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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素样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受体一１（ｓｏｌｕｂｌｅ
征（ａｃｕ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曲线分析可溶性凝集

ｌｅｃｔｉｎ—ｌｉｋｅ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ＬＤ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ｓＬｏｘ一１）在急性冠脉综合

ｓｖｎｄｍｍｅ，ＡＣＳ）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选择我院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的ＡＣＳ患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者６８例，按发病至采廊时间间隔分为３ ｈ以内和３—６ ｈ两组，另收集经冠状动脉造影排除ＡＣＳ的患者
４０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血清ｓＩＪ０ｘ—ｌ、肌钙蛋白Ｉ（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Ｉ，ｃＴｎＩ）、肌红蛋白（ｍｙｏｂｉｎ，Ｍｙｏ）

水平。对各指标单独及“ｓｋｘ一１＋ｃＴｎＩ”和“Ｍｙｏ＋ｃＴｎＩ”联合检测诊断ＡＣＳ的诊断性能进行评价。结果
ＡＣＳ患者在发病３ ｈ以内和发病３—６ ｈ的血清ｓＬ０ｘ一１、ｃＴｎＩ和Ｍｙｏ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发病３ ｈ内血清ｓＬｏｘ一１诊断ＡＣＳ的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５１，敏感性（８２．８％）、特异

性（９５．０％）等诊断性能参数均优于ｃＴｎＩ和Ｍｙｏ。发病３ ｈ以内及３—６ ｈ‘‘ｓＩＪｏｘ一１＋ｃＴｎＩ”联合检测的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０．９５１和０．９７１，且各诊断性能参数多优于“Ｍｙｏ＋ｃＴｎＩ”联合检测。结论

血清ｓｂｘ一１

水平诊断发病早期ＡＣＳ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与ｃＴｎＩ联合检测时可以发挥互补作用。

【关键词】可溶性凝集素样低密度脂蛋白受体一１；急性冠脉综合征；肌钙蛋白Ｉ；肌红蛋白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５
ＲｏＣ

ｃｕｒ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Ｌｏｘ一１

ａｓ ａ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ｆｂｒ ｅａｒｌｖ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ＬＩ Ｄａｎｌ，ＨＥ Ｊｉａ—ｖａｎ２，ＬＩＵ Ｃｈｕｎ—ｌｅｉｌ，ｅｔ ａｌ＿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１ｉｎ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ｈｅ ＰＬＡ ３０６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
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ｖ，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３２，Ｃｈｉｎａ

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ｌｅｃｔｉｎ—ｌｉｋｅ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ＬＤ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一１

（ｓＬｏｘ一１）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６８

（ＲＯＣ）ｃｕｎ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ｓｅ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ｍｍｅ（ＡＣＳ）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ｍ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Ｃ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ｆｉｍｌ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ＡＧ）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ｈｖｏ ｇｍ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３ 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ｏＵ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Ｓｅｍ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Ｌｏｘ一１，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Ｉ（ｃＴｎＩ）ａｎｄ ｍｙｏｂｉｎ（Ｍｖｏ）ｗｅｒｅ ｍｅａ—

ｓｕｒｅｄ．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ＤｅＩｆｏｍ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ｘ ａｌｏｎｅ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３—６ ｈ 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４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ｍｌ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ＡＣＳ ｂｙ ＣＡＧ ｗ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Ｌｏｘ一１＋ｃＴｎＩ”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Ｉ由ｘ一１，ｃＴｎＩ ａｎｄ Ｍｖｏ ｉｎ ｗｉｔｈｉｎ ３ ｈ

“Ｍｖｏ＋ｃＴｎＩ”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Ｓ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３—６ ｈ ｇｍ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ＡＣ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ｍｕ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ｋｒｅｎｃｅｓ ａＵ ｈ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矗ｃａｎｃｅ （．户ｈｌｌ＜０．０５）．

Ｗｉｔｈｉｎ ３ ｈ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Ｓ，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Ｃ ｃｕⅣｅ ｆｂｒ ｓＩＪｏｘ一１ ｗａｓ ０．９５ １，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ｅＩｆｏ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ｖ（８２＿８％）ａｎｄ ｓｐｅｃｍｃｉｔｖ（９５．０％）ｗｅｒｅ ａＵ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ＴｎＩ ａｎｄ Ｍｖｏ ａｌｏｎ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３ ｈ ａｎｄ ３—６ ｈ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ＡＣＳ．ｔｈｅ

ａｒｅａ

０．９５１ ａｎｄ Ｏ．９７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ｖ，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Ｃ

ｐｅｒｆｂ瑚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ｓＬｏｘ—ｌ＋ｃＴｎＩ”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Ｍｙｏ＋ｃＴｎＩ”

Ｓｅｒｕｍ ｓＬｏｘ一１ ｈ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ｖ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ｖ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Ｃ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ｗｈ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ＴｎＩ，ｓＬｏｘ一１ ｍａｖ ｓｈｏｗ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ｆ玷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ｌｅｃｔｉｎ—ｌｉｋｅ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ＬＤ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一１；Ａｅｕｔｅ ｃｏｍ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Ｉ；Ｍｙｏｂ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性，但二者在ＡＣＳ患者发病３ ｈ内的诊断效能均不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地位。肌钙

理想…。凝集素样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受体一１

蛋白Ｉ（ｃａｒｄｉａｃ

（１ｅｃｔｉｎ一１ｉｋｅ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一

１，Ｌｏｘ一１）是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ｌｏｗ ｄｅｎ—

心肌标志物在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Ｉ，ｃＴｎＩ）和肌红蛋白（ｍｙｏＫｎ，

Ｍｙｏ）对心肌损伤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万方数据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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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ｐ叩ｒｏｔｅｉｎ，ｏｘ—ＬＤＬ）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细胞

司的ＡＣＣＥＳＳ２化学免疫发光仪及配套试剂检测。

表面的主要受体，有研究旺１表明Ｌｏｘ—ｌ介导了ｏｘ—

ｓＬｏｘ一１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仪器为意大利

ＬＤＬ的诸多生物学作用，其代谢产物可溶性Ｌｏｘ一１

ＳＥＡＣ公司的Ａｌｉｓｅｉ全自动酶免仪，试剂盒购自美国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Ｌｏｘ—ｌ，ｓＬｏｘ一１）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

Ｒ＆Ｄ公司，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性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国外陆续有文献ｂ一１报道

１．３方法

ｓＬｏｘ一１水平在ＡＣＳ发病早期就有显著升高。本文研

管，以离心半径１３．５

究分别测定发病３ ｈ以内和发病３—６ ｈ的ＡＣＳ患者

血清分装于ＥＰ管。一份血清立即检测Ｍｖｏ、ｃＴｎＩ水

血清ｓＬｏｘ一１、ｃＴｎＩ、Ｍｙｏ水平，并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和

平。另一份血清保存于一８０℃冰箱，用于批量检测

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叩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Ｌｏｘ～１水平，每批次检测均跟随定标和室内质控。

ｓ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入选病例采集肘静脉血８ ｍｌ，装于两
ｃｍ，２８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

ＲＯＣ）曲线探讨上述心肌标志物单独及联合检测时

１．４统计学处理

对ＡＣＳ的诊断价值，报告如下。

行，各指标检测水平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对血清

１资料与方法

ｓＬｏｘ一１、ｃＴｎＩ、Ｍｙｏ各单项指标以及“ｓＬ０ｘ一１＋ｃＴｎＩ”和

临床资料

１．１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叭２年６月

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

“Ｍｙｏ＋ｃＴｎＩ”两种联合检测方案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和

就诊于我院急诊部与心内科患者１０８例，男８６例，

ＲＯＣ曲线分析，获得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

女２２例，平均年龄为（６２．６±１４．３）岁。经冠状动脉造

ＡＵＣ）等诊断效能参数。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影（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Ｇ）、心肌标志物检测、

意义。

１２导联心电图等检查后按照２００７年ＡＣＣ／ＡＨＡ制

２

定的冠心病指南的诊断标准分为两组：ＡＣＳ组６８

２．１

例，男５３例，女１５例，平均年龄（６３．０±１４．１）岁，其中

可见，ＡＣＳ患者血清ｓＬ０ｘ一１、ｃＴｎＩ和Ｍｙｏ水平在发

发病与采血间隔时间在３ ｈ内（含３ ｈ）者２９例，间

病３ ｈ以内和发病３—６ ｈ时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

隔３—６ ｈ者３９例；非ＡＣＳ组４０例，男３３例，女７

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例，平均年龄为（６１．９±１５。７）岁。对ＡＣＳ（３ ｈ以内）

２．２

组、ＡＣＳ（３—６ ｈ）组和非ＡＣＳ组间年龄、性别、血压、

断效能评价

糖化血红蛋白、吸烟史、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

ＡＣＳ的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５１，且敏感性、特异性等诊

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指标进行平

断效能参数均优于ｃＴｎＩ和Ｍｖｏ。见表２。

衡检验，结果显示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２．３两种联合检测方案诊断ＡＣＳ的临床诊断效能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病例均排除急慢性肝肾功

评价

能不全、恶性肿瘤、甲状腺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感

３—６

染性疾病和结缔组织病等合并症。

ｃＴｎＩ”联合检测的ＡＵＣ，其他各项诊断效能参数的结

１．２

果也多优于“Ｍｙｏ＋ｃＴｎＩ”联合检测。见表２，表３及图

仪器与试剂

Ｍｙｏ、ｃＴｎＩ采用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公
表１

ｃｕｒｖｅ，

结果

三组间各心肌标志物的检测水平比较

由表１

ｓＬｏｘ一１、ｃＴｎＩ和Ｍｙｏ单独检测诊断ＡＣＳ的诊
ＡＣＳ发病３ ｈ内血清ｓＩＪｏｘ一１诊断

“ｓＬｏｘ—ｌ＋ｃＴｎＩ”联合检测在发病３ ｈ内及发病

ｈ的ＡＵＣ分别为Ｏ．９５１和Ｏ．９７ｌ，均高于“Ｍｙｏ＋

三组间各心肌标志物检测水平比较

注：＋与刈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发病３ ｈ内各心肌标志物单独及联合检测诊断ＡＣＳ的效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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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发病３—６ ｈ各心肌标志物单独及联合检测诊断ＡＣＳ的效能参数

８９

１、图２。

ｍｉｎ）就有明显升高蟑］。本文研究旨在探讨ｓＬｏｘ一１

在ＡＣＳ早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１．Ｏ

本文研究中，ＡＣＳ（发病３ ｈ内）组ｓｋｘ一１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与Ｂａｌｉｎ等。６１的研究结果一致，

０．８

ＡＣＳ患者ｓＬｏｘ一１水平升高主要与局部氧化应激压
邕

力及炎症水平引起的斑块稳定性降低有关，而Ｓａｉｔｏ

ｏ．６

剥
镯
旃

等口３认为局部的基质金属蛋白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ＡＣＳ（发病３—６ ｈ）组ｓＬｏｘ一１水平进一步

０，４

升高，但ＡＵＣ眦等诊断效能参数未见进一步升高；
相反，ｃＴｎＩ和Ｍｙｏ的诊断效能参数均明显高于发病

Ｏ．２

３

Ｏ．０

Ｏ．２

Ｏ．４

０．６

Ｏ．８

１．Ｏ

ｌ一特异性（％）

图１

ｈ以内时，提示ｓＬｏｘ—ｌ水平在ＡＣＳ发病３ ｈ内的

临床意义更大，此时的敏感性为８２．８％，特异性为

Ｏ．Ｏ

９５．０％，阳性似然比１６．５６，阴性似然比０．１８，均优于
ｃＴｎＩ和Ｍｙｏ。

发病３ ｈ内两种联合检测方案诊断ＡＣＳ的ＲＯＣ曲线
１ ０

多项指标联合检测是提高诊断试验临床价值的
有效手段。本文研究通过Ｌｏ酊ｓｔｉｃ回归及ＲＯＣ曲线
分析，获得“ｓＬｏｘ一１＋ｃＴｎＩ”联合检测诊断ＡＣＳ的诊断

Ｏ·８

效能参数。结果表明ＡＣＳ发病３ ｈ内“ｓＬｏｘ一１＋ｃＴｎＩ”
联合检测的ＡＵＣＲ０ｃ为０．９５１，诊断ＡＣＳ的敏感性达
到９２．５％，且除特异性外，其他诊断效能参数结果均

—０．６

登
塑

优于“Ｍｙｏ＋ｃＴｎＩ”联合检测。在发病３～６”ｓＬｏｘ一１＋

蓥０４

ｃＴｎＩ”联合检测诊断ＡＣＳ的表现也优于“Ｍｖｏ＋ｃＴｎＩ”
联合检测，此时敏感性为９２．５％，特异性为９４．９％，

Ｏ．２

阳性似然比１８．１４，阴性似然比０．０８。可见“ｓＬｏｘ一１＋
ｃＴｎＩ”联合检测在发病早期诊断ＡＣＳ方面均有良好

Ｏ．０

表现，如将“ｓＬｏｘ—ｌ＋ｃＴｎＩ”联合检测方案应用于临
０．Ｏ

Ｏ，２

Ｏ．４

Ｏ．６

Ｏ．８

１．０

床，理论上有可能进一步提高ＡＣＳ早期诊断的准确

１一特异性（％）

图２发病３—６ ｈ两种联合检测方案诊断ＡＣＳ的ＲＯＣ衄线

率。
综上，发病早期血清ｓＬｏｘ一１水平用于ＡＣＳ的

３讨论

辅助诊断具有重要意义，与ｃＴｎＩ进行联合检测时可

心肌标志物的检测对ＡＣＳ的早期诊断和危险

以发挥互补作用，尤其在ＡＣＳ发病３—６ ｈ内，二者联

分层至关重要。ｃＴｎＩ、Ｍｙｏ及肌酸激酶同工酶均于心

合检测与单独检测相比诊断效能大大提高，且高于

肌坏死后才释放入血，难以满足临床医生早期诊断

“ｃＴｎＩ＋Ｍｙｏ”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更大规模的基于

ＡＣＳ的要求”］。近年发现Ｌｏｘ一１在不稳定的动脉粥

ｓＬｏｘ一１、ｃＴｎＩ或其他心肌标志物联合检测对ＡＣＳ的

样硬化斑块肩部高度表达，其蛋白酶切产物一ｓＬｏｘ一

早期诊断乃至预后评估的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入

１能及时反映斑块的稳定性，在ＡＣＳ早期（发病后

研究。

万方数据

塞届检验医娅杂志２Ｑ１２生９旦箍垒鲞笠３期￡ｂｉ！￡量曼』Ｑ女些型！￡鱼！ｉ！ｉ！型里！！ｂ！！！垂鱼§！ｐ！！塑ｂ堕垫！！，ｙ！！．生盟！．１

１５２·

５ Ｎｏｂｕａｋｉ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４参考文献
ｌ Ｒｅｉｃｈｌｉｎ Ｔ，Ｈｏｃｈｈｏｌｚｅｒ
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Ｂａｓｓｅｔｔｉ Ｓ，ｅｔ ａ１．Ｅａｒ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ｍ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ａｓｓａｙｓ．Ｎ

Ｅｎ对Ｊ

２ Ｆｕｓｔｅｒ Ｖ，Ｍｏｒｅｎｏ ＰＲ，Ｆａｙａｄ ＺＡ，ｅｔ ａ１．Ａｔｈｅｍｔｈｍｍｂ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ｐｌａｑｕｅ．Ｐａｒｔ Ｉ：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５，４６：

３ Ｋｕｍｅ Ｎ，Ｍｉｔｓｕｏｋａ Ｈ，Ｈａｙａｓｈｉｄａ Ｋ，ｅｔ ａ１．Ｓｏｌｕｂｌｅ ｌｅｃｔｉｎ—Ｉｉｋｅ ｏｘｉ—
ｄｉｚｅｄ ＬＤＬ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一１（ｓＬＯＸ一１）ａｓ

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矗ｃ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ｍ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Ｊ

Ｊ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ｉｎｎ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ａｔｈｅｍ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Ｔｈｅｒ，
２００７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一１

ａｓ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ｆｏｒ Ｓ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Ｗｉｌ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Ｃｉｒｃ Ｊ，２叭１，７５：１４３３—

１４３９．
６ Ｂａｌｉｎ Ｍ，Ｃｅｌｉｋ Ａ，Ｋｏｂａｔ Ｍ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ｌｅｃｔｉｎ—ｌｉｋｅ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ｍｉｄｄｌ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Ｄ １ｅ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ｂｌｅ
ｎａｒｙ ａｒ【ｅｒｙ

７ Ｓａｉｔｏ

ｐｒ０“－
ｃｏｒ０一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ｌｉｎＲｅｓ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２４７—２５３．

Ａ，Ｆｕｊｉｍｕｒａ Ｍ，Ｉｎｏｕｅ Ｔ，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ｃｔｉｎ—ｌｉｋｅ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５６：１５９一１６５．
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Ｎｏｒｉａｋｉ Ｋｕｍｅ，ｅｔ ａ１．Ｓｏｌｕｂｌｅ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ｍｔｅ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ｌ ｌｅｖｅｌｓ

９３７—９５４．

ｆｏｒ

Ｈａｔａ，

Ｌ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ｋｅ ０ｘｉｄｉｚｅｄ Ｉ．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ｍｔｅｉｎ

ｄｅｎｔ

Ｍｅｄ，２００９．３６１：８５８—８６７．

Ｎｏｒｉｔａｋｅ

ｔｉｖｅ ｅｃｈｏｇｅｎ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ｃａｍｔｉｄ ｐｌａｑｕｅ．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ｃｈｉｒ，
２０ｌＯ．１５２：５８９—５９５．

５．２６５—２８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１３）
（本文编辑：陈淑莲）

鏊妻
ｌ｜ｌ篓

薹２０１２全国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免疫学术研讨会
譬墓
髓

为了交流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及所

７、感染免疫等相关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

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我国相关领域“产学研”相结合并

８、肿瘤免疫等相关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

造福民众健康。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拟于２叭２

９、移植免疫及分子免疫等相关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

年１０月在重庆召开“２０１２全国ｌ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免疫学术

究；

研讨会”。届时将邀请知名专家作专题报告，并同时举办专场

１０、新型生物技术药物及疫苗的相关研究；

“青年学术论坛”。欢迎从事相关科研、教学、医疗、疾病预防

１１、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相关转化医学研究等。

与控制、检验检疫、生物技术研发等工作的专家学者积极投
稿参会交流。现将大会征文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１会议主题
临床微生物感染免疫及相关生物技术研究现状与展望。
２征文内容
ｌ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免疫相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相
关产品研发的论著、研究报告、技术与方法、文献综述等。
１、病原微生物功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
２、新发传染病的病原学、免疫学、流行病学、病理学及发
病机理研究；
３、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性、耐药性及医院内感染控制研
究；

３征文要求
１、投稿应未在有关杂志上公开发表，也未在其他会议上
交流，文责自负；
２、来稿全文在５０００字以内、摘要在８００字以内，参照中
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出版格式，采用ｗＯＲＤ文本编辑，
Ａ４纸打印；
３、参加青年学术论坛的稿件请最好采用英文撰写，并届
时采用英语交流；
４、征文截止日期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来稿请注明第一
作者联系电话，邮编及电子信箱。
４投稿方式
为便于管理，所有应征稿件请一律通过大会网站注册、

４、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监控、诊断、防护及治疗研究；

投稿。本次会议网站地址：ｗｗｗ．ｎｃｃｓｍｉ．ｏｒｇ。

５、病原微生物的遗传变异、分子生物学及检验诊断新技

５会议时间及联系方式

术、新方法研究；
６、现代生物技术及生物信息学在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研
究中的应用；

万方数据

联系人：张悦：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５５９，李银太：１３５０１０９７７５１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１２３７５４

会议时间：２０１２—１０—０１至２叭２—１０—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