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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临界病变患者血糖水平与冠脉血流储备分数的
相关性研究
周慧源1，赵狄1，董平栓1
【摘要】目的 评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临界病变患者不同血糖水平对冠状动脉
（冠脉）血流储备分数（FFR）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2月至2018年12月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心内科各病区住院并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及FFR测量的65例冠心病临界病变患者资料，根
据血糖水平将其分为正常血糖组（NFG组，n=28）、空腹血糖受损组（IFG组，n=23）及糖尿病组（DM
组，n=14）。通过方差分析比较3组间FFR有无差异，并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空腹血糖与FFR之间是
否存在相关性。结果 3组间FFR值存在统计学差异[（0.82±0.08）vs.（0.72±0.08）vs.（0.75±0.09），P
＜0.001]。其中，与NFG组相比，IFG组（P＜0.001）及DM组（P=0.001）FFR均有不同程度降低；IFG组与
DM组间FF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1.16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空腹血糖与FFR之间存在
负相关（r=-0.682，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血糖是FFR≤0.80的预测因子（OR=2.20；
95%CI：1.395~3.469；P=0.001）。结论 冠心病临界病变患者合并空腹血糖受损或糖尿病时FFR降低，提
示其冠脉血流储备功能减弱，可能导致所供给区域心肌缺血。且FFR值与空腹血糖水平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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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evels of blood glucose on coronary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FR)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intermediate lesion. Methods The patients (n=65) with coronary
intermediate lesion received coronary angiography (CAG) and FFR detection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Dec.
2014 to Dec. 2018.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levels of blood glucose, into normal fasting glucose
group (NFG group，n=28),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group (IFG group，n=23) and diabetes mellitus group (DM
group，n=14). The difference in FFR among 3 groups were compared by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and FFR was reviewed by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FFR among 3 groups [(0.82±0.08) vs. (0.72±0.08) vs. (0.75±0.09), P＜0.001].
Compared with NFG group, FFR decreased in varying degrees in IFG group (P<0.001) and DM group (P=0.001),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FFR between IFG group and DM group (P=1.161). The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BG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FFR (r=-0.682, P<0.001).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BG was a predictive factor to FFR≤0.80 (OR=2.20, 95%CI: 1.395~3.469;
P=0.001). Conclusion FFR will decrease in th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intermediate lesion complicated by IFG or
DM,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reduction of flow reserve will lead myocardial ischemia in supply area. The value of
FFR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FBG level.
[Key words] Coronary intermediate lesion; Blood sugar;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冠状动脉造影（CAG）是公认的诊断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金标准”，
可让人们通过影像技术方法对冠状动脉（冠脉）
解剖学情况有直观的认识[1]。但CAG仅能从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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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评价冠脉是否狭窄以及判断狭窄的程度，可
能会存在高估或低估病变严重程度的情况，尤其
是对临界病变。血流储备分数（FFR）是指存在
冠脉狭窄的情况下，该冠脉所供应区域心肌能获
得的最大血流量与该区域理论上正常情况下能获
得的最大血流量之比[2]。历时多年的几个大型研究
已经证实，与CAG相比，FFR指导冠脉血运重建可
减少支架的使用数量并改善预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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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DM）是冠心病的高危因素，与冠心
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表明，DM患者的
血管病变较为广泛，从毛细血管到大中动脉均可
受累，从而损伤DM患者的微血管功能[7]。FFR测
量受微血管扩张能力的影响，DM患者由于广泛
的微血管病变和血管阻力的增加，FFR可受到影
响，导致DM患者病变严重程度的低估。空腹血
糖调节受损（IFG）作为糖尿病前期状态，已出
现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7]。有关FFR在冠心病合并
糖尿病患者中的有效性已有大量研究，但冠心病
合并IFG患者中FFR测量的准确性尚无报道。故
本研究重在分析冠心病临界病变患者合并IFG或
DM时FFR测量有无影响，并初步探讨空腹血糖与
FFR之间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14年12月至2018年12
月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各病区住
院行冠脉造影显示管腔狭窄50%~80%间并行FFR
测量的65例冠心病临界病变患者的资料。排除标
准：①腺苷使用禁忌症；②急性冠脉综合征；③
既往有严重的瓣膜性心脏病、肥厚型或扩张型心
肌病；④既往行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或冠脉
搭桥术；⑤冠脉弥漫性病变；⑥重度扭曲钙化病
变；⑦严重肝肾功能不全；⑧使用激素等影响血
糖测量药物。
1.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的血糖水平分为正
常血糖组（NFG组，28例）、空腹血糖受损组
（IFG组，23例）及糖尿病组（DM组，14例）。
冠脉造影机为岛津800毫安以上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X线机（BRANSIST safire HC9）或飞利浦800毫
安以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alluraxperfd10）。
手术由固定的经验丰富的介入医师实施，以
Seldinger法穿刺桡动脉，常规使用Judkins导引导
管完成造影。冠脉造影结果由至少2名副高及以
上职称的医师根据目测直径判定。FFR的测量利
用压力导丝系统测量冠脉内压力，用指引导管测
量主动脉根部或冠脉口部压力。获取静息状态下
冠脉狭窄远端压力与主动脉根部或冠脉口部压力
的比值，经肘正中静脉输注腺苷激发最大充血状
态，读取压差最大时的 FFR值。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多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
数资料以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或Fisher的精确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空腹血糖与FFR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行多
因素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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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组临床基线资料比较 三组在性别、年
龄、体重指数（BMI）、血压、血脂[总胆固醇
（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尿素、肌酐、吸烟史、高血压史等方面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空腹血糖
[（4.5±0.5） vs. （6.1±0.4）vs.（6.8±1.8），P
＜0.001] mmol/L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表1 患者临床基线资料比较
项目

NFG组
（n=28）
年龄（岁）
60.82±10.18
男性（n，%）
19（67.9）
吸烟（n，%）
12（42.9）
高血压（n，%）
17（60.7）
收缩压（mmHg）
138±19
舒张压（mmHg）
85±12
BMI（kg/m2）
25.35±4.25
空腹血糖（mmol/L） 4.5±0.5
尿素（mmol/L）
4.55±1.35
肌酐（μmol/L）
74.18±9.96
TC（mmol/L）
4.40±0.77
TG（mmol/L）
1.84±0.99
HDL-C（mmol/L） 1.16±0.27
LDL-C（mmol/L） 2.64±0.67

IFG组
（n=23）
56.70±9.64
15（65.2）
9（39.1）
13（56.5）
130±13
80±8
24.93±3.04
6.1±0.4
4.67±1.35
75.43±6.54
4.64±1.00
1.76±0.53
1.12±0.33
2.99±0.84

DM组
（n=14）
58.57±6.14
10（71.4）
6（42.9）
10（71.4）
136±13
84±8
24.35±1.67
6.8±1.8
4.75±0.83
73.64±11.26
4.92±1.17
2.01±0.59
1.11±0.17
3.01±0.98

P值
0.291
0.926
0.958
0.660
0.170
0.222
0.668
0.000
0.884
0.823
0.248
0.636
0.818
0.205

注：BMI：体质指数；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H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2 三组间FFR比较 三组间FFR值存在统计学
差异（P＜0.001），其中，与NFG组（0.82±
0.08）相比，IFG组（0.72±0.08）及DM组（0.75
±0.09）FFR均有不同程度降低（P＜0.001）；
IFG组与DM组间FF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1.161）。三组间其余指标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三组间冠脉造影及FFR结果比较
项目

NFG组
（n=28）
空腹血糖（mmol/L） 4.5±0.5
SYNTAX评分
14.5±5.3
狭窄程度（%）
71±8
FFR
0.82±0.08

IFG组
（n=23）
6.1±0.4
14.6±4.6
75±8
0.72±0.08

DM组
（n=14）
6.8±1.8
18.3±7.6
70±9
0.75±0.09

F值

P值

36.879
2.353
2.503
15.471

0.000
0.104
0.087
0.000

注：FFR：血流储备分数

2.3 血糖与FFR值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Pearson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空腹血糖与FFR值之间存在负相
关（r=-0.682，P＜0.001）（图1）。
2.4 预测FFR≤0.80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根据FFR
值将纳入研究对象分为两类（FFR≤0.8和FFR
＞0.8），经单因素分析后最终将年龄、性别、
高血压史、吸烟史、收缩压、舒张压、BMI及
空腹血糖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最终得
到的Logistic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9.306，
P=0.001，该模型能够正确分类76.3%的研究对

•

76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1年1月第13卷第1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January,2021,Vol.13,No.1

图1 空腹血糖与FFR的相关性分析

象，模型的敏感性为83.6%，特异性为63.9%，
阳性预测值79.7%，阴性预测值为69.7%。模型
纳入的自变量中，血糖（OR：2.20；95%CI：
1.395~3.469；P=0.001）是FFR≤0.80的独立预测
因子（表3~4）。
2.5 预测FFR≤0.80的最佳血糖值分析 上述
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血糖是FFR≤0.80的独立
预测因子，进一步行ROC分析显示预测FFR≤0.80
的空腹血糖的最佳临界值为4.75 mmol/L，曲线下
面积（AUC）为0.76（敏感性80%，特异性67%，
阳性预测值80%，阴性预测值67%）（图2）。
3 讨论
DM患者由于高血糖导致的血管内皮细胞结
构和功能改变，可影响冠脉微循环扩张能力 [8]，
表3 预测FFR≤0.80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入选因素
性别
年龄
吸烟史
高血压史
收缩压
舒张压
BMI
空腹血糖
尿素
肌酐
TC
TG
HDL-C
LDL-C

B
0.305
-0.053
0.141
0.319
-0.028
-0.039
-0.009
0.793
-0.192
-0.010
0.151
-0.178
0.186
0.179

SE
0.474
0.025
0.425
0.448
0.014
0.023
0.064
0.220
0.175
0.024
0.229
0.290
0.823
0.270

P值
0.519
0.030
0.739
0.477
0.051
0.090
0.890
0.000
0.271
0.659
0.509
0.540
0.821
0.507

OR值
1.357
0.948
1.152
1.376
0.973
0.962
0.991
2.209
0.825
0.990
1.163
0.837
0.830
1.196

95%CI
（0.536，3.436）
（0.903，0.995）
（0.501，2.648）
（0.572，3.310）
（0.946，1.000）
（0.919，1.006）
（0.874，1.125）
（1.435，3.402）
（0.586，1.162）
（0.945，1.036）
（0.742，1.823）
（0.474，1.479）
（0.165，4.165）
（0.704，2.032）

注：BMI：体质指数；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H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表4 预测FFR≤0.80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入选因素
性别
年龄
吸烟史
高血压史
收缩压
舒张压
BMI
空腹血糖

B
1.301
-0.069
-0.767
0.043
-0.015
-0.033
-0.087
0.788

注：BMI：体质指数

SE
0.814
0.034
0.616
0.579
0.023
0.035
0.091
0.232

P值
0.110
0.063
0.213
0.94
0.513
0.345
0.338
0.001

OR
3.672
0.933
0.465
1.044
0.985
0.968
0.917
2.200

95%CI
（0.744，18.115）
（0.873，0.998）
（0.139，1.552）
（0.336，3.247）
（0.942，1.030）
（0.904，1.036）
（0.767，1.095）
（1.395，3.469）

图2 预测FFR≤0.80的最佳血糖值的ROC分析
注：ROC：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C：曲线下面积

影响FFR的测量，从而低估DM患者的病变严重程
度 [9]。在一项PROSPECT研究及随后的亚组分析
中，通过3年的随防，DM患者非靶血管（狭窄程
度：中位数36.2%的血管）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MACE）发生率较非DM患者增加2倍，说明较非
DM患者，DM患者轻度冠脉粥样硬化病变的恶性
进展更快[10,11]。空腹血糖调节受损（IFG）作为糖
尿病前期状态，已有血糖的异常，可出现与DM相
似的病理生理改变，影响微循环扩张能力，且有
研究指出，此阶段已出现血管内皮功能障碍[7]。本
研究发现，在冠心病临界病变患者合并DM或IFG
时FFR降低，提示患者冠脉血流储备功能减弱。
在一项包含159例DM患者和701例非DM患
者的研究中，Alkhalil等[12]指出，与非DM患者相
比，DM组在FFR指导下延迟血运重建患者死亡和
心肌梗死风险增加。Kennedy等[13]的研究将FFR＞
0.80的中度冠脉狭窄患者延迟血运重建，并根据
血糖水平分为DM组和非DM组，结果显示，DM
组靶血管再次血运重建及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较
高（P＜0.01）。同年，Kennedy等[14]再次发表了
一篇关于FFR指导DM患者血运重建的研究，该
研究指出，对于DM患者，当FFR＞0.8时延迟血
运重建与预后较差相关。近期一项国际性多中心
的研究[15]通过2年的随访指出，在FFR指导血运重
建下，与非DM患者相比，DM患者MACE的发生
率更高（P=0.003）；将研究对象按是否存在冠
脉微循环功能障碍进一步分组后得到，DM及微
循环功能障碍的存在是MACE发生的独立预测因
子。以上研究均说明，在DM患者中，FFR测量的
准确性下降，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本研究亦发现，DM组FFR平均水平稍高于
IFG组（P＞0.05），这可能是由于DM患者进行
高血糖干预后，对FFR的影响程度较前降低。且
有研究指出，在血糖控制良好的DM患者中，冠
脉血管舒张功能得以保留 [16] 。近期亦有研究指
出，血糖控制不良与微血管功能障碍有关[17]。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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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UKPDS）结果表明，强化
降糖效果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DM患者微血管病
变发生风险。研究人员通过长达十年的随防，发
现强化降糖的研究对象与常规治疗的研究对象在
血糖水平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前者的微血管事件
风险以及心肌梗死风险显著减少 [18]。Liu等 [19]研
究也表明，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需要尽早进行强化
降糖，从而有效控制患者的血糖水平，降低患者
的心血管并发症发生风险，最大限度提高患者预
后质量。但也有不一样的报道，Yanagisawa等 [20]
在一项FFR与铊-201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进行比较的研究中，发现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低于
7％的DM患者和非DM患者的FFR诊断心肌缺血敏
感性和特异性指标相似。Reith等[21]研究表明，在
血糖控制欠佳的DM患者中，FFR的测量仍是较可
靠的。Van Belle等[22]利用两项前瞻性、多中心研
究的数据，分析了1983例行CAG及FFR的CAD临
界病变患者（701例DM患者），结果表明FFR指
导血运重建在DM患者中亦是有效的。
综上所述，对DM患者使用FFR评估冠脉狭窄
病变的严重程度仍有争议。本研究显示，冠心病
临界病变患者合并DM或IFG时FFR降低，提示其
冠脉血流储备功能减弱，可能导致所供给区域心
肌缺血，此结果说明血糖的异常可影响FFR值，
从而低估IFG及DM患者的病变严重程度。但本研
究样本量较小，证据支持不足，因此仍需多中
心、大样本的试验证实FFR在DM及IFG患者中的
诊断准确性。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胡大一. 冠心病诊断与治疗研究进展[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03,31(11):806-11.
Pijls NH,van Son JA,Kirkeeide RL,et al. Experimental basis of
determining maximum coronary, myocardial, and collateral blood flow
by pressure measurements for assessing functional stenosis severity
before and after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J].
Circulation,1993,87(4):1354-67.
Bech GJ,De Bruyne B,Pijls NH,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ngioplasty in moderate coronary
stenosis: a randomized trial[J]. Circulationc,2001,103(24):2928-34.
Tonino PA,De cBruyne B,Pijls NH,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versus angiography for guid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
N Engl J Med, 2009,360(3):213-24.
Fearon WF,Bornschein B,Tonino PA,et al. Economic evaluation of
fractional flow reserve-guided percutaneous coronary[J]. Circulation,
2010,122(24):2545-50.
De Bruyne B,Pijls NH,Kalesan B,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guided PCI versus medical therapy in stable coronary[J]. N Engl J
Med,2012,367(11):991-1001.
Atar AI,Altuner TK,Bozbas H,et al. Coronary flow reserve in patients

[18]

[19]

[20]

[21]

[22]

•

77 •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nd prediabetes[J]. Echocardiography,
2012,29(6):634-40.
岳宗相,曾洪长,谢春光,等. 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病因学研究进展
[J]. 现代临床医学,2012,384:247-50.
Bishop AH,Samady H.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critical review of an
important physiologic adjunct to angiography[J]. Am Heart J,2004,
147(5):792-802
Stone GW,Maehara A,Lansky AJ,et al. A prospective natural-history
study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J]. N Engl J Med,2011,364(3):
226-35.
Marso SP,Mercado N,Maehara A,et al. Plaque composition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 or diabetes[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2012,5 (3 Suppl):
S42-52.
Alkhalil M,McCune C,McClenaghan L,et al. Clinical outcomes of
deferred revascularisation using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in diabetic
patients[J]. Cardiovasc Revasc Med,2019,S1553-8389(19)30817-6.
Kennedy MW,Kaplan E,Hermanides RS,et al. Clinical outcomes of
deferred revascularisation using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diabetes mellitus[J]. Cardiovasc Diabetol,2016,
15:100.
Kennedy MW,Hermanides RS,Kaplan E,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Guided Deferred Versus Complete Revascular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J]. Am J Cardiol,2016,118(9):
1293-9.
Hu X,Zhang J,Lee JM,et al. Prognostic impact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index of microcirculatory resistanc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fractional flow reserve-guided revascularization[J]. Int J Cardiol,
2020,307:171-5.
Takiuchi S,Rakugi H,Masuyama T,et al. Hypertension attenuates
the efficacy of hypoglycemic therapy for preserving coronary flow
reserv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J]. Hypertens Res,2002,25(6):
893-900.
Sara JD,Taher R,Kolluri N,et al. Coronary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glycemic control amongst female diabetics
with chest pain and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
Cardiovasc Diabetol,2019,18(1):22.
Effect of intensive blood-glucose control with metformin on
complications in overweight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UKPDS
34). UK Prospective Diabetes Study (UKPDS) Group[J]. Lancet,
1998,352(9131):854-65.
Liu J,Zou Y,Tang Y,et al. Circulating cell-free mitochondrial
deoxyribonucleic acid is increased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J]. J Diabetes Investig,2016,7(1):109-14.
Yanagisawa H,Chikamori T,Tanaka N,et al. Application of pressurederived myocardi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in assessing the functional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J]. Circ J,2004,68(11):993-8.
Reith S,Battermann S,Hellmich M,et al. Impac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glucose control on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measurements
in intermediate grade coronary lesions[J]. Clin Res Cardiol,2014,
103(3):191-201.
Van Belle E,Cosenza A,Baptista SB,et al. Usefulness of Routine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or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J]. JAMA Cardiol,2020,
5(3):272-81.
本文编辑：李丹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