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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３ １个省市自治区急性冠脉综合征住院

患者糖尿病患病现况分析
赵冬

刘军

【摘要】
状。方法

王薇

刘群
目的

孙佳艺

王淼

索曼

了解中国多省市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ｓ）住院患者糖尿病的患病、知晓及治疗现

以３２２３例住院诊断的ＡＣＳ患者为研究对象。２００６年在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选择３２家

三级医院和３２家二级医院，每家医院以研究启动时点起向前连续选择经住院诊断的Ａｃｓ患者５０份
病历。为避免研究可能带来的干预影响，采用回顾形式收集已出院患者的病历，填写统一的表格，分
析患者糖尿病的患病、院前知晓及治疗情况。结果

（１）在调查的３２２３例ＡＣＳ患者中，男性占

６７．７％（２１８３例），女性占３２．３％（１０４０例），平均年龄（６５±１１）岁；其中心电图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占
３９．８％，非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占９．２％，不稳定心绞痛占５１．Ｏ％；既往有ＡＣＳ病史者２７．１％。（２）
３２２３例ＡＣＳ住院患者中２２．６％有糖尿病，女性（２６．３％）高于男性（２０．８％，Ｐ＜０．０１）；按地理区域分
为７个地区（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东北、西北和西南），其中东北地区患者糖尿病患病率最高
（２８．０％），西南地区最低（１７．７％），各地区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３）在７２９例糖尿
病患者中，入院前知晓率为７３．１％，各地区间知晓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入院前糖尿
病治疗率为６２．１％，在知晓者中治疗率为８４．８％；治疗率最高的是西北地区（８８．６％），最低是华中地
区（７８．４％）。（４）既往有ＡＣＳ史的患者中糖尿病的患病率为２７．１％，知晓率为８２．３％，知晓者的治疗
率为８６．７％，上述三率均高于既往无Ａｃｓ病史者（２１．Ｏ％、６８．７％和８３．７％）。结论

ＡＣｓ住院患者

中近１／４伴有糖尿病；入院前糖尿病知晓率为７３．１％；治疗率为６２．１％。在知晓有糖尿病的患者中，
仍然有１５％未接受降糖治疗，这在冠心病二级预防中应当引起重视。
【关键词】急性冠脉综合征；糖尿病；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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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资料显示，糖尿病是急性冠脉综合征

４．相关定义：各协作医院依据《中国糖尿病防治

（ＡＣＳ）的重要危险因素，而ＡＣＳ又是冠心病死亡的

指南》中的诊断标准Ｈｊ。①糖尿病患病率：既往有糖

主要原因，有效地预防和控制ＡＣＳ是目前冠心病治

尿病史或本次住院诊断有糖尿病的患者人数与全部

疗领域关注的热点。欧洲心脏病调查结果显示…，

ＡＣＳ患者人数的比；②知晓率：既往有糖尿病史的

在ＡＣＳ患者中糖尿病的总体比例达４５％。我国也

患者人数与所有糖尿病的患者人数之比；③治疗率：

有研究显示怛１：冠心病住院患者中糖尿病患病率为

人院前口服降糖药或使用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人数

５２．９％。但是，该研究人群主要来源于发达地区的

与所有糖尿病的患者人数之比；④知晓者的治疗率：

三级医院，尚缺乏全国其他地区，包括二级医院患者

入院前口服降糖药或使用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人数

的资料。本研究利用“中国冠心病二级预防架桥工

与既往有糖尿病史的患者人数之比。

程（ＢＲＩＧ）”基线调查资料旧ｏ，了解和分析全国３１个
省市自治区３２家三级医院和３２家二级医院ＡＣＳ

５．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用Ｙ２检验。

住院患者的糖尿病患病情况，以及入院前的知晓和

结

治疗情况，为我国ＡＣＳ的防治工作提供数据。

果

１．人选患者基本情况：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至

对象与方法

５月３１日共收集ＡＣＳ住院病例３２２３例，其中男性
１．调查地区：按照地理区域划分为７个地区：华

２１８３例，女性１０４０例，平均年龄（６５±１１）岁。３２２３

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华东地区

例患者中心电图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１２８２例，非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华南地

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２９７例，不稳定心绞痛１６４４例；

区（广东、广西、海南）、华中地区（河南、湖北、湖南）、

既往有ＡＣＳ史者占２７．１％（８７５／３２２３），见表１。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地区（陕西、甘

表１

３２２３倒ＡＣＳ住院患者一般情况

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
２．病例选择：ＢＲＩＧ基线调查采用非随机两阶
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从每个省市自治区选取三级
医院和二级医院各一家，共计６４家医院；第二阶段
对人选的每家医院连续选择住院病历５０份。入选
的每家医院以研究启动时点起向前连续选择５０份

２．糖尿病患病率：在３２２３例ＡＣＳ住院患者中，糖

经住院诊断的ＡＣＳ患者病历。为避免研究可能带

尿病患病率为２２．６％，女性（２６．３％）高于男性

来的干预影响，仅收集已出院患者的病历，填写统一

（２０．８％，Ｐ＜０．０１）；年龄越大患病率越高（趋势性检

的表格。入选标准：①已确诊的ＡＣＳ患者；②年

验，Ｐ＜０．０１），见表２。不同地区间Ａ｜ｃＳ住院患者的

龄≥１８岁；③入院时存活并遵医嘱完成治疗≥１

ｄ。

糖尿病患病率存在差异（Ｐ＜０．０１），其中东北地区糖

本研究方案经过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病研

尿病患病率最高（２８．０％），西南地区最低（１７．７％），

究所伦理委员会批准，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至２００６

见表３。既往有ＡＣＳ病史者其糖尿病患病率

年５月３１日共收集ＡＣＳ住院患者调查问卷

（２７．１％）高于无病史者（２１．０％，Ｐ＜０．０１），见表４。

３２２３例。

３．糖尿病知晓率：在７２９例糖尿病患者中，入院

３．研究方法：采用统一问卷，各单位由专人经过

前知晓率为７３．１％，男女间无差异。不同地区间

培训考查合格后负责填写。资料的收集采用病例回

ＡＣＳ患者的糖尿病院前知晓率存在差异（Ｐ＜

顾，主要包括患者基本信息、既往医疗史、本次发病

０．０１），其中知晓率最高的是华北地区（８２．９％），最

ｌ临床信息、入院后相关检查、再灌注治疗／血管重建

低是西南地区（６０．７％），见表３。既往有ＡＣＳ病史

治疗、住院期间的药物治疗、最终诊断、主要院内事

的患者其糖尿病知晓率（８２．３％）高于无病史者

件、出院带药、住院总费用。各协作单位收集资料并

（６８．７％，Ｐ＜０．０１），见表４。

汇总至安贞医院后，由专人审查，随机抽取２％病例
进行复核。

４．糖尿病治疗率：７２９例糖尿病患者人院前的
治疗率为６２．１％，糖尿病知晓者的治疗率为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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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２２３例ＡｃＳ住院患者不同年龄组糖尿病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的比较

注：＃值为组间比较ｆ值，与男性比较，。Ｐ＜ｏ．０５，巾＜ｏ．ｏｌ
表３

３２２３例ＡＣｓ住院患者不同地区糖尿病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的比较

注：同表２

表４

３２２３例Ａｃｓ住院患者既往无ＡＣＳ史与既往有ＡＣＳ史组糖尿病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的比较

注：同表２

在７个地区中，ＡＣＳ住院患者的院前糖尿病治疗率

尿病患者的２７％。本研究中，女性患者的糖尿病患

最高的是西北地区（８８．６％），最低是华中地区

病率高于男性患者，与类似研究结果一致隅‘１１｜。有

（７８．４％）。不同性别、年龄组、地区间治疗率的差异

研究报道，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在不同地区间高低

无统计学意义（表４）。

相差达２．９５倍’１ ２｜，本研究不同地区住院的ＡＣＳ患

讨

论

者伴随糖尿病的结果与人群中的糖尿病患病率相一
致；不同地区间ＡｃＳ住院患者的糖尿病患病率存在

ＡＣＳ是冠心病死亡的主要原因，ＡＣＳ预防的重

差异，东北地区ＡＣＳ患者伴随糖尿病患病最高，高

点应为高危人群∞１。糖尿病患者是发生心血管病事

出最低的西南地区５８．２％（２８．０％协．１７．７％）。

件的高危人群，与非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相比，伴有

有研究显示，北方地区糖尿病患病率高与人群肥胖

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病情易恶化，预后差。因此糖

患病率高有关Ｈ

尿病是预测ＡＣＳ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帕‘９。。

３Ｉ。

本研究ＡＣＳ住院患者中２２．６％伴有糖尿病，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６４家医院收集的

于２００５年中国心脏调查（ＣＨＳ）的结果（５２．９％）旧ｏ。

３２２３例ＡＣＳ住院患者中，１６．５％有糖尿病史，高于

分析可能的原因：①与研究对象的选取有关。本研

ＴＲＡＣＥ研究结果（１０．８％）”８ ｏ，低于ＧＵＳＴＯ一Ⅱｂ等

究选取的是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二、三级医院中的

研究结果（１８％、２５％和３２％）。９‘１川。加之本次人院

ＡＣＳ住院患者，而ＣＨＳ的对象为７个相对发达地区

新诊断的糖尿病，在所有ＡＣＳ住院患者中２２．６％伴

大城市的三级医院中冠心病住院患者。②ＣＨＳ中

有糖尿病，住院新诊断的糖尿病有６．１％，占全部糖

所有患者在空腹排除糖尿病后均行口服葡萄糖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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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ＯＧＴＴ）检测。③伴有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比
无糖尿病者可能有更多的入院治疗需求。
由于本研究对象为ＡＣＳ患者，因此糖尿病的知
晓率高于一般人群¨４Ｉ，７３．１％的患者知晓自己患有
糖尿病。但是，各地区间住院ＡＣＳ患者糖尿病知晓
率存在差异，其中西南地区患者知晓率最低
（６０．７％），其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本研究中，
６２．１％的糖尿病患者入院前在接受治疗，知晓者中

·５２９·

池市人民医院（唐秀革）；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黄永康）；海南省海口
市人民医院（陈漠水）；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韦迪雄）；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高大中）；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吴云）；四川
华西医院（陈晓平）；四川省什邡市人民医院（林良才）；贵阳医学院附
属医院（吴立荣）；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林进洪）；昆明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郭涛）；云南省楚雄卅ｌ医院（温少昌）；西藏自治区人民医
院（格桑罗布）；拉萨市人民医院（索朗来措）；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马爱群）；西安市第二医院（孟建疆）；兰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乔小民）；甘肃省建筑职工医院（陈媛）；青海省人民医院（周白
丽）；青海省交通医院（赵书平）；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刘晓方）；宁夏
平罗县人民医院（田炜宁）；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李南方）；哈密地区
中心医院（林涛）

８４．８％接受治疗。值得注意的是，在既往有ＡＣＳ病
史者中，８２．３％知晓自己患有糖尿病，但仍有近
１５％的患者未接受任何治疗。糖尿病干预研究结果
表明，强化治疗糖尿病，可使心血管病事件发生危险
下降４２％。１“。提示在冠心病二级预防中，糖尿病的

参
［１］ＢａｒｔｎｉｋＭ，Ｒｙｄｅｎ

“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病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
示Ｈ ６Ｉ，糖尿病与非糖尿病者相比，发生缺血性心血
管病事件的危险增加３０％。ＧＵＳＴＯ一Ⅱｂ研究表
明∽ｏ，伴有糖尿病的ＡＣＳ患者３０ ｄ内复发的危险显

著高于无糖尿病者。ＧＲＡＣＥ等研究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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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死亡率。特别是对于既往有ＡＣＳ病史的患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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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血糖，减少复发尤为重要。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由于ＢＲＩＧ项目是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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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研究，无法要求每例患者行ｏＧＴＴ，只能根据
已有的资料分析糖尿病的患病及治疗情况，可能会
低估糖尿病的发病；本研究未统一要求进行糖化血
红蛋白的检查，因此也不能评价糖尿病的控制情况。
（本研究得到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和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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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３（１）：１１—１５．
［１４］武阳丰，谢高强，李莹，等．中国部分中年人群糖尿病患病率、知
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现况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
５６４—５６８．

［１５］Ｎａｔｈａｎ ＤＭ，Ｃｌｅａｒｙ ＰＡ，Ｂａｃｋｌｕｎｄ ＪＹ，ｅｔ ａ１．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ｏｎｔｍ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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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王薇．糖尿病与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国
外医学内分泌学分册，２００４，２４：附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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