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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苷酸多态性与阿司匹林抵抗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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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破裂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溃疡上，活化的血小板聚集导致血栓形成。阿司匹林是临床
最常用的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之一，但是部分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后不能有效地抑制血小板聚集，产生阿
司匹林抵抗现象，导致血栓事件再次发生。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开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遗传因素在血栓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因变异会对血小板功能产生影响，
导致血小板活性增加，影响阿司匹林治疗后的残存血小板聚集。现通过回顾国内外与单核苷酸多态性
导致阿司匹林抵抗有关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了阿司匹林抵抗的遗传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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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tivated platelets accumulate on rupture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ulcers，leading to
thrombosis. Aspiri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antiplatelet aggregation drugs in practice. However，
some patients cannot effectively inhibit platelet aggregation after taking aspirin，resulting in aspirin resistance
and leading to the recurrence of thrombus event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increasing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genetic factor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rombus events. Genetic variations can affect platelet function，lead to increased platelet activity，and affect
residual platelet aggregation after aspirin treatment. This review provides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tic
factors of aspirin resistance by review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the role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aspirin resistance.
【Key words】 Aspirin resistance； Polymorphism，single nucleotide； Genes； Review

阿司匹林通过不可逆地将环氧合酶 -1 的第 529

发现血小板聚集抑制率不足；二是临床 AR，指患者

位丝氨酸乙酰化，减少血栓素 A2 的生成，抑制血小

长期规律服用治疗剂量的阿司匹林，仍有一部分有

板的聚集，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一线治

血栓事件发生。

疗及二级预防，然而在接受阿司匹林治疗的患者
［1］

二、AR 的发生机制

中，2 年内血栓事件复发率仍然高达 18% 。这部

AR 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患者年龄、性

分患者可能对阿司匹林的敏感性降低，血小板聚集

别、肥胖、吸烟、依从性、药物剂量、炎性因素、代谢

不能被有效抑制，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阿司匹林抵抗

性疾病、基因多态性、miRNA、药物相互作用、药代动

（aspirin resistance，AR）。本综述回顾国内外与单核

力学等多种因素有关［2-9］。基因变异会对血小板功

苷酸多态性导致 AR 有关的研究，进一步识别 AR 的

能产生影响，导致血小板活性增加，影响阿司匹林治

遗传因素。

疗后的残存血小板聚集。血小板反应性的个体间差

一、AR 的定义

异性有显著的遗传成分，遗传率估计在 40%～60%，

关于 AR 的定义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可

并且与心肌梗死和缺血性卒中密切相关［10-11］。

分为两类，一是实验室 AR，指在体外通过不同的方

三、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AR

法检测服用阿司匹林后患者血样中的血小板功能，

单核苷酸多态性是最常见的基因变异类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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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rs10306114 与心源性死亡和心肌梗死复发相关
指单个核苷酸的变异引起基因序列的多态性，导致
基因的生物学功能发生改变，其变异形式主要包括 （HR=2.55，95%CI=1.48～4.40，P=0.001）。而 Li 等［24］
单个碱基的缺失、置换、插入和重复。目前已发现
认为 rs10306114 多态性在中国人群中比较罕见，对
多种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AR 相关，比如血小板
中国人的阿司匹林反应性产生显著影响的可能性较
内皮聚集受体 -1、环氧合酶 -1、环氧合酶 -2、血小
小。曹立平等［25］的研究纳入了 859 例缺血性脑卒
板膜糖蛋白（glycoprotein，GP）受体家族（GP Ⅱ b/ Ⅲ a、 中患者，设定主要终点为非致死性缺血性卒中、心
GP Ⅰ a/ Ⅱ a、GP Ⅵ和 GP Ⅰ b/ Ⅸ / Ⅴ）等。
肌梗死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结果发现 rs1330344 纯
1. 血小板内皮聚集受体 -1：血小板内皮聚集受
合子 CC 型患者更容易发生临床 AR。李晓利等［26］
体 -1 在 2005 年首次被确定为Ⅰ型细胞表面受体， 也发现在冠心病患者中，rsl330344 等位基因 C 携带
在血小板和内皮细胞中高度表达，该受体磷酸化后
者更容易发生实验室 AR。
可促进 GP Ⅱ b/ Ⅲ a 纤维蛋白原受体的活化，促使
3. 环氧合酶 -2：环氧合酶 -2 在生长因子、细胞
其信号激活放大，引起血小板之间不可逆的聚集
因子等炎性刺激条件下诱导表达，而动脉粥样硬化
［12-13］
反应
也是一种慢性炎性过程，这些炎性因子可诱导并调
。不同的血小板内皮聚集受体 -1 基因型
节环氧合酶 -2 的表达，其表达也可通过环氧合酶 -1
可能影响了服用阿司匹林后的血小板聚集和血栓
［14］
在血小板和上皮细胞中合成的前列腺素而增强。一
事件的发生。Herrera-Galeano 等
发现 rs2768759
些研究认为环氧合酶 -2 启动子区 rs20417 多态性可
的 CC 基因型与阿司匹林治疗后残余血小板聚集
［15］
［16］
能与 AR 相关。Sharma 等［27］对 450 例急性缺血性卒
有关。而 Würtz 等 、卜庆乐
多个研究没有发
现 rs2768759 与 血 小 板 聚 集 相 关 联 的 证 据，所 以
中患者随访 3 个月，结果发现 C 等位基因携带者更
rs2768759 的基因分型与血小板功能是否相关有待
易发生 AR 且与预后不良有关。相反，在一项大型
［17］
进 一 步 验 证。Eicher 等
病例对照研究中，Cipollone 等［28］发现携带 C 等位基
研 究 发 现 rs12566888 与
血小板反应性有关，提示它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治
因，特别是 CC 型纯合子发生心肌梗死和缺血性卒
疗靶点。来自国内的一项研究也发现 rs1256888 等
中风险降低。也有研究认为此位点与 AR 无关，在
位基因 G 可增加汉族人群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生
600 例心肌梗死或缺血性卒中患者和 600 例健康者
［16］
AR 的风险 。rs12041331 是目前研究和证据最多
的对照研究中，Hegener 等［29］没有发现 rs20417 与缺
的位点，也被认为和血小板功能关联性最强。一些
血性卒中或心肌梗死风险之间的联系。所以环氧合
研究者发现携带等位基因 A 的患者体外激动剂诱
酶 -2 基因多态性与 AR 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
［15，18-19］
导下的血小板聚集率相对减低
4. 胶 原 受 体 GP Ⅰ a/ Ⅱ a：血 管 壁 的 内 皮 下 基
，GG 基因型
［16］
质含有多种血栓形成物质，包括胶原蛋白，与特
是实验室 AR 的独立危险因素 。而另外一些研究
则显示携带等位基因 A 的患者血小板聚集率增高， 定的胶原受体结合后介导血小板黏附、活化和聚
集，其 中 GP Ⅰ a/ Ⅱ a 和 GP Ⅵ 被 认 为 是 最 重 要 的，
从而增加了实验室 AR 的风险［20-21］。Lewis 等［18］在
GP Ⅰ a/ Ⅱ a 介导血小板与胶原蛋白的初始连接，而
接受阿司匹林治疗的冠心病患者中发现等位基因 A
［19］
随后的血小板活化则通过 GP Ⅵ介导。GP Ⅰ a 基因
携带者更有可能发生心血管事件或死亡。Xu 等
rs1126643 是研究和证据最多的位点。耿磊等［30］在
也发现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术后的 AA 型患者 30 d 内非致死性
服用阿司匹林的冠心病、脑梗死及高血压患者中发
［22］
心肌梗死、
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了 3 倍。李建设等
现 rs1126643 与实验室 AR 的发生相关。一篇 Meta
分析共纳入 15 项研究，包括 2 242 例患者和 2 408 例
则发现纯合突变 AA 可增加缺血性卒中患者复发的
对照，结果表明 rs1126643 可能是缺血性脑卒中的
风险。所以目前关于 rs12041331 实验室 AR 与临床
AR 存在矛盾，尚无统一定论，这可能与入选人群、 易感因素［31］。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持有不同的观
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不同有关。
点，Macchi 等［32］和 Bernardo 等［33］在服用阿司匹林
2. 环 氧 合 酶 -1：环氧合酶 -1 基因位于人 9 号
单抗的冠心病患者中均没有发现 AR 与 GP Ⅰ a 基因
染色体长臂上q32～q33.3，包括 10 个内含子和 11 个
rs1126643 相关。所以关于 rs1126643 与 AR 的关联，
外 显 子。 国 内 外 有 文 献 报 道，环 氧 合 酶 -1 基 因
还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rs10306114 及 rs1330344 位 点 多 态 性 可 能 与 AR 相
5. 胶原受体 GP Ⅵ：GP Ⅵ是在动脉粥样硬化斑
［23］
关。Verschuren 等
块破裂后与内皮下胶原结合的血小板胶原受体，关
在 1 327 例 PCI 术后患者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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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在损伤部位的黏附，这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
于 GP Ⅵ的研究，rs1613662 临床证据最多，其分子机
［34］
裂后血小板血栓形成的第一步。GP Ⅰ b/ Ⅸ / Ⅴ由
制为第 219 位丝氨酸被脯氨酸取代。Ollikainen 等
4 个亚基组成：分别是 GP Ⅰ bα、GP Ⅰ bβ、GP Ⅴ
发现 C 等位基因携带者与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性（OR=2.5，95%CI=1.05～6.2，P=0.02）， 和 GP Ⅸ，而 vWF 的结合位点包含在 GP Ⅰ bα 亚基
携带 C 等位基因可能增强了血小板对胶原的反应， 内，具有高度多态性。截至目前发现 GP Ⅰ bα 基
因有 Kozak 序列 C-5T、HPA-2 和 VNTR 3 种多态性。
增加了 AR 的风险。相反，Pandey 等［35］对 207 例心
HPA-2 多态性是由于第 161 位密码子（rs6065）蛋氨
肌梗死患者检测发现 T 等位基因在实验室 AR 患者
酸被苏氨酸取代，VNTR 多态性是由数量不等的串
中频率较高。Snoep 等［36］对 547 例男性心肌梗死患
联重复序列按分子质量递减顺序产生 4 种不同的
者随访发现携带 C 等位基因减少了血小板的活化和
GP Ⅰ b 亚型而产生的，每一次重复都会导致 13 个
聚集，也降低了临床 AR 的发生率，造成这种结果相
氨基酸序列的增加。而 HPA-2 与 VNTR 多态性处
反的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另一篇 Meta
于完全连锁不平衡状态。带有 1 个或 2 个重复序列
分析则显示 rs1613662 与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之间没
［37］
与 161C 等位基因密切相关，而带有 3 个或 4 个重复
有联系，因此不会影响 AR 的发生 。
序 列 与 161T 等 位 基 因 密 切 相 关。Cervera 等［46］的
6. 纤维蛋白原受体 GP Ⅱ b/ Ⅲ a：GP Ⅱ b/ Ⅲ a 复
合物是血小板表面最丰富的受体之一，由糖蛋白
研究纳入了 82 例白种人缺血性卒中患者，根据 4 个
Ⅱ b 和糖蛋白Ⅲ a 2 个亚基组成，可将活化的血小板
GP Ibα 亚型的结构大小将 VNTR 基因型命名为 A、
与纤维蛋白原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等配体结合，并
B、C、D，结果证实 BC 基因型与临床 AR 相关。C-5T
使相邻的血小板相互连接，稳定血小板之间以及血 （rs2243093）是位于 GP Ⅰ b 基因上游的 Kozak 序列的
小板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导致血小板
第 5 个碱基对，Al-Azzam 等［47］的研究包含了 584 例
聚集和血栓形成的最终途径。目前有关 GP Ⅲ a 基
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结果显示 15.8% 的患者出现
因研究较多的是 rs5918 双等位基因 PLA1/A2 多态
AR，且 C-5T 多态性与实验室 AR 相关。
性，其分子基础为 GP Ⅲ a 基因第 2 外显子第 1 565 位
四、基因相互作用与 AR
的胸腺嘧啶突变为胞嘧啶，导致 GP Ⅲ a 第 33 位氨
虽然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多种基因单核苷酸多态
［38］
［39］
基酸的亮氨酸被脯氨酸取代 。Abderrazek 等
性可以影响阿司匹林的反应性，但是一些研究认为
单个基因及位点对阿司匹林反应性的影响是局限
在服用阿司匹林的冠心病患者中发现 PLA1/PLA1
［40］
的，AR 可能是由多种基因多态性共同决定的。一
基因型与实验室 AR 密切相关。Addad 等 也发现
项国内的研究纳入了 426 例急性轻型缺血性卒中患
PLA1/PLA1 型冠心病患者在 1 年内发生临床 AR 的
者，发现 P2Y12（rs16863323）和 GP Ⅲ a（rs2317676）
风险显著增加，且预后不良。然而，最近一篇Meta分
之间存在基因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抗血小板药物
析包含了24项研究及7 168例冠心病患者，结果显示
反应性和缺血性卒中复发、心肌梗死、死亡等临床
携带PLA2 基因型患者的实验室AR发生率与PLA1/
结局［48］。另一项纳入 850 例缺血性卒中患者的研
PLA1 基因型患者相似，且携带PLA2 基因型患者与
PLA1/PLA1基因型患者临床AR发生率无显著差异［41］。 究 发 现，环 氧 合 酶 -2（rs20417）、P2Y1（rs1371097）
、
GP Ⅲ a（rs2317676）3 种基因变异的相互作用导致了
而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发现 PLA1/PLA2 多态性在中国
患者发生 AR［49］。因此，多基因组合分析可能有助
人群中很少见，不太可能是影响 AR 的因素［24，42-43］。
关于 GP Ⅱ b 基因研究较多的是 HPA-3
（rs5911）
， 于进一步了解 AR 的遗传风险因素，这为研究 AR 发
其分子机制为第 843 位异亮氨酸被丝氨酸取代，导
生的遗传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44］
致蛋白结构及功能改变。Xue 等
五、实验室 AR 与临床 AR 的矛盾
在服用阿司匹
上述多个研究证实了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AR 的
林治疗的冠心病患者中发现携带 C 等位基因更容易
［45］
发生实验室 AR。刘杰等 认为携带等位基因 b（C） 关联，但是有些实验室结果和临床结局相互矛盾。
Lewis 等［18］和 Xu 等［19］发现在冠心病的患者中，血
的缺血性卒中患者更容易发生实验室 AR，基因型
bb（CC）与临床 AR 密切相关。
小板内皮聚集受体 -1 基因 rs12041331 等位基因 A
7.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受体 GPIbα：当血
携带者比GG纯合子显著增加了心血管事件、缺血性
管内皮细胞受损伤时，血小板膜表面的 GPIb- Ⅸ - Ⅴ
卒中以及死亡的风险，但是其研究发现携带等位基
受体复合物通过 vWF 与内皮下胶原结合，导致血
因 A的患者血小板聚集率减低，这与临床血栓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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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增加矛盾。Voora等［50］的研究纳入了15 203例心
血管疾病患者，规律服用阿司匹林 6 个月后进行随
访，分析包括血小板内皮聚集受体 -1、环氧合酶 -1、
GP Ⅱ b、GP Ⅲ a、GP Ⅰ bα、GP Ⅵ等基因，结果显示
多个基因与实验室 AR 相关，但是规律服用阿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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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in resistance［J］. China Medicine，2019，14（2）
：301-303.
［7］ Floyd CN，Ferro A. Mechanisms of aspirin resistance［J］.
Pharmacol Ther，2014，141（1）：69-78. DOI：10.1016/
j.pharmthera.2013.08.005.
［8］ Ardeshna D，Khare S，Jagadish PS，et al. The dilemma of
aspirin resistance in obese patients［J］. Ann Transl Med，2019，
7（17）：404. DOI：10.21037/atm.2019.07.52.

林并携带实验室AR相关基因的患者不具有更高的临

［9］ 肖雨尘，马丽萍 . 阿司匹林抵抗危险因素研究进展［J］. 临床

床AR风险。因此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可以将

军医杂志，2018，46（5）：592-595. DOI：10.16680/j.1671-3826.

体外实验室结果直接用于推断临床情况，体内血栓
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使用基因检测结果指
导临床抗血小板治疗的合理性还需进一步证实。
阿司匹林治疗过程中的抗血小板疗效显示出相
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针对 AR 的
遗传因素做了大量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增加了相
关认识，但导致血小板功能改变的基因和机制尚无
统一定论，且遗传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AR 仍
不明确。包括研究设计、入选人群多样性、血小板
功能检测方法、其他一些混杂变量以及 AR 的定义方
式等多种因素可能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和矛盾。
所以，可能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来解释基因型
与表型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实验室结果转化到临床
当中，进一步指导抗血小板药物的个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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