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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糖尿病肾病心肌损害２８例分析
袁武堂成家钦陈敏徐柏平
糖尿病心肌病是危及糖尿病患者生命的常见慢

２．２两组间生化指标的差异

两组空腹血糖及

性并发症，自１９７２年Ｒｕｂｌｅｒ等提出糖尿病心肌病

ＨｂＡｌｃ均高于正常，但以ＤＮ伴心肌损害组为高，且

以来，已引起临床的广泛重视…。据美国糖尿病协

显著高于不伴心肌损害组。两组均有高甘油三酯血

会报道，糖尿病患者比非糖尿病患者心肌病发生率

症，但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表２）。

高２～３倍，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延长，糖尿病慢性并

２．３两组高血压发生率ＤＮ伴心肌损害组高血压

发症逐年增加，糖尿病性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发生率为５３．３％（１５／２８），大于不伴心肌损害组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ＤＮ）合并心肌病变者也在增多，患者死亡率增加。

４２％（３４／８１），Ｐ＜０．０５。

本文分析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糖尿病性肾病１０９

２．４两组间肾功能损害的差异ＤＮ伴心肌损害组

例，以探讨ＤＮ并发心肌损害的危险因素，为糖尿病

肾功能损害发生率高于不伴心肌损害组

慢性并发症的防治提供依据。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Ｐ＜０．０１），（表３）。
２．５预后ＤＮ伴心肌损害组２８例中死亡５例，死
亡率１７．９％，明显高于不伴心肌损害组的４．９％

１０９例ＤＮ患者均为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１９９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１年５月的住院患者，糖尿
病的诊断符合ＷＨＯ １９９６年制定的新标准，ＤＮ的

（４／１８），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３讨论

诊断按微蛋白尿的排泄率≥２０ｔｕｇ／ｍｉｎ为标准［２。，结

过去对糖尿病的心脏病变大都只注意冠心病，

合糖尿病病史，排除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等。根据糖

主要累及冠状动脉及其主要分支，近１０多年来，由

尿病病史，有心脏扩大、心律不齐、心功能不全等症

于动脉造影未见冠状动脉病变，甚至尸检后也未见

状，无冠状动脉病变，且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者，临

冠状动脉病变，因此为何糖尿病患者较非糖尿病患

床诊断为糖尿病性心肌病¨Ｊ，共２８例。

者心血管病发病率与病死率高２～３倍，需进一步从

１．２方法

将ＤＮ患者分为伴或不伴心脏损害两

心肌和小血管等病中探讨，目前已认识到糖尿病患

组，进行病例对照分析，比较两组之间年龄、性别、病

者心肌病可以独立存在。但至今无统一的诊断标

程、疾病分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血

准，有学者认为，糖尿病患者中，若发现左心室舒张

脂、血压、肾功能及预后的差异；比较ＤＮ和糖尿病

功能异常，或者在血压正常的情况下出现左心室肥

心肌病发病时间的关系。

厚，应考虑为糖尿病性心肌病［３］。ＤＮ和糖尿病性

１．３统计学处理数据表示孟±Ｓ，统计学处理应用

心肌病同为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长期高血糖与代

Ｕ检验和ｙ２检验。

谢紊乱所致的微血管病是其共同的发病基础。本组

２结

果

资料证实，ＤＮ伴或不伴心肌损害组均有不同程度
的血糖及ＨｂＡｌｃ的升高，但以心肌损害组为明显

２．１一般临床资料见表１。１０９例ＤＮ中，１型糖

（Ｐ＜０．０１）。且糖尿病病程更长，提示长期的血糖

尿病３例，２型糖尿病７８例，两组之间性别差异无

控制不佳，在并发ＤＮ的基础上，更容易引起糖尿病

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伴心肌损害组年龄略大于

性心肌病。血糖长期控制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是患者

不伴心肌损害组，伴心肌损害组病程略长于不伴心

依从性差，随意换药或停药，并在用药过程中长期不

肌损害组，但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监测血糖。因此，有效控制血糖的重点应放在对糖
尿病患者的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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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等Ｈ１发现，ＤＮ患者血清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纤维蛋白浓度显著升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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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０９例ＤＮ伴或不伴心肌损害组一般临床资料

表３

ＤＮ伴或不伴心肌损害组’肾功能损害（例数％）

注：与不伴心肌损害组比较，。Ｐ＜０．０１

注：。Ｐ＜０．叭，与不伴心肌损害组比较

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Ｎ固醇浓度降低，血浆粘度、红

等。病程长，血糖控制不佳，代谢紊乱以及高血压和

细胞聚集性和脆性增高，血管的自动节律性及舒缩

肾功能损害是ＤＮ并发心肌病变的危险因素。ＤＮ

功能失调。认为ｌ临床显性ＤＮ存在多种心血管危险

伴心肌损害者肾功能损害重，预后差。因此，应强调

因素，包括脂蛋白浓度的紊乱，纤维蛋白原的增加以

对糖尿病患者的疾病教育，有效控制血糖和脂代谢

及血液流变学的紊乱，外周及自律性心脏神经功能

紊乱，严格控制高血压对ＤＮ及糖尿病心肌病等微

的失调等，揭示了ＤＮ基础是更容易并发心肌损害

血管病变的防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的原因。本组资料也显示有甘油三酯的增高，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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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发生和发展有促进作用ｂ山Ｊ，但也有作者认为

４

高血压的影响因素不明显［７ Ｊ。本结果表明，ＤＮ患
５

害组为高，证实高血压在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和发展

６

包括糖尿病病程、血糖水平、ＨｂＡｌｃ以及血脂、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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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老年尿毒症患者病因及转归分析
田洁

近年来，老年人慢性肾功能衰竭发病率不断上

组死亡１４例，非老年组死亡５例，两组比较差异有

升，而导致终末期肾病的病因及死亡原因也在发生

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１）。死亡原因主要为心血管病

变化。本文回顾了１９９７年以来天津第三中心医院

变，其次为脑出血。２例患者行肾移植术，３例患者

肾内科血液透析中心老年组及非老年组共９０例患

改腹膜透析治疗。

者的病因及转归，以期寻找延缓老年尿毒症发生的
方法。
１资料及方法

３讨论
本组病例资料分析显示，老年尿毒症患者的病
因以继发性肾脏病为主，特别是糖尿病肾病。高血

１．１一般资料取天津第三中心医院肾内科血液透

压肾病的比例也很高，加之高龄和贫血等，几乎所有

析中心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０３年１月老年患者４０例，

老年患者都合并有冠心病和慢性心功能不全。所以

其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６例，年龄６１～８３岁。对照

治疗及预防老年血液透析患者的心血管病变就显得

组５０例，其中男性３ｌ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１９～５７

尤为重要。本组病例显示，脑出血仍为主要死亡原

岁。９０例患者均排除了可逆因素，均为维持性血液

因，这也与国内外报道一致。而且高血压与脑出血

透析的患者。

的发生明显相关，故积极治疗高血压对防止心脑血

１．２观察指标病因、预后及死亡原因。

管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和长期存活率有重要意义。

２结

过去≥６０岁似乎成为肾移植的禁区。但近年来
果

随着老年患者的比例增加，老年移植患者的比例也
老年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所致尿毒症占

在增加。天津第三中心医院肾内科２例≥６０岁患

４０％，继发性肾脏病占６０％，主要为糖尿病肾病，占

者，目前均存活２年，无术后并发症出现。所以笔者

３２．５％（与非老年组比较，Ｐ＜０．０１）；其次为高血压

认为老年尿毒症患者只要其他条件成熟，年龄不是

肾病（１２．５％）及多囊肾（１０％）；非老年组病因以慢

肾移植的禁区。

２．１病因

性肾小球肾炎为主，占６２％（与老年组比较，

本组资料显示，多囊肾的发病率高达１４％。该

Ｐ＜０．０５），继发性肾脏病以多囊肾（１４％）和高血压

病临床常见，是人类发病率最高，代价最昂贵的遗传

肾病（１０％）为主。

病之一。治疗上除必要时行外科手术外，应积极控

２．２预后

制血压、防治尿路感染等，对患者家属应积极追踪随

老年组仍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占

４２．５％，与非老年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老年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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