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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老年人糖尿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临床特点及相关因素的研究
谷涌泉张建赵峰汪忠镐
目的探讨糖尿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特点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摘要】

回顾性研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同期治疗的动脉硬化导致下肢缺血患者的资料，对比性分析了糖尿病组２０３例和非
精尿病组１２０例的年龄，性别构成比，病变累及的位置及其相关因素等。结果糖屎病组发病年龄平均为６７．９岁，
非糖尿病组平均为７５．７岁，发病年龄提前７．８年；糖尿病组男女之比为２．２

ｔ

１，非糖尿病组男女之比为４：１｝病变

累及位置，前者多累及股浅动脉以远的动脉．后者则多累及股浅动脉及其以近的动脉，前者多累及多个平面。Ｉ塑一
股浅动脉及其近段病变以非糖尿病者多发生（Ｐ＜ｏ．０１）ｔＩＩ型一单纯累及股浅动脉病变，以非糖尿病者多发生（Ｐ＜
０．０１）｝Ⅲ型股浅动脉及其远段病变，以糖尿病性者多发生（Ｐ＜ｏ．０１）；Ⅳ型一全程多节段病变，以糖尿病组者多发生
（Ｐ＜ｏ．０５）。糖尿病组血管造影显示，８０．６％为双下肢病变，非糖尿病组为７３．１％（Ｐ＞ｏ．０５）。糖尿病组和非糖尿
病组分别有５３．２％和５４．２蹦的患者伴有高血压（Ｐ＞Ｏ．０５）、１６．３％和２５％的同时患有冠心病（Ｐ＞Ｏ．０５）、１４．８％和
１９，２％的同时患有脑梗死（Ｐ＜ｏ．０１）、３．５％和４．７％的患者同时患有冠心病和脑梗死（Ｐ＞Ｏ．０５）。糖尿病组和非糖
尿病组分别有３０．５％和１７．８％出现下肢远端的溃疡或坏痘（Ｐ＜ｏ．０５）。结论糖尿病患者并发动脉粥样硬化发病
年龄比非糖尿病者要早８年左右，男女比例也明显缩小，前者的下肢动脉病变更易发生在股浅动脉远端，更多累及多
个节段动脉，更易出现下肢远段的组织坏疽或溃疡，
【关键词】糖尿病；动脉硬化；下肢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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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盘项目；首都医学发展基叠（２００２—１０１３）瓷助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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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糖尿病性动脉硬化所致下肢缺血（ｄｉａ－
ｂｅｔｉ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ＤＩ，Ｅ１）的特点，作

６７．９岁；ＮＤＩ。Ｅｌ为４１～８９岁，平均为７５．７岁。
１．２动脉累爰的部位

根据动脉造影显示病变累

者分析比较了近几年来首者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

及动脉部位的频率将下肢动脉病变分为４种类型，

外科收治的动脉硬化所致的下肢缺血患者的资料，

Ｉ型，股浅动脉及其近段病变；Ⅱ型，股浅动脉病变；

ｌｏｗ—

Ⅲ型，股浅动脉及其远段病变；Ⅳ型，全程多节段病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ＮＤＬＥＩ）伴发疾病等高危因

变。浚研究中ＤＩ。ＥＩ组２０３例患者有１８０例接受双

并对ＤＬＥＩ和非糖尿病下肢缺血（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ｅｒ

素进行了详细分析比较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下肢动脉造影。占８８．７“；造影发现单条下肢病变
３５例，双下肢病变１４５倒共２９０条肢体，占８０．６％。

１对象与方法

ＮＤＬＥＩ组１２０例患者有１０４例行下肢动脉造影，占

１．１对象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首都

８６．７％。造影发现单条下肢病变有２８例，双下肢病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共收治了３２３例由于动脉硬化造

变７６例共１５２条肢体，占７３．１％。具体病变类型

成的下肢缺血患者，其中ＤＬＥＩ ２０３例，占６２．８％；

详见表ｌ。

ＮＤＬＥＩ

１２０例，占３７．２％；二者之比为１．７：１。男

性１４０＋９６—２３６，女性６３＋２４—８７，男女之比为
２．７

ｌ

１，其中ＤＬＥＩ男女之比为２．２；１，ＮＤＩ。ＥＩ男

女之比为４：ｌ。年龄：ＤＩ。ＥＩ为４２～８９岁，平均为

１．３伴发痴病与下肢缺血的关系

该组下肢缺血

患者Ｊ司时伴有其他疾病，具体详见表２。
１．４

组织缺损［１］与下肢缺血类型（ＤＬＥＩ与

ＮＤＬＥＤ的关系详见表３。

病变类型］蠹盏产壁堡笔蒿笔扣———百盖蒿芋堕型型坦塑箸葛笔扣ｒ，值
表１缺血患肢不同类型一览表

伴发疾病—｛产堕萼糕‰一—焉铲塑絮矿Ｐ值
表２下肢缺血患者与伴发疾病的关系

万方数据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藕杂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６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ＭｕｉｔＯｒｇａｎＤｉｓ Ｅｌｄｅｄｙ

０ｄ ２００７Ｖｏｌ

６

Ｎｏ

５

·３２７·

者同时患有冠心病和脑梗死，但是二者统计学上无

２结果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１年辞、性别等一般因素与二者的关系比较本
组研究发现，ＤＬＥＩ平均年龄为６７．９岁，ＮＤＬＥＩ平

３讨论

均年龄为７５．７岁，二者相差７．８岁。该组单纯动脉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老龄

１；而

化，动脉硬化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尤其是糖尿病发病

硬化多发生在男性，女性较少，男女之比为４

ｔ

糖尿病性动脉硬化男女发病的比例为２．ｚ：１。

率的增加，作为糖尿病重要并发症，血管病变发生率

２．２动脉累厦的部位与下肢缺血的关系比较从

也增高ｏ］。该组ＤＬＥＩ几乎占２／３，而ＮＤＬＥＩ则仅

表１中发现：Ｉ型，股浅动脉及其近段病变以单纯动

为１／３｝说明糖尿病对动脉硬化的影响之大。发病

脉硬化者多发生，与ＤＬＥＩ组相比，ｒ＝５３．４，Ｐ＜

一般为老年人，本组单纯动脉硬化组平均年龄为

０．０１，统计学有非常显著差异｝Ⅱ型，单纯累及股浅

７５．７岁，而ＤＬＥＩ平均年龄为６７．９岁；说明糖尿病

动脉病变，以单纯动脉硬化者多发生，与ＤＩ。ＥＩ组相

患者的动脉硬化发病年龄要提前８年左右。

比，ｘ２—２Ｌ ６，Ｐ＜０．０１，统计学有非常显著差异；Ⅲ

一般来讲，ＮＤＬＥＩ多发生在男性，而ＤＬＥＩ男

型，股浅动脉及其远段病变，以ＤＬＥＩ者多发生，与

女发病的比例明显缩小。本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现

ＮＤＩ。ＥＩ组相比，ｘ２—１９．５，Ｐ＜０．０１，统计学有非常

象，二者分别为４Ｉ １和２．２：ｌ。

显著差异；ｌＶ型，全程多节段病变，以ＤＬＥＩ者多发

有研究口“３发现，ＮＤＬＥＩ病变多发生在股浅动

生，与ＮＤＬＥＩ组相比，ｘ２—４．５，Ｐ＜０．０５，统计学有

脉及其以近的动脉。该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现

显著差异。

象，如经常累及股总动脉、髂外动脉、髂总动脉，甚至

该组中动脉硬化导致下肢缺血糖尿病组血管造

腹主动脉等。ＤＬＥＩ病变多累及股浅动脉及其以远

影显示，８０．６％为双下肢病变，非糖尿病组为

的动脉，也就是多累及下肢小动脉，这同作者过去的

７３．１％。对比ｒ一０．３１，Ｐ＞０．０５，统计学无显著

研究结果和他人结果基本一致”“１；而且与ＮＤＬＥＩ

差异。

相比，病变更具有多节段受累的特点。这些特点均

２．３高血压与下肢缺血的关系从表２可以发现，

与国外资料一致‘”；然而，对于国外资料０１显示的

ＤＬＥＩ组和ＮＤＩ．ＥＩ组分别有５３．２％和５４．２％的患

“主髂动脉几乎不累及”一项与作者的研究有一定差

者伴有高血压，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尸＞ｏ．０５）。

异。本组仍有部分ＤＬＥＩ患者是累及了主髂动脉，

２．４组织缺损与下肢缺血类型的关系

本组单纯

不过这部分患者多为多平面病变，经常伴有下肢远

动脉硬化１２０例１８０条患肢中有２９例３２条患肢有

段动脉病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与种族有关，

下肢远端的溃疡或坏疽，占１７．８％。ＤＬＥＩ ２０３例

但尚待以后深入研究。了解病变经常累及的部位对

３２５条患肢中有９８例患者９９条患肢，占３０．５％，

』临床上治疗方案的选择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同

ｒ一４．９６，Ｐ＜ｏ．０５，统计学有显著差异。

时笔者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术前截肢平面的预

２．５

测‘９一”］。

下肢缺血与冠ｍ病和脑梗死的关系ＤＬＥＩ组

和ＮＤＬＥＩ组中分别有１６．３％和２５％的同时患有冠

在作者过去的研究“”中发现无论ＤＬＥＩ或是

心病。二者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Ｐ＞ｏ．０５）。ＤＬＥＩ

ＮＤＬＥＩ都是呈对称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是同步发

组和ＮＤＬＥＩ组巾分别有１４．８％和１９．２％的同时患

展。该研究也证实了这个发现。ＮＤＬＥＩ也可以引

有脑梗死。二者统计学上有非常显著差异（Ｐ＜

起远端的组织营养不良，出现组织缺损，主要表现为

０．０１），而且ＮＤＬＥＩ组患者更容易发生脑梗死。

溃疡或坏疽。然而与ＤＬＥＩ导致的组织溃疡坏疽相

ＤＬＥＩ组和ＮＤＬＥＩ组中分别有３．５％和４．７％的患

比仍有明显的差异（Ｐ＜ｏ．０５），说明糖尿病动脉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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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畅坚，许樟荣，王志强，等．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患者外周
动脉病变血管造影对比研究．中华糖尿病杂志，２００４，

同时患有冠心病、脑梗死等，从而也可以说明动脉硬

５ｔ３２４—３２７．

化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这提醒我们在进行下肢病变

［５Ｊ齐立行，谷涌泉．俞恒锡，等．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性动脉

干预时，不要忘记评估心、脑血管功能，从而更好地

硬化下肢血管造影特点及其临床意义．中华糖屎病杂

选择合适的病例进行外科干预，否则可能会造成下
肢虽然得以保留，却失去了生命的悲剧。

志，２００５，６：４１２－４１６．
Ｂ．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６］Ｅｄｗａｒｄ

该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

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ＮＤＬＥＩ患者与ＤＬＥＩ者相比更易发生脑梗死，其原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ａｒｅ，２００１，Ｚ４：１４３３—

１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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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综上所述，ＤＬＥＩ发病年龄比非糖尿病者要早８

ｏｃ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年左右，男女比例也明显缩小，前者的下肢动脉病变

ｔｏｍ—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Ｒ

ａＤ－－

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ｇｉｏｇ—

更易发生在股浅动脉远端，更多累及多个节段动脉，

ｒａｐｈｙ．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２０００，１７４：１７１—１７９．

更易出现下肢远段的组织坏疽或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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