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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PCI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的
危险因素分析
矫春峰1，贾晓宁1，王玉慧1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后发生心血管事件
的危险因素及预防。方法 选择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于青岛市市立医院收治的137例ACS患者，根据PCI
术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将其分为再发组（n=29）和对照组（n=108）。收集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多
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CS患者PCI术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 所有患者术后均随访1年，
29例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其中心绞痛11例，心肌梗死8例，心律失常6例，心力衰竭4例；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性别、是否独居、心力衰竭、首次手术、体质指数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在年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辅助用药、心功能分级、吸烟、饮酒、冠脉病
变支数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高血压、
高血脂、糖尿病、辅助用药、心功能分级、吸烟、饮酒、冠脉病变支数均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术后心血管
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ACS患者PCI后发生心血管事件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形
成，应及时予以治疗，以延缓疾病进展，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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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after PCI. Methods ACS patients (n=137) were chosen from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to relapsed group (n=29) and control group (n=108). The clinical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atients, and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ACS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occurred in 29 cases, including angina pectoris in 11 cases,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8 cases, arrhythmia in 6
cases and heart failure in 4 cases. The results of single-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gender, whether
or not living alone, heart failure, first operation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2 groups (P>0.05), and difference in age,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diabetes, adjuvant drugs, heart function
grades, smoking, drinking and the vessel number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results of multi-factor no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diabetes, adjuvant drugs, heart function grades, smoking, drinking and the vessel number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P<0.05). Conclusion The occurrences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are induce by the joint action of many risk factors,
and timely treat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to delay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improve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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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是心血管系统
的常见疾病，也是冠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
病）的一种严重类型，其发病急、变化快，多发
于中老年人群，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非ST段抬
高型心肌梗死及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可导致心
律失常、心力衰竭，若及时治疗可降低病死率及
并发症，明显改善患者预后[1,2]。经皮冠脉介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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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PCI）是目前治疗冠心病的常用方式，通过
开通病变血管，挽救濒临死亡的心肌 [3]。研究发
现[4]，ACS患者PCI术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较高，
可影响部分患者的预后。因此，分析ACS患者
PCI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对控制心
血管事件的发生及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 [5]。
本研究对我院行PCI的137例患者进行分析，探讨
术后再发心血管事件的相关因素，以期为临床提
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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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于青岛
市市立医院收治的137例ACS患者进行研究，根据
ACS患者PCI术后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分为再
发组和对照组。再发组29例，其中男性17例，女性
12例，年龄52~73岁，平均年龄为（63.25±4.12）
岁，体质指数（BMI）为（26.01±2.74）kg/m2。
对照组108例，其中男性65例，女性43例，年龄
53~74岁，平均年龄为（63.31±4.22）岁，BMI
（25.91±2.81）kg/m2。参照《高敏心肌肌钙蛋白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的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6]：
胸痛、胸闷持续发作超过30 min；肌酸激酶同工
酶和肌钙蛋白呈动态改变，心电图呈典型的动态
变化；经影像检测确诊。纳入标准：符合上述诊
断标准；临床资料完整；血流动力学稳定。排
除标准：重症危及生命的患者；意识/精神障碍
者；气道阻塞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急性感染
者；血糖控制不稳者；依从性较差者；对本研究
药物过敏者。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经
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研究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收集患者的一般
情况及临床资料，包括性别、是否独居、心力衰
竭、首次PCI情况、年龄、高血压、高血脂、糖
尿病、辅助用药（他汀类及降糖、降脂、降压药
物）、心功能分级情况、吸烟、饮酒、冠脉病变
支数及BMI。所有问卷收集录入操作均由同一医
师完成。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SPSS 24.0软件包处理。
计量资料表示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
和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筛选出ACS
术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具有统
计学差异的变量，带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多
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CS患者PCI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
所有患者PCI术后均随访1年，29例（21.17%）
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其中心绞痛11例
（37.93%），心肌梗死8例（27.59%），心律失
常6例（20.69%），心力衰竭4例（13.79%）。
2.2 两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
性别、是否独居、心力衰竭、首次手术、BMI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年
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辅助用药、心功
能分级、吸烟、饮酒及冠脉病变支数相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ACS患者PCI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多因素
Logistic分析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
义的的变量作为自变量，以ACS患者PCI术后发

表1 两组单因素分析
项目
年龄
＞60岁
≤60岁
性别
男
女
高血压
有
无
高血脂
有
无
糖尿病
有
无
辅助用药
有
无
心功能分级
I级
Ⅱ级
Ⅲ级
吸烟
是
否
饮酒
是
否
独居
是
否
首次手术
是
否
冠脉病变支数
单支
多支
体质指数（kg/m2）

再发组
（n=29）

对照组
（n=108）

18（62.07）
11（37.93）

33（30.56）
75（69.44）

17（58.62）
12（58.62）

65（60.19）
43（60.19）

16（55.17）
13（44.83）

22（20.37）
86（79.63）

9（31.03）
20（68.97）

10（9.26）
98（90.74）

11（37.93）
18（62.07）

17（15.74）
91（84.26）

3（10.34）
26（89.66）

82（75.93）
26（24.07）

6（20.69）
7（24.14）
16（55.17）

61（56.48）
32（29.63）
15（13.89）

22（75.86）
7（24.14）

56（51.85）
52（48.15）

18（62.07）
11（37.93）

41（37.96）
67（62.04）

13（44.83）
16（55.17）

63（58.33）
45（41.67）

26（89.66）
3（10.34）

83（76.85）
25（23.15）

4（13.79）
25（86.21）
26.01±2.74

49（45.37）
59（54.63）
25.91±2.81

χ2值

P值

9.716

0.002

0.023

0.879

13.814 0.000

9.075

0.003

6.923

0.009

41.752 0.000

23.449 0.000

5.375

0.020

5.418

0.019

1.688

0.194

2.305

0.129

9.610

0.002

0.171

0.864

生心血管事件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辅助用药、心功能分级、吸烟、
饮酒、冠脉病变支数均是ACS患者PCI术后心血
管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2。
3 讨论
急性冠脉综合征是以冠脉粥样硬化斑块破
裂，继发完全闭塞性血栓形成为病理基础的一组
表2 ACS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变量
年龄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辅助用药
心功能分级
吸烟
饮酒
冠脉病变支数

B
3.569
4.151
6.008
4.529
5.052
6.189
3.895
4.154
5.167

Waldχ2
10.257
11.634
9.589
12.254
13.521
11.182
12.154
13.214
11.059

SE
0.156
0.142
0.153
0.141
0.152
0.143
0.138
0.148
0.152

OR
3.251
4.265
3.164
5.256
2.563
4.527
3.843
6.789
7.782

95%CI
2.874~8.173
3.796~7.589
2.896~5.252
3.451~8.596
4.159~7.106
3.975~9.526
1.898~4.021
4.581~9.581
6.253~10.581

P值
0.004
0.008
0.007
0.009
0.018
0.011
0.012
0.008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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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综合征，是心脏供血障碍的一种表现，主要
可出现急性心肌缺血、发作性胸痛、胸闷等症
状，若不及时干预可导致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
严重者可发生猝死，严重威胁患者生命，且近年
来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7-9]。研究显示，当冠脉
血流量不能满足心肌代谢的需要时，可引起心肌
缺血缺氧，导致心绞痛[10]。研究显示，冠脉粥样
硬化可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引起心肌血供不足，
当心肌发生严重而持久的急性缺血20~30 min，
即可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11]。PCI是目前治疗ACS
的常用方法之一，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心肌血流
灌注，但PCI属于侵入性有创手术，治疗中可能
进一步损伤血管内皮，发生支架内血栓，且部
分患者可出现不良心血管事件，影响预后[12,13]。
对137例ACS患者术后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观察发
现，患者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29例（21.17%），
其中心绞痛11例（37.93%），心肌梗死8例
（27.59%），心律失常6例（20.69%），心力衰
竭4例（13.79%）。谢楠等[14]研究显示，PCI仅改
变冠脉管腔的形态，未能消除其致病因素，术后
仍有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与本研究结果
相似。因此，分析ACS术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
险因素，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
示，年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辅助用
药、心功能分级、吸烟、饮酒、冠脉病变支数均
是ACS患者PCI术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张举、李云鸿等[15,16]研究显示，血管重建
术后继续吸烟的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较
戒烟患者大幅增加，明显影响预后。针对ACS患
者PCI术后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应积极制
定相关干预措施，以降低术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率，从而改善预后。研究的局限性为：患者治疗
时间较短，样本量相对不足，对研究结果存在一
定偏倚，今后应加大样本量以便得出更准确的预
测结果。
综上所述，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术后发生心
血管事件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及
时治疗可延缓疾病进展。

•

877 •

参考文献
[1]

许青宗.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PCI术后患者应用替格瑞洛的疗效
分析[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8,28(8):109-13.
[2] 马小春,周晶晶.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行PCI术后氯吡格雷和替格
瑞洛引起心律失常的比较[J]. 医学研究杂志,2018,47(5):121-5.
[3] Su KJ,Lin WY,Lin WS,et al. Prognostic Effect of Restoring Sinus
Rhythm in Patients with New-Onset Atrial Fibrillation during Acute
Coronary Syndrome[J]. Acta Cardiologica Sinica,2021,37(2):155-65.
[4] 彭文星,石秀锦,徐晓宇,等. 替格瑞洛和阿司匹林双联抗血小板治
疗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出血事件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分
析[J].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20,22(8):460-5.
[5] 郭浩,齐茗. 高危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PCI术后不良心血管事件发
生的影响因素[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9,224(11):63-4.
[6]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高
敏心肌肌钙蛋白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中的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J].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2):1073-6.
[7] 毛婉,刘文光,唐永祯,等.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介入术后急性
肾损伤与短期预后的关系[J]. 医学研究生学报,2020,33(2):5.
[8] Bamalakshmi J. Inferior Wall Myocardial Infarction,Acute
Coronary Syndrome, Double-vessel Diseases,Chronic Venous
Thrombosis,and Type II Diabetes Mellitus[J]. Pondicherry Journal of
Nursing,2020,13(3):64-5.
[9] 石清,李俊,程康,等. 瑞舒伐他汀短期强化治疗对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PCI术后患者心功能及炎性反应的影响[J]. 河北医药,
2018,40(13):53-56.
[10] 王用,邢玉龙,史云桃,等. 血小板聚集率及血小板平均体积预测
急性冠脉综合征术后主要心血管事件的价值[J]. 安徽医学,2019,
40(11):36-9.
[11] Tanjung YA,Hasan R,Isnanta R. Effect of Salam leaf extract (Syzygium
Polyanthum) to serum IL-10 levels 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in Wistar Strain Mice Model[J].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Tropical
Medicine and Infectiouse Disease (JETROMI),2020,2(3):153-61.
[12] 梁海青,郭牧,张云强,等.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预测老年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患者介入治疗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J]. 中华老年
心脑血管病杂志,2020,22(11):39-42.
[13] 贾媛,白世茹,李如意,等. 二磷酸腺苷血小板聚集率与急性冠脉综
合征患者近期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
学杂志,2019,11(3):5.
[14] 谢楠,李剑,许璨. 老年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术后发生不良心脏事件的危险因素分析[J]. 中国循证心血管
医学杂志, 2019,11(9):4.
[15] 张举,袁杭,毛源,等. 同型半胱氨酸与脂蛋白(a)及脂蛋白相关磷
脂酶A2联合检测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诊断价值[J].
中国医药,2017,12(5):664-8.
[16] 李云鸿,杜书敏,段宗刚,等. PCI术后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
征患者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分析[J]. 贵阳医学院学
报,2020,45(5):573-8.
本文编辑：孙竹

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E-mail：ebcvm_cj@126.com；联系电话：010-84008479

网址：www.ebcvm.cn/www.ebcvmcj.com/www.ebcvmcj.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