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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血糖波动评估参数
及其临床应用

高杰安振梅李双庆

【摘要】 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GMS)是近年推出的新型血糖监测系统，它有很多反映血糖波动

的指标。如血糖水平的标准差、曲线下面积或血糖的频数分布、平均血糖波动幅度、24 h平均血糖水

平、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平均每日风险范围等。各指标均有优势和缺陷，现IⅡJ顾了CGMS常用的一

些指标和近年来提出的新指标，为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评估血糖波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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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uous glucose momtofing system is a new tool to detect blood glucose．It Call gener-

ate a large number of measures of glycemic variability，including standard deviation，area under the curve，

mean amplitude of glucose excursion，mean blood glucose，mean of daily differences，the average daily risk

range，and continuous over lapping net glycemic action over an n—hour period(CONGAn)，etc．Each mea$-

ures ha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Here reviews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inuous

glueose monitoring data for use by clinical researchers and cli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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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血糖是了解血糖控制状态的必要手段。长

期以来，糖尿病治疗方案调整和糖尿病控制情况评

价一直采用静脉血和指血血糖监测的方式，但是点

血糖的测定并不能准确反映机体血糖的具体变化，

尤其是对一些血糖波动大、难治性、脆性糖尿病患

者，其反映血糖实际变化的准确性较差。动态血糖

监测系统(CGMS)可以动态、连续监测3 d以上的血

糖。其对于了解血糖变化的全貌，帮助鉴别和预防

不必要的低血糖和高血糖事件，有针对性地设计个

体化的治疗方案，更好地控制血糖，指导糖尿病治疗

起很大的促进作用【I J。CGMS可以提供很多数据，

如何用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估血糖波动

十分重要。近年来发现，血糖波动和糖尿病慢性并

发症，如大血管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等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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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l CGMS血糖波动评估参数

行CGMS时应每天至少输入3—4次指血血糖

以校正动态血糖，指血血糖和动态血糖之间应有良

好的相关性，这样的CGMS图像才有更好的临床意

义。CGMS准确度的一般标准为：当指血血糖值之

间的差值≥5．6 mmoL／L时，平均绝对差(MAD)≤

28％且相关系数(CV)≥O．79，当指血血糖值之间的

差值<5．6 mmol／L时，MAD≤18％。

1．1评估日内血糖稳定性的参数

1．1．1 血糖水平的标准差(SDBG) SDBG为CGMs

24 h监测期间共288个测定值的标准差。标准差是

统计学上一种常用的离散指标，在临床及科研中常

以(均数±标准差)来综合反映正态分布的观察值

的集中和离散特征。SDBG可作为估测日内血糖波

动幅度的简易参数[3】。该项指标的缺点在于其代

表的是所有血糖测定值偏离平均血糖的程度，无法

区分主要的和细小的血糖波动，因此无法体现血糖

波动对于机体组织器官损害的权重大小，也不能分

析血糖波动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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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血糖波动于某一范围内的时间百分比(Pr)、

曲线下面积(AUC) 该参数的优点是比较直观，有

助于对患者进行可视化的糖尿病教育。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高血糖和低血糖的严重程度，后者尚兼

顾血糖变化的时间和大小两方面的信息。喻明

等141对40例新诊断、未经干预治疗的2型糖尿病

(T2DM)患者进行连续71 h(43—90 h)的血糖监

测，发现6：00 am一1l：00 am是血糖高峰最集中

(52．5％)的时间段，而62．5％的血糖低谷值出现

在l：00 am～6：00 am。血糖>7．8及11．1 mmol／L

所占的时间百分比分别为96％(37％一100％)和

62％(8％一100％)。血糖>7．8及11．1 mmol／L

的时间百分比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9．8±

1．9)％均呈显著正相关(r=0．74，r=0．76，P均<

0．001)。

1．1．3 日内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 筛选受

试者24 h波动幅度大于一定阈值(一般为1个

SDBG)的血糖波动，根据第一个有效波动的方向统

计血糖波动幅度，MAGE为所有血糖波动幅度的平

均值L3J。其优点之一是变化不依赖于血糖的整体

水平。Monnier等口。在T2DM患者中发现，MAGE和

24 h尿异构前列腺素有很好的相关性(，=0．86，

P<0．0 001)。异构前列腺素是缺氧情况下花生四

烯酸在氧自由基作用下经过裂解重组形成的，可作

为反映体内氧化应激的一项较可靠指标。近年来氧

化应激和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发展的紧密联系

已得到广泛认可。因此MAGE对糖尿病慢性并发

症很有意义。但MAGE也有缺点，如没有反映所有

血糖值的波动；如果出现明显的高血糖或低血糖，

MAGE就会偏大，出现偏倚；另外，波峰和波谷选择

的位置和数量也会影响结果。

1．1．4 24 h平均血糖(24 h MBG) 24 h MBG为

受试者CGMS 24 h监测期间共288个测定值的平均

水平，是反映整体血糖控制水平的重要参数。有证

据显示，24 h MBG很可能是1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发展的预测指标㈤1。

1．1．5平均每日风险范围(ADRR) 血糖为呈偏

态分布的数据，而且高血糖(>10 mmol／L)的范围

远远大于正常范围(3．9～10．0 mmol／L)和低血糖

(<3．9 mmol／L)的范围，常用的参数如平均血糖、

SDBG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指标都要求

数据为正态分布的资料。ADRR的优势在于通过对

数转换将呈偏态分布的血糖转换为正态分布资料，

接着再换算为风险值。ADRR<20代表低度风险，

20一40代表中度风险，>40代表高度风险。ADRR

和血糖波动有极好的相关性，可以预测低血糖和高

血糖的风险。7]。本指标对低血糖和高血糖的权重

均较好，偏倚小。但计算复杂，需要之前2—4周的

指血血糖数据㈡1。

1．1．6血糖评估糖尿病方程(GRADE) 计算公式

为GRADE。al=425{log[109(X)]+0．16}2(x为血

糖，单位为mmoL／L)，然后计算高血糖、正常血糖、

低血糖对方程的权重。如果血糖偏离正常血糖越远

(包括高血糖和低血糖)，其权重越大。GRADE的

优点是可以反映高血糖和低血糖的严重程度，

GRADE>5表示临床上有明显的高血糖或低血

糖1 sl。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试验研究提示，对于2

型糖尿病患者高血糖贡献了GRADE分数的92％，

低血糖贡献了l％；对于1型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

贡献率明显升高，达20％，因此1型糖尿病患者更

易发生低血糖。GRADE分数可以和HbAl c相互结

合，观察患者血糖情况，防止过分强调降低HbAIC，

增加低血糖风险一o。

1．2评估日间血糖稳定性的参数 日间血糖平均

绝对差(MODD)取受试者2个连续24 h监测期间

的测定值，其相匹配测定值间的平均绝对差为

MODDL3 J。MODD<1．0表示患者血糖监测过程中

每天的图像相似，改变不大。MODD越大，代表日间

血糖波动越大。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的MODD

为4．3(2．9—8．1)，正常人则为0．8(0．5一1．2)¨⋯。

l。3评估餐后血糖稳定性的参数餐后血糖波动

幅度(PPGE)为餐后血糖峰值与相应餐前血糖的差

值，可以较详细地反映与进餐有关的血糖变化特征。

Nalysnyk等f11]将近年来研究血糖波动和体内大血

管和微血管病变的研究行系统评价后发现，T2DM

患者的PPGE峰值和心血管并发症有很强的相关

性，并且这种相关性独立于HbAIc和空腹血糖，

HbAlc不能反映餐后血糖的漂移变化，PPGE可作

为估测餐后血糖漂移程度的简易临床参数。

餐后血糖的AUC为高于餐前血糖水平的餐后

血糖AUC的增值。通常计算餐后3 h的血糖来评

估餐后血糖控制状况。其可以综合评估餐后血糖状

态的特征，且和氧化应激指标24 h尿异构前列腺素

有明显相关性(r=0．55，P=0．009)，提示和糖尿病

慢性并发症有密切关联陋】。

周健等¨2 J分别对T2DM组和正常对照组行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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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S后发现，晚餐的餐后血糖AUC显著高于早、

中餐(P<0．01)。其与HbAlC相关(r=0．29，P<

0．03)，在调整餐前血糖后消失(P<0．05)；PPGE与

餐后血糖AUC呈显著正相关(r=0．93，P<0．01)。

1．4评价相对短时间内血糖波动的指标CONGA

(continuous overlapping net glycemic action)是近年

来提出的新参数，反映n小时和之前相匹配的n小

时血糖变化的标准差。如CONGA。代表4 h内血糖

和前4 h血糖变化的标准差¨0|。其优点是可以反

映相对短时间内的血糖波动，比较灵活。

2 CGMS的临床应用

2．1 提高无症状性低血糖的发现率 CGMS能够

全天监测血糖，对于一些血糖波动大、难治性、脆性

糖尿病患者，可以了解血糖变化的全貌，帮助鉴别和

预防不必要的低血糖，是发现无症状性低血糖事件

非常有用的工具一“。

2．2 了解不同代谢状态下的血糖情况 陈莉丽

等【14’用CGMS评估T2DM患者一级亲属的糖代谢

特征。结果发现，其MAGE明显高于对照组

[(2．3±o．5)mmol／L 1．25．(2．0±0．6)mmol／L，P<

0．05]，其余指标无明显异常。Zhou等n纠对中国

434名糖耐量正常者行CGMS后，建立了中国糖尿病

患者动态血糖参数正常参考值，即24 h MBG为6．6

mmol／L，大于7．8 mmol／L的血糖范围应为<17％

(4 h)，小于3．9 mmol／L的血糖范围应为12％(3 h)。

2．3评价糖尿病的治疗效果 Murphy等¨钊对7l

例女性糖尿病合并妊娠患者行前瞻性、随机、开放、

对照研究，分为常规组和CGMS组(孕8—32周，每

隔4～6周行1次CGMS)。结果显示，CGMS组

HbAlc更低(6．4％纯5．8％，P=0．007)，巨大儿的

比例明显降低(35％猫．60％，P=0．05)。

2．4危重患者的血糖调控危重疾病时机体内激

素代谢常发生紊乱，此外应用儿茶酚胺类、糖皮质激

素等药物更易造成应激性高血糖而影响患者病情。

CGMS可以提供血糖波动的方向、原因、持续时间、

频率、趋势，全面了解血糖变化，及时调整降糖方案

使血糖控制在合适范围，度过应激状态，并减少低血

糖发生率。

2．5其他疾病的研究 Buscemi等Ⅲ1应用CGMS

发现血糖波动与代谢综合征患者的内皮功能密切相

关。Sara等【181对17例维持性透析的T2DM患者行

CGMS，发现CGMS可提供更多的血糖信息，用于调

整治疗方案。陶敏芳等¨州对20例糖耐量正常的多

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和20名正常人行CGMS后发现，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餐后血糖达峰时间为(40±

18)min，明显大于对照组(30±10)min，(P<O．05)。

CGMS是糖尿病监测的新手段，不但可以缩短

疗程，而且可通过CGMS提供的血糖信息，配合胰岛

素泵，将血糖控制在更理想的范围，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闭‘21 J。这将大大降低患者的治疗总费用，减轻患

者和社会的经济负担。而了解CGMS评估指标，读

懂CGMS图像，是确定和调整治疗方案，进行科学研

究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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