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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CyPA、MMP-9水平对急性心肌梗死
PCI后近期缺血性并发症的预测分析
汤玮1，胡荣2，赵冬婧1，王文斌1，曹树军1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亲环素A（CyPA）、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水平对急性心肌梗死
（AM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近期缺血性并发症（IC）的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2017年
5月至2019年5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医院收治的152例AMI患者的临床资料均实施PCI，于出院前
（PCI后）均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血清CyPA、MMP-9水平。统计术后6个月内IC（再次血运
重建、缺血性脑血管病、支架内血栓形成、再发心肌梗死）发生情况，对比IC发生组和IC未发生组患者
出院时血清CyPA、MMP-9水平，分析IC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AMI
患者血清CyPA、MMP-9及二者联合对PCI后近期IC发生的预测价值。结果 IC发生率为19.74%；IC发生
组出院时血清CyPA、MMP-9水平均高于IC未发生组（P＜0.05）；发病至PCI间隔时间＞6 h、合并高血
压病、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PCI中无复流/慢复流、血清CyPA水平偏高、血清MMP-9水平偏高
均是AMI患者PCI后IC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OR）=6.360、6.025、6.068、7.207、7.721、7.629、
7.501，95%可信区间（CI）为3.065~6.988、3.192~6.573、4.104~8.951、2.078~8.613、2.469~9.975、
4.856~8.069、2.305~9.182，P均＜0.05 ]，术后完全遵医嘱用药是其保护因素（OR=0.565，95%CI：
0.371~0.889，P＜0.05）；血清CyPA、MMP-9联合预测IC发生的灵敏度（100.00%）和曲线下面积
（AUC=0.926）均高于单独预测（χ2=5.455、6.667，P＜0.05；Z=2.056、3.185，P＜0.05），联合预测
的特异度（92.62%）与单独预测相当（P＜0.05）。结论 AMI患者PCI后近期IC发生患者中血清CyPA、
MMP-9水平高，且IC发生的危险因素多，二者联合对PCI后近期IC发生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关键词】亲环素A；基质金属蛋白酶-9；急性心肌梗死；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缺血性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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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serum cyclophilin A (CyPA)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9 (MMP-9)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in predicting short-term ischemic complications (IC)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52 cases of AMI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7 to May 2019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the serum CyPA, MMP-9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ELISA) before discharge (after PCI). The incidence of IC (revascularization once again,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stent thrombosis, recurrent myocardial infarction) of the AMI group within 6 months after
PCI was counted. The serum CyPA, MMP-9 leve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IC occurrence group and the IC nonoccurrence group. The predictive values of serum CyPA, MMP-9 and the combination for short-term IC after PCI
in AMI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Result The short-term IC
incidence rate was 19.74%. The serum CyPA and MMP-9 levels in the IC occurrenc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IC non-occurrence group before discharge (P<0.05). Interval from onset to PCI>6 h, combined with hypertension,
diabetes, hyperlipidemia, no-reflow/slow reflow during PCI, high level of serum CyPA, high level of serum MMP-9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short-term IC in AMI patients after PCI [odds ratio(OR)=6.360, 6.025, 6.068,
7.207, 7.721, 7.629, 7.5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3.065~6.988, 3.192~6.573, 4.104~8.951, 2.078~8.613,
2.469~9.975, 4.856~8.069 and 2.305~9.182 respectively, all P<0.05], and following the doctor's advice completely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OR=0.565, 95%CI was 0.371~0.889, P<0.05). The sensitivity (100.00%)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0.926) of the combination of serum CyPA and MMP-9 in predicting IC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single
prediction (χ2=5.455, 6.667, P＜0.05; Z=2.056, 3.185, P＜0.05), and the specificity (92.62% ) of th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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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was similar to those of single predic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serum levels of CyPA and MMP-9 in
AMI patients with short-term IC are high, and there are many risk factors for IC.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has a high
predictive value for the short-term IC after PCI.
[Key words] Cyclophilin A; Matrix metalloprotein-9;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schemic complications

急性心肌梗死（AMI）是临床上常见的急危
重症[1]，我国每年死于AMI人数高达55万，且以每
年增加12.92%的速度上升[2]。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PCI）可解决患者冠状动脉（冠脉）重建
和心肌再灌注的问题 [3]，但术后近期患者缺血性
并发症（IC）的发生风险高，常见IC事件包括再
次血运重建、缺血性脑血管病、支架内血栓形成
等。目前研究认为血清亲环素A（CyPA）作为亲
环素家族中的一类蛋白，与冠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发展密不可分[4]。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
是锌离子依赖性蛋白每超家族（MMPs）中的重
要成员，在细胞外基质降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研究显示，MMP-9活性增加与血管中斑块破
裂、AMI发生的风险增加有关[5]。基于此，本研究
通过探究CyPA、MMP-9在AMI患者术后血清中的
含量探究二者对PCI后近期IC事件的预测效能进行
评价，筛查高危患者。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分析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于
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医院心内科收治的152例
AMI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93例，女性59例，年
龄35~79岁，平均（54.50±9.56）岁，体质指数
（BMI）17.60 ~27.55 kg/m2，平均BMI（22.48±
2.42）kg/m2，发病至PCI间隔时间1.5~10.5 h，平
均间隔时间（4.25±0.67）h，重度病情（Gensini
积分＞40分）16例，吸烟史＞10年53例，合并高
血压病63例、合并糖尿病57例、合并高脂血症62
例、PCI术中无复流/慢复流6例、术后完全遵医嘱
用药130例。纳入标准：①AMI组均符合中华医学
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关于AMI的诊断标准[6]；
②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严重感染者；②肝、
肾、肺功能不全者；③既往接受过PCI的患者；
④恶性肿瘤患者；⑤患有风湿免疫系统疾病者；
⑥近期因重大创伤接受手术者；⑦脑血管疾病患
者；⑧Killip心功能分级[7]为Ⅳ级患者；⑨计划性
分布实施PCI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血清CyPA、MMP-9水平检测 于PCI后出
院前清晨取空腹静脉血3 ml，3000 rpm，4 ℃条
件下离心，取上层血清于备用无菌离心管中置
于-80 ℃低温冰箱冷冻保存备用；使用血清CyPA
酶联免疫法（ELASA）试剂盒（货号：kt40089，
默沙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血清中CyPA水

平，使用血清MMP-9 ELASA试剂盒（货号：
kt90033，默沙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血清
中MMP-9水平，所有操作按照试剂盒说明书中
要求进行，1个结果重复3次，使用ELX800型全
自动酶标仪（美国Bio-Tek公司）进行检测，由
同1人操作完成。血清CyPA水平正常参考范围：
＜10.55 ng/ml；血清MMP-9水平正常参考范围：
＜245 ng/ml。
1.2.2 随访及分组 对患者进行为期6个月的随访，
随访方法包括电话和门诊随访等。将发生再次血
运重建、缺血性脑血管病、支架内血栓形成、再
发心肌梗死的患者为IC发生组，否则记为未发生
组，其中非计划性血运重建：是指再次出现PCI
手术指征并再次实施该手术以恢复血运恢复（计
划内分布实施PCI者除外）；缺血性脑血管病：
是指颅内颈动脉或颅内动脉狭窄引起的脑供血不
足相关脑血管病，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
性脑卒中等；支架内血栓形成：是指PCI后支架
内有血栓形成，可导致血运受阻。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SPSS）23.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使用
“例/率”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使用（ x ±s）
表示，采用t检验；将性别、年龄、BMI、发病至
PCI间隔时间＞6 h、重度病情、吸烟史＞10年、合
并高血压病、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PCI术
中无复流/慢复流、血清CyPA水平偏高（＞10.55
ng/ml）、血清MMP-9水平偏高（＞245 ng/ml）、
术后完全遵医嘱用药作为自变量，将IC发生与
否作为因变量，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探讨
AMI患者PCI后6个月内IC发生的影响因素；血清
CyPA、MMP-9、CyPA联合MMP-9水平预测AMI行
PCI后近期IC发生的效能评估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曲线，确定最佳截断点（Cut-off值）、
灵敏度、特异度，计算曲线下面积（AUC）、
95%置信区间（95%CI），AUC对比采用非参数秩
和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IC发生组、IC未发生组血清CyPA、MMP-9水
平比较 AMI组PCI后随访6个月，IC发生总人数30
例（非计划性血运重建17例、缺血性脑血管病8
例、支架内血栓形成5例），发生率为19.74%；
IC发生组血清CyPA、MMP-9水平均高于IC未发
生组（P＜0.05），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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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析AMI患者PCI后6个月内IC发生的影响因
素 IC发生组和IC未发生组性别、年龄、BIM、
重度病情、吸烟史＞10年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IC发生组发病至PCI间隔时间＞
6 h、合并高血压病、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脂血
症、PCI中无复流/慢复流、血清CyPA水平偏高、
血清MMP-9水平偏高者占比均高于IC未发生组，
术后完全遵医嘱用药者占比低于IC未发生组，差
表1 IC发生组、IC未发生组血清CyPA、MMP-9水平比较
分组
IC发生组
IC未发生组
t值
P值

例数
30
122
-

CyPA（ng/ml）
28.95±4.86
18.25±3.44
13.977
0.000

MMP-9（ng/ml）
982.59±164.03
523.85±127.99
16.588
0.000

注：CyPA：亲环素A；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9

•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经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发病至PCI间隔时间＞6 h、合
并高血压病、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PCI
术中无复流/慢复流、血清CyPA水平偏高、血清
MMP-9水平偏高均是AMI患者PCI术后6个月内IC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后完全遵医嘱用药为
其保护因素（表3）。
2.5 CyPA、MMP-9、CyPA联合MMP-9预测AMI
患者PCI后近期IC发生的价值 血清CyPA、MMP-9
水平预测AMI行PCI后近期IC发生的Cut-off值分
别为22.07 ng/ml、674.86 ng/ml，联合预测的灵
敏度、特异度、AUC分别为100.00%、92.62%、
0.926，联合预测的特异度与单独预测相当，灵敏
度和AUC均高于单独预测，且联合预测的AUC与

表2 IC发生组和IC未发生组自变量对比
自变量
男性（n，%）
年龄（岁）
BMI（kg/m2）
发病至PCI术间隔时间＞6 h（n，%）
是
重度病情（n，%）
是
否
吸烟史＞10年（n，%）
是
否
合并高血压病（n，%）
是
否
合并糖尿病（n，%）
是
否
合并高脂血症（n，%）
是
否
PCI术中无复流/慢复流（n，%）
是
否
血清CyPA水平偏高（n，%）
是
否
血清MMP-9水平偏高（n，%）
是
否
术后完全遵医嘱用药（n，%）
是
否

IC发生组（n=30）
19（63.33）
55.52±9.75
22.41±2.50
21（70.00）
6（20.00）
24（80.00）
15（50.00）
15（50.00）
18（60.00）
12（40.00）
17（56.67）
13（43.33）
19（63.33）
11（36.67）
5（16.67）
25（83.33）
29（96.67）
1（3.33）
28（93.33）
2（6.67）
20（66.67）
10（33.33）

IC未发生组（n=122）
74（60.66）
54.25±9.45
22.50±2.38
33（27.05）
10（8.20）
112（91.80）
38（31.15）
84（68.85）
45（36.89）
77（63.11）
40（32.79）
82（67.21）
43（35.25）
79（64.75）
1（0.82）
121（99.18）
69（56.56）
53（43.44）
61（50.00）
61（50.00）
110（90.16）
12（9.84）

χ2/t值
0.073
0.665
0.184
19.393
3.562
3.768
5.301
5.859
7.865
15.948
16.912
18.631
10.740
-

P值
0.787
0.513
0.854
0.000
0.059
0.052
0.021
0.016
0.005
0.000
0.000
0.000
0.001
-

注：BMI：体质指数；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CyPA：亲环素A；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9
表3 影响AMI患者PCI术后6个月内IC发生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发病至PCI术间隔时间＞6 h
合并高血压病
合并糖尿病
合并高脂血症
PCI术中无复流/慢复流
血清CyPA水平偏高
血清MMP-9水平偏高
术后完全遵医嘱用药

β
1.850
1.796
1.803
1.975
2.044
2.032
2.015
-0.571

319 •

SE
0.695
0.671
0.614
0.598
0.602
0.574
0.560
0.241

Waldχ2
7.086
7.164
8.663
10.908
11.528
12.532
12.947
5.614

注：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CyPA：亲环素A；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9

OR
6.360
6.025
6.068
7.207
7.721
7.629
7.501
0.565

95%CI
3.065~6.988
3.192~6.573
4.104~8.951
2.078~8.613
2.469~9.975
4.856~8.069
2.305~9.182
0.371~0.889

P值
0.012
0.012
0.009
0.003
0.001
0.000
0.000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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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预测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056，
P=0.041；Z=3.185，P=0.022），见图1，表4。

图1 CyPA、MMP-9、CyPA联合MMP-9预测近期IC发生的ROC曲线

3 讨论
吴哲 兵 [ 8 ] 研究 显示 A M I 急症PC I 术后 3 个 月
MACE发生率为14.60%；陈存芳等 [9]发现高血栓
负荷ST段抬高型AMI患者PCI术后30 d内MACE发
生率高达20.00%，均主要为IC事件。本研究发
现，患者PCI术后6个月内IC发生率为19.74%，由
此可知AMI患者行PCI术后短期内仍有较大风险
发生IC事件。而AMI患者PCI术后近期IC发生的影
响因素多，探讨能够能预测AMI患者PCI术后近
期发生IC的血清学指标意义重大。
本研究发现，IC发生患者血清CyPA、MMP-9
水平高于IC未发生患者，说明AMI患者PCI术后
IC发生风险高，且IC发生者出院时血清CyPA、
MMP-9水平偏高。AMI的发病与斑块破裂、血管
内血栓形成和冠脉斑块的炎症反应密切相关。
CyPA作为一种炎症蛋白，是细胞内免疫抑制剂
环孢素A（CsA）的受体，具有参与蛋白形成、
抑制免疫、参与炎症反应、介导氧化应激等生物
学功能[10]。斑块的破裂与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密不
可分，MMP-9是由巨噬细胞分泌的基质金属蛋
白酶，可以特异性降解斑块中各种胶原和明胶
成分，也是斑块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11,12]。CyPA
可通过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1/2、核因
子κB抑制蛋白（IkB）/核因子（NF）途径催化
巨噬细胞分泌表达金属蛋白酶，其中MMP-9又
作为冠状动脉斑块破裂的生物标记物质，可通过
与细胞外基质特异性结合进而将其水解，迅速降

低斑块的稳定性，加速冠脉粥样斑块的形成，促
进AMI病情的发展，从而导致IC发生 [13]。AMI患
者PCI术后IC发生可能与AMI患者血清中CyPA、
MMP-9水平的显著升高有关，提示临床应加强对
该指标的监测，有效预防术后IC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CyPA水平偏高、血清
MMP-9水平偏高均是AMI患者PCI术后近期IC发
生的危险因素，且通过ROC曲线发现，二者联合
对AMI患者PCI术后近期IC发生的AUC和灵敏度
均高于单独预测，特异度与单独预测相当，说明
CyPA、MMP-9、二者联合对患者术后的IC发生有
较好的预测效能。陈家显等[14]研究发现，CyPA与
冠状动脉狭窄有关，可作为冠心病患者PCI术后
危险分层指标，预测发生MACE风险的指标，说
明CyPA水平的增加可增加冠脉狭窄的风险。研究
表明[15]，MMP-9与炎症损伤密切相关，在PCI术
前术后都成呈上升趋势，可能是增加心肌再灌注
损伤的机制之一，MMP-9可作为评价PCI术后患
者预后效果的指标，说明MMP-9同样对AMI患者
MACE发生的风险有较好的预测效能。MMP-9水
平不仅受患者病程的影响，同样受CyPA介导的催
化通路调控，因此将其两项结合应用于AMI患者
PCI术后IC发生风险的预测，效能更佳。
本研究还发现发病至PCI术间隔时间＞6 h、合
并高血压病、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PCI术
中无复流/慢复流均是AMI患者PCI术后3个月内IC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完全遵医嘱用药为其
保护因素，与国内外相关报道相符[16-18]。因此临
床医师应根据本研究结果对AMI患者PCI术后实施
针对性干预，以期能够降低IC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AMI患者PCI术后近期IC发生风险
高，且IC发生患者的血清CyPA、MMP-9水平偏
高，二者联合对AMI患者PCI术后近期IC发生的
预测效能理想，可指导临床治疗控制IC发生，此
外，此类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众多，需加强控制。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系统探讨了AMI患者PCI
术后近期IC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为该不良事件的
发生风险提供了一种良好的预测方案。但在临床
实践中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防控策略、如何监测
并控制血清CyPA、MMP-9水平仍需要进一步探
讨，可作为后期研究的重点。

表4 CyPA、MMP-9、二者联合预测AMI患者PCI术后近期IC发生的效能
指标
CyPA
MMP-9
CyPA+ MMP-9

Cut-off值
22.07 ng/ml
674.86 ng/ml
-

灵敏度（%）
83.33（25/30）
80.00（24/30）
100.00（30/30）

特异度（%）
92.62（113/122）
93.44（115/122）
92.62（113/122）

AUC
0.851
0.815
0.926

95%CI
0.784~0.904
0.744~0.873
0.872~0.962

注：CyPA：亲环素A；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9；Cut-off值：最佳截断点；AUC：曲线下面积；95%CI：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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