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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检测指导下口服 P2Y12抑制剂对冠心病患者
PCI后缺血预后的影响
连延华1，张晓乐1，高丽1
【摘要】目的 探讨基因检测指导下口服 P2Y12抑制剂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
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后缺血预后的影响。方法 纳入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于南阳市第二人
民医院就诊的18岁以上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240例，随机分为基因指导治疗组（n=120例）和常
规治疗组（n=120例）。基因指导治疗组出现CYP2C19*2或*3功能缺失（LOF）等位基因者使用替格瑞
洛和阿司匹林治疗，没有CYP2C19*2或*3LOF患者和常规治疗组使用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治疗。比较两
组随访12个月内治疗结局（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和出血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 235例（97.92%）患
者在研究期间完成随访或死亡，常规治疗组117例，基因指导治疗组118例，中位随访时间为365 d。 常
规治疗组发生不良结局事件发生率高于基因指导治疗组[17.5%（21/120）vs. 4.2%（5/120），P＜0.05]。
在所有患者中，经Kaplan-Meier曲线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使用基因指导治疗组不良结局事件发生率
低于常规治疗组（Log Rank χ2=10.164，P=0.001），基因指导治疗比常规治疗方案更有利（HR=4.311，
95%CI：1.617~11.490，P＜0.05）。仅纳入基因指导治疗组中CYP2C19*2或*3 LOF的患者，基因指导治
疗患者不良结局事件发生率低于常规治疗组（Log Rank χ2=5.757，P=0.016），且使用基因指导治疗比常
规治疗更有利（HR=3.119，95%CI：1.170~8.315，P＜0.05）。 结论 与常规治疗相比，基因检测指导下
口服P2Y12抑制剂可以降低冠心病患者PCI术后的部分出血事件。
【关键词】急性冠脉综合征；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CYP2C19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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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ral P2Y12 inhibitors on the ischemic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under genetic testing guidance. Method
Two hundred forty patients (age＞18 yrs) with the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May 2019, and were randomized into gene-guided treatment group (n=120) an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n=120). In the gene-guided treatment group, patients with CYP2C19*2 or *3 loss-of-function
(LOF) alleles were treated with ticagrelor and aspirin. Patients without CYP2C19*2 or *3LOF and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lopidogrel and aspirin. The treatment outcomes (major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and minor bleeding events) within 12 months of follow-u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wo hundred thirty-five patients (97.92%) completed follow-up or died during the study. There were 117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and 118 patients in the gene-guided treatment group.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365 day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outcome events in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ene-directed treatment group [17.5% (21/120) vs. 4.2% (5/120), P＜0.05]. In all patients,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model and Kaplan-Meier curv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outcome events in the geneguided treat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Log Rank χ2=10.164, P=0.001).
The gene-guided treatment wa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treatment (HR=4.311, 95%CI: 1.617~11.490, P＜0.05). For
CYP2C19*2 or *3 LOF patients in the gene-guided treatment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outcomes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Log Rank χ2=5.757, P=0.016). The use of gene-guided therapy

was also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raditional therapy (HR=3.119, 95%CI: 1.170~8.315,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oral P2Y12 inhibitor under the guidance of gene testing can reduce some bleeding
events after PCI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Key words]Acute coronary syndrome;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Major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CYP2C19 gene poly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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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是目前治疗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最主要的血运重建手段
之一，可迅速恢复缺血心肌的血流灌注，双重抗
血小板治疗，包括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剂，对
于预防复发性血栓事件（如支架内再狭窄）是必
不可少的 [1,2] 。目前指南推荐血小板抑制剂替格
瑞洛较氯吡格雷对预防血栓事件更有效。然而，
这种更好的疗效同时也伴随着更高的出血风险。
氯吡格雷是一种通过肝细胞色素P450酶转化为
活性代谢产物，进而不可逆地抑制血小板P2Y12
受体，从而抑制血小板聚集 [3]。然而，根据血小
板功能检测，约30%的亚洲人群对氯吡格雷的反
应不足，可能与遗传变异有关，例如CYP2C19*2
和*3等位基因缺失等 [4]。在没有这些缺失等位基
因的患者中，氯吡格雷显示出与替格瑞洛相似
的疗效。因此，我们前瞻性分析了在我院进行
CYP2C19基因指导用药的ACS患者PCI术后结局，
以确定基因导向策略是否能够在不增加首次PCI
患者血栓风险的情况下降低出血风险。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240例年龄＞18岁的ACS患者，
均为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于南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就诊，具有明确的PCI指征，并在术后接受计
划12个月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患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自愿提供血液或唾液DNA样本进行基因检
测。排除标准：①PCI失败者；②在随机化之前
患者已知CYP2C19分型者；③具有颅内出血史、
器官移植史或已知合并恶性肿瘤病、血液系统疾
病、严重肝功能不全者；④对抗血小板药物具有
禁忌症者；⑤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或已知有自
体免疫性疾病（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系统性红
斑狼疮等）者。本研究方案经当地医学伦理委员
会审批通过，由我院数据和安全监测委员会负责
监督试验的进行和安全。
1.2 随机化分组和治疗 使用Medidata Balance随
机化系统按年龄、性别、体质指数（BMI）、
疾病表现等进行1:1随机分组，随机化在PCI后
72 h内完成。PCI方案、支架的选择、口服P2Y12
抑制剂（替格瑞洛）的负荷量等由主管医师决
定。患者被随机分为基因指导治疗组和常规治
疗组，每组各120例。基因指导治疗组，患者将
进行前瞻性等位基因即时检测（POCT），以指
导抗血小板治疗；常规治疗组，患者将接受氯
吡格雷治疗，并在治疗1年结束时进行回顾性基
因型分析。在基因指导治疗组，对患者进行静
脉血取样使用Spartan Rx CYP12Y12基因POCT。
对于CYP2C19*2或*3功能缺失（LOF）等位基因
者，处方给予替格瑞洛（AstraZeneca AB，国药

准字J20171077）90 mg（bid）维持剂量，而对
于携带CYP2C19*2或*3野生型等位基因者，处方
给予氯吡格雷[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J20180029]75 mg/d。常规治疗组患者口
服氯吡格雷75 mg/d。根据指南推荐，患者在PCI
前或术后首次给予氯吡格雷300~600 mg负荷剂
量或180 mg替格瑞洛负荷剂量，此外所有患者均
服用阿司匹林（拜耳医药保健公司，国药准字
J20171021）100 mg/d；连续使用1年。
1.3 CYP2C19 基因型检测方法 患者在入院后次
日清晨采肘静脉血5 ml，乙二胺四乙酸抗凝后行
基因检测。操作步骤为提取DNA、进行DNA PCR
扩增以及杂交显色扫描。相关DNA提取试剂盒购
自美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因多态性试剂盒购
自武汉友芝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自动
PCR仪和显色扫描仪器均由上海百傲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
1.4 治疗结局 研究协调员分别在出院时、 PCI后
1月、6月和12月对研究相关事件进行电话或入院
评估。主要研究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
括任何原因引起的死亡、再发心肌梗死、明确的
支架内血栓、脑梗死（定义为一种新的神经功能
缺陷，持续超过24 h或死亡，排除其他已知的原
因，如创伤）。次要研究终点为主要出血事件
（根据血小板已知和患者结局（PLATO）试验标
准）或轻微出血事件。
1.5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
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或四分位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COX风险模型分析计
算95%置信区间的风险比。使用Kaplan-Meier 估
计冠心病患者PCI后预后生存函数，组间不良心
血管事件分布差异使用Log-rank检验。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线临床资料比较 与常规治疗组比
较，基因指导治疗组在左室射血分数（LEVF）、
比伐卢定、CCB的使用率上高于常规治疗组，在
肝素使用率上低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其余年龄、性别、BMI、金属支
架长度、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家族冠心病
史、吸烟史、PCI手术时间、GpⅡbⅢa受体拮抗
剂、β受体拮抗剂、ACEI、ARB、质子泵抑制
剂、冠状动脉（冠脉）病变支数、支架类型等资
料无明显差异（P＞0.05），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结局分析 235例（97.92%）
患者在研究期间完成随访或死亡，其余5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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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常规治疗组和基因指导治疗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岁）
男性（n，%）
BMI（kg/m2）
LEVF（%）
金属支架长度（mm, M50[P25,P75]）
危险因素
吸烟史（n，%）
高血压（n，%）
糖尿病（n，%）
高脂血症（n，%）
冠心病家族史（n，%）
PCI类型
择期PCI（n，%）
急诊PCI（n，%）
疾病类型
STEMI（n，%）
NSTEMI（n，%）
UA（n，%）
治疗方案
肝素治疗（n，%）
GpⅡbⅢa受体拮抗剂（n，%）
比伐卢定（n，%）
β受体拮抗剂（n，%）
ACEI（n，%）
ARB（n，%）
CCB（n，%）
质子泵抑制剂（n，%）
他汀类（n，%）
冠脉病变支数
单支（n，%）
多支（n，%）
支架类型
药物洗脱（n，%）
裸金属（n，%）
累及动脉
LAD（n，%）
LCX（n，%）
RCA（n，%）
LMC（n，%）

常规治疗组（n=120）
61.22±12.89
71（59.17）
25.49±0.29
55.58±9.76
26.00（12.00，34.75）
46（38.33）
46（38.33）
20（16.67）
27（22.50）
30（25.0）
54（45.0）
66（55.0）
40（33.33）
51（42.5）
29（24.17）
85（70.83）
28（23.33）
30（25.0）
96（80.0）
92（76.67）
21（17.50）
20（16.67）
86（71.67）
120（100.0）
90（75.0）
30（25.0）
95（79.17）
25（20.83）
71（59.17）
45（37.50）
27（22.50）
6（5.0）

基因指导治疗组（n=120）
60.72±13.97
64（53.33）
25.56±0.30
56.13±7.42
25.00（16.00，36.75）
32（26.67）
44（36.67）
27（22.50）
32（26.67）
22（18.33）
62（51.67）
58（48.33）
36（30.0）
46（38.33）
38（31.67）
78（65.0）
25（20.83）
20（16.67）
105（87.50）
101（84.17）
17（14.17）
38（31.67）
94（78.33）
120（100.0）
91（75.83）
29（24.17）
97（80.83）
23（19.17）
65（54.17）
38（31.67）
34（28.33）
5（4.17）

t/χ2/Z值
0.288
0.830
0.067
0.491
-0.304
3.723
0.071
1.296
0.562
1.571
1.068
1.677
4.187
0.218
2.526
2.480
2.143
0.500
7.366
1.193
0.022
0.104
0.611
1.277
1.077
-

P值
0.774
0.362
1.838
0.624
0.761
0.054
0.790
0.255
0.454
0.210
0.301
0.432
0.041
0.641
0.112
0.115
0.143
0.479
0.007
0.233
0.881
0.747
0.435
0.259
0.299
1.000

注：BMI：体质指数；LEVF：左室射血分数；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 STEMI：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非ST段抬高型心肌
梗死；UA：不稳定型心绞痛； ACEI：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RB：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CCB：钙离子通道阻滞剂；LAD：左
前降支；LCX：左回旋支；RCA：右冠；LMC：左主干

12个月前退出研究或未完成随访，中位随访时
间为365 d。常规治疗组发生研究终点事件21
例（17.5%），基因指导治疗组发生主要研究
终点事件5例（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2.3 所有患者预后分析 以是否发生终点事件作
为因变量进行赋值（发生=1，未发生=0），校
正年龄、性别、体质量、危险因素、PCI类型、
临床用药、冠脉病变情况以及治疗方案等因素
后，经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证实，基因指导治
疗比常规治疗方案更有利[HR：4.311（95%CI：
1.617~11.490），P＜0.05]。经过Kaplan-Meier曲
线分析，结果显示使用基因指导治疗组终点事件
发生率低于常规治疗组（Log Rank χ2=10.164，
P=0.001），图1。

2.4 基因指导治疗组CYP2C19*2或*3 LOF患者与
常规治疗组患者预后分析 剔除失访的患者，基
因指导治疗组中CYP2C19*2或*3 LOF患者为86
例，非LOF患者32例，排除非LOF患者，KaplanMeier曲线分析发现剩下患者中，使用基因指导
治疗患者终点事件发生率低于常规治疗组（Log
Rank χ2=5.757，P=0.016）。经COX分析，对于
CYP2C19*2或*3 LOF缺失的患者，使用基因指
导治疗比常规治疗更有利[HR：3.119（95%CI：
1.170~8.315），P＜0.05]，图2。
3 讨论
ACS患者PCI后的抗凝、抗血栓治疗非常重
要，氯吡格雷是目前临床应用很广泛的抗血小板
药物，但其疗效受到CYP2C19基因变异的影响[5]。
因此我们探讨了基因检测是否对ACS患者PCI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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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常规治疗组和基因指导治疗组主要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结果
所有终点事件
主要研究终点
死亡
再发心肌梗死
支架内血栓
出血性脑梗死
靶血管血运重建
次要研究终点（小出血事件）

常规治疗组（n=117）
21（17.95）
8（6.84）
2（1.71）
2（1.71）
2（1.71）
1（0.85）
1（0.85）
13（11.11）

基因指导治疗组（n=118）
5（4.24）
2（1.69）
1（0.85）
0（0）
0（0）
0（0）
1（0.85）
3（2.54）

χ2值
9.875
2.656
＜0.001
0.496
5.515

P值
0.002
0.103
0.994
0.247
0.247
0.498
0.481
0.019

图1 常规治疗组和基因指导治疗组时间-事件（Kaplan-Meier）曲线

图2 常规治疗组和基因指导治疗组CYP2C19*2或*3 LOF患者时间-事

分析

件（Kaplan-Meier）曲线分析

抗血小板药物选择的指导性作用。我们发现，
在ACS患者PCI后，使用基因指导下选择P2Y12
抑制剂可降低小出血事件上发生率，同时经过
Kaplan-Meier曲线和COX模型的分析，对于具有
CYP2C19*2或*3 LOF的患者，使用基因检测指导
下用药更有利。
抗栓治疗是目前几乎所有指南都建议的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基本治疗方式
之一，特别是对于进行过PCI的患者，术后使用
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方案（阿司匹林+P2Y12抑制
剂），是必需的 [6,7] 。在国内外众多冠心病相关
指南上，都推荐在发生ACS后1年内，长期使用
P2Y12抑制剂作为抗栓治疗[8,9]。氯吡格雷和替格
瑞洛都是常见的P2Y12抑制剂，用于抗栓治疗具
有良好效果。氯吡格雷是目前临床上运用最广泛
的P2Y12抑制剂，在某些研究认为与氯吡格雷比
较，替格瑞洛疗效更好，但对于年龄偏大以及偏
瘦患者其出血几率更大[10]。氯吡格雷是通过肝经
细胞色素P450酶代谢后才能产生活性物质的前体
药物，但这个酶受到CYP2C19基因的影响，因此
对于部分氯吡格雷疗效不佳的患者，研究发现主
要是与基因多态性发生的抵抗性有关，且在亚裔
患者中更为多见[11-13]。根据CYP2C19的基因检测
结果，可将临床上的患者分为慢、中间、快代谢
类型，对于非快代谢型的患者其对氯吡格雷可产
生抵抗性，可能是PCI后MACE发生的原因[14,15]。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在
氯吡格雷的包装上，建议使用氯吡格雷治疗前应
该进行基因检测确定代谢类型[16]。同样，在近来

的多种临床中认为基因检测应该被应用在冠心病
患者的抗栓药物使用前，用于指导临床用药。因
为对于具有CYP2C19等位基因功能缺失的患者，
使用氯吡格雷会导致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增加，而
新型P2Y12抑制剂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并不会受
到基因功能缺失的影响，因此具有良好的效果。
而在另外的某些研究中认为，对于使用氯吡格雷
疗效不够理想的患者，仅约10%的原因认为与基
因多态性有关，因此不建议使用基因检测作为常
规治疗[17]。我们的研究是鉴于基因指导冠心病患
者临床用药具有争议的基础上，为基因检测指导
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用药提供参考依据。我们研究
结果显示，对于ACS患者，使用基因指导下再选
择P2Y12抑制剂可降低ACS患者PCI后出血事件的
发生，与多位学者的研究类似。如周瑞红等[18]在
对60例心肌梗死后行PCI的患者研究发现，使用
基因检测指导下进行抗栓治疗的患者临床心血管
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未进行基因检测而直接使
用氯吡格雷组。在ACS患者中，Liu等[19]通过一项
Meta分析，发现与标准治疗组比较，使用基因型
引导治疗组的患者在高血压、全因死亡率、心肌
梗死等方面风险降低。在Claassens等[20]的一项多
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中，通过非劣效性实验
证明，使用基因指导进行PCI后的抗栓治疗和标
准治疗主要临床获益并无明显差异，但对于主要
的出血结果，使用基因指导治疗组的柏拉图大出
血或小出血少于标准治疗组，这种差异主要是柏
拉图小出血上的差异。我们研究中也体现了这一
点。但另有研究中提出了相反意见，Pereira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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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为期12个月的随访，发现基因型指导下选择
口服P2Y12抑制剂，与常规氯吡格雷治疗相比，
在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中风、支架血栓形成
和严重复发性缺血的等临床事件两组并无统计学
差异。对于目前的多种研究具有争议的现状，应
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试验。
综上所述，与常规氯吡格雷治疗相比，基
因检测指导下口服P2Y12抑制剂可以降低冠心
病患者PCI后的部分出血事件，同时对于未知
CYP2C19*2或*3等位基因情况和具有CYP2C19*2
或*3LOF的患者，使用基因指导治疗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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