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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颈动脉超声参数与FRS评分在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血管疾病中的价值
陈伟1，黄明2，高航2
【摘要】目的 分析糖尿病患者颈动脉超声参数与FRS评分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评估中的
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于我院心内科就诊的糖尿病患者108例为研究对象，其中单纯糖
尿病患者53例设为对照组，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糖尿病患者55例为观察组。采
取FRS评估糖尿病患者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颈动脉超声参数。结果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质指数
（BMI）、冠心病家族史、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射血分数，差异均无统计学（P＞0.05）；观察组吸烟
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中观察组患者斑块例数显著
高于对照组，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斑块积分、FRS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观
察组FRS患病风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RS、颈动脉斑块与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存在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 糖尿患者FRS与颈动脉超声参数存在明
显联系，可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初步评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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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parameters and Framingham Risk

Score (FRS) in reviewing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diabetic patients. Methods The diabetic
patients (n=108)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in Hospital of Fuzhou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from June 2019 to June 2021, and the patients with only diabetes were selected
into control group (n=53) and those with diabetes complicated by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were select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55). The risk factors of CHD and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parameters were reviewed by
using FRS.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body mass index (BMI), CHD family history,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inner diameter (LVEDd) an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2 groups (P>0.05), and percentage of smoking was high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sults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showed that the cases of plaque were more, and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CA-IMT), plaque scores and F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isk of CH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RS, carotid artery plaque and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each other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FRS and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parameters, and FRS can be taken as an initial
assessment method for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Key words] Diabetes; Carotid artery ultrasonography; Framingham Risk Score;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是动脉血管发生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引起的血管腔狭窄、阻塞，造
成的心血管疾病 [1-3]，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
病已成为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4,5]。目前，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被发达国家成为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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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头号杀手”，其发病率也逐年递增，为社
会带来沉重负担。颈动脉超声是评估颈动脉壁病
变的重要方式之一，对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诊
断、治疗具有关键性作用，可清晰显示血管内中
膜增厚，斑块形成、位置、大小，血管狭窄、阻
塞等情况[6-8]。FRS 评分（Framingham风险评分）
为临床用来评估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
管疾病发病风险的预测工具。将患者的性别、年
龄、总胆固醇、收缩压、是否治疗高血压及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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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危险因素按照既定的权衡系数/公式计算而得
出总分，依据总分高低来评估患病的概率大小。
FRS评分可用来预测糖尿病患者未来10年发生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基于此，本研究以颈动脉超声
测定颈总动脉中膜厚度、横切面积、颈动脉斑块
发生率与FRS评分以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
疾病。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于福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心内科就诊的糖尿病患者
108例为研究对象，其中单纯糖尿病患者53例设
为对照组，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
心病）的糖尿病患者55例为观察组。观察组中
男性31例，女性19例，年龄40~80岁，平均年龄
（61.77±10.62）岁；对照组中男性29例，女性
21例，年龄40~80岁，平均年龄（63.07±10.87）
岁，纳入标准：符合糖尿病及冠心病诊断；依
据患者临床症状结合心电图、24h Hotel、超声心
动图及心肌损伤标志物等确诊；病史记录完整。
排除标准：合并脑血管疾病、肝胆疾病、心力衰
竭、肾功能不全者。
1.2 研究方法 采用GE VIVID-E9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进行探测，探头频率设定为自适应4~8
MHz，以横、纵双向观察患者颈总动脉，取颈动
脉窦下1 cm处冻结图像，测量颈动脉内中膜厚
度、血管舒张期颈总动脉内径，分别与左、右两
侧测量3次后取平均值。记录含斑块与不含斑块
的颈动脉内中膜厚度、颈总动脉内径。粥样斑块
是突向管壁的局部灶性动脉壁增厚，应当在冠状
位、轴状位图像的同一部位观测到，当厚度超过
相邻动脉内中膜厚度的50%，或动脉内中膜厚度
≥1.2 mm时可确定为粥样斑块，记录斑块总数、
厚度及严重程度。
1.3 观察指标 颈动脉超声参数、FRS评分
（Framingham危险评分）：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IMT）、斑块严重程度，严重程度以Crouse积分
表示。FRS评分：用来预测CHD患者死亡率、非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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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性心肌梗死发生率及CVD事件（CHD、PAD、
CVA、CHF）。低危≤10%、中危11%~20%、高
危＞20%，本次发病风险将中危与高危合并。对
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吸烟、冠心病家族
史、体质指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射血分数
行单因素分析。将糖尿病作为因变量，以吸烟、
FRS评分、颈动脉斑块作为自变量行多因素分
析，以FRS≥0.55为界作二分类变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正态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两组资料组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2检
验。多组独立、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糖尿
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因素。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颈动脉超声参数、FRS评分比较 观
察组动脉内中膜厚度、斑块积分、FRS评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表1。
2.2 两组患者的单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性别比例、
冠心病家族史、年龄、体质指数、左室舒张末
期、射血分数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观察组患者吸烟者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表2。
2.3 两组患者的多因素分析 以糖尿病作为因变
量，吸烟、FRS评分、颈动脉斑块作为自变量，以
FRS≥0.55为界定标准，进行二次分类变量，采用
多因素回归分析向前进步法，每次仅排除一个最
不显著的因素，其结果显示排除吸烟后，FRS、
颈动脉斑块与糖尿病存在明显关系（P＜0.05），
FRS、颈动脉斑块可作为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子，表3。
3 讨论
糖尿病性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是糖尿
病患者致死原因之一，流行病学研究调查显示，
糖尿病患者中约有70%~80%的患者死于心血管
并发症，与非糖尿病患者对比，其心血管死亡风

表1 两组患者颈动脉超声参数、FRS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FRS（分）

中膜厚度（mm）

斑块积分（分）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55
53
-

15.62±3.73
7.98±3.66
10.740
＜0.001

1.32±0.58
0.77±0.19
6.571
＜0.001

3.19±1.62
0.99±0.71
9.081
＜0.001

FRS发病风险（%）
≤10%
＞10%
14（12.96）
54（50.00）
13（25.93）
8（7.41）
0.012
76.205
0.912
＜0.001

表2 两组患者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55
53
-

男性（%）
31（56.36）
29（54.72）
0.020
1.000

吸烟比（%）
22（40.00）
12（22.62）
6.697
0.015

冠心病家族史（%）
11（20.00）
12（22.62）
0.267
0.731

年龄（岁）
61.77±10.62
63.07±10.87
0.629
0.531

体质指数（kg/m2）
26.23±5.32
25.69±5.96
0.497
0.620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mm）
48±11
49±9
0.516
0.607

射血分数（%）
0.66±0.31
0.63±0.29
0.519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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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β
FRS
2.613
斑块例数 4.733

标准误
0.638
0.715

χ2值
13.301
37.601

OR值
13.814
119.004

P值
0.000
0.000

险高达5倍之多，且糖尿病患者动脉受损程度明
显较高，呈现弥漫性病变 [9-11]。目前临床中糖尿
病患者无显性心血管疾病症状，使得糖尿病患者
对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重视程度较低，需
借助多种方式对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
管疾病进行评估。Framingham危险评分目前是公
认的预测个体未来冠心病时间风险及预订管理
决策的基础[12]。颈动脉超声是评估颈动脉壁病变
的重要方式之一，可清晰显示血管中膜厚度、
斑块形成部位、大小等情况，是预测心血管时间
独立危险因素的终点指标，多项研究证实颈动脉
硬化与冠心病存在直接联系，且颈动脉内中膜厚
度每增加0.1 mm，患者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提升
11% [13,14]。本研究将Framingham危险评分与颈动
脉参数作为评估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
管疾病的重要指征，从动脉功能与影像学两个维
度全面、科学评价，更有利于早期诊断、防治，
从而降低致死率、致残率。本研究中，观察组患
者颈动脉超声显示中膜厚度、斑块积分、FRS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患病风险显著高于对照组，
组间差异显著，与张春槐[15]，褚梅德等[16]研究一
致，表明FRS评分、颈动脉超声与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疾病相关性密切。同时，本次研究中通
过对两组患者性别比例、年龄、吸烟、冠心病家
族史、体质指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射血分
数行单因素分析，排除多项因素干扰后，观察组
吸烟患者较多，可见排除基本外界因素干扰后，
吸烟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更高，
进一步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后，结果显示排
除吸烟等经典因素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
疾病后，糖尿病患者FRS评分、颈动脉超声参数
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中的这种相关性依
然存在，表明FRS、颈动脉斑块可作为糖尿病患
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子，
FRS与颈动脉超声参数可作为初步评估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依据，同时可掌握患者病变程
度及范围，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本研究局限性

在于，受时间、地点、样本数量等因素影响，其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尚需范围更广、数量更大的研
究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FRS评分、颈动脉超声参数存在密
切相关性，可作为糖尿病患者预测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疾病的评估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
[1]

蒲丹岚,尹经霞,唐萍,等. 2型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
疾病风险横断面研究[J].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16,41(11):1131-6.
[2] 汪倩,朱诗瑶,陆笛,等.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标志物研
究进展[J]. 检验医学,2021,36(4):447-52.
[3] 李运航. Non-HDLC与ApoB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预防
目标的研究进展[J]. 海南医学,2021,32(8):1043-7.
[4] 张雨薇,周广举,童南伟. 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
化脑心血管疾病分级预防指南解读[J]. 中国实用内科杂
志,2016,36(6):453-7.
[5] 荣季冬,姜顺涛,任微微. 空腹葡萄糖调节受损与10年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研究[J].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2021,46(2):180-4.
[6] 熊可,程德祥,何真. 老年颈动脉超声斑块与心血管事件风险
和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21,
41(11):2253-6.
[7] 李睿,崔新景,陈吉彬,等. 超声技术综合评价颈动脉粥样硬化
与冠心病病变程度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
志,2021,13(2):166-9.
[8] 李丹,雷海英. 2型糖尿病患者HRV指标现状及与颈动脉粥样硬化
的相关性研究[J]. 黑龙江医药科学,2021,44(2):85-7.
[9] 顾群,黄琳,罗樱樱. 3类降糖药物在2型糖尿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J]. 中国药房,2021,32(5):634-40.
[10] 胡洁,陈庆伟,贺无恙. 增龄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临床类
型的相关性分析[J].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18,34(11):1081-5.
[11] 陈瑞瑞,周华. 血清载脂蛋白CⅢ、残余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与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合并2型糖尿病的关系[J]. 中华高血压
杂志,2019,27(5):437-42.
[12] 王娇,马晓君,赵艳艳,等. 采用Framingham风险评分评估郑州市中
老年人群心血管病发病风险及其危险因素分析[J]. 郑州大学学
报（医学版）,2021,56(1):93-6.
[13] 许志荣,徐晚虹,李拾林,等. 弹性成像联合超声造影定量评估
颈动脉低回声斑块与脑梗死再发的关系[J]. 中国超声医学杂
志,2021,37(1):15-7.
[14] 王适达,王海虹,张立娜. 颈动脉超声联合CT和血清miR-124、
miR-155对颈动脉狭窄患者继发性脑梗的风险预测价值[J]. 影
像科学与光化学,2021,39(2):246-50.
[15]张春槐,陈银宁,岑孟君,等. 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患者
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评分的相关性分析[J]. 现代实用医学,
2018,30(3):328-30.
[16] 褚梅德.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评价心血管病高危人群颈动脉斑块
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 青海医药杂志,2019,49(4):60-2.
本文编辑：孙竹

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E-mail：ebcvm_cj@126.com；联系电话：010-84008479

网址：www.ebcvm.cn/www.ebcvmcj.com/www.ebcvmcj.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