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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细胞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代谢性疾病
及动脉粥样硬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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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脂肪细胞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属于小分子量细胞内脂肪酸结合蛋白超家族成员之一。近年来研究

表明脂肪细胞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对能量代谢，炎症反应起重要调节作用，能够可逆性地结合饱和及不饱和长链
脂肪酸，促进脂肪酸的代谢和转运，调控脂类生成及降解。同时发现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密切。本文就脂肪细
胞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的主要特性及其与代谢性疾病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研究进展作一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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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ＡＢＰ表达及活性显著增强，能促进脂肪细胞的
１脂肪细胞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的分布、结构及功
能

分化。巨噬细胞中Ａ—ＦＡＢＰ过表达能使三酰甘油
和胆固醇沉积，形成泡沫细胞，促进ＡＳ的形成。

脂肪细胞型脂肪酸结合蛋白（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

ｆａｔｔｙ－
２

ａｃｉ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ＦＡＢＰ，又称脂肪细胞脂类

结合蛋白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

Ａ－ＦＡＢＰ与脂类代谢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ＬＢＰ，

早在１９９６年将小鼠Ａ—ＦＡＢＰ基因敲除并予

ＦＡＢＰ４，４２２蛋白，ａｐ２或ｐ１５蛋白）广泛存在于各

以高脂饮食喂养后，与对照Ａ—ＦＡＢＰ＋／＋鼠比较，

种正常组织和细胞中［１］，主要在脂肪细胞和巨噬细

发现Ａ—ＦＡＢＰ一／一鼠的个体质量稍有增加，血浆游

胞中表达，为胞浆蛋白。Ａ—ＦＡＢＰ分子量为

离脂肪酸的浓度轻度升高，而胆固醇和三酰甘油的

１４５８８Ｄａ，由１３４个氨基酸组成。其氨基酸序列Ｎ

水平却中度降低。结果提示Ａ—ＦＡＢＰ基因的缺失

末端１／３的侧链在构象的形成和配体转移中具有

能防止机体血脂代谢紊乱的发生。将Ａ—ＦＡＢＰ转

重要作用。人Ａ—ＦＡＢＰ基因是定位于８ｑ２１的单

染至Ｌ６成肌细胞，发现Ａ—ＦＡＢＰ不影响脂肪酸的

拷贝基因，含４个外显子和３个内含子，包含３个

摄取，但降低了脂肪酸的氧化，卵磷脂、脑磷脂合成

顺向和１个倒置的ＦＳＥｌ元件（ｆａ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却增多［３］。Ｓｍｉｔｈ等Ｈ１发现，Ａ—ＦＡＢＰ基因敲除小

ｌｉｐｉ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１个ＦＳＥ２元件和１个甘油一３一磷酸脱氢酶

鼠脂肪组织非酯化脂肪酸增多，说明脂解增高。

基因。此外，Ａ—ＦＡＢＰ基因上游调控元件中存在一

Ｆｕ等哺３通过慢病毒诱导巨噬细胞中Ａ—ＦＡＢＰ高

个增强子，该元件对不同分化的脂肪细胞中Ａ—

表达，发现胆固醇酰基转移酶１（ＡＣＡＴｌ）基因表

ＦＡＢＰ的表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链脂肪酸

达上调，相反三磷酸腺苷结合转运体Ａ１（ＡＢＣＡｌ）

和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

和ＨＳＬ基因表达下调，导致了胆固醇沉积和三酰

ｒｏｔｅｉｎ，ｏｘＩ。ＤＩ。）对Ａ—ＦＡＢＰ基因的表达具有

甘油脂解降低，与Ｓｍｉｔｈ等的发现一致。此外，Ａ—

诱导作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ｐｅｒｏｘｉ—

ＦＡＢＰ可以调节脂肪和肌肉组织中脂肪酸的成分

ｐｏｐ

ｓｏｍａ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ＰＰＡＲｓ）是

和利用率。近年来研究发现，Ａ－ＦＡＢＰ与巨噬细胞

Ａ—ＦＡＢＰ基因表达的重要调节因子［２］。Ａ—ＦＡＢＰ

的几个功能如胆固醇转运，炎症反应和内质网应激

在机体代谢、炎症及免疫等方面均具有调节作用。

密切相关Ｄ－７］。

Ａ—ＦＡＢＰ可逆性地结合饱和及不饱和长链脂肪酸，
促进脂肪酸的代谢和运转，在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

３

Ａ－ＦＡＢＰ与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是以中
△［通信作者］白洁，Ｅｍａｉｌ：ｂａｉｊｉｅｂｎｍ＠１６３．ｃｏｍ

心性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高三酰甘油血症、

Ｊ Ｊｉｎｉｎｇ Ｍｅｄ Ｕｎｉｖ，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１４０

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糖耐量下降或２

均相关，而这些正是动脉粥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

型糖尿病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个症候群。ＭＳ是

ｓｉｓ

多种代谢危险因素在个体内聚集的状态，它的主要

ＦＡＢＰ与ＡＳ有密切关系。目前研究显示ＡＳ是血

ＡＳ）的危险因素。动物及人的研究也证明了Ａ—

临床结果是导致心血管病和２型糖尿病的发生［８｜。

脂紊乱和炎症反应共同参与的慢性疾病。血浆中

其主要病因有肥胖，遗传及环境因素和精神因素。

高胆固醇水平是ＡＳ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尤其是

病理生理基础是胰岛素抵抗（ＩＲ）。在代谢综合征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水平。ＬＤＬ侵入动

小鼠模型中，发现Ａ—ＦＡＢＰ调节代谢综合征组分，

脉内膜，氧化成ｏｘ－ＬＤＬ，巨噬细胞通过其表面的

包括胰岛素抵抗、三酰甘油代谢等［９１ ０｜。目前的研

清道夫受体摄取ＯＸ—ＬＤＬ后转变成巨噬源性泡沫

究认为Ａ—ＦＡＢＰ是代谢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

细胞，动脉中膜的血管平滑肌细胞（ＳＭＣ）迁入内

（ＯＲ １．８５，９５％ＣＩ

１．４３

ｔＯ

２．２３）［１１３。Ｐａｒｋ ＳＥ

膜，吞噬脂质形成肌源性泡沫细胞是动脉粥样硬化

等［１ ２］最新研究表明基础血清ＦＡＢＰ４水平可以预

形成的启动环节，炎症反应也参与了ＡＳ的发生发

测未来ＭＳ的发展，是独立的促炎性细胞因子。他

展，是稳定斑块向不稳定斑块发展的重要启动机

们对一健康中心４６５名查体人员随访４年进行研
究：研究最初有３８０人无ＭＳ，随访４年后其中６３

制。
４．１

人出现ＭＳ，即血压、体重指数、总胆固醇、三酰甘
油、低密度脂蛋白、肿瘤坏死因子、空腹血糖、空腹
胰岛素、胰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单核
细胞趋化蛋白１（ｍｏｎｏｃｙｔｅ

ｃ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

ｔｅｉｎ一１，ＭＣＰ一１）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而这６３人
在研究之初测得的血清Ａ—ＦＡＢＰ值［１１．５５（１０．００
～１４．３１）］较未出现ＭＳ者［８．５４（６．６５～１１．１０）
（Ｐ＜０．００１）］明显升高，这就提示Ａ—ＦＡＢＰ值升
高可以预测未来ＭＳ的发生。校正年龄、性别后提
示血清中Ａ—ＦＡＢＰ的水平与血压、体重指数、总胆
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肿瘤坏死因子、空
腹血糖、空腹胰岛素及ＩＲ呈正相关，与年龄和性
别无明显相关，并且随着ＭＳ组分数目的增加Ａ—
ＦＡＢＰ值也在升高。可见ＭＳ的严重程度与Ａ—
ＦＡＢＰ浓度的升高有关。
有研究表明，敲除小鼠脂肪细胞中的Ａ—ＦＡＢＰ
基因，能使机体巨噬细胞中的炎症因子表达降低，
而敲除巨噬细胞中Ａ—ＦＡＢＰ，却使胰岛素信号和葡
萄糖摄取增强，说明Ａ—ＦＡＢＰ在脂肪细胞和巨噬
细胞中存在交互作用，尤其对脂肪组织中的炎性反
应起重要作用，这种炎性反应能导致肥胖的发
生［１ ３。。而肥胖病人可以出现急性心肌收缩功能减

低，研究发现与血清Ａ—ＦＡＢＰ值升高有关ｎ

４｜。

Ａ—ＦＡＢＰ与鼠动脉粥样硬化
敲除小鼠Ａ—ＦＡＢＰ基因后发现在Ａ—ＦＡＢＰ

一／一小鼠，ＴＮＦ—ａ，ＩＬ一１ｂ，ＭＣＰ－１和ＩＬ一６在内的
多种炎性细胞因子产生显著减少，提示Ａ－ＦＡＢＰ
一／一巨噬细胞致炎症能力的下降。在不含脂质的
情况下，Ａ—ＦＡＢＰ一／一鼠巨噬细胞胆固醇酯的水
平比Ａ—ＦＡＢＰ＋／＋细胞低２９％，含有Ａｃ－ＬＤＬ时
Ａ～ＦＡＢＰ一／～细胞胆固醇酯的堆积较ａＰ２＋／＋细
胞对照低３７％［１６］。
Ｍａｋｏｗｓｋｉ等对载脂蛋白Ｅ基因敲除小鼠作
了研究，ＡｐｏＥ一／一鼠正常饮食下缺少Ａ—ＦＡＢＰ
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在这种实验条件下，雄性
Ａ—ＦＡＢＰ一／～ＡｐｏＥ－－／一鼠尽管有严重的高脂血
症，其大动脉交叉处的硬化程度与对照Ａ—ＦＡＢＰ
＋／＋ＡｐｏＥ一／一组比较少６６％及整个动脉损害
面积分析少于对照８６％，而没有血清脂蛋白、糖或
胰岛素水平的明显变化，提示Ａ—ＦＡＢＰ的表达与
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此作用与它在糖、脂质代谢方
面的作用无关［１引。
４．２

Ａ—ＦＡＢＰ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人体研究
已有的证据表明，Ａ～ＦＡＢＰ与小鼠的动脉粥样

硬化等关系密切，但人的Ａ—ＦＡＢＰ与动脉粥样硬
化之间的关系却知之甚少。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

Ｈ等ｕ朝报道ＮＡＦＬＤ（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关注Ａ—ＦＡＢＰ与人类代谢与炎症相关疾病的关

ｄｉｓｅａｓ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血浆

系，而动脉粥样硬化作为炎症与代谢疾病的重要一

Ａ—ＦＡＢＰ显著升高，且与ＢＭＩ（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员，与Ａ－ＦＡＢＰ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Ｔｏｒｕ Ｍｉｙ—

体重指数）显著相关，提示Ａ—ＦＡＢＰ可能会成为肥

ｏｓｈｉ等［１ ８］利用血管内超声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

胖相关脂肪性肝病的独立预测指标。

块严重程度进行研究，并检测血液中Ａ—ＦＡＢＰ指

Ｋｏｈ Ｊ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４

Ａ—ＦＡＢＰ与动脉粥样硬化

Ａ—ＦＡＢＰ升高与肥胖、血脂异常、糖代谢异常

标，结果发现Ａ—ＦＡＢＰ量与管腔狭窄程度呈正相
关，监测血清Ａ—ＦＡＢＰ的水平可以评价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程度。Ｒｈｅｅ等［１鲴研究发现血清Ａ一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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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ＢＰ随着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增多而升高，在调

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Ａ—

整了年龄、性别、体质指数等混杂因素后，这种相关

ＦＡＢＰ抑制剂的研发将为这些疾病的治疗带来新

性依然存在，提示血清Ａ—ＦＡＢＰ升高为人类冠心

的曙光，这种抑制剂可能以Ａ—ＦＡＢＰ作为靶点，抑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Ｙｏｏ ＨＪ等∞阳选取没有心血

制它的过表达或阻断某些信号转导通道从而抑制

管疾病或糖尿病的韩国男子作为研究对象，发现

有害的免疫应答，防止机体血脂代谢紊乱。

．Ａ－ＦＡＢＰ水平是血管炎症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
Ａ－－ＦＡＢＰ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之间的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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