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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和心功能状况及其妊娠结局分析
李亚妮，肖景华，贺译平，徐叶红，吴益青，王艳霞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产二科，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目的 评估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心功能状况，并分析其妊娠结局。方法 选择

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期间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收治的156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组。选择同期在我院体

检的100例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孕妇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FT4)水平以及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阳性率；比较两组孕妇的舒张早期三尖瓣口最大血流峰值流速/舒张晚期三尖瓣

口最大血流峰值流速(E/A值)、舒张早期三尖瓣口最大血流峰值流速/三尖瓣环右心室侧壁舒张期组织多普勒运动

峰值速度(E/E’值)、右室流出道短轴缩短率(RVOT-FS)、三尖瓣环右心室侧壁收缩期组织多普勒运动峰值速度(Sa)、
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右心室心肌做功指数(Tei 指数)；比较各组孕妇的妊娠结局。结果 研究组孕妇的

TPOAb阳性率为26.5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6.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孕妇TSH水平、FT4水平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孕妇的E/A比值为 1.19±0.1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32±0.15，E/E’值为

5.52±0.8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93±0.7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孕妇的的RVOT-FS、Sa、TAPSE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Tei指数为0.59±0.1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0.50±0.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孕妇的流产和早产率为 21.1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0.00%，孕妇的足月产率为 78.85%，明显低于

对照组的9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发生新生儿窒息1例，对照组无新生儿窒息。结论 GDM
孕妇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与心功能异常的风险明显高于正常孕妇，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妊娠不良结局风险。因

此，临床应该重视孕妇特别是GDM孕妇的甲状腺疾病与心功能状况。

【关键词】 妊娠期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促甲状腺激素；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心

功能；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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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hyroid function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
tes mellitus (GDM), and analyze the pregnancy outcome. Methods A total of 156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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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时期由于孕妇体内激素处于一个较大幅度

变化阶段，可能会出现糖脂代谢紊乱与胰岛素抵抗等

情况，糖脂代谢紊乱与胰岛素抵抗正是导致妊娠期糖

尿病(GDM)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1]。甲状腺疾病是一

种好发于育龄妇女的内分泌疾病，妊娠过程也会对甲

状腺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者可能会出现甲

状腺功能紊乱。甲状腺功能紊乱会在不同程度上影

响产妇妊娠的结局及产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关研

究显示，GDM患者出现甲状腺疾病的可能性明显升

高，这可能与患者甲状腺功能异常会进一步影响人体

正常的胰岛素分泌与糖代谢有关 [2]。GDM患者可能

会出现酮症酸中毒、产后出血等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胎儿在高血糖水平的环境中会出现生长过快、羊水过

多导致血液循环加速，这些均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增

加GDM患者的心脏负荷，导致心力衰竭的发生[3]。本

研究主要对GDM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心功能状况及

其妊娠结局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年 1月至 2021年 1月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收治的 156例GDM患者作为研究

组。GDM诊断标准[4]：患者空腹血糖<5.1mmol/L、1 h
血糖<10.0 mmol/L、2 h血糖<8.5mmol/L，任何一项血

糖值大于等于上述界值时，则诊断为GDM。纳入标

准：(1)单胎妊娠者；(2)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的孕妇；(3)孕
前无高血糖或甲状腺疾病的孕妇。排除标准：(1)合并

其它内分泌疾病者；(2)合并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者；(3)恶
性高血压者；(4)心律失常者；(5)心肌病者。另选择同

期在本院进行产前检查的 100名健康孕妇为对照组。

研究组孕妇年龄 20~37岁，平均(29.56±4.21)岁；孕周

14~39周，平均(25.43±6.28)周；其中初产妇89例，经产

妇67例；身高157~170 cm，平均(162.07±4.91) cm；体质

量 55~72 kg，平均(61.52±8.34) kg。对照组孕妇年龄

21~38岁，平均 (30.12±4.19)岁；孕周 13~40周，平均

(25.71±6.24)周；其中初产妇 61例，经产妇 39例；身高

155~170 cm，平均(161.35±5.24) cm；体质量 53~74 kg，
平均(61.91±8.07) kg。两组孕妇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孕妇与家属均自愿签署

知情同意书。

1.2 观察指标与检测(检查)方法 (1)促甲状腺

激素(TSH)、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FT4)水平和抗甲

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阳性率：抽取所有孕妇

的空腹静脉血3 ml，离心处理后对分离血清，选择全自

动化学发光分析仪(雅培 i2000)，通过化学发光法检测

TSH、FT4、TPOAb。正常 TSH水平：孕周>20周时，

TSH水平为 0.3~2.5 mIU/L，孕周＞20周时，TSH水平

为 0.3~3.0 mIU/L；正常 FT4水平：9.01~19.05 pmol/L；
正常 TPOAb：0~12.0 mIU/mL。(2)心功能指标：选择

探头为S5-1的飞利浦超声诊断仪，受检者左侧卧位，

对心电图进行扫描与储存。主要测量指标：三尖瓣

mellitus treated in Northwest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One hundred healthy pregnant women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Northwest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free tetraiodothyronine (FT4),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peak flow velocity of tricuspid valve in early diastole/peak flow velocity of tricuspid valve
in late diastole (E/A value), peak flow velocity of tricuspid valve in early diastole/ peak tissue Doppler velocity of right
ventricular side wall of tricuspid annulus in diastole (E/E' value), short axis shortening rate of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RVOT-FS), peak tissue Doppler velocity of right ventricular side wall of tricuspid annulus in systole (Sa) tricuspid
annular systolic displacement (TAPSE), right ventricular myocardial work index (Tei index)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pregnancy outcomes of pregnant wome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TPOAb in the
study group was 26.5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6.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
icant difference in TSH and FT4 levels (P>0.05). The E/A ratio of pregnant wome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1.19±0.1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32±0.15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E' value was 5.52±0.82, which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4.93±0.75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RVOT-FS, Sa, and TAPS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Tei index of the study group was
0.59±0.1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0.50±0.09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bortion and preterm birth
rate of pregnant wome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21.15%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full-term birth rate of pregnant women was 78.8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9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One case of neonatal asphyxia in the study group and
0 ca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found. Conclusion The risk of thyroid dysfunction and cardiac dysfunction in GDM
pregnant wome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pregnant women, which will also increase the risk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to varying degrees. Therefore, clinic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hyroid disease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pregnant women, especially GDM pregnant women.

【Key words】 Gestational diabetes; Thyroid function;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Free tetraiodothyronine; An-
ti-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Cardiac function; Pregnancy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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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孕妇的TSH、FT4水平及TPOAb阳性率比较[x-±s，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156
100

TSH水平(mIU/L)
1.41±0.32
1.38±0.36
1.672
1.375

FT4水平(pmol/L)
13.83±1.90
14.12±1.83
1.351
1.042

TPOAb阳性率

43(26.54)
16(16.00)
4.039
0.031

环收缩期位移 (TAPSE)，右室流出道短轴缩短率

(RVOT-FS)，三尖瓣环右心室侧壁收缩期组织多普勒

运动峰值速度(Sa)；舒张晚期三尖瓣口最大血流峰值

流速(A峰)、舒张早期三尖瓣口最大血流峰值流速(E
峰)、三尖瓣环右心室侧壁舒张期组织多普勒运动峰值

速度(E'峰)；对E/A比值、E/E'比值进行计算；右心室心

肌做功指数(Tei 指数)=(等容收缩时间+等容舒张时间

之)/射血时间。比较两组孕妇的 E/A 值、E/E'值、

RVOT-FS、Sa、TAPSE；(3)妊娠结局：比较两组孕妇的

妊娠结局，如产妇早产和流产、足月产与新生儿窒息

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8.00软件进行数

据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孕妇的 TSH、FT4水平及 TPOAb阳性

率比较 研究组孕妇的TPOAb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孕妇的TSH

水平、FT4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2.2 两组孕妇的心功能比较 研究组孕妇的E/
A比值明显低于对照组，E/E'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孕妇的 RVOT-FS、
Sa、TAPSE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

患者Tei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2.3 两组孕妇的妊娠结局比较 研究组孕妇的

流产和早产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孕妇的足月产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发生新生儿窒息 1例，对照组无新生儿窒息，

见表 3。

表2 两组孕妇的心功能比较(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156
100

E/A值

1.19±0.12
1.32±0.15
7.338
0.001

E/E'值
5.52±0.82
4.93±0.75
5.967
0.001

RVOT-FS (%)
39.12±1.87
39.02±2.03
0.399
0.345

Sa (cm)
12.15±1.84
12.26±1.81
0.475
0.318

TAPSE (cm)
2.53±0.21
2.54±0.21
0.374
0.354

Tei指数

0.59±0.11
0.50±0.09
7.213
0.001

舒张功能 收缩功能

3 讨论

GDM是一种常见的妊娠期并发症，在妊娠期间

由于孕妇体内雌激素、孕激素、黄体酮等一些激素水

平会随着孕期的推移而升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孕妇

机体对胰岛素的正常敏感程度，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

血糖水平异常的情况出现，严重的孕妇还会出现妊娠

期糖尿病。妊娠期孕妇还会出现甲状腺疾病，甲状腺

疾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孕妇的妊娠结局[5]。相关研

究结果指出，GDM患者更易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 [6]。

也有学者指出，GDM合并甲功异常的孕妇有着更高

的早产率与流产率，且新生儿的窒息率也存在不同程

度的提高。由此可知，GDM合并甲功异常，可能会在

不同程度上增加孕妇与胎儿的不良结局发生率。同

时，GDM可通过损伤心肌与毛细血管等途径对孕妇

正常的心功能产生损伤，可能会导致孕妇的心功能出

现不同程度的异常[7]。而与左心室相比右心室的结构

与功能更加脆弱，由于孕妇回心血流大幅度提高会在

不同程度上压迫下腔静脉，导致右心功能受损，因此

早期对GDM患者甲状腺功能、心功能进行精确的评

估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GDM组孕妇的TPOAb阳性率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由此可知，GDM患者与

正常孕妇相比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可能性明显提升，

且常会存在自身抗体阳性的情况。有研究指出，GDM
且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孕妇，母婴不良结局的风险

也存在不同情况的升高[8]。GDM孕妇中SCH的发病

率明显提高，合并SCH的患者症状常不明显，只有通

过血清检测才能进行有效的确诊 [9]。但相关文献指

出，SCH对患者的心血管的正常功能、胰岛素敏感性

以及脂肪代谢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且 2型糖尿病

并发SCH的概率显著上升[10-11]。GDM与甲亢的发生

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一方面甲功与胰岛细胞的功能

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甲亢对胰岛的功能有两种不同

的影响，不但会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产生影响，还能够

加快胰岛素的降解，上述情况均可能会影响孕妇的正

常胰岛功能；另一方面，GDM也通过对甲状腺的自身

表3 两组孕妇的妊娠结局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156
100

早产和流产

33 (21.15)
10 (10.00)
4.847
0.028

足月产

123 (78.85)
90 (90.00)
8.642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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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异常与葡萄糖毒性作用影响甲状腺的正常功能，

进一步提高甲亢的发生风险。GDM与甲状腺功能相

互影响[12-13]，甲状腺功能通过调控激素分泌的情况进

一步影响孕妇正常的内分泌功能，与GDM的发生有

直接联系。甲状腺功能影响正常的脂肪代谢，导致糖

脂代谢受到影响，进一步导致GDM的发生。多数甲

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TPOAb表达为阳性，自身免疫功

能常处于一个异常的水平，进一步出现胰岛素抵抗。

本研究结果显示，GDM组的流产率与早产率高于健

康对照组，由此可知GDM组妊娠不良结局的风险明

显升高。

有研究结果指出，当E/A的数值小于0.8时可能提

示受检者的右心功能受损[14]。在本研究结果中，GDM
患者的E/A数值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孕妇，由此可知

GDM孕妇的右心室舒张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受到

了损伤。本研究结果还显示，GDM组孕妇的E/E'值与

对照组相比明显增大，由此可知，GDM孕妇的右心舒

张功能受到损伤的程度与患者的血糖水平间有着较

为密切的联系，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GDM孕妇出

现不同程度的心力衰竭的情况，这与相关研究的结果

一致[15]。而RVOT-FS、TAPSE以及Sa指标均代表心脏

的收缩功能，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此指标在GDM孕妇

与健康孕妇之间比较，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

可知GDM组孕妇尚未出现明显的心力衰竭特征，因

此早期对GDM孕妇进行积极的血糖控制能够有效防

止GDM孕妇的心功能受损情况。Tei指数是一个能

有效判断心室功能的指标，当人体心室做功能力受到

损伤时，Tei指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Tei指数的

检测属于无创检查，不会受到外界其它因素的干扰。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早期Tei指数能够有效检测出血

糖控制不良孕妇可能存在的整体心室功能减低的情

况，且有较高的敏感性。

综上所述，GDM患者出现甲状腺功能、心功能状

况异常的风险明显增加，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不良

妊娠结局的发生。因此，有效监测孕妇血糖水平、甲

状腺功能与心功能对改善孕妇与胎儿结局，提高人口

质量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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