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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 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 
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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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常见呼吸系统危重症之一，病死率高。ARDS

具有高度异质性，这可能是其缺乏高特异性、高敏感度的生物学指标的原因。因此，探寻 ARDS 相关生物标志

物并进行表型分析及建立风险分层模型，对疾病诊断、预后预测及指导治疗有重大意义。内皮细胞特异性分

子-1（ESM-1，也称 endocan）是一种内皮细胞分泌的可溶性硫酸皮肤素蛋白聚糖，主要参与调控细胞增殖、分化

及迁移等生物学行为。已有大量研究证实，ESM-1 与炎症反应、内皮激活及功能障碍密切相关，但在 ARDS 中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尚不完全清楚。本文就 ESM-1 的生物学特性及其成为 ARDS 相关临床生物标志物的潜在价

值予以系统性综述，以期为 ARDS 的早期预后评估及预防控制等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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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a common respiratory critical illness with multiple 
causes, is associated with high mortality. The high degree of heterogeneity may be the reason why it is lack of highly 
specific and sensitive biological biomarkers. Therefore, it is an urgent need to explore biomarkers, perform phenotypic 
analysis and establish risk stratification model fo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RDS. Endothelial cells 
specificity molecular-1 (ESM-1, endocan), is a soluble dermatan sulfate proteoglycan, and be involved in regulating 
biological behaviors such as cell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migration. Numerous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ESM-1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endothelial activation and dysfunction. However, the role of ESM-1 in the initiating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ARDS is still unclea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ARDS, 
such as early prognosis assessment and timely prevent strateg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iological properties and the 
clinical value of ESM-1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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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是常见的呼吸系统危重症之一，主要发病机制为过度

的炎症反应及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功能障碍导致肺泡- 毛细

血管屏障完整性破坏，引发肺泡内富含蛋白质及炎症细胞的

液体积聚，进而影响肺的气体交换。尽管目前新型抗菌药物

的应用、机械通气及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等支持技术一定程度提高了 ARDS 患者

存活率，但病死率仍高达 35.3%，占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入院病因的 10.4%［1］。

 生物标志物有助于早期识别疾病的发生、评估疾病严

重程度、预测治疗反应，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治疗策略提

供新见解。近年来，关于 ARDS 生物标志物的发现越来越多

地转向调控机体炎症反应相关的分子表达，包括血浆可溶性

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soluble 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RAGE）［2］和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HMGB1）［3］等。但目前临床上仍缺乏特异

度高且敏感度高的 ARDS 诊断及临床管理的生物学指标。因 

此，进一步探寻 ARDS 疾病进展及预后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 

对于建立疾病风险分层模型、指导 ARDS 精准化个体治疗及

改善预后均至关重要［4］。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endothelial 

cell-specific molecule-1，ESM-1；也称 endocan）是一种内皮细

胞分泌的可溶性硫酸皮肤素蛋白聚糖，主要参与调控细胞增 

殖、分化及迁移等生物学行为。ESM-1主要表达于人体肺脏及

肾脏组织内皮细胞，其表达可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炎症细胞因子及微生物脂多

糖等作用下被诱导［5］。ESM-1 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反映

血管内皮损伤、内皮活化和新生血管生成等的潜在生物标 

志物［6］。尽管 ESM-1 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但有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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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1 合成及功能变化与炎症反应和内皮功能障碍密切相

关，并提出其参与了 ARDS 发生发展［7-8］。现就 ESM-1 的生 

物学特性及其在成人 ARDS 中作用的相关研究予以系统性

综述，以期为明确其在 ARDS 早期预防控制、疾病严重程度

及疗效评估、预后评价等临床应用中的作用提供科学依据。

1 ESM-1/endocan 

1.1 分子结构 ：ESM-1 也称 endocan，最早由 Lassalle 等［9］

从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HUVEC）cDNA 文库中克隆获得，其分子特征也被首次描述。

Endocan 蛋白由 ESM-1 基因编码，定位于人类第 5 号染色体

5q11.2 位，在肺脏、肾脏等器官的腺上皮或管状上皮、新生

血管内皮、淋巴结生发中心等增生活跃的组织和细胞中高

度表达，在大动脉内皮及脾脏等处于静止状态的组织或细胞

中基本无表达［5］。

 在结构上，ESM-1 作为一种分泌型蛋白聚糖，由单链可

溶性硫酸皮肤素（dermatan sulfate，DS）蛋白聚糖构成的蛋白

核心与线性糖胺聚糖链（glycosaminoglycan，GAG）以共价键

方式结合而成［10］。蛋白核心部分由 165 个氨基酸构成，包含

N 端富含半胱氨酸区、内皮生长因子样区域、富含苯丙氨酸

区域、C 端区域。与其他含 DS 链的蛋白聚糖相比，ESM-1 的 

DS 链更短，并含有更高的非硫酸化和二硫酸化双糖结构［11］。 

蛋白核心经过蛋白质翻译、修饰后，形成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50 000 的成熟蛋白，并通过丝氨酸与 GAG 链相连。GAG 链是

由 32 个双糖残基构成的氨基糖和糖醛酸，其中氨基糖包括 

N-乙酰氨基葡萄糖、各种 N-取代的氨基葡萄糖及β1，4 N-乙 

酰半乳糖胺等，糖醛酸则由葡萄糖醛酸及艾杜糖醛酸构成。

1.2 表达与调控 ：ESM-1 作为一种内皮细胞骨架结构性表

达的蛋白聚糖，在内皮细胞间相互作用中发挥重要作用，其

功能取决于蛋白核心和 GAG 链与各种配体间的相互作用。

已有研究结果证实，ESM-1 的蛋白核心通过与淋巴细胞功能

相关抗原-1（lymphocyte function-associated antigen-1，LFA-1）

上的 CD11a/CD18 亚基直接结合而发挥作用［10］。ESM-1 与

CD18 富含半胱氨酸的重复氨基酸序列之间存在同源性［12］，

这表明该区域可能是 ESM-1 与 LFA-1 相互作用的重要功能

区域。LFA-1 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等细胞中

表达，通过与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ICAM）结合来调控细胞迁移。ESM-1 和 ICAM-1 与 

LFA-1 的结合位点非常接近，因此可参与调节 LFA-1/ICAM-1 

通路，抑制 LAF-1/ICAM-1 途径依赖的肺损伤，发挥潜在保

护作用［12］。GAG 链中的艾杜糖醛酸作为一种蛋白质结合的

基础分子结构，在调节蛋白聚糖发挥生物学功能方面有重要 

作用，包括促内皮细胞增殖、血管生成、肿瘤发生发展等［11］。

 目前 ESM-1 的具体调控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由众多生

物活性物质和信号通路参与。研究表明，ESM-1 在炎症细胞

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

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的作用下，可增加 HUVEC 

细胞中非依赖 IL-4 或γ- 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的表

达［9］，但 TNF-α联合 IFN-γ则可显著抑制 ESM-1 的表达［11］。 

同时，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VEGF 等可调控 ESM-1 表达水平，其调控类型在肿瘤内皮细

胞增殖中发挥重要作用［13］。此外，在有高转录活性的丝裂素

活化蛋白激酶 /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kinase，MEK） 

HUVEC 来源细胞株 ECV304 中发现 ESM-1 表达上调，表明丝

裂素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 

信号通路对 ESM-1 的表达具有调节作用［5，14］。体内研究显

示，蛋白激酶 B/ 核转录因子 -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 

信号通路活化可以促进 ESM-1 转录，而磷脂酰肌醇-3- 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 蛋白激酶 B 信号通路

则发挥相反的作用［13］。有研究表明，与体内的内皮细胞相

比，在体外培养的内皮细胞株，如人肺动脉内皮细胞（human 

pulmonary artery endothelial cell，HPAEC）、人真皮微血管内皮

细胞（human dermal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HDMVEC）及 

HUVEC 等细胞株中，ESM-1 均呈更高水平表达，这可能与

体外环境中 ESM-1 的转录被激活或抑制减弱有关［15］。

2 ESM-1 参与 ARDS 病理生理过程 

 ARDS 的病理特征主要表现为肺组织大量中性粒细胞

浸润和肺泡- 毛细血管屏障损伤所致的肺水肿，中性粒细胞

介导的炎症反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表现为细胞表面

黏附分子表达上调，通过黏附分子与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表

面的相互作用，增加白细胞招募及血小板黏附聚集，随后释

放活性氧、蛋白酶、细胞因子等，诱导氧化损伤，破坏肺内皮

细胞功能及结构完整性［16］。内皮细胞既是炎症反应的效应

细胞，也是靶细胞，它通过表达表面蛋白及分泌可溶性递质，

调控血管的张力和通透性，调节凝血和血栓形成。已有研究

证明，ESM-1 与内皮依赖性血管功能障碍之间具有显著相

关性［17］。尽管 ESM-1 在 ARDS 中的确切作用尚未完全阐 

明，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其在疾病发生发展的病理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且可能成为潜在的治疗靶点［18-19］。

 经典机制认为，炎症反应时，ESM-1 在炎症因子的诱导

下表达上调，且与白细胞表面 LFA-1 有高亲和力，可通过剂

量依赖性方式潜在抑制 LAF/ICAM 途径介导的白细胞黏附

内皮细胞、引导跨内皮迁移到肺组织这一关键步骤［7，12-14］。 

LAF-1/ICAM-1 是引导白细胞募集、活化、归巢的重要途径，

除此之外还调控特异性免疫应答过程中细胞间相互作用。

在小鼠等动物模型中，通过单克隆抗体阻断 ICAM 达到体内

获益的结果表明，LFA-1/ICAM-1 参与了急性炎症反应［12］。

ESM-1 可直接与 LFA-1 表面 CD11a/CD18 亚基结合，其结合

位点与涉及 LFA-1/ICAM-1 结合位点十分接近，是其可竞争

性抑制两者结合的原因之一［20］。此外，ESM-1 可调节 T 淋

巴细胞介导的 LFA-1/ICAM-1 通路，并定向调控免疫应答中

辅助性 T 细胞 1/2（helper T cell 1/2，Th1/2）平衡［12］。与经典 

观念不同的是，有研究者发现 ESM-1 并不干扰白细胞黏附

内皮细胞过程，而是在转运水平负面调控白细胞外渗，但同

样通过减少循环抗炎细胞向直接炎症部位的募集而发挥保

护性作用［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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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观念相矛盾的是，有部分研究者发现 ESM-1 在

炎症因子正向调控下表达增加，通过增加内皮细胞通透性、

破坏屏障完整性而发挥促炎作用，其高循环水平可导致组织

器官损伤［14］。一方面，这可能与 ESM-1 参与 VEGF、MAPK、

NF-κB 等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有关［13-14］。例如：ESM-1 

既是 VEGF 信号通路中的直接作用靶点，也是其调控分子，

两者在 ARDS 患者血管内皮高通透性诱导过程中发挥双向

正反馈调控作用［19，22］。另一方面，ESM-1 还能促进内皮细

胞产生促炎细胞因子，促进单核细胞对内皮细胞的黏附，增

加 ICAM-1、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s-1，VCAM-1）等黏附分子表达［19，23］。ICAM 上调导 

致内皮细胞骨架重排，引起细胞收缩，进一步增加细胞通透

性，破坏肺内皮屏障［14］。

3 临床应用 

 ESM-1 作为一种循环蛋白聚糖，具有显著的细胞因子依 

赖性，在健康受试者血清中水平较低，在脓毒症［24］、肺炎［25］、 

肿瘤［26］ 等疾病患者血中水平升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心

开展了关于 ESM-1 与 ARDS 病情发展及预后关联性的研究。 

有研究表明，在上述病程发展过程中，机体 ESM-1 的循环水

平存在复杂的血流动力学变化［19，27］。

 一方面，既往研究提示，血浆 ESM-1 水平降低预示严重

创伤、感染患者发展为 ARDS 的可能性更大。经典观点认为，

炎症反应时，ESM-1 在炎症因子刺激下表达上调，通过抑制

LAF/ICAM 介导的白细胞招募入肺而发挥抗炎保护作用［19］。 

血浆 ESM-1 水平降低可能与受到中性粒细胞释放的丝氨酸

蛋白酶降解有关［11］。Mikkelsen 等［28］ 一项前瞻性对照研究提

示，低血浆水平 ESM-1 患者更容易发展为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该研究纳入 48 例严重多发伤患者，入院

5 d 内进展为 ALI 患者血清 ESM-1 水平为（3.5±1.4）μg/L， 

明显低于非 ALI 组的（4.9±2.6）μg/L（P＝0.02）；同时，ESM-1

水平每升高 1 个单位，发生 ALI 的优势比（odds ratio，OR）降

低 0.69〔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 

0.49～0.97，P＝0.03〕。Gaudet 等［8］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

重症脓毒症患者入院时血 ESM-1 水平＜2.54 μg/L 提示 72 h

内进展为 ARDS 的阳性预测值为 1.00（95%CI 为 0.94～1.00）；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曲线）分析显示，ESM-1 预测 ARDS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为0.93（95%CI为0.87～1.00， 

P＜0.001），肺损伤预测评分（lung injury prediction score，LIPS） 

的 AUC 为 0.55（95%CI 为 0.39～0.71，P＝0.59），提示 ESM-1

对 ARDS 的预测价值大于 LIPS 评分。另一项针对 20 例重

症脓毒症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同样证实了该结论 ：患者入院

时 ESM-1 水平＜2.54 μg/L 可预测入院 72 h 内出现呼吸衰竭，

且与入院后 48 h 和 72 h 氧合指数（PaO2/FiO2）下降显著相关 

（r 值分别为 0.628、0.645，P 值分别为 0.000 4、0.005）［29］。

 另一部分研究表明，进行性升高的 ESM-1 水平是 ARDS

发生发展及患者疗效不佳、预后不良的预测指标。一项纳

入 145 例重症肺炎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发生 ARDS 的重症肺

炎患者血清 ESM-1 表达较非 ARDS 重症肺炎患者显著增加

（P＜0.001），其 AUC 为 0.754（95%CI 为 0.642～0.866），截断

值为 11.6 μg/L（P＜0.01），敏感度为 78.7%，特异度为 70.3%，

提示 ESM-1 是重症肺炎患者发生 ARDS 较为可靠的预测因

子［25］。除了预测疾病发生外，ESM-1 在评估疾病严重程度

及预后中也发挥独特作用。ARDS 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

冠肺炎）的主要临床症状，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新冠肺炎患

者入院时血清 ESM-1 表达水平越高，需要入住 ICU 或死亡

的风险越高，截断值为 276.4 ng/L 时预测该风险的敏感度为

97%，特异度为 85%［30］。Orbegozo 等［31］报道，ARDS 早期病

程中 ESM-1 水平在不同预后患者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1），患者确诊 ARDS 24 h 内血清 ESM-1 水平升高，提

示疾病进展、机械通气时间延长及病死率升高。Ioakeimidou 

等［32］一项针对脓毒症患者的 28 d 随访研究表明，ESM-1 是

ARDS 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OR＝2.91，P＝0.002），其水平

升高与入院后发生器官功能障碍、病情恶化密切相关，且随

着病情好转，ESM-1 水平逐渐降低。

 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发现，目前观察到的研究结果似乎存

在矛盾，这可能与 ARDS 患者血浆 ESM-1 水平随着病程发

展而存在复杂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有关。Gaudet 等［27］研究表

明，不同严重程度的 ARDS 患者（按柏林标准分类）入组 72 h 

内血浆 ESM-1 水平动态变化存在明显差异，轻度 ARDS 患者 

（200 mmHg＜PaO2/FiO2≤300 mmHg，1 mmHg≈0.133 kPa）入

组时血浆 ESM-1 的水平低于中重度 ARDS 患者（PaO2/FiO2≤ 

200 mmHg），且 ESM-1 水平在轻度 ARDS 患者入组 24～72 h 

未见明显变化，而在中重度 ARDS 患者入组 24～72 h 持续

上升，在非 ARDS 组患者入组 12～72 h 则持续下降。然而，

Pascreau 等［33］在新冠肺炎患者中观察到，轻中度 ARDS 患者

入院 3～4 d 和 5～6 d ESM-1 水平显著升高（均 P＜0.05），而

在重症 ARDS 患者中未观察到明显升高。这可能与 ARDS 不

同病因所致的 ESM-1 调控相关炎症因子表达存在差异有关。 

Cox 等［17］进行的一项人内毒素血症模型试验表明，高度同质 

人群中 ESM-1 水平仍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用上述研究解

释文献中观察到的冲突结果仍然有限，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以阐明 ESM-1 在 ARDS 中的血流动力学模型。

4 总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ESM-1 作为一种内皮功能障碍的新型生物标

志物，在 ARDS 的诊断、预测预后、协助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临

床价值。ARDS 被认为是一种异质性疾病，根据病因和机制

可确定几种亚型对治疗反应不同［4，34］。除前文所述 ESM-1 

可预测疾病发展、指导机械通气策略外，有研究表明 ESM-1

裂解率变化也与 ARDS 高炎症表型有关［35］，其主要裂解产物

P14 也可作为疾病亚型的生物标志物［36］，有助于指导靶向 

治疗。此外，有研究者发现 ESM-1 能增加内皮血管通透性及

白细胞跨内皮迁移，这使高水平 ESM-1 早期识别血管通透性

增加的 ARDS 亚型成为可能，有助于实施保守的液体管理策 

略［14，37］。抑制 ESM-1 能降低肺血管通透性，减轻内皮损伤及 

肺水肿，被认为是 ARDS 潜在的治疗靶点［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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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研究者提供了 ESM-1 作为以微血管炎症及内皮

损伤为特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生物靶标的适用性和一致性

的新证据。ESM-1 作为肺血管内皮细胞激活的生物标志物，

其测定具有高重复性、敏感性、可行性和低成本的特点，在

ARDS 的诊疗及预后中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与 ESM-1 

在恶性肿瘤中较为深入的研究相比，其在 ARDS 中的分子调

控机制、信号转导尚不明确，这是目前将其作为临床相关生

物靶标使用的较大局限性，因此，还需要进一步阐明其在上

述过程中的确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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