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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与共识．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Ａ２临床应用专家建议
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心脑血管病专家委员会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是主要致死和致残

释放到血液循环中的Ｌｐ—ＰＬＡ２主要与富含载

原因。除血脂异常外，炎症和氧化应激也是动脉粥

脂蛋白（Ａｐｏ）Ｂ的脂蛋白结合，低密度脂蛋白

样硬化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机制。目前，国内外指南

（ＬＤＬ）占８０％，其余与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脂蛋

均建议采用传统危险因素为基础的模型预测动脉粥

白ａ［Ｌｐ（ａ）］和极低密度脂蛋白（ＶＬＤＬ）结合Ｈ Ｊ。

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短期和长期风险¨。２ Ｊ。但是，

在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患者中，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

仅采用传统危险因素仍存在不足，例如危险因素相

ＬＤＬ亚组分水平呈正相关∞１。

同的个体发生心血管病事件风险存在差异，某些不

二、Ｌｐ—ＰＬＡ２的临床检测

具备传统危险因素的患者仍然发生心血管病事件，

（一）Ｌｐ－ＰＬＡ２测定方法

接受足量他汀治疗的患者仍有残留风险等。生物标

可通过测定血清（浆）Ｌｐ．ＰＬＡ２活性及质量两

志物被认为是传统危险评估的重要补充手段。与

种方式反映Ｌｐ—ＰＬ气２水平，临床上推荐测定血清

Ｃ一反应蛋白（ＣＲＰ）不同，脂蛋白相关磷脂酶Ａ２

Ｌｐ—ＰＥＡ２质量，目前已有可供临床检测使用的商品

（１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２，Ｌｐ—ＰＬＡ２）

化试剂盒。主要测定方法为发光免疫测定和酶联免

是具有血管特异性的炎症标志物，研究发现

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前者以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为

Ｌｐ—ＰＬＡ２为冠心病和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代表，具有操作简单、结果稳定等特点；后者以双抗

新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其用于预澳４冠心

体夹心法为代表，重复性好，操作略显复杂，但作为

病和缺血性卒中风险。为了积极探索有临床应用价

高通量检测，可满足大样本检测需求。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值的生物标志物，使临床医生更好理解并合理使用

Ｌｐ—ＰＬＡ２受生理变异很小，基本不受体位改变

Ｌｐ—ＰＬＡ２，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和日常活动的影响，故标本采集时无需固定体位和

和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心脑血管病专家委员

时间，无需空腹，但测定前２ ｈ应避免剧烈运动。

会组织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和检验科等相关领域

Ｌｐ－ＰＬＡ２检测样本可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专家，讨论并建议如下。

（ＥＤＴＡ－Ｋ：）、肝素、枸橼酸钠抗凝血浆或血清均可。

一、Ｌｐ－ＰＬＡ２的生物学特性

抽血后尽快分离出血浆（清）并及时测定，标本

Ｌｐ—ＰＬＡ２是磷脂酶超家族中的亚型之一，也被

２℃～８℃可保存ｌ周，一２０ ｃｃ可贮存３个月，

称为是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水解酶，由血管内膜中

一７０℃可保存时间更长（最好用血清，可稳定保存

的巨噬细胞、Ｔ细胞和肥大细胞分泌。动脉粥样硬

５年以上）。

化斑块中Ｌｐ—ＰＬＡ２表达上调旧Ｊ，并且在易损斑块纤

（二）Ｌｐ－ＰＬＡ２的参考区间

维帽的巨噬细胞中强表达。Ｌｐ—ＰＬＡ２可水解氧化低

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受性别和种族影响¨引，国外报道

密度脂蛋白（ＯＸ～ＬＤＬ）中的氧化磷脂，生成脂类促炎

成人血清Ｌｐ—ＰＬＡ２参考区间男性为１３１—３７６（平均

物质，如溶血卵磷脂和氧化游离脂肪酸，进而产生多

２５１）降ｇ／Ｌ（ｎ∥ｍ１），女性为１２０～３４２（平均１７４）

种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包括内皮细胞凋亡和内皮

斗ｇ／Ｌ（ＥＬＩＳＡ）。女性低于男性，可能与雌激素水平

功能异常，刺激黏附因子和细胞因子的产生。这些
物质可通过趋化炎症细胞进一步产生自我强化的循

有关，正在接受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Ｌｐ—ＰＬＡ２水平
较低∽１，但其差别尚不足以影响参考区间。建议

环，生成更多促炎物质Ｍ Ｊ。

Ｌｐ·ＰＬＡ２＜２００斗∥Ｌ为正常水平，２００～２２３“ｇ／Ｌ为
中度升高，Ｉ＞２２３斗ｇ／Ｌ为明显升高’３ Ｊ。目前国内尚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５．１０．００２

无大规模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人群研究及适合国人的参

通信作者：胡大一，Ｅｍａｉｌ：ｄａｙｉ．ｈｕ＠ｍｅｄｍａｉｌ．１２０１１１．１２１１

考区间报道，建议各实验室建立自己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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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小规模研究研究提示Ｌｐ—ＰＬＡ２水平＜１７５恤ｇ／Ｌ

由于Ｌｐ—ＰＬＡ２主要与ＬＤＬ结合，调脂药物对

为正常，如＞１７５斗ｇ／Ｌ提示心血管事件风险

Ｌｐ．ＰＬＡ２影响较大，他汀类药物能显著降低

增加‘１…。

Ｌｐ—ＰＬＡ２血浆水平０１６］。ＰＲＩＮＣＥ研究Ⅲｏ显示氟伐

（三）Ｌｐ—ＰＬＡ２与冠心病的研究证据

他汀治疗１２周后，与安慰剂比较，治疗组Ｌｐ—ＰＬＡ２

研究提示随着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升高，冠心病和卒
中风险增加，尤其是老年人和无症状的动脉粥样硬

含量下降２２．１％；Ｌｐ．ＰＬＡ２含量变化与ＬＤＬ．Ｃ水平
变化呈中等程度正相关。而非诺贝特可提高ＨＤＬ

化疾病人群。３２项前瞻性研究包括７９ ０３６患者的
荟萃分析纳入了无血管性疾病、稳定性血管疾病和

相关的Ｌｐ，ＰＬＡ２１１８ｊ。他汀治疗可影响Ｌｐ．ＰＬＡ２的
预测价值。ＪＵＰＩＴＯＲ研究。ｌ ９。发现在随机治疗前测

急性血管疾病３０ ｄ的患者¨川，结果显示Ｌｐ—ＰＬＡ２

定的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ＬＤＬ—Ｃ水平中等程度相关，瑞

水平与冠心病和血管性死亡呈线性对数相关。校正

舒伐他汀组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分别下降３３％，ＬＤＬ—Ｃ下

常规危险因素后，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对冠心病、缺血性卒

降４８．７％。安慰剂组患者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心血管

中、血管性死亡、非血管性死亡的风险比分别为

事件相关，而他汀治疗组患者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不能预

１．１１（１．０７—１．１６）、１．１４（１．０２～１．２７）、１．１３（１．０５～

测心血管病事件风险。

１．２２）和１．１０（１．０３—１．１８）。

２．稳定性冠心病：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可预测冠心病

１．无症状高危人群：Ｌｐ—ＰＬＡ２对不同性别预测

患者心血管事件复发风险。ＰＥＡＣＥ研究口叫人选了

冠心病的价值不同。ＷＯＳＣＯＰＳ研究人选６ ０００例

３

血脂异常的男性，该研究的巢式病例对照分析显

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升高，复合心血管病事件（心血管死

示¨２｜，校正已知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其他炎症指标

亡、心肌梗死、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心绞痛住院或

后，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升高的患者发生心血管病事件的

卒中）发生率明显升高；且Ｌｐ．ＰＬＡ２水平是非致死

ＲＲ为１．１８（９５％Ｃ／１。０５～１。３３），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在

性心血管病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Ｂｒｉｌａｋｉｓ等。２１。研

最高四分位数的患者冠心病风险增加２倍。单因素

究中５０４例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患者的Ｌｐ—ＰＬＡ２水平

分析显示ＣＲＰ、白细胞计数、纤维蛋白原和Ｌｐ．ＰＬＡ２

与病变程度相关，且Ｌｐ—ＰＬＡ２升高与心血管事件的

水平均与心脏事件危险相关，但是ＣＲＰ和白细胞计

高发生率相关。Ｌｕｄｗｉｇｓｈａｆｅｎ危险和心血管健康研

数仅在最高水平与事件相关，而各不同水平

究ｆ２２１显示，２ ４５４例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冠心病

Ｌｐ—ＰＬＡ２均与心脏事件相关。但以女性为研究对象

患者的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ＬＤＬ—Ｃ、ＡｐｏＢ水平和非

的ＷＨＳ研究¨副发现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ＬＤＬ—Ｃ相关

ＨＤＬ．Ｃ水平高度相关，而与ｈｓ．ＣＲＰ和纤维蛋白原

（ｒ＝０．５１），接受雌激素替代治疗者最低。校正其他

无关。此外，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冠心病严重程度和病

危险因素后，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不能预测心血管事件（冠

变支数相关。在未经他汀治疗患者中，Ｌｐ—ＰＬＡ２水

心病、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卒中），但ｈｓ．ＣＲＰ水平

平与冠心病风险明确相关。

与事件相关。这可能与患者接受雌激素替代治疗

７６６例稳定性冠心病患者，随访４．８年后，随着

３．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动脉粥样硬化

相关。

斑块破裂是导致急性血栓事件的主要机制，

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可预测健康中年人群冠心病的风
险。ＡＲＩＣ研究¨４ ｏ入选了１２ ８１９名健康中年人，经

Ｌｐ—ＰＬＡ２是导致斑块易损性增加的重要原因。对一

过６年随访，６０８例发生冠心病事件患者Ｌｐ—ＰＬＡ２

件患者的颈动脉斑块中Ｌｐ—ＰＬＡ２水平较高旧３｜。侏

和ＣＲＰ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Ｌｐ－ＰＬＡ２最高四分位数

雁洲等心４１分析ＡＣＳ、稳定性冠心病及非冠心病者

患者危险比为１．７８（９５％Ｃ／１．３３～２．３８），ＬＤＬ—Ｃ水

ｈｓ．ＣＲＰ、Ｌｐ—ＰＩＡ２和血管内超声组织学特征，结果

平较低（＜３．３８ ｍｍｏＶＬ）患者的Ｌｐ—ＰＬＡ２和ＣＲＰ水

ｈｓ—ＣＲＰ和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均与粥样斑块组织坏死的

平均与冠心病事件相关，二者同时升高者风险最高。

面积大小呈正相关。支持Ｌｐ．ＰＬＡ２是易损斑块的

Ｌｐ—ＰＬＡ２是老年人冠心病风险的独立预测因

组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患者研究显示，发生心血管事

炎症标志物。

子。Ｒａｎｃｈ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研究对无冠心病史的１ ０７７名

ＡＣＳ急性期患者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预后相关性

老年社区居民随访１６年，与最低四分位数相比，较

研究结果并不一致。ＰＲＯＶＥ—ＩＴ ＴＩＭｌ２２研究亚组分

高Ｌｐ．ＰＬＡ２水平预测冠心病风险的危险比分别为

析旧纠发现急性期后３０ ｄ测定的Ｌｐ—ＰＬＡ２是独立于

１．６６、１．８０和１．８９（Ｐ均＜０．０５）。校正ＣＲＰ与其

ＬＤＬ—Ｃ和ＣＲＰ的预后指标。一项社区急性心肌梗

他冠心病风险因素后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１

死患者的研究心钊提示急性期测定的Ｌｐ—ＰＬＡ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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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死亡率相关，提示Ｌｐ—ＰＬＡ２可能不受急性炎症

并通过磁共振成像估算病灶的体积。发现缺血病灶

事件的影响，而是血管炎症的特异性指标。

体积越大，ｈｓ—ＣＲＰ水平和Ｌｐ．ＰＩ越水平越高。一项

但来自２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前瞻性研究

美国研究发现，急性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ＴＩＡ）（恐＝

（ＦＲＩＳＣＩＩ和ＧＵＳＴＯＩＶ）Ｌ ２７’后续分析显示，尽管ＡＣＳ

１６７）患者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升高，均与动脉粥样硬化病

患者Ｌｐ—ＰＬＡ２水平较健康对照组高，但与已知的危

因学相关，而Ｌｐ—ＰＬＡ２与早期复发性卒中或死亡相

险因素相关性较弱，且与ＡＣＳ患者事件复发无关。

关∞引。一项西班牙ＴＩＡ患者的研究也报告了类似

同样，ＭＩＲＡＣＬＥ研究旧驯中ＡＣＳ患者人选时基线测

的结果，即Ｌｐ—ＰＩ．Ａ２与大血管疾病相关，也与７～

定的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主要终点事件无关。同时发

３０

现，阿托伐他汀明显降低Ｌｐ．ＰＩ彪水平，可溶性

中二级预防研究的亚组分析提示，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可

ＰＬＡ２与死亡相关。

预测轻型卒中患者３个月主要终点和卒中复发ｐ引。

ｄ内的早期复发性脑血管事件相关¨５｜。中国卒

ＮＯＭＡＳ研究‘２９。连续检测心肌梗死前后

一组首次发生卒中的患者研究一刊提示Ｌｐ—

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变化，与ｈｓ—ＣＲＰ上升的趋势不同，

ＰＬＡ２浓度最高四分位数的患者相较于浓度最低四

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在急性期后呈逐渐下降趋势（每年

分位数患者，卒中复发风险增大（校正风险比２．０８，

５％），由梗死前的平均２３３ ｎｇ／ｍｌ下降至平均１５３，９

９５％ＣＩ

ｎｇ／ｍｌ，Ｌｐ—ＰＬＡ２含量受ＬＤＬ－Ｃ水平的影响。加拿大

死亡事件风险增大（校正风险比１．８６，９５％ＣＩ

的一项研究＂叫观察ＡＣＳ急性期（４８ ｈ）含量

１．０１～３．４２）。而同时测定的ｈｓ—ＣＲＰ水平与卒中严

［（１４３．１３＋６０．８８）．ｇ／ｍ１］明显高于恢复期（１２周）

重程度和死亡风险相关。与其他原因引起的卒中不

［（８８．７４ ４－３９．１２）ｎｇ／ｍ１］，而稳定性冠心病

同，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相关的卒中和ＴＩＡ复发风险

［（１２１．７２±３１．１１）ｎｇ／ｍ１］也较ＡＣＳ恢复期高。

显著较高旧８Ｉ。因此，Ｌｐ—ＰＬＡ２作为不稳定粥样硬化

１．０４～４．１８），卒中复发、心肌梗死、血管性

综上，ＡＣＳ患者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心血管病事件

斑块的标志物，可识别动脉粥样硬化狭窄为主要机

相关性结果并非一致，可能与ＡＣＳ事件后Ｌｐ—ＰＬＡ２

制导致的ＴＩＡ和卒中事件，Ｌｐ—ＰＬＡ２水平较高代表

的动态变化有关。其他原因还包括：人种不同导致

疾病复发风险较高。

Ｌｐ．ＰＩＡ２基因多态性差异，测定时间窗不同，测定方

三、临床应用建议

法不同，不同研究的基线Ｌｐ—ＰＬＡ２水平差别较大。

危险因素协作组发表的荟萃分析纳人３７项前

（四）Ｌｐ．ＰＬＡ２与卒中的研究证据

瞻性队列研究的１６５ ５４４例患者，结果显示在传统

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首次卒中风险相关。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

临床危险因素和总胆固醇及ＨＤＬ—Ｃ基础上，增加

亚组研究∞ｕ入选１ ８２２名社区居民，平均随访６．４

Ｌｐ—ＰＬＡ２可轻微提高预测模型的效力；如根据美国

年，校正传统危险因子和ｈｓ．ＣＲＰ后，Ｌｐ—ＰＬＡ２水平

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的成人治疗专家组ＩＩＩ（ＮＣＥＰ—

最高四分位数者的缺血性卒中风险为最低四分位数

ＡＴＰｌｌＩ）的危险分层，增加Ｌｐ—ＰＬＡ２测定后，使

者的２倍。ＡＲＩＣ研究¨４１也证实即使经过ｈｓ—ＣＲＰ

２．７％的患者危险分层上升到高危而需要他汀治

等危险因素调整，Ｌｐ—ＰＬＡ２水平最高四分位数者的

疗‘３

９Ｉ。

卒中风险为最低者的２倍。针对老年高危人群的

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ＡＣＣＦ）／美国心脏协

ＰＲＯＳＰＥＲ研究‘３ ２。发现基线测定的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与

会（ＡＨＡ）２０１０年无症状成人心血管风险评估指

血管事件呈中等程度相关，但是与卒中事件无关。

南Ｌ２ ｏ建议：可考虑对中等风险的无症状成人进行

与Ｌｐ．ＰＬＡ２水平最低四分位数患者比较，最高四分

Ｌｐ—ＰＬＡ２检测以进一步评估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推

位患者风险增加（活性测定ＨＲ＝１．２５，９５％ＣＩ

荐级别１１ ｂ）。２０１３年ＡＣＣＦ／ＡＨＡ心血管危险评估

１．０２～１．５４；质量测定ＨＲ＝１．３９，９５％ＣＩ

１．１４～

１．７０）。

指南㈤１建议：无症状的一级预防患者，经过危险评
估后仍然不能确定是否需要治疗的患者可考虑采用

此外，Ｌｐ—ＰＬＡ２水平还可预测卒中复发的风险。

新标志物评估。２０１ １年ＡＨＡ／美国卒中协会卒中一

急性缺血性卒中发生后Ｌｐ—ＰＬＡ２水平急剧降低，由

级预防指南Ｈ¨建议：检测炎症指标如ｈｓ—ＣＲＰ或

卒中前平均２１０．ｇ／ｍｌ下降到１６９．４．ｇ／ｍｌ。如卒

Ｌｐ—ＰＬＡ２可以识别卒中高风险患者（推荐级别１Ｉ

中后Ｌｐ—ＰＬＡ２水平仍高，预示卒中复发和心血管事

证据水平Ｂ）。欧洲心脏病学学会２０１２年心血管疾

件风险增加‘２９］。Ｋａｒａ等㈣１检测１０２例急性卒中和

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Ｈ引建议：急性动脉粥样硬化血

９８例非卒中患者的ｈｓ—ＣＲＰ水平和Ｌｐ—ＰＬＡ２水平，

栓形成事件复发高风险患者可检测Ｌｐ．ＰＬＡ２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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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ＲＩＣ）ｓｔｕｄ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ｏ

ｏｒ

Ａ（２）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Ｓ，Ｍｏｒｒｏｗ

ＤＡ，Ｏ’Ｄｏｎｏｇｈｕｅ Ｍ，ｅｔ ａ１．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Ａ２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ｍｂ Ｖａｓｃ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ｉｏｌ，２００７，２７（１ １）：２４６３—

２４６９，
Ｂｒｉｌａｋｉｓ ＥＳ，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ＪＰ，Ｌｅｎｎｏｎ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Ｊ，ｅｔ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

ａｔ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０５，２６（２）：

１３７—１４４．

［２２］Ｗｉｎｋｌｅｒ Ｋ，Ｗｉｎｋｅｌｍａｎ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ＢＲ，Ｓｃｈａｒｎａｇｌ

ａｅｅｔｙｌｈｙｄｒｏ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１．Ｐｌａｌｅｌｅｔ—

Ｈ，ｅ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ｔ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Ｌｕｄｗｉｇｓｈａｆｅ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ｔｕｄｙ［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１ｌ（８）：９８０－９８７．
Ｊ，Ｍａｎｎｈｅｉｍ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ｌａｑｕ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Ｄ，Ｗｏｈｌｅｒ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ｅｔ

ａ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２）ｉｎ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Ｅｕｒ

ｏｆ

ａｒｔｅ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Ｊ，

２００９，３０（２３）：２９３０－２９３８．

［２４］侏雁洲，陈良龙，罗育坤，等．脂蛋白相关磷脂酶Ａ２与血管内

２００８，１９９（１）：１１０—１ １５．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ｏｆ

［２３］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２０１３，４１（１１）：９６２－９６７．

ｓｅｘ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２０１５，４４６：１９５－２００．

［８］Ｂｒｉｌａｋｉｓ

ｔｏ

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ｓｔｒｏｋｅ

Ｍｅｄ，２００５，１６５（２１）：２４７９－２４８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ｅｌｅｒ
『２１ １

ＳＡ，ｅｔ ａ１．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Ｔｕｃｋｅｒ ＤＥ，Ｂｕｒｃｈｅｔｔ

ＩＶ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０５，９０（５）：３１００－３１０５．

［５］Ｇｈｏｓｈ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２０］Ｓａｂａｔｉｎｅ

Ｋ．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ａ

Ｉｎｔｅｒ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ＪＵＰＩＴＥＲ ｔｒｉａｌ［Ｊ］．Ｃｌｉｎ Ｃｈｅｍ，２０１２，５８（５）：８７７－８８６．

２０１２，１８ Ｓｕｐｐｌ １：１－７８．

［４］Ｓｕｄｈｉ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Ｊ』．Ａｒｃｈ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５６（２５）：ｅ５０．ｅ１０３．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Ｈ，ｅｔ ａｌ，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ｕ—

『１ ９］Ｒｉｄｋｅｒ ＰＭ，ＭａｃＦａｄｙｅｎ ＪＧ，Ｗｏｌｆｅｒｔ ＲＬ，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Ｓ，Ｓｍｉｔｈ ＤＡ，Ｍｅｈｔａ ＡＥ，ｅｔ ａ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Ｃ，Ｂ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Ｒｉｓｋ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ｄｕｌｔｓ：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Ｍ，Ｈｏｏｇｅｖｅｅ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Ｄｏｏｂａｒｅ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ＩＵ，ｅｔ ａ１．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超声虚拟组织学斑块特征的关系及临床意义［Ｊ］．临床心血管
病杂志，２０１０，２６（４）：２８７－２９０．

空垡！坚鱼笪疸苤壹！Ｑ！！生！！旦笙箜鲞笠！！塑垦！也』垦！旦ｉ！！：Ｑ！！！！竺！！！！：！！！：塑盟！：！Ｑ
［２５］Ｏ’Ｄｏｎｏｇｈｕｅ

Ｍ，Ｍｏｒｒｏｗ ＤＡ，Ｓａｂａｔｉｎ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Ｓ，ｅｌ ａ１．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Ｔ—ＴＩＭＩ ２２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ｏｒ

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ｈｒｅｍｂｏｌｙｓｉ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Ｅ

ａｃｕｔｅ

ｆ 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３５］Ｄｅｌｇａｄｏ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Ｙ，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Ａ，ｅｔ ａ１．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ｓ

Ａ（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

ＪＰ，Ｊａｆｆｅ ＡＳ，ｅｔ ａ１．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ＩＡｌ Ｊ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０９，４０（７）：

Ｐ，Ｃｈａｃｒｎ Ｐ，Ｐｅｎａｌｂａ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１３（１４）：１７４５．１７５２．

［２６］Ｇｅｒｂ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２３３２．２３３６．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ｒｉａｌ［Ｊ］．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８４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ｒｏｋｅ ｉｎ ＴＩ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５０—１５８．

［３６］Ｌｉｎ Ｊ，Ｚｈｅｎｇ

Ｈ，Ｃｕｃｃｈｉａｒａ ＢＬ，ｅｔ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ｐ－ＰＬＡ２．Ａ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Ｊ］．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

［Ｊ／ＯＬ］．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０８—２８］．ｈｔｔｐ：／／ｏｖｉｄｓｐ．ｏｖｉｄ．

Ｔｈｒｏｍｂ Ｖａｓｅ

Ｂｉｎｌ，２００６，２６（１１）：

２５１７－２５２２．

ａｃｕｔｅ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Ｄ＝ｏｖｆｔ＆ＡＮ＝００００６１ １４－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６２３２＆ＰＤＦ＝Ｙ．

ＳＫ，Ｓｉｅｇｂａｈｎ Ａ，ｅｔ ａ１．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ｉ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ｏｒ

ｎｅｗ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Ｅｕ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Ｈｅａｒｔ

Ｊ，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６，２０１５］．
［３７］Ｅｌｋｉｎｄ ＭＳ，Ｔａｔ Ｗ，Ｃｏａｔｅｓ Ｋ，ｅｔ ａ１．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０７，２８（６）：６９９—７０４．

［２８］Ｒｙｕ

ＳＫ，Ｍａｌｌａ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Ｊ，ｅｔ

Ｚ，Ｂｅｎｅｓｓｉａｎｏ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２

ａ１．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ｅｎｚｙｍｅｓ，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ａｆｔ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１２５（６）：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３８］Ｃｏｕｔｔｓ

Ｖ，Ｍｏｏｎ ＹＰ，ｅｔ ａ１．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Ｂ，Ｃｈｏｉ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Ｈ，Ｒｕ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９］Ｄｉ

Ｉ，ｅｔ

ＨＨ，ｖ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ｅｒ

Ｍｅｅｒ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ｆ ４０ １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Ｊ］．Ｃａｎ Ｊ

ｌｉｐｕ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ｅｔ ａ１．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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