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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指数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PCI预后的评估价值
王茜1，闵新文1，李东峰1，许浩1，陈继舜1
【摘要】目的 检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指数（TyG）大小情况，并探究TyG对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2014年3月~2016年12月于湖
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心血管内科确诊并住院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70例为急性心肌梗死组，同期
选取在本院进行常规检查人群60例为对照组。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所有研究对象的生化指标；采
用超声心动图仪对各组研究对象的左室舒张末期内经（LVEDd）、左室射血分数（LVEF）和左房内径
（LAD）进行检测。结果 急性心肌梗死组TyG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高TyG组患者肌酐（Cr）、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显著高于低TyG组（P＜0.05），LVEF显著低于低TyG组（P＜0.05）；
高低TyG组患者的尿素氮（B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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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及LVED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TyG组患者心力衰竭再住院、心肌
梗死后心绞痛发生率显著高于低TyG组（P＜0.05），再次血运重建、再发心肌缺血及死亡发生率与低
TyG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TyG明显升高，且其数值高低与
患者Cr、hs-CRP水平和LVEF及PCI预后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评估价值，提示TyG可作为评估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PCI预后的潜在指标。
【关键词】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指数；急性心肌梗死；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预后；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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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level of triglyceride-glucose product index (TyG), and study the review its

value to the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after PCI. Methods AMI patients (n=70)
were chosen into AMI group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n Dongfe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from Mar. 2014 to Dec. 2016, and at the same time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examinations

(n=60) were chosen into control group.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were detected by using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in 2 groups. The changes of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ameter (LVED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and left atrial diameter (LAD) were observed by applying echocardiography in 2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 of Ty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MI group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creatinine
(Cr) and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LVEF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high TyG group than those in low TyG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in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triglyceride (TG), low-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 high-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HDL-C),
LAD and LVEDd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high TyG group and low TyG group (P>0.05). The rate of
readmission rate due to heart failure and incidence rate of post-infarction angina pectori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igh TyG group than those in low TyG group (P<0.05), and difference in incidence rates of re-revascularization
and relapsed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mortality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high TyG group and low
TyG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TyG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and is closely correlated to Cr、HsCRP, LVEF and prognosis after PCI in AMI patients. TyG has some value and can be taken as a potential index for
reviewing prognosis after PCI in AMI patients.
[Key words] Triglyceride-glucose product index;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rognosis; Review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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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临床上较常见的一种心血管
疾病，其主要发病机制是冠状动脉硬化并出现破
裂和出血，于此同时血小板发生聚集并被激活，
从而释放出大量的血管活性物质，最终导致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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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血管。该病具有病情严重、致死率高且预后
差等特点 [1-3]。据报道显示，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明
显，患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逐年升高，且死亡率
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们生
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目前，临床上治疗急性
心肌梗死的主要方法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CI）。PCI术因具有疗效显著、给患者带来的
疼痛少等特点，得到普遍认可，并在临床上广泛
应用 [4,5]。但PCI治疗也存在一定问题，如术后常
出现一些不良预后。因此，PCI预后的防治引起
越来越多的医学者们的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之一。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指数（TyG）是空腹
三酰甘油和血糖的合成指数，有研究显示，TyG
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CI预后有关，但至今关于
两者相关性研究甚少[6,7]。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测
定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TyG大小情况，探讨其
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CI预后的作用及关系，旨
在为临床PCI术后评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选取2014年3月~2016年12
月于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心血管内科确
诊并住院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70例为急性
心肌梗死组，其中男性41例，女性29例，年龄
45~71（54.07±5.61）岁。急性心肌梗死组纳
入标准：符合世界心脏联盟制定的急性心肌梗
死诊断标准 [8] ；无PCI禁忌症者；患者及家属选
择在本院接受治疗；临床资料齐全者。排除标
准：排除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
病、心肌病等其他心脏类疾病者；排除同时患
有恶性肿瘤等严重疾病者；排除同时患有肝、
肾及其他内分泌疾病者。同期选取在本院进行
常规检查人群60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35例，
女性25例，年龄40~70（52.98±3.27）岁。该研
究经本院道德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所有样品
采集均取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署同意书，且
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
1.2 方法
1.2.1 样品采集及保存 血清样品于清晨采集各组
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5 ml，离心后收集血清，置
于-20℃冰箱中保存待测。
1.2.2 生化检测 取出待测血清，在本院实验室用
购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型号：BS-200），测定空腹血糖
（FPG）、肌酐（Cr）、三酰甘油（TG）、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尿素氮（BUN）、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等生化指标。TyG=ln[空腹血清三
酰甘油×空腹血糖/2]。
1.2.3 超声检查 在本院超声科应用探头频率为
2~4 MH的超声心动图仪（型号：Sonos500）对
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超声检查，并记录各研究对象
的左室舒张末期内经（LVEDd）、左室射血分数
（LVEF）、左房内径（LAD）。所有测试对象
的超声仪所设参数无差异。
1.2.4 随访 对本研究中涉及到的所有患者治疗
出院后进行门诊复查或电话随访，随访时间为2
年，末次随访时间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死亡患
者以死亡时间作为随访截止期，本次随访的中位
随访时间为11.54个月。观察患者2年内的再次血
运重建、再发心肌缺血、心衰再住院、梗死后心
绞痛及死亡等的发生情况，并做好记录，本次研
究中未出现失访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2.0统计学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急性心肌梗死组和对照组的平
均年龄、体重、体质指数（BMI）、糖尿病、高
血压、高血脂、吸烟及外周血管病之间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心肌梗死
组TyG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表1）。
2.2 患者临床生化和超声心动图指标 以TyG平
均值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分为两组，高于平均
值为高TyG组，低于平均值为低TyG组。高TyG
组患者Cr、Hs-CRP水平显著高于低TyG组（P
＜0.05），LVEF显著低于低TyG组（P＜0.05）。
两组患者的BUN、TG、LDL-C、HDL-C、LAD及
LVED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高、低TyG组PCI预后的比较 高TyG组患者
心衰再住院、梗死后心绞痛发生率显著高于低
TyG组（P＜0.05）；高、低TyG组患者再次血运
重建、再发心肌缺血及死亡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表3）。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由冠状动脉突发性、持续性
缺氧缺血而引起的一种临床上常见的心肌坏死类
疾病，它属于冠心病中的严重心血管类疾病，其
主要发病机制是冠状动脉形成血栓，从而造成血
管狭窄严重者出现完全闭塞，最终导致心肌缺血
坏死。引起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的因素很多，主要
有环境、饮食习惯等 [9-11]。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全球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逐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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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组基本资料比较结果
项目

对照组

急性心肌梗死组

P值

平均年龄（岁）
体重（kg）
BMI（kg/m2）
糖尿病（n，%）
高血压（n，%）
高血脂（n，%）
吸烟（n，%）
外周血管病（n，%）
TyG

（n=60）
52.98±3.27
58.89±1.65
21.58±1.69
11（18.33）
25（41.67）
26（43.33）
21（35.00）
5（8.33）
7.91±0.34

（n=70）
54.07±5.61
59.52±2.43
22.13±2.67
16（22.86）
31（44.29）
34（48.57）
32（45.71）
8（11.43）
9.56±0.71

0.188
0.092
0.171
0.677
0.902
0.674
0.289
0.769
＜0.001

注：BMI：体质指数；TyG：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指数
表2 两组临床生化和超声心动图指标（ x ±s）
项目
Cr（umol/L）
BUN（mmol/L）
hs-CRP（mg/L）
TG（mmol/L）
LDL-C（mmol/L）
HDL-C（mmol/L）
LAD（cm）
LVEDd（cm）
LVEF（%）

高TyG组（n=32）
115.26±9.92
5.84±1.67
8.27±2.64
2.08±1.33
3.12±0.53
0.93±0.15
3.41±0.26
4.68±0.57
0.59±0.31

低TyG组（n=38）
103.51±11.04
5.16±1.32
6.15±2.13
1.95±1.69
2.99±0.61
1.08±0.47
3.53±0.47
4.92±0.75
0.96±0.24

P值
＜0.001
0.061
＜0.001
0.725
0.349
0.088
0.202
0.142
＜0.001

注：Cr：肌酐；BUN：尿素氮；hs-CRP：超敏C-反应蛋白；
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LAD：左房内径；LVEDd：左室舒张末期内经；
LVEF：左室射血分数
表3 高、低TyG组患者PCI预后2年随访结果比较（n，%）
项目
再次血运重建
再发心肌缺血
心衰再住院
梗死后心绞痛
死亡

高TyG组（n=32）
2（6.25）
1（3.13）
7（21.88）
8（25.0）
3（9.38）

低TyG组（n=38）
1（2.63）
1（2.63）
1（2.63）
2（5.26）
1（2.63）

P值
0.456
0.902
0.032
0.045
0.226

升，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及生活质量，且给患者
家庭带来巨大负担。经过医学者们近几十年的不
断探索，目前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最有效的方法是
PCI，并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应用。PCI主要是对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再灌注治疗，即在患者发
病数小时内对其相关梗死动脉进行快速的开通重
建，使其恢复血液灌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
突然，经PCI后预后较差，易出现再次血运重建、
再发心肌缺血、心衰再住院、梗死后心绞痛及死
亡等情况[12,13]。目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CI预后
的防预仍是心内科医生需要攻克的重要难题。
TyG是一个与三酰甘油和葡萄糖相关的新型合
成指数，能反映患者胰岛素抵抗情况，并对心血
管等疾病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罗素芬等研究发
现，TyG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密切相关，且可用
于预测颈动脉内中膜厚。而临床关于TyG对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PCI预后的评估价值研究甚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急性心肌梗死组TyG显著
高于对照组，提示TyG可能参与急性心肌梗死
的发展进程。另外，该研究发现，高TyG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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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hs-CRP水平显著高于低TyG组，LVEF显著
低于低TyG组，高、低TyG组患者的BUN、TG、
LDL-C、HDL-C、LAD及LVEDd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提示Cr、hs-CRP水平及LVEF与急性心肌
梗死病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高TyG组患者心
衰再住院、梗死后心绞痛发生率显著高于低TyG
组，高、低TyG组患者再次血运重建、再发心肌
缺血及死亡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心衰再住院、梗死后心绞痛发生率
可能与TyG水平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TyG在急性心
肌梗死患者中明显升高，且其数值高低与患者
Cr、hs-CRP水平和LVEF及PCI预后密切相关，具
有一定的评估价值，提示TyG可作为评估急性心
肌梗死患者PCI预后的潜在指标。但本研究因选
取的研究对象相对较少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存
在一定偏移，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后期应
增加样本量再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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