

研究估计全球范围内共
房颤的发病率呈增长趋势 ，

入院时应用飞利浦 iE33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记

有房颤患者 3 350 万例 [1]。房颤增加了脑卒中和心
重程度成正相关，房颤可以引起或加重原有的心力

录房颤组及窦性心律组患者左心房内径（left atrial
diameter，LAD）及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EF）。

衰竭，
反之亦然 [2]。大量研究显示房颤与炎症密切相

两组患者入院后于清晨、空腹、清醒时抽取肘静脉

[2]

其中房颤的发生率与心力衰竭的严
力衰竭的风险 ，

关

[3-10]

。炎症通过影响心脏的电重构和结构重构，参

血 5 ml，将血液在室温下以 3 000 r/min 离心 10 min

与了房颤的发生与维持 。Apelin 作为血管紧张素

分 离 血 清，置 于 EP 管 中，放 在 -80 ℃ 的 低 温 冰 箱

Ⅱ 1 型受体相关蛋白（Angiotensin Ⅱ type 1 receptor
related protein，APJ）的内源性配体 [11]，
与 APJ 一起共

中保存备用，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

[2]

同参与了体内多种病理生理机制

[12-14]

。Apelin 有许

多亚型，
较常见的有 Apelin-12、Apelin-13、Apelin-17、
Apelin-36，其中 Apelin-12 是最有效的 Apelin 亚型之

中 Apelin-12、白 细 胞 介 素 -6（interleukin-6，IL-6）
浓 度。Apelin-12 ELISA 试 剂 盒 购 自 美 国 Genorise，
IL-6 ELISA 试剂盒由深圳达科为提供，检测均严格

，
所以本次研究主要以 Apelin-12 为研究对象。

按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采 用 胶 乳 增

研究显示 Apelin 在不同组织中均具有抗炎作

强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由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科

一

[15]

用

[16-18]

，同时有报道指出孤立性房颤患者 Apelin-12

水平显著降低

，低水平 Apelin-12 的持续性房颤患

[19]

完成。
1.3 统计学分析

者电复律后房颤复发率高 [20]。鉴于目前 Apelin 在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计

持续性房颤中的研究不多，Apelin 参与房颤发生与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维持的机制尚不清楚，我们假设 Apelin 可能通过调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变量经对数转换后再进行分

节炎症反应，进而参与房颤的发生与维持。本研究
拟通过观察心脏瓣膜病合并持续性房颤患者血清
Apelin 水平与炎症的关系，进而探讨房颤的发生机
制，进一步拓展 Apelin 的病理生理学研究，为临床房
颤的防治以及 Apelin 在临床上的应用打下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选择 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在我院心血管外科

住院拟行心脏瓣膜手术的心脏瓣膜病患者 58 例，根
据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的客观依据及病史确定有无
持续性房颤并分为房颤组和窦性心律组。房颤组
29 例，男 14 例、女 15 例，年龄（57±8）岁；本组患者
均为持续性房颤，
持续性房颤定义为：持续时间 >7 d
的房颤，一般不能自行转复，常需药物转复或电转
复 ；其中二尖瓣病变 25 例，主动脉瓣病变 14 例，
[2]

糖尿病 1 例，高血压病 4 例，冠心病 7 例。窦性心律
组 29 例，男 20 例、女 9 例，年龄（54±10）岁；其中二
尖瓣病变 20 例，
主动脉瓣病变 13 例，
糖尿病 4 例，
高
血压 10 例，冠心病 6 例。排除标准：
（1）合并严重脑
血管病变、恶性肿瘤；
（2）合并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
（3）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
（4）合并严重感染；
（5）合
并心力衰竭或急性心肌梗死病程小于 1 个月；
（6）合

析。Apelin 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采用 Spearman 秩
相关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心功能、Apelin 和炎症指

标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情况见表 1，两间年龄、性别
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房颤
组 LAD 较窦性心律组显著升高，EF 显著降低，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窦性心律组比较，房
颤组 Apelin 水平显著降低，hs-CRP、IL-6 水平则显
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2 相关分析结果
以 Apelin 水平为因变量，以 hs-CRP、IL-6、LAD、
EF 为自变量进行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分析结果
显 示：Apelin 与 hs-CRP、LAD 呈 负 相 关（r=-0.308，
P=0.019；r=-0.313，P=0.017），Apelin 与 EF 呈正相关
（r=0.265，P=0.044），与 IL-6 无 明 显 相 关（r=-0.156，
P=0.242）。

3

讨论
目前普遍接受的理论是炎症在房颤的发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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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
心功能、Apelin 和炎症指标比较 [n=29，
例
（%）/ X±s ]
房颤组

窦性心律组

年龄（岁）

57±8

54±10

0.283

性别（男 / 女）

14/15

20/9

0.110

二尖瓣病变

25（86.2）

20（69.0）

0.115

主动脉瓣病变

14（48.3）

13（44.8）

0.792

糖尿病

1（3.4）

4（13.8）

0.160

高血压病

4（13.8）

10（34.5）

0.066

7（24.1）

6（20.7）

0.753

23.81±3.45

22.80±3.17

0.251

冠心病
2

体重指数（kg/m ）

患者电复律后复发率高。而最近研究发现 Apelin 在

P值

指标

EF（%）

54.52±3.94

56.41±2.85

0.040

LAD（mm）

57.10±11.69

43.07±5.31

<0.010

Apelin（pg/ml）

201.94±71.96

286.72±129.33

0.003

hs-CRP（mg/L）

5.58±12.90

1.89±3.55

0.001

IL-6（pg/ml）

2.59±0.64

2.26±0.55

0.042

作为一项潜在因素预测房颤的发生。随后，2010 年
Falcone 等 [20] 发现低水平 Apelin-12 的持续性房颤
不同组织中均具有抗炎作用。Lim 等 [16] 研究发现
Apelin 具有抗炎作用，他们用小干扰 RNA（siRNA）
抑制原始羊膜细胞中 Apelin 的表达，结果使 IL-1β
诱导的 IL-6 和 IL-8 的分泌增加。Pan 等 [17] 研究发
现 Apelin 抑制了脂多糖诱导的大鼠腹膜巨噬细胞
IL-8 的产生，认为 Apelin 减轻了炎症反应，从而减
轻了败血症大鼠心肌损害。此外，Visser 等 [18] 报道
Apelin 减轻了高氧肺损伤新生大鼠的肺部炎症，这
种作用可能是通过一氧化氮合酶依赖的途径实现。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窦性心律组比较，Apelin、
EF 在房颤组显著降低，hs-CRP、IL-6、LAD 在房颤组
显著升高；相关分析显示 Apelin 与 hs-CRP、LAD 呈

维持中起重要作用，大量动物实验、流行病学和队列

负相关，与 EF 呈正相关。该结果证实了 Apelin 在持

观察性研究以及临床实验的证据都证实炎症参与了

续性房颤患者中水平显著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显著

房颤的发病机制 [3-10]，其中研究最多的是 C 反应蛋

上升。并且本研究初步探讨了 Apelin 与房颤及炎症

白（C-reactive protein，CRP）及 IL-6[3]。CRP 及 IL-6

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的升高不仅跟普通房颤人群及心脏术后房颤人群有
关，同时也跟复律及消融后房颤的复发有关 。但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
（1）样本量较少，Apelin 与
hs-CRP 相关性不强，结果有待于进一步的大样本研

同时也存在不同的观点，CRP 在孤立性房颤患者中

究来证实。
（2）房颤类型众多，机制不尽相同，本研

没有升高，从而认为炎症可能跟潜在的心血管疾病

究仅以持续性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尚不

[3]

[21]

。造成这种情况可能与以

能适用到所有房颤类型。（3）本研究仅以 Apelin-12

下因素有关，
就 CRP 来说，
它是一种非特异性急性期

作为研究对象，其他 Apelin 亚型与房颤及炎症的关

反应蛋白，在许多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心力衰竭、高

系有待进一步证实。
（4）Apelin 参与人体许多病理

血压病等）中都有升高；且房颤类型众多，
机制复杂，

生理机制，已有研究证实 Apelin 在糖尿病 [12]、高血

在一些特殊类型房颤中炎症可能呈现主导地位，在

压病 [13]、冠心病 [14] 等患者中有一定的变化，本研究

某一些房颤中可能不是 [3]。因此，我们推断并不是

此次病例选择均质性不强，在解释结果时应有一定

炎症与房颤没有关系，只是 CRP 和 IL-6 未必最具代

保留。但根据临床实际，完全排除上述疾病的干扰

表性，或者说它们也许并不是导致房颤发生与维持

仍有一定的困难，且本组病例两组间糖尿病、高血压

的炎症机制分子，所以寻找更有意义的炎症因子及

病、冠心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在

其相关因素就显得很有必要。
Apelin 是 1998 年 Tatemoto 等 [11] 应 用 反 向 药

心脏瓣膜病合并持续性房颤这一群体中本研究仍有

理学方法首次从牛胃分泌物中提取的新的心血管活

系的初步探索，下一步将继续选择均质性较强病例

有关，而并非房颤本身

性多肽，参与许多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调节
最近的研究证实 Apelin 具有抗炎作用

[12-14]

。

一定的意义。本次研究是对 Apelin、房颤与炎症关
以及开展相关的动物实验来证实我们的结论。

[16-18]

究指出 Apelin 在房颤患者中有一定变化

总之，本研究结果提示房颤患者血清 Apelin 水

，且有研

[19-20]

，鉴于

平显著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显著上升，Apelin 可能与

目前 Apelin 在持续性房颤中的研究不多，且 Apelin

房颤、炎症密切相关，Apelin 可能通过调节炎症反应

是否通过调节炎症反应从而参与房颤发病机制的相

从而参与房颤的发生与维持。

关报道较少，故本研究意在探讨在心脏瓣膜病合并
持续性房颤患者这一群体中 Apelin、房颤与炎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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