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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行PCI患者残粒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研究
张晶1，何胜虎1，王大新1，钱阳1,2，赵飞飞1，周玮3
【摘要】目的 研究急性冠脉综合征（ACS）行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患者残粒脂蛋
白-胆固醇（RLP-C）水平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关系。方法 选择在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心脏科住院的ACS并行急诊PCI患者143例为研究对象，入院时检测其RLP-C水平，依据RLP-C定标值将
患者分为高水平组（n=42）及低水平组（n=101），通过电话、门诊、再入院等方式对两组患者进行一
年随访，观察MACE的发生率。结果 ACS行急诊PCI高RLP-C水平组患者术后一年MACEs的发生率显著高
于低水平组（P＜0.05），高水平的RLP-C与患者MACEs的发生具有相关性。结论 高RLP-C水平的ACS
患者行急诊PCI后容易发生MACE事件，需要尽早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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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ual lipoprotein-plasma levels and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undergoing emergency
intervention therapy (PCI). Methods A total of 143 patients with ACS and emergency PCI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cardiology department of Subei People's Hospital 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level of residual lipoprotein-plasma (RLP-C) was detected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RLP-C
calibration valu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high-level group (n=42) and a low-level group (n=101).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one year by telephone, outpatient visit, and readmission to observe the incidence of MACE.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MACEs in the one-year hospitalized group of patients with emergency PCI high RLP-C
level in AC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igh and low level group (P<0.05). The high level of RLP-C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MACEs in patients.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ACS with high RLP-C levels
are prone to MACE events after emergency PCI and need to actively intervene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Emergency percutaneous interventional therapy; Residual
lipoprotein-cholesterol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是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危急重症，严重威胁患
者的生命安全。急诊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CI）是ACS的优选治疗[1]，它能迅速开通梗死
相关动脉（IRA）或严重病变血管，获得最佳心
肌灌注。随着急诊PCI的广泛开展，ACS的抢救
成功率明显提高，病患死亡率显著下降。然而，
尽管介入治疗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二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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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疗中调脂治疗后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浓度也已经达标，但术后主要不良心
血管事件（MACE）仍时有发生。为此，有学者
提出心血管剩留风险的概念 [2]，其中，残粒脂蛋
白-胆固醇（RLP-C）高水平是目前剩留风险中
研究的热点 [3-5]。本研究旨在探讨ACS行急诊PCI
患者RLP-C水平与MACE发生的相关性。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心脏科
住院的ACS并行急诊PCI患者143例，包括急性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和非ST段抬高急性
冠脉综合征（NST-ACS）。其诊断及治疗均符合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急性STEMI
的诊断及治疗指南》、《非ST段抬高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诊断和治疗指南》。研究纳入标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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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18~80岁；②由经验丰富医师行PCI，手术规
范，无介入手术严重的并发症；③患者本人对研
究知晓，同意参加。剔除标准：①入院前正在使
用可能影响血脂水平的药物者；②严重肝肾功能
不全者；③患者其他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如心
力衰竭、呼吸衰竭、休克等）；④对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替格瑞洛、他汀类过敏者或既往使用
上述药物出现不良反应影响正常二级预防治疗
者；⑤拒绝参加本研究者。
1.2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介入术前均常规口服阿司
匹林300 mg及氯吡格雷300 mg或替格瑞洛180 mg，
均按标准技术完成球囊预扩张和支架植入术开
通罪犯血管。入院后均给予口服阿司匹林100 mg
qd、 氯吡格雷75 mg qd或替格瑞洛90 mg bid、阿托
伐他汀20 mg qn。
所有患者入院时检测血清中总胆固醇
（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及RLP-C指标，其中RLP-C采用改良免疫沉淀法
检测。根据RLP-C水平分为高水平组（RLP-C≥
9.78 mg/dl）（n=42）及低水平组（RLP-C＜9.78
mg/dl）（n=101）。
所有患者于术后1周、1月、3月、6月、1年通
过电话、门诊、再入院等方式进行定期随访，收
集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括：心绞
痛再发或加重、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心
力衰竭、支架内血栓或原血管再次血运重建等。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x ±s）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变量以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对RLP-C、TC、
TG、LDL-C、HDL-C与不良结局进行相关性比
较。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RLP-C低水平组与高水
平组总胆固醇标准值（CHD）、LDL-C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酰甘油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组术后12个月内MACE发生率比较 术后12
个月内，高RLP-C组心绞痛再发或加重、急性心
肌梗死、心源性休克等MACEs发生率均明显高于
低RLP-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2.3 TG、CHD、HDL-C、LDL-C、RLP-C与
MACE发生相关性分析 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
研究TG、CHD、HDL-C、LDL-C、RLP-C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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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RLP-C组与低RLP-C组基线特征比较
项目

TG（mmol/L）
CHD（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RLP-C（mmol/L）

高RLP-C组
（≥9.78 mg/dl）
（n=42）
2.08±1.32
4.42±1.63
0.94±0.27
2.65±1.38
14.78±4.97

低RLP-C组
（＜9.78 mg/dl）
（n=101）
1.35±0.50
4.11±1.01
1.09±0.32
2.50±0.87
6.18±1.85

P值

0.001
0.172
0.008
0.419
0.001

注：TG：三酰甘油；CHD：总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RLP-C：残粒样脂蛋白-胆固醇
表2 两组术后12个月内MACE发生率比较（n，%）
项目
高RLP-C组
低RLP-C组
χ2值
P值

例数 心绞痛再发或加重 急性心肌梗死
42
10（23.81）
4（9.52）
101 11（10.89）
0（0）
18.388
9.896
O.000
0.002

心源性休克
2（4.76）
0（0）
9.896
0.002

MACE发生的相关性，结果显示，RLP-C与患者
MACE的发生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TG、CHD、HDL-C、LDL-C与患者
MACE发生无明显相关性（P＞0.05），表3。
表3 TG、CHD、HDL-C、LDL-C、RLP-C与MACE发生相关性分析
项目
TG
MACE r值 0.006
P值 0.941

CHD
-0.107
0.205

HDL-C
-1.102
0.231

LDL-C
-1.109
0.196

RLP-C
0.493
0.001

注：TG：三酰甘油；CHD：总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RLP-C：残粒样脂蛋白-胆固醇

3 讨论
PCI是ACS患者重要的治疗手段，然而PCI术
后仍有部分患者出现再发心绞痛、急性心肌梗
死等，有的甚至需要再次血运重建，严重影响
患者生存质量，加重其经济负担。目前，有学
者提出心血管剩留风险的概念，其中，RLP-C是
剩留风险研究的热点。RLP是一种富含TG的脂蛋
白，主要由IDL和VLDL组成，且独立于LDL-C和
HDL-C[6,7]之外。与其它含载脂蛋白B的脂蛋白一
样，RLP具有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其一旦在
循环中数量增多或/和滞留时间过长，就有机会
进入内皮下发挥类似于LDL的作用。例如Ⅲ型高
脂血症（即家族性异常β脂蛋白血症），这是
一种由于基因变异引起的富含甘油三酯脂蛋白
（TRLs）清除障碍的疾病，患者的血脂紊乱主
要表现为血清β-VLDL颗粒数增多，而LDL-C的
水平基本正常，伴随冠心病的风险显著升高，且
β-VLDL-胆固醇水平与冠心病的风险之间存在
独立显著的正相关 [8]。β-VLDL是肝细胞合成分
泌的VLDL，由于介导肝脏摄取β-VLDL的蛋白
发生基因突变，不能被肝细胞摄取及时清除而在
血液中长时间滞留，实际上β-VLDL-胆固醇就
是一种RLP-C [9]。这提示，残粒脂蛋白是一种不
亚于LDL的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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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循环中TRLs生成过多或/和分解减少时，
血清中的残粒脂蛋白增加，增加的RLP-C可直接
透过血管内皮，并且被内皮下的巨噬细胞和动脉
中膜的平滑肌细胞直接吞噬形成泡沫样细胞。随
着残粒脂蛋白的增多，血管内皮下层的病理变化
逐渐从脂质斑块和脂肪条纹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然而，与经典LDL-C诱导的动脉粥样硬化机
制不同：残粒脂蛋白的体积相对较大，并且通过
与内膜下巨噬细胞表面上的蛋白多糖接触而容易
识别，同时可不通过氧化、乙酰化等修饰就能
被直接摄取，从而转变成泡沫细胞[10-13]，另一方
面，残粒脂蛋白中的TG在LPL作用下的分解为游
离脂肪酸、甘油一酯等，这些代谢产物可以直接
损伤局部组织、引发血管炎症反应，趋化血中单
核细胞迁移至内皮下转化为巨噬细胞[14]。因此，
检测血中残粒脂蛋白尤其是RLP-C的水平对评估
已血运重建的PCI后患者心血管剩留风险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15-17]。近年来，很多循证学证据支
持血清中RLP-C水平升高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会增加心肌梗死、缺血性心脏病等心血管疾
病风险，这种作用在非空腹状态尤为明显[18-20]。
急诊PCI后的患者冠状动脉血管内皮已受相
关手术机械可能导致的损失，内皮的渗透屏障作
用发生改变，渗透性增加，若此时血液中RLP-C
呈较高水平，可能会渗透至内皮下被巨噬细胞吞
噬后形成泡沫细胞，此外，RLP-C可直接进入动
脉内膜，导致胆固醇在局部积聚，产生动脉粥样
硬化。有研究表明RLP，而不是LDL，被发现是
血浆中主要的氧化脂蛋白，与LDL相比，RLP在
血浆中更容易氧化，氧化后的RLP和LDL具有相
似的促炎和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21]。因此内皮损
伤后，高水平的RLP-C可能会导致动脉壁炎症产
生，炎症刺激的持续存在可能导致血管平滑肌细
胞过度增殖和新内膜增生，导致内膜发生改变，
加重内皮损伤，进而导致术后患者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率提高[22]。
本研究选择ACS行急诊PCI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监测其RLP-C水平及其它相关指标，并对
患者进行密切随访，进一步表明高水平RLP-C的
患者术后心绞痛、再发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等
MACE的发生率显著升高，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有独立相关性。鉴于高水平RLP-C对ACS行PCI术
患者预后有不良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及积极进
行临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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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危害，大于高脂血症和肥胖！四大组织联合声明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近期，中国

染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有效干预手段；为患者支招减少

和全球多个组织均推出了空气污染的相关共识性文件。国

空气污染暴露的措施，比如在室内安装空气净化系统；将

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心血管病学、内分泌学、环境科学以

空气污染纳入疾病管理方案，例如应用空气质量指数；制

及流行病学等领域专家，制定了空气污染与心血管疾病专

定空气污染与心血管病的相关防治指南；支持环保、能源

家共识。

与交通运输部门的减排工作；加强人群对清洁空气有益心

1月28日，世界心脏联盟（WHF）、美国心脏病学
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和欧洲心脏病学会

血管的认识；加强全球不同国家、地区合作，将空气污染
相关的心血管防治列为优先事项。

（ESC）联合发表声明警告，各国要做好应对新冠肺炎、空

空气污染也是危害我国公众的顽疾之一。2017年，颗

气污染和心血管病对人群的的“三重威胁”的工作。这份

粒物污染是造成我国居民死亡和疾病负担的第四位危险因

声明同步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美国心脏协

素，仅次于收缩压升高、吸烟和高盐饮食。国家心血管病

会杂志》、《欧洲心脏杂志》和《全球心脏》。

中心组织相关专家撰写的共识推荐：

2019年，空气污染是促成人群死亡的第四位危险因

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及采暖，推荐使用符合国家

素，其危害甚于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甚于高

标准的抽油烟机，以减少烹饪油烟在室内扩散；避免在主

体重指数，甚于饮酒。2019年，估计全球有670万人死于室

要交通道路及车流密集街道上骑车或步行，特别是在交通

外或室内空气污染，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2%。

高峰时段；避免在交通繁忙地段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

空气污染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空气污染

应在公园或大面积绿地内进行；在污染严重天气，应尽量

可通过氧化应激/炎症激活、自主神经失调，以及PM混合物

避免室内外通风，并尽量减少在户外的时间，在户外时应

进入体循环三个可能的主要途径造成危害，进而促成亚临

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N95防护口罩（可以滤过阻挡95%的

床心血管疾病和急性心血管事件，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

PM2.5）；在重污染地区，家庭可以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新

失代偿性心力衰竭、脑卒中和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其

风系统或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采用高效过滤滤芯的空气净

中，心脏病发作、脑卒中、糖尿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也是让

化器。

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的风险因素。此外，空气污染还削弱了
人群呼吸系统防御体系，增加新冠病毒乘虚而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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