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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呼吸系统与循环系统，不影响意识状态的恢 

复，换用口服药方便。但本研究病例数尚少，需要临 

床进一步观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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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分析 

罗 涛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研究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严瞳程度的关系。方法：86例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术(CAG)， 

根据造影结果分为冠心病组64例，正常对照组22例；再根据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分为单支病变组35例，双支病变组 19例，三 

支病变组 10例。所有患者均在入院时应用离子亲和层析法测定空腹 HbA1C。结果：冠心病组HbA1C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05)。单支病变组HbA1c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双支病变组及三支病变组之间比较，病变支 

数越多，HbAlc水平越高(P<0．05)。结论：HbA1C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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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冠心病患者合并 

血糖异常的比例高，危害大。现有资料⋯已经证 

明，血糖是冠心病的“连续危险因子”，糖化血红蛋 

白(HbA1C)反映糖尿病患者检测前3个月内的血糖 

平均水平，是检测血糖的“金标准”。研究 显示， 

HbA1C可能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起一定关系。 

本文通过对 84例患者冠状动脉造影术(CAG)检查 

结果及测定 HbA1c，探讨 HbA1C与冠状动脉病变程 

度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7年 7月至 2009年5月 

在我科住院并行 CAG患者 86例，其 中男 52例，女 

36例；年龄 41—73岁。所有入选对象均无肝、肾、 

肿瘤、血液病、风湿病、消化病及营养不良等疾病。 

1．2 分组 采用飞利浦综合型数字化心血管造影 

(DSA)系统，Judkins法经股动脉行选择性 DSA，左 

冠状动脉6个体位，右冠状动脉4个体位进行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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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CAG中发现左主干、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状 

动脉 3个冠状血管中任意一支狭窄 >50％者归为冠 

心病组，共64例，其中男 45例，女 19例；年龄 43～ 

71岁；DSA结果阴性者共 22例，其中男 15例，女 7 

例；年龄 45～73岁。根据 DSA显示的病变支数分 

为单支病变组 35例，双支病变组 19例，三支病变组 

10例，累及左主干时以同时累及左前降支和左回旋 

支计算。各组问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3 方法 清晨空腹采肘静脉血 5 ml，用美国贝克 

曼全 自动 生化 分 析仪，采 用亲 和层 析法 测 定 

HbA1C。冠脉病变程度采用病变支数及 Gensini积 

分：冠脉狭窄 25％以下为 1分，26％ ～50％为 2分， 

51％ ～75％为 3分，76％ ～90％为8分，91％ ～99％ 

为 16分，100％为 32分。不同节段冠脉评分：左主 

干 X 5，左前降支近端 ×2．5，中段 × 1．5，远段 × 

1；对角支的第 1对角支 ×1，第 2对角支 ×0．5；左 

回旋支近段 ×2．5，远段以及后降支均 ×1，后侧支 

×0．5；右冠状动脉近、中、远及后降支均×1，后侧 

支 ×0．5。每例患者冠状动脉的最终积分为各分支 

积分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q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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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冠心病组和对照组 HbA1c水平比较 冠心病 

组 HbAlc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P<0．005)(见表1)。 

表 1 2组 HbAlc水平比较(n) 

2．2 冠脉病 变支数与 Gensini积分、HbA1c水平的 

关系 单支病变组的 HbA1c水平、Gensini积分与 

对照组相比，虽然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三支病变组的HbAlc水平及 Gensini积 

分明显高于双支病变组，三支及双支病变组高于单 

支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 2 冠脉病变支数、Gensini积分与 HbAlc水平比较( ±5) 

g检验：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与单支组比较#带JP< 

0．01；与双支病变组比较△△P<0．0l 

3 讨论 

HbA1c是人体血液中红细胞内的血红蛋 白与 

血糖结合的产物。血糖和血红蛋白的结合生成是不 

可逆反应，并与血糖浓度成正比，HbA1c测试通常 

可以反映患者近 8～12周的血糖控制情况。因此， 

国际糖尿病联盟推出了新版的亚太糖尿病防治指 

南，明确规定 HbA1c是国际公认的糖尿病监控“金 

标准”。国外有研究 表明，HbA1c是糖尿病并 

发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胡大一等 教授的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冠心病患者中糖代谢异常者达 

80％。HbA1c长期控制不好，会改变红细胞对氧的 

亲和力，红细胞对氧亲和力增加，红细胞 2，3一二磷 

酸甘油酸量显著下降，成为组织缺氧的重要因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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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1C升高时，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等并发症的危险 

性非常大。HbA1c持续升高，蛋白质糖基化及氧化 

过程加剧，糖基化终未产物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展。高血糖损伤内皮，一方面增加内皮素的释放，减 

少 NO、前列环素的释放，使血管舒缩能力受损；另 
一 方面葡萄糖的直接毒性作用使内皮细胞复制减 

少，修复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内皮细胞损伤，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J，加速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形成。 

在男性患者中，HbAlc每增加 1％，病死率相对危险性 

增加24％，女性患者增加28％。一旦 HbAlc超过7％， 

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I生增加50％以上 J。 

本文应用 CAG结果分析 HbA1 e水平对冠心病 

患者冠脉病变的影响，考虑到年龄、血压、体重指数、 

血脂、吸烟等均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因此 

在分组时将上述因素控制在组问无统计学意义，由 

此得到的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与 HbA1c的关系。结 

果显示，冠心病组 HbA1c水平均超过正常值，这也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HbA1C在冠心病形成中有一定 

作用。而 HbA1C水平与冠脉的关系更直接体现在 

病变的严重程度上，无论是累及冠状动脉血管的支 

数还是Gensini评分所体现的狭窄程度，HbA1C水 

平越高，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越重，累及血管也越 

多。由此表明，HbA1c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成正相 

关，冠心病患者更应积极控制 HbA1 C来延缓病情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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