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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1c在评估冠心病患者冠脉狭窄严重程度
及预测远期预后中的价值
秦娴1，李杏1，曹佳宁1
【摘要】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与
冠状动脉（冠脉）病变程度的关系，评价HbA1c对冠心病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方法 纳入2017年9
月至2018年4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二院心内科住院的冠心病患者139例，年龄在39~90（68.06±
11.21）岁。收集并记录患者基本情况、临床资料等信息，随访12个月，主要终点为院内及随访期间主
要不良心脏事件（MACE）。结果 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HbA1c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具有显著相关性
（R=0.4843， P＜0.001）。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HbA1c是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复杂程度的独立影
响因素（P＜0.05）。随访12个月，采用log-rank检验对三组无MACE生存率进行比较，A、B、C组MACE
发生率随HbA1c值的升高呈上升趋势，三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0）。结论 冠心病患者
HbA1c水平与其冠脉病变程度呈显著正相关，HbA1c可作为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衡量指标，并可预测
远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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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bA1c level and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bA1c on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HD. Methods A total of 139 patients aged of 39~90 (68.06±11.21) year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Affiliated Wuxi
No.2 People’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7 to April 2018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n we collected and recorded the patient's basic information, clinical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2 months, with the main end point being 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 (MACE) during in-hospital and
follow-up.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HbA1c and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lesions by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y=9.8866x-33.905, R=0.4843, P<0.0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HbA1c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omplex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0.05). After 12 months of follow-up, the log-rank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MACE-free survival rates
of the three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MACE in groups A, B, and C showed an upward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HbA1c
valu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0).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HbA1c
in patients with CHD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HbA1c can be use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CHD and can predict long-term prognosis.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bA1c; Gensini score; MACE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民饮食生活方式的改
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中国心
血管病（CVD）的发病人数持续增加，心血管病
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 [1]。目前，大
量研究资料显示，糖尿病患者的CVD全因死亡率
显著高于无糖尿病者，糖尿病是CVD发生的独立
危险因素，而血糖是心血管疾病的“连续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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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2,3] 。国内外研究已证实，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是评价血糖控制水平的公认指标，是
监测糖尿病血糖控制的“金标准”[4-7]。但是，血
糖水平与冠状动脉（冠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及
相关程度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HbA1c
水平与冠脉病变程度的关系，评估HbA1c水平对
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揭示其作为冠心病独立危
险因素衡量指标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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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二院心内科住院的冠心病患
者共139例，男性83例，女性56例，年龄39~90
（68.06±11.21）岁。根据HbA1c的水平将患者
分为三组：A组：HbA1c≤6.5%（共48例）；B
组：6.5%＜HbA1c＜8.0%（共45例）；C组：
HbA1c≥8.0%（共46例） [2]。纳入标准：糖尿病
诊断参照2010年ADA糖尿病诊断标准；冠心病等
其他预定义的诊断由2017年ESC心梗指南的标准
确定。排除标准：严重肝肾疾病、脑梗及肿瘤晚
期患者。所有患者诊治过程获得无锡市第二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认可，并获得充分知情同意。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由医院心血管内科专科医
师详细询问并记录患者资料，包括基本信息：年
龄、性别、吸烟史、既往病史（冠心病、心肌梗
死、糖尿病、高血压等）、家族史。患者入院第
2 d清晨由护士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各项实验
室指标，包括HbA1c、空腹血糖（FBG）、胆固
醇、三酰甘油、肌酐等。另外，由心内科高年资
医师完成冠脉造影检查，详细采集患者冠脉造影
结果，并对该患者冠脉病变进行系统评估。冠脉
病变评估方法：根据美国心脏病协会所规定的冠
脉血管图像记分分段评价标准，采用Gensini积分
系统，对每支冠脉血管病变狭窄程度进行定量评
定。所有患者随访12个月，记录主要终点事件为
院内及随访期间主要不良心脏事件 （MACE）。
MACE是指急性心肌梗死（AMI）、支架内血
栓、靶血管再次血运重建及心源性死亡。
1.3 Gensini积分系统 狭窄程度以最严重处为
标准，狭窄直径＜25%计1分，≥25%~＜50%计
2分，≥50%~＜75%计4分，≥75%~＜90%计8
分，≥90%~＜99%计16分，≥99%计32分。根据
不同冠脉分支将以上得分乘以相应系数，左主干
病变：得分×5；左前降支病变：近端×2.5，中
段×1.5；对角支病变：Ｄ1×1，Ｄ2×0.5；左回
旋支病变：近端×2.5，远端×1；后降支×1；
后侧支×0.5；右冠病变：近、中、远和后降支
均×1。各病变支得分总和即为患者的冠脉病变
狭窄程度总积分。将左主干完全闭塞时的积分定
义为最高分（32×5=160），冠脉无病变的定义
为0分。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0.0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或
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组间的正态数据采
用方差分析，非正态数据采用多个独立样本的非
参数检验（C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纳入患者HbA1c与Gensini积分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冠脉

病变复杂程度影响因素，计算其比值比（OR），
选取95%可信区间（CI）。随访无MACE生存率并
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时序检
验比较。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由表1可见，三组
患者在年龄、性别、吸烟史、既往病史、家族
史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另外，三组胆
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肌酐值、脂蛋白（a）、
血红蛋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在三酰甘油、FBG、HbA1c、Gensini
评分这三项指标上，C组明显高于A、B组，B组
则明显高于A组（P＜0.01）。
2.2 HbA1c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HbA1c与Gensini积分关系正
相关（y=9.8866x-33.905，R=0.4843，P＜0.001，
图1）。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两者的显著性关系，
发现两者显著相关（P＜0.001）。提示HbA1c与
冠脉狭窄程度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
2.3 冠脉病变程度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
表1中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具体变量赋值见表
2）作为自变量，将冠脉病变复杂程度（Gensini
积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
析得知，仅HbA1c是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复杂程
度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表3）。
2.4 三组MACE发生率比较 随访期间，A组共计
3例（6.3%），包括AMI2例，支架内血栓1例；
B组11例（24.4%），包括心源性死亡2例，AMI3
例，支架内血栓6例；C组24例（52.2%），包括
心源性死亡5例，AMI 8例，支架内血栓[12]。采用
log-rank检验对三组无MACE生存率进行比较，
A、B、C组无MACE生存率逐渐降低，三者差异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0，表4）。三组无
MACE生存情况（图2）。
3 讨论
冠心病是指冠脉发生粥样硬化引起管腔狭窄
或闭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
病。冠脉Gensini积分是根据病变位置、严重程
度、分叉等解剖特点定量评价冠脉病变复杂程度
的临床工具，可量化地反应冠心病患者冠脉的病
变程度 [8,9]。而HbA1c值反映了近2~3个月的内源
性葡萄糖暴露，包括血糖水平的餐后峰值，并具
有较高的个体还原性 [7-9]。多项研究证明，餐后
高血糖与糖尿病并发症，尤其是冠心病密切相
关[11-13]。然而，患有餐后高血糖症的患者并不总
是具有高空腹血糖（FBG）值。在这些患者中，
FBG大大低估了糖代谢紊乱的严重程度[14]。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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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组患者一般临床基本资料表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吸烟（n，%）
高血压（n，%）
既往糖尿病病史（n，%）
家族史（n，%）
三酰甘油（mmol/l）
胆固醇（mmol/l）
低密度胆固醇（mmol/l）
脂蛋白（a）（mg/l）
空腹血糖（mmol/l）
肌酐（μmol/l）
血红蛋白（g/l）
糖化血红蛋白（%）
Gensini评分

A组（n=48）
69.06±9.50
22（45.8）
16（33.3）
35（72.9）
16（33.3）
5（10.4）
1.11（0.98，1.42）
3.85（3.10，4.88）
2.45（1.50，3.22）
163（75.50，311.50）
5.00（4.47，6.02）
78.90（63.20，87.35）
124.50（118.75，137.00）
5.81±0.47
5.00（2.50，17.50）

B组（n=45）
68.42±11.21
32（71.1）
26（57.8）
38（84.4）
41（91.1）
7（15.6）
1.46（0.97，1.95）
3.66（2.98，4.32）
2.08（1.68，2.71）
215.50（70.75，342.00）
6.62（6.31，8.09）
74.40（62.60，93.00）
130.00（121.00，142.00）
7.08±0.35
28.00（10.00，64.00）

C组（n=46）
66.65±12.77
29（63.1）
22（47.8）
36（78.2）
44（95.7）
8（17.4）
1.51（1.16，2.32）
3.84（3.42，4.76）
2.23（1.64，2.79）
10.01（134.00，377.00）
10.07（7.32，11.97）
74.25（64.10，94.03）
129.50（114.05，139.75）
9.68±1.60
64.00（33.00，92.50）

P值
0.564
0.830
0.640
0.134
0.123
0.312
0.004
0.413
0.902
0.052
0.000
0.988
0.434
0.000
0.000

注：A组：HbA1c≤6.5%；B组：6.5%＜HbA1c＜8.0%；C组：HbA1c≥8.0%

图1 HbA1c与冠脉狭窄病变情况（Gensini积分）的Pearson相关性分
析散点图

现象提示HbA1c较FBG，更适合用于评估大血管
（包括冠状动脉）的危险分层[15]。
本研究运用冠状动脉狭窄度程度积分
（Gensini积分）来评估血糖水平（HbA1c）对冠
心病患者病变程度的影响情况。另外，此次纳入
病例中，我们将年龄、性别、吸烟史、既往病
史、家族史、胆固醇等其他冠心病高危影响因素
均控制在无统计学意义的标准上。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共纳入了139例冠心病
患者。研究结果显示，C组的三酰甘油、FBG、

图2 三组无MACE生存率Kaplan-Meier曲线

HbA1c、Gensini积分三项指标明显高于A、B组，B
组亦显著高于A组，这提示以上三者可能是冠心病
患者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而，
我们将这些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进行了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仅HbA1c是冠心病患者冠
脉病变复杂程度的独立影响因素。另外，我们进
行了HbA1c和Gensini积分的Pearson相关分析和显
著性相关研究，图1和表2显示两者显著相关，关
系紧密，提示根据HbA1c评估冠心病患者冠脉病

表2 变量赋值
变量
年龄
三酰甘油
空腹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冠状动脉病变复杂程度

赋值
＜65岁=0
＜1.7 mmol/L=0
＜6.2 mmol/L=0
＜6.5%=0
中低危（Gensini积分＜80）=0

表3 冠脉病变复杂程度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糖化血红蛋白
空腹血糖
三酰甘油
年龄

β
2.152
-0.108
-0.682
-0.674

SE
0.835
0.560
0.494
0.473

Waldχ2 值
6.648
0.037
1.905
2.030

OR
8.600
0.898
0.506
0.510

95%CI
1.676~44.137
0.300~2.689
0.192~1.332
0.202~1.288

P值
0.010
0.847
0.168
0.154

≥65岁=1
≥ 1.7 mmol/L=1
≥ 6.2 mmol/L=1
≥ 6.5%=1
高危（Gensini积分≥80）=1
表4 三组MACE发生情况对比表（n，%）
组别
A组（n=48）
B组（n=45）
C组（n=46）
P值

心源性死亡
0（0）
2（4.4）
5（10.9）
0.054

急性心肌梗死
2（4.2）
3（6.7）
8（17.4）
0.067

支架内再血栓
1（2.1）
6（13.3）
11（23.9）
0.007

合计
3（6.3）
11（24.4）
24（52.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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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复杂程度是可行的。这些患者随访12个月后，
我们统计分析了三组患者的无MACE生存率，采用
log-rank检验对三组无MACE生存率进行比较，由
表4及图2可见，A、B、C组MACE发生率随HbA1c
值的升高呈上升趋势，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这说明HbA1c可预测冠心病患者的远期预后。这
也与既往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相符[16-21]。
我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限制。首先，这是一
项回顾性研究，有较多的混杂因素，各组间临
床资料间的差异可能对结论产生影响。第二，
HbA1c仅限于评估近2~3月内的血糖波动水平，
如何更精确的评价患者血糖水平是我们后续研究
的重点。第三，我们进行的是一项单中心研究，
样本量有限，将来进行进一步的大样本多中心研
究是有意义的。
总而言之，冠心病患者HbA1c水平与其冠脉病
变程度显著正相关，HbA1c水平可作为冠心病的
危险因素独立衡量指标，并且可预测远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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