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4  ·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5 年 1 月第 22 卷第 1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January 2015，Vol.22，No.1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15.01.024
基金项目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ZR2010HL031）
通讯作者 ：孙树印，Email ：ssy7668@163.com

·论著·

老年人眼底微血管病变与急性冠脉事件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社区的 1 743 例病例对照分析

徐扬 闫中瑞 孙树印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山东  济宁  272011）

【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人眼底微血管病变与急性冠脉事件（ACE）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基于社区的

病例对照方法，选择山东省济宁市兴隆庄煤矿社区 1 743 例年龄≥60 岁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

验室检查。选取符合 ACE 诊断标准的 139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1 509 例确定未患 ACE 作为对照组。采集两组

性别、年龄、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尿病、文化程度、体育锻炼、眼底微血管病变、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三酰甘油（TG）、收缩压、舒张压、体质量指数（BMI）进行单因素分

析，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 ACE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ACE 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吸烟、高血压、糖尿病、LDL-C、收缩压、舒张压、

BMI、眼底微血管病变（P＜0.05 或 P＜0.01）。在眼底微血管病变中，观察组动静脉交叉征〔44.6%（62/139）比

27.8%（419/1 509）〕、硬性渗出〔9.4%（13/139）比 4.9%（74/1 509）〕、棉絮斑〔19.4%（27/139）比 7.3%（110/1 509）〕

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P＝0.002，优势比（OR）＝1.06，

95% 可信区间（95%CI）＝1.04～1.09〕、吸烟（P＝0.032，OR＝2.17，95%CI＝2.04～2.30）、眼底微血管病变（P＝

0.010，OR＝2.33，95%CI＝0.97～1.27）、高血压（P＜0.001，OR＝5.21，95%CI＝4.11～6.36）、糖尿病（P＝0.021，

OR＝1.03，95%CI＝1.01～1.05）及 LDL-C（P＝0.020，OR＝2.80，95%CI＝2.65～2.99）是发生 ACE 的独立危险

因素。结论 眼底微血管病变是发生 ACE 的独立危险因素，眼底血管照相检查可以作为预测 ACE 的检查方法。
【关键词】 急性冠脉事件 ； 眼底微血管病变 ；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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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tinal microvascular disease and acute coronary 
event (ACE) among aged people. Methods A controlled study for senile people in communities was conducted. 
Xinglong Zhuang Coal Mine Community in Jini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was chosen to carry out the study, and the 
residents in that area aged ≥ 60 years were asked to take questionnaire survey, physical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There were 139 cases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ACE be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1 509 cases without ACE 
were assign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gender, age, smoking, alcohol intake, hypertension, diabetes mellitus, education, 
physical exercise, retinal microvascular disease, fasting blood-glucose,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in (H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in (LDL-C), triacylglycerol (TG), systolic pressure, diastolic pressure, body mass index 
(BMI) were collected in the two groups to perform univariate analysis. Multivariate no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for the factor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o screen out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that could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ACE. Results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e risk factors that might cause the occurrence of 
ACE included age, gender, smoking, hypertension, diabetes mellitus, LDL-C, systolic pressure, diastolic pressure, BMI, 
and retinal microvascular disease (P < 0.05 or P < 0.01). In the ACE patients of observation group, the rates of presence 
of arteriovenous crossing sign [44.6% (62/139) vs. 27.8% (419/1 509)], hard exudates [9.4% (13/139) vs. 4.9% (74/1 509)] 
and cotton-wool patches [19.4% (27/139) vs. 7.3% (110/1 509)] in retinal microvascular diseas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age [P = 0.002, odds ratio  
(OR) =1.0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 1.04 - 1.09], smoking (P = 0.032, OR = 2.17, 95%CI = 2.04 - 2.30), 
retinal microvascular disease (P = 0.010, OR = 2.33, 95%CI = 0.97 - 1.27), hypertension (P < 0.001, OR = 5.21, 
95%CI = 4.11 - 6.36), diabetes mellitus (P = 0.021, OR = 1.03, 95%CI = 1.01 - 1.05) and LDL-C (P = 0.020, OR =  
2.80, 95%CI = 2.65 - 2.99)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of ACE. Conclusions Retinal 
microvascular disease is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occurrence of ACE. The retinal angiography can be a useful 
examination to forecast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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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冠脉事件（ACE）是由心肌缺血引起的临

床上重要的危急重症，因此，预测 ACE 的发生风险

尤为重要。近期研究表明，眼底动脉硬化可作为缺

血性脑卒中发病的预测因子［1］。眼底微血管病变

是否也可预测 ACE 尚无定论，眼底照相技术的应用

使眼底病变的研究水平、可靠程度均有明显提高。

研究发现眼底微血管病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冠状

动脉（冠脉）的病变程度［2-3］，此类研究均以住院患

者为研究对象，偏倚和混杂因素多且缺乏对照等，临

床意义不大。本研究以社区为基础，观察社区≥60

岁的人群，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眼底微血管

病变与 ACE 发病的相关性，为预防有针对性地制定

ACE 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报告如下。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山东省济宁市兴隆庄煤矿社区

年龄≥60 岁的 1 743 例居民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 无脑卒中、脑肿瘤病史 ； ② 无散瞳药物过敏史和

前房角狭窄病史 ；③ 无明显肝、肾、心功能衰竭，严

重感染，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病史 ； ④ 无

各种眼部炎症、严重白内障，近半年无眼部手术史。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取得受试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观察指标 ：对所有研究人群进行危险因素调

查，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问卷调

查内容为人口学资料、吸烟和饮酒史、个人病史、文

化程度及体育锻炼等。体格检查包括血压、身高、体

质量。实验室检查为空腹血糖、三酰甘油（TG）、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等生化指标。

1.2.2 眼底血管病变 ：对所有入选人群进行眼底照

相检查，0.5% 托吡卡胺 1～2 滴点双眼扩瞳，20 min

后进行眼底照相。应用重庆康华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 APS-AER 数字眼底造影检查仪，记录下列

眼底变化 ： ① 动静脉交叉征（AVN）：静脉被隐蔽、

变尖、在交叉处远端肿胀和静脉偏向； ② 微血管瘤：

边界清楚的红或暗红色斑点，可位于棉絮斑边缘，

可位于末梢小动脉或小静脉之上，也可位于出血斑

中心，大小不等，有的小如针尖，有的大至视网膜小

血管直径，边界清楚光滑 ； ③ 硬性渗出 ：为黄白色

边界清楚的蜡样斑点 ； ④ 棉絮斑 ：为边界不清的灰

白色斑 ； ⑤ 出血斑 ：呈线条状，火焰状或者放射状。

少数位于视网膜的深层，呈圆形或不规则型。

 眼底血管病变分级按 Keith-Wagener 法分成 

4 级［4］，Ⅰ级 ：视网膜动脉功能性狭窄或合并轻度硬

化，此种改变主要发生于第二分支及以下的分支 ；

Ⅱ级 ：视网膜动脉的硬化程度比第Ⅰ级明显，动静

脉交叉处常可见不同程度的病理改变，动脉管径狭

窄而不均匀 ；Ⅲ级 ：除视网膜动脉狭窄与硬化外，尚

有视网膜水肿，棉絮状斑、硬性渗出、出血斑、微血管

瘤等视网膜病变 ；Ⅳ级 ：除第Ⅲ级改变外，并有视神

经乳头水肿。为统计方便将 4 级分为轻度组（Ⅰ级）

和中重度组（Ⅱ、Ⅲ、Ⅳ级）。

1.2.3 ACE 发病情况调查：直接询问受试者或家属，

由省、市、县级医疗单位临床确诊曾有 ACE 病史，并

由调查人员核查门诊或住院病历。ACE 的诊断标

准 ：典型的缺血性心前区疼痛再加下列任意 1 项 ：

心电图 2 个以上导联 ST 段升高、ST 段压低或 T 波

倒置，且血肌钙蛋白 T（c-TnT）和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升高 ；无 c-TnT 和 CK-MB 升高的患者，

入院 48 h 内行冠脉造影检查示有易损斑［5-6］。

1.2.4 ACE 发病的相关因素指标定义及诊断标准 ：

各计数资料变量赋值情况见表 1。

表 1 计数资料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情况

性别 女性＝ 0，男性＝ 1

文化程度 文盲、初中及以下＝ 0，高中、中专及以上＝ 1

吸烟 不吸烟＝ 0，吸烟＝ 1

饮酒 不饮酒＝ 0，饮酒＝ 1 

体育锻炼 不进行体育锻炼＝ 0，进行体育锻炼＝ 1

眼底微血管病变 正常＝ 0，Ⅰ级＝ 1，Ⅱ、Ⅲ、Ⅳ级＝ 2

1.2.4.1 吸烟 ：每天吸烟 5 支以上，一生中连续或累

计吸烟 6 个月或以上。

1.2.4.2 饮酒 ：每天平均饮酒所含乙醇量超过 30 g。

1.2.4.3 体育锻炼 ：每周参加体育锻炼 2 次以上，每

次超过 30 min，包括跑步、跳舞、气功、游泳、球类运

动、步行等。

1.2.4.4 体质指数（BMI）＝体质量 / 身高 2（kg/m2）。

1.2.4.5 高血压 ：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9

年基层版）［7］：在未使用任何降压药物情况下，收缩

压≥140 mmHg （1 mmHg＝0.133 kPa）和（或）舒 张

压≥90 mmHg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使用

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然低于 140/90 mmHg，亦可诊

断为高血压。

1.2.4.6 糖尿病：按照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8］，空腹血糖≥7.0 mmol/L 或餐后 

2 h 血糖≥11.1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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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 血脂 ：禁食 12 h 后取空腹静脉血，用酶法

测定 TG、LDL-C、HDL-C。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

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 ACE 危险因素的多因

素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线特征 ：共调查 1 743 例，其中 234 例不符

合纳入标准或冠心病资料不完整被剔除。符合条

件者共 1 509 例，其中男性 649 例，女性 860 例 ；139

例曾有 ACE 病史（ACE 组），现患率为 9.21%，1 370

例无 ACE 病史（对照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

响 ACE 发病的危险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吸烟、高血

压、糖尿病、LDL-C、收缩压、舒张压、BMI、眼底微血

管病变（均 P＜0.05 ；表 2）。

2.3 ACE 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4）： 

以有无 ACE 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吸烟、高血压、

糖尿病、LDL-C、收缩压、舒张压、BMI、眼底微血管

病变为自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

龄、吸烟、糖尿病、高血压、LDL-C 及眼底微血管病

变是发生 ACE 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表 2 139 例既往有 ACE 病史与 1 370 例无 ACE 病史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有 ACE 病史 无 ACE 病史 统计量 P 值

例数（例） 139 1 370

男性（例）   68    581 4.82 0.029

年龄（岁，x±s） 70.7±  4.9 67.1±  5.4 5.91 ＜0.001

吸烟（例）   39    294 3.18 0.048

饮酒（例）   49    421 1.20 0.260

高血压（例）   67    321 40.53 ＜0.001

糖尿病（例）   55    269 29.73 ＜0.001

文化程度（例） 初中以下 101    954 0.55 0.610

       高中、中专以上   38    416

体育锻炼（例）   47    519 0.89 0.370

收缩压（mm Hg，x±s） 151.00±18.27 137.00±16.30 8.69 ＜0.001

舒张压（mm Hg，x±s） 96.00±  9.43 82.00±  7.60 9.76 ＜0.001

BMI（kg/m2，x±s） 26.48±  6.45 25.14±  5.87 2.35 0.030

眼底微血管病变（例） 正常   69    857 11.68 ＜0.001

          轻度   39    380

          中重度   31    133

空腹血糖（mmol/L，x±s） 6.18±  2.93 5.89 ±  2.18 1.42 0.150

HDL-C（mmol/L，x±s） 1.38±  0.29 1.40±  0.34 0.69 0.550

LDL-C（mmol/L，x±s） 3.23±  0.82 2.98±  0.57 3.52 ＜0.001

TG（mmol/L，x±s） 2.01±  0.28 1.98±  0.19 1.25 0.280

表 3 ACE 组与对照组眼底微血管病变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眼底微血管病变〔例（%）〕

AVN 硬性渗出 微血管瘤 棉絮斑 出血斑

ACE 组    139 44.6（  62） 9.4（13） 7.9（11） 19.4（  27） 6.5（  9）

对照组 1 370 30.6（419） 5.4（74） 6.5（89） 8.0（110） 4.9（67）

χ 2 值 11.39 5.69 0.41 8.08 0.66

P 值   0.00 0.02 0.52 0.00 0.41

表 4　ACE 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sx 值 χ 2 值 P 值 OR 值 95%CI

年龄 0.70 0.02 11.42 0.002 1.06 1.04～1.09

吸烟 0.23 0.41   4.17 0.032 2.17 2.04～2.30

糖尿病 0.23 0.21   5.98 0.021 1.03 1.01～1.05

高血压 1.45 0.24 111.5 0.000 5.21 4.11～6.36

LDL-C 0.95 0.31 11.10 0.020 2.80 2.65～2.99

眼底微血管病变 1.11 0.39 10.22 0.010 2.33 0.97～1.27

2.2 ACE 组与对照组眼底微血管病变发生率比较

（表 3）：ACE 组各种眼底病变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

组，其中动静脉交叉征、棉絮斑和硬性渗出的发生率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3 讨 论

 冠脉病变及眼底微血管病变的相关性，国内外

已有较多报道，多为基于医院的研究，基于社区的研

究较少。本研究观察社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探

讨眼底微血管病变与 ACE 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

结果显示，60 岁以上人群 ACE 的现患率为 9.21%，

眼底微血管病变在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ACE 组眼

底病变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 AVN 多见，

其次是棉絮斑和硬性渗出。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吸烟、眼底微血管病变、高血压、糖尿病及 LDL-C 是

发生 ACE 的独立危险因素，与 Tedeschi-Reiner 等［9］

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采用半定量的眼底动脉粥样

硬化分级及冠脉 Gensini 评分法，研究视网膜血管与

冠脉病变之间的关系发现，眼底动脉硬化与冠脉病

变显著相关，眼底动脉硬化级别越高，冠脉病变越严

重。一项随访研究表明，在中年人群中，视网膜小动

脉的狭窄和视网膜小静脉的扩张能预测急性冠脉综

合征的死亡风险［10］。

 冠脉是中型动脉，相比眼底微动脉，能承受较大

血流冲击力及血管压力，但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

紊乱、年龄、吸烟等多种危险因素可以引起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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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可以作为“共同土壤”，既是 ACE 的

危险因素［11］，也可引起眼底微血管病变［12］。

 本研究发现，高血压及眼底微血管病变均为

ACE 的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易引起大、中动脉内

皮冲击性损伤及微小血管痉挛，内皮缺血性损，其靶

器官包括心、脑、肾血管和眼底视网膜血管等［13］，眼

底微血管病变也可预测未来高血压的风险［14］。眼

底微血管病变、高血压与 ACE 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相互关联［15］。脂代谢紊乱可累及小血管，包括眼底

微血管病变［16］。冠心病合并糖尿病者，不仅病变程

度较重，同时冠脉微循环的结构及功能也存在异常，

糖尿病患者冠脉的功能性侧支循环显著减少［17］。

而眼底动脉作为微小动脉，在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

患者中，眼底渗出、出血、水肿等较单纯冠心病患者

显著增多［18-19］。眼底微血管病变及冠心病均为糖

尿病的常见并发症，临床上以阴阳两虚证及气阴两

虚证多见［20］。

 冠心病主要归因于心外膜冠脉的病变，但已有

文献报道冠脉微循环障碍在冠心病发病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21］。冠脉微血管在心肌的血供中起着重

要作用，X 综合征和冠脉内慢血流现象也可引起缺

血性心脏病［22］。目前冠脉微血管检查均为有创检

查，普及检查有很大困难。Liew 等［23］的研究发现

眼底血管照相可作为研究微血管的一种方法，通过

眼底照相的无创性检查可间接了解冠脉微血管病变

程度，可作为初诊或筛选冠心病的检测手段。

 综上，本研究结果显示，视网膜微血管病变与

ACE 密切相关，可作为 ACE 的预测因子，通过眼底

微血管病变程度判断冠脉微血管病变程度，通过对

眼底血管的动态观察了解冠心病的病情进展或治疗

效果，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由于本研究为现况研

究，对病因的论证强度不足，且无冠脉造影结果，今

后应进行随访观察，从中选择部分患者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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