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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选择素水平对不稳定心绞痛患者 MACE发生率的影响*

肖智谦,龙运玲,彭湘南,李其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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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血浆P-选择素水平对不稳定心绞痛(UAP)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影响。方法:选择2014年3
月至2015年9月广西北海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收治的156例UAP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基线血浆P-选择素水平将患者分

为两组,其中A组76例(P-选择素>160.6μg/L),B组80例(P-选择素<160.6μg/L)。随访90d后,比较两组患者MACE发

生率。结果:A组中,4例患者(5.3%)心脏性死亡,10例(13.2%)出现心肌梗死,40例(52.6%)出现恶性心律失常;B组1例

(1.2%)心脏性死亡,4例(5.0%)出现心肌梗死,16例(20.0%)出现恶性心律失常。A组的 MACE发生率(71.1%)明显高于

B组(26.2%)(χ2=31.339,P <0.05)。结论:血浆高水平P-选择素的UAP患者更容易发生 MACE。
关键词 不稳定心绞痛;P-选择素;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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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P-selectinonmajoradversecardiacevents(MACE)inpatientswithunstableangina
XiaoZhiqian,LongYunling,PengXiangnan,LiQiwang.(TheAffiliatedHospitalofBeihaiHealthSchool,
Beihai536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plasmaP-selectinlevelontheincidenceofMACEinpa-
tientswithunstableanginapectoris(UAP).Methods:156UAPpatientsinourhospitalfromMarch2014to

September2015wereselectedanddividedintotwo
groupsaccordingtotheplasmaP-selectinlevel:76
casesingroupAwithP-selectinlevel>160.6μg/

L,and80casesingroupBwithP-selectin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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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μg/L.Allcaseswerefollowedupfor30days,theincidenceofMACEwascomparedbetweenthetwo
group.Results:TheincidenceofMACEingroupAwas71.1%,which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
groupB(26.2%)(P<0.05).Conclusion:PatientswithahighplasmalevelofP-selectinweremorelikelyto
sufferMACE.
Keywords unstableangina;P-selectin;majoradversecardiacevents

  不稳定心绞痛(unstableanginapectoris,UAP)
是 急 性 冠 脉 综 合 征 (acutecoronarysyndrome,

ACS)中常见的类型之一,其主要病理改变为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表面破损及出现裂纹等,继而

发生出血和血栓形成,导致冠状动脉不完全或完全

堵塞,从而导致心肌缺血、缺氧。随着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的进展,患者可出现多种并发症,如恶性心

律失常、心肌梗死及心脏性死亡等主要不良心血管

事件(majoradversecardiacevents,MACE)[1]。既

往研究表明,UAP患者冠脉血栓的形成和发展与炎

症反应密切相关,炎症反应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5]。P-选择素是一种

相对分子质量约为140000的糖蛋白,主要分布在

血管内皮细胞的 Weibe-lPalade小体膜上及血小板

α颗粒膜上[6-9]。多项研究表明,P-选择素与炎症反

应密切相关,也是反应血小板活化状态的新型生物

标志物之一[10-13]。但 血 浆 P-选 择 素 水 平 是 否 与

UAP患者的预后有关目前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

探讨血浆P-选择素水平与 UAP患者 MACE发生

率的关系,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3月至2015年9月

广西北海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门诊和住院收治的

156例 UAP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准:
(1)均符合1979年WHO制定的UAP诊断标准[3];
(2)年龄>18岁;(3)对本次研究知情,并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急性心肌梗死,包括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和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2)
合并有感染及创伤患者;(3)合并有外周血管疾病、
脑血管病、恶性肿瘤、慢性结缔组织病、血液病、免疫

疾病及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患者;(4)严重心功能不全

患者;(5)配合度差,或拒绝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
根据基线血浆P-选择素水平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

A组76例(P-选择素>160.6μg/L),B组80例(P-
选择素<160.6μg/L)。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见
表1。本研究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A组
(n=76)

B组
(n=80) t/χ2 P

年龄/岁,x±s 58.2±6.2 57.8±6.4 0.396 0.693
性别(男/女),n 30/26 43/37 0.000 0.984
吸烟,n(%) 6(7.9) 8(10.0) 1.040 0.308

高血压,n(%) 10(13.2) 12(15.0) 0.001 0.980
高血脂,n(%) 11(14.5) 13(16.3) 0.094 0.759
糖尿病,n(%) 9(11.8) 9(11.3) 0.013 0.908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UAP治疗指南推

荐的治疗方案,主要药物包括硝酸酯类、ACEI、β受

体阻滞剂、抗血小板凝集剂及调脂药(10mg辛伐他

汀,1次/d,每隔4周对剂量进行1次调整,最大剂

量<40mg/d,连续治疗90d)。

1.3 随访 通过电话询问、家访等方式对两组患者

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为90d,观察并统计两组患者

MACE发生率,包括心肌梗死、心脏性死亡及恶性

心律失常。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

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A组 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B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2 两组 MACE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心脏性
死亡 心肌梗死 恶性心

律失常 合计

A组(n=76) 4(5.3) 10(13.2) 40(52.6) 54(71.1)
B组(n=80) 1(1.2) 4(5.0) 16(20.0) 21(26.2)

χ2 31.339
P 0.000

3 讨 论

  P-选择素是相对分子质量为140000的糖蛋

白,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 Weibe-lPalade小体膜

上及血小板α颗粒膜上,在受到组织胺、凝血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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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酯和钙离子载体的刺激后,其迅速在质膜上表

达,缺氧/再氧化或氧自由基也可诱导表达。P-选择

素主要介导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在内皮细胞表面的滚

动、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与血小板的黏附,在血栓形成

过程中,P-选择素起着始动作用,单核细胞通过P-选
择素黏附于缺损处的血小板,并由这些单核细促使

纤维沉积。此外,P-选择素促使组织因子释放,促进

整个反应全过程,组装止血所需的各种细胞成分;P-
选择素还作为黏附分子与循环中的多形核白细胞的

配基作用捆绑多形核白细胞,抵抗血流的高剪切力,
有利于其他细胞黏附分子的共同作用和血小板凝活

因子对多形核白细胞激活;P-选择素尚可直接促进

血小板间的黏附作用。总而言之,P-选择素不仅对

血小板的聚集作用,而且对血小板的黏附起也具有

重要作用,在血栓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不稳定心

绞痛本质为动脉粥样硬化,其发生、发展及转归为黏

附介质、炎症介质在血管中参与慢性炎症过程,最终

导致血栓形成和冠脉供血不足[4-5]。UAP患者转归

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及影响动脉粥样硬化发

生、发展危险因素密切相关性[6-7]。P-选择素为临床

中反映血小板激活和释放特异性指标,血小板激活

和释放,促进冠状动脉血栓发生[14-16],是 UAP恶化

发展主要危险因素。目前较多研究表明,UAP患者

机体内血小板激活和释放水平较明显,从而反映血

栓形成风险较高,导致冠状动脉不完全或完全堵塞

引起心肌缺血、缺氧,UAP患者病情进展恶化出现

MACE,包括严重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

等[1,13]。但是,关 于 P-选 择 素 水 平 对 UAP 患 者

MACE发生率影响,目前国内外的队列研究不多。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P-选择素的 UAP患

者MACE发生率增高,提示临床可把P-选择素水平

作为判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和血栓形成风

险的指标,以预测UAP患者预后情况,为探求科学

作出UAP危险分层的标志物提供初步基础。本研

究的局限和有待改善的是队列样本量小、观察时间

短,计 划 条 件 许 可 时 继 续 进 行 P-选 择 素 水 平 与

MACE发生率之间的量化研究,即不同浓度P-选择

素水平与 MACE发生率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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