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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血糖控制水平对T2DM患者血管病变的影响
周燕，吴舜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湖北 武汉 430400)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血糖控制水平与 2 型糖尿病患者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15年6月至2016年8月于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住院并符合入组标准的126例2型糖尿病患者，平均

年龄(57.20±8.66)岁，根据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HbA1c≤8.0%为A组，共40例，平均年

龄(59.58±8.56)岁；8%<HbA1c<10%为B组，共42例，平均年龄(56.02±9.15)岁；HbA1c≥10%为C组，共44例，平均年

龄为(56.16±7.99)岁。测量所有患者身高、体重、BMI 等基础资料，并检测溶血磷脂酸(LPa)、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等生化指标。比较各组患者的LPa、hs-CRP水平，并将HbA1c与有关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LPa、

hs-CRP 水平在 A、B、C 三组中逐渐升高[78.10 (37.55，158.93) mg/L，119.90 (64.73，268.03) mg/L，222.65 (125.25，

337.08) mg/L；0.87 (0.26，2.25) mg/L，1.56 (0.51，5.14) mg/L，4.41 (1.85，7.65) mg/L]。三组患者的LPa、hs-CRP水平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HbA1c与LPa、hs-CRP呈正相关(r=0.334，0.395，P<

0.01)。结论 糖化血红蛋白含量与 2型糖尿病合并血管并发症的病情发展有密切关系，严格控制HbA1c水平，

能延缓T2DM合并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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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grades of blood glucose and cardiovas-

cular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Methods A total of 126 patients with T2DM who were

treated in Wuhan Xinzhou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August 2016, (57.20±8.66) years old in average,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HbA1c≤8.0%, 40 cases), group B (8.0%<HbA1c<10%, 42 cases) and group C (HbA1c≥

10% , 44 cases). The basic indexes (height, weight, BMI), and Lipoprotein a (LPa),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levels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ears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related parameters and HbA1c. Results The LPa, hs-CRP level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group A, B, C:

78.10 (37.55, 158.93) mg/L, 119.90 (64.73, 268.03) mg/L, 222.65 (125.25, 337.08) mg/L for LPa; 0.87 (0.26, 2.25) mg/L,

1.56 (0.51, 5.14) mg/L, 4.41 (1.85, 7.65) mg/L for hs-CR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all

P<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bA1c and LPa (r=0.334, P<0.001), hs-CRP (r=0.395, P<

0.01).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T2DM with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s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HbA1c, so the levels of HbA1c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in order to delay the develop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Hemoglobin A1c (HbA1c);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论 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01.022

基金项目: 国家863计划课题资助项目(编号：2014AA022304)

通讯作者：周燕。E-mail：57896136@qq.com

糖尿病(DM)是一种伴有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

障碍的代谢紊乱性疾病，其特点是慢性高血糖。我

国 2型糖尿病(T2DM)患病率近年来有逐渐增长的趋

势 [1]。T2DM 患者多并发脂代谢紊乱，其引起的血管

病变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是糖化合物与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相结合的

产物，能够反映患者近2~3个月的血糖水平[2]。由于其

结合过程是不可逆的，不受食物、运动等所引起葡萄

糖波动的影响，是临床上检测糖尿病患者病情控制及

药物疗效的金标准[3]。有研究报道，HbA1c与糖尿病

慢性并发症也有一定的关联，在并发症发生的早期明

显升高，还可作为治疗监控的指标[4]。有研究显示，溶

血磷脂酸 (LPa)是发生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子，

与非DM患者相比，LPa含量高的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

心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更大[5]。C反应蛋白在炎症

反应中较敏感，近年来研究表明，以血管反应为主要表

现的炎症过程在糖尿病并发血管事件中也发挥重要作

用。而超敏C反应蛋白(hs-CRP)作为炎症过程中极其

灵敏的一个指标[6]，在内分泌领域具有极高的应用价

值。也有研究报道，它在糖尿病血管并发症中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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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是糖尿病伴发血管病变的预测因子[7]，且hs-CRP

对 T2DM 临床治疗疗效的评估也有一定的价值。本

研究旨在检测不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2型糖尿病患

者血 LPa、hs-CRP 水平，探讨不同血糖控制水平对糖

尿病患者血管疾病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8 月于武

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

126例，均符合WHO糖尿病诊断和分型标准[8]。其中

男性 79例，女性 47例，平均年龄(57.20±8.66)岁，平均

病程(7.97±4.82)年。排除标准：肝功能异常；恶性肿

瘤；既往有甲状腺疾病或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和减退的患

者；近期患感染及感染相关性疾病者。根据HbA1c水平

将2型糖尿病患者分为三组，HbA1c≤8.0%为A组，共40

例，平均年龄(59.58±8.56)岁；8%<HbA1c<10%为B组，

共42例，平均年龄(56.02±9.15)岁；HbA1c≥10%为C组，

共44例，平均年龄为(56.16±7.99)岁。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夜间禁食 8 h，于次日

清晨7：00测量血压及身高、体重、腰围，并计算体重指

数(BMI)=体重(kg)/身高(m)2。抽取空腹肘静脉血测定

HbA1c、LPa及 hs-CRP。HbA1c采用糖化血红蛋白仪

测定；LPa、hs-CRP均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均检验其是否符合正态性分

布。结果为“是”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比较用

方差分析(F)；结果为“否”则以中位数M (P25，P75)表

示，多组比较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检测水准 α=

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三组患者的年

龄、身高、体重、BMI、腰围、病程、收缩压、舒张压等一

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各组患者的基础指标比较(x-±s)

组别

A组

B组

C组

F值

P值

例数

40

42

44

年龄 (岁)

59.58±8.56

56.02±9.15

56.16±7.99

2.256

0.109

体重 (kg)

72.85±15.13

70.98±13.19

69.68±11.66

0.594

0.554

BMI (kg/m2)

26.22± 3.74

25.79± 3.70

24.99± 3.47

1.241

0.293

腰围 (cm)

93.69±12.10

92.93±11.91

91.16±10.30

0.546

0.580

病程 (年)

7.45±3.32

7.29±5.31

9.10±5.34

1.90

0.154

收缩压 (mmHg)

132.08± 18.69

131.79± 21.12

133.02± 16.53

0.051

0.950

舒张压 (mmHg)

81.80± 10.49

80.45± 12.81

83.66± 11.38

0.828

0.439

注：1 mmHg=0.133 kPa。

身高(cm)

166.0±8.50

165.7±8.83

166.6±7.37

0.154

0.857

2.2 各组患者血LPa与 hs-CRP水平比较 LPa、

hs-CRP水平在A、B、C三组中逐渐升高，三组患者LPa、

hs-CRP水平比较，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2。

2.3 HbA1c与各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以HbA1c为

自变量，单因素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HbAlc与LPa、

hs-CRP呈正相关(P<0.05)，而与BMI、收缩压、舒张压无

相关性(P>0.05)，见表3。

3 讨 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紊乱性疾病，出现大血管

和微血管并发症是影响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

因素。糖化血红蛋白是临床上评估糖尿病患者病情

控制的金标准。HbA1c 是糖化合物与血液中红细胞

内血红蛋白相结合的产物，由HbA1a、HbA1b、HbA1c

三种成分组成，HbA1c是其中最重要的亚组分，其血

红蛋白N-末端缬氨酸残基通过非酶促糖化作用以共

价键与葡萄糖分子相连接。HbA1c 形成过程虽然缓

慢，一旦形成便不可逆，且不受食物、运动等导致的血

糖浓度波动的影响，可反映患者近 2~3个月的平均血

糖浓度[2]。LPa是由Apo(α)和含ApoB100的LDL分子

通过二硫键连接而成，具有抗纤溶和参与脂代谢的功

能。在急性炎症期CRP的含量显著升高，是近年研究

较多的一种与代谢性疾病相关的炎症标志物。

hs-CRP 即用灵敏的方法可测出低浓度的 CRP。

hs-CRP升高反映了机体内存在炎症。炎症反应[9]还可

以通过氧化应激直接损伤血管壁。

LPa在血清中的浓度相对稳定，正常人的LPa含

量由遗传因素决定，几乎不受年龄、饮食等的影响。

在LPa国际专题会议上，被确认为动脉粥样硬化的独

立危险因素，是预测冠状动脉病变和发生心血管事件

危险程度较敏感的指标[10]。有学者认为LPa显著升高

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有关。hs-CRP是反映血管炎症

的敏感指标，糖尿病患者存在慢性血管炎症的早期，

表2 各组患者血LPa与hs-CRP水平比较[M (P25，P75)]
组别

A组

B组

C组

H值

P值

例数

40

42

44

Lp(a) (mg/L)

78.10 (37.55，158.93)

119.90 (64.73，268.03)

222.65 (125.25，337.08)

19.908

<0.01

hs-CRP (mg/L)

0.87 (0.26，2.25)

1.56 (0.51，5.14)

4.41 (1.85，7.65)

28.181

<0.01

表3 HbAlc与各项指标的Pearson相关分析

变量

r值
P值

BMI

- 0.075

0.401

收缩压

0.078

0.387

舒张压

0.104

0.245

LPa

0.334

<0.001

hs-CRP

0.39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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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中hs-CRP即会明显升高。急性炎症时，白细胞计数

可明显升高，单核吞噬细胞系统有不同程度的增生。

而局部的损伤导致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的增加还会

使肝脏合成CRP增加[11]。近年来研究发现，在T2DM

患者并发大血管和微血管病变的早期，hs-CRP明显增

高。报道显示，它在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如动脉粥样硬

化、脑血管疾病有明显提高[6]。此外，胰岛素具有阻断

肝脏合成CRP的生理作用，而 2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胰

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障碍可导致胰岛素的作用下降，

导致合成CRP增多[12]。

本研究根据患者不同的血糖控制水平进行分

组。结果显示，随着HbA1c的升高，LPa、hs-CRP呈升

高趋势，且 HbA1c 的变化与 LPa、hs-CRP 的变化呈正

相关，这表明LPa、hs-CRP与血糖控制状况有关；长期

血糖控制不佳，会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大血管和微血管

病变的危险性。推测可能是由于HbA1c的持续升高，

机体长期的高血糖状态，氧自由基的产生增加，导致血

管内皮的损伤，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也可能是因

为持续的高血糖改变了红细胞对氧的亲和力，细胞与组

织缺氧，促使血管并发症加速形成。有文献报道，成人

隐匿性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若得不到很好控制，其

持续性较高血糖诱发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肾病等并

发症的可能性急剧加大[13]。也有报道提到，对于无心

血管疾病既往史的患者控制HbA1c水平可预防和降

低心血管事件。上述结果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HbA1c 导致血管病变发生的主要机制是发生非酶糖

基化改变，糖基化终产物沉积于血管壁后，刺激胶原

蛋白产生不可逆的交联，形成基质增生。同时可导

致管腔变得狭窄，阻碍血管的舒张功能，并促进和加

快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这也是持续的高血糖状态

容易发生冠心病、肾脏疾病以及其他微血管病变的

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因此，HbA1c不仅是一个反映血

糖控制情况的指标，且与 2型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存

在相关性。

总之，糖尿病是一种严重的代谢紊乱性疾病，血

糖控制不良时可有LPa、hs-CRP异常，增加2型糖尿病

患者血管并发症的危险性。HbA1c 不仅仅是临床上

评估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的金标准，也可用于预

测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病情的早期诊断及指导临床

治疗。因此，在临床中通过严格控制血糖，降低

HbA1c水平，对阻止或延缓糖尿病患者血管并发症的

发生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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