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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２型糖尿病患者代谢异常及糖尿病并发症分析
史琳涛许樟荣王玉珍焦凯伍眷荣姚晓爱胡莲娜倪彩虹
【捕要】目的分析近１２年来首次参加糖尿病并发症筛查的２型糖屎病患者代谢指标及有关并发症变化。方
法选取１９９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８月首次参加糖尿病并发症筛查的２０岁以上的檐尿病患者６５００倒，比较各年度筛
查患者的代谢指标变化趋势及并发症的检出率。结果与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比，最近几年糖尿病患者的年龄趋于年轻。
空腹血糖和搪化血红蛋白值趋于降低，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以后，分别从１９９４年的９．６ ｍｍｏｌ／Ｌ，１０．２％降低到２００５年的
８，７ｍｍｏｌ／Ｌ和９．ｏ％。胆固醇平均值由５．５ｍｍｏｌ／Ｌ下降至４．９ｍｍｏＵＬ，异常的人数由５４．５％下降到３５．５“。而
２００１年以后的甘油三酯值则明显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同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无明显变化。１９９９年以后的体
重指数明显增加，２０００年以后的男女体重异常率增加，３／４患者腰臀比异常，女性更为突出。最近５年中有３年首次
筛查患者的腰臀比异常率超过８０％。收缩压明显下降（７ ｍｍＨｇ），舒张压则无明显政变。错尿病眼底病变尤其是增
殖性病变明显减少；糖尿病肾病、心血管及周围血管并发症无明显改变。神叠病变检出宰从２０００年起明显上升。结
论近１２年来，首次筛查的糖尿病患者中，血糖、胆固醇水平和眼底病变检出率明显下降．甘油三酯，血压和大血管
并发症无明显改变；患者的年龄趋于年轻、体重在增加，尤以女性更为突出。
【关键词】糖尿病；血糖；高脂血症；血压；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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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 １９９７年报告，目前糖尿病已跃居全世界

ＤＣＡ２０００分析法（试剂盒赡于德国拜尔公司），以自

发病率和病死率最高的５种疾病之一［１］。随着人们

蛋白（ｒａｇ）／肌酐（ｇ）表达，正常值低于３０ ｍｇ／ｇ。用

生活条件的改善，我国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人

试剂盒内标准品进行质控。心电图测定为常规１２

们对糖尿病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医务人员对

导联心电图。足背动脉和胫后动脉触诊由专人完

糖尿病综合治疗和治疗达标有了深刻认识。本文主

成。眼底检查采用直接眼底镜筛查，有眼底病变者

要研究近１２年首次来解放军３０６医院糖尿病中心

再进行眼底造影。神经系统检查按照神经内科常规

筛查的糖尿病患者中血糖、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变化

体检和进行尼龙单丝、音叉、振动感应测定仪

以及糖尿病并发症患病率的变化。

（ｂｉｏｔｈｅｓｉａｍｅｔｅｒ）和（或）用定量感觉测定仅（ＴＳＡ一
２，以色列产品）检查。神经内科、眼科和心电图专业

１对象和方法

人员在糖尿病中心直接参加糖尿病并发症筛查工
１。１对象选取于１９９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８月首

作。

次来解放军３０６医院糖尿病中心进行糖尿病并发症

１．４代谢异常及并发症的界定

筛查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１９９７年以前或以后的患者

１．４．１代谢异常界定为ＷＨＲ：男性≥０．９、女性

均符合ｗＨ口８５或一９９诊断标准。共收集有效病例

≥ｏ．８５；腰围≥９０ｃｍ（男），≥８５ｃｍ（女）。肥胖：ＢＭＩ

６５００例，其中男３４５８例，女３０４２例；年龄２０～８８

≥２５．０ ｋｇ／ｍ２。；ＨｂＡｌｃ≥６．５％；血ＴＣ：≥

岁（５５．１士１１．６）岁，病程１～４４４个月。

５．１７ｍｍｏｌ／Ｉ。；ＴＧ≥ｌＩ ７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男性

１．２资料的收集所有患者均有临床医生详细填
写并发症筛查表格，由专人录入计算机数据库。筛查
表格填写的内容包括：（１）一般情况．含年龄、性剐、身
高、体重、腰围、臀围、腰臀比（ｗａｉｓｔ
ＷＨＲ）、体重指数（ｂｏｄｙ

ＦＬＯＳＳ

ｈｅｅｐ

≤０．９ｍｍｏｌ／Ｌ，女性≤１．０ｍｍｏｌ／Ｌ。
１．４．２并发症以及合并症界定为

（１）眼底：按６

期分级法，详见参考文献口］。１～３期为背景性，４～

ｒａｔｉｏ，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病程（个

月）、既往史、现病史；（２）生化指标：空腹和餐后血糖
及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胆固醇（ＴＣ）、甘
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 ｃ）、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尿素氮、肌酐；（３）糖尿病
并发症筛查：卧位、立位血压、心电图、神经系统检
查、视力和眼底检查、尿白蛋白、足背动脉和胫后动

６期为增殖性眼底病变。（２）神经病：在除外其他原
因的基础上，具备感觉异常、病理体征或客观检查证
据，如感觉定量振动测定（Ｂｉｏｔｈｅｓｉａｍｅｔｅｒ）阚值≥
２５Ｖ。（３）肾病或蛋白尿：尿自蛋白定量＞２０ ｐｇ／ｍｉｎ
或白蛋８／肌酐值≥３０ ｍｇ／ｇ；或血肌酐≥１３０ ｐｍｏｌ／Ｌ
（女性）、≥１５０ ｇｍｏｌ／Ｌ（男性）‰“。（４）下肢动脉闭
塞症：足背动脉和／或胫后动脉搏动消失或明显减

脉触诊…。

弱；踝肱动脉压指数（ａｎｋｌｅ

１．３检查方法血糖测定为葡萄糖氧化酶法，血清

０．９。（５）高血压：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和（或）舒张

总胆固醇测定方法为氧化酶法、ＨＤＬ＿Ｃ测定用

压≥９０ ｍｍＨｇ。血压正常但检查时正在服用降压

Ｃｈｏ－ｃＤ－ＤＰＡ法、ＴＧ测定为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ｄｅｓ—ＧＰＯ

药物治疗者仍视为高血压患者。（６）心血管病：根据

ＰＡＰ法，试剂均由德国Ｂａｖａｒｉａ公司生产。ＨｂＡｌｃ

患者既往明确的冠心病病史或住院记录；或常规心

测定：２００１年前采用微柱层析化学比色法，试剂为

电图诊断标准，由心血管专科医生出报告。

美国伯乐公司生产，２００］年以后采用ＤＣＡ２０００分

１．５统计学处理应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由专人

析法（试剂盒购于德国拜尔公司）；正常值范围：

录入并进行核对。使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进行数据统计分

３．５％～６．１％。尿白蛋白测定：２００１年之前采用放

析。连续性变量ｉ±ｓ表示其分布特征，两均数间比

射免疫分析法（药盒购自原子能研究院），以ｐ．ｇ／ｍｉｎ

较用ｔ检验或方差分析，样本间率的比较用ｒ检

表达，正常值低于２０ ｐｇ／ｍｉｎ；２００１年以后采用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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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２结果

不同时间首次参加糖尿病并发症筛查的患者年

自解放军第３０６医院糖尿病中心开展糖尿病并

龄、病程、体重、血压以及血液生化指标等见表１，各

发症筛查以来，患者人数明显增多，从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

种检查指标及并发症阳性率见表２。

年的每年不足３００例发展到２００５年的将近９００例，

表Ｉ患者的一般情况以夏血生化指标和高血压率
年份

（男麓）

瑟

１９９４

２９９（１３０／１６９）

５７．３士９．６

１９９５

２８７（１６０／１２７）

１９９６

（荤署）

（删。ＨＤＩｌ７舯Ｃ

（黑茈

（。ｍｏｌ／ＴＣ Ｌ）

（。。Ｔ０１／１Ｇ。

４６（１２—９６）

５．５

２．０

１．３

３．２

５６．２士１ｉ．７

２４（２—８４）

５．５

２．０

１．３

３．２

４４０（２４５／１９５）

５８．７土１０．７

３６（３—８９）

５．４

１．９

１．３

３．２

１０９７

２５０（１３７／１２３）

５６．３±１１．７

２４（２—７２）

５．５

２．０

１．２。

２．８８

１９９８

３５２（１９９／１５３）

５９．９士１２．９’

１７（１—７１）

５．０＋

１．９

１，３

２，８８

１９９９

４８９（２５３／２３６）

５４．８±１１．５。

２３（１—７２）

５．０”

１．９

１．３

３，０‘

２０００

５１５（２９６／２２０）

５４．５土１１，５＃

２５（４—８０）

５．０“

１．９

１．２’

３．１

５．１８

２．１。

１．４

２＋９９

５．０＃

２．２’

１．３

２．８８
３．２

２００１

６２９（３２５／２０４）

５４．４±１１．５“

１９（２—７０）

２００２

７２７（３８８／３３９）

５３．８２＝１１．５８

２４（１—７２）

２００３

８６９（４６５／４０３）

５４．３士１１．６０

１２（ｉ一７２）

５．２８

２．３’

１．４。

２００４

７４４（３９１／３５３）

５４．８士１１．７８

３５（２—８４）

５，０８

２．２。

１，４

３．２

１１１１

１１１丝丝丝！！：！主！！：！：

丝！三！！！！

！：！：

！：！：

！：！

！：！

。潞。，

。拦勘

高然率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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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ＨＰ：高血压异常率，ＤＮ；糖尿病肾病；ＣＶＤ：心血管疾病；ＰＶＤ：周围血管疽病。与】９９４年比较，。Ｐ＜Ｏ．０５，８Ｐ＜－Ｏ．０１

增加了近２倍。患者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与１９９４

糖尿病患者中肥胖患者尤其是中心性肥胖患者明显

～１９９８年相比。１９９９年以后首次参加筛查的糖屎病

增多。１９９９年以后的患者ＢＭＩ增加，２０００年以后

患者年龄基本上在５５岁以下，但病程并无显著性改

的男女体重异常率明显增加。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以后

变。

３／４的患者ＷＨＲ异常，女性更为突出，最近５年中
首次来解放军３０６医院行糖尿病筛查患者的血

有３年患者的ＷｔＩＲ异常率超过８０％。腰围和

糖和ＨｂＡｋ水平明显降低，分别从１９９４年的

ＷＨＲ是反映人体内脏脂肪含量的简易测量指标。

ｍｍｏｌ／Ｌ、１０．２％降低到８．７ ｍｍｏｌ／Ｌ和９．０跖，

ＢＭＩ虽然并不是反映中心性肥胖的一个敏感指标，

统计学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这一方面与１９９９年

但是有研究结果““显示，ＢＭＩ的增加与腰围以及

以后推出了糖尿病新的诊断标准的贯彻有关。新的

ＷＨＲ这些反映中心性肥胖的指标的增加之问呈正

诊断标准将空腹血糖的诊断切点由７．８ ｍｍｏｌ／Ｌ降

相关。大量研究已经证实，ＷＨＲ高的患者有更严

到了７．０ ｍｍｏｌ／Ｉ。，这使得糖尿病患者能够相对早

重的胰岛素抵抗和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

９．６

地获得诊断。另一方面这也与近些年对糖尿病的关

老年患者血压升高通常以收缩压为主，脉压差

注和宣传，提高了公众对糖尿病的认识有关。目前，

大。且血糖升高可引起血管壁、血管舒缩功能以及

部分参加体检人员已经主动地检查餐后血糖，这也

血液粘稠度的改变，诱发或加重高血雎““。以１９９４

使得糖尿病能够相对早地被诊断。糖尿病患者获得

年血压作为基线，本组患者收缩压平均下降了

诊断早和血糖控制得相对较好，这就有利于糖尿病

７ｍｍＨｇ，达到了统计学差异｝但舒张压和脉压差无

微血管并发症的防治。

明显变化，脉压差缩小了将近６ｍｍＨｇ。糖尿病合

近２０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人们生活方式

并高血压的患者更容易发生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

的急剧变化，使肥胖、血脂紊乱、高血压及糖尿病患

症。ＵＫＰＤＳ研究证实，收缩压下降１０ｍｍＨｇ已经

病率显著增加。奉组患者ＴＣ平均值下降，异常率

使太血管事件率明显下降，而单纯的血糖控制则还

降低，分别由１９９４年的５．５ｍｍｏｌ／Ｌ、５４．５％下降至

不能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率。这充分证明

４．９ｍｍｏｌ／Ｌ、３５．５％；ＴＧ水平上升，尤其是２００１年

了控制血压的重要性。本组的资料进一步证实了这

以后，ＨＤＩ。一Ｃ和ＬＤＬ Ｃ变化不大。这说明，尽管这

点。因此，对于血压控制，我们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些年来我国已经高度重视血脂异常的纠正，特别是

本研究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尤其是增殖性病变

重视降低ＴＣ，但对于高ＴＧ血症的纠正认识不够，

明显下降，从１９９４年的３．４％下降至０．９％。Ｗｉｓ—

且药少价贵。中心性肥胖人群的增加，也与脂代谢

ｃｏｎｓｉｎ

异常有关。另外，高ＴＧ血症也与高血糖未得到控

变的发生由ＨｂＡｌｃ最低组到最高组逐渐上升，且视

制有关。高ＴＧ血症者血中游离脂肪酸水平明显上

网膜病变由单纯性向增殖性的进展也与ＨｂＡｌｃ水

升，严重者胰岛素分泌受损而胰岛素抵抗加重““］。

平明显相关。本组患者眼底病患病率的下降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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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年流行病学研究发现ｏ“，糖尿病视网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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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的修改和对血糖控制重要性的认识的强化，
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和已经诊断的糖尿病患者的血

［１３李秀均，董砚虎，程凡霞，等．糖尿病研究进展——第

糖水平均明显下降，这可能是精尿病眼底病下降的

１６届国际糖尿病联盟大会纪要．中华内分秘代谢杂

主要原因。

志，１９９８，１４：７２—７７．

包括微量蛋白尿在内的糖尿病肾病检出率无明
显改变。这可能是因为蛋白尿不仅与血糖相关，还与
血压等其他因素相关密切。尤其是血压的控制对于
防止和降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采用ＤＣＡ２０００设备，快速测定尿白蛋白／肌
酐比值较以往的放射免疫测定尿白蛋白的方法更方

［２］许樟荣．王玉珍，王先丛．等．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与糖尿
病治疗关系的调查．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９７，７７：１１９—１２２．
［３３

Ａｌｈｅｒｔｉ ＫＧ，Ｚｉｍｍｅｔ ＰＺ．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

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ＷＨｏ

ｐｒｏ—

Ｍｅ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ｂｅｔ

１９９８，１５ｊ５３９—５５３．

便，更少受到尿量的影响。尽管这两种方法不同，但

［４３卢艳慧，陆菊明，王淑玉，等．国际糖尿病联盟与中国糖

是由于我们报告的是白蛋白尿的检出率。因此，结

尿病学会关十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的比较分析．中华

果仍然具有可比性，且能反映出这些年来尤其是糖

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８８；３８６ ３８９．

尿病诊断标准修改后的糖尿病合并蛋白尿的患病
率。本组患者高血压控制的达标率和血压下降水平
均不如血糖的控制，这可能是肾脏损害未得到明显

［５］中华医学台眼科分会眼底病学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分期标准中华眼科杂志，１９８５，２１：１１３．

［６］Ｌａｍ

ＴＫ，Ｙｏｓｈｉｉ Ｈ．Ｈａｂｅｒ ＣＡ，ｅｔ ａｌ

ｄｕｃｅ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ｉｎｓｕｌｉｎ

控制的主要原因。蛋白尿本身也是大血管病变的主
ｐｒｏｔｅｉｎ

要危险因素，本组患者的心血管和周围血管病变检
出率无明显改变，也说明了这点。
本组患者心血管并发症无明显变化，餐后血糖

ｋｉｎａｓｅ

Ｆｒｅ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ｉｎ－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ｔｒｃｅ：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ｄｅｌｔａ．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２，２８３：Ｅ６８２ Ｅ６９１．

［７３马慧娟，采光耀游离脂肪酸与胰岛索抵抗国外医学
老年医学分册．２００２，２３：１２２—１２５．

和ＨｂＡＩｅ能很好地预测心血管危险．血脂异常、高

［８３张翼飞，洪洁，顾卫琼，等．血清游离脂肪酸水平在不同

血压亦为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故尽管ＨｈＡｌｃ

体重指数及糖耐量个体中与胰岛素敏感性及相关指标

达标率逐年升高，心血管并发症并无显著降低；周围

的关系．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３，４２；７９３—７９６，

下肢血管并发症亦无明显变化。１２年来，糖尿病患
者的大血管并发症没有明显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这些患者的血压、血脂紊乱和异常体重未得到有
效控制有关。糖尿病周围神经并发症自２０００年起

［９］Ａｎｕｕｒａ Ｄ，Ｓｈｉｗａｋｕ Ｋ。Ｎｏｇｉ
ｔｅｒｉａ

断糖尿病神经病主要依靠临床体检，最近５年采用
了Ｂｉｏｔｈｅｓｉａｍｅｔｅｒ、ＴＳＡ一２和尼龙丝等多项客观的
半定量检查，提高了诊断的敏感性。
从近１２年首次来解放军３０６医院筛查的这组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ＷＨｏ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

ｒ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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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唐新华，金宏义，徐小玲，等．浙江省社区降压药物应
用现状调查分析．高血压杂志，２００５，１３：３１３—３１５．
［１１］向红丁，冯晋光．颜纯，等，我国东北一个县自然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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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资料可以看出，尽管血糖控制有了改善，但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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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然而，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大血管的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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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血脂异常、肥胖和血压控制，均不如血糖控制
的达标率。因此，在强调血糖控制达标的同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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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屿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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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上升，这可能与诊断技术的改进有关，５年前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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