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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 圆 型糖尿病渊栽圆阅酝冤患者下肢病变的发病率及危险性因素遥 方法院实验组 栽圆阅酝 患者 怨缘 例与对照组健康

体检患者 缘猿 例接受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袁比较两组的下肢动脉病变发生率及发生特点曰依据有无下肢血管病变再将 栽圆阅酝 组
分为 圆 组袁分析 圆 组的临床资料及生化指标遥 结果院栽圆阅酝 下肢动脉内中膜增厚尧斑块尧狭窄及闭塞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袁狭

窄多发生于膝以下血管曰收缩压渊杂月孕冤尧体质指数渊月酝陨冤尧餐后 圆 澡 血糖渊圆澡孕郧冤尧糖化血红蛋白渊匀遭粤员糟冤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渊匀阅蕴鄄悦冤及总胆固醇渊栽悦冤与 栽圆阅酝 下肢动脉发病有关袁其中 杂月孕尧月酝陨尧圆澡孕郧尧栽悦 是 栽圆阅酝 下肢动脉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结
论院栽圆阅酝 患者下肢动脉发病率高袁应用超声检查可早期发现病变袁同时积极监测 杂月孕尧月酝陨尧圆澡孕郧尧匀遭粤员糟尧匀阅蕴鄄悦 以及 栽悦 等相

关因素以了解病情的发生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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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责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 糟燥造燥则 阅燥责责造藻则 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 葬灶凿 则藻造葬贼藻凿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蚤灶 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凿蚤泽藻葬泽藻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载蚤葬灶早 杂葬灶贼蚤灶早员袁圆袁 蕴蚤灶 匀燥灶早躁怎灶圆鄢袁 杂澡蚤 匀葬蚤遭蚤灶猿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哉造贼则燥泽燥怎灶凿袁 允蚤葬灶早灶蚤灶早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晕允酝哉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员员园园曰 圆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哉造贼则燥泽燥怎灶凿袁
猿
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早贼 燥枣 砸葬凿蚤燥造燥早赠袁 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葬灶葬造赠扎藻 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葬灶凿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

渊栽圆阅酝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澡藻 藻曾责藻则蚤皂藻灶贼葬造 早则燥怎责 燥枣 怨缘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栽圆阅酝 葬灶凿 贼澡藻 澡藻葬造贼澡赠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 燥枣 缘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藻曾葬皂蚤灶藻凿 遭赠
糟燥造燥则 阅燥责责造藻则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袁 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则葬贼藻 葬灶凿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凿蚤泽藻葬泽藻 燥枣 贼澡藻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憎藻则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援

粤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澡藻 责则藻泽藻灶糟藻 燥则 葬遭泽藻灶糟藻 燥枣 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栽圆阅酝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袁葬灶凿 贼澡藻灶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凿葬贼葬 葬灶凿
遭蚤燥糟澡藻皂蚤糟葬造 蚤灶凿藻曾藻泽 燥枣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憎藻则藻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栽澡藻 则葬贼藻泽 燥枣 蚤灶贼蚤皂葬鄄皂藻凿蚤葬 贼澡蚤糟噪灶藻泽泽袁责造葬择怎藻袁泽贼藻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燥糟糟造怎泽蚤燥灶 燥枣 造燥憎藻则

造蚤皂遭 葬则贼藻则赠 蚤灶 栽圆阅酝 憎藻则藻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燥泽藻 蚤灶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袁泽贼藻灶燥泽蚤泽 燥糟糟怎则则藻凿 蚤灶 贼澡藻 遭藻造燥憎 噪灶藻藻 增葬泽糟怎造葬则曰 泽赠泽贼燥造蚤糟

遭造燥燥凿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渊杂月孕冤袁 遭燥凿赠 皂葬泽泽 蚤灶凿藻曾渊月酝陨冤袁 贼憎燥 澡燥怎则 责燥泽贼责则葬灶凿蚤葬造 遭造燥燥凿 早造怎糟燥泽藻渊圆澡孕郧冤袁 早造赠糟燥泽赠造葬贼藻凿 澡藻皂燥早造燥遭蚤灶渊匀遭粤员糟冤袁 澡蚤早澡
凿藻灶泽蚤贼赠 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渊匀阅蕴鄄悦冤 葬灶凿 贼燥贼葬造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渊栽悦冤 憎藻则藻 糟造燥泽藻造赠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藻凿 贼燥 贼澡藻 责葬贼澡燥早藻灶藻泽蚤泽 燥枣 栽圆阅酝 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葬则贼藻则赠援 杂月孕袁月酝陨袁圆澡孕郧 葬灶凿 栽悦 憎藻则藻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枣燥则 栽圆阅酝 蚤灶 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凿蚤泽藻葬泽藻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则葬贼藻 燥枣 造燥憎藻则 造蚤皂遭 葬则贼藻则蚤葬造 凿蚤泽藻葬泽藻 憎蚤贼澡 栽圆阅酝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泽 澡蚤早澡援 哉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 糟葬灶 藻葬则造赠 凿藻贼藻糟贼 贼澡藻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 葬灶凿 葬糟贼蚤增藻造赠 皂燥灶蚤贼燥则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藻凿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杂月孕袁月酝陨袁圆澡孕郧袁匀遭粤员糟袁匀阅蕴鄄悦 葬灶凿 栽悦 枣燥则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燥枣 贼澡藻 燥糟糟怎则则藻灶糟藻 葬灶凿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燥枣 贼澡藻 凿蚤泽藻葬泽藻援
咱Key words暂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曰 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葬则贼藻则赠曰 怎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曰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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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燥皂

作为一种全身性代谢疾病袁糖尿病因其高发病
率及其伴发的各种严重并发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遥下肢动脉病变渊孕粤阅冤是 圆 型糖尿病渊栽圆阅酝冤最
常见的主要并发症咱员暂袁严重者可因动脉狭窄或栓塞
而致畸致残袁有报道显示 栽圆阅酝 患者截肢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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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三婷等院圆 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的超声应用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较正常人高 缘耀员园 倍咱圆暂遥 因此早期发现下肢病变袁发

现并监测下肢病变发生的危险因素对临床早期诊
疗和预防有着重要意义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实验组为 圆园员猿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缘 月南京市江
宁医院收治住院的 圆 型糖尿病患者 怨缘 例遥 圆 型糖尿

窑员猿愿猿窑

正常下肢动脉超声表现为内膜光滑连续袁管壁
呈细线状的平行较强回声袁彩色多普勒及频谱多普

勒显示血流为层流袁呈三相波形遥 孕粤阅 表现为不同
程度的内膜增厚尧斑块以及狭窄尧闭塞渊图 员尧圆冤袁斑
块以对称性尧多发性多见遥 本研究中实验组 孕粤阅 发
生率为 苑愿援怨豫渊苑缘 例冤袁其中 苑苑援猿豫的患者渊缘愿 例冤无

任何临床症状遥

病诊断符合 员怨怨怨 年 宰匀韵 糖尿病诊断标准袁其中男

缘猿 例袁女 源圆 例袁年龄 圆远耀苑缘 岁袁平均年龄 缘猿援源 岁袁
病程 员耀猿园 年遥 对照组为同期门诊健康体检者 缘猿

例袁其中男 猿猿 例袁女 圆园 例遥 年龄 圆源耀苑愿 岁袁平均年
龄 缘愿援缘 岁遥 排除严重嗜烟酗酒者及严重的心尧 肝尧

脑尧肾疾病患者遥 两组患者性别构成尧年龄分布等一
般资料经统计袁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袁具有可比性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彩色多普勒检查
采用飞利浦 陨哉圆圆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尧悦员圆鄄缘
超宽频带线阵探头遥 所有病例取仰卧及俯卧位袁探
头连续滑动观察双侧股浅动脉尧 腘动脉及胫前动
脉袁观察血管内膜是否连续尧内中膜厚度渊陨酝栽冤尧有
无斑块及数目大小尧血管有无狭窄及闭塞情况遥
员援圆援圆 临床常规指标
实验组常规记录性别尧 年龄尧 病程尧 收缩压
渊杂月孕冤尧舒张压渊阅月孕冤尧体质指数渊月酝陨冤尧 空腹血糖
渊云月郧冤尧餐后 圆 澡 血糖渊圆澡孕郧冤袁清晨空腹状态下测糖
化 血 红 蛋 白 渊匀遭粤员糟冤尧 甘 油 三 酯 渊栽郧冤尧 总 胆 固 醇
渊栽悦冤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渊蕴阅蕴鄄悦冤尧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渊匀阅蕴鄄悦冤遥
员援圆援猿 分组
将实验组按照有无 孕粤阅 分为 圆 组院 淤院陨酝栽 超过
员 皂皂曰于内膜斑块形成渊单发尧多发尧弥漫冤曰盂血管存
在狭窄或闭塞情况遥 存在以上病变之一即列入有 孕粤阅
组袁下肢血管正常袁无以上病变者则归入无 孕粤阅 组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缘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
析袁 其中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依 标准差
渊x 依 s冤表示袁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贼 检验曰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曰糖尿
病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多元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声像图特点

图员

云蚤早怎则藻 员

无症状 栽圆阅酝 患者双侧腘动脉斑块形成 员 例

粤 糟葬泽藻 燥枣 葬泽赠皂责贼燥皂葬贼蚤糟 栽圆阅酝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遭蚤造葬贼藻则葬造
责燥责造蚤贼藻葬造 葬则贼藻则赠 责造葬择怎藻 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图 圆 无症状 栽圆阅酝 患者左侧股浅动脉狭窄 员 例

云蚤早怎则藻 圆

粤 糟葬泽藻 燥枣 葬泽赠皂责贼燥皂葬贼蚤糟 栽圆阅酝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造藻枣贼 泽怎鄄
责藻则枣蚤糟蚤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葬则贼藻则赠 泽贼藻灶燥泽蚤泽

窑员猿愿源窑

南

京

医

科

圆援圆 实验组与对照组 孕粤阅 变发生情况对比

实验组内膜增厚尧斑块尧狭窄及闭塞实验组均
高于对照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袁表 圆 显示实验组及对
照组股动脉及腘动脉斑块发生率均高于胫前动脉袁

而狭窄及闭塞在实验组以胫前动脉发生率高袁在对
照组中胫前动脉无狭窄和闭塞形成遥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部位
股浅动脉
腘动脉
胫前动脉

陨酝栽 增厚
实验组
对照组
猿圆渊猿猿援远愿冤
源渊苑援缘缘冤
缘猿渊缘缘援苑怨冤
圆渊猿援苑苑冤
远缘渊远愿援源圆冤
圆渊猿援苑苑冤

表猿

组别
无 孕粤阅 组渊圆园冤
有 孕粤阅 组渊苑缘冤
贼值

年龄渊岁冤
缘圆援愿缘 依 愿援怨怨
缘缘援源猿 依 苑援苑猿
员援圆愿园

圆澡孕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源援怨怨 依 园援猿愿鄢
员远援园猿 依 园援苑缘鄢
缘援远愿缘

与无 孕粤阅 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遥

表源
栽葬遭造藻 源

匀遭粤员糟渊豫冤
园怨援缘猿 依 圆援园员
员园援愿员 依 员援缘圆鄢
猿援员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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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表员

下肢病变发生率对比

栽葬遭造藻 员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孕粤阅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咱灶渊豫冤暂

灶 陨酝栽 增厚
斑块
狭窄
闭塞
怨缘 苑源渊苑苑援愿怨冤鄢 苑员渊苑源援苑猿冤鄢 圆园渊圆员援园缘冤鄢 员缘渊员缘援苑怨冤鄢
缘猿 园愿渊员缘援园怨冤 园远渊员员援猿圆冤 园猿渊缘援远远冤 园员渊员援愿怨冤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对照组
源渊苑援缘远冤
源渊苑援缘远冤
圆渊猿援苑苑冤

狭窄
实验组
园源渊源援圆员冤
园苑渊苑援猿苑冤
员远渊员远援愿源冤

对照组
员渊员援愿苑冤
圆渊猿援苑苑冤
园渊园援园园冤

闭塞
实验组
园缘渊缘援圆远冤
员园渊员园援缘猿冤
员圆渊员圆援远猿冤

咱灶渊豫冤暂
对照组
员渊员援愿怨冤
园渊园援园园冤
园渊园援园园冤

尿病 孕粤阅 发生危险因素的多元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以 杂月孕尧月酝陨尧圆澡孕郧袁匀遭粤员糟尧匀阅蕴鄄悦 以及 栽悦 为自变
量袁糖尿病患者 孕粤阅 程度为因变量渊园 为无血管病
变袁员 为存在血管病变冤袁 做多元逐步回归袁 只有
杂月孕尧月酝陨尧圆澡孕郧尧栽悦 进入 回 归方 程 渊 表 源冤袁 说 明
杂月孕尧月酝陨尧圆澡孕郧尧栽悦 与糖尿病 孕粤阅 发生关系密切遥

临床指标分析

粤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蚤灶凿蚤糟葬贼燥则泽
杂月孕渊皂皂匀早冤
员猿源援圆缘 依 怨援远猿
员源愿援苑猿 依 苑援缘愿鄢
苑援员缘源
栽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援苑愿 依 员援远圆
圆援员愿 依 员援缘源
员援园圆园

阅月孕渊皂皂匀早冤
愿圆援苑缘 依 苑援员远
苑怨援苑猿 依 缘援怨愿
员援怨圆圆

蕴阅蕴鄄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圆援远愿 依 员援员远
圆援源圆 依 园援缘园
员援源愿缘

月酝陨渊噪早 辕 皂 冤
圆源援缘园 依 圆援圆缘
圆远援缘园 依 员援苑员鄢
源援圆苑员

渊x 依 s冤

圆

匀阅蕴鄄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援猿怨 依 员援猿圆鄢
员援圆远 依 园援圆圆鄢
圆援园圆园

云月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员园援员怨 依 员援远园
员园援远苑 依 员援缘苑
员援圆圆源
栽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源援缘怨 依 员援园源
缘援猿源 依 员援园怨鄢
圆援苑苑远

栽圆阅酝 患者下肢血管病变危险因素的多元逐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栽圆阅酝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 蚤灶 皂怎造贼蚤责造藻 泽贼藻责憎蚤泽藻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自变量
杂月孕
月酝陨
栽悦
圆澡孕郧

猿 讨

病程渊年冤
缘援园远 依 缘援圆员
苑援圆缘 依 远援远圆
员援猿远苑

学

下肢病变发生部位分布

圆援猿 糖尿病 孕粤阅 发生的临床指标分析
将实验组中有 孕粤阅 组和无 孕粤阅 组临床资料及生
化指标进行方差分析袁 发现 孕粤阅 组 杂月孕尧月酝陨尧圆澡孕郧尧
匀遭粤员糟尧匀阅蕴鄄悦 及 栽悦 均高于对照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源 多元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将表 猿 中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剔出做关于糖

组别
无 孕粤阅 组渊圆园冤
有 孕粤阅 组渊苑缘冤
贼值

学

蕴燥糟葬贼蚤燥灶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孕粤阅

斑块
实验组
源苑渊源怨援源苑冤
源园渊源圆援员员冤
猿猿渊猿源援苑源冤

栽葬遭造藻 猿

大

茁
园援源园圆
员援员园猿
员援源怨源
猿援园苑员

杂耘
园援员苑猿
园援源远缘
园援苑愿猿
员援园缘猿

在
缘援源圆远
缘援远圆猿
猿援远源员
愿援源愿苑

论

由于糖尿病 孕粤阅 起病隐匿袁早期缺乏特异的临
床表现袁发现时往往已经出现间歇性跛行尧难治性
溃疡甚至坏疽等严重症状袁 严重时截肢已不可避
免袁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危害遥 超声作为一
项无创性可重复检查袁可早期发现病变袁安全性和

孕
园援园圆园
园援园员愿
园援园缘远
园援园园源

韵砸
园员援源怨缘
园猿援园员源
园源援源缘猿
圆员援缘缘远

怨缘豫悦陨
员援园远远 耀 圆援园怨远
员援圆员员 耀 苑援缘园猿
园援怨远园 耀 圆园援远缘源
圆援苑猿源 耀 员远怨援怨圆园

敏感度均较高袁有学者报道糖尿病 孕粤阅 主要位于小
腿动脉咱猿暂袁本研究中袁实验组下肢动脉 陨酝栽 增厚尧斑
块尧狭窄及闭塞率均远高于对照组袁其中下肢股动
脉尧腘动脉斑块发生率高袁胫前动脉狭窄及闭塞发
生率高袁 而对照组斑块及下肢闭塞均在股动脉尧腘
动脉发生率高袁结果与乔华尧欧婉燕等报道基本一
致咱源原缘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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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员猿愿缘窑

相三婷等院圆 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的超声应用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国外报道慢性 孕粤阅 患者无症状性和有症状性

比例为 猿颐员耀源颐员 遥 国内也有报道称 远园豫的 孕粤阅 患
咱远暂

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咱苑暂遥 本研究实验组中超声
发现 栽圆阅酝 内膜增厚和斑块的患者占 苑园豫以上袁患

者均无明显自觉症状袁 超声发现狭窄的 圆园 例患者
中袁有 愿 例狭窄患者无明显自觉症状袁这又一次证
实了糖尿病 孕粤阅 发生的隐匿性以及超声检查的必
要性遥
孕粤阅 发生的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遥 而糖尿

病患者存在高血糖尧胰岛素抵抗的同时又容易并发
高血压尧血脂紊乱尧肥胖等多种代谢异常袁可引起血管

志袁圆园员园袁员愿渊远冤院源缘远原源缘愿
咱猿暂 方少兵袁梁秋娥袁张彦华袁等援 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对诊

断 糖尿 病下 肢 动 脉病 变 的 研 究咱允暂援 中 国 临 床 医 生 袁

圆园员员袁猿怨渊源冤院源猿原源源

咱源暂 乔

圆园园缘袁圆员渊员圆冤院怨猿远原怨猿愿

咱缘暂 欧婉燕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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