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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急性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ｓＴＤｍ）患

者住院期间、预后的性别差异以及影响预后的困素。方法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在
辽宁省２０家医院发病后２４ｈ内人院的１４２９例ＳＴＥＭＩ患者中，选择直接ＰＣＩ患者３８２例，采用统一
问卷记录临床资料，并应用统一调查表随访。结果女性患者平均年龄（６８．４岁±１０．２岁）大于男
性（５９．９岁±１１．５岁），女性患者巾位“症状球囊扩张时间”为３１２．５ ｒａｉｎ，男性为２７０．０ｒａｉ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７）；住院期间，女性患者比男性更容易发生心力衰竭、心绞痛及Ｈ｛血，但住院病死
率及药物治疗无性别差异。女性与男性患者累及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２），但两组问直接ＰＣＩ成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访１个月时，死亡及其他心血管事件无
性别差异；３个月后，女性心力衰竭和因心脏事件再次住院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均Ｐ＝Ｏ．００７），
而心血管病死率无性别差异。长期随访女性患者伞因病死率高于男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４．２％ＶＳ．１．６％，Ｐ＝０．０５６）。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在校正其他独立因素后，女性不是住院期间及随
访期间死亡的独立危险阂素。结论直接ＰＣＩ的ＳＴＥＭＩ患者中，女性不是住院期间及随访期间死
亡的独立危险冈素。女性患者长期随访病死率上升，是由于其年龄偏大和较长的院前延迟所致。

【关键词】心血管事件；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血管成形术；预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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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人治疗（ＰＣＩ）目前已经成

为其他心血管事件包括再发心肌梗死、再发心绞痛、

为急性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最有效的
急诊再灌注治疗方法。研究证实…，“溶栓时代”女

心力衰竭（心衰）、心源性休克、严重心律失常、卒中
和出血；出院随访次要终点为其他心血管事件，包括

性ＳＴＥＭＩ患者的预后明显差于男性，归因于女性年

再次心肌梗死、再发心绞痛、心衰、因心脏事件再次

龄偏大，合并症较多；而“支架时代”，女性病死率高
于男性是因为前者更少选择直接ＰＣＩ【２Ｊ。然而，近期

住院和因心脏事件再次行血运重建。
（２）随访：采用电话随访，应用统一调查表分别

研究发现，即使均选择直接ＰＣＩ，女性患者的短期预

在患者出院后１、３个月及长期随访（时间截止日期

后也明显较男性差ｂ一］。Ｂｕｆｅ等【５’研究发现，ＳＴＥＭＩ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直接询问患者或直系亲属，并记
录用药及不良事件情况。

患者行直接ＰＣＩ后３０ ｄ和长期的病死率无明显差

异。Ｌｉｕ等旧。认为，女性ＳＴＥＭＩ患者行直接ＰＣＩ后住

３．相关定义：

等＂１研究发现，ＳＴＥＭＩ患者行直接ＰＣＩ后４８ ｈ内，≥

（１）血脂异常：既往有血脂异常病史且正在服用
降脂药物或符合２００７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

７５岁女性患者病死率明显高于男性，而＜７５岁的患

南的标准旧ｊ。

院病死率相同，而长期预后较男性差。而Ｒｏｎｃａｌｌｉ

者却无性别差异。目前关于ＳＴＥＭＩ患者行直接ＰＣＩ

的预后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仍有较大争论，为此本研
究分析辽宁省多家医院中行直接ＰＣＩ的ＳＴＥＭＩ患者
住院期间病死率及长期预后的性别差异。
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来源于代表辽宁省ＳＴＥＭＩ治疗现
状的２０家医院（其中８家ｊ级医院和１２家二级医
院）。急性ＳＴＥＭＩ患者人选标准符合“ＳＴＥＭＩ诊断

（２）肾功能不全：至少是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
即血清肌酐（Ｓｅｔ）≥１

７８ Ｉ．ｔｍｏＦＬ。

（３）“症状入门时间”：患者开始发病至到达医院
急诊室的时间间隔。

（４）“入门球囊扩张时间”：指患者在急诊室或门
诊挂号至第一次冠状动脉内球囊扩张的时间间隔。
（５）“症状球囊扩张时间”：指患者开始发病到第
一次冠状动脉内球囊扩张的时间间隔。

和治疗指南”【８ ３（指南），排除侵入性诊疗操作引起的

（６）成功直接ＰＣＩ【ｌ们：ＰＣＩ后梗死相关动脉残余
狭窄＜２０％，ＴＩＭＩ血流＞２级，同时无死亡、紧急

冠状动脉血流中断引起的ＳＴＥＭＩ。连续入选２００９

ＣＡＢＧ及致残的卒中事件。

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发病并住院的急性
ＳＴＥＭＩ患者１４２９例。其中４２２例入院后行紧急

（７）心血管事件：再次心肌梗死至少符合以下２
项诊断标准：①新出现的胸痛；②症状出现１２ ｈ后肌

ＰＣＩ，去除补救ＰＣＩ １７例、易化ＰＣＩ ４例，行直接ＰＣＩ

酸肌酶（ｃＫ）、肌酸肌酶同工酶（ＣＫ．ＭＢ）升高至少

患者共计４０１例，再剔除外请专家实施直接ＰＣＩ（可
能是一个混杂因素）１９例，最后人组３８２例（女性７４

为实验室正常值上限的２倍，或肌钙蛋白再次升高
达到心肌梗死的标准（根据当地的实验室正常值）；

例，男性３０８例）。

③ＥＣＯ出现新的ＳＴ段抬高，新的Ｑ波或新的Ｔ波倒

２．研究方法：

置。再发心绞痛应有明确的心绞痛发作临床特征，

（１）研究终点：主要终点为任何原因的死亡（包
括心源性死亡和非心源性死亡）；住院期间次要终点

伴有ＥＣＧ缺血改变或需要抗缺血药物才能缓解相

关症状，但未达到心肌梗死的诊断标准。心衰包括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月第３３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９４·

新发生的心衰和原有的心衰恶化，有肺水肿、静脉压
升高、心源性休克等临床证据。严重心律失常包括
窦性停搏、室性心动过速（不包括加速性心室自主节
律）、室颤、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包括Ⅱ、Ⅲ度房室传
导阻滞）和完全性室内传导阻滞。卒中为持续２４ ｈ
以上血管原因导致的局灶性神经功能丧失，同时有
影像学卒中的证据。心血管病因死亡包括①休克或
心衰导致的死亡；②心肌梗死并发症导致的死亡如
心脏破裂；③心律失常导致的心源性猝死；④任何与
心血管介入或手术相关的死亡或猝死。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五±ｓ）表示，均数
间比较用ｔ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Ｍ）
表示，采用非参数分析（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计数资
料以率和构成比表示，计数资料用ｘ２检验。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分析及ｌｏｇｒａｎｋ时序检验。多冈素
分析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模型识别住院死亡的危险因
素（住院死亡＝ｌ，存活＝０），进人多变量回归模型的
相关因素包括性别、年龄、ＢＭＩ、“症状入门时间”、既
往心绞痛史、心肌梗死史、心衰史、卒中史、高血压、

糖尿病、血脂异常、肾功能不全、吸烟、冠心病家族
史、既往血运重建史（溶栓治疗、ＰＣＩ）、前壁心肌梗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

（女性Ｍ＝１８０ｒａｉｎ，男性Ｍ＝１１０ｒａｉｎ）。见表１。

２．患者住院期间临床特征：女性患者“症状球囊
表１
－临床特征
Ｉ临床特征

３８２例ＳＴＥＭＩ患者基本临床特征

（ｎ合计＝３８２）（耋‰（ｎ量笺８）Ｐ值
（，箸氛 ｍ兰；ｉ８）

Ｐ值

加““２）

年龄６±５，岁）

６３．Ｏ±１２．５

６８．４４－１０．２

５９．９±１１．５＜０．００１

ＢＭｌ６±ｓ，ｋｇ／ｍ２１

２５．０±３．１

２３．７±３．０

２５．６±３３＜０．００１

既往史４
心绞痛

１０９（２８．５）

心肌梗死

２１（２８．４）８８（２８．６）０．９７４

２５（６．５）

心衰

１（Ｏ．３）

脑卒中

２（２．７）

２３（７．５）

０．１３７

ｌ（１．４）

ｏ（０）

Ｏ．０４ｌ

３２（８．４）ｌＯ（１３．５）

肾功能不全

ｏ（ｏ）

３（ｏ．８）

冠心病家族史

９３（２４．３）

１５（２０．３）

２２（７．１）０．０７６
３（１．ｏ）０．３９４
７８（２５．３）

既往血管重建４

０．３６３
ｏ．４１４

溶栓

３０．８）

ｏ（ｏ）

ＰＣＩ

１９（５．ｏ）

２（２．７）

３（１．ｏ）
１７（５．５）

吸烟（未戒烟）８

２１７（５６．８）

ｌ

１０４．９）

２０６（６６．９）＜Ｏ．００１

吸烟（包括戒烟ｒ

２５６（６７．ｏ）

１７（２３．ｏ）

２３９（７７．６）＜Ｏ．ＯＯｌ

高血压。

１７２（４５．ｏ）４２（５６．８）

糖尿病４
血脂异常４

ｌ

１３０（４２．２）

Ｏ．０２４

８９（２３．３）

２９（３９．２）

６０（１９．５）＜０．００１

１２（２９．３）

２２（２９．７）

９０（２９．２）０．９３１

“症状入ｆ－】啊’（ｒａｉｎ）＇∞‰５）（９０％３）（６０燮８０）０．００ｌ
注：４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６括号外数
据为肘。括号内数据为第２５至７５百分位数值

死、“入门球囊扩张时间”、“症状球囊扩张时间”、冠

扩张时间”Ｍ－－３１２．５ ｍｉｎ，男性Ｍ＝２７９．０ ｍｉｎ，差异

状动脉支数、梗死相关动脉、术后冠状动脉血流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７）；而男女两组“入门球囊扩

ＴＩＭｌ分级、住院期间发生心衰。应用Ｃｏｘ模型进行

张时间”无差异，只有１４．９％的患者达到指南的要

多变量生存分析（随访死亡＝１，删失＝Ｏ），多变量因

求，在人院后９０ ｒａｉｎ内实现了冠状动脉内球囊扩

素还包括长期随访时的用药（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张。人院后心功能Ｋｉｌｌｉｐ分级提示，女性患者明显比
男性更容易出现心衰和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女性患

他汀类、Ｄ受体阻滞剂及ＡＣＥＩ／ＡＲＢ）。自变量赋值：
年龄、ＢＭＩ、“症状入门时间”、“入门球囊扩张时间”

者住院期间心绞痛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Ｐ＜

及“症状球囊扩张时间”为连续型变量；冠状动脉支
数（１支＝ｌ，２支＝２，３支＝３）、梗死相关动脉（左主

０．００１）；而两组患者再发心肌梗死和严重心律失常
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女性患者心衰和出血的发生

干＝１，前降支＝２，回旋支＝３，右冠脉＝４）及术后冠
状动脉血流ＴＩＭｌ分级（Ｉ级＝１，Ⅱ级＝２，ＩｌＩ级＝３，

率明显高于男性（分别为Ｐ＝Ｏ．００２和Ｐ＜Ｏ．００１）。
住院期间两组患者均未发生卒中事件，其中女性死

Ⅳ级＝４）为多分类变量；其他均为二分类变量，其

亡２例，男性９例，均为心血管病因死亡，两组差异无

中女＝ｌ，男＝０；其余阳性＝ｌ，阴性＝０。Ｐ≤０．０５

统计学意义（Ｐ＝ｏ．９１９）。住院期间两组患者在指南

为选人变量的标准，Ｐ＞ＩＯ．１为剔除变量的标准，计

推荐的药物治疗方面无明显差异，应用中药制剂的

算ＯＲ值、ＲＲ值及９５％Ｃ／。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比例均少于１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意义。

３．直接ＰＣＩ情况：近２／３患者直接ＰＣＩ选择股动
结

果

脉入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８５）。女性
和男性患者累及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差异有统计学

１．患者基本情况：本研究共入组ＳＴＥＭＩ患者

意义（Ｐ＝Ｏ．００２）。直接ＰＣＩ后女性１００％和男性

３８２例，其中女性患者７４例（１９．４％），年龄及高血压、
糖尿病和心衰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而吸烟明显少

９６．８％达到ＴＩＭＩ ３级，成功率达到９７．４％，两组间差

于男性。女性患者“症状入门时间”明显长于男性

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两组间也无差异（表３）。

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术中除颤、植入临时起搏器

鳖流僦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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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ｒｎｉｏ！，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

０．９１）（表４）。

５．多因素回归分析：多因素
梗死部位４

Ｏ ２∞

前壁

２０６（５３．９）

３５（４７．３）

１７１（５５．５）

下壁

１５７（４１．１）

３３（４４．６）

１２４（４０．３）

１９（５．０）

６（８．１）

１３（４．２）

其他（侧壁、后擘）

素，而ＰＣＩ后ＴＩＭＩ血流分级越高有
Ｏ Ｏ

入门球囊扩张时间”（ｍｉｎ）６ １４９（１０７．８—２００）１３０（１０３—２１８）

Ｏ ６

≤９０＂

５７（１４．９）

１３（１７．６）４４（１４．３）

利于减少住院病死率（表５）。患者

出院后Ｃｏｘ模型生存分析显示，年

Ｏ４
Ｏ Ｏ昕∞＂舛

Ｋｉｌｌｉｐ分级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既往心肌梗死病史是行直接ＰＣＩ的
ＳＴＥＭＩ患者住院死亡独立危险因

“症状球囊扩张时间”（ｍｉｎ）６ ２８０（２１５—３９０）３１２．５（２５１．８—５６２．５）２７０（２０５．３—５０５．５）
１５０（１０９．５—２００）

Ｂｉｎａｒｙ

龄和“症状球囊扩张时间”是行直接

２７２（８８．３）

ＰＣＩ的ＳＴＥＭＩ患者出院后死亡独立

ＩＩ

２８（６．５）８０ Ｏ．８）

２０（６．５）

危险冈素，而ＰＣＩ后ＴＩＭＩ血流分级

Ⅲ

１４（３．７）

５（５．４）

１０（３．２）

ＩＶ

１３（３．４）

７（９．５）

６（１．９）

越高有利于减少出院后病死率（表

Ｉ

３２７（８５．６）

５５（７４．３）

６）。在校正了其他独立因素后，女

心血管事件４
再发心绞痛

性不是住院期间及随访期间病死率

２Ｊ

Ｏ

Ｏ

Ｏ

０．４８７

的独立危险冈素（住院期间：ＯＲ＝

１

ｌ 石石Ｌ

Ｏ．００２

２．４２４，９５％Ｃ／：０．４２７～１３．８８７，Ｐ＝

心源性休克

３

ｌ９

Ｏ．ｏｏｌ

严重心律失常

ｌ

ｌ

Ｏ．２９ｌ

ｌ

＜０．ｏｏｌ

再发心肌梗死
心衰

‘Ｊ

出血

ｌ■，ｌ

死亡

ｌ

３ ５小４互４

＜０．００ｌ

双新瓢玎联玎ＫＺ９）４６）

郴叩孵他刎刚犯叭∽强％瓶ｍ＂

阿司匹林

３７ ５ ９８ ２

７３（９８．６１

８

０

１

氯吡格雷

３ ７ ８ ９９ Ｏ

７４（１００．０）

８

Ｏ

４

２９３ ７６ ７

瓤珂“““义％ ２ Ｌ石９ ）乃力）

０．３２０；长期随访：ＲＲ＝２．７４６，９５％ｔ７／：
０．４８９。１５．４３９。Ｐ＝０．２５ １）。

０．９１９

讨

住院期间用药４

论

大量研究认为，女性ＳＴＥＭＩ患

５７（７７．０１

Ｏ

ｌ

者行直接ＰＣＩ，虽然成功率与男性

ＡＣＥＩ／ＡＲＢ

２ ７ ８ ７２ ８

５８（７８．４）

Ｏ

８

相似，但病死率仍高于男性ｎ１｜。然

他汀类

３７７ ９８ ７

７４（１００．０１

０

Ｏ

而，本研究结果证实，ＳＴＥＭＩ患者

低分子肝索

３７４ ９７

７４（１００．０１

Ｏ

１

ｉＯ６ Ｚ７

２０（２７．０１

ｎ

７

ｎ

竹硷舛勉”Ｍ盯蛆 ２

Ｂ受体阻滞剂

ＧＰ

ＩＩ ｂ／ｍａ受体拮抗剂

中药

３ Ｚ ９ Ｉ、

４．卜）

７（９．５１

注：４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６同表ｌ

６●８

一一一一～一一螂
狮岬印邮印咿卿啊
７二．Ｉ、

如果选择直接ＰＣＩ，女性不是住院

期间死亡及长期随访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
本研究发现，尽管女性患者年

４．随访期间心血管事件及用药情况：随访时间

龄高于男性近１０岁，较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但选

女性（Ｍ＝３２７ ｄ）与男性（Ｍ＝３１９ ｄ）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３７１例患者出院后再发心肌梗死、再发心绞

择直接ＰＣＩ成功率达到９８．６％，与男性无明显差异。
住院期间虽然女性患者再发心绞痛、心衰及心源性

痛、卒中和因心脏事件再次血运重建的发生率均较

休克的发生率明屁高于男性，但与男性相比，病死率

低，性别间无差异。随访至１个月时，男女两组心衰
和因心脏事件再次住院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随访

无明显增加。多冈素分析发现，住院病死率主要与
年龄、既往心肌梗死病史及术后ＴＩＭｌ分级有关，而

３个月时女性患者心衰和因心脏事件再次住院的发

女性并不是住院死亡的独立危险冈素。近期的

生率明显高于男性（均Ｐ＝０．００７）。上述随访期间死

ＢＭＣ２研究发现¨２｜，女性ＳＴＥＭＩ患者行直接ＰＣＩ，其
住院病死率明显高于男性，但进一步调整年龄及其

亡患者均为心血管病因死亡，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长期随访发现，女性患者因心脏事件再次住院
率仍较男性偏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１３３）；

合并症后，并无性别差异。然而，本研究发现，虽然
女性患者年龄偏大，较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即使

而女性心衰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Ｐ＝Ｏ．００５）；全因

不调整相关因素，女性患者的病死率也未升高。因

病死率女性高于男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２％

此，对于ＳＴＥＭＩ患者，选择直接ＰＣＩ作为再灌注治疗

傩．１．６％，Ｐ＝Ｏ．０５６）；而两组患者心血管病冈病死率

策略对男女性均明显受益¨３·Ｈ】，提示性别不应成为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２４７）。出院后两组患者应

ＳＴＥＭＩ患者是否选择直接ＰＣＩ的因素。由于女性

用指南推荐的药物无差异，中药使用率均较低（Ｐ＝

ＳＴＥＭＩ患者年龄偏大，合并症较多，更容易存在溶

·９６·

表３

栓治疗的禁忌症，此时选择直接ＰＣＩ对于减少

３８２例ＳＴＥＭＩ患者直接ＰＣＩ后的基本情况

病死率尤为重要¨５·１６ Ｊ。本研究还发现，虽然男
女患者选择使用血小板ＧＰ

１１

ｂ／Ｕｌａ受体拈抗剂

无明显差异，但女性患者出血的发生率仍高于
男性，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１７，１８］。
Ｍｅｈｉｌｌｉ等¨９】研究认为，尽管女性ＳＴＥＭＩ患
者年龄较大，多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但直接
ＰＣＩ后，短期及１年预后男女患者相似。Ｂｕｆｅ

等ｂ１发现，ＳＴＥＭＩ患者直接ＰＣＩ后随访５．６年，
男（３．２％）、女（３．６％）心血管病死率相似。本研
究发现，出院随访１个月和３个月后，男女患者
病死率无明显差异；长期（Ｍ－－－－－３２１ ｄ）随访发现，
女性全因病死率较男性偏高，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且心血管病死率无明显性别差异［２．８％
（女性）傩．１．４％（男性）］。由此提示，女性
ＳＴＥＭＩ患者行直接ＰＣＩ有助于改善长期预后。
多因素分析发现，女性不是ＳＴＥＭＩ患者随
访期间病死率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ＨＲ＝
２．７４６，９５％Ｃ／：０．４８９—１５．４３９）；其中“症状球囊
扩张时间”是造成出院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发现，女性的中位“症状球囊扩张时间”
为３１２．５ ｒａｉｎ，远高于男性的２７０ ｒａｉｎ。“症状球

囊扩张时间”延长是造成住院期间及出院后容
易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重要原因伽矗¨，是造成更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表４不同随访时期ＳＴＥＭＩ患者的情况
随访１个月
项目

随访３个月

厶计（女性男性Ｐ值＃ｆｌ－（ｎ＝３７１）ｎ＝７２）（ｎ＝２９９）（ｎ＝３７１）（篓）
‘４

（

（ｎ＝７２）

（。男＝性２９９）Ｐ值

长期随访

（。合＝计３７１）（ｎ女＝性７２）ｏ量篱９）Ｐ值

心血管事件‘
再发心肌梗死

２（０．５）０（０．ｏ）

２（Ｏ．７）

再发心绞痛

７０．９）

２（２．８）

５（１．７）０．５４１

１７（４．６）４（５．６）

再发心衰

５（１．４）

２（２．８）

３０．０）０．２４４

１２（３．３）

Ｏ．４８５

５（１．４）ｌ（Ｉ．４）４（１１３）Ｏ．９７８

８（２．２）

Ｉ（１．４）

７（２．４）０．６１３

１３（４．４）０．６６９

４３０１．７）１０（１３．９）３３０１．１）０．５１０
２４（６．５）ｌＯ（１３．９）１４（４．７）０．００５

６（８．３）

６（２．Ｏ）０．００７

ｌ（Ｏ．３）０（０．Ｏ）ｌ（Ｏ．３）０．６２２

１（０．３）０（０．ｏ）

ｌ（０．３）０．６２２

９（２．４）４（５．６）

３（Ｏ．８）

ｌ（１．４）

４（１．１）ｌ（１．４）

３（１．０）０．７８１

９（２．４）

ｌ（１．４）８（２．７）０．５１７

因心脏事件再次住院

６（１．６）

２（２．８）４（１．３）

８（１ １．１）ｉ８（６．１）０．１３３

死亡

２（Ｏ．５）０（０．０）

再发卒中
因心脏事件再次血运重建

２（０．７）０．５４４
０．３８９

５（Ｉ．７）０．０５６

１２（３．３）

６（８．３）

６（２．ｏ）Ｏ．００７

２６（７．Ｏ）

４＜１．１）

１（ｉ．４）

３（１．Ｏ）０．７８２

“１．６）

３（４．２）

３０．Ｏ）０．０５６

５（１．４）

２（２．８）

３（１．０１

２（Ｏ．７）０．４８６

心血管病因死亡

０．２４７

用药情况４
阿司匹林

３６２（９８．１）７０（９７．２）２９２（９８．３）Ｏ．５４１

３５７（９６．７）６９（９５．８）２８８（９７．０）Ｏ．６２６ ３４６（９３．８） ６５（９０．３１ ２８１（９４．６１

０．１７２

氯吡格雷

３６２（９８．１）６９（９５．８）２９３（９８．７）Ｏ．１ １６

３５

０．４２５

Ｂ受体阻滞剂

２６４（７１．５）５２（７２．２）２１２（７１．４）Ｏ．８８７ ２５３（６８．６）４８（６６．７）２０５（６９．ｏ）Ｏ．６６９ ２３９（６４．８） ４５（６２．５１

１（９５．１）６６（９１．７）２５８（９６．０）０．１２９ ２６８（７２．６） ５５（７６．４１ ２１３（７１．７１

１（６５．３）５２（７２．２）１８９（６３．６）Ｏ．１７０ ２２５（６１．０）５０（６９．４）１７５（５８．４）０．１０１

ＡＣＥＩ／ＡＲＢ

２４

他汀类

３５７（９６．７）６９（９５．８）２８８（９７．ｏ）０．６２６ ３４１（９２．４）６５（９０．３）２７６（９２．９）Ｏ．４４６ ３１０（８４．∞

中药

随访时间（科

２１

１（５７．２） ４７（６５．３）

０．６５３

１６４（５５．２）０．１２２

６０（８３．３１ ２５０（８４．２１ ０．８６ｌ

１１（３．０１

２（２．８１

３２ｌ

３２７

（２２３．５—

１９４（６５．３１

（２２３．５—

６（３．０）０．９１０
３１９

（２２４—０．７４４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月第３３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表５

Ｊ

·９７‘

Ｅｐｉｄｅｒｎｉ０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

ＳＴＥＭＩ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的多阂素分析

心医院（赵悦），庄河市中心医院（隋云瑶），瓦房店市中心医院（郎久
立），普兰店市中心医院（姜志云）．宽甸县中心医院（魏广发），东港
市中心医院（张明）．凤城市中心医院（尹萍），昌图县人民医院（王凤
华），阜新蒙卉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王岩），义县人民医院（张颖），大
石桥市中心医院（梁福俊）．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杜选

林），彰武县人民医院（张志晶）］
表６

ＳＴＥＭＩ患者出院后Ｃｏｘ模型分析多因素对生存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Ｗｅａｖｅｒ ＷＤ。Ｗｈｉｔｅ ＨＤ，Ｗｉｌｃｏｘ ＲＧ．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ＧＵＳＴＯ—Ｉ

多患者住院后出现心衰或出院后３个月心衰及病死
率逐渐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入院后“入门球
囊扩张时间”男女两组无明显差异，但总体中位时间
达１４９ ｍｉｎ，低于ＫＡＭＩＲ研究的１７７ ｍｉｎ，但明显高
于ＧＷＴＧ．ＣＡＤ研究的９７ ｍｉｎ（２２’２引。女性“症状球囊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ｎ

ｗｉｔｌｌ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ＪＡＭＡ。１９９６。２７５：７７７—７８２．

ＡＪ，Ｐｉｅｕａｓ Ｃ，Ｃｏｓｔａ ＲＡ，ｅｔ ａ１．Ｇｅｎｄｅｒ

［２］Ｌａｎｓｋ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ｎｍ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ｔｌｌｏｕｔ ａｂｃｉｘｉｍａｂ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ｂｃｉｘｉｍａｂ ａｎｄ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Ｌａｔｅ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ＤＩＬＬＡＣ）ｔｒｉ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１１１：１６１１－１６１８．

扩张时间”延长的主要原冈是女性“症状入门时间”

延长所致。本研究发现，女性“症状入门时间”较男
性长约７０ ｍｉｎ。女性症状发生后往往延迟就医，原

［３］ＫｏｓｕｇｅＭ，ＫｉｎｌｔｌｒａＫ，Ｋｏｊｉｍａ

Ｓｔｕｄｙ（ＪＡＣＳ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因有多方面，包括女性患者年龄偏大，更容易出现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非典型症状，且常为独居，缺少相关知识而不寻求

［４］Ｔａｍｉｓ．Ｈｏｌｌａｎｄ

就医，以及常合并其他疾病等㈨ｊ。虽然“入门球囊
扩张时间”无性别差异，但所有患者达到指南标准

ｓ，ｅｔ ａ１．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Ｃｉｒｃ Ｊ，２００６，７０：２１７—２２１．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ｗｏｍｅｎ

ｆｏｒ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Ｓｕｂｓｍｄｙ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１Ｉ－Ｂ

ＪＥ．Ｐａｌａｚｚｏ Ａ，Ｓｔｅｂｂｉｎｓ ＡＬ，ｃｔ ａ１．ＧＵＳＴＯ

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ｏ

ｏｆ

（≤９０ｍｉｎ）只有１４．９％，远低于美国ＧＷＴＧ．ＣＡＤ研

Ｏｃ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究资料的４３．２％乜“。提示辽宁地区进行直接ＰＣＩ的

（ＧＵＳＴＯ １１－Ｂ）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Ｓｕｂｓｔｕｄｙ．Ａｍ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０４，１４７：

ＳＴＥＭＩ患者，“入门球囊扩张时间”与临床指南的要

求有明显的差距，患者临床路径尚需进一步优化。
直接ＰＣＩ的ＳＴＥＭＩ患者住院期间及出院后在使
用指南推荐的药物方面无明显性别差异。研究证
实，心肌梗死发生后，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少选择再
灌注治疗和指南推荐的药物乜引。然而，近期研究发
现，性别差异主要取决是否接受冠状动脉造影，女性
患者一旦选择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随后的血管重建
及药物治疗并无性别差异¨引，本研究也证实此观点。
总之，女性不是直接ＰＣＩ的ＳＴＥＭＩ患者住院期
间及随访期间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凶素。减少“症状
球囊扩张时间”，尤其是“入门球囊扩张时间”对于改

善女性患者长期预后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但本研究
中女性患者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相对较短，因此结论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进一步长期随访观察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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