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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亚临床周围神经病变与病程、糖基化血红蛋白的关系 

吴道爱，徐浣白。汪运生 

[摘要]目的：探讨糖尿病亚临床周围神经病变与糖尿病病程及糖基化血红蛋白的关系。方法：选取 102例无下肢周围神经病 

变症状、体征的糖尿病患者，对其进行周围神经传导速度 、体感诱发电位检测，诊断糖尿病亚临床周围神经病变，并统计分析 

其与糖尿病病程及糖基化血红蛋白的关系。结果：102例中有 37例患者周围神经传导速度和体感诱发电位检测异常，并与病 

程、糖基化血红蛋白含量有一定关系(P<0．01和P<0．05)。结论：检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体感诱发电位可以早 

期诊断亚临床型周围神经病变，且病程越长、糖基化血红蛋白越高，亚临床型周围神经病变发病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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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subclinica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with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the course of disease 

WU Dao—ai．XU Huan—bai．WANG Yun—sheng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0bjective：T0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subclinica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with glycosylated hemogllodin and the 

coulee of the disease．Methods：The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and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test were performed in 10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no lower extremity peripheral neuropathy symptoms or signs to detect the subclinicct diabetdete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bclinica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and th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Results：Abnormal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and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test results were f0und in 37 of 

the 102 cases。which was somewhat associated with glycated hemoglobin and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p<0．01 and P<0．05)． 

Conclusions：Detection of the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and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testing can help to early diagnosis of 

subclinical peripheral neuropathy。and long course of disease and hish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might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subclinical peripheral neuropath． 

[Key words]diabetes neuropathy；diabetes complications；course of disease；glycosylated hemoglobin 

糖尿病神经病变(diabetes neuropathy，DN)是糖 

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和致残的原因之一，也是造 

成糖尿病患者反复住院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献⋯ 

报道 DN发病率 10％ 一90％差异很大，甚至在糖耐 

量受损阶段也可发生。这主要是对 DN的定义、诊 

断标准、判定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如按患者主诉而 

诊断 DN者为25％，通过简单的音叉振动感觉试验 

检查诊断 DN则可达50％，如果再通过更为复杂的 

周围感觉神经与自主神经功能检查，则 DN患病率 

可高达 90％，各型糖尿病患者中DN发病率几乎相 

同 。早期发现神经病变，早期防治，是防止 DN的 

重要措施。临床上主要根据临床症状、体征进行诊 

断，但由于早期神经病变症状隐匿，同时腱反射及感 

觉障碍检查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了DN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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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诊断困难。采用灵敏度较高的周围神经传导速度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NCV)、体感诱发 电位 

(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EP)检’?贝0 DN具有客观、 

定量等特点。为更好地了解糖尿病亚临床神经病变 

的发病率与糖尿病病程、糖基化血红蛋白(HbA1 C) 

的关系，现选取 2007年 1月至 2009年5月 102例 

无下肢周围神经病变症状、体征的住院糖尿病者 

(1型或2型)，对其进行 NCV、SEP检测，现就其结 

果作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02例，均符合 WHO 1999年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排除长期饮酒史或服用可能致 

周围神经损害的药物，以及接触可能损害周围神经 

的毒物史的患者。其中 1型糖尿病 6例，2型糖尿 

病96例；男 49例，女 53例；年龄 28—72岁。糖尿 

病病程(自诊断时算起)2个月至l5年。 

1．2 方法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Olympus Au2700型 

(日本)测定 HbA1C(据 1999年亚洲 一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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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控制 目标，HbA1C>6．5％为异常)。肌 电／ 

诱发电位检测仪 Medtronic型(丹麦)进行 NCV、SEP 

[正常范围见 2002年汤晓芙主编的《神经病学》第 2 

卷《神经系统临床电生理学(下)》]检测。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2 结果 

2．1 电生理检查结果 NCV和 SEP均正常 65例 

(63．7％)，NCV和 SEP异常37例(36．3％)。 

2．2 病程与电生理改变 102例患者中，糖尿病病 

程 1年内2O例，其中正常 18例，异常2例；1～5年 

38例，其中正常 25例，异常 13例；>5～1O年 28 

例，其中正常 16例，异常 12例；10年以上 16例，其 

中正常6例，异常 l0例。病程长短与神经电生理异 

常差异有统计学意X(x =11．33，P<0．01)。 

2．3 HbA1C与电生理改变 102例患者中，HbA1C 

6％ ～7％ 16例，其中正常 14例，异常 2例；HbA1C 

7％ 一8％36例，其中正常 2l例，异常 15例；HbA1C 

>8％38例，其中正常 18例，异常20例。HbA1C与 

神经电生理异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7．50， 

P<0．05)。 

3 讨论 

根据 美 国 ADA 及 神 经 病 学 会 1988年 

SanAntonio DN分类，DN可分为(1)亚临床型 DN： 

由电生理试验及定量的感觉神经功能试验判定； 

(2)临床型DN：根据累及神经纤维种类不同又分为 

临床弥漫性及局部性 J。本组 102例患者中使用电 

生理检测手段可以早期发现糖尿病亚临床周围神经 

病变，其异常率为36．3％，且和病程、HbAIC有关 

(P<0．01和 P<0．05)。糖尿病患者病程越长，亚 

临床神经病变的发生率越高，可能与糖尿病引起血 

管病变的病因有关。DN主要由微血管病变及山梨 

醇旁路代谢增强以致山梨醇增多等所致 J。其病 

理改变表现为血管内皮增生和毛细血管基膜增厚所 

致血管腔狭窄 ；此病理变化除血管本身原因外， 

糖尿病引起血液流变学失调，血液在微血管内流动 

变慢，亦导致血管病变；结果引起组织缺血，营养障 

碍，进而引起神经纤维退行性变和脱髓鞘病变 。 

长期高血糖状态可激活葡萄糖的多元醇通路，使醛 

糖还原酶活性增高，致使神经组织内较多的葡萄糖 

转变成山梨醇增多，从而使山梨醇在细胞内大量积 

聚，细胞内外渗透压失调，造成神经细胞肿胀变 

性 ]。这病理变化主要是长期高血糖状态造成的， 

故随着糖尿病病程延长，神经病变的发生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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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山梨醇旁路代谢增强，HbA1 C含量增高导致组织 

缺氧等可能与微血管病变 的发生、发展有关 J。 

HbA1C测定可反映取血前 8～12周血糖 的总水 

平 J，HbA1C数值越高，反映血糖控制平均水平越 

差。国外有学者 研究表明由于血糖控制不佳，造 

成内皮损伤及释放一些炎症介质，如循环细胞黏附 

分子，这些黏附分子是糖尿病亚临床周围神经病变 

重要的预测因子 J。糖尿病早期神经病变症状隐 

匿，临床一般检查阳性体征少 J。在临床症状出现 

前，电生理检查已可发现感觉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减慢 J。采用灵敏度较高的 SEP检查，是检测 DN 

较好的方法。该检测通常不受受试者肢体温度、意 

识状态的影响  ̈。糖尿病亚临床周围神经病变是 

足底溃疡 糖尿病足干性坏疽与截肢(趾)的主要原 

因之一。Norlinah等 ̈ 研究显示，血糖控制不理想 

的糖尿病患者都应该行 DN的筛查，亚临床神经病 

变的患者在早期应给予积极的治疗，以防神经病变 

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除尽可能使 

血糖达标和 3个月检测 1次 HbA1C(尽可能使 

HbA1C<6．5％)以外，还应同时行周围神经电生理 

检查，能够大大提高周围神经病变的早期诊断率，以 

便及时治疗，改善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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