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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吸烟指数与新发的 圆 型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关系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本院内分泌科 圆园员员 年 员

月耀 圆园员圆 年 员圆 月收治的 猿圆远 例新发的 圆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袁按照吸烟与否分为吸烟组渊员源愿 例冤和非吸烟组渊员苑愿 例冤袁比较两
组的血压尧空腹及餐后血糖尧血脂和颈动脉内膜厚度渊陨酝栽冤等各项生化指标袁并将吸烟指数与上述指标作相关性分析遥 结果院吸

烟组较非吸烟组在收缩压尧 总胆固醇 渊栽悦冤尧陨酝栽 指标明显升高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吸烟指数与 陨酝栽尧栽悦尧杂月孕 呈明显正相关 渊则 越
园援远怨愿袁园援源怨员袁园援远缘怨曰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与 陨酝栽约 员援园 皂皂 组相比较袁陨酝栽逸员援园 皂皂 组的吸烟指数渊支窑年冤明显升高咱渊圆圆远 依 员圆圆冤增泽渊源员缘 依
员猿怨冤袁贼 越 原愿援园远远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暂遥 结论院在新发的 圆 型糖尿病患者中袁吸烟是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袁吸烟指数

与 陨酝栽 密切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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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 圆 型糖尿病全球发病率急剧增加袁
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达 怨 圆园园 万袁数量达到世界第
一咱员暂遥 心血管疾病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袁包括动脉
粥样硬化尧高血压病尧冠心病等遥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
度是明确的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超声标志袁并可反
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状况袁大规模研究亦显示颈动
脉内膜中层增厚是心血管事件的有效预测因子遥 流
行病学研究已证实吸烟与被动吸烟是心血管病发病
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咱圆暂袁吸烟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
发生发展遥 但在新发的 圆 型糖尿病患者中袁吸烟指
数与其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因素的研究较少袁本研究
旨在通过对新发的 猿圆远 例 圆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进行
系统研究袁评价吸烟和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关系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择 圆园员员 年 员 月耀 圆园员圆 年 员圆 月在本院内分
泌科住院的新发 圆 型糖尿病患者 猿圆远 例袁诊断依据
员怨怨怨 年 宰匀韵 糖尿病诊断标准遥 排除各种急慢性感
染尧创伤尧肿瘤尧血管疾病渊需强的松治疗的大动脉
炎冤尧甲状腺疾病尧风湿性疾病尧血液系统疾病以及肝
肾功能异常者袁其中男 员愿缘 例袁女 员源员 例袁年龄 圆缘耀
愿源 岁袁平均渊远园援远愿 依 圆员援猿源冤岁遥所有研究对象均来自
汉族人群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血压测量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员员鄄员缘怨苑鄄园猿

采用汞柱式标准袖带血压计测量血压袁 患者取
坐位至少休息 员园 皂蚤灶 以上测量右上臂血压袁连续测
量 猿 次袁每次间隔 猿园 泽袁取 猿 次测量的平均值为被调
查者的血压值遥
员援圆援圆 吸烟指数
通过询问法获得患者既往的吸烟习惯袁 包括每
天吸烟的支数及吸烟年数袁 吸烟指数为每日吸烟支
数伊年数遥 同时将患者按吸烟与否分为吸烟组 员源愿
例和非吸烟组 员苑愿 例遥
员援圆援猿 生化指标测试
禁食过夜后次日晨抽取空腹静脉血袁 在本院临
床检验中心检测总胆固醇渊栽悦冤尧甘油三酯渊 栽郧冤尧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渊匀阅蕴鄄悦冤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渊蕴阅蕴鄄悦冤尧载脂蛋白 粤渊葬责燥 粤冤尧载脂蛋白 月渊葬责燥 月冤尧
空腹及餐后血糖等生化指标遥生化指标试剂渊日本第
一化学株式会冤袁韵蕴再酝孕哉杂粤哉圆苑园园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渊韵蕴再酝孕哉杂 公司袁日本冤袁所有检测符合实验室
质控标准遥 动脉超声波检查使用德国 耘杂粤韵栽耘阅哉远
彩超仪袁探头频率 缘耀员圆 酝匀袁以右侧颈总动脉作为
靶血管袁由专人进行检查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员援缘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遥 计量
资料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两组间比较采用
方差齐性检验后使用 贼 检验袁 二变量的相关性采用
杂责藻葬则皂葬灶 相关性分析袁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线
性回归分析方法遥 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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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组与非吸烟组基本情况及各危险因素的统
计分析显示袁 吸烟组较非吸烟组收缩压渊杂月孕冤尧栽悦尧
陨酝栽 明显升高袁 两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舒 张 压 渊阅月孕冤尧云月郧尧孕月郧尧栽郧尧葬责燥 粤尧葬责燥 月尧
匀阅蕴鄄悦尧蕴阅蕴鄄悦 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将吸烟指数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因素做 杂责藻葬则鄄
皂葬灶 相关性分析袁 结果显示吸烟指数与 陨酝栽尧栽悦 呈

明显正相关 渊表 圆袁猿冤遥 以全部相关因素作为自变
量袁以动脉粥样硬化患病为因变量袁进行多因素线性

回归分析袁最终进入主效应模型的因素有 猿 个袁分别
为吸烟指数尧杂月孕尧栽悦渊表 源冤遥
表员

吸烟组与非吸烟组基本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
渊x 依 s冤

吸烟组
指标
非吸烟组
员猿缘援远员依员园援源圆园 员猿猿援园缘依员园援缘远园
杂月孕渊皂皂匀早冤
苑远援愿苑依员猿援员猿 苑远援愿圆依员源援圆愿
阅月孕渊皂皂匀早冤
苑援猿猿依圆援愿猿
云月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苑援远圆依圆援愿圆
孕月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圆援园源依猿援远怨园 员圆援园员依猿援猿怨园
源援远怨依园援怨源
栽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源援怨员依园援怨怨
员援苑怨依园援源园
栽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援苑远依园援猿愿
匀阅蕴鄄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援圆员依园援源园
员援员怨依园援源员
蕴阅蕴鄄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圆援远愿依园援苑怨
圆援缘苑依园援苑怨
员援圆猿依园援圆苑
葬责燥 粤渊早 辕 蕴冤
员援圆圆依园援猿员
园援愿苑依园援圆员
葬责燥 月渊早 辕 蕴冤
园援怨员依园援圆园
员援园远依园援员愿
陨酝栽渊皂皂冤
员援园员依园援员园
表圆

贼值
圆援员怨缘
原园援园猿愿
园援怨员员
原园援园苑园
圆援园园猿
原园援缘缘愿
原园援圆怨怨
原员援猿圆怨
原园援圆怨员
员援远怨愿
原猿援员怨猿

孕值
园援园圆怨
园援怨苑园
园援猿远猿
园援怨源源
园援园源远
园援缘苑苑
园援苑远缘
园援员愿缘
园援苑苑员
园援园怨园
园援园园圆

吸烟指数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吸烟指数

杂月孕渊皂皂匀早冤
阅月孕渊皂皂匀早冤
云月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孕月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栽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栽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匀阅蕴鄄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蕴阅蕴鄄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葬责燥 粤渊早 辕 蕴冤
葬责燥 月渊早 辕 蕴冤
陨酝栽渊皂皂冤

猿 讨

则值
园援远缘怨
原园援园缘怨
原园援园圆远
园援园怨园
园援源怨员
园援园员远
原园援园猿员
园援园猿缘
园援苑苑园
园援员苑远
园援远怨愿

孕值
约 园援园园员
园援源苑怨
园援苑缘愿
园援圆苑缘
约 园援园园员
园援愿源怨
园援苑员园
园援远苑苑
园援猿缘园
园援园猿圆
约 园援园园员

论

心脑血管事件是 圆 型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袁美
国心脏病学会科学会议宣布 愿愿豫的糖尿病和代谢
综合征患者其超声心动图显示颈动脉有动脉粥样硬
化征象袁国内临床资料显示袁死亡的糖尿病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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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 吸烟指数与 陨酝栽 的关系
陨酝栽渊皂皂冤
贼值
吸烟指数渊支窑年冤
约 员援园
原愿援园远远
圆圆远 依 员圆圆
逸员援园
源员缘 依 员猿怨
表源
因素
吸烟指数
杂月孕
栽悦

孕值
约 园援园园员

吸烟指数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茁
园援圆猿猿
园援苑怨愿
原园援园源远

贼值
缘援愿愿员
员缘援愿员远
原员援园源怨

孕值
约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园园员
园援圆怨远

怨缘豫悦陨
园援园园园耀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员圆耀园援园员远
原园援园圆远耀园援园愿园

缘圆援缘豫的直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遥 本课题组既往研

究显示袁糖尿病组动脉粥样硬化占 缘远援愿豫袁其发生大
血管病变的危险性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咱猿暂袁这与国内
外调查结果相似遥
对血糖和血压在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发生中的

作用多数学者持肯定的观点遥有资料表明袁吸烟是颈
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咱源暂袁长期大量的吸烟
与脑梗死的发生有关遥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是早期
动脉粥样硬化的明确的超声标志袁 并可反映全身动
脉粥样硬化状况遥 本研究也证实袁 吸烟组患者 陨酝栽
显著高于非吸烟组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且吸烟指数与 陨酝栽
有明显相关性袁吸烟指数越高袁陨酝栽 也越高遥 本研究
中还发现吸烟组较非吸烟组收缩压明显升高袁 可能
是由于吸烟加重了高血压患者血管结构和功能损
害遥 以往研究发现长期吸烟的年轻人大动脉僵硬度
高于不吸烟者袁并观察到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在 缘 皂蚤灶
内吸完 员 根香烟后袁 血压和主动脉脉搏波速度均较
吸烟前显著升高袁 证明吸烟促进了大动脉僵硬度的
发生袁 本研究结果发现初发 圆 型糖尿病患者年龄相
对较轻袁吸烟组收缩压增高结果与此类似咱缘暂遥 吸烟导
致血压升高的原因主要包括院 吸烟可使交感神经兴
奋袁儿茶酚胺释放增多袁致使血压升高袁心率增快袁使
血管壁应力增加袁弹性下降曰烟中含有大量氧自由基
等有害物质损伤血管内皮袁 使血管舒张功能受损袁同
时使血管对缩血管物质如内皮素和血管紧张素等反
应性增强遥这些缩血管物质能促进平滑肌细胞增生和
胶原纤维的合成袁而舒血管物质作用相反遥 在血管内
皮功能受损袁血管活性物质失衡的情况下导致血管结
构改变袁血管僵硬度增加曰吸烟还可以损伤血管压力
感受器袁导致血压特别是收缩压的升高咱远暂遥
另外吸烟可致血脂异常袁 特别是 栽悦尧栽郧 升高袁
本研究显示吸烟组较非吸烟组 栽悦 明显升高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将二变量做相关性分析后显示吸烟指数与
陨酝栽尧栽悦 呈明显正相关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吸烟导致糖尿病
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机制如下院 吸烟及烟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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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成分明显影响胆固醇代谢袁 吸烟能够升高

蕴阅蕴鄄悦袁降低 匀阅蕴鄄悦遥 而很多糖尿病患者本身存在高
脂血症袁吸烟本身进一步加重了其发生发展的过程遥

匀阅蕴鄄悦 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保护性因子袁其作用主
要为可将外围组织内过量的胆固醇转移至肝脏袁大
部分变为脂肪酸袁因此当血液中 匀阅蕴鄄悦 水平下降时

可减少胆固醇从动脉壁上的清除袁使胆固醇积聚在
动脉壁中袁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遥 另外吸烟引

原员缘怨怨原

早期戒烟袁预防心脑血管意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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