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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硬化患病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崔美红，邓华钊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脏检测科，广东 惠州 516002

摘要：目的 探讨颈动脉硬化（CAS）的患病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将该院603例住院患者根据颈动脉彩超检查结果分为非
硬化组和硬化组，计算CAS的患病率，分析比较两组临床资料及生化指标，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各危险因素与CAS的
相关性。结果 入选患者CAS的发生率为57.5%。两组年龄、糖化血红蛋白、血尿酸、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
压、糖尿病、吸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吸烟、高血压、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
CA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年龄、吸烟、高血压、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CAS的发生具有明显相关性，合并危险因素
的中老年人应尽早行颈动脉彩超检查。血尿酸与CAS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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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inpatients in a particular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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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CAS) and its risk factors. Methods 603 cases of
in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non-carotid atherosclerosis group and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carotid artery ultrasonography examination. The prevalence of CAS was calculated, the clinical data and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isk factors and CAS was analyzed
using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AS among the subjects was 57.5%. The differences in ag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serum uric acid (SUA), triglyceride (TG),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hypertension, diabetes, and smoking history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smoking, hypertension, diabetes, and LDL-C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CAS. Conclusion
Age, smoking, hypertension, diabetes, and LDL-C have obvious correlation with the incidence of CAS. The middle-aged and
aged people with these risk factors should take the carotid artery ultrasonography examina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A and CAS needs further study.
Keywords: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risk factor; serum uric acid

脑卒中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导致人类机体功能丧

1 资料与方法

失和死亡的第3大疾病，而颈动脉硬化（CAS）是目前

1.1 研究对象

公认的导致脑卒中的最重要危险因素之一[1]，不稳定

选择2016年6月~2017年3月在惠州市第三人民

的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可能引起脑卒中[2]。国内学

医 院 住 院 的 患 者603例 ， 男 306例 ， 女 297例 ， 年 龄

者 研 究 发 现 我 国63%的 心 脑 血 管 病 患 者 合 并 有

30~70（56.29±8.86）岁。询问并记录所有患者的慢性

CAS[3]。 此外，作为全身大中动脉的“窗口”，颈动脉

疾 病 史 、 吸 烟 史 等 ， 空 腹 采 集 静 脉 血 化 验HbA1c、

的 硬 化 程 度 还 与 冠 心 病 、 肾 脏 疾 病 关 系 密 切[4]。

SUA、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LDL-C等生化

CAS的发病具有隐匿性，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因

指标。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检查所有患者的双侧

此，研究其危险因素以选择必要的防治措施，来预防

颈动脉，测量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检查有无硬

和减缓CAS的发生具有重大意义。年龄、吸烟、高血
压、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这些传
统的危险因素已经被证实，而新发现的危险因素如
血尿酸（SUA）、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与CAS的关系
尚存在争议。本文通过调查分析该院住院患者
CAS的患病情况，来探讨CAS的上述危险因素。
收稿日期：2018-02-07
作者简介：崔美红，硕士，E-mail: 2824428637@qq.com

化斑块形成、有无颈动脉狭窄等。根据颈动脉彩超结
果，分为非硬化组（256例）和硬化组（347例）。排除不
能行颈动脉彩超检查或抽血化验者。
1.2 方法
颈动脉超声检查采用GE Vivid E9超声诊断仪，
探头型号L11-3，全部患者由同1名专业医师利用同
1台仪器检查。患者仰卧位，头往后仰并偏向检查对
侧，以充分暴露颈部。利用纵切面和横切面依次检查
双侧颈总动脉、分叉处、颈内动脉及颈外动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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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壁、IMT、血管内径、是否有硬化斑块、斑块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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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置、大小、形态以及管腔有无狭窄等。颈总动脉IMT：
于颈动脉分叉处下1.5 cm，能清晰显示血管壁处，选

2 结果

取IMT最厚处测量；颈动脉分叉处IMT测量：清晰显

2.1 CAS患病情况
入选的603例患者中，CAS的发生率为57.5%，且
颈动脉斑块的发生率为50.0%，颈动脉狭窄的发生率
为6.3%。年龄<40岁的患者CAS的发病率为31.0%，
40~50岁的患者CAS的发病率为38.2%，50~60岁的患
者CAS的发病率为54.8%，>60岁的患者CAS的发病
率为78.2%。由此可见，随着年龄的增加CAS的发病
率明显上升。

示分叉处前后壁内膜，取IMT最厚处测量；IMT于舒
张末期测定，取3个心动周期的均值。颈总动脉IMT≥
1.0 mm和/或分叉处IMT≥1.2 mm且<1.5 mm为颈动
脉内中膜增厚，IMT≥1.5 mm定义为斑块形成。颈动
脉内中膜增厚即为颈部动脉粥样硬化。
1.3 统计学方法
采 用SPSS19.0软 件 进 行 分 析 。 计 量 资 料 以 均

2.2 临床资料与生化指标比较
两组年龄、HbA1c、SUA、TG、LDL-C、高血压、
糖尿病、吸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性别、
T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正态计量
资料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两组间比
较采用卡方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
表1 两组临床资料与生化指标比较（Mean±SD）
项目

2

正常组（n=256）

硬化组（n=347）

t或χ

P

男/女（n）

121/135

185/162

2.156

0.142

年龄（岁）

52.72±8.95

58.92±7.82

9.043

0.000

糖化血红蛋白（%）

6.15±1.72

7.06±2.37

5.219

0.000

SUA（μmol/L）

391±124

417±126

2.553

0.011

TG（mmol/L）

1.65±1.32

2.04±2.27

2.474

0.014

TC（mmol/L）

4.64±1.06

4.75±1.57

0.936

0.35

LDL-c（mmol/L）

2.51±0.91

3.14±1.18

3.176

0.002

高血压[n（%）]

90（35）

231（66）

50.32

0.000

糖尿病[n（%）]

62（24）

161（46）

31.09

0.000

吸烟[n（%）]

46（18）

114（33）

16.74

0.000

SUA: 血尿酸; TG: 甘油三酯; TC: 总胆固醇;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年龄、吸烟、高血压、糖尿病、LDL-C为CAS的独立危

2.3 CAS危险因素分析
以CAS为因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险因素（表2）。

表2 颈动脉硬化危险因素Logistic分析
因素

B

标准误

Wald

P

OR（95%CI）

年龄

1.227

0.202

36.80

0.000

3.411（2.295±5.071）

吸烟

1.036

0.224

21.39

0.000

2.817（1.816±4.369）

高血压

1.285

0.191

45.14

0.000

3.613（2.484±5.256）

糖尿病

0.956

0.269

12.605

0.000

2.602（1.535±4.412）

SUA

0.263

0.204

1.659

0.198

1.301（0.872±1.940）

HbA1c

0.188

0.255

0.547

0.46

1.207（0.733±1.990）

LDL-c

1.248

0.248

13.961

0.000

2.824（1.561±5.603）

TG

0.322

0.207

2.404

0.121

1.379（0.919±2.071）

TC

0.094

0.289

0.106

0.745

0.91（0.517±1.604）

性别

0.065

0.181

0.130

0.718

0.97（0.749±1.522）

SUA: 血尿酸; HbA1c: 糖化血红蛋白; TG: 甘油三酯; TC: 总胆固醇;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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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颈动脉硬化早于脑动脉及冠状动脉硬化，且颈
动脉位置浅表易于观察，因此它可以作为观察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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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血脂异常作为CAS的传统危险因素，已经被诸多
研究[15]证实。本研究也发现，LDL-C是CAS的独立危
险因素。血脂异常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导致CAS的发生。

中小动脉的窗口。颈动脉彩超是一种成本效益高、侵

目前，作为新发现的危险因素，SUA与CAS的关

袭性最小的检查，可应用于颈动脉硬化的筛查和随

系还存在着争议。主要原因是高UA血症往往与高血

访 。早期发现和治疗CAS，对预防脑卒中有重大意

脂、高血压等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并存，且研究对象

义。此外，颈动脉硬化可以为冠状动脉、肾动脉等其

不同也会影响研究结果。国外学者发现SUA水平的

他动脉硬化提供线索。本研究首次调查了惠州市中

升高可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尤其是男性[16]。

老年人群颈动脉硬化的患病率，该院住院患者中颈

SUA可能通过以下机制对CAS的发生起作用：SUA

动脉硬化的患病率达到了57.5%，且随着年龄增加而

形成的盐结晶沉积在血管壁上，可直接损害血管内

升高，>60岁的患者居然达到了78.2%。有研究发现

皮细胞；SUA还可促进炎症介质的释放，增加氧自由

佛山市中老年人颈动脉硬化患病率为61.5%[6]，有文献

基的产生，促进LDL氧化和脂质过氧化，损伤血管内

报道石家庄市中老年人颈动脉硬化患病率为43.3%[7]，

皮 细 胞 ， 导 致CAS形 成 [17-18]。 本 研 究 发 现 ， SUA与

考虑跟不同地区饮食结构不同有关。这也间接反映

CAS有一定的关联性，但经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了我国颈动脉硬化的高患病率。因此，对于中老年人

析并未能证实SUA是CAS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部

进行颈动脉彩超检很有必要。

分研究[19-21]得出的结论一致。同样，作为新发现的危

[5]

颈动脉硬化是多种危险因素导致的结果，而研

险因素，HbA1c与CAS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究其危险因素可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颈动脉斑块随HbA1c的增加而增

控制某些危险因素，从而有利于颈动脉硬化的预防

厚，HbA1c是颈动脉斑块的独立危险因素[22]。但也有

和治疗。近年来有关颈动脉硬化危险因素的研究很

研究发现HbA1c与颈动脉斑块厚度没有明显相关

多，本研究不仅分析了年龄、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

性[23]。本研究中，硬化组的HbA1c明显高于非硬化

高脂血症、吸烟等传统危险因素，还分析了新发现的

组 ， 但 多 因 素Logistic回 归 分 析 并 未 证 实 HbA1c是

颈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如HbA1c、SUA。本研究发

CAS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HbA1c与颈动脉硬化的

现，非硬化组和硬化组在年龄、HbA1c、SUA、TG、LDL-C、

关系尚无定论。

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方面存在差异（P<0.05）。而多

总之，我国CAS的患病率逐渐升高，对中老年人

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吸烟、高血压、糖

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进行颈动脉彩超

尿病、LDL-C为CAS的独立危险因素。

检查很有必要。CAS的危险因素很多，包括年龄、吸

本研究表明，年龄是CAS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国

烟 、 高 血 压 、 糖 尿 病 、LDL-C， 而 SUA、 HbA1c与

外一项研究[8]结果一致。随着年龄增加，血管发生退

CAS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控制相关的危险

行性变，动脉管壁结构的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比例

因素，可以预防和治疗CAS，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病的

失调，导致管壁增厚、顺应性下降，同时受其他危险

危害。

因素的影响愈发明显，加重了血管壁的负担，从而引
起内膜损伤、脂质颗粒沉积，导致斑块形成[9]。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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