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三组 ＲＢＣ、Ｈｂ、ＭＣＨ、ＭＣＶ结果比较分析
组别 n ＲＢＣ（倡１０９ ） Ｈｂ（ｇ／Ｌ） ＭＣＨ（ｐｑ） ＭＣＶ（ ｆｌ）

健康体检组　 １００ 缮４ 屯．２１ ±０．４７ １３０ g．８７ ±１２．４２ ２９ 眄．１８ ±１．３０ ９０ Ζ．１４ ±１．７８
缺铁性贫血组 ６４ 档３ 屯．２０ ±０．４３倡 ９１ g．４８ ±１０．４２倡 ２２ 眄．４６ ±１．４２倡 ７２ Ζ．４８ ±１．８０倡

地中海贫血组 ３６ 档３ 屯．１７ ±０．４５倡 ８９ g．９７ ±１０．２４倡 ２３ 眄．１２ ±１．６３倡 ６７ Ζ．４１ ±１．６４倡※

　　注：倡表示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 ＜０．０５。 ※表示与缺铁性贫血组相比，P ＜０．０５

表 2　三组 ＲＤＷ、ＭＣＶ、ＭＣＨＣ比较分析
组别 n ＲＤＷ（％） ＭＣＶ（ ｆｌ） ＭＣＨＣ（ｇ／Ｌ）

健康体检组　 １００ c１４ �．８６ ±１．２７※ ９０ (．１４ ±１．７８※ ３４２ p．１８ ±７．４２※

缺铁性贫血组 ６４ O２１  ．２２ ±２．５３ ７２ I．４８ ±１．８０ ２８９ 憫．４１ ±６．４３
地中海贫血组 ３６ O１６ �．４５ ±１．４８※ ６７ (．４１ ±１．６４※ ３２６ p．４６ ±４．４５※

　　注：※表示缺铁性贫血相比，P ＜０．０５

态的联系更为密切，更易受铁元素变化的影响，当机体长期处
于缺铁状态时，血红蛋白生成受抑制，红细胞内血红蛋白浓度
显著降低且红细胞形态变化显著［９］ 。 该结果表明，ＲＤＷ、
ＭＣＶ及 ＭＣＨＣ对缺铁性贫血及地中海贫血的鉴别具有重要
意义。

综上所述，ＲＢＣ、Ｈｂ、ＭＣＨ、ＭＣＶ 等指标均可作为贫血的
诊断标准，ＲＤＷ、ＭＣＶ、ＭＣＨＣ 对贫血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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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妊娠期糖尿病接受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引导

饮食及运动量调整的效果

陈光霞

【摘要】　目的　探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引导对妊娠期糖尿病饮食及运动量调整的效果。 方法　选
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收治的７４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
组 ３７例，对照组 ３７例，对照组接受常规饮食及运动管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持续
引导调整运动及饮食，对两组患者血糖变化情况进行观察。 结果　干预后 ２４ ｈ两组患者餐后血糖峰值浓
度无明显差异（P＞０．０５），干预后 ４８ ｈ、７２ ｈ，观察组餐后血糖峰值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０．０５）；两组患者干预后 ２４ ｈ谷值血糖浓度无显著差异（P＞０．０５），观察组干预后 ４８ ｈ、７２ ｈ谷
值血糖浓度明显较对照组低，差异显著（P＜０．０５）；两组患者日内血糖波动幅度显示，观察组呈逐渐下降
趋势，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两组差异显著（P＜０．０５）。 结论　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可取得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的详细血糖数据，从而可针对实际情况持续引导患者运动及饮食的调整，起到显著血糖控制效果，值得
推广。

【关键词】　动态血糖监测系统；　妊娠期糖尿病；　运动量；　饮食

　　妊娠期糖尿病为常见妊娠期合并症，经相关统计显示，妊
娠期糖尿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有学者认为［１］ ，妊娠期

　　作者单位：５６３１００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人民医院产科

糖尿病发病与饮食习惯、运动量等呈密切相关性。 因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处于特殊时期，难以通过服用降糖药起到血糖控
制效果，因此，饮食及运动调节是首选治疗方案，占 ９０％左右
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饮食及运动调节进行血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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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但是常规管理方案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本研究对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予以动态血糖检测系统调整饮食、运动，现进行如
下报道。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我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收治

的 ７４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
定的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２］ 。 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
组 ３７例，对照组 ３７ 例。 观察组：年龄 ２３ ～３８ 岁，平均年龄
（２９．４ ±６．２）岁；体重 ６２ ～８６ ｋｇ，平均体重（７０．２ ±８．５）ｋｇ；体
质量指数（ＢＭＩ）２１ ～３１，平均 ＢＭＩ 为（２５．８ ±４．１）。 对照组：
年龄 ２１ ～３９岁，平均年龄（２９．１ ±６．５）岁；体重 ６１ ～８３ ｋｇ，平
均体重（６９．５ ±８．１） ｋｇ；ＢＭＩ２０ ～３０，平均 ＢＭＩ 为（２５．２ ±４．
３）；纳入标准：符合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者；１８ 岁以上；与
本组研究配合者；排除标准：合并严重精神疾病者；无法正常
交流者；合并其他脏器功能严重不全者；不愿与研究配合者。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０．０５），存在可比性。

２．方法：两组患者入院后均进行饮食控制及运动指导，饮
食控制：根据糖尿病饮食标准［３］提供饮食，能量供应以 ３３
ｋｃａｌ／ｋｇ为标准，一日 ４ 餐制，能量分配以早餐 １０％、午餐
３０％、晚餐 ３０％，睡前 １０％，每日钙摄入量为 １ ２００ ｍｇ／ｄ 以
上，并充分摄入维生素及叶酸；运动疗法：每日坚持进行下肢、
上臂运动，每周 ３次，每次为 ２５ ｍｉｎ左右，以可耐受为宜。 观
察组应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获取实时血糖水平变化，患者根
据患者劳动强度、妊娠、体重等计算饮食能量分配，制定合理
运动量及运动时间，指出目前运动及饮食方案中存在的误区，
与患者及家属商讨，制定出能被接受、合理、科学的饮食、运动
方案。 每 ２４ ｈ取下动态血糖检测仪，将摄取信息输入，医护
人员可从动态血糖图谱中获取血糖波动状况，并针对谷值及
峰值血糖水平再次进行餐量、餐次、食物种类进行调节；峰值
过高可相对减少餐次的用餐量，主要减少脂肪类摄入；谷值过
低则需要在此 ２５ ～３５ ｍｉｎ前摄入食物；峰值血糖较正常范围
高时，应指导患者进行适当运动。 监测 ７２ ｈ后图谱显示血糖
水平依然不稳定，或者需要接受胰岛素控制血糖水平者，可适
当延长动态血糖监测系统使用时间。

３．观察指标：记录两组患者干预后 ２４ ｈ、４８ ｈ、７２ ｈ的餐后
血糖峰值浓度、谷值浓度、日内血糖波动幅度等指标，并对以
上指标进行对比。

４．统计学处理：选择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处理所有数据，计量
资料以 t检验，（珋x ±s）表示，计数资料率（％）表示，以 χ２ 检

验，差异显著为 P＜０．０５。
二、结果
１．餐后峰值变化：干预后 ２４ ｈ餐后血糖峰值浓度两组无

明显差异（P＞０．０５），干预后 ４８ ｈ、７２ ｈ，观察组餐后血糖峰值
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见
表 １。
　　２．谷值变化：两组患者干预后 ２４ ｈ谷值血糖浓度无显著
差异（P＞０．０５），观察组干预后 ４８ ｈ、７２ ｈ谷值血糖浓度明显
较对照组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见表 ２。
　　３．日内血糖波动幅度：两组患者日内血糖波动幅度显示，
观察组呈逐渐下降趋势，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０．０５），见表 ３。

表 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餐后血糖峰值浓度
对比（珋x±s，ｍｍｏｌ／Ｌ）

组别 n ２４ｈ ４８ｈ ７２ｈ
观察组 ３７ 烫９ 排．２４ ±２．０１ ７  ．５３ ±１．５２ ６ U．２１ ±０．８９
对照组 ３７ 烫９ 排．１２ ±２．０８ ８  ．９５ ±２．０３ ８ U．２３ ±１．８４

t ０  ．２５２４ ３ T．４０６０ ６ Ζ．０１１５
P ０  ．８０１５ ０ T．００１１ ０ Ζ．００００

表 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谷值血糖浓度对比（珋x±s，ｍｍｏｌ／Ｌ）
组别 n ２４ｈ ４８ｈ ７２ｈ
观察组 ３７  ７  ．４８ ±２．１８ ６ U．１２ ±１．２３ ６ ~．１１ ±０．７４
对照组 ３７  ７  ．２３ ±２．１５ ７ U．１１ ±２．０６ ７ ~．０９ ±１．３２

t ０ h．４９６７ ２ Ζ．５０９９ ３ 舷．９３９２
P ０ h．６２０９ ０ Ζ．０１４３ ０ 舷．０００２

表 3　两种患者日内血糖波动幅度对比（珋x±s，ｍｍｏｌ／Ｌ）
组别 n ２４ｈ ４８ｈ ７２ｈ
观察组 ３７ 烫４ 排．２１ ±１．０２ ３  ．０１ ±０．４２ １ U．８５ ±０．１２
对照组 ３７ 烫４ 排．１８ ±１．０８ ４  ．０９ ±１．０２ ３ U．８９ ±０．９８

t ０  ．１２２８ ５ T．９５５５ １２ 汉．５６８２
P ０  ．９０２６ ０ T．００００ ０ 汉．００００

　　讨论　妊娠期因胎儿营养需求逐渐增加，需通过母体获
取葡萄糖，以致大多数早期孕妇会产生低血糖；而孕期中后
期，肾血浆流量、肾小球滤过率增加，但是对糖再吸收未增加，
致使孕妇机体代谢异常，血糖水平上升［４］ 。 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若采取口服降糖药治疗可能对胎儿产生影响，因此，大多数
学者建议采取科学的饮食、运动管理方案起到控制血糖水平
效果［５］ 。

动态血糖检测系统可即时监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情

况，明确血糖上升及持续时间，发现易被忽略的血糖变化情
况，从而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个体化的饮食及运动方案，提高血
糖控制效果［６］ 。 同时，通过动态血糖检测系统能避免定时取
血测定血糖的疼痛，保障睡眠质量。 临床对于餐前血糖和餐
后血糖的检测时间、对妊娠期糖尿病病情的监测价值等尚存
在较大争议，通过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则可以反映患者全天候
血糖，则能避免常规血糖监测中存在的弊端［７］ 。 本研究显
示，观察组干预后 ４８ ｈ、７２ ｈ的餐后血糖峰值、谷值血糖浓度、
日内血糖波动幅度等明显低于对照组（P ＜０．０５），提示，通过
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对患者持续进行饮食及运动指导，可以取
得更为满意的血糖控制效果。 同时，此方法是在原本基础上，
与患者商议，将数据展示给患者，能提高依从性，取得更为满
意的效果。

综合上述，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可有效指导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的饮食及运动调整，提高血糖控制效果，确保母婴安全，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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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羟考酮对单肺通气患者双腔支气管

导管插管反应的抑制效果比较

韩雪

【摘要】　目的　研究不同剂量羟考酮对单肺通气患者双腔支气管导管插管反应的抑制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２０１４年 １月到 ２０１５年 １月收治的 １１７例单肺通气患者进行分组研究，随机分为 Ａ、Ｂ、Ｃ组，每
组 ３９例患者，每组注射不同剂量的羟考酮，Ａ组注射 ０．３０ ｍｇ／ｋｇ，Ｂ组注射 ０．３５ ｍｇ／ｋｇ，Ｃ组注射０．４０ ｍｇ／
ｋｇ，观察各组患者治疗效果。 结果　与 Ｔ１ 时刻相比，Ａ组患者 Ｔ２、３时刻的 ＤＢＰ有明显升高，但是 Ｂ组和 Ｃ
组从 Ｔ２ 时刻开始 ＤＢＰ明显高于 Ａ组， 与 Ｔ１ 时刻相比，三组患者 Ｔ２、３时刻的 ＨＲ有明显升高，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Ｂ组患者 ＨＲ恢复情况要明显比其他两组快，P ＜０．０５；心动过速、呛咳、高血压及体动反应的，发
现 Ｂ、Ｃ组显著低于 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结论　不同剂量的羟考酮对单肺通气患者的双腔
支气管导管插管的反应不同，其中取量 ０．３５ ｍｇ效果最佳，有利于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关键词】　羟考酮；　单肺通气；　双腔支气管；　插管反应

　　近年来，各行各业均处于空前发展的状态，而随着社会的
发展，带来的疾病也呈上升趋势，胸部创伤的产生来源于建筑
过程中的高空坠落、交通事故等，对患者的安全生产生较大的
影响［１］ 。 在治疗胸腔创伤患者的过程中需采用双腔支气管
导管插管术进行治疗，而此类的导管易产生体动、呛咳等反
应，通常在治疗过程中需对患者进行麻醉，而此次采用的是羟
考酮［２］ 。 本研究主旨为探究不同剂量羟考酮对单肺通气患
者双腔支气管导管插管反应的抑制效果，特选取我院 ２０１４ 年
１月到 ２０１５年 １ 月收治的 １１７ 例单肺通气患者进行分组研
究，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临床资料：选取我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收治

的 １１７例单肺通气患者，入选标准：（１）所有患者均符合单肺
通气患者的诊断标准；（２）患者对所使用麻醉药物无过敏现
象；（３）患者家属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４）患者无沟通
障碍，能自主配合治疗。 排除标准：（１）患者不符合单肺通气
的诊断标准；（２）患者对麻醉药物过敏；（３）患者有精神病史，
无法配合治疗。 随机分为三组，每组 ３９例患者。 Ａ组中男性
患者 ２２例，女性患者 １７ 例，年龄 ３６ ～６２ 岁，平均年龄（４８ ±
１．４）岁；Ｂ组中男性患者 ２５ 例，女性患者 １４ 例，年龄 ３４ ～６１
岁，平均年龄（４７ ±１．３）岁；Ｃ 组中男性患者 ２０ 例，女性患者
１９例，年龄 ３８ ～６０ 岁，平均年龄（５０ ±１．７）岁。 所有患者在
相关基线数据资料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２．麻醉方法：三组患者使用同样的麻醉方法，仅有使用剂

　　作者单位：２３８０００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量的区别，具体内容如下：（１）麻醉诱导，所有患者均静脉注
射 ０．０５ ｍｇ／ｋｇ咪达唑仑，Ａ组静脉注射 ０．３０ ｍｇ／ｋｇ，Ｂ组注射
０．３５ ｍｇ／ｋｇ，Ｃ组注射 ０．４０ ｍｇ／ｋｇ，待患者入睡后给予患者肌
肉松弛药物维库溴胺 ０．１ ｍｇ／ｋｇ，并视具体情况而定注入芬太
尼 １ ～２ μｇ／ｋｇ，注射完成后进行双腔支气管导管插管术，设定
单肺通气：频率约每分钟 １５ ～２０ 次，１：２ 的呼吸比，潮气量 ６
ｍｌ／ｋｇ。 （２）麻醉维持，分别向患者注射异丙酚 ４ ～６ ｍｇ／（ｋｇ
· ｈ）及 ０．１ ～０．３ μｇ／（ｋｇ· ｍｉｎ），间断性将 ３ ｍｇ顺式阿曲库
铵注射入患者的体内，并使 ＢＩＳ的值维持在 ４０ ～５５。

３．观察指标：观察各组患者麻醉前（Ｔ０ ）、插管前即刻
（Ｔ１ ）、插管后即刻（Ｔ２ ）、插管后 １ｍｉｎ（Ｔ３ ）、插管后（Ｔ４ ）血压
以及心率情况。

４．统计学方法：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比较
采用χ２ 检验，计量数据以（珋x±s）表示，实施 t检验。 P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１．三组患者 ＤＢＰ的比较：与 Ｔ１ 时刻相比，Ａ 组患者 Ｔ２、３

时刻的 ＤＢＰ有明显升高，但是 Ｂ 组和 Ｃ 组从 Ｔ２ 时刻开始

ＤＢＰ明显高于 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见下表 １。
２．三组患者 ＨＲ的比较：与 Ｔ１ 时刻相比，三组患者 Ｔ２、３时

刻的 ＨＲ有明显升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Ｂ 组患者 ＨＲ 恢复
情况要明显比其他两组快，P＜０．０５。 见下表 ２。

３．三组患者心动过速、呛咳、高血压及体动反应的比较：
对比各组患者心动过速、呛咳、高血压及体动反应的，发现 Ｂ、
Ｃ组显著低于 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见下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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