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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外周血心肌
特异性微小RNA一208a水平的变化

姚怡 周贤王晓斌段晓霞 张春祥 史小玲陈庄 范忠才

【摘要】 目的观察心肌特异性微小RNA一208a(mieroRNA一208a，miR一208a)在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

死(STEAMI)患者血中的含量变化，探讨血miR一208a在STEAMI诊断中的作用。方法采集30例STEAMI患

者发病12 h内的外周血，用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血中miR一208a相对含量，同

时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心肌肌钙蛋白I(cTnI)、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含量。以30例健康

者血标本作为对照。结果STEAMI患者血cTnI(¨g／L)、CK—MB(¨g，L)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cTnI：17．72±

8．43比0．05土0．0l，CK—MB：250．83±177．26比71．20±20．50，均P<0．01)。在PCR 60个循环内，健康对照者血

均未能检出miR一208a，STEAMI患者血中可检出miR一208a(0～6 h为44．95-4-4．77，6～12 h为43．98±4．68)；以

健康对照者血miR一208a阈值循环(Ct)值60为基础进行统计，AMI患者血miR一208a相对含量至少高于健康

对照者2“倍以上，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血miR一208a可作为STEAMI患者早期诊断

的新型敏感生物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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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serum cardiac specific microRNA一208a(miR一208a)levels in ST segment

elevatio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AMI)patients．an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erum miR-208a 1evels in the

diagnosis of STEAMI．Methods The sernm miR一208a concentrations were assessed wit}lin 12 hours after STEAMI．

while 30 healthy individuals as contr01．Serum miR一208a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with real—time quantit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anti serum cardiac troponin I (cTnI)or MB isoemzyme of

creatine kinase(CK—MB)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with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Results

The contents of serum cTni(斗扎)or CK-MB(斗班)in STE AMI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individuals(cTnI：17．72±8．43 vs．0．05±0．01。CK—MB：250．83±177．26 vs．71．20±20．50，both P<0．01)．

Serum miR一208a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cted in all individuals with STE AMl within 60 PCR cycle (0—6 hours：

44．95±4．77，6—12 hours：43．98±4．68)，but were beyond detection for all individuals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sernm miR一208a relative levels in STEAMI patients were at least more than 2”fold than that in healthy persons．

compared with qRT—PCR (Ct=60)of miR一208a in healthy control persons (P<0．01)．Conclusion Serum

miR一208a may be a new biomarke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STEAMI patients．

【Key words】 ST segment elevatio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croRNA-208a； Cardiac troponin I；

MB isoenzyme of creatine kinase

微小RNAs(microRNAs，miRNAs)是近年发现

的一类细胞内小的非编码RNAs，它通过对mRNA

切割来抑制其翻译达到对靶目标mRNA的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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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调控作用口]，可直接调节大约30％的细胞内基因，是

机体正常发育、生理和疾病状态包括肿瘤、心血管疾

病方面重要的调节因子[2]。许多疾病组织中miRNAs

存在异常表达，且部分miRNAs是该疾病特有的口]。

研究发现疾病状态下检测组织中某些特异性的

miRNAs可用于疾病的诊断"]。然而一些疾病组织

如心肌和大脑不如肿瘤组织容易获取，依靠检测组

织中miRNAs的含量辅助诊断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疾

病存在很大困难。目前研究发现，来自这些疾病组

织的miRNAs能进入外周血液循环系统，通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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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中某些miRNAs含量也可辅助诊断该类疾病舯1。
相关动物实验研究证实，miR一208a仅存在于大鼠心

肌组织中，且血中miR一208a含量可作为心肌损伤

的生物学标志[9-103。最近有研究者对人体各组织和

细胞中671种miRNAs含量进行了分析，发现

miR一208a、miR一208b仅存在于心肌组织中[6川。因

此本研究希望通过检测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

(STEAMI)患者心肌梗死(心梗)后12 h内外周血中

miR一208a的表达情况，来探讨血miR一208a能否作

为临床STEAMI的生物学标志物。

1资料与方法

1．1患者纳入标准：①心肌缺血致特征性胸痛至少

持续30 min；②胸痛6 h内心电图至少2个导联出

现sT段抬高0．1 mV；③血清心肌肌钙蛋白I(cTnI)

和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升高超过正常参考值

至少2倍；④本研究得到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伦理

委员会同意，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患者排除标准：①严重肝肾功能不全；②恶性

肿瘤；③急慢性感染性疾病；④糖尿病及其他自身

免疫性疾病。

1．3标本收集和处理：在出现典型胸痛12 h内采

集患者外周血，离心取血清一80℃保存。留取年龄

和性别匹配的30例健康自愿者血标本进行对照。

1．4血清心肌酶cTnI、CK—MB检测：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cTnI和CK—MB含量，

按照试剂盒(美国Life Diagnostics公司)说明操作。
1．5 RNA分离和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一聚合酶链

反应(qRT—PCR)检测miR一208a表达：血标本与

TRIzol总RNA提取试剂(美国Invitrogen公司)按

1：3比例混合，振荡30 s。然后按照miRNAs分离

试剂盒(美国RNA生物科技公司)说明分离RNA。

miR一208a特异弓l物AuAAGACGAGcAAAAACCuu

GU，Bio—Rad iQ5生物分析仪(美国Bio—Rad公司)

检测miR一208a表达。数据分析：阈值循环(Ct)被定

义为荧光达到给定阈值的分数PCR循环数，指PCR

扩增过程中，目的基因cDNA扩增产物荧光信号超

过基线值(进入指数增长期)时的循环数，目的基因

起始拷贝数越多，达到指数扩增所需循环数越少，

则ct值越小。PCR循环数越少，表明其中含量相对

较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得出相差的PCR循环数

后，可知道与健康对照含量的相差倍数(2△0)。

1．6统计学处理：所有正态分布数据以均数±标准

误(夏±s；)表示，偏态分布数据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间距)表示，以非成对t检验对资料行统计评价；使

用线性相关分析来决定血清心肌酶学指标与血

miR一208a的关系，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患者一般情况：最终纳入30例STEAMI患者，

其中男性20例，女性10例；年龄49～86岁，平均

(56±20)岁；并发症：冠心病8例，高血压5例，心

脏疾病3例；4例有手术史。21例患者冠状动脉(冠

脉)造影显示至少有1支血管病变提示冠脉狭窄；

5例有高血压并一直使用抗高血压药物治疗[血管

紧张素Ⅱ受体抑制剂和(或)B受体阻滞剂]；另有

4例患者有高脂血症并一直使用他汀类药物治疗。

心电图检查有22例提示心梗。Killip泵功能Ⅱ级及

以下19例；22例表现为心律失常，其中16例为室

性期前收缩，多数伴房室传导阻滞或束支传导阻

滞，3例心室纤颤；5例心源性休克；死亡2例。

2．2健康对照组及STEAMI组患者血cTnI、CK—MB

含量：健康对照组血CK—MB、cTnI值在正常参考值

范围内[CK—MB：(71．20±20．50)斗虮、cTnI：(0．05-4-
0．01)ixg／L]；STEAMI组患者血CK—MB[(250．83±

177．26)斗g／IJ]、cTnI[(17．72±8．43)Ixg／L]含量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组(均P<O．01)。STEAMI患者0～6 h

与6～12 h时段CK—MB、cTnI含量无明显差异(均

P>0．05；表1)。结合STEAMI患者的临床表现发现，

有3例患者病情严重，表现为心力衰竭(心衰)、低

血压、严重心律失常、心电图ST段明显抬高，胸痛

至采血仅问隔0．5 h，但血清cTnI升高不明显，分别

为3．25、0．98、5．68斗g／L；5例患者血清cTnI水平升

高超过20．00肛∥L，但临床症状轻，仅表现为胸痛、

心电图sT段抬高。1例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血清cTnI

水平升高达13．60斗g，L，但经检查确诊该患者未发
生急性冠脉综合征(ACS o 3例CK—MB值超过
100．00 IxgJ，L患者的症状疑似心梗，但经检查确诊为

表1 30例STEAMI患者不同时段血CK—MB和cTnl含量分布

注：STEAMI：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cTnI：心肌肌钙蛋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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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疾病。

2．3血miR一208a相对含量(图1)：qRT—PCR结果

显示，STEAMI发作6 h内17例患者血miR一208a Ct

值为44．95±4．77，STEAMI发作6～12 h 13例患者

血miR一208a Ct值为43．98±4．68，而健康对照者
PCR 60个循环内未能检测到mill一208a，STEAM[患

者血miR一208a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如果以

健康对照组血miR一208a Ct值60为基础进行统计，

STEAM[患者血中miR一208a含量是健康对照组的

215倍以上，两组Ct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o．01)，但AMI组两个时段ct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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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qRT—PCR：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STEAMI：ST段

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miR一208a：微小RNA一208a，Ct值：阈值循环

图1 qRT—PCR法检测STEAMl组和健康对照组血miR一208a Ct值

2．4血eTnI、CK—MB含量与miR一208a Ct值的相

关性分析：将30例STEAMI患者血CK—MB、cTnI

含量与相应患者的血miR一208a Ct值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无论CK—MB还是eTnI含量与血miR一208a

Ct值均不具有明显相关性(均P>O．05)。

3讨论

早期正确诊断急性心肌梗死(AMI)是保证其有

效治疗、减少患者死亡的重要途径n引。如最近马承

泰等[131研究发现血浆脑钠肽、超敏C一反应蛋白可

用于AMI的预后判断和危险分层；程文伟等口41报道

乳酸脱氢酶同工酶LDl／LD2测定有助于AMI早期

诊断；也有研究发现CK—MB质量对判定肌病心肌

损害也存在一定局限性[15]。目前临床可通过检查血

中心肌酶学指标eTnI和CK—MB辅助诊断ANI，在

这些指标中eTnI被认为是诊断AMI的金标准[16]，

但不足之处是大部分AMI患者血eTnI高峰出现在

发病后12～48 h，时间偏晚，且AMI患者I临床病情

程度常与eTnI高低不一致。如本组观察到30例

STEAMI患者中有3例临床病情很严重，表现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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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低血压、严重心律失常，但血清eTnI升高不明

显；另外5例血清cTnI升高超过20．00斗∥L，但临床

心梗病情轻，仅表现为胸痛、心电图sT段抬高。有

研究发现未发生ACS的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血eTnI

也可升高，这是因为肾脏可分泌eTnl人血[17]。而血

中CK—MB的特异性较cTnI更低，因为在小肠、舌、

膈肌、子宫、前列腺，以及肝脏疾病、骨骼肌创伤、肺

动脉栓塞、休克和糖尿病等疾病中CK—MB也可明

显升高，导致假阳性。本组患者中有3例CK—MB值

升高，症状疑似心梗，但经检查确诊为消化系统疾

病。至今为止，包括血清酶学检查在内的各种检测

手段仍然不能满意地对发病6 h内的AMI作出早

期确诊，传统的心肌酶学指标已经不能准确、快速

地诊断和指导治疗。因此，人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高

敏感性、高特异性的生物学标志物用于AMI的早期

诊断。

有证据表明，循环血中的某些miRNAs是许多

恶性肿瘤的生物学标志[18】，且有报道血中miRNAs

相当稳定，测定血中miR一141可作为诊断前列腺癌

的指标[18]。最近的研究还显示，miR一208a通过转录

后基因表达的调控，参与调控心脏发育、生理和病

理过程，并只在心脏特异性表达，心梗后坏死心肌

细胞释放miR一208a入血【10]。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大

鼠AMI后可检出血清miR一208a，持续检测发现

miR一208a含量在血中较稳定，且心梗面积越大，血

清miR一208a含量越高m]。本研究参照动物实验结

果，按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心肌损伤标志物的应

用准则”，以胸痛出现6 h和血中浓度确实增高的心

脏标志物作为早期标志物，将STEAMI后0_3～12 h

采集的标本分为6 h内、6～12 h进行比较。研究发

现，即使在eTnI和CK—MB升高不明显的情况下，

qRT—PCR也能检出STEAMI患者发病6 h内、6～

12 h血miR一208a，且两个时段血miR一208a含量差

异不明显，而30例健康对照者在ct值60内未能检

出。本研究中假定健康对照者血miR一208a Ct值为

60，STEAMI患者血中miR一208a含量仍是健康对照

者215倍以上，远远高于健康对照者，可见心肌细胞

特异性的生物学标志miR一208a在心肌细胞坏死后

即能在血液中检测出来。本研究中在STEAMI发生

后最早检测到的miR一208a距发病仅0．3 h，这远比

AMI后最早在血液中能检测到eTnI和CK—MB的

时间要短，说明miR一208a释放入血快，因此血

miR一208a可能比eTnI和CK—MB更适合作为

STEAMI的生物学标志；AMI后6 h内的高检出率证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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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循环血中miR一208a可作为STEAMI患者新的敏

感生物学标志。

将30例STEAMI患者血CK—MB、cTnI含量与

血miR一208a Ct值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无论CK—MB

还是cTnI含量与血miR一208a Ct值均无明显相关

性，分析其原因可能有：①由于健康者血miR一208a

含量很低，甚至无，所以STEAMI患者血miR一208a

含量相对于健康对照者则很高，可高达21s倍，而本

研究中未进行血miR一208a实际含量测定，因此，

STEAMI患者血miR一208a Ct值与血cTnI、CK—MB

含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可能不能反映STEAMI患者血

miR一208a的实际含量与血cTnI、CK—MB含量的相

关性。②STEAMI患者血cTnI出现的高峰时间是

AMI发作后12。24 h，而AMI后miR一208a可以很

快在血中检测出，这也可能是导致STEAMI患者血

CK—MB、cTnI含量与血miR一208a相对含量不具有

明显相关性的原因之一。

虽然外周血miR一208a可能是STEAMI的早期

重要生物学标志，由于检测手段复杂，操作要求精

确度高，尤其检测耗时，容易贻误治疗时机，不如血

心肌酶学指标检测便捷省时，尚不适合用于临床诊

断。但随着PCR仪器敏感度提高，检测方法的改进，

必将简化检测过程、缩短检测时间，高特异性的血

rniR一208a必将为STEAMI的早期诊断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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