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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体重指数对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
临床表现及其治疗和结局的影响
李玉泽孙宇姣张波姜大明
【摘要】

高远

于海杰

齐国先

目的评估体重指数（ＢＭＩ）对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

情况及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连续选取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５月辽宁地区２０家医院１４１４名
ＳＴＥＭＩ患着，根据中围成年人ＢＭＩ标准将患者分为正常体重组（１８．５ ｋｇ／ｍ２ＮＢＭＩ＜２４．０ ｋｇ／ｍ２）
４８５例、超重组（２４．０ 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８．０ ｋｇ／ｍ２）７３６例和肥胖组（ＢＭＩ一＞２８．０ ｋｇ／ｍ：）１９３例．比较三

组患者住院期间治疗及病死率、随访３个月和１年时治疗情况及主要心脑血管事件（ＭＡｃｃＥ）的
发生。结果ＳＴＥＭＩ在肥胖组中更多为男性（Ｐ＜０．００１），且年龄偏低（Ｐ＜０．００１），以及较高的糖
尿病（Ｐ＝Ｏ．０１３）、高血压（Ｐ＜０．００１）和血脂异常（Ｐ＜０．００１）患病率；住院期间肥胖组更多接受再
灌注治疗（Ｐ＝Ｏ．０１８），主要方式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Ｐ＜０．００１）；其他药物治疗以及病

死率ｉ组患者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访３个月以及１年，肥胖组更多服用阿司匝林（３个月：
Ｐ＝Ｏ．叭８；１年：Ｐ＝Ｏ．００２）和Ｂ受体阻滞剂（３个月：Ｐ＝０，０２５；１年：Ｐ＝０．０３０），而ＭＡＣＣＥ发生率和

累积生存率与体重正常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预测１年ＭＡＣＣＥ的危险冈素为年龄（船＝
１．０４５．９５％Ｃ，：１．０２８，１．０６２，Ｐ＜Ｏ．００１）、糖尿病（朋＝１．５３０，９５％ＣＩ：１．１０７—２，３０１，Ｐ＝０．０４１）、血脂
舁常（ＨＲ＝２．１２７，９５％ｃｆ：１．３１７～３．４３５，Ｐ＝Ｏ．００２）；保护因素为紧急ＰＣＩ（船＝ｏ，４７３．９５％Ｃｌ：
０．３０７～０．７２８，Ｐ＝０＋００１）、随访３个月时Ｂ受体阻滞剂的使用（ＨＲ＝Ｏ．３７３，９５％Ｃｌ：０．１９５～０．７１３，ＪＤ＝
０．００３）：结论ＳＴＥＭｌ肥胖组患者叮伴有更多的心』ＩＩＬ管病危险因素，虽获得更积极治疗，但其３
个月及１年时ＭＡＣＣＥ的发生率与体重正常组和超重组相当，并无明确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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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国家人群【Ｉ＇“，因种族差异，中国

ＢＭＩ＜２８．０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ｋｇ／ｍ２）和肥胖组（ＢＭＩ≥２８．０ ｋｇ／ｍ２）。

人界定肥胖的体重指数（ＢＭＩ）以及肥胖人群中不同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

ＢＭＩ所占的比例明显不同于其他种族人群，而肥胖

计量资料用均数（ｉ）±标准差（ｓ）表示，采用方差分

对中国人群中ＳＴＥＭ［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及预后

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检验比较三

影响目前尚缺少研究证实。为此进行本项研究。

组问疾病史、治疗史、人院情况、随访治疗及

对象与方法

ＭＡＣＣＥ的发生。采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绘制生存曲
线，并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三组的累积生存率。将本研

１．研究对象：本研究是辽宁地区２０家医院共同

究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及传统危险因素应用

参与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其中包括９家三

多因素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设定检验

甲级医院、１０家二甲级医院和１家三乙级医院，基本

效能为０．９，以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覆盖辽宁全省范围，所有参与医院均为当地医疗中

结

心。连续筛选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５月入院治疗
的ＳＴＥＭＩ患者（根据ＡＣＣ／ＡＨＡ的诊断标准ｂ１）。所

果

１．一般情况：共入选１４２９例患者，其中剔除

有入选患者病历中必须记录胸痛、胸闷、晕厥等症状

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ｚ

发作的确切时间，同时具备完整的ＢＭＩ资料，剔除

其中正常体重组４８５例（３３．９０％）、超重组７３６例

入院时间超过发病２４ ｈ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的发病

（５１．５０％）、肥胖组１９３例（１３．５０％）。随访完整的患

时间，无ＢＭＩ资料，非ＳＴＥＭＩ或合并其他严重疾病

者共１３８０例，随访率为９７．６％。以上三组患者分别

（外伤、恶性肿瘤、急性脑卒中、血液病、多脏器功能

失访１３、１８和３例。

衰竭等）患者。所有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５例（０．９８％），最终人组１４１４例。

２．基线情况及临床特征：正常体重组、超重组和

２．研究方法：收集入组患者一般基线情况（年

肥胖组的男性比例、年龄分布、高血压史、血脂异常

龄、性别、ＢＭＩ及病史等）、入院时症状、治疗情况、住

病史、糖尿病史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肥胖组男

院期间病死率、短期（随访３个月）和长期（随访１年）

性比例较体重正常组更高、年龄更低，且随ＢＭＩ的

的药物使用情况、主要心脑血管事件（ＭＡＣＣＥ）（心

增加，糖尿病、高血压及血脂异常的患病率明显升高

源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再次血运重

（表１）。

建及因ＭＡＣＣＥ再人院情况。主要观察终点事件是

３．住院治疗情况：正常体重组、超重组和肥胖组

随访１年的ＭＡＣＣＥ，次要观察终点事件是随访３个

接受再灌注治疗［包括溶栓、紧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月时的ＭＡＣＣＥ、临床表现、接受治疗及因ＭＡＣＣＥ

治疗（ＰＣＩ）和溶栓后进行补救ＰＣＩ］的比例分别为

再入院情况。

５３．４％、５０．３％和６１．７％（Ｐ＝０．０１８），三组患者接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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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拦氟尹（髫组３６）

项

）５８４＝３ｎ＝
组９１７３６
胖＝） 肥ｎ（（

（ｎ

男ｒ￡

３０７（６３ ３）

年龄（岁）。

５７３（７７．９）

６５．９０±１２ １８ ６１．９４±１１．８６
２２Ｊ３５±ｌ＿３６

ＢＭｌ（ｋｇ／ｍ：ｒ
心肌梗死病电

６（１．２）

７（Ｉ．０１

１３０（２６ ８）

２１８（２９．６）

精联病‘上

６８（１４．０）

高ｌｎＬｌｌ搜

１６９（３４．８）

ｍｌ脂异常史

２７（５．６）
２

吸娴史

２５．５５±１．１６

３６（７．４）Ｓ４（７．３）

心衰史
心绞痛‘史

使用率分别是４２．１％、４５．５％和５３．６％（Ｐ＝０．０２５）；随

ｉ组ＳＴＥＭＩ患者基线及临床特征
９３）

１５６（８０．８）＜Ｏ，００１
５８．０８±１３３６＜０，ｏｏｌ
３０，６３±３．９８

５７（７．７）

』

访１年时ｉ组阿司匹林使用率分别为６６．７％、７３＋８％
和７９．５％（Ｐ＝０．００２），Ｂ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分别为
３９．２％、４４．３％和５０．０％（Ｊｐ＝０．０３０）：见表３。
表３

ｉ组ＳＴＥＭＩ患者随访期间药物使用情况

１３（６．７）０．９５０
１（０．５）０．６８７

５３（２７．５）

１４３（１９．４）４３（２２．３）
３３３（４５．２）

Ｐ值
。一

１１３（５８．５）

０．５４ｌ
Ｏ．０１３
＜０．００ｌ

３８（１９７）＜Ｏ．ＯＯｌ

２（４３．７）

３４０（４６，２）８９（４６ Ｉ）

Ｏ．６７６

冠心病家族‘史

９０（１８．６）

１５３（２０８）４５（２３．２）

０．３５１

ｍ运羲建止

１５（３．１）

２０（２．７）８（４．１）

０．５８８

入院时室性心动
过速、心室纤颤

２９（６．０）

３５（４．８）８（４．１）０．５１７

心脏骤停

１５（３．Ｉ）

３１（４．２）

７（３．６）

０ ５９９

心源性休克

３０（６．２）

３９（５．３）

４（２．１）

０．０８９

Ｉ

３７７（７７．７）

５９４｛８０．７）

１７０（８８．Ｉ）

２

５９（１２．２）

７３（９．９）

１２（６．２）

３

１９（３．９）

３０（４．Ｉ）

７（３ ６）

４

３０（６．２）

３９（５．３）４（２．Ｉ）

Ｏ．０７７

Ｋｉｌｌｉｐ分级

注：辑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再分率（％）；４ｊ±ｓ；“无需

５．随访期间终点事件的发生情况：在３个月和１
年的随访中．总ＭＡＣＣＥ事件及发生心源性死亡、非
致死性心肌梗死、再次血运重建和脑卒中ｉ组间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肥胖组非致死性心肌梗死

经统汁学分析

的发生率较其他两组有升高趋势。在两次随访中因

急ＰＣＩ的比例分别是２９．３％、２５．１％和３８．３％（Ｊｐ＝

ＭＡＣＣＥ再入院ｉ组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其

Ｏ．００１）；ｉ组问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他汀等）

中肥胖组再入院率较其他两组有降低趋势（表４）。

治疗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住院期间ｉ组患者病死

表４两次随访期问ｉ组ＳＴＥＭＩ患者终点事件的发生情况

率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１１８）：见表２：
表２

ｉ组ＳＴＥＭＩ患者住院期间接受治疗及死ｒ情况

６．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将影响ＳＴＥＭＩ
注：ＡＣＥＩ／ＡＲＢ为１６ｌ锊紧张索转换酶抑制剂／巾【管紧张索Ｉｉ受体
拈抗荆

患者１年内发生ＭＡＣＣＥ的独立危险因素加入Ｃｏｘ
模型，并分析其，＃存曲线。因吸烟是影响ＭＡＣＣＥ

４．随访期间药物治疗情况：正常体重组、超重组

的重要危险因素，故也将其纳入模型，共计有１２个

和肥胖组随访３个月时阿司匹林使用率分别为

冈素进入Ｃｏｘ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年龄（ＨＲ＝

７１．０％、７５．５％和８１．３％（Ｐ＝０．０１８），Ｂ受体阻滞剂的

１．０４５，９５％ＣＩ：１．０２８～１．０６２．Ｐ＜Ｏ．００１）、糖尿病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ｖ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１２９１·

（瑚＝１．５３０，９５％ＣＩ：１．１０７—２．３０１，Ｐ＝０．０４１）、血脂
异常（职＝２．１２７，９５％ＣＩ：１．３１７。３．４３５，Ｐ＝０．００２）
是危险因素；紧急ＰＣＩ（舰＝０．４７３。９５％Ｃ１：０．３０７～

灌注治疗的比例最高，其中以ＰＣＩ为主，明显高于其

０．７２８，Ｐ＝０．００１）、随访３个月时服用Ｄ受体阻滞剂

义。④肥胖组两次随访时阿司匹林和Ｄ受体阻滞剂

（ＨＲ＝０．３７３，９５％Ｃｌ：０．１９５—０．７１３，Ｐ＝Ｏ．００３）是保

服用情况显著好于另两组患者。⑤两次随访

护因素。正常体重组，超重组和肥胖组的累积生存

ＭＡＣＣＥ的发生均无显著差别，但肥胖组心源性死

率分别是９７．６％、９３．６％和９５．５％，正常体重组的累积

亡、再次血运重建和因ＭＡＣＣＥ再人院的发生率最

生存率显著高于超重组（尸＝０．００３），正常体重组的

低，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发生率最高。

累积生存率与肥胖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⑥多因素Ｃｏｘ模型发现年龄、糖尿病、血脂异常是预

Ｏ．１６６）。见表５、图１。

测ＳＴＥＭＩ患者１年ＭＡＣＣＥ发生的危险因素；紧急

他两组；但在药物治疗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肥胖
组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最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表５影响ＳＴＥＭＩ患者１年内发生ＭＡＣＣＥ的多因素

ＰＣＩ、随访３个月时Ｂ受体阻滞剂的使用是预测１年

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

ＭＡＣＣＥ发生的保护因素；肥胖组患者的累积生存
率与正常体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总之，本研
究中肥胖组患者的近期及远期预后与体重正常组及
超重组相当，并无显著获益。
大量研究发现对于有心脏病的肥胖患者ｂ。１川，尽
管伴随更多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但肥胖患者的预
后要显著优于非肥胖者。本研究中肥胖组患者除与
上述研究有相同特征（年龄小，病变较轻）外，还具有
更多的再灌注和药物治疗，但却未发现肥胖组患者
的预后显著优于其他两组，且随访中还发现肥胖组
患者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ＢＭＩ
水平越高，左心室容量增加越多，心脏结构就越易发
生改变¨引，而后者的变化是发生ＭＡＣＣＥ的一个重
要危险因素。特别是肥胖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及血
脂异常即代谢综合征更使机体处于一种炎症和易发
生栓塞的状态¨“。引起内皮细胞功能失调、凝血因子
增加及血小板活性增强【Ｉ引，更易发生血管内血栓的
形成。此原因也许是导致本研究随访中肥胖组患者
较体重正常组和超重组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及脑卒中
发生率增加的原因。此外，除服用阿司匹林和Ｂ受体
阻滞剂外，其他的药物治疗在三组间无差异，未强化
对肥胖组患者代谢异常的控制。

圈１三组ＳＴＥＭＩ患者累积生存曲线

本研究多因素Ｃｏｘ模型分析发现，年龄、糖尿
病、血脂异常是预测１年ＭＡＣＣＥ发生的危险因素；

讨

论

本研究分析不同ＢＭＩ水平ＳＴＥＭＩ患者的临床

紧急ＰＣＩ、随访３个月时服用ｐ受体阻滞剂是预测１
年ＭＡＣＣＥ发生的保护因素。本研究中肥胖组患者

特征、治疗及近期和远期结局。发现：①ＳＴＥＭＩ患

的保护因素有低年龄、更多采用再灌注和药物治疗，

者中超重和肥胖组占总人数的６５％。②正常体重组

危险因素为糖尿病和血脂异常。本研究中ＳＴＥＭＩ

平均发病年龄为（６５．８４±１２．３０）岁，肥胖组为
（５７．７７±１３．１８）岁，后者发病年龄偏低；肥胖组中糖

的肥胖患者虽有很多保护因素，但未出现更好的预

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发病更高；肥胖组患者人
院时症状发生率较低，心功能较好，但与体重正常组
和超重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肥胖组患者接受再

后，可能其中还存在其他混杂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在多因素Ｃｏｘ模型中肥胖并不是直接影响
ＳＴＥＭＩ长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但肥胖却是多种
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控制体重仍是冠心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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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２，

预防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不是随机对照研究，样本

ｃｏｈｏｎ ｏｆ ４８８０

来自同省地区，随访观察时间较短，存在一定局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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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２０１０．３１：２２２—２２６．

【６］Ｒｏｍｅｒｏ－ＣｏｒｔａｌＡ，ＭｏｎｔｏｒｉＶｉｏｌ，ＳｏｍｅｒｓＶＫ．ｅｔ

性，还需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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