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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乳糖凝集素￣３ 在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中
作用的研究进展
刘彩红ꎬ张

倩ꎬ张立娟ꎬ王

媛ꎬ刘黎青

[ 摘要] 心肌梗死后的心室重构是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之一ꎬ与心力衰竭的进展和不良预后关系密切ꎮ

半乳糖凝集素￣３( 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３ꎬＧａｌ￣３) 作为判断心力衰竭的生物标志物之一ꎬ主要通过诱导心肌纤维化及炎症反

应等使心肌细胞发生改变ꎬ诸多研究证实其在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作者从心肌梗死后
心室重构机制、Ｇａｌ￣３ 结构和功能、Ｇａｌ￣３ 在心室重构中的作用及针对 Ｇａｌ￣３ 的治疗措施作一综述ꎬ旨在为临床
诊断和防治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提供理论支持ꎮ

[ 关键词] 半乳糖凝集素￣３ꎻ心肌梗死ꎻ心室重构ꎻ心肌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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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３( Ｇａｌ￣３) ꎻ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ꎻ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ꎻ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心肌梗死后的心室重构是心肌受损或心脏负荷
增加导致心室的形状、大小及组织结构等发生变化ꎬ
能够进一步损害心脏功能ꎬ影响发病率和死亡率的
心血管疾病ꎮ 最新研究显示ꎬ半乳糖凝集素￣３( ｇａ￣

ｌｅｃｔｉｎ￣３ꎬＧａｌ￣３) 可反映心肌细胞的活性ꎬ与心血管疾
病密切相 关ꎬ 或 将 成 为 辅 助 心 脏 疾 病 诊 断 的 新 指
标

[１￣３]

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提出

Ｇａｌ￣３ 为判断心力衰竭及其预后的评价标准

[４]

ꎮ Ｇａｌ￣３

作为一种新的炎症反应和心肌纤维化的生物标志
物ꎬ在心肌梗死及心力衰竭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机制

尚在探索中ꎮ 本研究从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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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３ 结构和功能、Ｇａｌ￣３ 在心室重构中的作用及针
对 Ｇａｌ￣３ 的治疗措施作一综述ꎬ旨在为临床诊断和
防治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提供理论支持ꎮ
１

１ １

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的病理过程
心室重构的概念

心室重构是导致心力衰竭

的主要病理基础ꎬ其病理变化主要包括血管新生ꎬ心
肌细胞肥大、凋亡ꎬ心肌细胞外基质沉积ꎬ胚胎基因
及蛋白质的再表达等 [５] ꎮ 心室重构不仅严重损害
心肌功能ꎬ还会造成肺、肾、肝等其他器官的病理改
变 [６] ꎬ严重影响患者预后ꎮ

１ ２

１ ２ １

影响心室重构发生的因素
心肌细胞的自噬和凋亡

心肌梗死后ꎬ氧化

应激状态激活ꎬ对线粒体的结构、功能产生影响ꎬ启
动心肌细胞的自噬和凋亡 [７￣８] ꎮ 自噬在心肌缺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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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３ 存在于心脏、肝脏、肾脏及胰脏等组织中ꎬ

可以起到保护作用ꎬ但过度持久的自噬会破坏细胞

ꎻ细胞凋

正常情况下呈低表达ꎬ病理状态下ꎬ其表达水平会明

的意义既体现在心肌梗死范围的扩大ꎬ亦体现在启

林红等 [２３] 实验研究发现ꎬＧａｌ￣３ 在肝纤维化组织中

器和内环境稳定加重心肌的损伤程度

[９￣１０]

亡是梗死区心肌细胞主要死亡形式ꎬ心肌细胞凋亡
动心室重构 [１１] ꎮ

１ ２ ２

炎性因子的作用

心肌梗死后ꎬ免疫机制激

活ꎬ大量白细胞积聚于梗死区域ꎬ导致血流减慢ꎬ微

显升高ꎮ Ｇａｌ￣３ 参与了众多器官的纤维化过程ꎮ 苏
呈高表达ꎮ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等 [２４] 研究发现ꎬ用基因或者
药物抑制 Ｇａｌ￣３ 能够预防大鼠的肺纤维化ꎮ Ｃａｌｖｉｅｒ

等 [２５] 通过用醛固酮喂养大鼠诱导血管纤维化发现ꎬ

循环障碍ꎬ诱发心肌细胞的胶原沉积ꎬ引起心肌细胞

Ｇａｌ￣３ 基因敲除的大鼠血管未发生纤维化ꎬ而野生型

１ ２ ３

实施主动脉缩窄术造成大鼠心肌纤维化和心室重构

间质纤维化和胶原沉积 [１２] ꎬ导致心室重构ꎮ
血流动力学改变

心肌梗死后ꎬ为了维持心

大鼠发生了严重的血管纤维化ꎮ Ｙｕ 等 [２６] 在对大鼠

脏功能的正常ꎬ非梗死区心肌必须代偿梗死区心肌

的过程中发现ꎬＧａｌ￣３ 基因敲除的大鼠比普通野生型

的功能ꎬ使室壁应力的不均一性增高、收缩功能减

大鼠 心 肌 纤 维 化 的 程 度 显 著 降 低ꎮ 另 有 研 究 发

弱、心室整体扩张和扭曲ꎬ加重血流动力学障碍

[１３]

引发心室重构ꎮ

１ ２ ４

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激活

ꎬ

影响心室重构的

神经内分泌系统主要包括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ꎮ 血管紧张素 Ⅱ (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ⅡꎬＡｎｇⅡ) 可促进细胞凋亡ꎬ诱发心肌细胞合成蛋
白质及心肌成纤维细胞生成的胶原增加ꎻ而醛固酮

在心肌重塑和血管重塑方面具有不依赖 ＡｎｇＩＩ 的独
立功能ꎬ可单独作用于心肌ꎬ激发心肌合成胶原ꎬ诱
导心室重构

[１４]

ꎮ 心肌梗死后ꎬＳＮＳ 系统激活ꎬ儿茶

酚胺浓度升高ꎬ促进血管收缩ꎬ增加心脏负荷导致心
室重构
２

２ １

[１５]

ꎮ

现 [２７] ꎬ将 Ｇａｌ￣３ 基因敲除的大鼠单侧输尿管结扎造
成阻塞后能够抑制肾脏的纤维化进程ꎮ

２ ３

Ｇａｌ￣３ 与心室重构

Ｇａｌ￣３ 可通过多种途径引

发心室重构ꎮ 如可通过 β￣Ｓｍａｄ３ 通路激活巨噬细
胞及心肌成纤维细胞ꎬ促使其合成并分泌大量 Ｉ 型
和 ＩＩＩ 型胶原蛋白ꎬ造成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ꎬ引起
心肌纤维化ꎬ最终导致心室重构 [２８] ꎮ 或以非经典途

径的方式分泌到细胞间质ꎬ激活细胞周期蛋白 Ｄ１ꎬ
导致细胞骨架蛋白和 Ｉ 型胶原沉积ꎬ引发心室重构ꎮ

何东升等 [２９] 经过选用人工微创主动脉弓缩窄

的方法创立压力超负荷心力衰竭小鼠模型ꎬ并且应
用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法检测小鼠心肌组织 Ｇａｌ￣３ 表
达的情况ꎬ结果发现 Ｇａｌ￣３ 可能在压力超负荷状态

Ｇａｌ￣３ 与心室重构

Ｇａｌ￣３ 的结构和分布

Ｇａｌ 属于凝集素超级家

所诱发的心力衰竭小鼠中参与心室重构ꎮ 张跃华
等 [３０] 通过对家兔进行前降支结扎造成心肌梗死模

族中的一分子ꎬ在真菌、昆虫、海绵动物、脊椎动物及

型ꎬ６ 周后检测 ｍＲＮＡ 的表达和蛋白含量发现ꎬ心肌

的脊椎动物半乳糖凝集素ꎬ首次发现是在巯基乙酸

达和蛋白含量明显增加ꎮ Ｈａｓｈｍｉ 等 [３１] 通过观察心

病毒中都可以发现它们的存在ꎮ 其中 Ｇａｌ￣３ 是唯一
引起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中以细胞抗原￣２ 的形式ꎬ
故又叫 Ｍａｃ￣２ 抗原

[１６]

ꎮ Ｇａｌ￣３ 主要存在于细胞质ꎬ

少量存在于细胞核和线粒体ꎬ或者以非经典途径的
方式分泌到细胞膜表面ꎬ通过作用于细胞表面受体
和跨膜糖蛋白引起不同细胞功能的信号通路

２ ２

Ｇａｌ￣３ 的功能

生物标志物

[１８]

[１７]

ꎮ

Ｇａｌ￣３ 是心脏疾病中新出现的

ꎬ是由巨噬细胞分泌产生ꎬ主要通过

介导巨噬细胞的浸润和纤维母细胞的激活ꎬ参与细
胞凋亡、粘附、增殖、迁移及炎症应答等病理生理过
程

[１９]

ꎮ 其结合点位于心肌成纤维细胞和细胞外基质

中ꎬ可与细胞表面受体糖蛋白相互作用ꎬ导致心肌成
纤维细胞增殖和Ⅰ型胶原蛋白的增加ꎬ还能通过基质
金属蛋白酶和其抑制剂来减少细胞外基质中成分的
降解ꎬ加重心室重构

[２０]

ꎮ 有研究表明

[２１￣２２]

ꎬ在心力衰

竭的患者中ꎬ心功能分级越大ꎬＧａｌ￣３ 表达水平越高ꎬ
且 Ｇａｌ￣３ 与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室重构、预后相关性大ꎮ

梗死后大鼠与假手术组大鼠相比 Ｇａｌ￣３ 的 ｍＲＮＡ 表
肌梗死后小鼠在不同时间节点上 Ｇａｌ￣３ 的表达情况
发现ꎬ在心肌梗死早期梗死区 Ｇａｌ￣３ 的表达即有所

提高ꎬ而后向周边区的非梗死区扩展ꎮ Ｓａｎｃｈｅｚ￣Ｍａｓ

等 [３２] 研究发现心肌梗死后大鼠心肌梗死区域 Ｇａｌ￣３
基因表达明显增加ꎮ Ｃｕｉ 等 [３３] 比较了在射血分数保
留型 心 力 衰 竭 (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ꎬＨＦｐＥＦ) 患者中 Ｇａｌ￣３ 和可溶性 ＳＴ２( ｓＳＴ２)

的诊断价值ꎬ结果显示 Ｇａｌ￣３ 表达明显升高ꎬ而 ｓＳＴ２

则无明显变化ꎮ ｓＳＴ２ 和 Ｇａｌ￣３ 均能预测心脏疾病的

发生ꎬ但只有 Ｇａｌ￣３ 在预测 ＨＦｐＥＦ 中有明显优势ꎮ
Ｍｅｉｊｅｒｓ 等 [３４] 发现ꎬ大鼠和小鼠在发生心肌梗死后梗
死区和非梗死区 Ｇａｌ￣３ 表达均增加ꎬ且可通过抑制
Ｇａｌ￣３ 的表达来减缓心肌梗死后的心室重构ꎬ证实了
Ｇａｌ￣３ 是参与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的重要因素ꎮ

２ ４

琪等

相关治疗措施对 Ｇａｌ￣３ 的表达水平影响

[３５]

康

通过冠状动脉结扎术建立心肌梗死大鼠模

 ３１６

«转化医学杂志»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第 ９ 卷 第 ５ 期

型发现ꎬ心肌梗死后大鼠血浆中的 Ｇａｌ￣３ 的表达水
平显著增高ꎬ应用辛伐他汀治疗可降低 Ｇａｌ￣３ 的蛋
白表达ꎬ改善心室重构ꎮ 周艳等 [３６] 通过对不同类型
冠心病患者的研究发现ꎬ其血清中 Ｇａｌ￣３ 含量均有

不同程度的升高ꎬ而服用瑞舒伐他汀的患者 Ｇａｌ￣３
水平明显降低ꎮ 以上研究表明他汀类药物可通过降

低 Ｇａｌ￣３ 的表达减缓心室重构ꎮ 潘婷婷等 [３７] 发现ꎬ
使用螺内酯可以降低心肌梗死后大鼠心肌 Ｇａｌ￣３ 的
表达ꎮ 信业久等 [３８] 研究显示ꎬ心肌受损后 Ｇａｌ￣３ 基
因表达和蛋白表达均上调ꎬ应用卡托普利后可抑制

Ｇａｌ￣３ 的表达ꎬ减缓心室重构ꎮ 另有研究发现 [３９] ꎬβ￣
肾上腺素能受体活性的增强是决定 Ｇａｌ￣３ 循环浓度
和心脏表达的决定因素ꎬ使用拮抗剂可逆转这一作
用ꎬ减缓心室重构的进程ꎮ
３

总结与展望
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是导致心力衰竭的主要病

理基础ꎬ及时、准确的识别和诊断ꎬ有效的抑制心肌
纤维化进程、逆转心室重构ꎬ对改善患者的预后有重

要意义ꎮ Ｇａｌ￣３ 作为心脏疾病中新的生物标志物ꎬ与
其他传统心力衰竭标志物不同的是ꎬ可直接参与到
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过程中ꎬ诱发心肌纤维化和心

室重构ꎮ 加深对 Ｇａｌ￣３ 的研究对诊断心室重构及心

力衰竭具有重要的意义ꎬ在治疗上可从降低 Ｇａｌ￣３
的表达或抑制其基因表达方面出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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