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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发病的相关因素分析
邵海琳宋春青徐东红尚晓静郝兆虎
【摘要】

目的探讨糖尿病肾病（ＤＮ）发病的相关因素。方法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天津市

第四中心医院住院治疗７５６例２型糖尿病患者，按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ＵＡＥＲ）分为三组，即＜
２０

Ｉ＿ｔｇ／ｍｉｎ为无ＤＮ组（Ａ组），２０

ｇｇ／ｍｉｎ＜ＵＡＥＲ＜２００

ｐ．ｇ／ｍｉｎ为微量ＤＮ组（Ｂ组），二一＞２００

ｇｇ／ｍｉｎ

为大量ＤＮ组（Ｃ组）。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检测实验室指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ＤＮ的相
关因素。结果７５６例２型糖尿病患者中ＤＮ患者（Ｂ组和ｃ组）２２８例，患病率为３０．２％。ＤＮ患者
年龄、病程、ＤＢＰ和ＳＢＰ均显著高于无ＤＮ组（Ａ组）（Ｐ＜０．０５）；大量ＤＮ组（ｃ组）年龄、病程、ＤＢＰ和
ＳＢＰ分别为（６４．０８±１１．７１）岁、（１４．６７±７．３４）年、（８７．４３±１４．３６）ｍｍＨｇ、（１５２．４５±１８．４８）ｍｍＨｇ，
与微量ＤＮ组（Ｂ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空腹血糖（ＦＰＧ）、ＴＧ、ＴＣ、ＨＤＬ．Ｃ、
尿酸（ＵＡ）、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空腹Ｃ肽（ＦＣＰ）分别为（９．２７±３．０６）
ｍｍｏｌ／Ｌ、（１．９８±０．３７）ｍｍ０１／Ｌ、（５．０１±１．０８）ｍｍｏｌ／Ｌ、（１．０５ ４－０．３５）ｍｍｏｌ／Ｌ、（３１２．７８±３９．８３）

ｍｍｏｌ／Ｌ、（９．３３４－１．４７）％、（１１．４５±７．８３）ｇＵ／ｍｌ、（５０９．７３±１３２．７８）ｐｍｏｌ／Ｌ，与Ａ组对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大量ＤＮ组（Ｃ组）ＦＰＧ、ＴＧ、ＨＤＬ．Ｃ、ｕＡ、ＦＩＮＳ、ＦＣＰ分别为（９．２９±３．１２）
ｍｍｏｌ／Ｌ、（２．０２－４－０．３６）ｍｍｏｌ／Ｌ、（１．０４－１－０．２７）ｍｍｏｌ／Ｌ、（３８９．７２＿＿＿４６．３２）ｍｍｏｌ／Ｌ、（１１．０９４－８．２９）肛Ｕ／ｍｌ、
（５７５．７７±１４３．２９）ｐｍｏｌ／Ｌ，与Ａ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大量ＤＮ组（Ｃ组）与微量
ＤＮ组（Ｂ组）对比，ｕＡ、ＦＩＮＳ、ＦＣＰ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
明，病程、ＢＭＩ、ＳＢＰ、ＨｂＡｌｃ、ＦＰＧ、ｕＡ与ＤＮ的发生有关。结论ＤＮ的发生与病程、年龄及血糖、
血脂、血压、尿酸水平密切相关。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相关因素；高尿酸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ＨＡＯ

ｑｉｎｇ，ｘｕ Ｄｏｎｇ—ｈｏｎｇ，ｓ厶ＭⅣＧ

Ｚｈａｏ一＾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Ｏ Ｈａｉ－Ｚ访．ＳＯＮＧ Ｃｈｕ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死ｎ，班ｎ

Ｆｏｕｒ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ｆ．Ｔｉａｎｌ’ｉｎ ３００１４０．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５０ⅣＧ Ｃ＾ｌｌｎ－ｑ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ｓｃｑ ｌ ９８５＠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

Ａ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７５６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 １１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ａｌｂｕｍｉｎ 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ＵＡ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ＡＥＲ＜２０ Ｕｇ／ｍｉｎ ｗａｓ ｇｒｏｕｐ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ｗｉｔｈ ＵＡ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 ｔｏ ２００ ｇｇ／ｍｉ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ＵＡＥＲ≥２００

ｕ

ｇ／ｍｉｎ

ａｓ

ｇｒｏｕｐ Ｂ，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ｓ ｇｒｏｕｐ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Ｃ．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ｗａｓ ３０．２％（２２８／７５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ｏｔｈ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ｇｒｏｕｐ Ａ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ＤＮ ｇｒｏｕｐ（Ａ）（Ｐ＜Ｏ．０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ｇ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ｏｔｈ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 ｗｅｒｅ（６４．０８±１１．７ １）ｙｅａｒｓ．

（１４．６７±７．３４）ｙｅａｒｓ，（８７．４３±１４．３６）ｎｌｌｎＨｇ，（１５２．４５±１８．４８）ｍｌｎＨ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０５）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Ｃ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Ｂ．ＦＰＧ，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ＵＡ，ＨｂＡｌｃ，

ＦＩＮＳ，ＦＣＰ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Ｂ ｗｅｒｅ（９２７±３．０６）ｎｌｍｏＩ／Ｌ，（１．９８±０．３７）ｍｌｒｌ０１／Ｌ，（５．０１±１．０８）ｍｍｏＩ／Ｌ，

（１．０５±０．３５）ｍｍｏｌ／Ｌ，（３１２．７８±３９．８３）ｍｍ０１／Ｌ，（９．３３４－１．４７）％，（１１．４５±７．８３）Ｉ．ｔＵ／ｍｌ，（５０９．７３±
１ ３２．７８）ｐｍｏ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０５）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Ｂ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Ａ．
ＦＰＧ，ＴＧ，ＨＤＬ—Ｃ，ＵＡ，ＦＩＮＳ，ＦＣＰ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 ｗｅｒｅ（９．２９±３．１２）ｍｍ０１／Ｌ，（２．０２４－０．３６）ｍｍ０１／Ｌ，

（１．０４±０．２７）ｍｍｏｌ／Ｌ，（３８９．７２±４６．３２）ｍｍ０１／Ｌ，（１１．０９±８．２９）ｕＵ／ｍｌ，（５７５．７７ ４－１４３．２９）ｐｍ０１／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Ｃ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Ａ．ＵＡ。ＦＩＮＳ，ＦＣＰ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Ｏ．０５）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Ｃ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Ｂ．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Ｎ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ＭＩ。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９
作者单位：３００１４０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通信作者：宋春青，Ｅｍａｉｌ：ｓｃｑｌ９８５＠ｙａｈｏｏ．ｃｏｒｎ．ｃａ

·３９４·

史堡堕鱼痘堂垄查！！！！笙兰旦篁！！鲞笙！塑堡！垫！坠！堂里！！！：垒里曼！！！！！！塑！：！兰！塑！：兰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ｂＡｌｃ，ＦＰＧ，Ｕ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Ｎ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ｂｌｏｏｄ

ｓｕｇａｒ，ｂｌｏｏｄ ｌｉｐｉｄｓ，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

糖尿病肾病（ＤＮ）是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也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终末期肾衰的主要原因¨。３ ３，因此早期防治非常重

结

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糖尿

果

病发病率已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为此本研究对

１．一般特征：７５６例患者中Ａ组５２８例（６９．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７５６例住院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进行

Ｂ组１５８例（２０．９％），Ｃ组７０例（９．３％），ＤＮ的患病率

相关因素分析。

为３０．２％。ＤＮ患者（Ｂ组和Ｃ组）的年龄、病程、ＤＢＰ
和ＳＢＰ均显著高于无ＤＮ组（Ａ组）（Ｐ＜０．０５）；大量

对象与方法

ＤＮ组（Ｃ组）年龄、病程、ＤＢＰ和ＳＢＰ显著高于微量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在天津市第四
中心医院住院已确诊为老年２型糖尿病的患者７５６

ＤＮ组（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例，其中男４２１例，女３３５例，平均年龄（６１．４１±

２．实验室指标检测：微量ＤＮ组（Ｂ组）与Ａ组对
比，ＦＰＧ、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ＵＡ、ＨｂＡｌｃ、ＦＩＮＳ、ＦＣＰ的

１０．３８）岁，平均病程（１０．０１±７．２４）年。记录患者性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大量ＤＮ组（Ｃ组）

别、年龄、血压、体重、腰围、臀围、ＢＭＩ及腰臀比

与Ａ组对比，ＦＰＧ、ＴＧ、ＨＤＬ—Ｃ、ＵＡ、ＦＩＮＳ、ＦＣＰ的差

（ＷＨＲ）；检测ＵＡＥＲ、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空腹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大量ＤＮ组（Ｃ组）与

血糖（ＦＰＧ）、尿酸（ＵＡ）、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空

微量ＤＮ组（Ｂ组）对比，ＵＡ、ＦＩＮＳ、ＦＣＰ的差异均有

腹胰岛素（ＦＩＮＳ）、空腹Ｃ肽（ＦＣＰ）。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诊断标准：①糖尿病：参照１９９９年ＷＨＯ制

３．ＤＮ相关因素分析：以有无ＤＮ为因变量，年

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确诊为２型糖尿
病；②ＤＮ¨１：取患者同日８ ｈ尿检测尿微量白蛋白

龄、病程、ＳＢＰ、ＤＢＰ、ＢＭＩ、ＷＨＲ、ＦＰＧ、ＴＧ、ＴＣ、

排泄率（ＵＡＥＲ），测３次取均值，根据ＵＡＥＲ值诊

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病程、ＢＭＩ、

断有无ＤＮ，ＵＡＥＲ＜２０ ｇｇ／ｍｉｎ为无ＤＮ组（Ａ组），

ＳＢＰ、ＨｂＡｌｃ、ＦＰＧ、ＵＡ与ＤＮ有关，其中病程、ＦＰＧ、

２０“ｇ／ｍｉｎ＜ＵＡＥＲ＜２００¨ｇ／ｍｉｎ为微量ＤＮ组（Ｂ

ｕＡ为最危险因素（表３）。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ＵＡ、ＨｂＡｌｃ、ＦＩＮＳ、ＦＣＰ为协变量，

组），ＵＡＥＲ≥２００ ｇｇ／ｍｉｎ为大量ＤＮ组（Ｃ组）。本研

讨

究排除因尿路感染、肾炎、尿路梗塞、发热等原因引
起的ＵＡＥＲ升高者。

论

糖尿病患者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为ＤＮ，累计率为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分析，

３０％～３５％㈦。ＤＮ发生后，往往会出现持续性蛋白

计量资料以ｉ±ｓ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计量

尿，最终导致终末期肾病拍１。我国ＤＮ在终末期肾功

资料采用ｔ检验，并用ＬＳＤ法进行两两比较，计数资

能衰竭患者中所占的比例已上升至１５％ｎ１。ＤＮ的

料采用ｘ２检验。ＤＮ的相关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关于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无定

表１各组患者一般特征

Ａ

８．１９±２．３３

１．７７±０．２４

４．８８±１．２０

１．０９±Ｏ．２３

２．９６±Ｏ．３ｌ

２８５．７８±３４．０８

８．６４±１．２９

９．４７±６．４５

４６５．７８±１０２．３４

Ｂ

９．２７±３．０６４

１．９８±０．３７８

５．０１±１．０８８

１．０５±０．３５４

２．９８±０．４３

３１２．７８±３９．８３。

９．３３±１．４７４

１１．４５±７．８３。

５０９．７３±１３２．７８４

Ｃ

９．２９±３．１２。２．０２±０．３６８

４．９６±１．０３

１．０４±０．２７４

３．０１±０．４２

３８９．７２±４６．３２“６

８．９３±１．４８

１１．０９±８．２９“６

５７５．７７±１４３．２９“

３．５５

２．７８

１．７５

１．９９

Ｆ值

３．２２

１．４５

注：与Ａ组对比，。Ｐ＜０．０５；与Ｂ组对比，６Ｐ＜０．０５

２．３１

４．６７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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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ＤＮ相关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３９５·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１３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ｕｊｉａｎ Ｍ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Ｊ．

２００８，３０（３）：７－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甘利萍，张碧珍，陈子威．老年２型糖尿病肾病相关因素分析
（附１３１例分析）．福建医药杂志，２００８，３０（３）：７－９．
【３ｊ

Ｚｈａｎｇ

ＬＸ，Ｗａｎｇ

Ｈ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ｈｉｎ Ｊ Ｉｎｔ Ｍｅｄ，２０１０，４９（９）：８０４—８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路霞，王海燕．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探讨我国糖尿病肾病的发

论。本研究结果显示，ＤＮ的发生与病程、血压、血糖

病趋势及对策．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１０，４９（９）：８０４—８０６．
１４ Ｊ ＺｈｏｕＹ，Ｇｕｏ ＬＸ，Ｙｕ ＤＮ，ｅｔ

和ｕＡ有密切关系。无论是Ｂ组还是Ｃ组患者，均有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ａｍｏｎｇ １７５８

病程长、年龄大、血压高、ｕＡ高等特点，说明ＤＮ患
者大都代谢紊乱。８Ｉ。从两两对比的结果分析，ｃ组患

ｐａｆｉｅｎｔｓ．Ｃ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２，３３（６）：６１０—６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雁，郭立新，于冬妮，等．１７５８例２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糖尿病肾
病的相关因素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６）：６１０—６１３．

者其ｕＡ水平更高、病程更长、年龄更大。

［５］Ｓｕｎ

ＨｂＡｌｃ反映受检者近２。３个月的平均血糖水

ＹＢ．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ｋｉｄｎｅ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Ｍｅｄ Ｒｅｃａｐ，２０１ １，

平，与血糖值尤其ＦＰＧ相比较，ＨｂＡｌｃ值更具有反

１７（１０）：１５３１－１５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映长期血糖变化过程，号陧性并发症有更强的相关

孙永波．糖尿病肾病发生与发展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医
学综述，２０１１，１７（１０）：１５３Ｉ－１５３４．

性。近年来有专家建议将ＨｂＡｌｃ作为筛查和诊断
糖尿病的一项标准。我国ＨｂＡｌｃ诊断糖尿病的切

１６ Ｊ

Ｈ，Ｗｕ ＴＦ，ＪｉａｎｇＹ，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点为６．１％～６．３％。本研究发现，ＤＮ的发生与

Ｇｅｒｉａｔｒ，２０１２，３１（５）：４０２—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ｈｉｎ Ｊ

ＨｂＡｌｃ密切相关。国外也有研究表明，血糖强化组

４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虹，吴天凤，江缨，等．血浆纤维蛋白原及非高密度脂蛋白胆

和血糖常规控制组，ＨｂＡ ｌ ｃ分别为６．５％和７．３％阳］。

固醇与老年人２型糖尿病肾病的关系．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本研究还发现，ＢＭＩ与ＤＮ的发生相关。这一

２０１２，３１（５）：４０２—４０５．

结论与周雁等¨１和Ｎｅｌａｊ等ｎ ０］的报道一致。本研究

［７］ｗｕ ＹＴ，ＬｉｕＹＮ，Ｗｕ

中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ＴＧ和ＨＤＬ．Ｃ水平
与ＤＮ无相关，但ＤＮ组（Ｂ组和ｃ组）该两项指标均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ｅｖｅｎｔ．Ｃｈｉｎ Ｊ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ｅｔ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１２，３３（１）：８８—９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云涛，刘亚男，吴寿岭，等．不同危险分层对糖尿病患者ｌ临床

与无ＤＮ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两

终点事件的影响．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１）：８８—９１．
［８ ｊ

因素可能影响ＤＮ的发生和发展““。本研究单因素

Ｚｈａｎｇ ＸＪ，Ｌｉ

Ｍ，Ｇａｏ Ｓ，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ｋｉｎｅｓ

分析中，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ＦＩＮＳ和ＦＣＰ也均为ＤＮ的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２，３３（４）：４１８－４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相关因素，但在多因素分析中，并未作为高危因素存

张秀娟，黎明，高珊，等．糖尿病高危人群脂肪细胞因子与代谢

在，其原因则可能因为这几项指标彼此之间存在混

综合征关系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４）：４１８—４２２．
１９ｊ

杂因素，而发生偏倚。
本研究还显示，随着ＵＡＥＲ值的增加，ｕＡ水平
也呈上升趋势，微量ＤＮ组（Ｂ组）ＵＡ水平显著高于
无ＤＮ组（Ａ组）；大量ＤＮ组（Ｃ组）ｕＡ水平显著高
于微量ＤＮ组（Ｂ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ｕＡ是ＤＮ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石琳琳等ｎ２１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Ｐａｔｅ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ｌ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１

１ １

Ｊ

Ｓｈｅｎ ＹＪ，Ｂｉ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ｈｉ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Ｃｈｉｎ Ｊ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ＬＬ，Ｗａｎｇ Ｑ，Ｚｈａｎｇ Ｌ．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ｅａｒｌｙ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Ｇｅｒｏｎｔ，２００９，２９（２２）：２８６２—

２８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Ｐ，Ｊｅｎｓｓｅｎ Ｔ．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２，６０（１２）：

９７６—９８６．

［２］Ｇａｎ ＬＰ，Ｚｈａｎｇ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相关性研究．中华老年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１（４）：２９４—２９８．
［１２ Ｊ

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沈艳军，毕会民．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综上所述，ＤＮ的发生与病程、年龄、血糖、血脂、

ＳＯ，Ｒｅｉｎｈｏｌｔ

石琳琳，王清，张蕾．高尿酸血症对老年早期糖尿病肾病的影
响．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２２）：２８６２—２８６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９）

ＢＺ，Ｃｈｅｎ

ＺＷ．Ｏｌｄ

ｔｙｐｅ

ｉｎ

ＨＭ．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

小管损伤。该结果支持本文观点。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Ｊ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Ｍｅｄ，２００８，３５８：

Ｈｉｐｐｏｋｒａｔｉａ，２００８，１２（４）：２２１—２２４．

２０１２，３１（４）：２９４—２９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Ｋｏｌｓｅｔ

Ｅｎｇｌ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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