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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周围动脉硬化闭塞病与血浆纤维蛋白原、
血小板集聚率关系的研究
何耀倪彬

李小鹰

王洁

目的探讨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聚集对老年周围动脉硬化闭塞病（ＰＡｏＤ）的影响。

【摘要】

方法在北京市万寿路地区２０ ４１１名老年居民中，以家委会为单位整群随机抽样２１２１人，男９４１人，
女１１８０人，最大年龄８９岁，最小年龄６０岁，平均年龄６８．５ｌ岁±４．８３岁。以踝动脉指数＜０．９为
ＰＡＯＤ诊断标准。以此诊断分成ＰＡｏＤ与非ＰＡＯＤ人群。在ＰＡＯＤ人群中抽取病例组２３２例，其中
男７３例、女１５９例，平均年龄７０．９７岁±６．４６岁；在非ＰＡＯＤ人群中按完全随机方式抽取对照组４６４
人，其中男２１７人、女２４７人，平均年龄６８．６３岁±５．２９岁。病例组与对照组均化验血浆纤维蛋白原浓
度，血小板最大聚集率及３ ｍｉｎ血小板聚集率。同时在两组中对ＰＡＯＤ患病有影响的因素进行多元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ＰＡＯＤ病例组血浆纤维蛋白原（４３５．４５ ｍｄｄｌ±１１５．２５ ｍｄｄｌ）高于对照
组（３６０．９６ ｍｇ／ｄ１±９３．５２ ｍｇ／ｄ１），Ｐ＝０．００１；３ ｍｉｎ血小板聚集率（４８．７６％±２３．９０％）高于对照组
（４３．５０％±２６．７６％），Ｐ＝０．０１２。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也显示血浆纤维蛋白原（０Ｒ＝Ｏ．９９４，９５％ＣＪ：
０．９９２～Ｏ．９９４）及３ ｍｉｎ血小板聚集率（ｏＲ＝０．５７８，９５％叫：０．４０３～０．８２９）为对ＰＡｏＤ患病有显著影
响意义的因素。结论ＰＡＯＤ患者中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增高，血小板聚集功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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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动脉硬化闭塞病（ＰＡＯＤ）与许多年龄相关
性心脑血管疾病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是全身血管系

许多大型ＰＡＯＤ流行病学研究中都以ＡＡＩ＜０．９为
诊断ＰＡＯＤ的标准∞１。

统性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标志…。有研究报道，老

３．血小板聚集率及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在

年人群中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小板集聚率增高拉ｏ。

ＰＡｏＤ组中，有２３２例进行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小板

但目前有关老年ＰＡＯＤ的患病影响因素与血浆纤

聚集率化验检查，其中男７３例、女１５９例，平均年龄

维蛋白原、血小板集聚率的关系研究未见报道。本

７０．９７岁±６．４６岁；在非ＰＡＯＤ组中完全随机按１：２

研究是国内首次在老年ＰＡＯＤ横断面调查的基础

抽取４６４人作为对照组，进行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小

上，进行的有关老年ＰＡＯＤ的患病影响因素与血浆

板聚集率检查，其中男２１７人，女２４７人，平均年龄

纤维蛋白原、血小板集聚率的关系研究，旨在为老年

６８．６３岁±５．２９岁。
受检查者近２周内无服用影响血液凝聚系统药

ＰＡｏＤ的抗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浆纤维蛋白原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

物史，安静１０ ｍｉｎ一次性抽取肘静脉血，血样在
对象与方法

１８℃左右下保存，抽血后４０ ｍｉｎ内送至解放军总医
院血栓室化验检查。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以日本

１．抽样方法：以北京市万寿路地区９４个居委会

Ｓｙｓｍｅｘ ＣＡ一６０００机器，采用散射比浊法测定血浆纤

为单位进行整群随机抽样，抽取９个居委会（１０％）。

维蛋白原。血小板聚集率测定以美国ＣＨＲＯＮＯ—

每个居委会城市老年居民的被调查率＞８５％。总调

ＬＯＧ机器，采用透体比浊法测出血小板聚集率曲线

查人数２１２１人，代表万寿路地区老年居民２０ ４１１人

图，并读出最大聚集率和３ ｍｉｎ聚集率。正常值：血

（１０％）。其中年龄最大８９岁，最小６０岁，平均年龄

浆纤维蛋白原２００～４００ ｍｇ／ｄｌ；最大聚集率和３

６８．５１岁±４．８３岁。

聚集率４０％～６０％。

ｍｉｎ

４．既往主要疾病的诊断标准：

２．ＰＡＯＤ的诊断标准∞ｏ：
（１）肱踝动脉压测量：患者在２３℃左右的室温

（１）冠心病：诊断依据１９７９年中华心血管学会

安静休息１０ ｍｉｎ，平卧位测量双侧踝、肱动脉血压，

冠心病诊断标准。有以下二条之一者：①既往有二

测量患者臂、踝围，根据血压测量标准选择合适的袖

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此病病史；②本次调查经专科

带，将多普勒探头置于袖带下方２ ｃｍ踝、肱动脉搏动

医师确诊者。

处，探头通过耦合剂与皮肤轻轻接触，探头与皮肤夹

（２）高血压病：以１９９９年全国高血压病防治标

角在６０。左右，采集到血流声音信号后，手动充气至

准为高血压病的诊断，有以下二条之一者：①既往

收缩压以上２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以

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此病病史；②本次调查连

２ ｍｍ

续３天测量血压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 Ｈｇ或舒张压≥

Ｈｇ／ｓ的速度缓慢放气，出现血流声音信号时

读取读数，间隔１—２ ｍｉｎ，连续３次测量后取平均

９０ ｍｍ Ｈｇ。

值，得到该侧踝、肱动脉收缩压。踝动脉测量部位为

（３）糖尿病：有以下二条之一者：①既往有二级

双侧足背动脉，将多普勒探头置于足背动脉搏动处。

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此病病史；②本次空腹血糖≥

足背动脉消失的患者测量胫后动脉收缩压，方法

１２６

同上。

（１１．７ ｍｍｏｌ／Ｌ）。

（２）踝动脉指数（ａｎｋｌｅ ａｒｍ ｉｎｄｅｘ，ＡＡＩ）计算：双

ｍｇ／ｄｌ（７．０ ｍｍｏｌ／Ｌ）或餐后血糖≥２００ ｍｇ／ｄｌ

（４）脑卒中：有以下二条之一者：①既往有二级

侧踝动脉收缩压的最小值／双侧肱动脉收缩压的最

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此病病史；②本次检查有脑卒中

大值。

后遗体症。

（３）ＰＡｏＤ的诊断标准：ＡＡＩ＜０．９。Ｔｈｕｌｅｓｉｕｓ，

（５）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哺Ｊ：近２年

Ｇｉｏｒｅｓ［４ ３和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等ｂ１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内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检验超过此值的病史为阳性

周围动脉血管造影为基础，对ＡＡＩ诊断ＰＡＯＤ的敏

［胆固醇（ＴＣ）＞５．７２ ｍｍｏｌ／Ｌ；甘油三酯（ＴＧ）＞

感性与特异性进行研究。如果以从Ｉ＜０．９为界限，
从Ｉ诊断加权后的平均敏感度为８２％，特异性为
９８％；如果以ＡＡＩ＜１．０为界限，ＡＡＩ诊断加权后的
平均敏感度为８８％，特异性为８１％。此后，在国际

２．２６

ｍｍｏｌ／Ｌ］。
（６）慢性支气管炎：有慢性支气管炎病史者。
（７）高血压病、糖尿病病程：确诊此病到此次调

查时的年数。

史堡煎塑痘堂壁查！！！！生！旦箜！！鲞笙！塑垦！垫』垦Ｅ型！翌ｉ！！！』塑！！型！！！！！∑！！：！！！盟！：１

·

３

·

５．调查涉及影响因素的定义：①吸烟为每天至

和３ ｍｉｎ聚集率作为对ＰＡｏＤ的患病有影响的因素，

少１支持续１年以上者；②家族史为近三代家族中

同其他年龄、性别、吸烟、家族史、肥胖、高血压病、糖

有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等病之一者为阳

尿病、冠心病、脑卒中、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空

性；③肥胖＂１：体重指数（ＢＭＩ）≥２８，腰围指数男

腹血糖等影响因素一同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

性≥８５，女性≥８０者。ＢＭＩ＝体重（奴）／身高（ｍ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显示血浆纤维蛋白原（Ｐ＝０．００１，

６．一般化验检查：①空腹采血一般于早晨

０Ｒ＝０．９９４，９５％ＣＪ：０．９９２～０．９９４）及３ ｍｉｎ血小

７：００—８：００之间。采血时受检验者采取坐位安静

板聚集率（Ｐ＝０．００３，ｏＲ＝０．５７８，９５％ａ：

ｍｉｎ后从肘静脉采血。血样要求室温放置不超过

０．４０３～０．８２９）对此ＰＡＯＤ的患病有显著影响，同

５

ｍｉｎ后送血。运送血样有保温冰筒，尽量减少路

时也说明血浆纤维蛋白原、３ ｍｉｎ血小板聚集率对

途颠簸。②在解放军总医院生化科化验。用宝灵曼

ＰＡＯＤ的影响不与其他影响因素混合协同

公司生产的检测试剂盒及日立７４７型全自动生化分

（表２、３）。

４５

析仪进行ＴＧ、Ｔ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

表１

ＰＡＯＤ组与非ＰＡＯＤ组间的相关影响因素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及空腹血糖浓度测

（连续自变量）比较

定。检测质量控制达到ｗＨｏ标准。正常值：ＴＧ
０．４～１．７

ｍｍｏｌ／Ｌ；ＴＣ

１．０～１．６

ｍｍｏｌ／Ｌ；ＬＤＬ—Ｃ＜３．４ ｍｍ０１／Ｌ；空腹血糖

３．４～６．２

ｍｍｏｌ／Ｌ。

１．０～５．７

因

素

ＰＡＤＤ（”＝２３２）非ＰＡＯＤ（”＝４６４）

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

７．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
如下分析：①ＰＡＯＤ组与非ＰＡＯＤ对照组间的一般
统计描述；组间血浆纤维蛋白原、最大聚集率和
３

ｍｉｎ聚集率的ｚ检验；②在两组中以血浆纤维蛋白

原、血小板最大聚集率和３ ｍｉｎ聚集率，以及本研究
涉及的年龄、性别、吸烟、家族史、肥胖、高血压病、糖
尿病、冠心病、脑卒中、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空
腹血糖等对ＰＡＯＤ的患病有影响的因素为自变量，

注：表内数据为ｊ±５；”ｔ＝９．１４７，Ｐ＝０．００１；＃￡＝２ ５３１
Ｐ＝Ｏ．０１２；△￡＝１．４５９，Ｐ＝Ｏ．１４５

表２

两组中对ＰＡＯＤ患病有显著影响意义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是否患有ＰＡＯＤ为因变量；进行对ＰＡＯＤ的患病有
无影响的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设患ＰＡＯＤ值为０，未
患ＰＡＯＤ值为１；自变量阳性值为０，阴性值为１。
’

结

果

在ＰＡＯＤ与非ＰＡＯＤ的病例对照中，病例组
ＰＡＯＤ者２３２例，其中男７３例，女１５９例，平均年龄

讨

论

７０．９７岁±６．４６岁；非ＰＡＯＤ对照组中４６４人，其中
男２１７人，女２４７人，平均年龄６８．６３岁±５．２９岁。

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聚集对动脉粥样硬化

血浆纤维蛋白原：病例组４３５．４５ ｍｇ／ｄｌ±１１５．２５

的影响一直是近年来相关基础及临床研究的热点。

ｍｇ／ｄｌ，对照组３６０．９６ ｍｇ／ｄｌ±９３．５２ ｍｇ／ｄｌ，两组检

但二者对老年ＰＡＯＤ的作用却很少见报道。本研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说明ＰＡＯＤ患者

究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对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聚

中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高于非ＰＡｏＤ组。血小板

集率与老年ＰＡｏＤ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结果显

ｍｉｎ聚集率：病例组４８．７６％±２３．９０％，对照组

示：ＰＡＯＤ组血浆纤维蛋白原（Ｐ＝０．００１）及３ ｍｉｎ

４３．５０％±２６．７６％，两组￡检验Ｐ＝０．０１２，说明

血小板聚集率（Ｐ＝０．０１２）均高于对照组。１０９ｉｓｔｉｃ

ＰＡＯＤ患者血小板聚集高于非ＰＡＯＤ组，血小板最

多因素分析也证实血浆纤维蛋白原及３ ｍｉｎ血小板

大聚集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聚集率是对ＰＡＯＤ有显著影响意义的因素。很多

３

在两组中，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小板最大聚集率

研究报道［８’９］，血浆纤维蛋白原增高是动脉粥样硬

主堡速堑疸堂墨查２１１１至！旦笠堑鲞箜！塑里ｂ！呈』垦Ｅｉｉ！坐！！！！』！！！！型！！！！！ｙ！！：！！！堕！：！
化形成的重要的、独立的危险因素。英国Ｌｅｎｇ

患者的降低血浆纤维蛋白原及血小板聚集功能的治

等¨叫也报道老年ＰＡＯＤ中，股动脉斑块的形成与血

疗提供了参考。但此研究仅限于横断面影响因素研

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增高有关。基础医学的研究也证

究，血浆纤维蛋白原及血小板聚集功能对老年

实ｕ１｜，血浆纤维蛋白原参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

ＰＡＯＤ形成及发展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成，并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反应。降低血浆

参

考

献

文

纤维蛋白原水平是否有助于预防和延缓老年ＰＡＯＤ
的形成和发展有待于进一步前瞻性研究结果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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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ＰＡＯＤ组与非ＰＡＯＤ组间的相关影响因素
（分类自变量）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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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原总分析协作组．我国成人体重指数
和腰围对相关疾病危险因素异常的预测价值：适宜体重指数和
腰围切点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３：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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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ｏｕｔｃｏｍｅ

血小板聚集功能增加是动脉附壁血小板一纤维

ｏｎｅ

Ｗｅｓｔ ｏｆ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ｌｌ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ｌｙ ｄｕｅ

型血栓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影响动脉粥样硬
化的进程。本研究中，因老年人普遍血小板聚集功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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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Ｓ，Ｍａｓａｋａｚｕ Ｎ，Ｍｉｎｏｒｕ

Ｓｈｉｎｉｃｈｉ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能增强，因此取３ ｍｉｎ聚集率（通常取５ ｍｉｎ聚集率）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Ｌ，ｅｔ

ａ１．Ｐｌａｓｍａ 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Ｊ Ａｍ Ｅｐｉｄ，２０００，１５２：

４２０一４３１．

及最大聚集率观察其血小板聚集功能。ＰＡＯＤ组
３

１０

ｍｉＩ洫小板聚集率（Ｐ＝０．０１２）高于对照组，多因

ｉｎ

素分析结果也证实３ ｍｉｎ血小板聚集率为对ＰＡＯＤ
患病有显著影响意义的因素，这说明ＰＡＯＤ患者中

ｏｌｄｅｒ

ａｎ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Ｕ，

Ｌｅｕ

Ｓｃｈｗｉｚ Ｒｕｎｄｓｃｈ
１３

Ｈａｆｎｅｒ Ｊ，Ｄｅ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也证实抗血小板聚集有助于预防

ａｋ）ｎｅ

及延缓ＰＡＯＤ的形成与发展Ｈ

１９９６．２５：１—１２．

蛋白原增高，血小板聚集功能增强，这为老年ＰＡＯ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用．中国病理生理杂志，１９９７，１３：２７０．２７３．

管狭窄处切应变力高、血黏度高、有持续血管内皮损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ＰＡｏＤ患者中血浆纤维

Ｐ，ｅｔ

１１王雪青，刘乃奎，董林旺，等．纤维蛋白原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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