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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R)、平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患者的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Neutrophils/lymphocyte，
MPV)与 Gensini 评分的相关性。方法：将 156 例 ACS 患者依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为单支
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Gensini 评分及一般临床资料，并分析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病变组、双支病变组及三支病变组，比较各组间 NLR、
LDL-C)、高
与双支病变组、单支病变组相比较，三支病变组吸烟、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尿酸 （uric acid，
UA）、NLR、MPV、Gensini 评分均显著升高 (P<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UA、NLR、MPV、Gensini 评分均显著升高(P<0.05)；三组间
0.05)；与单支病变组相比较，双支病变组吸烟、糖尿病、LDL-C、
TG）、肌酐(creatinine，C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年龄、性别、高血压、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0.05)。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表明：NLR、MPV 与 Gensini 评分均呈正相关(r=0.482、0.702, P<0.05)。结论：ACS 患者 MPV 和 NLR 与
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可有效评估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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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of NLR and MPV with Gensini Scor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neutrophils/lymphocyte (NLR), mean platelet volume (MPV) with gensini
score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156 cases of AC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coronary angiography: single lesion group, double branch lesions, tripathic group. The NLR, MPV, Gensini score and general clinical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and the correlation of different index were analyzed.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vessel lesion group and double branch lesion group,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ith smoking and diabetes, the serum LDL-C、HDL-C,
UA, NLR, MPV and Gensini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three branches of lesion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single
vessel lesion group, the above index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e double branch lesion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ge, gender,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TC, TG and Cr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P>0.05).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NLR and MPV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sini score (r=0.482, 0.702, P<0.05).

The

MPV and NLR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ACS, and they can
effectively assess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verage platelet volume; Neutrophils/lymphocytes; Gensini score

床指标[2]。此外，PLR、NLR 及胱抑素 C 也是 ACS 的独立危险因

前言

素[3,4]。因此，寻找能够早期有效预测心血管事件的常见临床指

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是由多种

标并加以干预对高危人群均有重大的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探

危险因素共同形成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其发病率和致死率逐年

MPV 水平与冠脉病变程度的相关 性，为防 治
讨外周 NLR、

升高，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

[1]

。冠状动脉造影作为评价

ACS 病情严重程度的金标准在临床上普遍应用，Gensini 评分
越高，提示冠脉病变越严重。近年来国内研究表明 PLR、NLR
及胱抑素 C 是临床上对冠脉狭窄程度具有一定预测价值的临

ACS 提供临床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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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腔狭窄程度选择计分标准：直径≤ 25%计 1 分、25%～ 50%计

者 156 例，其中男性 113 例，女性 43 例，年龄 36-89 (60.6±

2 分、50%～ 75%计 4 分、75%～ 90%计 8 分、90%～ 99%计 16

10.4)岁。所有入选患者均满足 ACS 诊断标准，并且满足入院前

分、99%～ 100%计 32 分。再将所得评分乘以病变所在血管相应

1 月内均未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影

系数：左主干计为 5；左前降支近段、左回旋支近段计为 2.5；左

响检测指标的药物。冠状动脉造影采用标准的经右侧桡动脉径

前降支中段计为 1.5；左前降支远段、左回旋支远段、左回旋支

路 Judkins 技术，依据检查结果分为单支病变组 68 例、双支病

后降支、第一对角支、右冠状动脉近、中、远段计为 1；其余小分

变组 57 例及三支病变组 31 例。排除标准：术前合并急慢性感

支计为 0.5。最后，计算每例患者病变血管各分支 Gensini 积分

染患者；血栓及出血性疾病患者；血小板计数异常患者；骨髓细

之和。病变积分即代表狭窄程度评分，总积分越高意味着病变

胞增殖性疾病及恶性肿瘤患者；有冠状动脉脉介入病史患者；

狭窄程度越重[5]。

有陈旧性心肌梗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患者；严重肝肾功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能不全患者。
1.2 方法

数± 标准差(x依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
在询问病史的过程中收集患者性

用 Kruskai-Wallis 检验，变量之间发生率比较采用 x2 检验；二

吸烟史及基础疾病病史(高血压、糖尿病)等一般临床
别、年龄、

以 P约0.05 为差异有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资料。

统计学意义。

1.2.1 研究对象信息采集

1.2.2 MPV、
NLR 及生化指标的检测

在入院次日尚未开始

使用抗血小板抗凝药物治疗之前，抽取晨空腹状态下血样，记
TC、
TG、
录 MPV、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以及 LDL-C、HDL-C、
ALT、UA、Cr 等生化指标，并计算 NLR 值，所有血样均由专人

2 结果
2.1 各组间基本临床资料的比较
三组间年龄、性别、高血压、TC、TG、Cr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管理，由本院检验科完成。

学意义(P>0.05)。与双支病变组、单支病变组相比较，三支病变

1.2.3 Gensini 评分

ACS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狭窄程度，采用

UA 均显著升高(P<
组吸烟、糖尿病患者比例、LDL-C、HDL-C、

Gensini 积分系统进行定量评定。首先，根据美国心脏协会规定

0.05)；与单支病变组相比较，双支病变组以上指标均显著升高

的冠状动脉血管图像记录分段评价标准行 Gensini 评分，根据

(P<0.05)。见表 1。

表 1 各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比较(x依s)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basic clinical data between the patients in different groups(x依s)
Project

Single branch lesion group(n=68)

Double branch lesion group(n=57)

Three branches of lesion group(n=31)

Age (years)

61.49± 9.61

58.61± 11.06

62.48± 10.37

Male example (%)

46(67.65%)

45(78.95%)

22(70.97%)

Smoking example (%)

26(38.24%)

32(56.14%)a

24(70.97%)ab

Hypertension example (%)

43(63.24%)

38(66.67%)

24(77.42%)

Diabetes example (%)

14(20.59%)

24(42.11%)a

20(64.52%)ab

LDL-C(mmol/L)

2.08± 0.10

2.47± 0.11 a

2.85± 0.14 ab

HDL-C(mmol/L)

1.05± 0.11

1.51± 0.12 a

2.87± 0.16 ab

TC(mmol/L)

4.11± 1.05

4.11± 0.88

4.42± 1.38

TG(mmol/L)

1.85± 1.22

1.89± 0.80

UA(滋mol/L)

270.13± 61.68

325.90± 117.26

Cr(滋mol/L)

68.47± 13.42

69.52± 11.64

1.85± 1.02
a

409.00± 18.38 ab
70.00± 14.24

Note: compared with single vessel lesion group, aP<0.05; compared with the double branch lesion group, bP<0.05.

2.2 不同病变支数组间 NLR、MPV 及 Gensini 评分的比较

ACS 是冠心病的严重类型，
血管壁慢性炎症反应和免疫反

与双支病变组、单支病变组相比较，三支病变组 NLR、

应进行性参与其病理生理过程中，其危害主要来源于多种因素

MPV、Gensini 评分均显著升高(P<0.05)；与单支病变组相比较，

相互作用引起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血栓形成、管腔堵塞，最

Gensini 评分均显著升高(P<0.05)，见表
双支病变组 NLR、MPV、

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6]。
终导致心肌缺血坏死，

2。Pearson 分析相关分析显示：NLR、MPV 均与 Gensini 积分呈
正相关(r=0.482、0.702, P<0.05)。见图 1 和图 2。

3 讨论

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及
斑块破裂中扮演重要角色[7]。白细胞计数和白细胞的不同类别
均与心血管事件有关，且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是 ACS 患者入院
具有简单易操作、经济性高、结果直观等优
后必查的血液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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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sini 评分的比较(x依s)
表 2 各组患者 NLR、MPV、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NLR, MPV and Gensini score between the pati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x依s)
Item

Single branch lesion group(n=68)

Double branch lesion group(n=57)

Three branches of lesion group(n=31)

NLR

2.07± 0.89

2.73± 1.01c

3.32± 1.29cd

MPV

10.51± 0.94

10.95± 0.84 c

12.13± 1.21 cd

Gensini Score

26.22± 12.86

40.25± 10.38 c

61.19± 19.59 cd

Note: compared with single vessel lesion group, cP<0.05; compared with the double branch lesion group, dP<0.05.

图 1 NLR 与 Gensini 评分散点图
Fig.1 Scatter plot of NLR and Gensini score

势。Kounis 等[8]人研究表明白细胞计数作为经典炎症标记物是

图 2 MPV 与 Gensini 评分散点图
Fig.2 Scatter plot of MPV and Gensini score

面，机体交感神经兴奋，儿茶酚胺类产物释放量增加，大量皮质

预测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中性粒细胞作为经典炎症细

激素由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释放，两者效应叠加引起淋巴

胞，参与机体多种非特异性炎症反应，同时能够分泌多种炎症

细胞凋亡增多[9]。ACS 患者普遍存在中性粒细胞水平增加和淋

介质，从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促进单核聚集、激活巨噬细胞产生

巴细胞水平降低的现象，且心肌梗死患者较不稳定心绞痛患者

泡沫细胞、促进斑块易损性四个方面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紊乱，

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故外周 NLR 高水平往往提示机体全身炎

进一步造成斑块破裂，扩大梗死面积，最终引起冠脉血管事件

症反应比较重。由此可见，NLR 在 ACS 的诊断与治疗中扮演了

[9]

。淋巴细胞是体内重要的免疫调节细胞，动脉粥样斑块内特异

重要角色。既往研究表明[14-16]外周血 NLR 升高是 ACS 患者动

性免疫细胞主要是 T 淋巴细胞，特别是 CD4+T 淋巴细胞，也可

脉硬度及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升高的重要危险因素，NLR 与冠

见少量 B 淋巴细胞。以往实验显示 Th1 细胞是斑块区主要的

脉病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且是高 SYNTAX 评分的独立危险

Th17 及
CD4 T 淋巴细胞，同时存在其他细胞亚群，如 Th2、

因素。我国学者张光宇[17]将 219 例患者根据冠脉 Gensini 积分

Treg 细胞。Th1 细胞能够分泌多种促炎症细胞因子，炎症因子

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两组间 NLR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

的出现可以进一步活化斑块区其他细胞，促进血管炎症反应，

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NLR 是高 Gensini 积分

[10]

+

具有促动脉粥样硬化作用。Th2 细胞则可以分泌多种抗炎症细

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也显示 NLR 与 Gensini 评分呈正

IL-5 和 IL10，抑制 Th1 细胞动脉粥样硬化的
胞因子，如 IL-4、

相关，冠脉血管病变程度越重，该 ACS 患者 NLR 值越高，且单

作用，但其机制尚步明确，
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Th17 细胞作

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和三支病变组之间差异显著，与既往报

为近年新发现的 CD4 T 淋巴细胞亚群，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

道一致。近年来研究显示[18]ACS 患者入院时 NLR 水平的高低

作用仍不明确。Treg 细胞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参与免疫耐受及

与冠脉斑块易损性密切相关，高 NLR 水平往往预示 PCI 术后

免疫中止。B 淋巴细胞也参与粥样斑块形成。在机体应激反应

高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但本研究仅限探讨 NLR 水平与

时，淋巴细胞计数减少，而动脉粥样硬化是由氧化应激所介导

ACS 患者冠脉病变的相关性，为更加全面了解 NLR 对于 ACS

Blum 等[11]研究证实这一观点。同时，也有学者指
的炎症反应，

患者的临床意义，应对 ACS 患者进行长期随访调查。

+

[12]

出 中性粒细胞也在心血管事件的免疫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

血小板具有激活、黏附、聚集、释放基本功能，参与多种心

色，而与淋巴细胞发挥的作用不同，但两者数量的变化均与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凝血、炎症反应、血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及短期预后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等多种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9]。MPV 是血小板活性的重

NLR 值整合了以上两种白细胞亚型信息，相较单一指标

要指标，MPV 增加与血小板的激活、出血时间的缩短相关，其

更少受各种生理状况的影响、更能够准确反映全身炎症反应

提示促血栓形成
升高表明血小板更大、
更活跃、更具致密颗粒，

[13]

。机体炎症反应增强时，不同类别白细胞增加、激活，产生更

的风险越高。体外试验也证明大体积的血小板更容易形成血

多促炎症因子而导致中性粒细胞招募增多和凋亡减少；另一方

栓。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增加，MPV 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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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高，且 MPV 与 Gensini 评分之间存在正相关性，MPV 水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J]. Clin Appl Thromb Hemost, 2015, 21

平可作为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预测指标之一。De Luca 等 研

(2): 139-143

[20]

究了 1411 例冠心病患者，发现 MPV 与血小板聚集率无相关

[9] 杨宇宏, 张志珺.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值与脑血管病相关

性，与冠心病的程度无相关性。但本研究提示 MPV 与冠脉病变

性研究进展[J].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7, 02(36): 301-305

程度有关，
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既往研究显示高龄、男性、高血压均与 ACS 患者冠脉病变
程度密切相关，但本研究并未证实这一结论，可能与单中心研
究、样本量少、时间限制等有关，为进一步判断以上指标临床预
测价值的准确性，仍需要多中心、大样本、长期随访研究进一步
证实。

[10] 刘涛, 李浪. 血小板调控 CD4+T 淋巴细胞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
研究进展[J]. 广东医学, 2014, 21(35): 3421-3424
[11] Blum A, Sclarovsky S, Rehavia E, et al. Levels of Tlymphocyte
subpopulationsinterleukin-1 betaand 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Am Heart J, 1994, 127(5): 1226-1230
[12] 赵燕, 张毅刚, 王海波, 等. STEMI 患者入院后急性期内 NLR 数值
与院内 MACE 发生率的相关性 [J]. 岭南心血管病杂志, 2017, 02

综上所述，NLR 和 MPV 与 ACS 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密切

（23）: 133-137

相关，可以提示 ACS 的发生风险和评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

[13] Paquissi F C. The role of inflammation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the

发展情况，可能用于筛选 ACS 危险人群。但本项研究可能存在

predictive value of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as a marker in

样本量少、选择偏倚等不足的问题，为明确 NLR 和 MPV 对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J]. Ther Clin Risk Manag, 2016, 12 (15):

ACS 发病率及冠脉病变程度的影响，
仍需扩大样本量并进行多

851-860
[14] Ciekg, Aiikgoz SK, Bozbay M, et al. Neutrophillymphocyteratio and

中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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