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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
潘珍红1，姚思宇1，杨文琦1，黄宇玲1
【摘要】目的 研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于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住院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的冠心病患者163例
为研究对象。搜集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应用简短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估患者认知功能状态将其分为
对照组（n=105）及认知功能障碍组（n=58）。比较两组间MMSE评分五个子项目得分情况，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冠心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结果 两组患者糖尿病比例（20.7% vs. 11.4%）、
高血压比例（45.1% vs. 24.9%）、年龄[（64.69±8.58）vs.（51.84±9.46）]岁、血尿酸水平[（336.92±
100.06）vs.（307.06±74.78）] μmol/L、血肌酐水平[（72.56±29.79）vs.（66.39±24.75）] μmol/L、
Gensini 评分[（55.43±41.76）vs.（18.51±15.26）]等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患者体重指数、有无心房颤动、尿素氮水平、血脂水平、D-二聚体计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认知功能障碍组在记忆力（1.672±0.542）、理解及计算能力（2.724±0.854）、回忆
能力（2.017±0.606）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提示，高龄（OR=2.728，95%CI：0.459~1.154）、高血压（OR=2.445，95%CI：0.621~3.366）、糖尿病
（OR=1.252，95%CI：0.538~2.914）、中Gensin评分（OR=5.461，95%CI：1.890~15.775）、高Gensin评
分（OR=40.640，95%CI：7.991~206.689）是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结论 高龄、高血压、糖尿病、
Gensini评分高的冠心病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性越高，对该类患者应提前采取相关措施延缓认知
功能障碍的发生。
【关键词】冠心病；认知功能障碍；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志码】A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Zhenhong*, Yao Siyu, Yang Wenqi, Huang Yuling.

*

Pa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ngshan 0630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ang Yuling, Email: huangyulingts@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63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underwent coronary angiography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rom November 2018 to Ma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clinical baseline data of th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patients' cognitive function status
was assessed by using the short mental state scale (MM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105)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n=58). The scores of the five sub-items of the MMS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when compared the
proportion of diabetes (20.7% vs. 114%), hypertension (45.1% vs. 24.9%), age [(64.69±8.58) vs. (51.84±9.46)] blood
uric acid level [(336.92±100.06) ) μmol/L vs. (307.06±74.78) μmol/L], serum creatinine level [(72.56±29.79)
μmol/L vs. (66.39±24.75) μmol/L], Gensini score [(55.43±41.76) vs. (18.51±15.26)] between two group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ody mass index, atrial fibrillation, urea nitrogen level, blood lipid level, and D-dimer
cou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cognitive dysfunc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memory (1.672±0.542), comprehension and calculation ability (2.724±0.854), and recall ability (2.017±0.606),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dicated that advanced
age (OR=2.728, 95%CI: 0.459~1.154), hypertension (OR=2.445, 95%CI: 0.621~3.366), diabetes (OR=1.252, 95%CI:
0.538~2.914) ), middle Gensin score (OR=5.461, 95%CI: 1.890~15.775), high Gensin score (OR=40.640, 95%CI:
7.991~206.689) is a risk factor for cognitive dysfunction. Conclusions The risk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high age, high blood pressure, diabetes, and high Gensini score is higher. For
these patients, relevan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advance to delay the occurr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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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CHD），是长久以来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
一。依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调查发现，
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仍处于上升阶
段，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40%。认知功能障碍介
于正常老化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根据调查研究
显示，每年有10%~15%的认知障碍患者发展为阿
尔茨海默病（AD）[1]，早期识别认知功能障碍并采
取措施控制危险因素有助于延缓认知功能障碍的
进展。有研究报道，冠心病患者与认知功能障碍
存在相关性[2]。有研究明确提示，年龄增加、文化
程度低、晚年抑郁、载脂蛋白E4多态性和血管疾
病被报告为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3,4]。近年研
究表明，冠状动脉（冠脉）粥样硬化程度与认知
功能障碍相关，冠脉严重狭窄或三支病变患者认
知功能障碍更为显著[5]。本研究通过收集冠心病患
者的临床资料，进行MMSE评分进一步分析冠心病
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探索其中的
内在机制，有助于改善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降低再住院率，改善预后。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于华
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行冠脉造影
的163例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中文版简
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将患者分为认知
功能障碍组（n=58）与对照组（n=105）。入选
标准：依据中华医学会分会2007与2014年修订的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诊治指南诊断的冠心
病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且行冠脉造影检查。排除
标准：①脑卒中、脑肿瘤等可能影响认知功能的
疾病病史；②意识障碍、严重失语、视力及听力
障碍等可能影响认知功能评估的疾病；③严重心
肝肾功能不全、营养不良、肿瘤、甲状腺、血液
系统或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收集患者临床基线资料，采用统
一设计的问卷调查表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生活
习惯、受教育程度及既往史等。
1.2.2 血液生化指标 所有患者入院次日凌晨空腹
采集静脉血，由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采用日立7080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糖、尿酸、
肌酐、尿素氮、D-二聚体、总胆固醇（TC）、
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脂蛋白a[LP（a）]、载脂蛋白A（ApoA）、载脂
蛋白B（ApoB）、血常规。
1.2.3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入院前3 d采用
2017~2018年中文版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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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SE） [6,7] ，由经过培训的专科主治及以上
医师作为调查员进行评测。MMSE评分范围0~30
分，其中包括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和计算
力、回忆力、语言能力5项。总分27~30分评估为
对照组，＜27分评估为认知功能障碍组。
Gensini评分，依据文献提供的方法进行 [8]：
将冠脉分成14段，当冠脉狭窄为0~25%时乘以
1，冠脉狭窄为25%~49%时乘以2，冠脉狭窄为
50%~74%时乘以4，冠脉狭窄为 75%~89%时乘以
8，冠脉狭窄为90%~99%时乘以16，冠脉狭窄为
100%时乘以32；根据冠脉病变的不同节段确定
权重系数，左主干病变乘以5，前降支近段乘以
2.5，回旋支近段乘以2.5，前降支中段乘以1.5，
右冠状动脉、前降支远段、回旋支远段、左心室
后侧支、钝缘支动脉、第一对角支、心尖支乘
以 1.0，第二对角支乘0.5。依据相关文献 [9,10]将
Gensini评分分为不同等级（低分组＜41；41≤中
分组＜64；高分组≥64）。
糖尿病诊断依据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17版） [11]：餐后2 h血糖7.8~11.0 mmol/L和
（或）空腹血糖6.1~6.9 mmol/L，或已确定为糖
尿病患者；高血压诊断依据美国高血压最新指南
（2017年）：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
≥90 mmHg；血脂异常诊断依据最新中国成年人
血脂异常指南（2017年）：总胆固醇≥5.7 mmol/L
或LDL-C＞3.3 mmol/L或HDL-C＜1 mmol/L；冠
脉造影结果由两名以上副主任医师职称的医师判
断。冠心病诊断标准依据中华医学会分会2007与
2014年修订的冠心病诊治指南 [12,13]。高尿酸血症
诊断依据参照2016年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治疗中国
专家共识：高尿酸血症男性＞420 μmol/L，女性
＞360 μmol/L。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处理，符
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两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t检验；偏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经对数转换后再用t检验进行两组比
较。计数资料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 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冠心
病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因素，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间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认识功能障碍组
年龄、高血压比例、糖尿病比例、尿酸水平、肌
酐水平及Gensini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及
以上学历所占的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均＜0.05）；两组患者之间性别、体
质指数、尿素、D-二聚体、TC、TG、HDL-C、
LDL-C、LP（a）、Apo A、Apo B、冠脉病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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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及三支以上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表1。
2.2 冠心病患者MMSE评分子项目结果比较 比
较MMSE评分的5个子项目得分。两组在定向力
及语言能力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认知功能障碍组记忆力（1.672±
0.542）、理解及计算能力（2.724±0.854）、回
忆能力（2.017±0.606）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2。
2.3 冠心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单因素Logistic回
归分析 以认知功能障碍为因变量，以年龄、受
教育程度、尿酸、肌酐、Gensini评分、高血压、
糖尿病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单
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高龄、高尿酸、糖尿
病、高血压、高Gensini评分是冠心病患者发生认

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受高等教育为认知功能
障碍的保护因素，表3。
2.4 影响认知功能障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 综上分析两组间存在差异的因素有年龄、
尿酸水平、Gensini评分、高血压、糖尿病（P
＜0.05）。以是否认知功能障碍为因变量，以年
龄、尿酸水平、Gensini评分、高血压、糖尿病为
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老龄、高血压、糖尿病、高Gensini评分为认知功
能障碍的危险因素，表4。
3 讨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冠心
病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
的风险增加[14]。目前，较少研究提示冠心病与认
知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也少见报道冠心病认

表1 两组间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n，%）
体质指数（kg/m2）
尿酸（μmol/L）
尿素（mmol/L）
肌酐（μmol/L）
D-二聚体（ng/ml）
TC（mmol/L）
TG（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LP（a）（ng/L）
Apo A（g/L）
Apo B（g/L）
Gensini评分
高血压（n，%）
心房颤动（n，%）
糖尿病（n，%）
大学及以上文凭（n，%）
冠脉病变三支及三支以上（n，%）

对照组（n=105）
51.84±9.46
61（45.8）
25.51±3.29
307.06±74.77
8.40±13.02
66.39±24.75
468.72±512.01
4.35+1.56
1.86±1.44
1.22±0.63
4.88±18.85
275.19±262.83
1.40±.0.33
2.45±15.23
18.51±15.25
22（24.9）
6（2.8）
17（11.4）
13（16.1）
82（78.1）

t/χ2值
2.632
0.245
-0.432
-2.114
0.398
-1.787
-0.554
0.562
0.608
-0.911
0.214
-0.010
-0.318
0.734
-3.493
2.924
0.010
2.815
2.986
1.986

认知功能障碍组（n=58）
64.69±8.58
36（26.7）
25.95±3.56
336.92±100.06
7.59±8.91
72.56±29.76
522.39±713.53
4.45+1.42
1.73±1.05
1.37±1.44
4.32±9.36
275.61±226.01
1.45±1.31
0.98±0.37
55.43±41.75
48（45.1）
5（5.2）
26（20.7）
6（4.9）
50（86.2）

P值
0.008
0.621
0.667
0.024
0.578
0.049
0.589
0.531
0.568
0.376
0.837
0.974
0.747
0.467
0.036
0.032
0.590
0.049
0.034
0.206

注：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P（a）：脂蛋白a；Apo A ：载脂
蛋白A；Apo B：载脂蛋白B
表4 影响冠心病患者发生认识功能障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表2 冠心病患者MMSE评分子项目的比较结果
项目

认知功能障碍组 t/χ 值 P值
2

对照组

（n=105）
定向力
8.190±1.187
记忆力
2.975±0.197
理解及计算能力 4.646±3.963
回忆能力
2.742±0.439
语言能力
9.642±4.258

（n=58）
8.137±0.133
1.672±0.542
2.724±0.854
2.017±0.606
9.442±4.547

0.286
25.132
3.644
8.784
1.768

0.775
＜0.001
0.032
＜0.001
0.455

表3 冠心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自变量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尿酸
糖尿病
高血压
Gensin评分

B
0.492
-0.613
0.014
0.119
0.321
0.884

SE
0.233
0.439
0.002
0.330
0.334
0.318

χ2
4.507
1.949
1.004
1.130
0.921
34.987

P值
0.034
0.046
0.031
0.033
0.037
<0.001

OR
2.619
1.846
1.004
2.888
1.378
6.578

95%CI
0.781~4.366
0.782~0.989
1.000~1.008
0.465~4.652
0.716~2.652
3.524~12.280

注：以年龄间隔10岁进行分层，将是否大学及以上文凭，是否高
血压、是否糖尿病分别赋值0、1

自变量
年龄
尿酸
41≤Gensini评分＜64
Gensini评分≥64
高血压
糖尿病

B
0.317
-0.684
1.698
3.705
0.368
0.225

SE
0.235
0.632
0.541
0.830
0.431
0.431

χ2
1.820
1.173
9.836
19.931
0.730
0.272

P
0.017
0.279
0.002
＜0.001
0.039
0.040

OR
2.728
1.982
5.461
40.640
2.445
1.252

95%CI
0.459~1.154
0.575~6.837
1.890~15.775
7.991~206.689
0.621~3.366
0.538~2.914

注：年龄以每隔10岁进行分层，尿酸以420 umol/L分别赋值0、1；
是否高血压、糖尿病分别赋值0、1

知与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15]。本研究以冠心病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冠心病患者中，发生认知
功能障碍者占35.6%。认识功能障碍组年龄、高
血压比例、糖尿病比例、尿酸水平、肌酐水平及
Gensini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
合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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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高血压、高冠脉病变程度均为认知功能
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
老龄是导致执行能力急剧下降的重要风险因
[16]
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的萎缩及功能
减退，会导致人体的神经系统功能下降，同时大
脑功能也在逐渐地退化，从而导致老年人认知功
能障碍。Vetri等[17]研究发现，血糖升高可引起神
经缺血缺氧、蛋白激酶 C 活性增强、糖基终末
产物形成等，从而使神经元损伤导致认知功能障
碍。本研究中，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高
龄[OR（95%CI）：2.728（0.459~1.154）]及糖尿
病[OR（95%CI）：1.252（0.538~2.914）]均是认
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长期血
压高及血压波动大尤其收缩压升高可能导致脑血
管和心血管内皮损伤，加快动脉粥样硬化影响
脑部血流，从而增加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18,19]。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OR（95%CI）：2.445
（0.621~3.366）]是冠心病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
危险因素。
本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主要体
现在记忆力、理解及计算能力、回忆能力方面，
此机制可能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冠状动脉狭
窄程度越大，在一些与认知功能相关的特定脑区
灰质损失越多[20]。
有些研究显示，在矫正了脑血管病的其它危
险因素外，高尿酸能够增加脑卒中的发生率及卒
中后死亡的风险[21,22]，且为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
因素[23]。而有些研究提示，尿酸水平升高可以延
缓认知功能障碍的进展，可能是因为尿酸水平高
者能更好的免除氧自由基的损害，从而抑制炎症
的产生与组织的损伤，得出尿酸可能在阿尔茨海
默病（AD）的发病机制中起保护性作用[24]。本研
究发现，认知功能障碍组与对照组在尿酸水平、
肌酐水平方面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虽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未提示高
尿酸、高肌酐是冠心病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
危险因素，但相关机制仍需要深入探索且高尿酸
及肌酐升高的患者仍需给予高度关注及干预。
Zulli等 [25]研究发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与心
肌缺血存在显著相关性，冠脉病变程度与认知功
能障碍呈正相关。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严重可能导
致脑内神经炎性斑块聚集，及执行能力区域体
积缩小，从而导致认知功能障碍。与此研究一
致，本研究发现，不同冠脉Gensini评分分组间
认知功能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冠脉病变程度
越高认知功能障碍所占的比例越大（41%）；多
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亦提示：高分组与中分组
相比认知功能障碍更明显[OR （95%CI）：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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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15.775）vs. 40.640（7.991~206.689）]。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
增加与高龄、高血压、糖尿病、高冠脉病变程度
等存在相关性。探索其中的内在机制，有助于改
善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
降低再住院率，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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