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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T3综合征对冠心病患者PCI后预后的影响
李宁1，顾伟1，李志忠1，张京梅1，林运1
【摘要】目的 分析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降低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预后的影响。方法 连续纳入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行PCI的冠心
病患者729例，依据甲状腺功能结果分为甲状腺功能正常组（甲功常组，n=582）和低T3综合征组（低
T3组，n=147）。记录患者的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结果，并对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为1年，随访及
比较两组患者主要的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临床资料发现，低T3组的左主干病变发生率更高
（11.21% vs. 1.91%，P＜0.001），三支病变发生率也高于甲功正常组（44.83% vs. 34.29%，P=0.042）。随
访结果发现，低T3综合征组的非靶血管血运重建率明显高于甲功正常组（11.21% vs. 1.34%，P＜0.001），
多因素COX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PCI史、FT3减低是患者PCI后行非靶血管血运重建的重要影响因素（P
＜0.05）。而在心源性死亡、非致命性心肌梗死、脑血管事件，再次靶血管血运重建，两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FT3减低可能是冠心病患者PCI后再次入院行非靶血管血运重建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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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729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underwent PCI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thyroid function group (582 cases) and low T3 syndrome group (147 cases). The patient's coronary angiography
results were record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The incidence of major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linical data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left main lesions was higher in the low T3 group (11.21% vs. 1.91%, P<0.001), and the incidence of
three-vessel disease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group (44.83% vs. 34.29%, P=0.042). The follow-up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non-target vessel revascularization in the low T3 syndrom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group (11.21% vs. 1.34%, P<0.001).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gender, PCI history, and FT3 reduction. It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non-target vessel revascularization after
PCI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cardiac death, non-fa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cerebrovascular events, and revascularization of target vessels (P>0.05). Conclusion The decrease of
FT3 may be a risk factor for revascularization of non-target vessel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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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激素生物学效应广泛，会影响全身多
个器官或系统，其中心血管系统是其主要靶器官
之一。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是甲状
腺激素中起主要生物学效应的激素，其主要由甲
状腺激素（T4）脱典生成。临床和试验证据表
明FT3在调节心率、心脏收缩、动脉血压等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 [1]。在各种非甲状腺性全身性疾病
中，时常会出现血T3降低，T4降低或正常，TSH
则正常，一般称之为正常甲状腺功能病态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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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并将T3低下，T4、TSH正常状态称为低T3综
合征，被认为是一种机体的适应性变化。但已有
研究表明FT3降低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使冠心
病发生率增加 [2]，而且是心源性死亡的一个强烈
预测因子[3]。然而FT3降低是否会对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PCI）后患者预后产生影响，以及会
有哪些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相对较少。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连续纳入自2015年1月至2016年1
月，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行PCI的患者729例。
其中男性487例，女性242例，平均年龄（60.93±
8.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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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行冠状动脉
（冠脉）造影检查证实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脏病（冠心病）且行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的
患者；②愿意接受随访的患者；③年龄在18岁以
上。排除标准：①急性心肌梗死或心力衰竭或严
重心律失常的患者；②左室射血分数＜50%的患
者；③入院时患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亚临
床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正在服用
甲状腺素片及其他含碘药物；④严重肝肾功能不
全、心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败血症、预期寿命
不足1年者。入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1.3 分组 根据患者入院后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
分组。参考范围如下：游离甲状腺素（FT3）
3.8~6.0 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4）7.9~14.4
pmol/L，促甲状腺素（TSH）0.34~5.6 mIU/L。根
据甲状腺功能分为甲状腺功能正常组（甲功正常
组）582例 （FT3、FT4、hTSH均正常），低 T3
综合征组（低T3组）147例（FT3＜3.8 pmol/L）。
1.4 病历资料的收集 收集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
果，包括生化、糖化血红蛋白、甲状腺功能。超
声心动检查中的左室射血分数，既往病史、吸烟
史、饮酒史，入院行冠状动脉造影及支架置入的
情况。
1.5 随访方法 通过查阅患者的门诊就诊记录、再
次住院病历记录及电话三种方式进行随访。随访
时间为1年，随访内容包括心源性死亡、非致命
性心肌梗死、脑血管事件、再次靶血管血运重建
和非靶血管血运重建，另对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
复查情况进行记录。
1.6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
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统计。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如果资料呈正态分布则
采用t检验，否则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和百分比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多
变量COX生存分析对两组随访期间发生的心脑血
管事件进行分析。当P＜0.05时认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随访情况 本研究纳入729例冠状动脉支架置
入术患者，其中低T3组147例，甲功正常组582
例。在1年的随访时间里，获得了638例患者的随
访信息，随访率 87.52%（638/729），其中甲状
腺功能正常组522例（89.69%，522/582），低T3
组116例（78.91%，116/147）。
2.2 两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的比较 两组患者的
基线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见表1。与甲状
腺功能正常组比较，低T3组患者年龄较大（P

表1 两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的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体质指数（kg/m2）
高血压病史（n，%）
糖尿病史（n，%）
心肌梗死史（n，%）
脑血管病史（n，%）
吸烟史（n，%）
饮酒史（n，%）
PCI史（n，%）
CABG史（n，%）
外周血管疾病史（n，%）
总胆固醇（mmol/L）
三酰甘油（mmol/L）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空腹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TT4（nmol/L）
TSH（mIU/L）
FT4（pmol/L）
FT3（pmol/L）
左室射血分数（%）
冠状动脉病变（n，%）
单支病变
双支病变
三支病变
左主干病变
慢性完全闭塞病变
支架内再狭窄（n，%）
置入支架数量（支）

低T3组
（n=116）
66.50±8.10
52（44.83）
25.32±3.53
76（65.52）
51（43.97）
14（12.07）
8（6.90）
40（34.48）
13（11.21）
26（22.41）
5（4.31）
2（1.72）
4.32±1.19
1.77±1.77
2.53±1.0
1.04±0.26
6.88±3.40
6.46±1.28
88.7±33.39
2.15±1.26
9.76±3.65
3.05±0.37
63.75±5.02
22（18.96）
36（31.03）
52（44.83）
13（11.21）
21（18.10）
5（4.31）
1.92±1.17

甲功正常组
（n=522）
59.19±8.58
373（71.46）
26.17±3.07
345（66.12）
163（31.23）
56（10.73）
62（11.88）
302（57.85）
122（23.37）
96（18.39）
6（1.15）
10（1.91）
4.17±1.1
1.83±1.36
2.49±0.95
0.98±0.26
6.22±4.41
6.26±1.13
105.36±19.43
1.90±1.1
10.93±1.57
4.55±0.49
64.78±5.47
142（27.2）
162（31.03）
179（34.29）
10（1.91）
69（13.22）
23（4.41）
2.17±1.34

P值
＜0.01
＜0.01
0.014
0.914
0.012
0.626
0.140
＜0.01
＜0.01
0.361
0.033
1.000
0.200
0.650
0.700
0.270
0.130
0.037
＜0.01
0.051
＜0.01
＜0.01
0.064
0.078
1.000
0.042
＜0.01
0.185
1.000
0.046

注：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CABG：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TT4：总T4；TSH：促甲状腺素；FT4：游离T4；FT3：游离T3

＜0.01），男性比例较低（P＜0.01），低T3组
既往患有糖尿病（P=0.012）及行冠脉旁路移植
术（CABG）的比例较高（P=0.033）；冠脉造
影结果显示低T3组冠脉左主干病变发生率（P
＜0.01）和三支病变的发生率较高（P=0.042）。
2.2 随访1年结果的比较 两组患者随访的终点事
件为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包括心源性死亡、
非致命性心肌梗死、脑血管事件、再次靶血管血
运重建、非靶血管血运重建（表2）。两组患者
在心源性死亡、非致命性心肌梗死、脑血管事
件及再次靶血管血运重建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与甲状腺功能正常组比较，低T3综合
征组在非靶血管血运重建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多因素COX回归中纳入了两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BMI、既往病史、实验室
检查结果、左室射血分数等多个指标，结果显示
FT3减低是非靶血管血运重建的重要危险因素之
一（P=0.01）（表3）。
2.3 两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比较 已有
研究表明FT3减低可影响血脂代谢，因此在随访
期间，随访了两组部分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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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随访结果的比较
事件
心源性死亡
非致命性心肌梗死
再次靶血管血运重建
脑血管事件
非靶血管血运重建

低T3组
（n=116）
2（1.72%）
1（0.86%）
3（2.59%）
2（1.72%）
13（11.21%）

甲功正常组
（n=522）
1（0.19%）
2（0.38%）
3（0.57%）
1（0.19%）
7（1.34%）

P值
0.087
0.453
0.077
0.087
＜0.01

表3 影响两组患者非靶血管血运重建的COX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性别
PCI史
FT3

回归系数（B）
1.343
1.179
-0.832

标准误（SE）
0.502
0.464
0.289

χ2值
7.154
6.457
8.304

P值
＜0.01
0.011
＜0.01

HR值
3.829
3.253
0.435

（LDL-C）水平，其中低T3组随访28例，甲状腺
功能正常组127例。统计结果显示，两组LDL-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1±0.55）mmol/L
vs.（2.10±0.76）mmol/L，P=0.575]。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FT3减低可能是影响冠心病患
者PCI后预后的一个危险因素，与甲状腺功能正
常组相比，低T3综合征组的非靶血管血运重建率
更高，且进一步的多因素COX回归表明，FT3减
低可能是患者PCI后再次入院行介入治疗的一个
重要危险因素。
甲状腺激素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激素之
一，除了促进人体多种器官生长发育外，还会对
机体的代谢产生重要影响。低T3综合征是由于多
种原因导致脱碘酶受抑制引起T3减少而TSH和T4
正常的一种综合征，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病率也
会升高[4]。FT3是起主要生理作用的甲状腺激素，
因此单独FT3减低可产生类似甲状腺功能减低样
作用，使冠心病进一步加重 [5]。已有研究表明甲
状腺激素通过影响血脂代谢来影响冠心病的发生
和发展。Bakker等[6]研究指出FT3可加快LDL-C的
清除。Waterhouse等[7]研究指出FT3降低能增加血
清LDL、总胆固醇水平。Coceani等[8]指出FT3减低
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冠心病患者会有更差的预后，
即使消除了其他冠心病危险因素。还有研究指出
FT3的水平与冠心病的发生率及冠脉病变程度呈
负相关[9]。
甲状腺激素减低除了影响血脂代谢外，还会
导致内皮功能障碍、高凝状态、纤维蛋白溶解受
损、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全身炎症和血小板异
常[10,11]。Flynn等[12]研究指出甲状腺激素减少能改
变动脉平滑肌结构，引起血管壁增厚和顺应性降
低，这会进一步加重动脉粥样硬化。Daswani等[13]
研究也表明FT3减低会增加冠心病的发病率，而
且与冠脉疾病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
性。本研究与这些结论有一定的相似性，发现低
T3组的左主干病变及三支病变发生率明显高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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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正常组，同样发现低T3组有着更高的非靶血管
血运重建率。
多项研究表明FT3减低除加重冠状动脉病变
外，还会增加患者的死亡率，尤其是心源性死亡
率。Marraccini等[14]研究共纳入了1737例患者，其
中低T3综合征组487例，甲功正常组1045例，平均
随访时间63.5个月，结果显示低T3综合征组心源
性死亡率（9.4%），显著高于甲状腺功能正常组
（3.5%）。Iervasi等[3]研究纳入了573例患者，其中
低T3组173例，随访时间为1年，结果显示低T3组
心源性死亡（7.5%），显著高于甲状腺功能正常
组（1.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FT3是患者
心源性死亡一个强烈的预测因子。还有研究发现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低T3的患者住院期间心血管死
亡率明显高于甲功正常者[15-17]。本研究显示两组
患者在心源性死亡方面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一
方面可能由于本研究纳入患者时就将急性心肌梗
死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可能与样本量较少有关。
本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本研究为单中心
研究，样本量较小。在纳入的人群中，男性比例
明显高于女性，尤其是甲状腺功能正常组，导致
女性患者相关数据统计不足。未能获得患者院外
复查情况，部分患者可能只是一过性FT3减低。
综上所述，FT3减低是冠心病PCI后的一个重
要危险因素，在加重冠脉病变的同时，也会使血
运重建的发生率更高。因此对于PCI后伴低T3的
患者除控制冠心病常规危险因素外，监测甲状腺
功能，去除导致FT3减低的病因也至关重要，或
许可改善PCI后患者的长期预后。Zhang等[11]研究
指出对甲状腺功能减低的患者予以充足替代治疗
可明显改善PCI后患者的预后，还有一些研究表
明对心脏外科手术术后[18,19]、心力衰竭 [20]的患者
予以T3的治疗可以改善预后。然而对于单纯FT3
减低的PCI术后患者，是否予以甲状腺激素替代
治疗仍然是不确定，尚需进一步的大规模临床研
究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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