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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观察
戴嘉蔡竞蕙吴寒
【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硬化以及粥样斑块与各种危险因子的关系。方法用彩

色多普勒超声观察６８例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双侧颈动脉内中膜厚度（ＩＭＴ）。结果

内膜增厚组及斑块形成组空

腹胰岛素水平、２４ｈ尿白蛋白定量明显增加（Ｐ＜０ ０５，Ｐ＜０叭），并且随着内膜增厚程度的加重，这种增加越明显．
而胰岛素敏感指数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空腹、餐后２ｈ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餐后２ｈ胰岛素、血脂各项指标在各
组间变化不明显。内膜增厚组及斑块形成组年龄，有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史的百分比，高血压病程．收缩压．
舒张压值均有明显增高（Ｐ＜０ ０５，Ｐ＜０．叭）。吸烟人数百分比、糖尿病病程无明显差异。结论老年糖尿病患者
ＩＭＴ增厚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高，这与他们存在高胰岛素血症、低胰岛紊敏感性以及有较高的尿白蛋自水
平有关，ＩＭＴ可作为早期观察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的一种方法。
【关键词】糖尿病，２型；超声检查，多普勒；颈动脉；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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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是２型糖尿病患者的主要死亡原
因。近年研究表明，颈动脉与动脉粥样硬化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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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关系。
１对象与方法

着密切关系，可作为反映冠状动脉及全身动脉粥样
硬化的一个“窗ＶＩ”＿ｌ’２ｊ，作者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

１．１对象根据ＷＨＯ诊断标准，上海市第一人民

技术观察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内膜厚度及斑

医院老年科经门诊或住院确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

块的变化，探讨颈动脉硬化及粥样斑块与各种危险

６８例，其中男性６５例，女性３例，年龄６６～８６岁
（７６±ｔｏ）岁，病程７～１９年，使用口服降糖药物或胰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８０上海。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科
作者苘夼：戴嘉，女，医学学士，副主任医师，科副王任
通讯作者：戴嘉，电话：０２１－６３２４００９０—２８１９．０２１ ６３２４００９０

２８１３．Ｅ．ｍａｉｌ：ｊｄａｉ３３＠ｙａｈｏｏ。…ｎ
万方数据

岛素治疗，近期血糖控制尚可，无酮症或急慢性感染
发生。
１．２方法全部患者询问病史，记录是否有高血压、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３年３月第２卷第ｌ期０ｈ㈧ＪＭ

————————————————————————————————————————————————一一
ｈＯｒｇａＩ】ＤｉｓＥｌｄｅｒ｝ｖＭａｒ ２００３Ｖｏｔ

．３５．

２ Ｎ。１

冠心病、吸烟史，测量血压，空腹、餐后２ｈ血糖，窄

敏感指数却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空腹、餐后２ｈ血

腹、餐后２ｈ血浆胰岛素，２４ｈ尿白蛋白定量．糖化血

糖、ＨＢＡｌｃ及餐后２ｈ胰岛素、血脂等各项指标在各

红蛋白（１－ＰｏＡｌｃ），肝、肾功能、血脂，颈动脉彩色多普

组间变化不明显。

勒超声检查。计算胰岛素敏感指数（ＩＲＩ）＝Ｉｎ［１／

２．２颈动脉内膜厚度与各危险因素的关系

（空腹血糖×空腹血浆胰岛素）ｒ１。

果表明，内膜增厚组及斑块形成组较内膜正常组，年

１．３颈动脉二维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

表２结

患者在静

龄、有高血压、冠－ｔｌ，病、脑血管病史的百分比、高血压

息状态下取平卧位，由同一检查者进行操作，测定双

病程、收缩压、舒张压值均有显著增高（Ｐ＜０．０５，

颤动脉起始２ｃｍ内，距颈总动脉分叉ｌｃｎｌ处后壁内

Ｐ＜０叭）。吸烟人数百分比、糖尿病病程无明显差

中膜厚度（ｉｎｌｉｍａ—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ＭＴ），ＩＭ＇Ｉ、＞

异。

０．８ｍｍ为内膜增厚，颈动脉斑块“‘：突出于表面或厚
度≥１．３ｍｍ定义为斑块。
１，４分组根据颈动脉超声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Ｉ

３讨论
糖尿病患者常同时存在动脉粥样硬化，合并大

组（内膜正常组）：其中男性１７例，女性２例，年龄

血管病变。英国前瞻性糖尿病（ＵＫＰＤＳ）证实，大血

（６９±１０）岁。Ⅱ组（内膜增厚组）：其中男性２６例，

管病变是糖尿病的主要死亡原因，是微血管病变导

女性ｌ例，年龄（７３±６）岁。Ⅲ组（内膜斑块形成

致死亡的７０倍”１。重视对糖尿病患者大血管病变

组）：均为男性，２２例，年龄（８１±１４）岁。其中，Ｉ，

的防治，对延长患者的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Ⅱ，Ⅲ各组高血压倒数如下：Ｉ组高血压４例，均为

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过程中，动脉内膜是最

男性；Ⅱ组高血压１ｌ例，男性１０例，女性１例；Ⅲ组

早累及的部位。近年来，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

高血压１６例，均为男性。

检测颈动脉的ＩＭＴ及粥样斑块的检出率，已被公认

１．５统计学处理应用计算机软件处理各种数据，

是判定动脉硬化程度的可靠指标…Ｊ。本组老年糖尿

各项参数以ｊ±ｓ表示．组间比较用ｔ检验或ｙ２，结

病患者有内膜增厚及斑块形成者较内膜正常者有更

果Ｐ＜０．０５为有显著性差异。

高的心脑血管病史发生率，且有显著性差异。
高胰岛素血症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已被许多

２结果

实验证实，合并大血管病变的糖尿病患者常存在胰
２．１颈动脉内膜厚度与各生化检查情况的关系

表

岛素抵抗，血浆胰岛素水平升高而胰岛素敏感性降

１结果表明，空腹胰岛素水平、２４ｈ尿白蛋白定量较

低，作者的观察表明，在老年糖尿病患者中同样存在

内膜正常组明显增加（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并且随

这种情况。所以纠正胰岛素抵抗状态对改善动脉粥

着内膜增厚程度的加重，这种增加越明显，而胰岛素

样硬化具有积极意义。

表１颈动脉内膜厚度与各生化指标的关系
Ⅲ组

项目
空腹血糖（＊ｒａｎｏｔ／Ｌ）

（ｎ＝２２）
８ ９８±６ ２７

“ｔ

１３

餐后２ｈ血糖（ｒｅｔｏｏｌ／Ｌ）
ＨｂＡｌｃ（％）

●

餐后２ｈ胰岛素（ｐｍ０１／Ｌ）
胰岛素敏感指数
尿白蛋白（ｍｄ２４ｈ）

一ｎ拍盯

ｍ一

空腹胰岛素（ｐｍ０１／Ｌ）

２３

，一卫击。

恤型批耻老：酣卅 生佗彻圳，懈

一４．４９１０．８２
６７±６．７２

２６±６．３ｌ

８ ９２±８．８９

０＆Ｌ融●

Ⅱ堑酊Ｈ弘∞蟠

２５９±３９

０

５ ０１ ｉ０．４７。
５４

２２９±３７。

组型拭ｎ圮埘堋

一５ ６３±０·７８’

２３＿－５７ ４２—０７．９８＋１０ ４７’‘

胆固醇（ｎｍｄ／Ｌ）

５．２２±２．１７

５ ３２ｉ ３ ６１

５ ６９±７ ２９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２ ６７±１．７８

２ ６８±３．２４

２·７９±４ ７６

高密度脂蛋白（ｒｎｍ。ＶＬ）

１．２２ ４－７．２５

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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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组：内膜正常组，Ⅱ组：内膜增厚组，Ⅲ组：内膜斑块形成组。与内膜正常组（ｒ组）比较，。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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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尘一

年龄（岁）

（煽）

６９±１０

（竖）

７３士６＋

１

高血压（％）

２１．２

４０

冠心病（％）

１５ ８

３３．３‘

５一

脑血管病（％）

１０

２９．６。

９

吸烟史（％）

２６ ３

５

７。

２９

高血压病程（年）

３ １１±５．１７

８ ７３±６

７ ２３±１６ １４

７．８７±１８ ２３

１３２．７７±１６ ３

．

６

糖尿病病程（年）
收缩压（ｍｍｌｑｇ）

ｒ一

７

２３—

Ｊ４７ ５２±１７ ２ｌ。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７７．８９±１９．５２

８６ ７９±２１．３２’

脉压差（ｍｍＨｇ）

４８．８３±１０

５５

８２

７５±ｌｌ

眦弦托与ｉ弧～一 一

３７

４±±＋一±±

口ｊ＆卵姆争

注：ｌ ｒｎｍａｔｇ＝０ １３３３ｋＰａ。Ｉ组：内膜正常组，Ⅱ组：内膜增厚组．Ⅲ组：内膜斑块形成组。与内膜正常组（Ｉ组）比较，＊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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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白蛋白尿已被证实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弥漫的血管病变使尿白蛋白通透性增加，而尿

１９９６，１２：３４—３６．

３胡仁明，赵咏桔，宋怀东，主编内分泌代谢病临床新技
术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４２６．

白蛋白增多反映血管功能失调。本组观察发现，内
膜增厚及斑块形成组尿白蛋白较内膜正常组有明显

４邹艳华，戈晓华．主编．颈部动脉超声多普勒实甩手册．
北京：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３．

增高，表明在糖尿病患者发生动脉硬化的早期就有
５

尿白蛋白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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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高，这与他们存在高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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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低胰岛素敏感性，有较高的尿白蛋白水平有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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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观察显示，老年糖尿病患者ＩＭＴ增厚者心

关，所以在ｌ｜缶床工作中应引起重视，给予及时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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