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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病与 VTE 风险增加的相关性 —— 基于 1976-2013
年的人群研究
Patompong Ungprasert, MD; Cynthia S. Crowson, MS; and Eric L. Matteson, MD, MPH

目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结节病患者中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发生的风险。

方法

来自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县的 1976-2013 年全科医疗记录链接系统中记录的

345 例结节病患者与 345 例性别和年龄匹配对照受试者。 对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肺栓
塞 (PE) 的医疗记录进行复习。 评估累计发病率、 对死亡风险进行校正。 采用 Cox 比例
风险模型比较结节病与非结节病患者中这些事件的发生率。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 VTE、 DVT 和 PE 在入组前发病率无明显差异。 结节病组患者根据

年龄、 性别、 日历年校正后的 VTE 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风险比 (HR) 3.04， 95%CI
1.47 ～ 6.29]。 两种亚型的 VTE 风险都显著升高， DVT HR 3.14 (95% CI 1.32 ～ 7.48)，
PE HR 4.29 (95%CI 1.21 ～ 15.23)。 对年龄、 性别和日历年校正后， 对入组至少 6 mo 后
出现 VTE 事件的敏感性分析显示了略低的 HR： VTE 2.73， 95%CI 1.30 ～ 5.72)； DVT 3.00，
95% CI 1.25 ～ 7.20； PE 3.58， 95%CI 0.98 ～ 13.03。
结论

基于人口学队列研究观察到结节病患者的 VTE 风险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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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

炎、 血管炎以及炎症性肠病 [6 ～ 8]。

(DVT) 和 肺 栓 塞 (PE)， 是 一 种 高 发 病 率 和 高 死
亡率的常见疾病。 欧洲和北美的研究表明每年每
1 000 人有 1 ～ 2 例新发 VTE

[1 ～ 3]

结节病是一种免疫相关性疾病， 以非干酪样

， 复发很常见。

肉芽肿表现为特征。 预计美国每年诊断 70 000 例结

估计累计复发率在停止抗凝治疗后 1 y 为 10%， 5 y

节病 [9，10]。 结节病患者的 VTE 风险可能更高。 事

为 30% [4]。 传统 VTE 的危险因素包括制动、 住院、

实上， 既往以编码为基础的研究发现结节病患者的

手术、 恶性肿瘤、 高龄、 高凝状态和某些药物的

VTE 风险更高， 相对风险从 1.2 ～ 2.0 不等。 不

[3]

使用 。

过这些研究的准确性受到研究设计的限制， 采用的
是注册登记方法来确定结节病和研究事件， 而没有

最近， 慢性炎症也越来越被认识到是 VTE 的

医疗记录验证 [8，11，12]。

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炎症细胞因子对凝血级联反应
的慢性激活被认为是这一相关性背后的主要发病机
[5]

为更深入研究这种可能的高风险， 本项目是

制 。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在某些慢性免疫相关

基于人口学的回顾性研究， 比较了结节病患者与年

炎症性疾病中 VTE 发病率升高， 例如类风湿关节

龄、 性别匹配的非结节病患者 VTE 的发病率， 也
调查了 VTE 亚型 (DVT， PE) 的发生风险。

患 者 和 方 法

织病理证实Ⅰ期肺结节病患者， 只需要影像学存在
对称的双侧肺门淋巴结肿大而缺少其他的可能原因。

本研究使用罗切斯特流行病学项目医疗记录连

除皮肤以外的单一特定器官的孤立肉芽肿性疾病在

接系统。 通过此项目的资源， 可以得到当地居民

除外其他诊断后也可以纳入 [15]。 诊断结节病之前居

所有的由卫生保健提供者记录的住院及门诊的全面

住在奥姆斯特德县的病例被排除在外。

医疗记录 ( 包括梅奥诊所、 奥姆斯特德医学中心及
其附属医院、 当地养老院和一些私人从业者等面向

对于每一例结节病患者， 都会从相同人口中

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县居民的机构， 寻求医疗服

随机选择一例非结节病人员作为对照。 以相似年龄

务 ＞ 6 y)。 这一数据系统用于流行病学研究的潜力

(± 3 岁 ) 和同性别为匹配标准。 将结节病患者的

已被描述

[13]

。 这一医疗记录连接系统允许识别几乎

发病日期作为对照组的索引日期。 复核病例组和对

所有在奥姆斯特德县居民中临床公认的结节病病例

照组病历记录中 DVT 和 PE 的事件。 事件验证是通

以及感兴趣事件的完整记录。

过基于静脉造影、 血管造影、 超声、 CT 血管造
影、 灌注显像或尸检结果的医生诊断。 收集关于

使用这一医疗记录连接系统， 1976-2013 年间
奥姆斯特德县的 345 例结节病患者队列被确定

[14]

。

所有患者的诊断代码与结节病相关。 对所有患者的

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的基线数据， 包括吸烟状态、
BMI、 糖尿病、 高血压和血脂异常。 随访至死亡、
移民或 2015 年 1 月 1 日为止。

医疗记录逐个复核。 纳入标准包括医生诊断非干酪
性肉芽肿的病理证据， 没有抗酸杆菌或真菌的依

本研究获得梅奥诊所和奥尔姆斯泰德医疗中心

据， 胸内结节病的影像学特征， 可兼具临床表现，

研究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s) 的批准， 并且无需知

排除其他肉芽肿性疾病。 这一要求的唯一例外是组

情同意 ( 梅奥诊所 IRB： 14-008651； 奥姆斯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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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结节病组和对照组的特征
特

征

年龄 / 岁，平均

访时仍然存活的病人。 应适当纳入死前有 VTE 事

病例组

对照组

(n = 345)

(n = 345)

45.6 ± 13.6

45.4 ± 13.7

174 (50%)

174 (50%)

件的患者， 若此类患者被单纯定为死亡， 则可能
P值
0.87
1.0
＜ 0.001

人种
301 (90%)

白种人

327 (95%)

18 (5%)

2 (1%)

亚洲人

6 (2%)

0 (0%)

印第安人

2 (1%)

0 (0%)

其他

7 (2%)

14 (4%)

非洲裔美国人

随访时间 / y，平均 15.1 ± 10.5

DVT 或 PE 的最早日期。
Cox 比例风险模型用于比较结节病组和非结节
病组的 VTE、 DVT 和 PE 发生率。 此外， Cox 比
例风险模型还用于评估结节病患者发生 VTE 事件的

16.8 ± 10.8

危险因素相关性。 研究的危险因素前文已有描述。

值 ± 标准差
＜ 0.001

吸烟状态

所有分析中 P ＜ 0.05 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132 (42%)

采用 SAS9.4 版 (SAS Institute， Inc) 和 R3.1.1 (R

71 (21%)

70 (22%)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工具进行分析。

63 (19%)

115 (36%)

从不吸烟

198 (60%)

既往吸烟
目前吸烟

13

未知

为评估 VTE 的累计发病率， 发病日期定义为发生

2

11

未知

件首次发生时间早于结节病的诊断时间， 或非结节
病患者早于索引时间的， 要从累计发病率中排除。

值 ± 标准差
女性

过度评估目标事件的发生率， 应当避免。 VTE 事

BMI / kg · m-2，平 29.8 ± 7.3

28
27.5 ± 5.6

＜ 0.001

结

均值 ± 标准差

果

胆固醇 / mg · dL-1，平均值 ± 标准差
总胆固醇

201.1

201.7

0.65

LDL

115.6

120.0

0.20

HDL

48.9

50.6

0.26

150.6

137.5

0.21

前吸烟者较多， 除此以外两组的人口学特征相似。

高血压

75 (22%)

75 (22%)

1.0

糖尿病

31 (9%)

26 (8%)

0.49

除结节病组的 BMI 较高之外， 两组在心血管疾病

TG

结节病组和非结节病组的基线特征对比如表 1
所示。 结节病组中非白人患者较多， 对照组中目

风险基线特征方面没有明显倾向性。

HDL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 =
甘油三酯。

医学中心 IRB： 012-OMC-15)。
描述性统计 ( 如百分比、 平均值 ) 用于总结
各群体的特征。 组间比较采用 χ 2 ( 卡方分析 ) 检

VTE 累计发病率

30

20

10

验和秩和检验。 采用 Fisher 精确检验比较两组间既
往 VTE、 DVT 和 PE 事件， 检查结节病是否增加
VTE 及其亚型的发生率。 VTE、 DVT 和 PE 的累
计发病率通过死亡竞争风险调整后进行评估 [16]。 这
些方法类似于 Kaplan-Meier 方法用于审查到最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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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结节病组与对照组 VTE、DVT 和 PE 事件发生次数和 HR 值

变量

研究组 / 对照组入

年龄、性别、日历年校正

组后发生事件次数

后所有事件 HR (95%CI)

年龄、性别、日历年、目前吸烟、
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
肥胖校正后发生事件次数

登记后至少 6 mo
后发生事件次数

年龄、性别、日历年校
正后登记至少 6 mo 后
所有事件 HR (95%CI)

VTE

27 / 10

3.04 (1.47 ～ 6.29)

3.09 (1.27 ～ 7.53)

24 / 10

2.73 (1.30 ～ 5.72)

DVT

19 / 7

3.14 (1.32 ～ 7.48)

3.04 (1.06 ～ 8.71)

18 / 7

3.00 (1.25 ～ 7.20)

PE

12 / 3

4.29 (1.21 ～ 15.23)

4.38 (1.15 ～ 16.74)

10 / 3

3.58 (0.98 ～ 13.03)

诊断结节病或索引日期前的 VTE 发病率两组间

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持续下降

无明显差异 ( 分别为 1.4% 和 1.4%， P = 1.0)。 诊

[17]

断结节病或索引日期之后的 VTE 累计发生率两组间

力转移到相关的并发症上。

。 因此， 这些患者的生命得以延长， 并将注意

对比如图 1 所示。 通过年龄、 性别和日历年校正
以后， 结节病组的 VTE 发生风险高于对照组 (HR

据我们所知， 本次首个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

3.04， 95%CI 1.47 ～ 6.29)。 两种亚型的 VTE 风险

采用全面个人医疗记录评估结节病诊断明确后 VTE

均明显升高， DVT HR 3.14 (95% CI 1.32 ～ 7.48)，

风险增加， 并对心血管危险因素进行校正。 评估

PE HR 4.29 (95%CI 1.21 ～ 15.23)。 进一步对心血

确诊疾病 / 登记日期以后 6 mo 内的事件风险以减

管危险因素基线 ( 目前吸烟者、 肥胖、 糖尿病、

少监测偏倚的可能性， 结果风险仍然升高。 这些

高血压和血脂异常 ) 进行校正后， 没有显著改变估

结果与既往以编码为基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而

计风险， 如表 2 所示。

本研究评估得出的风险要更高。 其他研究得出的风
险大小差异可能是由于确定目标事件和人群的方法

由于监测偏倚 ( 因结节病患者胸部影像学检查

不同。 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各自数据库的诊断代码

更频发 ) 可能在此相关性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因此

来确定结节病和 VTE 诊断， 没有使用医疗记录审

本研究还进行了入组后至少 6 mo 后出现 VTE 事件

核来验证。 代码错误可能会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的

的敏感性分析。 通过年龄、 性别和日历年校正后

结果。 本研究中通过个人医疗记录复核来确保结节

敏感性分析的 VTE HR 明显减低， 为 2.73 (95% CI

病和 VTE 的诊断。 其他可能的解释包括种群、 疾

1.30 ～ 5.72)。 DVT (HR 3.00， 95%CI 1.25 ～ 7.20)

病特点和治疗方法的差异。

和 PE (HR 3.58， 95%CI 0.98 ～ 13.03) 经 校 正 的
HR 也明显减低。 结节病组与非结节病组的 VTE、

在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已经发现了 VTE 风险

DVT 和 PE 事件发生次数和 HR 值经人口学特征和

升高。 近期英国一项记录连接研究报道了 23 类自

心血管风险校正后的比较以及敏感性分析如表 2 所

身免疫性疾病的 VTE 风险明显升高， 相对风险从

示。

1.30 ～ 3.83 不等 [18]。 本研究发现了 VTE 风险增加
3 倍， 也在这个范围内。

讨

论
VTE 的三要素， 称为 Virchow 三特征， 分别
过去几十年， 随着对疾病发病机理更好的理

是静脉血流瘀滞、 血管内皮损伤和血液凝固性增

解和治疗的进步， 因疾病病理过程直接损伤器官的

加。 已知慢性炎症反应可通过几种机制引起血液高

www.chestjourna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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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状态， 包括上调组织因子和炎症细胞因子的表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回顾性研究固有的局限

达， 动员促血凝块膜磷脂化、 抑制纤维蛋白溶解，

性。 临床信息和实验室数据不是系统性采集， 因

通过肿瘤坏死因子 -α 下调天然抗凝血因子如血栓调

此患者的相关数据不可能全部被记录下来。 由于结

节蛋白等

[19]

。 内皮损伤与慢性炎症相关， 是氧化

应激和炎症细胞因子对内皮细胞损害的结果

[20]

节病患者因为肺部疾病本身会接受更多的影像学检

。 这

查及医疗检查， 因此监测偏倚可能会发挥作用。

些因素都会使得结节病患者发生 VTE。 其他可能的

但是通过对确诊 / 登记日期后至少 6 mo 后的敏感

危险因素包括抗磷脂抗体的存在和糖皮质激素的使

性分析来看， VTE 风险仍然升高。 由于结节病的

用

[21，22]

。 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显示糖皮质激

临床表型和流行病学在不同种族之间有所不同， 而

素与 VTE 风险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甚至在校正了

奥姆斯特德县人口主要是北欧血统， 因此将这一结

。 相反， 在自

果推广到其他人群可能有其局限性 [9，10]。 此外，

身免疫性疾病中使用糖皮质激素来减少系统性炎症

该人群中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比例更高， 可能影响到

负荷可能有助于减少发生 VTE 的风险。

该人群医疗利用的模式和疾病检测。

潜在的炎症反应条件之后亦如此

[23]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是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

结

论

研究， 采用了全面的数据库， 可以获得几乎所有
人群中被临床识别出来的结节病患者。 这种方法收

本研究人群中的结节病患者的 VTE 发生风险升

集了完整的疾病谱并使转诊偏倚最小化。 结节病和

高， 如何解决这种风险在临床实践中有待于进一步

VTE 诊断的病历审查在基于编码的研究中是一个常

的研究。

见问题， 本研究将其错误分类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本研究的随访时间 ( 平均 ＞ 15 y) 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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