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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冠心病患者尿酸与外周动脉阻塞性疾病的

相关性研究
郑黎强

李觉余金明

【摘要】

布艾加尔·哈斯禾胡大一

目的评价冠心病患者尿酸与外周动脉阻塞性疾病（ＰＡＤ）的关系。方法连续人选上

海第十人民医院等３２家医院的冠心病住院患者（年龄≥５０岁）３２５１例为研究对象；使用ｓＰＳＳｌｌ．５软
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测量踝臂指数（ＡＢＩ）并检测尿酸水平；ＡＢＩ＜Ｏ ９诊断为ＰＡＤ；在多因
素ｌ。百ｓｔｉｃ分析中调整混杂变量（Ｐ＜Ｏ．１０）；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ｃ曲线）确定尿酸作为冠心
病患者ＰＡＤ诊断的参考指标的最佳界值。结果在单变量分析中，ＰＡＤ组尿酸水平及高尿酸血症
患病率明显高于非ＰＡＤ组（Ｐ＜０．００１）；把尿酸水平五等份后各等级的ＰＡＤ患病率依次为２３．２％、
２７

４％、３６

１％、４３

２％、７２．７％（趋势ｆ检验．Ｐ＜ｏ．０５）；尿酸作为连续性变量在多因素ｌｏｇｉ出ｃ分析

中（填值为１ ００２（９５％口：１ ００ｌ～１ ００２）；通过ＲｏＣ曲线得到尿酸作为冠心病患者ＰＡＤ诊断的参
考指标的最佳界值为２２７ ２衄１０ＶＬ，灵敏度为０ ８４６，特异度为０ ２０３，曲线下面积为０．５２１（９５％ａ：

５４７）；以此界值划分尿酸水平为二分类变量，在多因素ｌｏ蛐ｔｉｃ分析中ｏＲ值为ｌ ２９２
（９５％口：１．０４７～ｌ ５９６），剔除使用利尿剂的研究对象后得到类似的结果。结论 冠心病患者（年
０ ５０４～０

龄≥５０岁）的尿酸是ＰＡＤ一个显著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冠心病；外周动脉阻塞性疾病；踝臂指数；危险因素；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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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动脉阻塞性疾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Ｄ）是系统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一种表

现。虽然大多数ＰＡＤ患者没有症状，但发生心肌梗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９２上海，同济太学心肺血管病巾心
通讯作者：胡大一，Ｅｍａｉｌ：】ｕｅｌｉ＠ｒＥｌ８ｌｌ－幻ｒ１毋ｉ ｅｄｕ
部黎强和李觉同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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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和脑卒中的危险明显增高，且ｌＯ年内的死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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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ＰＡＤ患者的６倍”。。１５年后，间歇性踱行患

会批准，每例患者均经知情同意后，测量ＡＢＩ和问

者的存活率大约为２２％，而非间歇性跛行患者存活

卷调查。ＡＢＩ测量统一使用５ ｍＨｚ手持超声探头

率为７８％”１。自从１９５１年Ｇｅｒｔｌｅ等首次提出了尿

（仪器型号：Ｅ１ｉｔｅ Ｍｏｄｅｌ．１００Ｒ），血压计袖带气囊宽

酸（ｕＡ）与心血管疾病具有相关性之后，针对ｕＡ在

１０

心血管疾病中作用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开展”Ｊ。多个

测量上臂和踝部（胫后动脉或足背动脉）的收缩压，

前瞻性研究均显示基础ｕＡ水平升高与心血管疾病

用患侧踝动脉收缩压除以双侧肱动脉收缩压中的最

ｃｍ，长４０ ｃｍ。ＰＡＤ诊断方法采用标准仰卧位

的发生和死亡率相关“ｏ。台湾学者Ｔｓｅｎｇ【５１在对台

高值，即为该研究对象的ＡＢＩ值。ＡＢＩ＜Ｏ ９诊断为

湾５０８例２型糖尿病患者ｕＡ水平与ＰＡＤ的关系

ＰＡ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为９５％“。），为避免假阴

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２型糖尿病患者的ｕＡ是

性，剔除ＡＢＩ＞１．４的患者。每例患者测量ＡＢＩ的同

ＰＡＤ独立的危险因素。目前，对于ｕＡ水平与ＰＡＤ

时进行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收集一般情况、相关

或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在白种人中进行

行为生活方式影响因素、个人现病史或既往史、体格

的。但是，ＰＡＤ的危险因素在不同的种族会有所不

检查和实验室检查资料。

同，在不同患者中也会有所不同。而目前在我国冠

３，统计学方法：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建立数据

心病住院患者中ｕＡ水平和ＰＡＤ的关系尚未见相

库，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两样本等方差

关报道。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冠心病住院患者（年

的成组比较￡检验，计数资料的显著性检验采用ｆ

龄≥５０岁）ｕＡ水平与ＰＡＤ的患病情况，探讨冠心

检验；进行亚组分析时连续性资料以中位数为界值

病患者中ＰＡＤ的危险因素以及ｕＡ与ＰＡＤ的关

分为二分类变量进行统计学检验；进行多因素

系，并通过Ｒｏｃ曲线分析确定ｕＡ作为冠心病患者

ｌｏｇｉｓｔｌｃ回归分析之前，先进行单变量分析，Ｐ＜０

ＰＡＤ诊断的参考指标的最佳界值，为我国ＰＡＤ的

的变量进入多因素回归模型；ｕＡ分别作为连续性

ｌ临床研究积累资料。

变量、二分类变量和等级变量与ＰＡＤ的其他危险因
资料与方法

１０

素采用多元ｌｏｇ；ｓｔｉｃ回归进行统计学检验；通过Ｒｏｃ

曲线分析确定ｕＡ作为冠心病住院患者ＰＡＤ诊断

１．研究对象与诊断标准：

的参考指标的最佳界值（此时，灵敏度ｓｅ、特异度ｓｐ

（１）研究对象：连续收集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ｓ日至

最大），并以此界值将ｕＡ划分为二分类变量；用五

１２月１５日期间，在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北京垂杨柳

等份法将ｕＡ水平均分为五等级，同时与ＰＡＤ的患

医院等３２家医院的冠心病住院患者（年龄≥５０岁）

病率采用趋势Ｙ２检验；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为研究对象。
（２）冠心病诊断标准：具备下列一项者：①既往

结

果

或现在有心肌梗死病史者；②既往或现在有冠状动

共收集冠心病住院患者资料３２５ｌ例（其中男

脉干预者（ＰＴｃＡ或。姐Ｇ）；③既往或现在冠状动

１６９２例，女１５５９例），年龄５０～９５岁（６６ ５３岁±

脉造影确诊者（狭窄＞７５％）；④既往或现在有典型

９．７８岁）。冠心病住院患者中ＰＡＤ组与非ｎ～Ｄ组

心绞痛症状且伴明确的心电图改变者；⑤既往或现

可能的危险因素分析结果见表１。结果显示：年龄、

在运动负荷试验阳性者。

糖尿病史、高血压史、吸烟史、ｕＡ、高尿酸血症在

（３）高血压诊断标准：正在接受降压药物治疗或

ＰＡｌ）组与非ＰＡ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冠心病住

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Ｉ起或舒张压≥９０ Ｉｎｍ Ｈｇ

院患者单变量分析各亚组ＰＡＤ患病率及ｏＲ值见

（１ ｍｍＨｇ＝Ｏ

表２。结果显示：年龄、糖尿病史、高血压史、吸烟

１３３

ｋＰａ）。

（４）糖尿病诊断标准：正在接受降糖药物治疗或
空腹血糖≥７ ｍｍｏｌ／Ｌ或餐后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ｖＬ。
（５）高尿酸血症诊断标准：血尿酸水平男＞

４２０“ｍｏｌ／Ｌ或女＞３５０ ｐｍ０１／Ｌ。
（６）吸烟史定义：每天吸烟≥１支，连续吸烟１年
以上。

２．研究方法：该研究经同济大学医学伦理委员

史、ｕＡ对ＰＡＤ患病率有明显影响，其ｏＲ值均大
于１，是ＰＡＤ的危险因素。多因素校正年龄和其他
危险因素后ｕＡ对ＰＡＤ的ｏＲ值见表３。潜在的
混杂变量均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中进行调整，
包括年龄、糖尿病史、高血压史、吸烟史；ｕＡ分别作
为连续性变量、二分类变量和等级变量与ＰＡＤ的其

他危险因素采用多元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统计学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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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显示均有统计学意义；ＵＡ作为等级变量

表３

尿酸面磊慕蔫篙黯‰
ｕＡ对ＰＡＤ的（）Ｒ值

对ＰＡＤ的各ＯＲ值是由各等级分别与Ｉ等级相比
求得；用ＲＯｃ曲线法获得的ｕＡ作为ＰＡＤ诊断的

相关指标的最佳界值为２２７．２“ｍｏｌ／Ｌ，此时，灵敏度
为０．８４６，特异度为０．２０３，曲线下面积为Ｏ

５２ｌ

（９５％Ｃｆ：０．５０４～０．５４７）。图ｌ显示ＵＡ水平分为
五个等级后，冠心病住院患者各个等级的ＰＡＤ患病

率，分别为２３

２％、２７．４％、３６．１％、４３ ２％、７２．７％，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趋势Ｔ２检验，Ｐ＜０．０５）。

多因素校正年龄和其他危险因索后

１呻２（１ ００ｌ～１ ００２）８

１

００ｌ（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２）’

ｌ

１ ０００

１

０∞

Ⅱ

１

２６５（０ ８８１～ｌ ８１６）

ｌ

２５５（０ ７００～２ ２５１）

Ⅲ

ｌ

７５３（１ ２０３～２ ５５４）“

１

３５５（０．７５６～２ ４２７）

Ⅳ

２

１３０（Ｉ １８ｌ～３ ８４２）‘

２

５２１（１ ２８３～４ ９５３）６

Ｖ

８．２７０（２ ０４２～３３ ４９３）６

３

５２９（１ ２３ｌ～１３ ８４６）＋

连续性变量
等级变量‘

髓最佳界值点’
＜２２７

２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２２７

２

ｌ

１

＊Ｐ＜０

２９２（１ ０４７～１ ５９６）６

４９１（１ ０３９～２ ３１８）’

０５；＃Ｐ＜０ ００ｌ；△Ｐ＜Ｏ ０１；▲各等级ｏＲ值是

与Ｉ等级相比而得；★“ｍｏｌ且

讨

论

１．ｕＡ与ＰＡＤ：在以往的很多研究中都显示
ｕＡ水平的升高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率相
图ｌ

衰１

冠心病住院患者在ｕＡ不同等级水平的ＰＡＤ患病率

关，然而由于ｕＡ水平升高常伴随着高血压、脂代谢

冠心病住院患者中ＰＡＤ组与非ＰＡＤ组可能的

或糖代谢异常等，而这些因素均在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关于ｕＡ是否为心

危险因素分析

血管疾病独立的危险因素还不能肯定ｕ一。在台湾一
般人群中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中显示：不断升高的
ｕＡ水平与高血压、ＴＧ、体重指数、糖耐量等有显著
的关系”’…，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也显示了同样的
结果，这些结果都表明高尿酸血症可能是心血管疾

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或预后指征，Ｔｓｅｌｌｇ”１的研究证实
了２型糖尿病患者的ｕＡ是ＰＡＤ显著、独立的危险
因素。在本项研究结果中，图１显示了在冠心病住
院患者中，ＰＡＤ的患病率随着ｕＡ水平的升高而递
’ｊ±ｓ‘＃Ｐ＜０

００１；△Ｐ＜０

增，存在一定的剂量反应关系（Ｐ＜Ｏ．０５）；从表３可

０１

知，在调整了ＰＡＤ显著的危险因素（年龄、糖尿病
表２

冠心病住院患者中单变量分析各亚组
ＰＡＤ患病率及０Ｒ值

变

量

史、高血压史、吸烟史），并且去除了利尿剂的影响之
后（因为利尿剂可能会导致ｕＡ水平的增高），ｕＡ

ＰＡ２妻产率

（氓值（９５％ｃｎ

年龄（岁，＞７１ ０循≤７ｌ ０）‘

３９

０ｍ恐２

２

２３６（１ ９１８～２ ６０６）８

性别（男博女）

２８ ８协３１．４

０

８８７（０ ７∞～１∞０）

糖尿病史（是讲否）

”４讶２６ ３

１１７８（１１１８～１ ２４１）”

高血压史（是循含）

３２ｌ协翌９

１

５９２（１

吸烟史（是西否）

３２ ６错２８ ３

１

２２５（１ ０５２～ｌ ４笛）６

３１５～１＿咄）ｏ

对ＰＡＤ的ＯＲ＞１（Ｐ＜０．０５），所有的这些分析结果
都表明冠心病患者（年龄≥５０岁）的ｕＡ水平不仅
和ＰＡＤ紧密相关，且ｕＡ是ＰＡＤ的一个显著的、
独立的危险因素。

当ｕＡ成为冠心病患者ＰＡＤ诊断的一个参考

ＴＧ（ｒｒⅡ刈Ｌ＞１ ４船≤ｌ ４）＋

３。１伍３０、０

１

００８（０ ８６８～１．１７１）

指标后，我们就有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界值来初步

Ｔｃ（ｎｎ刈Ｌ．＞４ ５饼≤４ ５）’

３０ ０岱３０．１

０

９昕（０ ８５８～１ １５８）

ｕ《删／Ｌ，＞ｍ ０讶≤ｍ８ ｏ）＋３３１讲２７ｌ

判断患者是否患有ＰＡＤ。本研究通过ＲＯｃ曲线获

１

３３ｌ（１ Ｌ４５～ｌ ５４７）８

＊芷王中位数为界值划分为二分类变量；△Ｐ＜０ ０１；＃Ｐ＜
０

００ｌ

得此界值为２２７．２ ｐｍｏｌ／Ｌ，此时Ｒｏｃ曲线下面积最
大，为Ｏ ５２１（９５％ＣＪ：０．５０４～Ｏ．５４７），灵敏度为

０．８４６，特异度为Ｏ．２０３，表明ｕＡ水平以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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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２“ｍｏｌ／Ｌ为界值进行分层是合理的”１，同时说

患者的一个危险因素。另外，因为ｕＡ水平与遗传

明ｕＡ≥２２７．２“ｍｏＶＬ可以作为冠心病住院患者（年

和环境等多种因素同时有关，所以本次研究的结论

龄≥５０岁）ＰＡＤ的一个灵敏指征。但是因为本研究

外推要谨慎。笔者的研究结论有待临床实践进一步

特异度比较低，仅为Ｏ．２０３，所以研究结论还需要临

证实。

床实践的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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