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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参数与冠心病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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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血小板参数与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2 月在我中心随访的冠心病患者 116 例为观察组，以冠脉 CT 结果分为 2 组（冠脉中度狭窄和重

度狭窄），再选取同时间段冠脉 CT 结果阴性的 55 例为对照组。对所有观察对象治疗前进行血小板参数检

测，将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冠心病组患者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血小板最大聚集率高于

对照组，而血小板数量明显低于对照组；重度狭窄组患者的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血小板最

大聚集率高于中度狭窄组，重度狭窄组患者的血小板数低于中度狭窄组。结论 冠心病患者的血小板参数会

异于健康者，可作为判断患病病情进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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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telet parameters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116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were followed up in 
our center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ronary CT resul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moderate and severe coronary stenosis), and 55 patients with negative coronary CT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platelet parameters of all subjects were detected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test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width of platelet volume distribution, average 
platelet volume and maximum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in th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number of platele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platelet volume, 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and maximum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in severe stenosi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moderate stenosis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platelets in severe stenosis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moderate stenosis group. Conclusion the platelet parameter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healthy people, which can be us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exes to judge the progress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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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冠心病）已经成为

全球公认的 21 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
[1]。中国冠心病发病率逐渐升高，其死亡率占心血

管疾病首位[2]。在冠心病的发病机制中，血小板的

激活、聚集，继发血栓形成，导致管腔狭窄或堵塞

而使心肌细胞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是最主要的发病

环节。有研究表明血小板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起

到重要作用[3]。血小板形态参数能够反映血小板活

化程度，对血栓形成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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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分析血小板形态参数与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病变之间的相关性，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参

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我中

心随访的冠心病患者 116 例为观察组，均符合冠心

病临床诊断标准。以冠脉 CT 结果分为 2 组，冠状

动脉中度狭窄组（冠状动脉狭窄 50%-75%）60 例，

冠状动脉重度狭窄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 75%）56
例。再选取同时间段冠脉 CT 正常的 55 例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1）首次临床诊断冠心病患者，完成 CT
检查；2）符合中国冠心病诊疗指南（危险因素、典

型症状、心电图等）；3）临床资料完整，患者及家

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服用抗血小板药物；2）依从性

差，不能配合完成检查。 
1.2 观察指标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体质

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基础疾病 （高血

压、糖尿病）、吸烟史（每天吸烟 20 支、烟龄 ≥
20 年或吸烟指数≥400 年支定义为有吸烟史），实

验室检查指标，包括血脂指标〔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血小板参数〔包括血小板

计数（platelet count，PLT）、血小板压积（plateletcrit ，

PCT)、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MPV）

和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血小板最大聚集率（maximum aggregation 
rate, MAR），血小板最大聚集率检测为二磷酸腺苷。

对所有观察对象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前进行检测。血

小板计数、血小板压积、血小板分布宽度，平均血

小板体积，采用 EDTA 抗凝，流式细胞法。血小板

最大聚集率，采用枸橼酸抗凝，比浊法。 
1.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0.0 软件对所统计的研究数据进行处

理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比较 
所有观察对象的基本资料(年龄、性别、BMI、

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史，胆固醇、甘油三脂、低

密度脂蛋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人员血小板参数检测情况比较 
冠状动脉重度狭窄组和中度狭窄组患者的平均

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血小板最大聚集率

均高于对照组；而血小板数量两组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重度狭窄组患者的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分

布宽度、血小板最大聚集率高于中度狭窄组，重度

狭窄组患者的血小板数低于中度狭窄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一般资料（x±s） 

项目 对照组（n=55） 中度狭窄组（n=60） 重度狭窄组（n=56） x2/F P 

男 27（49.0） 30（50.0） 27（48.2） 0.06 0.96 

女 28（51.0） 30（50.0） 29（51.8）   

年龄 53.14±8.76 54.11±5.32 53.98±3.14 0.41 0.66 

BMI 22.45±2.96 23.19±2.56 23.45±2.28 2.19 0.11 

高血压 12（21.8） 13（21.6） 14（25.0） 0.41 0.81 

糖尿病 11（20.0） 12（20.0） 14（25.0） 0.98 0.61 

吸烟史 48（87.2） 54（90.0） 50（89.2） 0.42 0.81 

TC（mmol/L） 4.63±0.98 4.74±0.65 4.76±0.33 0.55 0.57 

TG（mmol/L） 1.62±0.88 1.68±0.74 1.69±0.63 0.14 0.86 

LDL-C（mmol/L） 2.63±0.86 2.54±0.37 2.50±0.32 0.77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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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人员血小板参数检测情况比较（x±s） 

项目 对照组（n=55） 中度狭窄组（n=60） 重度狭窄组（n=56）   

PLT（109/L） 198.41±32.14 178.37±36.47 159.81±37.17 16.52 0.000 

PCT（%） 0.175±0.042 0.176±0.047 0.174±0.043 0.03 0.9707 

PDW（%） 11.12±0.32 14.34±0.58 17.98±0.36 3380.29 0.000 

MPV（fl） 7.34±1.11 9.21±1.12 11.98±0.79 291.12 0.000 

MAR（%） 53.62±10.36 63.31±11.13 75.89±16.98 40.18 0.000 

 
3 讨论 
由于冠心病是一种具有多个危险因素的疾病，

除了年龄、性别、高血压、吸烟和遗传等传统危险

因素外，糖脂代谢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控制

传统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的影响因素，有

助于冠心病的早期预防[4]。血小板在白色血栓形成

中起关键作用，活化血小板通过释放各种介质增加

血栓事件的发生率。研究表明，血小板活化检测可

以预测心血管事件和远期死亡率。血小板是从成人

骨髓巨细胞病的细胞质中分离出来的一小块细胞

质。平均血小板体积主要反映骨髓巨核细胞的增殖

和代谢，与血小板的超微结构和功能活性密切相关。

相关研究表明，大血小板含有更多糖原、腺嘌呤、

核苷酸和正磷酸盐，其功能活性也非常高[5]。小血

小板含有低糖原、蛋白质、酶和血小板颗粒，其功

能和活性也较差。在血小板活化过程中，血小板体

积分布的宽度会增加，当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增加

时，可能提示网状血小板代偿性增加。血小板最大

聚集率可以反映出血性血栓形成的程度，血小板通

常以静止的圆盘状存在于血液循环中。随着它们的

激活，它们将从盘状变为矛状，导致伪足和体积增

加。因此，监测血小板形态学参数可以间接了解血

小板的生理功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组患者血小板体积分

布宽度、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最大聚集率高于

对照组，而血小板数量明显低于对照组；重度狭窄

组患者的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血小

板最大聚集率高于中度狭窄组，重度狭窄组患者的

血小板数低于中度狭窄组。MPV 可反映血小板的大

小和活性，MPV 升高表明血小板体积增大。在冠心

病发病过程中，内皮损伤后激活血小板，可使其活

性增强，体积变大，不断地聚集在病变部位形成血

栓，堵塞冠脉而引起临床症状及并发症。而血小板

数量减少是因为冠脉不稳定斑块破裂后，血小板在

血管损伤部位不断黏附、聚集形成血栓，使其消耗

和破坏增加，引起血小板数量在短期内急剧减少。

冠心病患者 MPV 升高而 PCT 降低可反映血小板

在冠脉病变部位的消耗，以及大量网状血小板的代

偿性产生。 
冠心病患者从稳定型慢性冠脉病到不稳定型慢

性冠脉病，最后到急性急性冠脉综合征是一个持续

的病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血小板粘附、

聚集和释放反应增强，导致血小板形态的改变，表

现为血小板参数的改变。本次研究报告中对冠心病

患者与健康者均进行血小板参数检测，结果显示，

冠心病患者的血小板参数会异于健康者，因此，检

测血小板参数对于预防与早发现冠心病具有重要临

床价值。本研究样本量不大，同时也可能存在一定

选择偏倚，今后还需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证实血小

板参数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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