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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分析各类型体质指数渊月酝陨冤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从早孕到 韵郧栽栽 检查期间渊妊娠 圆源耀圆缘 周冤的体重增长袁探讨

其与妊娠期糖尿病渊郧阅酝冤诊断的关系袁分析孕期增重指南对于中国女性的合理性遥 方法院选取妊娠 圆源耀圆缘 周被确诊为 郧阅酝 的
孕妇 员缘园 例袁根据其基础 月酝陨 分为 源 组袁对照美国医学研究院渊陨韵酝冤孕期增重建议进行分析遥 结果院对于 月酝陨跃员愿援缘 的 郧阅酝 孕

妇袁体重大多高于增重指南范围袁对于 月酝陨约员愿援缘 的孕妇袁体重高于标准的仅 猿 例袁另 员猿 例低于或符合标准遥 结论院对于 月酝陨跃
员愿援缘 者袁增重指南有指导意义遥 但对于低 月酝陨 孕妇袁可能需要有别于 陨韵酝 指南的指导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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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 娠 期 糖 尿 病 渊早藻泽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袁
郧阅酝冤 是指妊娠期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袁
不包括妊娠前已经存在的糖尿病渊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袁
阅酝冤咱员原圆暂遥 郧阅酝 是孕期常见的合并症袁对母儿围产期
及远期预后均有较大影响袁且近年来发病率有上升
趋势咱猿暂遥 近年来袁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袁妊娠期糖尿
病患病率已由以往的 愿豫迅速增长到 员苑豫袁 人们对
妊娠期糖尿病越来越重视咱源暂遥 以孕期的科学指导来
降低 郧阅酝 的发病率及改善母儿预后已越来越受到
广大产科医生的重视遥 考虑到孕期体重增长是影响
孕妇血糖水平的一项重要因素咱缘暂袁本文选择 圆园员猿 年
苑 月在本院建围产期保健卡的 郧阅酝 孕妇共 员缘园 例袁
根据其基础体质指数 渊月酝陨冤渊孕前或早孕第一次产
检时所测得的体质指数冤分为 源 组袁分析其从早孕
初次产检至妊娠 圆源耀圆缘 周的增重及美国医学研究
院渊陨韵酝冤增重指南对于我国孕妇的合理性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本院门诊确诊为 郧阅酝 的孕妇遥 考虑到年
龄尧 多胎妊娠尧 家族史和既往妊娠 郧阅酝 史等均为
郧阅酝 发病的高危因素咱远暂袁故本研究采用年龄约猿缘 岁尧
初产尧单胎尧无既往糖尿病及 郧阅酝 史尧无家族史尧孕
早期血糖正常的孕妇共 员缘园 例袁 平均年龄 圆愿援愿 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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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周均根据月经周期及早期检查核实准确遥 所有样
本均在妊娠 圆源耀圆缘 周行正规产检检查空腹血糖或
渊及冤行 韵郧栽栽 检查而确诊为 郧阅酝遥
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院采用卫生部 圆园员员 年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诊断标准曳中的妊娠期糖尿病
诊断标准 咱圆暂院圆源耀圆缘 孕周检查空腹血糖逸缘援员 皂皂燥造 辕 蕴
直 接 诊 断 郧阅酝袁 空 腹 血 糖 约缘援员 皂皂燥造 辕 蕴 者 袁 行
韵郧栽栽袁 空 腹及 餐 后 员尧圆 澡 血 糖 界 值 分 别 为 缘援员尧
员园援园尧愿援缘 皂皂燥造 辕 蕴袁员 项及以上达到或超过此界值均
诊断妊娠期糖尿病遥
员援圆 方法
根据 圆园园怨 年美国 陨韵酝 孕期增重指南算出各类
月酝陨 孕妇在孕 圆源耀圆缘 周时的体重增长范围 渊表 员冤袁
将所有 员缘园 个样本按孕前 月酝陨 值分类袁 统计妊娠
圆源耀圆缘 周时体重袁计算体重增长情况袁按照是否符合
陨韵酝 增重指南分为低于标准组尧符合标准组及高于
标准组袁进行对比分析遥
圆 结 果
对于各种不同基础 月酝陨 孕妇袁 孕期增重处于
陨韵酝 增重指南的位置有所不同遥 对于 月酝陨 在 员愿援缘
以上的 郧阅酝 孕妇袁体重大多高于增重指南范围袁但
对于 月酝陨约员愿援缘 的孕妇袁 高于标准的仅 猿 例袁 另 员猿
例低于或符合标准遥
猿 讨 论
中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袁郧阅酝 的发生率逐年上
升遥 圆园员园 年 陨粤阅孕杂郧 依据全球大样本多中心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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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 陨韵酝 孕期增重指南计算的孕 圆源耀圆缘 周体重增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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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袁制定出 郧阅酝 新诊断标准咱苑原愿暂袁粤阅粤 诊断标准与
妇产科学第 远 版诊断标准较接近袁 检出 郧阅酝 与
郧陨郧栽 的患者人数及妊娠结局尧围产儿死亡发生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咱怨暂遥 郧阅酝 的孕期干预特别是
体重控制越来越受到医生的重视遥 目前广泛使用的
孕期增重指南是美国 陨韵酝 于 圆园园怨 年提出的孕期增
重建议咱员园暂遥但对于此建议是否适用于本国孕妇也受到
很多质疑遥 并且袁以往研究大多聚集在肥胖孕妇以及
整个孕周体重增长过多的孕妇袁 对低 月酝陨 孕妇以及
孕 圆源 周以前体重增加方面的研究却鲜见报道遥
本研究发现袁 基础 月酝陨跃员愿援缘 的 郧阅酝 孕妇袁孕
圆源耀圆缘 周时袁 体重增长大多高于增重指南袁 对于
月酝陨跃猿园 的孕妇更是绝大部分高于指南范围遥 故可
以认为增重指南对于这部分孕妇是有指导意义的遥
但对于低 月酝陨 的 郧阅酝 组袁 大部分却符合或低于指
南范围遥 分析其原因可能为院淤胰岛素抵抗遥 一般认
为袁妊娠期存在生理性胰岛素抵抗袁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与正常妊娠妇女相比存在更严重的胰岛素抵
抗咱员员暂遥 但对于孕前 月酝陨 就较低的妇女袁特别是在 圆园
岁时 月酝陨 低于 员愿 的妇女袁 患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
仍然较正常 月酝陨 的妇女增加咱员圆暂遥 可能因为营养不
足尧维生素缺乏等情况造成孕前已存在的胰岛素抵
抗袁 骨骼肌含量低也可造成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咱员猿暂遥
在此种情况下袁过于宽松的体重增长造成胰岛负担
过重袁导致糖尿病的发生曰于圆园员园 年 郧阅酝 的新标准
推行袁 本院在 圆园员员 年取消既往的 缘园 早 糖筛查及妊
娠期糖耐量异常的诊断袁 且将诊断 郧阅酝 的空腹血
糖标准按新标准降至 缘援员 皂皂燥造 辕 蕴遥 现行 郧阅酝 诊断
标准较以前降低袁相对增加了 郧阅酝 患者数量遥 但是
陨韵酝 增重指南自 圆园园怨 年提出后并没有根据 郧阅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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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改变进行新的统计及修改遥 对于新增加的这

一部分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袁可能并没有在 陨韵酝 指南

的考虑范围之内遥 圆园园怨 年的 陨韵酝 指南相对于 员怨怨园
年的指南袁修改重点放在给肥胖妇女渊月酝陨跃猿园冤设定
了一个较严格的增重范围袁并未考虑低体重妇女的特
点曰盂陨韵酝 增重指南虽然来自于全球样本袁但并未完
全考虑到东西方妇女不同的体质特点袁栽蚤贼葬责葬灶贼咱员源暂在
对 员怨源怨 例泰国孕妇孕期增重进行分析后袁 发现在
妊娠结局正常的情况下袁 也只有低于一半的孕妇符
合 陨韵酝 的增重标准遥 对于亚洲女性袁可能还是需要
一个有别于西方女性的指南曰榆目前的产前监测袁
大多把营养指导重点放在 圆源 周以后袁但大部分孕
妇在 圆源 周之前体重就已经超标袁这一点在体重肥
胖的孕妇渊月酝陨逸圆缘冤尤其明显遥 年轻女性过度追求
苗条身材袁也导致孕前低 月酝陨 妇女的出现遥 这部分
妇女怀孕后袁家庭常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袁要求
吃得越多越好袁 特别是在孕前 猿 个月体重增长不
明显的情况下袁孕 猿耀远 个月成为孕 圆源 周前主要的
体重增长阶段遥 而在此阶段产检时间间隔较长袁孕
妇不能在医院得到及时的指导袁均导致 圆源 周前体
重增加过多遥
本文的统计存在不足方面袁本文统计资料来自
于 圆园员圆 年 苑 月袁时间覆盖较狭窄袁天气炎热袁孕妇
进食瓜果类高糖分的食物较多袁季节性饮食改变可
能会对统计结果造成一定影响遥 低体重孕妇样本数
较少袁尚未追踪到妊娠结局袁以及缺乏孕期特别是
孕早中期胰岛素抵抗相关检查遥 今后可以在相关方
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袁为孕妇提供更合理的体重增
长指导袁从早期干预袁控制妊娠中期之前的体重增
长袁减少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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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著录原则和方法
员援为了反映论文的科学依据和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袁以及读者提供有关信息
的出处袁应在论文的结论渊无致谢段时冤或致谢之后列出参考文献遥
圆援参考文献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尧最主要的尧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遥
私人通信和未公开发表的资料袁一般不宜列入参考文献袁可紧跟在引用的内容之后注释或
标注在当页的地脚遥
猿援参考文献著录应执行 郧月苑苑员源原圆园园缘 的规定袁建议采用顺序编码制遥
源援顺序编码制的要求如下院
渊员冤在引文处按论文中引用文献出现的先后袁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序袁将序号置于方括号
内袁并视具体情况把序号作为上角标袁或作为语句的组成部分遥 如野张伊伊咱员暂研究发现噎噎冶袁
野李伊伊等咱圆暂认为噎噎冶袁野模型构建参考文献咱猿暂冶遥
渊圆冤参考文献的每条文献著录项目应齐全袁著录格式为院
主要责任者援 题名院其他题名信息咱文献类型标志暂援 其他责任者援 版本项援 出版地院出版者袁
出版年袁引文页码咱引用日期暂援 获取和访问路径
渊猿冤论文中若同一篇参考文献出现引用多次的情况袁则不需重复著录袁按参考文献首次出现
的顺序标注上角即可遥
渊本刊编辑院接雅俐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