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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膜脂肪体积与冠心病及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研究
高志红1，冯晓阳1，孙锋1，樊一萌1，刘俊霞1，袁宁璐1
【摘要】目的 探讨心外膜脂肪体积（EATV）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再发
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策略，为患者预后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148例行冠状动脉
（冠脉）CTA检查并冠脉造影术确诊冠心病患者，记录被试者基本临床资料及其它病史，通过前瞻性随
访记录患者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情况。根据EATV中位数128.02 cm3为界分为两组，低EATV组74例，
高EATV组74例，比较两组间冠脉狭窄情况及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结果 ①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比较，性别、年龄、吸烟史、家族史、高血压病史、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
醇水平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糖尿病史、体质指数（BMI）在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
异（χ2=3.918，P=0.048）；BMI（t=-8.183，P=0.000），相关分析显示EATV与BMI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r=0.590，P＜0.01，而糖尿病与EATV间无显著相关性（r=-0.037，P＞0.05）。②高EATV组冠脉Gensini
评分（50.98±19.55）明显高于低EATV组（35.01±17.24），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271，
P=0.000），且EATV大小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r=0.418，P＜0.01）。③高EATV组冠心病再发不
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低EATV组（χ2=13.669，P=0.000），Kaplan-Meier分析显示，高EATV组的
生存时间低于低EATV组，且两组生存时间有显著差异（P＜0.01）。结论 EATV作为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之一，与冠心病基本危险因素BMI呈正相关；EATV大小与冠脉狭窄程度有显著相关性，EATV越大，冠
脉狭窄程度越重。EATV对冠心病及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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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picardial adipose tissue volume (EATV)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recurrent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o as to provide a
new strategy for clinical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ment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ognos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Methods 148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coronary CTA examination and
coronary angiography were included. The basic clinical data and other medical history of the subjects were recorded.
Through follow-up, the patient's relapse of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was recorded. According to the median
EATV of 128.02 cm3,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74 patients in the low EATV group and 74 patients
in the high EATV group.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ronary stenosis and recurrent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①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data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ge, smoking history, family history, hypertension history,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triglyceride, and total cholesterol levels (all P>0.05). The history of diabetes and
BMI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3.918, P=0.048; BMI: t=-8.183, P=0.000),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ATV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MI,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0.590, 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diabetes and EATV (r=-0.037, P>0.05). ②The coronary Gensini score
(50.98±19.55) in the high EATV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low EATV group (35.01±17.24).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5.271, P=0.000). The severity of pulse
lesion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r=0.418, P<0.01). ③The incidence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currence of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the high EATV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low EATV group (χ2=13.669,
P=0.000).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urvival time of the high EATV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ow EATV group,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rvival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1).
Conclusion As one of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ATV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asic risk factor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MI.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EATV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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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EATV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incidence and survival time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recurrent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Key words] Epicardial fa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目前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及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肥胖人群越来越多，
与肥胖相关的疾病也逐年增加。研究发现肥胖
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心肌梗塞及
致死性心血管事件相关，尤其是内脏型肥胖与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 [1-3]。与非肥胖患者进行比较，内
脏型肥胖患者冠状动脉（冠脉）粥样硬化进展更
快，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机率更高 [4]。心外膜脂肪
（EAT）作为内脏脂肪的一部分，与冠脉粥样硬
化发生发展及狭窄程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研
究者关注 [5,6] 。由于心外膜脂肪和心肌之间无隔
膜，直接作用于心肌及冠脉，并且心外膜脂肪组
织具有内脏脂肪的功能，可以通过内分泌、旁分
泌机制产生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从而参与了冠脉粥
样硬化过程，无论在解剖还是在功能上EAT都与
冠心病关系密切。目前尚无关于心外膜脂肪体积
（EATV）与冠心病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相关
报道，本文研究旨在发现EATV与冠心病及冠心
病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关系，从而为冠心病的临
床治疗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1.2.2 冠脉CTA扫描、EATV测量方法 应用
Philips256层螺旋极速CT（Brilliance iCT）进行扫
描，扫描范围为主肺动脉水平至心脏膈面，经肘
静脉注入对比剂（碘海醇，350 mgI/ml）50~80 ml，
注射速率为4.5~5.5 ml/s，造影剂注射完后以相同流
率注入生理盐水40 ml。扫描时患者屏气，团注跟
踪触发，触发阈值为100 HU，兴趣区位于降主动
脉，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方法进行薄层重建，重
建层厚0.9 mm，间隔 0.6 mm，重建不同时相心脏
容积数据，选择最佳时相心脏容积数据传送至西
门子Syngo MMWP（VE32B）后处理工作站，由一
名具有中级职称或以上资质的医师在不知道患者
冠脉硬化程度情况下，应用Volume半自动测量软
件，手动诸层勾勒EAT范围，间隔3~5 mm，脂肪阈
值设定为-190~-30 HU，Volume软件自动识别出符
合阈值的脂肪组织并计算EATV。EAT在CT上表现
为心肌表面和心包脏层之间范围（图1~2）。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收集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
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住院的冠心病患
者148例，其中男性88例，女性60例，年龄34~88
（61.87±8.38）岁。所有患者均行冠脉CTA及经
皮冠脉介入治疗术，两种检查方法间隔至少一
周。入组标准：患者有明显胸闷、胸痛症状，临
床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图像质量不佳或患者
不配合者；有严重肝肾功能损害或造影剂过敏
不能行冠脉CTA检查者；既往行冠脉支架或搭桥
术、存在严重瓣膜疾病，心包积液或伴有明显消
耗性疾病（如恶性肿瘤）等。根据EATV中位数[7]
128.02 cm3为界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低EATV组
74例，高EATV组74例。
1.2 研究方法
1.2.1 收集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指标 查
阅入组研究对象病历，记录患者性别、年龄、
身高、体重，根据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
（BMI）；记录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及高脂血症
病史，家族史、抽烟史及用药情况；同时查看实
验室检查并记录患者空腹血脂如三酰甘油、总胆
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情况，以上
病例不完整者在随访过程中询问进一步补充。

图1 A冠脉CTA原始轴位图像上勾画心外膜轮廓，图像中粉色虚线
处为心外膜轮廓；B通过Volume软件计算出彩色范围内的心外膜脂
肪体积（设定密度值为-190 HU~-30 HU），粉色面积代表EATV

1.2.3 冠脉狭窄程度量化 根据美国心脏学会
（AHA）冠状动脉分段法，采用Gensini积分[8]系
统对所有冠脉病变的血管狭窄程度定量评分。 狭
窄程度以每支血管病变最严重处为评定标准，狭
窄直径在1%~25%的为1分；狭窄直径在26%~50%
的为2分；狭窄直径在51%~75%的为4分；狭窄直
径在76%~90% 的为8分；狭窄直径在91%~99%的
为16分；血管完全闭塞的为32分。再根据冠脉分
支的不同分段将以上所得到的分乘以以下系数：
左主干病变×5；左前降支近段病变和左回旋支
近段病变×2.5；左前降支中段×1.5；右冠近、
中、远段、右冠后降支、左前降支远端、第一对
角支、钝缘支、左回旋支远段及后降支均×1，
其它分段×0.5。最终所有病变评分总和为患者的
冠脉病变狭窄程度总Gensini 积分。
1.2.4 随访情况 本研究主要采用前瞻性队列研
究，分析EATV与冠心病预后的影响。随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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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患者出院时间，终止时间为2019年4月，
被试者随访时间为12~18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
（16.98±6.26）月，随访间隔周期为1个月，随
访终点事件为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主要指死
亡、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冠脉血运重建及需要
住院治疗的心力衰竭。
1.3 统计学方法 通过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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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线性相关性分析EAT与冠心病其它危险因素的
关系。应用Kaplan-Meier法评估ACS患者生存曲
线，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间生存时间的差异。
所有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EATV不同分组
之间冠心病常见危险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
龄、高血压、家族史、吸烟史、三酰甘油、总
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在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BMI和糖
尿病在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相关性分析显示EATV与BMI呈正相关
（r=0.590，P＜0.01），EATV与糖尿病无显著相
关性（r=-0.037，P＞0.05）。
2.2 两组Gensini评分结果比较 高EATV组Gensini
评分（35.01±17.25）明显高于低EATV组（50.98
±19.55），两组间Gensini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271，P=0.000），相关性分析显示EATV
与Gensini评分呈正相关（r=0.418，P＜0.01）。
2.3 两组冠心病患者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结果分析
所有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16.98±6.26）月，
低EATV组冠心病患者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27例
（31.1%），其中1例猝死，8例发生急性心肌梗
死（6例冠脉支架置入手术，2例行冠脉旁路移植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低EATV组

高EATV组

χ2/t值 P值

年龄（岁）
BMI（kg/m2）
TG（mmol/L）
TC（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男性（n，%）
高血压（n，%）
糖尿病（n，%）
冠心病家族史（n，%）
吸烟史（n，%）

（n=74例）
61.11±9.01
24.08±2.44
2.63±1.21
4.32±1.23
1.61±0.96
1.28±0.53
43（48.9）
51（46.8）
28（41.2）
13（68.4）
34（64.2）

（n=74例）
62.64±7.68
27.74±2.97
2.54±1.02
4.49±1.16
1.71±0.76
1.48±0.98
45（51.1）
58（53.2）
40（58.8）
6（31.6）
19（35.8）

-1.110
-8.183
0.421
-0.964
-1.529
-1.115
0.112
1.706
3.918
3.072
0.611

0.269
0.000
0.674
0.337
0.128
0.267
0.738
0.192
0.048
0.080
0.434

注：TG：三酰甘油；TC：总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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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18例发生不稳定心绞痛（7例口服药物
治疗，9例行冠脉支架置入手术，2例行冠脉旁路
移植手术）再次住院治疗。高EATV组冠心病患
者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45例（60.8%），其中猝
死5例，18例因急性心肌梗死行住院手术治疗（5
例行冠脉旁路移植术，13例行冠脉支架置入手
术），8例发生急性心力衰竭，14例因发生不稳
定心绞痛（8例口服药物治疗，5例行冠脉支架置
入手术，1例冠脉旁路移植术）再次住院治疗，
为提高患者生存时间，改善预后，所有患者根据
不同的危险分层依据《冠心病康复与二级预防
中国专家共识》 [9]进行了不同的干预措施。应用
Kaplan-Meier法评估ACS患者再发不良心血管时
间的生存曲线，生存曲线显示低EATV组冠心病
患者生存时间较高EATV组高（图2）；Log-rank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间生存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图2 生存曲线 高EATV组与低EATV组之间的生存曲线分析，高
EATV组生存时间低于低EATV组

3 讨论
近年来，冠心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有明显逐
年上升的趋势，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
率及复发率，严重危害人们生活质量，因此寻找
出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及控制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
的发生尤其重要。研究表明心外膜脂肪组织与冠
心病危险因素之间有显著相关性[10-12]。张晗晖等[13]
通过对社区人群EATV研究表明，EATV与腰围、
BMI、年龄存在正相关，本研究发现不同EATV组
之间BMI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呈正相关，与之研
究结果一致，说明除局部EAT因素外，全身体脂
分布也参与了冠脉病变的发生、发展；同时本研
究发现糖尿病在高EATV组与低EATV组之间有显
著性差异，这与祁荣兴 [14]、Groves等[15]研究结果
相符合，笔者分析其机制可能为肥胖引起脂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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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肥大，增加了胰岛素抵抗，炎性细胞因子释放
增多，全身的炎症反应受到影响，参与了冠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而此次相关性分析显示糖尿病和
EATV之间无相关性，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所
致，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有关EAT参与冠心病发病确切机制尚不明
确，通常认为EAT通过旁分泌机制分泌具有多种
生物活性分子，如白细胞介素、抵抗素、肿瘤坏
死因子等，这些因子影响机体能量代谢、血管炎
性反应，通过内皮功能障碍、平滑肌细胞的局部
增殖以及通过凋亡和新生血管形成增加斑块的不
稳定性，在局部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16-18]；最
近研究发现整合miRNA和冠心病患者EAT的全基
因组分析显示，EAT参与抗原表达、趋化因子信
号和炎症的基因上调 [19]。Yang等 [20]通过对188例
冠心病患者研究证实，EAT厚度及体积与冠脉狭
窄严重程度呈明显正相关。王治愚等[21]对临床诊
断冠心病的138例患者研究显示，EATV与冠心病
的存在及冠脉狭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是冠心病
风险的预测因子。本研究通过对148例冠心病患
者应用螺旋CT对EATV的测量研究证实EATV大小
与冠脉狭窄程度之间的相关性，EATV越大者评
价冠脉狭窄程度的Gensini积分越高，与之前学者
研究结果相一致，说明EATV的准确测量对冠心
病严重程度的判断具有很大价值，同时，CT测量
EATV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较MRI成本
低，并且准确性高于超声测量EAT厚度。
Tanindi等[22]研究发现心外膜脂肪厚度的增加
可以独立预测心脏不良事件，包括心肌梗死和
心血管疾病死亡。Cheng等[23]通过对232例冠心病
患者随访4年研究发现与未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患
者相比，EAT在新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患者中体积
较大，EATV的量化对不良心血管事件有预测价
值。本研究发现高EATV组冠心病患者再发不良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高于低EATV组，与以上研究
结果相一致，提示EAT不仅参与了冠脉粥样硬化
的形成，在疾病进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通
过Log-rank检验发现两组的生存时间差异有显著
性，高EATV组冠心病患者平均生存时间较低，
EATV不仅对预测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有帮助，
同时对于患者远期生存状况具有一定预测价值，
从而为后期临床治疗及预防再发不良心血管事件
提供潜在新的靶点。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所选研究对象均为冠心
病患者，无对照组比较。同时所有冠心病患者随
访时间较短，随访过程中容易出现失访情况。
总之，本次研究发现，EATV与BMI、Gensini
积分呈正相关，高EATV组冠心病患者再发不良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高，且其生存时间较低EATV
组短，因此EATV可成为临床冠心病预防和治疗
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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