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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波动与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李堃宜，李芝，钟志鹏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内四科，广东 佛山 528305)

【摘要】 目的 探讨血糖波动与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以期为临床上早期识别、阻断认知

功能障碍提供指导。方法 选择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内四科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收治的43例老

年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评分将评分>26分者纳入正常组(n=17)，评分 ≤

26 分纳入认知功能障碍组(观察组，n=26)。比较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lc)水平，以及空腹

血糖平均值、高血糖(>11.1 mmol/L)时间比、低血糖(<3.9 mmol /L)时间比、血糖波动系数(BGFC)等血糖波动指标。

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HbAlc水平为(7.21±2.12)%，明显高于正常组的(6.04±1.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患者的高血糖时间比、空腹血糖平均值、BGFC分别为(5.36±1.86)%、(6.24±2.05) mmol/L、(2.58±0.52)，明显高于

正常组的(2.12±0.49)%、(5.34±1.03) mmol/L、(1.59±0.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FBG、低血糖时

间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与糖化血红蛋白及血糖

波动关系密切，临床上对于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在做好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血糖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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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early recognition and interruption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43 aged T2DM patients, who treated in the Fourth Department of Medi-

cine,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Shunde District of Foshan from January 2017 to April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simple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table (MMSE) score, the patients with score>26 points

were included into the norm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n=17), and the patients with score was ≤26 points were includ-

ed into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n=26).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FPG), glycated hemo-

globin (HbAlc), and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s included fasting blood glucose mean, hyperglycemia (>11.1 mmol/L)

time ratio, hypoglycemia (<3.9 mmol /L) time ratio,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 coefficient (BGFC)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blood HbAl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21±2.1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04±1.23)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ime ratio of hyperglycemia, the average value of fasting blood glu-

cose, and BGF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5.36±1.86)%, (6.24±2.05) mmol/L, and (2.58±0.52),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2.12±0.49)%, (5.34±1.03) mmol/L, and (1.59±0.39)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BG and hypoglycemia time ratio (P>0.05). Conclusion The

occurr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T2DM,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should be

standardized, and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 should be avoided as much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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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T2DM)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临

床常见慢性代谢性疾病，且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发病率有不断增加的

趋势[1]。2型糖尿病高血糖的不良作用主要以慢性持

续高血糖和血糖波动两种方式体现，各种慢性并发症

的发生、发展直接受到血糖控制水平的影响，目前认

为血糖波动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2]。2型糖尿病可以

引起大血管病变(如心脑血管病变、外周血管病变等)，

微血管病变(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以

及神经系统病变(中枢及周围神经系统病变、自主神经

系统病变等)。近年来，由糖尿病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

病变日益引起重视。认知功能障碍是2型糖尿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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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研究认为 2 型糖尿病患者中有

60%~70%存在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学习

记忆能力损害，严重时可导致患者出现痴呆[3]。临床

上关于血糖控制水平、糖化血红蛋白等与认知功能障

碍的相关性研究较多[4]，但关于血糖波动与认知功能

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探讨了血糖波动与老

年 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以期望为临

床上早期识别、阻断认知功能障碍提供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年 1月至 2018年 4月

期间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内四科收治的 43例

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25例，女

性 18 例；年龄 60~79 岁，平均(67.9±12.4)岁。纳入标

准：①年龄≥60 岁；②符合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 [5]；

③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合并脑外伤、颅内肿

瘤，脑出血、脑梗死等脑血管疾病，以及癫痫、帕金森

疾病等神经系统疾病；②其他内分泌疾病、恶性肿瘤、

难以控制的高血压、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血液系统疾

病；③ 2型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高血糖高渗状态；④酒精依赖、精神药物滥用者。本

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对本研究知

情，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临床资料及生化指标 患者入院后均接

受糖尿病相关知识的教育，治疗期间予糖尿病饮食和

适量运动等基础治疗。测量平卧 10 min后患者的身

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MI)，入组次日抽取空腹静

脉血，检测所有患者的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

(HbAlc)。

1.2.2 动态血糖监测(DGMS) 血糖记录器通过

导线与探头连接，每3 min记录一个信号平均值，每昼

夜记录480个血糖值，形成连续的血糖图谱，监测期间

进餐时间及内容相对统一，由此计算出空腹血糖平均

值、高血糖(>11.1 mmol/L)时间比、低血糖(<3.9 mmol/L)

时间比、血糖波动系数(BGFC)等指标。

1.2.3 认知功能评价 动态血糖监测次日，采用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 由经专业培训专职人员

对患者进行评分，该量表是临床上神经科应用最广

泛的痴呆评定量表，主要用于简要评定患者的认知

功能并排除痴呆者。该工具主要测量时空间定向、计

算、命名、执行和即刻记忆等11种认知能力，总分范围

0~30分，得分越低则说明认知损害越重。评分>26分

纳入正常组(n=17)，评分≤26 分纳入认知功能障碍组

即观察组(n=26)。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

本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生化指标比较 观

察组与正常组患者的年龄、性别、BMI、FBG等指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血

HbAlc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DGMS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

的BGFC及高血糖时间比、空腹血糖平均值明显大于正

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者的低

血糖时间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 论

糖尿病是一组以慢性血葡萄糖水平増高为特征

的代谢性疾病，由于胰岛素分泌和(或)作用缺陷所引

起。最新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官方统计数字显示，

2011 年全球糖尿病患患者数已经高达 3.66 亿，而到

2030年将达到5.52亿。2型糖尿病目前在我国的总患

病率约为9.7%，成年人总患患者数高达9 240万[6]。老

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大脑的退行性改变将导致

患者出现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以及注意力不集中、

反应迟钝等为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表现[7]，对患者的

心理及营养状态、免疫功能及生活质量均可产生严重

的影响。2型糖尿病可引起心脑血管、外周血管等大

血管病变，也可以引起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等微血管病变，以及周围神经和自主神经系统等神

经系统病变。随着神经影像学及心理学等相关学科

的快速发展，由 2型糖尿病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病变

及认知功能损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2型糖尿病

是一种需要长期药物治疗及自我管理的慢性疾病，如

果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则会显著

影响疾病的自我管理能力及预后，给家庭及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8]。近年来，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认知功

能障碍情况越来越受到临床重视。2型糖尿病患者发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生化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正常组

t/χ2值

P值

例数

26

17

年龄

(岁)

68.21±19.79

66.42±22.83

0.294

>0.05

男/女

(例)

15/11

10/7

0.021

>0.05

BMI

(kg/m2)

23.83±2.03

23.02±2.18

0.241

>0.05

FBG

(mmol/L)

6.42±3.56

6.16±3.49

0.125

>0.05

HbAlc

(%)

7.21±2.12

6.04±1.23

2.164

<0.05

表2 两组患者的DGMS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正常组

t值
P值

例数

26

17

BGFC

2.58±0.52

1.59±0.39

5.491

<0.05

高血糖时

间比(%)

5.36±1.86

2.12±0.49

4.289

<0.05

低血糖时

间比(%)

8.93±3.81

9.76±3.96

0.428

>0.05

空腹血糖平均

值(mmol/L)

6.24±2.05

5.34±1.03

2.24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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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知功能障碍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可能，目前

研究认为其发生可能与长期高血糖导致的脑血管改

变、神经病变等有关，主要危险因素包括病程 、血糖控

制水平、合并高血压及是否使用胰岛素治疗等[9-10]。慢

性高血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持续性高血糖和波

动性高血糖，临床上以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作为反映患

者长期血糖控制情况的标准，但是现在不少学者认为

HbA1c并不能完善的反应血糖控制水平，尤其难以反

映血糖波动情况[11]。

正常人由于进食三 餐后胃肠道碳水化合物吸收

形成 3个大的高峰，黎明期间的升糖激素分泌及肝糖

输出形成一个小的高峰，夜间胃肠道食物排空而各种

升糖激素又都处于低水平，因此血糖往往都有一定的

波动，但在神经、内分泌及肝组织等的精密调节下波

动的幅度不大，血糖曲线相对平缓。血糖波动是血糖

水平在峰-谷值之间出现的非稳定、震荡状态，正常情

况下血糖变化幅度较小[12]。2型糖尿病血糖波动受到

进食、降糖药物以及受损胰岛功能共同作用的影响，

波动表现为围绕血糖均值上、下行双向[13-14]。血糖波

动主要表现：首先，2型糖尿病患者的整体血糖水平升

高；其次，可以表现为日内及日间血糖波动幅度增大；

再次，部分患者出现餐后急性血糖升高，尤其是早餐

后升高最明显，并且伴有血糖尖峰的明显延迟[15-17]；最

后，血糖波动可以表现为多种因素引起低血糖。国内

外研究指出血糖波动与2型糖尿病多种急慢性并发症

有关，如酮症和酮症酸中毒、周围神经病变、大血管病

变等；血糖波动性越大，2型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越

高，预后越差[18-19]。MMSE量表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

的评估痴呆的工具[20]，该量表主要测定计算、时间和空

间定向、执行、命名和即刻记忆等11种认知能力，作用

在于简要评定患者的认知功能，并将痴呆者排除。该

量表总分为30分，得分越低者说明患者的认知损害越

重。本研究以MMSE量表为评估工具，对老年2型糖

尿病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评估并以此诊断认知功能

障碍，首先分析了糖化血红蛋白与 2型糖尿病认知功

能障碍的关系，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血HbAlc均明显

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 2型糖

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与HbAlc水平有关。此

外，本研究重点观察了血糖波动指标与认知功能障碍

的关系，两组患者 FBG、低血糖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BGFC及高血糖时间比、空腹

血糖平均值明显大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了血糖波动在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

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

发生与糖化血红蛋白及血糖波动关系密切。提示临

床上对于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在做好糖化血红蛋白

达标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血糖波动，以延缓或者减

轻认知功能障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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