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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自然人群血尿酸对冠状动脉钙化的影响。方法２０１２年４—７月对９０３

名（男３７～７６岁，女４２—７６岁）北京市西山社区人群进行心血管危险因素调查、血生化检查及ｃＴ
冠状动脉钙化扫描。结果尿酸水平位于第１四分位数（１ Ｑ）、２—３ Ｑ、４ Ｑ人群的冠状动脉钙化
率分别为３７．２％、４５．５％、６０．６％（Ｐ＜０．００１），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分别为（１０９．７±３３３．１）Ａｕ、（１３３．９±
３５６．９）Ａｕ、（２００．８±４５９４）Ａｕ（Ｐ＜０．００１）。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随尿酸水平升高冠状动
脉钙化风险增加（２—３ Ｑ：０Ｒ＝１．４ｌ，９５％ｃ，：１．０２～１．９５，Ｐ＝０．０４０；４ Ｑ：ＤＲ＝２．６０，９５％“：１．７８～
３．８０，Ｐ＜０．００１），但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尿酸与冠状动脉钙化的关系消失（２～３ Ｑ：０Ｒ＝
０．９２，９５％ｃ，：０．６０。１．４３，ＪＰ＝０．７１３；４０：ＤＲ＝１．３８，９５％“：０．８０。２．３９，Ｐ＝０．２４７）。结论北京市
社区人群冠状动脉钙化率及钙化程度随尿酸水平升高而增加，但血尿酸水平并非冠状动脉钙化的
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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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常与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２型糖尿病、血
脂紊乱等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并存，对其是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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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钙化风险还存在争议ｂ＿６｜。为此本研究通过

通信作者：吕滨，Ｅｍａｉｌ：ｂｌｕ＠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动脉钙化的关系，探讨尿酸对冠状动脉钙化的影响。

描述北京社区人群不同尿酸水平各项危险因素及冠
状动脉钙化分布，分析尿酸、心血管危险因素及冠状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６月第３４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６

较采用非参数检验（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ｖ ｕ检验和
对象与方法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日检验）。采用Ｓｐｅａ瑚ａｎ相关分析描

１．研究对象：２０１２年４—７月对北京市西山社区

述血尿酸与各项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单因素及多因

１０５１名（男３７～７６岁，女４２～７６岁）人群进行问卷
调查和血生化检查，其中排除冠状动脉支架植入３４

素Ｂｉｎａｒｙ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描述各项危险因素对冠
状动脉钙化风险（以０尺值描述）。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例，冠状动脉搭桥１２例，起搏器植入１例，恶性肿瘤

有统计学意义。

１０例，肾功能衰竭６例（血ｃｒ＞１３４ Ｈｍｏ儿），拒绝冠

结

状动脉钙化扫描８５例，最终９０３人接受ｃＴ冠状动脉
钙化扫描。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经课题伦理委员会
批准的知情同意书。

果

１．一般情况：最终９０３人接受冠心病危险因素
问卷调查、血生化检查及ＣＴ冠状动脉钙化扫描。其

２．研究方法：

中男性４３１人（４７．７％），年龄（６０．３０±１１．０２）岁，血尿

（１）流行病学调查：专业培训人员对研究对象采

酸为（３１４．２７±９１．５２）ｕｍｏ儿，冠状动脉钙化率为

用标准化问卷调查，内容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

４７．２％（４２６／９０３）。

尿病、冠心病患病和治疗以及吸烟史（调查前３０ ｄ内

２．不同血尿酸水平组危险因素及冠状动脉钙

在吸者）、饮酒史（每天１００ ｇ，连续饮酒＞５年者）。

化分布：按血尿酸水平将该人群分为第１四分位数

统一测量身高、体重、血压（均测量３次，取后２次均

（１ Ｑ）、第２～３四分位数（２。３ Ｑ）、第４四分位数

值），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生化指标检测：统一采集研究对象空腹静脉

（４ Ｑ）３个组，各组危险因素和冠状动脉钙化分布见

表１。随尿酸水平升高冠状动脉钙化率（３７．２％粥．

血５ ｍｌ，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检验中心采用全自动

４５．５％慨６０．６％，Ｐ＜０．００１）及ＣＡＣＳ［（１０９．７±

生化分析仪（ＢｅｃｋｍａＩｌ

３３３．１）ＡＵ掷．（１３３．９±３５６．９）ＡＵ秽ｓ．（２００．８±４５９．４）

Ｄｘ ８００，Ｂｅｃｋｍａｌｌ．ｃｏｕｈｅｒ，

ｕＳＡ）统一检测ＦＰＧ（葡萄糖氧化酶法）、ＴＣ（ＧＰＯ．
ＰＡＰ法）、ＴＧ（ＧＰＯ—ＰＡＰ法）、ＨＤＬ．Ｃ和ＬＤＬ—Ｃ（选择

Ａｕ，Ｐ＜０．００１）］依次增高。
表ｌ按尿酸水平分组危险因素及冠状动脉钙化分布比较
特征

性可溶化法）、血尿酸（酶比色法）、Ｃｒ（苦味酸法）。
（３）ＣＴ冠状动脉钙化扫描及钙化积分测量：应
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６４一ＭＤ ｃＴ（１ｉ曲ｔ ｓｐｅｅｄ Ｖ ｃＴ）
扫描冠状动脉钙化。扫描参数为电压１２０ ｋＶ，电流
２００
３５０

ｍＡ，准直器宽度０．６２５ ｍｍ，机架旋转时间
ｍｓ，ＤＦＯＶ／ｓＦＯＶ为５０

ｃｍ／２５

ｃｍ，矩阵５１２×

５１２，层厚２．５ Ｈｕｎ，扫描范围为气管隆突下至心尖

部。吸气后１次屏气完成扫描，扫描时间５～６ ｓ。采
用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在７０％Ｒ—Ｒ间期±５０

ｍｓ

采集数据。采用Ａｗ４．３工作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ｗｏｒｋｓｔａｔｉｏｎ，４．３版）对扫描图像进行后处理，应用
ｓｃｏｒｅ分析软件Ａｇａｔｓｔｏｎ法计算冠状动脉钙化
积分（ｃＡｃｓ），计量单位为Ａｇａｔｓｔｏｎ ｕｎｉｔ（Ａｕ）。冠
状动脉分支的观察分为左主干、左前降支、左回旋支
ｓｍａｎ

和右冠状动脉４支，得出各支冠状动脉的ＣＡＣＳ及
总ＣＡＣＳ，ＣＡＣＳ＞０为存在冠状动脉钙化。

１

男性“

Ｑ组

２～３

Ｑ组

４

Ｑ组

Ｐ值

４８．３（２１８）

年龄（岁）６

５７．７４±９．０８

５８．ｏｌ±９．７６

５８．７２±１０．１９

ＢＭＩ（ｋ∥ｍ２）６

２４．２８±３．７３

２５．３８±３．２７

２６＿３３±３．３５＜０．００ｌ

ｈｓＣＲＰ（ｍ叽）６

６４．４９±１１．５８

７４．３１±１４．１３

８３．８９±１４．９４＜０．００ｌ

Ｃ“ＬＬｍｏｌ／Ｌ１

６

１．７３±２．１３

２．１１±２．４０

７３．０（１６５）

＜Ｏ．００１

２１．２（４８）

２．５１±２．３８

１３０．４４±１９．３７ １３４．８７±１８．２９ １３５．７０±１７．０６

ＳＢＰ（ｍｍ Ｈ２）６
ＤＢＰ（ｍｍ Ｈｇ）６
６

７８．７８±９．９９

８２．５８±９．８７

０．４９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ｌ

８４．４０±１０．５７＜０．００ｌ

１０８．００±１８．４６ １１４．５８±３６．８０ １１４．３７±３５．４５

０．６６５

ＴＣ（ｍｇ／ｄ１）６

２０３．０８±３７．０６ １９９．５ｌ±３４．３４ １９９．６０±３６．８４

０．２６５

ＴＧ（ｍ∥ｄ１）６

１１５＿８７±５７．１３ １４０．５６±６６．０３ １５６．９５±７６．７３＜０．００ｌ

ＦＰＧｆｍｍｏｌ／Ｌ１

ＨＤＬ－Ｃ（ｍ∥ｄ１）６

５８．８７±１４．１４

５１．８２±１２．２３

４８．０８±１０．４５＜０．００１

吸烟。

１５．９（３６）

３１．３（１４１）

４５．１（１０２）

饮酒。

９．７（２２）

２４．２（１０９）

３９．４（８９）

＜０．００ｌ

４５．５（２０５）

６０．６（１３７）

＜０．００ｌ

钙化率。
ＣＡＣＳ（ＡＵｌ

３７．２（８４）
６

ｌｎｆＣＡＣＳ＋ｎ

１０９．７０±３３３．１
６

１．６４±２．３９

０．ｏｏｌ

１３３．９０±３５６．９ ２００．８０±４５９．４＜０．００ｌ
２．０４±２．５５

２．８３±２．６５＜０．００ｌ

注：。括号内数据为人数，括号外数据为率（％）；６；±ｓ；ｈｓｃＲＰ为
ｃ反应蛋白

３．尿酸水平与各危险因素相关性分析：血尿酸
ｗｉｎｄｏｗｓ

水平与性别（ｒ＝０．３９）、年龄（ｒ＝Ｏ．０５）、ＢＭＩ（ｒ＝

（ｓＰＳＳ Ｉｎｃ．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ｌｉｎｏｉｓ）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

０．２３）、ｈｓＣＲＰ（ｒ＝０．２０）、血Ｃｒ（ｒ＝０．４８）、ＳＢＰ（ｒ＝

布资料描述采用；±ｓ，计数资料描述采用率，多组间

０．１３）、ＤＢＰ（ｒ＝Ｏ．２０）、ＴＧ（ｒ＝０．２９）、吸烟（ｒ＝０．２３）、

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组间率的比较采用）ｃ２检

饮酒（ｒ＝０．２６）呈正相关（Ｐ值均＜０．０５），与ＨＤＬ．Ｃ

验。ＣＡＣＳ描述采用孑±ｓ及ｌｏｇ。。（ＣＡＣＳ＋１）即ＬＮ

呈负相关（ｒ＝一０．３２，Ｐ＜０．００１），见表２。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 ｆｏｒ

（ｃＡＣＳ＋１）转换后的ｉ±ｓ表示。各组问ＣＡＣＳ的比

４．尿酸与冠状动脉钙化相关性分析：尿酸与冠

·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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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尿酸与各危险因素及冠状动脉钙化的相关性分析

Ｏｉｋｏｎｅｎ等㈨研究显示尿酸与ＢＭＩ、腰围、肾小球滤

特征

过率、血压、血脂、吸烟、饮酒、ｈｓＣＩ冲呈正相关，与

ｒ值

Ｐ值

年龄

０．０５

０．０３７

男性

０．３９

＜Ｏ．００１

ＢＭｌ

０．２３

ｈｓＣＲＰ
Ｃｒ

特征
ＦＰＧ

ｒ值

Ｐ值

０．０４

Ｏ．１８３

ＴＣ

一０．０２

Ｏ．６４６

＜Ｏ．ｏｏｌ

ＴＧ

０．２９

＜Ｏ．００１

多项研究显示尿酸增加冠状动脉钙化风险，但

Ｏ．２０

＜Ｏ．００ｌ

ＨＤＬ—Ｃ

一０．３２

＜Ｏ．００１

是否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还存在争

０．４８

＜０．ＯＯＩ

吸烟

０．２３

＜Ｏ．００１

议。Ｌｕｃａ等＂１研究显示尿酸水平上三分位者冠心病

ＳＢＰ

０．１３

＜０．００１

饮酒

０．２６

＜０．００１

发病风险（０Ｒ＝１．１８，９５％口：１．０４～１．３２）较下三分

ＤＢＰ

０．２０

＜Ｏ．００１

１ｎ（ＣＡＣＳ＋１）

０．１７

＜０．００１

ＨＤＬ．Ｃ负相关，与本文结果一致。

位者升高，但校正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后这种风险

状动脉钙化［１ｎ（ＣＡＣＳ＋１）］呈正相关（ｒ－０．１７，Ｐ＜

消失（Ｏ尺＝１．０６，９５％讲：０．９３～１．２１）。Ｃｏｕｔｉｌｌｌｌｏ等［９】

０．００１），单因素ｌｏ百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随尿酸水平增
高冠状动脉钙化风险增加，以血尿酸水平１ Ｑ组为

对高血压患者的研究显示，在校正传统心血管病危

参照，２～３ Ｏ组（０Ｒ＝１．４１，９５％“：１．０２～１．９５，Ｐ＝

但Ｋａｙａ等口叫对近１０００例行冠状动脉ｃＴ血管造影

０．０４０）及４ Ｏ组（ＤＲ＝２．６０，９５％ｃ，：１．７８～３．８０，Ｐ＜

患者的研究显示，校正多项传统危险因素后尿酸独

０．００１）冠状动脉钙化风险均增加；纳人性别、年龄、

立增加冠状动脉钙化风险及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程

ＢＭＩ、Ｃｒ、ｈｓＣＲＰ、ＳＢＰ、ＤＢＰ、ＦＰＧ、ＴＣ、ＴＧ、ＨＤＬ—Ｃ、

度。本文单因素分析显示社区自然人群冠状动脉钙

吸烟、饮酒后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尿酸对冠

化风险及钙化程度随尿酸水平增高明显增加，但校

状动脉钙化的风险消失（２～３ Ｏ组：ＤＲ＝０．９２，９５％ｃ，：

正性别、年龄、血糖、血脂、吸烟、饮酒、肾功能、

Ｑ组：ＤＲ＝１．３８，９５％ｃ，：

ｈｓＣＲＰ多项心血管危险因素后，尿酸并非冠状动脉

０．８０～２．３９，Ｐ＝０．２４７），仅年龄、性别、血Ｃｒ、ＳＢＰ、

钙化的独立危险因素，仅男性、年龄、Ｃｒ、ｓＢＰ、ＦＰＧ、

ＦＰＧ、ＴＣ、吸烟为冠状动脉钙化独立危险因素（表３）。

ＴＣ及吸烟独立增加冠状动脉钙化风险。

０．６０～１．４３，Ｐ＝Ｏ．７１３；４

险因素后血尿酸并不独立增加冠状动脉钙化风险。

本研究存在不足。仅采用一次血尿酸化验结果

表３冠状动脉钙化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作为诊断高尿酸血症标准，未能纳入受试者病程及
尿酸波动状态等因素进行分析；且仅纳入北京社区
人群，代表性受限，结论外推存在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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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ｄｉｃｔ ｍ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ａ１１ｄ ｍｏｒＤｈｏｌｏｇｖ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ｔｈｅｍｓｃｌｅｍｓｉｓ

ｔｏｍｏ肿ｐｈＶ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ｌ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２０１０，２１３（１）：１７８—１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一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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