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cology,2012,106(1):72-78.
[20]DeLeveLD,McCuskeyRS,WangX,etal.Characteriza-

tionofareproducibleratmodelofhepaticveno-occlu-
sivedisease[J].Hepatology (Baltimore,Md),1999,

29(6):1779-1791.
[21]DeLeveLD,WangX,KanelGC,etal.Decreasedhepatic

nitricoxideproductioncontributestothedevelopment
ofratsinusoidalobstructionsyndrome[J].Hepatology
(Baltimore,Md),2003,38(4):900-908.

[22]WangX,KanelGC,DeLeveLD.Supportofsinusoidal

endothelialcellglutathionepreventshepaticveno-occlu-
sivediseaseintherat[J].Hepatology(Baltimore,Md),

2000,31(2):428-434.
[23]KandutschS,KlingerM,HackerS,etal.Patternsof

hepatotoxicityafterchemotherapyforcolorectalcancer
livermetastases[J].EuropeanJournalofSurgicalOn-
cology,2008,34(11):1231-1236.

(本文编辑:王春苗)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6Oct;33(5)

△通信作者,E-mail:zoujun@xmu.edu.cn
收稿日期:2016-03-25

高密度脂蛋白在心肌炎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戴东黎 邹 军△

(厦门大学医学院 厦门 361102)

关键词 心肌炎;高密度脂蛋白(HDL);自身免疫性疾病;实验性自身免疫性心肌炎(EAM);载脂蛋白A-I(ApoAI)

中图分类号:R5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6)05-0916-03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6.05.052

  心肌炎为心肌细胞及间质的局限性或弥漫性病变,可由

多种因素如感染、物理和化学引起,可发展为扩张性心肌病。

众多细胞因子参与到炎症反应中,临床及实验中均发现血脂

代谢和炎症的关系密切,血脂代谢中的脂蛋白包括高密度脂

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极低密度脂蛋白、乳糜微

粒等,其中 HDL是由多种蛋白和脂质组成的异质性脂蛋白

复合物,是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物质。HDL的保护作用

主要体现在促进胆固醇逆转运、抗氧化、抗炎症、抗凋亡及抑

制血栓形成等。HDL不单作为血脂指标被大家所认识,其
对于内皮细胞具有多方面的保护功能,包括促进内皮细胞增

殖、抑制细胞凋亡、增加血管舒张和降低炎症反应等。目前

HDL在心肌炎中的研究较少,而 HDL通过一系列抗炎作用

能减轻心肌炎的发生及发展。因此,对于心肌炎中 HDL的

作用机制研究十分重要。本文主要对 HDL在心肌炎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进行综述。

1 心肌炎相关病程变化、免疫机制

  心肌炎指心肌中有局限性或弥漫性的急性、亚急性或慢

性的炎性病变,多累及儿童和青壮年,迁延不愈者可导致扩

张性心肌病、慢性心衰。1995年世界卫生联盟/国际心脏学

公联盟(WHF/ISFC)将心肌炎分为3类:特发性、自身免疫

性和感染性[1]。心肌炎的病因以病毒感染最常见,目前证实

可导致病毒性心肌炎(VMC)的病毒有20余种:主要为细小

DNA病毒、腺病毒、巨细胞病毒等,其中又以柯萨奇B组病

毒最为常见[2]。多数学者认为发病与病毒侵犯心肌以及诱

发的机体免疫反应损伤有关。在急性感染期,许多病原体的

滴度都很高,病毒扩散引起病毒血症,通过组织病理学诊断

发现心肌细胞变性死亡及其周围细胞发生炎性反应[3]。心

肌炎主要分为3个时期:(1)以心肌细胞坏死为主的急性期,

易发生心脏电通路的功能异常而使青壮年发生猝死;(2)以

免疫应答为特征的炎症损伤阶段;(3)部分患者或一些小鼠

模型,进入主要以心肌重塑和扩张型心肌病为主的慢性

期[1]。

  免疫应答是VMC的重要阶段,细胞介导的免疫在病毒

性及自身免疫性心肌炎的发展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部分

研究表明,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在 VMC中起主导作用,在

VMC及其猝死时,细胞因子在VMC发展成扩张心肌病的过

程当中起了重要作用,早期抗病毒反应和随后的免疫性心肌

损伤均由细胞因子介导。参与心肌损伤的免疫细胞(T细

胞、NK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在致病因素的激活下,通过分

泌细胞因子等参与炎症反应,从而导致心肌结构、代谢、功能

的损伤。在心肌炎的进展过程中,细胞因子既可以促进心肌

炎的恢复,也可加重细胞的损伤,研究发现注入针对细胞因

子的抗体可以减少疾病的严重性[4]。

  实验性自身免疫性心肌炎(EAM)模型的建立为心肌炎

的研究提供了更确切的依据。目前对心肌病进展的研究尚

较缺乏,若能在体内实验中加以验证,就有了更确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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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问题。因此,如何建立动物心肌炎模型也就显得相对重

要。1990年,日本学者创建了提取心室肌球蛋白,提纯、精制

后与完全弗氏佐剂充分混合,皮下注入动物体内,首次成功

建成EAM模型。该模型模拟临床患者重症心肌炎的发病过

程,急性期引起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期导致扩张型心肌病,

病情发展较快,预后不良,为EAM 的治疗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EAM动物模型已被证明是由致敏性T淋巴细胞介导的

自身免疫性损伤所致,而大部分T淋巴细胞CD4+ T细胞分

泌的多种细胞因子在EAM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这也较

为完善地模拟了心肌炎病程。

2 HDL的组成、作用及其机制

  脂蛋白包括 HDL、LDL、极低密度脂蛋白、乳糜微粒等。

HDL由50%蛋白、30%磷脂、25%胆固醇(其中70%为胆固

醇酯)、5%三酰甘油组成。HDL是颗粒大小、组成和功能极

不均一的一组脂蛋白。HDL有多种亚类,这些亚类因为形

状、密度、大小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代谢、功能和临床意义。

HDL的蛋白成分极为复杂,载脂蛋白 A-I含量最为丰富,此
外还含有载脂蛋白AⅡ、载脂蛋白 AⅣ、载脂蛋白CⅠ、载脂

蛋白CⅡ、载脂蛋白CⅢ、载脂蛋白E和载脂蛋白AⅤ[5]。在

实验中发现[6],LDL能诱导内皮细胞表达基质衍生因子1
(SDF-1),SDF-1是 CXC家 族 趋 化 蛋 白,受 体 为 CXCR-4。

SDF-1与CXCR-4构成的SDF-1/CXCR-4反应轴具有强烈

的趋化作用,促进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和白介素-8
的表达[7],介导炎症细胞跨膜迁移、对T淋巴细胞增殖起共

刺激作用、并能促进T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粘附[8]参与慢性炎

症发生。研究从细胞水平证明了SDF-1/CXCR-4通过氧化

LDL而上调其表达,并与单核细胞迁移密切相关[8]。氧化

LDL使内皮细胞表达的粘附因子、炎症细胞的浸润增加,促
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合成内皮素-1,刺激血管平滑肌增殖,可诱

发一系列与细胞增殖有关的反应,比如间接地促进血管平滑

肌细胞的增殖。而 HDL颗粒含有多种抗氧化酶,其中的卵

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LCAT)、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血小板

激活因子-乙酰水解酶(PAF-AH)及对氧磷酶(PON)等,都与

其抗炎症特性密切相关,它们通过抑制LDL的氧化修饰使

内皮细胞减少表达这些粘附因子从而减轻炎症反应。HDL
还可抑制核转录因子-κB(NF-κB)的激活、减少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和白介素-1β等炎症因子的释放、抑制补体的激

活及通 过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病 变 部 位 细 胞 中 胆 固 醇 逆 转 运

(RCT),引起巨噬细胞坏死、激活凋亡等途径发挥抗炎作用。
研究还发现 HDL抑制单核细胞的迁移[9]和抑制C反应蛋白

(CRP)诱导的内皮细胞黏附蛋白的表达[10,11]。同时研究还

发现 HDL水平低的人群其血浆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
(ICAM-1)、E选择素水平明显高于 HDL水平正常或增高的

人群,而提高血 HDL水平,血浆可溶性ICAM-1、E选择素

水平明显降低[12]。有报道称 HDL可通过结合及中和脂多

糖起到减轻脂多糖的细胞毒作用。静脉注入重组 HDL后,
血浆 HDL水平提高且结合脂多糖能力加强,血浆细胞因子

水平明显降低,感染鼠的内毒素血症相关并发症减少,感染

鼠的存活率得到改善。给予被低剂量脂多糖感染的人注射

重组HDL,明显减少脂多糖介导的TNF-α、白介素-6和白介

素-8的释放[13,14]。

  HDL的抗炎症特性取决于其包含的各种组分[15]。HDL
中的ApoAI,在体外能将脂质过氧化物从LDL上移除,同时

在人和小鼠体内,ApoAI也能将脂质过氧化物从LDL上移

除[16]。在体外,ApoAI能移除人动脉内皮细胞上的脂质过

氧化物[17],这些脂质过氧化物与动脉内皮细胞产生促炎症的

氧化磷脂密切相关,这些磷脂可以促使动脉内皮细胞产生单

细胞趋化活性(MCA)。Thaveeratitham等将 HDL蛋白质和

脂质成分分离,载脂蛋白 HDL能显著抑制脂多糖诱导的白

细胞粘附,而 HDL脂质成分却没有此效应,表明抑制白细胞

内皮细胞粘附的效应结构是 HDL蛋白质。也有研究证实

HDL的ApoAI可通过掩盖脂多糖的脂质A域,使其不能与

脂多糖结合形成蛋白复合体,置换和清除结合在单核细胞表

面受体上的脂多糖。在制备含亚麻酰磷脂酰胆碱(PLPC)的
重组 HDL时,如不含 ApoAI,在制作过程中,PLPC易发生

氧化,在与细胞孵育期间表现出细胞毒性作用。而与ApoAI
一起时,由于ApoAI能防止磷脂氧化,不表现对细胞的毒性

效应,并维持抗炎潜能。这提示ApoAI对 HDL功能的维持

起重要作用[17]。

  许多因素可增强或改变 HDL的正常功能,比如氧化型

HDL则使其介导抑制 TNF-α诱导粘附蛋白表达的作用减

弱,但却增加了抑制 CRP诱导粘附分子表达的能力。这种

现象提示,氧化的脂质比未氧化的脂质能够更有效的与CRP
结合,从而拮抗CRP的致炎效应。近来Navab等报道,在没

有全身性炎症时,HDL有一整套抗氧化酶及完整酶活性,能
维持它的抗炎状态。当发生全身性炎症时,氧化酶失活,使

HDL蓄积过多氧化脂质和氧化蛋白从而转变成为致炎物

质[13,14]。VanLenten等[18]报道急性相反应将 HDL从抗炎

的特性转换成了促炎,并比较了手术前、后患者的 HDL:手术

前,HDL发挥抗炎功能,如 HDL抑制LDL氧化,以及LDL
诱导的单核细胞趋化活性;手术3d后,急性相反应达到最

高,HDL就转变为促炎特性,如它可以促进LDL的氧化以及

LDL诱导的 MCA;手术一周以后,HDL又回到了术前的抗

炎状态。

3 HDL的应用前景

  临床上已经认识到 HDL在心肌细胞炎症的诱发及抑制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对 HDL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加

深,临床调血脂治疗也由过去单纯的降血脂发展到了目前的

降低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升高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C)并举的阶段,而且升高 HDL-C越来

越被人们所重视。目前,应用于临床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剂

激活受体(PPARγ)激动剂主要是噻唑烷二酮类(TZD)药物,
此类药物作用于脂肪细胞,可使血LDL-C和甘油三酯降低,

HDL-C升高,纠正脂质代谢紊乱。重组 HDL由内源性分离

或体外合成的ApoAI与磷脂酰胆碱在体外重组形成,在生

化特性和功能上与内源性新生 HDL类似[19]。重组 HDL主

要由ApoAI与磷脂酰胆碱组成,虽然缺乏天然 HDL所含有

的ApoA-Ⅱ、ApoE、对氧磷酶-1等多种蛋白质和酶类,却保

留了天然 HDL在胆固醇逆转运、抗炎、抗氧化等方面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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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于ApoAI在 HDL的抗氧化、抗炎方面可能具有关键

性的作用。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内源性 ApoAI表达上调是

HDL治疗的最佳方法,但目前仅有贝特类药物有弱的上调

ApoAI的作用,新的更强的上调ApoAI表达的药物尚有待

研发。许多研究表明,一段与ApoAI序列相仿由18~22个

氨基酸组成的双性多肽具有类似 ApoAI的某些特性,包括

促进细胞胆固醇流出以及激活LCAT等。同 ApoAI相比,
这些ApoAI模拟肽的主要优点是其分子更小、价格更便宜、
也更易于制成治疗药物。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新的疑问,即
升高 HDL对其他的器官是否会有影响? 目前我们对心肌

炎、HDL的研究都仍在起步阶段,若能深入探究 HDL如何

抑制心肌炎进展为心肌病的相关机制,将从根本发病机制上

寻求治疗之道,从而为临床上减缓心肌病的病程提供新的治

疗思路。

参考文献:
[1] IwakuraY,IshigameH,SaijoS,etal.Functionalspe-

cializationofinterleukin-17familymembers[J].Immu-
nity,2011,34(2):149-162.

[2] PollackA,KontorovichAR,FusterV,etal.Viralmyo-
carditis-diagnosis,treatmentoptions,andcurrentcon-
troversies[J].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2015,

12(11):670-680.
[3] RadunskiUK,LundGK,StehningC,etal.CMRinpa-

tientswithseveremyocarditis:diagnosticvalueofquan-
titativetissuemarkersincludingextracellularvolume
imaging[J].JaccCardiovascularImaging,2014,7(7):

667-675.
[4] Abdel-WahabBA,MetwallyME,EI-KhawankiMM,et

al.Protectiveeffectofcaptoprilagainstclozapine-in-
duced myocarditisinrats:Roleofoxidativestress,

proinflammatorycytokinesand DNA damage[J].
Chemico-BiologicalInteractions,2014,216(23):43-52.

[5] ReillyMP,TallAR.HDLproteomics:potofgoldor
Pandora'sbox? [J].JournalofClinicalInvestigation,

2007,117(3):595-598.
[6] WeiD,WangG,TangC,etal.UpregulationofSDF-1is

associatedwithatherosclerosislesionsinducedbyLDL
concentrationpolarization[J].AnnalsofBiomedicalEn-
gineering,2012,40(5):1018-1027.

[7] JinF,HagemannN,SchaferST,etal.SDF-1restores
angiogenesissynergisticallywithVEGFuponLDLex-
posuredespiteCXCR4internalizationanddegradation.
[J].CardiovascularResearch,2013,100(3):481-491.

[8] LiLX,ZhangXF,BaiX,etal.SDF-1promotesox-LDL
inducedvascularsmoothmusclecellproliferation[J].
CellBiologyInternational,2013,37(9):988-994.

[9] McmahonM.FrontiersDysfunctional,pro-inflammato-
ryHDLdirectlyupregulatesmonocytePDGFRB,chem-
otaxisandTNFαproduction[J].CirculationJournal,

2013,77(5):1221-1228.
[10]FeigJE,RongJX,ShamirR.HDLpromotesrapid

atherosclerosisregressioninmiceandaltersinflamma-
torypropertiesofplaquemonocyte-derivedcells[J].
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
UnitedStatesofAmerica,2011,108(17):7166-7171.

[11]RogacevKS,ZawadaAM,EmrichI,etal.LowerApo
A-IandlowerHDL-Clevelsareassociatedwithhigher
intermediateCD14(++)CD16(+)monocytecounts
thatpredictcardiovasculareventsinchronickidneydis-
ease[J].ArteriosclerosisThrombosis& VascularBiol-
ogy,2014,34(9):2120-2127.

[12]CalabresiL,GomaraschiM,VillaB,etal.Elevatedsolu-
blecellularadhesion moleculesinsubjectswithlow
HDL-cholesterol[J].ArteriosclerosisThrombosis &
VascularBiology,2002,22(4):656-661.

[13]PremtipT,WeerapanK,SuthilukP.High-densitylipo-
proteins(HDL)inhibitendotoxin-inducedleukocytead-
hesiononendothelialcellsinrats:effectoftheacute-
phaseHDL[J].ClinicalHemorheology& Microcircula-
tion,2007,36(1):1-12.

[14]PajkrtD,DoranJE,KosterF,etal.Antiinflammatory
effectsofreconstitutedhigh-densitylipoproteinduring
humanendotoxemia[J].JournalofExperimentalMedi-
cine,1996,184(5):1601-1608.

[15]LiX,StolinskiM,UmplebyAM.Developmentofa
methodtomeasurepreβHDLandαHDLapoA-Ienrich-
mentforstableisotopicstudiesofHDLkinetics[J].
Lipids,2012,47(10):1011-1018.

[16]CavelierC,OhnsorgPM,RohrerL,etal.Theβ-chainof
cellsurfaceF(0)F(1)ATPasemodulatesapoA-Iand
HDLtranscytosisthroughaorticendothelialcells[J].
ArteriosclerosisThrombosis&VascularBiology,2012,

32(1):131-139.
[17]JonathanDalla-Riva,KarinG,etal.DiscoidalHDLand

apoA-I-derivedpeptidesimproveglucoseuptakeinskel-
etalmuscle[J].JournalofLipidResearch,2013,54(5):

1275-1282.
[18]VanLentenBJ,HamaSY,deBeerFC,etal.Anti-in-

flammatoryHDLbecomespro-inflammatoryduringthe
acutephaseresponse.LossofprotectiveeffectofHDL
againstLDLoxidationinaorticwallcellcocultures[J].
JournalofClinicalInvestigation,1995,96(6):2758-
2767.

[19]DaniilG,ZannisVI,ChroniA.EffectofapoA-Imuta-
tionsinthecapacityofreconstitutedHDLtopromote
ABCG1-mediatedcholesterolefflux[J].PLoS One,

2013,8(6):963-976.

(本文编辑:徐小惠) 

·819·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6Oct;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