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0·

志洪[8]对DM脂质异常进行的研究发现，T2DM脂

代谢紊乱的三联征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本研

究显示，血糖≥7．0 mmol／L时HTG和NHTG两

组无明显差异，可能因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分析，混

杂因素较多，影响了结果。但从冠脉狭窄程度分组比

较血糖结果显示，冠脉狭窄程度越重，FBG越高。

3．4 CHD介入治疗：PCI因其创伤小、疗效确切和

较安全[9]，已成为CHD血运重建的主要治疗方法。

近期药物洗脱支架(DES)的出现是CHD介入治疗

的又一重要里程碑，由于含药缓释血管支架的疗效

更佳，其正逐步取代金属裸支架，但支架内再狭窄等

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101。近年来，关于植入DES后

可能会导致冠脉血管内膜化延迟以及增加血小板聚

集，具有高危支架血栓风险，再次成为介入心脏病学

界关注的热点。世界各国心脏介入专家目前达成共

识，认为提前终止氯吡格雷治疗是导致支架血栓形

成的最主要原因，所以接受DES的患者联合抗血小

板治疗(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至少1年以上，而且

联合抗血小板治疗时间越长可能获益越大[1¨。

本研究入选均为行PCI的CHD患者，结果显

示，合并高TG血症者冠脉病变范围、狭窄程度、病

变类型无明显加重，提示在临床上TG与冠脉狭窄

严重程度可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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