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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在冠心病患者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院内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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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对冠心病患者经皮冠状动脉

【摘要】

介入（ＰＣＩ）治疗后院内病死率评估的价值。方法回顾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介入中心进行ＰＣＩ治疗的１０９１例患者，用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系统对每名病例进行累积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方法预测其院内病死率，比较实际死亡率与预测死亡
率的相关性，分析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及各危险闪素与院内病死率的相关性。结果

根据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值分组，其中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累计评分０～２分为低危组，３～５分为中危组，≥６分
为高危组，３组病例实际死亡率分别为０％、０．４７％和６．０９％，与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累积分值明显相关
（Ｐ＜Ｏ．００１）。多阒素回归分析显示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值（Ｐ＜Ｏ．０１）与ＰＣＩ患者院内病死率呈正相
关。结论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系统在ＰＣＩ患者院内病死率评估巾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院内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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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是

系统对应用于心脏外科手术病例的风险评估有较高

欧洲用于评价心脏外科手术病例危险因素和预测术

价值¨卫】。国内已应用ＥｕｏｒＳＣＯＲＥ在心外科手术如

后早期死亡概率的简单方法，已有多项研究表明该

高风险冠脉旁路移植术等的风险预测，显示有很高
价值【３】。近期有研究认为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同样适用于

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２２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６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ＰＣＩ）治疗病例的院内病死率评

第一作者现工作单位：３ １０００３杭州，浙江省青春医院

估¨ｊ。本研究旨在探讨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对冠心病患者

通信作者：张芙荣，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ｉ＇１２３０＠１６３．ｃｏｌｎ

行ＰＣＩ治疗的院内病死率评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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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２分），ＣＡＢＧ合并其他心脏手术（２分），胸主
资料与方法

动脉手术（３分），心梗后室间隔穿孔（４分）。其中不

１．对象：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稳定心绞痛、急性心梗、稳定性心绞痛等诊断均参照

第一医院介入中心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及ＰＣＩ治疗的

美国冠心病诊断和治疗指南。ＰＣＩ失败定义为血管

患者。所有患者均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每年开展

再通失败或残余狭窄≥２０％。左主干病变、ｉ支病

ＰＣＩ例数均≥１００例）以标准方法行ＰＣＩ术。伴极缓

变记录按照ＰＣＩ指南要求即冠状动脉狭窄病变达到

慢心律失常者插入保护性临时起搏器。辅助药物包

５０％以上。

括低分子肝素、氯吡格雷、肠溶阿司匹林、他汀类调

３．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率表

脂药、Ｄ一受体阻滞剂、硝酸酯类，必要时应用血小板

示，计量资料采用平均值（ｉ）和标准差（ｓ），组间比较

糖蛋白Ⅱｂ／Ⅲａ受体拮抗剂。药物支架植入术后患

采用￡检验和方差分析，危险凶素与死亡率之间的

者常规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相关性比较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校正能力采用

至少１年）。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拟合优度检验评价。各危险因素

２．研究方法：回顾电子病历系统记录人选病例

的赋值参照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模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筛选

的Ｉｌ台ｉ床基本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天数及有

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记录其ＯＲ值及其９５％

无慢性肺部疾患、心脏外动脉系统疾病、神经系统功

可信区间（９５％ＣＩ）。对于Ｐ＜０．０５的危险因子进行

能障碍、既往心脏手术史（包括ＰＣＩ手术史、冠脉搭

多因素回归分析（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ＬＲ法），Ｐ＜０．０５

桥手术史）、血清肌酐（Ｓｃｒ）浓度≥２００¨ｍｏｌ／Ｌ、活动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所有资料统计均采用ＳＰＳＳ

性心内膜炎、术前危急状态、需要药物干预的不稳定

１３．０软件。

心绞痛、左心室功能（ＥＦ值）、９０ ｄ内的既往心肌梗

结

死（心梗）史、肺动脉高压（≥６０ ｒａｎｌ Ｈｇ）、是否急诊

果

手术、心梗后室间隔穿孑Ｌ，合并症如高血压、糖尿病

本研究入选１０９１例病例，其中院内死亡１４例，

等，以及冠脉造影检查结果如病变血管支数、术后并

病死率为１．２８％，其巾５例死于术中或术后２４ ｈ内。

发症情况、有无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ＩＡＢＰ）植入、心源

１４例死亡患者的死冈为泵衰竭（９例）、室颤（２例）、

性休克等，并直接记录患者是否发生院内死亡，如果发

心脏骤停（２例）和心脏破裂（１例）。

生院内死亡，则记录直接死亡原因。用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

１．临床资料分析：人选病例共１０９１例，其中男

分系统对每名病例进行累积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及

８７０例（７９．７％），女２２１例（２０．３％），年龄３０—９４岁，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方法预测其院内病死率，比

平均年龄（６４±ｌ １）岁。人院诊断不稳定型心绞痛及

较预测病死率与实际病死率的相关性。回归分析各

非ｓＴ抬高心梗共４９９例（４５．７％），ＳＴ抬高型心梗

危险因素与院内病死率的相关性。

３１６例（２９％），稳定性心绞痛２６０例（２３．８％）；其他如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入选标准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在本介人中心行ＰＣＩ

心律失常、头晕待查等共１６例（１．５％）。既往有明确

治疗且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中要求的１７项高危因素资料齐

心梗病史（３月以上）８９例（８．２％），有支架植入手术

全的冠心病病例。所有病例资料来自电子病历系

史１７９例（１６．４％），既往冠脉搭桥手术史７例

统，整理后输入ＳＰＳＳ

（０．６％）。合并高血压患者６１２例（５６．１％），合并糖尿

１３．０

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极少数病

历资料不完整的病例被排除出该研究。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中针对欧洲人的１７个高危冈素及

病患者２２０例（２０．２％），合并肾功能不伞（Ｓｃｒ浓度≥
２００

Ｉｘｍｏｌ／Ｌ）１８例（１．６％），合并慢性肺疾患者２５例

其赋值’５“］：①病例相关因素：年龄≥６０岁（１分／５

（２．３％），合并心脏外动脉系统疾病者６例（０．５％），左

年），女性（１分），慢性肺疾患（１分），心外动脉系统

心功能不全（ＬＶＥＦ≤５０％）患者共１０６例（９．７％），其

疾病（２分），神经系统功能障碍（２分），既往心脏手

中ＥＦ值３０％～５０％患者９４例（８．６％），ＥＦ＜３０％患

术史（３分），Ｓｃｒ浓度≥２００ Ｉ＿ｔｍｏｌ／Ｌ（２分），活动性心

者１２例（１．１％），合并肺动脉高压（肺动脉收缩压≥

内膜炎（３分），术前危急状态（３分）；②心脏相关因

６０ｍｎ－ｉＨｇ）者５例（０．５％）。

素：需要药物干预的不稳定心绞痛（３分），左室功能

２．手术相关情况：急诊直接ＰＣＩ手术８８例

不全（ＬＶＥＦ ３０％～５０％：１分，ＬＶＥＦ＜３０％：３分），

（８．１％），其余９９３例则为早期和择期手术（９１．９％）。

ｄ内的既往心梗史（２分），肺动脉收缩压（心脏彩

手术发现左主干病变５２例（４．８％），三支病变４８０例

超检查）＞／６０ ｒａｉｎ Ｈｇ（２分）；③手术相关因素：急诊

（４４．ｏ％），两支病变２８９例（２６．５％），单支病变３２２例

９０

·１１７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ｌＯ月第３ｌ卷第ｌＯ期Ｃｈｉｎ

（２９．５％）。ＰＣＩ失败１０例（０．９％）。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亡率分别为０％、０．４７％和６．０９％，三组间比较差异有

３．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每个危险因素以及有明

统计学意义（ｚ ２－－－－－３１．７１５，Ｐ＜Ｏ．００１），死亡率与

确证据表明与死亡率有关的因素，如左主干病变、三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累积分值明显相关。对高危组患者再

支病变、ＰＣＩ失败等与病死率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单因素回归分析得出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结果见表

行分组，６～８分组死亡率为Ｏ％，９～１１分组死亡率
为９．８０％，１２～１４分组死亡率为２２．２０％，＞１４分组

ｌ。多冈素回归分析娃示女性（Ｐ＝０．０１３）、合并肾功

死亡率为６２．５０％，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能不全（Ｓｃｒ浓度≥２００ ｇｍｏｌ／Ｌ）（Ｐ＝０．０１１）、心源性

（ｚ２＝４６．３３６，Ｐ＜Ｏ．００１），见表３。

休克（Ｐ＝Ｏ．００３）、ＰＣＩ失败（Ｐ＜Ｏ．０１）及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
评分值（Ｐ＜Ｏ．０１）与院内病死率相关，是ＰＣＩ院内病

根据上述分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系统预
测死亡率分别为（１．１７６±０。２８６）％、（２．７６８±

死率的独立危险因子（表２）。

０．７４９）％和（１１．５７１±１１．２６７）％，三组间比较差异有

表１

统计学意义（Ｆ＝３３６．８，Ｐ＜Ｏ．００１）。对高危组继续

１０９１例冠心病ＰＣＩ患者不同危险因素

分组后所得预测值见表３。

与院内病死率的单ｌＮ素回归分析
危险冈素

９５％Ｃ１

构成比（％ｒ ＯＲ值

Ｐ值

表３

临床资料
６４±１１

１．８１３

１．２２９—２．５３０

＜Ｏ．００１

２０．３

３．００７

１．０３２～８．７５８

０．０４４

２．３

３．３７５

０．４２４—２６．８４８

Ｏ．２５０

心外动脉系统疾病０．５

４．０６１

１．３４１～１２．２９６

１．２
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既往心脏于术史０．８

０
２．１７４

１．０６２～４．４５１

０．０３４

既往冠脉搭桥手术史０．６
既往心梗史８．２

２．３９５

１．１５５～４．９６３

０．０１９

６．５６７

２．１５２～２０．０４１

０．００ｌ

年龄（岁１
女性
慢。陀肺疾患

既往ＰＣＩ史

０

０．０ｌ ３
Ｏ．９９９

１０．２

１．３９６

０．３８６～５．０５６

０．６１

ＳｃＫ≥２００¨ｍｏｌ／Ｌ）
术前危急状态

１．６

３．３２４

１．１５２～７．３ｌｌ

０．００３

２．２

３．５３４

２．４０３—５．１９６

＜０．００１

术前静息心绞痛

＜０．００１

１

１１．９

５．４３３

２．８４９～１０．３５９

ＬＶＥＦ３０％～５０％８．６

４．３８７

１．３４９—１４．２６ｌ

ＬⅣＥＦ＜３０％

１．１

３．１８７

１．９７５～５．１４２

３个月内心梗

３１．２

５．６５９

１．７６２～１８．１７４

０．００４

肺动脉高压０．５

０

０

０．９９９

高ｍ压

５６．１

０．７８０

０．２７２～２．２４０

０．６４５

糖尿病

０．５８４

Ｏ．０１４
＜Ｏ．００ｌ

２０．２

０．６５７

０．１４６～２．９５６

手术相关因素
急诊于术

８．１

６．９０１

３．６０７—１３．２０２

＜０．００１

择期手术

９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０．０７７

＜０．００ｌ

合并手术

２．２

４．５９８

２．４７２，８．５５２

＜０．００１

０

０

０．９９８

１．８０６

０．６１ １—５．２４８

０．２７７

１７．４—２９２．４７６

＜Ｏ．００１

左主干病变４．８
三支病变４４．０
ＰＣＩ失败０．９

心源性休克０．６

ＦａｒｏＳＣＯＲＥ洋分静ｌ￡均）３．４（２．８）

７１．４
２１５
１．７３８

３５．２５７～１３１１．１０３＜０．００１
１．４７７～２．０４４

＜Ｏ．００１

注：。除年龄、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外均为构成比（％）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分组问死亡率比较

里竺翌墼Ｑ垦垦鲨坌！！墅堑！堡型笪！型
Ｏ～２

３～５
≥６
６～８

塞堕巫圭室！塑

！焦

１．１７６±０．２８６

０

＜Ｏ．００１

２．７６８±０．７４９

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５７１±１１．２６７

６．０９

＜０．００１

０

６．６５ｌ±１．７７５

０．９９６

９一１１

１５．６２７

４－３．４６５

９．８０

＜Ｏ．００１

１２～１４

２８．８３３±７．１０５

２２．２０

＜Ｏ．００１

＞１４

５５．７３０＋】３

６２

５０

＜０．００１

３１２

５．平均住院Ｅｔ比较：除外死亡病例，比较三组间
平均住院Ｅｌ，低危、中危和高危组的平均住院日分别
为（８±４）ｄ、（１０±６，ｄ和（１４±６）ｄ，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Ｆ＝２８．２６３，Ｐ＜Ｏ．００１）。
讨

论

ＰＣＩ是冠心病治疗的有效手段之一。本研究
ＰＣＩ院内病死率为１．２８％，与韩雅玲等＂’报道的较大
规模ＰＣＩ病例总死亡率（１．１％）相当，急诊ＰＣＩ在总
体ＰＣＩ中的比例为８．１％，低于国内报道【７］，这与本研
究入选标准有关。本研究急诊ＰＣＩ是指急性ｓＴ抬
高心梗发病１２ ｈ内行直接ＰＣＩ的病例，而国内文献
报道可能包括其他不稳定心绞痛的急诊ＰＣＩ。对于
ＰＣＩ院内病死率的预测，曾有多项研究以及多个模

表２

１０９１例冠心病ＰＣＩ患者不同危险冈素
与院内病死率多｜大Ｉ素回归分析

式，如ＴＩＭＩ危险评分系统能预测急性冠脉综合征行
ＰＣＩ治疗患者３个月的病死率旧１，但对院内病死率的
预测未显示其价值；ＣＡＤＩＬＬＡＣ危险积分系统在首
次行ＰＣＩ的急性心梗病例中，预测术后１４天及３０天
的死亡ＲＯＣ曲线下面积达到Ｏ．７９—０．８０旧Ｊ，明显优
于ＴＩＭ［积分危险性预测模型，而Ｒｏｍａｇｎｏｌｉ等Ｈ’研

４．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与死亡率关系：根据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值分组，采用心脏外科评分标准，

究认为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分值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分值
与ＰＣＩ院内死亡的受试者特性曲线下面积均达到

０～２分为低危组，３～５分为中危组，ｉ＞６分为高危

０．９ｌ（９５％ＣＩ：０．８６～０．９７），提示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能更好

组，其中低危组４７２例（４３．３％），巾危组４２２例

地预测ＰＣＩ患者的院内病死率。而本研究中由于死

（３８．７％），高危组１９７例（１８．１％）。三组病例实际死

亡病例数少，低分组未出现死亡病例，无法采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ｌＯ月第３１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来评价其预测价值。

比较预测值与实际死亡率（表３），可见低危组
和中危组预测值比实际死亡率高，而高危组实际死

将Ｉ临床资料与血管造影检查结果相结合，能更好地
预测左主干病变行ＰＣＩ治疗患者的预后。今后我们
将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亡率在预测值９５％ｃ，内。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９分，

本研究显示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与ＰＣＩ院内病死

死亡率有明显上升，本研究结果与国外多项研究一

率有明显相关性，提示该评分系统在ＰＣＩ患者院内

致。１工川，显示虽然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评分系统过高地评估

病死率评估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了ＰＣＩ患者的院内病死率，但对高危组患者尤其是累
积分值≥１２分的患者仍能很好地预测其院内病死率，
且其评分值与术后院内不良事件发生率、平均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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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行ＰＣＩ治疗的患者２年病死率进行了评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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