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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研究中 28 例移位患者中，有 10 例来自支气管
套囊充气组，18 例来自不充气组。
本研究观察了侧卧位后气管移位对肺隔离及
通气的影响，发现严重移位从而影响肺隔离及通气
的有 16 例，其中 A 组 5 例，B 组 11 例，纤支镜下所见
这 16 例患者中，气管移位距离约 10 mm，蓝色的支
气管套囊向头侧移位疝入主气道，完全或部分阻塞
右主支气管开口，从而导致肺隔离和通气失败。成
人气道平均长度约 12 cm，右主支气管相对比较短
且较粗，长约 2.5 cm，走向较直，与气管纵轴的延长
线约成 20~30°角，左主支气管相对比较细且长，长
约 5 cm，走向倾斜，与气管纵轴成 40~45°角。由于
在侧位时气管隆突倾向于向下移动和 DLT 向上移
动可达 10 mm，因此建议左双腔管支气管套囊应置
于主气管隆突下方至少 10 mm 而非传统的 5 mm
处。左主支气管长约 5 cm，支气管套囊应置于主气
管隆突下方 10 mm，不会导致导管过深，引起左肺上
叶通气不佳。但将支气管套囊置于隆突下方 10 mm
处是否可有效降低气管移位发生率尚未见明确报
道，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由仰卧位改为侧卧位
时，支气管套囊充气组较不充气组发生左双腔气管
导管移位更少，导管严重移位影响肺隔离和通气的
比例更低，临床上可采纳此方法降低侧卧位时左双
腔管的移位率。本研究中约 26%的患者发生导管
严重移位，影响肺隔离和单肺通气，需要重新定位，
为减少导管移位，可将患者保持摆放体位前后相同
的颈位，避免头后仰，同时可尝试将支气管套囊置
于气管隆突下 10 mm 处。鉴于摆放体位以及手术操
作等影响，常会导致 DLT 移位，胸科手术需常备纤
维支气管镜，随时调整 DLT 位置，以保证良好的肺
隔离和通气，保障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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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与凝血指标的相关性
陆金花，
贺明庆，李建中*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医学科，
江苏 苏州

［摘

215006

要］ 目的：探讨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与凝血指标的相关性。方法：收集 150 例高龄 2 型糖尿病存在颈

动脉斑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对照研究，根据颈动脉斑块性质分为稳定斑块组（n=72）和不稳定斑块组（n=78）。检查
凝血常规、血常规及血栓弹力图等指标，分析稳定斑块组与不稳定斑块组间各凝血指标及临床资料的差异，并对不稳定斑块组

的危险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结果：不稳定斑块组血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凝血最大振幅（maximum amplitude，MA）及纤维蛋白原（fibrin⁃

ogen，FIB）均明显高于斑块稳定组（P < 0.05），而服用他汀和抗血小板药物患者比例、血凝块形成时间（clotting time，K）明显低

于稳定斑块组（P < 0.05）。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显示，LDL⁃C 及 MA 是高龄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高龄 2 型糖尿病伴颈动脉不稳定斑块患者存在凝血功能异常，较高水平的 LDL⁃C 和 MA 是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不稳定
斑块形成的危险因素，
而服用他汀及抗血小板药物可延缓颈动脉斑块的进展。

［关键词］ 高龄；2 型糖尿病；
颈动脉不稳定斑块；
凝血功能
［中图分类号］ 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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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普遍并发血管病变，其中，
大血管病变引起的冠心病及脑卒中是 2 型糖尿病患
者的主要致死因素［1］。其中颈动脉不稳定性斑块是
缺血性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关键环节［2］。
有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的血液高凝状态与血管病
变关系密切［3-4］。但具体凝血指标异常与血管病变
的关系尚无定论。因此，本研究拟探讨高龄 2 型糖
尿病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与凝血指标的相关性，
以期更好进行临床干预。

［文章编号］ 1007⁃4368（2020）12⁃1848⁃04

龄（87.14±3.34）岁。排除标准：年龄<80 岁；溶栓及
抗凝治疗后；有血液病史；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1.5 s
以上；血小板计数<100×109 个/L。本研究经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并知情同意。
1.2 方法
患者同一天测定血生化、血常规、凝血常规及
血栓弹力图（thromboelastography，TEG）指标。TEG
检测：应用美国 Haemoscope 公司血栓弹力图仪，抽
取抗凝全血加入装有高岭土试剂的试管中，混匀后
吸取至装有氯化钙的检测杯中，电脑记录 TEG 曲
1 对象和方法
线，以上操作按照说明书进行。TEG 主要评价指标
1.1 对象
有凝血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R）、血块形成时间
2014 年 7 月—2019 年 10 月在本院老年医学科
（clotting time，K）、血块形成速度（coagulation angle，
门诊就诊及住院的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诊断依据
α⁃Angle）、血栓最大强度（maximum amplitude，MA）、
［5］
《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 版）》 ，共 150 例，
凝血综合指数（coagulation index，CI）等。同时当天
年龄 80~97 岁，平均（87.08±3.44）岁，其中，男 102
行颈动脉彩超检查，应用飞利浦 CX50 型多普勒超
例，女 48 例。根据颈动脉斑块性质，分为斑块稳定
声诊断仪，检测双侧颈外动脉、颈内动脉颅外段、颈
组 72 例，男 52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87.01±3.56）
总动脉、锁骨下动脉等。根据颈动脉超声描述特点
岁；斑块不稳定组 78 例，男 50 例，女 28 例，平均年
将斑块分组：以强回声、中等回声为主的斑块定义
为稳定斑块，以混合回声、低回声为主的斑块定义
［6］
［基金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BK20190171）； 为不稳定斑块 。
1.3 统计学方法
苏州市
“科教兴卫”青年科技项目（kjxw2018009）
∗
采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两组计量资
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zlj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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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比较采用 t 检验，两组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采用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判定发生颈动脉不稳定斑块的
界点值。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稳定斑块组和不稳定斑块组的临床特征及生
化指标比较
两组在年龄、性别、体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表1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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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
糖、血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a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血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等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稳定斑块
组的血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 ⁃ C）水 平 明 显 高 于 稳 定 斑 块 组
（P < 0.05），稳 定 斑 块 组 抗 血 小 板 药 物 及 他 汀 类
药物的使用率明显高于不稳定斑块组（P < 0.05，
表 1）。

两组间一般临床资料及生化指标比较
稳定斑块组（n=72）

不稳定斑块组（n=78）

P值

87.01 ± 3.56

87.14 ± 3.34

0.822

BMI（kg/m ）

23.10 ± 2.46

23.01 ± 2.45

0.823

饮酒［n（%）］

24（33.33）

33（42.31）

年龄（岁）
性别（n，男/女）
2

吸烟［n（%）］
高血压［n（%）
］
糖化血红蛋白（%）
空腹血糖（mmol/L）
LDL⁃C（mmol/L）

HDL⁃C（mmol/L）
TG（mmol/L）

服用抗血小板药物［n（%）］
服用他汀类药物［n（%）
］

52/20

50/28

25（34.72）

37（47.44）

59（81.94）

0.114
0.258

64（82.05）

08.28 ± 1.17

08.62 ± 1.19

01.91 ± 0.56

02.17 ± 0.62

05.68 ± 1.85

0.986
0.081

05.71 ± 1.80

01.29 ± 0.41

0.924
0.009

01.21 ± 0.36

01.46 ± 0.87

0.164

01.40 ± 0.75

47（65.28）

0.638

38（48.72）

42（58.33）

0.041

27（34.62）

2.2

稳定斑块组和不稳定斑块组凝血指标比较
颈动脉斑块不稳定组的 K 明显小于颈动脉斑块
稳定组（P < 0.05），而 MA 及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明显大于颈动脉斑块稳定组（P < 0.05），两组在
活 化 部 分 凝 血 活 酶 时 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
plastin time，APTT）、凝 血 酶 原 时 间（prothrombin
time，PT）、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血小板
计数（platelet，PLT）、R、α⁃Angle 及 CI 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表 2）。
2.3 斑块不稳定组危险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和 ROC 曲线
以有无颈动脉不稳定斑块为因变量，以 LDL⁃C、
服用抗血小板药物、服用他汀类、FIB、K、MA 为自变
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服用抗血小板药物及
他汀类药物为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
块形成的独立保护因素，而 LDL⁃C、MA 为高龄 2 型
糖尿病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形成的独立危险因
素（表 3）。
ROC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LDL⁃C 及 MA 的曲线
下 面 积 分 别 为 0.630（95% CI：0.541~0.720，P <

0.287

表2
指标

0.004

两组间凝血相关指标比较
稳定斑块组

不稳定斑块组

（n=72）

（n=78）

P值

血小板（×109 个/L） 180.42 ± 54.81 199.97 ± 78.25

0.081

PT（s）

0.395

APTT（s）

28.54 ± 5.91

27.91 ± 5.10

TT（s）

18.79 ± 1.90

19.01 ± 3.63

FIB（mg/L）
R（min）
K（min）

α⁃Angle（deg）
MA（mm）
CI

表3

12.37 ± 1.14
02.74 ± 0.91
05.13 ± 1.23
01.61 ± 0.53
72.45 ± 4.31
59.47 ± 6.30
01.07 ± 1.65

12.20 ± 1.32
03.05 ± 0.83
05.39 ± 1.31
01.43 ± 0.46
73.05 ± 4.78
63.33 ± 5.84
01.35 ± 1.47

0.485
0.640
0.032
0.225
0.026
0.420

＜0.001
0.273

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危险因素的多
因素分析
因素

LDL⁃C

服用抗血小板药物
服用他汀类药物
MA

β值

P值

OR

95%CI

0.680 0.031 1.973 1.066~3.654

-0.730 0.046 0.482 0.235~0.988
-0.716 0.048 0.489 0.240~0.995
0.096 0.002 1.101 1.035~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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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665（95%CI：0.579~0.751，P < 0.01），发生颈
动脉不稳定斑块的 LDL⁃C 和 MA 的诊断界点值分别
是 1.815 mmol/L 和 62.45 mm，约 登 指 数 分 别 为
0.258、0.870，灵敏度分别为 0.744、0.590，特异度分
别为 0.514、0.720（图 1）。
1.0

LDL⁃C
MA 胆固醇
参考线

敏感度

0.8
0.6
0.4
0.2
0.0
0.0

图1

3

0.2

0.4
0.6
1-特异度

0.8

1.0

判定发生不稳定颈动脉斑块界点值的 ROC 曲线

讨 论

糖尿病患者血管内血液的流速慢、黏度高，存
在高凝状态，组织缺氧，血管的基底膜增厚，从而造
成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首先表现
为颈动脉内膜增厚，继而发展成不稳定斑块，不稳
定斑块的形成原因为活动性炎症、脂质内皮剥脱、
内皮表面的血小板聚集、斑块损伤、斑块内出血和
正性重塑［7-8］。周玮等［9］研究发现血糖升高可进一
步引起血管狭窄，血液更易凝固形成血栓。因此需
要早期监测体内凝血功能及血栓形成情况，而血小
板计数、凝血常规、血栓弹力图均是评估凝血功能
的重要手段。当高凝状态时，可表现为 APTT、PT、
TT、R、K 值减小，PLT、MA 值、α⁃Angle 及 CI 值升高。
本研究发现，不稳定斑块组较稳定斑块组 K 值降低，
MA 值及 FIB 升高（P < 0.05），K 值主要反映 FIB 功
能，而 MA 主要受到血小板的影响，是评价血小板活
性的指标，提示高龄 2 型糖尿病伴颈动脉不稳定斑
块患者的凝血功能较稳定斑块患者明显增强，主要
为 FIB 活性及血小板活性增强，血小板激活并在损
伤的颈动脉壁上黏着、
聚集，
是血栓形成基础，
而纤维
蛋白是血栓形成的重要成分，
FIB 进一步促进血凝块
形成［10］，导致体内过度炎症反应及损伤血管内皮细
胞，加重动脉粥样硬化［11-12］，这与国内外部分学者的
研究相符［13-14］。刘运涌等［15］研究显示，
在不稳定斑块
病变中，
血小板的聚集明显增多，
血栓栓塞风险高。
本研究发现，在已形成颈动脉不稳定斑块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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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除 K、MA 及 FIB 与稳定斑块组
存在明显差异外，血 LDL⁃C 水平明显高于稳定斑块
组，他汀类及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率明显低于稳定
斑块组。对颈动脉不稳定斑块危险因素进行二元
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使用他汀和抗血小板药物是高
龄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发生的保护因
素，而血 LDL⁃C 及 MA 水平则是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
颈动脉不稳定斑块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国内学
者刘晓洁等［16］研究也显示，血 LDL⁃C 是颈动脉不稳
定斑块形成的危险因素。不稳定性斑块内富含脂
质的细胞坏死、斑块内出血、纤维帽变薄及大量的
炎性细胞浸润，而稳定性斑块则钙化更甚，纤维帽
更厚，伴有较多的平滑肌细胞浸润［17］。血脂异常造
成血管内皮异常氧化，脂质沉积，同时又增加了血
小板的黏附聚集力，进一步加重动脉斑块进展，而
服用他汀类药物可以降低血脂、减少炎性反应，从
而延缓稳定斑块向不稳定斑块进展。在血栓形成
初始阶段，血小板黏附在内皮细胞上，同时释放干
扰因子和白细胞侵入斑块，而血小板活性增强进一
步增加斑块的不稳定性，抗血小板药物可以减少血
小板的黏附及聚集，延缓斑块进展。国外亦有学者
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小板功能亢进，并与粥
样硬化的严重程度正相关［18］。
在本研究中，经 ROC 曲线分析高龄 2 型糖尿
病 伴 颈 动 脉 不 稳 定 斑 块 患 者 LDL⁃C 的 界 点 值 为
1.815 mmol/L（曲线下面积 0.630，约登指数为 0.258，
灵敏度0.744，
特异度0.514），
MA的界点值为62.45 mm
（曲 线 下 面 积 0.665，约 登 指 数 为 0.870，灵 敏 度
0.590，特异度 0.720）。可见 MA 的曲线下面积及约
登指数均高于 LDL⁃C，作为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颈
动脉不稳定斑块的筛查效果可能更好，但 MA 的灵
敏度较低，LDL⁃C 的灵敏度相对较高，可两者联合使
用，提高预测的准确性。由于高龄 2 型糖尿病患者
无颈动脉斑块的极少，故未纳入研究，且高龄 2 型糖
尿病患者形成颈动脉不稳定斑块的影响因素较多，
造成 LDL⁃C 及 MA 评价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
有待
今后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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