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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及干预措施

荣太梓

[摘要]目的:分析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及干预措施,以减少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 方法:选取产检孕妇 326 例作为

研究对象,其中妊娠合并糖尿病 54 例(病例组),非妊娠合并糖尿病 272 例(对照组),收集孕妇的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影响因素。 结果:孕早期空腹血糖高、空腹胰岛素高、胰岛素抵抗指数高以及

年龄逸35 岁、孕前体质量大、孕前体质量指数大、糖尿病家族史、孕早期体质量增长多、孕中期体质量增长多为影响妊娠期糖

尿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 结论:保健工作中在孕前应对育龄妇女开展饮食管理、控制体质量;孕期除

控制体质量外,还应增加对早孕期血脂、空腹血糖等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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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RONG Tai鄄zi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Hankou Hospital of Wuhan,Wuhan Hubei 43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Three hundred and twenty鄄six pregnant women were divided into the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group(case group,54 cases) and non鄄pregnant diabetes mellitus group(control group,272 cases). The clinical
data of pregnant women were collected,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cidence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single
factor and multi鄄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Results:The high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 early pregnancy,high fasting
insulin level,high insulin resistance index,age逸35,high body mass before pregnancy,high body mass index before pregnancy,family
history of diabetes mellitus,high body weight increasing in early pregnancy and high body weight increasing in second trimester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Developing di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ling body weight during the health care before pregnancy should be implemented. Controlling body weight,blood lipid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should be managed in early pregnancy.
[Key words]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risk factor;intervention measure

摇 摇 妊娠期糖尿病指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现或者发生

的糖耐量异常或者糖尿病,不包括在妊娠以前已经

确诊的糖尿病,该病可造成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死
胎、先天畸形、巨大儿、肩难产、早产、流产等多种不

良稽留流产的发生,是影响母婴健康和安全的主要

孕期合并症,也是导致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的一个

重要因素[1 - 2]。 国外研究[3] 显示,虽然妊娠已经结

束,但妊娠期糖尿病病人的糖代谢异常并未终止,部
分病人会进一步发展成为 2 型糖尿病。 苏娜等[4]的

研究指出,妊娠期糖尿病病人在产后 1 年内仍然存

在着糖代谢紊乱。 因此,对于妊娠期糖尿病必须及

早给予明确诊断和规范治疗,以确保母婴健康。 基

于此,本研究分析了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

及其干预措施,旨在为有效预防及控制妊娠期糖尿

病提供参考依据。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

在我院进行产检的孕妇 326 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符

合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中的诊断标准[5],并经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确诊。 入选标准:(1)均在本

院建立孕期保健档案;(2)无妊娠高血压疾病等其

他妊娠合并症;(3)孕检资料齐全。 排除标准:(1)
双胎及多胎妊娠;(2)妊娠前有糖尿病;(3)伴有心

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 326 例孕妇中,经口服

葡萄糖耐量试验诊断为妊娠合并糖尿病 54 例(病
例组),非妊娠合并糖尿病 272 例(对照组)。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诊断方法摇 通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进行

诊断,检查前嘱孕妇空腹,检查时孕妇于 5 min 内口

服 75 g 的葡萄糖液体 300 mL,并分别于服糖前及服

糖 1、2 h 后抽取静脉血检测血糖,服糖前以及服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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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 后血糖的标准值分别为 5. 1 mmol / L、10. 0
mmol / L 和 8. 5 mmol / L,如果超过或者达到上述标

准即可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5]。
1. 2. 2摇 资料收集摇 通过问卷调查和查阅产检记录

的方式收集孕妇的相关资料,包括孕妇的年龄、孕前

体质量、孕前身高、学历、饮食习惯、生产史、孕早期

(孕周 < 9 周)相关化验结果、初诊检查资料、糖尿病

家族史以及不同孕期体质量,计算孕早期及孕中期

体质量增长情况,孕早期相关化验结果包括空腹血

糖(FPG)、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鄄IR)、总胆固醇

(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

脂蛋白(HDL)、空腹胰岛素(FI)。 孕早期体质量增长

=孕 12 周时的体质量 - 孕前体质量,孕中期体质

量增长 =孕 28 周时的体质量 -孕 13 周时的体质量。
1. 3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字2 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妊娠期糖尿病发病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摇 年

龄逸35 岁、孕前体质量大、孕前体质量指数(BMI)
大、有糖尿病家族史、饮食偏咸、孕早期体质量增长

多、孕中期体质量增长多以及孕早期的空腹血糖、三
酰甘油、空腹胰岛素、HOMA鄄IR 水平高是妊娠期糖

尿病发病的促进因素(P < 0. 05 ~ P < 0. 01);孕前身

高、受教育程度、生产史以及孕早期的 TC、LDL、
HDL 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无明显关系(P >
0. 05)(见表 1)。
2. 2摇 影响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摇 将妊娠期糖尿病作为因变量,将年龄逸35
岁、孕前体质量、孕前 BMI、有糖尿病家族史、饮食偏

咸、孕早期体质量增长、孕中期体质量增长以及孕早

期的 FPG、TG、FI、HOMA鄄IR 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孕早期 FPG 高、FI 高、
HOMA鄄IR 高以及年龄逸35 岁、孕前体质量大、孕前

BMI 大、糖尿病家族史、孕早期体质量增长多、孕中

期体质量增长多为影响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目前,临床中对于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干预多

开始于孕中期且作出明确诊断之后,而由于孕早期

孕妇的血脂、血糖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与发

展也存在密切关系,因而也应当提高重视程度,并给

予干预措施,以减少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
ZHU 等[6]的大样本研究发现,孕妇初次产检时的

空腹血糖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有密切关系,随着 FPG
水平升高,其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率逐渐提高,FPG
水平臆5.59 mmol / L、臆6. 09 mmol / L 和臆6.99 mmol / L

表 1摇 2 组孕妇基线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年龄[n;百分率(% )]

摇 < 35 岁摇 摇 摇 摇 逸35 岁摇
孕前

体质量 / kg
孕前

身高 / cm

孕前 BMI /

(kg / m2)

受教育程度

摇 初中及以下摇 摇 高中及以上摇
生产史[n;百分率(% )]
摇 初产妇摇 摇 摇 经产妇摇

病例组 54 摇 39(72. 22) 15(27. 78) 56. 83 依 9. 82 1. 61 依 0. 07 22. 09 依 3. 05 16(29. 63) 38(70. 37) 32(59. 26) 22(40. 74)

对照组 272 261(95. 96) 11(4. 04) 53. 79 依 8. 14 1. 62 依 0. 05 20. 79 依 2. 83 73(26. 84) 199(73. 16) 188(69. 12) 84(30. 88)

t — 34. 58* 2. 42 1. 25 3. 04 0. 18* 2. 00*

P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分组 n
糖尿病家族史[n;百分率(% )]
摇 摇 有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无摇 摇

饮食偏咸[n;百分率(% )]
摇 摇 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否摇 摇

孕早期体质量

增长 / kg
孕中期体质量

增长 / kg

病例组 54 17(31. 48) 37(68. 52) 21(38. 89) 33(61. 11) 2. 02 依 0. 97 6. 21 依 2. 34

对照组 272 摇 3(1. 10) 269(98. 90) 摇 64(23. 53) 208(76. 47) 摇 1. 38 依 0. 41 5. 48 依 2. 07

t — 72. 20* 5. 51* 7. 922 2. 32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5

分组 n
孕早期生化指标

摇 FPG / (mmol / L)摇 摇 摇 TG / (mmol / L) 摇 摇 摇 摇 TC / (mmol / L)摇 摇 摇 摇 LDL / (mmol / L)摇 摇 摇 摇 摇 HDL / (mmol / L)摇 摇 摇 摇 摇 FI / (mU / L)摇
摇 摇 HOMA鄄IR

病例组 54 5. 09 依 0. 46 摇 1. 18 依 0. 56 摇 摇 摇 4. 17 依 0. 89 摇 摇 摇 2. 33 依 0. 72 摇 摇 摇 摇 1. 41 依 0. 35 摇 摇 摇 9. 62 依 2. 02 摇 摇 2. 19 依 0. 94

对照组 272 4. 83 依 0. 29 摇 0. 88 依 0. 42 4. 09 依 0. 76 2. 29 依 0. 64 1. 37 依 0. 39 6. 59 依 1. 97 1. 42 依 0. 73

t — 5. 39 4. 52 摇 摇 摇 0. 69 摇 摇 摇 0. 41 摇 摇 摇 摇 0. 7 摇 摇 摇 10. 28 摇 摇 6. 73

P — <0. 01 < 0. 01 摇 摇 摇 > 0. 05 摇 摇 摇 > 0. 05 摇 摇 摇 摇 > 0. 05 摇 摇 摇 < 0. 01 摇 摇 < 0. 01

摇 摇 *示 字2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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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影响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茁 SE. Wald字2 值 P OR(95% CI)

年龄逸35 岁 1. 902 0. 703 9. 906 < 0. 01 1. 164(1. 052 ~ 1. 317)

糖尿病家族史 3. 052 0. 692 19. 753 < 0. 01 3. 143(1. 622 ~ 5. 913)

孕前 BMI 1. 703 0. 914 10. 729 < 0. 05 1. 362(1. 074 ~ 1. 729)

孕早期体质量增长 0. 531 0. 278 35. 197 < 0. 01 1. 283(1. 018 ~ 2. 297)

孕中期体质量增长 0. 709 0. 192 28. 208 < 0. 01 1. 317(1. 219 ~ 1. 578)

孕早期空腹血糖 2. 082 0. 693 16. 921 < 0. 05 4. 407(1. 592 ~ 9. 863)

孕早期三酰甘油 1. 028 0. 582 11. 763 < 0. 05 2. 124(1. 164 ~ 4. 917)

孕早期空腹胰岛素 0. 909 0. 713 19. 286 < 0. 02 1. 014(1. 153 ~ 2. 578)

HOMA鄄IR 1. 793 0. 891 20. 726 < 0. 05 1. 795(1. 529 ~ 3. 624)

时,诊断率分别是 37% 、52. 7% 和 66. 2% ;同时,建
议孕早期的孕妇,如果 FPG 水平臆6. 09 mmol / L 应

开展饮食控制和运动干预,而对于 FPG 水平在 6. 10
~ 6. 99 mmol / L 的孕妇,应当按照妊娠期糖尿病的

标准进行管理。 本研究亦发现,孕早期 FPG 水平的

OR 值为 4. 407,提示孕早期 FPG 水平对妊娠期糖尿

病的发病影响最大。 因此,对于孕早期 FPG 水平 >
5. 10 mmol / L 的孕妇,临床应给予高度重视,给予运

动、饮食等干预指导,定期开展健康教育,以预防或

减少糖代谢异常发生。 SU 等[7] 研究指出,孕早期

FI 水平和 HOMA鄄IR 相对较高的孕妇其发生妊娠期

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 本研究也发现,孕早期 FI
水平和 HOMA鄄IR 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有一定影

响,其 OR 值分别为 1. 014 和 1. 795,这也提示妊娠

期糖尿病孕妇在孕早期时已经出现了胰岛素水平升

高。 因此,要将孕早期血糖指标异常的孕妇作为妊

娠期糖尿病发病的高危人群,定期进行血糖、胰岛

素、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检测。
与非孕期比较,健康孕妇在孕早期时的血脂水

平尤其是 TG 水平可能已经出现较明显升高,而到

孕中期时 HDL鄄C 水平开始逐渐升高,当妊娠晚期时

血脂水平不同程度升高,如 TG 水平比正常值可能

高 2 倍以上,即生理性高血脂状态[8]。 而妊娠期糖

尿病孕妇在孕早期时脂质代谢已经出现较大变化,
LDL鄄C、TG、TC 等水平相对于健康孕妇进一步升

高[9 - 10]。 本研究结果指出,孕早期 TG 水平对妊娠

期糖尿病的发病有较明显影响(OR = 2. 124)。 因

此,对于孕早期 TG 水平偏高的孕妇要提高警惕,对
其饮食中营养配比进行指导,控制脂肪的摄入量,减
少含饱和脂肪酸如红肉类的食用,多食用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高的植物油、鱼类,以此对脂代谢进行

调节。
郭慧洁等[11]研究指出,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孕

前 BMI 明显高于非妊娠期糖尿病孕妇,随着孕前

BMI 增加,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逐渐增加。 国外队

列研究[12]指出,孕妇孕前 BMI 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

病有密切关系,在孕前超重的女性其罹患妊娠期糖

尿病的概率显著高于体质量正常的女性。 而

HEDDERSON 等[13] 的研究指出,每周体质量增加}
的孕妇与 0. 41 kg 的孕妇比较,其妊娠期糖尿病的

发生风险增加了 0. 74 倍。 本研究结果亦证实上述

研究,孕前 BMI、孕早期体质量增长、孕中期体质量

增长对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的 OR 值分别为 1. 362、
1. 283和 1. 317,均为影响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重要

危险因素。 因此,对于育龄期妇女在受孕前应将

BMI 调整至正常水平,对于肥胖或者超重的孕妇在

妊娠过程中应及早进行体质量管理,并给予早期常

规运动指导[14]。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年龄逸35
岁、糖尿病家族史影响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 OR 值

为 1. 164 和 3. 143。 提示对于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孕

妇及大龄孕妇要作为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高危人

群,及早开展妊娠期糖尿病防治工作,并密切监测其

血糖水平,以减少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孕早期 FPG、FI、HOMA鄄IR、年龄逸35

岁、孕前体质量、孕前 BMI、糖尿病家族史以及孕早

期体质量增长、孕中期体质量增长是妊娠期糖尿病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产前保健工作中应当提高

孕妇对早孕期血脂、FPG 的重视,并及早开展孕妇体

质量、饮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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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研究

张摇 玮,王秋萍

[摘要]目的:探讨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MOP)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方法:筛选临床确诊为 PMOP 病人共 176 例,对
所有病人的腰椎和髋骨部位的骨密度进行测量,同时统计所有病人的年龄、体质量、身高、绝经年限、生育情况和运动情况等

作为影响因素,使用向后迭代法对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病人骨密度是否减少作为因变量建立定序 logistic 模型,将通过考察

的因素代入模型中进行权重考察,研究各因素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发病的相关性,并探讨相关预防措施。 结果:最终筛选年

龄、体质量、绝经年限、生育情况、饮食习惯、目前运动习惯、年轻时期运动习惯对因变量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其中年龄、绝经年

限、生育情况与骨质减少情况呈正相关,为发病危险因素,而体质量、饮食情况、目前运动情况和年轻时期运动情况与骨质减

少情况呈负相关,是此类疾病的保护因素。 结论:改善 PMOP 病人的饮食结构,适量增加病人体质量和脂肪含量,有效规划病

人的日常运动情况能够有效地减慢病人骨密度降低的速度,有效控制 PMOP 发病率。
[关键词]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定序 logisti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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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ZHANG Wei,WANG Qiu鄄ping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The Liangxiang Hospital of Fangshan,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PMOP). Methods:The
bone density of lumbar spine and hip in 176 patients diagnosed by PMOP were measured. The age, height, weight, duration of
menopause,fertility and movement in all cases were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backward iteration
method. The ordinal logist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reduction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examining
factors were substituted into the mode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ed factor and PMOP was analyzed,and the relevant preventive
measures were explored. Results:The age,weight,duration of menopause,fertility,eating habits,present exercise habits,young exercise
habits had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power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age, duration of menopause and fertili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bone reduce,and risk factors of disease. The body weight,diet,present movement and youth movement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one reduction,and protective factors of disease. Conclusions:Improving the diet structure,increasing the weight and
fat content and effective planning the daily movement of PMOP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falling speed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control the incidence of PMOP.
[Key words]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risk factor;ordinal log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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